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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扎萨尔

每种植物都有特定的力量，而用它的能量精
华的特点是将该力量加强或改变其用途。维
德扎萨尔植物的能量精华是一种神圣产品，
由惊人的树皮制成的。

根据印度炼金术，这种植物为天赐，是为了
净化我们的血液或防护血液免遭外力侵占。
因此理解该酏剂服用的规律是很重要的。

这种特效植物生长在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
卡，可以长到30米高。维德扎萨尔以印欧语
叫非法拉、贝巴拉，以德拉维达语叫帮卡或
者帮克玛拉。维德扎萨尔从古代的时候用于
血液的恢复并算做阿育吠陀主要的药品。

维德扎萨尔常常在开始治疗过程以前，或者
恢复身体时而使用。生长在印度中部和南部
高山区域的树木具有最大价值。该区域生长
的植物就有具有比较积极的物质。由于含油
树胶有抗腐烂性的树木在内用时，具有重要
的收敛性特征。



印度教对维德扎萨尔有特别虔诚的态度。应该特
别强调该树木与德拉维达文化的关系。讲述者和
预言者在这种树木产生了好感。这种半圣树木能
够埋入人血并抓住他们。据传说，它给人血力
气，但是能以次换取他的精神。所以古时候只有
专门祭司与维德扎萨尔交流。德拉维达被认为特
等人民，在此文化范围内检查人们与力量（像罗
刹一样的的）的关系。如果力量能抓住人，社会
就不需要这个人。

维德扎萨尔的精神为植物性代表的力量要么加强
血液力量，要么将血液麻醉。以上现象还相适应
另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树木的精神和人心灵
的汇合而成，其结果是形成密度高类型的精神。
可以把本类型列入整个雷姆利亚文明，它代表植
物精神与人们的混合，与极北传说表示的晶体精
神与人们的关系相对立。

因此，为了维德扎萨尔精华具有人所需要的特
征，它与晶体混合。这样，此产品像德拉维达学
说一样保存并表示雷姆利亚文明的精神。可以
说，本酏剂是一种雷姆利亚文明的秘密学说的表
示方式，因为它保存其秘密知识。以酏剂接触本
植物时，您应该理解它的特殊性。

与植物的主要任务是清洁血液。维德扎萨尔树木
表示很多意义和形象，它会有用，也会有让人害
怕的性格。因为血液和许多不同的精神和实质相
关。比如，以前常常一些不同东西放在维德扎萨



尔树下，以便将其精神拟人化。大地女神本身是
清洁血液的空间的化身，在地上维德扎萨尔树木
代表她。





产品特点

维德扎萨尔能量精华是一种不平凡的能
量产品，是一条整个因素及组成部分链
子，表示植物力气、植物与空间的协同
动作、对人生物化学的影响。对人来说
是关键的产品之一，因为它代表空间的
特征，能够与人血液最有效地共振。

关于维德扎萨尔可以多说一点：是空间
的血液。就是说，不仅人们有血液，植
物也有血液，矿物有血液，甚至空间也
有血液，是一种跟红血球特征和质量相
同的某些粒子。一方面有无数分子，另
一方面它们服从被调整的有自己方针的
混沌。

维德扎萨尔精华是以紅碧玉晶体整理的
有方针的植物力气。

 





糖解的调节者 

说来奇怪，但是对不能正确呼吸的现代人来说，
最危险的是糖解，是我们身体呼吸的流程。这种
过程微小的偏离为疾病创造埋藏的潜力。此外，
为受体力压力的人们或者从事冥想实习的人们为
大脑正常的运行是因血液氧化而引起的真正的障
碍。
就是说，因为不正确的呼吸和动作，人们不吸收
他们原始产生的糖份，但是还有带入的！其结果
是人们依赖于快速粗暴的糖份燃烧。这一切导致
多注意食物量，少注意食物味道，就是加强身体
里形成燃烧反映的需求，同时累计这种糖份。就
是说，无法吸收，我们依赖于燃烧，同时再加以
糖份为木柴。
在这种情况下，胰腺开始充当痕迹器的作用，工
作十分艰苦。终止该过程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
依赖于生物化学。维德扎萨尔精华对我们很重
要，是为了支持肝脏、胰腺和血液。





精神的教师还是精神的侵略者？

不管我们对神秘有什么态度，不过如果我们想接
受此产品，我们应该尊重其力气、其精神。因为
我们无论如何理解我们有不受控制的能源，我们
能接受我们有不受控制的精神。与我们不同的是
维德扎萨尔能量精华由于含有紅碧玉就有受控制
的精神并成为不受血液有关的能量流程控制的教
师。精华不仅制止，而且从身体排除不需要的流
程的能力使其价值得到增加。

从古代雅利安人的时候，就知道对这种能够在精
神水平上与人血协同动作的半圣树木的态度，雅
利安人对血液清洁，就是血液摒弃不需要的能
量，为此古时候服用前用手指尖磨碎树皮，然后
放在嘴里与口水混合。





炼丹术过程

炼丹术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植物的积分数
字。这是一种植物的数学。炼丹术艺术就
被建造在此基础上，所以对炼金术士来说
理解植物的密码是很重要的。

233是维德扎萨尔精华的积分数字，第三
数字是透入能量水平。以九能源水平为基
础，三维空间各种能源过程保证它们。对
植物来说，按“根——树干——叶片”这
种略图可以看出。

在此基础上植物与空气、醚的协同行动。
维德扎萨尔具有第三层积极性水平，让它
容易进入血液，正确地说，与血液共振。
不过第二数字指出共振过程，它确定最大
积极性场，也是3。第一数字指出香味力
气，它分为七个水平，维德扎萨尔精华表
示扩展的香气特征。



血液是对人的头号敌人

了解植物的公式，我们能了解维德扎萨尔精华效
率方向在哪里。这样我们有个机会数一数与人体
协同动作的整个过程。这里最重要的是恢复或者
参加实际变化有关的过程，因为精华帮助我们删
掉身体的在不同水平上妨碍我们的设置。

这里第一件事情是摆脱对太多糖份反应的依赖。
不过要说，这是复杂过程，因为对糖份的依赖是
我们生物化学的基础之一。生物化学过程调整让
整个人体能源发生改变。就是说，我们有机会把
生物能量学放在首位。不过这是一种长期的过
程，我们依赖于呼吸，呼吸是我们的生物化学主
要的调整者，就算我们不进食，呼吸也能帮助肝
脏和肺脏把糖份吸入身体。

就是我们需要不仅不依赖于普通使用食物的生物
化学，而且不依赖于身体存在的能量食物。为此
了解能量食物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一直要求能源指标较低的营养，甚至
您是素食者或者生食主义者。若不改变依赖性的
条件，我们也无法摆脱对糖的依赖。

连无法控制的精神状态也是生物化学。比如说，
我们生气了，肝脏就把糖份吸入血液。血液马上
滋生我们的恼恨，就没有办法。一部分缩小，一
部分放在一边，我们无法克制。需要突然改变分
子联系，不过我们无法做到。



为了理解该过程，我们应该理解血液行为、化学
过程。血液是一种跟人住的空间自然和人内自然
空间有关系的循环化合物。以前插入别的循环没
有成功，也不会在一瞬间获得成功。

可能只有输血为例外，因为会出现不良反应。为
此需要改变身体的生物化学机能。

总的来说，该变化一个很长的，不过可行的方
案。维德扎萨尔精华正好作为能够重新设置血液
工作的产品而应该理解的，尤其在肺脏吸收的氧
气传递方面，红血球起关键的作用，因为红血球
含有肺脏里与氧气联系的血红素。它能把二氧化
碳结合起来，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加工过的吸气，
然后回传到肺脏。我们机体状态规定该功能，结
果是我们多依赖于能源燃烧，少依赖于能源接
收。

维德扎萨尔精华任务是组成血红素的分子量，尽
管这远远不是第一个行动。第一行动是减少糖份
对大脑的压力并改变整个机体氧化过程，酸性应
有好处，没有坏处。



分子的炼金术

以下说的可能超出习惯上的范围，是因为我们知
觉被血液受限制。所以把以下说的叫分子的炼丹
术。不是简单分子，而是DNA分子。这是我们生物
化学模型第二个分界线。这是一种由于提高大脑
频率而最少能改变自己的行为的模型（在我们情
况下，由于取消粗振动）。

维德扎萨尔是一种晶体保存的力气（就是说，植
物精神的力气）。因为没有知觉的方向，所以紅
碧玉协助它。在指定方向的能源行动创造的条件
下，维德扎萨尔不仅能够影响到血液细胞，而且
对DNA细胞也有影响（不过，从合成角度看起来，
正好相反）。

但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创造压力条件，以便精华
不给有问题的区域提供营养。基因达到状态，激
活我们的自然是很重要的。

基因是化学（这次是维德扎萨尔能源）结合，但
不改变的，红紅碧玉晶体设计的聚合分子。不过
我们需要的条件是使基因失去暂使用的支撑，就
是原有的消费和增长。就是说，需要用晶体给它
出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过程像噬菌体分子吃
掉细菌的行动。

我们身体应该关闭这种结构、原子和分子，就
是搬到另一个振动场，在短期限内使身体服从



一个结构。

本精华任务是使血液搬到其它可读的结合状态。
或者最少改变化合物长度，比如用外氧化（呼吸
和食物）而停止创造游离基的过程，转到内变形
过程（能源振动转换），其主要应力就是在血液
上。

DNA变化是时间的问题，DNA原有这种变化，像血
液本质变化一样。

维德扎萨尔能源公式当然无法直接改变DNA分子，
但是能够指定其改变方向，首先应该收到需要的
衍射的应力。

分子有指定的方向时，这就调整行动的节奏。最
终出现停止或者加速的机会，这是改变分子或者
结晶的条件，首位是分子量特征。

比如说，我们身体有蛋白质分子，它由于影响它
因素而受压力。按以上方法就形成精华，它由受
压力的分子而组成，该分子在依赖于不受时间限
制的晶体过程条件下存在。

就是说，如果精华放在正确的地方，它就主动开
始结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隔开它，因为里面
的晶体没有这么多力气。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注意
力被外界振荡分散了。当然，对产品并不是问
题，因为维德扎萨尔能源有足够的力气不管障
碍，但是结晶过程会不发生。

身体血液一对一地碰到精华，以便整理血液分子





并提供调整DNA分子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物化学依赖于磁场也不要忽略。精华创造
补充整理的共振。理论上，各个能量产品应该把
蛋白质分子的应力改变为结晶能力。为此需要理
解血液的光谱性。

理解血液行动的好例子是在酒中形成的酒石，按
酒石可以评定酒能力和分子的整理。肯定还是否
定此概念，导数也不会变。

再加上，比如说，我们接收创造完美的血液的机
会，或者最少保持这个方向。当然，以上所说的
反对者是肌肉和肝脏，所以本产品是实际行动和
招呼行动，而不是防止万恶的法宝。

如果我们有血液分子联系的缺点，我们就有全面
缺点，最重要的是大脑也就有毛病。取消自己的
缺点比调整缺点还复杂，因为我们依赖于该生物
化学。

不过，甚至以人用胰岛素为例子看起来我们身体
在处理时的能力。问题是喷射里有没有增长的机
制或舌结晶的过程。理解各种药品按哪些规则工
作，它有哪些方向，就是创造、解开或者它是中
和的，是很重要的。

一切都要在身体里有自己的相似。在道教炼丹术
有方向的分子特征是具有内丹与大脑、胃、唾液
腺黏膜处理的某种能源。妇女还有乳腺和子宫。

我们说起维德扎萨尔能力的时候，应该提到溶菌



酶蛋白质，它不依赖于发展一切的基础能
源，而依赖于高振动能源，以便不让低能
源吸收我们。了解关于溶菌酶知识对我们
有什么好处？我们接收关于原子晶格的知
识，它显示我们需要的能源晶格。

三维蛋白质结构显示特殊地位，就是酶积
极性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要让DNA密码约束
的细胞提供的。就是需要类似的，反复的
氨基酸链子，以便从事蛋白质的建造。

就是说，我们身体很少建造用的细胞，
只有DNA程序化，它会好，也会坏，但是
没有灵活性。我们需要的是链条，而不是
链环。当然，它应该在需要的地方并正确
地敷设，不过在人学会感到高振动产品，
其问题是理解味道，理解唾液作为结果以
后，才可以提这个问题。

从人日常存在角度来看，唾液是一种寻常
现象。从炼丹术角度，不正确分泌的唾液
不是活性的唾液。就是说，这种唾液不能
提供能源，仅仅针对低振动的，含有死亡
率较高的食物的分裂。结果是它根据此振
动调整的。就是说，它对许多生活过程近
乎是一种毒物。我肯定地说，地球大多数
居民唾液中毒。

但是细胞也发生类似现象。没有活性的细
胞不一定是死亡的细胞。晶格是一种由几



千个原子组成的花纹，对原子而言，死亡
是转移一种存在状态而已。也就是说，分
子死了，原子却没有死。

当然，如果检查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分子，
它会死，它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
并依赖于呼吸。基因不是这样。这是一种
较高水平低应力，不依赖于时间的指标。
从结构来看，基因以应力为基础，这种应
力科学叫信息。

理解基因是炼丹术的基础。我们知道，不
改变蛋白质分子特征，我们无法达到改变
基因的证明基础，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只
要理解基因是应力并把一切食物从应力角
度来检查。

这个问题达到触觉理解，才可以深入地看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承认，死亡的是另
一种应力，就是说最大共振的消极应力。

必须注意，DNA是聚合分子，就是说本质
上带有不变的几何。它继续给细胞传递应
力，不管它们是活性还是非活性。就是
说，其他一切是细节，不用注意蛋白质细
胞。

就是维德扎萨尔精华的任务是敲到DNA细
胞，不是蛋白质的细胞。





伟大事业

精华制造过程特征是能源转化过程，包括
被我们认为植物精神的物质化过程。维
德扎萨尔植物身体特征是带正电的元素。
首先以锰和铜为代表。这是植物的结构基
础，它具有立方晶格，以便协助植物吸收
营养元素并形成其力气。

维德扎萨尔是一种拥有强内力关系的植
物。制造单一精华时，保存并加固此关系
是很重要的。此产品的晶体包体特征是稳
定性和关系，因此该产品是独一无二的。
维德扎萨尔能够积累足够的数量。精华制
造过程中，以精华结构化主意为基础，不
仅加强其力气，而且其改善过程的启动。
就是说，考虑到精华的潜力结晶能力，这
样确定其价值，让我们把植物按使用能力
进行评定和分类。

由于琥珀酸和乳酸，形成加强精华的过
程，紅碧玉晶格深化时，在蒸馏过程中开
始其深化。



精华所接收的自然能量在能量产品中应该以晶体
加固。植物的自然和分类按声响评定，协助在制
造精华过程中保存植物能源场。

这不多不少是带晶体应力的植物积极性的化合
物。原子和量子物理定在律维德扎萨尔接触。制
造精华过程中不考虑到热功率指标，重要的是表
示伟大事业任务的共振。这就把伟大事业过程变
成实际炼丹术。

晶体晶格或者DNA发出的频率表达能源程度的特
征，所以表达精华的使用情况。维德扎萨尔DNA由
建造性块段（称为核甙酸）而组成的。问题就是
不同核甙酸链子的布置程序。

但是维德扎萨尔是由根茎、树皮、硬层、叶柄、
表皮含有的不同接合的晶体而组成的整个乐团，
该乐团需要与紅碧玉精华应力连在一起。

与人能源不同的是植物的DNA不依赖于蛋白质链
子，所以不能按人的方向分类（腺尿圜、胸腺嘧
啶、胞嗪、鸟嘌呤）。因为DNA蛋白质没有发酵功
能，维德扎萨尔不绑定土地（与很多植物不同）
，而绑定醚。这种植物一般会有自然的精神。

维德扎萨尔能源特征是旋转。就是植物本身是一
种环境。但是地球指定方向的环境，所以其自转
是地球指定的螺线，具有明显的方针（与人们不
同，因为人们如果用知觉不能改方针，他们能够
摇动它）。



众所周知，植物对球星、星座积极反映。维德扎
萨尔能源被其能源对27个星座之一方向规定的（
我们空间能源九进制的阴模）。换句话说，地球
上一切生物在时间概念中可分为九种能源，它们
形成不同比例的化合物。就是27个星座形成9周
期。各个植物接收自己的方向，我们就跟植物知
觉的概念确定对应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化合物是植物大脑的身体。
所以维他命、有机物质（黄酮类化合物、萜
类化合物、精油、鞣酸类、甘草素、甘草
定、pterosupin、表儿茶素、紫檀芪、鞣酸、β-
edesmol、marsupol、karpusin、marsupinol、ki
noin、金合欢单宁尿崩症、和葡糖苷、有机酸）
不仅是一套有用的和没有用的元素，而是植物知
觉的公式。

在大自然中，如果我们提到叶绿素（其结构很像
基因），它改变植物的颜色，指定与本植物的积
极性放射合成反应。

螯合作用也是伟大的自然事业。更不用说一些矿
物，比如磷，它影响，确切地说，调整到能源替
换，在我们体内和在植物体内同样相互作用。

用矿物三磷酸腺苷分子积累的能源可能是不明显
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不过它参加所有的植物
发展生活过程和传给机体的能力。

因为植物能源不能直接不通过矿物转到我们，需



要矿物作用。维德扎萨尔精华伟大事业的主要任
务是创造精华运输能力，以便维德扎萨尔能够进
去身体。所以为了理解所有的生态药品效率，需
要了解植物应该有能力并必须按您要求设置。

在知觉范围内，就是从用处角度，而且从教育自
己与植物协同动作的角度来看，该产品很重要。
因为不会按植物设置自己的知觉，而且植物的知
觉按自己设置，我们就限制精华的能力。

这似乎难于置信，但是伟大事业的任务不仅是使
酏剂成为有用的，而且是为了提供需要的服用说
明书。为了赔偿我们的某种缺乏（使用精华时，
是第一个任务），我们应该学会重新启动我们身
体的过程，与通风概念相协调。不过蒸馏时，我
们从植物取力量，而使用时，我们要把我们的分
子与精华分子连起来。当然，硅、镁和磷可能不
足够进行交连，所以维德扎萨尔精华在晶体基础
上而制造的。

无以上成分，接地可能性很小。因此，生态药品
对一个人有效，对另一个人无效。如果在知觉程
度上，人与植物的知觉没有结合的地方，一般就
无效。

伟大事业过程中，重要的是接受以精华为代理，
首先需要领代理到骨组织的细胞，因为只有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收到免疫反应。

维德扎萨尔精华是一种需要进入我们的垂体的化



合公式，垂体对能量饮料应该指定定向的效率。
与刺激我们大脑的化合物不同的是，它同时为大
脑是营养元素。

维德扎萨尔精华制造时，紅碧玉用于加强血液巩
固、血管壁的弹性和不穿透性。紅碧玉 用于阻碍
类脂透进血浆。再说，维德扎萨尔聚合硅成分有
30%，对炼丹术士正确地准备并转移到公式是很重
要的。因为它被机体吸收地很好，精华的效率就
依赖于其聚合成分。

为产品有效的动作，保存铁、锰、铜的特征也很
重要，以便创造需要的血液生物过程中的催化特
征并活化恢复过程，而且为了加强维他命合并能
力，这也是很重要的。紅碧玉很好支持影响精华
微粒子的吸收率的钼和钴微粒子。





服用

维德扎萨尔精华的服用范围很广，但是服
用时需要理解天然产品的用途，以对症下
药。就是说应该理性、正常服用。尽管植
物与身体系统很容易发生反应，我们应会
将植物的力量指向内分泌系统、皮肤系统
或血液循环系统中。就是精华的饮用指的
是了解其功能的深层次原理，并具有循环
形式。

维德扎萨尔进入血液的细胞，了解它。这
是一种最重要的植物，它成为血液细胞的
元素，进入我们身体空间。维德扎萨尔能
量精华是一种快速净化的方法，其使用方
法与巴克提瑜伽原则对应，就是需要超出
限制的范围。它只要加上心灵感应。





化学特征

维德扎萨尔是一种含有紫檀芪的积极性酏剂。这
是一种植物类的化合物，是强力抗氧剂，能下降
胆固醇和血液脂质，并有一些抵抗肿瘤特征，含
有生物碱（0.4%）和丹宁（5%）。

产品效应消除血液分子关系的失衡，不让血液营
养在区域内失调。因为共振特点，与血液共振影
响到身体，创造能源并消除身体的不积极的形成
各种损伤。

植物的以上所说的效率对总恢复过程有良好的影
响，避免发展一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各种心脏
血管疾病。除此，发现维德扎萨尔对牙根有效的
作用，帮助头发恢复原来的颜色。

精华主要的成分有甘草素和甘草定。科学方法指
定，以上物质协助下降从胃肠道吸收的葡萄糖
量，改善血液的胰岛素和胰岛素原。除此以外，
植物的物质协助细胞快速再生。另外发现它能降
低胆固醇的水平。由于紅碧玉的晶体精华维德扎
萨尔保留在身体并以血液吸收的。





适应症 
 

• 新陈代谢恢复（使胆固醇量明显地下降，当从身体

中将荷尔蒙、神经中介体、维生素、新陈代谢中间

与最终的毒性产品，如氨、苯酚、乙醇、丙酮和酮

酸类的余量排除时协助肝功能）

• 血液的恢复与净化（调整含铁的蛋白、脂肪酸与其

衍生物，使血糖下降） 

• 皮肤系统恢复

• 细胞再生作用（降低氧化）

• 除去多余的脂肪（如果胆管堵塞，水盐不平衡时）

• 健胃（在肠中使食品物质的粘度提高，从肠中排除

葡萄糖的余量）

• 提高性功能

• 泌尿生殖系统的预防，其中精华显示出强大的抗氧

化（抗微生物活性，进行肾净化）

• 骨折、损伤治疗

• 糖尿病治疗（对胰岛素合成的β细胞再生作用有影

响，保护β细胞坏死（失去生机），使胰岛素合成

正常化）

• 便秘与肛痛

• 内分泌性眼病，甲状腺疾病治疗

• 出血

• 湿性关节炎



作用

• 能够在身体中创造所需要的内部共振，并快速重建

分子交联

• 协助从身体中排毒

• 恢复正常脂肪代谢

• 改善血液循环，使毛细管扩张

• 血液净化，包括去除重金属和放射性核元素

• 使身体对感染的免疫力增强，并延缓衰老

使用特点

应该以古代雅利安人原则服用酏剂，仿佛用口
水“溶解”它。用舌头好好碰到上排牙齿区域，
舌尖这个状态保持10-15秒。吞口水时，注意醚如
何遮蔽肺脏。

尽量吸收醚，转移到腹部（女人——子宫）。增
加体内能源并安静呼吸。

精华首先以抗菌剂服用，进行净化，改变口腔空
间，引起嘴里点和口水的反应。像以后吞下的醚
感到嘴里空间是很重要的。精华把吸气和营养的
主意连在一起。浅短呼吸使血液功能削弱，在血
液方面精华的效用下降。服用精华是一种分阶段
的离子化，从嘴里开始，经过大脑里再到达腺。
寻找分泌口味，这样可以对精华的服用分类。它
应该教我们吸收能量。我们不能对接受的进行光



谱化，就不能放到链条。问题并不是我们知道什
么或者有什么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教自己接受。

用法 

维德扎萨尔应该空腹服用。服用前后一小时不能
进食。最好一天吃两滴，以便肝脏能把正确的糖
输送到血液里，同时控制身体体积，能帮助预防
肥胖。

肥胖问题是在进食时胰腺，或者胰腺外，肝脏不
正确消化的糖份，因为我们身体依赖于糖解（消
化糖份的过程）。

如果有重要的血液偏离或者糖份问题，维德扎萨
尔应该空腹服用。在此情况下，应该服用前三小
时和服用后一小时不进食。用红茶服用最佳。疗
程推荐是在两个星期内一星期五滴配红茶服用。
服用时，最好咨询专家。

现象

应该注意个人耐受性、过敏反应。孕妇应慎用。
不能和激素药一起服用。不到21岁前，无专家推
荐，不能服用。维德扎萨尔精华特征研究时，未
发现重要的副作用，但是很可能发生以饿感为机
体反应（暂时的，快就过去）。





有关本产品创造人

戒空——道教炼金术士，俗家姓名为奥
列格·且尔尼。 他从事研究各种发展系
统超过35年，其中主要研究方向为道教
方向。 他出版了50多部与发展理论和人
体恢复相关的书籍，其作品有俄文版、
英文版、西班牙语版和保加利亚语版。

戒空这一名字是从一位不死的道教隐士
悟别那里得来。 戒空研究与人体变化相
关并能完善人体的外部炼金术，并将相
关知识系统化。   他实践“黄白艺术”
（道教炼金术的内部名称）已超过35
年，研究并试验了多种营养系统，最终
发展形成了其牢固的立场：营养应该发
展，而不仅是简单的补充。 

他以道教医学和人体结晶的道教炼金
术学说为基础，创立了营养Q瑜伽系统
（Nutri-Q   Yoga），旨在通过积分营养
的方式，将人体从较低状态变换为较高



状态。 该系统基于非破坏性产品的滋养，而非破
坏性产品的基础正是晶体滋养。 

他将道教炼金术多代积累的经验与现代技术潜能
结合起来，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人体发展模式。 他
研究了各种延长寿命及人体转换的方法，在与多
位瑞士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的后继者们（他们
能够将晶体转化为可食用产品）会面后，他得以
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现实。 这帮助戒空建立了高
振动营养系统，此系统的核心是瑜伽滋养，其基
础原则是不依靠粗食。    虽然戒空提出了高振
动、高分子营养的概念，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并
非使人们戒除吃饭，而是教会他们不依靠食物： 
“我将Nutri-Q Yoga系统看作完善人体的方法，
而不是某种狭隘的节食类的营养系统。”

戒空在自己身上试验了各种营养系统，然后研究
并使用大量现有的高能量植物，试用了几十种晶
体提取物，最终创立了以滋养大脑、加强脑部发
展为基础的结构营养系统。 戒空说：“在任何发
展过程中，一切都取决于大脑的质量、力量，以
及最重要的，大脑的一致性。” 

虽然戒空的学说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在探索与实
现的过程中始终依靠自己的老师，以及最重要
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依靠那些“能运用营养
瑜伽，并将其根植于自己日常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