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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无意间发现了这本书，请当做是我给予你的礼物, 
也希望您能把这份礼物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



前言

2013年五月，我被确诊为癌症病患者。那年，我33岁。当癌症不期而至，所有的一切，关于明天的
憧憬与希望都终止了。如果多年前你问我是否想过要写一本书讲述与癌症病魔的斗争，我想那绝不
可能。毕竟我的祖母死于癌症，我的叔叔也曾身患肺癌。我的家族史就是一部和癌症奋斗的历史。
关于癌症，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都能在朋友的家庭亦或是电影里看到。（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继母》
， 《甜蜜十一月》， 《 新不了情》）

然而，无论你见证过多少的故事，当癌症到来时你还是会举足无措。我们总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却
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将会给予我们以毁灭的重创。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些悲剧不会发生在自己身
上，我们会平安终老，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癌症，我们永远没有十足的准备。我们总是习惯于拥有明
天，习惯于把那些我们所拥有的所爱之物当成理所应当，却很少去感恩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给予
我们的爱与牵挂。

而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写下我的心愿，同时这也将此作为我的遗嘱。我想把我所有的财
富——一份内心深深的感恩，回赠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身患癌症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无尽的
爱和鼓励。同时我也想将这份感动分享给你们。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不幸患上癌症的病人，一些无形
的帮助。

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那一天不会那么快。如果那天真到来，我希望那些我爱的
人，那些一直陪伴我的朋友能够忘掉我。因为我已经不能知晓你们的悲伤。我希望当人们谈到我，
更多谈论的是我如何活着，如何与生活抗争——希望这部分的我能让你们感到快乐。同时也希望当
你们面对挑战与逆境时，这本书能带给你们力量、鼓舞与希望，更重要的是让你们意识到所有的这



一切其实都深埋于你们的内心。苦难的日子总有尽头，而坚强的人总能走到最后，我从未害怕过死
亡，只是害怕当我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死了。

癌症，从来都不是一个用于描述困难挫折亦或是挑战折磨的词。你不必为此感同身受。。事实上，
我们都一样，我们同样的吃喝拉撒也同样的渴望被爱和关怀。因此我们总能遭受相似的苦难，或许
你不会患上癌症，但是这份苦难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到你的生命中。而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你困境
中的力量。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癌症（cancer）这个英文词, 你会发现里头有一个 “can”(能) 字在里面，这
意味着无论是怎样的困境哪怕是癌症，我能，你能，我们都能跨过生命的黑暗 。





我的名字叫开锁，
因为我生来就是要解开生命的奥秘
受佛教的影响，作为一只猴子的我
总能看到生活阳光的一面
我知道最好的成长是源于生活的苦难
谁能比一个猴子更能了解一个
猴子的心猿呢？
只有当你打开了自己的内心，
生活才得以真正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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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我？

人们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是癌症？”，好像我的身体早已把癌症的秘密偷偷
简讯告诉了医生一般。事实上，如果我真能回答上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我想我就能治疗并且预防癌
症。不幸的是，我们身处一个更关注于放纵享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世界。

我们也许永远不了解癌症，事实上，癌症也从未被根治。它来来去去，而预防便是关键。面对如此
复杂的癌症，无论是数学家还是医生都不能找到解决的措施。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待——癌症
并不是来自外部，它是你身体本身所有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由许多零件组成，当一部分的零件坏
掉了，我们就必须去修理他。这并不代表这个机器人已经无药可治，只能说他部分失灵了。

纵然我绞尽脑汁推导出了一些癌症的来源，但是我不能在这本书里和你们一一分享（不然这本书估
计会被贴上成人读物的标签，从而变成十八禁的读物）。我的妹妹总说是我每天唱歌唱太多导致了
癌症（显然不是真正原因！）。事实上，基因和生活方式才是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一个素食主义
者，不抽烟勤运动，我想癌症的来源或许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然而，如果我们能停止思考这些相关的问题，或许我们能重新获得一个向生活学习的机会，重新过
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思考比单单追问癌症的来源更有意义，事实上，如果我对于为什么患上
癌症有答案的话，我想我已经荣获诺贝尔奖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收回到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
上。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有时候不是每道问题都有答案，所以当一个无解的难题到来时，
我总是选择放下。

一个错误的问题不可能
                         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在G诊所，鼻喉科医生——拉斐尔·陈告诉我，我被确诊为鼻咽癌的患者，已经到了癌症的中晚期。
我发誓如果我把鼻咽癌的英文词，Nasopharyngeal 用在栟字手机游戏上，我一定能拿很高的分， 
然而这不是一个笑话或是游戏。

一周前，我接受了诊治问询并做了鼻喉组织的切片检测。这个检测需要用一根又长又粗的针管从我
的鼻子一直捅到我的喉咙底，从而确保切下来的机体组织是真正的肿瘤细胞。实不相瞒的说，我感
觉我被针管强暴了，而且是从鼻孔插入，毫无任何技巧与乐趣的强暴。早些时候陈医生也曾暗示我
说这样的肿瘤有极大的可能会被确诊为癌症。

我承认我有被惊吓，而接受癌症意味着最终的死亡。但面对死亡我产生了许些的释然。我想我不是
那么的怕或者我没有想象中那样的怕。在过去的五年里我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自由职
业的平面设计师，我享受着徒步旅行环游世界；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志愿者，我总是想尽一切服
务于社会。我希望在人们的眼中，我已经尽力做好一个儿子，一个哥哥，一个朋友，一个基本有贡
献于社会的人，对此我从未有过遗憾。或许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我也会流泪，但是我会努力地
克制自己，我问自己“眼泪能带来什么？”我想那只能带来一些对纸巾的挥霍与亵渎。

所以早在我拿到诊断结果的一周前，我就开始积极地建设和巩固内心的防线。我知道在这点上我又
犯强迫症了，但是此时此刻我正需要强烈地把控自己，以免情感冲破理智。因此，我告诉自己：如
果我把自己的疾病归咎于其他人，或是反复责问“凭什么是我？”，癌症就会因此而消失吗？如果
我对此深受打击，一蹶不振，消极萎靡，肿块就会变小吗？事实上，快乐来自于内心而不是环境，
快乐无处不在，你总能收拾行囊重新找寻他的踪迹。

显然，这样的心理建设还是能起到一些效果，我告诉陈医生我希望能了知诊断结果。我告诉他，无
论结果是好是坏，我都可以保持年轻乐观的心态。他看出了我是一名佛教徒，佛祖保佑，希望我这



样的状态能给佛教挣得一个好名声。但事实上，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说确实不是每个佛教徒都能拥有
这样的心态，这取决于内心深处是否有对佛陀坚定不移的信心，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佛的教
会，我恐怕会被这样的现状轻易地击垮。

最好的安排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如果五年前我没有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许这样的癌症会更早的到来。有研究
表明饮食和生活习惯会影响肿瘤的生长，而这样的理论唯一没被证实的原因是在于还没有人愿意出
钱拿天然食材做研究，因为天然食材不能够专利。而此时我真真想要表达的是，如果癌症避无可
避，那我想最适合的时候莫过于是现在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成为了素食主义者，我环游世界，
作为自由职业的我也能够像流浪者般随心所欲，更重要的是佛法使我的心愈发坚强。我已经成为了
最好的自己，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比现在更适合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了。

我时常会想：如果没有在旅行和做志愿者的日子中遇到那么多爱我鼓励着我的朋友，如果没有他们
陪我走过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如果没有认知佛教，如果没有学会禅修冥想；如果没有把三年来从
新加坡到爱尔兰环球旅游计划的积蓄，就没有钱支付我的医疗费用，如果没有...这里有太多的“如
果没有”，相比于“如果我有”而言，“如果我没有”总是显得更乐观。而我相信幸运总是留给那
些有准备的人，就如同带着一颗好学的心总能找到老师一般，我相信命运中的一切冥冥中都自有安
排，就如种下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般，无论何时都不会太晚，无论何时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不能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但我可以选择

愤怒 

迷惑

混乱 

希望



我选择希望，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命运的宠儿

这天我起了个早床，事实上我一夜未眠，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和肿瘤“约会”的日子。医院的看诊
安排在早晨9:30，和往常一样，我总是在约会的前夜因为害怕迟到而焦虑不已。虽然这次的对象有
点特殊，但我仍然醒了个大早便早早起来了。我妹妹坚持想要开车送我去医院从而避开交通高峰期
公车地铁的拥堵，然而拥堵无处不在，即使到了医院，排队候诊的名单也是如此之长。我在想他们
或许应该为癌症患者单独打造一辆城市高铁。

在NUH的化疗科，我找到了接待员。或许是我看上去并没有其它癌症患者那么抑郁消极（至少程度
还没那么深），我的接待员竟然问我是不是名单上对应的病人。我回答说：“是的，我就是那个‘
命运的宠儿’”她竟然吃惊得有些歇斯底里，随即便开始帮我填写癌症疗程的注册手续。即使在我
已经开始化疗后，许多护士仍然只是认为我是陪护人员，没人看出我已经身患癌症，早已是“命运
的宠儿”。 我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我电疗期间以来我便不能吞咽食物，所以需要进食一种专门
的牛奶来保持营养，那天我恰好在购买牛奶。当时我正提着满满的一篮子牛奶在医院里走着，一个
大婶靠过来说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包装的牛奶，问我说这是什么牌子的，口感如何，好不好喝？

我回答她说：“这是我用于治疗癌症的辅助品。”她被吓得目瞪口呆，她没能看出我是个癌症病患
者，不停地自言自语说我不可能得了癌症，说这不可能。好吧，也许是电疗辐射的功效，使我光芒
四“射”，毕竟现在我每天都要去接受辐射。 话说如此，有一种东西比癌症更可怕， 那就是失去希
望。怎样面对病痛，是有选择的。 人们常说比起癌症，失去希望总是更可怕的。选择希望并不代表
就能使情况好转，但至少你给了自己一个选择。你不能决定他为什么发生或如何发生，但是你可以
选择怎样去接受和面对。消极的忍受也是一个选择，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控我选择的方向，
我要选择快乐，要选择积极快乐地面对逆境。



生为一只猴子，我知道生活就是在树间荡秋千。
从来就没有直上青云或一帆风顺的道路。



总是充满了上上下下的起起伏伏
所以你决不应该屈服或是放弃了向上的力量。





只有你能打败你自己

Shizue, 我在Planet Ad的前同事同也是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我应该去拜访她的父亲——一个鼻
喉癌的幸存者。开始我并不情愿，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或许这也是个好办法，去听听他的经
历。于是我约了她和她的父母在实龙岗的的一间泰国餐馆吃饭, 她的父母就居住在附近 。

泰式料理实在太美味了，那份晚餐真让人念念不忘（泰国，我太爱你了），之后她的父母也来加入
了我们的聚会。席间她的父亲讲述了他的经历。我变得由衷的钦佩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时候他已经
65岁了，即使年过花甲他依然坚持忍耐了治疗中的各种副作用。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又有了前行的力
量，因为他就是我的榜样。

然而释然和担忧是并存的，释然是因为知道了他还活着，身体强壮甚至刚刚才从日本旅游归来，但
是担忧的是治疗的副作用——我不能吞咽食物，甚至是化疗之后的几年内所有的嗅觉味觉都会受到
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喉咙的干燥以及口腔的疼痛让我不能再唱歌了。然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退
缩。我只能坚持向前，去勇敢接受治疗，因为我的癌症只能靠我打败。
我并不害怕我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我只是害怕永久的囚禁在这疾病之中。我要选择治疗，我要选择
勇敢的走下去，我要反抗我要战斗，我要一直坚持直到痊愈。

*在我打印出版这本书的时候，Shizue的父亲去世了，希望他从此离苦得乐不再遭受苦难。



破碎了就把自己从新拼凑起来



从新再一次把自己拼凑完整



即使天塌了下来，即使乌云遮蔽了双眼，
即使电闪雷鸣都朝我袭来。



我依然在这，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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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直不变，那你又何必坚持逆变呢？



亲爱的肿瘤先生，

我想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如果我们能够足够了解彼此，或许你就能放下心中的愤怒从而转化成健
康的“好细胞”吧。在此之前我甚至还不能面对你存在的事实，直到第一次化疗我才意识到所有关
于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想现在或许正是认识你的好机会。我想告诉你医生说他会用辐射来缩小
你。你千万不要生气认为这将是一个特别残暴的治疗，事实上他只是想让你通过痛苦来学习，没有
痛苦就没有觉醒。我在某个地方曾经读过这样一句话“无论你在生活中面对什么，无非就是一个祝
福或是教诲”，而我觉得你两者都是。得到的教诲是无常，生命中我们能感知的一切都是变化的，
有生就有灭，万事万物从诞生之初就开始走向死亡，没有什么是永恒长存的。我曾经是那么的无
知，总以为我的身体属于我，总以为能健康长寿，总以为时光还有很多，以至于我一遍又一遍地推
迟那些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遇到了无常，于是我更要努力学习运用正念，认知地过好我每一天，我要尽我所能去铭记
那些朋友和家人们给我巨大的善意，爱心的支持和鼓励。那份内心深深的感激之情是远远不能用文
字所表达的。每分每秒我都承载着巨大的关怀与温暖，我能做的是不停的向他们衷心感谢，直到我
生命的最后一秒。肿瘤先生，在第一天的化疗里，或许你会感到脆弱和不安。不要害怕，这很正
常，面对未知我们难免都会紧张——就如同第一次去学校，第一次工作，第一次约会…..一旦你习
惯了这个治疗过程，习惯于周期性的化疗，或许你会开始享受慢慢变成“好细胞”的过程。但对于
我来说，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就想拉屎。每次都是这样，哈哈，或许是排泄能缓解压力吧。你也会想
拉屎吗？(肿瘤该怎样拉屎？) 我并没有一语双关的意思，我是说真的，每当我紧张的时候都会想拉
屎。——嗯，感觉来了，哈哈。之后再聊吧，肿瘤先生，希望你能早日变成个好细胞。



屎！



每天，我们都面临不同的烦恼， 
但是他们都包装成同样的粪便

癌症                                           分手                                         意外                                      事业



如果我们把粪便化为肥料
                      那么粪便就能蜕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力量
勇气



力量

毅力



面对生活的粪便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释迦牟尼佛与他的独子罗侯罗的，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而这样的财富也是我
在处理粪便时所学到的。

故事是这样的：罗睺罗，训练你自己，让你的心变成大地。人们也许会往大地上扔各种东西，或许
是香水，或许是粪便垃圾，但是大地总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无论是香水或是珠宝，黄金或是
白银，鲜花或是垃圾，灰尘或是屎尿——大地都能毫无怨念毫不恼怒地接受这一切。因为大地无边
无界宽广无垠，他有能力去转变所有的这一切。当你在厨房看到了一只死老鼠，你想要扔掉它——
该把它放到哪里好呢？你把它扔给了大地。一瞬间，大地便接纳了它并把它转化成养分。之所以大
地拥有这样的魔力就是因为他宽广深厚。所以不断的训练自己吧，让你的心变得和大地一样包容。
当心不够宽广时你就会被俗事所扰。但是当你将自己的心扩展成为大地，你就不再会遭受感知苦
难。

“如果你把你的心变得如大地般宽广，你就能接受生活扔向你的一切，甚至是人们对你肮脏的行为
以及负面的言语，你都能安然接受丝毫不认为这是苦难。但是如果你心胸狭隘，你就会因此而恼怒
不已。所以罗睺罗不断地训练自己去拥有大地般仁厚的内心。这就是训练我们对世界的大爱之心，
叫做四无量心。因为在这样的自我训练中，你的心会成长，会延伸，直至能够拥抱整个世界，拥抱
万事万物。在你的眼中敌人将不复存在。每次我们赞美佛陀的时候总是说，“伟大的佛陀啊，你的
心是如此的雄伟，你爱戴着这世上所有的生灵，你的慈悲充满了整个宇宙。”无论是朋友还是敌
人，当你的心足够深广时他们将再无分别。你拥抱他们，你从心底里爱着他们——无论他们是好人
还是坏人，善良或是恶毒。在一颗大爱之心的包容下他们都是一样的。万顷之陂不会被一点点垃圾
所污染，所以罗侯罗训练你自己吧，让你的心成为一条洋流吧。当人们把鲜花，食物，牛奶，屎尿



甚至是尸体残躯扔给河流的时候，河流都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一切。因为河流有清洁一切的能力，你
可以在河流里清洁圣洁的袈裟，也可以是脏兮兮的衣服，甚至是那些流着脓血的躯体，河流都能接
纳并洗涤净化一切。所以罗侯罗，请锻炼自己直到你的内心成为洋流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一切。”
“罗侯罗，磨炼你的内心成为火焰吧。无论你像火焰中投以衣服纸张，还是鲜花甚至是不洁之物，
火焰接受并燃烧这一切。无论是芬芳还是恶臭，火焰都能通通接受并将它们化为灰烬与尘埃。因为
火焰有那样强大的力量。”

“罗侯罗，磨练自己成为风吧。无论你向风中释放香气或是臭味，无论是沁人心脾的香薰蜡烛亦或
是燃烧橡胶的腥膻恶臭，风都能接受这一切。因为风拥有改变他们的能力，因为风是无限的。”所
以如果你是佛陀的弟子（注意:我不是指佛教徒，你甚至不必去学习佛法），试着去打开你的内心，
让他每日愈发坚强宽广，然后你将不会再感受苦难。甚至是生活让你患上了癌症，他让你千疮百孔
体无完肤；甚至生活想要扼住你命运的咽喉，他让你的呼吸困难苦海沉沦，你都不会将这一切再视
为苦难。因为你无法杀死一条河流。而当你的心变得无限的宽广之后，你就能接受生命所有的肮脏
与黑暗，甚至你都不会把他们视为苦难。

取之于Buddhanet.net



I love bananas but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you slice
the good out from the bad
and add it into the tea

我喜欢香蕉，然而当生活给了我一个酸柠檬
的时候，我也可以用它来泡一杯好喝的柠檬茶。



所有的副作用真的只是坏结果吗？

在我进行电疗和化疗前，医生给了我很多关于癌症治疗的并发症以及副作用的“注意事项”。似乎
对于治疗的情绪我们总是那么的消极，都在谈论他对于身体的不可逆转的毒害，这样的情绪总是会
让患者怀疑并后悔当初的选择。可是面对治疗，我们为什么不思考做治疗的原因以及他对于整个治
疗的积极性与必要性呢?

有时候当你听到关于治疗的副作用的时候会特别厌倦，因为他让你很难理解整个治疗的目的。化疗
不正是为了治疗癌症，缩小肿瘤，祛除身体里的恶性细胞，营救人生中这段被肿块所劫持的时光
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关注于电疗和化疗的副作用呢？我选择去怀抱整个治疗，我怀抱放疗中向
我投来的每一条射线，因为正是他们缩小了我的肿块；我怀抱注入我身体的每一滴毒液，因为正是
他们净化了我的身体。面对电疗和化疗的副作用，这里有两个有效的办法：冥想和诵经。我一共做
过两类的冥想：一种是禅修（内观更注重于呼吸），另外一种是观修，或者我称为“蒸发消弭”。
冥想，直面所有的副作用，直面所有注入身体的毒药，直面所有因为化疗而丧失的味蕾和嗅觉……
我感觉他们慢慢蒸发成空气并飘出了我的体内，如水雾蒸发般离我远去。同时他们也带走了我的负
面情绪，放下了我的过去，放下了我的癌症，放下了我的内疚，我把浓浓的爱意与慈悲充满我的身
体。无论何时当我感到不安，害怕，心烦意乱，我都会把这样的温暖送给这些情绪。让他们伴着“
蒸发消弭”如阳光下的露水般，蒸发升腾，成雾化云，幻化为天边的彩虹。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是一
个空气净化器一般，每每如此我都感受到别样的轻松。

忽视那些副作用，即使当危害都快超过好处的时候，你仍然拥有一个选择：去抱怨抵制这个治疗还



是去发自内心的接受他。也许当我们选择接受，选择治疗，选择展开双臂去拥抱，选择身心合一地
面对，选择将副作用也视为治疗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样的副作用将会变得更少。

其实，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去迎接生命的挑战？也许…..大概……精神将战胜物质；当你接纳了你生
命中的不完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没你想的那么糟。回过头来，其实癌症的治疗也不是那么的惨
不忍睹。当生活施以重创的时候，你更需要像一个网球般触底反弹。一旦你将你坚定的决心,不懈的
努力注入其中，你甚至会到达新的高峰，在那里你会看到人生更辉煌的光芒。

当旭日东升晨曦微露，
我会在金色的城堡中等待，直到城门打开
我要去见证太阳拥抱光明
我想要感受这个时刻……
感受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意义

没有捷径

快乐

人生



困境和苦难能帮助你了解生活吗？

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医院，别墅，公寓或者旅店，你都会时不时地经历麻烦和不满。
这只是生命的本质。所以当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你不应该说，“医生，我有问题 - 我生病了”;相
反，你应该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生病是人类的本性，身体时不时都会
出问题。这个身体伴随着疾病，老年，死亡和不满意也是如此。这都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就像你不
备份你的手机而崩溃一样。我们生来就是如此，谁也无力改变。即使你奋力抗拒拼命挣扎，或是虔
心许愿终日祈盼，也没有谁能保证生活的一帆风顺。

大多时候，我们曲解了苦难，总是以为他来自于我们周围的世界。但事实上，如果你选择拒绝那么
外界便不能施以苦难。同样的，苦难也是一笔财富，一份生活的养料。要想获得幸福，首先你得明
白幸福的含义，而苦难恰恰是定义幸福的催化剂。这就如同字典一般——为了理解幸福，你需要首
先阅读这个单词的定义。你可以把苦难视为催化剂，一个能在生活中给你力量，激发你潜力并清除
你疑虑的“毒药”，这样苦难便不再是徒劳无功。有了对于苦难正确的态度，那么任何的苦难便不
再单单只是苦难本身。

就如同我癌症治疗中的副作用，他仅仅是在提醒我不要再拖延放缓那些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应当
安住于现在并发掘生命的意义，就你所知 ——或许实际上你会更快乐。事实上，我只是身体这个躯
壳病了，其他都完美如初。



所有的关于我的一切你都能被掠夺，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带不走
—— 在应对任何情况下的选择，我选择正面面对方式。

这是我的方式

我的人生
我的选择
我的苦难和挫折
我领悟的经历



有一天，医生告诉我，我即将失去了听力...



所以我开始习惯                                              倾听自己的的心声。



当你生病了，人们总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你好和坏。
他们从来不会试着去理解你的感受，所以我选择爱自己更多一点。



忧扰

“忧扰”这个词是我发明用来形容情绪的，其实他是由“担忧”和“困扰”这两个词合成的。当我
的家人和朋友听说了我的健康状况，他们显然非常担忧。他们给了我一大堆建议无论是正规的治疗
还是民间偏方。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忧和焦虑，也感激他们的用心良苦，然而这如同暴风骤雨般的
信息也着实让我非常的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做了深度研究分析以及考虑到我的经济情况后，我
还是选择了医生推荐的治疗方式。

起初，我被大家的意见所深深困扰，每个人都告诉我还有别的选择，然而对于我而言，我已经接受
了我身患癌症这个事实。唯一的问题是有关选择哪种治疗方式以及需要进行的化疗次数。

最后，我的朋友么梅丽莎，她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她是一名在SGHNCC（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工作的放射科医师。之前有幸在一次志愿者活动中，一起担当寺庙的佛导师，从而结识并成为了朋
友。她和她在NCC的医生朋友沟通并举荐了伊文医生。伊文医生之前在NCC工作，是一个非常负责
任的医生，他主要负责头部以及颈部的癌症病患治疗。我觉得他所推荐的33次放射化疗是一个非常
合理的建议，而且我也恰好33岁。我想这不是巧合，这一定会是一个治疗癌症的好疗程。



当医生告诉我得
了癌症

当我进行化疗 当我进行放疗

我的面容 我的面容 我的面容



当我吞不下食物 当我口干舌燥 当我不能唱歌

我的面容 我的面容 我的面容



我或许看起来是这样，我的身体或许病了
但是我的心永不沉沦

我看上去的样子永远说明不了我是谁
也代表不了我真实的感受



我真实的情绪

大多数人面对负面的经历有两种办法：第一种人把情绪写在脸上，这并没有什么过错相反我还有些
钦佩。第二种人直视痛苦并就此掩盖。我敬佩第一种人是因为从他们的脸上是那么轻易地能够直观
的看到他们的情绪，第二种人却掩盖着真实的情绪伪装着真实的情感，直到某个节点突然性的爆
发。

在我治疗的过程中，许多人总是看到我在笑，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在整个癌症治疗中没有人能看
出我是病人——护士们都认为我是某个病人的陪护家属。我总是微笑带着满满的幽默与人交谈，大
家都看不到我承受的疼痛。不，我并不是第二种人，我并没有掩盖伪装自己，这就是真实的我。我
的身体虽然病了但是我的心没有。我不会仅仅因为自己过了糟糕的一天而去毁坏别人的心情。有的
病人问我是不是一直都会在这里来逗大家开心。当然，我还真不想！

事实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不断的传播他们的思想，感受，情绪。即使是一个安静坐着的人，这
一切也能如同震动般传递开。一个人的与外界的交流就如同他将一定频率的震动传递给他的周围一
般，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带着这样的震动场。当你坐下，观察或是和他交谈的时候，你就吸收了
他所传递的所有的震动和其中的情感。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你总能感受到力量的注入或是被索
取。经过癌症治疗后，我廋了十公斤，让我看起来更“迷人”，没有人，绝对没有人，看得出我经
历了化疗和电疗。

之所以说这些，是希望那些陪伴癌症病患者的人能够明白他们将要面对的在病患身上长时间的副作
用。这样的副作用，不伤及性命不影响生活，但的的确确带来了很多麻烦。举个例子，因为我总是
喉咙干燥所以我需要不停的喝水——通常每五秒钟，这使得我不得不放弃我钟爱的跑步。我干裂的



嘴角让我每次进食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因为你必须要张嘴才能进食。甚至是完成治疗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的脑袋和脖子仍会感受放疗时的抽搐绞痛，并且我也正逐渐的丧失我的听力。我想说
的是我并没有把我的抱怨发在脸书上就代表着我一切都好生活得快乐如意。

尽管有这样的并发症，我仍然选择不要去扮演一个深受苦难的人，那样我真实的感受就不会影响我
周围的人，特别是我的母亲。所有不同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规律。当人们坚强时并不总是代
表着他们不再脆弱，当人们快乐时并不代表着他们不会流泪，当人们流泪时并不代表他们不快乐。
所以试着去同情理解所有癌症病患者所经历的一切。在英语中，病人被称为Patient，而Patient有两
个含义，一个是病人，一个是耐心，所以病人需要您的耐心对待他们。试着以一个病人的角度去换
位思考，给予他们谅解与支持。





过去我对香蕉特别的挑剔……我偏爱那些没有棕色斑点的香蕉。
但是遗憾的是，最甜的香蕉总是那些带斑的。
就如同生活，最甜的部分总是被丑陋所掩盖。
所以当生活给了你一根烂香蕉，你可以切掉坏的部分，从而享受余下最甜的人生。



我曾经喜欢衡量香蕉的多少，感觉越多越富有，
                          而当了和尚之后，我更喜欢衡量人生中收到的快乐和幸福



有时你的快乐是来自某人微笑，
                          也有时他们的笑容可能是你快乐的源头。



如果你不把快乐分享出去那快乐还有什么意义？

释一行禅师之前讲过一个带刺玫瑰的故事。如果我们想要挑选一朵漂亮馨香的玫瑰，我们就不得不
碰到玫瑰上的尖刺。最美的玫瑰总带刺，这就是生活。我看出来禅师话中的隐喻，生活就如同玫
瑰——人们总是首先被花朵的娇艳所吸引，而那些坏的经历负面的情感却总是如同玫瑰的尖刺般接
踵而至。其实，当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总是试图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只在于你有没有敏感的
察觉性去吸收从中领悟的事项。

此外，如果你挑选一只玫瑰并把它送给其他人，和他们分享这灿烂夺目的花瓣，那你被尖刺所伤的
疼痛就不会白白承受。因此，当知道我患有癌症之后，我报了参加 “剃发与希望”，一个剃发慈
善活动，为癌症儿童筹集资金。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在得病前，我参加反人口贩运的志愿
者活动，整整15天我们从曼谷步行到缅甸的边境。而这次我能直接为癌症病患者做一些贡献，我想
也算是对我祖母的一些缅怀吧。她多年前死于脑癌。苦难总能被一个人消耗殆尽，然而快乐是无限
的，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应该分享这无尽的愉悦。



Sweet corn, Potato & Tea leaf

??
?

?????? 让我们看看把这些放进热水都会变成怎样？

玉米                                  土豆                                  茶叶



征服还是被征服

当把这三种食材都放入热水之后，我是不是就如同土豆，表面上看起来坚强刚毅，不屈不挠但是一
旦放入热水中，伴随着疼痛和逆境，我开始屈服变软，失去了希望和勇气？还是我就如同玉米般决
不改变和屈服，甚至在面对滚滚热水般的现实时也泰然处之？还是我应当如同茶叶般，去改变热
水，把所有周围的困难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崎岖都转化为唇齿留香的甘醇之露。

如果你就像是那茶叶，那么即使在最糟糕的境遇你也能变得更好，同时你也能把周围的一切变得更
好。有时，我们不能改变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至少我们可以改变应对环境的态度从而改变一切。
我想说的是这并不只是唯心的理论，更是实际可行的办法。你总是可以去改变你面对困境的态度。
勇敢地去改变那些让你感觉压抑，悲伤，沮丧，愤怒的环境吧。从此你的人生体验将由此不同。
当困境敲响了你的房门，你该如何应对？是做一个土豆，玉米，还是茶叶？



我们总是成为了自己恐惧的奴隶，却忘了恐惧的牢笼从未上锁。



对峙你的恐惧

恐惧，总有方法奴役我们的思想。当我面对癌症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生起了恐惧。相较
于心理上的恐惧，身体上的恐惧更容易被克服。当我对癌症的了解越来越多，身体上的恐惧就越来
越少。对身体而言，我所畏惧的是对整个疗程的未知，我了解得越多恐惧自然就会越少。然而心理
的恐惧是害怕与焦虑——对死亡以及病痛的害怕，对疗效有所期待的焦虑。“我应该去干点什么？
要是没效果我怎么办？我会不会就……”这样的自怨自艾日复一日毫无征兆地折磨着我的心。如果你
的内心不够警觉，这样的恐惧会让你误入歧途，从而一蹶不振陷入深深的暗黑低谷。

我记得当我做磁共振成像检测的时候，我更愿说他是一个电磁震动棺材仪。他让我的身体和心理都
感受到了恐惧。这个对脖子和大脑的扫描机器比我看过的任何恐怖片都吓人。首先，你需要躺下并
推入一个如棺材一般狭小的空间，你会被限制在那个空间内丝毫不能动弹。更要命的是你甚至不能
吞咽自己的唾液，因为那样会使整个扫描图像变得模糊不清，这无疑更加重了我的恐惧。

伴随着周围高频的噪音我感觉如同身处于一个星际大战中的外星飞船内部，我正仿佛被外星人绑架
挟持。因此，我试了很多方法来让自己摆脱那样噪声的影响。我试着使用禅修的呼吸方式，然而并
不管用……我试着将我的思绪拉到我的家人和朋友，希望他们不要遭此苦难，然而这样不管用……
事实上这让我感觉我更加痛苦了。我感觉到自己就快要窒息了，我想哭，我想要放弃。但是我想到
了那些年幼的孩子，年迈的老人，他们也要经历这些。我不断地想着他们会因此产生多么巨大的痛
苦，我告诉我自己“让我替他们承受吧，把他们的痛苦都给我”。这样的念头稍微缓和了一点点我
内心的恐惧，然而只是一点点，恐惧瞬间反扑又摧毁了所有的念头，而我就在这反反复复之间不断
地压抑这份恐惧。



感恩佛陀，令人恐惧的四十五分钟的磁共振成像检测终于结束了。当我离开时我看到了下一个将要
检测的病人，是一个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然而面对他即将要经历的一切我爱莫能助。

另一个令我恐惧不已的事发生在牙科诊所。显然，化疗和放疗的恐惧还不够。因为放疗的部位在我
脖子周围（那就是癌细胞所在的地方），相关的血管和骨骼都会有影响，所以早在放疗前我已经取
出了五颗牙齿。事实上，如果我在化疗后才拔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我的骨骼将不会愈合（这种症
状被称为放射性骨坏死）而且极易受到感染。所以牙医决定所有将来可能受到影响的牙齿都必须在
放疗前拔掉，这不仅是合理的要求也是标准程序。

麻烦来了; 从我的牙床X光照片来看，显然我的牙齿正在狂欢，至少我嘴巴右边的牙齿是相互重叠，
像狗交媾般。这是如此混乱，四个牙医也无法在同一个房间一致同意诊断，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请注意，我还在等候区“耐心地”等待他们的判断，第一次诊断就有可能必须拔掉五颗牙或更
多牙齿。最后，他们将我的案例提交给另一家医院，一位经验丰富，更资深的牙医。我无所畏惧地
等待。期待最坏的可能会发生，但最后我却无缘无故白担心一场。

而之后的看诊也非常不容易，足足四天才有了最后的结果。我被要求拔除右边的三颗牙（包括一颗
已经坏掉的牙齿）和左边的两颗牙以及我左上颚的智齿，手术在一周之后进行。老实说，当听到我
要一次性拔掉自己五颗牙时，我感受到了比癌症更大的恐惧。

我们的恐惧总是基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作出的对于未来的假设，对过去的投影，导致目前实实在
在的损害。恐惧就像被困在笼子里，一个自我奴役的囚犯。这种恐惧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当你最
没准备时，攻击你。你不知道恐惧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我癌症治疗的过程中，由于我的免疫力低并伴随着身心的疲倦，我被隔离了。直到现在，我仍旧
感受着这样的忧虑和恐惧。周围人的喷嚏、被污染的空气、垃圾食物…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担忧，害
怕这些不好的事物会不会再次触发我的癌。

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引用一句十八世纪佛教学者寂天的一句话：

“如果问题能被解决，那么为什么要烦恼？如果不能解决，那担忧又有什么用？”



过去产生后悔和内疚
未来带给你未知的恐惧，猜测以及不安



所以我选择活在当下 （Present）

Present - 这个英文单词意味着现在和礼物





很久很久之前，
“生”和“死”是一对情侣

他们深深地相爱并且决心永不分离

直到有一天
“人生”分离了他们

就如同所有浪漫故事里的结尾
他们总能在某一天找到彼此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别离过

比翼双飞燕，“生”“死”总相随。

生 ---------------------------------------------- 死

人生



来自父亲的爱

在写到这本书一半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了。对此我家丝毫没有准备。事实上，我的父亲一直没有
什么严重的疾病，多年前的肺结核也早已痊愈。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让我一蹶不振，如同再次患上
癌症一般。当我得了癌症之后，我整日都在思考死亡，因为死亡和癌症确确实实是那么密不可分。
当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是如此的内疚，如此的悲伤：首先，当他离世的那一刻时我竟然不在他
的身边——我在曼谷；其次，因为我的癌症治疗，我在至少一到两年里都不能靠近我的父亲，因为
他的肺部受到感染而我的免疫系统在经历了癌症治疗后又是如此的低下。

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从来没对我的父亲留心过，甚至是在他默默忍受着慢性疾病所带来的疼
痛时。似乎我的癌症带走了所有他需要的关注，应该得到的照顾。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而又冷淡的
男人，我们竟没有那么多的相似点。然而他总是那么慷慨大方，绝不斤斤计较，无论别人做了什么
都能得到他的原谅。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某人的是非和一句对生活的埋怨。

我的父亲是一个谦和开放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更了解他，能够亲口
对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他的存在。而今把亲人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显然有一个新的含义，就拿人
来说，每天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延长，相反都在缩短人的寿命。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会怎么死”或
是“什么时候我会死”但是我们都可以选择“我要怎样活着”



死亡并非无所不能，他不能

摧毁我们的仁爱，
撕碎我们的希望，
腐蚀我们的信仰，
抹杀我们的关系，
压抑我们的记忆，

爱，比死亡更伟大。



我从小毛虫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在泰国的梅·萨隆我攀登过一次非常长的台阶，一共有781步直通佛寺。我并没有期待着山顶的美
景，相反地，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脚上，左脚右脚......一步又一步......呼气吸气呼......我谨慎地留
意着周围的一切。或许是我的好奇心太重，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哈哈，我不是说我真的杀死了很
多猫，不然我就犯下了杀业了，这只是一种说法），一只小小的黑色的毛毛虫一下子吸引了我的
注意力。他爬的方向和我一样也是朝向寺庙的。或许这只毛毛虫和我的目标相同，但是却带着更
多的渴望。我停住脚步，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奇迹如痴如醉。一只毛毛虫，艰难地爬着自己的路，
是那么的慢，一小步又一小步。他让我想到了最近所面对的悲伤。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去世了，他
和我同岁。遗憾的是他没有活过生命的第三十四个年头，而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整日和癌症斗争
的人，却活到了现在。他的死亡是那么的突然，我为他难过不已甚至为此中断了我茶馆的生意去
泰国北部的旅行。（泰国的北部是我的圣地，在那里我总能寻得安宁）

然而这只毛毛虫还在坚持爬行，他让我想到了我们不应该老是专注于缅怀失去的一切，相反应该去
了知我们所获得的一切。我的朋友将有限的生命活到了极致，活出了别样的精彩，生命不受我们生
活多长时间的影响或定义，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制造生活对周围环境，家人和朋友的影响？我敢肯
定，和我一样，他的朋友们对他如何触动了我们的人生的看法有很多话要说。

同时，部分的我还是会自私的沉浸于自己失去挚友的悲伤之中，不能去理解事实上他从不属于我并
且他的出现也不代表永恒的存在。我开始意识到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都会经历悲伤，都会经历
生离死别，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人生来就是要面对死亡。

出生、死亡；开始、结束；相聚、别离；强壮、羸弱；光明、黑暗；积极、消极；欢笑、眼泪；温



和、愤怒；甜、苦；左、右。或者我们换成三个：黑，白，灰；再或者我们换成四个：否认，接
受，规避，奋发。

我突然想到当爱丽丝看镜子的时候，她对王后说：“我不相信”。王后同情的回答说：“再试一
试，做一次深呼吸并闭上你的眼睛。”爱丽丝笑着说：“这根本没用，人不可能相信不可能的事
情。”“我猜想你还没有进行过足够多的训练。”王后回答道。而我想说的是同样的面对这些生死
离别，我也还没有进行过足够多的训练。

当一只毛毛虫在蜕变的时候，他肯定不希望其他的毛毛虫为他感到难过。相反，每只毛毛虫都知道
他们都将挺过这段自然的蜕变之旅。没有悲伤，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这只是自然的法则，正如
没有人能阻止昆虫的蜕变，死亡也只是短暂生命的暂时终结。

我们不能阻止一只毛毛虫吐丝结茧化蛹成蝶，他终将转变为一只漂亮的蝴蝶飞往更美丽的地方。我
选择放下并接受这一切。美好的风景并没有扰乱这只毛毛虫前进的步伐，或许吸引他的正是寺庙中
佛陀的般若智慧，而我同我的朋友，Gareth还有我的父亲也同样如此。





当我所爱的人去世之后，我看到他们象一只毛毛虫，蜕变为一只蝴蝶。
他们没有死亡也没有逝去，他们只是飞去了别的地方。



I ask the sun not to shine, till the night falls and when
the darkeness come, I can wake up to see the stars,
tiny but bright. Only in the darkest moments,
can I see the tinest stars
shine so brightly, and that’s 

hope regardless
how tiny they are

My friends are the stars 
that show me hope. 
Their encouragement, 
their kind thoughts, their
support...

我让太阳不要再发光，让夜幕降临。
当黑暗来临，我便可以看见星星

每一颗是那么的小，可是聚在一起却闪耀出无
限的光明

就像我的朋友们带给我的那些
希望与鼓励

是他们的善良与帮助照亮了黑暗的夜



友谊的星海

当我生病后我才发现我所拥有的友谊是无限的。许多朋友自发为我提供财务帮助并总是担忧我不能
应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并不富裕但是这样的帮助对我却是无价之宝。他们将我视为一个
值得深交的人。许多人在听到朋友生病或是急需钱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回避，但是我的朋友却是如
此的热心，为此我深受感动。感恩福报，最终我用自己的钱应付了90%的医疗费用。

一个我的佛教志愿者朋友，甚至给我买了海盐。这对将来的化疗十分有用，因为在化疗后我必须泡
在热水中来清洁和滋润我的皮肤。她甚至在我化疗和放疗之后坚持要送我含氟牙膏。

“当我们诚实的问自己谁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们时常发现并不是那些给我们建议提供解
决方案，甚至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相反是那些和我们同甘共苦的朋友，他们总是给了我们温暖
的双手，可靠的肩膀。也许他们只是沉默不语和我们一起绝望一起迷惑；或许他们只是陪着我们感
受痛苦感受丧亲之殇，他们能忍受我们的无知，我们的举足无措。他们能面对最真实的我们，和我
们最真实的脆弱，因为那些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所关心的。”—— 卢云神父

对于我来讲，朋友就如同天边的星辰，我也许不会时常注意 —— 你不会天天盯着他们，但是他们总
是在那里，不离不弃，发散着明亮的光，照亮着你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就像是星星，只有在最黑暗的夜里你才能看到他们最闪耀的光芒。





做自己的明灯

“你就像是一只蜡烛，想象你自己正向周围的黑暗散发着光芒。你所有的言语，思想，行为都将传
播给四面八方。你所有的善意也都将传播开来，你带着他们，我们就能改变这个世界。”——释一
行禅师

很多时候在黑暗的隧道中等待光芒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必须在自己的头顶点亮一只蜡烛，让他成
为黑暗中自己和别人的明灯。每一滴融化的蜡油都是那么的滚烫，但是他们能散发光明，提供温
暖，驱赶黑暗。如果一个人的受苦能将光明带给万千世界，那么苦难也是值得的。

如果我不能明白苦难的意义并昂首向前，那么苦难又有什么用呢？



菩提心

“有一个老僧人，通过勤奋的修行后能够预见未来。他看到自己八岁的弟子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了，
于是他让他的弟子赶紧回家看看父母。令他震惊的是，三个月后他的弟子走回了寺庙，并且他预见
了这个小男孩不一样的未来，他看到这个弟子能够平安长寿。

十分好奇地，他询问弟子的这次的旅行。这个弟子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他走过一条湍急的河
流。他看到在河流中央有一群蚂蚁被困在了礁石上面。弟子被这群可怜的生物所深深感动，他用一
根粗壮牢固的树枝做了一个拱桥让蚂蚁横跨河流回到岸边。”——摘自佛陀的故事
所以这就是原因吗？一份怜悯的善心，一份拯救了数千只蚂蚁的善心就能延长他的生命？我对于这
个故事的理解却是不要杀害蚂蚁，即使是不小心也不要残害这些脆弱的生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
无论快乐或是悲伤，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得病，我们总能用我们的善心来做一些善良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因果报应理解为付出了就必须有回报，相反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在不同
程度上都在蒙受巨大的苦难。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只有通过爱与关怀使周围的人首先感到
快乐，从而缓解他们的痛苦，进而才能缓解自己的痛苦。

因此，正如之前所说，我参加了儿童癌症慈善机构的剃头筹款活动， 总共筹集了新币$3665。 每一
刻，无论好坏，都可以是一个突破。经历过癌症之后，我发下决心散播癌症意识，并为抗击癌症的
儿童筹集资金。





我到底做对了什么

人们总是悲叹命运，因为命运总是不按计划朝坏的方向发展。我们总是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是我来承受这一切？”即使我相信因果报应，我也不认为我们能理解或是简单地指出何时坏
事将要在我们的头顶发生。我真正理解这个道理是在我的朋友听说我得了癌症之后，因为是他们的
爱给予我了未来。我的朋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来看望我，他们也带给了我很多实用的礼物，他们让
我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时，在佛教中，我们也说功德回向（下一章节会有解释）。我发自
内心的相信所有的信徒们（无论是来自锡克教徒，道教，穆斯林的朋友们）都在帮助我缓解痛苦。
事实上，从别的癌症病患的患病经历里我发现，癌症真正的痛苦远非我身上所承受的这一切。

因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朋友的祝福和善意抵消掉了我本该更加痛苦的报应呢？我们应当怎样
去定义好和不好？我得到如今的果报到底是之前做了什么？让我们放下在因果报应中所说的那些好
坏的标签，事实上哪怕是“伪装”，我们也能得到世界的祝福。因为最好消除恶果的方法就是改变
你的心态。并不是所有的坏事都不好，你所面对困境的方法和态度才是决定结果好坏的关键。你可
以仅仅靠着你拥有的一切，把坏的境遇转化为好的结果。

至于现在，对于癌症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修复，重温，回馈我的人生——去好好的活着，去
勇敢的战斗，将身体的一丝一毫哪怕是一根头发一根血管都更好的利用......并且不要忘了说“谢谢”
。只要我还能活一天，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要对这个世界满怀感激。



功德回向

功德回向能让我们分享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善心，所有的我们为自己积累的功德传播给
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万物，只要你心之所及，他们都能得到这份功德。

无论在这个世界中你需要什么，无论你为自己许下了怎样的心愿，一颗虔诚心的力量
总能将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将所有的祝福传递给每一个角落。

在此，我想把我的善举特别回向给我的父母，当然还有你们。

 
什么才是我珍贵的财富？

那就是我在这世上所做过的一切。





昨天 今天 明天



原创于我的blog：www.thedayifoundcancer.blogspot.com 现收录于此书。

关于更多信息，请请上网到www.monkeylife.me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抗癌的故事或者购买我的书，请电邮: Kyle@kyleneo.com



of your comfortable days...
The End
Life begins 生活真正的起点

            是在那些阳光舒适的日子结束之后



2013年五月， 我被确诊为癌症病患者。那年，我33岁。当癌症不期而至，所有的一切，关于
明天的憧憬与希望都终止了。

我们总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将会给予我们以毁灭的重创，因为我们总是
习惯性认为那些悲剧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癌症，从来都不是一个用于描述困难挫折亦或是挑战折磨的词。你不必要为了感同身受，而把
我所写的故事和经历去强加在一个人身上。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癌症（cancer）这个词你会发现这里总有一个可能（can）在里面，这
意味着无论是怎样的困境哪怕是癌症，总会有可能，而我们终将跨过生命的黑暗......

梁凯富

MONMONK K KEKEYY
Life I’ve

 learned
 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