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守护者集体转化网络直播文字记录 

2020年 4月 7日 
 
 
 
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的网络聚会，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关于集体转化的。我是 Rosy 
Aronson，艺术工作者，也是“智慧守护者卡牌”的创作者。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精神
和表达艺术咨询师、教师，我也用全然的允许、消融压力和拥抱未知来融入我的工

作。如果说这些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绽放的，我们每个人越是

彻底地信任、尊重和表达我们的真实本性，我们就越能共同创造更多魔法。 
 
如果在这个星球上有什么时候需要有益于集体，并真正赋能的魔法，那就是此

时此刻了！ 
 
 
 
本次网络直播的目的: 
我今天最深的意图是代表我们所有人，请求智慧守护者的引导！如果你被这次直播

所吸引，你可能和我一样，感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多么矛盾重重：很多了不起的事

正在发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觉醒，我们正在打破旧有的模式，以极大的慈悲、

诚恳和共融的方式相互连接，一些时候，它会让人感到莫大的希望和努力的方向。

另一些时候，当我们环顾四周，似乎看到的尽是苦难、压迫、恐惧和腐败。我们正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不公正和感官超载。我们敞开心扉、冲破喧嚣的能力从未

像现在这样，在经历如此严峻的考验。 
 
如果我们的物种不仅仅要生存下去，而是要繁盛生长，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荣耀和尊

重我们的独特，同时承认和拥抱我们的相互联系。即使我们正处于一场刺激过度、

焦虑或麻木心扉的风暴之中，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保持脚踏实地、临在和关怀。 
 
2015年，当“觉醒的 64张面孔”（也就是“智慧守护者卡牌”）问世时，我最深的意图
是要重新唤醒、回馈并庆祝世界的灵魂。我想以此照亮每个人最伟大的独特性，同时

也邀请我们所有人进入可以超越”自他”的深度亲密体验。 
 



 

 

今天，我将与你们分享的这些面孔，这些智慧的守护者们，他们展现的是我在这个

世界上最渴望看到的和平、爱与知晓，同时我也会分享我自身的体验。 
 
为了荣耀此次的直播，也为了回应我很容易称之为的“集体危机”（内在的危险和机
遇并存），我抽取了这次集体转化的排阵，与大家分享。



 

 

把你们都放在心里，我呼唤了四位智慧守护者： 
 
－一位代表我们人类家族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位能反映出我们所渴望的结果，即这场危机孕育的祝福和机遇 
－一位反映的是，要优雅地应对这场危机，我们最需要关注和拥抱的阴影 
－最后一位向我们反映的是，我们内在和外在的世界中，可以孕育的终极礼

物 
 
我将与你们分享这些智慧守护者，以及他们在“内在指南”（卡牌中的小册子）中的故
事，以及他们为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智慧礼物。 

 
对于每一张卡片，我都准备了一些支持性和相关的提问，供您自己的内在探索。（您

也会得到这些探索性提问的 PDF文档）请用它们作为写作的话题，或是您生活中与
人对话时的主题。我鼓励你邀请你的朋友、家人、伙伴、共修和创造性的合作者们参

与到你的探索中。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智慧守护者（职业咨询师等等——译者注），
你也可以找到原创的方式将这些主题融入到你的服务中，与您的客户、学生和关注者

分享您演生的洞见，让这些智者贡献于你的对话。我最深切地希望，这四位智慧守护

者能够鼓励我们践行，并更深入地与世界交融。 
 
如果你已经有一套智慧守护者卡牌，你可能会注意到，我将在 PDF文件中分享的提问
是与小册子里的不同的。这次的集体排阵，我对问题进行了修改，以应和我们共同努

力的更宽广的转化。 
 
在结束之前，对于那些想要继续把智慧守护者带到你们工作中的人，我将与你们分享

更多智慧守护者卡牌的资源，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我将与你们分享我创建的一个在

线自学课程，你可能会喜欢，它叫做"完整智慧之轮"。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慧守护者神谕卡的人，让我快速地分享一下我将抽取的这四张卡

中的基本元素。 
 
 
每张卡都有: 

 
一个数字:每个智慧守护者都代表 64种原型的一种，这些原型是从易经的 64卦及其
相关的智慧中推导出来，包括 64把基因钥匙。 



 

 

（基因钥匙——由英国作者、导师 Richard Rudd始创，详见 genekeyes.com ——译
者注） 

 
三个字眼：每个智慧守护者都与三个基本概念相关，即阴影、天赋和悉地，正如理

查德·拉德（Richard Rudd）在《基因钥匙》一书中阐述的那样，这些原型定义了意
识的光谱，代表人类生存、服务和臣服的不同波段相关的原型体验。阴影源于荣格

心理学，而悉地是一个梵语术语，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有使用。



 

 

阴影：当我们殚精竭虑地生存时，恐惧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阴

影地带，我们的阴影可能用压抑或应激的方式来表达。 
 
天赋：当我们更倾向于服务他人、荣耀自己，而不是忙于自保时，我们会更自然地与

他人分享我们的礼物，并在世上有一种融入感。 
 
悉地：当我们进入一个纯然扩展状态，并完全放弃我们的分离感而进入整体时，我

们就进入了悉地的领域。 
 
了解天赋、阴影和悉地在我们的一生中是如何互动的，可以帮我们以更深的慈悲和耐

心与智慧守护者相处，也和我们自己相处。这一切都是为了照亮我们人类意识的整个

光谱，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对别人更善意，并把更多慈悲投注在我们的生活和周围

的世界中，也才能感知到更广阔、更深远的未来。 
 
你会留意到，每一张面孔都被有意地注入了普世却又独特的符号，反映了智慧守护者

所体现的独特天赋。 
 
智慧故事：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智慧守护者都有一个原型化，但却非

常个人化的故事。 
 
赠予你的礼物：每个智慧守护者会赠予你智慧和指引，因此，尽管这个故事对智慧

守护者来说非常具体，这份赠予确有普遍意义。 
 
 
 
让我们做一个深呼吸，从一首诗开启我们的旅程…… 

 
这首诗出自我很好的朋友 Prem Tanmayo，也是一位拥有深厚智慧的守护者。如果你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卡，或者计划入手一套，这首诗就在卡牌的小册子里，名为“人
的脸庞”。 

 
 
 
人的脸庞 

 



 

 

无限，把她的故事写在脸的轮廓上； 
活色生香反映着终极实相的光辉 
探索者们，你只消将目光投向这圣灵的脸庞 
臣服、敞开、接收 
浸入于生命之光 
当我们独自呼吸时，所有的“他者”都消融了 
我们一起，与心灵会面 

 
~Tanmayo Lawson 

 
 
 
 
我们的集体危机牌阵 
好，现在让我们摆出我们的集体转化排阵。 

 
 
 
第一张：这位智慧守护者来到我们身边，代表我们作为人类大家庭共同面对的

挑战。 
 
 
挑战-7 

 
真正的领导者是最好的倾听者。 

 
天赋：指引 
阴影：分离 
悉地：美德 
~理查德·拉德 

 
 
 
 
我的智慧故事 

 



 

 

我小时候，很崇拜村子里爱好和平的长者。成长过程中，我的乡亲们经历了越来越多

来自外部世界的压迫，新的领导出现了，他们觉得以恶制恶是最好的方式。 
 
一开始，我躲了起来。我把我的权力交付给那些维护我们祖先和平生活的长者们。

但是，当我的村子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时，我又把我的权力交给了反攻的领导者

们。我们家乡越来越分崩离析，我也眼看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敌人。我厌倦

了把我的权力交付给独裁者，他们从来不会费心过问我的想法或感受。我厌倦了等

待别人做出正确决策，所以我自己站出来，作为领导者为我的人民和正义而战。 
 
多年来，我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我总是确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一种深深的野心

在我心中滋长，它被一种洪荒的怒气驱使着。有一天，我斥责了一位不顺从我的小女

生，她的眼泪告诉我，我已经迷失了方向。从那天起，我放弃了领导，开始选择倾听

——我发现，村子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智慧，能够为我们的未来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我不再被恐惧压迫，或渴望认可所驱使。我不需要人人都懂得我的领导和行动

的方式。现在驱动我的是被一种对服务的深切热爱，我相信，没有健康、自由和自主

的个人，就没有所谓健康的集体。 
 
我在引导人群的时候，越少干预，就越会发现每个人的智慧，他们的天赋会自然浮

现，我带的预设和议程越少，沟通就越深入，行动也越有变革性，而实施目标也就越

来越顺利。我们走向未来的途中，将会有越来越多领导者像我这样——我知道这是真
的，因此，即使在动荡的时期，我也信任着人性。

 
我赠予你的礼物 

 
我在这里赠予你的，是真正的领导力，它不是强加议程或干涉别人的生活，而是在幕

后赋能给人们他们爱的力量。不要让恐惧压迫或对权力的饥渴驱使你，让对服务的热

爱为你助力。我在这里为你带来真正的指引，我认得你内在的智者、自由的领袖，并

协助你们信任自己的方向。我在听。 
 
集体思考的问题 

 
这张牌出现时，我们要知道，这代表的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所面临的挑战的本质。这

一切都与力量（权力）有关，关于我们使用力量，或不使用力量的方式；我们允许别

人对我们施加权力，还是我们是某些特权的受益者？——甚至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意识



 

 

到。这也代表了我们两种不倾听的方式：不倾听对方，和不倾听自己。这种不能或不

愿意倾听的态度，怎样加剧了世界的分歧？我们要作为一个集体来面对这个挑战，必

定需要找到更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和分配权力，运用力量，而不是施加专权——这需要
自我赋能，也需要深入倾听，也邀请我们尊重和庆祝所有生命的主权。 

 
在 PDF文档中，你会发现关于你与权力关系的提问（什么时候你把它交付出去？什
么时候你允许别人把他们的权力交付给你？）；还有的提问是关于你和倾听的关

系：什么时候你可以更多地倾听自己和他人的声音？什么样的条件会让真正的倾听

变得更困难，或者更容易？）你会接收到一些鼓励，拓展你自己的成长和服务，并

与世界正在发生的关联。这些提问也会探索你在哪些领域，可以让指引贡献于你，

哪些领域中你敢站出来，成为指引本身——我真心希望这些提问可以启发你。 
 
 
 
现在是第二张牌了，我们如何荣耀集体的转化？ 
记住，这个特别的智慧守护者的到来，是为了反映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我们可以从
集体危机中孕育出怎样的祝福和机遇？我们需要共同守护的愿景是什么？我们走向的

未来是什么？ 
 
外交的智慧守护者 

 
希望的成果-6 

 
情感的成熟意味着你在最深的情绪下也能饱有觉察。 

 
天赋：外交



 

 

阴影：冲突 
 
悉地：安宁 

 
~理查德·拉德 

 
 
 
我的智慧故事 

 
在我成长的地方，世世代代，悲剧和暴力是我们最熟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创伤和

恐惧，冲突到处都是——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老，富裕和贫穷，男人和女人。 
 
作为一个小女孩，我没弱不禁风。我既不能为我看到的不公正发声，也不能道破家中

发生的虐待。因为害怕挨打，我的身体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在外面，我小心翼翼当着

和事佬，任何冲突的迹象，我都让它平复下去；但内在，我很紧张，没有安全感。我

害怕所有男人，害怕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在心里筑起了高高的墙。 
 
有一次，我完全失控了，大发脾气，骂我父亲是个恶霸，我的母亲是个受害者，我怪

整个国家伤害我的乡亲，也怪我的乡亲任其践踏。我未经修饰的言语像刀子一样伤

人。当我克服内疚和恐惧后，开始乞求原谅，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惩罚自己，转而取悦

身边的每一个人。但不断的取悦——更像无情的指责——只让事情变得更糟。 
 
直到我的伯祖母带我我去参加一个和平聚会，我才结束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事情不同

了。我从未见过男人和女人坐在一起，彼此敞开心扉、诚恳、尊重地相互倾听、相互

支持启发。他们没有设防，也无需应激。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直以来渴望的安宁与

爱。在我伯祖母抱持下，我放下了所有的防备，终于开始面对我的痛苦，无力感和孤

独感——这些我一直在对自己和对别人隐藏的。后来很多年，我作了这个地方的领导
者，我发现，如今，我去到哪里，哪里就是安宁的。 

 
我给你的礼物 

 
我在这里邀请你放下你的设防，卸下戒备——不要再与你的人性作斗争了！多少时候
你在拒绝看、拒绝感受和接受你内心的魔鬼？在亲密关系中，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

种无需压抑或回避真相的方式来平复情绪；有一种方式可以消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



 

 

碍，拥抱安宁，你会精准地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该说话，怎样强有力而发

自肺腑地发声。 
真正的安宁与外交，邀请你无所畏惧地正视和接受自己的弱点。当你再也不用躲闪

内心深处的情感，你会发现你的时机、沟通和关系都会得到改善。自然地，别人会

想要向你诉说心声，而你会知晓什么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在情绪最不稳定的情况

里。 
你的临在就拥有奇妙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屋子或一段关系的能量，让冲突转化为安

宁。



 

 

 
 
哇，多么美好的结果啊。你能想象一个人人都愿意放下设防的世界吗？停止战斗，放

下对正确性的捍卫，也放下对确认和理解我们一切观点的期待？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想

象这样的一个世界：每个人，无论我们的政治、宗教、文化、性取向如何，都卸下我

们的铠甲……花一些时间去探索和承认我们内在的阴影，带着善意和耐心，完全去感
受我们所感受到的。如果我们在大声疾呼真相之前，可以呼一口气，不再从固有的防

御和应激中运作，而是相反，无论我们的情绪或周围环境有多动荡，我们还是可以临

在当下，还是可以在身体里深度放松。我们不必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在做什么，做得对

不对，或是苛刻地评判着我们的人性，相反，我们可以拥抱我们的和他人的人性。我

们能够回应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能敏感、有力和适时地阐述我们的真相。对我

们来说，真正的外交、推倒围墙和找到共同点，比谁对谁错或正义感来得重要得多。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想象一下这样世界。 
 
在 PDF文档中，你会看到邀请您深入探讨的主题：安宁与冲突。我邀请你在生活
中，特别是那些容易设防和戒备的地方，饱有善意地看待自己。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

陷入了取悦他人的模式？什么样的空间让你更坦诚，更透明，更加慷慨和不设防？我

想邀请你探索，对自己的情绪和核心价值负责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你怎样不必用激

化冲突的方式，来消融冲突，表达情绪？我希望这些提问对你有帮助，不管你是自己

使用它们，还是选择将它们带入你的人际关系或服务中。 
 
 
第三张牌：记住，这个智慧守护者来到我们身边，是为了反映我们现在最需要关注的

阴影主题。我们要想优雅地应对当前的集体危机，并且让将其作为转化的机会，那张

牌阐释的就是我们所需要拥抱的阴影。 
 
阴影-49 

 
只要你看到自己人是善的，其他人是恶的，你就仍然囿于第 49号的阴影中。 

 
礼物:变革 
阴影:应激 
悉地:重生



 

 

~理查德·拉德 
 
我的智慧故事 

 
我天生就是一个热忱敏感的理想主义者。虽然我的家庭比较开明，但我的父母并不那

么热忱。他们会为了维护和谐而视而不见很多事，这让我开启了对伪善的洞察力。我

的母亲很认同女权主义，但她仍然缩减自己，而我父亲就任由她如此。我的父母自认

为很开明，但当我把不同肤色、民族或性别的恋人带回家时，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愕

然。我们的社群为他们的政治进步沾沾自喜，但这也巧妙地隔绝了很多人进入，让战

争合理化，让"他者"非人化。 
 
最让我生气的是这种惰性和否认。愤怒之下是伤害。他们怎么会看不到我所看到的？

感受不到我所感受到的？每每我质问父母，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偏见时，我们都会大

吵一架。 
 
我去上大学之后，了解到那么多被压迫者的困境时，我天旋地转，心碎不已。当我见

到各种方式的边缘化或是体制压迫时，我都愤怒不已。多年来，我只和志趣相投的社

会活动者交往，也从没停止过对我的父母（和大多数人）的评判，评判他们的无明。 
 
我越是坚定地为和平而战，我的生活就越充满冲突。但凡我发现我的恋人身上有一滴

种族歧视的血液，我就会嫌恶他们。直到我最好的朋友离开我，说我是她见过的“最
反动的人”，我才醒悟过来。失去她对我是一个重创，但也是一份礼物。一直以来，
我把世界分割成“美好”和“无知”，并因为人的左和右而拒绝着他们，都是因为我拼命
想要避免被拒绝。因为我害怕被拒绝，我反而把很多人拒之门外，只是因为他们的世

界观和我的不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揭开和放下一层又一层的羞耻、内疚和悔恨。

直到我可以体谅自己，我才开始修复我和周围人的关系。 
 
我终于在内心深处明白，人类多么容易就把世界分成非黑即白、“我们”与“他们”。这
样的恍然大悟，反倒释放了我从未意识到的创造力。现在，我不再抗拒以往的世界，

我用所有爱和精力着眼并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对和平运动的态度变得喜悦平

和。 
 
我给你的礼物 

 



 

 

欢迎来到和平的变革。如果你渴望给你的社区带来和谐，首先要对自己有耐心、温柔

和善意。给你的感受时间和空间，以及大量创造性的出口。不要去评判它们，因为当

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强化你的感受，并驱使激化

你的行动。拒绝自己只会让你更难客观地看待问题，让心温柔以待，理解他人，并着

眼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果你一定要反抗，那就反抗你内在想要攻击的冲动——对
于任何人。当你驾驭了你内在情绪化的应激反应，或停止对自己施暴时，你就是在为

终止世界上的暴力尽自己的一份力。选择变革，而非反动。 
 
 
很有意思，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要善待自己，在一个很深的层面理解，如果我们让世

界变成一个更和平的地方，我们必须从内到外都成为和平本身。我最喜欢这位智慧守

护者的一点是，她帮助我们理解自我评判的危险。若我们不允许自己去感受我们自己

的内心，若我们把真正的内在体验推避开，或是在内心创造了一个不友好的环境，那

么这实际上会在内心建立起一种压力，使我们很难不做出应激反应。她告诉我们，如

果我们不能善待自己，就不可能真正善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尤其是我们感觉被
他人的世界观所评判或攻击时，我们甚至都看不清他们了。 

 

我喜欢这位智慧守护者的另一点是，她邀请我们经由内在体验，来参与到共同创造的

过程中。如果我们对政治信仰与我们不同的邻居感到愤怒，这对人类和我们的世界都

没有好处，转而，我们的情感体验可以倾注到一首诗、一支舞、一幅画或一篇创造性

的文章中，这可能是有益的。有无数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拥抱我

们的感受。当我们允许自己真正地释放，看到和感受到我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能

量可以更自由、也更直接、更有建设性地让我们与他人交往。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所

有的理念升华成某种个人的艺术形式，而这是一种能量的转换，让我们可以走出去，

为世界做出贡献；或我们我们坦诚相待时，我们可以把友善的内部环境渗透进任何环

境中，这使我们的视野、洞察力和贡献更具建设性和关怀性。 
 
与其他卡片一样，PDF文档中，我将为您提供一些提问，供您探索，并将这些问题带
入您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你将可以探索你与和平与诚实的关系。在别人拒绝你

之前，你会看到自己拒绝别人的方式。以及这种倾向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以及你真正

影响周围世界的能力。我鼓励你去接收你的感受，并用创造性的方式去表达它们。 
 
 
 
 



 

 

 
 
卡片四：这是我们集体转化排阵的最后智慧守护者。这位智慧守护者来到我们身边，

是为了向我们展现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所拥有的、而且可以孕育出的对世界的终极礼

物。 
 
礼物-36 
 
第 36号礼物最深的作用是帮助人成为人，通过尊重他人，也通过拥抱自己的痛苦，而
不再被拖入受害者的深渊。 

 
礼物:人性 
阴影:动荡 
悉地:慈悲 
~理查德·拉德

 
我的智慧故事 

 
全世界都认为我父亲是个坏种，所以他真的成了混蛋。他出轨，脾气暴躁，到处惹

是生非。像我们周围的许多男人一样，他很粗俗，不断挑衅别人底线，惹麻烦，制

造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不是故意伤害我们，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对我们隐瞒了这

么多，也是为什么当我的母亲和外婆终于赶他出门的时候，他苦苦哀求我们的原

谅。 
 
我的母亲和外婆都是坚强的女性，她们倾尽所有抚养和保护我，很不容易，因为我们

的街区很乱，警察和帮派同样让我们害怕。年纪小小的我目睹了太多悲剧，新闻里，

我也看到人们是如何看待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的。我暗自立下誓言，决心永远不会像父

亲那样，也永远不会像他那样制造痛苦。 
 
青少年时期，每每我的怒气或欲望上扬，我都会和我的外婆去教堂，祈祷主带走我的

罪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紧绷，我的紧张让我躁动不已。虽然我内心敏感

而富有同情心，但我避免与人眼神交流，总是躲躲闪闪。我很难和人连接，朋友也很

少，教堂里有一个女孩，我偷偷地喜欢上了她，可是我太害羞了，不敢靠近她，有一

天我尾随她回家，躲在树林里，从她的窗户外偷看，她看到灌木丛里有人，就报了

警。 



 

 

 
我可怜的母亲和外婆到监狱来保释我时，我的羞愧可想而知。其实女孩一发现偷看他

的是我，就撤销了指控，但我还是被转介到一位社工那里。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也曾

经羞愧难当过，他深知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看到的不只是我内心的恐惧、羞耻
和紧绷，同时也看到了我的善。一个男人鼓励另一个男人表达感受，这听起来可能很

奇怪，但我那时就意识到，有一天我也愿意像他一样，在我遇到的每个人身上看到他

们的善，我愿意直视他们的眼睛，用我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原本的自己一切都好，

无论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别人怎样看待他们，无论他们从哪来。 
 
我给你的礼物 

 
我来庆祝你的人性，提醒你本自具足的善，并向你保证，你从来没有错，也从来没有

恶。无论你在生活中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你的内心都是清白的。现在重要的不是

你觉得自己如何，而是你如何对待你的感受。我请你不要拒绝自己的感受，也不要应

激地对待它们。你内心的任何情绪波动，简单地承认，并善意地拥抱它们。紧张只是

证明你有一些需要被看到和抱持的感受。不要逃避你的痛苦，因为与痛苦相伴的，恰

恰是无尽的愉悦。 
 
哇……每一位智慧守护者和他们的内在信息都如此紧密相连。再一次，我们听到“不要
拒绝自己”，不要否认或曲解你的感受。我们感到情绪不安、紧张或焦虑是再正常不过
的了！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怎么可能感受不到情绪的波动？这个智慧守护者是

说，这些波动是意料之中的，甚至它们可能是健康的，不要逃离它，因为它实际上可

以是富有动能，甚至令人愉悦的，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违直觉。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自己与生俱来的良善。当我们承认这一点时，在

内心深处，我们就更能看到他人与生俱来的善，尤其是那些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制

约，或他们所经历的不公和压迫，而忘记了自己性本善的人。 
 
我们给世界的礼物是，我们最终能遇见每个人的人性，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我

们在情感上很不舒服，我们给世界的礼物是，我们愿意不再逃避自己的痛苦，我们也

愿意接收这样的可能性（无论我们是通过将负面情绪都投射到他人身上，或者用电

视、上瘾或社交媒体来分散注意力）。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改善人类共情和幸福的能

力的——天啊，世界果然召唤我们如此！ 
 



 

 

与其他卡牌一样，您可以在 PDF文档中找到相关探索的提问。我邀请你探索：在生
活的何处，你感受到了情绪的动荡，却逃离了？这又是怎样影响你接受和同情他人，

怎样影响你看到别人与生育来的善意的？我还邀请你想想你生命中有哪些人，即使在

你自己都没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愿意看到你的善意，多难的时候都好，他们都愿意

用多种方式去关照他人？ 
 
 
 
好了，这就是我们集体转化的排阵。 

 
深深感恩来到我们当中的智慧守护者： 
指引与美德 
安宁和外交 
和平革命和重生 
以及人性和慈悲 

 
 
 
我真诚地希望，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四位智慧守护者的讯息可以直达你内心，并

赠予你你所需要的爱、洞见和鼓励，让我们以诚挚、热情和优雅来迎接我们共同

的挑战。 
 
记得查看我在 PDF文档中为您整理的提问，把它们带进你的探索、你的关系、和其
他人的对话，以及你的行动中。 

 
以下是找到 PDF文件的方法:www.wisdomkeepers.net/transformation 

 
在今天我们结束之前，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们任何一个人想要更深入地把智慧守护者带到工作

中，我向大家推荐这套“正直生命智慧之轮”的线上课程
 
这将是一个五部分的课程 

 
每个参与者都将在整个课程中与智慧守护者一起工作。因此，我们会确保每个人都

得到了全面卡牌的介绍（我最喜欢协助人们发展与智慧守护者的关系了）。 
 



 

 

然后，我们将用自己的卡牌一起踏上旅程。每个人都会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智慧之

轮。换句话说，我们将召集一支五位智慧守护者组成的团队，引导我们在自己的生活

中找到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正直的方式。因为对于正直，你我的感受和看法未必是

一样的。每一位智慧守护者都代表着整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勇气、善意、健康
的界线和智慧。 

 
我之所以选择关注完整性这一主题，是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正直的生命品质更

重要的了。在极度紧绷的情况下，在很多方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令人惶恐

的时期，我们很容易失去中心点。我们是否迷失在一场生存的战斗中，披着灵性的

外套，睡着全球公民的大觉（纯粹出于压力），或当我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压力，

用不真实的方式回应时，也可能会失去我们的正直体验。 
 
我在字典里找到了两个关于“正直”（integrity）的定义。 

 
一是"正直的品质，具有强烈的道德原则；刚正不阿。" 

 
另一个是"完整而不分裂的状态"。 

 
这个让人赞叹的悖论，是智慧守护者们最善于引导我们驾驭和走过的。 

 
当我们正直地生活时，我们能够为我们关心的人和事明确立场，同时对那些与我

们想法或感受不同的人，我们仍可以敞开心扉…… 
 
当我们正直地生活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基于生存应激反应的“我们”和“他们”的分
别心，却不会被卷入评判的洪流中。 

 
当我们正直地生活时，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出自己是在老实修行，还是只是“感觉良
好”地借用灵性逃避生活。 

 
当我们正直地生活时，我们能够更好地协助他人以真实的品格生活，因为我们不

会强加给别人自认为正确的方式。 
 
希望我们能互相学习，因为最终，这个星球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展出

自身的完整性，才能得以平衡。这就像今天四位智慧守护者在我们的集体转化排阵

中，以各自的方式展现给我们的一样。



 

 

 
我非常期待这门课程，并邀请智慧守护者们支持所有参与者，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

生命之舞和智慧的炼金术，并在生活中，可以与人，与世界分享这些所获。 
 
如果您对这个课程感兴趣，请点击此处:www.wisdomkeepers.net/integrity  

 
鉴于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主题，我想用一段视频来结束我的演讲。去年 11月，我非
常荣幸地带着觉醒的六十四张面孔（智慧守护者们）到加州奥克兰的生活艺术

（Living Arts）中心一人一剧场的排练现场。到现场时，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就只是打印了一些智慧守护者的图像，和分享我故事的意愿。而排练中即兴思考深

深地感动了我，我觉得有必要与你们分享其中的一些。（老实说，我没想到他们会

给我和智慧守护者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我看起来有点害羞，那是因为的确如

此。） 
 
生活艺术一人一故事剧团是一个由即兴演员和音乐家组成的剧团，他们”回放"观众分
享的故事，来荣耀和升华讲述者原本的经验。这支非凡的剧团由 Armand Volkas（心
理治疗师、戏剧治疗师、我敬爱的导师/朋友）监督，也是“治愈历史创伤”项目的一
部分，这个项目因为将冲突群团结在一起而受到国际赞誉：比如德国和犹太人、巴勒

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日本，中国和韩国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等，以及他们

二战遗留的创伤。 
 
这是生活艺术一人一故事剧团的第二场演出，是对人类和慈悲的智慧守护者的故事

的回应。 
 
 
关于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出，大家可以浏览以下界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7lYFNOBmY&t=305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