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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芸：
人生苦难，但仍然很美
在人生最繁华时患上乳癌，失去一个乳房；三次婚姻
三次分离，62 岁单身一人无子女；脑下垂体瘤随时可能
导致失明；一个多月前失去母亲，刚刚从抑郁中走出来……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如此清朗、明媚的一个女人。支撑她

啊？！难道人生就是痛苦吗？如果是

走过这跌宕起伏的半生，仍能享受生活之美的力量是什么？

这样，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很小的时
候，我就许下心愿说：我长大以后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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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个好太太，我一定不要留下孩子，
让他 / 她受苦。18 岁时我就想，如果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死掉。

人生就是痛苦吗？

宝贝”。我就想，如果所有人都是神的

那些“不可以信任的”男人

我从小就在寻找答案：人生到底是怎

宝贝，如果神就是爱，为什么我会常常

18 岁那年，我认识了第一个男朋友。

么回事？因为我的童年很痛苦。

挨揍？神怎么是这么可怕的呢？哪里

那时什么都不懂，因为看电影，只觉得

6 岁之前，我是个非常快乐的小

有神啊？我想找个人谈谈，可是没有

爱情是多么美好、浪漫，但是事实和想

孩，可是上学以后就变了。老师要你写

人可以跟我谈这些东西。跟兄弟姐妹

象不同。当他说要跟我“那个”的时候，

功课，像“上、下”这么容易的字也要

谈，他们说“你想太多了”。我去教会

我说我不要——我出身于一个家教很

写 50 遍，我 想 写 10 遍 就 可 以 了，于

问：
“圣经上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们

好的家庭，绝对不会跟他有性关系。结

是只写 12 遍，结果被老师打手心。还

就 说：
“神 的 儿 女 就 要 虔 诚，要 相 信， 果，六个月后他就结婚了，没多久他老

有一次，要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了“吴

不要中了撒旦的计。”

婆怀孕了——婚前就怀孕了。我很伤

家”，忘记写“芸”，又被打……老师还

我变得无法和长辈亲近，也不愿

心，他跟我说他有多爱我，可是……我

会跟我妈妈告状，结果变成在学校挨

听他们的话。我常常和母亲对立，还跟

就觉得，男人是不可以信任的——那

打，回家又被妈妈打。我当时就感觉这

她挑战：
“你整天就知道打人，你算什

种信念的种子又根深蒂固，因为我的

个世界好可怕啊。

么基督徒啊？”结果又被打。我像疯了

父亲也是在外面有很多情妇，还有跟

我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常常

一样的，不停地跺脚甩手，以表达对她

别的阿姨生的小孩。

唱颂着“无论青红黑白种，都是耶稣心

的反抗。我想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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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男人不可信任，男人不够

吴家芸 (Sophia)
“一念之转”国际认证协导师。1947 年
生于厦门鼓浪屿；1984 年开始学习阿凡
达课程，并率先将其引入台湾；1994 年
开始跟随“转念作业”创始人拜伦·凯蒂
练习；2002 年将转念作业介绍到台湾；
2007 年回到台湾定居，专心推广一念之
转；2010 年 3 月来到北京推广一念之转，
与《心理月刊》读者坦诚分享人生经验。
转念作业 (The Work）
，美国家庭主妇
拜伦·凯蒂在对抗抑郁症的过程中摸索出
的一套工具。
《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埃克哈
特·托利称其为教人们如何活在当下，活
出喜悦、平安和爱的本然境界的钥匙。转
念作业课程已经在中国内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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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信念，我就很努力地学习、工作，

等到成熟，水果会自己掉下来

去证明给自己看、证明给对方看：你
看，你多没用，我比你棒。我在纽约人
寿保险公司工作时，曾得到美国保险

《心理月刊》：您人生的种种转变，都与信念转
变有关？

的。一般人不会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对的。真正
承认自己错，是需要勇气的。

吴家芸：与我的想法、信念完全有关系。任何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转念作业。如果你

情况的产生，背后都不会没有信念。有时正面

很快乐、平安，过得非常美满，是不需要这个

的大部分是外国人，而且是男人，但是

的信念都会带来痛苦。如果一个人说“我要做

工具的。这个工具也不见得适合每个人，因为

我和他们一样可以做到。最顶峰的时

个成功的人”，隐藏的信念其实是“我不够成

我们无法摘下没有成熟的水果——条件没有成

功”。信念，就是把想法当作宗教来信仰，你等

熟时，是没有办法做通这个功课的——等到成

于是这个想法、信念的信徒了。

熟，它会自己掉下来。爱自己、容忍他人、爱他

界“终身百万元圆桌会员”，获此荣誉

候，我赚到很多钱，人脉很广，开奔驰，
拿 GUCCI 包，穿名牌，但是心里非常

人，都是理论，怎么做到呢？就是要不断地做

空虚。我知道，我有东西没有找到，而

所有信念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吗？

功课。有时候，一个信念可能要做 10 年。我现

此时，又面临身体的挑战。

不见得。如果我说我是个有爱心的人，真正的

在还在做。

29 岁，在例行身体检查时，医生

感觉也确认如此，就不会有痛苦。
您是怎么做功课的？

发现我得了乳癌。我一下子就痛哭得

做转念作业时可能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我是一碰到有压力的事、不平安的事情就做。

不行，好像我马上就要死了。结果我活

是害怕，害怕去看到真相。

有个方法是写作式静心，这是可以一个人做的。
有时需要别人帮我做，是因为有时我们太执著

下来了，但是变成只有一个乳房——
三十几年前做乳癌手术，还不能同时
重建乳房。我第一个老公说：
“你千万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看到真相？

于自己的故事，有别人帮问问题，我就可以到

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故事，要证明自己是对

更深的地方去找答案。

不要在我面前脱衣服，我害怕。”他的
这个信念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后来我
们就离婚了。

而跟妈妈说：
“都是你不好，你不会撒

就说：
“你好烦哦，爱放在心里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完美的女人， 娇，不会甜言蜜语，一定是你太差，爸

干吗还说出来？！”我说：
“我 40 年都

一定不会再有男人要我的。这个信念， 爸才会去找别的女人。”那时候我是如

没有跟你说‘我爱你’，你现在就给我

让我害怕再找对象，但我还是又结了

此残酷、无理、霸道地攻击我妈妈，但

个机会，让我好好地跟你说‘我爱你’

一次婚，并且再次离婚。我的律师告诉

是妈妈竟然没有讲话，也没有打我……

吧。”从此，她不再拒绝。我是兄弟姐

我，他办离婚案件 20 年，我是第一个

当我走上灵修的道路后，才感觉自己

妹中，唯一可以跟她讲“我爱你”的。

要给男人钱的女人。这次离婚令我心

是多么可怕。40 岁时，我跪在地上跟

爸爸呢，我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

理很不平衡，觉得很委屈：我是一个受

她说：
“妈妈，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不

跟我讲“我爱你”。因为我一直在电话

害者，男人都利用我、欺负我。这些困

懂事，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她的

里跟他们讲“我爱你”，突然有一天他

扰、影响着我的信念在我学习一念之

声音呜咽了）她用手扶我起来，说：
“傻

就说“我也爱你呀”，然后很尴尬地“呵

转后，都逐渐烟消云散了。

孩子，我是你的妈，过去就过去了，我

呵”几声，赶紧挂电话了。

一定原谅你的。”还好，往后我还有 22

我很幸运，能走上这条路，
（哽咽

跟父母说“对不起”“我爱你”

年的时间，与她快乐地相处，对她非常

着）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我才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不专一让妈妈多

尊敬，非常爱她。

能在他们的晚年享受与他们的关系，

么痛苦。可是我小的时候也不懂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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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总跟我妈说“我爱你”，她

没有任何不安、责怪、内疚。

真正决心投入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我
学习 8 年以后，最终决定把它带到台
湾的原因。

痛苦背后有更大的礼物
3 年前我回到台湾定居，直接原因是我
的荷兰老伴“劈腿”了。我以为做了这
么多功课，这件事我一定可以接受，可
以忍受，可是事实的挑战与想象是有
冲突的。我们在一起 7 年的共同生活，
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很相爱，我根
本没有想到 ...... 他也是灵修者，我以
为灵修的人可以战胜私欲，会诚实，对
你忠实——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误会、
想象，我没有真正去了解他，去倾听、
我很幸运能走上这条路，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才能在他们的晚年享受与他们的关系，

接受他。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大。然

没有任何不安、责怪、内疚。

后，我的很多信念就冒出来：我不够
好，我不够吸引人，我不是个好太太，

终于找到最后一块拼图

到爸爸那里去了，所以我没有管好自

我不会做爱……所以他才会去找别人。

第一次接触转念作业，我处理的主题

己的事。由此，我得到对父亲的尊敬。

我不断做功课，问这些信念。三个月以

我要找的东西，在之前学习的阿

后，我就清楚地知道，全部都不是。不

拜伦 · 凯蒂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事， 凡达课程里找到了大部分，可是，就像

过，我还是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我决

就是“我恨我的爸爸，因为他不忠实”。
我的事、你 / 他的事、神的事（上天或

玩拼图游戏，少了一块，但不知道少了

定和你分开，我要回台湾，你就快快乐

大自然未知的力量）
。她问我：
“你爸爸

哪一块。当我学了一念之转以后，我感

乐地和你的女伴好吧。”我祝福他。就

要找情妇是谁的事？”我想了半天：

觉自己找到了那一块，很兴奋。兴奋之

这样，我回台湾了。

“我 ……”（气 喘 吁 吁 地），我 知 道 答
案，但就是说不出来。她就一再重复：

后，我也怀疑，这是真的吗？这么简单，
就让我得到平静、喜悦。她那时上两天

我发现，这个痛苦后面有更大的
礼物。因为这件事，我可以真正专心推

“你爸爸在外面有情人是谁的事？是你

的密集培训课程学费只要 250 美元， 广一念之转，过上非常充实的生活——

的事吗？还是你爸爸的事，还是神的

而阿凡达课程上四阶要花 1.5 万美元。 帮助愿意从痛苦中解脱的人们得到平

事？”“是爸爸的事。”我答得不心甘

我当时的想法是“越贵的东西越好”， 安和喜悦的人生是我的使命；更重要

情 愿。
“那，对 自 己 忠 实 是 谁 的 事？” 所以没有真正投入去接受拜伦·凯蒂

的是，我可以陪伴妈妈度过她的最后

我也说不出来。很久以后，我才说“那

的方法。到后来，我面临各种困境，它

三年，可以无条件地再爱我妈妈。妈

是自己的事”。原来，因为我的心思跑

一再发挥效用，我越用越深越有效，才

妈是 96 岁过世的，她的时代，儿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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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抱她亲她碰她一下的，可是我
天天都跟她说“我爱你”，常常会去抱

钟头，不会有任何内疚感或罪恶感。
这一次忧郁症来，是我主动跟医

转念作业基本功课

她亲她，为她按摩，帮她梳头，和她聊

生说要加药。医生说，我是最棒的病人，

天——我一生想要的都得到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我接受

6 道问题

现在我和前夫也变成了很好的朋

它，没有怪自己，加上坚持吃药，于是

■ 谁让你感到愤怒、心烦意乱、困惑、失

友，常常交流。他很高兴我能做我喜欢

五天以后，我又健康了。因此，我虽然

的事情，鼓励我继续。

有躁郁症，但是有一个非常有品质的

■ 他们应该或不应该做 / 成为 / 想 / 感觉

生活。妈妈过世以前最担心我，因为我

什么？你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没有老公，又没有儿女。我就跟她说：

■ 你需要他们怎么做，你才会高兴？

有躁郁症，生活依然有品质

今年 1 月 14 日，母亲过世。我原以为 “妈妈，你放心，我过得非常好，我会

望，为什么？他们什么地方让你不喜欢？
■ 你希望他们做些什么？怎样改变？

■ 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请列出来。
■ 你再也不想和那个人经历什么了？

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了，但是母亲

很健康的，我一定会（声音哽咽地）做

然后，用下面的四个提问与反转来调查

要盖棺的那一刹那，我又哭得歇斯底

一些（荣耀）你和爸爸的事，让你们感

你写下的每个句子。

里。我以为哭完了就不会再哭了，结果

到骄傲的，你就放心地走吧。”

又面临过年……兄弟姐妹参加完母亲

4 句问话
■ 那是真的吗？

的葬礼，都回到自己生活的国家，只剩

做盲人也快乐

我一个人在家，那种失落感简直无法

四五年前，我又有了脑下垂体肿瘤，严

■ 你能确定那是真的吗？

形容。结果我又大哭。哭完以后，就换

重的话可能会让我的眼睛失明。当时我

■ 当你相信那个念头时，你是怎样反应

天气（从炎热的印尼出差回到凄凉的

一直想要找到可以不必看病、吃药就

如果回答“不是”，请直接跳到第三题。

的？发生了些什么？
■ 没有那个念头时，你会是怎样呢？

台湾），加上想念妈妈，加上各种事情， 能把病治好的方法。拜伦 · 凯蒂问我：
我的抑郁症又来了。

“你的身体健康，这是谁的事？”我说：

我有躁郁症。躁的时候充满创造 “当然是我的事啦。”她说：
“我的经验，

反向思考
把那个念头反转过来。( 例如：他伤害了
我。)

性能量，但抑郁时就如同陷入深渊一

这也是医生的事、神的事。”我恍然大

般。在台湾，这是件很可耻的事情。周

悟，的确，每个人都应该照顾自己的健

■ 转向自己。 ( 我伤害我。)

围人会觉得，你得了这个病，就羞辱了

康，然而有些身体问题只有医生可以

■ 转向别人。( 我伤害了他。)

我们吴家的人。我曾为此跟拜伦·凯蒂

处理，所以应该好好接受医生治疗，其

找出至少三个具体与真实事例，证明每

做功课。那时我的手因为吃药的副作

他就交托给神了。于是我开始去看医

用会发抖，我说：
“我好恨我自己，因

生。脑下垂体瘤我无法控制，它自己可

为我有躁郁症，手抖成这样，好丑好可

以随时长得更大。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怕。”她 却 说：
“你 看 你 的 手 抖 得 多 美

害怕，可以说降低到了非常少。

呀！”我非常吃惊。这是她的看法，和

中国人有句话，没有健康的身体

我完全不同。她得过 10 年抑郁症，现

就不会有快乐。我做功课时问自己：这

■ 完全相反。( 他没有伤害我。)

个反转的确是真的。
关于更详细功课可浏览 www.thework.
com/chinese。

在却可以过得这样平静、快乐、喜悦， 是真的吗？我自己得到的经验和答案
《一念之转——
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

有这么多的爱，我很佩服她。以前我会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现在的经验

怪自己，用了她的方法之后，我接受了

是：人生是很美的，如果失去视线，我

我的忧郁症。我允许自己去休息，如果

会做一个很快乐的盲人，去享受另外

史蒂芬·米切尔

需要睡 16 个钟头，我就好好睡 16 个

一种人生境界。■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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