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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昨天早晨，我坐在电脑前，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好像一只鸟儿撞到窗户上。以
前我已两次从地上捡起来死亡的鸟，它们都是撞到窗户时被折断了脖子，这回
忆让我很难过。

突然我又听到砰的一声。声音从厨房传来，我过去看，是
什么引起的呢。厨房桌子上有一只小鸟，想从窗户飞出去。
显然，这只鸟是今年的雏鸟，因为它的皮毛还没有发育完
全。羽绒还清晰可见。

当那只鸟看见我时，它立刻飞向窗户。我把窗户的百叶帘
放下来，厨房变暗了。当逃跑路线被关闭时，这只鸟藏到
了窗帘后面。

我把所有房间的百叶帘放下来，整个屋子变暗了。之后，
我把阳台门打开了 。 

我去厨房试着把鸟从窗帘后面吸引走。它飞到了办公室，试着在天花板上悬挂
的一个篮子里保持平衡的站着。它看到一些攀缘植物，试图在那里找到避难所，
直到它注意到了帷幕。在那后面是一个安全的隐藏处。

之后我去了厨房一会，希望那只鸟有勇气表现出来。当我再去办公室的时候，
那只鸟害怕的坐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我做了所有能让它克服恐惧的事情：给
它吃东西，温柔地和它说话，甚至在 Youtube 上播放了带有鸟鸣声的视频。当
我想到也许一个陌生的鸟鸣声可能会让它感觉到，它是在陌生的错误的区域，
于是我关了视频 。 

这只鸟已经跳到了暖气的顶部，在那里它可以直接看到阳台的门。我打开了房
间里的灯，希望那只鸟儿能朝着光飞去。 

我试着尽可能小的、不易被察觉的。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然后在浴室里，但
那只鸟儿没有从暖气上离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暖气的顶部上采取小小的脚
步。

我想如果我离开公寓，也许这只鸟儿会有勇气移动。于是，我去购物了。 

一个小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这只鸟儿在前厅的地板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当
它看见我时，它就起飞了，飞到了完全正确的方向：朝着阳台飞去。阳台门仍
然敞开着。这是房间里唯一可能的出口，因为我把房间都变黑了。我关上了房
间的门，以为这只鸟会找到出去的路。

我将买的东西放到厨房的橱柜，突然感到无限的喜悦和感激，欣喜若狂的感觉。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之后我又想了想，它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我花了几个小时，试图接近这只鸟，
并了解它的思想。宇宙是一个生物，一切都是相连的。也许当这只鸟儿找到了
自由的路时，我感受到了它的感情。



1   信念

人们就像在一个公寓里迷失的小鸟，感觉到来自任何地方的威

胁，并试图找到每一个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挑

战。恐瘫痪，他们平常躲在最安全的角落，偶尔也会在他们的

能力和资源范围内采取一些回避。当一个人看到大局，正在发

生了什么事，似乎人们会尽一切来阻止自己被解放和获得救赎。

它经常发生，只有当人们遇到终极危机时，它使世界天翻地覆，他们可以摆脱

自我的有限的世界观，并发现自己的精神方面。在我讲述的那只迷失鸟的故事

中，一个最终的危机可以与最后一个阶段进行比较，当鸟儿没有其他选择的时

候，就要飞到自由的面前。 

中文的“危机”是由两个字组成。其中一个的含义是危险，威胁。另一的含义

是机会，机遇。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把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处境视为一种

威胁或者机遇。基本上，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问题。 

当我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曾在德国留学。当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上，

我无法创造任何价值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粉碎性的文化冲击。一切都显得强

大的场面，后面暗藏着无形的世界，其中有问题的答案，我在观望舞台事件的

时候心里产生了问题。我试着每一个机会都去幕后看，因而得到基础的预感，

我可以建立我的生活。因为我看不到它，我很迷茫，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回家几周后我在一家打折书店发现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古老东方圣歌赞美诗。

这是 37 年前的事了，我现在可以说，宇宙回复给我的思想和交给我可持续我

生活基础的古老东方圣歌。圣歌已证实我生活的基本。

圣歌发现后不到半年，我得了中风了。我瘫痪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彻底

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对其他人来说，这将是一切的结束，但对我来说，这是

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心灵成长的开始。我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圣歌的十一节

那么特别，为什么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与我说话？ 

它们不断地提醒我，在神的能量场中，有着两种相反的力量。它们相互不排斥，

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定义彼此：美提出了丑的思想，没有黑与白，夜晚是

新的一天的开始。错误、失败和挫折使我们提高进步，为我们的成功而工作。

在危机中有平衡和繁荣的种子。

虽然宇宙意识能源场的这些相对力彼此定义，缺一不可，对于我们的成功方面，

他们不是平等的力量。这是因为在能源场中，我们受吸引力法则的影响。想什

么就得到什么。我们将被自己所定下的标准所评判，我们得到我们预定的。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种什么就得什么。

我们在自己生活中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选择，但实际上这个自由是肤浅的，因

为我们要根据长期维持我们的生活的原则行事。



虽然宇宙的意识能源场被法律影响，可以被测量和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各种问题中有一个预定的“上帝的旨意”，人们应该做自己的选择；就像各

种宗教教条的建议。上帝的旨意就是，在真实的自我的引导下，自由地聆听我

们的心。当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或她真正的自我，我们就完成了作为整体的一部

分，并且吸引力法则适用于所有人的利益。这是我们的人权和信仰，一切都很

简单。

2   希望

生存的权力

精神的人，不一定是宗教人士，具有直观的视觉，我们只有两

种人权：与我们的内在联系的权利和与他人彼此间同等对待，

并以爱的精神与其他人合作的权利。所有的被人提出的国际条

约的目的在于确保这两项基本权利得到实现。 

然而，《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引起了这种错觉，认为只有某种

生活才是生命的价值，而某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如果它们发生了，人们认为他

们是被社会和上帝遗弃的，没有价值的人。当我们出生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

保障，我们可以开心快乐地活下去。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从每个人的起点出发，

变成我们最想成为的，自己的最佳版本。

人们围绕着人权和尊严创造的幻想的泡沫，在声明中很好地阐明：“我想有尊

严地死去，把作为人类我是有价值的当成荣誉 。”然而， 问题是人们只考虑

适合他或她个人的方式。

我听说有人在寻找医疗援助，以便“有尊严地死去”，它只是说这个人。首先，

它告诉我们，此人已经完全在他或她的自我的引导下。他/她在自我意识水平上

做出了决定，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作为人类的价值。

在写这些句子的同时，互联网上有一个关于安乐死的辩论，在一个 75 岁的英

国护士去瑞士做了辅助自杀后。她一生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甚至编写了书培

训别人。据新闻报道，她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她担心，可能会发生这种情

况，她将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并将成为他们的负担。她认为期望别人的帮助是

自私的，不合理的。

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我不能说话。当我走进人群中，我在纸上给人们

写，如果我要说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得不纠正一个误解。我试图与那个

负责我的人弄清楚应该发生什么，她开始责怪我说，我没有权利从一个地方去

另一个地方，并期望人们供奉给我他们的时间。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是在暗示我应该为我的存在而道歉。我不相信，如果

她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她会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我也不相信，在瑞士做辅



助自杀的女人，希望通过她的行为来表明，在她生命中帮助过的老年人，都不

值得帮助。 

生活在自我意识水平上的人一个大奥秘是，他们非常踊跃地帮助别人，但他们

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根据主流思想，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在西方世界，真使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事情是，“盖世太保”将那些被认为是负

担的人的图像聚集到墙上，然后把他们枪杀。 

人们盲目的害怕，他们自己可能最终会出现在一个不断需要别人帮助的情况下，

我在论坛上读到的一个信息中简洁说明了此事。有人写道：“我不想带着裤子

里的屎离开这个世界。”似乎这是最糟糕的耻辱。

为什么这件事和很多别的东西如此的包含着我们尊严的观念，虽然事情本身是

并没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该死的事情发生！（shit happens）”

清理混乱并继续我们的常务。我们甚至可以感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工作，这并不

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可以感谢我们很好顾及到意外的情况。在生活和灵性中，

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每个人的起点出发，变成我们最想成为的，自己的最佳版

本。

在自由精神中在大自然的慈悲下生活

数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开发了系统，来摆脱人类从属于大自然的摆布下，以便为

每个情况创造出路，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死胡同。当我们把事情视为一个

整体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几百年前一样，仍旧生活在大自

然的摆布下。这意味着有时人们无法影响任何事件。地震、森林火灾、洪水、

飓风、海啸、雪崩、山体滑坡、交通事故和疾病等，每年都造成数百万人的死

亡，个人悲剧和巨大的物质和经济损失。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遍。这就

像宇宙会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有强大的创造能力，但是我们不应该想象我们是

在神的位置上。

许多宗教和灵性的人，无论是一个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山达基或其他

团体成员，他们已在根据自己的需要，用上帝或耶稣或安拉和灵性进行识别，

以提高自己的自我，从而导致宗教和政治狂热。这些运动使用武力让人们实现

自己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运动的领导人的目标。它们的意图跟任何政治

运动是一样的，其动机是权力的追求和经济利益。 

政治家们有句名言：“如果你不设计自己的人生计划，那么你就会落入别人的

计划中。”这句话是说政客们需要与其他政治行动者合作，尤其是反对派。你

是全局中的一部分，即使你不与他人合作。其他人必须考虑你在制定他们的计

划时，以便创造平衡。结果很可能会对你有害的，如果你不从一开始就参与交

往。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与自然和上帝的个人关系。宇宙按照它自己的自然规律

来保持平衡，不管人们为确保自己的生活创造了什么样的结构 。人们制定法律

和行动计划而没有考虑自然规律，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生活在自然规律之下。

这是非常有害的，有些人相信通过否认神就可以废掉神在他们的生活中的影响。

无论我们相信与否，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工作。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被

同一个能量场所影响，虽然在虚幻的泡沫中很多人都看不到它。 

当人们体验到他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摆布或黑暗势力下，他们说，我们把所有的

希望寄托于神。他们是教堂和寺庙中的常客，并相信，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

逃脱命运，使宇宙根据自己的欲望而改变状况。然而，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

为自己的处境负责。治愈不在外面，但所有的希望都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希

望和成功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地进入神圣的力量来激活内在的资源。

三年前我翻译了圣歌“神圣的力量”。翻译工作的开始和任何翻译项目一样。

我寻找合适的词来描述我想形容的内容。意思就在外面。

我在工作中越进步，我越强烈地在内心感到，我给言词一个意思。意思是不在

话语中。言词形容，我是什么。它试着来形容，我自己是一个神圣的力量。 

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神灵、生命之泉和宇宙意识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光明使

者。精神的人，致力于让神的人明白这一点。他们做一切来平衡自我和精神方

面的影响，以便跟随自己的直觉。

3   爱

不管人们在哪里，灵性都会有意识的努力使人们摆脱自我的影

响。人的最终目的是要跳出他们的影子，自我。精神的人，不

一定是宗教人士，具有直观的视觉，我们只有两种人权：与我

们的内在联系的权利和与他人彼此间同等对待的权利。他们以

爱的精神中与其他人合作以及给别的人他们自己拥有一样的权

力。 

在宇宙意识的水平层面上，他们觉察到大局。因为他们明白，他们需要和想要

什么，为什么想要，他们实施他们的意图。他们吸引精神的果实。 

他们能分辨出，什么事情像假先知建立的空中楼阁，什么是固定的和耐用的事

情。他们能够把小麦从谷壳中分离，能辨别出笑面虎。这一切都可以做到，只

要保持眼睛睁开。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忠心于神的人不想谴责任何人或任何事。没有虚假

的先知，或对或错的方式来做事。问题是，每个人都忠于真实的自我，并遵循

自己的直觉，选择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一个人不应该让自己或其他人的



自我弄乱自己的长期目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我们的选择，我们吸引生

活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为进一步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信任，我们的内心

导航将从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那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做出最佳的选择。

任何事都有它的位置和意义。在每一件事中，神为爱他的做一切。

维持我们长期运转的唯一的价值是基于常识的合作。成功的先决条件是爱的三

重戒条：你要以全心、全灵、全意爱主 — 你的神，并你要爱邻如己。这意味

着我们应该感谢我们所拥有的，跟随我们的直觉，让事情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

发展。要我们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都听心

声，也让它领导我们，我们会象一只华丽的凤凰从废墟中崛起，会航行向新的

天边。我们灵魂开心感到跟那只鸟儿一样的感激，当它迷失我房间后找到自由

的出路时。



伟大的神圣力量

哦，你伟大神圣力量，装满天空，时代变迁永远统治。一切短暂至上，体积和

力量不可思议的，天高地厚保持的力量:你是我唯一尊敬。

虽然人性智慧能够算海洋的深度，大地沙粒或分裂太阳光线他不了悟你的伟大

比例，了解你的判断。人性思维不能达到你治理的高处。

出于你自己你创世，出于永恒施了魔时间。你是一切存在的，亮光和生存，和

谐，美丽和精神的根源。每种共鸣和精彩，每种可观结实的事由你言语造成。

宇宙的各种奇迹和生物由你气力和爱保持。跟大火发出火花一样各种精彩的世

界从你弹射。你驱动它们和它们留你的标记和荣誉在无穷无尽的黑板上。

你点万千大炜火把照明无底深度，黄泉邪恶力被你堂皇驱逐。宇宙空间充满光

辉支柱，你造的金黄河流流动无数太阳系之间，其之内星只是微小点滴。

当我思索你伟大势力和看你创作的时候我明白，我只是一个原子在我上级的事

物之中。从你的比例来看我有无值，你接近时我像风失灭，面临你我非本质。

然而我是你的一部份。我是你灵魂和意愿的后裔。我靠你圣灵生活，没有你我

无法克服。当我敬拜你的时候我知道，你是我源泉和终点。我到处见你存在，

既然你存在我也存在。

我智慧你里面有它的起源，我的道路由你决定。我心脏跳动，因为你想要这样，

原子在你心目像强大天体。我位置在天地之间，离天离地一样近，既然我都隶

属。

我是生存的一连接: 一个共同物质和圣灵的连接。我从物质升起，努力于上等。

我是奴隶又是王，虫又神。可是这不是我甘心，而是自你和你之内。

你是我造物主，因此我生存以你慧心为基础。你的爱德算我生命，你的亮光算

我照明。我从你出生，故而我永垂不朽。我穿永恒映照过死亡川流，因为这是

你决心。

哦，这个永久希望，这个无限可能性。自我变通不可名状的！创造、引导和保

护主所建立的这片天地。可爱希求和敬拜。可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这是那么

奇异，那么了不起，这令我心头流喜悦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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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错觉

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需要什么？

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的信仰

自权力的爱至爱的力量

以自身的条件来平衡的生活

唤醒

眼睛是身体的灯

我们的全知第三眼

知识的起源

从教育到情绪智力

我们没有人权

在亲身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奇妙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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