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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象数疗法--象数配方
李春彬

象数配方

(一)象数的读法

1、2、3、4、5、6、7、8这八个象数的读法同平常的读法完全一样。配方中有 0，仍读零。如 3810，读作三八一零。

(二)象数配方的结构

较简单的配方是一元结构，如 650或 30；较复杂的配方，则是二元或三元结构，如 650·30或者 650·30·820等。

(三)各元象数的组合

象数配方中“元”的组合，一般依据“母子补泻法”；即需要补或泻时，其象数一般组合在一个“元”内；平补平泻时，其象数则单独在一个

“元”内。如肝血不足，可配方为 640，为水生木，补肝血；若肝气郁(实)，可配方为 430或 4300，为木生火以泻肝郁；介于虚实之间，需要平补

平泻时，其象数可单独置于一个“元”内，如股痛，配方为 50等。各元中间用圆点隔开，默念时稍停顿。

(四)0的功能与运用

在象数配方中，0的使用很普遍，它有其特殊的内涵与功能；古人用“0”表示太极之气浑然之象；若没有太极“0”无形之气的牵制，八卦也

就不存在了。为此它是象数配方中不可缺少的。临床实践表明，0的基本功能是强化信息波的能量，以通经气调阴阳。一般地说，并列 0的个数为

偶数者偏滋阴，并列 0的个数为奇数者偏温阳；0位于象数前者稍显偏阴，后者稍显偏阳。

几点说明

(一)调好的象数配方，即可令患者默念，默念过程中，如头、胃、心等无不适感，可随时默念，即产生疗疾健身之效。观察患者默念象数密码

的时间，一般短者几秒钟，几分钟；长者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即可产生不同的感应，如出现头清目明，身轻气爽等等；反之，如出现头部或胃部

不适或心悸、气短、胸闷等感应，一般为配方有误，应重新调方。有的患者无明显感应，经坚持默念，同样有效。

(二)默念象数密码可不拘时间、地点、恣态、方向，在日常生活中行走坐卧均可进行。如若放松入静后，或睡前、醒后放松默念，其效更佳。

根据病情，每次默念时间可长，可短。随时想起随时默念或默想均可。一切顺其自然。

(三)患者病愈后，可继续默念原配方，一可巩固疗效。二可健身。

(四)默念象数密码的过程中，体内生理机能处于调解状态，体内细胞中相应的信息能量不断增加并向病灶冲击，这时有的患病部位的症状可能

暂时加重；只要头、胃、心无不适感，仍可继续默念。极个别患者如出现类似“晕针”之象，可按晕针处理。

(五)象数疗法可在临床单独施用，也可与针刺等疗法配合使用。

(六)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病情的变化，象数配方也可适当调整，如若默念过程中，感觉舒适，仍可守原方不动。

精神不正常或记忆力差者禁用。

用上象数方扔掉药蒌子

——李春彬的实践报告

　　编者按：李春彬先生早已涉足于传统文化，并深入探索、实践与其中。近年来又与象数疗法结缘，不仅把自身的疾患汤涤于无踪，并给有

缘者以象数疗法解除痛苦之患而深受欢迎、称奇。

　　以他一个个短小精悍、情趣横溢的病例中，不难看出其配方的灵活多变、思维形象、收效快捷，颇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长期地修道、修德、行善之旅，使之能较快地掌握运用象数疗法，事在必然。

　　只有自立自强的人才能大吉大利、充满光辉。

　　我叫李春彬，曾在沈阳军区某医院任政治协理员，四十九岁。

　　因为前些年工作劳累过度，正值壮年之时，却集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发病时每分钟四十至四十五次）低血压、脑缺氧、植物神经紊乱、

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等多种疾病于一身；中医诊断为心阴不足，气血两虚；免疫力低下，多次住院治疗，也曾被急救过，只能绥解不见好

转，长年与病相伴与药为伍，苦不堪言。

　　我于 2006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八卦象数疗法，并试着为自己配方，从补中气不足入手，综合调理五脏之气，采取以组方为主灵活运用的办

法，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自从持念象数见效起自己没再吃过一片药，把剩余的药包了两大塑料袋有十五、六斤全都扔进了垃圾箱，山玉老师赞许地说：“你扔掉的

不仅是药，同时也阻断了不健康信息”。

　　在我治疗过程中分别使用过以下组方

（方义略）：

　　（1）7000．20．6400．380；

　　（2）010．650．004300．8720；

　　（3）82000．1650．00430；

　　（4）1650．4300．380．72000；

　　（5）720．650．4300；

　　（6）720．16400.380。

　　（7）650.430.820。

　　经过自己近一年的认真学习研究和实践，身体状况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1，  血压趋于正常；

　　2，  心律正常；

　　3，  早搏消失。过去频发室性早搏；现在早搏现象彻底消失，并且心脏搏起有力。

　　4，  心肌缺血、脑缺氧、神经衰弱现象消失。过去时常发生心悸、失眠多梦、心理承受能力差，整日无精打采，记忆力差；现在上述现

象彻底消失，睡眠状态良好，念数入睡几乎无梦，头脑清醒，智力和记忆水平明显提高，精神愉快，心胸宽阔，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

　　5，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及胆囊炎痊愈。因早年艰苦的连队生活得了胃病，这一疼就是二十五六年，前些年又得了胆囊炎，凉的、硬

的、酸辣的、鸡蛋、水果等等都不敢吃；现在彻底好了，胃不疼了胆囊炎再没犯，也不忌口了，自然地由过去比较喜欢吃肉食而现在更偏爱蔬菜和

水果。虽然吃得不多，但觉得能量很充足；

　　6，在治好以上病的同时，无意间还治愈了其它一些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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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不花了。原来看书要戴 100度的花镜，现在看多小的字都一目了然（用配方：00300）。

　　脚气不见了。因为年轻时汗脚很严重，脚气一直困扰着我，脚气膏药没少抹，自从念象数，不知不觉就好了（用配方：720.650.430）。

　　排便正常了。现在一天最少一次，感觉浑身轻松(用配方：82000或 16400)。

　　荨麻疹好了。本人是过敏性体质，长期被遇冷、潮湿型荨麻疹所困扰，遇冷、潮不仅身体多处引发风团，并且眼、耳、鼻、口腔、气管食

道内粘膜及内脏都有反应，外痒内痛，如今痊愈了（用配方：7000.2000.65000）。

　　不怕空调了。从前我最怕坐有空调的轿车和去冷气开放的饭店吃饭，过后不是头疼颈椎疼就是腰疼，自己知道这是受凉受风之症，于是到

这样环境就默念象数，念了几次之后现在即使忘记念数也没反应了（用配方：7000.165000）。

　　痔疮消失了。以前痔疮挺厉害，有时还出血，饮食稍不注意、受凉受潮都会犯，痛苦难当，到现在快一年了从未复发(用配方：00200)。

　　指甲漂亮了。原来指甲坑坑洼洼，苍白不见半月，现在指甲光泽红润，半月清晰（用配方：16400）。

　　体重减轻了。原来体重在 78至 80公斤之间徘徊，体态比较臃肿，现调整为 68至 70公斤左右，接近标准（用配方：650.4300.872000）。

　　容光焕发了。过去由于多病缠绵，气色不好，现在不仅心理感觉年轻了十几岁，外表气色润泽，皮肤变得细腻光滑，容光焕发，别人都说

我吃了灵丹妙药（配方里只要有“2”，长期坚持必定见效）。

　　精力充沛了。过去体质十分虚弱，不用说从事体力劳动，就是回家上楼都会气喘吁吁，腰腿酸软，大汗淋漓。再看现在，精力旺盛、体力

充沛，前几天我家装修房子，我是又跑材料又搬东西，同时还打理店里生意，陪朋友们打球、游泳，从早忙到晚一点不觉得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一旦劳累过度身体酸痛就念数，一会就好（用配方：7000.820.650）。

运用象数   出手不凡

　　我在运用象数疗法调理自己身体的学习与实践过程中，结合自己所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及现代医学知识，不断探索和感悟，觉得开

了一点窍，深刻地领悟到李山玉老师所创的“象数自然疗法”不仅具有传奇性，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效性，可操作性。

　　以她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在医学领域诠释了“大道至简”这一深奥的哲学命题，为有缘众生的安康播下了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她的这一发

明对于中国易医文化的发展具有理程碑意义，是中华医学的补充和完善，是国宝，是众生的福音。

　　我们每一位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高举起自己手上的这把火炬，去发扬象数疗法所蕴含的八卦场精深的能量，为众生谋福祉。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也就有了勇气试着出手为身边有缘的人治病，不到一年时间治愈各种病患有一百多例。

　　下面仅遴选数例呈上，由于自己所学有限、领悟不深，还望老师与同仁不吝斧正。

　　子宫肌瘤萎缩钙化。

　　我爱人柳某，44岁。患子宫肌瘤多年，一直以药物控制，去年单位体检发现原来的瘤体增大，还长了三个新的，医生建议手术切除。我与

爱人一商量，决定排除一切人为干扰用象数治疗，避免一刀之苦。

　　（用配方：720.1666000；72000.16000.450.380；720.1650.4300.820；650.4300.872000）。

　　由于她在银行工作比较忙，又经常接触阿拉伯数字气场较乱，她就利用早中晚和双休日专心念数，我和女儿经常检查监督为她创造良好氛

围，经过半年多的象数治疗,到医院检查瘤体萎缩钙化。

　　现在家人哪不舒服不问吃啥药而问念啥数。

　　病因：子宫肌瘤是近代妇女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多见于中年妇女人群，子宫富养状态下肾气衰弱气血不调血淤气滞所至。

　　治法：依据中医气化理论益气补肾，活血化淤，散结去肌。

　　方义：

　　（仅以第二组方 72000·16000·450·380为例，其余略）：

　　7为艮（胃、突出部、肿块，五行属土）；2为兑（肺、气，五行属金），“72000”山泽通气，以兑金泻艮土去瘤，后加三个“0”以增

强肺气运行（肺为气之帅）；

　　1为乾（头、大肠、五行属金）；6为坎（肾、膀胱、子宫、五行属水），16000取乾金补肾水，后加三个“0”强化肾脏功能；

　　4为震（肝、动、五行属木）；5为巽（胆、风、五行属木），“450”取雷风相薄，疏泄条达以鼓动气机；

　　3为离（心、小肠、五行属火）；

　　8为坤（脾、腹、五行属土）；

　　“380”取心火补脾之土，以增强脾之统血能力，以达“气帅血行”，不滞不淤，肌瘤终被气化。

　　让他马上站起来。

　　一次朋友聚餐，战友杨某腰疼得站不起来，手撑着腰，活动得要人搀扶，说腰间盘突出，按摩理疗都不见效。我半开玩笑说你哪都不突出，

就是虚惊突出。

　　立刻让他默念 0001000.0006000.不到三分他突然站起来就喊:“太神了，太神了！”，把我们在坐的人吓了一大跳。

　　病因：腰间盘突出压迫经脉，气血运行受阻，肾气虚弱气滞于腰部，不通则痛。

　　治法：行气通脉，强化肾气。

　　方义：

　　“1”为乾，为督脉，“0001000”前后各加三个“0”以补督脉和增强督脉的行气力量；“6”主肾，位置在腰部，“0006000”前后各加

三个“0”以补肾气并强化肾之行气作用。气脉一通，疼痛立消。

　　半小时湿疹无踪。

　　一次婚宴，同桌的乌兰滴酒不沾，脸上和身上长不少红色疹子，打针输液吃药一个星期不见好转，医嘱不许她喝酒，知道我曾在医院工作

问有啥好办法，我给她写了一个方子：0002000让她默念几遍，逗她说必须喝酒效果才快，她也真听话与大家喝了起来，奇怪的是不到半小时，她

脸上和身上的疹子一扫而光，同桌的人都称奇。事后乌兰因此请我一回客，再没复发。

　　病因：肺为娇脏，与外界空气直接接触，外邪（寒、热、燥、湿）易侵入，此例为湿邪滞于皮下，肺脏宣化失职所至。

　　治法：强化肺之利水宣化功效。

　　方义：

　　“2”代表肺。肺主气、主通调水道、主皮毛。“0002000”“2”前后加三个“0”强化肺之阳气，在祛湿的同时使体表固密，增强卫外之

力，该患者饮酒未使病情加重反而促成其较快康复，是酒在肺气运行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病例方义略）。 

　　急性胃腹痛轻松搞定。

　　我女儿圣爱，19岁。一天在学校上课突然胃腹痛得浑身出汗，老师把我爱人叫去了，我爱人见状也手足无措了，赶紧给我打电话问去哪个

医院，我告诉她哪个医院也不用去，回家念数（用数 7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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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下班回家不见女儿，爱人告诉我孩子念一会儿数不疼了又去上学了。

　　颈椎痛一夜痊愈。

　　市宾馆职工那某，女，42岁。她原来不信象数疗法，一天下午，她一付痛苦不堪的样子来我店里，说脖子要断了一动不敢动，询问之下知

其便干，牙痛，失眠。

　　我轻轻按摩几下局部，她就大呼小叫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说你这病到哪也没啥好办法，只能试试念数了。

　　她说行行行，一付急时抱佛脚的样子（用数 001600.450.003.872000）。

　　次日我刚上班她的电话就过来了，大哥你真神了，早晨起来一点不疼了，咱俩开门诊吧，我给你收钱。

　　暗贴象数眼疾恢复。

　　我岳母李某，70岁，基督教徒。受“半瓶子醋”老师的影响，明知周围人用象数疗效显著，自己有病也不敢念，说上帝会怪罪。

　　一次她眼角膜溃疡，又失眠，我就在胶布上写象数稍稍地贴在她床单下面，几天病就好了（用数 003.070.2600.400）。

　　前几天她的眼疾又犯了，我给她讲象数不是宗教，与吃药是一个道理，在大家的劝说下终于明白开始念数了,念几天效果非常好，自己也

有信心了(用数 003.720.16400)。

　　蒙古语念数疗效不减。

　　苏某父亲，70岁，蒙古族。母亲，68岁，蒙古族。父亲患高血压病，母亲患腰间盘突出症，由于其双亲长年生活在牧区讲汉语非常困难，

苏某问我给她双亲配个方用蒙语念行不？我说可以。

　　道，大无边，小无内。她说不懂，我说是你孝心感动天地的意思，她明白了。过一段时间苏某跟我说,她父母把给的方当经念，效果都特

别好（父用数 2600.4300.820）；(母用数 010.6660.450.720)。

　　更年期症状一扫光。

　　妹妹同学王某，女，47岁。心中烦闷，喜怒无常，失眠头晕，伴有陈旧性风湿型关节炎，双膝红肿。

　　我按更年期综合症和风湿型关节炎组合配方，持念一周症状消失（650.004300.72000）。

　　座椅贴象数减病痛。

　　好友石某，家族型乙肝，伴胆结石，肝区、后背阵发剧痛。他对现代医学比较依赖，对象数疗法半信半疑，加之工作太忙，一般就是想起

来念念。

　　我就将他来我店时常坐的椅子上贴有关象数，不知不觉发现不痛了，他也就特别愿意坐这把椅子，只要他在谁也别想坐他那把椅子（用数

16400.5000.380.72000）。

　　吃安眠药不如念数。

　　市宾馆张某，女，36岁。严重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有时为了入睡一次服安定 7、8片，次日昏沉，经象数调理已能不吃安眠药也安然入

睡（用数 1600.004300.080）。

　　中风后遗症减轻。

　　工行病退职工老巴，男，54岁。因年轻时汹酒造成脑血栓，半身不隧。经念数现在觉着浑身有劲，一次能连续行走两小时也不觉得累（用

数 0001000.26000.4500.380）。

数字疗法快速显效篇（节选）

   1小时击退风疹

2006年 4月 8日本人回崇左县扫墓，上午 8时上火车（车程二小时），上车约五分，突然患风疹，面部、颈部一片片红肿，发热、极痒。同车

厢一位 30多岁的男医生一家三口也回乡扫墓，见状即说：“阿姨你过敏了”并说他没有带任何药物，主动到广播室找列车员取扑尔敏或感冒类药。

而列车上除了外用药再无其他药，这位医生是爱莫能助，我当即组方调治，先用常治风疹配方默念无效，症状越来越严重，整个头部热气腾腾，红

肿、极痒，当时真吓人。我意识到邪气严重，马上改用泄皮肤邪气，驱风，凉血，止痒的配方：00700·026600·0500·003，念方几分钟，一股清

凉之气从头面向颈部排下，约一小时症状大大缓解，那位医生说：“消了许多”我只笑笑，一心念数。当火车快到站时，症状已消失，恢复正常，

那位医生很惊奇的看着我说：“不用药怎么这么快就消了？”感到不可思议。当时在车上，无医药，病情发展很快，幸好我学了象数疗法，才能快

速的自救，内心非常感激恩师。

快速扶正驱邪

本人经几年的念数调整，体内比较敏感，患者的疾病在我身上相应部位容易感到病气。2006年 10月 13日晚，参加同学举办的晚宴，邻座一位

同学滕关节增生，疼痛，跛行，与她邻坐几小时，还拉着她走很长一段路。受病邪之气影响，本人回家，下公交车时，滕关节也痛，如患者一样左

边较重，而且扭曲，几乎走不了路，我当即组方默念扶正驱邪配方 0007000·650·4440。天亮基本上不痛了，早上练功半小时念数就正常了，象数

配方强力壮骨驱邪，调畅气机而获速效。

十分钟快速治愈突发病

卢女士，75岁（电话：15977726601）

于 2006年 10月 1日上午八时半，突然整个口唇红肿，很吓人，此病西医说是病毒，中医说是胃痉挛引发，而象数疗法比类取象一步到位的调

整局部。口唇是肝经，胃经所循，配方为：04440·720 持方几分钟即舒服，约二十分钟红肿即消。

10月 15日卢女士右脚背肿痛，也按卦象配方：1000·770·440右脚为乾卦，脚背为艮卦，直接调理病位气机，二十分钟即愈。

三天治愈痛风

深圳徐女士（电话：0755-82390216）

于 2005年 5月 3日来电求方，其脚背痛风。在深圳医院吊针二周症状未缓解，肿痛不能行走，采用清热消肿、平息、驱风止痛配方：

500·7780·640 持方渐舒服，渐消肿止痛，三天痊愈，至今没有复发。

十分钟治愈小孩阴茎龟头胀痛

雷女士，73岁（电话：0771-26870467）其孙儿于 2006年 12月 10日晚八时小便龟头胀痛，雷女士求方代念，配方：01200·070 十分钟即愈。

脊椎压缩性骨折 15分钟止痛，二十天行动自由

雷女士，73岁（电话：0771-26870467）

于 2004年 8月 5日滑跌，广西骨伤医院拍片检查确诊为脊椎压缩性骨折，疼痛难忍，连说话腰背都很痛，院方要求患者住院卧床，一个月需

交四千元费用，还请人日夜护理，由于患者是象数疗法受益者，平时腰痛，脚痛念方都获佳效，不同意住院，由家人抬回家后即求方治疗，配方：

00100·6000·7770半小时后来电话高兴的说：“这条配方很好，念方 15分钟止痛，全身舒服轻松，过一会坐起来，活动不妨碍，太神奇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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