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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耶稣和其他灵性大师。
启发我
本书的构思和写作。

感谢 Luc Petit-Barreau 的友谊。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多年来。
发现并活出我的存在方式。
这本书的存在要感谢他的帮助
催化了我的灵感。
Marc Luyc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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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本
法文

超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重新实现的社会。 L'Harmattan，巴黎，2001 年
。 可在我的网站上查阅： www.marcluyckx.be

新世界 的出现：愿景价值观、政治经济，一切都在改变。 L'Harmattan，巴黎 ，
2013 年。 在我的网站上， 在开源 ： 不同的标题 ： "共创文明新风" ， 或者 购买 原
件。
英文

欧洲对知识时代的看法。寻求信息社会的新地平线。 Marc Luyckx Ghisi： "A WinWin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载于Paul KIDD, Ed.,
Cheshire Henbury, Macclesfield, UK, 2007 年。

知识社会：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突破。 可在网站上查阅： www.marcluyckx.be
"新的可持续文明正在发挥作用。" 兰伯特出版物，里加，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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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

共同发明新文明：团结、生态、快乐。2015 年 10 月第二版电子版。 电子版 可在网站
上发布： www.marcluyckx.be (Open Source)。
《新的可持续文明已经准备好了》， Edizioni Academiche Italiane，里加，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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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书的全球愿景由一位古老的印度教传奇人物来表达
" 一个古老的印度传说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是神。但他们滥用自己的

神性，以至于 众神的主人 婆罗门决定从他们身上夺走神力，并把它藏在一个找 不
到的地方。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要给他找一个藏身之处。当小神们被召集到一个会议上，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让我们把人的神灵埋在土里吧"。但 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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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这还不够，因为人类会挖到它 。" 然后众神回答说："既然如此，我们就
把人的神性扔进最深的海洋吧。"但 婆罗门 又回答说："不，因为人类迟早会探索所
有海洋的深处，肯定有一天会找到它，并把它带到海面上。"然后小神总结道："我
们不知道该把它藏在哪里，因为地球上和海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是人类一天到不了
的。"
婆罗门就 说："这就是我们要对人的神性所做的事，我们要把它藏在他的生命深处
，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不会想到去寻找它。"
从那时起，传说的结论是，人类已经在地球上转了一圈，探索，攀登，潜水，寻找
他内心的东西。 "1

是的，我想把这个印度教的传说放在书的开头，以标出我们的内心冒险之 路。

是什么让我写这本书？
有一条 超越 宗教的存在之路。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用幸福和 最近在我的生活中发现了 这条千百年来 一
直为人所知的存在之路。 却没有被宗教教过 。对我来说 ，这是一次新的内心冒险，
它是 一个 改变我生活的发现。 我热衷于此，想与大家分享。
作为一个在 比利时和 罗马受训的神学家 （博士）， 我 一直在天主教的思想家中
间， 我知道这条 存在 之路 既不为人所知，也不为人所教。 我在神学中从未被告知
过 这条 向所有人开放 、由耶稣宣布的存在 之 路 。
但 反思一下， 我不知道 2000 年前的心态是否 能够理解 耶稣信息的深度和非凡的
力量。而当时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把这个信息放在一个宗教里面，就
像放在一个盒子里一样。所以，感谢 基督教 忠实地把 《圣经》和耶稣的信息 带给我
们 。 因为感谢这个"传统" （在传承的意义上） 耶稣的信息 ，我们 今天 可以 了解它
。

1 例如，这个传说可以在：Michel CORMUZ ，"Le ciel est en toi.Introduction à la mystique chrétienne" 2001,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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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今天 ，我们 能够用 21 世纪的 眼光 重新解读这个信息 ， 它更加开放，而且 --幸
运的是-- 远离 了 十字军东征和 中世纪宗教裁判所 的黑暗时代 。
而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未知的 、非凡的 深度， 因为耶稣 宣布了存在的道路
，而我们并不知道。
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介绍和描述这条存在之路，这条路很简单，是为大家准备
的。
对于那些在自己 的 宗教背景下或在宗教背景之外 寻找这种存在之路的读者来说 ，
这里有一些书可能是有用的、有趣的，也 有一些 是不太知名的。2

21 世纪的 主要 挑战
安德烈-马尔罗 50 年前就说过："21 世纪将是精神的世纪，否则就不是精神的世纪
。"
我认为安德烈-马洛是对的3。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从未 遇到过集体自杀的危险。而
人类要为此负责， 因为正是人类目前的选择导致了潜在的灾难。
在这场重大危机面前，需要一场变革，一场深刻的内部变革，一场质疑，这样 才
能实现 内部和政治经济的转型 。 千百万人修行的存在之路可以帮助这种改变。
我们 还 将 在最后 表明 ， 通向存在的道路也会导致 世界社会的文艺复兴 。而这个
改变 的过程 已经开始。

2

在 基督教内部 ：我会推荐 ， 比如 Antony DE MELLO 的书 《 Quand la conscience s'éveille 》 2016 年 ，《

Redécouvrirla vie》 2014 年， 《Appel à l'Amour: Méditations sur le sens de la vie》 2015 年 ，以及 Simone PACOT

的《L'Évangélisation des profondeurs》 1997年， Simone PACOT: Reviens à la vie! (2002年)和 Simone PACOT： 打开
生命 之门(2007年)。
在伊斯兰教内部，我建议，例如， 谢赫-哈立德-本图内斯 的书 《灵魂疗法》 2013 年。 暨" 伊斯兰教与西方：倡导共处
"2018 年，暨 " 古兰经之光下的 内心 人"。
在犹太教内部 ，我会建议 SHOLEM Gerson 《犹太神秘主义的大潮流》 2014 年。
而对于那些没有 宗教背景 的人 ，我会推荐艾克哈特-托勒的书：《 当下的力量 》。 (Ariadne)和"新 地球"。 (阿丽
亚娜，蒙特利尔)。
对于那些对佛教感兴趣的人，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是 Jack CORNFIELD， "佛陀，内心革命的指示"。2011.暨"

迷药之后，洗衣"2000 年 。
3 "21

世纪将是精神的世纪... ...或者它不会是。" André Malraux.关于这句话的讨论，请参见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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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立 对全球 经济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21 世纪的第一个全球性挑战将是重新建立对世界经济的政治和道德控制。而这并不
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
自从我 1999 年离开欧盟委员会以来，我注意到，欧洲联盟和整个世界经济越来越
明显地走向主导 政治 权力 的新自由主义 。 这种新自由主义使 欧美的 穷人 和 中产
阶级 陷入贫困 ，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方的下层阶级更加边缘化和饥饿。另一方面
，富人的工资差别越来越大，我们已经不敢再谈了，因为这已经成为社会的不雅观
点。

对科学和技术选择的道德评估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科技选择的道德评价问题。在技术层面，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上，当我们听了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创办奇点大学的雷-库兹韦尔 45 和超人类主义者
的发言后，才知道他们计划逐步将人脑机器人化，最终将整个人类......以"提高其性
能"。这就提出了基本的伦理问题。因为这些所谓的远见卓识者冒着扮演巫师学徒的
风险，不问自己任何道德问题。

调整和重新确定增长方向，以实现全面和真正的可持续性。
而只有解决了 这前两个 问题，我们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重新思考和
调整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方向的问题，以实现全面和真正的可持续性。
法国文化部、欧盟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座谈会和大会，试图唤起公众舆论
的警觉，但都没有成功6。

"奇点大学" ，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https//su.org）。 Voir le livre de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当人类超越生物学时》 2006 年。
4

5：https://transhumanistes.com
6

。

教科文组织曾多次试图提醒公众舆论注意 这类问题。但是，潮流并没有扭转。媒体报道不足。

欧盟委员会于 2004 年举行了一次关于"融合技术"的重要会议，会议建议将道德和公民协商置于事前（项目前
）决定的中心。但这一显著的意识的作者已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没有人再讲这种智能的立场。
米歇尔-卡泽纳夫（+2018）和"法国文化"还在 1980 年出版了以 "科学与良知：对宇宙的两种解读"为主题的著
名智慧研讨会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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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意识水平... ...
正如"跨学科宪章"的序言所7 言 ， 当代的挑战是我们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毁

灭" 。因为科学技术以疯狂的速度发展，而我们的道德意识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
可能是倒退。
因此，这种政治控制的主要挑战是人的 ，但 也是 伦理和精神的。我们需要更高层
次的意识，才能从意识和灵魂深处 理解和把握这些新的政治问题。而且不仅是个人
层面的， 也是 集体层面的 。
我们认为，这是 伦理精神问题的核心，同时也是 21 世纪初的重大政治问题 。 我
相信，当我们的意识水平和道德承诺提高后，我们将看到我们需要的新的政治阶层
的出现，以管理这些新的基本问题。
幸运的是，已经有一些重要因素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表明我们的文明正在发生转
变。在"Cellule de Prospective"，我学会了辨别这些地下信号为"弱信号"。

三个微弱的信号 表明这种认识的提高
1°弱信号：文明变革的引擎正在 运转， 谁也无法 阻止。
我们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发明了两种集体自杀的可能性：核战争和有限世界的
无限增长。
但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这就是第一个积极信号。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已经选择了
集体生存，因为人类公民渴望子孙的未来。于是，我们有很多人在每个人的内心深
处，往往下意识地将死亡的价值观（集体自杀）转化为生命的价值观（人类要生存
）。
我们不喜欢谈论悬在我们头上的死亡危险。我们宁愿忽略这种死亡的威胁。但它在
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潜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正是在这个深度的层面上，这种
价值观的变化悄然发生。

但是，媒体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是震耳欲聋的。
7见

CIRET 网站 ：http://ciret-transdisciplinarity.org/char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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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这种从死亡价值观到生命价值观的变化，是文明不断
变化的动力 ，谁也 无法阻止。 正如硅谷斯坦福研究所的成员和遗传学研究所所长
威利斯-哈曼（1997 年）所指出的 那样。
"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根本的变化之一：西方社会信仰体系的转变。任何政治

、经济、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我们思想上的变化的力量相比。男人刻意改变自己的
现实形象，就是在改变世界8 " 。
因此，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正在进行的文明变革。没有人可以阻止它。有第一个积
极的弱信号。
2°弱信号：个人和集体重新修饰的可能性。
第二只正猴子是文明和模式变革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重生的潜力。我们的
灵魂、思想和身体出现了新的气息。新的集体希望。"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
可以引导我们的世界文明走向一个非暴力和环境友好的未来。这是可能的，而且正
在发生。这第二种个人和集体希望的力量也在起作用，而且也很强大，但不太明显
。这是一个重要的"弱信号"。
而一部分市民感受到了，意识到了，并感知到能量层次正在上升，即将主导新文明
的新价值，是更高的、更微妙的能量层次，这让我们内心充满了魅力。 我想到的是
千千万万的市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进行养生，生产出一系列新的"有机"产
品，他们创建了道德银行，"转型中的城市"，他们在城市的人行道上生产免费的食
物（"不可思议的可食用"），等等。
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我们的能量，改变我们
的模式9 世界观 。
这个"重生"的概念来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写道：理性的、机
器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现代性已经让 世界失去 了活力。 10
威利斯-哈曼 ："全球心态变化" 1995 年和" 意识新视野改变世界"。 法文翻译：Ariane，蒙特利尔， 2014 年

8

。威利斯是 90 年代硅谷的天才思想家之一。他们与哈兰-克利夫兰和彼得-德鲁克一起，与 " 1995-2000 年世界

论坛状况"的创建者吉姆-加里森一起主导了关于全球模式变革的高级别辩论。 可惜没有换人，目前的思想水平
已经下降了......相当低。总的来说，硅谷的主流视野已经回落到了之前工业模式的水平。真可惜
9

要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 就 必须 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水平，改变思维 模式。

10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Plon/Pocket，2010 年 ，见 第 117、134、177 和 179 页。在德

语中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是 "Entzauberungder Welt" （也可参见维基百科上的"Max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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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准备新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走出了现代性的这个精神牢笼，我们在惊奇中
重新发现了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生命和自然的魅力。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生命的深
处体验到了重生的乐趣。这就有了"文化的创造者"。
3°弱信号：十亿文化的创造者开始了一条 通往存在者的 内在 道路。
变化的第三个微弱信号是"文化创客"的出现。
威利斯-哈曼在 1996 年建议我去加州见保罗-H-雷。这位非正统的社会学家曾 分析
过 北美的政治格局，发现了他所谓的"文化创造者"或文化的创造者的存在。而我认
为他的表达方式是从阿诺德-汤因比那里借来的，汤因比11解释说，当世界从农业
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时，只有极少数公民预期未来的工业价值 。他说 的是"极少数" （
极少数）。 然而 ，今天，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占 人口 35%的 庞大群体 。这是不是
说明这种变化比汤恩伯说的那个更深更重要？
12

根据我们掌握的欧洲统计数据，事实上有 25%到 35%的欧洲公民，已经在默默

地践行着明天的价值观。
他们经常 参与在当地的水平，重新发现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夫妇，在替代药物，
新的想法和其他文化感兴趣。 而它们的特点 之一 ， 正是发现了内心成长的一个维
度 。
根据这些统计， 因此有 1 亿到 2 亿欧洲人在寻找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说，他们是
在宗教内部或外部寻找存在之路。这是一个很大的。
但据我们的资料13 显示，还有 3 亿中国人和 3 亿穆斯林，在他们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他们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正在重新发现通往最深层存在的内在路径。
在全球范围内，我相信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有一二十亿公民在寻找存在。
而 与此同时， 我们这些 世界公民 也 同时 面临着这些影响人类生存的基本精神问
题的挑战。

11

《历史研究》， 第二卷。 Londres, 1934.p. 242.

12

1997 年欧盟委员会邀请保罗-H-雷到欧洲，我们用欧统局的数据来衡量欧洲是否存在"文化创造者"。 参见 我

的网站 www.marcluyckx.be/Français/articles："欧洲人的价值观"的报告 。这份报告谈到，1997 年欧盟的"文
化创造者"占 21%。但此后，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估计为 35%，2019 年的今天。但我不相信欧盟有任何新的
精确统计措施。
13

详见 我的第一本书第 60-78 页。我的第一本书可以在我的网站 www.marcluyckx.be/français/livres ，以不同

的标题在开源。

12

唤起的微弱信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 ，我们的世界文
明意识水平开始提升，我们已经开始加强面对 21 世纪的伦理视野。
本书试图解释这 条令人兴奋的 存在之路。

八章
在 第一章 中 ，我 非常迅速地 描述了 我的三生三世，以及 我在生命尽头发现和体
验的存在者之路 。而我内心却惊叹不已。第二章 请我们 一起 去 发现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所发现的这条存在之路。 而 这个发现让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在 第三章 中， 我们会 明白 ， 耶稣 也 是以一种极其大胆的方式来宣布和丰富 这
种 存在 方式 。而这个宣言也 让 他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但他 是 我们历史上 唯一一
个 成功 地 改变 了 自己的身体，从而 以一种 全新的方式改变 了 自己的死亡 的 人
。 他把自己变身了。

第四章 是专门讨论被压抑和折磨了千年的神圣女性的回归 。 而 安特卫普的
Hadewijch ， 这位著名的女乞丐 的形象 ， 将帮助我们理解在 21 世纪这条存在之
路上， 神圣女性 的 贡献 是 多么的关键 和 决定性。深深影响了穆斯林苏菲主义的伊
朗神秘诗人鲁米， 是唯一 敢于在这条 神秘的 神爱 之路上冒险的人 。

第五章 为我们 呈现了 本书 中 最有诗意的关于 存在之道的文字。它们是由皮埃尔德-夏尔丹 写的 。

第六章 告诉我们 这条 存在之 路的两个伟大的见证者。他们就是斯里-奥罗宾多和母
亲（米拉-阿尔法萨），他们在 20 世纪 ，在一个 非常虔诚的印度，大胆地宣布了
超越 宗教， 走向神圣的内部（内部存在）的道路 。 而他们 创造了一座 城市，延续
了这一宣言 ：奥罗维尔。
在 第七章中 ，我介绍了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永恒的哲学》一书中 最美丽的珍珠。
我还要补充一下 伟大的 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对"信仰的暗夜" 的描述 ，这是 存在之
路上重要的 、 相当频繁的 一步。

第八章 书中所有的见证人 都对人类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憧憬，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
式宣告了 我们文明 的重要变革。 据我们说，人类的升天计划正在实现。 存在者之路
由此开启了集体的文艺复兴。 我们将跟随威利斯-哈曼 来发展这个文艺复兴的主题
。

最后的结论 为我们 提供了一条综合的道路，并 引导 我们超越 死亡 ，走向 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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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我的生活和我的 生存之道
三条命...
如今，我已经 75 岁以上，可以说我至少有三条命。
1. 生平：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
我先是学数学 （工程），然后是哲学和神学 。而且， 我 在 1967 年，25 岁时成为
了一名天主教神父 。后来，我被派到罗马， 用 意大利语 攻读希腊和俄罗斯 神学博
士学位 ， 1972 年完成 。 在那里，我遇到了素质非常高的红衣主教，但也有不少腐
败现象 。我有机会观察到 天主教会最好但也 最坏 的一面。1979 年，当我决定结婚
时，这第一段生活就结束了。于是，我被生活所迫，寻找新的职业。而我也有过失
业的经历 ，生活 不易。
2°生活：在欧盟委员会"前瞻研究股"。
而 在 1990 年，我应邀参加了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雅克-德洛尔 刚刚创建的 著名的
"展望之路" 。 它是伟大的。我负责伦理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我参加
了 "欧盟委员会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 成立 。我还创建了欧洲方案 "欧洲之魂"。对于
德洛尔来说，1992 年，他认为在创造单一货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迫切
需要实现政治欧洲。而要做到这一点，公民们必须对他的 欧洲 团结计划充满热情
， 以社会正义和 环境正义为 标志 。 一个 经济增长 为公民服务并 尊重人权 的 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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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 "如果在未来十年内，我们不能给这个欧洲一个灵魂，我们就

会输掉这场比赛14 。
遗憾的是 ，1993 年 他的信息 没有被各国首脑听到，他们选择了与之相反的方向，
选择了 没有灵魂的激进新自由主义，而欧盟缺乏政治建设， 这在今天是致命的。

第三世："预见细胞"之后：关于变革的书籍和会议。
在 1999 年结束的"牢房"工作后，我开始反思十年来在欧洲、中国、美国、日本等地
的政府顾问以及 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智者的旅行和全球接触中的所见所闻 。 在 世界
各地，我遇到的这些政策顾问中，有少数人意识到 正在 发生的 （范式） 变化 。 但
他们的意见大多没有被听进去，包括在白宫。
当我在 1999 年离开委员会时，我的脑子和心里充满了关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的非
常有趣和新的信息。而我的 第一本书，在 2001 年 出版 ， 就像 一种解放， 一种诞
生 ， 因为我设法对 我在欧洲和世界15范围内 感知到的 这些变化 （范式） 进行了第
一次综合 。
2010 年，我出版了第二本 关于文明变迁 的16书。是的， 今天的世界正 着手于世界
文明的真正转型，即使我们不怎么谈论它。 这 第二 本书也有英文和意大利文17的版
本 ，并在我的网站上开源。

我的生存之道： 我的生活中 爆出的 5 颗正能量炸弹

一场针对商业领袖的会议... 他们用射箭来射击。

14

Voir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112b78_1b86af8d87c5497d80751003d9d74636.pdf :1992 年"Cellule

de Prospective"的 704 之二/92 号文件 概述了 Delors 对欧洲宗教和人文主义领袖的讲话： 参考资料指的是我
的网站 www.marcluyckx.be）。
15

Marc LUYCKX GHISI ： "超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再造的社会"。 L'Harmattan 2001 年。(可在我的网

站：www.marcluyckx.be)。
16

Marc LUYCKX GHISI： "新世界的出现：价值观、愿景、经济、政治，一切都在改变 "（Alphée (+ ) 2010，&

L'Harmattan 2013）被翻译成 英文和意大利文。在我的网站上开源。
17

所有的书都是在我的网站（www.marcluyckx.be） 上开源的，标题和介绍 略有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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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很幸运地被 "Cardelmanagement"18的联合创始人 Guibert del Marmol
邀 请 ，参加了 一次专 门为商业领 袖举办的会 议 。 我们有六个人。第一天，
CardelManagement 的另一位 创始人 兼联合主办人 Luc Petit-Barreau19 提议我们在
5 米开外的靶子上射箭，我们六个人都没射中。我们也未能在稳定的平衡中穿过 4
米长的横梁。
但经过两天的身体调整练习：击鼓、接触地面、呼吸、放松等身体练习后，Luc 建议
我们再尝试拍摄。而他建议我们放手，让自己的身体瞄准自己的位置，断开自我的
联系。而我们六个人的枪法正中靶心。而我们都很平衡地过了梁。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发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体会到身体的精准和智能。

第一颗正面炸弹。
我的身体 对我 说话，超越我的 心灵
在这次会议之后，2013 年 6 月，Luc 提出要帮助我。而我在 73 岁的时候，在他的
帮助下，发现了一条新的精神道路。通往我内心的存在之路。
他要求我每天在花园里趴在地上一个小时。看看我是否能闻到什么味道。而 20 天来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我快要彻底灰心了，放弃一切。当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在感知一些东西... ... 但通过
其他渠道，而不是我通常使用的理性渠道。所以，是的，有一个信号从地球传来，
就像一种治疗能量。但这是确定的吗？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它是新的。而我不知
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仿佛我的另一部分感知到了新的东西。
而我也明白，在经历了三个星期的阻隔和激烈的抵抗之后，我那颗活得像个万能的
心，第一次开始有了怀疑，并认识到我的内心还有--也许--其他的感知渠道。
渐渐地，我告诉自己，我的这另一部分也许是我的身体，同时也是我的灵魂。我开
始明白，我的身体在给我传递信息，因为它感知到了地球的能量。

18企业家和企业高管
19

内在发展的小公司。 Guibert del MARMOL："跌得更高 "。 2014.

见他最近的著作： Luc PETIT-BARREAU： "Métamorphose d'un businessman: l'intérieure au service de la crise"

。 L'Harmattan， 巴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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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企业领导的座谈中，我体会到了身体的重要性和身体排列的力量。但这次我却
独自发现，我的身体有可能在向我传递信息。我被卡在那里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
西已经彻底改变了。 第一颗正面炸弹。
忽然间 ，我发现除了我的思想，还有其他的东西 。 我开始感知， 通过新的渠道，
一种新的能量进入我的体内，同时也在我体内，我不知道。但是，一种能量，在我
看来是有益的。而且，我也是通过我的身体才能接触到这种能量。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颗正能量的炸弹，彻底改变了我内心的认
知体系 和对自己的看法。

70 年来，我特权我的思想 99%。
因为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一直是 99%的精神特权。而我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垃
圾桶"已经 73 年了。我年轻的时候，还在神学院里听过很多关于"蜕变"的演讲。"蜕
变"的字面意思是"杀死身体，释放灵魂"。 而 我相信，很多市民，甚至是 最年轻 的
市民， 都不知道我们的身体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奇迹 ，让我们 走进生命的深处 。
而我突然开始 怀疑，我的身体是不是会成为我在这条新的人类和精神改造道路上
的主要工具。这是一条以前没有人告诉我的路。惊人的。这与我年轻时所学的知识正
好相反。

每天花时间 给自己 打坐
前段时间 ，我 在布鲁塞尔的 20 一个 APM 俱乐部给企业领导人做讲座 。而在最后
，我建议在座的企业领导们，每天花 10 分钟的时间尝试冥想。
半年后，在比荷卢 APM 俱乐部的一次大型会议上，一位公司经理来感谢我 ： "我

参加了你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APM 会议，我听从了你们的建议。而我的生活也被改
变了。我想告诉你，也想感谢你。"
我过去几年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我需要花时间，每天都要打坐。而我也渐渐有
了每天打坐一小时的习惯。这对于已经退休、无所事事的我来说，显然是比较轻松
的。对于一个忙碌的人来说，是比较难的。要靠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节奏。
20

参见他们的网站 https://www.apm.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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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如果我每天不花点时间内省，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向着内在的
光明，在存在的道路上前进。而且我觉得我的内力又下降了。

冥想是滋养我灵魂的纽带。
我自五十年前在神学院培训时就知道了冥想。而这 对我的一生来说，而是一种义务
，也是 一种心理过程 ， 当然不是生理 过程。没有 人教过我 别的东西。
突然间，我发现和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身体和呼吸的帮助下，冥想已经成
为我给内心充电的时间，在这里我积累了转化的能量和内在的光明。是的，我连接
到我将逐渐发现的存在的能量。

沉思：我心烦意乱，但没关系：我把插头插上。
我非常佩服佛教僧侣，他们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集中精力。但我个人能力不强。我
想我永远也做不到，无论如何， 我的努力都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的冥想中
充满了杂念，我发现这没什么。但我在那里，我决定连接到存在。我就把插头插上
，给自己充电。而电流在我的身体和细胞里流淌得越来越好，尽管我的大脑一直在
用杂念兜圈子。
所以，禅修是我每天的食物。我给 我的电池充电 。我连接。尽管我还不太明白这一
切是如何运作的。 但我感觉到生命在我体内生长。我的生活越来越有意义。而我也
开始，时常感受到内心的喜悦。
基本上，冥想是一个时刻，我给 - 逐渐 - 我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的细胞的权力，连接
到我发现每一天更清楚，作为我的内在存在的美妙的能量。而这，不用太担心我的
心态，我的心态有点失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我在用上胸呼吸了 70 年后，慢慢学会了用腹部呼吸。而这种呼吸的艺术，我发
现很重要。
这也是亚洲人千百年来通过练习瑜伽、 太极、 武术所知道的。他们学习如何在本体
中呼吸 。
而且我觉得我的身体每天都需要这样的时间。不管我的心思如何。真正重要的是，
我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 ，我让它。这是我开始理解和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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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带领我到我的深处，我的灵魂... ...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在身体和呼吸的引领下，在这条新的内在道路上前进。而我开
始猜测我的深度，我的灵魂深处。我有时也能做到。而这种深度就像是永恒，像是
超越了时间和空间21。 我想我开始活在 "我就是什么"的口头禅中了。 我在猜测我灵
魂底层的存在。这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意识的闪现，之后有时会出现强烈的
雾气。
但我越是念"我是那是"这句基本的咒语，就越是觉得自己，每一次都是被一束白光
照亮的。
而当我学会说基本的咒语"我就是那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句咒语是上帝在《圣
经》中"燃烧的荆棘"的记载中亲自给摩西22说的。而这句咒语被耶稣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实施。这对我来说是新的。

而一大堆苦难的幔子却 自己掉了下来。
经过一年的练习，有一天早上醒来时，我感觉到 过去 的 一大堆痛苦的幔子 从肩膀
上滑落，掉在地上。我刚刚摆脱了今生所经历的巨大的痛苦之重，或许还与我的前
世有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重要的是要摆脱它。在多年的治疗中，
我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痛苦。但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疗法让 我 意识到。 他们 没有帮助
我摆脱它 。 忽然间，我觉得他们好像消失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这才
是真正的 内心疗愈 。 我充满了感激，我感谢生活。尽管我也知道 以后 还有 其他的
层级要去掉 。

存在之路
渐渐 地，我意识到，我正在发现 并投身于 我内心的存在之路上，这条道路给我带
来了治愈，也带来了深深的喜悦，幸福的芬芳。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它正在成
为一条向着光明的内在转化之路。
21

这些特征 在本书中会经常被描述，在《哈德维希》、《耶稣》、《母亲》和《奥罗宾多》中，也有赫胥黎引用威廉-罗

等人的话。
22

出埃及记 3:14。 我们将在关于耶稣的章节中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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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又要读柏拉图了。而我重读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因为我改变了自己
。我突然明白，柏拉图 和苏格拉底 早在 2500 年前就已经宣布，我今天发现的这条
存在之路。 我在连接自己与千年人文之路的过程中。

重拾我 作为耶稣的神性
当我继续冥想的时候，我也觉得想重读福音。而我看到了耶稣的话，他在希腊文中
坚持说："天主的国度（天国） 在 你们23里面"。所以我意识到，对我在基督教语境
中的我来说，我在我内心发现的存在也是神性的。我由此发现，我的深刻本质是神
圣的。而这是我直到今天才明白的耶稣的基本信息，也是神学中没有人对我讲过的
。
耶稣来到深处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神性的。但我们人类，就像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了这种对我们神性的意识。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恢复我们神性的意识。我发
现耶稣的信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度，尽管我学过所有的神学，但我还是不明白。
它是奇妙的。
因此，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物质文明所宣称的那样，是或许有灵魂的身体，而
是接受了化身的灵魂，通过和化身来重新发现我们的神性。
而且我还发现了印度教神梵天的传说，他把人的神力深藏在心底，让人 永远找不
到。24

"Sero te amavi"：直到我生命的晚期，我才爱上你... ...
在比利时被称为"人文学科"的中学结束时，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从拉丁文中翻译圣奥
古斯丁忏悔录的段落。而一句话突然在我心中响起 ："Sero te amavi"25。
"直到晚年，我才开始爱你，美得老，美得新。呵呵，爱你才是晚节不保!因为你在

我的内心，而我站在自己的外面，那是我在寻找你的地方。"

23

路加福音 17: 21.见关于耶稣的章节。

24

见 导言一开始

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第 10 册，第 38 号。 "Sero te amavi, pulchritudo tam antiqua et tam nova, sero te
amavi!Et ecce intus eras et ego foris et ibi te quærebam."。
25

20

在他生命的最后，奥古斯丁终于明白，神性就在他的内心深处，在那里等着他。虽
然他一生都在外面寻找神。
我也可以这样说自己。只有到了晚年，我才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存在者的神
光的奇妙。感谢生命。

第二颗炸弹正。
学会 凭良心去爱
我和妻子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夫妻静修，名为"凭良心做爱"。26 这对我们来说是
一次全新的、转变的体验。由于这次经历，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是我人生道
路上的第二颗正向原子弹。
一个新的真相在 我 面前炸开了锅。 我在具体的生活中突然意识到，我有可能深入
地重塑我与性的关系。而且，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沉默之后， 绝对有必要 在 全球范
围内重塑性 模式 。
21 世纪 人类 的 精神之路，是一条 呼唤 更多化身的道路 。我们都被邀请 通过 一种
完全不同的 、完全精神化的 性生活方式，重新发现我们身体的精神力量。

我们是在"传统性"中运作。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功能和其他人一样，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常规性行为"的性
行为中。而这是一种"做"的性行为， 专注于达到性高潮的唯一目标。我们所有的性
行为都不自觉地集中在这一个目标上，我们绝对要达到这个目标，否则就会觉得自
己失败了。可以说，这种性行为是强迫性的，也是 ...累人的。

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愿景：存在者的自觉性。
我们发现， 在一些印度(密宗)和中国(道教)学派中，还有 另一种 更灵性 的性观念
，但这种观念 是少数，而且太少为人所知。

26。

见其网站： www.amourenconscienc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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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踏上这条新的道路，这一新的性爱模式，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首先将自己内
化，学会"存在"，首先是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要逐步地进入对方的身体。这就需要
打开自己内部的大门27。
其实就是通过身体和化身来修炼存在之道，在这本书之后，却 通过 存在 28 之性来
强化 我们的化身。

激烈的能量循环 是" 存在 "道路上的加速器。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关于男性和女性身体能量循环的新关键。如果我们尽可能的在现
场，能量开始转动，在我们两个身体之间循环。而且这种流通性会越来越强。它能
增加我们双方身体的能量，默默地。这是惊人的，强大的体验。
因此，性关系成为男女身体之间越来越强大的爱的能量流动。而且这种能量循环的
强度越来越大，但也越来越细微。因为伴侣们越是设法内化自己，就越能发送和接
收更高频率的能量和爱。而频率越高，能量越接近上天无条件的爱。
因此，我们在"存在"的道路上走得很好，我们发现了一个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新的
加速器。

意识的核心作用
对我们来说，绝对新奇的是"意识"。"良心之爱"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
迷茫，因为要把冥想的修行运用到身体做爱上，真的很新鲜。然后，我们才想起自
己一直在练习"发心"或"发心禅修"。而这其实就是在练习这种与我们内在能量连接
的冥想状态，不仅是在冥想座上，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做爱的时候。而且一开始也不
容易，也不容易。但我们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也很开心。而这个"意识"也叫"存在"
。

将性爱转化为爱
27

Anne and Jean-François DESCOMBES "Le Slow Sex: s'aimer en conscience" Hachette Paris 2017.他们的书很有教

育意义，很容易找到。它们特别是基于戴安娜-理查森的著作和研讨会，她写了好几本书，包括 《缓慢的性爱》
， 由 Hélène Naiean 翻译成法语，由 Almasta 出版 ； 《性爱案例》 由 Sabine Roland 翻译，由 Le Gange 出版 。
28

我也推荐这本书 （只有英文版）。查尔斯和卡罗琳-缪尔：" 密宗：有意识的爱的艺术"1989 年 。这本书 传达

的 信息与 30 年前 的《慢性》非常相似 。这是保罗-H-雷和他的妻子雪莉-安德森送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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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个人觉得，这条道路不仅是可以走的，而且绝对是重要的，有必要活用它，并
广泛传播它。
我忽然觉得在我的身体里，这条路就像性爱的转化。我感觉自己正被一股深沉而无
条件的爱所侵袭。而这种爱的质量，我不知道，我认为比我这辈子知道的任何东西
都要高得多。这是我通过身体得到的启示，（神圣）存在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它
突然 给我 通过 身体 直觉 ，这种深层次的无条件的爱的存在 。

治疗和治疗方面
我们还发现并发现，这种新的、更加内化的、基本上更加文明的性功能，也是有疗
效和治疗作用的。
治疗者的意义上的器官和我们的细胞，似乎又开始活了。这是一个新的印象。这就
像我们细胞的能量再生。
但也是治疗意义上的治疗，治愈我们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神经症。是的，我们都觉得
自己在开始一场新的、充满生机的冒险。而且我们感觉到，这确实是一条快速有效
的转型之路，完全被我们和绝大多数同胞所忽视。
而在这场新的冒险中，我们越是进步，就越是觉得自己在疗伤，却不知道到底是来
自于什么。但我们感觉越来越好。

过去的痛苦又回来了... ...被治愈... ...。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体会到，我们过去的痛苦，我们的各种神经病突然变得更加
明显，因此也更加尴尬。但我们学会了不害怕它们，尤其是不像平时那样试图巧妙
地隐藏它们。我们明白，我们人格中的这些消极面的出现，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
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从而通过存在、光明和对自己的爱意来逐渐治愈它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长期致力于"PRI"方法29。而我们也明白了，我们都有童年的
苦难，为了生存，我们都不得不给自己造壳。是的，但在成年后，这些炮弹开始被
误认为是目标， 为了一点小事，为了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让自己 处于最大的警惕

29

例如，被称为"过去现实整合"（PRI）的方法是由居住在 法国瓦朗斯北部的 Ingeborg Bosch 发明并实施的。

https://www.pastrealityintegration.com/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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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存防线。但原因是这个"细节"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唤起了我们童年最初的危险
。这个细节基本上就是一个触发器。但它会引发一种不受控制的、不相称的、重复的
反应。
而我们已经学会了意识到，在我们的职业生活中，也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我们一
生都在把童年的保护机制投射到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而这些投射可能是攻击性的，
甚至会对关系造成破坏。对于大多数夫妻来说，他们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人敢说。
安静，请。
而这些投射机制即使是部分停用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关键的一点是意识。看清对
方的神经病显然比自己的神经病要容易得多。
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有意识的性行为是一种新的治疗途径，它通过增加和加速我们
的意识，作用于我们古老的保护机制。

对自己的爱，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存在
我们如何帮助自己入定？我们如何通过做爱来获得这种意识？一个简单的关键是爱
自己。 我们将在关于耶稣的一章中再谈这个问题。 我需要学会给自己 送去爱，增加
对 自己 内在光 的 认识 ，对 自己 内在存在 的 认识 。 是我温暖的内心之光，让我
爱上了自己。

第三颗炸弹 ：我开始感觉到我的细胞 活得 更强烈了... ...
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母亲是奥罗宾多的精神合作者，也是奥罗维尔的创始人，她向
我们讲述了她身体细胞的转变。我在奥罗维尔工作了 8 年30，第一次听说这个话题
，我什么都不懂。我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
但今天我有时会感觉到一种刺痛的感觉，身体的细胞里仿佛有新的生命在觉醒。这
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细胞在不
断地觉醒，慢慢地转化。是的，我的身体正在引领我走向我的转变 ， 走向存在之光
。

302005

年至 2013 年， 我 被印度 人力资源部" 任命为 "奥罗维尔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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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在进化，因为我也开始更好地理解耶稣关于变身的信息，以及他身体和
死亡的转变。在我的细胞和我的细胞的 DNA 的转化领域，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而且我觉得，我身体的细胞比我的头脑和智力更了解光明的道路。我要求我的 意识
允许我的细胞转化。 而为此我必须放下自我，这并不容易。
而在这里，我也慢慢意识到，在我的细胞转变的过程中，与地球的晶体能量相连接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土-GAIA 能量对修复细胞转化很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
知道怎么做，但我活得很好。

第四颗 正面炸弹。
放弃我的"个性"，活在我的 存在中。
第四颗炸弹听起来像是佛教的信息，死于自我。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是耶
稣深刻的启蒙信息的核心，而大多数使徒和门徒对这信息的理解是非常贫乏的。
我今天突然明白， 我 必须接受我不是 的 结局 。 而我不是的，是 我 一生 的 "个性
" ， 或者说是我的"自我 " ，让 我 从小到大都能 生存下来 的 整个苦难体 。 而我 只
能放弃 我已经 意识到的 东西 。我越是意识到自己的阴暗处，就越能 照亮 它们 ，
然后 放弃 它们 。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在 向自我死磕，就像佛教一样 。
或者像 耶稣31要求的 那样"放弃我是谁" 。 这是一个强大的正面炸弹。
而 我也明白 ，为了放弃自己的"个性"，我需要依靠一些 稳定的 东西。 我需要一个
立足点。而这个新的 支撑 就是我的灵魂，我的深层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 一路
走来，来到我的存在 。 这是 一个新的支持点，能够使逆转， 放弃我的个性，从而
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生活在 我的存在 和 我的灵魂 的深度水平 。 这就是我今天的"
存在"之路的深意。

四个 炸弹： 迈向一个由我们的身体带领我们走向"存在"的新时代。
基本上 ，这 4 颗 正能量的炸弹，真的震撼了我 ，颠覆 和改变 了我的存在之路 ，
都与我的身体 和我的"痛苦之身"32有关。
31

这个过程也象征着在"马赛塔罗牌"，由"刽子手牌"接受放弃一切，它不是。 这张马赛塔罗牌似乎是由圣殿骑

士团创造的，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手段，传递圣殿骑士团重新发现的耶稣的启蒙信息。
32"苦难之体"

的 说法 来自艾克哈特-托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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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读者要认识到，即使是一个老神学家， 在 他生命的尽头 ，也可以 发现
并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 超越心灵的身体观 （第 1 颗炸弹） ，对 存在者性 的 新观
（第 2 颗炸弹） ，对 身体细胞的 改造的 新观 （第 3 颗炸弹） ， 最后 通过 放弃
自己的人格 和苦难的身体， 实现人生 的逆转 （第 4 颗炸弹） 。

结语：重估身体为殿堂：我们正在改变时代。
我的印象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正在走向 我们地球化 身 的新意义
。 宗教向我们展示了一条 （修道） 戒色的 道路 ， 以走向神性的时代 ， 这个时代
即将 结束。
而 极好的消息是， 这种 对身体和 性 的 新 看法， 同时也是对作为 "人格"服务于我
们的苦难之体 的 新 看法， 能够使我们大家在"存在"的道路上有力而迅速地进步。
而且，这是一条对每个人都开放的道路 ， 引导我们在身体里活出存在的本质，这
就是无条件的爱 。
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都是接受了 承担 化身风险 的灵魂 ， 那么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的化身的利害关系，就是要通过 我们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堂 ，充分利用 这个化
身。

第五颗炸弹...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 ，我想告诉读者我的最新发现，我的第五颗"正面炸弹"。
我过了漫长的几个月的"黑暗中的冥想"，在这期间，我感觉自己仿佛与光明隔绝，
停留在原地，甚至兜圈子。是不是亨利-柏格森所说的"灵魂的夜晚"，我不知道，但
也许是。
9 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我早晨的冥想中，我突然看到，或者说我察觉到自己的
光，在自己的中心。这道光是可见的，也是不可见的。它的能量较高，因此很难看
清楚。我突然明白，那是我的存在之光。真是个奇迹。
而我觉得自己像坐在椅子上。我感觉那张椅子变成了王座。是的，我有能力在我的
内在存在中登上宝座，在我的内在光芒中。
在那里，我感觉到我正在接触我的神力，我的存在的力量。惊人的发现。这对我来
说是全新的，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神光之力，不惧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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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意识到，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已经踏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过了河，我已经到了"
彼岸"。而我却一直坚持着。虽然还没有出水，但已经固定下来了。
几天后，我觉得自己必须"到单位去，到一线去"。但是怎么做呢？而在我冥想的过
程中，我又在我身上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火焰的存在。而我的印象是，有一
个声音在对我说："这是一个人，你也在其中"。
然后我意识到，我与源头、与耶稣、与我的神性自我和存在者是合一的。而我也经历
了一种开始的迷恋，重新的迷恋，内心的光明。这只是一个前车之鉴。但在那里我
也清楚地察觉到，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就感觉到了深深的幸福的开始。一种喜悦
，正慢慢地爬上我的心头。感谢生命。感谢我内心的存在。
感谢今天在我结束写作的时候，在我面前打开的这条灿烂的存在之路。
而且我深深感到，我们都是被邀请上这条路的。它对所有人开放。这就是这本书的
信息。
而大量的人类正在发现它，遍布地球。
这条道路既完全是个人的，又越来越是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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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与 SOCRATES 和 PLATO 的相处之道 。
超级时尚的生活钥匙
在 导言中， 我们已经 意识到 这个 21 世纪的精神挑战 。 而 柏拉图 式 的 山洞 比喻
，对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 醒目的隐喻：大多数公民 被一个铁项圈 封在 洞底 看"电
视"，而我们的文明却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让我们听听苏格拉底的意见。
苏格拉底是 我国文明最早的思想家之一 33 ，他发现并向他的弟子们揭示了通往存
在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宗教的，而是精神的，不说也罢。他被判处死刑，"因为这对
当时的宗教是有害的"。而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理解他所描述的道路。有的干脆不理
不睬。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对 它进行了完全理性的、精神上 的解释
，这使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概念 变得贫乏 。
这种 心理上的解释确实 撇开了 苏格拉底信息 的 启蒙 层面 ， 在我看来，这一点是
至关重要的，而且在我们对存在之路的探究中，我们对它非常感兴趣。
柏拉图和他的其他一些弟子已经明白了他的信息的深度，看到 他们的 师父被这样
对待 ，深感震惊和崩溃 。 柏拉图的所有作品都必须理解为 对一位伟大的世界思想
大师和存在之道的伟大开创者的 解释、 辩解和辉煌的致敬。

洞穴的故事 ：描述通往光明和存在的道路。

33

当然 ， 还有伟大的 毕达哥拉斯 和一些伟大的"预言家"。我们不会在这里谈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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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柏拉图34 传承了苏格拉底的教诲，而苏格拉底自己什么也没写。
我拟讲述和解读的第一篇大文是《洞庭记》，它在《民国》第七卷中35 。
苏格拉底决定和他的弟子们谈谈 教育问题。他告诉说，男人们坐在洞底，脖子和脚
踝上套着一个铁项圈 ，防止他们 向 身后 洞口 的 灯光 看去。 所以他们 只朝 洞底
看 去 ，那里 有 傀儡的影子在挥舞着，互相交谈。 这些影子是坐在山洞中间的矮墙
后面的其他男人产生的。他们在身后点燃的火堆前摇晃着各种物品。所以在洞底有
一个永久的、会说话的"木偶"表演，投影在洞底。
柏拉图的 文中说 ： "他们看起来像我们。"我说。". 36 而事实上 ，这听起来就像当代
市民 今天看电视， "下了山洞"。
苏格拉底 解释说，要知道，这些人并不想象除了他们洞穴深处的影子之外，还能
有其他的现实，因此他们所看的这些影子 是 唯一的 现实 ，唯一的 真理 。 因为 显
然不可能有其他的现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 没有感知过。因此 ，对他们来
说，另一种现实是完全 无法想象的 。
苏格拉底接着说。我们想象一下，这些人类中的一个人被分离出来，被迫转过身去
看洞口的物体，他就会被 光的力量 弄得眼花缭乱， 什么也看不清了 。 他 反而会
倾向于确认底层看到的东西更真实 ， 因为他 已经 目瞪口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如果再 加上， 他现在被迫看光本身，他的眼睛会非常酸痛 。那么，如果他 被迫爬
上石坡 向 洞口 走去 ， 暴露在阳光下，他就会被完全拖到强光下，完全目瞪口呆，
愤愤不平。
如果 这个人类 最终真的 出来了，他 需要习惯从上面看东西。首先他只会开始看到
影子，然后是水中倒影的人的影像。 因为 只有以后，他才能看到现实的自己 。 起
初， 是在 夜晚，他更容易看到月亮和星星 。 最终， 他将 能看到太阳 的本来面目。
他就能明白，正是这个太阳 使 四季 得以实现， 是一切存在的原因，包括在洞穴深
处。

34

我们依据 的是 埃利-尚布里的 译本 （印刷版或网络版） ，也就是 《文艺复兴》的 译本 ："柏拉图全集：共和

国第四至第七卷" 。Belles Lettres. 巴黎，2015 年
(ISBN 978-2-251-00221-7)。
35

《共和国》第七卷：第 514 a，-517 a。同一文本(开放源码)可以在网上找到完整的法文版，没有希腊文，网址

是：http://ugo.bratelli.free.fr/Platon/PlatonRepublique.pdf. 第 47 至 50 页。
3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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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那一刻，终于， 这个逃亡者会认为自己的变化是幸福的， 他也 会同情底层的
同事。他会认为他们在 底层换来的赞誉和荣誉是无效的。而他也会准备好忍受一切
，而不是回到洞府。
最后 苏格拉底以一个预设自己死亡的问题结束了他的故事：如果他回到山洞里去
试图说服他们 都 出来， 他岂不是 有 死亡的危险 ？ 如果肯定，他就会得到回答。
柏拉图 用这个结尾暗示了 苏格拉底的 惨死。

教育是一条 通往存在的道路：让孩子们走出洞穴。
在谈到教育
时，
苏格拉底
解释说，真正的教育将包括将
孩子们带出
向他们展示通往存在之光的道路，以及将自己从禁锢人类的锁链 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

洞穴，并

而 他 发现 ，很多人类从未发现 内心的神光 。他们 一生都在 看电视，这是当代人
对洞房阴影的表现形象。
因此，生命的意义就是走向象征本体神圣之光的太阳。而我们必须习惯它， 因为一
开始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以至于我们被它的强度 弄得眼花缭乱。 而要想去那里，
我们必须先把 禁锢在洞底的 铁项链 给弄掉。然后，我们必须爬上通往出口的岩石
坡，才能离开山洞，而不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影子，并把这些影子视为唯一可能的
现实（就像我们的电视）。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信息是，生活 和教育 的目的
就是 发现这条 通往存在的 （岩石） 道路 。
然而，如果我们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与亚洲传统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世界
智慧的启蒙视野中 ，还有第二个基本要素： 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能找到存

在者的光芒。 这第二项内容在《洞庭记》中没有明确的承接。
但其他关于教育的文本，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 ， 带来 的元素都是往这个第二
维度的方向去的（存在者在每个人的深处）。

教育目标："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科学装进灵魂，而是要把灵魂转向神圣的光芒。 这听起来像是
对当代教育制度的批评。
"518 b: "...教育不是某些人宣称的那样。事实上，他们宣称必须把科学放进灵

魂里，在没有灵魂的地方，就像把视觉放进盲人的眼睛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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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们确实如此。"
每一个灵魂都有学习的能力，也有为此目的的器官。因此，教育就是要把灵魂转向
本体。
518 b： "现在，我说，现在的论述表明，每个灵魂内部都有学习的能力和为

此目的的器官，就像眼睛只有同时转动整个身体才能从黑暗转到光明一样，
这个器官必须和整个灵魂一起远离易腐的东西，直到它变得能够承受本体的
视线和本体最明亮的部分，而这我们称之为善，不是吗？
是的，我再说一遍，教育就是转动这个机关的艺术，找到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
因为他解释说，这个灵魂，"属于某种神圣的东西"。
"这种认识的能力......当然似乎属于某种更神圣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失去它的

力量...... (518 e).
还有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踏板上的这句格言 ： "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宇宙和诸

神 。"这句格言被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所 采纳 ，并明确指代德尔斐的皮提亚所象征的
希腊启蒙潮流。
教育的目标 首先是 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最深层的存在。 因此要先从洞中出来。 而
发现自己的神性深度，也就发现了宇宙和神灵的深层和入门意义。 我们 正走在存在
者的路上。 苏格拉底 熟悉 德尔斐的圈子， 这更加强了 苏格拉底的启蒙性解释。
我们全世界的教育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落实了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理
念 ？现在是不是 应该重温 一下，把苏格拉底的 maieutics 落实到 21 世纪，从而帮
助学生 认识 自己是谁， 以认识宇宙和神灵。

苏格拉底的美学： 在 仁爱之神的帮助下生孩子

31

而在《Theætetus》中37，柏拉图 详细描述了 Maieutics，这是 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 。
它包括使 学生 生出38 他内心的知识，生出他已经知道的东西。因此，苏格拉底加入
了永恒的智慧，因为他认为知识已经在每个人的灵魂空洞中， 这种与生俱来的知
识 具有神圣的秩序 。 因此，教育是一种分娩方式。而这种分娩是由神灵亲自培育的
。因为，他说 ： "神不恶，我也不恶 。 我以仁爱之心修炼我的方法，有神灵的帮助
。"39
当心这种 仁慈的神的愿景 是与当时的希腊宗教相悖的。而且它 使苏格拉底与整个
希腊的 宗教 神话产生 了矛盾，因为神不是被描述成仁慈的，而是相反地具有非常
人性的缺陷。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我们会记住这一点。其中一个指责会涉及到
他所教的神明形象，这太正面了。

哲学家是上升的人，但他应该为国家服务... ...
因此，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人，他已经学会了看神光，即思想的世界。 哲学家正走
在改造自己生命的存在者的道路上。
"哲学家与那被 命定和神圣的东西一起生活 ，就会根据他的人性，成为被命

定和神圣的东西。但群众对他的评价往往是不公正的。"40
但也要责成政治家和精英人士转向存在之光。
"因此，我们这些国家的缔造者，应该责成精英们，转向我们刚才承认的最

崇高的科学，去看清善的一面，去实现我们 所说的上升。"41
而 柏拉图又增加了升天（ανάβαση） 的 概念，它唤起 了大智慧所说的 "升天大师"
。哲学家就在这条"升华"的道路上。但恰恰是他不能停留在光亮的地方，洞外。 哲
学家的危险是留在光明中，拒绝回到政治游戏的洞穴中，在表象的领域中。

37

我们将饶有兴趣地阅读

来 自 布 德 协 会 的 Chloé Tittli 女 士 关 于

http://www.persee.fr/doc/bude_0004-5527_2009_num_1_1_2320。
38

希腊语"μαιευω"的意思是生孩子。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接生婆。

39"：151

d。

40

柏拉图《共和国》七，(500d )

41

柏拉图《共和国》七，(519 d)

maieutics 的 介 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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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他们达到这个优越的区域，并且充分地思惟了善的时候，我们要小
心让他们成为我们今天所允许的人。"那是什么 ？"呆在上面，不想下来找我
们的俘虏，也不想参加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多少可贵的荣誉。"42
因此，理想中，世界上的洞穴应该由发现神光的人管理。现在还不是 这种 情况。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他被控伤害宗教。
现在是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已经 70 岁了，他被一个叫阿米托斯的政治家支持
的悲剧诗人米莱托斯公开指责。
起诉书有三个方面 的内容。


他不认识城隍爷... ...



它引入了新的神灵



他让年轻人堕落

我们可以 看到，这一指责主要涉及苏格拉底对当时希腊宗教的危害 ，因而也是对
青年的危害。
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之路"的推动者在历史上经常受到有组织宗教的打击。朝向存
在的道路并不被当时的宗教方法所赞赏，因为它提出了一条由它（神圣的著作）定
义好的道路，并由神职人员管理。这是另一种选择， 但在整个历史上，存在之路的
修行者一直在反对--往往是激烈地反对。 苏格拉底的案例就是这种宗教暴力的重要
例子，早在 2500 年前 就已经有了 。

第二章 的结论:
我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 分析证实，他们宣布并活用 和教授了 这条 通往存在
者的启蒙之路。 显然 ， 这种解释 值得进一步发展，这将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哲
学工作。 然而， 本书的目的 并不是要做 这种 深入的 哲学研究 ， 而是尽可能地描
述存在者的道路。 而这里 出现了一些 曲目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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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通过山洞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人生和教育的意义，是一条艰难
（"岩石"）的道路 ，它 走出阴影的洞穴，走向 美丽 、 神光或/和存在 。
苏格拉底的 maieutics 也告诉我们，关于存在者的知识已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找
到了。因此，教育是一种 诞生，它 让人深入地成为自己的样子，而这是在神的帮助
下实现的，神对人 是仁慈 的，与希腊宗教 的神相反 。
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主要指责他对当时的希腊宗教是一种危险，因而对年轻人
也是一种危险。
在结束这个哲学章节时，我想到了 20 世纪两位伟大的哲学家 ：马丁-海德格尔和让
-保罗-萨特43。 他们两人一生 都在寻找本体。他们深深地影响了 20 世纪的思想 ，并
通过 提出存在的问题及其 研究的必要性。因此 ，他们 为今天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 公
民 开辟了道路。
感谢他们，在经历了 25 个世纪的沉寂之后， 我们在 21 世纪再次找到了通向存在
的道路，我们可以说"我是什么是什么"，深度改造自己。

第三章 :
我们所经过 的耶稣的基本信息：他成为人的道路。

1°部分： 耶稣与 做人 之道

我的 假设 ：耶稣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宗教。
经过 一生的 神学思考，我 得出 的结论是：耶稣并不想 创造一个新的宗教。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 与时间》 Gallimard， 1986 年。& Jean-Paul SARTRE: L' Être et le Néant Gallimard,
1976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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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耶稣 来不是为了宣布一个新的宗教，那么 他来向 我们 宣布什么呢？ 那么 他
的中心信息是 什么 呢？
而我发现 ，耶稣宣布并活出了这条彻底改变他的存在之路，因为 这 可能是他最初
信息中的重要部分 ，而在 2000 年前 被 理解 的人太少了 。

如何读懂 《 圣经 》的古文？ 我们吃的是"大麦"。
在我的神学培养中，我学到了"训诂学"，即一种科学的技术，用于 批判性地 对待
和理解古籍， 从而 深入地理解古籍。
原理非常简单。如果你读一页《圣经》，你读了 一句话， 下一句 话有 可能 是几百年
后写 的 。因为 圣文作者 通常 尊重 圣文中不能 删去一句话的 规则。 但也不禁止添
加其他句子 ， "为了便于理解"。
而 老 歌词就是这样 ，就像 麦克唐纳的"巨无霸"三明治 ，由好几层组成 ，一口气
吃 完。 但这些 不同的 层级 ，或者说 夹层， 可能相隔数百年 才 被写出来。
所以我们要 注意，比如说 我们读《 圣经》 或《古兰经》的 一段话时， 我们 一定要
把整个三明治一次吃完。但科学的注释方法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会 在同 一段经文
中 遇到 耶稣的一句真话，然后是 40 年后 福音书作者的 "澄清" ， 然后 是 100 年
后第一批基督教团体的解释 。有时甚至是两百年后 教会后期插入的教义修正。
而我们今天 通过语言学和其他技术， 能够确定 《 圣经》每一节经文的大概日期 。
我们不要忘记 ，现在的福音书称为"新约"，是在公元 4 世纪 （325 年尼西亚会议
）设定的。仿佛 18 世纪思想家的演讲内容和 生活记述都定格在今天。 因此，在这
三个 世纪的 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实性的 标准之一 是公众的误解和排斥。
在本章中，我们的工作将包括 研究 最古老的 福音书文本的片断，那些可能可以追
溯到耶稣本人。
你是怎么做的？ 鉴定可追溯到耶稣本人的句子的主要 标准之一 ，是 找出 那些 无
人理解和/或 深深震惊 耶稣同时代人的 句子。一个无法解释 、超级震撼的 句子的
例子 是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 就是"。所以 这些神秘的句子可能就这样被保留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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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因为大家都记得很震撼， 没有 办法解释和评论，因为没有人懂。 不过--幸好 -他们是不敢撤走的，至少是那些。

在耶稣教导的道路上的源头：没有 !
据我所知 ，目前还没有神学著作讲到耶稣所宣布的这种存在方式的假说。根据我
的历史和神学知识，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时，它动用了所有的组织和
控制帝国的力量，清除了所有不符合基督教官方宗教的著作。这在政治上是有意义
的。由于"世俗的手臂"也被用来清除、流放、甚至囚禁被教皇宣布为"异端"的 ： 诺斯
底 派、阿里安派、伯拉纠派、摩尼教派、多克特派、景教派等。

只有一个例外 ：Hesychasm 和 Gregory Palamas， 在 Athos 山上。
据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 在东正教传统 中 与 Hesychasm 有关44， 特别是 与 阿托
斯山的僧侣 有关。 因为 这种观点 是建立在 统一 的 、 非二元的人类学 基础上的 ，

这种人类 学 将 人的身体 与灵魂定义为 连续的，而灵魂本身就是神圣的起源。 所以
， 精神生活的目标是改造身体，使其 逐步 被神性 能量 神化。 而当身体被转化后，
就达到了 几百年来 修行者 们 所 经历和 生活的，他们 称之为 "Hesychia" (ησυχια)
， 意思是 内心深处的平静， 因此"Hesychasm"一词直接来自这个希腊词。 这种 神
学 传统 区分了无人知晓的神性本质，以及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和 整个存在的45神
性能量 。这种观点是流行 的 格雷戈里帕拉马斯， 在阿托斯山， 东正教最伟大的神
学家之一。
而从存在之道的角度来看 ， 帕拉马斯显然是对的。 据我所知，它是最接近存在之
路的基督教潮流之一。 而 这股潮流 也 是 唯一 弥合了 基督教与亚洲智慧视野 的 潮
流 ，它 也是建立在 统一的人类学 基础上的 。
但这一 设想已被 所有 建立在二元人类学基础上的 西方神学 所拒绝，甚至被嘲笑
46。

而这种 二元 人类学 被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综合 明确 地肯定和 印证了。 西方

神学 就是这样 不理解 帕拉玛斯 ，并明确地 切断了自己的存在之路。
参见维基百科上的"Hesychasm"一文。
COURBAN, Antoine ."身体的某种透明度？Le corps relégué de la tradition hesychaste"，Les Cahiers du Centre
Georges Canguilhem，vol.，vol.，vol.，vol.。1, no. 1, 2007, pp. 33-55.
44
45

46

尤其是由某位 Barlaam ，他在天主教方面，策划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反对 hesychasm 和 Palamas 的论战。

36

纳格-哈马迪
其他 神学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 基督教 授权资料 的 信息 ，如 1950 年左
右发现的 纳格-汉马迪手稿47。 它们包含"伪经"福音书的碎片，即不被教会承认。而
这些"其他福音书"（ 只剩下一些片段 ） 对 耶稣、使徒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有 相当
不同的看法 ， 例如 ， 在48 腓力福音 中的 一段话 中， 抹大拉的马利亚被描述 为 "

耶稣的妻子......也是 耶稣最喜欢的门徒，他亲了她的嘴" 。 这些手稿中包含 许多 文
字 。 而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你 只要在网上找找就可以 了。

其他信息渠道 是"渠道"，所以是"启发"。
其他报道这一新视野的消息来源，都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渠道，至少在我们目前牛
顿式的、分析式的、唯物主义的、机械式的"科学"范式的视野中是这样。
但是， 基本上，《圣经》本身就是由几百个频道组成的。因为《圣经》的作者 和先知们
被 传统认为是"灵感"，这听起来像是 一种 神灵在他们体内的 引导 。所以我的 选择
是 在"导引"中阅读这些新书，因为它们有一天可以被认为是 灵感 的 延续 ，是人
类与 神灵的连接 。当然，我们必须小心，因为在 这个领域，往往有最好的和最坏
的东西并存 ，甚至混合在一起 。
其中 最 让我 困扰、 感兴趣 和受到启发 的 是这本 相当新的书，它49 是由玛丽-玛德
琳口 述，输送 给汤姆-凯尼恩，由 他的女友 朱迪-西恩抄写 的。汤姆-凯尼恩是世界
上 通过音乐进行精神 治疗的顶尖 专家 之一 。50 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观
。耶稣、抹大拉的马利亚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形象迥异。

47

Gnostic writings: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an-Pierre Mahé and Paul-Hubert Poirier,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7 , see also James ROBINSON: "Les Manuscrits de Nag Hammadi 3 Tomes.网上还
有一个由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编写的纳格-哈马迪所有文本的极好的免费法文翻译：
https://www.naghammadi.org/accueil/。
48

据说丹-布朗写作《达芬奇密码》的依据，似乎就是这本被教会宣布为"伪经"的《腓力福音》。

49

Tom KENYON & Judi SION： 《抹大拉的玛利亚手稿-- 荷鲁斯的炼金术与伊西斯的性爱魔法》。Ariane，蒙特利尔，2008年。在《

Le Manuscrit》中，Marie-Madeleine 讲述了她戴着 伊西斯的入门 手镯 ，代表着一条金蛇咬着自己的尾巴。当使
徒们看到 这个手镯时，他们联想到流传的关于 伊西斯邪教 "圣妓" 的 故事 。 所以他们叫她"妓女"。
50 https://tomken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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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始祖
最近一些出版物 解释说，耶稣、他的母亲马利亚 、 他的祖母安妮51和 他的父亲约瑟
都是伟大的启蒙者。 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都曾在埃及的伊西斯崇拜中接受过非
常先进的启蒙教育。
耶稣 有 可能在埃及，也有可能在亚洲跟随非常先进的启蒙教育多年。他 是一个人
， 通过他所有的启蒙教育 ，最 充分地 达到了 他身上的神性 。这些最近的出版物肯
定了 耶稣是 最完美地 完成了自己内心存在之路的人类之一 。
耸人听闻的消息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同样的转变，如果他遵循 千年来众所周
知的、由耶稣巧妙地重新宣布的存在之路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同他，并做同样
甚至更大的事情......。
"信 我的人 ，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他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 52

我们最强大的刹车 ：我们不敢相信... ...
我们最厉害的刹车就是不敢相信。我们不敢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就像耶稣改变自己一样。既然不敢信，我们就更不会想到要求耶稣能够"做他所
做的事"，当然也不会 做"更伟大"的事。

耶稣为所有的人打开了通往存在的道路。而且他还加上了爱。
根据我们对文本的解释，耶稣的信息与佛陀、毕达哥拉斯、道教创始人老子等人的
信息是一致的。但他加入了几个新的有趣的元素。
一方面，耶稣的计划是为所有人打开存在之路，从最简单的开始 ：" 灵里贫穷的人
有福了 "，他们没有满怀把握，"心里纯洁的人有福了"， 他们的心向爱敞开。 天国
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

51

例如见 Claire HEARTSONG： "Anna, Grandmother of Jesus" Ariane, Montreal, 2009 。据我所知，这本书包含了

对通过精神修炼使身体细胞再生的最好描述之一。
52

约翰福音第 14 章第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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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 历史上 第一个 真正想把存在之路民主化，开放给所有人的 大师 。他竭力驱逐
一切形式的精英主义。 但他坚持两个条件。这 要有 一颗 开放的 心 ，要 像"小孩子
"一样欢迎 。 我会翻译成"敢于让他的控制欲和自我失效"。
佛陀 也 是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 ，他帮助了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获得了觉悟。但佛
道经过 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 以 僧道 为主的道路， 因此并不是 所有人 都 能
完全走通 的。

这条道路既不是僧侣，也不是苦行僧 ，而是人人都可以走的。
因此， 即使耶稣与"埃塞尼社区"这样相当"修道"的团体 ，以及埃塞尼人本身 有接
触 ，但 很明显，他"与公义人和罪人同吃同喝53" 。他明确 而清晰地 与 一切形式的
禁欲主义和僧侣主义保持距离 。原因很简单，修道的方式是"精英主义"的 ，因为它
撇开了所有有家庭的人 ，也就是大多数 人 。
因此， 耶稣 真正在世界层面上进行 了创新 ，他从根本上使通往存在的道路民主化
，并使之脱离了僧侣生活的义务，这一点 连 佛教也没有完全避免 。
因此 ，有 一种方法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存在，而不一定要走修道之路 ，也 不一定
要过苦行生活。如果有些人选择了修道的道路，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的道路。但
这不是耶稣所推荐的道路。耶稣从来没有推荐 过像僧侣那样的生活 。

耶稣所宣布 的 道路 很简单 ：与世界灵性相反。
耶稣的另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的轭很容易，我的负担很轻。" 而乔拉基在这里的翻译很有意思。
"是的，我的枷锁是有用的，我的负担是轻的。你们这些疲倦过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把我的
轭背在你身上，...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安慰。" 54
你们众生的安乐。但这是乔拉基 通过他的原译向我们指明的通往本体的道路。

53

见 《路加福音》7 章 34 节，是明确的："人子来了，吃喝了，你们说：'看哪，是贪吃的，是醉鬼，是税吏和

罪人的朋友'......"。
又见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 11 节： "法利赛人对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公义人和罪人同吃呢？"。耶稣说：
......"你去理解它的意思： 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牺牲 。" 何西阿 6:6）。
54
马太福音11:
30.
André
Chouraqui
是一位精通闪族语言的学者。他对整本《圣经》进行了出色的原汁原味的翻译，更多、更好地反映了耶稣时代的希伯来语境。 Brouwer的"圣经" Desclée de
Brouwer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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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千年来，所有的圣人都把修行之道说成是困难的，甚至是
非常困难的，只留给
少数人。而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轭是温柔的、有益的 ， 道路是 简单的 、轻盈的 。 这与一切世间智慧， 特别是
亚洲智慧，也与国内的修道智慧相反。
耶稣非常强烈的信息是，这条路 很简单，不复杂。在这里，耶稣真的创新了，他反对整个 世界的精神传统。 通往
耶稣所宣布的存在者的道路很简单。这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
我个人意识到， 这比我想象 的要 简单 得多， 无论如何 ，比苦行主义教科书上教给我的东西都要 简单得多
。但我必须学会更多地依靠我的身体和内在的光，而不是依靠我的头脑 和 自我 ，因为它们想要 控制一切 。 我必须
学会不知所措地离开，有点像"不知所措地离开"55 的 亚伯拉罕。

发现我们身上的神性， 首先 是 心的转变， 在爱中并通过爱来转变。
耶稣的核心信息是，神性不仅是光（佛法中的悟性），神性 也 是 ，而且 首先是 爱
。 传福音的约翰是最清楚地显示出 天主之爱 的这个层面的人。
"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是爱的人都是从神生的，认

识神。不爱的人就没有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56
所以耶稣很清楚 ：通往神性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爱。不要试图"见神"，因为那条路 是
死路 。 自 "神，没有人见过他57"。这是 约翰在这里重复 的 一个非常大胆 但非常 正
确的 说法。而约翰继续说道 。
"我亲爱的，如果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必须彼此相爱。上帝，从来没有人考

虑过他。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到满
足58"
而这种爱是体现在心扉单纯开放的人类身上的。这条道路快速而简单。
"我想要的是仁慈，不是牺牲。59
因此，我们完全 不是 以苦行或牺牲的方式。 而这在历史上还真是新鲜事。 耶稣为
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心灵的道路，通往无条件的爱。这是通向我们内心的神性，通
55

11，8. 正是 圣保罗发明了这个 著名的 公式。

56

4 ， 7-8 。

57

约翰福音 1.18

58

1°约翰书信，4，11-12。

59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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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内心的"神国"的最直接、最简单的途径。 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我们在 2000 年
前并不了解它。

神的国度就在 你心里 。
因为关于 这个 耶稣经常讲到60 的"上帝的国"，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它 是"在" 我们
里面，在我们里面。这61 一切都始于 耶稣所传达 的这个 宣告 。
不幸的是 ，被称为"武加大" 的《圣经》拉丁文版将希腊文"entos " （εντός） 译 为"
内"，62 拉丁文"intra" 的 意思是"内"，也是"间 "。 而 当代 大多数 的 《圣经》 都是这
样 把" 你们中间" 翻译成法语和其他语言的。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明显的矛
盾的原始信息， 但 这个矛盾可能 更 适合 新生基督教的 宗教视野 。63 乔拉基的翻
译是唯一一个不同的翻译 ："是的，以罗汉的国度 在 你 身上 " 。
因此，今天读圣经，有时很难找到耶稣的真正信息。
然而根据我们的说法，这个信息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与 我们内心的神性 （或父亲
）相连接 ，就能在爱中 ， 加入团结。 是的，这是一个 敢于相信神性在我们身上的
问题 。现在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是真正的 "好消息"64，人类 在 2000 年前没有办法
听到或理解 。然而，这个好消息是 耶稣信息的中心思想之一 。
一些观察家 指出， 我们今天更愿意听到、理解，尤其是 在我们的生活中 实践 耶稣
的这一愿景： 人类和每个人都被邀请加入神圣的国度，首先是在他自己身上。
但这个国度对人类来说，可能也有宇宙的意义。

但王国也 是人类的升天计划... ...
在对观福音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开头，有 一段长长的经文，叫
做"天国的比喻" 。而乔拉基甚至认为，对观福音的主要信息正是这种对神国的宣扬
60

这是他在三部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教导的中心主题之一。

61

路加福音 17，21 章： εκει ιδού γάρ η βασιλεία τού θεου υμών έστιν。

62

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我们以 Eberhard NESTLE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为基础， 1962

年版。拉丁文是"VULGATE"的文本，是《圣经》的正式拉丁文译本。希腊文本批判性地考虑到不同的已知版本，
并引用了其他历史资料和手稿，这些资料在许多经文的注释中都有提及。
63

事实上，如果神性 在 每个信徒 身上，那么对有组织的宗教的需求就会减少。也许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64

"福音"一词 （ευαγγελιον） 在希腊语中是"好消息"的意思。

41

。 但最终神学并没有让我明白这个著名的 神国 的 好消息 ， 也就是 耶稣的这个中心
信息， 包括了什么 。 而这个"好消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已经成为 福音书的名
字。
重读这些比喻， 我 今天 意识到 ，耶稣可能想向我们宣布人类升天的计划。但 2000
年前 没有人理解。但 此后，在基督教的 怀抱中， 也没有人理解它。 无线电沉默 ，
那么 ，2000 年 。也许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提前两千年就宣布了这个升天计划。
对我来说，第一个 比喻或"比喻"（乔拉基） 就是"田里的宝藏"65。是的， 在田野里
找到宝藏， 对每个 人 来说 真的是个好消息。而对我来说，发现耶稣所宣布的存在
之道，是改变我生命的宝贝。是的，我准备卖掉一切，买下这片田地 ，然后开发这
块 有助于我提升的宝地。
但是， 从集体的层面来说， 引起我注意的比喻首先是"芥子"66的比喻 ， 然后 是"面
团里的酵"的 比喻 67。
这个国度很小，就像一颗芥子。它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一棵 改变人类
历史的巨树。 也许，它将 以其作为一棵大树的力量，引发人类的升华， 正如我们
今天在 21 世纪更好地理解它 一样 。
而这个国度 也会 使 整个面团发生 无形的变化， 就像酵母一样 ， 溶于其中， 使
面团上升而发生变化 。 这个形象很强烈，面团 真的 在物理层面上 起了作用 ， 这
让 我 想起了 升天 ， 唤起 了 能量层面和人类意识层面的 提升。而这个酵母的比喻
， 也 可以让人联想到导言中提到的 当代 出现 的 几十亿 "文化创造者"，他们正 像
酵母一样无形地 、不可抗拒 地改变着我们的全球社会。
而 在集体层面上 ， 还有 第二个 系列 的国度比喻，"麦子和糠 "68 和"网"69。这里的
主题是，敌人 （或按乔拉基的说法是罪犯）在夜里把稗子种在良种上 。而 在收割
之前，是不可能拔掉稗子 的。钓到的鱼也是如此。有保留的，也有丢弃的。 所以有
势力反对 这个升天计划 。它们是什么？ 这些力量是我们体内的吗？ 撒种 的寓言 》
70

似乎是这么说的，因为它 向我们 解释 说，荆棘和杂草就在我们的内心，它们可

65

马太福音 13， 44 和马可福音 4，23 和路加福音 14， 35。

66

马太福音 13， 31 和马可福音 4，30-32 和路加福音 13，18-19。

67

马太福音 13 章 33 节和路加福音 13 章 20-21 节

68

马太福音 13:24-30。

69

马太福音 13:47-49。

70

马太福音 13：3-9，马可福音 4：2-9，路加福音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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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扼杀好的种子。但就在"稗官的解释"之后71 ， 明确告诉我们， "田地是世界 " ， "

稗官是 恶者的儿子 "72。 所以有一些负面的力量，阻碍了国度的到来。 但我们也会
进一步看到，耶稣从来都是以善恶、鬼神二元的方式。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和走向一性一。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 而那些不这
样做的人将像糠一样被烧死。

转变自己 （metanoia） ，进入"一"。
耶稣用了"metanoia"73 （μετανοια）这个词， 在希腊语中的 意思是改变我们的 "我
们"（νους） 。而希腊文中的"我们"不仅仅是指心灵，也是指灵魂、良知、生命的深
层智慧。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彻底改变 我们的 意识水平 ，我们看待生命的方式， 我
们 对 生命 意义的观念。
甚至，他还邀请我们提高我们的意识 和能量水平 ，以便 我们 能像他一样说："父
亲和我是一体的"。耶稣邀请我们与他一起踏上存在的道路，走向与源头/父亲的合
一。
遗憾的是，基督教的《圣经》译本将其译为"皈依"。这 不是假话，而是构成了 对"元
气" 概念 的 极大贫乏。 而这个翻译 ，又 被简化为"停止犯罪" ，在我看来， 这一次
，似乎 错过了耶稣的中心信息。

学会爱自己
在西方 ，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的话 ："爱人如己 "。耶稣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有力量的。
因为他的字面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爱自己， 也 就不可能 爱别人 。
我在生命的尽头自己发现了这种深度的意义。惊人的。同时 我也意识到， 我这一生
都不 知道如何爱自己。所以结果，我的爱的方式相当薄弱，尽管我很努力。
而爱自己，就是要发现和认识到"我是什么"，神性在我身上，我是神性的殿堂。

71

Mathieu, 13, 36-43

72

Chouraqui 译为 "Zizanies（是）罪犯的儿子"。

73

"metanoia"（μετανοια）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 22 次。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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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很少有地方 提出这种自爱 。我 个人只 知道 东正教神学核心的74忏悔者马
克西姆斯 ，我有幸在博士期间详细研究了他。

一句没有 詹森主义同化甚至拒绝的话......。
遗憾的是，这一基本信息似乎 没有 被 西方 基督教理解或吸收。 在神学上，我从来
没有被告知要爱自己。很明显， 这 第二部分的句子已经被"遗忘"了 ， 放在了一边
。很少有基督徒理解这句话的第二部分，也很少有基督徒将其付诸实践。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 是比利时科尔特里克主教、 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教授 詹森尼
斯75（1585-1638） 在比利时发明的詹森主义。
詹森主义 从鲁汶大学 （Be） 成功 传播。 而在 巴黎 的詹森派（帕斯卡尔）和耶稣
会士之间的 冲突 中， 例如， 它就被 广泛地争论 过。 尽管它在 1653 年受到教会
的谴责 。
Jansenism 是 非常存在于欧洲北部， 在天主教徒 ，但也 在改革派76。 特别是 ，它涉
及到 一种对自己的蔑视，当然也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和 性的蔑视，但也包括对 下面
的生命的蔑视。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我们的西方文化几百年来一直被灌输着对 身
体 的真正蔑视。
但更普遍的是， 地上的生活在草根基督徒看来是 一个 泪谷 ，在到达天堂之前，必
须要越过这个泪谷，在那里， "所有的 眼泪都 要从我们的眼睛 里擦掉 "。
我知道 这个异象 是从我奶奶那里知道 的， 她的 床头 有《仿耶稣基督》作为 床头书
。 而 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每天晚上 都会 在神学院里 唱那首非常著名的赞美诗，
叫"Salve Regina"，里面 讲到了 "泪谷"。77
Irenaeus HAUSHERR "集邮： 从对自己的温柔到慈善，根据圣马克西姆忏悔者。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 罗马，1952 年。
在罗马东方教皇学院 任教 多年的 Hausherr 表明，忏悔者 Maximus 发展了这一不同寻常的课题。他解释说 ，
这个 希腊概念"Philautia" 通常表示没有私心 ，但它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层面，就是指福音的诫命爱自己
。
74

75

"JANSENIUS 塔" 仍然存在，它可以

从比利时鲁汶（Leuven）的 Père Damien 广场 （Heilige Damiaanplein

） 到达 。今天，它是一所学校的所在地。 据说 扬塞尼乌斯在那里 写下了 他的著名作品"奥古斯丁"，于 1638
年去世后出版 。 1653 年，詹森主义受到教会的谴责。
76

在一些宗教改革家身上也 可以看到 类似的 轻视身体 的倾向。电影《芭贝特的盛宴》 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将 在

网络 上进行审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XngMaMVcA
这就是 "沙弥"的话 。"Salve Regina,Mater Misericordiae Vita dulcedo et spes nostra,salve.
Adte clamamus, exsules filii Evae. " Ad te suspiramus, gementes et flentes in hac lacrimarum valle."
"万福，慈悲的女王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甜蜜和我们的希望，万福！被放逐的夏娃的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向你呼喊。在这泪谷中，我们向你叹息、
呻吟、哭泣。"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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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詹森主义这样的潮流阻碍了我们将耶稣诫命的第二部分付诸实践。真可惜
但对于这种"忘我"的爱自己，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爱自己就要 对 自己有一个 积
极的 评价 。不幸的是，基督教给了我们一个悲观的看法。而这种悲观主义观点的核
心特别是与原罪联系在一起，原罪使我们永远打上了邪恶的烙印，打上了不可磨灭
的污点，而这种污点是我们所不能 承受的， 不是我们的 。
现在，这种悲观的眼光 根本不是耶稣的眼光，他坚持认为， 我们必须相反地发现
我们内心神圣的国度 。 这 显然是非常 积极的， 重新发现这个最深层的耶稣 ， 绝对
让人着迷。今天 我们能够 "揭开"的是完全 不同的视野，也就是 揭开 掩盖真相的 毯
子。我自己对自己越来越多的发现充满热情。

柏拉图也误译为
而基督教的这股风气，往往是指柏拉图的那句78 "身体是灵魂的监狱"79。 所以我们必
须"羞辱" ，也就是要把 这个身体、这个牢狱杀死 ， 以 释放我们的灵魂。这是正常
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是解放灵魂的需要。
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我们也集体地、几个世纪地依
赖着对 柏拉图文本的 也许 有偏见的翻译 。 希腊语 中 监狱（σημα） 的第一个意思
是"可见的标志"， 第二个 更衍生的意思是"坟墓"，因为它是死者的可见标志 。 最后
还有 第三种 更引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 因为坟墓就像监狱。
柏拉图这句话的字面翻译是 ： "身体 一方面 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灵魂的可见标志，
另一方面。"80.根据这个新的含义，要发展我们的灵魂，我们必须通过爱护我们的身
体来锻炼我们的身体。简而言之，我们发现耶稣的诫命是爱自己， 包括我们的身体
81

。

78

8 年的 神学培训中多次听到这句话。

这 是 柏 拉 图 在 《 高 尔 基 亚 斯 》 中 的 一 句 话 ： "και το μεν σώμά έστιν ημίν ήσμα δε ψυχης..."
Γοργίας493，四十七）。两个介词μεν 和δε 的出现，表明柏拉图想在这句话中诱导出，身体和灵魂的和谐平衡。这与通常的翻译有很大不同。
79

80

但显然，为了 证明这种新的译法的合理性 ， 有必要 对柏拉图的身体观进行彻底的研究。这已经超出了本书

的范围。
81

我承认，柏拉图本人 对身体 和性，至少是对与女性的性行为普遍 持相当消极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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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并努力使自己与我们内心的存在（向父）联合，我们
将逐渐发现一个新的质量，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爱。但这是我们爱的方式的根本转变
，它是由我们内心的神性所滋养 ，并通过我们的身体。

耶稣赶走 了鬼。如果不面对"我们的恶魔"， 就没有通往存在的道路 ：我们的消极
思想"占有"了我们，阻碍了我们。
福音书中耶稣赶鬼的许多段落是什么意思 ？ 在 "存在"的道路上， 我们 还 必须 学
会 赶走我们的 "恶魔"， 也就是 "占有"我们的消极思想，作为真正的寄生虫、真正
的恶魔82。而这并不容易。幸运的是，这些黑暗的思想可以也必须被我们内在的 意
识之光所照亮83。而光线让阴影消失。我们相信，这就是耶稣在许多地方赶鬼的深意
。让我们记住这段有力的文字。
"我是世界之光。在我之后的人，必不在黑暗中行走。他将拥有通往生命的光

明。"84
在黑暗中，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魔鬼"，在我们的阴暗地带或 个人的 黑暗中。
我 个人 发现， 我有一些盲点。 而这些都 与 我 童年 的隐痛有关。 通常 这些阴暗的
地方会产生一些投射，这些投射就像"恶魔"一样出现在我的生活和亲人的生活中。
幸运的是 ，我通过治疗学会了意识到这一点 。 但后来我学会了 用我内心的光 照亮
它们 ， 以使它们消失。 有一天 它们会消失 ， 至少是第一层 ， 就像一件大衣落在
地上的痛苦。 感谢生活。
于是，我 在生活中 体会到了 "光明 驱除黑暗， 引领生命"。 这就是耶稣所指示的道
路。 但 他那个时代的人 理解吗 ？

启蒙信息的核心：放弃我们的人格。
在赶走了我们内心的恶魔之后，耶稣邀请我们进入启蒙性转变的核心，放弃我们的
人格，以我们深刻的存在来认同自己。
82安妮-吉沃丹：《

思维形式--发现和理解它们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的影响》，第1卷，2003年+第2卷：《思维形式：嬗变之路》， 2004年。

83

约翰福音 1: 5 ：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还不明白。" 黑暗永远无法扑灭光。 反而是光明让黑暗逐渐消失。

84

章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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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还是没有人理解这个词。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85
我们就拿第一部分的句子来说，请及时自我否定，86 因为 动词 的平均形式 表示 这
个 过程是在时间上铺开的。
在这里， 耶稣 向我们宣告 了 启动过程 和 存在之路 的 核心和本质 。为了 在"存在"
的道路上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必须 放弃 自己的"人格"87， 也就是说，我
们 必须 把自己从自我 塑造 的 外壳中 解放出来 ，才能 让这个小孩子 生存下去 。为
了 前进 ，我们必须接受向我们的深处倾斜，向我们的深层存在，向我们的灵魂倾
斜。
而在这里，我也 再次 非常肯定， 几乎 没有人理解过耶稣的话的深刻含义 。因此，
在 分析 文本的 层面上 ，我们很可能是在耶稣的一句真话面前。
但在内容 上， 传统做了什么？ 它 一直保留着这句 让人难以 理解 的话 。 而 它"好
心" 地加了一个解释，早在耶稣死后升天 的 时候 。 而 这句话 是"让他背起十字架"
。这种自我否定的意义是 最终 接受了人生在世 的 苦难 （这是一个泪谷） ，因此 要
像耶稣 自己 一样背起他的十字架。 这是 一个相当虔诚和多情 的 解释 ， 我很尊重
， 但它完全忽略了发起的信息 。

耶稣身上没有 善恶二元性
我 还 观察到，在耶稣的异象中，没有善恶二元，既没有神魔，也没有影光，也没
有 义罪人， 也没有罪格。 按照他的说法，邪恶并不存在，但如果不被 我们的良心
之光照亮，就 会成为反对 光明的 强大力量 。 耶稣完全是在 ONE 中。 他说了 一遍
，又重复了一遍。 而 在 ONE 中，显然没有善恶二元的空间 。
善恶、神魔、 最重要的是罪格 的二元性 在第一世纪就被"官方"的 解释 引入福音书。
而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 这种二元性比起分析 和消除 我们 自己的阴暗面的过
程 要 容易得多 ， 而这是走向统一的不可或缺的。
85

我在这里更倾向于著名的新教圣经路易二世的翻译 。

86

希腊文是 αρνησασθω ，译为"让他在放弃的过程中"。

87"马赛塔罗牌" 的一些牌

， 如"隐士" 和 "被吊死的人"，传递了同样的启动信息，即放弃我们的个性，可能是通

过圣殿骑士团，他们将在塔罗牌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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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 ONE 的道路
因为耶稣的信息从来不是决斗 。耶稣从来没有 二元性 。他的道路是一条通往统一的
道路。让我们来读一读圣约翰的 著名段落。
"使他们都成为一体，就像你，父亲，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一样。88".
而这另一句话，更具有启发性。
"我和天父是一体的89"
在基督教中 ，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条统一之路的深意 。所以 这些话 被 解释 为呼吁教
会的合一，甚至呼吁人类的合一与和解 。它也被解释为证明耶稣是神，因此是三位
一体的第二位。
但 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 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通向"一"的道路 。而我们发现，我
们也可以读作： "让所有人都向着一体，向着 内在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我的灵
魂与神灵的统一。如同你的父/神/存在，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因为我， 耶
稣， 已经认同了自己与神性，与在我里面的存在，因此，"我是"神性。
因此，耶稣把存在的道路说成 是一条 通往统一的 道路，通往与我们里面的存在，
与我们里面的神性，与在我们里面的上帝的国度的认同。
这就是 我对 "父（存在者）和我是一体的"这句话的理解。 因此， 耶稣为我们指明
了 一条民主的道路 ，走向发现内在神性 的道路，也就是说 ，通过我们对这个内在
神性的信仰，通过对爱的敞开，发现这种内在神性的渐进式居住是可能的，这就是
存在之路 。
因为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内心的 这种内在的光 ， 它就会开始它的改造工作，变身
的工作， 条件 是我们 放下我们的 自我和我们的 控制心 ，让它这样 做。 而这道光
逐渐 产生了 我们内心的转变，走向爱自己、爱他人、爱 神灵/父亲 的道路。

强大的 "我是"咒语.... ..
88

约翰福音 17 章 21 节。"ίνα πάντες έν ωσιν καθως καθως, πατερ εν εμοι, καγω εν σοι"

89

约翰福音 10， 30。"εγωκαι ο πατηρ εν εσμε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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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出了圣约翰 的这句惊人之语，这句 话在 2000 年前根本不被人理解。相反
，这让 犹太听众的听众们感到丑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在亚伯拉罕以前， 我就是。"90
福音告诉我们，当时的公众被深深地震撼了， 根本 不明白耶稣要解释什么。 但后
来真的 一点都没有。
现在， 耶稣 只是 说出 了上帝 在 "燃烧的布什91中向摩西 启示 的基本口诀"我就是
我" （或我就是我） 。耶稣在存在的道路上，他活出了"我 是"，使他 超越了时间。
所以，在 亚伯拉罕 之前 ，"我 是"，因为在我与神性、与我内心的存在者认同的程
度上， 我 越来越 超出时间 的范围。所以 "我是" 在亚伯拉罕 之前。
而且 ， 耶稣 只是在重复 圣经中上帝对摩西的回答中已经揭示的 内容。 我的 假设是
， 向摩西揭示 的 "我就是 我" 是 《圣经》的基本咒语 。而这句由上帝亲口揭示的咒
语 ， 将我们直接引向 存在之路。
但是 ， 对于法利赛人 和犹太精英 来说 ，要 理解这种对92 他们的传统的完全新的
方法是很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最后， 我很肯定这句话可以追溯到耶稣本人，因为这句话 在当时和 几百年 来都是
非常震撼的。
这里还有一句话，可能 也有 更深的解释。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93。 "
我想知道 耶稣是不是没有代替说 。

90

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 。"αμην λεγω υμιν，πριν αμην γενεσται γεω ειμι"

91

出埃及记 3:14：《普世（基督教）译本》（TOB）v,14："上帝对摩西说： '我就是我要成为的 人' 。 但乔拉基

译为第 14 节： "以罗对摩西说："Ehiè ashèr èhiè !"--"我就是我" 。 我们 选择的是乔拉基的翻译。
92

当时虔诚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理解，必须重复"我就是我"。因为犹太教曾 严格禁止念神名 YAWEH， 这将与

第 15 节中的咒语"我就是我"相鉴别： "以洛因对摩西说：'我就是我。"你要对有福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列祖的

耶和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伊萨哈克的耶和华、伊亚科布的耶和华，已派我到你们那里去了"。 这是我的名字
，永远的名字。这是我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记忆。" (Chouraqui) 。
93

约翰福音 14 章 6 节。 "εγω ειμι η δος，και η αληθεια και η ζω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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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和我一样，你必须将 上帝向摩西所启示的咒语内化 ，并在
冥想中重复"我是他" 或简称 "我是" 。这就是 （存在） 之道。 而这条存在 之 路 通
向真理和 生命。
这种解释可能看起来 不寻常。 但 我觉得越来越明显了。耶稣就在这条存在的道路上
，他向大家推荐。
无论如何， 如果耶稣这样说，很可能不被理解。于是，很显然，他的话 被转化成
了 一个更容易让公众理解的版本 。 只要把标点符号改一下就可以了。

对"浪子"的另一种解释 ：与天父一起庆祝我们发现存在。
我 被 这个 寓言的 不同寻常的解释所诱惑 。尽管我承认在技术上（注释上）这种解
释不是很直接。这是一种更符号化、 更 "灵性" 的解释， 但 在我看来 ，它 与 我提
出的 新愿景 非常 一致 。
在浪子的比喻中94，父亲每天傍晚上山守候儿子的归来。也许这个寓言有更深的含
义。 父--母--源 每天都在"上山"，因为他在"等待" 我们 从 人性深处、 从 我们的化身
中去发现和发展 自己内心的神光。
我们人类的个体和集体生命都是由发挥化身的作用而构成的。 单独和集体。 而 我们
被邀请去发现，我们的化身是为了让我们 在这个 化身的 生命 中重新获得我们的神
性，我们的存在。
而我们 与其 走 苦行僧的道路，不如把 化身 之道 发挥 到极致，让自己的身体和细
胞去行动，去 改造自己 ， 从而慢慢改造自己的 身体。
而父亲母亲每天都在 山顶上等着我们，千百年来。
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象 ，强大而无条件 的上天之爱，一直 在山顶 等待
，我们终于明白了。
但是， 两兄弟中的老大， 从来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恶作剧的行为，他对这个 聚会并
不满意。我敢说，他几乎 没有承担 任何 化身的风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和尚。他好

94

路加福音 15: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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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没有老婆。既没有享受过生活，也不知道 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
责，仅此而已。父亲对 他说 ："但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v. 31).我
的神性也是为了你。这 是你的。而他不明白。而他却在角落里闷闷不乐。
而父亲 又说 ："你的兄弟死了，他又活了95 （回归本体），他失落了，他又找到 了

（他找到了神性本体的踪迹） ， 所以我们必须 欢喜 "。 所以这才是大宴。因为浪子
象征着人类 通过最彻底的、甚至是最极端 的 （失落的、死亡的）化身的风险 ，回
归 家园， 重新发现自己的神性（活着的、发现的、复活的96）。 天父命令我们 庆祝
这个重新发现--最后--由我们神性的人性："天父和我 是一体的" 。
这是 我 对 "浪子" 的 解释 ，它加深了我们回归天父/源头 的 意义 。它是 关于 恢复/
重新发现我们的 深层存在和/或我们的 神性 。我们被期待， 也 被邀请通过我们的
化身来寻找我们的力量和神性的光辉。而父亲在山顶上等着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学着像耶稣一样说"天父天母和我是一体的" ，并活出它。这就
是 我们的 转化之路，变身之路，神化之路 。
而这种对 我 的神性 、 我的存在 的 发现 对 我 来说 ，就像回到了我的真实身份的
家，在山顶上等待的父亲母亲的怀抱中。

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结婚了吗？
让 我们 再 来 看看 最近出版 的 那 本 传递 抹大拉的 玛利亚 本 人 的通道的 书 。 97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其中解释说，她
在
沉默了两千年之后决定
说出
自己的生活，以重新建立她的生活事实，以及她与耶稣强烈而神圣的关系。
她把她的信息传送给一对在
欧洲98度假的美国夫妇。
抹大拉的马利亚告诉我们，在迦拿的婚礼是她与耶稣的婚礼。
"Yeshua 和我是按照拉比的传统结婚的。福音书中说，在婚礼仪式上，耶和

华把水变成了酒。他们忘了说，这个婚姻是我们的。事实是知道的99。"

95

路加福音 15 章 32 节："Ο αδελφος σου ουτος νεκρος ην και εξησεν, και απολωλως και ευρεθη。 "

乔拉基在五中介绍了复活一词。32."你的兄弟死了，又复活了..."
Tom KENYON & Judi SION: The Manuscript of Mary Magdalene - The Alchemies of Horus and the Sexual Magic of
Isis.Ariane，蒙特利尔，2008年。
98 按照基督教官方神学的标准，这本书没有科学和神学价值。
99 Tom KENYON, Ibidem.特
别是见第319页。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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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熟悉当时背景的犹太朋友讨论时，他们向我解释说， 像耶稣这样的拉比 ，在
犹太教会堂里说话 ，不按照 拉比的传统结婚是 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此， 耶稣结婚 的 这一假说 不仅 是 可信的， 而且 在 当时的 历史背景 下 ，在当
时 犹太人的敏感度上也 是 显而易见的 。 而 在同样的犹太背景下 ， 作为拉比 的耶
稣的 独身 ，则 是相当 难以想象的。

而根据上面我们刚刚引用的 抹大拉的马利亚之约" ，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自己的生
活中与妻子抹大拉的马利亚实施了神圣的性行为。

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神圣性行为有助于耶稣的变身。
耶稣是 历史上唯一的大 启蒙者 ，他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或许生活得非常激烈，这种
性爱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真正神圣的、启蒙的、极其强大的，以至于帮助他改变
了自己的死亡，完成了他的变身，我们 将在本章后面看到。
"当 Yeshua 和我做爱时，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蛇开始爬上我们的脊椎

，我们的"Djeds"。我们 同时 这样做 ，在相互高潮的那一刻，我们身体盆腔
部位的第一道封印所释放的电荷被向上推动，向着头顶的宝座（冠状体），
刺激着大脑的最高中枢。
在这个性爱狂喜的时刻，我们把意识的注意力固定在 "卡"的身体上。狂喜状
态是食物，是"卡"体的力量源泉，我已经解释过了，每一次输入"卡"的力量
，都会让它变得更有磁性，吸引发起者想要的东西。" 100
在此强调妇女在神圣的入门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非常重要。
"伊希斯的性魔法是基于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通过屈服于性能量和以此开

辟的道路， 利用磁性能量打开深层的意识。
当一个女人感受到深深的爱和欣赏时，就像我和杰西娅一样，她的内心深处
会有一些东西被释放出来，所以在高潮的那一刻，她会被无法控制的痉挛所
震撼。如果她感到安全，让这些抽动自由发挥，如果她让这些抽动占有自己

100

Tom KENYON & Judi SION: "Le testament de Marie-Madeleine" Ariane, trans. Fr.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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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具有相当大力量的磁力漩涡就会打开，这个漩涡以她的子宫为中
心。"101
而耶酥也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这种灵体能量的增加，使他能够创造奇迹。
..."对他来说，与我的每一次结合都是巩固他的'卡'的一种方式。"102
它还解释说，最先进的做法能够释放出堪比核武器的能量。这就是耶和华和抹大拉
的马利亚在客西马尼前夜所行的事。当晚，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叫萨赫拉。

在伊希斯最先进的性魔法实践中，启动者使他的两条蛇升入女人的"卡"中，
女人也使她的两条蛇升入男人的"卡"中。 这种做法的灾难性力量堪比核武器
释放的能量。大规模涌出的磁力海啸将给"卡"注入超乎想象的力量.... ，正是
为了这种"卡"的高级实践，耶苏亚在客西马尼前夜将自己交出。103
而这种入世的修行，这种大灾变的力量给了他力量，让他通过转化死亡。这就是我
们上面所说的，他的变身。
" 他的 " 卡 "中的磁力潜能的非凡强化给了他力量，使他有能力面对在通过死

亡之门的最后启动时等待他的苦难和任务，以至于他的肉体在光和热的火焰
中溶化成其组成元素，教会称之为复活.。其实，这只是可见的反映，在他身
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他的"卡"的磁力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因为他正
是通过他的潜能化的"卡"，才得以穿越次元世界和死亡本身。"104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耶和华知道，他们的性启蒙关系的目标是转变耶和华的死亡，也
就是说，他的变身。
"当我和耶舍从事伊西丝的性行为时，我们知道（她死亡的转变）是我们关

系的原因。对他来说，与我的每一次结合都是加强他的"卡"的一种方式。105

101

KENYON，同上第 32 页。

102

KENYON，同上第 33 页。

103

KENYON，同上 第 32 页。

104

KENYON，同上 第 33 页。

105

KENYON，同上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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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也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在复活节早晨受死和转变后的关系的见证。耶稣
在她的身体"卡"中存在和可见。
"所以在重逢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能和他再次在一起，我

今天的感受和当时一样清晰而强烈。他是在午夜前一点来的，天亮就走了。
在我们都躺下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卡"的身体又一次交织在一起，不用说
话。我们以心灵感应的方式交流。而在没有肉体性行为的情况下，他体内的
蛇形力量与我体内的蛇形力量结合在一起，他们顺着圣道沿着脊柱上升到头
颅顶部（冠状体）的位置。这让我陷入了一种纯粹的幸福的狂喜之中。我们
就这样认识了很多年。"106
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谈到教会两千年来的悲惨沉默，它阻断了我们通往神性实现的一
条最快、最活跃的道路。
"在我看来，教会--更确切地说是教会的教父们--将我们（性）身份的神圣性

和秘密性污蔑为邪恶，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这，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
， 最具有活力，也是最快的一条神识实现途径， 却被扭曲了。"107
正如抹大拉的玛利亚所言，在沉寂了 2000 年之后，是时候恢复真相，让人类重新
发现神圣的性行为，将其作为实现转变和日常生活幸福的主要和特权途径之一。

耶稣宣称自己是"人子"。
在福音书中，耶稣最常把自己定义为"人子"。在福音书中，有 80 多段耶稣这样定义
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不误的说， 这是耶稣真正坚持的一点 。
耶稣用 他的时间向他的听众解释，他是完全的人 ，就这样。一个人类， 当然 遵循
着多样化的、 异常 强大的 启蒙 ，但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类 。而 这甚至是 他所传
达的信息 的 关键之一 ： 他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而这个人正走在一条 非常强
大的 （启蒙性的）改造和蜕变的道路上。

106

KENYON ，同上第 23 页。

107

KENYON ，同上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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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他的信息的核心是，这条路是所有人都可以走的，正是因为耶稣是人子，因
为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人。 这是他最坚持的一件事。
在我 的印象中 ，这种坚持 就像是历史 对108 他的任何神化的预期拒绝。

第二部分 :
死亡的变形和变化

这是本章 最难的部分 。但 有必要谈谈耶稣关于变身和 死亡转变的 这一 非常 重要
和核心的 信息 。

变容：耶稣的中心信息？
因此，耶稣的中心信息可能 是，每个人都要改变自己，就像他自己在 2000 年前在
巴勒斯坦的生活中设法做到的那样。他只在泰伯山上，在他的三个使徒 彼得、雅各
和约翰109 面前，彰显了他的转变状态。我们如何理解耶稣的变像呢？

身体在能量上进行自我改造
耶稣把三个被选中的使徒带到一边。而他向他们揭示，他已经在 存在和 内在照明
的道路上走得够远了 。他不仅在光中，而且身体也不再有一致性。这些年来，他身
体的细胞一点一滴地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的身体变得更加流畅，震动也更大。而
且它发出的白光非常强烈，但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这是一种"蜕变

108

我自己 目睹了庞迪切里阿斯兰姆内部的暴力冲突，围绕着一种 倾向 --少数派-- 对母亲和斯里奥罗宾多的形

象 进行（半）神化 。这与他们的信息和个人愿望正好相反。见 关于此问题的章节。我的经验是，将灵性人物神
化或 hagiograph 化（构成美化和理想化的（圣人）生活故事）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它一直存在。
109

。

这段文字可以 在路加福音 9 ：28-36， 马太福音 17： 1-8， 马可福音 9： 2-8 中 找到 。它不在约翰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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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是一种 变身， 是耶稣身体一致性的改变 。这种变化 暂时是看不见的。但 以后
就会明白， 当他从迦百农湖的一边移动到另一边的时候 ，眨眼间就会明白。神奇的
钓鱼 ） 。
而 耶稣知道， 他的 转变还 不可见， 必须在 更高的 能量 振动中 才能 感知。 因此
，他 帮助 三个使徒 上升到 更高的 能量水平 ， 让他们看到 他身体的发光变化 的
片刻。因为是时候向他们解释和表现他的中心信息了。 而使徒们将 这种更高的能量
水平视为一种 福祉 。 而他们看到 他身上散发出的白光 。 但 他们 似乎没有 领会到
耶稣 关于 他 自己的启蒙变身之路 的 主要信息 ， 这也可能 是 他们和 我们的 信息
。 相反，他们在等待一位将在政治上改变以色列命运的弥赛亚。他们更多的是在 历
史 的外部性， 而不是在内部性 。
另一方面，在 21 世纪的今天，耶稣 的 中心信息向我们呼喊 ，人类提高能量水平
和意识水平的时候到了。而 这条皇道 是由我们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个 "神的国度 或
神 的国度 "为我们勾勒出来的，也 正是 这种 可能性，让所有人都 变得神化， 变得
脱胎换骨。每一个人都要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所有细胞的能量水平111，调动和改造
每一个细胞112的 DNA，改造自己的身体，就像耶稣让我们瞥见的那片刻 。

这种变身改变了与死亡的关系... ...
而 耶稣 也 来 告诉我们 ，人类都有可能转变与死亡的关系 。如果身体发生了变化、
蜕变，它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死去，或者根本不会死去，它就会升天。 新约圣经》
明确地告诉了这一点。玛丽他的母亲也113。

110
111

马太和马可用希腊语 μεταμορφωσις （变形：改变形态， 希腊语叫 morphè= μορφη）来谈论变身。
这种解释很清楚地加入了奥罗宾多和母亲，他们在下一章 中向 他们讲述 了 他们身体细胞的渐进式转变。

112 一些科学家创造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 表观遗传学。 他们 发现，我们 70%的 DNA(维基百科。表观遗传学

)，是"垃圾 DNA"，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 DNA 中的这一重要部分可以用来做什么。一些 灵性的生命 唤起
了佛陀和耶稣成功激活 95%的 DNA 的可能性，这将彻底改变 他们身体 的一致性 和他们与死亡的关系。 但这
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
113

天主教徒 把 它 作为 1950 年宣布的升天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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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用 世界智慧的术语来说，耶稣是"升天师"，就像摩西和以利亚一样。 世界智
慧知道这个现象。 而这也就意味着，他能够 在另一方面 ，直接升入更高的领域，
走向与本体神光的完全统一。("父与我是一体的")114。
这也就意味着，他以后再也不存在转世的问题了。 但是， 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存在，
他 就 会 以他变身的身体在我们中间。
佛教和印度教内部也有类似的观点。这里也解释了，一些 升天 大师 实现了与神的
完全统一和认同。 佛教把这种现象称为 "悟道" 。
而 这些 亚洲传统也说 ，这些 "开悟" 的 生命中，有些人 选择不留在这神光中，回
到地球来帮助人类。他们 在佛教中被称为 "菩萨"，在印度教中被称为 "神通"。
耶稣的信息与亚洲伟大的精神传统是一致的。

所有人都能走的路
是的，对于耶稣来说，这条路是所有人都可以走的，而不仅仅是僧侣或入门者。它
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不管是什么种族 、什么宗教、什么形式的无神论 。而 耶稣 增
加了爱的层面。 道是一种打开心扉的方式。这 一条学习无条件爱的道路。

耶稣与"黑夜"的 退位 意志
哲学家柏格森向我们解释说115 ，许多神秘主义者 ， 尤其是 西方 神秘主义者 ，都
会经历一个暗夜的阶段，这个阶段让 并加速了 他们意志的转化、神化。这是最困难
的阶段，因为这是对他们处世方式的真正彻底转变。 而这往往 是 克服自我的最后
阶段 。 我们已经看到， 当 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经历了这条艰辛的道路 后， 他们导
致 了 一种新的爱和简单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行动上极其有效 。
在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故事中，我们 看到，他 经历了对自己意志的放弃，以接受它
被承担 并 转化为神圣的意志 。

114

约翰福音 10，30。"εγωκαι ο πατηρ εν εσμεν"

115

Henri BERGSON：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法国大学出版社，1955 年。(第 76 版).见

第 240-250 页。又见赫胥黎和柏格森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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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父亲，万事都能归于你，请把这杯从我身上拿走吧 !然而不是我想要

的，而是你想要的 ！"116。
而且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里是 对暗夜的经过做了一个简略的、象征性的、但
很紧张的总结。是的，今夜是黑暗的，因为耶稣 117 也说。
"我的灵魂难过得要死。" 他流了一滴血118： "在痛苦中，他更加恳切地祷告

，他的汗水就像血块（滴）落在地上"。
这段话对耶稣来说是困难的、艰巨 的。 但这 让他离我们更近了。是的，他真正经历
了意志的退位 ， 克服 了 怕苦 怕死 的自我 。
耶稣经历"黑夜"，放弃人的意志，接受放手，与神的 意志 合而为一，使我们非常
接近他 。它 启迪和加入了 我们神秘主义者 的经验 ，也帮助 我们 个人的转化经验。

摩西和以利亚 ：两个 保证他变身的升天 者。
有趣的是，在对观福音关于变容的文字中，耶稣与两个人说话，摩西和以利亚。现
在这两个人物，按照《圣经》的说法，似乎没有经过死亡， 我认为他们 是《 圣经》中
主要的 "升天师"。

湿润。
在 申命记 第三十四章，119:
第七节 告诉我们 ： 摩西死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岁。他的视力没有衰退，他的生命

力没有离开他。"
而 第 6 节："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116

36 节。

117

34 节。

118

路加福音 22 章 44 节。

11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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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摩西是唯一一个敢于向在火烧草丛中向他显现的神问名的族
长。而 上帝的 回答是。
"我是 跟随者120"
这句话可能彻底改变了摩西的一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假设是，这是《圣
经》中第一次提到 存在之道的咒语。 因此，我们认为摩西之所以成为升天师，是因
为他 在焚烧的荆棘丛中 ， 或许 在西奈也 修习 了 40 天 传达给他的"我是 跟随者"
的 咒语，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从西奈下来的时候，摩西的脸色非常明亮，以至于被迫蒙上121了面纱。 这让我想起
了耶稣的变身。
而这种做法会使他的细胞和 DNA 发生变化，也会 使 他的 死亡通道不同 。 有迹象
表明，这一点。

ELIE：
122列王纪》第二章说

。

"看哪，有火车和火马把他们分开，一个（以利亚）和另一个（以利沙）。 以利

亚在风暴中升天。»
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升天。 在 对观福音书 （马太福音、马可福
音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耶稣解释说，施洗约翰是 ......。
"未来必须回来的以利亚"123 。
因此， 耶稣向我们宣告 了以利亚 作为施洗约翰的转世。而正是在施洗约翰给他施
洗的那一刻，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 。
120

出埃及记 3:14； "我是跟从的人" （我们选择 乔拉基的译法 ， 见前文关于这个问题的注释） 。我们这里有

摩西的另一个版本的口头禅， 由亚洲传统 的 "你就是那个"向我们提出 。 我们发现 ， 存在之路 的启动方式 几
乎是相同的。
121。
122
123

列王纪第二章，2，11。
Mathieu 11，14 "αυτος εστιν Ηλιαςο μελλων ερχεσθ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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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洗，耶稣就从水里出来了。看哪，天开了，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下

来，来到他身上。看哪，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乐意拣选的。
124"

施洗约翰将是《 圣经》中两位升天的主宰之一以利亚的转世，他 为耶稣 施洗，有一
个声音 宣布，耶稣已经 与天父有很强的联系 ，有神性 在他身上。因此，这位耶稣
被公开揭示 为一个先进的启动者 ，他与以利亚和摩西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走在存

在和与天父合一的道路上。他是天父所选择的那个人，要过这个启蒙的生活。

耶稣的蜕变与摩西和以利亚的蜕变有着相同的顺序。
因此，洗礼 的信息 是 明确的 。 耶稣 的身体正在经历的 变化、蜕变--变 身， 与摩
西和以利亚已经经历的变化相似。 因此， 耶稣的洗礼揭示了耶稣已经是掌权的，
是一位升天的大师 。 他已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 宣布 他已经 在转变过程中，
要到复活节早上才会完全转变。他的洗礼 是他 启蒙 转变 的 第一个标志 。 这是一个
重要的信息 ，来自 父亲， 来自 "源头"，来自 上天。
而耶稣 正是 来 宣布这种改变我们的身体和死亡本身的可能性。 这可能是他的信息
中未被理解的重要部分。因为 他试图 向 使徒们 解释 这一点。 但 他们并不理解。
在 泰伯山上， 耶稣向三个门徒 显明 ，他正在完成他的转变，成为像摩西和以利亚
一样的升天师父。而这种转变，福音书用我们欧洲的语言称之为"变容"。在希腊语
中，这个词是 "μεταμορφωσις" （变形）， 也可译为变形。

都灵裹尸布之谜：被自己变身的身体能量燃烧？
在坟墓里， 耶稣的意识继续并完成了 他身体细胞 和 DNA 的 转化 。因为在泰伯山
上，他的身体已经不一样了。它 已经 变得更加流畅。 但它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能量水
平。

124

马太福音 3:16-17。希腊文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在其中得荣耀"，这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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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on Ciais 教授 125 （罗马大学、帕尔马大学和列日大学教授），被 Didier Van
Cauwelaert 引用， 谈到了 非物质化 和 再物质化。 按照他的说法，耶稣的身体 已经
充分变形了，所以它可以 非物质化 和 再物质化， 重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 这
就是在墓中发生的事情。 而且， 这种 脱胎换骨 的方式，发出了 一种极其强大的能
量，能够燃烧护罩的组织 。 而这种非物质化 之后 是 再物质化 ... ...
以下是 Didier Van Cauwelaert 书中的一段话126 。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通过 DNA 的细胞核发出光的。"一种低强度的光，"(教授
)Ciais 说，"但足以建立例如癌症的鉴别诊断，因为这种光的发射对于正常细胞

和'病理'细胞是不同的。而这种光，不同于太阳光或电光，它的性质是相干的、
单色的、单向的。 激光的定义。根据德国诺伊斯生物物理学研究所所长 127 Marco
Bischof 博士的工作，是激光 作为我们细胞之间沟通的手段。我们的身体包含大

约 100 亿个细胞，而每一个 DNA 双螺旋，是由 1500 亿个原子组成的， 用 Ciais
的术语来说， 我们得出了 总共 1500 亿个"发光体" 。 一种巨大的能量 （因为它
像激光一样相干，所以很强大） ，在我看来，它可以解释复活节早晨的"闪光
光解"。
...Ciais 博士使用的是一个更大胆的假说 ：变身。
...换句话说，耶稣会用标量辐射的中微子给他的电池"充电"，以期待在他的身体

解体时，巨大的激光发射将他的 DNA 之光刻入（裹尸布的）组织中。"
Didier Van Cauwelaert 教授提出的 Ciais 教授和 Bischof 教授的愿景 令人激动。耶
稣 死后 的 身体， 先是 解体， 然后又自我 重组 ，因为在 能量 化的过程中，它已经
很高级了 。而都灵裹尸布就像一张"快照"，一张"激光照片"，记录了 耶稣变容最后
阶段的巨大能量。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读过的关于 当代科学研究 进展的最激动人心、最富有启示性
的读物。 而这也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耶稣变像的现象。

125

下 面 是

列 日 大 学

CIAIS

教 授 创 建 的 激 光 牙 科 手 术 培 训 项 目

，

http://progcours.ulg.ac.be/cocoon/programmes/TUR_MYALMD_C.html。CIAIS 教授在他的日常实践中，利用完
全创新的程序，设法重建坏死的组织。
126 Didier VAN CAUWELAERT: "Le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l'impossible: explorer l'incroyable" Plon, p. 381-383.
127 见维基百科：Marco Bischof：https://de.wikipedia.org/wiki/Marco_Bisc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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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的汇聚源：埃德加-卡伊斯。
据我所知，有一个源头与Ciais教授的幻象有相当明显的趋同。这就是 在法语世界里鲜为人知的埃德加-卡伊斯。
埃德加-凯斯（1877-1945）是美国出生的基督徒，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生活非常简单。但 当他沉浸在深度
自我催眠的恍惚状态中时，他获得了知识的源泉， 使他
拥有 了
异常强大的超能力和治疗的天赋。 所以他 被 称为"沉睡的先知"，因为他在催眠恍惚中传递了近14000条信息 。 他还
通过向人们展示具体的自愈方法，治愈了成千上万的人，总是通过他的催眠恍惚128。
这里有两句 卡伊斯 的名言 ， 与西雅斯教授的 方向相同。 他们使用的术语 与 Ciais教授使用的术语 类似
，即"非物质化"和"再物质化" 。E. 卡伊斯说的是"分解" 和"原子和细胞的再生"。
"耶稣身体的嬗变并不神秘。因为他 在 肉体 意识 中已经达到 了与父神母神

的统一，所以实现的是这样的，随着身体的 解体 ，就 有 了身体 形态的 提
纯。
... 这就向在场的门徒和使徒表明，这不是一种嬗变，而是这个身体的原子和

细胞的再生，它能够渴望和咀嚼物质的食物，因为鱼和蜂蜜已经被送来了。
129

我对这些来源之间的这种相当意外的融合印象深刻。这里是第二张。

另一个汇聚的源头：《抹大拉的马利亚福音》。
在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约》一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证实了这种在坟墓中溶解耶酥 肉身的操作。
" 他的 " 卡 "中的磁力潜能的非凡强化给了他力量，使他有能力面对在通过死

亡之门的最后启动时等待他的苦难和任务，以至于他的肉体在光和热的火焰

128

埃德加-卡伊斯在自我催眠的诱导下进入深度恍惚状态。他身边的人会给他建议，并提出具体的问题，由他

来回答。他在许多领域显示出"千里眼"（从各种来源获得知识的特殊途径，可能是阿卡什记录），并能够给出
诊断和医疗方法，然后病人可以成功应用。事实上，正是这些医疗建议的成功，以及随后一些惊人的治疗，奠
定了他的声誉。 卡伊斯常说：" 你要以果实来判断这棵树的好坏 "，在他这里，果实相当肥美，非常滋润。 许
多人称他为"历史上记录最好的千里眼"，尽管他在法语圈 并不出名 。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只能说，卡伊斯

把他的意识" 连接 "到了一个或另一个源头上（再说一遍，更应该说是源头在他 召唤 时来到了他的身边 ）。 而
这种联系 在 卡伊斯 那里 用 Attunement 这个 词来描述 ， 这 对精神进化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说，卡伊斯要在阿
卡什史册中旅行，然后他可以读（看）史册 ，或者有时可以"读人的生命之书"等等 。
129

杰弗里-福斯特，编著 《埃德加-卡伊斯的耶稣故事》 第 278-279 页。 "基督身体的嬗变并不神秘。因为在肉体

的意识中达到了与天父天母的合一，其完整性是这样的，随着身体的解体......然后有身体的物理形式的采取。这
是方式。这不是一个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转换。(278). 这向在场的门徒和使徒们表明，这不是一种嬗变，而是重
新创造，重新生成身体的原子和细胞，可以通过欲望，咀嚼物质的东西；鱼和蜂蜜被赋予"。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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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溶化成其组成元素，教会称之为复活.。其实，这只是可见的反映，在他身
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他的"卡"的磁力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因为他正
是通过他的潜能化的"卡"，才得以穿越次元世界和死亡本身。"130
这是 对 耶稣肉身 "解散" 这一现象 的 第二次 证实 ， 它 是 在 "光和热 的火焰 "中
发生的 ， 类似于 Ciais 教授 提出的 。而这一现象在这里被解释 为 耶稣嘉体磁势 的
加强。
而抹大拉的马利亚 也拒绝复活的 概念 （教会所说的......） ，因为这是一个 "更深的
"转变 过程。我想说的是一种 启蒙式的变身 。
这很令人兴奋。
但让我们回到福音书的文本。

"但他（耶稣）说的是他身体的圣殿......"
我们现在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圣约翰的这段著名的经文。
"耶稣对他们说：'毁掉这座庙，三天后我就把它升起来'"131
而让补充道。
"但他说的是他身体的殿堂。"132
与其像大多数基督教译本 所建议的那样 ，直接给出一个象征性的解释 133 ，不如 先从 字面意思来 理解这句话
。因此，耶稣以 具体的方式解释了他的身体在坟墓中将要发生的事情。 是的， 耶稣死了。但他的 身体 已经处于
相当高级的变形状态。 而耶稣的意识给这个身体下达了命令，让它 溶解，并在变身后的身体中重新组成自己，也就是
完成了 变身的 过程。因此，他在第三天从坟墓里出来，完全变了形的身体。而这种变身让升天，稍后。
这就是 耶稣来宣布的主要标志、基本信息。 他是来 改变死亡 的， 他要 改变 自己 的 死亡。而 他也因此 为
全人类开辟了死亡的变革之 路。
但我们相信吗？

唯一认出他的人 --不是马上 认出他的人- -是 抹大拉的玛利亚... ...

130
131

KENYON & Judi SION, Le testament de Marie-Madeleine, Trad. Fr .。 Ariane ， 第 33 页 。
约翰福音2:19。"我要叫他复活"这个动词对应希腊文"εγειρω"，字面意思是"我要叫他复活"。

132。
133

例如见"普世圣经译本"（TOB）第2550页，注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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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可能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她大概注意到了耶稣身体的逐渐变异
。但在犹太人逾越节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耶稣死后的第三天，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
坟墓前，看到一个"守园人"，她 没有马上认出134他来 。
"说话间，她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她不知道是他。耶稣对她说：
"女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 但她 以为是在和园丁打交道，就 对 园丁

说：'主啊，如果你把他带走了，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就去把他带回
来。"耶稣对她说："马利亚。"她转身用希伯来语对他说："拉波尼"，意思是"
主人"。
确实很有可能，耶稣的身体在墓中变身后， 能量水平大增 。以至于 连 抹大拉的玛
利亚都 没有马上认出来。 因此 ， 她 必须 像泰伯山上的使徒一样，自己 适应并提
高 能量水平 ，才能认出他来。而耶稣 通过 送上她的爱，帮助她提升能量 。他 只是
对她 说了声"玛丽" 。 抹大拉的玛利亚花了 点时间 才振作起来。 她身上发生了一些
根本性的事情。 "转过来 了"， 希腊文的 字面意思是 说。 她的能量水平突然上升，
她 发自内心地回答 ："拉布尼"135 ，我敢翻译成 "我 亲爱的小拉比"136。耶稣 回答她
说："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那里去137。
这是否意味着使耶稣的身体重塑的变容过程还没有完全 完成？ 我不知道。

在 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教条"之外 ：我们身体的"永生"？
我们今天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我们顽强、绝对和普遍地相信我们的死亡是不可
避免的。我 听过多少次 ："无论如何，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 都会死 ！"。 »
现在， 耶稣深刻的信息 向我们展示了 另一种方式，那就是 我们的转变，让 我们
像摩西 、以利亚、耶稣本人和他的母亲 马利亚一样 ，通过升天。
对我们 21 世纪的男女来说，这是耶稣信息中最困难的部分 ， 在存在的道路 上 。
我们好不容易才真正相信。 我是第一个。

134

约翰福音 20 章 14-16 节。

135

στραφεισα εκεινη λεγει αυτωεβραιστι ; ραβουνι... ...。

136

： "我亲爱的小拉比" 。

137

μη μου α πτου， ουπω γαρ αναβεβηκα προς τον πατερ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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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 我们的身体 ！
在这里，我们也提出了对《约翰福音》的不同解读，乔拉基将其定义为以宣讲永生为
中心138。我们的假设是，耶稣想解释，永生 （或 乔拉基 所说的 "常年"） 也与我们

的身体有关，我们的身体 被召唤通过变身来战胜死亡 。
因为 耶稣所宣布 的永生也 要理解 为死亡的转变，所以我们的肉体生命就像乔拉基
所说的那样，成为永恒或常年。
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这段令 犹太人和我们震惊的经文。 139 :
"犹太人就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被附的人了!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先

知们也死了，而你却说："如果有人遵守我的道，他就永远不会经历死亡。"
再次说明这段文字还没有被理解。 甚至 遭到犹太知识分子的彻底否定， 他们感到
震惊。 使徒和福音书作者 也不 明白，第一批基督教团体也不 明白，基督教会也不
明白。所以我提出一个假设，它可能是耶稣的真言，因为它被误解了 2000 年。我们
正在触摸福音最深的一层（"吐司"），那就是耶稣本人。
再往后， 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说。
"凡在我里面活着的，信我的，必 永远不死"。140
而 这句话既不被人理解，也不被人接受。所以，我们又一次面对耶稣的 真言 。
在变身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在这里的人中，有些人在见到神的国之前不会死。
"141

138

丘拉基：《圣经》："约翰福音导言"第 2060 页： "与对观 福音相比，约翰用永生 的 主题取代了以舒亚传道

的基本 主题 ，即宣扬上帝的国度......" 。乔拉基先生是犹太教和闪米特语专家，他重新翻译了《圣经》，尽可能地
依靠希伯来语的来源。这有时会造成相当不同的文本。
139

8 章 52 节。

140

约翰福音 11:26

141

路加福音 9:27。 &马可福音 9:1。和马太福音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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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在耶稣最后的祷告中，也有约翰福音的这段话。 142
"耶稣这样说了，就抬眼看天，说："父啊，时候到了，要荣耀你的儿子，使

儿子荣耀你。又按着你所赐给他的凌驾于一切肉体之上的能力，将永生赐给
你所赐给他的一切人"。
在这里 ，必须 再次 从字面和"物理"的意义上理解这些 话。权柄，超越一切肉体的
力量，让耶稣指明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那就是 通过我们身体的能量转化，从
字面上看就是 战胜死亡。 但 2000 年前，谁又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呢？
当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 说的 时候， 也必须这样理解 与 她的对话 。
"凡喝这水的，必再渴；但凡喝我所要给他的水的，必永不再渴；但我所要

给他的水，必在他里面成为 永生之井。 " 143
这涌动的永生之源，使身体变成了永恒的、不朽的、升华的身体。 即使对我来说，
也是 那么的新鲜。那么新。但我越想， 这种"字面"的解释就越是强加在 我 身上，不
仅 是可能的， 而且是 可信的 ， 甚至是 显而易见的。
传统 每一次都 给这些文本赋予了更多精神上的解释，这很有意思，我们充分尊重。
但我们不能错过字面和具体的解释，这 对重新发现 耶稣的中心信息是 很重要的 。
耶稣宣讲这些话， 首先是 为了宣布一种战胜死亡的方式，通过变容，用神圣的光
和存在的方式 改变我们的身体。

道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了每一个人。144
耶稣宣布 ，所有人都有可能达到升天 ，就像他自己 和 他的母亲马利亚一样。
但 这种变容和升天的异象，使徒们 、 门徒 们、圣保罗当然 也不理解，基督教会 也
不吸收。我们已经错过了。
而 极好的消息是，在 21 世纪 的今天 ，我们更愿意理解、吸收和实践这条 合一 、转
化、 变身和升天的道路 。
142

约翰福音 17 章 2 节。

143

约翰福音 4 章 14 节。

144

约翰福音 1 章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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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我很高兴 提出 这个 新的假说，对 耶稣的信息进行 更现代的 解释 。 这是我作为一
个神学家的 贡献 ，也是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人和一个越来越有激情的信徒， 对当
前全世界的 辩论 和 研究 的 贡献 。 我不自称是 "正确"的。 我只是希望推动辩论的
进展 。
而我所发现的耶稣让我着迷，让我陶醉。他有力地帮助我 深度改造自己。 尽管我自
己也在努力地去 充分 吸收和 生活这种死亡的转变，以及 自己 的死亡。
我希望并祝愿这个耶稣的新形象 也 能吸引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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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女性加冕 的力量
改变 存在的途径
谈不上存在之路，更谈不上用强大的女性方式来走这条路。虽然很少有人说起，但
幸运的是 ，人们 对神圣女性的重要性和力量的认识与日俱增。
而 今天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 是因为这种神圣 不再像 几千年来那样受到迫害和
屠杀。 所以 今天终于 可以 体现出来了。
今天 ， 一些妇女 惊奇 地 发现 ， 她们的女性 神圣 的巨大力量 ，它 深深地 扎 根
于生命 、存在 、 神性和爱之中。
哪种情况不一定是神圣的阳性，我们拭目以待。

1. 21 世纪神圣女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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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最近的一本书 为我们动情地描述了这种神圣的女性，她已经从我们的文明和 "雷

达屏幕" 中疏散了很 久 。 作者146 解释说，神圣的女性拥有灵魂与上帝关系 的 活
泼 而自然 的 知识 。
"(女性有 活生生的知识，了解灵魂与神的关系的女性本质及其对神的接受状

态。在每个妇女的细胞和灵魂中，这种古老的知识正等待着被唤醒，以便神
圣的女性能够再次做出贡献，帮助我们的世界带着欢乐和爱重获新生......。
"神圣的女性包含在其中心的创造之谜... ...如果没有女性，就不会有新的事物

诞生，也不会有新的事物存在 ... ...每个妇女的精神中心都承载着创造的神圣
之光。如果没有这种光，她既不能孕育，也不能赋予生命：也就是说，她不
能 从自己身体的物质中 赋予 灵魂的灵光 。
而人并不具备这种眼前的路 。

人的内心不一样拥有这种灵光。他们被迫净化和改造自己，才能获得它。"
目前神圣女性的回归，是 21 世纪存在之路上的强大助力。我们将在那里找到我们
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如与神性的第一次接触，然后是黑夜，人的意志与神性的意志
的净化和融合，最后是 一个人的 经验 ， 让 人感觉到 是神性住在他们身上。 而在
这里，没有绕道而行的心灵。他们相爱了!

2. 粉碎147
在 介 绍 来 自 安 特 卫 普 的 Hadewijch 之 前 ， 我 不 得 不 向 公 众 介 绍 鲜 为 人 知 的
Beguines。
她们原本是贵族或资产阶级妇女， 接受 精英教育 ， 教 她们 写字识字， 这 在当时
是很 特殊的。 而且 他们 往往 懂得拉丁文 ， 能 读懂 只存在 于拉丁文中的《 圣经》 和
也只 存在 于 拉丁文中的 神学论著 。 有时他们 甚至 懂得 希腊语， 他们会说 几种"
粗俗"的语言，如佛兰芒语（荷兰语）、 法语 、 德语 。 他们 对《圣经》和基督教作者
145

Llewellyn VAUGHAN-LEE：女性与世界灵魂的回归。 2009 & 2013.Non traduit.

146

第 49 至 53 页的引文： 由我本人免费翻译成法语。

147

参见维基百科："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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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会教父和伟大的 神学思想家 都 有很好的了解。 于是 ，他们 就 能 以一种
新颖、 刺激 、精湛的方式向 街上的人们 解释 信仰。对于"vulgum pecus"，普通人
通常既不 识字，也不会写，显然 不懂拉丁文。 因此， 他们无法接触 到《 圣经》和基
督教的源头。
而这些女性不仅在自己身上，而且在社区中发现了 一条神秘的转型之路。他们在惊
奇中发现了存在之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告诉他们。而我们也正处于游吟诗人和西
方重新发现情歌的时代，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这种新的男女关系的诗意层面。因此，
它们为存在之路增加了无条件的、具体的、甚至是肉体的爱的维度。我们将从安特卫
普的 Hadewijch 身上看到这一点。
于是，这些妇女，往往是有钱人 ， 她们 建造了"Béguinages"，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小房子。而这些房子都是围绕着一个小教堂一圈一圈的。他们会选择在那里庆祝的
牧师。它往往会是一个 神秘的 僧侣，在 任何情况下，一个牧师谁是开放的精神搜
索的存在 。 而 他们 的人很少 。

13 世纪 20 万名乞丐，遍布北欧。
而他们一起研究和生活的质量也吸引了很多新女性。 "在 13 世纪的北欧，大约有 20

万名妇女聚集在这种非常原始的精神方式上。"148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精神深度，同时 他们的社会行动（医院、
社会救助等） 和街头布道的 质量，越来越引起教会当局的重视。有些主教很热心，
如比利时列日主教。
但其他一些主教开始拒绝认可这些女性的自由，她们 非常优雅地 逃避教会的父权
。因为他们是世俗的，所以不发"宗教"誓言。他 单身，但 如果他们想结婚，就可以
结婚。而且，他们在财务上完全可以自主。因此，主教和神职人员没有办法控制他
们，让他们"乖乖就范"。

两个教皇，两种矛盾的反应... ...

148

Jacqueline KELEN： "Hadewijch d'Anvers ou la voie glorieuse" Albin Michel，2011 年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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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的这种抗议可以追溯到梵蒂冈。但令她们大失所望的是，教皇格雷戈里九世
对这种抗议感到惊讶，反而赞同平信徒妇女追求圣洁的事实。1223 年，他正式要
求将乞丐与尼姑同等保护149。
可惜，这种情况 并没有持续 多久。一个世纪后，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在多菲内（
1311-1312 年），克莱门特五世决定请宗教裁判所150参观该 遗址 。
而 宗教裁判所 随即 发动了一场可怕的迫害，彻底铲除了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庇
古人，并消灭了大部分庇古人，显然，庇古人甚至被从当地的地图上抹去， 大概
是在151 图卢兹的中心。

比利时是唯一一个免受 乞丐迫害的避难所。
唯一被官方放过的地方是比利时152。所以在比利时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暗恋对象的。
其他所有的人几乎在整个欧洲都被夷为平地，乞丐们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者散落
一地。

Beguines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性圣洁的使者... ...
我们的假设是，在 13 世纪，特别是通过 Beguines，神圣的女性 从沉默中有力地重
新 出现。 而这种 神圣比宗教内占主导地位的阳性神圣更直接通向神性。而 在 21 世
纪初 ， 这种女性 的神圣 又重新浮出水面 。 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来自安特卫普的 Hadewijch：满怀激情，热情洋溢。

3.

149
150

1223 年的"Gloriam Virginalem"。
指出的是，由多明我会领导 的 宗教裁判所成立于 1231 年。 而多米尼加教团成立于 1216 年，仅早 15 年。

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同步性。
151。

152

在比利时主教的要求下 ， 教皇约翰二世于 1318 年颁布了 "Ratio Recta"诏书 ，保护荷兰和列日教区 。

1319 年，约翰二世发布了 第二份"诏书"（宣言），保护布拉邦特的乞丐免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最后，整个
今天的比利时、佛兰德斯和瓦隆，完全受到 梵蒂冈泡沫 的官方保护，不受 宗教裁判所 的影响。 也是荷兰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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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哈德维赫，我们就直接走上了通往她所说的 "爱"的神圣之路 。女性的灵魂通过
"爱"直达神灵，不需要通过心灵走任何弯路。而这条路涉及到他们的心、魂、体，三
者完美共生。我们要介绍的是伟大的乞丐：来自安特卫普的 Hadewijch 带着热情和
激情踏上了神秘之路。而且她比大多数男性神秘主义者走得更快、更远 ......。哈德维
赫甚至似乎启发了在 她之后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伟大大师埃卡特。
我选择了安特卫普的哈德维赫，因为在我看来，她是神圣的女性力量在存在之路上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
约 1195 年生于安特卫普， 1260 年 死于布鲁塞尔南部的尼韦勒， 她应该是尼韦勒
附近一个重要的 Beguinage 的领导者。 我们还知道，她是资产阶级甚至贵族出身，
懂得荷兰语、法语、拉丁语，或许还有希腊语。她读过很多书，因为在她的著作中可
以找到她博学的痕迹。 她是，800 年前，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女人，没有男人（
丈夫，牧师，忏悔者，主教，教皇）可以控制，所以她能够按照她的直觉到最后，
并生活在她的道路上，她最好叫"爱"，或"我的爱人"对神圣的。
而她用她的热情和激情，展示和证明了她走向存在之路的惊人力量，这显然影响了
中世纪许多伟大的神秘主义者。 而她的人生就是沃恩-李夫人所说的，高一点的示
范。
"女人对灵魂与神的关系的女性本质及其对神的接受状态有活生生的认识。在

每个女人的细胞和灵魂中，这种古老的知识都在等待着被唤醒。"
而这是完全正确的。灵魂与本体、与神灵的关系，更多的 是接受，更多的是阴性，
更多的是阴性。 所以 在这条 存在的道路 上 ，女性 比男性有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沃
恩-李夫人指出， 男人没有这样直接接触到神性和存在者的机会："男人并不以同样

的方式拥有他们身上的这种灵光。他们被迫净化和改造自己，才能获得它。"
父权制在其"时权"上感到了深深的威胁......。
也正是在这种 潜意识 的深处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天主教会中的某些主流潮流对
神圣的女性，尤其是对贝古娜的迫害达到如此程度。他们直观地感受到， 比起教会
提出的更快、更简单、更有效的道路，碧桂园的 女性 精神道路 显然更加强大。在"时
权"方面，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竞争，因为质疑的是宗法权力的核心。这种迫害与
宗师们（不自觉）的痛苦程度是相称的。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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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维赫 通过爱 直接 进入存在状态
现在我将提出哈德维希的一些文本。
首先是描述哈德维赫对神灵的整体态度的关键文本。
"在男子汉的身躯中，温柔而美丽的脸庞上，他向我走来，那么谦卑，就像一

个向对方屈服一切的情人.... 。 向我走来，他把我搂在怀里，紧紧地抱着我。我
的四肢也都按照我自己的人性，在我的心愿中感受到了他的丰满。" (愿景)153

她是如何看待工会的。
"外在的结合是证据、味道和感觉，就像一个人从外面接受圣礼，通过视觉和

感觉来品尝圣礼，使被爱者在视觉和听觉的完美饱满中接受被爱者，他们彼
此迷失。
然后，我在我的爱人身上依然受损，在他身上毫无保留地失去了自己，所以
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改变和喜悦，我得到了许多
小时的启示。"(第七个愿景)154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方法的具体化。它从圣事开始，从生活的具体化开始，从视觉
和听觉的感觉开始。但它导致了自我的完全丧失： 我在他身上毫无保留地失去了自

己，所以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 它 比佛教， 和官方的基督教 走 得 更快。 它 是 超
越自我的： 我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她在那里 她已经达到了 狂喜和 神秘的 快感。
惊人的。
"我的心脏、动脉和四肢因欲望而颤抖、颤抖。而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在可怕的

风暴中，如果我不完全在我爱人的身边，如果他最后没有用他自己来充满我
，这种痛苦会使我发疯，这种愤怒会使我死去。"155

但 Hadewijch 也生活在超越... ...

Jacqueline KELEN： "Hadewijch d'Anvers ou la voie glorieuse" Albin Michel，2011 年 p.67.
KELEN, Ibidem, p.99.
155 KELEN, Ibidem, p.102.
15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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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哈德维赫也会体验到，上帝不仅是完全 的内在的 、具体的 。他也是完全超脱的。
突然间，爱情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而杰奎琳-凯伦注意到。
"因此，每一个神秘的灵魂都会从爱所给予的恩惠中摇摆到抛弃和拒绝。品尝

过的奇迹突然破碎，仿佛在雷霆的照耀下，那是"干旱的沙漠"，是荒凉，是
"生生世世的大悲"。爱情是残酷的，Hadewijch 重复说，它让你为它提供的甜

食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看来，"他越爱，负担越重"。156
而这种对存在者、对被爱者的超越，将通过"两种缺乏"来具体生活。下面是 J.Kelen
给我们的解释157。
"--第一种缺失指 的是人在神圣的富足面前的贫穷 ，请我们谦卑："上帝在
丰盛的顶峰，而我们在缺失的深渊"......。高尚的灵魂如果意识到这种缺乏，
就会用欲望来补救它。
-第二种缺乏更痛苦，因为灵魂在认为自己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它。
或者是在品尝了爱情之后，又被剥夺了爱情的享受，重新陷入凡夫俗子的狭
隘和悲哀之中。或者是 以恐惧的心情去感受上帝的不可估量，即使在爱中的
灵魂认为自己享受他。 对于 这种（第二种）缺失 ， 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只
有"吞噬性的、永远不满足的乡愁".... ："爱可以体验，但也可以过度填充，在
同一个怀抱 里。
而 J.Kelen 的评论。
" 女乞丐"的 作品 中，充满了她的苦恼和愤怒的哭声，充满了她在天体迷魂阵
中幸存下来又落入流放地的抱怨，但她也记下了亲吻、爱抚和不可言说的结
合，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都是她的幸福。这种人类极少知道的体验，她不仅
将其描述为 心灵 的照亮， 而且是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的肉体激情" 。158
这里还有一段哈德维赫的话语。

156

KELEN，同上第 103 页。

157

KELEN，同上第 104 页。 我们采用 J.Kelen 的部分优秀文本，不加斜体。

158

KELEN，同上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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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之间不会互相隐瞒，但他们会分享很多东西，就像他们在一起的亲密体

验一样：他们互相享受，他们 吃喝玩乐， 他们完全吸收对方 。159

哈德维赫具体地体验到 存在的 统一性 的中心经验 ：我就是上帝。
而这种 吸收 直接把我们引向 哈德维希将经历 的 存在的中心体验。她会感觉到自己
在与"被爱者"的爱的关系中成为了上帝。 她将以一种具体的、感性的、但同时又极其
深刻的、神秘的方式，体验成为上帝的事实。只是她走上了爱情的道路，这让她痛
苦万分。而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之路。
"在享受爱的过程中，我们成为了全能的上帝和公正的上帝。"
"和上帝一起成为上帝。"
"在他的智慧深处，你才会知道他是什么，恋人之间的相处是多么美妙的甜蜜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他们都无法区分。但他们完全对
等地享受对方，口对口， 心对心， 身对身，魂对魂 。 一个相同的神性贯穿了
他们两个人，也贯穿了他们两个人。 而这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160
据我所知，哈德维赫是基督教传统中最大胆、最先进，但同时也是最具体、最具有
人文精神的神秘主义者。她也可能是基督教内部 ， 更接近于 与神性一体的经验 的
人之一。她是，而且据我所知，她仍然是女性对待神性的最大胆的原型。而幸运的
是 ，她在比利时受到了保护，因为宣扬存在之道是一种致命的危险。玛格丽特-波
雷特，另一个 未受保护的 乞丐 ，于 1302 年在巴黎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原因是她
发现了同样的道路，并将其公布于世161。
通过这种品质的女性，我们明白了 21 世纪的女性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人类重新发现
这种新文明急需的"公民内在性"。

4.

Hadewijch 对 Eckhart 大师的影响。

159

KELEN，同上第 105 页。

160

KELEN，Ibidem 第 106-107 页。

161

Marguerite PORETE： "Le miroir des âmes simples et anéanties" 1984 年 Albin Mi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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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凯伦解释说， 埃克哈特大师 是 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但他也是一位有自己方法的神
秘主义者162这使他能够深入地倾听 无始 劫来的声音，并与之对话 ，而不 感到恐惧
和 复杂 。
据说他遇到过一些乞丐，特别是 在科隆 ，那里有 一千多人。而且 他读了 马格德堡
的梅赫蒂尔德的 《神性的流光》 、 玛格丽特-波尔特的 《简单与湮灭的灵魂之镜》， 还
读 了哈德维希的 著作 。
而根据凯伦的说法，艾克哈特在他的讲道中融入了大量的 无始以来的神秘感。因此
，他与宗教裁判所的麻烦。163
她 解释说 ， 艾克哈特大师区分了... ...
更加女性化的神秘主义方法，这是一种婚恋神秘主义，遵循"歌谣"的模式。



这种方法是追求与基督的爱的结合，称为"被爱者"或"神圣的情人"。
但他也明白，他 这个 人很难 亲自进入这种"婚配"的方式来对待基督。所以



他又锻造了另一种方法，他称之为更"投机"的方法（唤起镜子 =speculum）
，其 目的是达到本质和一体 。我们离"存在"之路很近。
事实上， 凯伦女士指出 ，这种更男性化的方法" 通过最高的认同导致 人的神化 ：
人迷失了，沉入神中，湮灭在一中。婚恋神秘主义的气候是一种燃烧的爱情，而本
质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同样消耗的孤独。"164
但最大的不同是，女人可以同时走两条路，而男人则更难说自己疯狂地爱着耶稣或
基督。

5.

Rûmi：伊朗神学家，他通过爱发现了存在之路。

如果不引用鲁米165（Jalal Al-Din Rûmi）的话，本章就无法结束。

162

Jacqueline KELEN： "Hadewijch d'Anvers ou la voie glorieuse" Albin Michel，2011 年 p. 214.

163

这些攻击是 由其他多米尼克人煽动的，他们是同一教派的成员，可能 （有点） 嫉妒 大师的成功。

164

Jacqueline KELEN： "Hadewijch d'Anvers ou la voie glorieuse" Albin Michel，2011 年 p.215.

165

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的法语诗。 例如，见： DJALAL OD-DIN RUMI, Le Mesnevi, éd. Albin Michel "

Spiritualité viv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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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非常 杰出的穆斯林神 学家与安特卫普的哈德维赫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他生于
1207 年 9 月 30 日，卒于 1273 年 12 月 17 日 。
鲁米真是人类伟大的 神秘主义者之一。而他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 走爱的道路 ，
实现本体的道路。他比艾克哈特大师本人更接近哈德维希。
他的 思想 在内心深处被爱 所激发，七个世纪以来，从内部 滋养了 世界苏菲主义166
。
这是 他的 "爱的颂歌"，总结了一个过程，与哈德维赫的做法有很多共同之处。

爱的颂歌
"爱给生物带来快乐

他是无限幸福的源泉
因为给我们生命的不是母亲。
但它是爱。
赞美和怜悯这位真正的母亲!
从第一段开始，他就讲到了 这个道的快乐 ，无限的快乐。 就像哈德维希一样，他
把神圣的"爱"称为大写的字母。而这种神性也是阴性的。爱是 真正的母亲。

爱的方式是一个谜。
在她身上，没有争吵。
除了深度之外，没有其他品质。
对恋人是不允许说话的...
因为它是关于不存在，而不是存在。

166

鲁米是著名苏菲的儿子。他学习法律和哲学，继承父亲在土耳其科尼亚大学的法学讲座，成为著名的神学家

，他写了神学论文。突然，36 岁的他遇到了大不里士的 SHAMS。而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沙姆斯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鲁米的神学手稿放在水里，这就永远地摧毁了它们。但鲁米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自己的心扉打开了
，他通过对沙姆斯的爱，发现了他身上的神圣之爱，远远超越了神学。吕美的故事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读者会
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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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说到不存在时，是因为在神爱的狂喜中，他体验到了与神的认同融合的统一性
，以及在神中失去自我，就像哈德维希一样。我们 已经看到 ，耶稣说："父与我是
一体的"。

我拥有比清水更纯净的爱。
这样的爱是每个人的合法食物。
虽然别人的爱总是在变化。
对我爱人的爱是来自于永恒的。
"人人合法"是的，这种以皈依神爱为形式的存在之路，对每个人、每个人来说都是
可能的。这是这条路的重要特点之一。根本不是留给苦行僧的。只要敞开心扉，接受
神灵的洗礼就足够了。

结论 ：存在的道路有两条。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存在之路其实是重复的。感谢杰奎琳-凯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
区分这两条道路。
有女性的婚恋神秘主义道路，是强大而直接的。这条道路在历史上不幸地被封锁和
迫害，可能是因为它的特殊力量 。而对于男人来说，就更难了，因为对于一个男人
来说 ，要想 说和活成耶稣的"爱人"是不容易的 。伊朗大苏菲 的 鲁米 是一个非常出
色的例外 。他用他那神秘的关于 神爱的诗歌让人类 陶醉。
还有 就是更经典 的存在者 之路，这 是 由许多 男性 思想家传授给我们的 （更男
性化的） 通向统一和失去 自我的神性之 路。而 艾克哈特大师无疑是 西方这条道路
的领导者之一 。
而这 第二 条路也是女性可以选择的， 大多数男性都不会选择这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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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蒂尔哈德-夏尔丹 ，富有远见的诗人

作为改变生命的诗意体验的存在之路。
特哈德在《神圣的环境》中向我们解释说，人突然对 存在者 的存在 ，对到处蔓延的
神圣 的存在突然变得敏感 起来。什么时候，怎么做？这仍然是一个谜。
"微风吹过夜色。她什么时候起来的？她从哪里来的？她要去哪里？没有人知

道。没有人可以强行把上帝的精神，上帝的目光，上帝的光辉强加给你。"
"有一天，人意识到自己已经 对某种神性的感知变得敏感起来，这种感知无

处不在。询问他。他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能说。他只知道，他
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灵魂。"167
然后 这里是 对存在者之路的奇妙描述，也许是这本书中最美的描述 。

167

夏尔丹-蒂尔哈德： 《神圣的环境 》，《门槛》，《萨格塞斯点》，1957 年，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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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开始于一种特殊的、奇异的共鸣，使每一种和谐都膨胀起来，--通过一种

弥漫的辐射，使每一种美都蒙上一层阴影......感觉、感受、思想，所有心理生
活的元素都被一一取走。他们每天都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变得更加
防腐，更加多彩，更加可悲，--总是同一种东西。然后，音符、香水、光波开
始变得更加清晰。然后，我开始感觉到，违背了所有的惯例和可能性，这些
东西之间有什么不可言喻的共同点。统统传达给我，传达给我把握它的天赋
。我 真正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 -- 一种 新的品质或维度的感觉 。 更为深刻的是
， 我对 存在的认知 已经发生了转变。 存在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有 形，有味。
主宰一切形式的存在，存在 本身开始吸引我，让我陶醉。"
"神的媒介被我们发现是对事物深层存在的一种修饰。"168

超越宗教的存在之路
而特哈德接着指出，这种经验 是亵渎的 ，因为它是 超越宗教的，因为它可以是无
神论者 或信徒的作品 。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或多或少都能看出来，他的自我感受和分

析能力再进一步。而这个人表面上可能是个异教徒。而且，如果他恰好是一
个基督徒，他就会承认，在 他看来，这种内心的转折似乎是发生在他灵魂
中的亵渎、"自然"的部分。"169

女人的精神财富 和神圣的性爱。
在男女关系领域 ，蒂尔哈德也 写出了令人惊讶的话题性和预言性的话。他用 70 年
的时间提前宣告了 21 世纪女性的精神成果。
"无论多么根本，一个女人的母性与她的精神富足相比，几乎不算什么。女人

绽放，感悟，向自己揭示了那个爱过她的人。事实上， ......目前道德的"自由"

168

TEILHARD ，同上，第 147 页。

169

TEILHARD ，同上，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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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其真正的原因，就是在寻求一种比局限于摇篮视野的结合形式更丰富
、更精神化的结合形式。实际上，在目前的世界状态下，男人还没有被女人
完全揭示出来，反之亦然。
而在 这位诗人的笔下 ，在 1930 年，这种将性爱视为神圣的邂逅的解放视野 ，实
在是先知 。

通过肉体的爱，人的力量得到了美丽的释放。那些一直沉睡在我们灵魂中的
东西苏醒了，跃跃欲试 ... ... 完全付出的那一刻，就会与神圣的相遇相吻合。
"170
在这一章的最后，我用最后一句惊人的话来结束这一章，关于有意识的性行为，他
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但他预料到这是"精神--感性之爱的升华"......。
"当人类重新找回这种能量的源泉，也就是精神--感性之爱的升华时，就会像

世界历史上第二次发现火一样。"171
是的，我们 21 世纪的文明，或许正在通过"自觉"和神圣的性行为，重新发现启蒙
之火。而我们的身体作为神圣的殿堂，也要重新估价。

170

引自 André VAN LYSEBETH 的《 Au coeur du Tantra, le culte de la féminité》一书 2017 年，第 192-193 页，

但笔者认为在 Teilhard 的著作中指明其来源并无用处。我在蒂尔哈德的著作中一直找不到这句话的来源。类似
的，但不太明确的，美丽的文本可以在 Clausula：leféminin ou l 'unification 在 "Oeuvres de Teilhard de Chardin
，N° 13， Le coeur de la matière。
Seuil 版，1976 年，第 71 页。
171

Teilhard 的这段文字是 Paule Salomon 所著《 La Brûlante lumière de l'amour Albin Michel 》 一书 第五章的

标题， 199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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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LA MERE 和 SRI AUROBINDO 宣布...。
20 世纪的 生存之道。
我们要 强调 两位 特殊的见证人，他们 敢于在印度宣布 一条 超越宗教的 存在之路
。而这， 在 20 世纪中叶，已经是 60 年前的事了。 而且他们解释了 为什么以及 我
们人类 的意识层面的变化 已经开始了 。它 讲述的是 母亲（Mirra Alfassa，生于法
国 ）在 印度 庞迪切里与 斯里- 奥罗宾多合作进行深度精神交流 的 故事。
首先让我们引用母亲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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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圣的存在赋予了生命的价值。这种存在是一切平安、一切快乐、一切安全的源

泉。找到自己内心的这种存在，你的 问题就会消失。" 母亲。

超越宗教的整体瑜伽
斯里-奥罗宾多 和 "母亲 "的伟大直觉， 是要宣布一条 超越宗教的 精神转化的 新 道
路 172。
"奥罗维尔是为那些想要过一种本质上神圣的生活，但又放弃所有宗教的人

准备的，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的宗教。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 经验性的
。 除非有了上天的经验，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该谈论上天。知天命，然后才能
谈天命。"

奥罗宾多和母亲是 20 世纪第一个宣布这条道路的人。
奥罗宾多和母亲是 20 世纪 亚洲第一个宣布 人类已经准备好 发现一条 超越宗教的
新精神道路 的 人 。他们把 这条路 称为 "整体瑜伽"。这种完整的瑜伽并不以达到很
高的意识状态为目标，让我们的余生都保持在沉思中。不， 整体 瑜伽的灵性 之 路
不是 为了 逃避 世界 。 这就是 " 整体" 二字 的深刻含义 。 相反，它包括改变自己
的 个人 和 发现存在，神圣的本身 ，以便 有效地合作，在我们的人类和我们的文
明， 在 突变 中 ， 向 更高层次的意识 转变 。 我 想起了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设想
。

对人类未来的新的积极愿景。
因此，还有一个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愿景，那就是人类的未来， 更有 爱、 更 有支持
、 更有灵性， 我们被邀请参与其中的建设。 而 这个未来的愿景，永远 被 母亲在
1956 年 夜里的 异象中看到的超灵的降临所 证明 。

172但要跟我们一起到外面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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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灵、统一意识的降临。
她 有一个愿景 ，那就是 在 20 世纪， 一股非常强大的神力 已经降临到人类身上 ，
它正在帮助千千万万的人类加速转型。他们称这种力量为 "超灵" 。 而 奥罗宾多指出
， 超觉是一种 统一意识。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 走向存在与统一 的 启蒙之路 的 相同
特征 。
而正如斯里-奥罗宾多所说，这种超验的降临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 "如果人类想

要生存，就必须对人性进行彻底的改造。"173
它是在。

细胞的变化 是 为了融入新的意识所必须的... ...
其实 ，母亲和奥罗宾多在 20 世纪带来的重要创新，就是身体和细胞在 人类 精神
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她由此加入了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描述的千年启蒙之路。
母亲的主要传记作者之一 Georges Van Vrekhem (+)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整体项目的。
就是要改造物质，使其能够融入更高的意识，更高的能量层次。
"这是 母亲第一次，如果不是第一次的话 ，试图提出一些 将成为 她未来努

力 的主要方向 之一的东西 ：由意识的变化所影响的物质变化，或 为纳入新
的意识而必须的物质变化 .。 如果一个新的、更高程度的显现要在地球上化身
， 地球上的物质就 必须再一次进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化身的支撑，作
为一种 身体，来 充当 那个新的、更高程度 的意识。174"
这就是斯里-奥罗宾多和母亲多年来自己对 身体和细胞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意义 。这
是为了使 身体适应超 意识的 新水平， 使 人类的意识 能够并 产生 新的水平 。

细胞瑜伽 改变 死亡

173

斯里-奥罗宾多：《 人类的未来进化：地球上的神圣生命》。由 Philippe Barbier de Saint-Hilaire 选择的 Sri

Aurobindo 作品摘录 "， 第 56 页。 Editions Ashram de Pondichéry.
174 La Mère 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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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一个人整合并接受了自己体内这种非常强大的超神能量的那一刻，他就会 更
容易发现通往 自己体内的 神性 或本体的 道路。 而这一发现将 改变他对生命的看法
，但也会 改变他 对死亡的 看法 ，因为灵性的工作将包括 通过照亮他身体的所有
细胞来 改变和振兴 它们。母亲常说"细胞的瑜伽"。这 奥罗宾多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
段美谈。
"在我们身体的细胞里，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它能看到无形的东西，并预示

着永恒"175。
而母亲 和奥罗宾多 的伟大直觉 是， 人类受心灵的影响太大，而受 我们身体细胞的

影响太小。而不幸的是，大多数灵性 又把 身体排斥在一边。人类即将 做出的 伟大
发现 ，就是在 我们身体 的细胞层面 ，将发生精神上的转变，意识 层面的变化 。
"我在日常生活中，在物质生活中看到了这种秘密.... ，而这种秘密 恰恰是所

有的灵性所拒绝的：一种精确，精确到原子176。"
她 接着说。
"世界的幻觉"并不是神秘主义者所宣扬的"世界的幻觉"，它是我们对世界的

身体感知的幻觉，以及由此而来的谎言：疾病和死亡。如果细胞的认知发生
变化，病和死就会发生变化，消失成别的东西"177。
而她 多年来一直在为自己运用这种"细胞瑜伽"， 准备让自己 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
死亡 。在 她生命的最后，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会多次向身边的人提出要求，哪怕
她看起来已经死了，也要让她安安静静地呆上三个星期，以便让她的身体慢慢地自
我改造178。
母亲的计划可能是以天女散花的身份管理奥罗维尔。 这 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
兴奋的生活场景。
175

《母亲》 ， 第 355 页。

176

SATPREM："Le mental des cellules" R. Laffont，1981 年，第 29 页 。

177

SATPREM, Ibidem, p. 19.

178

萨特普雷姆： 《同上》， 第 177 页："由于改造的需要，这个身体有可能进入一种具有催眠作用的恍惚状态

。最重要的是，没有医生! 也不要急于宣布我的死亡，给政府干预的权利......。这也许需要几天，也许需要几周，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你们要耐心地等待我在改造工作完成后走出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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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 ，尽管他一再警告，但 周围的印度医生并不相信。 并 宣布她 于 1973 年
11 月 17 日 上午 死亡。179 两天后， 她被埋在 阿斯兰姆的地下室 里，就在斯里-奥罗
宾多旁边。

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为人类的改造服务。
如果仔细阅读 母亲的议程，就会发现她 和 斯里 - 奥罗宾多 几十年来 一直 在谨慎
地工作和斗争，特别是在晚上，以 净化 他们的阴暗地带， 特别是 人类的 阴 暗地
带 。他们试图消除所有 阻碍 人类意识水平变化 的 障碍。他们一直 在 谨慎地 努力
推动 和加速 人类 对 转型超体 的 接受 。

即使在死后，也是非凡的合作
就在斯里-奥罗宾多死后，母亲站在他的身体旁，将斯里-奥罗宾多所有的内功都接
收到他的身体里，使之产生超常的效果。
"他的身体里积累了大量的超灵力，他一走 ......他就躺下了，我站在他身边，

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但具体到能强烈地感觉到，你以为你能看到--他身上的
那些超灵力都 从他的身体里 传递到我的身体里。 而且我能感觉到通道的摩擦
。这是非凡的。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180
是的，这两个生命之间的合作深度，确实非同一般。什么共谋，甚至超越了死亡。
而 这种" 超光之力的传递 " 从一个身体传递 到另一个身体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记
住的特殊现象。

为什么 不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

179

SATPREM, Ibidem, pp. 178-179 . 母亲做了三个（前兆？）梦，她被活埋了： "太可怕了 。 而这不是因为我

被活埋 ：而是 因为我的身体是 有意识的。 按照人们的说法，它 是 "死了" ，因为心脏已经不跳动了--而且它还
有意识。这是一个可怕的经验...我当时给出了所有死亡的征兆，也就是说，心脏已经不工作了，什么都不工作
了--而我是有意识的。
180

G. Van VREKHEM："La Mère：L'histoire de sa vie"，第 329 页。而《母亲》，《 途中笔记》， 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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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与母亲 之间的这种传承很重要 。 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我们 也 可以要求 耶
稣把他的启蒙工作的变像传递给我们大家 。 而我相信， 耶稣没有要求更好的向我
们传达他一生中积累的所有非凡的启蒙工作，直到他升天。
我相信，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变身之路上快速前进。但是，我们是否足够相信它，用
内心的力量去要求它呢？ 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母亲：闪电浴
萨特普雷姆 是 法国人 ，他 用磁带 记录了 二十多年来母亲的思考 ，并将其转录在
多卷本的《 母亲 的议程 》中 181。 这是他对母亲能量的见证。
"然而我们自己也知道，因为每次见到母亲时（甚至从远处），我们的身体

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接近她 就像进入 一种 闪电浴，一股紧凑的力量洪流，
密集到我们整个身体似乎都要融化 。我们被困在其中，每一个细胞里，仿佛
突然间千年的黑夜和痛苦开始呼喊，祈求光明，祈求爱，祈求空间，祈求自
由?我们投身于这浴火之中，仿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失去了，仿佛我们终
于和我们的身体一起进入了这个世界的"那个"，"那个"是我们曾经如此呼喊
过的，也是我们 通过一生一世的痛苦和绝望，几千年的徒劳愚蠢 而如此向
往的。 然后就是...但我们 必须 潜入 那里，我们必须 融化 在那里，我们明白
这一点。"182

庞迪切里的非宗教阿斯兰姆。
奥罗宾多和母亲首先建立了一个阿斯兰姆 ，这本来是一个非宗教的阿斯兰姆 。那里
没有 举行任何仪式 、 祈祷 或 庆祝活动。阿斯拉米特人只在吃饭时见面。因此， 在
他们看来，庞迪切里阿 斯拉姆是一个反阿斯拉姆的地方，因为印度其他成千上万
的 阿斯拉姆都是印度教 或佛教 ，并专注于受南方 印度教 或佛教 或基督教 启发的

181

SATPREM： "母亲的议程"。 这本《日记 》有很多卷 。该书 已用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荷兰语 等

多种语言 出版 。 萨特普雷姆还写过很多其他的书。2007 年 4 月 9 日，他去世了。
182

SATPREM："Le mental des cellules" Robert Laffont，1981 年，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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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实践。这里什么都没有。 在 宗教性很强的 印度背景下，这是非常大胆的 。 而
这一经历已经持续了 50 多年。

第二个 更 大胆的项目 ：Auroville。
他们的第二个项目更加大胆。打造一个预示着 人类意识水平上升的国际城市 ，换句
话说就是 明天改造后的人类 的"人类统一183 ，也 就是人类 更高的意识 水平。
在 1950 年斯里-奥罗宾多去世后很久，母亲才 在 1968 年 2 月 28 日成立了奥罗维
尔。 于是， 在 2018 年 2 月， 奥罗维尔 迎来了 50 岁的生日。 La Mère 幸运地 获
得 了 教科文组织的 大力支持 ，教科文组织出席了开幕式，并在 50 年中不断给予
支持。
我作为奥罗维尔 国际咨询理事会的成员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 8 年，我可以证明：


一方面，这个项目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一个城市已经存在了 50 年。它有来自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近 3000 名居民。而且可以 毫不 夸张 地说， 大多数
居民都非常认真地致力于"整体瑜伽" 或其他一些严肃的方法的 精神转化 ，
因为 每个人都 被邀请去 寻找 自己的个人道路 。这是 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小城

，大多数城市居民走的是一条深入 而持续的启蒙之路。在这一点上， 奥罗维
尔的存在本身就是 一种非凡的成就 。


不太积极的一面是，50 年后，这座城市还没有建成。 它由 "临时" 建造的 房
屋 "同时" 组成。目前， 该市还没有找到一套能够 最终完成建设 的 治理体系
，从而促进 国际 影响力的 进一步 提升。



印度政府对这一项目的支持是值得赞扬的。 这种支持与英迪拉-甘地 在生命
的最后一刻 对 母亲的 承诺有关 ，因为他们有着 非常深厚的友谊。 这种 支持
对于西方政府来说是不可想象 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支持，谁也不知道 奥罗维
尔 项目能否 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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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奥罗维尔随处可见 ，尤其是在"Matrimandir" 附近的 "榕树" 脚下 。 这是 母亲写的奥 罗维尔 的章

程。
1.奥罗维尔不属于任何人。奥罗维尔属于全人类，但要想留在奥罗维尔，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做神识的仆人。
2.奥罗维尔将是一个永远教育、不断进步、青春不老的地方。
3.奥罗维尔希望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利用一切外部和内部的发现，它要大胆地走向未来的成就。
4.奥罗维尔将成为物质和精神研究的场所，为具体的人类统一赋予活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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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这 八年来 与奥罗维尔的接触， 可能 为 我 做好了能量上的准备，
并帮助 我 发现 我的存在之路，我的"整体瑜伽"。

二、结 论
意识的转变已经开始。
母亲和奥罗宾多的贡献很重要 ，因为它很 强大 。其实 ，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的
这种意识层面的转变 已经开始了，因为在 20 世纪中叶，超能者已经降临地球了。
其结果是，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人类向更高层次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变
化与 夏尔丹宣布的 Noosphere 相似。

这种变化 超越了宗教和传统的"精神"方式。
他们一生都会重复这样做。它不再 像奥罗宾多所说的那样 ， 通过宣扬"世界的幻觉
"来撇开身体的宗教方法 。 而是要 放下 "我们对世界的物理感知的幻觉"。这确实是
一个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我们考虑身体和细胞的方式的问题。因为正是从 我们细胞 的
转变 中， 发生 了超常的变化 。

启蒙之 路 作为 我们身体 细胞的工作， 变得 不可或缺。
因此， 本书 所 描述的入道 ，与世界宗教所指示的 道路相比 ，既不是 次要的，也
不是外围的 。它成为 21 世纪最伟大的创新 。而向这两位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创新
者致敬是很有必要的。
事实上， "整体瑜伽"和"细胞瑜伽" 成为准备接受我们身上的超灵 的主要途径 。因为
我们身体细胞的改造 可以为人类意识水平的改变做准备和加速。 而瑜伽也意味着
对身体的具体工作和 呼吸的学习 ，这在印度文化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超越宗教的 新精神定义 正在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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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和母亲 敢于在他们的身上 宣布 和实现对存在者的启蒙性转变。他们敢于
说，也敢于重复说，这条路是超越宗教的。在印度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
胆量。 但不确定 大家 是否听到 或深入了解 。
因此， 他们的两个项目"阿斯兰"和"奥罗维尔 " 也 很重要 ，这 两个项目 显然是精
神性 的 ，而不是宗教性 的 。 他们存在、工作、出名。 但不容易不落入"教徒"的窠臼
。2012-2013 年庞迪切里阿斯兰姆内部的冲突就是一个明证。

与本书中的存在之路一样的直觉。
我们发现，与本书所描述的通向存在之路，有着同样的直觉、同样的视野和同样的
特征。这两个证人是一束光， 以非常有创造性和独创性的方式，辉煌地复活 了人类
对存在者的启蒙 之路的千年知识 ， 丰富了它，并 增加了新的和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 20 世纪已经发生的超灵的降临。

第七章:
ALDOUS HUXLEY 和 HENRI BERGSON 的报告
在这一章中，我将向大家介绍 奥尔德斯-赫胥黎 和亨利-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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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 写出了 仅有的 一本 综述184 ， 将 世界各地 的 智慧和神秘主义 传给我们的
关于走向神性本身，或者说走向存在的精神道路的 精华 展现 出来 。他把他的综合
称为 "PhilosophiaPerennis" ， 即英文中 的 "Eternal Philosophy"，这是他从莱布尼
茨那里借来的术语 。 当然，他的综述 并不 详尽。 但它有存在的价值，也有包含珍
珠的信息， 我将 努力与大家分享 。
亨利-柏格森是唯一敢于描述西方神秘主义道路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的一本书中，他
用了几页的篇幅来论述它，被认为是神秘哲学中最美的一页。

第一部分： HUXLEY 和 "永恒的智慧"

1. 基本条件：热爱、纯洁、贫穷。
赫胥黎 在导言中185 很好地解释了《 佩兰尼斯哲学 》 首先关注的是存在的现实性，
以及自身的神性。他解释说，这个现实的性质是这样的，它只能由那些 选择让自己

变得有爱心、心地纯洁和精神贫乏 的人直接和立即领会。 这与耶稣的要求完全 吻合
， 尤其是在"戒律"中。 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不接受转化，就不能直接通向存在之
路，也不能通向自身的神性。
这个领域的知识是存在者的功能， 即 我们是 什么 ，而不是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
道什么。
这也是赫胥黎选择不给哲学家发声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哲学家往往局限于一种 过
度 的 精神 方式，而 很少 成为 真正的内心转变的 行动者 和见证者 。
我们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把 发言权交给 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们雄辩地讲述了走向 存在之光的内在转变 。

2. "Tat Tvam Asi"

184

Aldous Huxley： "永恒的哲学 ： Philosophia perennis "。Le Seuil，巴黎，1977 年。
p.9.

185Ibi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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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合成书的第一章， 讲了一个故事 ， 说 通往本体之路的基础和门径是在咒语上
打开的： "You Are That"（你是什么），这是梵文 "Tat Tvam Asi " 说的 。

斯维塔克图的故事："你就是那个人"
斯维塔克图 12 岁时被父亲送到一位大师那里学习《吠陀》。24 岁那年，他带着 十二
年的训练成果骄傲地回到了家乡。
他的父亲问他 ："你有没有 向你的师傅们请教过那种知识，通过这种知识，我们能
听到不能听到的东西，能感知到不能感知到的东西？"
而斯维塔克图也承认自己没有被教授过这些知识。
于是父亲让他在一杯水里放上盐，第二天把这杯水送给他。他问他盐在哪里，明明
是溶解的。他就叫他把盐水扔掉。斯维塔克图扔掉了盐水。但父亲观察到，盐没有丢
失，因为它永远存在。 他最后说 ： "同样在 你的这个身体里 ，我的孩子，你没有

感知到真，但它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在那微妙的本质中，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
自我。(梵文为 Swa)。这 真如，就是自性，而你，斯维特克图，就是那个186。"
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个小故事解释
了存在。
赫胥黎 把这个 故事放在 《永恒的哲学》一书的开头，并非偶然 。似乎无害。但它对"
存在 "之路的 描述远胜于我们的哲学家萨特和海德格尔 。
这个 故事就像 通往这条存在之路的大门 。

本体就在每个人的体内。
精神之旅的目的向我们解释了文本，是理解，实现具体的，生活在深度， 一个非

常简单的真理： 每个人都有神圣的（或存在）在他的内部。神性， 存在，就在 我
们每个人的 内心深处。 但大多数人类从未发现 它。

186

HUXLEY, Ibidem 第 15-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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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说明的学说属于本体论而不是心理学，属于不是关于个人自我的科学，

而是关于那个永恒的自我的科学，在特定的和个别化的月份深处，与神圣的基
础相同或至少相关。
根据那些已经满足这种知识的必要条件的人的直接经验，这种教导最简洁地表
达在梵文公式"Tat Tvam Asi"（"你就是那样"）中。阿特曼，或者说是内在的、永
恒的自我，与梵天一起是一切存在的绝对原则。而每一个人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自己发现这个事实，发现"自己到底是谁"。187
我们是存在之道的核心。这条道路从逐步发现我们是什么开始，也就是说，发现我
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存在。

8. 但存在也是超越人类的： 必要的 超越性
还解释说，显然神性、本体同时又是超越性的。 他引用了艾克哈特大师的话。
"上帝越是在万物中，他越是在万物外。
"他越是在里面，越是在外面。"188
而赫胥黎 自己也 解释了 这个概念，这也是《佩兰尼斯哲学》的基础。 这是" 超越"的
最好定义之一 ，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只有那是超然的，那是完全的他者，才能不被它所居住的事物所改变而成为内

在的。 佩兰尼斯哲学 教导说，认识事物的精神基础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
不仅在灵魂内部，而且在外部，在世界中，而且在 世界和灵魂之外，在其超越
的"他者" "在天上 "。189
这篇文字非常深刻，因为它解释了一个简单却很少说的道理。为完全化身在我们身
上，神圣/存在也必须是 ，同时也 是完全的他者。否则就会和我们混在一起，迷失
方向。只有那完全超脱的东西，才可能是完全蕴藉的，而不被它所住的东西的成所

HUXLEY, Ibidem p.14.
HUXLEY, Ibidem p.14.
189 HUXLEY, Ibidem, p.14.
187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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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因此，为了完全住在我们的内心而不改变自身，根据定义，神性、本体必须
是完全超越的。

9. "你就是这样" 是 通往存在的道路：我与存在的渐进连接。
咒语"你 是"让我发现自己内心的神圣，因此在同一时间发现我的存在，"我是"这个
神圣的火花，存在，这是在我，我的灵魂。因此， 在我 发现自己底层存在的 那一
刻 ，我发现我 就是这个神性的火花， 它就是我的本质。 我们甚至可以明确指出，
正是通过认同自己内心的存在，通过修习"我是什么"的 咒语，我逐渐发现，"存在"

就是 深藏在我自己的内心，因此，我逐渐设法与我最深层的存在，或者说与我内
心的神性相连接。而这需要一点时间，但道路并不复杂。恰恰相反。
因此，发现我内心的存在，就是发现我深刻的存在。这同时也是 我个人对 存在者之

路的发现。它是发现我的本质，发现我真正的本质，永远都是。而这种渐进式的联
系，在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内心的喜悦和光明。
6. 灵魂的深度
这是 300 年前威廉-罗 的一个 特殊的 见证，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综合资料，我
们会经常回来看。
"虽然上帝无处不在，但对你来说，他只存在于你灵魂的最深处和最核心的部分

。自然的感官不能拥有神，也不能使你与他联合。你内在的意志力和记忆力只能
趋向于神，却不能成为神住在你里面的地方。但是，在你身上有一个根或一个
深度，所有这些能力都是从这个根或深度开始的，就像从中心出发的线，或者
像从树身出发的枝条。 这种深度被称为灵魂的中心、基础或深度。这 深度是你灵
魂的统一、永恒 --我想说几乎是无限的 --。因为它是如此的无限，除了神的无限
，没有什么能满足它，也没有什么能让它休息。" (威廉-罗)190
这条路包括慢慢地揭开面纱，发现我们灵魂的这个底层，这个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的
根，一切都在这里得到滋养。
HUXLEY ， 同 上 第 14 页 William LAW 1686 -1761，是英国教会的 圣公会 牧师。他失去了在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教职，
因为他认真地拒绝向汉诺威出身的第一位英国君主乔治一世宣誓效忠。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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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时间和空间之外...

这个深度就是你灵魂的统一性、永恒性--我想说几乎是无限的-- W.Law 解释道。一旦
我们生活在这种与本体、与神性的接触中，我们就会有走出去的感觉，走出时间和
空间的感觉。而且还类似于一些濒死体验的描述191。
但 在时间这个问题上 ，艾克哈特大师的名言才是权威的。
"时间是阻止光线到达我们身边的原因。与上帝对抗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时间。不

仅是时间，还有时间的东西，不仅是时间的东西，还有时间的感情。不仅仅是
时间的情怀，还有时间的色调和气味。"192
还有艾克哈特的这篇非常优美的文字，关于人类灵魂的底层 。
" 灵魂里有一种精神，脱离了时间和肉体的接触，它从精神里滚出来，住在精

神里，本身就是完全的精神。正是在这个原则中，神是，永远是绿色的，永远
绽放着他有效的自我的所有喜悦和荣耀。有时候我把这个原理叫做灵魂的殿堂
，有时候叫做灵光，我刚才说它是一种火花。但 现在我说，它比这个或那个更
高大上，比天比地更高大上。 所以我现在用更高尚的方式称呼他... ...他是自由地
取一切名，空一切形。他是一个简单的人，就像上帝是一个简单的人一样，没
有人能够以任何方式来思考他。" 193
我们 将看到 ， 对于 大卫-博姆 来说 ，有两种现实，只有涉及的世界才是 真实的，
而且它是 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而牛顿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则是一种幻觉。

8. 谁是上帝？ 他是 不可说的。在他面前，言语反感...
赫胥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基础"。谁是上帝？上天赐予的？
而圣伯纳德的答案先放在这里。
191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濒死体验见证之一是 Eben ALEXANDER 博士： 《天堂的证明：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来世

之旅》 。Trédaniel，2013 年。
192
193

HUXLEY, Ibidem p.227.
HUXLEY， 同上，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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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上帝？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答案：他是谁。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适合永恒。

如果有人称神为善、为大、为福、为智，或类似的事情，就可以从这句话中理解
为：他就是""。194
这就是桑卡拉所说的。

因此，它不能用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来定义。正如经文所说，他就是那位"在他面
前言归正传"......195
还有老子说的。

从无名中诞生了天和地。
有名字的，只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各按其种。事实上，"唯有他永脱欲见秘要"
。 没有摆脱过欲望的人，只能看到结果。"196
最后是艾克哈特大师的这篇惊世骇俗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 他超越时间和空间，
触动了他的神性。
"当我从神性出来进入多重性的时候，万物都宣告：'有一位神'（个人造物主）

。现在这不能使我成圣，因为在这里面，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物。但在逃跑
的过程中，我比所有的生物都要厉害。我既不是神，也不是生物。我是我的过
去，也是 我的未来，现在和永远 。 在那里，我收到了一股推力，让我超越了所
有的天使。藉着这个推力，我变得如此富有，只要神在他的神工中只是神，神
就不够我用。因为通过 这样的逃避， 我察觉到了上帝和 我的共同点。 我就是以
前的我。在这里，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因为在那里，我是那不变的、能动万物
的人。在这里，人又赢得了他永恒的、将永远的东西。在这里，上帝被迎入灵魂
。"197

194

HUXLEY, Ibidem p. 38.

195

HUXLEY, Ibidem p.229. 奥义书的哲学在《薄伽梵歌》中重新出现、发展和丰富，并最终在公元九世纪由桑卡拉

系统化，他在这里被引用。
196 HUXLEY, Ibidem p.39.
197 HUXLEY, Ibidem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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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了，艾克哈特大师标志着神性的道路，超越了创造宇宙的埃洛因198。他还
解释了"存在者"的道路如何超越时间和空间，走向"一"，走向与"存在者"的统一，
走向感动万物的不朽。 然后在灵魂中迎来了神。

9. 不同宗教传统中的存在之路
而最后这些来自桑卡拉和老子的名 言，但我希望用赫胥黎的一些重要名言来丰富
这一章，这些名言描述了不同传统中的存在之路。

当一个人追随世界的方式，或肉体的方式，或传统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他
相信宗教仪式和圣经的文字，好像它们是内在神圣的），对现实的认识就不
能在他身上诞生。
圣人说，这三途就像一条铁链，绑住了有志于逃离这个世界牢笼的人的脚。
摆脱枷锁的人，就能获得解脱。(Sankara)"199
我们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也描述 过 同样的形象，铁项链 把人类锁在洞底，阻
止他们把头转向存在者的光亮。我们 也 看到，宗教不喜欢苏格拉底 ， 他 对宗教 有
批判性的看法 。而这种关键的眼光 对他 来说是 致命 的。

10. 神与一 的愿景：艾克哈特 是伟大的大师。
埃卡特大师的强大贡献就是这种与神性、与本体的神秘统一的经验。 艾卡特大师 ，
可能是受安特卫普的哈德维赫的影响， 是西方这种存在之路的主要见证者之一。他
作证说，当他一走近本体，他就有一种成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感觉，一个统一体
的感觉。他不再觉得人的主体与自我中的存在者之光有什么区别。埃克哈特大师在
中世纪，是耶稣所宣布的存在者之路的伟大见证者之一。
事实上，这也是宗教裁判所责备他的原因。幸运的是，他在审判前就死了。
"要衡量灵魂，必须用神来衡量，因为神的基础和灵魂的基础是一体的。"200

198

根据 Chouraqui 的翻译

199

HUXLEY，同上第 18-19 页。
Ibidem, p.2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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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进一步的是，艾克哈特的这篇精彩文字，也是 ONE。
"因为它虽然跌落，一直沉入神的一，但永远不会到达底部。因为这是灵魂的

本质，它永远无法理解其创造者的深度。而在这里，人们已经不能再谈论灵
魂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在那里，在神性本质的一。在那里，它
不再被称为灵魂，而是被称为无量的存在。"201
再就他对一的体会。
"认识的人，和他所认识的人，是一体的。简单的人认为他们必须看到上帝，

就好像他站在那里，而他们在这里。不是这样的。神与我在知识上是一体的
"202。
感谢赫胥黎，这篇综述包含了我们人类的许多宝藏 。而我在这里只给了其中的一小
部分。

第二部分：《柏格森：生命之路》包括一段穿越 "黑夜"的故事。

通往"存在"之路，往往要经过"黑夜"。我们不再看到很多，我们不再感受到很多。现
在是晚上。
亨利-柏格森203 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对这一难题有特殊论述的哲学家之一 。 对他来说
，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或者说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代表着最完整的神秘主义，
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沉思中，而是下来行动。
"毫无疑问，大多数（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都经历过类似于古代神秘主义的

各种终点的状态。但是，他们只是经过了它们 ：聚集在一起，在新的努力中

202

HUXLEY, Ibidem, p.25.
HUXLEY "Eternal Philosophy" p.25

203

Henri BERGSON： "Les deux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法国大学出版社，1955 年。(第 76 版)。见

201

第 240-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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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自己，他们已经打破了一道堤坝 ；一股巨大的生命之流使他们 重新获
得了生命；从他们增加的生命力中，产生了一种 非凡的能量、胆识、观念和
实现的力量。"204
通往存在的道路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转变。从来不存在永久退出世界的问题。所以
柏格森的描述让我们明白，通向存在的道路涉及到黑夜的通道。突然间，灵魂什么
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这种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我们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情况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个整合并使神秘主义者
的意志消失在神性中的问题，因为神秘主义者的行动，在第二个阶段也必须被转化
。
"但是，如果灵魂被思想和感情吸收在神中，它的某些东西就留在外面，它

就是意志：它的行动，如果它行动起来，就只是从它身上出发。它的生命还
不是神圣的。"205
然后就是许多西方神秘主义者所说的"黑夜"，按照 柏格森 的 说法，这是 （相当 西
方） 神秘主义的一个特点 ，它 决定在世界中活动， 如 奥罗宾多的 "整体瑜伽"方
法。
"...灵魂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有时是荒凉的。一段时间习惯了耀眼的灯光，它

已经分不清阴影里的任何东西。它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正在默默地进行着深刻
的工作。她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她还不知道这是要得到一切。这就是伟大
的神秘主义者所讲的"黑夜"，这也许是基督教神秘主义中最重要的，至少是
最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具有伟大神秘主义特征的决定性阶段正在准备中。
"它从它的物质中消除了一切不够纯洁、不够强壮、不够柔韧的东西，让神使

用它。她已经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已经认为自己在象征性的幻象中看到了
他，已经在狂喜中把自己与他结合在一起；但这一切都不是持久的，因为这
都是沉思：行动使灵魂回到了自身，从而使灵魂与上帝脱离了关系。现在是
上帝通过它、在它里面行事：这种结合是完全的，因此是确定的。"206

204

BERGSON， 同上第 240-241 页。

205

BERGSON， 同上第 244 页。
BERGSON, Ibidem 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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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灵魂超越了这个阶段，就会发现力量、简单、准确等，这是唯一可以做到的
事情。这是更深层次的转变。
"... 只能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过度生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激增。这是一种不可抗

拒的推力，将其投入到最大的企业中。平静地高举她所有 的能力， 使她看到
了伟大，无论她多么弱小，都能有力地实现。最重要的是，她看到的是简单
，这种简单，在她的言行举止中一样打动人心，引导她走过她似乎 都 没有
看到 的复杂 局面。 一种先天的科学，或者说是后天的纯真，就这样在第一
时间向她提出了有用的步骤，确定的行为，没有回答的话语。"207
最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是被爱所感动、所消耗的。
"因为吞噬他的爱，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对神的爱，而是神对所有人的爱。

通过上帝，通过上帝，他用一种神圣的爱爱着全人类。"208
而这种 爱 既不是兄弟之情，也不是亲情，而是另一种...
.... 迥然不同的是人类神秘的爱。它不会延长一种本能，不会衍生出一种想法

。它既不是理智的，也不是理性的。这既是隐性的，也是更有效的。因为这样
的爱和其他事物一样，是感性和理性的根本。与上帝对他的工作的爱不谋而
合，这种爱已经完成了一切，它将把创造的秘密交付给任何可以质疑它的人
。 它 .... 的 形而上本质 甚至比道德更重要.... 。 他想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人
类的创造......"....209
亨利-柏格森的这篇美文，强调了走向本体、走向神性的两个阶段。但据他说，在西
方还有第二个时间过得比较频繁。它是 人的意志被本体、被神性所转化、吸收。

结论
而正是在这时，我们可以说是从小我到深层自我的通道。只有这样，我们在世界上
的具体行动才会发生变化，变得简单、清晰和异常有效。柏格森以修道会的伟大创

207

BERGSON，同上第 246 页。

208

BERGSON，同上第 247 页。

209

BERGSON，同上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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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为例，如意大利的圣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修士的创始人，或克莱尔沃的圣
伯纳德，西斯特修士的创始人，以及圣殿骑士团。

第8 章:
集合式的生存之道。
人类的崛起计划

人类的飞跃计划：新的重生。

在这一章中 ， 我们将 谈论人类的升天计划。因为到 目前为止 ， 我们已经 把本体
的道路 描述为个体 向本体的内在光亮 的 上升 。
在我看来 ，这条 " 存在" 之路 也有一个 集体的 层面， 即人类的升天计划，它 被要
求走出 目前的洞穴 ， 集体 走向" 存在"之光。
尽管 我意识到我 在这里说的 和媒体整天宣布的是相反的 。
而 在本书的最后 ， 我想说明 ， 这种升天是 由 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 宣布 的，当然也
是由耶稣 宣布 的，由德夏尔丹宣布的，由奥罗宾多宣布的，由 《母亲》宣布的，但
最近也是由加州的威利斯-哈曼宣布的，他说的是新文艺复兴 。而大卫-博姆对量子
物理学的设想，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强化了威利斯-哈曼宣布的变革。
最后，这次 升天也是 我在本书导言中宣布的对 21 世纪挑战的一个 非常恰当的 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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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在 改变
也有可能 是变化本身在改变。有 可能正在 发生的 文明变革不再 像 前几百年、 几千
年的革命 那样 以 暴力方式进行，而是以非暴力 、和平方式进行。
就像欧洲城市的高中生游行一样，要求深刻改变 我们的政策 和经济体系的模式 ，
以 阻止 全球变暖 。
在比利时， 佛兰芒女 学生 与瓦隆人一起游行，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在一起和谐地游
行。这 或许是 另一个政治上 更团结的 比利时，它对 一个真正可持续和团结的未来
的共同愿景 正在 形成 ，或许宣告了比利时、欧洲和世界的 不同未来。

柏拉图： 哲学家被称为处理政治......在神圣的模式。
柏拉图的梦想 是，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 政治领袖要学会走出洞穴，进行一条走向
存在的道路，这是一种哲学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走向 美的光明。
因为要领导国家，一个人最好能走出洞穴，发现自己身上的光和 存在 的伟大价值
，即美、 善、 真。 一个人必须经历内在的转变。必须发现通往本体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哲学家们也必须接受从退隐中走出来处理政
治问题， 因此同意 回到 洞穴中 去帮助实现共同利益。210
当我们分析当代的政治辩论时， 令人震惊的是，直到今天 我们才明白， 柏拉图 在
2500 年前. 可能是 对的 。
当代 政治的公信力危机 使我们 感到 ， 必须看到一个新的政治家阶层的诞生，他们
有能力应对 我们 在导言中所 描述 的 21 世纪巨大的政治伦理挑战。是的，他们 与
柏拉图的愿景相似 ，并且有 能力实施这种文明的变革和我们认为绝对必要的人类
升天计划，就显得很有必要 。
而公民 个人也 有必要进行自我改造 。因为政治家本质上是选举他们的公民的反映。
所以，改变来自于市民。因此， 全民的"公民内在性"211就有了新的重要性。

210

e.)

211

Thomas d'ANSEMBOURG ：《从"我"到"我们 "》。公民的内在性：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为所有人服务 。2014.

这个说法来自托马斯。我觉得它很好，我在他的同意下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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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了"道德商业"的雏形。
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愿景并不是那么乌托邦。因为它 是 由世界上少数企业界 人
士 实施的。事实上， 跨国公司 的经理人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批有能力、有效率的
全球参与者。 因此，他们对我们文明的未来有了新的责任，有些人正在慢慢发现。
而我个人认为，这少数的 商业领袖肩负 着重要的 使命，并且正在执行中，有时比
我们的政治家还要好。
例如，我想到的是拉杰-西索迪亚和约翰-麦基最近写的一本关于商业未来的书212。"
负责任、有意识的公司"是一个首先追求善、美、真的公司，企业家向读者坦言，他
走了一条内心改造的道路。利润只是这种追求质量的结果，也是公司与员工、供应
商、投资者、民间社会和环境关系的特殊质量的结果，而这种关系必须是完全可持
续的。
而这些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谈及的 "解放企业"213 ，只有在执行董事本人经历了内心
的转变后，才会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 我们 当然 要 提到威利斯-哈曼和里纳尔多-布鲁托科于 1987 年创办的 "
世界商业学院214"。 最重要的是， 这第一项倡议 预示了 以下倡议 ： 因为 那时，"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等 其他 企业领袖俱乐部 应运而生。而在法国

例如 "APM"（

Association pour le Progrès de Management，管理进步协会）， 它 与 5000 名企业
领导人一起朝 这个方向 努力。
是的，柏拉图的思想在 21 世纪初，似乎有了惊人的新的时效性，至少在商业的这
一小部分内是如此。

耶稣 也宣布了 人类的升天计划，但不被理解。
我们在关于耶稣的一章中看到，天国比喻的深意 ， 大概是 提前两千年 宣布 这个人
类升天的计划。而有可能我们现在才开始理解这个信息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这个
212

John MACKEY & Rajendra SISODIA：《 有意识的资本主义：负责任和有意识的商业：重塑经济》Ariane trad 。

Fr，蒙特利尔，2016 年 。遗憾的是，本书中所述的"全食市场"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被亚马逊收购。而现在又
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213

Frédéric LALOUX， "重塑组织：走向鼓舞人心的工作社区"。 2015.

214

见其网站 https://worldbusiness.org/tag/willis-ha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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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危机 的 21 世纪 的世界来说，这个信息正在成为真正的好消息。 我们怎么能
对这个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耶稣似乎早有预料，因为他警告我们 ： "你们无论听多少，都不明白。无论你如何

努力寻找，你都不会看到。"215. 但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听懂216，但他们 没有。

蒂尔哈德： "复杂性意识 " 法则 导致 无圈层
有远见的 皮埃尔-德-夏尔丹， 在 1950 年向我们解释了他著名的 "复杂性意识法
则"。地球 上的复杂性越大， 人类的意识水平就越 有进步 。而根据他的说法，在这
个新千年的开始，我们可以见证 人类的倾斜 和 方向的根本改变 。 与其走向越来越
复杂、 分化 和分离，我们可以突然看到 人类之间逐渐和睦的转变，在爱中进步 ，
他称之为"Omegatization "。
人类 将进入 特哈德所说的"无球体 "，在 这个 " 无球体 "内， 人类 将逐步向一个
欧米伽点靠拢，这个欧米伽点就是宇宙基督 。而且 会走向更多的爱和更多的意识，
因为宇宙基督是一种光的原则，是无限的、神圣的爱。 无圈是意识和能量的更高层
次。这个Noosphere 也是 通过网络技术将全世界数十亿公民联系在一起 而 预示 和
象征的 。 但它 也表明了希腊语217 "我们"（νους） 的转变 ，它不仅意味着智慧，也
意味着精神和灵魂 。 因此， Noosphere 假设了 一种元气，是人类、人类的智慧、人
类的高级思想和灵魂的深刻变革 。
这正是 2000 年前某位耶稣向我们提出的： metanoia：深度改造我们自己和 人
类升天的计划。 因为在Noosphere，人类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爱、团结和共融的强
大Christic能量所吸引和改变，这将在最后的Omega（全人类的实现）中达到高潮。
蒂尔哈德说的没错，我们都在一起上升到更高的意识层次，但却 没有意识到，
完全是在沉默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人类绝对有必要走向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更公
正、更支持、更有爱心、更尊重自然和环境的文明。我们的集体生存岌岌可危。 而这
是年轻的学童在布鲁塞尔和欧洲的街头所宣称的。
我的信念是，我们 已经 进入了 无球圈 。 而我们越是进入其中，越是愤怒。因为

215

是引用以赛亚书 6:9-10 的内容 。

216

马太福音 13 章 16 节。

217

" nous"，而是指 希腊语的"我们"：νους - νος 对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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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 我们变得 更加清醒 ，看得更加清楚 。 因此 ，我们 比以前更了解 我们的工
业-父权-资本主义物质主义文明的所有功能障碍，它未能设想和实施一个可持续和
稳固的未来。
所以，在我们"圣洁"的愤怒的驱使下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新的意识水平正在 上升
的 积极的一面。 而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部分 进入了 Noosphere 。
因此，世界各地的公民，可能正在改变他们的意识水平，但却不知道具体的原
因和方式。但这种变化还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正在渗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我
们的个人生活和基本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新的问题在我们内心产生。而有些人觉
得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还有的人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全速前进......但却默默
无闻。

母亲与奥罗宾多 ： 人类未来的新的积极愿景。
我们看到，我们在拉梅尔和奥罗宾多身上发现了一个积极和令人振奋的 人类 未来
的愿景，这个未来 更有爱，更有 支持力， 更有 灵性， 我们被邀请 参加 这个未来
的 建设。
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是 由 母亲在 1965 年 夜里的幻觉中 看到的"
超灵"的 降临所 证明的 。
母亲 看到 ，一股 非常强大的神力 已经降临到 了 人类 身上 ，而且这股 神力 促成了
千百万人类的加速转化 。她和奥罗宾多 把这种 神力称为 "超神"。而奥罗宾多指出，
超觉是一种统一意识。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走向存在和统一的集体启蒙之路的相同特
征。
而正如斯里-奥罗宾多所说，这种超验的降临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 他 还 补充说
， 人类 要想生存，就必须改变自己 。
"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彻底改变人性"。218
这是一个非常 激进和强烈的信息 。而且很有话题性。

218

斯里-奥罗宾多：《 人类的未来进化：地球上的神圣生命》。由 Philippe Barbier de Saint-Hilaire 选择的 Sri

Aurobindo 作品摘录 "， 第 56 页。 Editions Ashram de Pondiché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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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哈曼：新文艺复兴
威利斯-哈曼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他 是 20 世纪"硅谷" 的伟大设想师之一 。而
在 1997 年去世前 ，他宣布了新文艺复兴。
对他来说 ，文艺复兴是由哥白尼 提出的 一种全新的 宇宙观（地球围绕太阳转），
以及 另一方面 发明并 投入使用的 印刷机 这一重大技术革新所产生的 协同作用 。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变化：文艺复兴。
而同样的今天，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的形而上学的变化219。我们
考虑物质和意识的方式将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哈曼 认为 ，我们将 从 M1 形而上学
走向 M3 形而上学。M1 宣称只有物质存在，意识如果存在，也是脑物质的散发。M3
则 认为 只有意识存在，它有利于物质的出现和转化 。我们是当前科学家辩论的核
心。
而 另一方面， 这个 21 世纪的重大技术革新是通过 互联网（"网络"） 将 全世界数
十亿公民瞬间连接起来 ， 而互联网必须保持 开放（开源）。
而 这种新的（形而上的）观点 与 网络 技术革新的 协同作用 ，正在创造一个全球
范围内的 新 文艺复兴 的 开始。
当然 ， 如果 我们正 处于 这个新文艺复兴的开端， 一些思想家，如 大卫-博姆、爱
因斯坦 本人、 特斯拉 也、 鲁伯特-谢德雷克 等 人， 已经或正在遭受 与伽利略，尤
其是乔丹诺-布鲁诺相当的命运，他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的花市。正如 前 哈佛
大学教授220 托马斯-库恩所解释的那样，一个 科学范式的深刻变化至少需要 30 年
， 或者说 一代人。 这需要时间。
因此，威利斯-哈曼宣布的这一新的文艺复兴， 强化了此前宣布的 全球社会能源上
移 的说法。

死后生命的证据： Willis Harman 和 David Bohm。
但威利斯在他的上述书中，更进一步。他还宣布，也将使我们的文明发生突变，就
是逐步发现死后的生命在科学上是不言而喻的。
219

哈曼 -威利斯 ： "全球心态变化" 1995 年和"意识新视野改变世界"。 法文翻译：Ariane，蒙特利尔，2014 年

， 见第 55 页。
220

库恩-托马斯： 科学革命的结构。 2018 年口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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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3 年 去世的大卫-博姆鲜为人知的发现， 让我们离科学肯定死后生命
存在的证据的时刻越来越近。221 波姆假设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现实中。首先是时空
上的"牛顿"空间。而第二种就是他所说的 纠缠 或卷入 空间。 而这第二空间是在时间
和空间之外的。只有 他坚持认为， 只有 第二个 纠缠 空间 才 是真实的 。 这 意味着
我们生活在 牛顿空间，而牛顿空间是一种幻觉 。
因此，死亡将包括离开这个虚幻的牛顿空间，进入错综复杂的空间，这是宇宙的现
实， 它是 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显然， 博姆的这一设想并不十分成功， 被婉转地 边
缘化了。 它今天 仍然被边缘化， 因为它对我们的科学方法的基础和现实的定义本
身提出了质疑。
威利斯-哈曼 解释说，这种关于 死后生命 的新证据 将彻底深入地改变我们的物质
主义文明的根源，因为我们的物质主义文明被一种巨大的隐性死亡的痛苦所支配，
因为它已经完美地内化了几个世纪。 而 这种苦恼或许就是"消费社会"的秘密引擎，
也是财产积累的秘密引擎。
这与耶稣所宣布的死亡的转变是一致的，而我们的唯物主义文明是无法理解的。因
为要理解耶稣对死亡的这种改造， 我们 必须改变地球上生命的定义 。 我们必须离
开唯物主义的定义，声称我们是一个或许有灵魂的身体 ， 即使灵魂的存在根本不
确定。而我们需要发现，我们是 一个灵魂， 是 一个 化身的 灵魂，这个灵魂已经接
受了化身，忘记了自己的本源，通过 对 我们身体、身体细胞和 DNA 的改造 ， 重新
发现它 。 我们需要逐步进入 M3 形而上学。

文明变迁的社会学衡量标准。文化的创造者
社会学家保罗-H-雷222 的 统计数字 和非常独到的方法 表明， 在 欧美国家存在着 数
以亿计的"文化的创造者"。 而根据我的消息， 我们可以说 整个 世界 有 一二十亿 人
。
这是一个辉煌但鲜为人知的证实， 人类的升天计划 在 21 世纪初真正开始了。而且
动作相当迅速。
221

TEODORANI Massimo： David Bohm：The Physics of Infinity. 2011.

222 Emergence of Cultural Creatives Trad EN. Le souffle d'o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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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 这 几百万 公民正在创造明天的后工业跨现代全球文化。他们正在悄悄地
带来新的文艺复兴。
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寻求内心的转变。它是一种背景电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弱
信号"。而这个维度的内心探索会有不同的形式。


在这个拥有 10 亿公民的伊斯兰集团中，印度妇女 如索娜-汗等223 人 ，在改
写和依法纠正伊斯兰教法 ，恢复妇女 与男子平等的 权利方面做了出色的地
下工作。亚洲穆斯林政府顾问 224 齐亚丁-萨达尔教授认为 ， 穆斯林世界有
很多"文化创造者" ， 至少有 2 亿人， 但没有人谈论他们。225



我们还要提到谢赫-本-图内斯，他是欧洲阿拉维派苏菲的主席。226他 确实 是
欧洲 伊斯兰教的一张 美丽 面孔 ，聪明、开放、令人激动的发现和未来的承载
者。



在中国 ， 根据菲律宾社会学家尼卡诺尔-佩拉斯 （ Nicanor Perlas227 ， 另类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的说法，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市民正在重新发现太极的
精神深度，以及 可以追溯到 八千年前的 中国精神传统。 但他们却被 当作 "
法轮功教派" 进行迫害。 这种 迫害使他们的人数增加 。 估计现在有 两三 亿
之多 。



在日本，228 像梅原武博士这样的顶级知识分子 非常清楚文明的变革正在 发
生。



在美国 ， 文创人员的数量接近 40%229 ，另外 60%的人有拒绝改变的反应，
在特朗普的催化下，很好。

223 email: sakhan@eth.net.
224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关于"Ziauddin Sardar"的介绍，他曾是亚洲穆斯林政府有影响力的顾问，1998 年 5 月出

席了布鲁塞尔"治理与文明"大会。
225

"治理与文明" 国际研讨会的报告。

226

Sheikh Khaled BENTOUNES ，《灵魂疗法》 ，2013 年 。 与伊斯兰教与西方：倡导共处"2018 年。他还在阿尔及

利亚组织了一次座谈会 (以法文出版) ， 与 世界著名女权主义者 就妇女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进行 对话 。他的最
新著作解释了伊斯兰教如何能够和应该融入西方。他还向纽约联合国提议设立一个世界宽容和共同生活日。
PERLAS Nicanor：《 塑造全球化：民间社会、文化权力和三折》。
nperlas@info.com.ph
227

228

Takeshi UMEHARA 《森林的文明》。 发表于"NPQ"1990 年夏季号 pp.22-31.

229

请 在 Paul H. Ray 的网站上 查看新的统计数据 ：www.culturalcreati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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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尤其是走向东方，我们看到拒绝 移民 的 政党重新崛起 ，但 或许 也
是文明的变化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人向他们解释这些持续变化的
积极意义。



或在俄罗斯， 对存在之路的探索 可能 比国内更深入 。230

而这种新的内在维度的深化，这种"公民的内在性"正是我们的新文明（后工业、后
资本主义和后父权制）面对 21 世纪的伦理政治挑战所需要的。

世界复兴的五个层次

我选择了冰山的形象，来说明 目前所有的变化有4/5是在水下。这意味着， 无论是在我们的媒体上还是在政治上
，它们都是无形的，从来没有被辩论过。一切深蓝色和浅绿色的漂浮物都被忽略了。
但20-30岁的新生代，也就是"Z"字辈的人，对这些地下的层面都是完全了解的，而舆论和媒体却不是这样。
而
为气候而上街示威的12-18 岁的 年轻人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善意地激进地表示：必须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

230

我们的 俄罗斯伙伴 在理论研究和治疗实践方面往往要先进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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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关：从死亡价值到生命价值：变革的动力非常强大，谁也阻止不了。

如果我们不改变任何东西， 我们的世界文明就会 受到 死亡的威胁。 因为我们发明
了两种 集体自杀 的可能性 ：核战争和有限世界的无限增长。
但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已经选择了集体生存， 这个无意识在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将死亡的价值观（集体自杀）转化为生命的价值观（人类要生
存）。
这是最低的层次。又冷又黑。我们不喜欢去那里，不喜欢呆在那里，因为我们不喜
欢谈论悬在我们头上的危险。我们宁愿忽略这种对我们生命的威胁。但它在我们个
人和集体的潜意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要知道，这种从死亡价值到生命价值的变化，是正在发生的 文明变革的非常强大
的引擎，这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硅谷斯坦福研究所成员威利斯-哈曼所指出的那样
： "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根本的变化之一：西方社会信仰体系的转变。任何政治、

经济或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我们思想变化的力量相比。 男人刻意改变自己的现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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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改变世界231 " 。 因此，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正在进行的文明变革。没有人
可以阻止它。

魅力的力量是变革的驱动力。
文明和范式的改变，其非凡的力量在于它里面蕴含着再造的潜力。为我们的灵魂、
思想和身体带来新的气息。 新的集体希望。"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引导
我们的世界文明走向一个非暴力和环境友好的未来。这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发生。
而一部分市民感受到了，意识到了，并感知到能量层次正在上升，即将主导文明的
新价值是更高、更微妙的能量层次，这让我们内心充满了魅力。因为只有通过改变
我们的世界观 和模式来增加能量，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232。
这个"重生"的概念来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写道：233 理性的、
机器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现代性已经 让 世界失去了活力。 而如果我们走出 今天 这
个现代性的 精神牢笼，我们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惊讶，重新发现魅力的力量。

2. 第二个层面 是 重男轻女价值观的死亡。
现在还很冷，在我们的意识里，它的地位相当低。我们的社会也不经常去看这个层
面，尽管它知道它的存在。很少有人说起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每天都要面对男性
和男性价值观对女性的支配，以及更多的女性价值观。因为我们正在目睹垂直的、
金字塔式的、傲慢的、操纵性的管理危机。我们并不经常谈论这个问题，但每个人都
知道并认识到，我们不会 仅仅根据指挥、征服和控制（CCC） 的价值观 找到解决全
球问题的办法。 我们深知，为了保护我们美丽的蓝色星球 ，我们 迫切需要一种新

的鸡尾酒价值观，即尊重、 依赖、团结 ， 更 柔和， 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更"金"，更有
女人味 。 父权制已经成为过去 ， 失去了其古老的合法性..... .但它的尸体还在移动，
因为它还在继续压迫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妇女!
新兴的新文艺复兴邀请我们在新的共同创造的文明中重塑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
231

威利斯-哈曼 ："全球心灵变革" 1995 年和" 意识改变世界的新视野"。 法文翻译：Ariane，蒙特利尔， 2014

年。
232

往更高的层次上走，改变你的模式，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

233

页。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英译本：Plon/Pocket，2010 年， 见 第 117、134、177 和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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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3. 第三级 是 现代性的 终结 和跨现代性的开始。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意识，但是我们今天越来越感受到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对于那些仍然是 100%现代的人来说，例如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不可
能，也很难理解我们可能正处于改变模式的过程中。因为从定义上看，现代人并不
自觉地处于一种范式之中，因为他们生活在 客观性之中，所以

生活在 理性和

公正的真理之中234。
现代性无所不在，但已经失去了它的合法性。E.莫林说得很好： " 如果把现代性

定义为对进步、对技术、对科学、对经济发展的无条件的信仰，那么这种现代性就是
死的。235 »
我们已经进入的跨现代性，其特点是伦理和意义的回归。而最重要的价值，也就是
明显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是 共同迈向可持续世界的绝对紧迫性。任何不朝这个方向
发展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会被礼貌地--或不太礼貌地--拒绝。
新形而上学 M3 发现，意识先于物质。236能让物质发生的是意识。这就是等待我们的
新的哥白尼革命。
4. 第四级 是 工业经济 的终点 。
很多工业型企业正在我们眼前死去。而大多数人已经 用机器人 代替了 人类 。而且
， 这个建立在 无限量 增长基础上的"工业社会" （越来越多的水泥、砍伐森林、污
染、消耗地球资源......），正在引导我们走向集体自杀。因此，它越来越明确地被市
民所拒绝。

而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了非物质经济，这是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 但它仍旧 在
惯常的"老" 产业类别中 运作 。最好的例子是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
），它们赚了很多钱， 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是最富有的王朝......目前，但他
们已经回到 了无限量增长的工业资本主义 逻辑 。 与乔布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提
供任何可信的 团结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愿景。

234在已经引用的他的书的第一章中向

我们提供了对这一困难的最好解释。

235

Edgar Morin：" Les sept savoirs nécessaires à l'éducation du futur" ，Seuil Paris，2000 年。

236

E=m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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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在哈曼 （W. Harman）、 德鲁克 （P. Drucker ）以及 哈兰-克利夫兰
（Harlan Cleveland）等其他很高水平的思想家去世 后 ，加州的思想水平下降了好
几个层次。
因为必须 认识到，这种 非物质 经济 在质的、人文的、双赢的模式下，在 知识共享
的基础上，才能 发挥 最佳的 作用。 而且这种新的运作方式 更有效率，更符合道德
规范 。因为它的 增长 观念已经有了质的 变化，因此也是可持续的。这种经济在未
来将以透明和道德 （transmodern） 为主。否则，它将没有未来。 为帕洛阿尔托的
超人类主义者感到遗憾237，他们不问自己任何道德问题 。
5. 最后我们来到 第五个层面，政策的转化 。
这是唯一可见的。我们正面临着政治信誉的差距，这种差距每天都在扩大。在全球
范围内，所有的金字塔机构都处于危机之中：政党、教会、工会、大学、金字塔企业
、医疗和公证机构等......如果它们还没有死，因为它们被指控腐败、缺乏透明度，或
者更严重的是无能，因为它们无法回答我们集体生存的问题，更不用说我们文明的
意义了。
而在这个层面上， 政治变革又一次 来自于公民。

许多公民的倡议
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倡议238 开始让人们对这种重塑政治的力量，对意义、透明度和道
德的回归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几乎拥有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所有方法239。而我
们正在 集体智慧中共同实施 。 而所有这些创新都是新愿景的一部分。一种新的文明
正在 自下而上，从各地 涌现。

新政策：家用灯和有限授权

237。
238

例如参见法国电影《Demain》 ，以及我的书中引用的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

2392015

年 5 月 ， 我与 Ariane Editions 一起 在图卢兹 组织了 一次关于未来世界新解决方案的座谈会。结论是

，我们已经掌握了 80%的解决方案，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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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政治将是道德和透明的。它将为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这就是 2500 年前 柏拉
图所宣布的。 而 柏拉图的话题性又变得惊人。
政治的转型从 终生政治生涯的结束 慢慢 开始 。明天的政治家可能会被"召唤"去做
一两届，然后回到自己 原来的行业。在欧洲层面，意大利"五星"党将政治授权限制
为两个。对法国的"移动中的共和国"也有同样的直观感受。终身告别政客!

文明变迁的背景情况

在分析了 正在进行的模式转变和文明变革 的微弱 信号之后 ， 现在 的问题是 ，在
未来的几年......或几个月内，这种文明变革如何才能具体发生。
当然，这里我们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1.

一般的崩溃。

巴勃罗-塞尔维涅等作者240分析了某些文明崩溃的条件。他们发现，我们的工业文明
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全面崩溃的所有必要条件。这是事实。是的，工业文明是会死的。
但好消息是，工业构造板块 可以 从 新的非物质的 和可持续的 板块下面经过。突然
间，我们会看到 这种 新的、更有道德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会有一个转变，权力的转移。构造板块的转变。
阿塔利的一些书也支持消极的内爆方案241。 但遗憾的是， 阿塔利看到的 只是工业构
造板块。

2. 一场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带来了新的文明。
另一种情况是，我们 也许在 2019 年和(或)2020 年，正在走向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例如，造成股市和美元，也许还有欧元的价值大幅下跌， 对人民、企业和我们社
会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各种后果。

240
241

Pablo SERVIGNE拉斐尔-斯蒂文斯："一切都会崩溃。今人使用的折叠学小手册》2015年。
ATTALI Jacques："十年间全毁了" Fayard，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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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做广告而宣布的内容。事实上，它已经宣布，在 2018
年春季 和 2019 年， 经济金融危机 的可能性 /可能性 可能比 2008 年的危机更深、
更重要 。
但 媒体上并没有怎么谈及此事 。因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人们从银行提取资
金 ，这 将导致我们所有的欧美银行立即崩溃，因为他们的货币储备不足。
好消息是，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危机将导致经济和现有产业体系的局部
崩溃和丧失信誉。但它 也 将 凸显出 新的非物质经济的给予和分享的 存在 性、 合法
性和 一致性 ， 更广泛地 凸显出 我们所描述的新文明 。
而只有在危机过后，一些政治领袖才会第一次发现 他们的孩子们 已经 游弋 多年的
新文明逻辑 ，并 为之 在街头示威。
而且 在"软"模式下，也可以顺利完成。这种情况不能排除。
譬如，让我们的看一眼 代表 40 亿公民的242金砖四国的非常接管。 它是以最平淡的
方式发生的。他们宣称要摆脱美国的统治，而美国却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他们还大
胆地在自己中间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新的世界银行，甚至还有一个
欧洲式的货币蛇。而在 2018 年的几个月前，中国人宣布--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以人民币可兑换成黄金的方式购买石油，只在香港购买， 不
在伦敦 购买。但此前，所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人都被美国杀了：萨达姆-侯赛因、卡
扎菲等。但这一次，什么都没有。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完成的，但不
幸的是，也是在西方媒体的冰冷沉默中完成的，西方媒体 宁愿忽视令人不安的事
情。
因此，"软"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3. "一切照旧"遏制市民焦虑情绪
不幸的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是："预计不会有重大变化"。我们仍然停留在 "一
切照旧"，即"生意照旧 "的短期愿景。当然年轻人很挑剔，但据说从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开始，历代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无事可报"的情况下，主张不听那些喊"狼
来了，狼来了！"的人的话，因为没有狼会出现。

242

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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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政客们更喜欢后一种情况。以及为什
么他们宁愿不解决变革问题。但我 终于 明白，这 是因为 在政治上，变革实际上是

不可能 "推销"给 公民的，因为变革让他们如此焦虑。 归根结底，公民更愿意选择
让人放心的谎言，即使他们潜意识里知道这不公平。

政治上的"小"机会窗口...
而只有在灾难过后，政治家们只有几天时间（机会之窗）来推动大胆的改革，而且
，这些改革必须作为解决公开而明显的危机的最终方案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进入第二种情况，即非暴力的板块变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因为几天后，"机会之窗"关闭，政客被迫回归日常生活，这并不可怕。否则他将被
推翻...
当然，除了在战争时期。丘吉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争结束后，他并没有在权
力上生存多久。

4. 第四种完全积极的未来方案
我的第二本书是以完全积极的、非暴力的情景开始的。而这个场景是献给威利斯-哈
曼的，他始终坚持要宣传积极的场景，因为根据他对新 M3 玄学的设想，通过谈论
它，你有助于实现这些场景。意识使物质发生。
它讲述了从 2020 年到 2060 年，世界及其主要机构如何被彻底改变。经济、金融、
国防、军队、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都在中
国民选总统张夫人的领导下优雅地进行着。
以至于在 2060 年，教科文组织不得不要求历史学家写一本书，向新的一代描述他
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生活的 2000 年的世界。

第 8 章的结论： 可以期待的是
在导言中，我们已经介绍了 21 世纪 的重要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应对这些影
响我们生存的巨大利害关系， 人类 必须 提高其意识水平 。 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一个
很低的精力和精神层面 ， 我们 就 无法实现这个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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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后一章的最后，我们可以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这句话来结束，这句话243是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的标题 ： 希望是允许的。
是的，人们可以希望。因为我们正在默默地为自己的个人和集体做准备，以提升意
识的层次。是的，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公民正在发现和实践的存在之路，这条存在
之路引领我们走向个人和集体的转变，使你们更接近升天，更接近一个完全可持续
和团结的更高文明。
是的，人们可以希望。

243

可以寄希望于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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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论
通往存在之路： 同感 录

"看哪，神的女仆"
我在这条新的道路上越是 前进， 马利亚回答天使加百列的话 就越是强加在我身上
， "Ecce ancilla Domini, I am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 let it be done 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244。 是的，走向存在的道路每天都在更清楚地要求我采取一种无条件
接受的态度，一种更"金"、更被动、更女性化的态度，一种对存在和 神灵 的开放态
度，超越我的自我 和我 内心的 父权制 ， 很好地 拧进我的 深处。 谢谢你 Hadewijch
。

我对人类的新定义：我是灵魂的化身... ...
我 也 意识到， 我的" 存在"之路 彻底改变 了 我 对我 在地球上生命 意义 的看法 和
理解 。我 不是一个 可以或许有魂灵的身体 ， 正如 我们 仍旧占主导地位的 现代文
明 和物质文明所申明的那样。
相反 ，我是 一个 神源之灵，也是 一个 接受了化身 在 具体家庭中的具体身体的灵
魂。 而每一次化身的目标 ，都 是为了 更好地 重新发现 每一次，我的神性起源 ，它
被 我的良心隐藏在"不知道的面纱"后面。 因此，我也有 可能 有好几个化身245。
这种远见 在亚洲已经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也有很多人知道，也有很多人教 。我们
所处的这个化身生命的利害关系，正是为了"回家"，找到我们的神源，我们的存在
。 这就是"存在"之路。
但 现在 在我看来 也 越来越 清楚， 我在地球上的生命的利害关系，就是 要 彻底通
过化身为 磁石 ，通过改造 我的 身体，这是 我的 主要工具。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目

路加，一，38。 这是我年轻时的拉丁文名言： "Ecce ancilla Domini, fiat mihi secundum verbum tuum. "
ORIGENE 是唯一一位谈到轮回，并对轮回进行深入思考的神学家。这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伟大的神学家，非常具有创造性和直觉性， 185年 生于
亚历山大 ， 253年
死
于 提尔， 深深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开端 。 但 300年后 ，他被君士坦丁堡会议在553年谴责，
它也谴责了轮回的概念。幸运的是，他被圣托马斯-阿奎那改造了。但不是轮回的概念。
24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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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就是像特哈德所说的那样，将物质精神化。 这就是 21 世纪我们在地球上生活
的利害关系。 这 也是 我 在本书中做法的 关键所在 。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而我们发现，这正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宣布的。我们必须走出山洞，进入光明。
而我们的内心也有那神圣的光芒。因此，这是一条外在的道路（走出去，离开，脱
掉铁项），也是一条内在的 道路（发现 自己身上的存在）。而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
的教育的本来面目。这并不能让他满意。

但这也是耶稣所说的
而这也是耶稣的信息，他邀请我们走在 存在的道路上。尽管 在 我 八年 的 神学研究
（博士） 期间，没有人对我说起 过。
而这种方式是《圣经》所描述的 ，《圣经》 告诉 摩西 在燃烧的荆棘丛中， 从上帝那
里得到了《 圣经》的主要咒语： "我就是那东西" ： 这是 《圣经》中的上帝亲自指明的
方式 。 圣经》说，摩西的坟墓也 没有找到 。 他可能是《圣经》中的第一位先天高手。
而 《圣经》 中又 说到 先知 以利亚乘着火车飞到天上 。 因此， 我们可以 说， 摩西 和
以利亚是 《 圣经》 中的 前 两位 "升天师"。 而耶稣是第三个。 他显然是一位"先天高
手"。

耶稣 ：道成肉身
而他提出的道路是以一种完全体现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禁欲主义，没有僧侣主义，
没有独身主义。这些都没有必要。相反，我们必须 最大限度地利用 我们的化身所给
予的工具 ：与自然的接触，与沙漠的接触，与河流的接触（约旦），与可以被治
愈甚至复活的身体的接触（拉撒路 ）。 耶稣与"罪人"同吃同喝。
而且 --我越来越觉得-- 耶稣也 邀请我们 过有意识的、神圣的性生活。 他 先是在他的
启蒙仪式 上体验到了 ， 然后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一起完全 生活在了 一起，她也是
一个伟大的 启蒙者 。而这种自觉的性爱 本身就是一条 简单 而直接的通向神性的道
路 。条件是我们的意识越来越多地与父亲、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物、与我们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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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物相 联系 ，以至于我们感觉到在统一体中，才能感觉到并生活在"父亲/母
亲/存在物和我是一体的"。
但在这个重要的课题上，沉默了 2000 年 甚至更久。

不朽与超越
这种 与 神性的统一同时是内在的（神性的国度就在你的内心） 和超越的（哈德维
赫的愤怒是因为爱逃离了他）。整本书都是 关于 它的。 而它是 A．赫胥黎 在 他的"
永恒的哲学"的开头 ， 最能解释 超越的意义 。

哈德维奇带着热情和激情走上了 通往神爱的 阴路 。
而像安特卫普的 Hadewijch 这样的杰出女性，则带着激情和热情走上了这条"存在"
之路。她的道路，以及 许多 12 世纪的女乞丐 的 道路， 直接 与通过爱的存在 相连
接。 哈德维赫称神灵为"我的爱"。而 Hadewijch 达到克服自我的阶段，并与他的"情
人"/存在以直接、直观、同时是身体和精神的方式统一。但她也将面对柏格森宣布的
信仰之夜。因为存在是内在的 ，但 同时 又是 超越的。 因此，她也会强烈地体验到
连根拔起 ， 可怕的孤独和难以忍受的痛苦。 她甚至会敢于指责自己的"神仙情人"
的 背叛。 但她的能量水平，她的光芒体光的流畅性已经跨越了时代，直到今天。哈
德维奇象征着更多的阴性的神路。而这是 当代方法中的一个基本贡献 。 如果没有神
圣女性的这种贡献，我们肯定无法建设新的可持续文明。它是必不可少的。但千百
年来一直被否定和抹杀。

鲁米是唯一一个敢于走上爱的道路的人。
敢于走上这条全情投入的道路的男人不多。最伟大的可能是 12 世纪的伊朗诗人和
神秘主义者 Rûmi ，他深刻 地 影响了 世界苏菲主义 和神的方法。

母亲和奥罗宾多增加了超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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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斯里奥罗宾多增加了一个新的元素 。 他们在 1950 年左右宣布 ， 超能者（
Supramental），一种非常强大的、变革性的神人能量 ，已经降临 地球 ， 它 已经
在地球上千百万人类的 心灵 和身体 深处 做着 巨大的变革工作 。超灵宣布并实现了
人类被邀请进入的新的意识层次。而且它 还促使我们的身体和意识 一点一点地 改
造自己， 以 同化这种奇妙而又非常强大的能量 。 他们自己也一直在努力。

...这让德-夏尔丹 和 Noosphere 想起了... ...
超灵唤起了 我对 德-夏尔丹的憧憬，他在 1950 年宣布，在 21 世纪初， 我们个人
和集体将进入"无圈"，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意识、道德和爱的水平
将越来越高，直到它在 Christic 能量的 Omega 点达到顶点。 而我们已经在这个
Noosphere 中。

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升天计划正在实现。
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而这个新的构造板
块，这个新的文明逻辑正在我们眼前的街道上发展，同时也在 一些 道德和创新企
业中发展 。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经济、知识和后父权制的争论都没有被主流媒体所
关注。而在宗教之外或宗教之内，寻找新的内在光芒的"文化创造"公民，数量应该
是一二十亿。所以，有希望的理由。

这条路改变了我们的细胞和 DNA。
而这种与我们内在的存在，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合一的道路，逐渐改变了我们身体
的细胞 ，并 作为 细胞的能量和振动 觉醒。它 还能 激活 我们细胞的 DNA，从而也
改变了细胞。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像耶稣的身体一样，变得更轻、更亮、更有变化，
但没有人看到。除了那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转变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 如果我们
的身体完全转变了，我们就能够在耶稣的帮助下，不求更多的帮助，通过和我们转
变的身体，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度过死亡。只要我们敢于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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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激活了已经在我们体内的神圣之光... ...
一路走向本体，引导我们激活已经在我们身上的神光，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力
量，这是由我们的灵魂照亮的 。 于是 我们越来越多地改造我们的细胞和 细胞 的
DNA ，从而改造 我们的 整个肉体 。而这种转变会逐渐将我们引向新的、未曾察觉的
意识领域，如果且当我们的疏离足够深的话。

1°假设 ：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的变性
因为在我们尘世生命的尽头，当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和 DNA 都得到了充分的改造
和变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度过死亡，继续以 高能量的 人形出现 ，就像 复
活节早晨 的耶稣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升天， 同时继续 以我们强大的
、非常光亮的灵体 存在，对一些人类可见， 但对 大多数人却看不见。
唯一的 主要 障碍是我们没有充分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尽管耶稣邀请我们做
比他更大的事情246。所以我们的良心 并没有 实施 这种转变。 但 我日复一日地努力
敢于相信它 。

2°假设 ： 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改造，我们就会死亡。
反正要么我们的身体就会死。但因为我们的灵体 已经有了部分 的转变，已经变得
非常的光亮、强大和稳定，所以我们 更快、 更 容易地踏上我们的能量双 。 而这个
光体 更 容易 成为 我们来世的载体。它 让我们通过它的光辉，不在但丁所描述的星
体世界中停留，而迅速地升向神圣的光，这才是我们的真性情。我们的发光体显然
会超越时间和空间。它 将 具有全息图 的一致性 。全息图的定义是由各部分组成的整
体。因此， 全息图是统一的象征，是"一"的象征，因为它的 所有部分都在"一"中 。
而我们要上去，在不同的天空中，由但丁在《神曲》 中 诗意地 描述。而我们升得越
高，就越是在无条件的神爱的暖光中。

在光中和无条件的爱中存在的道路的顶点 。
246

约翰福音第 14 章第 12 节。 "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事他也要行。他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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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升我们的是我们按照神性爱的能力。而这种 爱将是让我们尽可能接近那位的关
键。而这种神性的爱，是从我们作为一个日益 实现的神性存在所能给予自己的爱开
始的。 "爱邻如己"。"如自己"才 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如自己"直接指的是我们的神
性，也是《圣经》的基本口诀"我就是那有的"。 它是存在之道的最高境界。我们 将趋
向于完全和充分地吸收在神性、在 本体、在一体中。
Marc LUYCKX
2020 年 3 月 20 日
www.marcluyckx.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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