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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昨天早晨，我坐在電腦前，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好像一隻鳥兒撞到窗戶上。以

前我已兩次從地上撿起來死亡的鳥，它們都是撞到窗戶時被折斷了脖子，這回

憶讓我很難過。

突然我又聽到砰的一聲。聲音從廚房傳來，我過去看，

是什麼引起的呢。廚房桌子上有一隻小鳥，想從窗戶飛

出去。顯然，這隻鳥是今年的雛鳥，因為它的皮毛還沒

有發育完全。羽絨還清晰可見。

當那隻鳥看見我時，它立刻飛向窗戶。我把窗戶的百葉

帘放下來，廚房變暗了。當逃跑路線被關閉時，這隻鳥

藏到了窗帘后面。

我把所有房間的百葉帘放下來，整個屋子變暗了。之后，

我把陽台門打開了。 

我去廚房試著把鳥從窗帘后面吸引走。它飛到了辦公室，試著在天花板上懸挂

的一個籃子裡保持平衡的站著。它看到一些攀緣植物，試圖在那裡找到避難所，

直到它注意到了帷幕。在那后面是一個安全的隱藏處。

之后我去了廚房一會，希望那隻鳥有勇氣表現出來。當我再去辦公室的時候，

那隻鳥害怕的坐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我做了所有能讓它克服恐懼的事情：給

它吃東西，溫柔地和它說話，甚至在 Youtube 上播放了帶有鳥鳴聲的視頻。當

我想到也許一個陌生的鳥鳴聲可能會讓它感覺到，它是在陌生的錯誤的區域，

於是我關了視頻。 

這隻鳥已經跳到了暖氣的頂部，在那裡它可以直接看到陽台的門。我打開了房

間裡的燈，希望那隻鳥兒能朝著光飛去。 

我試著盡可能小的、不易被察覺的。我把自己關在廚房裡，然后在浴室裡，但

那隻鳥兒沒有從暖氣上離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暖氣的頂部上作小小的腳步。

我想如果我離開公寓，也許這隻鳥兒會有勇氣移動。於是，我去購物了。 

一個小時后當我回到家裡時，這隻鳥兒在前廳的地板上大搖大擺地行走著。當

它看見我時，它就起飛了，飛到了完全正確的方向：朝著陽台飛去。陽台門仍

然敞開著。這是房間裡唯一可能的出口，因為我把房間都變黑了。我關上了房

間的門，以為這隻鳥會找到出去的路。



我將買的東西放到廚房的櫥櫃，突然感到無限的喜悅和感激，欣喜若狂的感覺。

我不明白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之后我又想了想，它變得完全可以理解：我花了幾個小時，試圖接近這隻鳥，

並了解它的思想。宇宙是一個生物，一切都是相連的。也許當這隻鳥兒找到了

自由的路時，我感受到了它的感情。



1   信念

人們就像在一個公寓裡迷失的小鳥，感覺到來自任何地方的威

脅，並試圖找到每一個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方式來克服自己的挑

戰。恐癱瘓，他們平常躲在最安全的角落，偶爾也會在他們的

能力和資源范圍內採取一些回避。當一個人看到大局，正在發

生了什麼事，似乎人們會盡一切來阻止自己被解放和獲得救贖。

它經常發生，隻有當人們遇到終極危機時，它使世界天翻地覆，他們可以擺脫

自我的有限的世界觀，並發現自己的精神方面。在我講述的那隻迷失鳥的故事

中，一個最終的危機可以與最后一個階段進行比較，當鳥兒沒有其他選擇的時

候，就要飛到自由的面前。 

中文的“危機”是由兩個字組成。其中一個的含義是危險，威脅。另一的含義

是機會，機遇。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我們是否把世界和我們自己的處境視為一種

威脅或者機遇。基本上，這是我們相信的一個問題。 

當我不到二十歲的時候，我曾在德國留學。當我意識到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上，

我無法創造任何價值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粉碎性的文化沖擊。一切都顯得強

大的場面，后面暗藏著無形的世界，其中有問題的答案，我在觀望舞台事件的

時候心裡產生了問題。我試著每一個機會都去幕后看，因而得到基礎的預感，

我可以建立我的生活。因為我看不到它，我很迷茫，覺得生活沒有意義。

回家幾周后我在一家打折書店發現了一本小冊子，裡面有古老東方聖歌贊美詩。

這是 37 年前的事了，我現在可以說，宇宙回復給我的思想和交給我可持續我

生活基礎的古老東方聖歌。聖歌已証實我生活的基本。

聖歌發現后不到半年，我得了中風了。我癱瘓了，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這徹底

改變了我人生的方向。對其他人來說，這將是一切的結束，但對我來說，這是

一個新生活的開始，心靈成長的開始。我很好奇，想知道為什麼聖歌的十一節

那麼特別，為什麼它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直與我說話？ 

它們不斷地提醒我，在神的能量場中，有著兩種相反的力量。它們相互不排斥，

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定義彼此：美提出了丑的思想，沒有黑與白，夜晚是

新的一天的開始。錯誤、失敗和挫折使我們提高進步，為我們的成功而工作。

在危機中有平衡和繁榮的種子。

雖然宇宙意識能源場的這些相對力彼此定義，缺一不可，對於我們的成功方面，

他們不是平等的力量。這是因為在能源場中，我們受吸引力法則的影響。想什



麼就得到什麼。我們將被自己所定下的標准所評判，我們得到我們預定的。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種什麼就得什麼。我們在自己生活中可以自由地去做

任何選擇，但實際上這個自由是膚淺的，因為我們要根據長期維持我們的生活

的原則行事。

雖然宇宙的意識能源場被法律影響，可以被測量和預定義，但這並不意味著，

在各種問題中有一個預定的“上帝的旨意”，人們應該做自己的選擇；就像各

種宗教教條的建議。上帝的旨意就是，在真實的自我的引導下，自由地聆聽我

們的心。當我們每個人都是他或她真正的自我，我們就完成了作為整體的一部

分，並且吸引力法則適用於所有人的利益。這是我們的人權和信仰，一切都很

簡單。

2   希望

生存的權力

精神的人，不一定是宗教人士，具有直觀的視覺，我們隻有兩

種人權：與我們的內在聯系的權利和與他人彼此間同等對待，

並以愛的精神與其他人合作的權利。所有的被人提出的國際條

約的目的在於確保這兩項基本權利得到實現。 

然而，《世界人權宣言》已經引起了這種錯覺，認為隻有某種

生活才是生命的價值，而某些事情不應該發生。如果它們發生了，人們認為他

們是被社會和上帝遺棄的，沒有價值的人。當我們出生時，我們沒有得到任何

保障，我們可以開心快樂地活下去。我們唯一的權利就是從每個人的起點出發，

變成我們最想成為的，自己的最佳版本。

人們圍繞著人權和尊嚴創造的幻想的泡沫，在聲明中很好地闡明：“我想有尊

嚴地死去，把作為人類我是有價值的當成榮譽。”然而， 問題是人們隻考慮適

合他或她個人的方式。

我聽說有人在尋找醫療援助，以便“有尊嚴地死去”，它隻是說這個人。首先，

它告訴我們，此人已經完全在他或她的自我的引導下。他/她在自我意識水平上

做出了決定，這說明，他們並沒有發現自己作為人類的價值。

在寫這些句子的同時，互聯網上有一個關於安樂死的辯論，在一個 75 歲的英

國護士去瑞士做了輔助自殺后。她一生的工作就是照顧老人，甚至編寫了書培

訓別人。據新聞報道，她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但她擔心，可能會發生這種情



況，她將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並將成為他們的負擔。她認為期望別人的幫助是

自私的，不合理的。

我記得 20 世紀 80 年代，那時我不能說話。當我走進人群中，我在紙上給人們

寫，如果我要說什麼。我記得有一次，我不得不糾正一個誤解。我試圖與那個

負責我的人弄清楚應該發生什麼，她開始責怪我說，我沒有權利從一個地方去

另一個地方，並期望人們供奉給我他們的時間。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個人是在暗示我應該為我的存在而道歉。我不相信，如果

她在需要幫助的情況下，她會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我也不相信，在瑞士做輔

助自殺的女人，希望通過她的行為來表明，在她生命中幫助過的老年人，都不

值得幫助。 

生活在自我意識水平上的人一個大奧秘是，他們非常踴躍地幫助別人，但他們

自己不能接受別人的幫助。根據主流思想，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他們需要的幫助。

在西方世界，真使人感到觸目驚心的事情是，“蓋世太保”將那些被認為是負

擔的人的圖像聚集到牆上，然后把他們槍殺。 

人們盲目的害怕，他們自己可能最終會出現在一個不斷需要別人幫助的情況下，

我在論壇上讀到的一個信息中簡潔說明了此事。有人寫道：“我不想帶著褲子

裡的屎離開這個世界。”似乎這是最糟糕的恥辱。

為什麼這件事和很多別的東西如此的包含著我們尊嚴的觀念，雖然事情本身是

並沒有價值的？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該死的事情發生（shit happens）！”

清理混亂並繼續我們的常務。我們甚至可以感謝我們的新陳代謝工作，這並不

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也可以感謝我們很好顧及到意外的情況。在生活和靈性中，

最重要的是，我們從每個人的起點出發，變成我們最想成為的，自己的最佳版

本。

在自由精神中在大自然的慈悲下生活

數世紀以來人們已經開發了系統，來擺脫人類從屬於大自然的擺布下，以便為

每個情況創造出路，如果人們發現自己在一個死胡同。當我們把事情視為一個

整體的時候，我們看到在現代社會中，人類與幾百年前一樣，仍舊生活在大自

然的擺布下。這意味著有時人們無法影響任何事件。地震、森林火災、洪水、

颶風、海嘯、雪崩、山體滑坡、交通事故和疾病等，每年都造成數百萬人的死

亡，個人悲劇和巨大的物質和經濟損失。它們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很普遍。這就



像宇宙會提醒我們，盡管我們有強大的創造能力，但是我們不應該想象我們是

在神的位置上。

許多宗教和靈性的人，無論是一個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山達基或其他

團體成員，他們已在根據自己的需要，用上帝或耶穌或安拉和靈性進行識別，

以提高自己的自我，從而導致宗教和政治狂熱。這些運動使用武力讓人們實現

自己的目標，或者更確切地說，運動的領導人的目標。它們的意圖跟任何政治

運動是一樣的，其動機是權力的追求和經濟利益。 

政治家們有句名言：“如果你不設計自己的人生計劃，那麼你就會落入別人的

計劃中。”這句話是說政客們需要與其他政治行動者合作，尤其是反對派。你

是全局中的一部分，即使你不與他人合作。其他人必須考慮你在制定他們的計

劃時，以便創造平衡。結果很可能會對你有害的，如果你不從一開始就參與交

往。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人與自然和上帝的個人關系。宇宙按照它自己的自然規律

來保持平衡，不管人們為確保自己的生活創造了什麼樣的結構。人們制定法律

和行動計劃而沒有考慮自然規律，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生活在自然規律之下。

 

這是非常有害的，有些人相信通過否認神就可以廢掉神在他們的生活中的影響。

無論我們相信與否，上帝在任何情況下都在工作。我們都坐在同一條船上，被

同一個能量場所影響，雖然在虛幻的泡沫中很多人都看不到它。 

當人們體驗到他們生活在大自然的擺布或黑暗勢力下，他們說，我們把所有的

希望寄托於神。他們是教堂和寺廟中的常客，並相信，通過這樣做，他們可以

逃脫命運，使宇宙根據自己的欲望而改變狀況。然而，我們總是在某種程度上

為自己的處境負責。治愈不在外面，但所有的希望都在於我們自己。我們的希

望和成功取決於我們如何成功地進入神聖的力量來激活內在的資源。

三年前我翻譯了聖歌“神聖的力量”。翻譯工作的開始和任何翻譯項目一樣。

我尋找合適的詞來描述我想形容的內容。意思就在外面。

我在工作中越進步，我越強烈地在內心感到，我給言詞一個意思。意思是不在

話語中。言詞形容，我是什麼。它試著來形容，我自己是一個神聖的力量。 

一切都在我們自己：神靈、生命之泉和宇宙意識是我們的本質。我們是光明使

者。精神的人，致力於讓神的人明白這一點。他們做一切來平衡自我和精神方

面的影響，以便跟隨自己的直覺。



3   愛 

不管人們在哪裡，靈性都會有意識的努力使人們擺脫自我的影

響。人的最終目的是要跳出他們的影子，自我。精神的人，不

一定是宗教人士，具有直觀的視覺，我們隻有兩種人權：與我

們的內在聯系的權利和與他人彼此間同等對待的權利。他們以

愛的精神中與其他人合作以及給別的人他們自己擁有一樣的權

力。 

在宇宙意識的水平層面上，他們覺察到大局。因為他們明白，他們需要和想要

什麼，為什麼想要，他們實施他們的意圖。他們吸引精神的果實。 

他們能分辨出，什麼事情像假先知建立的空中樓閣，什麼是固定的和耐用的事

情。他們能夠把小麥從谷殼中分離，能辨別出笑面虎。這一切都可以做到，隻

要保持眼睛睜開。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忠心於神的人不想譴責任何人或任何事。沒有虛假

的先知，或對或錯的方式來做事。問題是，每個人都忠於真實的自我，並遵循

自己的直覺，選擇最好的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一個人不應該讓自己或其他人的

自我弄亂自己的長期目標。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通過我們的選擇，我們吸引生

活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為進一步發展。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信任，我們的內心

導航將從所有的可能性中選擇一個，那就是根據我們的需要做出最佳的選擇。

任何事都有它的位置和意義。在每一件事中，神為愛他的做一切。

維持我們長期運轉的唯一的價值是基於常識的合作。成功的先決條件是愛的三

重戒條：你要以全心、全靈、全意愛主 — 你的神，並你要愛鄰如己。這意味

著我們應該感謝我們所擁有的，跟隨我們的直覺，讓事情按照它們自己的規律

發展。要我們都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都聽心

聲，也讓它領導我們，我們會象一隻華麗的鳳凰從廢墟中崛起，會航行向新的

天邊。我們靈魂開心感到跟那隻鳥兒一樣的感激，當它迷失我房間后找到自由

的出路時。



偉大的神聖力量

哦，你偉大神聖力量，裝滿天空，時代變遷永遠統治。一切短暫至上，體積和

力量不可思議的，天高地厚保持的力量:你是我唯一尊敬。

雖然人性智慧能夠算海洋的深度，大地沙粒或分裂太陽光線他不了悟你的偉大

比例，了解你的判斷。人性思維不能達到你治理的高處。

出於你自己你創世，出於永恆施了魔時間。你是一切存在的，亮光和生存，和

諧，美麗和精神的根源。每種共鳴和精彩，每種可觀結實的事由你言語造成。

宇宙的各種奇跡和生物由你氣力和愛保持。跟大火發出火花一樣各種精彩的世

界從你彈射。你驅動它們和它們留你的標記和榮譽在無窮無盡的黑板上。

你點萬千大煒火把照明無底深度，黃泉邪惡力被你堂皇驅逐。宇宙空間充滿光

輝支柱，你造的金黃河流流動無數太陽系之間，其之內星隻是微小點滴。

當我思索你偉大勢力和看你創作的時候我明白，我隻是一個原子在我上級的事

物之中。從你的比例來看我有無值，你接近時我像風失滅，面臨你我非本質。

然而我是你的一部份。我是你靈魂和意願的后裔。我靠你聖靈生活，沒有你我

無法克服。當我敬拜你的時候我知道，你是我源泉和終點。我到處見你存在，

既然你存在我也存在。

我智慧你裡面有它的起源，我的道路由你決定。我心臟跳動，因為你想要這樣，

原子在你心目像強大天體。我位置在天地之間，離天離地一樣近，既然我都隸

屬。

我是生存的一連接: 一個共同物質和聖靈的連接。我從物質升起，努力於上等。

我是奴隸又是王，虫又神。可是這不是我甘心，而是自你和你之內。

你是我造物主，因此我生存以你慧心為基礎。你的愛德算我生命，你的亮光算

我照明。我從你出生，故而我永垂不朽。我穿永恆映照過死亡川流，因為這是

你決心。

哦，這個永久希望，這個無限可能性。自我變通不可名狀的！創造、引導和保

護主所建立的這片天地。可愛希求和敬拜。可達到完美無缺的程度。 這是那麼

奇異，那麼了不起，這令我心頭流喜悅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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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錯覺

夢開始的地方

我們需要什麼？

如果你們有像一粒芥菜種子那樣的信仰

自權力的愛至愛的力量

以自身的條件來平衡的生活

喚醒

眼睛就是身體的燈

我們的全知第三眼

知識的起源

從教育到情緒智力

我們沒有人權

在親身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

奇妙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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