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i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Translations - Chinese (Simplified) 2023-0102

1970-0101,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关于腹轮节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1970-0101,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日期未知（额轮节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1970-0101, 谈尼扎姆丁（日期和地点不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970-0101, 马拉地语的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970-0321, 生日普祭（年份未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972-0101, 给我鲜花般的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1973-0828, 克里希纳崇拜, Most Dynamic Power of Lo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1975-0505, 关于虚幻的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976-0330, 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下入静 印度德里 1976年3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976-0402, The Role of Tongue, Sight and Feet in Spiritual Ev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976-0529, 如何静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1977-0101, 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1977-0127, 注意力和喜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1977-0201, 脐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1977-0322, 锡吕‧玛塔吉女士的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1978-0911, 梵天婆罗摩原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1978-1218, 公开讲座 「额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1979-0201, 人的创造及完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1979-0724, 公开讲座--追寻我们所追寻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1979-0928, 话：灵量与迦奇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979-1015, 怎样让自觉得到成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
1979-1115, 母亲的忠告 英国布赖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1979-1118, 怎样入静 英国伦敦 1979年11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1979-1202, 导师崇拜(节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1979-1210, 圣诞节及其与基督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1979-1230, 对轮穴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1980-0101, 不费力冥想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
1980-0118, Nirmala的含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1980-0308, 婚姻的价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
1980-0505, 顶轮崇拜讲话：真诚是成功的钥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1980-0526, 注意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
1980-0609, 内在的精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
1980-0629, 怎样证明神的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1980-0714, 现时代的纷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
1980-0727,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1980-0927, 倦怠懒散是最违反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
1980-1116, 新的年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
1980-1201, 你是神圣存有的一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9
1981-0311, 公开讲座：梵天的力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
1981-0325, 公开讲座：根轮和腹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1981-0327, 公开讲座第三天脐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1981-0402, 公开讲座 追寻的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1
1981-0403, 公开讲座顶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
1981-0407, 古哈拉希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
1981-0705, 导师普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7
1981-0802, 敞开你们的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0
1981-0928, 美国纽约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4
1981-1101, 光明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
1981-1225, 圣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3
1982-0130, 关于锡吕‧玛塔吉女士的预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9
1982-0220, 摩诃湿婆神普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1
1982-0505, 顶轮崇拜：打开本初的顶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5
1982-0513, 潜意识的问题—左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7
1982-0514, 公开讲座——关于右脉的建议，你必须成为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
1982-0515, 月轮崇拜—你要明白自己的重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0
1982-0704, 太初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7
1982-0709, 混乱－精微的枷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3
1982-0710, 根轮、腹轮、脐轮、幻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
1982-0711, 心轮、喉轮、额轮、顶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5
1982-0730, 大道至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4
1982-0731, 完全的奉献是唯一的途径/藉由入静而顺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2
1982-0806, 奉献和虔诚的重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6
1982-0822, 锡吕‧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9

1982-0926, 锡吕‧杜伽女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0926, 奥地利维也纳首个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0930, 维也纳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1101, 导师那纳克(GuruNanak)生日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1114, 排灯节普祭讲话： 财富与慷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1219, 摩诃迦利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2-1224, 圣诞前夕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114, 莎娃斯娃蒂崇拜 1983年1月1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131, 脐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201, 香港座谈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201, 公开讲座：女神的轮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203, 宽恕轮 Agnya Chakr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204, 顶轮 Sahasrara Chakr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211, 摩诃湿婆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314, 女神普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320, 对霎哈嘉瑜伽士的讲话，初学者工作坊 . . . . . . . . . . . . . . . . . .
1983-0321, 寿辰崇拜 澳州悉尼 1983年3月21日 克服六个敌人 . . . . . . . . . . . . .
1983-0505, 顶轮日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526, 佛陀崇拜 英国布莱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531, 违背了神的旨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618, 崇拜和火祭的重要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723, Guru Puja 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724,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821, 大地母亲与摩诃拉希什米普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828, 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0917, 十一种毁灭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3-1106, 光明节崇拜 成为理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226, 内在灵的力量的达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229, Mahashivaratri普祭前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505, 顶轮崇拜──新时代的开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807, 英国巴斯 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905, 维也纳公开讲座(部分节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916, 十一种毁灭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0923, 女神拉特利崇拜第一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4-1123, 耶稣基督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206, 一个牺牲、自由、升进的新时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317, 寿辰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420, Seminar, Mahamaya Shakti, Evening, Improvement of Mooladhara . . .
1985-0505,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530, 美国圣地亚哥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531, Devi 女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604, 只有在你们达到了你们灵，真我的境界，你们才会获得任何成就的满足感
1985-0611, Public Program Day 1, The Truth Has Two Sides . . . . . . . . . . . . .
1985-0629, 導師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804, 锡吕‧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0901, Shri Vishnumaya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1019,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第六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1027, 自我与制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1128, 关于威廉‧布莱克的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1227, 女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5-1231, 孩童的纯真以及格纳帕提普蕾的存在意义 . . . . . . . . . . . . . . . . .
1986-0101, 摩诃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106,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120, 注意力应放在神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504, 顶轮崇拜之后的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524, 崇拜的意义和重要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706, 神圣导师崇拜 1986年7月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713, Shri Kartikeya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803, 大地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0907,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6-1225, 耶诞崇拜 印度普尼1986年12月25日 . . . . . . . . . . . . . . . . . . . .
1987-0102, 摩诃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7-0114, 桑格兰提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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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 303
. 308
. 313
. 322
. 328
. 333
. 337
. 341
. 346
. 352
. 358
. 366
. 373
. 377
. 379
. 383
. 389
. 392
. 397
. 401
. 404
. 409
. 414
. 418
. 420
. 422
. 428
. 431
. 435
. 437
. 445
. 451
. 454
. 460
. 465
. 469
. 475
. 478
. 480
. 484
. 492
. 497
. 502
. 507
. 512
. 522
. 525
. 532
. 542
. 546
. 550
. 551
. 555
. 561
. 567
. 569
. 573
. 577
. 579
. 583
. 586
. 587

1987-0227, 湿婆神崇拜后的讲话 . . . . . . . . . . . . . . . .
1987-0712,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7-1004, 罗摩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7-1224, 印度之旅--为了升进 . . . . . . . . . . . . . . . .
1988-0110, 桑格兰提节——太阳神崇拜 . . . . . . . . . . . .
1988-0508,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8-0608, 十一种毁灭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1988-0609, 圣人默根迪亚与湿婆神的故事 . . . . . . . . . . .
1988-0618, 交流会第一天 内省与静坐 . . . . . . . . . . . . .
1988-0723, 佛陀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8-0731, 导师崇拜，导师的重力 . . . . . . . . . . . . . . .
1988-0814, 法蒂玛崇拜 瑞士 1988年8月14日 . . . . . . . . .
1988-1211, 太初之母崇拜 关于无执着 . . . . . . . . . . . . .
1989-0423, 哈奴曼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506,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520, 佛陀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617, 摩诃迦利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719, 生命能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723,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806, 巴尔伐亚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89-0808, 格涅沙普祭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1989-0817, 女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114, 桑格拉提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1990-0312,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1990-0321, 寿辰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617, 摩诃维亚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624, 锡吕·拉希什米普祭 . . . . . . . . . . . . . . . . .
1990-0702, 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 . . . . . . . . . . . . . . .
1990-0708,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807, 兄妹节崇拜 (Raksha Bandhan) . . . . . . . . . .
1990-0811, 锡吕•莎娃斯娃蒂崇拜 . . . . . . . . . . . . . . .
1990-0826, 锡吕∙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1990-0831, 哈奴曼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912, 摩诃卡利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90-0923,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1990-1105, 霎哈嘉瑜伽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1990-1110, 台北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1990-1225, 圣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101, 霎哈嘉瑜伽和基本医药 . . . . . . . . . . . . . . .
1991-0216, 摩诃湿婆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1991-0228,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日期未知（额轮节选）
1991-0325, 罗摩崇拜 1991年3月25日 . . . . . . . . . . . . .
1991-0328, 摩訶維瓦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331,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406, 幻海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408, 1991-0408 锡吕‧哥维 灵量崇拜 . . . . . . . . . .
1991-0410, 宇宙大我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428, 明善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505,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728,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804, 佛陀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0817, 捷克布拉格的首个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1991-0818, 布拉格第二个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1991-1127, 关于静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1206, 公开讲座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1206, Shri Raja Rajeshwari女神崇拜 . . . . . . . . . . .
1991-1207, 公开讲座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1209, 锡吕 力量 摩诃卡利崇拜 . . . . . . . . . . . . . .
1992-0209, 格涅沙崇拜(摘要) . . . . . . . . . . . . . . . . .
1992-0220, 摩诃拉希什米力量崇拜(摘要) . . . . . . . . . . .
1992-0227, 到达Burwood 灵舍时的讲话 . . . . . . . . . . . .
1992-0306, 锡吕‧玛塔吉女士在香港接受电台访问 . . . . . . .
1992-0419,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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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 594
. 599
. 607
. 609
. 612
. 615
. 618
. 619
. 623
. 628
. 631
. 638
. 642
. 645
. 648
. 654
. 656
. 658
. 660
. 661
. 666
. 668
. 671
. 675
. 679
. 682
. 686
. 688
. 696
. 700
. 705
. 708
. 712
. 718
. 724
. 727
. 729
. 735
. 738
. 742
. 743
. 748
. 755
. 759
. 762
. 764
. 768
. 774
. 778
. 784
. 788
. 791
. 794
. 796
. 800
. 802
. 810
. 812
. 814
. 816
. 818
. 828

1992-0531, 佛陀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5
1992-0621, 灵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7
1992-0719, 导师崇拜，重心力，1992年7月19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1
1992-0723, 保加利亚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7
1992-0803, 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1
1992-0913, 明善轮崇拜（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3
1992-0927, 九夜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5
1992-1025, 光明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9
1992-1230, 摩诃·拉克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2
1993-0307, 香港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0
1993-0411,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6
1993-0426, 雅典娜崇拜及对希腊练习者的训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9
1993-0518, 法蒂玛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2
1993-0704,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6
1993-0801, 圣彼得堡公开讲座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0
1993-0815, 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2
1993-1024, 九夜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6
1994-0101, 印度Ardha Matra电视台对锡吕·玛塔吉的采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1994-0420, 台北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4
1994-0422, 香港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6
1994-0427, 曼谷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994-0508,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2
1994-0605, 英国伦敦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6
1994-0828,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0
1994-0911,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6
1994-1204, 罗阇拉希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9
1994-1227, 圣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3
1995-0303, 香港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7
1995-0320, 锡吕‧玛塔吉女士寿晨崇拜（英文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0
1995-0507, 顶轮崇拜 实现完全的自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5
1995-0604, 太初母性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6
1995-0802, 医学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9
1995-0913, 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区际圆桌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1
1995-0913, 北京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8
1995-0917, 女神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8
1995-0919, 俄国圣彼得堡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2
1995-1205, 太初之母崇拜(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9
1996-0303, 摩诃湿婆神崇拜1996年3月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2
1996-0306, 台北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5
1996-0309, 香港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9
1996-0609, 太初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3
1996-0728, 導師崇拜(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7
1996-1221,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1
1996-1225, 圣诞普祭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2
1997-0720, 导师崇拜 导师应是谦卑和智慧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6
1997-1005, 九夜节普祭--第六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1
1997-1224, 平安夜讲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5
1997-1225, 圣誕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6
1998-0321, 寿辰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1
1998-0419, 复活节崇拜， 通过爱和慈悲来传播霎哈嘉瑜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6
1998-0510,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2
1998-0621, 太初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7
1998-0816,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0
1998-0905,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4
1998-1216, 精微元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8
1998-1225, 耶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1
1999-0425,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7
1999-0620, 太初之母崇拜，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转化他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1
1999-0801,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5
1999-0905,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9
1999-1017, 九夜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2
2000-0305, 湿婆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6
2000-0311, 对IAS官员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8

2000-0321, 寿辰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0-0405, Gudi Padwa/Navaratri Puja Talk . . . . . .
2000-0423,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0-0507, 顶轮崇拜 达到霎哈嘉的境界 . . . . . . . .
2000-0507, “渗透你的注意力”——顶轮普祭后的讲话 . .
2000-0702, 太初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2000-0723,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0-0820, 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2000-0901, 母亲与医生会面时回答有关疾病的疗法 . . .
2000-0916,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0-1008,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 . . . . . . . . . . . .
2000-1029, 光明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0-1225, 圣誔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0-1231, 新年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1-0114, Makar Sankranti Puja . . . . . . . . . . .
2001-0225, 湿婆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1-0320, Birthday Felicitations . . . . . . . . . . . .
2001-0321, 寿辰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1-0422,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1-0506,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1-0603, 太初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2001-0708,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1-0714, 公开讲座 . . . . . . . . . . . . . . . . . .
2001-0729, 克里希纳崇拜 . . . . . . . . . . . . . . . .
2001-0730, 克里希纳崇拜后对新娘的忠告 . . . . . . .
2001-0922,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1-1021,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 . . . . . . . . . . . .
2001-1118, 光明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1-1218, 锡吕‧玛塔吉女士向香港霎哈嘉瑜伽士的讲话
2001-1225, 圣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1-1231, 新年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2-0321, 寿辰崇拜 印度德里 2002年3月21日 . . . .
2002-0623, 太初母性力量崇拜 . . . . . . . . . . . . .
2002-0721,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2-0818, 俱毗罗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2-1103, 光明节崇拜，冥想的重要性 . . . . . . . . .
2002-1225, 圣诞崇拜 2002年12月25日 . . . . . . . . .
2003-0913, 格涅沙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3-1109, 光明节普祭 . . . . . . . . . . . . . . . . .
2003-1225, 圣诞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4-0509, 顶轮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4-0704, 导师崇拜 . . . . . . . . . . . . . . . . . .
2007-0408,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7-0624, 太初之母崇拜 . . . . . . . . . . . . . . . .
2007-1013,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第二夜） . . . . . . .
2007-1021, 女神拉希特节最后一晚 . . . . . . . . . . .
2007-1110,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光明节崇拜 . . . . . . .
2008-0323, 复活节崇拜 . . . . . . . . . . . . . . . . .
2008-0720, 导师崇拜，怎样成为导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1
. 1093
. 1095
. 1099
. 1106
. 1108
. 1111
. 1115
. 1120
. 1124
. 1129
. 1135
. 1140
. 1144
. 1148
. 1150
. 1155
. 1161
. 1164
. 1171
. 1176
. 1180
. 1186
. 1189
. 1193
. 1195
. 1199
. 1204
. 1210
. 1214
. 1220
. 1225
. 1228
. 1231
. 1234
. 1237
. 1240
. 1243
. 1244
. 1245
. 1246
. 1247
. 1248
. 1249
. 1251
. 1252
. 1253
. 1257
. 1258

1970-0101,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关于腹轮节选）
View online.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关于腹轮节选）
腹轮
这个轮穴的特质是你变得具有创造力，你的创造力提升。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诗的人开始写诗；从来没有演讲过的人开始长篇演讲
；从来没有绘画的人，从来没有艺术天赋的人，变得具有艺术能力，变得非常有创造力。我们有设计师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巅峰
。所以创造力进入人类，他认为他的创意非常重要，他不在乎钱，他更在乎创造力，很多人也不想大名鼎鼎，因此他创造了一些
或者其他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许多怪异的东西被制造出来，使我们成为名人，让我们被铭记，但是却没有艺术。所以你的第二个轮穴腹轮变好后，你会
收获巨大程度的艺术（创造力）。因为这个，因为腹轮，我们所想的，我们用的是大脑灰质的力量，所以，腹轮提供大脑灰质的
力量。所以，这个轮穴，如果人们思考太多就会得各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右脉的疾病，一种疾病是肝脏被破坏，另一种疾病是他
的胰腺有糖尿病。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患上肾脏疾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可能会便秘，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哮喘，
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心脏病发作，他也可能瘫痪。
所以，所有右脉的疾病都来自于腹轮，左脉的疾病也来自于这个轮穴。所以保持腹轮的良好状态非常重要。现在，昆达里尼是如
何照顾腹轮并给予腹轮。。。当某人的昆达里尼被唤醒，如果他的腹轮被感染，那么在背后，那是腹轮所在的地方，你可能认为
那是心脏，当看到有快速的跳动，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腹轮有感染。
当右腹轮被洁净，那么这个人的注意力就变得纯净，所有的压力等，现在在他之内的压力就消失了，这个人就变得稳定在平安之
中。当今，保持我们的腹轮完好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肩负着无数的工作量。藉由保持腹轮洁净，不管人类有多大的麻烦，或
者有很多问题，他都能以平静超然的方式去看待，他明白什么是错误的。 意思是说现在人们的腹轮受到如此多的破坏，造成了如
此多的疾病。一切都在那里，但是腹轮有一些特别，在这个时代腹轮太糟糕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疾病，我不想深入这些疾病的细节，但会说，除了疾病，人类变得非常不满，变得非常愤怒。因为右脉问题，很
小的事情就会发怒，他认为：我是这样有地位的人但是没有人尊重我，没有人相信他是重要的人物。这会发生是因为腹轮阻塞，
人就变得非常焦虑和悲伤。他变得诅丧，他认为没人比我更糟糕，每个人都麻烦我，我有很多问题，各种语言事件发生。
所以腹轮两边，左边和右边，应该被很好地照顾，在霎哈嘉瑜伽中腹轮两边保持洁净是非常有用的。当它们洁净，那么你会明白
一切，好像你正从外面观看着自己。哦。。。所以现在你发怒了。。。坐下来，嘲笑你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想想你自己。。。
是的，我做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所以，用这种方式，人们把他的注意力放在那个地方，你的注意力变得受启发，它会纠正
注意力。腹轮在霎哈嘉瑜伽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腹轮，这个，我。。。

1970-0101,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日期未知（额轮节选）
View online.
由印地语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

[…]你参加了这次活动，当你坐在这里时仍然在想着你的问题和担忧。哦，这事发生在我身

上，那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什么时候应该和玛塔吉讨论这个问题——我遭遇了什么灾难？玛塔吉，你是女神，这是我的烦恼。你
不是试图理解别人说的话，而是继续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过度的思考，并被诱入假象之中。这些假象会导致你患癌症，或者你会得
这种或那种病。这种心理投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像这样的想法——我们有这种悲伤，我们有那种悲伤，
这个巨大的问题。相反，你更应该“数一数你的祝福”。上天赐予我们多少祝福？

许多人生活在德里这座城市。他们中有多少人获

得了霎哈嘉瑜伽？我们是一些特别的人；不是那些会破坏他们注意力的轻浮的人。我们有幸拥有霎哈嘉瑜伽。我们应该从内在认
识到这一点，并且应该深入到内心深处。就是说你要如何摆脱这些欺骗性的限制。如果你自己不能从这些限制中挣脱出来，不知
何故，你会开始有这样那样的经历，这些经历会打破这些束缚——当你认为，这是我们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德里人，总有一天这
些德里人会抛弃你。如果你说我们是诺伊达人，那么诺伊达人会带着枪追你。然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我来自诺伊达。然后
，当你向德里跑去时，德里的人会嘲笑你说，你为什么现在要来这里，你来自诺伊达。这样一来，你就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就没
有地方可以称之为你自己的。

原因是你的注意力（Chitta）也不属于任何地方——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除非你意识到并深入

了解这一点，否则你可能会称自己为女霎哈嘉瑜伽士或男霎哈嘉瑜伽士，我认为你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霎哈嘉瑜伽士。因为霎
哈嘉瑜伽士的第一个特征是他拥有宁静的注意力（chitta），非常强大的宁静的注意力——不害怕任何人——非常强大的力量。他
的生命是非常纯洁的，他的身体是纯洁的，他的心是纯洁的，他用他的灵体之光（atma）在全世界传播爱。我认为一个不能爱的
人，根本不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连梯子的第一级都没爬上去。 就像你看到的，天空中有很多风筝，但所有这些风筝的线都在
某人的手中（控制）。如果风筝的任何一根线断了，或者握不住，人们永远不知道风筝会飞到哪里去。那只手就是灵体（atma）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灵体上，让自己变得纯洁，这就是霎哈嘉瑜伽中的苦修（tap
swaroop）。为了这个，你们今天做了一个火祭，这也是一个苦行 （tapa），因为火吞噬并摧毁了所有的东西。同样地，通过苦
行，你所有不好的想法，所有的错误和你内在的局限都被摧毁。接受这种祝福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实现这种喜乐，你也已经达到
了。但是，要传播这种喜乐，你必须有深度。 如果你带着一个小碗去恒河，你可以在里面装满水然后回来。而且，如果你带着一
个水罐，你可以装满水罐然后回来。然而，如果你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恒河的水可以重新流向你，你可以让所有的河水在你周围
流动。所以，你应该注意你的状态。你是在用霎哈嘉瑜伽的碗喝水吗？你是否局限于真我的喜乐？还是为了大家的喜乐？或者，
你是这种祝福的源泉。所以，这个额轮是苦行（tapa），这是苦行。为了达到更深，苦行很重要（tapaswita）。 我们传播得很远
很广。霎哈嘉瑜伽迅速传播。有时，你会在活动中看到，我在想大厅是否能容纳所有人？如何去管理？霎哈嘉将迅速传播。但有
多少人达到了那个深度？因此，要达到这个深度，就需要苦行（tapaswita）。 我说的苦行，并不是说你应该坐着禁食，这是不必
的。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那么你必须戒掉它。时刻注意你的注意力（Chitta），这是霎哈嘉瑜伽中的苦行（tapa
swita）。因为你的注意力可能会毁掉你的额轮。我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在想什么？我此刻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如果你关注到
你的注意力，总是注意你的意识（antarman），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在额轮中被照亮。这是用苦行（tapasya）来控制你的注意
力，察觉和观察你的注意力和想法。 现在观察一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在说话，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当你开始谈论注意力的时
候，它去了哪里？注意力（chitta）太分散了。我在说话，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所以，你应该看着你的注意力。控制注意力不是说
要用力去做，但当你以灵体之光来观察注意力时，那你的注意力就被点亮了。你应该专注于察觉自己的注意力。 当你看到任何东
西时，比如说，我面前的这根柱子上装饰着美丽的花朵。现在，在每一个视觉中，你都可以观察到一些东西。我能记得一切，在
哪里，是哪一个，不管在哪里有多大的区别都能记得。整个图像形成了。注意力（Chitta）的集中（ekāgrata）形成了这些图像，
这就是记忆力如何被提高的。你可以全面了解一切。通过你的注意力，你了解了一切。 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分散了，那么你就
无法理解任何事情的深度或强度。如果你的注意力一直转移到外面，你就什么都记不住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就
像在机场时——在机场跟某人交谈，但是却在看别处，看看这，看看那。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是谁，是什么？因此，纯粹的
注意力（Chitta）是非常集中的（ekāgra）。这种关注只会吸收值得吸收的东西，不值得的东西，纯粹的注意力是无法吸收的，它
不会考虑这样的事情，它将自动避开这种事情。因为它是如此纯净，它不能被不纯净的东西腐蚀。它不会去到那里。现在，这取
决于你的内在察觉，并看到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这是苦行（tapa）。在霎哈嘉瑜伽中，这是唯一的苦行（tapa）——观察注意力
的去向。我要去哪里？我的心要去哪里？如果你能做这种苦行，你就能够跨越额轮，毫无疑问会达到顶轮，因为我已经坐在顶轮
。

1970-0101, 谈尼扎姆丁（日期和地点不详）
View online.
1970-0101谈尼扎姆丁 注：谈话内容摘自1995年3月15日与曼谷修女公主对话的录音带 哈兹拉特·尼扎姆丁埋葬在国家墓地上，他
是一位伟大的纳比和苏菲，在他的整个诗歌中，他使用了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对于这种层次的人来说，他们不认为任何宗
教是排他性的。就连穆罕默德·萨赫布也从未只谈到伊斯兰教，他谈到所有以前来过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他谈到摩西，然
后他谈到基督和他的母亲，特别是在《古兰经》中，他谈到了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是独立的，从来没有排他的。他们永远
不可能具有排他性，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这些伟大的人来到这个地球上都是为了人类的解放，所以他们的专长与哈扎拉特·尼扎姆丁
一样。 在我结婚的很久以前，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给他戴上鲜花的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伟大的灵。他告诉我这是
哈扎拉特·尼扎姆丁，他的门徒是库斯罗，他是印地语的伟大诗人，他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写这首优美歌曲的人，现在
这首歌象征性的意思是穆斯林。提拉克人是印度教徒。一旦我遇到实相，我就放弃了一切。虽然他们出生在穆斯林社区，但他们
在每一个宗教中都看到了实相，这些苏菲派无处不在，我很惊讶他们在土耳其，我去突尼斯时他们也在那里。全世界都有苏菲派
。这些人也是苏菲派，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的苏菲派（Shri Mataji笑），这就是霎哈嘉瑜伽。 自然而然地，
我一见到你就丧失了所有这些谬论，非常自然地。这就是这首歌中如此美妙的表达。我很小的时候读过这首歌。有时想看看哈扎
拉特·尼扎姆丁·萨赫布的坟墓。他是如此伟大，他给这个德里（听不清楚）的阿普拉特带来了如此多的运气，我们是达姆·达姆·萨
赫布（听不清楚）。我们拥有所有这些伟大的人，非常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所以当我、我们想在这里搞个活动时，
警察过来告诉我们，不要在那里搞活动，因为那里有很多穆斯林人，他们会杀了你。我说那里是什么样的穆斯林？他们说，他们
都是尼扎姆丁的门徒。我说，他们是我的人，别担心。他们不会对我做任何事，我知道。因此，这种灵性的合一只有那些有觉悟
的人才能够感受到。 那些没有觉悟的人，看到一切都是分离的，并且争斗，但那些觉悟了的人可以看清楚。我总是举一个马拉地
诗人的例子，他是个裁缝，他去见另一个伟大的圣人，那个人是个陶工，这个陶工在揉泥，当这个裁缝圣人Namadeva去见他时
，看他在揉泥。陶工圣人停下来看着他，他用马拉地语说“Nirgunachabheti alou sagunachi”，意思是，我来看看你，Nirakar，我
来看看这里的无形象，但这里是有形的无形象，那就是你。只有圣人才能欣赏圣人。只有圣人才能理解圣人。所以，尼扎姆丁·萨
赫布（Nizamuddin

saheb），我们有（听不清楚），我们有Middin

saheb，我们在印度有很多苏菲派，他们受到所有社区的崇拜和尊重。Shiridi Sainath是另一个Nath，被认为是非常伟大的Nath p
anthis。他们都是开明的人，他们没有这种滑稽之谈，这个达拉姆，那个达拉姆，不，因为他们只与上天和这两个人合一，阿迈尔
·库罗斯（听不清楚），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很惊讶人们从来没有理解他。我希望你们都能读他的诗，理解他的象征意义。
愿上帝保佑你！

1970-0101, 马拉地语的信
View online.
马拉地语的信 （地址不详） 大概写于1975年伦敦 亲爱的Modi和其他霎哈嘉瑜伽士， 赐予很多祝福。收到了你的信，我很高兴地
了解到你的左脉变得洁净了，我希望你们所有人的左脉都得到清洁，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洁净。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一种感觉
不到的状态下，我会清洁你们所有人的左脉。我清洁了三天，每天呕吐差不多50次，还好，清理已经变得可能了。这个身体必须
要用来完成一些任务，因此我不会受疾病或其他麻烦的困扰。相反，所有这样的和不同的实验都要为这次转世而进行。为何你们
对此担心呢？这个身体还有什么别的作用？我从没有任何疼痛。所有我想要的是，在身体的这个实验室里，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
事情必须要进行。 时间是短暂的，但要做的工作却非常巨大。只有在自觉的力量下你才能洁净左脉，我早就知道必须要从内在洁
净。古时候求道者要在他们儿童时期就在他们导师居住的偏远地方不断地做这种清理(Kriya)，这个求道者必须好多世做这样的清
理。现在你们已经达到了集体的意识，因为我已经在集体层面完成了这个工作。尽管你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但你和我的区
别是我们没有都在集体意识中。念诵口诀：‘’Twam

Bhawani,

Twam

Durga,

Twam

Ambika’’等对左脉有好处。当你已经稳定在霎哈嘉瑜伽中，你要念口诀‘Aham Bhavani’，但这个口诀要在你的纯净与’Aham Bhava
ni’合一时才可以念诵。我现在告诉你，它自身就会发生。藉由清洁左脉，我唤醒右脉。由于左脉的制约，霎哈嘉瑜伽士变得非常
没精打采（昏昏欲睡），懒散和逃避工作的倾向在内在宰制着他们，他们的注意力消耗在如何逃避工作上，但是现在我开始了唤
醒右脉的工作。你们所有人都要用右手从右边提升能量绕过头顶降到左脉，这样做时，你必须运用意愿的力量以使你的愿望获得
实现。 随着集体的觉醒，将有很多人分享你正在独自做的工作。顶轮的领域包含你的心，当心的制约减少了，就象灯的玻璃变洁
净了。光芒万丈的灵体之光唤醒顶轮的鞘，喜乐的光传播开来，这在顶轮可以感知到。这盏灯照亮了五彩缤纷心灵的各个角落，
用可以形容为愉悦、幸福等特质来装点心灵。这种状态会在你的内在不断成长，变得稳定。大部分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要尝试这
个方法，但不要仅仅是手的机械动作。 不管你做什么，要带着信心去做，就像你在崇拜中的信心，战士热情的信心，艺术家敏锐
的信心一样。念诵口诀时要有完全的纯净，以唤醒神祗，你的心必须要投入其中，只有这样唤醒才会发生。你要明白一个简单的
原理：大火怎么可能由小火柴棒点燃？如果水在油中混合，灯芯会保持火焰吗？只用来解决自身小问题的霎哈嘉瑜伽士怎么可能
获得开悟？为什么上天会给与他们开悟呢？灯塔不是给与自己光明，片刻都不会。因此，灯塔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并要被照顾。
请在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中转发这封信。 你们的母亲Nirmala 锡吕·玛塔吉·涅玛拉·戴维

1970-0321, 生日普祭（年份未知）
View online.
锡吕·玛塔吉生日普祭

公开活动

印度孟买

瑜伽士唱诵欢迎母亲的拜赞

我向所有寻求真理的人致敬。你们来庆祝我的生日真是太好了。 这全是为了你的好处。在现代，谁来照顾妈妈？现代社会的一个
标志是父母会被孩子们忽视。他们可能不得不留在孤儿院里。但我发现你们所有人都带着这样的爱，带着这样的爱，从很远的地
方来到这里，你们是来问候你们的母亲的。此刻言语无法表达，我无法理解像大海一样倾泻在我身上的爱。我只是沉浸在一位母
亲的美好感受中，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那么地善良，也都是以我的形象显现的好儿子、好女儿。 我们这里还有一
位伟大的母亲，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就是吉贾拜，吉贾·玛塔。她对自己的儿子有一种（听不清楚）的印象，有一天她的儿子将能
够建立诚实、自由和有特色的上帝的国，。这样的“Yuvapurushas”是在很多年后诞生的,就连他的儿子也达不到他的标准，达不到
他的品格。 他对Kalyan Subhedar儿媳尊重的方式，他对待人们的方式，他过着充满活力的巴克提生活。这样的人很少出生，他
甚至不能创造出像他这样的人。 但今天，非常幸运地我拥有了你们这样拥有伟大品格、理解力和这样灵性价值观的孩子们。霎哈
嘉瑜伽创造了一种新的灵性价值文化。价值体系在现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状态，但在现代，只有当这种可怕文化的桎梏——
无论你称之为东方、西方、现代、古代，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所有这些都已经进入了崩溃的阶段。你会发现一种新的文化
，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种族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我很高兴你们来到这里，代表着那样的灵性价值观，这在任何分离主义的理想
中都无法被相信，我们不是这些反应。我们不会对任何概念做出反应。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达成的，站在自己的经验和真理之
上，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是那种对社会采取暴力或和平的人，如果你称之为暴力或和平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组织一样
，我发现，“这是对这个的反应，那是对那个的反应”。

这不是一个要求金钱、权力等任何东西的社会，也不是一个自称为被压迫

或弱势群体的社会。这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最特权的社会。这种特权的本质是，你们都是瑜伽修行者，你们都是圣人，你们都是Saf
iyas（纯洁的）。你心中有满足感，现在是给予的时候了，不再需要油或光。你所拥有的是一直在你体内流动的光和油。你必须
把这份爱传播到全世界。如此自信的爱，如此谦逊的活力，如此敏锐的同情心，如此深刻的和平。它在霎哈嘉瑜伽士的社会中很
普遍：友谊、爱就像许多美丽的思想和感情的波浪。对更高的生活、淡雅的生活、崇高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这片海洋必须打破
所有的障碍，所有荒谬的工作。 今天我们面对面在一起，感谢上帝。由于原教旨主义者，由于狂热分子，由于无信仰者，由于政
客，经济学者，科学家，所有这些人，他们都被他们创造的任何错误道路所制约着。科学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制约。他们只是
拒绝接受有全能的上帝在我们之上。他们不是科学家，因为他们没有开放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开放的思想，你就不是科学家。 现
在是时候让你们证明上帝和他的王国存在的时候了，这个王国给了我们安全、和平和喜乐。关于昆达里尼——我不知道我做了多
少讲座，并且用了这么多的方式，让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欣赏、理解和了解她。只有昆达里尼的知识对我们毫无帮助。你可能会发
现一些人比你们中的一些人对昆达里尼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可能读过至少一百本关于昆达里尼的书，但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知识
的问题。它必须在内在被感知到，必须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中被了解。它必须在你的存有中，你应该能够知道什么是昆达里尼。
一旦你看到某人，你就应该知道他处于何种层次——就灵性而言。一旦你感受到了气，你就应该知道你在上帝的领域里。 我必须
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和丈夫在克什米尔旅行，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我感觉到巨大的能量。我说，“这些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丈夫说，“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你怎么能有能量呢？”他问司机。他司机说：“不，这里没有寺庙，什么都没有，这是一
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我说，“好吧，我们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向前走了一段路，大约五英里，那里住着一些穆斯林，贫穷的穆
斯林。司机问他们，这里有寺庙吗？他们说：“不，没有寺庙。但大约一英里前有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哈兹拉特巴尔是穆罕
默德·萨哈布的一根头发。你能想象能量吗？我在大约5-6英里外的穆罕默德·萨哈布的一根头发感受到能量。 当我们否认穆罕默德
，或当我们否认基督，当我们否认克里希纳，或当我们否认达塔特雷亚，我们就否认了真理，因为他们都是“一”，没有区别。它们
就像生命之树上的花朵。我们不是他们的法官，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不能评判他们，我们没有评判他们的能力。我们拥有什
么样的能力，我们必须实现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必须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必须成熟什么样的能力。灵性必须成熟到哈兹拉特·
尼扎姆丁、奇什蒂或赛纳特的程度。你应该只看到Dattatreya出现在他们身上。因此你必须看到卡比拉。你必须要有Nanaka的成
长。否则，我们只是谈谈而已。 那些了解霎哈嘉瑜伽的人已经明白，所有这些宗教障碍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是整合的，精心编
织的，通过向地球上派出所有这些化身，让所有这些伟大的先知美丽地成就出来。创造孔子所描述的人性。为了创造原子价，我
们的原子价，我们称之为正法的10个原子价，是孔子所描述的正法。毫无疑问，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但他说的是同样的
事情，同样的语气。正如我今天早上说的，霎哈嘉瑜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纯粹的爱。它没有贪婪，没有欲望，没有野心，什
么都没有！它只有纯洁的爱通过你的经脉流向整个世界。 我希望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想想看，我们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遵循这条霎哈嘉瑜伽之路。现在，让其他人来看看他们是否能挺过这场混乱[不确定]，因为霎哈嘉瑜伽不是一种你可以成为
会员的东西，你可以支付一些钱，或者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贴一个标志牌，表明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成霎哈嘉瑜伽很重要。有这
种能力的人会来找我们。如果整个世界都不来，你不用担心。对我来说，你就是全世界。那些想来的人，可以加入我们，可以享
受自己，可以拥有。我们不能追赶他们，我们不能倒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来了——带到上帝面前。让他们自己来享受自己存在的
美，这是上帝特别为他们创造的。 今天，我必须说，每年，年龄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因为你正在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但我们必

须记住，每年你都会成熟。你像种子一样成熟，长到树上，然后变成花朵，最后变成果实。果实必须再次落在地上，才能让它复
活。同样地，无论是什么，无论时间是否流逝，人们都必须判断我在同情、爱和对真理的理解方面成熟了多少。我能在多大程度
上抵抗对其他受苦受难者的暴行。我们必须向社会、向我们周围的环境、向我们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向每个人张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这不是只有你才能享受的。它将被给予他人，对于那些来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们。 我相信总
有一天，许多人会睁开眼睛，亲眼看到，解决这个世界动荡的唯一办法是获得自觉，了解真我，他们还没有完全达到。一旦它发
生，我确信，我非常非常确信，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美丽的合一的花园。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观众掌声。 22’45” 印度霎哈嘉
瑜伽士：由于锡吕·玛塔吉的恩典，他们被教导的是，人们必须每天阅读关于锡吕·玛塔吉的活动讲话[不确定]。请允许我顺便说一
句，Shri Mataji和她自己的口诀一起给出了不同的解释。Shri Mataji以她自己的解释，给出了《博迦梵歌》、《古兰经》、Nanak
Sahab所说的，以及我们的Sahaja瑜伽士所写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一位，我们的苏达卡，写了这本斯特罗特拉姆·尼拉
南达，我请求锡吕·玛塔吉为这本书祝福，这是斯特罗特拉姆·尼拉南达。（观众鼓掌） 另一位霎哈嘉瑜伽士：最神圣的母亲锡吕·
玛塔吉，锡吕·纯洁无暇的女神，我们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向您致敬。我们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自觉，给了我们所了解的爱。今天，
您的光辉话语给予我们本有的和向往的深度。我感谢今天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庆祝Shri

Mataji生日的所有人。我们这里所有的霎

哈嘉瑜伽修行者，我向你们保证，哦，母亲，您的伟业将通过我们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了您的祝福，这个世界将是一个不
同的地方。非常感谢你。（观众鼓掌） 瑜伽士：Jai Shri Mataji!

1972-0101, 给我鲜花般的子女
View online.
给我鲜花般的子女 你们对生命生气，像小孩子那样，在黑暗中找不到他的母亲，你的愤怒表现为绝望，以毫无所得来结束你的行
程。你们戴着丑陋去寻找美丽。你们以真理的名去叫唤一切虚假的事物，你们用情绪去注满爱的杯子。我甜蜜亲爱的子女，你们
怎能用战争去建立和平？那要用你们自己，用喜乐自身才能做到。你们的弃绝经已足够，你们的人工化的安忍经已足够，现在在
莲花的花瓣之中，在你们仁慈的母亲的膝盖上，我会用美丽的花朵来点缀你们的生命。我会用上天的爱来膏你们的头，我不再能
忍受你们受苦。让我以喜乐的海洋来将你围绕，好使你们溶入那整体的大有，她就在你们真我处微笑，时常静静地跟你玩耍，你
们用心知觉，便能将祂找到，她将以极乐振动你身体中的每一纤维，让整个宇宙都被此光覆盖。 锡吕·玛塔吉·涅玛娜·德维在 1972
年首次前往美国途中致美国求道者的诗

1973-0828, 克里希纳崇拜, Most Dynamic Power of Love
View online.
克里希纳崇拜 印度孟买‧1973年8月28日

籍着上天，例如，若你只知道我的头，是不足够的；若你只知道我的颈，是不足够的；若你只知道我的腿，是不足够的，我越了
解自己，就越有活力，越友善健谈。所有伟大的，曾经存在的，或所有我们称的伟人，都是很了不起，因为他们活在很多人类里
。我感到大气的温暖，就如你的感觉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不是外来的人，他们是你的兄弟姊妹。在《往世书》(Puranas古经典)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不会把它们指出来。有一次，两兄弟在森林里相遇，他们以为对方是敌人，因此打起来，但因为他们走
得太近，打不到对方，他们就拿出他们的箭，箭却不听使唤，他们都有点诧异，互相询问，说︰「谁是你的母亲？」他们发现大
家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接着他们知道对方既不是外来的人亦不是敌人，大家原来都是从同一片肌肉纤维创造出来的。

知识给予他们何等甜美，何等漂亮，明白全世界每一处都有我们的兄弟姊妹，令我们何等有安全感，这些兄弟姊妹是在他们内在
的存在体，在他们的神圣里，我们是怎样用爱维系一起。当我说到爱，人们以为我在令你变弱，因为人们以为爱人的人是弱者。
这个世界最有动力的力量是爱，爱是最有冲劲的力量。即使我们在爱中受苦，也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而不是软弱。
例如，在中国，有个老师教导公鸡怎样战斗，国王把他的公鸡交给老师，请他教公鸡战斗，一个月后，当国王拿回公鸡，他很惊
讶他的公鸡只是静默的站着，什么也没做，他告诉老师︰「你对公鸡做了什么？它们完全没有冲劲，什么也没做，它们怎能战斗
？将要有场比赛，要展示他们的力量，我们该怎么办？」老师说︰「你把它们拿回去。」国王拿走两只公鸡，把它们放进竞技场
，其他公鸡也进场作战。这两只公鸡只站着，其他公鸡却开始摆弄姿态，折磨其他公鸡，它们却只站着，看着对手，其他公鸡对
它们的行为都很诧异，认为它们是很有力量，因此全都逃跑了。

我说的爱 — 上天的爱 — 不谨令你强壮，还令你很有活力，这是我们能想到最伟大，最光辉的力量。当粗糙围绕着爱，爱才会迷
失在粗糙里。它看来软弱，像受捆绑，一旦它得到释放，爱的活力能超越全世界邪恶的力量。

当人得到自觉，他们自动抛掉自我 — 我是说很大程度。因为，你只说生命能量在流通，不说是你给他们的。抛掉自我，有时你会
感到不管你想要什么，都会得到，你最好不要谈及它，若有任何反对声音，躲开它，远离它，我不想面对任何负面的反对声音，
不管是言语上或其他…即使用邪恶的方法。我们跑离后想︰「天啊！我们怎样面对它？」相反，负面的人，怀有恨意的人变得令
人厌倦。即是说那人在别人面前吹嘘，以为自己超越任何人，他能愚弄全世界。他担起责任，建立大静室或很大的地方，在哪里
，与他的无明安顿下来，向人传播他的知识 — 所谓的知识。透过他的方法，人们留下印象，俯伏在他的脚下。
而有自觉的人则很疑惑的安坐家中︰「这些蠢人在做什么？」现在不是有自觉的人坐下，感到诧异或耻笑未有自觉的人的愚昧的
时候，甚至不要只怜悯他们，而是要走出来，拿着爱的宝剑走出来，战胜全世界，这是最需要，最需要做的事情。若要拯救天地
万物，你就千万不要只是保持沉默。所有对爱错误虚假的想法，都必须放弃。我们要知道，这是份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会容许
你舒舒服服的安坐着，享受和平和极乐，而世界其他地方却不享受，仍被玩弄在邪恶的天才手上，这些邪恶的人来到世界，只为
毁灭，把撤旦的国度带到地球。

现在，人们要受苦的日子已经过去，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当然，基督从不感到受苦，因为他从不受苦，从不哭泣。祂就像那些
公鸡，很有力量。今天是要点光你对你内在力量的理解。肤浅表面的人要担忧他们不安全，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组织 — 但不是有

自觉的人。我曾多次告诉你，今天他也说你要知道，当你有自觉，就永不孤单。很多人已经有自觉，在你出生前，已经存在的人
，他们每时每刻都渴望帮助你。在我们的经典(shastras)里，称他们为Chiranjivas(即永恒的存在体)，你知道他们，他们是Niranja
nas，就如祂提到巴尔伐瓦(Bhairava) 和哈奴曼(Hanumana)，所有这些人都存在，等着你的呼唤。

有一次我们到市场里，出了点问题，有人与我同行 — 一个门徒 — 他与我一起。我只是想看看他的反应，他想与某个想告诉他一
些事的人争辩，他因此告诉我︰「玛塔吉，我们现在走吧。」当我们走出店铺，我说︰「你想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告诉哈
奴曼要照顾这方面。」工作已经做了，这是粗糙层面，事情发生了。一旦他们做不到，你可以把事情交给祂们任何一位，祂们肯
定会好好处理。因为是你站在台上，不是祂们，祂们只是背景人物。你要开口说话，不然若祂们开始想，人们会怎样说？各方面
祂们都会帮助你，但你对自己的安全有多坚持？对自己的财产有多坚持？对自己的理解有多坚持？一场了不起的战争在持续，你
仍未意识到，你们一些人，一些人肯定意识到，因为他们有作战的经验，这是一场大战。特别是现在十个恶魔降世。你仍然是那
么虚弱 —

仍是小孩子，毫无疑问，因为你只得了自觉数天。但若你想，你会成长得很快，可以长成巨人，你们全部人都能成长

。唯一是你要决定，你必须成长，有很多事情，只有你成长了才会发现。我可以给你食物，成长的却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当
你看到负面力量，你要站起来说︰「这只是负面力量，不管你喜不喜欢。」因此，你爱这个人，你没有恨。只说甜美的话不是爱
，不是，有时母亲甚至会责骂孩子，这样做不是说她不爱孩子。若有需要，你要告诉人这是负面力量。当然，若是有自觉的人而
他又不介意任何纠正

—

因为他想得到纠正，他知道要得到改正，工具要得到改正。若他不明白，你要把你的爱强加在这个人身上，你要强加这份爱

—

你知道的 — 坐在这里。很多人把爱加在某些行为不检的人身上 — 他们因此有很了不起的成就。那些人已经回头，回来了。只有
把你的手，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人身上，手像这样移动，爱围绕，那么这个人就会回来。毫无疑问有负面力量和正面力量，没有
两者之间，你要记着。两者没有妥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面就是负面 — 两者肯定在争战。唯一你会 — 这是整个玩笑(听
不清楚)…麻烦之处。你的意愿会受到尊重，你的意愿由始至终都受到尊重，你想成为爱的巨人的意愿，你能做到。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精神科医生，他的超我阻塞得很厉害。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在孩提时没有得到太多爱。」我说︰
「现在，我在这里，你坐在我大腿上，拿点爱。」他说︰「母亲，我想让我的爱流通，我想完全开放自己，无畏无惧。」我说︰
「就开始吧，不用担心别人会误解你，别人会说什么，他们说什么完全不重要。就爱而言，只有爱才有满足感，你爱另一个人。
」我说︰「只要让你的爱流通，你就感到事情在成就，只要决定我要爱人，一旦你作出这个决定，整个天堂，整个天堂的力量会
俯伏在你脚下，相信我。」若你看看别的例子，我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有些人常常说︰「玛塔吉，你怎能这样？」为何不能？我
就如你，就如你有同样的问题，但我知道，我只是上天爱的化身，我不能没有爱而存在，我生命的每一刻，我都让爱流通，我思
维每一个波浪都传送着爱，这令我极之强大。」

若你阅读…我曾阅读女神经典(Devi Mahatmya)，这本书提及一个面对太初之母、上天的母亲的恶魔，他取笑她︰「你这个女人，
你能对我怎样？你只是女人，你能对我怎样？」她向他微笑，说︰「好吧，来吧，等着瞧。」只作出一击，她就割断了他的咽喉
。这很清楚的显示正面能割断负面的咽喉，这样做是没有暴力(hinsa)。你要记着两者的分别。若负面力量是切割而正面力量却是
带出，这就是你对某人做了最了不起的非暴力(ahinsa)。你曾经看到负面对人做了什么，你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负面，你也曾见过
人们怎样受亡灵之苦。在这里，他们也渴求像你一样被爱。你会很惊讶，若你真的爱他们，他们会来告诉我︰「母亲，请你救赎
我。」他们只会为此来找我，有时会与你们一起来，我要救赎他们，若我答应给他们重生，但有些恶魔，就如前几天我告诉你，
斗争期(Kaliyuga)已经建好美丽的舞台，一出奇妙的戏剧快要上演 — 戏中拉伐那(Ravana)要爱上悉旦，作为母亲；金沙(Kansa)要
俯伏在罗陀的脚下，或许你不知道克里希纳要杀掉金沙，那时候，他是祂的叔叔。祂有种感觉，祂母亲的感觉

—

不管如何，他是我的弟弟，所以祂请罗陀帮忙，罗陀就杀掉他

—

那时候，罗陀爱全世界，她是爱的化身，她杀掉金沙，因为那是必须发生的。

当神把你玩弄在祂的指掌之间，若祂想杀掉任何人，就必会玩弄到…(听不清楚)。但首先你要完全在神的手上，只有祂的爱能杀死
这个身躯。当唱出力量和胜利之歌，你曾经看到，我所有的轮穴 — 它们是怎样开始运作，怎样散发生命能量，因为这些胜利日子

的力量仍在徘徊着，它要透过你才能办事，但你可怜的工具却移动得很慢。当爱要管治的时候，Satyayuga，真理期，若真理期
要来临，就要透过你的努力。在霎哈嘉瑜伽之前，没有任何努力，但现在，你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神圣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
启动什么交感神经系统，你也必须透过副交感神经系统才能做到 — 你什么也没做。但你却能静观，你是被拣选的，不然为何只有
你得到自觉？只有你能走得那么前？你们一些人只数天前才有自觉，就已经走得很远，为什么？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你要担起成
为上天的爱，上天充满活力的力量的管道这份责任，你要转化这些国家，转化这些分歧所创造出来恨的观念，这有时看来

—

怎样？怎会这样？现在，那些在果古(Gokul，印度地方名)
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曾回想那时候，那时候，克里希纳常常吹奏笛子，祂在众牧女身上试验霎哈嘉瑜伽。

噢！我们尝试，尝试，又尝试，在不同的生命里，都没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它却像擦出的火花，连锁反应开始。我们要有很强的
机器去盛载它，不然导火线会断。只有你的注意力才能感受到你的力量，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

去感觉你的注意力，放弃所有虚假谬误。所有都是虚假的 — 你看看自己的内在，就会知道什么是虚假，你只要放下它，接受真理
，真理自会给你力量成为真正的工具，盛载这管道，这爱的力量。这并不代表你要自我中心 — 即使你想自我中心也不能。即使你
想找人麻烦，也不能伤害人。你们很多人已经表示︰「玛塔吉，请你把它给予每一个人。」我则不能把它给任何人，必须给予寻
道的男人，也必须给予前世很多次生命都在追寻的女人。

你要知道，不管你取得什么，这是你的权利。因此，这个人看来是普通人，但他不是，他是伟大的圣人，他们全是伟大的圣人坐
在这里。完整的上天的中心，神圣的核心在流动。唯一的是要让它从你那里流出。这是神的力量，不是你的责任去担忧它做好事
或坏事。即使你认为，依据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它或许做了一些坏事，但最终它都会妥当。为何要杀死Jarasandha(印度国王)
？为何要杀死金沙？为何要杀死拉伐那？当然，我知道杀戮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所有被杀的人再次回到他们原来的座位，但仍
要，你不是要与这些可怕的人作战，你只要与自己作战，只要静观自己，你在那里？在做什么？你是否在上天或仍在粗糙肤浅的
层面？每时每刻都要想着这些。当你入静，每刻都要只想着这一刻，这一刻的活力，每刻都要感受这份完整的力量，每刻都要深
入内在，它会流通于你顶轮的内在存在体，完全在你整个存在体内旋转，把内在转化成生命能量的力量(Chaitanya Shakti)，完全
上天的力量。请容许它进来，接受它，无畏无惧的接受它，请它进来，每一刻，每一刻都要保持清醒，我们是处于很危险的时刻
。你能清楚的看到我只有一双手，虽然某某先生…说我是万能的，我什么都能做到，但并不是说我能令你也做到，你会一直都受
到尊重。除一事外，一切都受到照顾 — 你要是完美的机器，完美的管道，能让我演奏爱的乐章的完美笛子，是你要清空你的七个
孔，是你要令自己空虚，令自己圆满。祂知道自己的任务，祂是艺术家，你却是工具，来自很多灵的和谐乐章能充满邪恶的人的
耳朵，渗入他们的心，给他们爱，或许他们因此放弃邪恶，俯伏在爱的莲足下。

今天克里希纳要在你内里出生，一个五岁小孩杀掉Kalia。克里希纳要在你内在出生，走去坐在Kalia's
Sahasrar上，按着他的双脚，所有人都看过克里希纳在Kalia's Sahasrar上跳舞这出伟大的戏剧。克里希纳要在你内在的存在体出
生。当你是克里希纳，你就不用来看我。让我们站上台，这是超越语言，超越思想，进入上天倾泻它的福佑的无疑惑觉醒状态的
领域。这些人决定今天要有崇拜，你们也知道，当你们做我的崇拜时，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此，虽然你们迟一点仍要面对这
些问题，我希望你们能把注意力放在崇拜上，并从中取得最大的益处。透过这个崇拜，你首先得到母亲的保护，而我的轮穴，当
它们开始移动，就能给你爱的特别力量，祝福你所有的轮穴，完全充满它们。所以我希望，虽然只有两个人上前来做，但你们全
部人都要感到你们都在做，能感觉到这份一体，我存在体的祝福会自动的流向你们。

1975-0505, 关于虚幻的信
View online.
关于虚幻（Mithya）的信

(翻译神圣的母亲用马拉地语写成并于1975年5月5日顶轮庆祝日寄出的信)

1975年5月5日

我亲爱的Damie, 给你许多的祝福, 来信获悉。在顶轮上感到牵拽是非常好的迹象，因为只有通过顶轮，无尽的光束才能倾泄入人
们的内心，内在存有的新大门才能敞开。但在此恩典降临之前，应当先在顶轮上有牵拽力。我们明白，心的牵引同样悄无声息，
却是虚浮的，属于情绪层面。但顶轮的牵引则是全方位的。在那里，人处于整合的状态，处于乞求chaitanya

(神圣意识)

即神之爱的Dharma (正法 ) 和觉知中。这是自然发生的。虽然它是昆达里尼的技巧所为，但你的个性应当加强昆达里尼的能力。
你从历世获取该品性，所以此生是伟大的，这些人中瑰宝可为我的工作所用。
如果你能明白虽然我的身躯在此，我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你也应能认识到，连这身体也是不真实的(Mithya)

外表。到达这个

阶段很难，但如果逐渐认清虚幻，真理将毫不费力的建立，巨大的祝福浪潮将围绕你的存在。我在这封信中解释何为虚幻(Mithya)
。应当向大家宣读这封信，让大家都消化吸收。 虚幻自人们降生就开始了。你的名字，村庄，国家，星座，预言，很多诸如此类
或其他的事情附着于你。一旦梵穴封闭，多种虚幻的念头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虚假的想法如“这是我的或那些是我的”来归属等同
外界的物体！另外还灌输人为的约束，如“我的身体应当健康美丽”。然后又有不真实的关系出现在你脑中，如“他是我爸爸，他是
我兄弟，她是我妈妈”。随着自我的增长，愚蠢的想法进入你的头脑，如“我是富人，我是穷人，我很无助，或我归属高端家庭等等
。很多官员和政客成为自我中心者(驴子)。接着，产生了爱的外表覆盖下的愤怒，含恨，分离，悲伤，执著，在社会地位伪装下的
诱惑。情感丰富的人们依附于这种不真实的生活。如果你想摆脱这一切，并努力行动，你所得到的只是幻象的知识，因为注意力(
Chitta) 沿着太阳脉运行，然后你就牵涉进Siddhis (力量) 和其它的诱惑中。看见昆达里尼和轮穴也是幻象，因为你从中并无获益
，相反这是有害的。无论你坚持厉行何种自我控制和苦修，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增加了Chitta
(注意力)的局限性。因此永远无法获得解脱。
但所有的虚幻并未随着获得自觉而降落。它可以逐渐地终止。如果你用坚定的信念，否认心之所想，认定一切皆虚幻
(Mithya)，你将获得纯粹Self

(真我)的觉醒。此后它就在你内里稳固。尽管，同一个凡俗的Chitta出于爱之天性仍沉浸其中，但真

理无始亦无终，验证了湿婆大神。凡人的Chitta注定要认识该实相。这个Chitta必须要与此真我合一。只有这个Chitta向前进展，
抛弃所有虚幻(Mithya)，才能打破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约束，并验证真我。
真我从不会被打扰或破坏。只有人类的注意力(Chitta)在追寻欲望时会偏离内在的道路。这是Maya
(幻象)。她是有意创造的。如果没有幻象，注意力(Chitta) 将不会得到发展。你不应害怕幻象，应当认出她，这样她就能照亮你的
道路。云翳遮挡太阳，亦映衬阳光。同样，一旦幻象被识别，她就移开，太阳得以见到。太阳始终在那儿，而云翳有何作用？有
了云翳，你才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时隐时现的太阳。它给予你看到太阳的力量和勇气。人类被如此用心的创造出来。只要他迈出一
小步，一切都能成就。而这仍未成为可能。因此我才来做你们的母亲。
将你们的问题写信给我。坐下静坐。彼此间最好只谈论霎哈嘉瑜伽。注意力(Chitta)
应当始终保持深入内里。尽可能地忘掉外界。深信一切皆受照顾。这已经有很多实例证明。无论你做什么，你的Chitta

(注意力)

保持与真我合一。所有罪(Pap)与功(Punya)的约束顿失。世俗与非世俗的分别消逝，因为形成所有分别的邪恶黑暗已成末路。在
真正知识的光芒照耀下，不管是锡吕·克里希那还是锡吕·耶稣造就的毁灭，一切都变得吉祥。
所有这些是解释不明白的。光是指明道路并没有用。要明了道路只有靠践行。 当我收到你们的信时我会确定目标。一段时间后连
这也没必要了。但目前，大家都要写自己的经验和进展。我来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你们唤醒了多少Virata的经脉(Nadis)。这件
工作似乎将在圣土印度开始，当发展充分时将传播到所有国家和四面八方。
今天在伦敦庆祝顶轮日(即5月5日)，我只邀请了大约20-25人，并决定未来的行动方针。
你们永远的母亲Nirmala

深深祝福，无限的爱给大家!

1976-0330, 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下入静 印度德里 1976年3月30日
View online.
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下入静
印度德里‧1976年3月30日

我们不能做静坐，只能入静。当我们说我们要静坐，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在入静中。你不是在屋内就是在屋外，你不能在屋
内说︰「我现在在屋外。」又或当你在屋外，你不能说︰「我在屋内。」同样，我们…你向着生命的三个面向前进

—

情绪，肉身和思维的存在体。你并不在你之内。一旦你在内在，就能处于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你不谨在哪里，还无处不在 — 因为
就是那地方…哪里你才真的身处宇宙…哪里你与原理，与力量(Shakti)，与渗透入物质的每一个微粒的力量连上，你渗入每一个思
绪，渗入全世界每一项计划和想法，每一个创造这个美丽地球的元素，你渗入地球，渗入Akasha(印地语/梵文即天空/以太)，渗入
Teja(即光)，渗入声音。你的动作很缓慢，接着你说︰「我在静坐冥想。」即是说你与宇宙存在体一起移动渗透。你不是自己移动
，而是放下身上的包袱，把不容许你移动的重物放下。

当你入静，你要让自己处于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在这个状态，无意识，Achetana，会接管。你开始与Atita(即超越)力量一起移
动。无意识自会把它成就，它会带你到哪里，它也想你到哪里，每时每刻，你都处于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你要尽量保持在这个
状态。当你在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你必须知道，自己已在天国里。祂的子民，祂的各种安排，祂的意识都会照顾你。即使当你
给别人生命能量，我发觉你也不在无思无虑知觉状态；若你在无思无虑知觉状态下给人生命能量，就不会有任何感染。因为所有
进入你的存在体，所有你的物质问题，都是因为你处于这三个面向。透过霎哈嘉瑜伽，你开启了你存在体的大门，你进入了自己
的王国，但你仍没有留下来︰你走出来，再回去，然后安顿下来

—

不要紧。你不应为此感到失望沮丧。你知道人们为此已经工作了数千年，他们仍未能把自己从自己分隔开，只有你们

—

霎哈嘉瑜伽士，你们是从格涅沙的模式创造出来 — 你们是那么有力量，能唤醒别人，给人自觉。即使你受感染，你已经看到自己
拥有力量；即使你仍未感到生命能量，你知道自己拥有力量，能给人自觉，你的出现就能令人有自觉，但你要完全成为这个力量
。就如你的车子出毛病，只要它仍能动，仍是妥当的。你要把它修好，你要每时每刻修补自己的情绪。你有情绪是源于你的愚昧
，你的欲望，你的贪婪和很多对自己虚假的认同。我们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弱点而不是成就上。若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
就更好，那么我们就能好好游过超越它。就如船上有个小洞，海水从这个小洞涌进来，所有船员，所有职员，船长都会把注意力
放在这个有水涌进来的小洞；同样，你也要当心，有很多针对霎哈嘉瑜伽士的陷井，我曾经见过。当然，即使过去已经完结，已
经克服，在当下，仍有很多过去的阴影。例如，当你坐在一群人里，你们互相牵引缠绕。互相牵引缠绕的人，不管是什么关系，
你们必须知道，这种牵引缠绕不会对升进有任何帮助。

每个人都是独自升进。虽然你们都集体地与大家有联系，有沟通，升进却是个人的事，绝对是个人的事。所以不管他是你的儿子
，你的兄弟，你的姊妹，你的妻子，你的朋友，要紧记，你不需要对他们的升进负责。你不能帮助他们升进。他们的升进，只能
透过母亲的恩典，他们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努力去放弃属于三个面向的东西(案︰情绪、肉身、思维)，才能帮到他们。所以一旦你
有这种思维，就知道自己还未完全到达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这就是为何你仍出问题，三个面向的问题。有时，霎哈嘉瑜伽士发
觉有种情绪进入他的脑袋，是沮丧或挫败的感觉，他们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感到厌恶，两者都是如出一辙。我曾经见过，有些霎哈
嘉瑜伽士很厌恶别人。不应有任何持续的厌恶感。当然，一段短时间你或许会感到厌恶，这还可以，这是必经阶段。又或你讨厌
自己，或许这是过度的阶段。但若你持续有这种感觉，或你黏贴这种感觉，即是说你为自己设定限制，亦是说你不在无思无虑的
知觉中，你是在过去，你让过去密密麻麻的放进你的脑袋里。在当下，一切都是短暂飞逝的，一切短暂飞逝的就是不永恒，在当
下，永恒留下，其余都会消退。就像流动的河流，它不会停在任何地方，流动的河流是永恒的，其余的东西都在改变。若你在永
恒的原理上，一切不永恒都在改变，在消退，在分解，不再存在。

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本质。首要的是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是被拣选的一群，是神拣选他们。在德里这个城市，有成千
上万的人口，全世界都在受人口过剩之苦，但霎哈嘉瑜伽却很少很少人。一旦你被拣选，你要知道自己是根基，是要建立的基石
，你要强壮，要克制忍耐，这就是为何你们这些少数人，这些要点亮开悟全世界其他灯的第一盏灯，有必要享受永恒的力量，享
受上天爱的力量，享受你是宇宙存在体的力量，这就是静坐。所以当霎哈嘉瑜伽士问我︰「我们静坐该做什么？」你要在无思无
虑的觉醒中，就这样。不要做什么，那时刻…你向着目标，又或无意识掌管着你，不谨如此，你还在散发 — 第一次 — 把上天散
发进大自然，散发进你的四周，散发进所有与你连上的人。唯一你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点事……(录音不清楚)，静坐是最自然的方
法。

接着我们祷告，也有崇拜。祷告也…若你真心的完全顺服委身的祷告，请求永恒 — 就会赐予给你。只要请求，其余的事情都会受
到照顾…(录音有回音，听不清楚)，一步一步来。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有问题，问题出在他们的过去，也出在他们对未来的渴求。
现在当你出问题，在霎哈嘉瑜伽，你已经学懂怎样克服它们。除了静坐，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必须知道什么
是轮穴，灵量在那里。若灵量的上升受某个不能运作的轮穴阻塞，不要感到沮丧。就如你的器具或你的车子在路中停了，只感到
沮丧挫败有什么用呢？你要学懂所有机械运作，要成为好的技术员，那么你就能好好处理它。所以必须学习和掌握霎哈嘉瑜伽的
技术，你唯一要做的是把这些技术给予别人，学习纠正他们，纠正自己。不用有挫败感 — 这是最差劲的。若你感到挫败，对自己
不高兴，就会出问题，你要取笑自己，取笑你故障的机件。当你开始认同于自己，即使认同自己是器具，你就不在哪里。你不是
轮穴，不是不同的经脉 — 你是意识，你是力量，你是灵量。所以不用担忧轮穴经脉不在恰当的状态，若它们不在状态，你能解决
。就在现在，没有了灯光，若是因为电力出问题，这是严重的问题，但若没有光是因为灯泡坏了，你可以把灯泡换掉，你们全都
能做到。若你的轮穴有阻塞，不用担忧，亦不用感到沮丧，霎哈嘉瑜伽士有这种态度是错的。霎哈嘉(Sahaja)这个词汇另一个意
思是…是「简单」…(听不清)霎哈嘉的意思…要霎哈嘉是…我告诉你杜勒西达斯(Tulsidas古印度诗人)曾说︰「Jaise

rakha

hu

taise hi rahu 。」(你喜欢就保留我吧)。这种态度就能把你的注意力带进内在 — 外面就留给狗儿吧！留给 …我们不在意外在。你
们，我会以这种态度…你会很惊讶，一切忽然明白过来。即使，有时，你或许感到︰「我要到某个地方，我要把Bhajan 办妥，我
要把这些事情办好。」有时事情未能做妥当，有时阴错阳差，你想做好的事情却未能做好，你要接受这是神的旨意，是祂的欲望
— 还可以。这是神的欲望，你现在与祂的欲望一致，你在这里是要向全世界表达沟通神的欲望。在…在这个阶段，若你开始有自
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变成神的欲望？

这个「我」必须离去，这就是静坐。静坐是「我」不再存在，只有「你」。伽比尔(Kabirdasji)曾写过关于静坐美丽的诗歌。当羊
活生生跳动时，会叫︰「Mein，mein( 咩、咩)。」这就是「我」；羊死后，拿出牠的肠子，拉成直线，有些圣人把它们固定在Tu
tari上，Tutari是一种他们称为Ektari的器具，而他不停的用手指拉肠子，肠子就发出「Tu hi，Tu hi，Tu hi」的声音，这是︰「你
是，你是，你是。」这就是为何我们要死去，要复活重生。你们已经做到，我已经告诉过你，霎哈嘉瑜伽是Kheer，即你在陶锅里
煮的甜品 — Kachche ghade ki kheer hai，因此与陶锅里的泥土混合起来。你的注意力可以放在Kheer上，放在牛奶上，把陶锅里
的泥土全都去掉。这种明辨能力是自然而然的，就在这里。你已经取得 — 自我实现，你能感觉自己，你知道自己不是这样，以同
样的态度，你已经开始谈论你的轮穴。唯一的是，唯一的问题是…或唯一霎哈嘉瑜伽士的缺点仍然是以为自己在这里，他的注意
力仍被外在牵引着，这是唯一的缺点。若把注意力移走…怎样移走？这是重点，这是首要的。一旦你说︰「怎样移走？」即是说
你已经创造了三个面向的牵引，你不是去移走︰它就在这里。若你的注意力在外，我就要说︰「不，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内在，你
仍未取得它…(录音不清楚)。」它就在这里，你坐在这里，我也坐在这里，但我的注意力却在外，我要感觉自己身在何方，就这样
。有些人感觉到，有些人成就到，你们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升进得很高。
另一个方法是崇拜，我发觉崇拜对人类大有帮助，因为它能满足很多过往的习惯，你感到你在做过往的事情。你开始给予你认为
神给予你的东西，祝福，惠和木已经发现 — 他们都是聪明人 — 他们发现怎样取悦神祇，怎样取悦母亲，所以他们已经告诉你，
他们告诉你即使在我这一生，怎样取悦她，他们说「她」是Stutipriya — 意思是她喜欢受赞美，不是这样的。当你真心的赞美任
何人，即是说你接受他，就在这时候，轮穴开始创造一种动力，你因此被抛进，被激发进入神的国度。崇拜、祷告、念口诀这些
方法都是霎哈嘉瑜伽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导师设计和发现出来。这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努力—或可以说不用花力气

—

令你的身体有生命能量，我应说是从你的身体抽取精华。他们令…它令无限透过有限的存在体释放出来，它成就到，它恍然大悟
—我曾经见过 — 它成就得很好。但你也知道，崇拜后我有点倦，因为若你不吸收它，吸收这个大能，我想睡觉，把新增的生命能

量摆脱到Sushupti，让它进入无限的状态；在崇拜里，若你能吸收我释放的能量，处于平衡，就更有帮助，意思是当你做崇拜，
也在吸收能量；崇拜时要处于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完全集中精神吸收生命能量。人们却在崇拜中交谈，我曾经见过，他们…四
处走动，我是说…我不知怎样解释。那时刻有些东西在慢慢渗透 — 蜜液 — 那时刻，你只要以完全顺服奉献的心吸收它，它在慢
慢渗透。若你感到我的生命能量，那时候我轮穴的生命能量，你会知道，即使是一分钟，细微的，我身体的轮穴在不同空间，不
同速度，不同面向移动。我真的不懂怎样解释，但你看到它创造了一种韵律。你要吸收它，它是个别的音韵，适合每一个人，当
你吸收它，它就在你身上激发无限的状态。所以在崇拜时，你必须知道你…你全部注意力都要在迎接它。
今天新年是个大日子，两年之内，完满期(Satyayuga)要开展。对很多事情而言，这是个大日子，新年之后九天也要庆祝母亲的降
世。就是这日子，我要说︰「日历是由我祖先开展，他们察觉这天母亲开始创造，首先，她创造了格涅沙。在Utpatti阶段，她这
天开展她的工作，因此他们视这天为第一天，因为很久以前，时间是从这天开始，所以这天很重要。若你超越这天，你就超越时
间，你要踏在这天之上，超越它，你要站在正法，站在宗教上，超越它们

—

'Dharmateet'。你要成为这三种状态(Gunas)，超越它 — 'Gunateet'。你们全是这三种状态。但你踏着的路径必须正确，或超越的
路径…必须也要正确。一旦你超越，你要修补这些梯级，不管如何，你已经穿越了，可以透过静坐、崇拜、祷告做到。最重要，
最了不起的进步是透过你宇宙的存在体成就到，你们全都要把你的人生献给霎哈嘉瑜伽，付出更多更多。我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付
出很多，因此他们也有很大的成就。你要付出，谈及它，传播它，带更多人来得到自觉，不然他们会在进化过程中被遗留下来。
你已经没时间去怀疑和思考，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无用的活动上，若你仍有疑惑，最好还是放弃吧。你应立即就进入这个过程。

今天，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世界的灵性生命中有个快乐的新年旅程。你要想及所有远离我们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们的思绪要把爱带
给他们，他们也应如你们在这里一样，受到祝福。我希望在这些重要的日子我在这里，就如我告诉你，把自己完全奉献在解放自
己上。不管有什么节目，要以霎哈嘉的态度来接受。你不应坚持要有怎样的时间和时机，不管什么自然(霎哈嘉)而来，只要接受它
吧。
愿神祝福你们。

1976-0402, The Role of Tongue, Sight and Feet in Spiritual Evolution
View online.
"The Role of Tongue, Sight and Feet in Spiritual Evolution". Delhi (India), 2 April 1976. 我告诉你要同时成为母亲和导师
是多么困难 因为两者都是非常矛盾的作用 特别是对於想要成爲你救赎的人 要成为Moksha Dayini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路径如此
如此微妙 如此危险 所有人都必须自己来 走过去 如果你跌倒这一边或那边 你就会有灾难 我看你正在攀爬 我看到你上来了
有一颗母亲的心和一个导师的手 然後我看到人们堕落的一瞥 我试著告诉他们 来吧 有时我喊 有时我把它拉起来 有时我爱他们
爱抚他们 你自己可以自己判断 我对你有多少工作 我有多爱你 但是你爱自己多少才是重点 我告诉过你 对於一个霎哈嘉瑜伽士
整个事情应该由静观的力量来决定 现在静观的力量是沉默的 它不会说话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 那么它对你没什么帮助
你必须得到平衡 在这个化身中我第一次开始说话 我很困扰 因为我不习惯这种说话 所以对你们这些人来说 你们不应该说话
除非你想说话 而且很少有句子 结论性的 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 舌头使所有器官分散注意力的源头 如果你能掌握你的舌头
你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所有这些 因为一切都必须美好 例如 你看一个女人 如果她不美好 那么她可能很漂亮 但你不想看到她
它决定

舌头决定一个人

如果你想吃点东西

如果它不美味

那么你不想吃那种食物

它必须是美好的

然後一个想法

一个想法必须是美好的 如果它不美好 你不会拥有它 所以决定因素是舌头 舌根上升到Vishuddhi脉轮 它控制你的自我和超我
或者你可以说 舌头以某种方式反映在超我和自我中 通过你的舌头 当你说话时 你可以弄清楚你是 处於自我或超我的境界 它去表达
它去决定

但如果你理解它

那么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它

如果你知道如何处理你的舌头
他们也看到你说话的方式
你会感到惊讶

它是你的朋友

然後霎哈嘉瑜伽可以升得很高

你吃的方式

在某个地方

事情对你来说是美好的

舌头会立即将它扔出去

Saraswati

自己就住在你的舌头里

因为当别人遇见你时

这是决定的舌头

如果它出了问题

就像霎哈嘉瑜伽士一样

如果你真的非常进化
它就不会有它

如果你吃了一些食物

如果给你一些所谓的prasad

这是由一些不合适的人给出的 你的舌头会立刻扔掉它 它将无法接受它 即使你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服用 它也会被压在肚子裡
舌头会告诉大脑 把它扔掉 大脑会告诉胃 把它扔出去 这将是令人不快的 所以Vishnu在胃裡的动作 直到Shri Krishna的行动
我的意思是

同样的个性

都是用你的舌头判断的

所以

你必须知道你的舌头

应该是多么纯洁

圣洁

但是当你用这个舌头

取出你母亲的名字时 你必须知道它必须是最圣洁的圣洁 如何使用舌头非常重要 那些直言不讳的人也是一样的 那些说话非常甜蜜
从你那裡得到一些东西的人就是这个意图
在Vishuddhi脉轮

所以你的静观能力

控制著所有这些肌肉

它控制著味觉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

它控制著自我和超我

将根据你的舌头增加和减少
控制著牙齿

它控制著耳朵

当然

即使霎哈嘉瑜伽士理解

它控制著十六个子丛

但是耳朵

静观也在这裡

它还控制著眼睛的肌肉

你会听到一些你无法控制它的东西

舌头你可以

因为那是释放出来的东西 用耳朵你不能给别人任何东西 这只是一种方式 这 舌头 是双向的 你接受了什么 也可以扔东西
它有双重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方言

当昆达利尼上升意味著有一件事

那就是你的注意力变得微妙 从粗到细微 但它必须变得更微妙和微妙 然後它必须超越它 通过变得微妙 它只通过Agnya出现
因为Agnya就像一个针孔

因此

它通过微妙的渗透

由於这种微妙

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切

但是以一种微妙的形式

现在

这对您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认识那是什么 在一群霎哈嘉瑜伽士中 你可以静观这些事情 非常仔细和清楚
有一个人 他的眼睛周围仍在流动 他是霎哈嘉瑜伽士 他坐下来 他正看著这裡 看著那边 看著谁来 谁来了 当然 这个人仍然处於
你可以说的粗造状态 虽然他在这裡引起了他的注意 通过Mataji把它拉出来 你看 并摆放在上面 但是 这个人自己仍然在停济不前
所以不要为此烦恼 但即使是现在的人 比方说 细心 我们可以说细心 因为 你看 言语不那么精确 即使你注意到这样的人
你也会发现他的两种力量

採取非常微妙的方式

突然间你也会获得微妙的力量
它太微妙而无法被认可

让我们看看它的自我方面

这种微妙的自我发展成了你

另一个是微妙的超我

你开始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

你现在被赋予治愈的能力

然後你开始觉得你有能力表达自己
他们的超我现在发展了

一个是他微妙的自我

因为他们以前的导师

以前的问题

感受自己的内心

你开始觉得现在你有能力提升昆达利尼

因为你认为你学过霎哈嘉瑜伽

而第四种微妙的自我发展

你不承认它是自我
看看它如何分解成你

现在你知道了它的本质

当你看到对方的超我正在发展时
以前

当你变得微妙时

你看

你可以谈谈它

那是最危险的

他们一直遵循宗教的方式

碰巧有些人

一些错误以及所有这些

由於他们的错误 他们的超我发展 你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说X X先生看Y 超我正在逼近他 一些消极情绪正在流入他 所以
他的自我开始反对那种力量
当他越过那边时

以一种微妙的方式

他试图推动另一个人的超我

然後他变得非常脾气暴躁

现在他称之为积极的力量
他绊倒了

他继续传递关於其他人的评论

毫无疑问

他认为他做的是正确的
他说严厉的事情

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当然

他在做某种方式

这就是最微妙的一点

但是他过度了
但到了一定程度
一点也没关係

因为在这裡我会说Ganesh和耶稣 应该被视为评判点 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基督不介意 不仅如此 他还要求原谅所有这些人
但如果他的母亲甚至被某人触动

他本可以拿出他的十一个毁灭力量

杀死他们

这才是重点

谈到你的母亲

当然

你的自我和超我都有意义 但除此之外 如果它开始针对每一个霎哈嘉瑜伽 然後你不知道在哪裡有平衡 例如 那些人 他们也做了什么
他们认同自己是母亲 他们认为 不 不 他已经对我说过 这也意味著母亲也是如此 事实并非如此 你必须知道你被批评的地方
以及你的母亲受到批评的地方

这是两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判断点是基督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他接受了它

儘管他与他的母亲是如此 但他仍然可以打破这一局面 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你不是基督 但如果有人对母亲说什么 然後当然
现在尝试了解自己 现在你正在看自己 无论我说你在看自己 都是为了你的利益 这就是你在某个地方 找到一个超级入侵者的方式
首先 超我的入侵是 非常非常深刻和微妙的 它非常深刻 它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你 你不理解它 另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所谓的 他会认为
那个人有消极性 但他不会知道这一点 他超越了他对消极本身的积极性 因为一旦你越过这条线 你会走到这一边 一旦你越过这条线
你就到了这一边 所以 一旦你越过这一点 你立即变得消极 这是Sahasrara是Brahmarandhra 在Brahmarandhra之外 如果你在推倒
然後你正在穿越另一边 你正在和别人玩耍 现在 你必须判断自己并看到 现在你好X先生 你现在的表现如何 你立即成为静观
静观自己的静观

现在

你看到的超我和自我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自私的

有时在某些人身上

或者他们是否被统治

有时自我会超越超我

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无法决定

而超我会压迫自我

我已经看到了它

因为它是这样的

所以一直在摇晃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Baith jao" （印地语：坐下）你必须坐下来安顿下来 你自己看 我安定下来了吗 亲自观察 即使你能感受到力量
实际上你也能感受到力量 从这一侧移动到这一侧 你会感受到力量 从这一侧移动到这一侧 试著把它带到中心 现在 自我和超我
当他们继续这样下去 你可以说从一个到另一个摆动 它发生如下 在某一刻 你开始感到沮丧 沮丧 厌倦了自己 废话 出去
你坐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 坐在别人身上 你问别人 滚出去 这是不好的 我不喜欢那个男人 那个人来了 那个傢伙抓住了我
那件事发生了 这件事发生了 你移动的两个极端 那不是通往霎哈嘉瑜伽的方式 霎哈嘉瑜伽 Saha-ja意味著你是一个静观人 霎哈嘉
它具有双重含义 霎哈嘉通常用於一个简单的单词 Sahaj 你正在用霎哈嘉瑜伽的方法 意味著你是一个静观人 你看著它 看看这些树
他们正在静观

他们没有说什么

他们就在那裡

它应该是

只是为了这一点

我们是吗

每一个动作

处理任何事情

那你们的组织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们有组织的问题 因为您不是静观 你会发现两种类型的人 谁会说 我受苦太多” 其他人会说 不
不是我 然後他们互相交换 看 他们的态度互换 他们可以混淆 但你可以知道在哪裡阻止它 你成为了一个静观 沉默 谈了一分钟後
你就变得沉默了 这是最好的方式 我想 我可以说一个实用的方法 是为了你的舌头 是沉默 越沉默越好 沉默 看著 但有些人沉默 沉思
这是你正在做的最糟糕的事情 没有 沉默 看著 沉思 不计划如何伤害他人 然後突然你的判决会出来 那将是如此骯脏 如此切割
如此可怕 如此充满毒液 你会想 它来自哪裡 天啊 这种沉默绝对没用 它应该像一条河流 这条河有自己的深度 顶部是流动的
它只是一个心灵 应该有一种沉默 不是犟迫的 而是静观的沉默 即使这样的人在裡面说话 沉默的流动就在那裡 你是一个沉默的人
它一直在填补你 你可以静观每一片叶子 叶子的每一个动作 你看到沉默在移动 他们甚至不说话 但他们表现出来 以同样的方式
你不说话 你表现出来 当然 人类比他们(语言)高 因为他们说话 但如果言语成为负担 成为问题 成为伤害的工具 最好不要说话
Sahaja Yogi必须知道的另一件事 那些眼睛对霎哈嘉瑜伽非常重要 当昆达里尼升起 然後瞳孔扩张 因为你已经看过孩子们的瞳孔
是如何扩张的

只是纯粹看著事情是如何发生

你必须学会在自己内心深处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做到

修復自己的眼睛

但如果可以的话

对你的眼睛来说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运动
看著身体的下半部分而不是脸部
你的眼睛会触及他们的粗糙感

因为脸
脚

只是张开
谦卑

沉默

完整

在你心中

把眼睛放在心裡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做事方式
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习惯
如果你这样做

从那裡感觉灵粮向上升

沉默的眼神继续通过眼睛
看著每个人

我这么说

好吧

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做到

凝视著每个人

试著让你的眼睛向下望

你可以看到面孔
向上

这就是眼睛非常重要的原因

只注意土地

但你还没有达成

昆达里尼便升得更好

看到这一点

看到了
大地母亲

最好的事情是看到脚

其实那些受苦的人

如果可能的话

从昆达利尼低处提升 在他们的脚上擦油并洗脚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洗了门徒的脚 如果你允许我在公共场合
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整体的粗糙在脚下 如果你用眼睛触摸某人 意识到的人我会说 他们的脚 他们的大部分都会消失
你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但如果你想问我问题

这就是基督洗脚的原因
请问

因为我仍然发现

他的门徒你也洗脚并保持清洁

这样粗糙就会消失

霎哈嘉瑜伽士并没有尽快升进

我已经简单地解释了

因为他们把昆达利尼带到了这个位置

对我来说这是可能的 但要把它拿回来进入你的生活 是你自己的工作 你必须这样做 在Marathi 他们说 Da adi karatza maga paiya
我为你建造了顶部 顶部 而顶部现在由你支持 我把你带到顶部 但你不能把它击倒 因为要么你对自己感到沮丧 要么感到沮丧
你会得到什么 否则 你会对别人感到沮丧 只是保持沉默 做静观 正如Sai Baba所说 saburi 耐心 它进来了

1976-0529, 如何静坐
View online.
如何静坐 孟买 1976年5月29日
在达卡，我告诉过你们，在霎哈嘉瑜伽是怎样的，首先你进入到Tadatmya的状态（与上天合一）。在Tadatmya后，可以达到Sa
mpya的阶段（与上帝更近），之后是Salokya阶段（与主同在）。但是在达到Tadatmya时，人的兴趣本身发生改变。一旦达到Ta
datmya阶段，由于他的经验，这个人不想进入到Salokya和Samipya的状态。就是说，当能量开始在你的双手流动时，当你感受
到并提升他人的昆达里尼时，那时你的注意力就朝向关注他人的昆达里尼和理解你自己。你想对自己的轮穴警觉，也理解别人的
轮穴。
如果你看向天空，你可能看到 -- 即使有云，你还是会看到各种形态的昆达里尼。因为，现在你的注意力已经来到了昆达里尼，不
管你想了解昆达里尼什么，不管你想看到什么，不管你有什么愿望，都会在你面前呈现。你对昆达里尼的兴趣在成长，其他兴趣
都消失了。
试着这样理解：当你步入成年，童年离你而去，你只对成年的生活感兴趣 – 工作，生意，妻子，家庭 – 你只对这些感兴趣，其他
童年的兴趣逐渐减退，旧的体验逐渐消失，你的注意力转向新的体验。或者尝试这样理解：比如说，有个人对音乐不感兴趣，不
知怎的他对音乐感兴趣了，对古典音乐感兴趣，之后他就不会享受非古典音乐会。你在霎哈嘉瑜伽就类似这样。
至于你的其他习惯和兴趣，他们是逐渐习得和有意培养的，因此这些兴趣深深地渗透在你的身上。霎哈嘉瑜伽在你的内在带来全
然的转化 – 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觉，现在你可以感受到能量和他人的昆达里尼，你可以给很多人自觉，你可以治疗成千上万
的人，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力量之中并被这个力量滋养着。
但在做这一切时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丝毫没有费力，一切都是自己发生的，毫不费力。也许这就是为何尽管很多人在霎哈嘉瑜
伽中获得了能量，也升进到很高的状态，但他们的注意力甚至从来没有稳定在Paramatma至高的灵，真我，或者昆达里尼上，却
反复地走向错误的事情。
你们已经问过我，“获得自觉后要做什么”。获得自觉后你必须要给予。绝对有必须要在获得自觉后去给与，否则获得自觉没有意义
。当给予时，有一点，一点必须要谨记，“就是藉由这个身体，这个思维（manas），这个智性(buddhi)，是说整个人格，藉由这
些你给予无与伦比的东西，自身要非常的美丽；你的存有要非常的洁净。“ 不要有疾病，如果你有任何疾病 – 可能很多霎哈嘉瑜伽
练习者都有疾病。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前，你可能会很担心疾病，并希望疾病以某种方式被治愈。来到霎哈嘉后，你的注意力不
会走向疾病，你开始说，“病会好的，没关系。”

但这是错误的，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很小的问题，你要治疗自己，把手放

在那个地方，你要保持肉身的洁净。没什么可做的，只是静坐，保持自己的洁净，保持身体的方面的洁净。
但是，对于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据说，每个人早上起床后都会去厕所清洁自己（如厕洗漱等）。相似地，对
于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泡脚极其重要，至少泡脚五分钟，上床休息之前。不管你进化得多高，即使你没有被感染 – 这没关系，你
必须要泡脚，哪怕五分钟。甚至连我有时都要泡脚，（尽管我是没必要泡脚的）是为了让我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吸收这个习惯，
这是非常良好的习惯。
所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必须每天泡脚，至少五分钟，每天都要做。所有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要在照片前点蜡烛或油灯，点空空，
把脚放进水里，以这样的方式坐着，双手朝向照片，如果你这样做，你一多半的问题都会自动解决。不管发生什么，五分钟还是
不难的。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在睡前。那会消除你一半以上的感染。你必须早上要早起，霎哈嘉瑜伽士是白天的活动，不是夜
间活动，所以晚上你必须要早睡，我不是说你晚上六点就去睡觉，而是晚上10点就都要去睡觉，不要晚上十点以后你还醒着，你
必须要早起，洁净自己，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累世的生命都是这样做的。同样的，所有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要早起，清晨静坐。
这是养成习惯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早上四五点钟起床都很困难，这是有原因的，我对人类做了深入的研究，研究人类让人
很开心，看到人类逃离自己，与自己辩论对抗很有意思，看到他如何解释自己，如何让自己成为嘲弄的对象很有趣。有些人告诉
我：母亲，我早上起不来，我问：你昨晚几点睡觉？

12点，但是母亲，我准备4点起床。这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前一晚早睡，第

二天早上才能早起。前一天早点睡，有两三天身体就习惯了。当你早上早起，你的接受力更强，不仅如此，这个世界早上的时间
也是非常美丽的。。。（讲话因麦克风故障打断了）

所以从身体的角度，我已经告诉你们早上必须要静坐。现在，如何静坐呢？想一想，早上如何静坐。首先，在心中向自己叩拜，
让自己谦卑下来。如果某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很多，或者认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圣人，那么，当然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他即
将要离开霎哈嘉瑜伽。一个人要获得静坐的许可，平静地坐在照片前，双手打开朝向照片，以极其谦卑的心态，一个人必须向自
己的内心叩拜。要不断地求取宽恕。所以，甚至在那个时间，必须要求取宽恕：哦，上天啊，如果我们做了任何违背您的事情，
请宽恕我们，请带领我们进入到静坐之中。然后我们祷告：我们宽恕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伤害了任何人，哦，上天啊
，请宽恕我们。此时，在你的心中带来纯粹的情感，然后进入到静坐中。现在，静坐时要闭上眼睛。不要问静坐几分钟，问这样
的问题是非常错误的。
是否你静坐五分钟或十分钟，不管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静坐必须完全集中注意力。谦卑地向自己叩拜，静坐。在静坐之前，必
须认真地领会，在静坐前，给你要静坐的地方班丹，给你自己班丹，给你的身体班丹，对身体七次班丹，给你静坐的地方班丹，
给照片班丹。不要象很多人一样机械地去做，要带着谦卑和虔敬，就像做普祭一样做班丹。之后，给Mana班丹，哪里是Mana，
你们从未问过我：母亲，哪里是”mana”.

Mana是这里，它起始于这里，是说你必须要给喉轮和额轮非常强有力的班丹。Mana必

须给予班丹。当班丹时必须要这些想：哦，上天啊，让我们在您的班丹之中，请让我们不会遭遇任何不幸，极其谦卑地叩拜，那
时，只是确信你在静观状态和对一切无执着之中。只是让自己脱离一切执着，静坐。如果你尝试每天这样做，就会成为一个习惯
。
带着极大的虔敬，清晨必须静坐，可以静坐十分钟或半小时，都没关系。当静坐时不要移动手，看着照片，慢慢闭上眼睛，静坐
时不要移动手。在那时，不管哪个轮穴有不平衡，只是看着那个轮穴它会被纠正，因为正如我所说，上天的能量在清晨时更强。
现在，清洁好轮穴后，在你的真我原理中静坐。注意力放在你的灵体上。没有人曾经问过我，母亲，哪里是灵体。灵体是在你的
心中，但是它的宝座是在我们的顶轮。这就是为何我说要向你的心叩拜的原因，注意力放在你的顶轮，向灵体交托，把思维交托
给灵体。灵体原理的本质是什么，灵体的原理是纯粹。应该说，完全无暇的纯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里，那是完全的超然。不
执着于任何事。由于你的认同（附着），你远离你的灵体。对着真我原理静坐，真我原理就是爱，为此静坐。这是伟大的

–

真我原理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很多宗教，但是没有人在任何那些宗教中能够描述爱，正因为如此，他们有很多荒谬之处。
爱无法描述，因为爱是流通于你双手的力量。这是”Chena“意识，是人们所了解的意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爱，他们理解的意识
就像象电一样的其他力量，但不是这样的，真我原理就是爱，一个字：爱，你从各种束缚中解放。不管什么错误，不管怎样违背
爱的虚假，即使你责骂某人告诉他真相，你爱他，你自己变成了爱(Prem)，这就是为何你对爱静坐，你就能进入真我原理。静坐
不陷入人任何思维。但是，现在，你可以说，我是爱的原理，我是真我原理。我是上天大能的力量。你可以象这样说。用这种方
式，只是说两三次，你就会感到被祝福。因为你说的是真理，能量以强力的力量在你的存有中开始流动。
现在，日常生活中该做什么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要明白在你内在流动的力量是爱的原理。不管你做什么，你是否用爱在做
，或者你只是为了炫耀你是一个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如果我对某人说了什么，或者如果我对某人生气，我注意到他会对其他霎
哈嘉瑜伽士说反对我的话，然后他问我：为何我失去了能量。如果你沉浸于这样的愚昧中，你最好离开霎哈嘉瑜伽。只有那些有
愿望承担事情的人才能够留在霎哈嘉瑜伽。一个人没有任何权利给予我任何东西，他只是从我这里接受。如果他想给予，当他的
力量发展了，那会非常好。但是你只有真正吸收才能给予。因此，首先学会吸收。尝试看着自己的弱点。因我们的仁慈，我们应
该看到我们想要给予什么，我们要给予爱。我们是站在爱之中吗？我们跟每个人争斗，我们跟每个人辩论，我们麻烦他人，我们
想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不能活在这样的谬误之中，我们应该象镜子一样生活，就是要时刻关注自己。比如说有东西粘在我
脸上，你告诉了我，我就能擦干净。同样地，你应该关照你自己，擦掉任何黏附你的东西。
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你应该生活在更光明的生命中。在你的脸上要有转化的迹象，你的行为必须是美好的，爱应该从你那里
流淌出来。如果你只是个没有爱的个体，那么你就不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练习者。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要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欲
望的霎哈嘉瑜伽士，无需证明你的价值，我正宽容你，你今天正坐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提升，那么请宽恕我，不要再来霎哈嘉瑜
伽了。这样的人几天后会自己离开霎哈嘉瑜伽。那些缺乏爱，那些认为自己进化很高的人，对霎哈嘉瑜伽是没用的。这样的人应
该去到其他假导师那里，被假导师踢感受热力。
在霎哈嘉瑜伽这里，你已经变成了上天大能的工具。你应该极其谦卑，极其谦卑。你应该完全放弃自我。其他人说人要获得救赎
，我说首先要放弃你的自我，放弃你的愤怒。只是拿走你的衣服，你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救赎意味着放弃愤怒，色欲，执着，骄
傲，贪婪，嫉妒等，放弃这些shadripus（六大敌人），被称为Sanyaas – sanyast。我们不是在谈论表面的救赎，在与其他人相

处时你要极其有爱和平安，你应该与你的家庭，孩子和朋友谈论霎哈嘉瑜伽。改变你的朋友和熟人。他们（霎哈嘉瑜伽士）是你
真正的亲属，你应与他们交谈，他们（霎哈嘉瑜伽士）会告诉你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已经拥有了新的能量意识
。
不管何时你在哪里旅游，比如有人告诉我他来自Rahuri，就像我们旅行时携带私人物品一样，我们带着“teertha“，被我的莲足发
送能量的水被称为”teertha“，还有其他被发送能量的物品，如：空空粉等。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生病的人，我们给他”teertha“
喝。如果有人谈论宗教，我们给他看母亲的照片，告诉他关于母亲的信息，告诉他母亲可以给予他自觉。不管他们在路上遇到谁
，他们都谈论霎哈嘉瑜伽，他们给一些人点空空粉（Bindi），问他们感受如何，给他们我的照片，谈论我，告诉他们从照片中可
以获得自觉。每时每刻他们都只在谈论霎哈嘉瑜伽，只是在想他们如何能彰显霎哈嘉瑜伽。这样做你就能发现自己的深度。也有
一些人来到霎哈嘉瑜伽就象参观一个寺庙，然后他们马上就走了，由此他们面临的是相反的结果。
你们坐在这里的很多人，以前病得很重，但是自从他们获得了自觉，他们从来没有生过病。获得自觉后他们再也没去看医生，他
们从未再吃药，就连一些年龄很大的人，过去常常去看医生，去医院，自从他们进了霎哈嘉瑜伽，他们也不再看医生去医院了。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但如此，他们还去帮助别人。原因是：做为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对于自己的健康无论做什么，只要持续去
做就能痊愈。你们都要彼此见面。在你们之中，你们都是医生，都是病人。就像医生一样，不要从另一个人那里收费。同样的，
当你们彼此帮助时也不要收取费用。你应该款待他们，谈论自己的状况，不要介意。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顶轮有阻塞，那这是个耻辱，因为顶轮阻塞意味着你对抗我，你要让别人帮助你纠正，要知道你是怎么被感
染的。你不应该和任何反对霎哈嘉瑜伽的人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跟他们联系顶轮就会被感染，你要告诉这样的人远离你并堵住耳
朵不听他说。不要跟这样的人说话，告诉他不要跟你说话，告诉他你遇到他是因为母亲，他应该安静。如果你持续跟这个人说话
，你的顶轮就会受感染，几天后你就来找我说，母亲，我得了癌症。有一两个人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他们被治愈了。你必须要知
道癌症是顶轮的疾病。如果你想远离癌症，必须保持顶轮的洁净。如果你的顶轮开始感染，那么就知道这是癌症的开始。你要总
是保持顶轮的洁净，因为如果你不能那样做，那么过几年后你就会过来说，你得了癌症。为何不从现在起保持自己的洁净呢，不
仅如此，为何不为霎哈嘉瑜伽工作呢，那样我们就在上天的国度中。
明天，当属于上天国度的人从世界中被选中，你应该是被拣选人中的一个，为何不这样做呢。我们只是正在浪费时间，会见朋友
，与亲戚吃饭，批评他人。让我们放弃所有这些，改进我们，我们要过一种被铭记的生活，让我们这样想。
没有人会认为他只剩下很少的生命，现在很难如此，你不会死，当你死了，你会再出生，这一切再继续。为何不在一年的时间脱
离这个循环（生死循环）呢，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脱离生死循环。你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只是一个决定，仅
仅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就可以获得霎哈嘉瑜伽的巨大好处。
你应该完全交托，你没有必须触摸我的脚，只需要从我们的内心向我交托。有些人触摸我的脚但是没有在他们的心中交托，一个
人必须要在内在完全地向我交托，如果你从内在完全地交托，那么你的昆达里尼会保持建立在你的真我原理上，就像灯的火焰，
没有任何闪烁。但是一个人必须要保持交托，在交托的状态，这个人会感受到喜乐，祝福和对上天的认识。
霎哈嘉瑜伽是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和特别的事情，请尝试去理解并参与其中。你越多地认同自己与上天合一的状态，你的真我
原理会越多地闪耀。根本没什么是重要的，除了你自己变成光最重要。那些总是沉迷在无聊事情中的人建议离开这些事情，那些
东西不是给他们的。我再告诉你们最后一次，请引起注意并采取明智的行动。
在我们内在，有很多邪恶的倾向，在我们内在也存在很多的负面能量，这些影响我们去做邪恶的事情，在这些负面的影响下做事
，就像你自己变成了撒旦。现在，你自己决定是要变成撒旦还是变成上天的力量。现在，如果你希望变成撒旦，那就另当别论，
我不是你的导师；但是如果你希望变成上天的力量，那么我就是你的导师。但是你需要从变成撒旦中拯救你自己
首要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在新月和满月的晚上，在你的左脉和右脉总是有危险，特别是在这两天，就是说，新月和满月的晚上
，你要早睡，唱完拜赞，在照片前叩拜，静坐，班丹后把注意力保持在顶轮去睡觉。那意味着你的注意力是在顶轮你就进入了无
意识状态，那时，在那里，给自己一个班丹，你就得到救助。在这两晚期间应该特别注意。新月的晚上，你要特别对锡吕·西瓦静
坐，对锡吕·西瓦静坐后应该睡觉—那是灵体—完全交托自己给锡吕·西瓦。在满月的晚上，你要对锡吕·罗摩静坐，完全把自己交
托给锡吕·罗摩保护。Ramchandra这个词的意思是“创造”。你要完全奉献你的创造力。因此，在这两天你要特别照顾好自己。

然而，在农历的第七和第九天（根据印度的日历“saptami” 和“navami”），你会获得我特别的祝福。要记住在这两天你会获得我特
别的祝福。做些特别的安排，以便你可以在这两天有妥当的静坐。
你要在我的莲足洁净过的地方集体静坐（我去过的地方）。不要邀请别人到你家里集体静坐，即使跟你的亲属也不要集体静坐，
只在我告诉你可以集体静坐的地方集体静坐。你们也应该在我没走过的地方长久地谈论霎哈嘉瑜伽。因为在那些地方，亡灵会通
过你说话，你开始自己对抗自己。我这样说是因为即使现在你还是没有摆脱亡灵的束缚，你还不知道亡灵何时进入你的存有开始
接管你，这就是你要如何保护自己。不管何时你出去，离开家，给自己一个班丹，总是在班丹中。
如果你遇到一个额轮有阻塞的人，给他一个班丹，甚至用你的注意力就可以做到。永远不要与额轮有阻塞的人争论，这样做很愚
蠢。你能跟额轮有阻塞的人争论吗？谁是亡灵呢？千万不要跟额轮有阻塞的人争论，“永远不要”。不管他说什么都只是赞同，持续
地说是的，是的，你是对的。因为不管何时我们遇到头脑有问题的人，我们只是说：是的，是的，不管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千万
不要与额轮有阻塞的人争论，你也不应该与喉轮有阻塞的人争论，千万不要走近一个顶轮有阻塞的人！
不要联系顶轮有阻塞的人。告诉他首先要提升他的顶轮，你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去告诉他，“你顶轮有阻塞，纠正它。”

顶轮要保持

洁净，如果任何人顶轮开始阻塞，那么他要立即寻求霎哈嘉瑜伽士的帮助，“做点什么，洁净我的顶轮”。如果有顶轮阻塞的人跟你
说话，你应该告诉他，“你是我的敌人”。只要他顶轮有阻塞，永远不要跟他说话。
如果一个人心轮有阻塞，你要尽可能地帮助这个人。在他的心轮班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轮带他来到锡吕·玛塔吉的照片前。一
个人必须要照顾心轮，可能有时候，一个人会有心轮的问题，你应该帮助别人清洁心轮，但是很多人没有心！他们是非常干巴巴
的个性，你对这样干巴巴的人无计可施，即使你想帮他，所以，你不用管他们。然而，如果他们来找你，让你帮助，那就建议他
们首先离开哈达瑜伽，然后告诉他们脱离生活中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应该被要求学习如何去爱别人，如果他们不能爱人类，那么
他们应该至少先爱狗和猫。
爱每一个人，爱孩子。千万不要侵犯孩子。实际上，一个人永远不要侵犯任何人，千万不要伤害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要打孩子，
任何霎哈嘉瑜伽士都不要用手打孩子，不要用手打别人，千万不要，不要对任何人发脾气。尤其是霎哈嘉瑜伽士不应该生气。不
要生气，霎哈嘉瑜伽士应该机智聪明地改变一切。千万不要生气，你必须要祷告，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是怎样
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以很多方式告诉过你们。同样的，我们有的这个‘Anant Jeevan’组织（永恒生命），八个到十个人应该在一起，想想要怎样做。
你们都要为此做出贡献，并为之服务。那些还没有给出名字的人，请把名字交给Mr Pradhan，我们将要季度性出版，所有我的信
件，信息，讲座都要打印出来，除此之外，如果你有任何经验分享，也可以分享，这样可以打印出来。不管你有什么经验，来自
全印度各地的，有些也可以在这里打印出来。因此，如果你有任何经验，可以持续给他们写信。除此以外，如果你可以写霎哈嘉
瑜伽的文章，请写出来寄给他们打印。以这样的方式就会有季刊，上面有些是印度语，有些是马拉地语，有些是英文，有些是古
吉拉特语。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打印所有这些语言，或者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打印。在霎哈嘉瑜伽中一切都发生的很慢。为此你一定
要做出贡献，订阅季刊并从中受益。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可以提出来，我会一起回答所有问题。我们先以季刊开始，然后再月刊
，然后周刊，最后日刊，但是现在要从季刊开始。
如果你有问题，任何问题，请以我的名义给Mr. Pradhan写一封信。不要给我写很多信，因为我没有时间。之后，不要说母亲给他
写信了没给我写信，不要以这样愚蠢的方式说话。霎哈嘉瑜伽不是为了这样的人。你知道你们的母亲平等地爱你们所有人。因为
某些原因我没有给一些人写信。有时她给你写信有时不写。有时我写信给那些根本不在意我写信给他们的人。现在我不打算介意
那些因我不写信给他们就感觉很不好的人。我对这些人已经足够关心了，结果是那些邪恶的人一直这样，而且从未改善，我们一
直受扰。
那些我已经耐心地认为他们可以提升的人没有任何进步，还是保持邪恶，他们没有转化一点点，让我们痛苦。因为我已经决定在
迦利瑜伽时期没有人类会毁灭，我不会折磨任何人。我已经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或进地狱，或接近上帝。我已经给予了你们完全
的自由。如果有人想进地狱，那么我会说加快脚步，这样我就从你那里摆脱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做了，如果你希望进地狱，那么
我已经为此做了安排，如果你希望来到上帝的莲足前，也为你做了安排。所以我告诉所有那些折磨我的人，打扰我的人或者令我
痛苦的人，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耐心，现在如果任何人麻烦我或者打扰我，那么我不得不清楚地对这样的人说，现在我们跟你没
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离开霎哈嘉瑜伽。

这些人，离开霎哈嘉瑜伽后显现了真正的面目，再次来打扰我们，他们的真实面目被暴露。但我要告诉你，你要想想自己的幸福
。没必须跟随他们进地狱。想想你自己的幸福，没必须跟任何人争执。他们跟之前的他们一样，转化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
们是邪恶的。那些好的人，他们刚开始也象这些邪恶的人一样，但是非常容易被转化。那些邪恶的人不可能被转化，我已经明白
了这一点。我已经很累了，但这样的人还是保持他们原来的样子，你根本不可能转化他们。我不得不要求你们，不要跟这样的人
有联系，逐渐地他们会离开霎哈嘉瑜伽。他们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想破坏你已经完成的，你要从这样的人中救助自己，获得你的能
量。
。。。音频听不清楚大概两分钟。。。
所以，所有那些认为他们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他们想进地狱，我可以给他们发去往地狱的票，这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所有那些希
望进入地狱的人可以从我这里拿票，我愿意给票。那些想进天国的人，我也可以发票。票务员可以发任何目的地的票，但是票务
员会告诉你，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线那么将会脱轨，立即，到了那，你的。。。听不见声音。。。将会断掉，从那里没有回程，你
不可能从那里回来，没有从那里回来的票。这就是为何我告诉你，但我不会讲太多关于地狱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地狱。
我已经告诉你们所有关于这个，这样你们就能保持工具洁净，要总是保持你的视野在更高的层面，你不要把你的视野保持在低位
，而是要提高，你必须要提得更高，千万不要向下看，你必须要提升得更高，每一步我都与你在一起，每一个地方，任何地方。
不管你走到哪里，在任何地方，我都与你同在，完全在一起，亲身与你在一起，以我的灵体和我的语言，完全地与你在一起，这
是我对你的承诺。但是那些希望去地狱的人，他们也会被吸下去，这也是被安排的，因此要小心，追求更高的生活。
现在，我要去伦敦了，当我回来时我想看到你们每个人都至少给十个人带了自觉。给他们打电话，开放地与他们谈霎哈嘉瑜伽，
不要感到害羞，告诉他们关于霎哈嘉瑜伽是怎样的真实，霎哈嘉瑜伽是宗教的真理，这是真实的。聚集人们在一起，不管你在哪
里发现他们都跟他们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照片，每个人都应该把照片给十个家庭。每个人奉献十张照片是很好的方法。把
这些照片送到十个这样的家庭，在那里照片会收受到尊重，受到崇拜，霎哈嘉瑜伽可以被接受。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传播霎哈嘉瑜伽。我们不想有太多公众信息，因为不管何时我们公众宣传都会有卑劣的人被吸引，好人
没有到来。因此，最好始终为霎哈嘉瑜伽服务，让你自己值得获得霎哈嘉瑜伽（灵性上）。愿上帝祝福你。我完全的祝福与你同
在，我的心，我的精神，我的身体总是致力于你的服务，我甚至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不管你何时在任何地方想起我，只是闭上
眼睛，那一刻我会带着所有的力量与你同在，‘Shankh,Chakra,

Gada,

Padma

Garud

layee

siddhari’（就象主克里希纳骑着他来自Dwarika的神鹰，带着他所有神圣的武器-- Shankh, Chakra, Gada, Padma，当德劳巴底（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女子）叫他时—我将立即出现在你面前）即使一会儿我也不会迟到，但你必须是属于我的。这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你属于我，那么我瞬间都不会迟到，我会来到你面前。让上帝祝福你们所有的人并赐予你们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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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是我们内在最珍贵的东西，它的珍贵的程度是没法量度的，这就是为何我们称它为永恒的价值，因为它是无穷尽的，你不能量
度它。
现在神，大能的神，我们说祂是Sat-Chit-Anand。Sat是真理。我们以人类的词汇理解的真理是相对的，但我告诉你的Sat是绝对
的，相对就是从绝对开始。我会以例子来告诉你怎样理解它。这个地球有海洋，河流和各种水源，地球包裹着它们，若没有大地
之母，就什么也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地之母是所有存在于她之上的事物的支撑，她包裹着我们。原子里有她，大山里也有
她，因为元素是地球的一部分。同样，大能的神，祂的Sat部份，真理，是所有已创造和未创造的事物的支撑。
另一个你要明白的例子是︰Sat怎样是Purusha，是神，神没有参与创造，祂只是催化剂。我举一个例子︰所有工作都是我在做，
我创造万事万物，我手上有光，没有光，我什么也做不了，光支持我的工作，但光对我的工作却没做什么；同样，大能的神就像
光，只是旁观者。
神的另一个质量是祂的chitta，是神的注意力。当它得到激发，梵文spuran是个很合用的字，即脉动，当它脉动，当神的注意力脉
动，透过神的注意力，祂开始创造。它还有第三种品质，我们称这品质为anand，anand是透过神的洞察力，神的创造而来的喜乐
感觉，祂取得的喜乐。
当此三者在零点相遇，它们就变成梵天婆罗摩原理，它们合而为一，完全的寂静，没创造什么，亦没彰显什么，但喜乐却与注意
力合一，因为注意力已经与喜乐融合，喜乐亦已经与真理合一。
这三种品质结合后，就分隔和创造三种现象。Anand，喜乐，在神里，与神的创造和真理一起移动。当喜乐与创造一起移动，创
造就开始往下移，先从真理阶段到asat(非真理)，从Sat到非真理，到maya，到幻相。那时候，创造从右边开始，创造的力量开始
起作用，当它开始造就在左边的喜乐 — 那是神感情方面 — 它也变得越来越粗糙。创造开始变得粗糙，在它之中的喜乐亦变得粗
糙。而Sat，神之光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糙，直至到达我们称为Tamoguna的完全黑暗阶段，创造力的完全创造，和喜乐元素的完
全沉睡，清楚点吗？你现在是否明白摩诃卡利，摩诃拉希什米，摩诃莎娃士娃蒂？
这就是为何基督说︰「我是光。」因为祂代表Sat，神之光，而神之光变得绝对的粗糙，静止，死亡，当它到达创造的第七层，
所有这些东西走得越来越深，变得越来越粗糙，这是抛物线的一部分。
现在，当你升进回大能的神，抛物线的另一部分就开始，粗糙现在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纤细。在这纤细
里，你发现最终光造就进化的过程。渐渐地，粗糙的部分开始变得开悟，你发现低等动物的开悟程度没有高等动物高。渐渐，即
使喜乐也变得越精微，我们可以称呼它为「美丽」，人类的喜乐比动物美丽得多。
因此，喜乐开始改变它们的彰显方式，某程度上，你开始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宽范围的喜乐进来。就如对狗而言，漂亮或得体
正派，对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你到达这层次，当你是人类，到这程度，你发展你的Sat，即觉醒，你也发展喜乐，亦发展你的
创造行为。现在你看到神的创造怎样传到人的手里，当祂转身，神的喜乐怎样传到人的手里，神的光怎样以灵进入人类的心，这
是很美丽的。
在这个层次，你已经变成人类…人们说人类有灵魂，不是说别的没有，但光只会在人类里燃烧。因为这份光，我们才会谈宗教，
谈神，谈永恒的事物。
成为人类是很危险的阶段，因为在这阶段，你要向这一边跳跃一点点，但你却向这里那里开始跳，因为除非你的知觉已到达你变
得独立这个阶段，不然你是没可能跳的，在这独立中，你发现自己的荣光，就是这个位置，因为你的荣光不属于你，除非你是独
立的。只要你仍是奴隶，或仍受某些粗糙的事物限制，你怎能享受你内在永恒的喜乐？你只有越开放自己，才能向自己展露更多
喜乐，才能变得更精微，更洁净，这样你才能感受到这份喜乐。

一旦你知道这一点，在得到自觉后，除非此三者融合一起，你仍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建立自己。你内在的喜乐要透过你的知觉才感
受到，不然你感受不到。就像你没有眼睛，怎能看见我？若你不知道要看我，怎会感到有我？若你不知道要感觉我，怎会看到我
？若你不知道要听我，怎会明白我？
一旦这份知觉来到你身上，喜乐便会在你内在被唤醒，因为只有透过这些精微知觉的感觉，你才能汲收喜乐。就如现在你感觉到
祂，你说︰「啊！这是何等美丽。」你感到很快乐，你是感受到这份创造的喜乐，而人类是创造的顶峰。
但只有加冕的部分是那么小的东西，那么小，它是很短的距离，很快就穿越。唯一是此三者要结合，这就是为何我发现，即使你
有自觉，仍感受不到那份宁静，因为你仍未成为光，你感觉不到喜乐，因为你未成为anand，这是你的左边。
万事万物里都有喜乐，作为人类，只有你才能看到喜乐的图案样式，你看到树皮，你打开它，就看到图案

—

你称它为镶版，你称它为质朴和光滑 — 它是那么和谐！你开始在物质里看到创造的喜乐。
但现在，在有自觉后，你开始感觉到创造的喜乐，创造的高峰是人类，这就是作为霎哈嘉瑜伽士，若他想对较低层次的人友好，
对他们感兴趣，或与他们牵扯，他就永远不能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喜乐。唯一他能做的是把这个人提升到他的层次，让他也能感受
到你感受到的喜乐。就如艺术家与盲女结婚，有什么用呢？她不能享受这个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同样，若你对你的家人，你的
亲戚，你的朋友感兴趣，你能给他们最先、最高和最了不起的事就是自觉

—

即是你灵的喜乐，让他们暴露在他们灵的喜乐下，灵是最珍贵的。
这就是为何人在摆动，在乱动，感到不自在，他们为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事很容易失去喜乐。就像海洋在你面前，我也在哪
里，我想你们全都跳进海洋里，去享受，全都是为你们而设，一切都是为你们的享乐而创造。
你要变得越来越精微，我们在浪费很多时间在粗糙的事物上，你已经留意到。
13/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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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摇摆不定，怎样固定注意力。注意力的质量随着你们进化的状态而改变。例如，在动物…。 人类的注意力被安置在哪里？这
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我们可以说，注意力是知觉的表面或边缘，无论我们知觉到什么，注意力便被牵引到哪里。举一个比喻，所
有铁粉均有受磁铁吸引的力量，我们不能找到这个力量在哪里，它是无所不在的。无论磁铁放在哪里，铁粉都会被吸引过去。我
们的注意力也一样，不管什么事物吸引我们，我们的注意力也会被吸引过去。 注意力存在于我们全身，某种意义而言，它可以受
任何在身体外在的事物牵引。在体内也一样，当我们体内有痛楚或任何不妥时，注意力就会漂流到神经，流经我们整个神经系统
；但在大脑之中有一个控制的中心。如果这个中心受打击，我们虽然仍能保持知觉，但已没有了注意力。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喉
轮受打击，这种情况亦会发生。若有人受到打击，甚至低一些的轮穴也会产生类似情况，那个部份便会失去注意力，因为你这个
部分已没有感觉。 分别在于你愿意的话，就能将注意力放在任何部份，即使那个部份已经麻痹。例如，若我的手已经麻痹，我也
可以放注意力在我的手，意思是我仍然可以看着它，或想着它。但我们身体之中有一个部位，如果受到打击，我们甚至不能思考
。我们会完全失去知觉，即使眼睛还是张开，手脚都会移动。那个部位在喉轮的位置。 如果你从这里画一条线到这里，即大脑中
喉轮的所在(peetha宝座)，在这条线上任何一点受到打击，你都会失去注意力。你便不能将注意力放在任何事物之上。这条线也
通过额轮。因为当这点在这后边连接上喉轮，加上内部的宝座(peetha)，便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个区域上的所有线都能影响你的
注意力。你的心脏还跳动，四肢还会活动，但你却无法将注意力放在任何事物之上。 当你们还未得到自觉的时候，你们是用通常
的方法，即通过大脑的中心把注意力放在事物之上。但得到自觉以后，你便能通过其他能量中心来应用你的注意力。得到自觉的
人和未得自觉的人很不同，或者可以说你用注意力，就能够作用于不同的能量中心。你能够知觉身体中那个能量中心有障碍，在
此之前你是不能知觉的。不单如此，你还可以知觉他人的能量中心，即是说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一种新的知觉的祝福，能够传
递你注意力所在的那个能量中心的讯息，同时能将你的注意力微妙地放在他人的能量中心之上。 所以第一个发生在你身上的是，
你的注意力变得更精微，注意力变得更精微的意思是你可以明白更有深度的事情。例如，小鸟能看见花朵，却不能感受花朵的美
，而一个未得自觉的人可感受花朵的美，却不能感觉花朵的生命能量。这样你便变得精微，你的注意力也变得精微，你比其他人
走到更高的进化阶段。 现在我们要谈谈如何去运用注意力。 如果你在未得到自觉以前，由幼年开始，已懂得一种手工艺术，这是
因为神经里生长出一种髓素覆盖物，你就可发展这种特别艺术应有的深度。同样，当得到自觉以后，我可以说你是得到重生的人
。如果你尊重你的注意力，慢慢地你会发展出对霎哈嘉瑜伽应有的深度。可惜有许多人在得到自觉以后，便不再回来参加练习，
即使回来，也不好好发展对生命能量的感应。他们回到日常忙碌的生活，把注意力浪费在那些不会令他们变得更精微的事情上，
于是他们便不能发展出更精微，更深的霎哈嘉艺术。 举个例说，有个读书过多的人，在得到自觉以后，他便开始把自己的经验对
照书本上的所得。这样他又把他的注意力浪费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会附着于这些传统的想法，这些想法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正
确，有些更是荒谬绝伦，毫无用处。那些人只是为了钱，才出版些没有价值的书籍。 一旦你得到自觉以后，还回到过去粗浅的知
觉，将它和精微的意识比量，你便会开始丧失生命能量。我见过有些小孩子得到自觉之后，要睡很长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有点不
活跃。但成年人得到自觉之后，往往立即跑到书店，买本关于灵量的书来读。 又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新人，还视为
理所当然，说：「玛塔吉很仁慈，她说我已经走得很远，可是我怎能相信呢？」要他们相信这一点就好像要他们给我金钱或什么
似的，或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有些人说：「我能够感应到生命能量，但这些能量有什么用？她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能量？
」这类人又走回人性事事讲求实用的粗糙习性。对他们来说，每样东西都是必须有其用处的，没完没了，甚至把得到自觉也看成
是一种用处。他们会问：「自觉有什么用处？有多少人要得到自觉？要发生什么？有多少比例？有没有时间表？这是什么？那是
什么？」等等。 其实给予你们这微妙的力量是要让你们去享受，就好像享受花朵的美丽一样，我们只是去享受。我们会否在书本
里找出︰「我们要怎样去享受？怎样去享受花朵？」接着︰「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要考查花香与书本里的描述是否一致吗
？」可是人们却往往如此，令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那是很愚蠢的，如果我说出来，恐怕他们会受到伤害。人们往往因为很小的
事情而受到伤害，那是很愚蠢的。 儿童反而比较明智，他们得到自觉以后，只是去享受它，跑去睡觉，什么也不管。他们认为那
只是要去享受的，「让我们去享受它」，因此，一开始事情就这样发生。 在这个现代或梵文里叫做斗争期(Kali Yuga)的时代，即
现时代，人们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变得比从前更粗浅。运用头脑的观念想法来组织事情，人类变得很不自然，很愚蠢，甚至不能分
辨喜乐与丑陋。他们很迷惘。 首先，这不只是有一个原因，而是有很多原因；正如我说过，这是人类在获得自觉前天生的粗浅驱
动力。如果他们明白疾病的来源，或许会比较容易纠正。如果你不知道背后的病历，便不能纠正它。如果你是读历史的，你便知
道人类过去的行为是怎样的。你会开始怀疑这些人有何毛病。神只创造一个世界。试想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到世上，突然发现
世界被创造成许多个国家。创造没问题，当然如果你们认为世界太大了，不能统一管治，可以有不同的国家，但发生的是国与国
之间的争执和杀戮持续。毫无意义地制造了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变成一个疯狂的世界。 因此从历史中你们可以看见人类如何令自
己疯狂，这些事情一次演讲不可能讲完，有些人已写下一册又一册的巨著，因此你们的注意力受到破坏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有些
人是因为身体患病或残废才练习霎哈嘉瑜伽，有时这些人还比没有疾病的人好，因为他们能清楚得感到好转与喜乐。当病好转时

，他们便能瞥见喜乐，于是他们知道这一切是要去享受的。但我要说，他们之中亦有些人在病治好了以后，便无影无踪了，他们
不明白还有更重要的要他们品尝和享受。 在霎哈嘉瑜伽，单是身体上的喜乐已使你的注意力变得精微。你毋须固守你的注意力，
但却要使你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精微。你们都知道固守注意力是错误的方法。有些瑜伽士这样做，你们也知道其后果。他们的轮
穴都受到破坏，不能运作。如果他们意守宽恕轮，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宽恕轮受到破坏。你们毋须固守注意力，却要使注意力变得
越来越精微。 就如我告诉过你，好像你把磁铁放近石头，石头是不为所动的，你可以把磁铁放在你喜欢的地方，只有将磁铁放近
铁粉，铁粉才会被吸引。同样，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的注意力应该是很精微的，他应能感应到生命能量，他应该思念这些能量，吃
这些能量，喝这些能量，享受这些能量。 身体方面，有许多人对我说︰「我们到他们家，他们端上食物(laddoos)，我们不能拒绝
。母亲，我们应怎样做？」事实上，他们是受食物的外形吸引，便吃了下肚，却不明白食物的能量如何，吃了之后他们的胃便痛
，当他们胃痛，于是他们说：「母亲，我们失去了能量。怎么办？我们吃了不良食物。」如果你能看见那些食物里没有好的能量
，就应该说：「今天我不吃任何东西。」你便不会吃了。一个生下来是觉醒的小孩子永不会吃那些食物。就算妈妈打他，他也只
会说：「好吧，尽管打吧，我就是不吃。」因为他们不会吃那些污秽之物。这些儿童看来很固执，他们以为他们很固执，但他们
知道︰「因为食物里面没有能量，不会吃得舒服，所以为何我们要吃。」 所以在身体方面，你们现在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就
好像你们的一些习惯。譬如扯头发的习惯。我认识一个女士，她有扯头发的习惯，她的头这里光一块，那里光一块，她的头发通
常长在这一边，因此这里光一块，她就把头发拉向这里，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来向我求医，试想像，我问她︰「为什么要扯
头发？」她说：「我的注意力经常如此，令得我扯头发。」我说︰「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是这样，如何是好？」于是她姊姊便在
她每次举起手扯头发的时候打她的手。那个女士对她姊姊说：「你一定要打我，如果你不打我，我便打你。」于是这样打了一段
时间，旁人都在看着她们︰「你们在做什么？」但即使是这样，这个女士还是不能戒除那陋习。所有其他习惯都跟这个差不多，
全都是这样，因为事物时刻都在我们注意力之上，因而形成习惯。有些习惯是为了方便，不成问题。 我是说有些人想戒掉这些习
惯，他们说：「我们不坐在地板上，也不坐在椅子上。」「那你们坐在哪里呢？」「我们要坐一个静坐的姿势，我们要练习这个
。」 我是说你们不需要做这种荒谬的行径。我的意思是有些习惯是不成问题的，不要走向极端。但我们有些习惯是由于潮流而来
的，我们有这些习惯，因为某个人吸烟，他强迫你也吸烟，于是你便说：「好吧。」我们其中一个坏习惯是不向人说「不」。 「
怎样说「不」呢？你看人们都在喝酒，他们向我敬酒，我说「不」，但他们依然勉强我，这样看来很坏，你知道，不喝酒…他们
提供酒给我，于是我便说︰「好吧，我喝一点吧。」又有一天，我变得像这样，亲友邀请我们晚饭，我们必须去，然后他们要看
歌舞，我们于是去了，后来卡巴莱歌舞表演，我们一定要看，闭眼不看那些赤裸女人也是不好的。」「啊！我们都是很天真的人
。」于是我们不断辩白：「我们的社会是这样，潮流是这样，我们能做什么呢？」
但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很不同，他是被拣选出来的。但你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tumala kimat nai sataji，你们没像我重视你们般
重视自己。有一个事实，你们很少人真正知道，使人们能用这种方式得到自觉，玛塔吉一定是做了些艰巨伟大的工作，她一定付
出了很大的努力，只靠自己成就到，历世以来，她也作出很大的苦行，甚至今世，她一定是日以继夜非常辛勤地工作。现在我们
都得到自觉了，多么容易，我们应该如何处之。」 过去我想当你们得到自觉以后，便会立即看见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得到自觉
和成为sakshatkar是伟大的，但却不是这样，你们却向粗浅的世俗生活妥协。 你们之中一个人就足以引领大批民众，你们之中一
个人就可以引领他们。那些领袖是不会妥协的，领袖在引领群众时，不是要去解决人们的问题，而是要把问题给人们去解决。他
站得高于众人，高出甚多，他是绝不妥协的，他不会折腰，只有别人在他面前折腰。 街道上夜幕低垂之际，那个手中有灯火的人
会做些什么呢？你们每个人都好像一支火炬，那么你应该有如何的生活、有如何的人格？那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你的注意力要
放在首位。 当你明白身体如何向你显示，你应当知道要清洁自己的身体，要令它美丽、温柔、优雅、尊贵。我见过一些人与一群
人一起时，当坐下时做出一些连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不会做的行为。原因是你还不知道你是别人的领导，人们是看着你的。你应
该有一种Masti，满足于自己。 在物质层面，你吃什么，看什么，喜欢什么，整个先后次序都应有所改变。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处境
，任何习惯，你都要顺其自然(Sahaja)。

霎哈嘉(Sahaja)的意思是与生俱来，不是容易的意思。许多人搞不清楚，你们都有天赋

的权利，但你们要知道自己是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不要接受那些反霎哈嘉(Asahaja)的事物。霎哈嘉的意思是你在黑暗中，要把
霎哈嘉的光明放在一切之上，不要接受反霎哈嘉的黑暗。因此，你怎能有任何习惯令你受同情心的束缚？霎哈嘉的意思是你有一
种特别、精微的知觉。国王不会打扫街道。 在身体方面，你们的注意力就这样浪费掉了，因为你们陷入那些自己以前有过，或他
人所有的反霎哈嘉的生活方式，迷失在里面。你们是要去改变整个世界的，要让世人都行霎哈嘉的道，而不是反霎哈嘉的道，只
有这样，你才能生活在霎哈嘉的环境之中。 许多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都有一个误解。他们想：「啊！当一切都自然地发生时，我
们便可做这工作，四处向人们宣扬霎哈嘉瑜伽 — 它应自然而然的来。」结果他们什么也不做，这是十分错误的态度。霎哈嘉的意
思是你们内里有霎哈嘉的光，你们怎能容忍其他的事… (录音中断) …就你的人生而言，你们只知道如何打扮，如何谈天，往那里
走走，见见谁人。只知道兄弟姊妹、儿子、父母亲。这样你们的注意力便失掉了。而你那些粗浅的习惯，过去的生活方式便会重
新呈现。这样子你便不能继续练习下去。即使练下去，也会这里有阻塞，哪里有阻塞，然后你会折断颈骨，来找我，对我说：「
母亲！我折断了颈骨，我这里不妥，那里不妥，这里痛，那里热，又有头痛，我在做这样的事情。」除非你有霎哈嘉的生活方式
，否则你会继续是这样。但为什么不要成为你自己呢？ 举个例说，人是没有可能像狗那样睡觉的，但若他身处狗群当中，便学狗
那样，当然他会得到病痛。同样，如果所有人都过反霎哈嘉的生活方式而你又依循，你就会产生问题的。狗不能感受这一点，就
算真有病痛，狗也不能知觉。但你肯定是能知觉的。那些未得到重生的人是不能知觉的，他内里有问题，但不能察觉。但你们能

知觉，并肯定知道越早放弃不良的生活方式越好。如果你不放弃，便会回到从前的黑暗，那可能是地狱般的黑暗，十分可怕的。
作为一个人而死还好，因为你可再次投胎，成为动物等等。但如果再生为人而又走回过去的陋习，那是十分危险的。我把一点恐
惧放入你们头脑之中，放进你更精微的存有之中，好让你们的注意力能固定。我们精微的存有只能享受。清晨你们享受静坐，成
为更精微的存有，是我把你推进去。你们要透过记住这个经验，记住你们身体那种美好的感觉来令自己保持更精微。 人类其中一
个最差的陋习便是看时间。比如我说话时，如果有人看腕表，我会感到很痛苦，不能忍受，因为你们现在都是超越时间、超越空
间的。你们节省时间做什么？到目前为止，你们做过些什么呢？那只显示你们的优先次序观。你们要改变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
重要的看法，当你们能享受、能品尝上天浩爱的甘露时，很容易便能改变陋习，不会再喝那沟渠里污秽的水。但首先你们要记着
曾享受过的喜乐。这是其中一种能固定，所谓的固定你的精微的方法。生活中粗浅的事情会覆盖着我们的注意力，即使是与家人
间的情感也会有这种影响。我们看见有些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便是这样迷失的。他们与人有些很粗浅的关系，有时那些所谓灵性
导师与他们是朋友或有其他不洁关系，他们不能放弃，于是便迷失了。 因此你要坐下来细想：「我为什么不能享受自己呢？因为
什么事物，我成为失败者。如果那些事物真能给我喜乐，我便不会从一样事物转到另一样事物了。它们不能真正完全地满足我，
我为什么要回到它们那里去呢？」 在这种新的注意力之下，那些本来你认为很重要的情感享受也会以你注意力的新角度和精微来
重新评价。譬如你过去认为某人和你很亲密，对你很重要，或者你们合作做生意，或某些…我也不知道人类有哪种类型的关系，
你开始知道那只是很表面的，你不能从中得到喜乐。就好像你用杯子喝水，那杯子是很表面的，那水也是很表面的，最重要的是
你的舌头，因为舌头可感到水。如果舌头不能感到水，或者水的滋味像石头，那喝水有什么用呢？因此最重要的是舌头上的滋味
，那才是本质。 同样，享受的本质是那种喜乐，那感应到生命能量的喜乐，每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便是感应到生命的能量。但
这种新的知觉还未建立得很好，于是问题才会出现。否则对人类，你不难对他说：「这饮品滋味很好，你渴吧。」他喝了立即知
道此言非虚，他不会吃味苦的食物。如果你给他很难吃的东西，你可能要事先和事后给他巧克力。可是当人类进化了一点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更受那些可怕的事物牵引，那是由于他们过去的吸引力。因此你们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上天，完全拉出来，完全放
在上天，再没有注意力剩下来放在那些粗浅事物之上。即使到了现在，还有人来问我：「母亲，我有困难，我希望找份工作，我
应该怎样做？母亲，这要这样做，那要这样做。」当然如果那只是偶然发生的，不成问题，但如果那事情吸引了你的注意力，那
表示你并不明白你是个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你的喜乐是来自精微的层次的，这样你才能享受。所有那些粗浅的事物都不会给你
真正的喜乐，因此为什么不向我要求一些令你得到那精微的喜乐的事情，好好享受呢？ 你们的注意力便是这样，迷失在那些过去
的观念，情感的联系，甚至所谓灵性的联系之中。「我是印度教徒，我是穆斯林，我是基督徒，我是素食者，我是非素食者，我
是婆罗门，我不是婆罗门等等。一大堆我是某某。」但此我实非我。 许多时侯这些认同还会回来，「我是耆那教徒，于是我很伟
大等等。」你们找个耆那教的教徒或任何人来看看，他能感应到生命能量吗？那么这些人怎能成为你的导师或这个人怎能教导你
这些事情。现在你已经是自己的导师了。校长还要向初入学的学生学习吗？ 我见过一些新的修习者，如果他们来参加时有许多过
去导师的联系和束缚，至少有百分之五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会轻易地被怂恿跑掉。他们大言不惭、爱出风头，还会把那些假导师
带进来，至少会有百分之五的人跟他们离去。如何解释这些事呢？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应想着自
己而不是他人。你应该想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因此在灵性的联系上，你们的注意力也会这样失掉，这些都是很外在的。 也许你们
读过克里希纳和牧女的故事，当克里希纳吹奏笛子的时候，那些牧牛女会放下手上的工作，让牛奶烧干，让一切工作都丢下，如
果他们正在进食，或坐在屋内，他们会立即起来，迎着笛声而去。当他们到达之后，会像一幅图画般站着，动也不动，身体一点
也不动，只是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怎能如此呢？克里希纳甚至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吹奏那笛子，人群便像图画般静默地聆
听，怎能如此呢？那是因为人们心里感到喜乐，喜乐通过笛声传送给他们，于是他们就这样站着、听着，只是这样。怎会这样？
这种微妙的喜悦就像静坐时那样。同样，你们的注意力和思维要放在霎哈嘉瑜伽上，放在你的存有上，亦要放在你与神同在之上
。 你是与神同在的，你要把离心力完全投向神，让自己每时每刻都与神有所联系，这样所有事情都会顺利成就，yantrawat，而你
就像是上天的工具。这样所有事情都会开始顺利实现。 人类的头脑习惯于惯性的行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建筑房屋，首先要有好的
根基，然后设下栋梁，盖上屋顶，依计划一步一步去做。但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计划这回事的。你只要坐下并且去享受。 如果
你的注意力在那里，所有事情都会顺利成就。你要有完全的注意力，然后全心全意，优先去做你的工作，中途不要妥协。你还要
帮助其他人赶上来，因此你要记着，你的注意力要常在你的真我(Atma)，你的灵(Spirit)和神之上，完全享受与神合而为一的喜乐
。你要全心全意这样做，你的双手和双脚都要这样做，这样你便能够把别人往上拉。这是因为你的注意力时刻受到养育、滋润和
照顾，你同时能够享受那帮助别人向上升进的快乐。 除非你能发展出精微的注意力，否则问题还是存在的。你的注意力远离粗浅
的事物，撤走你的注意力，注意力就变得越来越精微。如果你陷于思维，说：「忘了它。」但要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生命能量之
上，看着生命能量，你要全神贯注，对自己的生命能量，全神贯注，至于其他，你不用担忧，一切都会受到照顾。 这样你的注意
力便能在神的国度中变得日渐精微。方式有所不同。当莲花还在污泥之中，它要迎上来，要穿过泥泞里许多裂缝小洞，但当它绽
放开来，便完全解放自由，它不再四处冲撞，只绽放开来，接受美丽的朝露滴在花朵上，让朝露溶合着花的香气。自然地，香气
流动。那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式，那是完全不同的生命，那便是霎哈嘉瑜伽。不管你是睡觉还是清醒，要保持你的
注意力…。 18/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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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轮
1977年2月
脐轮位于每个人类的重力中心，若它不在那里，即是说你会出一点小问题，你要把它安置在正确的位置。你们大多数人都受某类
问题困扰，或许是因为毒品、神经系统的问题、战争、或某些对你的持守的撞击。例如，在战争中，人们失去价值观，因为他们
失去对神的信心；贞洁的女人相信贞节，却受到残暴的侵袭；虔敬的人被检控，家庭破碎，很多男人被杀，女人、孩子、老人流
离失所。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氛围控制所有这些国家，接着而来的是集中营，你要明白，这些事情砸碎人类，因为人类是非常脆弱
的器具。
他们是一种渴望得到的受造物，他们是最高的，却受像炸弹这类物质控制，因此，人类的灵就消逝，人们失去对正义，对爱的信
心。
因此，一种新模式的安全感就被建立，工业革命随后而来，社会广泛接受人为虚假的喜乐、安全感和爱，这就是人以他的自由所
做的事情，因为战争是人创造的，不是神。除此之外，很伟大的灵魂的追寻者出生在这个地球，他们开始追寻超越这些虚假的，
像物质主义这类安全感。这些追寻者没有正式的领袖统筹他们，带领他们行正道，因此他们犯的错误为他们创造了障碍，就这样
，除了人类知觉的障碍，也增添了很多其他障碍，很多障碍令霎哈嘉瑜伽对他们而言是很因难的进程。
参与战争的国家只会变成已发展的国家。作为反应，这只是反应，他们是唯一已发展的人，却实际参与战争。没有参与战争的人
却仍很落后。因此，一方面，我们有想追寻的国家，因为他们过度发展，他们很富裕，但他们的求道者却失去停泊处，因为反感
知，对吗？另一方面，其他仍未发展的国家，他们的求道者仍追求金钱。在这接合点，霎哈嘉瑜伽出现，这是人的知觉与神合一
的承诺建立的阶段，藉此你感到你的无意识，神的力量，祂无所不在，能思考，能统筹，能计划。只有透过霎哈嘉的灵量瑜伽，
只有透过霎哈嘉灵量瑜伽，人类才能进化。但要进化的人，他们的正法要完整无缺。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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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22日 讲于 Bharatiya Vidya Bhavan 礼堂 Yeh light isliye di hai ki aap doosron ko prakash den. Agar aap iska prakash
doosron ko nahi doge to dhire dhire ye prakash khatam ho jaata hai. Is prakash ko aapko aise marg pe rakhna chahiye jahan log
andhere mein bhatak rahe hain na ki is prakash ko table ke neeche le ja ke rakhna chahiye jahan woh bujh jaaye khud. Aap log
wahan aayiye aapko koi taqleef hoyegi, aapke yahan koi beemar hoyega, koi pareshaani hoyegi uske liye bhi bataayenge aur
waise hi Sahaj Yog ke baare mein bhi ye log bataayeinge.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They have mastered the Kundalini
completely. There are some, you know that, but there are some who have got realization last five years and they don’t know a
word. On the contrary, they’ll just come and ask us, “My mother is ill. So please treat her.” “My father is ill.” “You treat me.” “My
this thing is ill.” That’s all. They are good for nothing. So now you have to also give to others and you have to realize yourself and
to be the light of Sahaja Yoga. It’s a great pleasure. It’s a greatest joy to give it to others, and you all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for that and you don’t have to earn any money for that. It is just a free flow. But you must give. Otherwise, if you do not
give then you stagnate; absolutely, it stagnates. Today we have so many people over here, I’m very happy to see. I hope you’ll
keep up the number. At least on a Monday keep it.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Aap sab ko chaahiye ki Sahaj Yog mein gahre
utrein yeh nahin ke uthlepan se. 霎哈嘉瑜伽不是可以随便看待的，它短时间之内便作用于你们。在得到自觉之后，为了人类整体
，你们需要明白灵量和生命能量整个运作的方式。你们必须完全掌握这种科学。就好像你不会花钱，那给你多少钱也没有用。所
以最好是得到你应得的。如果你有病，霎哈嘉瑜伽可医治你，你会比以前更健康，你各方面都更加丰盛。但如果你不积极参与，
那么过一段时间，你便会发觉你失去了生命能量，因为神不会浪费生命能量于那些不愿意给予别人的人。有些人很会找借口，说
他们有家庭要照顾，如何能够放弃？我自己也有家庭，你们知道，我连孙子都有了。霎哈嘉瑜伽是你们不花一分一文便得到的财
富，你们没有付出什么便得到它，同样，你们要分文不取，把这个财富分给每一个人，并且享受这种给予。只有你们能够分给别
人，你们才能享受。你们要学会这些事情。感谢神的恩赐，在座有一半人都能告诉你们关于灵量的知识。你不要感到难受，一旦
你能掌握灵量的知识，你也会像他们一样。所以不用有什么优越感或自卑感。你只要知道，今天你已经跳进了海洋，学习如何游
泳，而他们不过在你之前学会而已。你可以很快地学会这种知识，你只要有简单的心灵和强烈的渴求，事情很快便可以成就。 现
在我让你们问一些问题，因为我离开之后，我不希望有些半吊子的人问你们问题，因为问题一开始，那些终日喃喃的灵魂(Murmu
ring

Souls)便会把一些人带出去。有些人就像还没有半熟的饼，他们很容易便会被带出去。因此你们在霎哈嘉瑜伽里要完全成熟

，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话，你们要问他有什么权柄，他知道灵量的知识吗？有多少人从他那里得到了自觉？然后你便保持缄默。你
们都看见过灵量升起和跳动的情况，你们都能感到生命能量。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霎哈嘉瑜伽，那是很容易的，任何人都可以作批
评。但如果你是认真的人，你要知道你确实感到生命能量，这种能量有三个。同时你知道你正在升进之中。为了你自己的好处，
你自己的求索，你都应该来到霎哈嘉瑜伽。如果你的轮穴有问题，你便应该改正它。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
问：为什么神要在人体中创造了自我和超我？ 答：从我们的胃部开始，脂肪（Med）经过各个能量中心一直上升至大脑，进化成
大脑的细胞。大脑是由脂肪细胞造成的，所以你们叫它Mendu，因此Med，即脂肪变成Mendu，即脂肪细胞，这是一个进化的过
程，用来支持一种知觉的能力，即人类的知觉。人类的大脑是很宝贵的，因为它有一个动物所没有的面向，那是一个精神的面向
，或者你可以说是情感的面向。人类在不同层面，都有四个方面。在情感方面，我们懂得爱，知道如何接受，如何回报，我们知
道什么是美，我们懂得诗歌，知道什么是甜蜜的动作，同时我们能创造这些东西。在精神方面，我们有一个第四向度（Fourth
Dimension），凭这个向度，我们能够创造。 动物不懂得创造，但是我们能够创造。在身体方面，我们也有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头能抬起来，我们的双手有与双脚不同的用处。我们能够用手把持事物。不单如此，我们还能用身体抬高及搬移对象，例
如我们可以制造起重机来搬动物品。因此我们有掌管物质的能力。动物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由此可知我们的大脑是达到了一个更
高的层次。人类这样的大脑是如何的美好。 因此，在人类进化的路途中，人类已达到今日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个过渡的阶段，人
类还要再跳高一点，成就他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因此在这个过渡的阶段，我们有需要很小心地保护这个大脑，此其一。第二个
目的是要让这个大脑独立于神的意志，让它自己作用，好使它能发展出另一个面向，通过错误、纠正、失败、走向极端的过程发
展出智慧。 人类开始走向中央，并且明白这是他们要站的位置。且看我们国家的政治观点，自从英国统治的时代开始，政治状况
便不断更易，直至你们达到满意的那一点为止，这些都是由人脑所成就的。因此人脑是进化最高的事物。人类的心脏也是如此，
人类的心脏与大脑息息相关，因此它们都得到进化。我们的胃也进化得很好。事实上我们的胃是很微妙的，不会接受那些粗糙的
事情，我们要消化一些很微妙复杂的东西。 在有需要保护大脑的这个阶段，你们需要一个硬的头盖。因此神便创造了这个系统，
让你们得以保护，于是便创造了这个自我和超我。自我和超我也是你们行动的副产品。人类的任何行动都会产生反作用，例如，
如果你拒绝某些事物，那便产生反作用，产生自我。如果他接受某些事物，便产生了超我。 事情之所以是这样，因为人类的大脑
具有三角形和棱镜状的结构。大脑是棱镜状的，当神的力量进入时，便反射成不同的角度。根据力学的平衡反射原理，神的一部
份力量反射出这边，一部份则反射出那边。在一边人类能思及将来，在另一边，人类能想及过去，但动物则不能够这样做。我们

的大脑便是这样特别制造的，它受到自我和超我的完全保护，它们也把我们的脑囟（Talu）封闭起来，这样你们便和那无所不在
的力量隔离开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有自由去做你们爱做的事，利用你们的大脑去学习，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你们现在还在过
渡的阶段，如果要更进一步，便要自己去尝试。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当然比喻也是有其限度的。比如我要准备一件工具，准备好
了以后，我首先在一个很小的细胞上试用它，然后我才把它连接到总机去。同样我们每个人都分别地这样被测验。有一天我用鸡
蛋来作比喻，鸡蛋被创造成各别受到完全保护的样子，直到它能达到重生（Dwija）的时候，这时母鸡才会啄破蛋壳，小鸡便得到
重生。同样地，你们被造成这样，受到保护，等待成熟的日子。到最后你们便会达到那个阶段，跳进更高的境界，事情便是这样
发生。就好像哺蛋器，如果你把蛋放在热力之下，热力便是爱，它们便能够生长，到最后破壳而出。当然不是同时出来，而是相
隔几天的日子。 同样，霎哈嘉瑜伽今天也以这种方式运作。你们都到了要得到这种知识的时候。你们都有很辉煌的过去，你们不
断寻求，老在绕圈子，你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今天你们都穿着普通衣服，样子像个普通人一样，而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听我演
说，就在此时此地，事情便是这样发生。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最大的奇迹，但对我来说，事情只是如此这般地发生。事情在此
时此地必须要这样发生。我们都看见过许多花朵变成果实，但我们都没有称这些为奇迹，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许多这样的
奇迹我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现在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人类身上。当事情要发生时，它就是如此的发生！很自然的。在我眼中，
这好像儿童的游戏。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便是给你们达到解脱（Moksha），我便是经典中说的助人得解脱者（Mokshad
ayini），毫无疑问。如果这是我的本性，我便会这样做。如果太阳的本性是要给你们阳光，它便会这样做。一点都不难，因为这
是太阳的本性。如果人类的的本性是要看见对象和颜色的，他们便会看见，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值得自豪。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什么，你便是什么，有什么高低？我就是不能明白，这都是人的自我在作祟，因为自我有高低的评价，他认为这事物高
些，那事物低些。在某个意义上说，人类是高于动物的，人类甚至比诸神祇还要高，甚至有时比最高的神还要高，因为神要恳求
人类来参加霎哈嘉瑜伽。除非你们是自由地接受霎哈嘉瑜伽，否则事情不会成就，你们都要是绝对自由的，我不能收买你们，也
不能催眠你们，我什么都不能做，事情要自己发生。因此事情便是如此地发生。你们为什么要觉得有什么不对呢？事情已经在许
多人身上发生，许多人都能感到生命能量，你也会感到的，这是你应得的，你会感觉到。但如果一颗种子或一朵花朵有问题，我
们会纠正它，只需要两三天时间，那是不要紧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在我过去的生命中我都没有这样做，故此我是
很快乐的。比方说，如果你是块树叶，你便不能做花朵的事情，如果你是树根，你便不能吸引蜜蜂，但如果你是花朵，蜜蜂便会
前来找你，有什么好值得惊奇呢？因为这是多次答应过的，也被预言过的。甚至辨喜(Vivekanand)也说过，母亲会来到成就这项
工作。他也说过佛陀的工作不过是一小部分，就像海洋里的一滴。 他说过所有这些事情。所以当你们引述他时，要适当地解释他
的意思。他也说过，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母亲会成就这些事。每个人都诉诸那个母亲。商揭罗（Shankaracharya）说过母亲会来
临。在圣经，如果你读约翰（John）的启示，他说有一位女子要来临，她要你们得到重生，她会保护她的子女。所有这些都写在
经典里。现在你的母亲来临了，而你们却说：「为什么你是那个母亲呢？」你们要母亲是头上有角的，还是做什么呢？但我确实
是那个母亲，而我要成就我的工作。现在你们开始找我的错处，我要怎样对待你们呢？说到底我需要些什么呢？无论我想什么，
我便能够得到，你们还要我得到什么呢？ 格涅沙（Shri Ganesha）有大象的头颅，那是有特别意思的，如果某人有别的头颅，也
有别的意思。我常说在创世的阶段，第一只牛出现在天界，牠出现时，所有神祇都在牠之中。我们相信一只牛可以如此，但是一
个人，尽管她有所有的力量，却不能如此。你们不接受，那是可以的。不是说我只要这样宣称你们便要接受我，如果是这样，便
到处都有许多母亲了。我说的是你们要自己去感应生命能量，你们要得到这些能量，如果你们看见灵量升起，那便是第一个征象
。当你们看见灵量升起时，你们应当相信我。我到安伯纳府的时候，那里有个修习者叫杰纳丹‧马哈拉杰(Janardan Maharaj)。他
听说过我，于是便前来。他来是要试探我，或作什么的。他坐近台边，有人告诉我说：「母亲，这人可能不会接受你。」我说：
「如果他是得到自觉的灵，他是会的。」当我刚进入会场走向讲台的时候，他便俯伏在我的脚前。之后他对我说，他看见当我进
入会场的时候，每个人的灵量都升了起来。这是我能够看见的，他们也能够看见。他看见每个人的灵量都升了起来。当我进入会
场的时候，灵量便不能不升起，以表示欢迎。 因此他们是知道的，许多人也知道。加汉加德‧马哈拉杰(Gahangad Maharaj)便是
知道的，他告诉过许多人。我没有见过他，但他对许多人说过我。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好像对待降世神祇般来和我说话，他不
是像对待锡吕‧华滋塔雅夫人(C.P.Srivastav)那般和我说话，他不是这样。他们把他谈及我的一切都录了音。他问那些人：「为什
么玛塔吉女士要给你们这一切呢？你们做过些什么？你们却不能捐弃一分一文，你们要为她做些什么呢？」他把他们责骂了一顿
。他说的都在录音带上。还有个叫普拉卡德‧普罗门哈齐里(Prakhad Bramhachari)的人，他从加尔各答到美国去，他向美国人说及
我。美国人现在知道我了。他告诉他们母亲已经来到世上，没有什么值得担心。但你们这些人却这样的自我中心，不能承受听见
这些事情。这是事实，你们都太过自我中心。有句谚语说：「空罐发出最大的声响」，这是内里空虚的征象。那些人告诉我，甚
至安伯纳府来的拿纳特‧巴巴(Nahnath Baba)也这样说：「母亲，他们永远不能接受你，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
降世神祇，他们是不会接受你的，你尽管试吧。」贾甘吉里‧马哈拉杰(Gagangiri Maharaji)则说：「你先试十二年，如果他们还可
以，我便会下来。」他们全都害怕人类，这都是真的，有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在哈里德瓦，有三个年迈的老人前来见我，他们
也同样这样说。你们要怎样管束自己呢？你们会不会为你们灵性的升进而管束自己呢？你们要怎样做呢？这是你们要决定的。
如果你们读过一些书，你们不能在书本中安放我。你们看见瑜伽经论(Yoga Shastra)。昨天Justice Vaidya告诉你有瑜伽经论。我
的瑜伽经论，那是什么？罗摩有读过什么书吗？克里希纳有读过什么书吗？我要读什么书吗？书本是为让那些人爬上来而写的，
我知道一切事情，因此我为什么要为那些事粗心呢？我要把你们拉出来，就是那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懂得自己工作的人不用做

这些事情。事情就这样成就。我告诉你们这些，你们要知道，如果玛塔吉要做什么，只是用她的注意力（Chitta），事情便会办妥
。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昨天他们告诉我有一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的兄弟，他喝得太多，在果阿(Goa)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方法

可叫他来呢？他今天便来了。他便是这样来了。这是由于我的注意力的缘故。如果你将某事放在我的注意力当中，便能发生作用
。我不用去操心，就好像人类能够举起对象，而一只蚂蚁问他怎样能够做到。对于人类来说，举起对象是可能的，对于我来说，
提升你们的灵量是很容易的，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是一样，因为这是我的注意力，我的注意力本身是喜乐（Anand），它本
身是喜乐，是知识，我不用什么情报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切。在我的脑袋中有个图书馆。比如你们读过一本书，作
者在某处发现某些东西，现在我怎样才能告诉你，这个疯汉如何在黑暗中找到他的所谓发现。他可能是找到某人的腿，然后认作
是某人的手。像我这样的人，很难到每一个人去，那些这里读一本书那里读一句话的人会来找我。我说：「把这些都抛在一边，
你要得到你的自觉，只管前来便可得到。」最大的问题是所有这些都是爱，这些都是爱的一种形式，不是别的，而是扩张的爱给
你以生命能量，然后取回。生命能量就好像拋物线运动（Paraboli）的样子，你们叫她女神力量(Shakti)的力量(Prakakshina)。女
神力量是什么呢？女神力量是拋物线运动。现在爱恩斯坦也谈及拋物线运动。我们许久以前也有个拋物线运动。那便是我们知道
的女神力量。你们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切。在这次生命之中，我学习了英语，一点科学和一点心理学。那些心理学家是走向一
边的人，那些读瑜伽经论的人（Yoga-Shastrakar）也是走向一边的人，他们不能合拍。我告诉你们二者的基本原理，它们都是人
为的。我是个不同的人，我就是这样，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怎能够像你们这样呢？如果我知道怎样向上升进，为什么我还要像小
孩子那样呢，说我还要慢慢的爬行呢。 我是个已有千万年寿命的妇人！因此我知道一切。你们还是小孩子。我怎能够像你们一样
呢？因此今天我想便是给你们讲明白的日子，好使你们不用担心我如何作事。我真真正正地在作事，我医治过许多人。在座有位
先生曾经是心脏病人，你们可以问他。在我看见他以前，他已经好转了，而我则把他治好。在座有许多人都能够告诉你这样的事
。 有一次，有位法国人问我一个关于西方生活的问题。当时我并没有回答他，而说别的一些事情。那个带他来的男孩子叫拉杰殊(
Rajesh)，他便说：「你看，玛塔吉女士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她是记录在心，一定能发生效力的。」他这样说，因为在他的例子，
事情真正地发生。 因此神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祂给你们自我和超我，不是要让你们变坏并且完结。你们不能因此责怪
神。比方说神把光给了你，叫你向那方向去，祂叫你持着那独立的光去发现道路，但如果你把那灯也烧坏了，神能作些什么呢？
这不是神的过错？许多人认为自我是可怕的。但其实你们必须要有自我，你们不必老是要与自我对抗，要做的只是让这个自我与
神合一。就是这样，很简单。如果你能够与神合一，假设这里还有个自我，我怎能对他说话呢？我说这样，自我会说那样。但如
果没有了自我，那是说他的自我与我的说话合一，他便能承载我的声音，我的话语，一切都是很简单的。这样简单的事情但你们
却不能做到，所以我要到这里来。一旦你被唤醒，一旦你的光明来到，你便能够做到了。有何不可呢？我告诉贾甘吉里‧马哈拉杰
，当时他问我为什么他不能像你们一样给别人自觉，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而他不能够。
他说这些人会变得非常自我中心。我说：「他们不会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他们都是按着格涅沙的模样造的
，他们会具有同样的能力，即使是他们移动手指，我的子女们也能给予他人自觉，他们是能够这样做的。你是谁，可以这样向我
问难？」他缄默下来，然后他说：「你是母亲，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很神奇的，所以许多人难以明白，但这样的事情必须
如此神奇。我们要证明神的存在，我们要证明祂存在，并且正在作用。所有那些人都谈论那纳克(Nanaka)，伽比尔（Kabira）和
各种瑜伽。我却是向你提出证明。你从前看见过灵量的跳动吗？我会让你看见灵量的跳动。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生命能量会
从手指跑出来，现在你们不仅能感觉到，并且能诊断别人。你能告诉那个人他患了什么病，并且医治他。你们或许会说：「这是
怎样可能的呢？有人说一万年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是不是每样事情都要在一万年前发生过的呢？为什么你们还要向
前进？你们最好回到从前去，这算什么论据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到月球去，我们不会说：「我们怎可能到月球去呢？」这
是很简单的事情，有人已为你们作内在的探索，并且找到了答案。我曾到过所有这些所谓导师，其实是罗剎魔（Rakshasas）那
里去，并且愚弄他们。我想知道他们有多大能耐！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把戏，我知道他们有多大能耐！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的
把戏，我知道他们把你们怎样，因此我能纠正这些毛病。我研究过所有的排列和组合，关于灵量可能发生的一切。 人类一点都不
简单，他们很容易被说服，很容易受吸引，很容易被催眠。我不会被催眠，但你们却可以，任何人都可催眠你们。我看见过成千
上万的人受到催眠，脱去他们的衣服，舞蹈及跳动。我看见过一些人，脸孔变成这样。许多像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他们受到
很深的催眠，来到我面前，便做出那些古怪动作，因为他惯于如此，就像魔鬼怪医，一时间会变作另一个人。你们最好明白我知
道这一切事情，我会告诉你们一切，我是特别为你们而做这些事情的，我知道所有的排列和组合，你们毋须再做什么研究。你们
不用花什么钱。你们看，这些是过去七年和我在一起的人，但他仍然会说：「母亲，每次你说话，我们都有新的东西学到，这样
，那样，这个组合，那个组合等等。」 就算是五次的生命，你们也学不了这个知识的一小部分，因此为什么要操心于研究这、研
究那呢？你们只要听从我，利用你们双手，自己去发现什么是真理。你们不要听从任何人，那些不知从那里跑出来的人，就好像
你们自己没有脑袋似的。你们拥有生命能量。这是很大的事情，那些未有的很快便会得到。我只要求你们清除能量中心的污垢，
得到自觉，并在以后及当你疲倦时清除这些污垢。你们最好每天都作足浴，为自己作治疗。这样你们便能清洁，因为你们是会沾
染不洁的。我是不会沾染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但却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因此你们晚上必须作足浴，把所有问题
都排到水里去，然后把它倒掉。你们把盐放在水中，便成一个海洋，把你们的问题带走。有许多方法你们可以排除那些不洁，例
如利用空元素（Akasha）和母亲大地（Prithvi）。我们这里有些人能够告诉你怎样做，我已经嘱咐他们每次都有五六个人来到这
里，我们可依赖他们。他们会坐在那边。因此下一次你们来，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也许你已经有许多知识，但也可以

向他们学习。就算像Justice Vaidya这样的人也告诉我说，他希望知道更多霎哈嘉瑜伽的知识。这更多是实际的，而不是理论性的
。如果一个人来参加聚会，或有人去教他如何使用双手，他很快便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导师，因为他有了知识，知识便能够进入，
就好像恒河会流入每一条可以接受河水的渠道一样，知识会像河水一样进入并停在那里。完美无缺。这时你的学习便不会白费，
你会知道什么是对是错。

现在如果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大可以发问。我花了许多时间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那是很重要的。

问：什么是足浴，怎样进行？ 答：很简单，你先安放好我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一点火光或燃点一根蜡烛，然后双手向着照片静坐
，双脚则放入放有少量盐的水中。水应该是和暖的。你会惊奇地发现，你的问题都会跑到水里去。浸脚完后你要把水倒入坐厕，
然后冲去。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如果你的喉轮有问题，可以把右手朝向照片，左手向着身后。 如果你发觉能量流通了，便可以
把左手向着照片，右手向地。你会惊奇整个系统都会得清洁。如果你张开眼睛，望着照片，双手掌张开朝向照片，或有时朝向空
元素，你会发觉双眼会大有改善。你也可以利用母亲大地，如果你们将头放在母亲大地上，用前额碰触大地，然后说：母亲，请
原谅我用脚来接触你。母亲大地是你们的祖母，你们要求什么，都会得到。祂们都在等待，给你想要的一切。你们可以要求哈奴
曼（Hanumana）的帮助，也可以要格涅沙的帮助。 有一天那些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告诉我，我有两个当通讯员的练习者到某地去
，他们带有我的照片。他们说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我们的司机撞向迎面而来的货车，我们都认为完蛋了，都闭上了眼睛
，货车就在我们前面迎面而来，我们不知道是如何获救的。甚至司机也已经闭上了眼睛，我们不知道如何货车会跑到另一边，而
我们还在这里！」就是这样避免了意外，人们都可以看见他们得享健康长寿。什么都有，因为你们已经跃进了上帝的国。你们要
做的是保持那个席位。这样子整体都会提高，进入真理完满期（Satya-Yuga），其实真理完满期已经开始了。 我的照片有能量放
射出来，这是一个事实。还有许多事物都是具有能量的。就算是这座神像也有能量，但没有我这样强。首先我是个活生生的存有
，此外塑像的比例可能有问题，但那些神像是人凭他们的想象力造出来的，这些散发能量的地方（Swayambhu）和有能量的石像
（Lingas），全都有生命能量。如果你们到Ranjongaon的格涅沙庙，那完全是生命能量。因为那些是从母亲大地来的特别神像。
母亲大地是能够思考的，她创造了这些东西，它们都具有能量，因此你们可以从这些事物得到能量。然而我的照片是真实的照片
。此外，无论我说什么，事情便会是那样发生，因为「我便是彼」(I am That)，是能量（Pranava）在流动。这是真实的能量。我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口诀（Mantra），都是含有能量的语句。当我把指头放进去时，我发现我的能量能够绕弯，甚至我吹气，那些
得到自觉的人都能在自觉轮中感应得到，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可笑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问：如果我们观察这六个轮穴，在它们附近都有一些腺体，轮穴和这些腺体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这些腺体都是受到轮穴控制的
。例如脐轮控制着前列腺。宽恕轮控制着脑下垂体和松果腺，此所以它能够控制自我和超我。因此轮穴对它们有很大的控制作用
。那些腺体是轮穴在粗糙层面的媒介。例如要操纵整个自然界，神便要设立那些星体，共有九颗大的行星，它们被安放在那里，
用来操纵宇宙及一切事物。宇宙是通过这些点来控制的，它们也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和物质上的生活。 问：尊贵的玛塔吉女士，请
加强我的知识，使我更加明白：（1）什么是生命能量（Vibrations），以及生命能量在生理上，科学上和灵性上的意义。(2）这
些生命能量是从那里来的？从你那处来？还是从宇宙中来？还是从大气中来？生命能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3)霎哈嘉瑜伽修习者
有什么是应该做的，有什么不应该做？ 答：问得很好。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生命能量的，我昨天已告诉过你们，在我们心中，有闪
烁着的光，时刻都燃点着，那便是我们的真我（Atma），那是宇宙大我（Paramatma）在我们心内的反映。我会简短的告诉你们
，灵量升起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她打开头顶的梵穴（Bramha Randhra），那里是最高湿婆神（Sada-Shiva）的宝座（Pitha
）。其宝座在自觉轮这里，而最高湿婆神则在心脏处，反映成我们的真我。宝座之被创造，是为了接收那无所不在的微妙能量。
就好像这个麦克风接收了我的声音，声音是种精微的能量，被收集以后，如果你有一部收音机，便能捕捉它们。 同样宝座在大脑
之中，最高湿婆大神(Sadashiva)的宝座高高在这里，打开之后，精微的力量通过中脉（Sushumna），进入我们的心脏。就好像
煤气灯，它有闪烁的火焰，煤气打开后，光（Prakash）便发生。生命能量便是流通于我们的。这些能量开始流通于我们。我做什
么呢？你们会问：「母亲，你做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给你那个，你可以称之为煤气的那个力量。因为灵量知道我在
你们面前，她便升起来，打开通道，能量便开始流通。这个能量从来都流通于我，但除非你已进入精微的境界，否则不能感觉得
到。你们可以说，我是有限在无限之中，也可以说是无限在有限之中，我两者都是。因此那放射出所有精微能量的能量都流通于
我。我是宇宙大我（Virata），所有事物都流经。它流进那无所不在的力量之中，它是无所不在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碳原子里
面都有这个力量，每一个原子里面都有这个力量。这是一种精微的能量，从我处发射出去。如果你变得精微，你便变得像一部收
音机，你开始接收这个能量。你们怎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呢？你可以问那精微的能量，这个精微的能量会回答你，你
会在指掌上得到答案，就是这样。这些便是你们接收到的生命能量，那是从无所不在的能量那里来的。那无所不在的能量放射出
来，而你则是通过我接收到那无所不在的力量。这是一样的，到处都有，这便是生命能量。 现在你们可以尝试了解自觉精微的一
面。到目前为止对你们来说那是属于无意识的，你们的真我在无意识当中，不在知觉当中，它在无意识之中，你们还未能知觉到
它。但一旦你们得到自觉，它便开始流经你们的意识，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知觉得到，因为你们的神经系统是你
们的能量（Chetana），你的知觉。人类的知觉系统只是中枢神经系统，但现在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开始能够感应到那生命能量，
真我的光流通于它，此所以称为三摩地（Samadhi），三摩地的意思是无意识，当无意识变为意识，便可称为三摩地。 这不是失
去意识（Beshudhavstha）！意思是说你能知觉到无意识。不仅如此，你们首先进入无思虑的入静（Nirvichara），然后是无疑惑
的入静（Nirvikalpa），再然后是完全的自觉。因此三摩地是一个很混淆的字眼。三摩意思只是普遍的无意识。昨天Justice Vaidy
a告诉你们三种状态：萨埵（智慧，Satrik），剌奢（振奋，Rajasi）和答摩（昏沉，Tamasi）。答摩走向左边，进入潜意识界，

然后是集体潜意识界，连接到左边的原欲（Libido）去。在右边则是超意识界，连接到右脉，那是意志的力量，它连接到集体超意
识去。神祇和左部仙众（Ganas）都在这一边，但所有掉进这边的人都会堕入地狱。中央是超越意识（Super-Conscious），他们
变得越来越能够知觉，但他们仍然是那个身体。举个例，如果你们看大脑的细胞，它和脂肪细胞是一样的，但却有所不同。你们
头顶这里打开以后，身体便开始改变，你们大脑细胞的改变更大，你们的大脑开始接收生命能量并能了解它。在无疑惑的入静状
态中，你们还可得到另一个面向，知道你们知识的所以然。最后是实现自觉，你只是在享受，完全的享受，再没有问题，你不会
再有阻塞。我可以说Vaidya Saheb是很接近实现自觉的了，他得到自觉的过程是很骄人的。另一个问题是：生命能量是不是生理
性的？从生理方面说，你们可以在指掌上感应到它。从科学上说，那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正在作用，你能够控制副交感神经系统，
跳进了无意识界，进入了普遍无意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生命能量在灵性上的特质。 关于问题的第二部份，生命能量到底从那里
来，从我处来，从宇宙处来，还是从大气中来？答案是生命能量来自每一处，我便是发送的力量，请接受这一点。 生命能量是种
生命的力量，能令你获得整体平衡，纠正你的身体，纠正你的精神，纠正你的情绪，它能令你在灵性上完全与神合一，令你得以
完全整合。对我来说，我没有错误（Paschatap），我不知道什么是试探。我不明白这些东西，因为我是完全与自己合一。 我每
动一下手指，每动一下手势，都有特别的意义。我这样做时是没有思想的，但却有很大的思考在后面。我说‘Han’，意思是形成圆
形，却能运作。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我的机制与你们的不同，我无法解释我如何可以做到，你们体内没有这些机制。但好像是
这样，当我说Hin,Hun,Han,Hin这些字时，都能制造一种力量，能够隔绝所有坏的事物，所有邪魔等等，你们也可以把他拉出来。
现在我呼气（Mataka），那是完全的能量（Pranava），这个能量在夜间当你们睡觉的时候便出来，慢慢地把你身上不良事物驱
逐，或缚住他们，或把他们赶往一边。你们看见过许多神经病人就这样被治好了。
问：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答：作为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首要的是不吸烟、不饮酒。绝对不能吸烟
饮酒。因为如果饮酒，过一段时间以后，要么你失去了能量，要么你会开始呕吐。如果你吸烟，你的喉轮便会阻塞，如果你饮酒
，你的脐轮便会阻塞，同时当你将手朝向我的照片时，你的脐轮会像发烧一样。许多人毫不费力便戒除了烟酒。他们毫不费力，
就这样地放弃掉了。最重要的是要逐渐戒除吸烟饮酒的习惯，你只要念我的名字，便能生效。第二件不要做的是禁食。当你们的
母亲在这里时，你不要禁食。如果要禁食，只在恶人受罚日(Nrak’ Chaturdashi)那天禁食好了。如果你不感到要吃很多，可以吃点
其他东西，但不要空着肚子。你们可以喝果汁，牛奶或其他饮料，这是关于饮食、肠胃和脐轮的。 跟着是眼睛，那是很重要的，
不要很快的转移你们的目光，你们的视线要保持稳定，要经常向着母亲大地。你们都听说过拉斯曼（Laxamana）吗？他从来没有
看见过悉妲（Sitaji）的脸孔，他只看见她的双脚。怎会如此呢，他是经常都在罗摩（Sri Rama）和悉妲（Sri Sita）身边的。由此
你们可知视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整整十四年拉斯曼都过着苦行禁欲（Bramhachari）的生活，视悉妲为他的母亲，他知道她便是
太初之母的化身，然而他只是望她的双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要过圣洁的婚姻生活，成家立室，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们
要学习去适应。要让你的妻子得到自觉，丈夫得到自觉，将平安带入家庭，因为有许多伟大的灵希望降生世上。有圣洁婚姻的人
，他们全都生有已实现自觉的子女。因此你们必须要有家庭生活，要有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关系，要事奉父母，不要找他们的错
处，要善待他们，并善待家人。不要溺爱子女，要纠正他们，令他们懂得去爱，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承载着母
亲的爱。如果你是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并能改变你的气质，霎哈嘉瑜伽自然能够获得良好声誉，每一个人都会被吸引到来。 你
们不能用霎哈嘉瑜伽来赚钱。不要和别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合伙做生意。不要利用霎哈嘉伽来赚钱，你们都要成为慷慨的人，同
时要诚实。 你们要持十诫，要在心里感到满足。你们要有纯洁的生活，只看纯洁的东西，你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次序要有所改变
，你们的朋友也会改变，你们不会说粗鄙的笑话。你会自然地改变，远离那些东西。我现在看见这些外国人，他们说现在不能容
忍这些东西了。过往他们是能容忍的，甚至享受，但现在就不能容忍了。因为你们现在都变得很敏感，你们都要成为很好的人。
你们不要悭吝。所有那些吝啬的人都是反霎哈嘉瑜伽的，若果有吝啬的人来到这里，我便给他们麻烦。如果你悭吝，便会有许多
麻烦。我还要告诉你们，不要说话过多，如果你说话过多，是会有麻烦，我会令你停止说话。但如果你完全不说话，那也是不好
的，意思是说，不要走向极端。 愿神祝福你们。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So don’t dabble into all these rumors and frivolous
things. Don’t waste your precious life. You are Sahaja yogis. Not a single moment to be wasted on nonsensical things. Every
moment should be spent in having dignity for yourself, for others, for loving others.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Don’t be misers
at all. Miserly people are against Sahaja Yoga, and if miserly people come I give them trouble. If you are miserly you get lots of
trouble. So you don’t get miserly, haan, I’m telling you and don’t be too talkative also, become too talkative and troublesome. I
can stop your talking, and if you don’t talk at all that’s also not good. Means don’t go to extremes of anything. Thes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you have to know. And don’t, women should not dress up like men, and men should not behave like women. All
these nonsenses you should not do. You should be yourself. Supposing you are something in something you are doing you
should wear the dresses as you are; now no need to wear funny dresses and go round and have your hair up to this much or try
to show off. You see, all these are mythical things. Be normal, natural people and lead a normal, natural, decent life, and it’s not
so important. Food is not so important. Whatever you get you get you eat, and don’t talk too much of comfort and don’t also
sleep on the thorns, no, no, no, but don’t be absolutely a waster. Be in the center; is a very simple thing for Sahaja yogis. And
you see with your vibrations if you have to take a decision, “Should I take this house or not?” Take the vibrations. Anything you
see, “What should I do? Should I have, who should I have as a Prime Minister?” Now, see for yourself whom do you want to

have a Prime Minister. See four people you put in; see the vibrations. Who has the best? Now, you think of the person. He will
not be the one the Prime Minister. You cannot say that he will be because mayb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horrible people. In a
democracy anybody can be brought in but the one, who is a good one, is a Sahaja yogi. He should be the Prime Minister, and
you should ask. If the more people ask for it, he may be. So decide everything with vibrations, for yourself, for collectiveness or
anything,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s you give it to others. And Sahaja Yoga doesn’t work in your houses, families, or in small little
groups but it works here in Bhartiya Vidya Bhawan when all of you are here because I’m here. It is a collective work. All of you
are cells of one body, and the more cells are awakened, the more the body is active. So you have to come together, to be
together. Love each other. Mix up with others. Do not form groups, no. You should talk to each other very freely, whatever is
your language, nationality or whatever it is. And you should mix up with others; is not proper, is a sense of insecurity is
expressed if you have a group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This kind of a small thing is not there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Foreigners are sitting together in a group like that. You see what I’m saying: there should be no grouping done; no need. Be
open. All of us, all of us are born of one Mother, we should not feel insecure, we should be not together. It is not that you should
avoid also, if you are together all right, now together is all right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Be very friendly and kind and do
not analyze others and criticize others. Better to criticize yourself than to analyze others. Will sit down, “He’s like this because
like that.”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We should watch ourselves and not others. Why somebody is behaving like that, you just
don’t worry. How are you behaving yourself? Are you all right? Are your vibrations all right? And that’s how with love, patience,
understanding, I’m sure one day we all will feel the oneness, all of us, and 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If somebody is sick we
should help. Somebody tells you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somebody. So there is nothing to get angry. Actually, it’s a great
thing he has told you that he can cure you and you cannot see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So it is a story told by a person who is
not connected. So you should not sort of identify with yourself. You should identify yourself with the eternal life that is within you
and you are going to enjoy it very much. So don’t feel insecure, don’t have too many desires for something and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suddenly you’ll find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If it works out, well and good; doesn’t work out well and good,
because we are there after all. And if the car gets punctured, all right, we are there after all. Even if the car is not there we are
there. We are not lost. So don’t think of the future, don’t think of the past but think of the present and enjoy. That is the message
of Sahaja Yoga, and perhaps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points for you people, and never try to criticize anyone, never, never,
never. And be firm and know that you have just now crossed, so many of you just crossed. So be steady, steadily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let us see. Let us see. Be with that. Suddenly, don’t be bumptious about it and otherwise
you’ll be rippled back again, you see. So gradually grope the whole thing. When you have got the mastery over it then grip it. But
if you are bumptious, anybody can push you down saying that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There are many like that. So be
careful. You see, everybody is trying to push you down.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satanic forces, and you are very special chosen
people. That’s why you have got vibration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Bombay but how many have felt it? You are the very
few who have felt it. So be careful about it and meet together in this same number. All of you can be realized fully if you come
together and sit together. They say when Mataji is here, they are here. Then Mataji is only busy all of the time.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Those eight or ten people who have been attending it regularly are the best and they are also busy cleaning you
[Mother speaks in Marathi]. Today is the last day because I’m going on the 25th evening. I’ll be back again in December, I hope
so, for one or two days. We’ll have a program, not a long program because we are going on a holiday ? first time in My
husband’s life. So I hope you won’t mind. Then again I’ll come back next summer perhaps I don’t know maybe or maybe next
year I may not come. By that time I hope you people will keep to the pro… [Audio end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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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婆罗摩原理
英国伦敦 1978年9月11日
今天，我想对你说一些我或许从未触及，或从未详细谈过的话题，就是梵天婆罗摩原理。什么是梵天婆罗摩原理？它为何存在？
它怎样出现？怎样彰显？还有它是怎样既不执着亦执着。
梵天婆罗摩原理和梵天婆罗摩在描述方面不一样，就如我跟随的原理与我是谁是不一样的。
这是很精微的课题，需要真正入静的注意力。因此，就如你脱掉鞋子，请脱掉你思维里的批评。你们所有人把鞋子都脱掉了吗？
请脱掉…只要以一点点的精微注意力聆听我，你们可以上前吗！你们全都可以上前，那么迟来的人就可以上来，向前来吧！我想
最好是往前来，因为这里没有扩音器，所以最好往前来。
就如你依据的原理和你是谁是不一样的，同样，梵天婆罗摩原理和梵天婆罗摩也是不一样，是梵天婆罗摩和包含在梵天婆罗摩之
内的，梵天婆罗摩是受原理持守。就面积而言，你或许可以说梵天婆罗摩是更广阔，更大，你也可以说它是更深，而原理却是更
精微。
在宇宙创造之始，这个原理已经与梵天婆罗摩一起存在，在最初，它已经存在，因为创造、毁灭、持守之间是一出永恒的戏剧，
梵文称它为sthiti，你可以称它为表演的状态。在这三个状态，梵天婆罗摩按照它拥有的容器改变它的形态。就像这里，光看来像
…阴暗，看来像有球状物遮盖着它，「看来像」是maya，是幻象，某些看来是这样的事物但实际却不是这样，这种现象是maya
，即幻象。
因此这个原理起作用，令梵天婆罗摩脉动。梵天婆罗摩内在存在所有力量，这些力量之后彰显创造。
所以这个上天力量的原理，它的氛围，或它持守的是完整的梵天婆罗摩，梵天婆罗摩有三个力量，其一是存在，其二是创造，其
三是持守。这个原理是梵天婆罗摩脉动的力量。它以唵(OM)作代表。当我们说唵(OM)—基督教的祷告则称它为「阿门」 — 阿门
与唵是一样的，它们没有分别。当我们说唵，实际上这个原理的行动是以唵为形态，像这样，写在你的前额，若你能看到它的内
在，以这种方式，这里。
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说，胎儿，这个原理是上天力量的胎儿。同一个原理，或你可以称它为种子，分裂成三个通道，进入梵天婆
罗摩原理(Brahma Tattwa)的创造，持守和它现存的力量，亦在它之内彰显。我们没什么可以写下它，不然我能向你们展示…它渗
透，就如河水流动，渗进并滋润土壤，同样，梵天婆罗摩原理流动，渗透，脉动和滋润梵天婆罗摩周围的地区。
所以当注意力 — 你称它为Mahat-chitta或神的注意力，你可以这样称呼它 — 放在这个原理上，梵天婆罗摩就看不到它，你们明白
吗？当大能的神的注意力从这个原理移走，它并不是离开它。就如河水流动，它没有离开它的源头，当它渗进梵天婆罗摩，就开
始创造。
这个原理是不执着的，就如地球上的光或电力，它们虽然不执着，却能渗透，它或许能渗透它，或许能渗进这房间，但它们仍是
不执着。我不会说还有其他对梵天婆罗摩更恰当的比喻，因为这是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是没法比较，他们称它为atula
，它不能与任何事物作比较。
现在人们会想︰「什么是神？」问题出现，「神在哪里？祂是谁，祂该怎样对待梵天婆罗摩和它的原理？」神是原理，是注意力
，是喜乐，是真理，围绕祂的梵天婆罗摩是祂的力量，被祂的存在渗透、开悟。
同一位梵天婆罗摩有能耐令自己转化成创造、持守、存在或毁灭的力量。我们能看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怎样彰显成一棵树，我们从
没有想过，它的幼芽，它的根从何而来，是什么创造花朵，是什么令它芬芳，因为种子是没有香气的。种子内必定有很微细运作

的机制，种子只是处于没有移动，没有彰显，没有创造的状态。同样，梵天婆罗摩也可以像种子一样的状态。因此，我们内在持
守的力量或创造的力量，或你称为毁灭的力量或左边的力量，即我们称为的astitwa — 就是存在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由梵天婆罗
摩原理彰显，它们却是微不足道。因此Sat-Chit-Ananda，真理、喜乐和注意力，这些梵天婆罗摩的本质，就是神。
问题就出现︰ 「为什么，什么是Shakti (力量)？」Shakti是完整的梵天婆罗摩加神的力量，就如种子的子叶，子叶支持幼芽，透
过子叶，幼芽取得所有力量，创造美丽的花朵，美丽的果实，也创造根，子叶给予养分，它持守维持它们，除此之外，原理也给
它动力，发芽生长的动力，这个力量我们称为Shakti。种子是物质的东西，它对发芽生长没有任何意识，这是很精微，你们要尝
试了解。种子不能自己发芽生长，它内在有其他力量，这些力量是神安置在种子里，令它能发芽生长，种子自己是没法做到，这
力量是神在种子里，也在泥土里，发芽生长的力量就是Shakti，是这个力量令种子发芽，但种子却没有这个意识。当你到达人类
的阶段，你要知道这个力量，亦要意识到这个力量，这就是自觉。
这个力量创造你，给你三个力量︰左脉、右脉、灵量，万事万物 — 是这一切的欲望。这是比喻，让你们能明白它︰有个屋主…我
希望你能明白，有时，你也知道人类的思维是很混乱的…例如房子的主人走进屋里，他用钱把房子创造成他想的模样，现在主人
走了，不在屋内，当你看到这所房子，你看到工匠用他们的力量做了他们的工作，某些人建造了一切，你却不知道是谁的欲望去
创造它。同样，你看到自己已经被创造的身体，你甚至看到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情绪，全都在这里，当然，你看到自己是人类，
看到自己与动物大有分别，若你有点智慧，你也明白自己是目前所有的创造物中最有智慧的，若你有一点先见之明，
欲望的力量，或我们可以说投射的力量，或所有这一切的主人，自主的力量，我是说，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整件事情的主人，祂
是神，接着是祂欲望的力量

—

摩诃卡利的力量(Mahakali’s

power)，是祂的欲望

—

之后彰显一切。祂的欲望，祂彰显，祂的摩诃卡利力量，你看到这里的左边在人类彰显为Ida
Nadi(左脉)，它创造宇宙的其余部分，之后再创造一切，但最先只有欲望。
有欲望的是神，在我们之内，祂是被安置在我们的心，远离一切污秽，祂只是欲望。我们不知道神但祂知道我们，我们只肯定的
知道一事，就是祂知道我们。有某个人肯定在观看着我们。就如在博伽梵歌，他们说KshetrAgnya，即领域的认识者，领域的认
识者就在这里。一旦你也变成领域的认识者，你就自我确认，这就是自觉。
当人很轻率的说自觉，我真的感到很震惊，人们对待这个值得敬畏的课题，只是把它塑造成可赚钱的工具，只想想！从那个层次
到这个层次，这是太过份了！我是说，只有人类会这样做，我告诉你，除人类外，谁也不会这样做，即使是恶魔，他们也知道这
是上天的力量，絶不能滥用它。
这个原理起作用，例如，在物质里起作用，你也可以说，就如电磁的力量。但不是以电磁力量运作，它起作用，因此带来电磁力
，在内在，你们明白吗？明白吗？例如，这里是电力，但输送电力的是人，他是知道的，除非你到达自觉的层次，你仍未能知道
它，亦不能控制它，也不能把它成就，它自动运作，所以医生称它为自主神经系统，心理学家称它为无意识。
只有在有自觉之后，某程度上，整件事情才变成你自己的

—

你改变角度来看事情，到目前为止，你只从那里看事情，现在你与我坐在一起，就能看到整个故事。
梵天婆罗摩原理以这种氛围存在，它能以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责任的氛围，完全没有责任，只存在着，没有责任。不是物主的责任
要做什么，是祂一时的兴致。若祂想做，就去做，不然祂就会活得像隐士，祂没有责任。我希望你明白「物主」的意思。因为人
类的法律是很有趣，虽然你或许是物主，但你仍不能做很多事，但若你想想，这个地方绝对的物主，绝对的物主…对，很真，你
在微笑，在奥斯德(Oxted英国小镇)，我们有一所有永久业权的房子，但我们不能斩树，不能种树，不能这样对篱笆，你不能这样
做。但祂是绝对的物主，绝对的物主，明白「绝对」这个字，那里没有法律，只有祂自己的法律在成就事情，祂的法律在运作，
没有任何人的法律能影响祂。
那么你或许会说，有问题︰「母亲，怎会这样，不是说︰『我们是自由的，已经给了我们自由？』」到现在为止，你唯一的自由
是选择祂︰是你的福址，你对祂不会有任何好处，你来霎哈嘉瑜伽不会令霎哈嘉瑜伽变好，你错得很厉害(若你有这种想法)，不！
霎哈嘉瑜伽没有责任，它是个奇想，它没有问题，它对自己有完全的控制权，它不在意你来这里或走开，这是Nishprayojana (无
目的)，它是没有任何…prayojana︰原因，原因，它是没有原因；它不在意。因此它要有形相，这样它才会在意。因此它创造，
就像房子的主人，他不在意什么，祂是主人，谁会批评他？谁会与他争辩？谁会挑战他？谁会限制他？祂是一切的主人！绝对的
主人！神，意思是祂不谨是全能的，还是祂创造的万物的主人，祂是主人，若祂想，祂自会去做，不然，祂是不会做的，这是祂

一时兴起所做的。
因此祂不在意，接着祂变成有形相，有时，祂想以人来做一些事，祂想在意，这只是一时兴起，祂麻烦自己，开始创造，祂创造
，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你。祂创造是因为祂想很多眼睛来看…来看祂做了什么，所以祂创造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成长，给他们眼
睛，因此他们也能享受祂拥有的，祂给他们力量去看。
梵天婆罗摩的精粹是Ganga

Tattwa(恒河原理)，这是梵文，祂被称为恒河原理。从这里，我们要明白这是第一个原理，这是纯真

的原理，这是神圣的原理，这是你内在贞操的原理。透过这些原理你保护自己，尊重自己，这原理已经降生在这地球上。就如我
告诉你。祂创造为格涅沙，祂亦降世为耶稣基督，是梵天婆罗摩原理(Brahma Tattwa)，祂不执着，这就是为何祂能复活，没有其
他降世神祇能复活，祂不是出生，是受孕，欲望，这就是为何祂能复活。你们或许不知道︰神有什么困难？我是说，印度人很容
易理解格涅沙是帕娃蒂创造的，对，她创造祂。我们对此从不怀疑，不管怎样，祂是神，祂是绝对的品格，祂能做祂喜欢的事情
，当然，祂做了一些你认为可理解的事情，尝试做这些事情。但若祂做了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事情，你不应视这些事情为虚假的，
意外的，不可信的而丢弃它。因为若你这样说，你是否最绝对的人去判断祂？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但我们要成为这个人，祂
想我们知道祂。
在这个创造，当祂创造，祂把自己创造成原初存在体，祂变成这样，祂设想自己是原初存在体的位置，接着祂拣选祂要被唤醒、
扮演很重要角色的细胞。脑细胞就是知道，你有否想过，这些脑细胞怎会知道？怎会…怎会知道一切？这个小男孩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他身在其中，但很少人会问这个问题︰「为何有万有引力？为何这变成红色？为何那变成绿色？这是怎会发生？这是谁做
的？」
我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这是人类唯一的问题，视一切为理所当然。若我们不视一切为理所当然，只谦虚的说︰「啊，主啊！我
们对你认识很少，我们想知道多些。」祂拿起你，把你安坐在祂的脑袋里，你因此知道祂的脑袋，祂的心的力量，祂从心爱你，
祂是慈悲的海洋，你变成海洋的一滴水，而你，借着你的波浪，跳上跳下，享受祂的慈悲，你只是一滴水，你却是海洋，这能解
释卡比尔(Kabira)所说的话，你要明白，这些伟人曾经描述祂，但对你却变得含糊，人类的理性不能解释这一切，因此你的理性要
改善为生命能量的感知，你要穿过这层次，这是最低限度，去明白神，你不能在这个层次明白祂，所以当你离开这里，就有个想
法想给神一点什么，不要！你是要拿取，你不能给祂什么。但若你谦虚的表达自己，祂就会喜欢。
导师很喜欢小孩带一些花朵给他，当小婴孩为母亲带来一些花朵，母亲很喜欢，不是英文的喜欢(like)这个字，梵文是‘kautupa’，
很抱歉，我不知道英语有没有字句能形容这种感觉。kautupa，即当他看到孩子走上前，当人看到孩子回赠他爱，他就感到快乐、
喜乐。以这种细微的方式，毕竟孩子是…他们想做什么，你明白吗？
以此为例，有一天，他为我带来两便士，他说︰「祖母，你可以用来买件莎丽，对，你最好留住它。」你看，这些钱他是在某处
找到，他说︰「这些钱不是我赚来的，我是为你找到，所以你可以留着它，买件莎丽。」就这样，有份感觉出现，这就是kautupa
，这份感觉来到母亲的心，是kautupa

，就是这份甜蜜、美丽的感觉，你不能透过干巴巴的理性来理解，理性令你完全干枯，没

有任何感觉，不善解人意，没什么感觉。神啊！这个自我，我告诉你这个所谓的自我，真的把流通于人类四周的一切美丽事物，
一切敏锐度完全烘干。人们用来教导你的可怕书籍，可怕的事物真的把你内在的漂亮完结。这样美丽的花朵伴着美丽的芬芳散发
，我感到，这些美丽创作被人类有限愚蠢的自我完全烘干，给你这些美丽的作品只为让你明白几件小事，但你却用这些泥土把自
己完全遮蔽，这是那么困难的事，我发现这是那么困难。
我可以给你一些例子，一个男孩有天来看我，我要说，他是与一个很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朋友一起来，他今天不在这里。他是…
我要说，只为取悦霎哈嘉瑜伽士，我说︰「好吧，我会带他走。」我发现这个男孩很内疚，因为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绝对可
怕的事情，我告诉他︰「你虽然有罪孽，但已经被宽恕，不要内疚吧，试一试。」这样说对他没起作用，他是那么自我中心，他
还那么小，我是说，若他接近真理，我会理解他以为他应得到它或要这样做或类似的事情，但不是这样。他回去，告诉那个霎哈
嘉瑜伽士︰「啊！我认为她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就这样，不要认真对待她。」那个霎哈嘉瑜伽士说︰「啊，真的吗！你治好了
多少人？我见过即使癌病她也能治好，我亲眼见过，灵量升起，我见过人们得到自觉，我亲眼见过很多人得到自觉，我是否要不
相信这些事情而要相信你？」我从不知道他是那么肤浅，这就是他的回应。
就如我曾经告诉你，当你在意，你可以易地而处，当我在这个位置，我在意你们，我就想，你们真的仍很无明，但至少看看，至
少问问，要这样做因为要完成，要实现创造，你要知道自己存有的意义，要知道为何神要创造你，你是谁，这是必须的。

人们浪费时间在这些那些事情上，你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我只能说到这样。在西方，我发现这样浪费时间，东方也一
样，他们在做着你们之前做过的事情，就像他们想建桥，想建地下铁路，这样做的人现在自杀。在这两者之间，有时我能有什么
立场，我开始看看我的脸，我对这些极端行为该做些什么？
所以请你把你的自我先生与你的鞋子一起放在外面，它会成就到。若不能成就，那就既不是我关心亦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仍未解
决的问题。就如手术不成功，受责备的是医生，因为他收了钱，不是玛塔吉，不是因为我没有收钱，而是我不在意，我只在意你
要得到自觉，我却不在意你仍未得到自觉，你明白吗？我会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给你自觉，但若你不想要，我就不会在意，明白
吧！若它不能成事，我亦不在意，就是这样简单，这就是在这地球上的母亲和我的分别，母亲真的给予你你的国度，你的喜乐，
你的真理的钥匙，我必须这样做。我给你不是因为我要拿取你们什么，这点你们必须明白，因为自我中心的人立即警惕提防。
你拿了什么给霎哈嘉瑜伽？我没有拿取你们什么，我给予你们，因为我已经拥有它，你也能拥有，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因此你最
好是得到它，但若你不想拥有它，我不会强迫你。我必须承认，我会玩一些把戏，因为我不在意。因为这些把戏，人们消失，再
出现，再消失，所以你们要小心。
这是梵天婆罗摩原理，那是不执着，梵天婆罗摩原理是不执着，它起作用，拿走你感兴趣的事物，兴趣消失，注意力消失，你不
在意它。不能抑制这个原理，那是原理本身，它不能妥协，这是重点，要绝对，绝对的事物不能妥协。例如，有些人或许会说…
你要明白，有些人真的会说︰「玛塔吉说你要过正道的生活。」当然你是要过正道的生活，我是说若希特勒来找我，我不能给他
自觉，某些事物是不能妥协，你要做一点事，你要在某个位置才能接受它，即使你不在这个位置而接受了它，它仍能成就。
这个原理亦不要求什么，不是，它不会，到某程度，它不会要求什么。这原理是那么活生生，我告诉你，活生生原理的漂亮，或
许你理解它但你不理解它。当原理是死的，就如建造这所房子，它要有地基，然后建起地基，再建房子，一切都完备，一旦房子
建好就是建好，若地基是薄弱的，就永远都会是薄弱的，你没法改善它。但活生生的原理是不管你有怎样的根基，它会渗入你的
根基，你的背景，渗入一切，把它完全纠正。你只要求就可以了，不管你有怎样的制约，怎样的内疚，怎样的问题，犯下怎样的
罪孽，做了怎样的错事，活生生的原理能渗入它，把整件事物革新，把它转化成果实。
你看到，若一棵树病了，若你治疗它，你完全可以治好，但若你给它生命能量，就看到整个漂亮的东西，它变得很漂亮，这就是
活生生原理，也是为何基督说︰「我是活生生的神。」
这就是活生生的原里与别不同之处，它活化或唤醒你变弱的轮穴、变弱的心灵的每一个部份，它在你之内唤醒，它医治你，洁净
你，完全中和抵消所有污秽、肮脏、丑陋和那些被称为罪孽的事物。它不空谈，它成就事情，你要请求得到它，只问这个问题，
这就是活生生原理漂亮之处。这就是为何霎哈嘉瑜伽能治好人，不要感到惊讶，这只是副产品，并不重要。即使疯人也能变得正
常，没什么要惊讶，这只是副产品。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原理，它能渗入万事万物，逐小逐小打破任何事物，医治它，令它妥当，
令它漂亮，令它成为花朵，这是被应许过的。
接着人们来霎哈嘉瑜伽，「母亲，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我的朋友没有写信给我，你可以帮我吗？」有时，
这是贬低我，太过了，好吧，即使这样也能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母亲要为她的孩子解决这些小问题，但请要求一些最高的，Tw
amekam

sharenyam,

twamekam

varenyam。没什么可以请求，除了请求神，不要问…其余全是微尘，全都会完结，是chalayman
，来了又去了，完结了。请求永恒的，请求稳定的东西，请求最高的，最纯洁的东西，不要因此贬低我。
我与你玩耍，当我的孩子问我什么，我要告诉他︰「好吧，拥有它吧。」但当你是成熟的，你必须要求最高，不要要求一份工作
或一些物品。好吧，若你有问题，它会成就，但现在你能明白，何去何从。
今天还可以，因为我有点过于在 Nishprayovens 状态，我此刻告诉这些人︰「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我已教导你们一些知识
，若你仍有任何问题，请问我。与此同时，我希望一些霎哈嘉瑜伽士看看这些人，然后我们一起静坐。
若有水，我想要点水？你可以把这关上吗？你现在能看到这些人吗？不，只去看看一或两个病人在哪里。Tum logon ke hath me
thanda

ka

aa

raha

kuch?

aisa

rukh

rukh.(你感到凉风吗？你的双手像这样放)。你们所有人都要坐下，手这样放，好一点？他好一点吗？

hath,

a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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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谈第六个能量中心额轮（Agnya

Chakra）。Agnya，Gnya这个词意思是知道。而A意思是全部。Agnya Chakra还有另一个意思。Agnya意味着服从或命令。这两
个都是它的意思。如果你命令某人，这是agnya，服从命令的人则是agnyakari，他是执行agnya的人。第六个能量中心在人类开
始思考时被创造出来。 思考是语言的表达。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便无法思考，但如果我们无法表达，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出现任
何思维，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在没有思维活动。而是在那精微的层面——念头出现，尚未形成语言，所以它们还未传达给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明白我们想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何你们看到小孩无法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因为他们
没法说出他们想要的。他们感到胃部的饥渴，他们想要比如水或其他东西，但是他们没法向我们说出。这就是为何他们无法思考
他们需要说些什么。 但后来当你们开始思考并将之形成语言，语言便储存在我们大脑中，如图所示，左侧和右侧的黄色和黑色部
分，随后它会以思维波的形式返回。 就好像有人和我们说话，但在语言形成以前，我们可称其为灵感或意念过程，在最初阶段它
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即光和影的形式，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光和影的形式。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如果你们深入自己的思想，你
们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覆盖在我们额轮上的光和影。 接二连三的光影就像圆形的灯塔，它们在我们头脑中产生某种模式。然后这
些模式在非常早期的阶段被我们塑造成语言，这就像注入语言之杯，然后这些杯子保留在脑中，它们就这样出现。当我们思考时
，我们才真正地明白，因为呈现给我们的是语言。 那么动物会发生什么？它们是否思考？它们得到一个念头、一个灵感，但是它
们不会一直想个不停。当它们开始和人类一起生活，这些灵感会以字词的方式出现。于是这些灵感再次进入思想，就像我们人类
这样。比如，你们给某人起了一个名字，假设你们叫他汤姆，或者你们叫狗什么名字。那么，现在它知道这个词意思是呼唤我。
所以它将自己和那个词联系在一起。但是当它没得到这个词，它只是个动物时，它只是在那儿，它不会思考。这就是为何它们是
非常自然而然的，而我们不是。动物是极其自然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思考。 这便给人类制造了最大的问题，如何超越思想
。这事稍微有点麻烦，因为或许我能看得更清楚，而你们不能看见那光，接着那光变成了语言。
然后语言依我们自身的特点，变成我们的思想。 但是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制约，它们不是得到启发的事物。它们并非来自
我们的内在，这就是为何我们不能自然而然。比如我现在坐在这儿，作为人，我无法保持平静。我会一直想些什么。我会想我要
说些什么。然后我是说这个还是不说？如果我说这个，是否合适？他们是否会接受？各种想法都来到我的脑中。 那么，在这边我
会向自己提问，而另一边出现答案。很好，你说这个，如果像这样说，他们会赞赏你。要这样那样，他们才会明白。你看，就象
那样。因此，通过我们此生的经验，大脑中一直不停地在整理。 无论我们这一生在与人交往中从他人那里获得怎样的经验，所有
这些都会惯性地进入我们的大脑，整件事变成一种思维过程，通过思维和行动、行动和思维的交互作用来到我们的大脑，开始涌
现，要采取什么行动，要提出什么思路，如何解决，我们认为我们在分析自己。这是非常肤浅的事。实际上你根本没做任何分析
，你没有。就像那天我说的，你没有做任何事。 所以，你的思考只是不断产生的泡沫而已。因为，如同大海一样，即使那么深邃
宁静，当它碰到海岸时，也会出现作用和反作用。同样的道理，当你看着什么，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外在，所以立即从中产生一个
思维波，思维波回来时给你所有相关的影像，无论你对某事物有何了解，它都将以思维过程返回给你。 这样的情况时刻都在发生
。它会给你，它会令人如此发狂，以至我们无法停止我们的思想。它只是近乎疯狂地持续。你不知道，你无法入睡是因为思绪不
断涌现。它们时而令人恐惧，时而让人欣喜，时而多情浪漫，时而极度消极，时而又非常积极，时而你感到我必须要做，时而你
又感到我不该去做。 而当你真正在做时，你并不思考。奇怪的是，我们却从未留意到，当我们在做某事时，比如我说我将讲述这
些事。现在当我考虑好，比如大约在十分钟之前我想好，当我演讲时，我便没再考虑我要说什么。因为那时我已将思考过程置入
我的大脑，于某处存放起来，然后当我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时，这些内容就径直流出。 所以人类已经发展出，应该说是一种程序
，可以说是种非常恶心的事物。非常非常恶心。而它来源于这两者。一是左边的我们称为“自我”（ego），它走向这边，还有右边
的我们称为“超我”（super ego）。 右侧“超我”的所有思维制约带给我们恐惧、危险以及我们以前曾经历过的一切可能。正如他们
说，那些被牛奶烫到过的人拿到一杯冷饮也要把它吹凉一下才喝。因为你被烫伤过，你知道一些流质烫伤你，所以你认为这也可
能烫伤你的舌头。你可能试着这么做。那时你非常自然地觉得“哦，这是很自然的”，但并非如此。这些从前就已储存在你的经验中
，有一些让你害怕的东西，这就是你这么做的原因。一旦你意识到这点，这个思维过程对我们的存在而言是绝无必要的。 如果你
想作为人类存在，没有必要思考将来或过去。动物从不烦恼。例如动物知道它们走在丛林中。现在它们突然发现一些别的动物从
那边过来，它们知道别的动物要去那边。现在就考虑过来的动物有何用处？假定它没过来，那么还真是白费。但是它们在这里有
个洞，它们不存在我们那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洞，所有的就都出去了。它不会在它们内在持续超过一分钟。 但是你也可以令他们
形成制约。通过经验，它们也被制约。通过它们对其他动物和事物有限的经验，它们产生制约。然后它们会据此反应。
所以，我们和它们的巨大差异在于我们思考每件事。我是指我们认为坐下来思考是件很伟大的事。 我们认为坐下来考虑一番是非
常明智的。出现任何问题你最好坐下来好好思考。但现在当有问题出现我们怎么做？我们会思考我们之前所做的以及所经验的与
之相关的一切。 他们想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霎哈嘉瑜伽。现在你们无法对霎哈嘉瑜伽思考。首先，从一开始你在霎哈嘉瑜伽就变
成无思虑的意识状态。你无法思考。因它是一种发生，你无法对其思考。它是个活的发生，而思考却是项死运动，它并非有生命

的活动。 任何死的事物都会以思维形式返回给我们。灵感是活的，思考却不是。灵感与思想有天壤之别。比如，书放在图书馆里
，我们所想及的，或所拥有的或所经验的每件事都写在书中。而我们头脑中出现的任何新事物则是灵感。现在找找你思考的有多
少新奇玩意。也许连一句话也没有。通常你说这位先生这样说过，那位先生那样说过，那位先生那样说过，或者我这样说过。我
的意思是比方说。如果你能想想此刻你脑中要出现的，你不必思考它，它正奔涌而来。它就在你内在，正浮现出来表达自己。所
以，那是自然而然活的事物。那是我们称之为灵感的东西。它是我们所获得知识的瞬间闪光。或者说无论我们思考什么都只是死
亡的游戏。

所以，这是基督的中心。祂位于额轮这个中心。如果你读过《女神往世书》（Devi

Purana），在书中，祂很早很早以前就出生，很早以前就被创造，祂怎样变成摩诃毗湿奴（Maha Vishnu），你自己也可以去看
，因为那是一大段章节，我希望你们都能知道，阅读一下看看祂怎样变成摩诃毗湿奴。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用梵文
记录，所以我们不应说《圣经》中没有摩诃毗湿奴。圣经不是由一个人一气呵成的。所以，那部分是作为基督来到地球之前祂被
创造的部分。

实际上基督教徒对基督的来历一无所知。祂怎样成为基督，或基督圣子降临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上帝祂自己来做这项工作。这就是为何我会要求你阅读摩诃毗湿奴的转世，由此你可以了解基督降世的原因。
祂是最重要的降世，因为祂是原理。祂是创造的原理, 梵文中他们称之为“Tattwa”。祂是Tattwa。在此阶段，根轮上的格涅沙逐渐
进化为基督。从红色的轮穴上升至这个轮穴，祂成为基督。祂是原理。那么原理是什么？
我们内在的原理是什么？你会说是灵量Kundalini吗？在这里面，电流是这个电器的原理。
同样地，创造，整个的创造，如果你把灵量当成整个创造，那么灵量是原理和创造的支持。基督代表精髓，创造的精髓。 比如我
们会说我们有家庭、丈夫、妻子和孩子。那么孩子是丈夫和妻子的精髓。他是这个家、这个家庭的精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支
持他，为他而创造。除非夫妻有了自己的孩子，否则家庭不会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他们有了孩子
，他们才有了意义。同样，基督是精髓，是tattwa本身。正如他们所称呼的，祂是Omkara，祂是第一音，被创造的第一音OM，
当太初之父与太初之母分开，祂们创造出这个声音。祂是充满于遍在力量之内的声音，给予照顾和支持，实际上更多的是支持，
因为照顾可以说是由父亲或母亲来完成。但祂是整个宇宙的支持。因为祂就是精髓，精髓永远不会消亡。比如，我的精髓是灵，
灵永不会死亡。肉身会死亡或创造物会消亡，但精髓必须恒久。如果精髓也失去，则变得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何祂是最重要的化
身。因为祂是支持。现在这个化身位于我们的额轮。在这个中心，视神经或视丘在这里彼此交叉，就像这样。这个中心是非常精
微的点，它向两侧这样那样移动，它创造了两个声音Ham

Ksham，Ham

Ksham，Ham

Ksham。Ham位于右侧，即你们看到的“超我”处，Ksham位于左侧，即你们的“自我”处。 这两个声音创造了两种生命能量。声音H
am创造的生命能量使你认为“我是，我是。”“Ham，我是。”它源于我们存在的力量，我们知道自己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要死
亡。任何想要自杀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为何正常情况下每个人、动物或生物都竭力维持它的生命？那是通过Ham“我是”这个力量
。好，左手边的是超我，右边的自我是Ksham。 现在我跟你们讲讲右手边的超我。在这个超我中，当你被如此多的事情制约，你
会恐惧担忧，因为这些经验使你成为那种头脑中有恐惧的人。这些恐惧都存放在你的超我中。可以说这种情况从你的阿米巴原虫
时起，直到现在一直储存在那里。你害怕警察，你害怕这，害怕那。一些人不害怕这些事，但害怕别的事。因为无论你有什么制
约，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全都放在这儿。而且，比如有人读吸血鬼的书，他便害怕吸血鬼这个词。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小孩则不
知道吸血鬼是什么。如果你说吸血鬼来了，他们说，好啊，让我们看一看。但那些读过吸血鬼故事的孩子真的感到害怕，他们说“
哦，上帝，吸血鬼来了，可怕的事要发生了。”所以你看，无论你读过什么，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无论你有什么经验，一切都在超
我中。在这个中心的超我传递的信息是：我是。你是，你是“Ham”，你是Ham。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到我这里来的人，你们已
看到一些到我这来的人是超我制约的牺牲品。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只有你们可以真正区分这两种人。一种非常具侵
略性，另一种我们可以说绝对是从属的、恐惧的。这些人到我这里来时，我看到，他们不停地哭泣：“母亲，您知道发生了这，发
生了那。”我实在厌倦了跟他们说话。这种类型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你真的必须将他们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给予关注，因为你必须要
去处理他们，琢磨如何管理他们，如何把事情成就。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霎哈嘉瑜伽士连续念“Ham，Ham，Ham，Ham”，如果
他这样念，生命能量就会驱散他的恐惧。即使你身处恐惧中，你在行走时，你感到有什么害怕的，你只要念Ham，Ham，Ham。
当这么念的时候，生命能量就会非常好地清理这一边。而且，念诵Ham还是一种方法，你能够获得上天力量的帮助。关于Ham和
Ksham的内容有很多，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知道，所以我不想太详细讲解。但我要说，右手边的口诀是Ham，左手边是Ksha
m。 右边是自我，这是个大问题，你们明白，自我实在是个庞大的家伙——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面对它们。我是说，这里那里的
任何琐碎小事，我发现整件事就是那样进入我脑中。 那么，如何解决庞大的自我问题？庞大的自我只能通过宽恕别人来克服。那
些有自我的人必须学会，假如他们感到受伤害他们必须说“宽恕”。如果其他人伤害他们，就说“宽恕”。不但要宽恕他人，还要请求
宽恕。两者都要做，更多地请求宽恕。如果你有太多自我，你必须请求宽恕。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有太多自我，意味
着什么？意味着你过于纵容它。意味着你过分使用它。你宰制他人，那是你有太多自我的原因。如果你有太多自我，你必须时刻
尝试从内心谦卑下来。现在你的心中住着你的灵。自我，一个人有太多的自我，常常会带你远离你的灵。那就是为什么要说“从内
心谦卑下来”。原因是，一旦你让自我开始膨胀，住在你心里的真我那部分会完全消失或被遗忘。 但是自我有它自身的局限，它最
终会变成愚蠢和可笑。你遇到任何自我中心和自吹自擂的人，你会立即知道，因为他会表现他的愚蠢。无法理解他在干什么，他
会一直做着那么愚蠢的事情，你会开始困惑，特别是小孩，“那家伙怎么了？他真是滑稽！”接着这个人面对你看到的蠢事，他看清
自己，“哦，上帝！我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你变得愚蠢是因为你忘记了神的存在，忘记了你和整体的关系。你认为，“我什么都靠

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这有什么错？那有什么错？我要做这些。”我是指在这个国家，人们为事情争辩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
你们必须，我是说任何人必须……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不能理解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前几天我的女婿读到一篇文章说目
前人们正在要求允许女婿娶岳母。他就是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聚集在一起请求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她是你的母亲，你怎么可
以那样说？我的意思是那对一般人、正常人来说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女婿可以娶岳母。有什么必要制定一个有关的法律并要去
讨论它？实在难以理解。 在这个国家我们在做着各种愚蠢的事情，实在令每个人捧腹大笑。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自我先生。要理解
它是怎样愚弄我们并不容易。它自始至终都在愚弄我们，然后我们想那有什么错？一位八十岁的男士追求一位二十岁的女孩，接
着二十岁的女孩愚弄这位八十岁的男人，或许他是一位政治家，在什么地方要竖他的雕像，等等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怎么可能
？ 只有自我使你做所有这些荒谬愚蠢的事情。一旦你来到霎哈嘉瑜伽，看到人们的愚蠢，有时你不知如何控制自己的笑声。极其
愚蠢。这就是事实真相；它以愚蠢告终，绝对愚蠢。我是说即使你想写一本小说，你也找不到像你周围这样的一些“美丽的”人物，
当你听他们说话，你会震惊，哦，上帝，这是在干什么，太尴尬了。极其尴尬，他们因自我变得如此愚蠢，谁都无法理解人是怎
么想的，因为通过思考你们得到自我，变得愚蠢。 像那样完全发展了自我的人没有任何智慧。如果某人有那样的自我，他内在不
会有智慧。你会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是智慧。他行为举止是那样不成熟。他可能是位长辈，某人的曾祖父，但是他一开口说话，就
让你震惊。你会想这丑角是从哪儿来的？完全缺乏成熟。前几天有人对我说：“母亲，怎么会这样，我们的父母如此愚蠢而我们在
追寻上帝？年长的人这么愚蠢，而我们在追寻上帝？”于是我说：“不是这样，可能战争的原因使父母受到伤害，你知道。”战争期
间，大多数的父母受到伤害。他们说：“多半是这样。年轻的人们在追寻上帝，越来越明智，我们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妥协，因为他
们不追寻上帝。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不追寻上帝而我们在追寻上帝？如果他们有些人在追寻，也是极少的。”现在我说这可能是因
为战争，但有人说，“那么美国怎么样？你看，在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战争，他们的愚蠢有时也令人吃惊。”

正如我说的，那是同样

的东西，是人类发展的自我。自我是让你去思考每件事情的东西。举例来说，现在我必须，比如，从这里去伯明翰，好吧？于是
想现在我要怎么去呢？简单的方式是我会乘火车或者乘轿车，然后出发。如果没有预约的必要，我会立刻搭乘火车或轿车动身。
如果轿车可用的话我会乘轿车去，要么乘火车——就这样。有什么必要去考虑呢？ 但是并非如此，于是我们必须计划这件事，“我
计划好了，现在我必须要出发了”。所以你去火车站，发现没有班车，因为出了些事故，所以火车没开。所以你完全被扰乱了，因
为你想火车已经走了，现在怎么办。心烦意乱中你甚至不记得你有一辆轿车，你应该乘轿车去。整件事能令你烦躁沮丧是因为你
计划好乘坐火车，你计划了每件事，现在你没法到那，会发生什么？现在你坐在这儿担忧。 一个自然而然的人他会怎么做？好吧
，视情形而定，我可以乘火车或轿车去，那时随便我喜欢哪个。他打好主意。于是他去乘火车，看是否有火车。如果有，很不错
，如果有空位，他坐上去。如果火车不行，好吧，他回家乘坐他的轿车，于是出发。那么现在你已经通知人们，你们必须在这样
一个地方相聚。你也知道在那里。所以那些人跑到那儿，他们会到火车站那儿。有什么问题呢？即使他们在火车站，你可以在火
车站会合他们。你乘火车去，你会遇见他们。有什么必要为此烦恼呢？你看你总是可以碰到他们。 在旅途中我们的沮丧已经破坏
了要去伯明翰的完美计划，那是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计划。我们要去见新朋友，要去见许多人，我们要享受自己。全完蛋了，因
为我们做了计划而计划却没有达成，我们便完蛋了。 所有这些事情使我们成为不幸的人。我们如此悲惨、如此不情愿、如此无聊
，以至那些接近我们的人变得难以忍受，他们说：“好了别说了。如果你不想去伯明翰，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但是现在别折磨
我了。”这是许多经历中很普通的一个。如果这个自我先生他是这样的，他不想要你开心。他不想要你放松。他一直给你出主意说
：“做这个，做那个，你必须把它做完，这个要完成。你最好告诉那人，谨慎点儿。”并且它定位如此详尽，所以任何事情失败了你
便完了，因为你的神经已经完了，破碎了。任何事情，即使你遇到一丁点麻烦，或者有一丝丝干扰，你完了。所以每个人都喋喋
不休：“我们有压力。我们有难题。”为什么？做所有这些事情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你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你有一
个很大的自我。它不让你休息。无论你怎么尝试，它都不让你休息。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呢？从早到晚，请求上帝的宽
恕。从两边拉你的耳朵说：“噢，上帝，请宽恕我。噢，上帝，请宽恕我。噢，上帝，请宽恕我”那么，这个自我的气球会下去一些
。 早晨、晚上、任何时候，请牢记基督。牢记基督降下你很多的自我。祂尽其所能做的每件事都是说你们不应发展你们的自我，
祂做了所有可能做的事。祂出生为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在最为平凡的环境中生活，让自己生活在幕后。祂可以出生为罗马皇帝
。祂可以出生为那里的任何人。但祂没有，祂以自身的形象出生。 你们知道祂出生的地方即使普通人也不会在那里出生。但是光
也在那里。无论祂出生在何处都有光和喜乐。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由于我们忘记了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喜乐
。当我们忘记祂，忘记祂是爱、祂是喜乐，自然地，喜乐也随之被遗忘。然后我们看见人们完全没有快乐。 他们物质富足，他们
钱财丰厚，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仍不快乐。他们始终这样一团糟，以致你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交谈。如果你说这句话，他们会
生气。你说那句话，他们也会生气。他们完全不是正常的人类。他们是病态的人。因他们的自我而患病。请求宽恕是件极其简单
的事。但我们又这样做过几回？ 即便一天之内都没有一次，一个月之内也没有一次，甚至一年都没有一次。即使圣诞节那天，若
我们说：“噢，主啊，请宽恕我们曾做过的一切。”它都会有用。

但那天，我们必定会喝些香槟，以为可以原谅祂更多。

所以我们必定说长论短，我们必定干尽所有傲慢之事，直到圣诞结束。 这个自我，黄色的部分过分挤压你们的超我。确实是这样
。挤压得太过，有时人甚至忘记别人因他们的话语而受伤。相反，他们想方设法说一些尖锐的、伤人的、让人痛苦的话。他们说
那样的话，我是说从始至终都是如此，如果你们去看的话。比如说一个乡村来的人，如果他进来看到，他会想“他们在吵架吗？”或
者“他们在干嘛？”我是说整个讨论，即使议会，我都惊讶于他们彼此交谈的方式，没有一只公牛会那样去对待另一只。即使一条狗
通常也不会对另一条狗咆哮。 世上没有任何动物始终对其同类终日咆哮不停。整个世界我可以说没有一只动物会这样。只有人类

，如果有两个人在那儿，所有的时间他们都一直，哈哈哈哈，从始至终都这样，这怎么可能？他的自我和她的自我，或许两者的
自我在相互冲撞。还有种滑稽的感觉：噢，我已掌握本质，我已经抓住核心，我已经抓住要害。我已经证明要点所在。但我也因
此失去了内在如此美丽，如此令人喜悦的一切。实际上，一个敏感的人会从两个争辩的人那里走开。 争辩是愚蠢的标志。我从未
见过任何的争辩会达成任何结果。如果争辩能产生结果，那还不错。但从来就没有过。因为，比如，你问我问题，我回答你，行
了吧？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回答，那就放弃它。但若你仍和我争辩，我也和你争辩，何时能了呢？ 争辩不会令你得到任何知识，却
让你发展出一个非常可怕的自我。整个现代的理念全都是以自我为导向。所有西方国家都是自我导向。他们想发展你的自我并纵
容它。他们还采用如此之多其他的方式。为何如此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看，我们所有人都被期望成为西方人和富有的人
。我不知道应当明智地去领导还是误导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对关注事物的理解到了何种程度。 自我正
大规模地在我们内在受到纵容。他们处处作用于你的自我从而发展出所有这些所谓的企业。比如对女人，他们会说：“哦，你应该
有一个这样的腰，应该有一张这样的脸，应该有……”，对男人，他们说：“你应该有这样的身体。你应当成为宇宙先生，或你应当
是某某某。”于是男人立即开始行动，你应该。在这个寒冷的天气，我曾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路上跑步，我无法理解。像疯子般，要
知道，他们之中还有国会议员。他们整夜不眠，整天来回跑动。我说你们在干嘛？有何必要这样做？为保持良好健康你必须这么
做。为保持良好健康不需要像疯子般，应是个明智正常的人。应寻求明智之举以保持良好健康，让一切妥当无恙，但不要做这些
自我导向的疯狂之举。 其中一种方式是在你形体方面刺激你的自我。再就是你必须有辆大型轿车这种自我。你看到人们都设法炫
耀他们的财产。你有辆大型轿车，然后他们也开始有所打算。 我的意思是他们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小丑，他们就是这样。我是说，
轿车我能理解，它是种交通工具，如果有人能买得起好的轿车那倒是应当如此，因为有一部坏车只令人头痛。那没问题。 但凭借
拥有一部车你就变成了某个人物。你房子里可以没有食物，但你必须得有一部代步好车。然后所有这些念头都涌现出来。接着他
们会做广告，你看，这将是适合你的一部好车。它适合你什么？它只不过用来纵容你的自我。所有这些广告不过就是用来纵容你
的自我。 所有这些东西都要人来选择。现在在美国，如果你去看，每个把手肯定都不同。每样东西必须有所不同。为何每样东西
有这么多不同？为何你想要每样东西都独具一格？这是某种美学吗，你认为其中有吗？这无关任何美学，只是在纵容你的自我。
甚至所谓的艺术鉴赏家也只不过是自我的纵容者。你们为各类收集标记，这个，那个，所有这些不过是纵容你的自我。多么浪费
时间，想想吧。 这个自我进入我们内在，是因为我们首先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在西方生存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必须战胜自
然界。当你必须战胜自然，你就必须发展出你的自我与之抗争。或实际上，在你与自然抗争时，自我就在你内在发展出来。然后
一旦出现那种自我发展的趋势，便很难使其降下来。自我是一种如此可怕的疾病，以至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作是他们生活的一
部分。你并非你的自我。你不是。当我说你必须将自己交托给上帝，他们说：母亲，为何我们应该交托？你自己即指你所认同的
自我。我并非指你要交托你的智慧。或者我可以说将你的自我交托给你的智慧。 但是放弃它是如此困难。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与它
一同生活，认同它。我们无法想象失去自我的生活，我们不能。并且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甚至从未意识到我们陷得有
多深。比如，“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你去到某人家中，说出这样的话。 像那样讲话是不妥的。这是种粗俗的表达，“我喜欢
。”你是谁？你是上帝吗？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对这个很讲究。我很……你是谁？

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

个灵。我是永恒的存在。而我已经成为了吗？”相反，我们正用我们的自我伤害着每个人的灵。每当我们责备别人时我们伤害着他
们。事实上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因为那些侍奉上帝的人如此自私傲慢，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会想起超越你自我的上
帝。你会惊讶，自我绝对像泡沫般空洞。它就像一个气球，它会像气球那样爆炸。它应该离去。它应当离去，这样你便会升进。
它应该消失，这样你的注意力便会升进到你的灵。你将视整个世界为灵的一部分，为你的一部分。
这是份际，你必须穿越的份际，为此我们必须从基督那里获得帮助。 基督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祂做了什么吗？祂
抢劫了吗？今天你们有成千上万的暴徒来这里抢劫你们。没有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做了什么？祂只是挑战了这些罗马人
和犹太人的自我，这些人对祂生气，这就是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现在我们要用祂的十字架钉上我们的自我。 否则我们会再
次对我们自己做同样的事：在我们的存有中，我们被我们的自我将我们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极具象征性的形象，祂出
生在最卑微的地方，极其卑微之处。 祂出生在视丘中，你们可以说，是脑所在的地方，所有的活动出现，所有的、各种的问题在
那里让你来面对，祂生活在那里，你必须在那里唤醒祂，这样你的自我将被永远地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没有说你要和你的自我
战斗，因为战斗并不重要。 你们正和你们的影子作战。你们有一个被称为自我的、无法战胜和废弃的影子，他耗费你们的能量来
对付他。没有必要与它战斗——唯一的便是，假如你站在光中，你便不会看到任何阴影。就像这样，如此简单。如果你站在光中
，也就是基督之中，无论在哪里你都不会看到影子。但是当我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就像其他布道的那些人：“站在基督的影中或者
站在基督的光中。”那是何含义呢？那光在哪儿，或你该站在哪儿？那个地方在这里——你的视丘中心，没有思维的地方。你必须
处于无思虑的觉醒中。许多人有额轮的问题，许多人已经来……[讲话在这里中断，漏了几个词]……思虑会停止，他们会超越思维
。这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轮穴，因为当灵量上升，超越额轮，立即便没有思维。你不会有从自我或超我而
来的任何思维。但是由于你不平衡的方式，在额轮中会出现摇摆。不平衡的方式是，有时你带着自我或带着超我。这种情况出现
在我们西方人中，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我，我们是真的感到厌倦了。我们对之感到恐惧。然后我们开始用毒品和一些事物来增强
我们的超我。 但这样做，我们所做的实际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推拉，由此，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自我和超我之间摇摆不定，却
对我们自己一点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我们必须做的是内在升进到额轮，设法稳定你的额轮。许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怎样稳定额轮
？额轮位于我们视神经的交叉点上，同时也在视丘上。因此，若你有双游移不定的眼睛，你就会有个游移不定的额轮。你必须稳

定你的双眼。你必须舒缓它们。现在它是非常非常过时、古老的、陈腐的，以及你如此这般称呼它的各式名词。 但是你必须稳定
你的双眼，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稳定它们，一种令双眼感到极其舒缓的方式。最能舒缓双眼的事物便是绿草。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眼
睛看着绿草，那意味着你走路时看着大地。你的眼睛会感到舒缓，你的额轮也会良好。那就是为何基督说：“我告诉你们关于淫邪
的双眼。”祂谈论淫邪的双眼。你们通过眼睛通奸。这在现今是很普遍的事。每个女人，男人都必须得看。每个男人，女人也必须
得看。好像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有一个女人没看到，那你完蛋了。 我是说这就是流行的现代。而我是个守旧的妇人。我说过
，在基督的时代祂说：“你不应有淫邪的眼睛。”那些有淫邪眼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西方的基督徒。在所有的时间，即使在教
堂，即使在布道中，他们的眼睛也都在淫邪地不停转动。 若你希望你的额轮妥当，这双眼睛必须非常非常纯净，非常非常有深度
，极具慈悲。因为你通过你的双眼接收信息。比如，假若你闭上眼睛，你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事上，因为你的眼睛闭着。你不
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思维。但如果你的眼睛睁开，你便会增添相当多的思维，因为无论眼睛去到哪里，注意力也去到哪里，你看
到事物然后产生思维，并加诸其上。所以你的注意力，本应来到灵这里，本应来到上帝这里，本应通过上天的智慧闪耀的注意力
，却因我们那样地使用双眼，因我们对它缺乏尊重，这个美丽的事物遭到破坏。没有什么如大地的绿草或大地那样的纯洁美丽，
大地承载我们的双脚，支持我们，看护我们，充实我们。我们应该将双眼放在大地母亲上，而不是看着每个人。 但是，以霎哈嘉
瑜伽的观点，现在你们许多人都知道，当你看着某人，你的眼睛会发生什么。也许某个亡灵会进入你的眼睛。你会吃惊，就是我
们所谓的调情是亡灵的游戏。我在以前也曾谈及这样的事，当我告诉人们这些，他们并不喜欢。但我看见那些真正的亡灵从一双
眼进入另一双眼。我见过很单纯的人来这种地方，比如一个聚会。聚会中，人们简直就是交换亡灵，从一个人的眼睛到另一个人
的眼睛。一旦他的眼睛转向别人的眼睛，他便将他的亡灵放入那个人，进入那人体内。你的注意力始终被转移。你感到注意力被
某事物吸引，你不知道为何它被吸引。现在，某些标志也做成那样。这便成为问题，你看到整个社会都致力于此，也就是你应当
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每个男人都应注视你，每个女人都应注视你。为什么？有何用处？若我看你，我可以得到什么？我注视某
个人能得到什么？只是看着一个人，有何得益？我们浪费那么多的精力究竟为何？同样，如果你走在路上，我们看些美丽的东西
，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要购买点什么，行，可以去买，看那些东西，无论你要挑选什么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头到尾，只因为你
的眼睛像这样，你就不停的这样做，而且你也不知道你为何如此这般，为何所有的时间你的眼睛都游移不定。 这是人变疯的一个
确定无疑的征兆。那绝对是确定无疑的征兆，当一个人疯了，你这样就能分辨此人是否精神错乱。如果你看他的眼睛，眼睛里的
虹膜始终都游移不定。他们无法保持稳定的双眼。 也许他们病了，而且他们——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眼睛始终游移不定。完全
不稳定。不但如此，你还见过那些来到霎哈嘉瑜伽的人们，当他们闭上眼睛，他们发现眼睛闪动不定。他们的眼皮闪动。那意味
着灵量升起的过程中存在某种阻碍。如果你把人所有的压力算作一百，那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我们的双眼到来。因此，保护
双眼免受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无用行为的侵害该有多么重要。 基督——基督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显现出应如何去尊重他人。但其中
之一被到处大量滥用的是那个妓女的故事。祂救了妓女，毫无疑问，祂拯救了她。但是你们却糟蹋这个妓女。一位良妇，你令她
成为妓女。你给她错误的观念，于是她变成妓女。一位贤妻被一个自我中心的男人变成妓女。年轻贞洁的小女孩被你肮脏的目光
所玷污。你意识到了吗？你的所为恰恰与基督所为相悖。然后，你说祂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即便我们是妓女，祂也会拯救我们
。但为何要成为妓女？这是如此愚蠢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成为妓女，这样基督便会来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以霎哈嘉瑜伽的智慧
之光来思考所有这些事情。除非你已意识到这点，否则我的讲话对你没有丝毫用处。但一旦你意识到，你便知道，若你瞟了某人
一眼，你可能突然会感到头后部疼痛。 你可能感到象一只飞镖射入你脑中，或者出现了什么状况。你可能感到某人的脸使你头晕
目眩，你会有各种经验，然后你便知道你的眼睛是多么重要。 如果你有双纯洁的眼睛，你所有的神经过敏，以及所有一切都会得
到治愈。但它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通过眼睛你收集了所有的不洁并累积在额轮处，你必须清洁额轮来使你的双眼洁净。这是个
恶性循环。 但它可以从某一点开始，就如我曾说过的，我们必须请求宽恕。第二，我们必须将基督带入我们的额轮。第三，我们
必须放弃所有的毒品、麻醉品以及所吸的各种烟草。 当你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那会自动发生，它自动会发挥作用。 但是眼睛表
达了你的整个生命、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你的四肢，每样事。如果你的额轮稳妥，那么你的眼睛也将是完美无瑕的。双眼注视
之处，所散发的完全都是爱。 仅是你双眼的一瞥，你便能提升灵量；仅是你双眼的一瞥，你便可以治愈他人；仅是你双眼的一瞥
，你便可以将喜乐带给饱受摧残与蹂躏的人们。 所以这双眼睛，你们看，它是你生命之窗，心灵之窗。当灵透过你的眼睛表达，
你一定注意到你自己，灵量升起时瞳孔会变大。一个自觉的灵会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因为他们眼睛瞳孔放大了。至少当我看见他
们时，他们都是瞳孔张大的黑黝黝的眼睛。此外，我们还可透过他闪闪发光的眼睛来分辨一个自觉的灵，那有着钻石般闪亮的光
彩。双眼总是晶莹闪亮，你可以从这双眼睛分辨出此人是自觉的灵。未获自觉的灵的眼睛与自觉的灵的眼睛，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你的灵如何透过你的眼睛观看。但假如眼睛不洁，灵便不会长久停留在那儿。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身体层
面理解基督，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眼睛。在精神层面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头脑中所有的不洁。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头脑的不洁。头脑
的不洁是，我是指，有如此多的毒药，你知道，周遭都是。我是指那些书籍，写有毒药的书籍。心理学家应该去除你们中所有的
毒害。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能否做到。但他们有着最糟的额轮。所有这些心理学家都有最糟的额轮，我不认为他们真有能力可以给
遭受精神折磨的人带来丝毫的缓解。精神痛苦有两种类型。比如说同样的事物，一种是……
母亲向旁边说：“生命能量如此强烈，我无法承受。”

其中一种精神困扰是人们过多地压制你。你看你继续背着十字架。那么这是

人们对基督所持的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背负十字架并非意味着想压制你的人可以继续奴役你。你也不会奴役任何人。若有任何
人试图令你成为奴隶，你都应当绝对地予以拒绝。 你应说Ham，我是。你是谁要支配我？任何人，不论你是黑皮肤、红皮肤或黄

皮肤，整个世界，没有人有权去支配任何人。如果有人这么做，“哦，现在怎么办，你看毕竟我们是穷人，或我们要像这样，又或
他是在提供支持”，所有这些。然后他们逃离对他们自身的责任，这样的人无法得到自觉。奴隶不会成为国王。所以，那种奴隶，
注定要受困于背负十字架，这是现代的另一种困惑。我们必须在自尊中升进。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人有权支配我们。 但
是，背负十字架又是什么？首先，处在基督层次的人绝不会受苦。只是开了个玩笑而已。这是一场游戏（Leela），是为他们玩的
游戏。 他们从不遭罪，即使他们所谓的类似遭罪的行为，他们做那些事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他们不是无助的人。他们不是奴隶
。那些认为通过承受苦难、遭受苦难，我们会成为基督信徒的人们，他们应当明白，他们只是心理学上的案例。如果他们叫喊、
哭泣，不停说着：“怎么办，你看我在恋爱，我的爱人折磨我。”你既没有恋爱，你也没有爱人。这是一种心理俱乐部。他是一个专
制的男人，你喜欢他的专制，这就是你们在一起的原因。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尊。他必须尊重他的
真我（Self），那是他内在的灵。没有什么应该支配它。无论你属于此国或彼国，此主义或彼主义，所有这些都将被打破。 在上
帝的法则下没有人有权可以支配任何人的灵。但当你被授予自由，你走到另一边，即自我先生一边。你不知道如何使用你的自由
。所以你试图支配别人。你的自由、他人的自由都处于危险中。你凌驾于每个人之上，折磨每个人的灵魂。你通过土地、房屋或
财产进行控制。所以无论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在心理上，如果你属于这个种类或那个种类，你都是在背离你的真我。只要保
持在中脉状态，自己好好看看。只是看着它。你对他人是在散发爱吗？如果你是个奴隶，你如何去爱？你没法做到。如果你是放
荡不羁的，你如何去爱？爱有它自身非常甜美的束缚。你必须和它们一同生活。你要享受这些束缚。 若一个小孩来到你家，毫无
疑问他会弄乱你的房子，做他该做的那些。而你应当享受那破坏。那么若你的自由因一个孩子的喊叫而受到了挑战，你便还不是
个明智的人。 这就是放任。亦或我该说它是种孤独。它将你与太初的存有、大的存有，你的大我隔离开来。这将无法容忍其他人
的自由。在家里孩子没有哭喊的自由。你设想的是何种自由？一位母亲无权说她需要说的关乎孩子的话，而她有责任告诉他孰是
孰非。假如儿子无权在他母亲家里吃他喜欢吃的，那么你有的是哪种自由？这些事情真是一堆乱麻。 所以，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奴
役的对立面和极端。而在中脉状态则是爱，在那里你受每个人的束缚。我被我的孩子们束缚。是的，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束
缚我，我也束缚他们。这是相互的束缚，我们大家都享受彼此间的这种束缚。当存在这爱的束缚，便有这种给予和取得。但我们
理解爱的束缚的重要吗？以最轻微的借口我们都会打破它。比如妻子说：“今天我想出去。”丈夫说：“为什么？我非常疲倦你不明
白吗？”或者如果丈夫说“我想吃些东西，”或某个特别的东西，他说煎薄饼等这类小东西。而妻子说：“哦，你每次的要求都让我疲
倦不堪。”如果妻子只是想想看，做了那个小点心，丈夫定会非常开心。 她应该渴望了解什么是他想要的。而他应当渴望去做她所
想要的。然后享受彼此的陪伴；否则你们就浪费了作为人类所拥有的特质。 你们不知道你们多么地浪费彼此。时刻充满着如此美
妙的束缚，还有彼此间的交流。你们收获了什么？你们争吵的方式，你们走来走去的方式。你们收获了什么且让我看看？当你死
的时候，你得在报纸上宣告某某某已过世，而你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当你死的时候，你甚至还得付钱让人来看你。 这便是现
今的情形。如此冷漠、如此空虚、如此孤独。透过这些你有何成就？所以我们必须得有这种束缚。这里不存在牺牲的问题，你看
，这种“我们必须为家庭牺牲”，你牺牲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若你为你的家人付出，你由此得到喜乐。那便是你如此做的原因。
如果你想过一个美满的生活，你不会有任何牺牲，却能由此获益，过上美好的生活。假如你的妻子说：“别去酒吧，”若你不去那里
，那么你不应说她传统、守旧，这样那样。相反你应感恩你的福报，在现今这样的时代还有人告诉你真理。 因为整体的结构已经
建立好，你意思是说真理不应当被宣讲？你所身处的周遭全都是这些谬误。若想得到幸福，便要来到实相中。 朋友也是一样。我
们和我们的朋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对他们有何期待？送他们圣诞卡片，若他们不回赠，便感觉不快。没有更深的束缚，我
们便不会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允许我们自己受他们的束缚，他们将受我们的束缚。你最好试一试这个。试试为他们所束缚
。不要害怕任何其他人。只是试试受他人的束缚，你会惊讶他们会给予你的真是多。 我就是这方面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可以告
诉你我就是这方面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受你们所有人的束缚。若有人说：“母亲，您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不，我不能。我不能
。我完全被你们束缚。我不想离开因为我非常爱你们。我怎么能离开你们？对我来说这不可能。所以，从这种生活我有何所得？
一切都在此世界之中。你想让我得到什么？我甚至都无法数算从中我所能获取的。我自己成为一个海洋，深不可测的海洋。 打破
你个人自由和解放的观念，即解放你的智慧。你正在解放你自己的智慧。无论年老还是年少，甜蜜和美丽永不会消逝。那会成为
你自己。而那些在你个体内外形成的毒药，请把它们丢掉。那是精神的毒药。通过额轮，你可以将它们带走。你看，这还是个开
口，借助它才能把许多东西带出去。试着去成就它。若你怀着爱去看树木，你会发现树木本身会给予你它创造的喜乐。因为你变
成无思虑。美丽之树的创造者会把所有储藏在树中所有的喜乐全都倾注于你。每个人都是一个喜乐的仓库。无尽的宝藏，我向你
们保证，相信我。不要只因为某人穿戴不妥，或他不符合你在学校所学的那种模式而浪费了它们。每个台阶，每一处都有美丽存
在，不要将它错过。但是若你占有它，亵渎它，那么你将永远无法享受它们。你将永远无法享受每个人内在时刻生发的那所有的
美丽、所有的储备以及所有的财富。 对于额轮而言，这是件好事，基督将要到来。在我祝愿你们圣诞快乐的时刻，借此机会我说
到额轮，我说的是，Agnya是指人们必须知道命令什么以及如何顺服。顺服上天。顺服你的长辈。顺服你的真我而不是你的自我
。然后你也可以命令别人。不仅是人类，你甚至可以命令太阳和月亮，所有的风和世上的一切。你可以，用额轮控制每样事。你
可以试试一件事。如果你知道某人要做不好的事，只要将他的名字交给额轮。他便不会这样做了，试试看。
这是一个诀窍，我把这个诀窍讲给那些已得到自觉的灵，却不是那些还没有得到自觉的人，那些已得到自觉的人可以试试。 如果
别人在做错事，你可以试试你的额轮。你在你额轮上命令的任何事都会得到尊重，但你的额轮必须有基督在那。因为你有了这伟
大的支持者在你内在被唤醒，祂并不存在于此处而是进入到每个人的头部。 它遍布于所有微小的原子和分子。在太阳之内，以及

你去的任何地方，它无处不在。它就在那儿。所以尝试发展你的额轮，那是你自己的主宰。 那些有着良好额轮的人能够掌管任何
事物，懂得掌管世俗之事和掌管人类的方法，他们其中一些人则精通于，比如，其他手工艺等。最好能掌管你的额轮。你真正成
为你自己的主人，由此你可以掌控许多事物。 今天在这个伟大的日子，我祝愿你们圣诞快乐，我祝愿你们拥有最有力量的额轮，
当人们看见你的前额，他们应该知道基督已在你之内重生。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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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造及完成 1979年2月1日 德里大学甘地礼堂 在这次演讲，我要谈创造的历程。我会从人类还是亚米巴虫的时候开始讲起。
任何具有开放心灵的科学家都可看见，他们知道在这个宇宙的特别创造中，同时创造了母亲大地(Mother Earth)。 大约在五百万
年以前，母亲大地还是气体状态，之后便凝聚及冷却下来。是如何能够冷却下来，是如何能够冷却到这个程度呢？科学家只知道
这是事实，但由于他们的限制，却找不到原因。为甚么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呢？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很容易说没有神，但不设想
神，便很难解释许多事情。例如，在此期宇宙内，人类被创造出来的时间是那么短，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如果你说
那是机会率，我们大可看看要创造一个活的细胞，要通过多少的排列和组合。打个比方，在试管里有五十粒红药丸，有五十粒白
药丸，红的都在底下，白的都在上面，现在我们把它摇匀，如果把它们摇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摇多少次才足够呢？他们发
现了一条方程式，是ｎ的许多次方。根据这条方程式，如果设想人类是碰巧被创造出来的，那差不多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所花
的时间实在太短了，那样短的时间，至多只能做出一些有生命的细胞。 人类的身体这样复杂，组织得这样完美，很难令人相信只
是背后有谁在玩骰子。背后一定是有些科学造就这些工作，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的人在工作，这样的创造才成为可能。我的意思是
说，如果没有一个团体，没有思考，没有计划，没有具有力量的人物，即那至高的神在背后，是没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 科学
当然有它的限度，我们不能发现创造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们亦看见科学也达到了一定的成果，他们用的方法，也许有点像到目前
为止，促进着进化过程的方法。 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人类有一天可以到达月球，当时没有人会相信。如果有谁这
样说，人们也会笑他作白日梦。甚至今天你告诉我祖母，她也不会相信。她会认为你只是在说故事。但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确
到达了月球。 他们用的是个很奇妙的方法，把火箭分为五节，连接在一起。第一节火箭，即最底下那节首先引爆，推动其余四节
。当第二节火箭引爆时，便比原先加速了许多倍，加速之快，是原先的许多许多倍。然后第三节引爆，然后第四节，然后第五节
，第五节火箭中才是那个太空仓。经过这一连串的引爆，通过这种内在的机制，我们成功地令宇宙飞船达到很高的速度。 我们的
进化也是这样子发生的。我们通过无意识得到发射火箭的这个念头，我们甚至不知道进化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方
法，却不知道怎样把它和进化拉上关系。同样地，人类是从阿米巴虫来的，而阿米巴虫则是从各种元素来的。同样我们可以说人
类的创造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的存有(Being)，然后在物质存有里面安放情感的存有。在情感的存有里面再安放灵性的存
有，然后在灵性的存有中安放我们的灵，或称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说，灵量便是那推动的力量，是那引爆的力量。灵量在一
切事物之中，但最有效，最好，最高的状态却是在人的身体当中。灵量存在于每个人之中，这个力量能使万物进化，例如从炭原
子进化到阿米巴虫，从阿米巴虫进化到动物界，再从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阶段。甚至在各种元素里面，灵量也存在，因为元素也
是会进化的。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进化，但在大自然里却是这样，这些元素改变它们的形状和质量，成为不同的元素。我们对此
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无法量度这些改变。动物界也是会改变的，海洋里的鱼类，有许多变成爬虫类；从爬虫类，许多变成哺乳类
；从哺乳类，许多变成猿猴，然后再变成人类。这些事情都在发生，有多少物种被毁灭了，有多少存留，有多少改变了形状，没
有人留下任何纪录。 今天我们担心人口问题，也许是由于许多动物都变成了人类。你们可以看见其后果，你看那些人的行为，你
可以肯定一定是有许多动物具有人的形状，他们还要经历许多进化，才能明白人类生命的价值。人类内在也有他的进化。 据科学
家说，我们成为人类已经有一万四千年，我们通过自由，作出了内在的发展。只有人类才有自由让自己进化，明白甚么是对是错
。人类被赋予这个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他们便不能更进一步。举个例说，如果你在学校里学习，他们会叫你背诵乘数表2×
10=20。你只是要背熟它，不会问为甚么，只是这样继续下去。但当你达到一定的教育水平，你便被给予自由去讨论这些问题，
为甚么2×10=20？因为这时你已经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被给予自由去发现答案。这便是你们发展的方式，通
过这种发展，你才可以跟上其他进化上来的人，进化的过程便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你们不能感到自己是从阿米巴虫进化到这个
阶段的，你们不知道自己如何变成人类，你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且看你们的眼睛，多么复杂，如果你深入研究，便会惊讶这
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用针刺手指一下，立即便会有条件反射。一切都造得那样好，安排得那样好，这么快，这么有效，
我们会为这人类的身体感到惊奇。但你看这些人类，他们现在都这样没有效率。上个月我拍了四封电报给我女儿，今天她说只收
到了一封。 人类被赋予自由去了解，去发展他们的效率，去获得这个宇宙创造者的终极知识和力量，此所以灵量只被安放在人体
之中，尽管灵量也以另外的形式在一切事物中存在。但只有在人类，灵量才被放在三角骨当中，成一沉睡的状态，去推动人类作
最后一次的跃进，进入未知的界域。这个灵量是存在的，就在那里。 但如果我说在这些创造物当中，谁首先被创造，这是很有趣
的问题，但可能不符合科学家的心态。我现在要说的很大程度上超越科学，在地上任何事物被创造以前，神性(Holiness)首先被创
造，我们称之为纯真(Pavitrata)。格涅沙（Sri Ganesha）正是那个神性中的神祇，神创造这个神圣来保护这个创造。这个神圣的
氛围，是用来保护所有人和被创造物，否则一切事情都不能发生。设想一下，如果其中一个海洋深多10呎，整个地球的平衡便会
跨掉。再设想一下地球转动的速度，地球以极高速度有规律地围绕着太阳旋转，不是完全圆形的运动，而是你们知道那种特别的
轨迹。这样才能产生日与夜，早上工作，晚上休息。只有通过最早创造出来的神性，地球才能保持平衡和特定的温度。 现在人类
的愚蠢正向着这神性挑战。人类以为可以向神挑战，这是人类知觉的特征。如果人类能够升得更高，感觉到神在每一样事物中跳
动，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但人类在达到这个完美的阶段以前，他们已经开始谈论神。谁人能够挑战这些愚蠢的人的权柄呢？他们

不希望达到完美，只喜欢夸夸其谈。 那神性无所不在的力量是能够纠正一切的，能够调合，能够爱，能够为你组织一切，让你得
到醒觉。因此你们要明白，灵量升起是最重要的事情，提升灵量是知道你自己的灵体的唯一方法，这也是进化历程中最重大的事
件。这就好像先铺平花园，然后种树，然后树上开出花朵，现在适当的时刻来临了，果实要生长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是要这
样发生的，所有真理的追求者都知道这一点。 追求真理的问题是，你要以所有的谦卑来追求它。没有人能催眠甚么人，叫他们追
求真理，你们要以全部的知觉，全部的尊严，去获得真理。但这不是作一次演讲，让你们去了解，也不是那些荒谬的人所作的洗
脑。这是实际发生的，你到了可以实现这个知觉的阶段，你可以发展出集体的意识，这是可以在你内在真正地发生的。 你们现在
是人类，你们知道人类这个阶段可以拥有许多事物，例如你们可以知觉到比动物更多的东西。动物没有甚么大学，但人类有。动
物不明白甚么是花园，动物不明白甚么是污秽，也不明白甚么是美，这一切都是你们有的，你成为人类以后，便会逐步加深。 当
你的灵量被唤醒，你便变成了超人类，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内在系统，也可以知道他人的内在系统。这便是集体意识，就便是霎哈
嘉瑜伽的精粹。霎哈嘉是自然的系统，整个创造也是自然而然的。「Sah」的意思是「与」，「Ja」的意思是「生」，Sahaja的
意思是「与生俱来」。一切事物都一早安放在你们之中，就好像是一颗种子那样。 如果你们观察一颗种子，它有胚芽可以发育，
一粒种子具有变成大树的能力，整棵树都在种子之中。同样地在人类，他可以变成甚么，整个机制都已经安放在身体之中。你们
身体里有些隐藏的流动力量，我会解释给你们听，你们身体之中有些甚么力量。我要说你们就好像是计算机的终端机，你们已经
是一些计算机的终端机，唯一要做的是连接到总机那里去。如果你们能连接到总机，整部计算机便能工作，但这只是机器运作的
方式。你们是人类，你们懂得甚么是爱，我说的是上天的神性，是神的爱；这个爱创造了你，也使你希望知道神。通过科学你们
是不能知道神的。每个科学家都需要爱，也许爱他的子女，也许爱他的马匹，终归来说他知道甚么是爱，爱是一切这些力量的总
合，是一切爱的来源。 科学只处理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我会告诉你们那一部分的力量和我们的物质身体有关，其中有多少科学家
是知道的。你会很惊奇，如果知识是个海洋，科学家只知道其中的一滴，要知道整个海洋，那一滴要溶入整个海洋当中。但滴水
却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汪洋；汪洋却要销溶这些点滴，这是海洋的工作。这项创造的工作要完成，而最美丽的创造物便是人
类。人类必须寻求怎样完成他们自己，如果找不到，那无论他做甚么，都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除非完成了这项工作，否则神是
不会停下来的。经过千万年才到了这个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工作要由我来做，如果我便是那个要提升你们灵量的人，为甚么你
们要有异议呢？感谢神，我不是个科学家，否则我会终身制造原子弹。感谢神，我不是个心理学家，否则我会变得疯癫，听那些
疯疯癫癫的人说话。感谢神，我不是个政客，你们也知道政客是怎样的。
感谢神，我甚么也不是，我只是你们的母亲，我绝对的关心你们终极的好处，而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 We’ll have the meditation
now –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ne of these lectures. I’ve already given 84 tapes to these London people – I’ve been
speaking and speaking, every day two to three lectures. Best thing is to have it. Now some of you who do not get it should not
get upset with Me. If you do not get it,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If you get it, well and good. If you don’t get it, you’ll get it this
evening, if not tomorrow. It is a very subtle happening: should happen to you. If it happens, immediately you’ll find the relaxation
will come. But the best 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is first of all is your physical being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Now this lady now
has come here with a very serious disease. If she had come to Me earlier –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to someone]… So if this
lady had come to Me at the end, she would never have [UNCLEAR]. If she had come to Me and got her realization, she would
have been alright today. But she said she did not know about it. What’s the use of getting ill and then coming to Me, asking for
My blessing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instead of getting your realization or in keeping your very good health to begin with? It comes
to you as a by product. That comes to you as a by product. It is not done through Me. Because, say now, how you have
decorated when I’m coming in here – in the same way, if the light has to come, the Divine has to shine, your own body is
cleansed. Is beautified and is made healthy; that’s as a by product.

But that’s not the ultimate. The light has to come within

you, the reality has to be pulsating within you; unless and until that happens, everything else has no meaning. The other things
that can happen is if you are mentally... also upset – or as I have said, the physical, the mental, the emotional, then the spiritual –
and then beyond that is the state of complete bliss,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s established: in the space you are thrown. In
the same way, it happens within you, so naturally all these things are [UNCLEAR –exploded?] and normalised and the ultimate is
established in the space. Whatever is useless or sick falls off. Whatever is beautiful comes up. As in the tree, you have seen
that when the fruit comes up, so many things have to drop. In the same way, all that is not wanted drops out and all that is
required shows itself and manifests. It’s a very beautiful happening – it should happen to all of you – but again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it is a very subtle happening. It was never this way. Onl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t has started working this way; that it is given
to people who are [Sanskrit?] – who are simple people, ordinary people, leading a very simple life. Because it has to happen
that way because, supposing there is a discovery of electricity by one person, which has a big history behind it. And he
discovers something, and he does not make it useful for the common people. If the common people cannot benefit by it, if the
ordinary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it, it has no meaning. In the same way, Sahaja Yoga has to go to common people;
everybody must understand. Otherwise, people like Christ were crucified – nobody understood Him. People like Kabira, nobody
understood. People like Nanaka was tortured. People like Mohammed-Sahib was given poisons, and every one of them had to

just suffer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of the common people. Today, the time has come for common people to be realised. Let’s
try how many of you get it. If you get it, then it’s a subtle thing, but to settle into Sahaja Yoga, you have to practise. You have to
come at least once a month – at least minimum - to a general program, because it is a collective program. It’s a common
program, and that’s why it is going to work out in Collective; individually it’s not going to work out. Individually it’s very difficult.
As you know about Hatha yogis – how they have to stay in the jungle. Before they were twenty five years of age, Hatha Yoga
was to work out with [UNCLEAR Ashtang?] Not the way the modern hatha yoga is all wrong: absolutely wrong. It should not be
- it’s the wrong style. Because this kind of Hatha yoga takes your attention only to your physical being and gives you an
imbalance. The other day I had somebody who was a great Hatha yogi and he had a heart attack. So he told Me he got a heart
attack after Hatha yoga. So I said then what did he do? So he said, ‘They gave me another yoga to remove this heart attack.’
And when he came here for Me, he was shaking, just like this. So I told him, ask for the man who is shaking, and this man was a
possessed man from a lunatic asylum. I said, ‘This is what has happened to your nerves. Who are asking to break your neck for
nothing at all? There was no need for you to go to such an extreme. You should have just waited; you would have got your
realisation.’ Of course, [UNCLEAR Asanas?] also have a place, but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mplete shastra: complete
science of all these things must be understood. But that is after realisation, not before. For example, you are suffering from
stomach trouble and if you start using an asana for your neck, you’ve had it: your neck will be gone and then your stomach will
be [next?]. So there is a big science behind and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science will not use it for such a long time, every day,
religiously – there is no need to. Whenever there is some need, then only take the medicine. Do you go on staying in a
medicine shop all your life, just to keep healthy? Same thing is about Mantra. Mantra also has got a very big science; once you
understand that science that is [UNCLEAR]. Without realisation, mantra also has no meaning. Those who give you mantras are
people who are [UNCLEAR] They don’t understand any meaning of mantra, I can tell you. Because I have seen, the way they
are knowing the chakras and things, and the Kundalini doesn’t rise. The basic thing is that your Kundalini must rise. Those
people who spoil your Kundalini, I do not like them at all. Some of them spoil because they are naïv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Kundalini because they are not authorised. They are not holy people, they are not realised souls.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do it, so they spoil your Kundalini. They make money out of it, because anybody can sell anything, you see.
Anybody can say, ‘I am a Kundalini awakener.’ What can you do about the [fuss?] God is not going to come and arrest you for
that.

You are arrested, in a way, but that’s a very subtle [UNCLEAR] which nobody understands.

punishments of our wrongdoing.

That these are the

Those who try to do it in a naïve way can be forgiven. Even those who make money, I can

forgive them, because this is a silly thing that’s going on everywhere. But those who do it deliberately are definitely the devils – I
call them Danavas, Rakshasas. Because deliberately to spoil somebody’s Kundalini, just to entice them, and to hypnotise them
to use for your own purpose, is absolutely Satanic: is against the purpose of God and that’s why I’ll call them as the Devil. So, let
us have the experience – you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and…[tape fade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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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我们所追寻的)

我昨天遇到一个女士，她告诉我她在追寻神。我说：「你认为神应该是怎
么样？你究竟在追寻什么？」当我们说自己在追寻，我们是否知道自己
在追寻什么？是否明白寻到后的感觉是怎么样？从而让我们确知已经到
达终点。我上次告诉你们，求道是要很真诚，要出自真心，你们不能购
买道或凭努力得到道。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究竟你们在追寻什么。
让我们先了解内在的求道之心是从何而来？在图中有一个叫脐轮的能量
中心，它在正中央。脐轮位处脊椎神经，表现为我们肚脐下中间位置的
大阳神经丛。这个轮穴令我们内在产生追寻的心。只有活生生的生物才
会追求。比如说，一张椅子会追求什么？它不会思考，不会动，你可以
将它放在这儿，或放在街上，你可以打碎它、扔掉它，再用它的木材作
其他用途，或造一张搁脚凳。椅子没有任何追求。只有有生命的东西，
例如阿米巴的单细胞生物，才会追寻，因为追寻是生物的本性，死物没
有这种本性。因此，说自己不追求什么的人即与死物无异。说自己在追
求的人，就是有生命，有力气的人。只要你明白，称为阿米巴的生物，
只要牠有饥饿的感觉，就能在这小生物内在创造欲望。试想想，牠没有
脑袋，只有一个细小的细胞核，牠也能感到饥饿，需要进食才能生长；
牠也知道自己要繁殖，因此牠开始追求。牠知道如何进食，却不知道食

物怎能消化，消化不是牠的工作。

我们也一样。因此，从小小阿米巴虫的追求开始，整个进化都建基于这
个追求上，然后逐步改善追求的方法和途径，为的就只是对食物的欲望，
仅此而已。还有其他的欲望，你可以说是情绪，一条最小的阿米巴虫也
有保护自己的意识。牠知道什么会危害牠的生命。当阿米巴虫在成千上
万年后进化成人类，追求就改变了。一开始当然仍是追求食物，这是基
础，食物是首要的。追求食物的方法当然不断改进，同时亦深切明白如
何保护自己和族群。群居生活在远古时代已经开始，连蚂蚁也知道要群
居。牠们知道必须与群体在一起，联合起来，整合起来，才能保护自己
和族群。这种有益于身心建康的追求，渐渐也在人类之中发展，人类会
尽力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和族群。这份追求的努力就在政治和经济机构体
现了出来。现今的人类还发展了一种新的追求：就是用权力来掌控别人。
动物不会追求权力，牠们已拥有权力。譬如说老虎比…比可怜的小兔子
有力量得多，牠天生就有力量。兔子不会想做老虎。牠不会想做任何想
当总理的人。兔子不会想成为老虎，因为牠明白：「我是兔子，我要发展
兔子的防卫方式，一套自己赖以生存的保护方式。」同样，当老虎行动
时，牠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有些动物拥有领导的能力。
牠们成为领袖。你也见过有些鸟儿都有领袖，当飞行时领袖转方向，成
群鸟儿就像领袖的尾巴，跟着转，都朝同一个方向飞，领袖飞往那儿，
领导的能力也充分表现在人类中，有些天生很有领导才能的人，可以带
领跟随他的人群到达他们要追求的目标。这群人追求的目标可能是金钱，
通常都是。动物不懂金钱，钱只是人类创造出来。金钱变得对人类非常
重要，因为这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曾经有以物换物的制度，但
人类感到应该有更好的方法，以某种媒介，将一件物品换成另一件物品，
因而开始有金钱。因此，人类的注意力由食物转到权力，再由权力转到
金钱上。有时候，当人很富有，就想要权力。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对。
基本上，人类追求金钱然后权力是很自然的事，反之亦然。
超越金钱和权势，人类亦开始另有追求，追求为何我们会在这儿？我们
在这儿要做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为何神要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的

牠们就跟往那儿。

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还是这只是一个笑话？我们是否只愚
蠢地出生、结婚、生子、然后像阿米巴虫一样死去？又或我们有其他的
目标？很多人不能超越金钱和健康，他们想有健康。以我所知，动物不
会做运动，但人类为了健康，可以做很多事，为了什么？你可能是摔角
手，但为了什么？只为打架？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但为了什么？
你还是未能充分利用自己？到底有什么用呢？你可能是最富有的人，坐
在最好的车上，你拥有所谓生活奢侈品和各种物质享受，这又是为了什
么？当我们脑海里出现了这些疑问，我们内在就展开一种新的追求，我
们会问，为何我会在这儿？你在这儿，是否只是每天从早到晚，永无休
止的与别人竞争，赚取金钱和权力，做着各种无意义的活动，讨好别人，
炫耀自己很有钱或榨取别人的金钱？这是否你的人生意义？
现在是第四个探求的开始，或许说是你们内在意识的第四个向度。这种
探求展现出人类一种原始的追求已趋成熟，就是饥饿渴求：渴求灵性、
渴求神、渴求生命中更高的事物。这种探求在我们内在开展，实实在在
的发生。在探求中，我们会感到困惑，因为当你内在开始这种追求的时
候，你已经是极度饥饿，或将近完蛋。为什么？因为你已受制在各式各

样荒谬的事物中。

你或许称呼自己是英国人或印度人或澳洲人，或我也不知道人们会怎样
称呼自己，但在神的眼中，你们都是人类。我是说你先是没有尾巴，你
不会这样垂下头，你的头是抬起来的。不管你是在非洲，在印度，在英
国或是在美国，全都是一样。只要你的头是这样抬起而你没有尾巴
你肯定是人类。如果人从

—

当

然，有些人必定是有尾巴，看他们的行为

—

生命的各种经历中进化，并从中明白那些经历都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不

能让他找到「我为何在这儿？」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刻便是他生命的
转折点，他成为求道者。在这一刻之前，他还不是求道者。
那些人找导师：「母亲，请给我的儿子一份工作？」这时你不知道该向这
类人说什么。「我的孩子，你仍未适合，仍未够成熟来找我。」或你求某
人给你一只钻戒，又或某人说他以神之名给你一只钻戒，而你满意他这
个答案，那么，你便不是好的求道者，对霎哈嘉瑜伽你特别没用。或有
人说：「我会治好你的病。」为了治病，你找某人。某人或许会把你治好，
但你不是好的求道者。神为何要医治不求道的人？即是说，如果这工具
不能传播我的声音，我为何要修理它？或你们一些人找导师，他对你说
了个故事，你必需付钱才可以求道，若你不付钱，就不能求道。你最好
打这个导师一巴掌，告诉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他完全侮辱了你的
求道心。他想你付钱来影响你。难道你看不出他在侮辱你，说你是物质
主义者，你必需付钱才可以追寻神？试想想，人们给你各种类似的理由
论据，如果你接受，跟随那些导师，你的求道便不会成熟。
你要真诚，要有智慧，明白自己在追求真正的满足。你不是追求金钱，
钻戒和周遭无聊愚蠢的行为，你不是要观看这些人的愚蠢把戏，你是要
静观神的魔法。求道中，你必须知道，如果神是普遍的存有，任何人因
为自己属于某某组织，便妄称自己是唯一被神拣选的人，或说自己是唯
一的先知，唯一的神，这些都只是荒唐的宗教狂热和丑陋的行为。不要
欺骗自己。试了解，神不会寛恕你欺骗自己。当阿米巴虫看见食物时，
牠会骗自己吗？或是狮子，甚至青蛙，虽然只有小小的脑袋，牠们都知
道自己追求什么。牠们会骗自己吗？人类却从早到晚都在欺骗自己。我
们要追寻神，要得到圆满，我们必须连上有益于身心健康，即是神、太
初的存有，整个存有，这才是我们要求取的。创造你们就是源出于此。
若你研究在母体内小小的胎儿，你会惊讶母亲的脐带照料整个胎儿，虽
然胎儿很多器官仍未发育成熟，因而在起初不能连接脑部，喂养照料胎
儿却都是通过同一个管道。然后小孩出生，脱离母体，当小孩开始成长，
渐渐所有感知和感官、运动和自律神经的器官会协调起来。一旦连接起
来，人类便开始活动。整个身体会动起来。若手指被针刺，整个身体立

即会知道，整体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整体已经连上。这是生命的过程，
成就事情的成长过程。但人类有一个大问题，我要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
经常认同缺点和错误的想法，只有人类会这样，因此你们要很小心。狗
的嗅觉比人灵敏，牠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人类却不知道。你们
不知道谁是真的导师，谁是不道德、糟糕和狠毒的导师，你不会分辨。
有人逃狱，穿上一条裙子来到英国，说：「我是导师。」人们便会吹捧他，
几千人跟随他。这些人都不会分辨，对这假导师来说，越多人跟随他越

好。

但其实是有方法的，神一开始已经把它放在你的身体内。为了你们的成
长，祂已经把它放进你身体内。神是要考验你的真诚，若你很执着顽固，
仍然沉迷于错误且无意义的事情，你就不能成就神的安排。从所有错误
事情中挣脱出来吧，完全打开自己。你们所有人都要意识到整体，全都
要获得自觉。尽管如此，神才会感到祂的创造得到完满，这是毋庸置疑
的，祂必需这样做，祂会这样做，祂必须很努力工作。但你们仍不愿意
接受真理。真理必定会显现出来，无可否认，然后非真理就会被毁灭。
那时候，认同非真理的人亦会被毁灭。在此之前，留意自己的智慧，了
解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身心健康。对身心健康的追求，其实
某程度上已显现在我们参与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小区组织。
所有宗教都要整合起来。所有对人类影响深远，曾经对人类进化有重大
帮助的宗教，隐含在人类生活文化中的宗教，都应该融合起来。例如我
见到印度教徒，他说：「母亲，你会怎样说基督？我们都不相信基督。」
你们是什么大人物，不相信基督！你是什么人，可以不相信基督？你认
为自己是谁？凭什么说自己不相信基督？你们是否知道，对降世神祇说
这种可怕的话是一种亵渎。有些人说：「我不相信摩西或那纳克，或穆罕
默德。」你是谁？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有什么信念？那些信念有什
么理据？为什么你会这样说？你对神祇有什么认识？只是上教堂、上清
真寺或犹太教堂，那儿的人都是盲目的，只会令你也盲目，除了变得完
全的宗教狂热，你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一种病态，是一种疾病。
只要进入神的国度，你就会看到他们都安坐于宝座上，祂们都在一起，
而你们则像傻瓜般互相争斗。祂们有否说过，例如，基督降世时，祂有
否说过摩西是错的，祂有这样说过吗？当那纳克来的时候，祂有说过穆
罕默德不对吗？有没有任何伟大的圣人说过这种话？那么你是谁来指责
他们？这是所谓求道者最大的障碍。然后他们认同于他们的导师。我问
他们：「若你这么认定你的导师，跟随他吧，为什么要来找我。」「母亲，
我来找你是因为自从我跟随这个导师，我就受哮喘病的困扰。」「那就找
他医治你吧，为何来找我？」若你的导师已经给了你想要的东西，为什
么你要来找我？若他是真正的导师，我就会看到它大大的写在你的面上，
我能分辨出来，我会敬拜这位真导师，我也会设法与他会面，视他为我
最大的福佑，其实很少真正的导师，他们全都隐居在喜玛拉雅山或其他
地方，他们不说话，亦没有人会聆听他们，他们只是很少数。其中有一
位曾经到过美国，但不出五天就回到印度。他写信给我说：

「母亲，很

困难。」

因为你认同于花招，喜欢向你玩花招的人。你不喜欢说真话的人。就是
这样。你想要玩花招的人，但你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关怀你。爱你的人
怎会告诉你一些对你有害，会伤害你，对你极度危险的事情？他们不会
告诉你，虚假的人不会告诉你有关任何人。他们只会说地球的另一边一
切都很好，直到真的导师出现。他们都不会说一句关于真的导师，我说
因此在求道中，你必需摒弃所有错误的认同。你们对很多事有错误的认
同，好像有人会说：「我们为何要跟随基督，祂是犹太人。」我是说，祂
要在某个地方出生，就如你也要属于某个宗教。你要在英国出生，或在
印度出生，或在廷巴克图（西非一个城市）。我的意思是你必需在某处出
生。其余的人会说：「不！」当地的人说：「他不好，因为他和我们一样，

的。

出生于此地。」他们想要从天而降的人。这是很可笑。因此，我们若是
真正的求道者，必须完全放开自己的思想，若你想浪费时间，随便你。
你跟随你的导师，继续惊叹于他们的特异功能，给他们钱，给他们女人，
给他们你的财产，给他们一切，然后你得病、发疯、最终住进精神病院。
我不会说：「来吧，我的儿女，来跟我吧。」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你觉悟
前非，并来找我，神是宽恕的海洋。一开始我就要告诫你，这些人在浪
费自己和我的时间。因此，所有仍然有错误认同的人，不要再以他们的

论据来烦我了。

因为我经常遇到一些应该是真正求道的人，昨天有一个女士告诉我：「你
有读过这本那本书吗？」我说：「我会阅读，但通过阅读书籍，我从自己
身上找不到什么。你看了那些书，你得到什么？你有得到什么吗？」什
么也得不到。「你见过这个导师，那个导师吗？」我说：「可能见过，但
你也见过那些导师，你得到什么呢？」她有哮喘病，失去一只眼睛，她
不能坐下来，她的身体变得僵硬，她说这是因为她有风湿病，其实是有
亡灵附着她。她是求道者，她问我：「母亲，我是求道者，为何神要对我
这么残忍？」「孩子，你没有运用你的智慧。」即使现在，留意自己的智
慧，要明白，不管你爱不爱神，祂是如何用祂的心，祂的灵魂来爱你。
神已将你的求道心放置在你之内，祂一早已将所有工具完美地放置在你
之内，因此事情可以在一瞬间自然的成就。但人们是这样的，他们来，
想有自觉，但当我说：「好，你先来，坐在我身旁。」「不可以。」「请脱
鞋。」「不，我不脱鞋。」很多人都是这样，即使你告诉他们：「为何你
不将双脚这样放的坐下，让自己放松下来。」我告诉他们很多其他原因，
为何我要他们这样坐。但他们仍说：「不，为何我要这样做？」其实，如
果你想得到自觉，有若干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最好照着做。整个态度应
该是要尝试了解，因为你是来我这儿拿东西，一份给你的礼物，你要拿
到这份礼物，就不该有固执。我的意思是在一般情况下，若有人送礼物
给我们，我们也不会顽固的拒绝，会吗？当人类要收这份礼物，他会顽
固吗？只有来到神面前，他们就连脱鞋子也不肯。你们要求取的是件很
伟大的事，是你们由阿米巴阶段进化至人类求道的成果。在成为人类之
后，你们也经历好几千年的追寻，但现在当你到达了临界点，为何还要

那么固执？

在霎哈嘉瑜伽，你得到自觉。没有金钱的交易。你的额外的收获是会健
康，当然你的物质生活也会妥当。因霎哈嘉的祝福，你各方面都会改善。
但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你获得真我的知识，得到自觉。你内在的光得
到启发。你开始观看自己，观看你和别人的能量中心，因为你已经与整

体连上，天人合一，身心健康。

这就是霎哈嘉要给你的，若你想得到，请接受吧。其他的都只是额外附
加的收获，因为当你内在有光，你走路时就不会摇晃，而是会走直路。
你不会说：「因为有光，我的腿改善了。」不！「因为有光，我的眼睛改
善了。因为没有光，才会出问题。」一旦有了光，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妥
当，你开始明白整体，你知道整体是怎么样，你就会走直路，你知道该

坐在那儿，坐什么椅子，旁边是什么人。

这就是你所追求的，你是求道者，真正的求道者。你会受到祝福，我的
工作就是要看到你到达这个境界，你获得你内在的能力，不是你导师的
能力，而是属于你自己的能力。因此你明白自己，取得真我和整体的知
识。但若你不是这种追求，很抱歉，孩子，你在求道中仍是婴孩，仍要
成长更多，更多。当你成长得足够时，再来找我吧。否则，成就这种人，
给他们自觉真的是件头痛事。他们有时会想用霎哈嘉瑜伽来治病。毫无
疑问，你痊愈了，就算癌症也能用霎哈嘉来治愈。只能用霎哈嘉来治好
癌症。癌症是这样的，治好后它又会复发，我们不能保证它不复发，不
能保证什么。除非你在霎哈嘉瑜伽里升进，成为霎哈嘉瑜伽的导师，否
为何神没有让你意识到你已经拥有什么？神爱你，毋庸置疑。因为祂爱
你，所以祂想给予你，但若你仍然倔强，仍然浪费挥霍，祂为什么还要
继续给你？这是你要向自己提出的简单问题，你要请求得到自觉，那么

则我们不能保证，你的病或许会复发。

你就会得到。得到自觉后，你仍会有一段时间感到怀疑困惑，因为首先
你会进入无思虑的意识，即无思虑的三摩地状态（Nirvichar

Samadhi）。

当我们用「意识」这词汇，意识即对任何事都有警觉性；当我们说「三
摩地」，它是指受到启发开悟的意识，你得到开悟启发的无思虑意识，继
而你会得到开悟启发的无疑惑意识。这两个阶段之间，对一些人来说差
距很少，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到达。我见过有人很快就得到并且留在那里，
他们不用经历这两个阶段。但有些平庸的人，他们就好像坐牛车，前进
的速度不能像坐喷射式飞机般。在现今世代，试想像用一架喷射式飞机
大问题。但若你有一定才干质素，就可以一下子通

来拉动一辆牛车

—

过这两个阶段，没有疑惑。有些人之后又开始有怀疑。我不知道他们疑

惑什么，他们亲身体验，感觉到生命能量，看到凉风在自己内在流动，
亦看到生命能量如何在其他人身上运作，他们看到灵量的脉动，灵量的
提升，他们的健康，他们的一切都有改善，但他们仍然怀疑，浪费自己
的时间。就是因为怀疑，所有事都延误了，治疗也延误了，一切都延误
了。好吧，我们这儿有喷射式飞机、超音速飞机、飞弹，也有牛车。
看，创造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东西，对吗？我接受一切。好吧！我以我全
部的爱来包围他们。但我请求你们不要拖慢自己的进度。问题是你疑惑
什么，我没有什么要求。若你为了得到某些东西要付钱，你才应该疑惑。
你不用付钱，你疑惑什么？我能从你身上赚取什么？但仍有很多人来找
我说︰「母亲，现在我很疑惑。」我说：「好，随你吧，当你不再疑惑，
再来找我吧。」就是这样。我请你告诉你的脑袋，你做了很多事，见过
各种导师，阅读过各种愚蠢荒唐的书籍，有各种的疑惑。现在请暂且安
静下来，定下来，告诉你的脑袋不要再误导你，获得你的自觉。这是属
于你自己的，是你的财产，你的权利。因此，获得你的自觉，若有任何

疑惑，叫它们等一会儿吧。

愿神祝福你们。

我完全不介意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喜欢回答问题。我的经验是，当我叫
他们提问，他们说话时就像被鬼附。他们总是有些东西，头脑扭结起来
才把话说出来。他们不会理会母亲只有很少时间给其他人自觉，要给自
觉这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却反而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喋喋不休，打扰别
人，很自私地占据了大家的时间。然后就开始有争吵，解答他们的问题，
有人会说我对他们太有耐性。我会尝试回答所有问题，尽量解答他们的
问题。但若你只喜欢不停的说话、说话、说话，我就会很累，我会请你
先获得自觉，在真理中安静下来，赞美你内在的存在体，因为你得到神
的赞美，那位创造你的主。若你有疑问可以提出，但要小心，不要打扰
答：女士，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不会在这个阶段回答你，为什么？因
问：但我已经得到答案。(听不清)

问：(听不清)

为你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答案，可以吗？

答：现在看…好了，我会告诉你一件事。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也会有

这个疑问，当他们见我，就会问这个问题。但我很小心，我会说，因为
问：

别人，不要询问一些愚蠢无聊的问题。

(听不清)

当基督说：「我是光，我是道路。」人们怎样对待他？

答：是，他曾经这样说，但你们最后怎样待他？(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好，你没有但其他人有，对吗？当克里希纳说：「你们要跟随我，要顺服
委身于我。」你们怎样对待祂，祂有告诉其他人吗？祂只告诉了亚周那，
对你们说又有何用？让我来成就吧，那

让我们就这样做吧，因为这个问题只能在光中回答。正如你会问：「你们
好吧…好吧。现在，导师要带领

为什么？(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么你就自会明白。最好你们走进光中看我，好吗？也看看自己。因此，
会不会收费？」(听不清提问者说什么)

你到达你内在的神，因为神不在你注意力之中。你的注意力并没有提及

神的国度。你的注意力远离了神，而霎哈嘉能帮助你提升你的注意力，
让你与你心内的灵合一。你心内的灵明白你、了解你、纠正你，并引领
你、保护你，但你不在灵之中。现在的你，你的注意力不在灵之中，因
不，没问题，你的注意

此你还没进入集体意识。(听不清提问者说什么)

力却不。看看这个分别！例如，我脑袋的注意力…例如，放在我的手指

上，对吗？我的手指却没放注意力在脑袋上。(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你

要明白，你必须在那里才能看到实相。(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不，你不
能，除非你成为实相，你要成为实相…(听不清的说话)不，你看到自己
仍不在那里，你只能看到卡克斯顿礼堂的外面，一旦你进入了礼堂，你
这是事实，你还没成为之

会看到整个礼堂吗？(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前…你只能从外面看，你不在里面。你要先进来。看，你还没进来。你

来了，但还未进来。因此说，你必须先进入神的国度。你要重生。你的
意识还没进入神的国度。一旦你进入，就会惊讶于你可以感应别人的能
量中心，你会知道他们内在的情况，问题出在那里，你也会知道为何你
谁？我不想说，我一向很小心，

会有这问题。(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但我是有所不同的，毋庸置疑，你会找出来

—

必定有些什么…(听不清

提问者的说话)

好吗？让我们来取得自觉吧。这是真的，必定有些什么， 但我不想这一刻说。他们有些人知道，你也会知道，亦会知道一切，让
它渐渐地成就吧。(听不清提问者的说话)

基督向他的门徒说过，但他们

都不相信，直到基督复活，(听不清)现在我对你说，你不会相信我。我
不想令你无用，因此先让你得到自觉，你自会明白。先认识自己，然后[听
不清]现在让我们一起得自觉吧，好吗？(听不清提问者说什么)

我知道，

是的，正因为这样，我说你的注意力不在这里。当然，这是毋庸置疑。
是，我要接受这么多，我要接受…很多事情，我知道，但我对此有点怕！

行吗？

答︰

(母亲向另一个提问者说印度语)他提了个很好，很真诚的问题。他
问︰「我们怎样相信真的有克里希纳或基督？有这位人那位降世神祇？」
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相信祂们曾经降世？祂或祂们当时
真的来到世上？这个疑问，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但我想告诉你，我
曾经告诉你，这些能量中心，这些轮穴都有这些神祇，基督在这里，克
里希纳在这里。现在，只需要一分钟，一分钟。现在，你怎能知道祂们
是否真的存在于轮穴里？这是重点。当你得到自觉，就会发现你的手有
凉风在流动。你会有这种感应，然后你就会问为何会这样。发生这种情
这里，在头盖骨的位置… 你开始感到凉风，之后，你会很惊讶…。

况是因为这些能量中心

……

你头的顶部

—

1979-0928, 话：灵量与迦奇的关系
View online.
九夜节第7天庆典讲话：灵量与迦奇的关系 1979年9月28日 印度孟买 今天，如你所愿，我说英语。明天或许我仍会说外语。 今天
的课题是灵量与迦奇(Kalaki)的关系。迦奇(Kalaki)这个字实际上是“Nishkalanka”的缩写。Nishkalanka的意思与我的名字“涅玛拉”(
Nirmala)一样，代表纯洁无暇，毫无污点的纯净，毫无污点般纯净是Nishkalanka，完全没有污点。

很多往世书(Puranas)都描述

过这位降世神祇，祂会骑着白马来到地球，来到一处名为森柏尔布尔(Sambhalpur)的村子里。他们称之为森柏尔布尔（Sambhalp
ur）。很有趣的是，人们往往从字面上来理解事物。森柏尔(Sambhala)这个词中的bhala是指前额；Sambhala代表在这个阶段，
即迦奇位于你们的前额，Bhala是指前额，祂会在这里出生，这就是森柏尔布尔(Sambhalpur)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祂在耶稣基督

和代表祂的毁灭力量的降世神祇摩诃毗湿奴之间，被称为迦奇(Kalki)，会有一段时间容许人类纠正自己，好让他们能进入天国。
圣经称这段时间为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即你们将受审判，你们所有人都将在这世上受到审判。

世界的人口数量已经到达顶峰，他们说是因为那些，几乎所有渴望进入天国的人不是已经在现世出生，就是会很快出生。 这是最
重要的时刻，因为霎哈嘉瑜伽是最后的审判。听到这消息感到非常美妙，但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虽然你明白母亲的爱让你轻而
易举地得到自觉，而且最后审判，看来是个可怕的经历，却包装得非常漂亮，非常温柔、非常巧妙，毫不困扰你。但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最后的审判，你们全都会透过霎哈嘉瑜伽受到审判，以决定你们能否进入天国。
现在，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注意力（chitta）来到霎哈嘉瑜伽。有些人可能有太多的我们称为的惰性（tamasi krutya），或更为懒
惰，又或迟钝的性情。这些人，夸张点说，他们喝酒，喝有酒精的饮品或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把你带离实相，令你内在麻木
。 另一方面，你也知道偏右脉的人，他们野心勃勃，他们是极有野心的人，他们想赢得全世界，想变得独立自主、变得恶毒，像
癌细胞一样。他们不想与整体保持任何连接。

你可以在斗争期(Kaliyuga)看到，人们是怎样走向极端。有些人过于沉溺于酒精，

或你可以说沉溺于酒精令你远离你的知觉、你的真我、真理，美善；另一些人则否定它，他们否定任何美善的事物。他们很自我
取向。 有些人则是超我取向，有很多制约，非常怠倦疏懒、懒散而又絶对肤浅；另一方面，有些人极之有野心，喜欢宰制人，以
他们的野心和竞争心互相毁灭。 这两种极端性格的人都较难来到霎哈嘉瑜伽。中正平衡的人却很容易被吸引来到霎哈嘉瑜伽。此
外，那些不复杂、单纯的人，因为他们是来自村庄，很容易被霎哈嘉瑜伽所吸收，他们毫无困难地接受霎哈嘉瑜伽。在城市，我
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这里几乎不到二三百人。若我到村庄去，整个村庄，可以有五六千人来，他们全都毫不困难地得到自觉。
因为这里的人们应该是很忙碌的，他们有太多其它需关注的事情，他们认为其它事情比追寻神更加重要，追寻神是浪费时间。 这
种情况下，霎哈嘉瑜伽在所有求道者的心中非常甜美地扎根。它自自然然的就成就了。你得到自觉，毫无困难、毫不费力、不用
付钱、也不用做费力艰苦的练习。 当我们谈到迦奇，我们必须记着，在得到自觉和进入天国之间，我们可能仍犹疑畏缩，这状态
被称为瑜伽跌落状态（Yogabhrashta

sthiti）。人们接受瑜伽，他们来到瑜伽，却仍然被他们的习性倾向（Pravrittis)所迷惑。例

如，自我中心，或金钱取向，或好宰制别人的人，可以组成一组，这个人会受自己的想法所控制而往下跌，其他组员也同样会下
跌。霎哈嘉瑜伽也一样，在孟买已经发生这种事，且经常发生，这种事一直发生，非常非常普遍，这被称为Yogabhrashtata，即
人们从他的瑜伽下跌，从他的瑜伽状态中跌下来。无论你下跌还是上升，霎哈嘉瑜伽都给你完全的自由。 若你找其他灵性导师，
做其他净化自己的瑜伽，他们都是自小受训、遵守纪律，那些瑜伽导师会用尽各种方法令你受伤，令你伤得很深，不可能再与任
何人有连接，就像做了一个手术：他们会把那人的个性掏出并扔掉。 但在这里，你拥有自由，你要明白必须与源头保持连接，与
集体保持连接，与整体保持连接，而不是只与这里或那里的某一个想控制你的人保持连接。 在霎哈嘉瑜伽，若有人试图上升得太
过，便会下跌。因为在大自然，你会看到没有任何生物的生长会超越界限，就如人类只能长到某一高度，树木也只能长到某一高
度，万事万物都是受控制的。你不能在霎哈嘉瑜伽中炫耀自己，也不应该搞小圈子或做些与众不同的特别事情。特别是在霎哈嘉
瑜伽，我看过有人要求其他人触摸他的双脚。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类人一定会马上被揭露出来，我们知道他们会从此消失，因为
他们的轮穴有阻塞，阻塞得很严重，虽然他们或许有一阵子感觉不到，他们或许仍感到生命能量，但他们会往下跌，一直往下跌
，直至完全完蛋。 这种瑜伽跌落状态(yogabhrashta sthiti)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首先，你得不到你的瑜伽……但若
你得到瑜伽而又跳进这种状况……就是克里希纳曾经描述的状态，你进入了罗刹魔的子宫(rakshasa-yoni，意思是下次你将以恶魔
的身份出生)。 那些来霎哈瑜伽的人必须知道，你们必须要正确地坚持一件事，要不然你会身处何界呢？若你在没有瑜伽的状态死
去，或许你会再次出生，当然你的这一生便浪费掉了。若你来霎哈嘉瑜伽仍玩这种把戏，想别人以为你是非常了不起已得自觉的
灵，或你已经成就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所有在你得到自觉之前所做的荒谬事情—这些都是很严重的过错，你会因此受罚。这是迦
奇的力量，它在霎哈嘉瑜伽背后秘密地工作。 例如，有个女士来看我，她想发表一些有关我的文章，是一些可怕的人付钱给她的
，她刊登了一些毫无意义，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每个人都感到生气愤怒，说︰“母亲，你必须惩罚她，你要把她告上法庭，告她诽
谤，这样那样…」我说︰”我不会上法庭，你们最好放弃这种想法。」没有人听我的话，你明白吗？不知何故，那报社关闭了三个
半月，结果他们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我可以说，就玛塔吉·涅玛拉·德维看来，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迦奇做的。迦奇代表十一种毁灭
力量，它们守护着霎哈嘉瑜伽的美善。任何人若想玩弄霎哈嘉瑜伽，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所以，今天是时候告诉你们，对上天
玩把戏的危险。到目前为止，人们都视这为理所当然。他们折磨过如耶稣基督那样的人，他们折磨过伟大的圣人，人类一直在折

磨圣人。实际上，我在每一个讲座里都作出过忠告，现今不要再玩这把戏了，因为迦奇已经来临。不要找神圣、美善的人麻烦。
要小心，因为迦奇已经降临。一旦这力量降临到你身上，你不知道该躲到哪里。 我不单要告诉霎哈嘉瑜伽士，还要告诉全世界，
要小心，不要设法伤害他人，不要试图利用他人，不要设法炫耀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这毁灭力量在你生命中启动，你不会知道
怎样阻止它！

我曾到过…我想我之前曾经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印度安得拉邦，我告诉那里的人︰“不要再种这种烟草了。”他们很

生我的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生计。他们在制造金钱，沉醉在各种赚取更多金钱的事情上，做出各式各样的罪孽(papas)。
我说：“你们来这个世界，不是在你头上制造更多的罪孽(papa)和业报(Karmas)，而是要清洗罪孽

—

“papaksh

talana”。你来不是要增添罪孽而是要清洗罪孽。这是清洗的时刻，这就是我为什么以纯洁无瑕 (Nirmala)的形相来到这里，去洁净
它。为什么，你做的却是增加自己的罪孽。种植这些可怕的烟草，你可以得到什么？”但是他们不听我的话。接着，在我三次的讲
话里_____全都有录下，人们在说

—

我告诉他们︰“要小心，迦奇就在海中，祂先给你一个短暂的喘息，然后就降临到你身上。”你们都知道安得拉邦发生了什么事吧。
与莫维尔(Morvi)一样，我告诉你，去年从莫维尔来的一些人见我，一些来自莫维尔的大人物，他们全都相信一个可怕的“圣人”，
可怕的家伙，他真的破坏了很多家庭。我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相信这个人，他只会把你的注意力牵引到物质的事物上，你们
为什么要相信他？”在莫维尔的每所房子里，都挂着这个可怕“圣人”的照片。当我告诉他们时，他们不听我的话。他们认为我提出
警告，只是因为我妒忌那个家伙。你们都知道在莫维尔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事实。这些事我都是当着其他人面前说的，他们
都把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地方，玛塔吉是怎样说的记下来了。

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我在德里，遇到从Vrindavan

来的人，他们告诉我有关祭司们 (pandas)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我说︰“你们全都放弃自己的职业，你们真可怕。你们以神的名在做
怎样的生意？所有那些贤人哲士(pandits)和祭司都是社会的可怕寄生虫。你们离开你们的工作…你们赖以为生的恒河，终有一天
会把你们彻底摧毁。”当亚穆纳河和恒河洪水迸发，我在伦敦。在电视里看到，所有寺庙负责人带着他们的所有家当在逃跑。 当然
，当你与这些可怕的人为伍，与他们一起生活时，你也会受苦，无辜的人也受苦。你为什么被这样的人打动？你必须要为此付出
代价。当他打动你，你在向他妥协。“不管如何，不要紧，我们正要去那里，我们必须给这家伙一点东西，他是祖传的祭司（pand
a）却坐在恒河前乞讨金钱。”试想想，爱和喜乐的赐予者正在这里流动，而这些人却背对恒河，向你们乞讨金钱，他们是何等愚
蠢？愚蠢无用的人！你却付钱给他们，还以为给他们钱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我们就是一直过着这种人生，一种妥协的人生…不明
白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其一对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特别是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完全地盲目相信。我们都是
单纯的人，我们内在特别多愁善感(bhavikta)，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愚蠢笨拙。 例如，前几天在一处名为亚瓦加岗
(Awargaon)的地方有一个会议，我是说这些人在Pandharpur著名的维达拉庙宇里被称为badave（对寺庙收益有继承权的祭司），
必须重罚他们，因为他们虐待那些光着脚走了好几天才过来的圣人，必须要惩罚他们。当我这样说时，每个人都有点生气，因为
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来说 — 那些badaves都是降世罗刹魔 — 人们却视他们很了不起。他们打破从老远来的人的头颅，像打破椰子
一样，这些人的头都感到很疼痛。他们竟然会对单纯的人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当我站在真理、宗教和慈悲那一面时，你们认为
我应否支持他们？当我这样说时，你要明白，有些人有某些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与那些badave之类的人有关系或交往之类，他们
生我的气。但感谢上天，三个月内，由政府接手处理了这一切。 人们时常眼睁睁地看到什么在发生，但却仍然在庙宇里，甚至以
神的名义做同样的事情，犯着一个接一个的罪孽(sin)。我们在自己的罪孽上再添加罪孽，不单没有清除罪，没有以我们成熟的脑
袋去明白了解罪孽，还不断增加自己的罪孽。我叫这些人为处于无明的人(tamasi)，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脑袋，他们都是假智者（
mudha buddhis）。他们追随某些人的原因是因为在西方，受某种催眠或某种个人魅力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影响。你可
以看到，那些有个人魅力的人，从人们身上赚取无数的卢比，成千上万的卢比！这些人得到的回报却是癫痫症，坏疽病…不是这
些病症，就是疯癫、神经病以及各种类似的疾病。人们却像疯子一样追逐这些运动，不单加速自己的灭亡，还增添自己犯下一大
堆的罪孽，而不是花一点时间洗净自己的罪孽。 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时间是最珍贵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保持警觉。我们不应
依赖别人的帮助，而是要努力将自己的存在体完全巩固在神的国度里，让自己能在全能的神的心里占最高的位置。因为当迦奇来
临，祂会毫无怜悯的屠杀所有这些人，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在祂内里有十一种Rudras，即十一种毁灭力量，非常强大地安置在祂
内里。当我看到这种状况，因为我能看到所有这些，我知道情况紧急，我要告诉你们要提防小心，不要玩把戏，不要松懈，也不
要向荒谬的人妥协。紧贴着正道，否则，迦奇来临的日子将会很近了。 另一类人是那些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穷无尽的人，他们
否定神，他们说︰“神在哪里，神是不存在的，我们不相信有神，这全是谬误，科学才是一切。”到目前为止，科学成就了些什么？
让我们看看，科学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科学什么也没做，它只做死物的工作，只令你变得自我中心。所有西方人都是自我为中心
，他们想尽办法去犯罪，想尽办法去犯最糟糕的罪。在印度有某些灵性导师向人提供知识，教人怎样犯最差最差的罪，因此，他
们轻而易举，跑跳两步便跳进地狱。 错的永远是错的，无论是今天、明天、昨天或千百年前发生，不符合正道，不符合你持续生
存的事情都是错的。但新的说法却是︰“这有什么错？那有什么错？”只有迦奇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是告诉你这是错的，错得很

离谱，这是违反你的升进，违反你的存有，你不会再有机会既悔改又能提问“有什么错呢？”，你会被赶走，这就是迦奇的降世。正
如他们所说，祂骑着白马来，极之惊人的事情会成就，每一个人都会被拣选出来，没有人能提出任何要求。 明白吗？万事万物都
在做广告，都在发表。即使这件用科学创造的仪器(锡吕玛塔吉轻敲扩音器)，也能用来传扬霎哈嘉瑜伽。若我把它放在我的轮穴上
，你便获得生命能量，获得自觉。整个科学都服从于霎哈嘉瑜伽。 就像有天有些电视台的人来。他们说︰“母亲，我们想为你拍摄
电视访问。”我说︰“你们这样做前必须要小心，我不想宣传。所以无论你想做什么，都必须正确地做。”藉由电视，我们可以教大

家霎哈嘉瑜伽。假若我在电视荧光幕，我可以请他们把手张开，那么，只要看到电视，成千上万的人便得到自觉。 这是事实，是
从我的存在体散发出来，这是事实。为什么你要为此生气呢？为什么你不也来自己验证呢？为什么你会感到受伤害？若我是这样
，为什么你的自我会感到受伤害呢？即使你是与众不同，也完全不能伤害我。若你只知道一项工作，例如组织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你为何会因为某人拥有神性的品格而有不好的感觉。为何你因为基督拥有神性的品格而有坏感觉？为什
么你要谋杀祂？为什么你要杀害祂？为什么你要折磨这些人？这样神圣的人。你不是很有智慧很友善吗？你们都是非常仁慈的好
人，却去追随各种无用错误的人。 现在有太多人在误导你。他们拿走你的钱来误导你，拿走你的钱，给你的却是罪孽，他们正为
你预订通往地狱的旅程，他们也为自己预订这个旅程。当我提及他们，人们感到受伤害，他们想为什么玛塔吉要批评这些灵性导
师。他们不是灵性导师，是罗刹魔(rakshasas)！ 耶稣基督曾经站出来说︰“这些魔鬼以及魔鬼的孩子都会进地狱。”人们责备祂说
︰“你为什么要批评他们？他们不会互相指责。”基督说︰“撒旦不会说自己人坏话。”他们互相都非常友好，他们之间没有问题，他
们彼此之间非常友善。现在所有门徒会获分配︰“你拿那么多，我要拿这么多，所有人都直接进地狱。”安排得很妥当，就像第一辆
火车先开出，接着第二辆，再接着第三辆。 这种野心、这种自我取向、这种金钱取向的另一面，我们时刻都为钱而忙碌，我称它
为bhrama，称它为幻觉。这是个大幻相，你们追逐金钱。另一个幻相是你追逐亡灵(pretatmas)和死尸。你就是追逐这两种幻相。
你可以从金钱取得什么？你看看那些非常非常富有的人，只去看看，他是否快乐？你要怎样分析他的人生？那些所谓成功人士，
你走去看看他们，他们有什么成就？有谁尊敬他们？当他们转过身来，人们会说︰“噢，天呀，我看到的是谁的脸！让我去漱漱口!
” 你是否吉祥？若有人看到你，有没有美好的事物从你那处而来，有什么吉祥（shubh）发生在这人身上？你是否充满仁慈（kalay
aanamay）？是否充满吉祥（mangalmay）？你拥有怎样的品格？只评价自己，这种评价只能发生在霎哈嘉瑜伽中。 有一个病人
来到霎哈嘉瑜伽，他告诉我︰“母亲，我很年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令我变得不吉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无论我
到哪里，都会有夫妇吵架，孩子有些不对劲，孩子开始哭泣，叫喊以及尖叫。现在每一个人都憎恨我，每一个人都说我有些不对
劲。”我找出他的问题，他有什么不妥，把他治好。现在，他散发出漂亮的生命能量。 你可以散发很负面的生命能量，你或许犯了
罪而不自知，仍说︰“噢！母亲，我拥有生命能量，我非常好。”这类人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这很好︰“噢，我完全没有不妥，
我的状态一流，我的生命能量是最好的。”接着︰“我做得非常好。” 评价你的是你的言行。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最近就有一个
这样的主教，我发觉所有接触过这个男士的人的左腹轮都有阻塞，阻塞得很厉害。当我告诉他们，视这个人为重要的人物是非常
错的事情，他们都责备我。 有一个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医生来看我，他八岁的儿子也一起来，孩子是已得自觉的好男孩，但他的腹
轮很差。所以我问他︰“那个人是否到过你的家？”他说︰“是，母亲，他常常来。”虽然我已警告过他们，但当这个人来他们的家时
，他们仍会接待他，而不是对他说︰“去找母亲，洁净自己。”你明白，他们受这个人诱惑及催眠。我问他︰“你是否请这个人来你
的家？”他说︰“是。”我说︰“好吧！去鞋打他，就像我们在霎哈嘉瑜伽所做的那样。”那个男孩便得到洁净。

你是否想摧毁你的家

庭，你的孩子，所有人，只因你贴附某些懂催眠的家伙？你们至少也要为他们考虑一下。很多人也像这样。在霎哈嘉瑜伽中却很
容易被抛弃，即使在伦敦，我知道谁人会到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只是不要这样做，
什么也不用做。”你马上便要明白︰“母亲知道这些事情，她知道，她告诉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不要争辩。你能否从争辩中取
得生命能量。在霎哈嘉瑜伽仍然有人很犹疑，这是他们做的最差劲的事情，因为从瑜伽下跌（yogabhrashtas）最值得谴责的。他
们何去何从？ 我必须忠告所有在这里的霎哈嘉瑜士，因为霎哈嘉瑜伽是最后的审判，不单你会受审判，你正在进入上天的国度，
变成天国的子民，这是对的，除此之外，你也要有能力留在那里，你是否完全顺服委身，是否明白上天的律法。即使你是属于任
何一个国家，例如印度，一个印度国民，若你犯错，犯下刑事罪行，你也会受惩罚。所以即使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仍要非常非常
的小心。 第二件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是迦奇的毁灭力量。今天的讲话对你来说会是非常尖锐严厉，因为你要求我说的这位降世神祇
是非常严厉的，是最严厉的一位。 我们有，例如当克里希纳降世时，祂就拥有毁灭 (Hanana)力量，祂杀掉暴君金沙(Kamsa，他
邪恶的叔叔)，杀掉很多很多罗刹魔，你也知道当祂还是小孩时，他杀掉富单那(Putana，一个试图用毒牛奶杀死克里希纳的罗刹
摩)和很多人，但祂也演出了一出戏剧(leela)，祂也有爱，也对人让步，也原谅人； 而基督是宽宽恕的化身，基督的宽宽恕是祂内
在持守的力量。若祂爆发…若你不明白祂宽宽恕的价值，祂整个宽宽恕能以极大的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祂曾经非常清晰的说︰“
我能容忍任何对我的攻击，我却不能容忍任何对圣灵的不敬。”祂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而你现在要明白，圣灵就是太初之母。 我们
必须明白这位降世神祇就是近在咫尺！克里希纳的力量，祂的毁灭(Hanana)力量给了祂；梵天婆罗摩的力量，祂的毁灭力量也给
了祂；湿婆神的力量，祂的毁灭力量， 即灭世之舞(Tandava)的一部分亦给了祂。巴尔伐瓦(Bhairava)的力量，你也知道巴尔伐瓦
拥有一把像巨大的剑一样的武器，这象征杀戮；还有格涅沙的武器(Parusha战斧)；哈奴曼的九种大能(Navsidhis)，即毁灭的力量
也给了祂；佛陀的宽宽恕和摩诃维瓦的不杀生(Ahimsa)都会倒转过来。这十一种毁灭力量会在我们完成霎哈嘉瑜伽的任务时，在
我们被清理完成时，到达极点，最后的杀戮由祂来完成。我希望这是一场彻底的杀戮，不会是普通的杀掉(hanana)，就如女神所
做的，因为女神已经在千百年前把所有罗刹魔杀掉，但那些恶魔现在却全都再次归位。
现在，当下此刻的问题很不同，你要尝试去理解。在过往的年代，直至克里希纳的时代，当祂说︰“Yada

yada

hi

dharmasya

glanir bhawati bharata. Vinashaya cha dushkruthaam panitra na echa saguna (“当正义正在消减...为了消灭邪恶的人，为了保护
正义”薄伽梵歌，第四章，7-8节)”—有两个字你必须要懂，要毁灭dushkruthaam，即毁灭残暴的人或负面的力量，拯救圣人”
—“Sambhavami yuge yuge”意思是“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再来。” 问题在于斗争期是没有如圣人（sadhu指苦行修道，云游四方的印
度圣人)般纯洁单纯的人或如罗刹魔般的人。很多罗刹魔钻进你们的脑袋。你支持那么多邪恶的，在犯错的人。他们以政治、宗教

、进步、教育和各种名义做着各式各样的错事。一旦你支持他们，他们便在你的脑袋里，在你内里。一旦他们在你内里，你又怎
能毁灭邪恶的做事者（dushkruthams）呢？他们就在你内里！你可能是个好人，但你或许会因为他们在你脑袋里而被毁灭。所以
是没有任何精准的定律去决定谁是真正的负面，谁是真正的正面。 只有霎哈嘉瑜伽能把你洁净，把你变成完全正面、正面的好人
、属神的人。这是唯一的途径，因为你内在的种子，当它开始（发芽）…给你自觉…你感到你的真我，你感到你的真我，透过你
的真我，你知道自己是真实的而不是幻象，你开始享受这真我。一旦你开始享受它，你放弃一切令你妥协，令你变得复杂可怕的
事物。所有这些混乱都会消失。 所以我们必须以最虔敬的态度接受霎哈嘉瑜伽，把自己和认识的人从所犯的错误事物中救赎出来
，这也是我们能给予我们的朋友、亲戚乃至整个世界唯一的东西。 人们请别人吃晚饭，喝饮料或其他，这样做你能给他们什么？
什么也没给。他们在生日上会送礼物，四处给人戴上花环，交换祝福以及一切。在伦敦，在圣诞日，圣诞卡堆积如山，堆积的程
度令正常的信件在圣诞节前十天也不能正常的送递，而基督在哪里？在基督出生的那一天，他们喝香槟。这种蠢人，甚至有人去
世，他们也会喝香槟。现在香槟是他们的宗教，而威士忌则是他们的灵量。他们不能明白神。他们按照自己愚蠢的观念去塑造神
，又怎能理解神？ 作为一个母亲，我必须忠告你要小心，不要玩弄你的真我，不要往下走，要往上走，往上升，再往上升。我在
这里帮助你，在这里日夜为你工作，你们都知道我辛勤地为你工作。我不遗余力去帮助你，为你们做各种事情，以令你妥当，令
你们能在这最后的审判的考试中合格过关，但你必须与我合作，必须远远的走在前面，把你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霎哈嘉瑜伽，吸
收所有伟大尊贵的品质。 迦奇是一个大课题，若你有看过迦奇往世书(Kalki Purana)，那是一本很大的书，当然书中有很多废话。
若人们问起“迦奇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当工作快将完成，当我们看到没有人再有机会来到我们
这一方时，迦奇便会降临。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能来，但这也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请求你们都要尽力走出去，呼唤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居，所有人。 明天是我在这里进行女神拉希特利节活动的最
后一天，明天会有很多从母亲而来的小小的祝贺。对我而言，最好的祝贺是当我在孟买时，我发现更多人能知道霎哈嘉瑜伽，认
真接受霎哈嘉瑜伽，来霎哈嘉瑜伽后，不会沉溺于背后诽谤，为小事而介意，互相生大家的气，而是变得既通情达理又博学智慧
。最惊讶的是那些应该是社会的精英，最成熟世故，却是那么既小心眼又一无是处。 我必须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正在面对的
状况紧急，我能做的只是祷告，好使它不要在孟买发生，但它应该已经发生了。孟买已经处于危急的边缘，若你仍然记得那一天
华积沙给我打电话说︰“母亲，雨呢？雨呢？雨呢？”我没有回答他，直至他说︰“母亲，我知道你生孟买人的气，但请你原谅他们
，再次原谅他们。”就是开始下雨的那一夜。我必须告诉所有孟买人，要小心下一次的灾难。每一次我回来，我发觉这种荒谬事情
都在霎哈嘉瑜伽士身上出现，在某处追随某个人，然后迷失。 另一样事情是孟买人仍完全意识不到有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意
识不到他们怎样从阿米巴虫进化到现在这个阶段，神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要为神做些什么。这是非常非常伤感的事情，对整
个国家而言，这是极之伤感的，因为人们都想跟随这个孟买。有那么多人情愿追随某个艺人…而不追随神。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肤
浅的性情上。 我要说明天有一个很好的讲座，还有一本名为降临（Advent）的书，是葛雷瓜(Gregorie de Kalbermatein)写的，他
是男爵的儿子，一个瑞士男孩。当他来找我，我清楚地看到他是个求道者，虽然他是迷失了，他活像一个精神分裂者，完全迷失
了。但我却可以在他内里看到真正的求道者。我在他身上辛勤地工作了一年，把他带回正常的意识。若你的内在连追寻也没，当
你迷失时，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连我也不知道。所以要小心，非常非常的小心。 今天是忠告你的日子，因为是你要求我谈迦
奇。祂被安置在我们的前额。当迦奇有阻塞—迦奇的轮穴有阻塞—整个murddha（大脑），整个头顶便会有问题。当灵量唤醒之
际，如果我们发觉murddha（大脑）有问题时，灵量就不能升起，我们的头向屏障一样阻碍灵量升起，这样的人不容许灵量上升
超越明善轮。他们可能最多只能提升至额轮，灵量便会下跌。 当然，原因之一就如我所说，若你把把前额向着假导师，你也会受
苦。过多的思维也会为右边带来问题，而迦奇的其中一个面向受到破坏时，也会在右侧引致不平衡。 整个前额若有太多的磕碰，
我们便知道迦奇轮穴有故障。若迦奇轮穴有故障，这个人便会遭逢灾难，这是有大灾难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征兆。当迦奇轮穴有
阻塞，你的所有手指会感到像火烧一样，在手上或在手掌上，有时甚至身体也会有这种可怕的火烧感觉。某人的迦奇轮穴有阻塞
代表他可能染上可怕的疾病如癌症，痲疯或类似的疾病，或他将会陷入某些灾难里。所以迦奇轮穴必须保持妥当，保持平衡。迦
奇轮穴有十一个小轮穴，至少令其中一些小轮穴保持有活力，那么其它轮穴也能得到拯救。若所有轮穴都受破坏，便很难给你自
觉。 你该怎样做而令你的迦奇轮穴保持妥当？要保持你的迦奇轮穴妥当，你必须敬畏神。 若你不敬畏神，不害怕神，当你犯错，
神便会惩罚你，祂是愤怒的神，若我们犯错，若我们对祂没有任何惧怕，祂对我们便充满毒害。不是说你要隐瞒我或隐瞒任何人
，而是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犯错。若你犯错，你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我在做错事。”请你不要再做了，否则你的迦奇便会出来。
当你崇敬神，你知道祂是全能的，很有力量的。祂有能力把我们提升，提升至更高的存有，祂也有能力赐予你祂所有的祝福，祂
是最有爱心的神，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能想到最有爱心的父亲。但祂同样会惩罚你，一旦祂要惩罚我们，我们便要非常非常小心。
作为母亲，我必须警告你︰“小心你父亲的惩罚”，因为若祂惩罚你，没有人能阻挡，即使是充满爱心的母亲的话，祂也不会听，因
为祂可能会说︰“你对孩子过分宽松，你宠坏他们。”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请你不要做任何错事，不要令我感觉不好，因为作为母

亲，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非常为难的。母亲以温柔和慈爱的心对你们，要对你们说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我请求你们不要玩把
戏，因为你的父亲是充满愤怒，若你犯错，祂会惩罚你。
但若你做任何事是为祂，为你的存有，你的自觉，你便会被安置在最高的位置。 今天，你可能是个百万富翁，可能是个最有钱的
人，可能是个最成功的政治领袖，可能是首相，所有这些身分在神的面前都是毫无价值，只有尊敬珍惜神的人，才会被放置在最
高的位置，不是那些对你而言，看来那么有趣和令人陶醉的世俗的事物。 对神而言，最重要的是你在哪里，你必须建立这种关系

，先找出真我，透过霎哈嘉瑜伽找出真我(Atma)，接着把自己与真我关联上。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现在有一段霎哈嘉瑜伽活动用
以纠正大家，我希望之前没有来过的人上前来，得到自觉，请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帮助我，因为今天是迦奇的日子，生命能量太多
了。

1979-1015, 怎样让自觉得到成长
View online.
怎 样 让 自 觉 得 到 成 长 1979年10月15日 英国伦敦 你们多数人是霎哈嘉瑜伽士。现在，那些已经得到自觉的人，那些已经感
受到生命能量的人必须知道，他们现在正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存有。这种萌芽已经开始，你们必须允许这萌芽以其自身的方式成就
。但是当我们得到自觉，通常来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一件大事。这种不可能的触发，已经发生在我们身
上了，而且它必须缓慢地运作起来。它必须使我们成长和进化。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自觉，并没有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去认真
对待它。此外，我们周围还都是不能感受到生命能量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领域，他们从未见过。 就像导师那纳克（Guru Nanak
a）所说：它是不可见的（alakh），他们没有见过，也不了解，并不知道有一种神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能理解、协调、并配合
你们，它在集体存有中运作，让你们感知到集体存有和其它存有。我们称之为不可见的（alakh）或者无形的（paroksha），意思
是没有人看见过，也没有人了解。他们谈论这种力量，谈论神的国度,谈论神的力量，上天的力量。所有的都是谈论、谈论、再谈
论。但一旦你们受触发而进入了那个力量之中，你们必须有所成长。除非你们成长进入那个神的力量，否则你们会被淘汰掉，特
别是那些来自假导师和追随过虚假事物的人。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可怕?就像你们坐在一条鳄鱼上，突然你们发现那是一条

鳄鱼，你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逃走？但是，哪怕只是知道那是一条鳄鱼，它会把你们吃掉，都没那么容易。因此，这个人也并不能
意识到(自己站在一条鳄鱼上)，如同你们不能意识到那个内在的触发一样，这最困难的事情已发生在你们身上，这些是困难的，但
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你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也理所当然地接受恶魔。至少不要理所当然
地接受恶魔。应尽快远离它们。然后冥想，冥想，尝试让自己立足于上天爱的国度里。 我说这是上天的爱。你们不能理解什么是
上天的爱。你们不能理解有人爱你们只是出于爱，只是因为那个人爱你们。祂一直在爱着你们，因为祂享受爱。在梵文中这被称
为“avraja”……，即没有利益关系，只有爱在流动。即使当这种爱要纠正你们，也是在爱之中纠正。上天爱的保护是你们的自觉萌
芽生长的唯一通道。这种爱赐予你们所需的温暖，赐予你们所需的力量，赐予你们所需的自信。一切都由上天的爱赐予你们。 因
此，你们必须意识到，那是爱，爱是一切创造的基础。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只是因为祂爱你们，祂想要赐予你们祂的
祝福，是因为祂爱你们。但问题在于你们爱你们自己有多少，你们对自己的了解有多深。你们没有进行自我评估，这就是虽然灵
量已经升起，你们已经得到了自觉，你们的生命能量在流动，而成长还是非常缓慢的原因所在。因为注意力一直在外面，就算自
觉后依然在外面。有时它被吸入内在，然后再次走向外面。此外，我们根本没有改变我们的旧习性。继续沿袭这些旧习性。我们
的生活结构、思维方式仍然照旧。我们再次发现自己迷失在同样的混乱之中。 现在，霎哈嘉瑜伽给予你们自觉，好吧，但它也会
让你们慢慢自取灭亡。如果你们对自己和你们的存有掉以轻心，如果你们不爱自己，不明白你们是神的工具——籍由此，你们将
第一次你们给予人们自觉，将去拯救人们免于溺亡，第一次你们被创造成这样。你们今天所获得的这种能力，你们从前不曾拥有
过，也没有人类曾拥有过。能获得这能力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而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这种能力，你们却不想去评估自身的价值！
这种能力是有多么重要，如果你们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你们会把它展现出来。让这种力量绽放出来！然而，我发现，现在因为
你们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可以这样向你们讲述通常都关于灵量之类的知识，但我却发现你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灵量的运作。
如果试着去理解，祂是最爱你们的，因为祂是你们每个人的母亲，如果你们试着跟随祂，你们会明白祂正在暗示：你们内在哪里
出了问题？你们必须改正些什么？你们必须做些什么？因为祂想要让你们更完美，祂想帮助你们。因此，如果你们开始以爱和理
解来关注祂，祂非常爱玩，极其甜美。像个小孩子一样，富有各种美妙的游戏。祂处处逗你们开心，想引起你们的注意，祂并不
会打扰你们。对祂你们只要保持警觉，祂真正会使你们成熟起来。你们已经看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是怎样成熟起来。但是你们
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祂和你们自己身上，否则，没有开悟，你们有什么价值呢？没有开悟，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人类没有开
悟，有什么用呢？这个设备，如果不把它接入主电源有什么用呢，其余的都是无用的，对吗？正是你们应去提升人们，如同我们
有一些煤气灯，应去照亮人们。一个人跑到煤气灯那里，点亮这些灯。唯有他才有能力和力量去点亮这些灯，于是他跑到街上，
点亮所有的煤气灯。必须由他去做这些，他是被指定来做此事的。 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你们在霎哈嘉瑜伽中成
就了什么？你们已经拯救了多少人，你们已经帮助了多少人？但恰恰相反，你们自身的问题太多了，你们在通过谈话、讨论和争
论给他人制造问题，你们无法通过讨论来唤醒灵量。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无法通过争论来唤醒灵量。这必须依靠灵量自身的运作
。通过争论、讨论、发牢骚、评判，让你们自己迷惑，你们给灵量制造了问题留待她去解决。你们不是在追寻自己的灵吗？你们
不是担心自己灵体的救赎吗？如果是这样，你们正在对灵做些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只得到自觉
并不是终点。因为自觉仅仅是刚刚开始萌芽。你们必须走得更远，你们必须对那些还没得自觉的人心怀慈悲。你们必须想到他们
，你们必须给予他们自觉，一心一意地去做。但我发现人们仍然忙于别的事情。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你们是该忙碌，我不
是说你们不应该为你们的生活做事情。你们应该做的。这是一件我们需要知道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它成就出来，我们
必须让自觉在内在成长起来。 但如果你们说：母亲，我们对您有完全的信心。那是不够的，你们有什么信心？你们所说的信心是
什么？它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术语。信心究竟是什么？你们分析过“信心”这个词吗？有些人认为假如我们唱母亲的赞歌便是对母亲有
完全的信心，这样就行了。为此，一个人必须达到像商羯罗（Adi Shankaracharya）大师那样的境界。重点是你们对自己是否有
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怎会对自己没有信心。你们必须对自己有信心，对你们的同伴有信心，对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有信心。我已

经告诉过你们，霎哈嘉瑜伽不是靠个体来成就的。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伟大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显得自己更伟
大而去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你们必须共同努力，为每个人做事情。你们当中的任何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高，那么他就大错特
错了。

那就像一只眼睛说我比另一只眼睛高，或者鼻子说我比眼睛高。在宇宙大我（Virata）的身体里，每样事物都有其位置，

每个人既重要又可有可无。你们知道在印度，霎哈嘉瑜伽里很常见的事情，在这里却并不多见，印度人会是这样，他们有非常好
的优点，就像无论什么时候我去那里，我发现他们都非常成熟，进展良好，因为他们并非像你们那样善于思考，你们是大思想家
、幻想家和知识分子。我在想在一段时间后，所有知识分子一段时间后都在这里长出了犄角，就像这样，当你们看到他们，你们
就会知道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指责神和祂的所有做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说，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你们会在某些事情
上失败，而他们（印度人）在某些事情上也会失败。他们总会有这种事情：有人走出来，例如一个男人，他说：不，我是伟大的
，我是这样，我是那样。他喋喋不休地说，还贬低其他人。然后突然间，这个人被放倒了，人们感到震惊。母亲，发生什么了？
你们不能这样，如果你们要像那样拉住一张铺开的地毯，你们不能只拉住它的一边，你们必须拉住整张地毯。只有一个人不能上
演整出戏剧，现在你们站在我的立场。是的，我知道自己拥有所有的力量，当然一切都在那里，我应该是更高的，我是说本应是
。但是，面对你们，我必须下来，我要和你们一起奋力登山。每一步我们都必须携手共进。 你们知道的，有人的某些轮穴受到感
染，所以，我就要用到我的轮穴，让它们来发挥作用，然后感染的问题被解决了，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去解决的。但是你们知道我
要多费劲？我要多努力地工作？让他人自觉是一项使命。我的灵量并不需要任何东西，你们是知道的，但是它仍要背负着你们沉
重的灵量，把它提升起来。那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只有拥有真爱的人才能做到。那是唯一的条件。没有爱的人做不到。这需
要太多太多的付出。整个身体都在发送生命能量，每个能量中心在发送生命能量，这并不容易。但正是你们和我之间的爱和慈悲
，抚慰了我，足以抵偿所有的劳累、工作和我所投入的一切。有时我感到对于某些人，这样做纯属浪费，用在他们身上是如此地
浪费，但依然是爱把我们带到一起，给予心灵的抚慰，让人感到格外快乐。每天清晨你们醒来，你们内在散发着一种清新的芬芳
，你们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与人相处时要谨慎，你们必须以爱待人，而不是用批评，或地以任何方式贬低对方。当任何情况
下你们都不会觉得自己高于其他人的时候，你们就没理由那样做了。如果你们正提升得更高，那么你们是在帮助集体的存有，但
由此，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人更高，你们会再次跌下来，因为你们正在拉低集体。如果你们贬低任何人，或像那样去指责任何
人，那么你们就是在贬低那个人。同样，你们也不应该去纠正，因为我会在那里纠正。 纠正他人不容易，你们可能会伤害他们。
你们甚至并不知道纠正他人的方法。除非你们拥有那些从你们自身的存有，即从你们的爱中散发的强大生命能量，你们才可以纠
正他人。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导向的社会，我们非常擅长伤害他人。 你们控制他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控制他人。我已经了解到
在这个国家有如此多的控制方式，我们以一种非常精微的方式进行控制。我们以控制的方式对他人说话。我们是否曾经坐下来想
过：我们要如何和别人交谈，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爱呢？ 我会反复地告诉你们——霎哈嘉瑜伽只是爱，爱，爱。你们有多爱别人才
是关键点。轻视、批评是不好的。昨天你们还是照旧，今天你们会好些，你们还会变得更好。当然对于有些很难相处，或者诸多
麻烦的人，你们应当清楚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先生，你们很负面，我们不能忍受你们。或许也有某些狡猾的人进来找你们麻烦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容忍），然后你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很抱歉(你们得离开)。但是，就连判断一个人是否负面，他正在做什
么样的事情，你们也只是通过思考，通过理性化的思考来进行。不要通过理性，而是要通过生命能量来判断。 因为通过理性看，
一个可能表现很好的人，也许（是个负面的人），一位女士来到这里，她可能是一个可怕的人。所以，你们入静的程度意味着你
们爱的程度。当你们想起别人，想想你们有多么爱他们，只是试着去想一想这是多么美好！如果那不是爱，是仇恨，这就像一股
灼人的热浪，你们知道，那将会彻底带走你们心中所有的美丽和平静。 只有通过爱，霎哈嘉瑜伽才会传播。这么多年来你们已经
看到了仇恨的力量。你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怎样以仇恨相待的。他们是怎样谈论和对待彼此的？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温柔，没有友善
，他们彼此如针尖对麦芒般相处。 你们现在必须改变这一切。你们必须创造人们彼此相爱的世界，不为别的任何事情。不为金钱
，不为地位，不为美貌，不为性。只是为了爱。只因你们已经得到爱的祝福。 从下次开始，我们将做宣传，更多新人会进入霎哈
嘉瑜伽，而且我确信人数还会增加。但我告诉过你们，你们所有人要弄清楚自己可以带多少人进来，并让他们有所进展。我要说
，吉姆做得很好，非常出色。我为他感到自豪。他已经去做了很多事情，他独自一人去开展工作，在那里与可怕的魔怪作战，但
是他做到了。你们所有人都必须支持他，还要支持那些想做事情的人。 把你们的心思放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一直在考虑工作，
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这是一段不容错过的宝贵时光。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结婚、生子，然后死去。这一生，
让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整个宇宙都是为此而创造的。要为其他人打开天堂之门，你们必须要勤勉。你们很清楚，在霎哈嘉瑜
伽里没有强制，也没有设定时间。没有强迫，因为我说它是爱。如果你们不想做，没有人会强迫你们。但正如我所说，霎哈嘉瑜
伽你们会让你们慢慢地自取灭亡。直到你们完全进入幻象，你们才会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生命能量，会到那样（严重）的程
度。 如果我们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方式也必须是前所未有的。你们不能再使用你们之前所使用的方法
。你们必须改变你们的方法，通过爱来判断你们的每一个行动。你们可以为别人做出多少牺牲呢？你们能为别人牺牲什么呢？你
们能为别人提供什么服务呢？霎哈嘉瑜伽士们，我说的是，这里不存在牺牲。如果你们明白，并不存在牺牲，那就是爱。 如果你
们爱某人，比如说，你们想为那个人带一枝玫瑰。你们去到市场，费了很大劲你们得到了玫瑰。当你们得到它时你们感到很开心
。但后来你们的手指被刺到了，你们依然不介意，流血了，没有关系。你们只是期待着看见他，当你们看到那个人，你们忘掉期
间所发生的一切，你们送玫瑰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表达你们自己。你们觉得能够送给那个人玫瑰，是多么开心啊！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但在霎哈嘉瑜伽里，你们不知不觉就做了，这些事情就发生了。你们是传送者。你们知道吗？当你们

坐在任何地方进入冥想状态，你们都是在传送生命能量。在冥想时，如果你们在想着自己的工作或以前一直在思考的事情，那么
这种传送就会变得比较差。冥想时，要想着爱，想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你们就是爱之波浪的传送者，爱因你们而流动。 我曾
经告诉你们，你们是照着格涅沙的样子被创造出来的，这也是你们要去做的。你们知道，生命能量从你们身上发出来。你们在发
送生命能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意味着你们就像从大地之母的子宫抛出的神祇那样，一座大的寺庙平地而起，成千上万的人前
去敬拜。他们说，这是一个Jagrut Devata的寺庙，“Jagrut”意思是开悟的，觉醒的，其实那只是一块石头，一块拔地而起的石头，
人们在它上面建起一座寺庙，然后去那里敬拜它。现在，很多很多的觉醒的（Jagrut），自觉的灵，已经坐在这里了，都是活生
生的，可移动的，他们有理解力，能娴熟操控。 石头只会散发出生命能量来洁净气场，但你们可以提升灵量。石头不能提升灵量
，你们可以。对于灵量，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得到了如此宝贵的东西，对于它，你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因为灵量无关乎利益，所
以我们如此缓慢地接受它？假如它是一项企业经营，那么每个人都会行动起来，对吗？我们必须改变理解的方式方法。神的奖赏
是比任何企业经营所能给予你们的多一千倍。当祂祝福你们时，你们甚至没法用语言去感谢祂。祂会做到那个程度。我们是依靠
祂，还是照旧？我们必须大大地改变自己，必须转化自己，进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会思考我
今天对你们所说的。不要过着一种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幸福的生活。你们的朋友是霎哈嘉瑜伽士。改变你们的朋友。改变你们的生
活方式。你们会享受更多。这是为了让你们去理解自己和霎哈嘉瑜伽的重要性。 除非它成为一项企业经营，否则没有人会认真对
待它。这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它必须——这到底是骗人的还是真正的企业经营，都不重要，只要是金钱交易，大家都会行动起来
。但是，当提到霎哈嘉瑜伽，他们就会没有时间，甚至连冥想也没有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爱，我们还没有在内在感受到那种爱
。我希望你们都能感受到那种爱的深度。然后，你们就会为了自己和他人全力以赴行动起来。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questions from you, Sahaj Yogis, if possible. But somebody should try to give him, he can get it in no time, Realisation. Is there
any question? Ask me – anything practical. Because we have very few new people today, we can just have a very nice chat.
Lady: Would you explain to me about sometimes, when people say if you put your legs out like that it’s just not good and you
should have them underneath– what’s wrong? I mean if it’s not a sexual tantalisation or something, what’s wrong with having
your legs just stretching out in front of you? Shri Mataji: In front of me? Will you do to the Queen? Lady: No, no, I’m sorry. Shri
Mataji: No, no, what I am saying, will you do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Lady: No, no. If you are alone, now what happens? Shri
Mataji: Hum? Lady: I don’t mean if somebody’s there. Shri Mataji: Before my photograph? Will you spit at? Lady: When you sit to
meditate. Shri Mataji: No, no, what I’m saying if your Queen’s photograph is there, will you spit at her? Lady: Is that a spit? Shri
Mataji: Yes, it is! It is an insult. Putting your feet towards somebody is an insult. Is a common thing! Lady: Is it only a custom in
India? Shri Mataji: No, no, it is a custom everywhere in the whole world. You have lost all your traditions, doesn’t mean that there
were no such traditions of putting away feet on somebody. Imagine, somebody coming down to see you, somebody whom you
have to respect, you put your feet up? I mean, anybody can understand, even a child understands this. You see the sense of our
respect has come to us from inside, not from outside. It’s not rationality. It has come to us from our unconscious. We know how
we respect. Say somebody would say that, “What’s wrong in talking like this to someone?” You see, supposing somebody says,
now you know that, even a child knows, if he is talking to elders, he’ll put down his head. But here, you see everybody is so
abnormal.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everything because everything is rationalised, you see. Tomorrow, you might say, “What’s
wrong if I stand on my head?” I mean, “Do it”, but that’s not the way. There are certain normal ways of protocol, of praying. How
do you pray in the church? Imagine, in the church you go and sit with both your feet towards the priest. What will he say? “Put
down your feet!” These things are innate within us. Human beings know already lots of things. They are not animals. They know
lots of things already. You don’t know how many things are built in you. In a very beautiful way in your understanding, as a
human being, you know so many things. Nowhere in the world you’ll find anybody putting up their feet before anyone whom you
respect. It’s not a sign of respect. There’s no question of India or anything. Only thing in India, people have yet preserved all their
sense of respect. In other places, they have so rationalised and so ego-oriented that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anyone
whatsoever. Lady: You take it only as a sign of respect. Supposing that somebody is sitting alone and they don’t have Your
picture or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is it all right to stretch their legs? Shri Mataji: Then it’s all right. I mean, you see it is. Lady:
Somebody said that if you put your legs out it’s creating some bad energy or something. That’s why I wanted to check. Shri
Mataji: No, no not that way, not losing energy.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stretching the feet before somebody whom you respect.
Say, my Photograph is there or I am there. Now, you respect me. Isn’t it? Then you will not like to sit with the feet.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say. But, you see, losing energy and all that is not there at all. Who told you that? That’s not. You sleep like that. You
don’t sleep with the feet on the ground. How can it be? If anybody says that, you should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You see I think all
this is not so important also. Even you sleep, how do you sleep? I mean, it is so simple and natural. You know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with rationality. See, very simple things become so funny that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hat’s why I said a horn
will be growing from here, all of you intellectuals. You’ll be having a big horn coming out so people will know, “All right, all right,
we know these people.” Nobody will face them. You see, this so simple. Because you are so complicated, all simple things look

so horrid. Is a question of respect and is a question of – if you are sleeping, of course you stretch your feet like that, straight. It’s
all right. While you sit down, you can sit like that, there’s no harm. You need not be cross-legged all the time. It’s not necessary.
If you are doing some sort of a exercise or something, you can be like that. But everything, now say, for example, you have got
hands. Now this is for many purposes, all right? It is for taking vibrations, it is for eating, it is for scratching. Now, if you are eating
at that time if you want to scratch, now what to do? It’s a question like that. See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you do at that right
time, with the way you want to do. If you need your feet for something – running, you should run. When you have to sit down, you
should sit down. When you have to sleep you must sleep. I mean this is normal. Sahaj Yogi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should cut
your noses. No, it doesn’t mean that. It means you have to be more beautiful. It doesn’t matter, you see even if you bend ten
times, but it does matter if you pull back yourself, even once. Doesn’t matter, to be humble, to be more humble and more
humble, is so sweet and good. You see, makes you more cultured, more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Man: I have a problem. Shri
Mataji: What’s it? Man: I’ve been, in my humble way, devoted myself, to the spiritual realisation of myself, I adopted meditation, I
completely lost number of years. I realised that state in subtle awareness and I feel myself highly elevated from this material
world, the feeling of bliss, absolute peace, happiness and joy. And, I see the Spirit which I construct upon in a very glorious,
boarded way, in a boarded, shut boarded way. That state continues for some time, but doesn’t stay for a long time, for a long
number of days. After a short time again I find I come down. And this goes like a curve, and when I find that from the height I
have come down, I feel a little disturbed, why it is happening. And, I have found that the more I detach myself from my family,
from my work, from my friends, from other things, the lighter I feel and the greater number of peace I get from meditation. Now,
the trouble is this. About one year ago, when I would see a beautiful girl, a beautiful lady, I would remain restless perhaps for two
days, three day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en I learnt about Patanjali’s yoga – Shri Mataji: What yoga is this? Man: Beg Your
pardon? Shri Mataji: What yoga are you doing? Man: Now, I’m just saying that now, I’m perfectly all right. Shri Mataji: What was
that you did? What yoga did you do? Man: Well, as a matter of fact, I’m not following any yoga as such but I have studied
Patanjali. Shri Mataji: Patanjali, all right. Man: And, then when I met … Now the concern is this: that attraction which I used to
have some time back is eliminated. But still, I do find a stern will within myself, to maintain that state of mind which gives me lot
of bliss, for that moment it disappears, and then again I revert to that. That is my personal problem. I think I’ve tried to be very
open. Shri Mataji: Yes, yes, that’s correct. All right. Now, the first thing is what chakras are catching? Man: Left Swadishthana.
Shri Mataji: That’s it. Now see, to do Patanjali was a mistake in the very beginning. As a Mother, I must tell you frankly, all right?
Because Patanjali cannot be done unless and until you have some realised guru behind it. If you start doing it, it is unauthorised,
you see. It is an unauthorised thing to do. Like, supposing I am not a policeman and I start behaving like a policeman, I’ll be
arrested. In the same way, you did it in an unauthorised way. By doing in an unauthorised way you have start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ltogether. The direction was wrong. And the bliss and all that you get it, is not the blis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at’s a bliss one gets when you shirk responsibility, you can get it. You see, if you can get out of your family and children and all
that, one can feel blissful if he thinks that it is having a sort of a pressure on you or a kind of attachment or something. But in
Sahaj Yoga what happens is that you become a personality when you are in the drama but you are just seeing it. You become a
sakshi (witness). That should happen. That’s the reality. That’s how it should happen. Once it happens to you, then you will just
start seeing the whole thing as a drama. Man: Yes. Shri Mataji: You understand? Shri Mataji: What is he saying? Sahaja Yogi:
He feels a slight cool breeze. Shri Mataji: He is getting. Yes, he is a realised-soul. Yes, he got Realisation. He got it. What about
this gentleman here, in front of you Marcus? Question: (inaudible) Shri Mataji: So, it should happen in the most natural way, in a
spontaneous way. And, God has given you that ankura which is called as Kundalini, which of course you know. Kabira and all
these people have talked about. But it is a Sahaj method, it just happens to you, with a realised-soul only. You cannot do it
yourself. If you try to do it, you will be making a mistake. And that’s what has happened in you. So now we have to completely
sort of neutralise the effects of that. And then we’ll raise your Kundalini by which you’ll get your Realisation, by which, gradually
you will get your vibrations, and you’ll start understanding. All right? So, you just now forget about what you have done, and it’s
going to work out. Then it’s a permanent thing. What about his vibration Marcus? Marcus: Vishuddhi. Shri Mataji: Left or right?
You’ve got your Realisation is it? I’m asking him. Other man: Yes. Shri Mataji: Is it all right? There’s a catch on the left is it? Are
you feeling something? You get what? Other man: I have a slight pain on my leg. Shri Mataji: Hmm. Anybody who has any
problems about chakras, anyone of the Sahaj Yogis, anybody who has any problem about their own chakras, please ask me.
Because next time we’ll be having lots of people here, then we won’t be able to talk, so better ask me about it. Dinesh what is
your problem? Dinesh: My problem? Hmm. Shri Mataji: Agnya. I can see that clearly, from here. You have to forgive peopl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Forgive, and forgive. What about her vibrations? Now just see. (break in recording) Shri Mataji: You have
not been? Seeker: I have not been here very much. Shri Mataji: All right. But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Seeker: I’ve practiced

and I stopped practicing for a while. Shri Mataji: Why? Seeker: Hmm. Shri Mataji: Now, what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Did you
take vibrations and did you cleanse yourself? Seeker: No (Inaudible) I didn’t take footsoaks. Shri Mataji: Foot bath. Seeker: I
didn’t know when to use … Shri Mataji: Any time. Evening is better. So, what is it then? Seeker: Sorry? Shri Mataji: What? You
are not feeling anything in your hand? Seeker: No. (Inaudible.) Shri Mataji: In which fingers are you feeling the tingling? Seeker:
In most of them. Shri Mataji: Most of them? Oh, God! (laughing) So, where have you been before coming to me? To what group
you have been? Seeker: I go to Zen. Shri Mataji: What does he do? Seeker: He taught us seeing into your original face. Shri
Mataji: What does he say? Seeker: Look to your original face. That’s Zen. Shri Mataji: Zen. Seeker: Yes. Shri Mataji: But he is
not a realised-soul. You see, this is Zen, what else I am teaching here? Do you realise? Sahaj Yoga is nothing else but Zen,
simple Zen! Unless and until you are realised, how are you going to see into the original? How are you going to penetrate into
that? This is simple Zen I’m telling. So, what is he doing here, your friend? He has got a class or something? Seeker: No. He’s
just a friend. He writes and teaches us things. Shri Mataji: What’s the use of writing without understanding? You cannot copy
Zen, you have to be there. See, there were only twenty-six kashyapas in the sixth centuries there – ‘kashyapas’ means
realised-souls – in the Zen system, so far. And now we have so many of them here. So, this is Zen, nothing else but Zen. You
must understand. You tell him to come and see me sometimes. You see, this is all artificial, you cannot copy people. You have to
get it; you understand my point? Seeker: But I’m not sure. (Inaudible) I have problems. Shri Mataji: What is it? Seeker: One time
I was in hospital, for several times. Shri Mataji: Yes. You have been. Seeker: Yes. Shri Mataji: No, that’s true, but what I’m
saying is that, for that, you should take your treatment. All right? We have some treatments here. Do you know what we give for
that? Seeker: (Inaudible). Shri Mataji: Yes, did you bring that? Seeker: I did yes. Shri Mataji: You did once. Seeker: Yes. I just
had it two times. Shri Mataji: All right. Now both the hands you are getting the tingling or one hand?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to a Sahaj Yogi and asks where is the tingling.) Shri Mataji: It will be, gradually, it will be settling down. You see, it has to settle
down within you. He’s come with you, is it? Sahaja Yogi: Yes. … Shri Mataji: All right, just see his vibrations, you can see
yourself. Left Side is very weak. All right. Now what about you, both the hands or left hand? Seeker: (Inaudible.) Shri Mataji:
Where? Seeker: (Inaudible.) Shri Mataji: Some are sitting here you see. (Shri Mataji is laughing.) Changing very fast. Give a
Realisation to the man who is in the corner there. He is getting? He hasn’t got it yet? Sahaja Yogini: No… Shri Mataji: Ah? I
never knew. Really? You’ve been to something, no? Come, let’s see! Come on my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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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忠告 英国布赖顿1979年11 月15 日 布赖顿(Brighton；译者按︰Brighton有照亮的意思 )，这个名字是那么漂亮。它要照亮
整个国家。我到过这里两次，我常常感到若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大规模地发展霎哈嘉瑜伽。有一天，这里将会变成一
处朝圣的地方。在布赖顿有很混合的能量，这里有海；而且，母亲大地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当某些神性力量开始散发，邪恶便
会到来，伪装起来，积累力量，开始攻击神性，这就是为甚么我感到布赖顿有混合的能量。整体上，这是一个好地方，霎哈嘉瑜
伽可以在此昌盛。 他们一定告诉了你有关霎哈嘉瑜伽。’Saha’(霎哈) 的意思是「同在」，‘Ja’(嘉)则是「与生俱来」。这是一种瑜
伽，你追寻与神的联合是与生俱来的。在你内里，每个人都曾说：「在内里追寻他。」耶稣基督也曾这样说。意思是你必须追寻
，这是你的自由。这自由是不可以被挑战的，你必须去请求。例如，若神能在人类现在的知觉状态，在你们不须进入这出戏剧下
，就能把你们转化至更高的知觉状态，祂一定在很久以前已经做了。但祂不能，所以你必须在自由意愿下追寻神性。 你肯定是正
在追寻，或许你不知道你在追寻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对事物现在的状态并不满足，你想追寻某些超越表面的东西。毫无
疑问，有某些东西是超越表面，所有先知、所有经典、所有降世神祇都曾讲述过，也曾应许过——还有——有一天你会受审判。
最先要审判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决定你是在追寻神性或其他琐碎的事情。若你是在追寻实相或真理，那么，只有你会被挑选，只
有你才会是天国的子民。 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是这个神以及看我在说些什么。开始时，只有宁静，完全的宁静。在这宁静之中，
当它被唤醒，宁静也被唤醒。这宁静被称为「Para

Brahma」，很抱歉，我要用梵文，这并不代表这是某些印度式的东西，这种

想法你必须摆脱。在印度，人们静坐比较多。他们不用像我们今天那样，在进入这会堂时，与大自然对抗。这里的气氛是非常友
善和温暖。人们可以在树下静坐，他们不用对抗大自然太多，所以能长时间的入静。通过入静，他们发现很多东西，为此他们需
要运用梵文。所以，这Para

Brahma，或你可以说，这絶对的宁静被唤醒。它自动被唤醒，自然得像我们睡觉，然后醒来。跟着

这宁静变成我们所称为的至高湿婆神(Sadashiva)。当它被唤醒或当至高湿婆神开始有感觉，它开始要求，它期望去创造。正如我
们所说，早晨的阳光穿过黎明。同样地，当这欲望开始显现，欲望变成「他」的力量，得到分隔。现在，无论我说什么，对你来
说，也只是一个故事，你不须相信，但我会渐渐的让你相信，一步一步，你会相信这理论。对你这只是假设，所以，当这欲望变
成了一个力量，这力量被称为Shakti或摩诃力量(Mahashakti)或太初之母(Adishakti)，意思即原初的力量(Primordial power)。这原
初的力量假定自己的个性和实体。若它想作出行动，必须这样。若你心中只有愿力，那并不好，我们必须把它转化成某些形相，
否则，那欲望只会上上落落。所以，这愿力转化成有形相，我们可以说，进入了实体，那实体在圣经中称为圣灵，在梵文中称为
太初之母。接着，这愿力从自己中再创造出两个力量，一是作事的，另一是改善自己的创造。所以，这三个力量开始起作用，就
是这样，这三个力量被创造了。现在，你们也知道，没有太多人讲述圣经中所说的圣灵。很多经典有提及天父但并没有提及圣灵
。特别是耶稣的母亲是圣灵的降世，他不想危害她的生命，他甚至没有说她是圣灵的降世，因为若他们把她钉上十字架，他将会
与他的毁灭力量一起显现。但那出戏剧必须上演，她必须保持沉默。现在，这圣灵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天父只是旁观者，祂
正在静观那出戏剧，那出圣灵所扮演的游戏。祂要去享受她所创造的。祂是那出游戏的唯一见证者，她想以创造来取悦祂，因为
创造是祂的愿望，所以，她用这些力量来创造，我们已经得到的，被称为最先——愿力(Mahakali)，第二是行动(Mahasaraswati)
，第三是支持或你们称为——进化(Mahalakshmi)。这些力量创造了我们——人类。现在，我们已到达可以谈论它的阶段。在耶稣
基督的时代，人们不能谈论圣灵。请你们告诉我，对那些渔民，我该怎样做，你怎能告诉他们这些？只是一些准备的工作，但你
们知道，他们却做得一塌糊涂。人们不能明白，那些称自己为宗教的，是那么的混乱。他们怎能这样狂热？狂热主义与宗教是刀
刃的两头，他们不可能是同一样东西。你可以看看现在的伊朗，在每一处，也看到人们是如何狂热，他们是那样没有宗教信仰。
因为宗教是爱，神是爱。信奉宗教的人，没有一个能以「爱」应该被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爱，没有一个承担起追寻神的工作。他们
在做其他的工作，如博爱的工作，收集资金或安排大的买卖等等。这不是追寻神的人所做的工作。在这情况下，当我们面对组织
宗教或破坏宗教的人和虚假的人，我们真的感到很灰心，我们感到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做，因为我们天生是寻道者。我们在
寻道的过程中，可能犯错，但我们絶对是寻道者。若你并非寻道者，你会对参加某处的晚宴或舞会感到高兴。但不是这样，有某
些超越表面、应许过的、你感觉到的东西，你感到它的存在但你仍未到达它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你仍在追寻。 现在，我们内里
有三个力量。在左边的是你的爱，你的愿望力量，因此我们期求，我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当这愿力不再在我们内里，当我们感觉
这愿力在我们内里消失，我们也同样的消失；在中央的是灵，它是父神在我们身上的反映或神的见证，它是在我们心里；在右边
的是行动的力量。 这三个力量被创造得像在我们的注意力和「他」之间的一块屏障。这块屏障存在于我们的幻海，肝脏支撑着它
。这三块屏障令我们远离「灵」。灵，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不能把它彰显。我们知道有人知道它。在薄伽梵歌(Gita)，它被称
为「KshetrAgnya」，是那方面知识的认识者。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认识者知道有关你的所有，他把你曾经做过的，你的追寻
，你犯的过错，你的紊乱，所有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全都纪录下来。而纪录下的都放置在下面的三角骨中，称为灵量。这是我们
愿望的剩余力量，意思是当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这愿望的能量，那太初之母，在创造了整体后，仍然保持完整，因为她是完全
的。那是非常容易明白。我们可以说，假设光和电影，光反射在整部电影里但电影仍然保持完整。同样，当她投射了自己，仍然
残存的，是那剩余的力量，是那灵量。这代表你是灵量的完全投射。那力量，那愿望的力量以二个力量显现——在右边的力量—

—称为行动的力量，和在中央的力量。你已经进化至某一点，其余的是幻海，它是负责你从亚米巴虫进化至现在这个阶段的力量
。 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从亚米巴虫变成人类？假若我有些螺丝，螺母等等，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跟着，任
何人可以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会说：「我要做一个扩音器。」但即使扩音器已经有一条线，它也需要接驳总机。除
非它接驳至总机，它是不能操作。这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三个力量和那剩余的力量，剩余的力量是愿望的力量，就坐在这
里，期望你的重生。她是你的母亲，当她期望，当她看到权柄，看到某人拥有力量把她提升，爱她如她爱我们，她才会开始行动
，只有这样她才会提升。并不是玩什么把戏，不是站在你的头上，不是做什么运动，不是殴打人，不是做各种这样的事情。他们
已经想到怎样把她提升，自自然然的，很霎哈嘉的，很自然地，提升她。我的意思是就像有人来到你面前说：「你可否保证我的
灵量可以得到唤醒？」我会说：「不，先生，我很抱歉，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若你不争辩，不争辩太多，她是可以升起。
为什么？若争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一定要告诉你，争辩会有什么发生。我并不是说你不应争辩。你一定要，因为我知道你有
一个问题，你太懂识别争辩。没有关系。当你争辩时，你利用了你右边的力量。通过思维，什么会发生，你制造了那黄色的东西
，那黄色的东西一般被称为「自我先生」。当你思考时，这自我像这样升起，压向另一边的超我，超我是从你的制约而来。所以
这自我，若像这样坐着它，我们怎能提升灵量，因为那里没有位置，没有多余的空间，它是需要像这样的平衡。所以争辩，令我
不能提升灵量。所以为什么我说：「让我看看它，不要争辩，只在乎现在。」但人们不喜欢这样。你看，他们感到受挑战，所以
，我说，「照做吧。」什么事在你争辩时发生，思维不继的压迫你，所以当你争辩，当你阅读时，你不能提升灵量。 你不可以付
钱购买它，絶对不能用钱购买它。神并没有店铺，祂不懂购物。你亦不能组织祂，我们不能组织神，祂组织我们。所以任何有组
织的活动都不能成事。 那是絶对像种子发芽一样，你只是把种子放入泥土及放点水。正如我所说，我放下爱心的水份，我给予你
一点爱心的水，那么它自会发芽生长。你有一颗种子，在你内里的一颗苖芽，所有条件已经完备，它必须发生。生气并不能成就
事情，用任何你懂做的方法都不能成就事情。你必须不费力气。你不用任何力气就令种子发芽，你甚至不能把一朵花转化成果实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并不多。我们所做的，只是把死物变成另一种形态的死物，再从这形态转变成另一种死物，就是这样，我
们没有做任何有生命的事情。这是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所有的生命过程都是自自然然下完成。 所以，自自然然地它升起。当它触
及你的顶轮，你开始感觉双手有凉风。在印度的经典中，以saleelam-saleelam(意即凉呀凉呀)来形容这种状态，这清凉的风像波
浪般来临，在圣经里，我们也读到凉风，整个力量是愿望的力量，它以清凉的凉风彰显成太初之母的三个力量，它是完全遍及的
。当灵量上升，它穿越那些轮穴，触及它们。那些能量中心是精微的中心，位于我们的神经丛之下，在我们已知的医学上，那是
我们内里的神经丛，跟着，我们得到自觉。 我不能为此给你一个演讲或把你洗脑，要你变成有集体意识，这个实践体现(actualiza
tion)，是我们必须追寻。那是必须在你内里发生，所以你才变成现在的模样。这并不是向任何人标签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不能
这样。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得到真正的洗礼。他的脑囟必须变得柔软，灵量必须穿越它，只有这样他才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不可
以有会员制度，不可以有这样的东西。那是很自然的发生，若没有在你内里发生，那么你仍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直到它发生，你
仍在追寻。在像孩子一样的人身上，只一秒之间，就发生了。但在曾经伤害自己的人身上，它可以很长时间才发生。实际上，在
这个国家(英国)，我见过很漂亮的人在这里出生——诚恳的、诚实的和谦卑的人。远古伟大的寻道者被祝福，在这里出生，也在美
国出生。但他们变得没有耐性，因为没有耐性，他们尝试毁灭自己，这样你们会伤害那些会受心理影响(psychosomatic)的能量中
心。这些能量中心，将会短暂有问题，你必须有这些问题，你是为此而生，这是进化过程必然发生的，你必须认识自己，必须得
到它。 寻道的路径并不苛刻，只要请求就可以了。「谦卑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已经说过。谦卑而非傲慢。若你坐在我的头上说：
「给我自觉。」那么我会说：「我并非那位施予者，但你却是那位接受者。」就像流动中的恒河，若你把石头抛入河里，你不能
从河中拿到水。你要找一个水罐，一个空的水罐，把它放入水中，水自会装满罐。是你的请求得到履行，你需要找出怎样实行，
若没有这实行，你不能感到快乐。 在伦敦，当然有霎哈嘉瑜伽士，我们的进度像蚁一样，原因是很实际的。你看到其他组织在传
播，在那里，你付钱成为伟大的部长，这样的事情在那里发生，你戴上一个小盒，变成了伟大的假导师的伟大门徒，这样的事情
在发生。这样做是非常容易，是不是呢？但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面对自己，观察自己。当美丽在你身上展现，你可以看
到这是真理，你必须接受和给予。 不要感到有压力，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你可以说我是付钱而做的。给予你自觉是我的工作，我
必须要做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接受它，因为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不是责任的问题，是爱，只是爱。我必须爱你，你必须接受
我的爱。爱只是流通，只是散发。 我只是告诉你怎样去接受爱。但人类的爱，你看看，是那样具侵略性。我们不能明白，若有人
说：「我爱你。」我们会逃跑。「你爱我，那么我最好还是逃走。」因为爱代表占有。人类的爱代表支配，具侵略性。但这爱只
为爱，它令你平静，令你提升至一个新的面向，令你通过你的指头，感到完全的启迪，你的双手可以告诉你，自己那一个能量中
心有阻塞，别人那一个能量有阻塞。
霎哈嘉瑜伽士拥有很多祝福，我正要在我的讲话里告诉你们，或许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也可以告诉你们。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若你
有任何问题和提问，我乐意与你谈谈，但不要太长。因为霎哈嘉瑜伽士为此很担心。首先，他们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他们愧于回
想那些问题。其二，他们感到很刺激，为甚么你们不首先获得自觉？为什么你们不停的提问？你们最好得到已经在你们手中的东
西。第其三，他们发现有时提出的问题，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没有价值。 所以，有一点你要记着，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在兜售。你
不需要付钱购买它。那是某些正在流动的，某些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只是流动，某些漂亮的。若你在某处看到
美丽的景色，你只要观看它。你就是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到这里，只张开你的眼睛。张开你的眼睛_________那是被称为Unmesh，
即对那美丽张开你的双眼，那是你自己。为此你必须准备妥当，毫无怀疑，因为没有必要怀疑。但若你仍然有怀疑，我乐意解答

你。无论如何，有时我们会提出一些好问题，我曾经见过有些人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令我知道问题出在何处，这类问题也非常
欢迎提出。但不要坐下来就抱着怀疑的态度，此其一。霎哈嘉瑜伽是一个大课题，那是非常困难去整体的解释。借着它，你获得
身体上、精神上、情绪上和灵性上的整合，因为所有能量中心都起作用，开启你生命的四个向度，开启了整体，所以你感到在集
体意识里的益处。那是一句颇复杂的句子，我已经说得很简短，但若你仍有任何问题，不用害怕，可以问我，我是你的母亲。
31:31 Are you all right? Good, you're feeling. They are born realized too. You'll feel, find out that in final mentally they are born
realized. When I'll tell you, they'll take over till they knew all the fruit. Some questions? Something? Better ask Me now because
while realization, it should not be brought from somewhere, you know. Some of you stop thinking, if you notice. One really.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above this center, you stop thinking. (Question of a seeker about the image we have of the yogi living
in isolation.) Shri Mataji: Little loudly. Seeker: One has heard, I was informed the venture of a yogi, as a half-a-yogi being I learn,
and telling just himself is falling into this non-existence door specular and partnering that in isolation and continue to live in
isolation and this is a protection to… Shri Mataji: Who had? Seeker: One has, one counselled so Shri Mataji: Correct, correct, I
agree. Seeker: But this isolation is so, maybe he is now too captive. Shri Mataji: But then how would you come to Brighton? You
see from God's point of view. These yogis they live in the hills. They do even now. I have told them, they know Me very well,
"Why don't you come down?" They don't want to. They are running away from you. Why? They know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em. They do not want to be crucified. Those who dared to come down were crucified and were killed. They are not there out of
their own choic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are running away from the madding crowd. You have to have a big heart to come
down on this earth to face people who are blind. This concept that you have is very good but of no use. They cannot come to
Brighton. They won't even come down from their hills. I know so many of them in India – and they know all about it – they
wouldn't do. They said, "No, we do not want to chop off our heads. Actually, some of them have broken their legs, some of them
absolutely in a paralytic condition. They are all caught up. Some of them are on bed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mselves. I had to go and cure them. It is true but to have such a concept itself is – we are having a concept about God again
and that it should fit into that concept. Now they are not going to drop from heaven like that, are they? And are they going to talk
to you? First time I have learnt English in this lifetime. How do they know English? They will just sit there with big stones in their
hands. Anybody comes there they will be hitting. They don't want to see anybody's faces. So, this is the idea of a yogi is and you
cannot conceive of an idea of a yogi who lives in this world. Now Sahaja Yogis have to live in this world and not to run away to
these far-fetched places hidden from everyone. We have to enlighten the whole world, not one - few persons individualistic,
sitting down there and doing nothing. They are absolutely useless for our purpose. I tell them. They say, "After twelve years we
will come." Now, what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pickle them down there? They are in the pickle state, doing nothing at all. I
mean, are there so many like that and they have tremendous respect for Me and I know they always - sort of they have told all
the Sahaja Yogis also about it. And when some Sahaja Yogis went to see one of them he said, "How many of you are willing to
give your lives for that?" So, the Sahaja Yogis didn't know what to... They said, "We all can give life for Her." And I said, "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ir lives for nothing at all?" You see, these so-called 'Sahaja Yogis' who lived on the things have no idea as to
what the world requires today. It requires peace. It requires complete evolution. They are just bothered about their own single
evolutions. How far will go? You cannot anymore go because in the nature you have seen that nothing grows like a mango tree
growing up to eighty feet, does it? It doesn't grow like that. In the same way anybody who tries to go like that goes out of place.
The yogi is a person who lives in this world. Is – the concept has come to you because some of these horrible fake ones have
created this concept. You know, the great yogis of our country who are regarded and respected till today have been living in this
world and never went away into the jungles. Say, like Guru Nanaka who was a great saint he says, "Kahe re ban Khojan
jai,sarab niwasi sada ulepa tohi sang samai." [Dev. transcriptor's note: Internet links this sentence to Guru Tegh Bahadur who
thus

synthetized

Guru

Nanaka's

teachings

http://www.allaboutsikhs.com/gurudwaras-in-india/gurudwara-gurusar-sahib-patshahi-nauvin-village-kattu ] He says, "Why are
you running away to the jungles? What are you afraid of? The one who is detached, the one who is the saint is living within you.
The one who is the yogi is living within you. Where are you running away?" So, these are the yogis and you can be one of them.
And despite that I must tell you one thing, they are quite jealous of the Sahaja Yogis is a fact. Because they cannot raise the way
– Kundalini – these people can raise. You'll be amazed. It's true. I must tell you this is a fact. They were saying that, "Mother
what have you done?" Then we have a tape of a very great yogi from India. He says that, "What have these people done that
You have given them vibrations while – he says – I was a frog for twenty-one thousand years I've practiced and then I've got my
vibrations. And these people just like that getting vibrations. Why?" I said, "Maybe is the whim of God. Why are you sitting on the
top of a hill there? For your own achievements, for your own courtesy. It's sort of a hypocrite in a very subtle way I would say."
And why are they there frightened of others, you see. You have to emancipate the whole world. Christ didn't go and sit on a

hilltop or somewhere. No one. Rama did not go. Krishna did not go. None of these great saints like Tukaram, Gyaneshwara we
have had. And all these they lived as married people, absolutely normal. And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are respected. So, the
idea of such a yogi is all dramatic, I can tell you. You'd better go and see some of them who are there in the horrible conditions
as they live. There's another one who lives in the Himalaya place called Amarnath. There he lives, you see – funny fellow. And
he had one disciple – one disciple he had – and he sent the disciple to a suburb of Bombay, litlle – not suburb, I would say city
near Bombay – small little place though and he said he formed an ashram there. And one of My Sahaja Yogini was staying there.
So, he went and told her that, "My guru has told me that Mataji is going to come here after twelve years and She is going to raise
my Agnya -Agnya Chakra." So, he went and asked the lady. She called Me he said,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twelve years."
Is a fact. You can go and see and find out. So, she was quite surprised that his guru has told him twelve years about Mataji
coming here. It is quite surprising, you know. They didn't kno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Me. And she came to Me and she
told Me about this. I said, "All right, I'm coming to your place. You tell him to come and see Me." He had ashram of his own. He
was staying there and I said, "All right tell him, 'I'll come to your ashram'." He of course came to My program and all that and he
was flat on the ground because he saw some things and all that but then he said, "Mother, my guru is waiting for you. Better
come in the evening." I went down and, there, you see, I asked that guru, I said – of course first he was – all the rituals were
done and then I asked him, "Why did you not clear his Agnya for twelve years?" He said, "Who cleared my Agnya? Why should I
clear his Agnya Chakra?" I said, "I doesn't matter but you know how to clear." "Yes, I know but I will not clear his Agnya. Let him
suffer." So, I said, "But what's the use of suffering?" He said, "It's very easy." "Why should you make him suffer like this?" He
said, "I have suffered so much so he should also suffer." But then he gave him a big slap – I was between them. I said, "Why?
Why did you beat him? It's very bad." He said, "No, you know, before, just before your coming he was smoking here. He has no
shame of any kind." And he was just, you see, going on like that. I said, "Why? What has happened?" He said, "You know, he
came here, three days he put me upside down on the well and he said, 'Your smoking has to go'." So, that's how they are. Then I
said, "All right, come along." And the Agnya can be cleared just like that you can also do it. But, you see, what happens there:
they have achieved it through their terrible penances and all that and naturally they also expect people to do all that penance and
go down there. Now the individualistic is over. That was all right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only one or two flowers become fruits
but the blossom time comes, then many have to become. Unless and until all of them come down to this earth they are of no
use. I can't understand their use. They are just sitting down there. Of course they work out certain things sitting down. Being –
being sahaj, they are also collectively conscious so they may work out certain things and all that. But still you have to come and
work with the people. Supposing if you are away from the river and if you say, "I'm thirsty", what is so great? But if you are near
the river and can keep your thirst then you are something great, isn't it? Living in the desert, if you say, "I am controlling my
hunger and I am controlling my thirst and I have no attachments", it has no sense. Where are you great? If you are so strong
enough anywhere you are, you are a sanyasin. You are detached. Have you read the story of Sita's father, Janaka? He was
called as Videhi, Videhi. He was the only one in the whole history called Videhi. 'Videhi' means 'a detached person from his
being' like that 'he doesn't care for', as you can say 'a real yogi': 'Videhi'. The deha is the body. He has gone beyond the body.
And he was the one who had children, who had wife, who had his kingdom and who was a great, what you can call a great
connoisseur of heart. And when Nachiketa went to him because he was with a guru and whenever this king came to him the
guru would get up, touch his feet and make him sit on his seat, so Nachiketa asked his guru, "Sir, why do you touch his feet? He
is a householder. Why should you touch his feet? Why should we all get up? Because he is the father in law of Rama, that's why
you do it, is it?" He said, "'No, not because of that. Because he is Videhi. He is the one only who can give Realization. Even
Yoga Vashishta could not give Realization. He is the only 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Realization. We cannot give
Realization." So Nachiketa went to him and asked him, "Sir, can you… (interruption) ...known myself." He said,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It's rather difficult." All those things he showed and tried to see if he is really willing. See, for a non-willing person it
is rather difficult. So, he took his test and all that and he said that, "All right, I'll see about it." Then he asked him to sleep in a
room where he saw that it was very lavishly decorated and all gold everything and he was wondering, "What sort of a yogi is this
surrounded by gold and everything. He is sitting down here and he is supposed to be the greatest yogi of the ages. How is he
called a Videhi?" Because he was a king. That was his life and that's what he was like that. He was not taking money from
anybody else, or [peer else?], other people's money. He was not a parasite. It was his own kingdom where he was living. So he
looked it, he was surprised. So, next day Raja Janaka told him that, "All right, now first of all let us go and have bath in the river."
So, they went to the river, both of them were having a bath. While having the bath a message came to the king that, "Your
palace is on the fire." So, he said, "All right. Just now I'm meditating." He didn't say a word and, "Don't disturb me." Still he was
meditating. Then the message came that, "Your people have all come out of the palace and they are going away." Then the

message came that, "The fire is coming this side and your cloths and all those might get caught fire." Still he was meditating. But
this fellow who was in the – supposed to be the yogi, the one who had gone to learn detachment – ran outside for his cloths, you
see. He couldn't – even he had very few cloths but he ran outside… (Interruption.) [Nachiketa] "…about these things which are
so important like a palace and your family and all of them were running away." He said, "I was in tune with God. That is the
Truth. The rest is all falsehood, is all Maya, is all illusion. And why worry about the illusions?" And he too had only one disciple
only he gave Realization, is Nachiketa. This is the trouble. If they could give Realization en-masse they may come down but they
cannot. And one person born on the tenth floor, the rest on the ground floor cannot make them understand. They cannot
understand him. That's why Sahaja Yoga had to come as Mahayoga, as the greatest Yoga. The manifestation today is of
Mahayoga where you meet the divine, whe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have to get it. The time has come. I call it the blossom
time. Some people say it's the destruction time, some say it's the Judgement time, but I call it the blossom time. And this is the
time when you have to receive it. These concepts are not going to help you. They have never helped you neither helped anyone.
So do not have concept about it, just have it. Once you have it then you practice it here. No use doing it in the forest because
when you'll come back again then you will live in the same condition. Here you develop the immunity. In this world where you live
among your family, among your people, here you develop that immunity. You will know evil is evil and after Realization you will
not like it. Gradually you will come up so well that evil will disappear. You will have to do it here in Brighton. Under all evil
circumstances, we have to establish it. That's what it is. It's much more daring and much more challenging than to run away on
the Himalayas very nicely and sit down there. Whatever you are earning, whatever your life, wherever you live is perfectly all
right. Nothing to be given up. If you are not holding to anything what is there to give up? This is a concept people don't
understand, you know. Like these 'Hare Rama, Hare Krishna' they came to Me also. They said, "Mother you have such a nice
house and your husband is so well placed in life and you have everything around– while we have given up everything." I said,
"What have you given up?" "Oh, we have given up this and we have given up that and that." I said, "Really? All right." I said,
"You worship Shri Krishna?" They said, "Yes, we worship Shri Krishna." I said, "All right, now whatever you think here on My
body or in this house worth the dust particle of Shri Krishna's feet you can take away. Even up to the dust particle you can take
away if it is worth that much. So you see around everything. Whatever you think is equal to the dust particle of his feet you can
take away." Now this was too much for them, they didn't expect. They went round and round. They said, "Now we don't think that
anything is worth it." They gave in. I said, "What have you given up? These stones? The dust? Why do you live in myths? What
are you going to give up?"… 51:18 (Interruption.) …When it happens to you, you really enjoy it. Everything that he has created
for your enjoyment. All this universe is created for your enjoyment but you don't have that sensitivity to enjoy it because you have
a sense of possession. If you possess this room - if I possess that will be a headache. It's nice to have it for you people and I
come and nicely talk here and go away. No headaches. So all these ideas are mythical. This is a myth also to feel that I possess
this room. I mean, you cannot possess anything. You have to leave each and everything here. What do you possess when you
go? Your Self Realization. Then you'll be again born like these children are Self Realized before so they are born today as
Realized souls. And they have been saints. They have been living on the Himalayas also but now they have come like brave
people in this world to face the reality. It's not easy. After Realization you will know what I'm meaning. All right? It's good. Today
you don't have to give up anything. Nothing. It's just here within you. But Nanaka has said, "Unless and until you have got your
Self Realization, this Bhrama, this illusion, this misunderstanding won't go. It's the curtain has to [be] moved." 52:55 Yogi: Three
o' clock now Shri Mataji: Now, how many of you are noting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Just put attention to the hands. You are all
realized souls. So, no problem. You are great. They are not complicate. Put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feet on the ground
like this, you see, for mother earth to correct your problems and thinks, you see. It's only a question of disintegrated being within,
you see, like, "This is not corrected, this is loose, this is loose, this is loose, this is loose." These things are to be properly
connected and this is to be put to mains. So these are the two problems that we are also disintegrated first of all and secondly
we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mains. So this disintegration also is brought to one by the Kundalini rising because She pierces
through all your beings and put you together. Once you are integrated, then it works out faster. 54:00 Now see for yourself just
like this. Just like this in this way. Sit most comfortably and just await this happening to you. You may close your eyes and see if
there are any thought in your mind. Ask your mind, "What are you thinking?" (Shri Mataji and the Yogis begin helping seekers to
get their Realization.) The back [probably Mother or a yogi is gently taping a back where there is a blocking.] You try this here.
55:10 I hear you all not forgive others. Please forgive. Just say that, "We forgive." Forgiveness is in captioned but it's a myth that
you do not forgive. And what do we do after all by not forgiving this? Only troubling ourselves. Just forgive. Just say that, "We
forgive." Then only you can be forgiven for your mistakes. That's why again and again you must say that, "I forgive" and "Please
forgive us." All right? Good! You are better? See. Looks out. Are you getting cool breeze? Little. Yogini: Good. Shri Mataji: What

about you? Are you getting? Very good. This gentleman? Are you? Not yet. Are you getting cool breeze? Not yet. Left Nabhi
very much. You know the left Nabhi problem is? You are all right. Don't you worry. Now is it? Good. Close your eyes and enjoy.
This is the best time when you get it. This is the highest. Remember it! Because you will find it that after some time you will start
thinking about it, you may lose it, so petty think about it, what you call. Just feel it. Feel the relaxation. Left Nabhi is too much.
You don't pay attention to one particular point. Keep your attention absolutely free. May people have a habit of looking into this –
what you call – in between the two eyebrows or sometimes higher. (Interruption.) Let pay attention to your fontanel bone here on
top of the head. If you find your attention to be very variably, then let us leave it alone. That's the best way. 1:00:55 Better? Left
Nabhi's? Good. Where guru you have [been]? See don't you get worried. That's the use that they are doing to people. Is it okay?
Still a little one there. Better now. It works. That's such a collapse, quite a lot. There leave it. It's painful absolute. Now better. Are
you getting the cool breeze? Not yet. Are you? This one. Not yet? It has started. Now how is your Hamsa today? You're
welcome. And what about this gentleman in the corner, behind Me? No. He has got it… 1:09:00 … They say tendency is here a
harm, here, that people sort of feel guilty about everything. There is nothing to feel guilty. In a people, you can feel this. They say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Vietnam, they feel guilty about it. Of course, if you are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f you feel that,
then you can feel bothered, but otherwise mentally if you feel guilty, then it creates a problem. So just say, "I'm not guilty of
anything." Just say that. After all this [body] is the temple of God and in the temple of God, there is a light [Atma]. I mean I have
no business to despise it in any way. All right?... 1:10:30 (Shri Mataji and the yogis pursue helping the seekers getting their
Realization.) 1: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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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哈嘉瑜伽是一件触发性的大事，藉此神的创造不但能达致圆满，还让人知道它的意义，就是这样伟大。或许我们还未意识到，
当我们说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要知道，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要与霎哈嘉瑜伽的实相有多认同，你必须摆脱很多抓紧你的错误认
同。人们称这为牺牲。我不认为这是牺牲，若你认为有些东西阻碍你的路，你就会想把它移走。同样，若障碍很显眼，你就能明
白这些障碍阻挡你的路，它们不是你的，在阻碍你的进展，所以你要把这些错误的认同从你的思维里完全移除，尝试认同于自己
而不是错误的认同。
我想这是这里的人其中的一个问题。不管我收到什么投诉，我都明白你们对霎哈嘉瑜伽的理解仍未到达这程度，这是份巨大的任
务，为此，若你要迎上前，若你是要与它对抗，就要完全明白它，亦要明白你支持代表什么，你要做多少，要改善自己多少，因
为你们就是要带领霎哈嘉瑜伽到它要到达的位置的人。对我而言，我再没什么可以做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现在是你要接
受它，吸收它，你要改变整件事情，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何这是件认真严肃的事情。
我常常说的第二点是，因为自我，我们很分离，分离的程度令我们与上天的联系永远不能好好建立。就如我曾经说，这件工具，
若它分成五个部分，就会互相对抗争斗，虽然它仍与总机相连，但你却不能运用它来完成什么。同样，若你们仍然分离，就不能
有这份联系。
例如，人们来这里，我曾见过，为霎哈嘉瑜伽而来。现在，他们有其他兴趣，其他优先的事情，其他事情对他们更重要。他们时
刻都在浪费时间在这些那些事情上，然后他们会说︰「母亲，我们在霎哈嘉瑜伽没有太大的进展。」就如他告诉我，若你决定，
我们要以霎哈嘉瑜伽为先，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么霎哈嘉瑜伽就真的能在你身上确立巩固。
有些霎哈嘉瑜伽士层次很高，我知道，有些则处于很平庸的层次，一些却绝对无用，亦有一些绝对要赶走他们，我们有各种类型
的瑜伽士，我全都知道。现在取决于你︰你何去何从？你想到达怎样的程度？若你要浪费时间去想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和一些细微
琐碎的事情，就如他所说的，你就会越分离，越加分离。因为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来自你的自我。「我不喜欢，我不这样做，我看
不到它。」
若你能以某种方式看你的自我怎样运作，你就能摆脱它，我们就是要这样做，不是与自我对抗。我从不说︰「与自我对抗。」顺
服委身是唯一能令自我离去的方法，这就是为何在西方的进展，你也看到，比印度慢得多。就以他为例，以伟为例子，你看到真
的是很不凡，因为他在印度位处高位，我在这里看到，即使是洗碗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仍有很大的自我，即使我们的总理也没
有他那么大的自我，我是说他说话的态度︰「我不喜欢它，我这样做。」我是惊讶于他们的态度，你要明白，每个人都像已成为
英国的国王或是什么？他们说话的态度，明白吗？我们要告诉来的人︰「不要浪费玛塔吉的精力来争论这争论那。」因为这里每
个人都只想着自己，这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当他们第一次来，你发现很困难，我时刻都要表现出我欣赏他们的自我，只为满足他
们，令他们醒过来，这就是为何进展那么慢。
以他为例，他找过各种可怕的导师，他的妻子也找过各种可怕导师，这是印度的另一个极端，我们必须尊重所有圣人。这些日子
，圣人都是假圣人，他们不仅是假圣人，一些人还是魔鬼。他们不会说︰「我们是魔鬼。」虽然不说自己是魔鬼，不管如何，他
们都不是以正常的形态出现。那些简单纯真追寻神的人却找他们，对他们付出真心，为他们做一切，接着才发现他们是魔鬼。一
旦他们发现那些导师是魔鬼，都很惊讶，然后回来，再找另一个导师，虽然找另一个导师，但已经受到伤害。他们会摆脱伤害，
因为他们承认已经受伤，他们知道，真理是什么，要期望什么。
我要说，人们知道期望些什么是这个国家的福佑，你看人们不喜欢到…很好品格的人不会去某些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处事的人，又
或某种…你们怎样称呼chamatkar，是奇迹。他们不会去，却会去很狡猾精微的人那里。他们会上演另一种表演，只会说︰「不、

不，你这样就能到达最高。」因此，很多在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也是这样，除了在村庄里和乡郊的人，大部分城市的人都会找某
些导师，尽管如此，他们都捐弃一切。
我曾经告诉他们︰「你们要用鞋打法打他们。」从早到晚，他们会做一切，虽然他很忙，但每天他都会花一小时做sadhana。在
这里，即使只是早起，人们也抱怨，我是说你对这种怠懒的人该怎么办？你要明白，这绝对是很困难的，我感到我们必须明白︰
你有很大的责任，西方有很大的责任，因为这必须在伦敦发生，首先要在伦敦发生，这就是为何你肩负很大的责任，你要提升自
己，提升霎哈嘉瑜伽，一次又一次，要知道令你慢下来的是自我，又或是超我，这是毋庸置疑的。主要的问题出在自我。我必须
告诉你，自我是主要的问题，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这是你的自我。」因为这样你会跳上我的头。你要尝试看看你的自我，它
是怎样偏离正轨，因为你追寻的是你的喜乐，你的财富，那个你追寻经年的隐藏的自己，这就是我要向你揭示的。
为何要与尝试给你最高的人争辩？这只是浪费精力，不要浪费精力在这些事情，这些轻浮琐碎，找别人错处的事情上。现在他在
统筹德里营，他亦是统筹印书事宜的人，我并不知道，不知道有任何问题，你只要告诉他们︰「这必会发生。」好吧，我不知道
这怎会完成，你已经留在德里，你看到很多人在这里，从未出问题。你有否听过任何人投诉？或任何人争吵打架？没有这种事，
你要明白，这不是有聪明才智的征兆，时刻都在找别人的错处，或责怪自己，两者都是错的。最好是在智慧中成长，我们必须在
智慧中成长，我们要看到自己越来越有智慧。
你们一些人真的成长了，但一些人仍然起起落落，一些人仍然很低下，所以我们都要起来，所有人都要在一起前进。若只是某人
有一点成就，对霎哈嘉瑜伽是毫无用处的。就如我曾经告诉你，集体才能成就。你们全部人必须把它成就。你在全世界都拥有真
正的兄弟姊妹是那么美好。当你到他们那里，他们会真心的接待你，就如你也真心的接待他们。你们必须迎上前，到达能互相以
爱，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大家，没有任何忧虑，任何恐惧，他们只是你的兄弟，你亦是他们的兄弟，你要爱他们。这种情况只有你
摆脱恐惧才有可能发生，因为自我的另一面是常常恐惧，因为它攻击人，它也害怕是因为它知道别人也能攻击它。
我们要想想这一点，但不是说你要看不起自己，不是，你们是圣人，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是有自觉的灵，全世界有多少有自觉的
灵？有多少人能提升灵量？有多少人能明白什么是生命能量？我会在导师崇拜时告诉你，你已经有什么成就，你内在有什么内置
的建构现在已经在运作，你的轮穴怎样透过霎哈嘉瑜伽被唤醒。就如他所说，对，它已经发生，但我们对它做了些什么？它是发
生在任何人身上伟大中最伟大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这是最伟大的事件，在很久以前以最后的审判预言过，你知道自己
就是这样受审判。
所以我们要很辛勤的工作，我们要工作，它毫不费劲的给了你，好吧，但要维持它，保持它，走向更高，我们要以虔敬谦虚的态
度去成就它，接受更多更多，吸收进你的存在体，让它慢慢的流进你的存在体，完全覆盖它，让这份喜乐，这份极乐临到你身上
，我很渴望能这样。不要让自己成为小人物，要有更大的愿景，更大的理想，因为你现在属于大事，万事万物的最大，原初的，
最高的，这是对宇宙大我而言。若你知道自己的重要，那么你就能成就到。看，若你看到一个印度霎哈嘉瑜伽士，你会惊讶，虽
然他只睡两、三或四个小时，但他仍不会放弃sadhana，若他能有充足的睡眠，就会妥当。他首先看到︰「早上做一小时sadhana
，我不管如何也要做到。」说到睡眠，我们一生都在睡觉，我们要纠正自己，我们要升进，我们要迎向前成就自己，这是重点。
看看你的自私，我告诉你，认识自己是最大的自私，若你不认识自己，所有自私都是毫无用处。
就如你称的swartha，梵文是swartha。Swartha的意思是自私。若你把swartha分拆为swa
和rtha，若你知道swa的意思是真我，这就是最大的自私。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很高兴他在这里，我们也会到印度，明年我们计划到印度，你会与我们会面。他们很多人或许会到德里和孟
买，他们全都等待着你们，计划接待你们，他们很高兴那么多霎哈嘉瑜伽士来自伦敦，来自全世界，你知道他们怎样照顾你，怎
样快乐，怎样喜乐。我们必定有些地方出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体谅他们，因为这是我们过份思考，阅读太多，过份控制人的
问题，但我们能轻易摆脱这些问题。
只要把自己抽离，看看自己，对自己说︰「现在，先生，你好吗？」若你这样说，立即你的注意力会穿透你，你会看到你的外在
存在体，这是很重要的，越看清楚自己越好，你要面对自己，但你却不想面对自己，害怕面对自己，因为你在压迫别人，所以害
怕以同样的方式压迫自己。不会有任何压迫，因为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你看到自己，既没有压迫任何人，亦没有被任何人压迫，
你只是清楚的看到自己，你就是要看到自己。
你渐渐开始看到你的轮穴，看到你的问题，看到你的事情，你知道这是怎样逐渐发展。但每个人都想有个快速的成果，这还可以

！若你想有快速的成果，好吧，你喜欢这样吗？若你喜欢，你就会取得很快的成果，若你不想，就要对自己有耐性，不是对我有
耐性，而是对你自己，我在说你要有耐性，因为这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要对自己有耐性而不是对任何人。这是重点，若你对自己
有耐性，你会取得很久以前许诺给你的东西，但你必须学习对自己有耐性，不要生自己的气，不要贬低自己，不要强迫自己压迫
别人。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最简单要做的事，因为我们复杂的人生，复杂的思维令我们变得与对象纠缠。很容易就能走出来，只要毫无
困难的溜出来，我知道你们能做到。所以忘记这些如我的父亲，我的姊妹，我的兄弟的事情，一旦你的光向前，立即就能烧走这
些问题，烧走一切，没什么能剩下来，除了你的光和那些想找你得到开悟的人。
我知道将会有导师崇拜这个大日子来临，在此之前，我请求你准备就绪，我或许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必须有恰当合适的
接待处。所以你们必须准备好。想想它，你是否爱人？你是否在爱中？你是否爱每一个人？只想想你爱每个人是那么伟大，我是
说你问我，每个人说︰「母亲，啊，你看来那么年青，那你又怎么样？」这是因为我常常想︰我怎样可以去爱，你要明白，我有
那么多爱要给别人。
只想想爱人是何等伟大，你也知道，人们有时怎样待我，不要紧，我仍会去爱，我享受与它嬉戏玩耍。同样，你也要爱，爱就像
莲花般开放，莲花把花瓣张开，漂亮的芬芳开始流动。同样，你的心扉会打开，爱的芬芳会传遍全世界，它会在人群里回响，我
知道这会发生，发生得越快越好，选择权在你，你要作出选择。
我很高兴，因为能听到这样漂亮的歌曲，在圣诞节前，对我是件大事，你知道的，同样，我们现在有另一个圣诞节，庆祝你内在
新基督的诞生。让我们准备迎接祂的来临。你的准备不是逃避自己，不是牵涉入轻挑琐碎的事物，而是漂亮的成就它，洁净它。
若你的真我要建立在这存在体的庙宇里，你必须洁净。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在静坐前，在你心里，又或，你要看看你的心，尝试把你的导师放在心中，把他在心里确立后，你要以完全虔敬委身向他
躬身礼拜。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在有自觉后，这不是想象而来的，因为现在你的思维，你的想象已经得到开悟，要把自己投射为
你谦卑的俯伏在你的导师脚下，请求赐予静坐的必要气质或氛围。静坐是你与上天合一。若有任何思绪，当然你要念诵第一句口
诀，再内观，你也要念诵格涅沙的口诀，这会对一些人有帮助。你要向内观看，看看什么是自己最大的障碍。首先是思绪，对这
些思绪，你要说Nirvichara (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的口诀︰「Twameva sakshat Nirvichaar sakshat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要说三次。(每个人念诵这句口诀三次)
现在来到你的自我的障碍，因为，你要明白，现在思绪已经停止，毫无疑问，但你的头仍有压力，所以若这是自我，你要说︰「T
wameva sakshat Mahatahamkaara」— mahat 的意思是伟大，ahamkara是自我 — sakshat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说三次。(每个人念诵这句口诀三次)
现在，若你发觉自我仍在，你要提升你的左边，再把它推向右边，用手，一只手向着相片，把左边拉高，降低右边，自我和超我
因此能平衡，做七次，试试感觉你的内在，现在你提升灵量到头顶，打一个结，再提升灵量到头顶，打一个结，再提升灵量，打
一个结，在顶轮，你要说顶轮口诀三次。(每个人念诵顶轮口诀三次)
现在已经打开，你能像这样打开你的顶轮，再把它降下，看到自己停在那里，一旦你能做到，就能入静。这就像洁净，称它为Ny
asa，若你发现任何障碍，你也可以说，就像，若你有…例如摩诃卡利的问题，你可以念诵这句口诀，把它洁净，再坐下入静，任
何个人的问题，你可把它清除。若你有自我的问题，你应从念诵Mahatahamkara
开始。你要找出︰你有什么问题？灵量停在哪里？你可以内在感觉它。
你们一些人或许感觉不到，若你感觉不到它，用你的手指感觉它，若你内在没有感觉，就用手指去感觉，你能感觉到它，呀！好
一点，现在怎么样？好一点？问题出在那里？
(有人说心轮中部)
锡吕‧玛塔吉︰心轮中部？好吧，不要呼吸，不要用力，像平常一般，好吗？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好吧？就这样，现在好点吗？再一次？好吧，不要呼吸，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哈，就这样，好一点，张开眼睛，再一次，不要呼吸。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

sakshat

Jagadamba，好一点吗？舒服了很多，对吗？
现在左边，把你的左手向着我，右手提起，左手向着我，右手提起，像这样，好一点？肝脏，过度思考令你的肝脏很热，好一点
，好一点吗，好得多，它降下来，现在好一点吗？这是什么？或许是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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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崇拜(节录) 英国伦敦 1979年12月2日 一个月前，我告诉罗斯顿，这个星期天，你必须安排一个崇拜，星期天是月圆的日子，
他问我做什么崇拜，是做导师崇拜，摩诃拉希什米崇拜还是格涅沙崇拜，我告诉他，就称这个崇拜为导师崇拜。之后，一段长时
间后，他问我—当我要去印度—为何不也做圣诞崇拜？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很久以前，当耶稣还是小孩，祂阅读经典，向
大众宣布，祂是Advent(基督教的降临节〔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祂是降世神祇，是救赎者。他们相信救赎者会降临。今天，
很久之后，在星期天，祂说，祂宣布祂是救赎者。所以今天是降临节的星期天。耶稣要活得很短很短，因此祂在很年青的时候，
就要宣布祂是Advent(降世神祇)。这是很不寻常的，在此之前，没有降世神祇公开的说他们是降世神祇。当然，罗摩，祂忘记自
己是降世神祇。某程度上，祂令自己忘记，令自已扮演幻象，完全变成人类—MaryadaPurushottama和克里希纳也只告诉了一个
人—亚周那—也只是要开战才告诉他；亚伯拉罕从没说他是降世神祇，虽然祂是原初导师达陀陀里耶，祂却从没说祂是原初导师
。这三个力量，透过纯真，来到地球，作出指引；摩西从来没说…虽然祂知道自己伟大，祂能控制大自然，但祂从没说祂是降世
神祇。 在基督的年代，有人感到有需要说出来，不然人们不会明白。若那时候他们已经确认基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人类仍
要进一步进化。要有人超越宇宙大我的额轮来穿过那度门，基督因此降世。这是很令人惊讶，这棵生命之树，当根发芽，幼芽生
长树枝，树枝生长树叶，同一棵树，花朵在开放，知道根的人不想知道幼芽，知道幼芽的人不想确认花朵，这是典型人类的本性
。 我从不谈我自己，因为我感到人类已经到达自我的另一个面向，甚至比基督的时代更差。你可能把责任推在任何事物上，你可
以说是工业革命，因为你离开大自然，不管你怎样说，人类已经失去与实相任何的联系，他们认同于虚假。他们不可能接受这种
了不起的实相，因此，我从未说过我自己一句—当然，直至有些圣人说有关我的事情，有些被鬼附的人也提及我。而人们开始奇
怪，唤醒灵量这样困难的事情，怎么在玛塔吉出现后，就能以这样快速来提升。 印度有一所庙宇，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他们发
现当船到达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就会被拉扯向海岸，很难把船拉回大海，他们要用双倍的力气才能对抗这个引力，他们不知道，
有某些东西在运作，他们以为有些地方出错，以海的深度…但，很多船都很难避过这个引力，他们想找出原因，不管这些船发生
了什么。为何船只会忽然被吸引向海岸，他们想找出原因。当他们走进森林里，发现这所大庙宇，在庙宇上面，发现了一大堆巨
大的磁石。 所以透过理性的解释，人们知道重点，玛塔吉必定是有些不寻常，经典上没有写下什么关于这样的降世神祇会降临地
球—祂只要看一眼，或即使想一想，就能提升灵量。很多圣人远离疯狂的群众，跑到森林里，坐在喜玛拉亚山上，他们全都知道
。因为他们的知觉，已经到达某一层次，能让他们明白。他们比你们更能明白，因为你们仍是孩子，刚出生，他们却已是成人。
今天这个日子，我要宣布是我要拯救人类，我是太初之母，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是太初的母亲，是力量，是神的欲望，祂降生在
这个地球，向地球，向这个创造，向人类赋予它的意义，我肯定透过我的爱、耐性和力量，会达成实现它。我一次又一次降世，
但现在我以我完全的形相，完全的力量，降临地球上，不谨为了救赎人类，亦不谨为了解放人类，而是要赐予他们…，他们的父
亲想赐予他们上天的国度、喜乐、极乐。 到目前为止，这些说话只说给霎哈嘉瑜伽士听。今天是导师崇拜日，不是我的崇拜，而
是你作为导师的崇拜。我因你作为导师而把油涂在你的头上。今天我会告诉你，我已经赐予你什么，你内在已经有什么伟大的力
量。 你们之中，有些人仍未…仍未确认我。我的宣布将会在他们内在成就事情—确认。没有确认，你看不到整出戏剧，没有这出
戏剧，你不会有信心，没有信心，你不能成为导师，不能成为导师，你不能帮助人，不能帮助人，你不会快乐。因此，要拆散这
一串链子是很容易的，你是要建立这一串链子，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一个接一个的建立这串链子。这是你们都想做的，因此
，要有信心，要喜乐，要快乐，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你，我的爱会滋润你，我的本质会令你充满和平和喜乐。
愿神祝福你们！ the following was transcribed from an Mp3 recording of a tape in India] Now I would like to give the books first of
all. And then I’ll… about what you have got already within you. All weeping and crying should be over now. You have to wipe out
the tears of others. Get out of your small shells and little problems, here and there. First book, Kuli, can you give Me. [inaudible
words] Where is the pen? Yogi: …want a pen Mother? Shri Mataji: I would like to write in Devalipi, because it’s a mantra, isn’t it?
It has to be written in Devalipi your names, would be better than in English, though utility-wise English would be better, but from,
from Sahaj Yoga point of view, I think, if I write in Devalipi it would be better and you will know it is your name. So the first book.
“Advent!” – by which we declare, the advent of your Mother, your own, very own Mother. Today, I would like to give to Gregoire,
who has really worked very hard to write this book, and, I have tortured his life… and also Gavin, Jane, who have helped him
such a lot, and Maureen who has helped him to type and read My funny handwriting which had mutilated all previous writings of
Gregoire [Mother chuckles]. We have had a very nice time together, and now the book is ready. We should also be very thankful
to Indian Sahaja Yogis, for giving all their assistance, to Gregoir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They have given the money
and all the assistanc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are to be thanked, but actually this is your own book.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whom you should thank is [unclear: WULEE?], or, Tony as you call him, because, he has taken the
photograph, which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among all. He’s not a photographer, by chance he had taken a photograph, it’s such
a sahaja photograph. And everybody said that this photograph should be… there. And everybody, not feeling jealous of anyone,

have very sensibly behaved that the book should come out; and the involvement that everyone had; and they all helped… Even
the coming of book was so sahaja, that, first it would not come. It has come at a time when we needed it the most: it should not
have come earlier, because we wanted advent date for this book. And, the coming of it was that, the ship people told Me that the
books have arrived… and you have to collect the books, and we have to take all… customs clearance and all that. But then they
told Me that surprisingly, the customs people did not ask anything; they did not even open the boxes; they did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what was inside. They were all quite surprised. Normally, even if you say books they open it and se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here are books or not, maybe something else coming in. And there was a niece of mine, who was there, who
telephoned to us – that also spontaneously – and I told her such books are lying with such people, and just they arrived – it was
that simple. And they t… [Mp3 no.1 sound cuts off] [Mp3 no.2:] Should I write it here, or here Gregoire?. Here would… This is the
cover, I would like – just show them – to give to Gregoire, just show round, with the peacocks. Peacock is the… is the vahana of
Saraswati. Actually it is kept the other way round, you see? Sahaja Yogi[softly]: I think… Shri Mataji: Beg pardon, what is it?
Sahaja Yogi: [CHRIS?] was trying to explain what Shri Kartikeya was like. Other Sahaja Yogi: He was just like Gregoire.
[laughter]. Shri Mataji: Actually books are always done this way, you know? You can do it on the ground would be better. This
way, and then is covered like that, you see? It’s always books are done. Sahaja Yogi: Mother this way? Shri Mataji: It’s on this
way it comes up. See? So, they are kept. Hm, I think then they go round. Ya and, this is brought in… that side.. this way, and the
pin must be put here or some sort of a thing. Actually they have a ribbon with it, attached, when they tie it up the book like that.
This is called as grantha, you see, the one which is tied, grantha.All these books must be kept, tied in a proper cloth, in this way.
And before opening the book you must wash your hands – properly. It should not be kept in every place you feel like: must be
kept in proper places. And the due protocol of the book must be kept. It is very important.Which are the names? Which are the
people? Rustom: Gavin, your copy. Shri Mataji: What is it? Sahaja Yogi: We had to copy the […indistinct] Shri Mataji: Alright. So
to Jane, to… second to Rustom… Rustom [interupting]: …Walter Shri Mataji: Ah? [pause] This is the Guru Puja, I’m doing.
[pause] Jane? There you go. Now I’m doing your one. I’ll use it. All of you must have your individual copies.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nd as everybody has different vibrations, it must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understanding that, you all should have
your individual thing with you. [Mother writes the names of all the Yogis in Devnagari in their copies of the books] Let Me just
finish the work, alright? So now… Tony? What should I write? Tony or Kuli? Tony: Tony Shri Mataji: What’s your real name?
Tony: Antonacis Shri Mataji: Anthony. Anthony. Anth…? Tony: Antonacis Shri Mataji: Anta…. Tony: An-to-na-cis Shri Mataji:
Antonacis. -nakir, “r” is there? Nakir? Tony: Ess. Nakis Shri Mataji: N-a-k-i-s. Antonakis Sahaja Yogini: that means live [LAND
UPON?…unclear] Shri Mataji: Yes I knew you had another… An…to…naa…kis, nakis. Tony: Anto… Shri Mataji: Antonakis
Tony: Yes Mam Rustom: N, A, I… Shri Mataji: N, A, I, Naikis Tony: No. An-to-na-kis Maria: N, A, K, I, S. Shri Mataji: Oh.
Antonakis Sahaja Yogi: Antonakis Sahaja Yogi: So at last we got the truth here. [laughter] Shri Mataji: Keece or Kiss Tony: Kis
Shri Mataji: tokis. [long pause] Now, you must know the meanings of this: “To My beloved son Antonakis With love My blessings
Ma Nirmala Now, who else? Tell Me the names now. Sahaja Yogi: Barbara. Shri Mataji: and Mark [long pause] May God bless
you. Now. Maria. That’s your real name, Maria? Full name? Maria: And the only one. Shri Mataji: Only Maria. [pause] Go sit
down. May God bless you. Sahaja Yogi: David Spiro Shri Mataji: David Spiro. [pause] [Mother asks in Hindi about the Surname
being “Spiral?”] Rustom: Spi-ro Shri Mataji [while writing]: Spi-ro. Spiro. [pause] May God bless you Rustom: Malcolm Mother.
Malcolm. Shri Mataji: Malcolm. Ma-la-kom Rustom: Mal-kom Shri Mataji: Malkom. [pause] Rustom: Patricia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Patreeshia, Patricia Rustom: Patricia Shri Mataji: Patrisia Rustom: Pa’tricia Shri Mataji: ta? Rustom: Ta Shri Mataji:
Patrisia, Patrisia. Sahaja Yogini[softly]: C, I, A. Shri Mataji: But it is TRa [rolled “R”] or Tra [soft “r”] Rustom: Its TRa Shri Mataji:
Tee – Are – but you see in Hindi we have two. Rustom: Tra Shri Mataji: PatRi, PatRisia, is correct? Patrici… Patricia, Patricia.
[long pause] May God bless you. Rustom: Hester. Shri Mataji: Hm? Hester. It is… HÃ©-sta? Rustom: Hester. Sahaja Yogi:
Hesta Shri Mataji: Hestaa Sahaja Yogi: Hesta. With an “a” no “r”. Shri Mataji: Hesta Yogi: H, E S, T A. Shri Mataji: Tee. Ha?
Yogi: A Shri Mataji: “T” Hesta, Yogi: Hesta. Rustom: Short “A.” Shri Mataji: Hesta. [pause]. Hesta, May God bless you. May God
bless you. Now. Sahaja Yogi: Harry. Shri Mataji: hm? Sahaja Yogi: Harry. Rustom: Hare, is your name, ha? Shri Mataji: Hari
Rustom: Hare Yogi: Hari? Hari: Hari Jairam Shri Mataji: Hari Jairam [long pause] May God bless you. Rustom: You, Peter. Shri
Mataji: P, E, T, E, R. [Hindi regarding pronunciation of Peter’s name] [pause] May God bless you. Rustom: Felicity. Shri Mataji:
Felicity. Rustom: [Hindi] Usko apta hai Ma.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Rustom: Philip… Philip Philip: Spelt with one ell. Shri
Mataji: You have…? Philip: Spelt with one ell. Shri Mataji: What’s he say? Rustom: [Hindi: about the spelling] Shri Mataji: Philip.
Rustom: Philip. Philip: P, H, I, L, I, P. Shri Mataji: Philip. [pause] You can put some Music. Rustom: Oh. Malcolm? Music.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Hm? Rustom: Allan. Shri Mataji: Allan. Sahaja Yogis [recite mantras]: Mahasaraswati, Mahakali,
Trigunatmika, Adi Kundalini Sakshat, Shri Adi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Ganeshaya Namaha …Keshavaya… …Matavaya… …Govindaya… …Vaishnave…
…Madhuswadhanaya…
…Damodharaya…

…Trivikramaya…

…Sankarshanaya…

…Wavanaya…
…Vasudevaya…

…Shridharaya…

…Rishikeshaya…

…Padmanabhaya…

…Pradyomnaya…

…Anirudhaya…

…Purushottamaya…

…Adokshajaya… …Narasimhaya… …Achyutaya… …Janardanaya… …Upendraya… …Haraye… …Krishnaya… …Virataya…
Sakshat, Shri Adi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 I’ll say the names of all
the deities of the Kundalini. Shri Mataji: Now you pay attention to those deities within your Kundalini. You can sit down. And just
pay attention: you know where are the… which are the deities on what chakras are.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Ganeshaya
Namaha …Nirmalgauri kundalini mataya… …Saraswatibrahmadevaya… …Hasratali Fatima mataya… …Adigurudattatreyaya…
…Abraham… …Moses… …Zaratustraya… …Mohammed Sahibaya… …Confuciusaya… …Laotzeaya… …Sainathaya…
…Raja

Janakaya…

…GuruNanakaya…

…Socrates…

…Avidut

Adiraataya…

…Lakshmi

Narayana…

…Gruhalakshmishaktimataya… …Durga-jagadamba-mataya… …Shiva-parvatimataya… …Karuna rasa sagaraya… …Daya
sagaraya… …Kshama shrayini… …Atman paramatman… …Kshetragnya… …Sitarama maryada purushottamaya…
…Vishnu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mataya… …Radha Krishna purnavataraya… …Yeshoda Rukmini vithalaya… …Vishnumaya…
…Lalita chakra swaminishakti… …Shri chakra swaminishakti… …Virataya viratanganaya… …Hamsa chakra swaminishakti…
…Pranavaya…

…Omkaaraya…

…Kartikeyaya…

…Mahaganeshaya…

…Mahaviraya…

…Gautambuddhaya…

…Swaprakashaya mary and jesus… …Mahakali Shakti bhairavaya… …Mahashankaraya… …Mahasaraswati Shakti
hanumantaya… …Mahabrahmadevaya… …Mahalakshmi Shakti mahavishnuve… …Ekadashaya Shakti rudraya… …Rudra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mataya… …Sahasrara swamini moksha [pra]dayini nishkalankaya mahamaya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Ardabindu Shakti mataya… …Bindu Shakti mataya… …Valaya Shakti mataya… …Sadashiva adishakti mataya…
…Parambrahman… Sakshat, Shri Adi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
Shri Mataji: You did not say Vishnu mantra. Rustom: I said [unclear] Shri Mataji: You said Mahavishnu….it’s alright. When you
say Vishnu Shesha also you can say where the Nabhi is then say Vishnu Lakshmi and Surya Chandra. See they are also
chakras, Surya Chandra. So the Ida Pingala Nadi Shakti you can also say, so that [unclear] …it now…[unclear].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Lakshmi Narayana Sheshaya Namaha …Surya Chakra Swamini Shakti… …Chandra Chakra Swamini
Shakti… Shri Mataji: See? How it’s… [unclear] You see? You can say Chandra Mandal Madhyastha. Surya Mandal Madyastha.
Means this superego and supraego. Rustom: In the… they say Bhanu Mandal Madhyastha Shri Mataji: hm. Bhanu Mandal…
Rustom: OK.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Chandra Mandala Madhyasthaya Namaha Om twam sakshat shri bhanu Mandala
Madyasthaya namaha Shri Mataji: [Hindi about Ida and Pingala] Ida and Pingala bolo. Rustom: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Ida
Nadi Swamini Shakti Namaha Om twam sakshat Shri Pingala Nadi swamini Shakti Namaha Shri Mataji: Sushumna Nadi.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Sushumna Nadi Swamini Shakti Namaha. Shri Mataji: That’s better. [inaudible] Much better
now? Rustom: There’s also Sarva Ida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Shri Mataji: Oh. Ida Granthi Vibhedini is good. Rustom: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arva Ida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Mataya Namaha Shri Mataji: hm.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Sarva Pingala Nadi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Namaha. Shri Mataji: hm. Rustom: Om twam sakshat shri Sarva Sahasrara [sic]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Namaha Shri Mataji: Sushumna Nadi Rustom: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arva Sushumna Granthi
Vibhedini Shakti Namaha. Om Shri Mahaganapataye Namaha, Shri Saraswati Mataya… 锡吕.玛塔吉︰在做任何崇拜前，要做格
涅沙崇拜，因为最先的是神圣…是纯真。因此，在做任何敬拜前，我们先要建立我们内在的神圣…或内在的纯真。你要敬拜你内
在的纯真，因此，一切都要放下…放下外在的一切。 Rustom: Om Shri Mahaganapataye Namaha Shri Saraswati Mataya
Namaha Shri gurubhyo namaha Vedpurushaya Namaha Aishtadevataya Namaha Kuladevata bhyo namaha [someone
coughs]…eksthaanadevata bhyo namaha Shachipuram dharabhyam namaha Kalka parashurame Bhyo namaha Matru pritru
byam namaha Adityadi nava graha devta bhyo namaha Sarve bhyo deve bhyo namaha Sarve bhyo brahmane bhyo namaha
Etat karan pradam devata bhyo namaha Avi ghanam astu… Shri Mataji: You’re not registering. Can you make it loud speaker?
…the loudspeaker. You see because you can’t make…[unclear] You see? Rustom: [Hindi] I’ll put it in here. It’s ok I’ll put it in my
lap. Shri Ma Bhagavato, Mahapurushasya, Vishnu Agnya Parvartam Mansya Adi Brahmano Dvitiya Parabe Vishnu Pade, Shri
Shwetvarakalpe Vayvaswat Manvantare Englandeshe, Europekhande, Londonnagare, Thamesnadiye, Uttaratire Kaliyuge
Kalipratamcharine, Ash… Shri Mataji: Listen to it carefully, now… Rustom: Ashtavinsha… Shri Mataji:…See now see now what
is it. It is localizing the point, you see? Now, now say again. Carefully. Rustom: Kalki Avatare, shalivahan shake.
vaganvartamane, anand twam sarvantsare… Shri Mataji: Savatsare Rustom: Sarvantsare. Hema rutu… Don’t know what Mase,
Mataji, can’t find that. Shri Mataji: Mase is… [Marathi question: Kun sa Mase wa?] [yogi answers in Marathi] Shri Mataji: [Marathi:
BHAIDRABAD?] Rustom: Bhadramase Marathi Yogi: [MAAG, MAAG..unclear]. Shri Mataji: Hm? Maag. Rustom: Maag,
Maagmase, shuklpaash… Shri Mataji: Pakshe Rustom: Pakshe. [Hindi meaning “Mother, what is the “Tita”: KYA TITA MATAJI?

KYA TITU? ] Shri Mataji: Ti tau ayes purnima.[Hindi meaning “the tita is Full Moon.] Rustom: [Hindi: meaning good/ok:] Acha.
[Sanskrit:] Purnima titau… Madhu yavasare, Aadidya divas dhanuvaasare, nakshatre, vishnu yoge, vishnu… Shri Mataji:
Kshatra, nakshatre ye to du. Rustom: Ah, pit dhanu bha Shri Mataji: Dhanu. Rustom: Dhanu, ah, dhanu, dhadu… ah Shri Mataji:
This is Sagittarius. Rustom: Sagittarius. Shri Mataji: See, we are putting the whole thing, where are we having the puja, you see?
so you have to find the location and complete that in London, where the River Thames flows, and in the south… Rustom: In the
north. Shri Mataji: Or, in the north of London, and then at this time. And… what is the era, and what is the month; what is the
year; and what is the constellation, is Sagittarius. and what is the titi is the… today is the full moon day… Like that, you see the
complete location is being said. Rustom: Acha Shri Mataji: This is to, inform the Gods. Rustom: Vishnu yoge, vishnu karane,
London-ashramastite, vertamam chandrastite, Shri Surya Stite, Devgura shesha, shivgrahe shivyatav ata rashishtaan-stite,
shiv-satsu-evam guna visheshan na visheshtayam shubha punya titaau. Now we say… make a vow, so you have to repeat this
after Me. Shri Mataji: Yes, you all have to repeat. Rustom: [after each name the Yogis repeat:] Mama… aatmana…
sarvadharmaash… shastrakla… falapratyartang… aasmakang… sarveshang… sahajyogi-kutambanam… kshem… starya…
vijaya… abhaya… ayu… arogya… aishwarya… abhivrudyatam… dwipada… chaturpad… sahitanang… … shantyartang…
punyatang… pustyatang… tushtyatyang… samastha… mangalavapyade… samasta… abyudayartang… paramchaitanyang…
prapyatang…

samasta-sakal-sahajyoginam…

baadas-shantyatang…

eshtakamsam…

siddhyatang…

kalpuktafalang…

aavapyatang… yatashaktya… yata-gyanang… yata-militog-chadravay… dhyaanavahang… madi-shokoktchar… pujam…
karishye… [MP3 no.2 ends] What have you got and what are your powers? [Puja seems to be underway. Shri Mataji is talking
with the yogis.] If you say the mantra “You are the Mahat Ahankara.” Mahat means the primordial, the big and Ahankara is the
Ego. It goes out. Just say that. Sahaja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Mahat Ahamkar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agav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hri Mataji: Receding back, hm?…Just settle down. Hm!
Now receding, that’s much better. Sahaja Yogi: Where’s the Bowl the metal thing which was sent to be cleaned. Shri Mataji:
Better? Still. Quite a lot. 我们在谈基督，祂安顿在这里，控制我们的自我，消解我们的自我，谈谈祂，基督徒若认为自己是基督
徒，就要完全没有自我。我是说跟随基督的人要没有自我。实际上，霎哈嘉瑜伽士才是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印
度教徒，真正的穆斯林，真正的锡克教徒，因为他们并不狂热。 Rustom: Nabhi’s releasing. Shri Mataji: Yes they are [Rustom
discusses in Hindi with Shri Mataji about doing a Mahalakshmi Puja] Rustom: Gregoire do you want to do the Mahalakshmi
Puja? Gregoire and Jane, Gavin, Tony. Shri Mataji: [… GO DO IT?] all of them. Sahaja Yogi: It’s [DEBRA?] Shri Mataji: Lets see
Sahaja Yogi: Maureen? Rustom: All the people who did the book Mother, I thought I would get to do the Puja Shri Mataji:
No-no-no…[noise on microphone]… as it is you have got the book as well as the Puja. Those who have got the book should not
[two words unclear] who haven’t got it should. Rustom: Not got it, but those who did the book Mother. Shri Mataji: Oh did the
book is a good idea. That’s a better idea. Alright…. I mean: I thought those who got the book. Those who did the book must, who
else is there? Various yogis: Maureen, Gregoire, Tony Rustom: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did the book?] Who did the
photograph? Shri Mataji: Come along Tony, come along come Sahaja Yogi: Ok Gregoire can you come along. [microphone
moved] Rustom: Om, Shri Maha… Shri Mataji: What about your brother, Matt? [name not clear] He did the drawing. Various
yogis: Yes I thought of him Mother. Is he here? Patt? [Rustom reads shlokas while Shri Mataji explains how to decorate kumkum
on Her feet] Shri Mataji: Put a line here. Put a line. Then, beyond the line you paint the whole thing. Now. Get two more
unmarried. Hesta where are you? Yes come along. Now you boys are to go away. Let them come. Then you see the married will
have to come – five of them – for My sari. Alright? Come along. [Rustom continues.] Shri Mataji: You draw a line, first of all. Here.
Now you draw a line and you don’t go beyond that line. No no not. But with one finger,one finger. Now you can use another
finger. [Shloka comes to an end followed by 5 min of quiet while Mother’s feet are decorated] Shri Mataji: Yes. It’s alright.
Doesn’t have to look…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put something now. Give one to them. …two sides it has got… That is
mangalsutra. [necklace symbolic of a married lady] somebody, some married lady has to do that Rustom: Jane Shri Mataji: Jane.
You can open it. [referring to toe-ring] Rustom: Margy you can open it, its just pressed apart. Pat. Ask Pat for the Garland. Shri
Mataji: You should, pull it down further with that finger. [3 words inaudible] This should be in front.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
coming… you see the ruby should come on this finger, it’s a double-sided one. That’s correct. Now this one, little down, press it a
little. Rustom: [unclear] Shri Mataji: Call somebody who’s married. Sahndya, you can come along. Married women. [Marathi
words] Sahaja Yogi: [inaudible]…hands…? Shri Mataji: Hands? Married women will do My hands. [Marathi] Ya. Come along,
come here. [Marathi] Like that. [Marathi/Hindi] Rustom: Towel. Pass me the towel. [Hindi] Shri Mataji: [Marathi] You know how to
do Swastik? [Marathi, directions for decoration of Hands] You see beyond this line, you have to put it on. With the right hand,
with the right hand. All through. [Marathi] You draw the line like this Maria. Correct, now, you complete, you see, on the sides
also. No-no: sides of the fingers. Rustom: You see the whole finger must be red. So that no white can show up. Shri Mataji:

White, the white side of the finger. Backside. Frontside. Hm! See, how it’s improving, see? [Marathi] Good. Thank you. Like this
[3 unclear words]. Is alright. Now. [Marathi] Peggy? You come here. One more married lady is wanted. Peggy has to be there.
Peggy come here. Six and seven? Yes come along. Pam is married too. How many here? You can put two and let Me also have
two. Mary? Come along. Come, come, come. You have to put them together otherwise they’ll break there. Sahaja Yogini: Put
three? Shri Mataji: Yes, in My hands. Rustom: Just put one on each. Shri Mataji: Press My hand. Good. Now, you sit down here.
Yes. Put [unclear] red on My feet. Right? Come along, put some red one My feet. Right hand. With all your fingers, all your
fingers, come now. Good. Rub it here. Now on… [unclear]… Better now? Both the hands. Sahaja Yogini: Both the hands? Shri
Mataji: Yes. Good. May God Bless You. Is good. Come along. Both the hands. [unclear, sounds like YOU TWINKLE?] your
fingers. Now. Half the [unclear]. [DO?] you make the line again. You see you are [CROSSING?] make the line. That’s it. Stick to
the line. Alright. It’s good now. Now do this one, also. Take out, alright. Feeling better now? Leave it here. Now, let’s see. Little
hot. Hm? Keep the line Hm? Alright. It’s better now! Hard, rub it hard, very hard. Rub it very hard with your hands like that. How
are you now. Alright. Keep the line now. This line must be re-[FORMED or DRAWN]. Alright, now, this one. … Now everybody
could not come, doesn’t matter, for everyone they are doing it. You must think it’s a symbolic thing, alright? So you do not
differentiate. See if I touch something by My finger, I don’t say I touch it by finger, I say I touch it. Understand that? That’s how it
is. ‘Cause everybody cannot do it: you need too much time. Now. Done. [HINDI WORDS] The girls who are left will just come
along. All the girls first of all. Rustom: Kumkum acha hoon [is the kumkum alright?] Shri Mataji: [Hindi words] All the girls who are
left, Felicity and others also. Anna come along. Come along Anna, you come along. All those who didn’t may go. Yes now, let
them come along now. Those who have been here, come along all of you. Let them give one by one? Rustom: Kumkum?
Kumkum isn’t there. I’ll… Shri Mataji: Take this, in your hand, alright? Now. You’ll give Me, out of… Rustom etc: [Hindi] Shri
Mataji: For the lower portion…No, no, kumkum itself Rustom: Where’s kajal. But kumkum we have Mataji. Shri Mataji: Where it
is? Sahaja Yogi & yogini: There, somewhere there. Shri Mataji: All here. [NAY?] there must be the lower portion of this also, that
has got kumkum. [soft talking. Shri Mataji directs the decorations of Kumkum & Kajal. Someone takes some Photos.
Turmeric/Haldi is requested. ] Shri Mataji: Put on the right hand only on the right hand… …You have again gone to the previous
condition. Get over it. It’s nothing serious. Is very simple. Now. Alright?… [Marathi] Let him go and get the books now. How many
more? Rustom: We shall need at least another thirty. Sahaja Yogi: At least… Shri Mataji: Bring the box, I think. Sahaja Yogi:
Eleven books here Shri Mataji: If you take Marcus, take… bring the book….[UNCLEAR] he will take them back. Marcus, if you go
with him you can bring it, but bring it fast, you see? Marcus: Thank you, Mother. [Marathi] [END OF TAPE 1 SIDE A] [TAPE 1
SIDE 2] [Yogis sing Aarati Nirmala Mata, Saba Ko Dua, Maha Mantras (spoken), Lords Prayer, Allah Hu Akbar (x16)]
[microphone is moved] …[OKIST AND?] everybody had such terrible colds, that I also got a little bit of it. So, that’s one thing,
and, if you want I can write it down for you and you can copy it. So “how to cure colds and prevent colds [NEXT TIME or
THAT’S…unclear] Rustom: We can tape it Mataji. Shri Mataji: I would say better to take [THEM AND BE COMFORTABLE?],
alright? So the thing that I want you really to know is what you have got and what are your powers, t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Now (has he come back, Peter? Not yet. [Hindi question to Rustom][noise on mike]…talk about it? Should I tell you? Now,
Alright? Sahaja Yogi: [unclear] [THE BEST KIND OF TECHNOLOGY?] Shri Mataji: You can tape this. Sit-down sit-down
sit-down sit-down sit-down. Ha. Mm. 前几天我告诉你shambhavopaya和nishaktopaya，这是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是透过它
你洁净人—很少数人—你不停洁净很少数人，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得到完全的洁净，他们的五大元素也得到洁净…灵量因此升起，
人们得到自觉，这种方法称为Shambhavopaya，透过这种方法，完全洁净你的品格。另一种方法是Shaktopaya，不管你是什么
状态，有 个力量(Shakti)提升你的灵量，接着你只要好好洁净就行。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是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没时间采用Sha
mbhavopaya，不可能用这种方法。 以Shaktopaya而言，人们通常…我们用的方法是Shaktipath，就是引发他们的力量，即Shakt
i(力量)，把力量投向另一个人身上，就像反映；或就如我们所说︰「光投射在我们身上。」因此，他们让他们的力量，或他们灵
量的力量投向其他灵量的力量，然后渐渐把它升起。为了提升灵量，人类却用很费劲的方法。他们先挑选你︰你的灵量有什么问
题？他们会仔细检查你的背景身世，看看你有怎样的父母，检查这检查那，你有什么梦想，他们把你彻查分析，还会找出你会染
上那种疾病。例如，任何有眼疾的人，或鼻子出毛病，或喉咙出毛病，或胃病和其他疾病，他们都会避免挑选这些人。你可以想
象，有多少人能符合这种类别；他们也会找出你过那种生活，有那类父母。大多数是很年青的人才找导师，要求这种Shaakta—Ni
shaktipath。 现在，因为我，它变得很简单，你也知道Shaktipath，你现在用的方法是Shaktipath，意思是把光投射向别人，Shak
ti是力量，path是投射出来。因此你的力量现在能投向任何人的灵量，令它升起。这曾经是非常，非常困难才能做到。他们说只有
Veetaraga的人，即已经克服所有raaga的人—raaga是执着依恋—他克服所有执着依恋，没有执着，生命中毫无执着，那么他就
能提升灵量。首先要有Deeksha，即主动权，你们已经有了。那天你来找我时，你已经取得Deeksha。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并未意识到很多事情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就Deeksha而言，你要明白，人已经担起很重的担子，
我是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导师，你要拿点水果或类似的物品给他，人们也给他金钱这种荒谬的东西，都不要紧，但是要给一些Da

kshina，因为，看，导师要受到Chelas照顾。 不管如何，导师完全不会依恋你的财富，依恋任何你给予他的物品，照顾导师是Sh
ishyas(门徒)的责任，因此要给一点点钱给导师。当然，他们现在滥用这些礼仪，因为导师也要有地方居住，要有居住的地方或一
些物品，所以要给他一点钱，这些钱称为Dakshina。整件事情现在被错误的理解，到达荒谬的程度，人们因为这种礼仪而成立了
企业。导师要到达能提升灵量的层次，这类导师是Veetaraga，即他没有任何俗世的依恋执着，絶对不执着依恋，他的注意力已经
很洁净，完全没有贪婪，不受任何诱惑，只剩下寛恕。这类人被视为Veetaraga。当他提升灵量，灵量只会接受这种极之罕有的人
的命令才会升起。 首先，你已经取得作为导师的Deeksha，不用任何介绍，你已经取得Deeksha，也取得MahaDeeksha。首先是
Deeksha，那么什么是MahaDeeksha？其二的MahaDeeksha是你被赐予一句口诀—只给你一个名号，不然，通常—这句口诀也
被拿出来，因为，那个导师，若他知道…我是说这些导师连你什么轮穴有阻塞也不知道，试想像！他们通常为你占星。「你这个
时刻来找我吧。」例如︰「今天你来找我，你是什么星座？你必定是有这样的忧虑？你是出生在什么Nakshatra(星座)？你父母是
什么名字？」这是很大的科学。他们通常A…B…C…D…开始数算，就像这样，到达某一点，就找到一些字，什么是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像这样，接着他们占卜，这是大的Shastra。占卜后就能找出你那个轮穴有阻塞，接着他们会给你一个名号，「好吧，
例如给你罗摩这个名号。」你不停的念诵「罗摩、罗摩。」直至你治好右心轮。这可能要花上两年，三年，或许要花上两世人，
也或许一百世人，你不停念诵同一句口诀︰「罗摩、罗摩、罗摩。」依据你的星座来为你占卜，你的家庭，房子，你的一切，直
至到达你的轮穴有阻塞的某一点。例如你有四个轮穴有阻塞…因为，你要明白，不管他的星座预示你有什么麻烦，是吗？或你会
有什么麻烦—首先是肉身方面，他们透过你的Kundalee，即你的星座，知道你有什么麻烦。例如你的胃出毛病，他们会四处寻找
，找一句医治胃的口诀，因为他们不能直接的查明—像科学家，科学家是怎样查明事物。就如你看医生︰他会把你的眼睛拿出来
，好好清洗，再放回去，然后说︰你的双眼妥当；接着他把你的牙齿拿出来，做一套假牙，把假牙塞进你的口腔说︰你的牙齿妥
当；他把你的耳朵拿出来，加一些人造的东西，说它妥当；把你的心拿出来检查，把另一颗心放进去，就像这样。他们就是这样
做，因为他们在黑暗中分类。你们知道轮穴的知识，却不知道什么是轮穴的阻塞，所以你能想象，你已经取得这样的Maha-MahaMahadiksha。你首先取得Deeksha︰那天你的灵量升起就是Deeksha，接着你得到自觉。毫无疑问他们不能一口气的说，只能悬
挂在空中，每时每刻，倒挂在空中—就像晚上的蝙蝠，你明白吗？接着他们会咨询…其他事情…例如，他们会看你有那类朋友，
那类人会吸引你，你有怎样的品性，从而作出论断。或许会给你另一句口诀，因为这些口诀，你长时间与他们一起坐着，每时每
刻都念诵这些口诀，因此没有留意你其他的需要，而这是…当这些口诀发挥了效用，他们通常会这样说︰「好吧，口诀现在对你
是siddha。」意思是现在你可以运用这句口诀在别人身上，即你只能念诵罗摩的口诀，试想像！ 现在，你得到什么？你已经得到
自觉—对吧。自觉的意思是你取得念诵那句口诀适合那个轮穴的完整知识，你可以创造自己的口诀，你也有能力知道那个轮穴需
要帮助，亦取得提升别人的灵量的力量；若灵量跌下来，你已经取得把灵量安放在顶轮和净洁自己和别人的轮穴的力量；你已经
取得力量，透过做班丹来稳固轮穴，保护自己免受负面力量的侵袭，你已经取得力量引导你的注意力到任何地方，从而知道谁人
需要你的帮助；你已经取得力量去感觉集体出什么问题。就像，伦敦出什么问题？把你的双手张开，伦敦出什么问题？像这样，
法兰？不要向着我，这是危险的。 Rustom: Left Heart very strong. Shri Mataji: Left heart. Sahaja Yogini: Right Heart. Rustom:
And Right Heart. Shri Mataji: And Right Heart, that way, everything, but minimum left heart. Sahaja Yogi: And Right
Swadishthan. Shri Mataji: Right Swadishthan. 右腹轮，你已经取得解读的语言，你已经取得…当你说︰「左心轮」，这样说，你
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伦敦人左心轮有阻塞，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违反神，对灵不感兴趣，物质主义，自我中心，你不关心你的灵
，想伤害你的灵，你是酒鬼，你用酒精来摧毁自己，这些话你全都不用说，只要说︰「你的左心轮有阻塞。」就可以了，你甚至
不用说你要原谅什么，只要把手这样放，在左心轮请求所有伦敦人的寛恕，他们会得到寛恕—他们却越喝越多酒，有很差的心脏
。 因此，你已经取得这些力量，要提升灵量，消除灵量的障碍。若有人的额轮有阻塞，导师不会洁净他的额轮，因为他害怕自己
的额轮也会受感染，所以他首先念诵口诀，成为Siddha，Siddha是被证明的人—有效的。你每一句口诀都很有效用—你念诵神祇
的名号，你的口诀很有效，它已是Siddha。它就像你拥有的一个什么都有的万用包，你打开这个包，取得它。若任何人任何轮穴
有阻塞，你只要念诵口诀就行。你拥有所有口诀的知识，你知道它是什么，你拥有所有知识，那些知识是那么隐密，其他人是不
知道的。即使你没有念诵名号，你指着…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什么，该往何处去，该说什么。所以虽然它是秘密，你们之间却有共
识，你们是同类，互相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是什么，因此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坏感觉。虽然我说你的EeGeeOh先生是很大，却没
有人回击我。基督的时代是不可能念诵EeGeeOh的名号，现在你可以说，亦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的自我，你的超我，你的荒谬，这
个，那个，你能清楚看到一切。 即使有人拥有力量，例如一个生来已有自觉的人，他不懂提升灵量，除非他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他不能提升灵量。这些只想着自己的生来已有自觉的人，应知道自己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不然他们是不会有成效，不能成为Kri
yavati—他们不能行动起来。

你内在已经取得所有，你已经拥有神祇的完整知识，你知道他们为何生气，出什么问题，他们因为

那种罪孽而生气。只要我说︰「不要犯下任何罪孽。」就这样。你会问︰「什么是罪孽？」若你说︰「不要犯下这种罪孽。」但
现在却不谨如此，你想玩把戏，就会这样。这是…你的母亲强迫你做班丹，若你喝酒，就会吐；若你做任何错事，你的胃会不舒
服，若你想逃避霎哈嘉瑜伽，你就要留下来，因为虽然你感觉不到它，但在你内在，已经感受到霎哈嘉瑜伽的魅力。 可是仍有一
群人，虽然已有自觉，却未留下来。两者之间有何分别？很简单，是「确认」。仍未确认我的人是不会受到祝福，他们只会绕圈
子。确认是必须的。现在有些人，像…我要说，很好的例子是ShirdiSainath的门徒，现在他已经不在，他们相信他，现在他在哪
里？他们不相信在他们面前的降世神祇，却只相信一些死去的人。他们相信罗摩，相信基督。大部分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他们

甚至只会把我与基督联系上。若我不能把自己连上基督，他们就不来霎哈嘉瑜伽，又或他们只会把我联系上摩西，又或类似的人
。你要活在当下，你不能把我概念化。你的概念是有限的，就如若你出生在这里，就会是基督徒；若你出生在印度，就会是印度
教徒；若你出生在中国，就会是中国人，你会有这样的眼睛，你是怎么样也可以，因此，当你不认同，你立即知道…你并不认同
，因为生命能量会停止。那群处于两者之间的人—那些仍未完全安顿在霎哈嘉瑜伽，仍未完全获授权的人，就是没有确认我的人
。有时他们却为未有确认我而感到很自豪︰「我们仍未确认」。这是愚蠢的。 一旦你确认，你的生命能量立即开始流通。这群人
是来自不同…我们可以说来自不同的导师，他们都有问题，当他们来霎哈嘉瑜伽，就得到自觉。我要说我很慷慨，不管他们的状
态如何，全都得到自觉。数天前有个妓女，她也得到自觉。霎哈嘉瑜伽给你一条很长的绳，若你恰当的拿到它，就不容易失去它
。在来霎哈嘉瑜后，什么会发生︰作为光，你开始看到自己的缺点，接着你想否定霎哈嘉瑜伽。有些人开始有点麻痹，有些人平
常是妥当的，但当我在场，他们开始颤抖，开始有点扭曲。有些人一旦看到我，你也看过，他们变得热起来，胃有点痛—因为，
当你面对光，就开始面对自己，但你却不想面对自己，主要的问题是那些在霎哈嘉瑜伽仍未稳定的人，他们不想面对自己。若他
们面对自己，就能很快纠正自己。因为有光，你不会认同你的缺点，你是医生，你拥有光，你运作，你也知道怎样运作。你只要
决定︰「我要面对自己，让我看看我是谁。」这些缺点都会跑掉。你却不想面对它，这就是为何有自觉的人都不想面对它。那些
感受到凉风的人，他们没想太多，因为若他们想太多，就要放弃自我，这个他们认同多年的自我。此外，他们要看看自己，他们
说︰「不，我没有感到好一点，我有麻痹，这事情在发生，我身体发麻刺痛，这是…我怎会这样？它帮不了我，霎哈嘉瑜伽把我
向后推。」他们开始责怪霎哈嘉瑜伽，而不是看到有些人得到改善。 你在责怪谁？你在责怪要拯救你的事物，你在责怪你的拯救
者。最好是看看你的问题，你的缺点，迎上前。这样做是对自己仁慈︰摆脱所有毒蛇、蝎子，所有毒物，所有围绕你四周的东西
，只要变得纯真。光已经来了。在这光中，你应该开始看到什么是实相，那么你就能摆脱对错误的认同，建立对实相的认同，不
然这是不能做到。你要学习面对自己，永远都不论断。有些人习惯论断，即使是他的儿子，或他的兄弟，或他的妻子或丈夫，藉
此你帮不到他们。这些负面的人会走在一起，通常两个负面的人会走在一起，上演一出戏剧。我很惊讶，这里连工会也没有。不
然，我们会有「反玛塔吉负面的人的工会」。我是说你是会面对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常常联合一起，负面的人很有兄弟情谊，大
的兄弟会。因为，你也看到，盗贼常常联群结党，他们互相很友好，保守所有秘密；只要有两个好人联合一起，整个世界都会改
变。因此，你要明白，要接近正面的人，不然你不能发展霎哈嘉瑜伽。谁说负面的说话，你就不要接近他们。 在这个国家，有另
一类人，因为明天你要成为导师，我在告诉你各种类型的人，他们不想面对自己，他们有很多途径避免面对自己。其一是︰一旦
他们有自觉，就开始分析；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分析。我是说在这个国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分析一切。我不知这种想法从何
而来，或许…来自科学家又或是心理学家，必定是…其他所谓智者—或许是这些人给他们这种想法︰一说到什么︰因为这样所以
才这样。我是说他们甚至没有张开眼睛去看，你仍是小婴儿，怎能什么都分析？你开始分析一切。为何会有这种那种事情发生？
一旦你开始分析，就失去一切…开始谈论它，分析它。你要做的是去接收它，理解它，多多吸收它，好好体验，不要找霎哈嘉瑜
伽的缺点，只知道你的缺点只能透过霎哈嘉的爱来纠正。有些人甚至来找我︰「母亲，你为何不这样那样做？」我想我很清楚我
的工作，他们想教我怎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不管你有怎样的做法，若某人是玩偶人(盒盖开启则小人跳出)，他会
常常跳出来，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你要改变这种本性，「把你的弹簧松开一点，安顿下来。」弹簧代表分析的态度，你会遇到很
多这样的人。 所以该怎样接触这类人？我应对凡事分析的人是这样的，你们就是要这样应付这些人，听清楚，你给某人自觉，对
吗？这个人感到手上有凉风，他开始说︰「那又怎样！我感到凉风，那又怎样？」你告诉他︰「你取得凉风，不是透过思考，对
吗？又或透过分析？」「不是。」「你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你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这是什么？你解释一下。」
你不能解释，这是超越你思考力量发生的事情，比你的思考更高的力量，你要明白，他们…他们认为无思无虑即他是疯子，你明
白吗？若你谈无思无虑的觉醒，他们以为…「噢！即是说你不思考，即是说你很容易…原始。」若你不思考，他们认为你很原始
，它是透过一种力量发生，那种力量比你高得多，想想你做过什么？透过思考…你切掉你的鼻子，你的眼睛，你的双手，你切掉
一切。现在你要有一场大战争，奇妙的思考。所以你告诉他们︰「透过思考，你永远得不到它，这是一些更高的力量。」说说高
层次的东西—是它给你这个。若你要身处更高的力量，你就要放下低层次的思考力量，他们就是这样清醒过来。若你说︰「噢！
不要想。」他们会说︰「什么？不去想意思是想也不要去想，我是说这是一无是处。」这就是应付自大傲慢，常常思考，即使感
到有凉风也不接受的人的方法。渐渐地，你就能帮助他们。 就导师而言，就如你现在那样，你拥有所有知识，所有力量，拥有一
切，我们还欠缺的是信心…我们内在有种惰性，我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惰性。你知道有时有惰性的人也有用途，把他们放进大炮
里，在马戏班里引爆，就能展示他们的功绩。他们是那么呆滞，没什么能骚扰他们。但你是我的孩子，我以耶稣基督、格涅沙的
形象来创造你们，你们随时可以运用祂们的力量。有时我也很失败，我不知道怎样去除你们的隋性，因为你仍未练习霎哈嘉瑜伽
，仍未开始练习霎哈嘉瑜伽。你很容易，很便宜的得到自觉，因此，你不明白它的价值，只当它为旁枝，你知道吗？你要律己，
除非你能律己，我让你有自由，因为我相信我孩子的自由，因为我认为他们不是低层次的类别，我要让他们有自由，他们不应滥
用自由。你是絶对自由。若你想进地狱，我会给你一部战车，直通地狱；若你想进天堂，我会给你一部vimana—飞机，直飞天堂
，这样做是为了让你变得有活力，有自信。 你知道每个轮穴，你知道灵量的提升，你知道一切，担起它吧！承担起它的人，你要
明白…我可以很生你们气，很简单，但我没有，我要把工作完成，我要好好的与你说话，有时我也要责骂你们，我要求你们这样
那样，你知道吗？浸泡你们，有时放一点油，有时这样那样做，有时给你一点热，有时给你一点冷，管理他们，不管如何，把他
们带来，对待他们就像他们是在这里。同样，你也要这样对待他们，不要生他们气，生气是最容易，你要明白，接着就会出问题

。有一次，我生你们气，我自有我的平和，没有问题。你真的要对他们所有人很有耐性，极之有耐性︰你的语气…「请你」，「
很抱歉」，你能说出很多这种语句，我想它们已经失去价值，我们必须发自内心，要从心感受到︰「我们要拯救这个人，要帮助
他。」有时我们也责骂他，因为你发觉大部分负面的人都是最了不起，最爱挑剔的人，他们会创造最伟大的场境，最大的炫耀…
所有这些有可能…。 每一个人︰「你能为霎哈嘉瑜伽做什么。」把你能带来的人列一张清单，只有那些到过教堂一次…在圣诞节
—或许每个星期天会捐款，也有些妥当的人，可以带来霎哈嘉瑜伽，安顿在后面，把他们安顿在后面可以是个担子，除非我们前
面拥有真正的力量。所以你要决定，你是否玛塔吉的负担︰「我们来这里…我父亲病了，我母亲病了，我兄弟病了。」或「给我
一份工作，为我做这事那事…我要有…。」这些事情都是一无事处，毫无用处。对我而言，这是絶对无用，没有意义的。我只是
不太想及他们。若现在你说︰「好吧，我乐意为你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同样，对其他人你也是这样说︰「为何我还要在意这些
事情？它为何这么重要？你的人生要做些什么？」当你开始这样说话，你的智慧，你的伟大，你的一切都会得到赞赏。导师要知
道自己力量的来源，他们要有正确的理想。他们应学习我，我怎样与人交谈，怎样在知道他们阻塞得很厉害时，仍能表现得从容
不在意…我从不会告诉他们︰「鬼附着你。」从不—直至他们的头开摇动，他们絶对走得太远，我从没有个别的告诉他们。同样
，你也不应忽然告诉某人︰「鬼附着你。」因为这样或许会令人感到失望沮丧。你们必须明白，任何唐突的，尖锐的说话都不会
对他们有帮助。你要明白，导师的国度是不一样的，要成为导师是不同的。你要极之温柔，极之亲切，不然这些疯子会跑掉，会
被摧毁，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好人，你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好人，你要亲切的与他们说话，你要做一切，尽力而为，把他们带来，
你要这样做。所以今天你们都要作出承诺，就是你们全是导师，因此你们要展示…你已经彰显你的导师质量。当我回来，我想看
到你们为此做了些什么，你们全部人都要 开始做了。 愿神祝福你们。 Shri Mataji : Any questions? Food can be served
also…

有没有问题？传扬霎哈嘉瑜伽时，你会有问题。

瑜伽士︰母亲，什么东西是生来已有自觉的人有而我们没有？另外，什么是我们有而生来已有自觉的人没有？ 生来而有自觉的人
是很久以前已有自觉，他们出生在这个生命前已经有自觉，所以他们洁净得比你快得多，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洁净了，所以洁净得
佷快。通常他们不受吸引你的诱惑和堕落行为影响，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很独特，愤世嫉俗，因为他们出生后，发觉其他人与
他们的行为背道而驰，他们不懂怎样应对这些人，不懂怎样与其他人相处，不懂怎样处理这种状况，因此变得愤世嫉俗，有自己
的想法，或许这些生来有自觉的人会发展自我，发展很大的自我，他们通常不受诱惑—若他们接受诱惑，就会看到自己已在诱惑
中。而你们对一事有很大的能耐，因为你知道自己有自觉，你在有意识下得到自觉。当你知道自觉，就看到什么在发生，你因此
知道它的价值。就如你生在富裕的家庭，就不会知道富裕的价值；若你不是生在富裕家庭，却忽然拥有很多钱，你就能作出比较
，知道有什么分别。 同样在霎哈嘉瑜伽，当你本来没有自觉但之后得自觉，你就能比较。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自觉的价值比生
来已有自觉的人大得多。有些有自觉的灵或许会明白，但他们比较个人主义，没有你们那么合群集体。其二，因为你这一生经历
过，在你的记忆里有你做过的错事…你对其他犯错的人更慈悲，更体谅；而有自觉的人对这些人并没有太大耐性，他们有自己处
事的方式。若他们来霎哈嘉瑜伽，会是更有活力，更了不起，这是毋庸置疑，但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接受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以
为自己是「妥当的，为何现在要接受什么？」因为他们是满足的人。除非他们学懂一些事情，不然他们是帮不了人类。就如一个
人，他很聪明，很有才智，与生俱来很有才智，他不喜欢上学，就会错过学校的一切︰学校的纪律，学校完整的知识。我是说他
可能妥当，也颇聪明，但他却没 能恰当的学会只能从学校才学到的一切，除此之外，他缺乏同伴，与我为伴，因为我已经给你们
自觉，所以你对我比他们对我更多感觉。 就如母亲生下孩子，孩子没有见过母亲，他对他的母亲没有其他人对他们的母亲的感觉
，所以这是你取得最了不起的东西。若生来已有自觉的人依附着霎哈嘉瑜伽，他们也会发展同样的感觉，喜乐油然而生，因为你(
译按︰指生来已有自觉的人)开始看到你的母亲怎样每时每刻照顾你，她怎样创造戏剧，创造魔法。因为不是我给你自觉，所以你
忘记母亲，你忘记她…你以为︰「噢！我已有自觉。」你有类似的想法。

有没有其他问题？

瑜伽士︰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自觉是否会失去，当我已经有自觉，我会否失去它？ 玛塔吉︰这不是蠢问题，絶对不是。你要
明白，就像这样︰当你成为人类，你生而为人的小孩，对吗？若把这个小孩放进狐羣里，孩子就会像狐狸般长大，他没有人类的
意识，只有狐狸的意识，但身体仍是个小孩。同样，一旦你有自觉，你就跳进超级人类的意识，若你不容许它恰当的生长，它仍
会生长，也必须生长，不然它不会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何会失去自觉，某程度上，你要一次又一次重生，它会迎上来。很多人已
经失去它，才智？大问题，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不知道有这种蠢人。我只在我这一世看到这种愚蠢、白痴的人。已经有自觉的
人也不明白自觉的价值，你会否随时都想起这类人。 自觉也会失去…有自觉后，你不会有像喝很多酒的感觉，你想强迫自己 再次
做坏人，灵量或许不会升起，这就是为何虽然会打开…但灵量完全不会升起，这是会发生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我是说这是很新
的事情，你知道吗？在斗争期，一切都很有趣，这是最有趣的事情，真的，我很惊讶，我对人类感到很惊讶，他们得到自觉，来
静坐班，给十个人自觉，
之后却回到从前，失去生命能量，这是颇为有趣，是吗？斗争期创造了这种组合排列，无休止的，不可能理解他们。 这个问题絶
不愚蠢，因为你看，愚蠢的人在这里，他们以为自己能融入这里，这是事实—很可悲—但是事实，它发生，这类人，我是说我不
能想象这类人，我从未梦过会遇到这类人。我想︰「一旦我给他们自觉，他们都会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很好…。」你知道，我在
这里，你有否看过任何果实成为花朵？哈！我是说，真的！我从不知道会有这种逆转，人类透过他的自我也有这种逆转，他们已
经做到。你知道当蛋孵成小鸡，小鸡不能变回蛋，对吗？但人类却可以，我的孩子，他们都是蠢人。你说得对，这是事实，会失
去自觉，他们很多人都失去自觉。所以你最好告诉他们，你看，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能令他们害怕，你看︰「不

要这样做，不然你会失去自觉。」若他们在意，他们就会妥当。人类却变得表面虚假，他们只是不在意，不大在意。你告诉他们
︰「你不应这样，这是错的。」他们会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么为何你还这样做？」「我知道，我知道！」 现在，你知
道什么？你不知道怎样与这类人交谈，他们一些人快要进疯人院，或许他们还未进疯人院，我们要面对他们，他们一些人就像这
样，半笨蛋…令人害怕，你怎样称呼他们，各式各样的称呼。有一事你必须知道，那些骑着自我的人大多是愚蠢的大主教。若你
要应付笨蛋，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你看到笨蛋，你不知道他想怎样，你怎能知道？对正常的人，这是很困难的。我曾经看过
这种事情，他们看来很合情理，当他们走路，却是笨蛋，你给他们一颗钻石，告诉他们︰「这是钻石，要好好看顾它。」他们会
把钻石抛掉，他们以为︰「噢！我毫不执着，我甚至对自己的自觉不感兴趣。」或许他们以为这是个恰当的辩解。我不能解释，
但这是事实，不要紧，我会处理他们—一段时间后。他们是个难题，你知道吗？他们很令人头痛。所以首先尝试简单的字句，才
用艰深的字句，要时常先用简单的语句。 透过生命能量，你知道一切，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他们的位置。透过生命能量，你能测
度你的成就，你能…我是说你知道自己的停泊处，我的意思是相对的位置，你知道一切，所以没有问题，你知道很多。 Hm what
other question? [Marathi word “wathaapini?”] 巴拿？「你在这里。」巴拿在他其中一封信提到，有个男人要拥有三件事情。第一
件稀有的事情是他要生而为人，这是很稀有的；其二是他要有遇见神的欲望；其三是他要找到一位好导师。这三种事情都已经发
生了…(你已得到自觉)，那么，我们在做什么？这就是问题，我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全在这里！你该怎办？你给予光，他们说我
们…或许我已经开悟了你，那么你该做什么？给予光！就这样！把你的灯保持清洁，发出光，就这样，没其他事情要做了，你不
要把你的灯放在角落里，或藏在沙发下。 Are you better now. How are you? Good. Are you alright now? You, good. David?
David: Yes I am, Mother. Shri Mataji: Oh. That David also is he alright? 瑜伽士︰我在想你说的话，我们怎能帮助生来有自觉的人
？他们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好意，他们不会来霎哈嘉瑜伽。我们怎能帮助他们？ 玛塔吉︰他们要自己帮自己，不要在意他们。Now
this Mr. Gent [said as in “get”] of yours or Gent [said as in “jet”] or whatever his name is. He’s trying to study all the four这个男士
，他想学习…你怎样称这个瑜伽，他在做什么？这是伟大的瑜伽，全都在内里，他必须来，他不想与我见面，在逃避，你又能对
他做什么？看看他们，他更偏向超意识，对吗？拉加瑜伽(RajaYoga)和其他瑜伽全都是骗子，全是谬论。 That’s not Raja Yoga
at all! It’s all misappropriatio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call it like…有次有人告诉我，是用梵文写下来︰当灵量升起，她变成Kriy
avati，Gyanavati，意思是她变得活跃—变得活跃，拉加瑜伽的说法是当你的灵量升起，你会像猴子般跳跃，不是这样，它的意思
是当你变得活跃，你开始提升别人的灵量。这就是他们为何建立了很大地方的所谓拉加瑜伽，他们说这是拉加瑜伽。
瑜伽士︰母亲，我们能否在别人不知情下提升他的灵量？

玛塔吉︰可以，可以，你可以提升，但…。

瑜伽士︰这样做较容易，因为有些人，虽然看到霎哈嘉瑜伽美丽之处，却拒絶来霎哈嘉瑜伽，或与它有任何接触。
玛塔吉︰你提升他们的灵量，他们慢慢就会来，可是，他们要知道自己有自觉，这是必须的。
瑜伽士︰他们知道，我遇过一些人，他们感到自己很差，他们说自己仍未准备好接受霎哈嘉瑜伽。 玛塔吉︰你要说︰「你怎样判
断自己？」你也可以这样说︰「我常常都说…说同一样事情，这是潮流。现在，不管你是否准备好，审判的时刻已经来临。」没
有人会把他们从坟墓里拉出来，审判他们。 瑜伽士︰那么我们能否只把…。 玛塔吉︰你就留给我们去看你是否受判断…你是否准
备好。这全是潮流，这是新类型。「我们未准备好，我是很坏的母亲，我一无事处，我没用。」 瑜伽士︰母亲，他们一些人很年
青，他们感到，若接近神，作为年青人，他们会失去自由，你明白，要漫不经心的对他们说是很困难的…我在说人的纯真…。 玛
塔吉︰这就是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你要明白，自由和放任是不同的，这是两回事，我们要明白，就如你手上拿着风筝，对吗？
风筝在你手里，若你容许风筝随处飞，这是放任。自由是你调动它，控制它，以你喜欢的方式运用它，这就是自由。那么你是自
由的，若你在一些人手上…毫无根基的随意漫游…这就是放任，若是这样，随之而来的常常是惩罚。就如你会惊讶于西方国家，
有很多阳痿的人，难以置信的高，就像这样。他们对性谈得太多，性要谈吗？这是不能成事，很多阳痿的病例在西方国家发生。
这种污秽的疾病是由任意的性行为所引致，很大百分比，我们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若有人说︰「请给我自由，让我把双手放进
电线里。」这是自由吗？我不明白，他们享受的是怎样的自由。因为妒忌，你不能与很多女孩交往，因为妒忌，你不能与很多男
孩交往，你要明白，可能有谋杀案发生。为何这些日子人们要杀人？他们的自我受伤害，即使有这种情况，你看一些戏剧…你会
很惊讶，常常有种感觉…没有人说︰「好吧，你有男朋友？照办吧，我很快乐。」我不曾听任何人这样说，没有人喜欢这样，这
样带来伤害！他们秘密的去做，不会公开。若这是自由，理应能公开，这有什么秘密，他们向与他们有关连的人隐瞒这种关系，
只秘密的去做。这样不好，他们在欺骗自己，欺骗另一个人，欺骗的行为！ 这是没有自由。就如有贼走进来，想拿走一点物品，
他说︰「我有拿走东西的自由。」就像这样。若你把目光放在某个属于别人的人身上，你就是在盗窃。在登记办公室里说，这属
于我，那就是我的。同样，在登记办公室说你是某某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是主人，或你是你的丈夫的主人。我是说这是两人之间
的关系。例如有某种关系像贼一样建立起来，你只能秘密的进行，你明白我说的重点吗？这不能在任何地方登记，不然他们就变
得絶对无耻，絶对放任，全部人最终都在四十五岁进孤儿院，看上去很老，破烂不堪，孤僻，受人排斥，还有什么，受人切割的
人。要应对实相，必须要强烈，即使爱也要强烈，不然你只是愚弄自己，在玩把戏。你看他们只是想玩把戏，这不能为他们带来
什么，这不是自由，是愚蠢的行为，是愚弄自己，只是认同自己。自由的意思是去除自我，而不是去除智慧。
瑜伽士︰母亲，我们有没有杀死恶魔的力量？ 玛塔吉︰当然有，你们已经杀死很多恶魔，这是你拥有最低限度的力量。 Sahaja
Yogini: [INAUDIBLE – something to do with using “mardini” from the negativity destroying mantras together with someone’s
name?]

玛塔吉︰你向任何人念诵mardini这句口诀，就这样。就像这样︰我有资格，就是我杀死他们，我有资格，若你念诵我的

名号，我已经取得权力，他们就完蛋了，他们所有力量都失掉，你运用这些力量，你已获授权，不然你怎样拯救这些练习超觉静
坐，练习不同功法的人？可怜的家伙，可怕恶魔紧握着他们。 瑜伽士︰他们完蛋了，不会以另一形相再来？ 玛塔吉︰不会，我是
说…你要明白他们有很多不同风格，你肯定杀掉他们一些人。就像在战场里中，明白吗？你在杀敌，你杀死第一个，接着第二个
士兵，第三个士兵，第四个士兵，就像这样。
瑜伽士︰母亲，鞋打法对阻塞得很厉害的人和被鬼附的人有什么效用？我们应否鞋打这些人…。 玛塔吉︰不要，我们要把兴趣转
移一点，给他们相片，让相片来为他们洁净，若他们对相片不感兴趣，就忘记这个人吧。你不应关心对相片不感兴趣的人，这是
最佳的途径，为何不必要的浪费自己的精力？
瑜伽士︰若这些人与我们有直接接触，例如他们与我们一起生活，那该怎么办？我们只是不能不理他们。
玛塔吉︰不，若他们对此事不听你的话，你要尝试与他们断絶来往，也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来处理。

Sahaja

Yogini:

I’m

telling You the names to get rid of it? [Laughter] Shri Mataji: No, no, no. Give Me in writing, you see. Give Me in writing and give
Me a photograph. Then I’ll manage. Sahaja Yogi: I’m living with some Shri Mataji: Hum? Sahaja Yogi: I’m living with some. Shri
Mataji: Alright? You give Me the names. [Shri Mataji laughs] Sahaja Yogi: No Ma,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m for six years. Shri
Mataji: Yes, but you give Me the names, and the thing, I’ll manage them. Can I have my sweater, it’s here. Sahaja Yogi: No, I
mean there’s no need Mother. Shri Mataji: Hum? Sahaja Yogi: There’s no need, You know? Shri Mataji: There’s no need at all.
Forget them. You see no need to do that, firstly. Secondly is that you learn you see they’re a good subject to learn. You see
otherwise how will you know what sort of people they are? Sahaja Yogi: All right. Shri Mataji: My sweater? Oh, there… What’s
happening to the biryani? The first attempt was biryani, [Mother laughs] and they asked Me the recipe, and – God save them – I
told them that “don’t try all these things,” but they said “No. we’ll do it.” So, they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Just give Me.) You
see among yourself only you can find out. Just now they say “How Kuli has answered the question.” Just don’t worry. (Who is
there?) You are living with stones and you are living with so many other things. This… Sahaja Yogini [Italian]: But, don’t You
think Mother of the children? Through their innocence they have more chances to get their Realization faster than the adults?
Shri Mataji: Children? Sahaja Yogini: Yes. Shri Mataji: Yes they can. But I mean, some children can be very nasty, can be
horrible. Can you close the window? Sahaja Yogi: shut the curtain rather. Shri Mataji: Better, let him do it. No-no I think better
[unclear words]. Sit down, sit down. Kya hala tumhara. Aap teek ho gay? Rustom: Abhi Ma. Almost. Hundred percent. Shri
Mataji Acha? Hundred percent. Sab pal tumha kya ha le. Aap teek ho gay? Bal tum lo gay si dira dev chalte ho… […Mother
continues in Hindi and calls in Marathi to the Maharashtrians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They can’t hear Me. [Marathi words]
Rustom: Mataji, shall we bring the khana here before Your feet? Shri Mataji: Ha? Rustom: Shall we bring the food before Your
feet? Shri Mataji: Kya what is it? Rustom: Shall we bring the food here, before Your feet? Shri Mataji: All right, if you want to.
There’s no need. You do one thing, you take it. Sahaja Yogi [offering food]: Mix something with it? Shri Mataji: No that’s all. Can I
give it in something so that you can…just pour it in. Yes please. Sahaja Yogi [French]: Peter is back. Shri Mataji: [Marathi words].
Very well done. Rustom? You have done it very well. Rustom: The ladies should be thanked Mother. Maureen and Cathy. Shri
Mataji: Very good. Little salt is needed. Rustom: Ah, that’s true. I thought so too. Shri Mataji: Very well done. Nichessa purani
kallo? [Marathi words] That is how we all meet and love each other and -nice isn’t it. Sahaja Yogi [Patrice]: Djamel is going to
have an army of Ayatollahs on their backs. [Laughter] Djamel: No, no, I’m trying to suggest the ideology around here, because all
the Ayatollahs are going to be trapped by the Americans. Shri Mataji: You know but, I must say I was surprised – thanks to you –
that your President has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He’s very much different. You know, he has helped President Carter in some
way, because President Carter has thanked him very much. Your President. Algerian. Djamel: Not supporting the- Shri Mataji:
No he has said something by which he, I don’t know, for some “unknown reasons” they wrote, that President Carter thanked the
President of Algeria. Bu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mosque? What are they doing there? Who could these be people? Patrice:
It’s a new messiah. Mother. one more. Djamel: I think they’re probably from the Muslim Brothers you know they… Shri Mataji:
From the? Djamel: There’s a sect called the “Muslim Brothers” you see they’re very extremist Shri Mataji: More than these?
Djamel: Oh, of course. More than these Ayatollahs. Shri Mataji: They are from what country, from…? Djamel: Oh, they’re
everywhere, mainly in Egypt. Sahaja Yogi1: Egypt, Shri Mataji: But Egyptians are against this. Djamel: We have them mostly in
Algeria, but they are not regarded, well regarded by people also Shri Mataji: What do they do, murders and things? Djamal: No,
they just have their own fanatic ways, you see? And sometimes they can be violent. Like in Egypt, they have been very violent.
Shri Mataji: Acha. I mean they have those weapons and things with them? Djamel: No Not, not, not generally no. But they are
capable, yeach. If someone tries to lead them, to lead them or something or other they can… Shri Mataji: Like we had… Djamel:
Organizing of so many coup d’Etats, you see. Shri Mataji: [To someone else] But dhal has salt quite a lot, tell them. So if you mix
it up with dhal, you need not have salt. Something like “Anand Marg” we had in India? Djamel: But nobody, in Algeria, nobody
really likes the Iranians anymore. Shri Mataji: Ah? Djamel: They don’t like this Ayatollah anymore. Shri Mataji: I think so…

Djamel: They think… Shri Mataji: I mean they have really insulted God! Djamel: I mean… He thinks God is only for the Muslims,
you know. Shri Mataji: Oh look at our Pakistanis. You know Americans always supported Pakistanis, and Bangladeshis against
India. Americans always have a speciality of always supporting wrong people. [Laughter] Then they withdraw, but always I don’t
know why they do it. Djamel: Mother, you see why, because the Muslims usually are against the Russians you see, so they like
the Muslims. But then you see, ? Vietnam? did not work out. Shri Mataji: Ah. Djamel: You see Communism supposed to stand
for atheism. Shri Mataji: Acha. No, it’s a very generalized way of saying, that, because they are Muslims, they will be against
Russians or they will be for Russians for Americans. Sahaja Yogi: The majority are against the Russians because they…I mean
they’re against…’cause when You were saying… Shri Mataji: Because they don’t believe in religion. Sahaja Yogi:
Yea…Whenever someone says “Communism,” automatically its… Sahaja Yogini: Atheism…yea. Shri Mataji: But, against India,
they have been always. Americans have been very much against India, and against favoring these two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s. Even Ceylon… Sahaja Yogi: Will be supporting… Shri Mataji: Even Ceylon, you know. They created all
enemies for India to deal with. If fearing God, fearing people are to be supported, then Indians are very God-fearing. Americans
are not. Sahaja Yogini [Italian]: Mother, can we use some of that salt for our food? Shri Mataji: Hum? Sahaja Yogini: Can we use
some of that salt? Shri Mataji: Nicely made. Eh? Sahaja Yogini: Yeach. Shri Mataji: They wrote down they whole thing. Sahaja
Yogi [French]: It’s the first puja where we sing something properly Mother. Shri Mataji: Hm? Sahaja Yogi2: It was the first puja
here where we sung something properly. Shri Mataji: Gavin practices. I was so enamored and so much, I must say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the way you sung the Marathi aarti. How did you get it? I’m just… Sahaja Yogini: When we were in India we
got it. Shri Mataji: Aacha. Gavin: We also had a tape, so we checked. Shri Mataji: Good. What about these Maharashtrian ladies.
Have they gone? Or they are there? Sahaja Yogi: Yea they were Shri Mataji: Ha? Sahaja Yogi: No, they at the back Mother. Shri
Mataji: They have brought something […Mother converses briefly in Marathi with those at the back…] Every body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eat. Nabhi is very much vibrating. Lower Nabhi. Kuli, some water for Me, to drink. Water. Sahaja Yogi: Mother. How
can we help people who are born Realized, who meditate with the photograph but cannot feel the vibrations. Shri Mataji: Can’t
feel? Sahaja Yogi: Can’t feel the cool breeze. Shri Mataji: How do you say he’s born Realized. Sahaja Yogi: feel cool from on the
palm from there. Shri Mataji: Ha? Sahaja Yogi: I feel cool on the palms from this person. Shri Mataji: But he doesn’t. If he doesn’t
accept Me, he cannot feel the cool breeze from Me. Sahaja Yogi [Scottish?]: This particular person has got the cool breeze, once
or twice, the cool. Just feel it and then not very… Shri Mataji: That means he has to accept Me much more. Sahaja Yogi:
Pardon? Shri Mataji: He has to accept Me. He has to accept Me much more. Sahaja Yogi: That may be the problem Mother, but
this person hasn’t actually had the chance to meet You yet. Shri Mataji: If that’s all, then he will get it when he’ll meet Me. Sahaja
Yogi: I mean he’s vegetarian. Shri Mataji: You see, when he’ll meet Me, he has to accept Me. If he doesn’t accept Me he cannot
get cool breeze. Deities know. Deities know about it. I’ll tell you a simple example: We had a visitor in our house, his name wa,
what was it? “Shaha.” What was his name, Mukud? Your friend. Sahaja Yogi: Mukuncha Shri Mataji: Mukuncha, Mukuncha. He
had his Realization and everything, he was a Sahaj Yogi, came to see Me but I was having My bath. So he went upstairs and
this Ganesha was kept there. And he started feeling his own vibrations, he never got any vibrations, nothing. He was surprised,
he got a shock. He thought that “what has happened” has he lost all his vibrations? And Ganesha would not give any vibrations
to him. So he came down, I’d finished My bath, he said, “Mother, I don’t know. What is what I did,” He didn’t even touch My feet
he was so frightened. “I’ve lost my vibrations; I can’t feel any vibrations from Ganesha!” I said ‘Really?” He said “Yes.” I said “You
touch My feet and now go and see.” He touched My feet; he went up, and the vibrations were alright. I said “He knows Me. You
must touch My feet first otherwise He’s not going to give you vibrations too.” Sahaja Yogi: This person now I was talking about
Mother, lives in Scotland, quite a long way off – so it’s difficult. But they, they not well-off. They’re on social security. So, this
person can’t come down to see you. Shri Mataji: I’ll go to Glasgow, some day. And tell him to accept Me, more and more. Then
his conditions will improve. Why is he on social security? Sahaja Yogi: It’s a lady, and her husbands on social security. He’s deaf
and it’s difficult for him to get a job in Scotland. Shri Mataji: Haven’t they got a job? They should try for a job. Also social security
people don’t get vibrations. Very true. You see, you are not to be parasite on your society. Yogi: He’s not a parasite Mother. He
trying to get jobs there. But, because of his infirmity, his deafness. Shri Mataji: No once in a while is alright if you…but you must
be trying for a job, I mean he shouldn’t like that kind of a life. Alright? So you tell him both the things, that “You must find out a
good job for yourself”, as well as – in this country is not difficult to make money, really not too difficult. Sahaja Yogi: It is in
Scotland, it’s more difficult than it is here, Mother. Shri Mataji: No, I mean – Sahaja Yogi: …shortage of jobs there. Specially for
people… Shri Mataji: Even if you do baby-sitting, you can make money here. You can. You see if you want to live on…because
of the social thing you have got it, you depend on it. Sahaja Yogi: I’ll tell them Mother to do about it Shri Mataji: But don’t tell him
like that, he’ll feel hurt. You just tell him that “Mataji was saying ‘you should try to accept Me more’ and I’ll get him a job also.” He

will find his job. (Can I wash, wipe My hands) Sahaja Yogi: Actually, it’s the wife who was meditating, and her husband I think is
born Realized too, but, he doesn’t meditate regularly. But he’s got the cool breeze. Shri Mataji: Oh I see. He’ll come round, don’t
you worry. What’s his name? Sahaja Yogi: The husband’s name is Tom. Shri Mataji: Tom. Sahaja Yogi: The wife is Jetta. Shri
Mataji: What’s it? Sahaja Yogi: The wife is Jetta. Shri Mataji: Jetta. Alright. You see they have to accept Me, that’s the only thing
is. Many people, They get vibrations, say, from Gavin, but not from Me. There are some like that! Kuli: Sorry, Mataji? Shri Mataji:
Hum. Kuli: I said to one man, “see if you can feel the vibrations from this photograph?” you see? He said “No, I don’t believe in
photographs.” So as a joke, then I said to him, see if you can feel them from Me?” He was willing to that, but he wasn’t willing to
put his hands to the photograph. Shri Mataji: See! He, Gavi, he’s telling us a concrete result. He’s saying that there was
someone whom he said that “Why don’t you see your vibrations from the photograph ? If you get the vibrations.” Then he said “I
don’t believe in photographs, I’ll not feel it.” So he said “Alright, you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if you get the cool breeze. He put
his hands to Kuli but he would not put to the photograph. Though Kuli would put his hands but he would not. Kuli: You know I
said to him “I got it from the photograph,” and he wouldn’t put his hands to the photograph. Shri Mataji [laughing]: Typical. We
have another one in India. Like Rajesh. He has got two sister-in-laws and they said that “we feel cool breeze from you, but not
from [the photograph] … 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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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及其与基督的关系 1979年12月10日 英国伦敦卡克斯顿礼堂 今天这个日子是要让我们记得，基督是作为一个人降生在地
球上的。祂来到这个地球上，摆在祂面前的任务是令人们可以理解，或可以说，是在人类的觉知中形成一种意识，即他们不是这
个身体，而是灵。基督的信息是祂的复活，即：你是自己的灵，而不是你的身体，藉由复活，基督展现出祂如何升进至灵的境界
，祂就是灵，因为祂是“唵(Pranava)”，祂是梵天婆罗摩，祂是摩诃毗湿奴(Mahavishnu)，就如我告诉过你们的那些关于祂出生的
情形。当祂以肉身像人一样来到这个地球上时，祂想要展示的另一件事是：灵与金钱无关，与权力无关。灵是全能的，无所不在
。但祂出生在马槽里，不是在皇宫或国王家里，祂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人家——木匠家里。 因为，如果你是国王，就如我们在印
地语中所说的“Badshah（国王）”，再没有什么比你更伟大。不是吗？意思很简单，没有什么比你更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装饰
你。因为无论你是谁，你都在最高位。世间一切所谓的东西都只像干草，Tranavat。因此，祂出生在干草堆里。对很多人来说，
这让他们很不高兴，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基督，这个来拯救我们的人，出生在那种条件下，为什么神不给祂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但对这样的人来说，无论躺在干草里还是马槽里或是皇宫里，都无所谓，全都一样，因为那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是如此超脱，
完全沉浸在喜乐中。他们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左右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可以掌控他们，没有什么舒适可以主宰他们
。他们是自己内在完全舒适的主人，他们已在自己的内在得到了完全的舒适。他们是满足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王。为什么
被称为国王，不是那些追逐物质或寻求生活舒适的国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舒适的条件，那很好；如果你没有，那也很好，
二者并无分别。

因此，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很多人，当我去到那里时，他们说“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基督以一个穷人的身份出生？”

这依然是人类自己关于神的概念。你看，他想要命令神，“出生在国王的宫殿里”。你不能命令祂什么。我们对神有自己的概念——
为什么祂是一个穷人？为什么祂是无助的？祂从未表现出祂是无助的，祂的活力远远超过你们所有的国王和政治家加在一起的总
和。祂不惧怕任何人，祂说出了所有祂必须要说的话，祂不怕十字架或任何此类所谓的“惩罚”。你看，只有人类才会对生活有这种
错误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想把这些想法强加于神，并试图让神也遵循他们自己的概念。神不是你们的概念，祂根本不是
个概念。也可以说，概念终究只是一个概念，这也是个概念，这是我最近刚刚发现的。这是人们所存有的另一个错误观点。他们
说：噢，概念就是概念。好吧。 SHRI MATAJI 说的，好吧。那又怎么样？但即使这个也是个概念，因为概念是一种思维。 你必
须升进到一个超越思维的更高的层次，进入无思虑的觉醒。在那里你不在思维中，而是在思维的间隙里，就是说，当一个念头升
起，又降下，两个念头之间有一个空隙，另一个思维又升起、落下，你在这些思维的中央，即我们称之为空隙（Vilamba）的地带
。在那里，你暂时静止了。然后，你就会理解基督了。 当然，神只是部分地在这里，来拯救我们，因为祂有许多的面相，我要说
，祂来到这个地球上，不仅要拯救人类，祂有很多面相，这也是人类的需求，你看，人类必须被拯救，为什么呢？你不应该要求
。我是说，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被拯救呢？他们为神做了什么？你怎能要求神说：“您应该拯救
我们？”你能吗？你不能那样要求。 因此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祂的到来是要创建喉轮和顶轮之间的通道——太初存有宇宙大我的
额轮，祂出生在那里是为了打开那扇门。在进化过程中，每一个降世神祇来到这个地球上，都是为了打开我们内在一扇与之对应
的特定的门，用于开启或点亮我们的意识之光。所以基督的到来恰恰是要打开那扇窄小的门，那扇被我们的自我、超我束紧的窄
门。自我和超我是我们思维过程的两个副产品，一个是过去的思维，另一个是未来的思维。祂的到来是要制造一个空隙，并且从
这个空隙中穿过。这就是祂牺牲自己、牺牲自己身体的原因。 对你们而言，那是一个非常重大、令人悔恨的事情。但对于这样的
人来说，那不是。那只是一出戏。祂们必须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这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把祂描绘为一个瘦弱无力的可怜虫
一般。祂从不悲惨，那样的人永远不会像你们那样悲惨。这是另一个概念，认为祂应该是瘦弱无力，骨瘦如柴，忍饥挨饿，骨头
瘦的露出来，一根根都能数的过来，太可怕了，我告诉你们。从祂的童年直到死亡，祂都是一个快乐的人。祂是幸福，祂是喜乐
，为了使你们所有人快乐，藉此启发你们的喜乐之源，给你们幸福的光芒，那正是你心中的灵的本质。祂来到这个地球上，不仅
是为了拯救你们，首先是为了给你们幸福，而且也为了给你们喜乐。因为人类在无明和愚昧中，常常毫无必要地打击自己、毁灭
自己。当没人要你去酒吧陷入麻烦时；也没人要你去赛马，然后破产；没人要你去可怕的假导师那里，惹上麻烦的时候，却是你
自己从早到晚寻求自己的毁灭。祂的到来像清晨的鲜花，令你快乐。首先是令你快乐，给你喜乐。 你可以看看任何一个孩子。至
少我知道我自己，我不了解这里滑稽的人们。我的意思是对他们而言鲜花看起来像荆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
但你看看，无论哪个地方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都是那样一个给人带来喜悦的小精灵！而基督是神的孩子，祂作为一个孩子来
到这个地球上，祂是给人带来最大喜乐的精灵。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整个宇宙，都应该是一个有着巨大
喜悦的节日。因为祂为我们带来光，藉由这光，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被称为神的人，有一个人将去除这种无明。这是开端。 所以
对我们来说，有必要先快乐，进而幸福、放松，不要像我们以往那样把任何事都看得那么严肃。因为神圣的生活不会令你严肃，
那全是一场戏，是摩耶幻相。我在人们所有遵循的仪式中都看到过，所谓的宗教人士，他们太过严肃，而无法对神虔诚。一个虔
诚的人总是哈哈大笑。他不知道如何隐藏他的喜乐，当他看到人们不必要的严肃时，他不知道如何控制他的笑声。我的意思是并
没有人死去啊（何苦要搞得那么严肃）。人们说话的方式，有时你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你就是控制不了。对于像基督那
样的人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会令他感到悲伤。如果你真的相信祂，那么首先请放弃这些：愚蠢的悲伤、生闷气、坐着闷闷不乐

、不理会任何人、沉默寡言惹人烦。 不应这样看待基督，而要去看祂如何去跟众人说话、祂是如何向周围的人展开手、如何尽力
给他们带来喜乐。祂说过，你将获得重生，也就是说，祂必须做这项工作，你会得到它，祂已经应允总有一天你要重生，基督要
降生于我们内在。我不知道基督徒从中明白了什么。你怎样实现“重生”？不是通过洗礼仪式。从神学院来的人，并不能让你成为一
名基督徒。就像在我们印度，我们有一些收费的婆罗门，就像在这里你们那些收费的人一样，你们明白的。他们整天吃、喝、享
受，只在晚上的时候进行祷告和讲道，这样一类人。你必须是被神授权的人。除非你得到神的授权，否则你不能给予喜乐。这就
是为什么我看到的所有这些人，所谓的大学者和大牧师全都是如此的严肃，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神的授权。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圣
诞节，从村里来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认为正在举行着某个葬礼。仪式后，牧师们回家了，你们怎么庆祝？喝香槟！在一场真正
的葬礼之后，他们也这样庆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喝香槟。 你怎么能通过侮辱祂来庆祝圣诞节呢？祂来启发你的觉知，因
为祂尊重你的觉知，它已经达到那个点了，但你试图把它拉下。这是理解祂的方式吗？祂已经允诺，你会被洗礼，你将重生，现
在在霎哈嘉瑜伽这个承诺正在被实现。所以要喜悦，在额轮这里，基督再次降生于你的内在，祂始终在那儿，你知道怎样向祂请
求帮助。但你们应理解的重点是，这一时刻已到来，你将得到经典中所允诺的一切，不仅是“圣经”中所允诺的，而是世界上所有经
典所允诺的。如今，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你必须成为一名基督徒、一名婆罗门、一名苏菲教徒，而这只有通过你的昆达里尼的觉
醒才能达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 你最后的审判也是在现在。神要对你审判只有通过你昆达里尼的觉醒，否则祂要如何来审
判你呢？你想象一个人，现在一个人进来了，他坐在这里要审判你。怎样审判？通过你修整过多少次头发？或你为圣诞节做过多
少缝纫？或你买过什么礼物，又送出多少张卡片？给多少人送过一些可能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不是那样的。或者你以什么价格买
了所有的东西？那些使我们变得独特的方式？我们将以哪种方式被神审判？ 不是那么肤浅的方式，人们说。那么，我们已达到什
么深度？让我们看看，我们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充其量，我们到达的那个点，只不过又是一个概念。因此，无论我们知晓的深度
如何，仅能上升到理性，上升到概念而已。超越这个之上的，我们无法到达。那么我们如何被审判呢？如果你去医生那里，人们
是如何被诊断的？他有自己的仪器，他把仪器打开，让探照灯的光照进患者体内，亲自察看说，就是这部位。而你的灵性将如何
被审判呢？ 如何判断一颗种子的好坏？通过发芽。当你发芽种子，看到它的发芽能力，你知道那是一颗好种子或坏种子。同样地
，你也将通过这种发芽的方式被审判。你实现自觉的方式、你保持它的方式、你尊重它的方式，这是你会被审判的方式。不是通
过你穿的礼服款式、你的佩饰、或你的发型；不是根据你是否身居高位、也不是根据你是否成为大政治家或大官员而审判；不是
根据你建过什么样的房子、赢得所谓的诺贝尔奖什么的；也不是通过你的慈善工作被审判，那样你会认为你捐了很多钱，所以......
因为如果你捐了很多钱，那将有一个巨大的自我在某处招摇，它会降低你的层次。 这是一个审判，在其中小片羽毛可能比一艘轮
船还要重得多。这是对于人格的一个不同类型的审判。你们可以看到基督如何被人类审判、如何被神审判。祂来了，像一片羽毛
出生在干草堆里。而祂的母亲从未感到这有任何的不舒适。同样的，那些自己未压迫过他人或受到压迫的人，将被评判为第一等
。 在昆达里尼的觉醒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其固有的缺陷。从本质上说，由于你以前的业力，昆达里尼有一些缺陷。因为你这一
世在做的、因为你所接受为实相的，都只是一个概念。因为当你不知道“绝对”的时候，无论你要做的是什么，那多少都带着一点无
明。你在这无明的黑暗里做的任何事，都会有一个黑暗的微粒潜藏其中。因此，在不知道觉醒之前，如果你已经宣扬说我们是伟
大的圣人、这样、那样，那你将没有机会了。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神圣的人，你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灵魂，那就没机会了！所有
宗教的祭司、神父、牧师将是最后得到自觉的人。 蚁蛭（Valmiki）在他的《罗摩衍那》里非常清晰地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
只狗被问到：“下一世你想要做什么？”于是它说，“让我成为什么都可以，但不要成为Mathadhish（Mathadhish是指牧师那样的人
）。让我变成什么都行，只是不要成为任何地方的牧师”。试想一下，狗都有那样的智慧。但我不是说，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像那样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很真实诚恳的，有些人可能是真正觉醒了的，被神授权的。但我相信他们没有被大众所接受，这一点我很确
信。因为我已经看过你们所有的历史，我曾看到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抛弃，并被折磨。但现在审判对错的时间到了。你们再也不能
钉死谁了，你们不能。每个人都会通过昆达里尼的觉醒被审判。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有三种类别的人。我不知道以哪种方式开始，
才能不吓到你们。其一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类，他们被称为Narayoni；第二类是天人生（Devayoni），是那些天生的求道者或
觉醒的人，大多数觉醒的人是天人生（Devayoni）；第三类是罗刹（Rakshasa）。这些天人生（Devayoni）被称为伽蓝仙众（G
anas），实际上这一类被称为伽蓝仙众（Ganas）。但……我们可以说，人类中叫做罗刹(Rakshasa)的物种，是那些邪恶的人。
因此，我们有邪恶的人、优秀的人，我们还有在这两种之间的人。优秀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是天生的自觉的人。我不会担心他
们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必须处理居于两者之间的人，他们正在期待着美好的事物，但也有些不太好的东西抓住他们。因此，我们
必须了解，这些人的昆达里尼有一些天生的缺陷。 他们首先是健康状况不好，身体不好，现实的身体健康不良。特别在这个国家
，人们忍受极其寒冷的气候，并因水中钙含量过多而面临其他麻烦。同样地，这因国家而异——正如他们所说的“地点的改变（sth
anvishesha）”，你们有你们的问题。就像在我们国家，我们有某些问题；在你们的国家，你们有某类问题，所以身体问题依据你
出生的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决定要在特定的国家出生。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份认同也达到如此显著的程度
，以致于有时候甚至认为自己并没有缺陷。根据你在健康方面所遭受问题的数量，每个国家都归为一个类别。因此，一名霎哈嘉
瑜伽士应该知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身体是神的圣殿，你必须要看顾好你的健康。你也知道，昆达里尼升起时发生的第
一件事就是由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工作，你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由于副交感神经系统给你带来的启迪流通进入交感神经系统，
于是你的健康得到改善。 因为时间很短，今天我不会详细讲述那些。但是，如果你读我的……可以说我没写过多少书——如果你
听我的讲座，其中一些已经被书面记录下来，你会知道昆达里尼如何帮助治愈大多数疾病，不包括那些正被人为因素干扰的疾病

，比如肾脏疾病已被霎哈嘉瑜伽治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治愈肾脏的问题，但一个依赖仪器的人，我们曾尝试过，不能被治愈
。我们可以给他延长寿命，但他不能被治愈。而且任何时候治愈人并不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记住这一点，没有霎哈嘉瑜伽士要从
事治疗人的工作。病人可以使用我的照片，但霎哈嘉瑜伽士不要去给人治疗，因为那意味着你是一个大慈善家。我见过一些一直
在从事治疗的人，他们进入到这样一种治疗的狂热中，以致于他们忘了自己也正感染着一些东西，自己也还陷在某些麻烦中，他
们从未治愈自身，最终我发现他们也被抛出霎哈嘉瑜珈。但用照片可以治疗人们。不要以为你的责任是做一个伟大的所谓的身体
救助者。不，你不是。你是一个灵性救助者。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只是一种副产品。因为如果基督必将被唤醒，如果神
必会来到这个身体中，那么这个身体必将被洁净。洁净身体是通过昆达里尼完成的，并且不像医院里那样各部分独立分开地工作
。 我知道一些人，他们对于治疗的力量如此着魔，以致于他们开始定期到访医院，最后他们只有在医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
甚至不愿来参加活动，他们甚至不愿意来见我。因此，这是你拥有的最大障碍之一：身体的要素（Vyadhi） 。身体的要素也不应
该让你下跌太多。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些问题，请忘记它，逐渐地它自然会得到改善。一些人需要时间来恢复。但最重要的事是
成为灵。所以不要总是说“母亲，治好我的病，治好我的病，治好我的病”，只是说“母亲，请给我灵性生命”，这样，你会自动被治
愈。有些人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被治好，没有关系。你已病了一生。需要多一点时间（治疗）也不要紧。还是遵循我们教过的
针对不同疾病的方法就可以了。特别这个国家的肝病、感冒和你们所谓的痛风及所有这些疾病的烦恼，针对所有这些，我们有治
疗方法，针对糖尿病，我们有方法治疗。但请把它当作对你身体的责任，对神殿的责任而成就出来。但那不应该是你生命的终极
目的，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这就好像把整个场地打扫干净，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他们说：“为什么你要做清
理？”。就像我们看到Oxtead的人们，我惊讶于每个人常常把家里的一切擦洗得光亮整洁，包括所有的东西，草坪也修剪得非常漂
亮，一切都做得非常好，甚至都不会有一只老鼠会进入他们的房子。 在一起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进来，只有
出去。他们是如此苛刻的丈夫、妻子。在清洁、整齐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上都如此苛求，而夫妻双方甚至从不互相交谈，我曾经见
过那样的情况。除了我们的房子外，还有七所房屋。他们都对于那么多人来我们家感到惊讶。他们说：“您这是一所开放式的房子
？”我说：“是的，这是一所开放式的房子。”他们不明白我们怎么了。没有人会看那些擦洗得一尘不染的东西或任何其他东西，所
以这就是原因所在，即我们不应该走向极端，从而变成一种所谓真正的霎哈嘉瑜伽，而其他最重要的事情却被遗忘了。我告诉过
你，健康会逐渐好转的。但注意力应放在你的灵，注意力应该放在你的灵上。因为你的注意力会进入各种不同的方向，并卡住。
你只要允许灵运作，健康好转就会成就。 我感觉到的第二个障碍叫做心慵意懒（akarmanyata）。这样的人被称为懒虫（Osnath
），意思是一个人不想去成就它。当然，对于那些无用的、不想获得自觉的人，就忘记他们吧。但是，即使得到自觉后，他们不
想去成就，那就是一个先天固有的问题。他们是懒惰的，简而言之，他们就是懒。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非常普遍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我看到一幅图片，在图中，甚至也有你们国家的人去了德国，炸毁了一整座正在发射自动巡航炸弹的机
器和工厂，他们这一切做得很彻底，可能正因此，现在我们的孩子可以玩得很开心。 但在霎哈嘉瑜伽，你们必须保持警觉。当人
们来到这里时，霎哈嘉瑜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得到他们的自觉，他们感受到凉风又再失去。其原因是他们不想去成就它，这
就是另一个危险：心慵意懒（akarmanyata）。当迷失一年后，他们将会回来，说“母亲，我们不相信它。但我有一些胃痛，你能
治好我吗？”你们没有用拥有的所有力量装备自己，而是成为另一个无用的人，竟然来这里浪费我的时间。这些力量都在你内在，
这是你的财产，这是你内在的的灵性属性，它本来即将显现。但由于你接受的某些障碍，它未能成就。我们可以说这是心慵意懒
（akarmanyata），心慵意懒（akarmanyata）就是不把这些力量成就出来、不认识它、不理解这些：霎哈嘉瑜伽是什么、如何操
作、生命能量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人们就只是说“噢，这太过分了。”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实相，因为一旦你的昆达里尼升起，
一旦光进来。在此之前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你突然见到有光射入，你不想睁开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沉睡了太久。 即使你睁开一点
点眼睛，哦，天哪，你不希望面对光，因为你认同了那种状态，你不想睁开眼睛。昆达里尼打开你的眼睛，毫无疑问，但你再次
把眼睛闭上了。所以停止心慵意懒（akarmanyata）是你的自由。 现在，这也可以是很集体性的，这些内容我可以告诉你很多，
那是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传播扩散，比如说，在那里的夫妻。妻子是那样的人，丈夫不是去提升妻子，他会屈从妻子，特别在
西方社会。在印度恰好相反，因为在印度，丈夫更多的居于支配地位，女士会屈从于她的丈夫。所以会发生的是，两个人中那个
得到自觉的人也浪费掉了。而非两个人都能很好地得到自觉并保持在那里。如果已得到自觉的那一方放下自我意志，说：“不，我
打开眼睛看，让我看看，我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 如果他们接受，那么光就会运作，然后他们会去到第二步。 凡事不能像喷气
式飞机，在这儿坐下，下一刻你就在月球上了。即使是在月球上，你也许开始了第三个危险——Samshaya即怀疑。我不知道该
怎么形容这种怀疑的疯狂。例如，你们在这儿的人当中，我会说，至少，我不知道会有多少百分比的人第二天会走出来，大声宣
布说：“我还是在怀疑”。那是智慧的标志吗？你在怀疑什么？迄今为止你有什么发现？这念头从哪里来？是我在一个接一个的演讲
中所讲述过的“自我先生”吗？是自我先生在怀疑？因为他不希望你能找到绝对。你认同你的自我，你不想找到实相，因为这“自我
先生”从头至尾一直指导着你的生活。而现在你想怀疑。怀疑什么？你正在怀疑什么？你已感受到这凉风。对吧？然后坐下来吧。
这就像是某些人进入大学，他们首先在那里坐下来，老师说：“现在这是我给你们的图解”。学生站起来说：“我们怀疑”。真的吗？
那老师应该说什么呢？但学生们不会那样说，因为他们已经付费了。他们付钱了，即使这是一场糟糕的戏剧，无聊透顶，我们仍
然要走过场，因为我们付钱了。你明白吗？走过场。“毕竟，我们已经付过钱了。”你明白吗？怎么办？”但是对于霎哈嘉瑜伽你不
能付钱。我见过各种愚蠢无聊的人接受这么多的导师，像某人说：“我要教你怎么飞”。他们为那做好完全的准备，他们出钱，毫不
怀疑，正在宣扬这事的家伙，他会不会飞。你见他飞去过哪里吗？请至少要求那人飞飞看。他们亲眼看见昆达里尼升上来，他们

会看到它正有规律地跳动、上升、冲破这里，他们仍然会坐下来说，“我怀疑”。现在你是谁？你进展到什么程度？你为什么要怀疑
？你在怀疑什么？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了解多少？ 现在，在这关键时刻，让你自己谦卑下来。在你的心里谦卑下来，“不，我还不
认识我自己，我必须认识我自己，我还不认识自己，我没有达致绝对。我凭什么怀疑呢？”这是昆达里尼觉醒以及觉悟之后的最大
障碍之一，这个障碍叫做怀疑（Sanshaya）。 第四个障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习惯性犯错（Pramaada），因为习惯性犯错（Pr
amaada），我们一直蹒跚不前。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有些事人们必须遵守。如果你驾车上路，比如你习惯于欧洲大
陆式驾驶，所以你总是拐向错误的一边。若在伦敦，你会被逮捕。同样道理，迄今为止你一直采用欧洲大陆方式驾驶。而现在你
在伦敦，所以你最好接受伦敦人的方式，了解这里的道路、地图及所需的法规，并试着去遵守。但关键问题是你却怀疑它，而且
你不想遵守。所以习惯性犯错（Pramaada）便是由此产生的错误。因为昆达里尼的觉醒是一份免费的礼物，给予来到这里的任何
人，给予曾去过地狱或天堂、或做过相关事情的任何人…… 为什么你要怀疑？你没有付一点钱。这两件事密切相关：怀疑和习惯
性犯错（pramaada）是我们一直以来所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在怀疑，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它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道路的
规则，我们就开始驾驶。然后我们出了交通事故。当我们出事故时，我们为此责备锡吕玛塔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我们责怪霎哈嘉瑜伽，责怪我们内在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不责怪自己，不，我一定是犯了错。好吧，没关系。如果我犯错，
我会改正的，没关系。母亲是宽容的，毫无疑问，我宽恕，但有时我的宽恕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除非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你
应该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你已经走上的路。因此，要了解道路的规则。那便是我们所出现的称之为习惯性犯错（Pramaada）的
问题。 那之后，我们有另一个固有的问题，称为幻觉（Bhramadarshan）。我们开始看到幻象，特别是使用LSD(一种强烈的致幻
剂)以及所有类似物品的人。他们看不到我。有时，他们只见到光或类似的幻象，看到未来或过去。他们可能会把我看成是某些其
他的东西。如果你在梦中见到我，那很好，或在梦中看到某些事，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你开始看到所谓一些幻象（Bhramadarsha
n）的东西。“Bhrama”是指幻觉，然后你开始出现幻觉。 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人们开始说关于幻觉的谎言。我知道每一个人。当
这幻觉开始运作，最危险的事情也是关乎生命能量的。有些人极其自信独断，我知道，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他们要支配每一个人
，说，这件东西的生命能量不好，那件东西的生命能量不好，然而他们并没有掌握这些。现在如果我，不知为何，我必须非常小
心，我不能像一个老师那样说话。所以不知何故，我要说，“你给自己画一个班丹，把你的手朝向我，看看你自己和所有的一切吧
。” 如果他们万一知道，我已经发现他们正在说谎，那他们就完了。我必须为他们的所有虚伪保密。碰巧你看我非常谨慎，因为我
知道他们总是站在容易打滑的地面上，所以，即使我以不那么直率的方式提到，这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那
是为我们好，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不应该被自己的想法引入歧途。接着到来的另一个障碍是摇摆不定的注意力（Vishaychitta），
这种情况下，注意力被你以前认同的对象所吸引。如同你们曾经的注意力那样，“你看我非常喜欢板球”。好吧，你喜欢，但你不应
该是个病态的人。我的意思是喜欢板球并不意味着你要变成一只板球棒，你对别的一无所长。对于其他一切出于实用目的的事，
你都不擅长。对任何事情都如此这般疯狂，会让你的注意力进入一种非常错误的状态，对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也都没有好处。 今
天的讲座更多的是针对霎哈嘉瑜伽士的。所以我正指出，有哪些维持我们觉醒的天生固有的危险，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
在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其他两个很大的危险是：有人被附体，一些念头钻进他们脑袋里，他们开始唱歌，这个，那个。有时我
很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看到一个魔鬼通过他们在发言，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告诉他们“哦，请停止吧”。即使是在赞美我，
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情况。但他们就是走上来说“母亲，我们想给你唱首歌”。好吧，完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
唱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方面的知识，是其他某些东西在做这事。
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你被附体。有一天，有人来找我，说：“母亲，我感觉非常自信！！非常自豪！！！”

“真的吗？！”“我觉得我

非常擅长做一些事情！”他做了。首先，他看到附体钻进他身体，然后，他以一种很糟糕的方式做了事。我知道每个人都对他生气
。但我没有生气，因为做事的是附体。 你不知道，当被附体时人们能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在疯人院结
束生命，但因为成了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有机会升进），但由于这些人仍没有在其应该的位置安顿下来，所以他们做所有这些事
情。然后还有两个阶段，会使昆达里尼升起又降下，这是一个人内在固有的危险。很多人问过我，“母亲，如果我们得到自觉，会
保持在那种状态吗？”确实是会保持下来，但只是部分地保持下来，有时是非常少量的一部分，有时整个地都被吸回，被吸回。如
果是这样，那么你会说，“我们开始怀疑”。哪里有写过——“无论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将会被提升并安置在某种伟大美好之中”——这
可能吗？即使我要从这里去印度，我还必须接受预防注射和疫苗接种，我必须获取我的护照，通过面试呢。 如果你必须进入神的
国度，那么你将接受审判。不仅是审判，甚至当你出示一张恩典标签和所有这些，然后被获准进入飞机后，也许他们还会请你下
来。这是可能的。那种情况出现在一些昆达里尼下降的人那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危险的信号来自于许多问题：例
如导师的问题、去到错误的地方、去到幽灵那里、做黑巫术、向非降世神祇敬拜、崇拜假的神明、做疯狂的仪式，不合时宜地禁
食、不理解禁食、礼仪、轮穴的标志和之间的联系以及霎哈嘉瑜伽完全整合的意义等，从而昆达里尼下降了。在一些人中，你已
经看到昆达里尼升起，又立即降下，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也真的很麻烦，但昆达里尼仍然是可以被修复的。 人们应该
知道，我们拥有的最后的危险是你开始觉得你已经成为神或降世神祇之类，这是最大的危险。然后你开始把律法攥在自己的手里
，开始斥责他人，或做各种专横的事情，或让自己凌驾于自我满足之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谦卑是唯一的道路，好使你了
解在你面前的是一片海洋。你已经上了船，很好，但是你必须了解更多，必须理解更多，你仍须照看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
Chitta），你的觉知。 而且你还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成就出来：你要真正将自己稳固下来 成为一个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由
此，集体性成为你存有的一部分，由此，你再无疑惑。你从无思虑的觉知跃进到无疑惑的觉知。除非无疑惑的觉知发生在你的身

上——不是思维，而是一种状态——在这状态中，无论何时你只要抬起手，昆达里尼就会升起。除非且直到你已经达致那状态，
请努力把无疑惑的觉知成就出来，不要懒惰。 你必须看看自己周围，与人们会面，与他们交谈。你谈论它越多，你做得越多，你
给它越多，它会流动越多。你坐在家里越多，“哦！我在家里做普祭”，没用的，它会越来越停滞不前。你必须把它给予别人，必须
为他人着想，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得到它。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世上已显现的所有力量而变得自负，
绝不会。当这些力量真正显现时，你真的绝对不会意识到。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太阳说，“我是太阳”。他会这么说吗？当他是太
阳时，那里有什么？如果你去问问太阳“你是太阳吗？”他会说：“是的，我就算是吧。我能做什么呢？”就这么简单，你知道你成为
一个很简单的人，绝对简单。因为没有伪装，没有复杂。你就是那样。因此，如果有人问你可笑的问题，你说，“顺便说一下，有
什么可问的么？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是觉醒的灵魂。我是。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以这种理解力去到霎哈嘉瑜伽。我必须
说，我很惊讶它是如何奇迹般运作的！且它正在成就着。但是只有你才可以使它在你之内安顿下来。 现在，在你们中间，有的仅
在边缘区域。我们把他们放在边缘区域，这点你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中有些人进入中心。另外还有一些极少数的人，是在内圈。
他们所有人仍然都处在一种状态中，在那里他们可能像正切线一样被抛出去，你看。然后你不明白为什么一名霎哈嘉瑜伽练习者
像那样表现。如果你看到一些霎哈嘉瑜伽练习才像那样的行为，沿着正切线走，要知道，你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所以一定要小
心。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庆祝基督诞生的伟大事件时，让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内在出生，伯利恒（注：耶稣降生地）是
在我们内在。你不必去到伯利恒，祂在我们内里。祂在那里，我们必须照看祂。祂仍然是一个小孩子。你必须尊重祂、必须照顾
祂，因此光就会真正地发光，人们会知道你是觉醒的灵魂，没有人会怀疑你不是。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Mataji Nirmala Devi.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H.H. Shri

1979-1230, 对轮穴的建议
View online.
对轮穴的建议 1979年12月30日 印度孟买 据说神就是爱。这句话我们听到过很多次了，许多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什么是
爱。但是，理解爱最好的方式是去感受它。即使你们面面俱到地去解释或者描述爱，虽然人们已从各个方面描述过爱，但没有体
验爱你们就不能享受爱。 我们得到这样的体验，是因为神自己在我们内在安置了吸收并彰显这份爱的机制。这是我们内里非常精
妙的机制，极其微妙。这个机制被安置于我们心里，而由于我们的无知，很多次我们破坏了这个机制或扰乱它，甚至有时候彻底
毁坏了它。 爱之光是喜乐。其他任何事物不能给你们喜乐。只有你们在心中感受到的爱才能给你们喜乐。这个机制在我们内在的
七个层面发挥作用。在这七层的外围，我们得到了这喜乐上升所带来的涟漪。它们来到我们头脑的海岸，并创造喜乐的气泡。然
而，如果脑袋是一块非常理性的石头，那么这些气泡就消散了，对这石头没有任何效用。因此，一个有爱的人比一个理性的人要
好上千万倍。 但是，大多数人仅在最外层感受到这个爱，那就是根轮的光。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根轮有排泄作用，我们的排泄功
能良好是多么重要，或者说令我们感到多么轻松。这是个基本的事情。但是这种轻松给你们一种快乐或幸福感。如他们所说，这
非常粗俗、非常“低级”，但是对我们而言得到这种快乐非常重要。但是，要让这个快乐不凌驾于所有其他更深层敏锐的快乐，那就
需要纯真。我知道人们无法纯真，但你们自己必须纯真。而通过霎哈嘉瑜伽，通过清洁根轮你们能够（成为纯真）。 因此，我们
的根轮必须洁净，这非常重要，我们的纯真必须建立，好使这些粗俗的快乐不会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好使我们不会奴役于
这些这些粗俗的、给人欢愉的宽慰之物。然而，在霎哈嘉瑜伽，洁净你们的根轮绝不是说要你们在任何情况下去追求任何形式的
强迫阻挠，而是要给这些涟漪自然的释放，就像纯真的孩子那样，不需要让这些涟漪回到所有其他层面的喜乐。 你们一定曾经见
过，当这些海洋中的涟漪触碰到海岸时，它们折返回去。如果海岸是由非常坚硬的石头构成，回转可能很深，浪头可能会更大。
如果脑袋非常自我导向，被自我所覆盖，那么这些快乐在生活中的显著性会比正常情况下大很多。纯真是唯一的方法，能够中和
这些返回的涟漪对其他六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的作用。 再进一步，你们知道第二层是创造力的欢乐。在创造力的欢乐中，当这欢乐
来到我们的内在，它再次返回到外围。对于有些人来说，创造一些东西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发狂——他们为之疯狂。他们认为
，去创造一些思想、创作一些书籍、制造一些艺术印象等等的是如此重要。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去创造。这种
创造力，当它碰撞到某些理性的头脑，它给他同样的更深层的反应，这个人开始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不管他对世界做什
么都是正确的——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观念的创造者。这种人可能变得非常非常地教条、专制，甚至可能成为暴君，因为
他认为不管他做了什么，在他看来，都在显示结果，展示成功。他把整个事情都合理化，而整个事情返回来，更深入地进入他的
内在，覆盖了他所有其他的轮穴。 因此中和第二层面的是无思虑觉醒——nirvichara。当你们的意识得到启发——三摩地——你们
处于无思虑觉醒的状态，那么无论你们创造的什么，你们只是看着它。在无思虑觉醒中，你们真正享受你们所看的或你们所创造
的一切。你们处于无思虑的觉醒中。那就是它（创造的欢乐）保持在外围的方式。重要的是，这应被保存到头脑中，因为头脑是
它的记录者。如果头脑是一种无法记录的坚硬物质，不再敏感，大部分创造的欢乐在大脑对此做出反应时就丢失了，那整个喜乐
就完结了。 比如你们创造一幅画。你们只是创造它，不带任何想法地看着它。你们将心中全部的喜乐倾注到画布中，这喜乐会将
你们完全地填满，你们感到喜乐的流动。如果创造是在无思虑中完成的，那么它就是最美秒的。除了它会是最美妙的之外，它也
是最完美的，因为这样的画、这样的艺术、这样的创造、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书、这样的观点，会散发出生命能量。如果它是在
无思虑中完成的，这种散发生命能量的协同效应将会是完整的。这就是为何那些自觉的灵，当他们创造事物、或制作某些东西，
你们会很容易发现它是否在散发生命能量，非常容易。 以同样的方式来到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心，你们的脐轮。脐轮，或者
你们可以称之为脐部能量中心。你们吃完食物的快乐无法形容。在马拉地语中他们会说“Ata tsangla pote bharla amatza”（现在我
肚子满足地饱了）。如果你们饿着你们甚至不会接受霎哈嘉瑜伽，不会接受神。即使神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会说，“首先，让我填
饱肚子，哦，神啊，然后我会和您说话。”然后当你们吃了食物，你们从食物中得到的快乐也照例走到外围。如果它走向理性的石
头，就像我说的，那么再一次它的影响会变得更深。如果你们开始思考它，你们感到“我吃了食物，其他人也一定要吃。”这个那个
然后所有这些事情。然后你们想着“我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我必须再吃点东西来填饱我的肚子。”

现在，当你们是，就

是说，你们的胃是有限的，你们不能吃下成堆的食物。一些人可能能吃下，我不知道，否则有些人又会在这事上开始争论。一些
人可能可以吃下很多，我没有否认。但大部分人的胃都很有限。当你们的胃有限时，你们开始想着，“噢！我的胃有限，脐轮的快
乐还不完全，让我想点其他法子吧。”然后你们可能以酗酒结束，因为你们认为酒精在肚子里不占空间。你们认为它在肚子中另有
一个不同的空间？ 我见过人们喝啤酒。我感到吃惊，人们能喝下那么多的啤酒！你们都不能喝下那么的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
们可以一品托接着一品托地持续地喝啤酒，从不感到满足。这时候，开始朝向左边的快乐移动。这是左脉的起点，我们开始了。
在那时，你们认为通过喝醉，你们进入到一种非常罗曼蒂克的情绪中，或者某种类似的荒谬之中。然后你们开始花费所有的时间
，浪费你们的生命，变得懒惰，走向惰性。你们可能喜欢上毒品。酒精，我会说，可以到达一个人的心脏或者肝脏。肝脏变得越
来越硬。你们喝得越多，你们就变得越糟糕。 然后，人们继续着，浪费时间试图从一些对你们来说非常危险的事物中获得快乐。
任何人说喝酒非常不好，人们马上说“噢，他绝对是维多利亚时代（过分规矩）的人。”或者其它任何给那人打上的标签，我也不知
道。现在，如何摆脱脐轮的难题？因为那些快乐如此短暂，你们在任何情况中都能看到。现在脐轮的快乐也是如此短暂。你们也

并没有享受到很多，如果你们享受到很多的话，你们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它。因此中和的点是满足感，你们应该感到满足。
你们吃了两口，感到满足了——即使只是吃了两口，你们也会比一个钵迦罗刹（指能吃很多的罗刹）要更开心，比你们吃了一大
堆米更开心。 感到满足是能够中和你们脐轮的唯一方式。在你们所有的需要中，物质的需要是没有尽头的。你们不断地提供各类
东西，你们会不断地要求更多。但是你们根本没有享受任何东西。你们买回来一块布，给自己做了一件衬衫——你们还想要另一
件，因为办公室的一个人有这样一件衬衫。于是你们跑遍世界去找一件那样的衬衫。但是那个正穿着这个衬衫的人，他也在跑遍
全世界来找一件和你们做的一样的衬衫！ 因此，这种愚蠢的行为越来越多，而脐轮仍然处于大混乱中。因此其中一个中和点，最
重要的就是脐轮的满足感。在每一点你们都应该尝试感到满足，“好吧，如果我没有得到它，我是满足的。”在那一刻你们会得到那
喜乐。“我得到了这样东西，那么好的，我满足了。”你们会得到那喜乐。其他人也会处于快乐之中。想象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住在
一个房子里。我的意思是你们不喜欢这样的人，它看起来有点奇怪。 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因此，满足是我们可以享受的唯一途
径。甚至说，我正在用英语讲话，你们只是看看是否享受这其中的满足感？假设我不是一个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我可能出生为一
个日本人，或一个中国人。假设我正在说三千字的中文，“ting

tung

tang”，那么谁能理解我说了什么?因此，再次地我们来到同样的问题，无论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满足吗？
那些寻找蜜液的人的人，不会在乎那些字句，他们只是想获取玛塔吉说话的精髓——选出它。那就是你们如何感到满足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麦克风被移走了）
（这部分没有在音频中）

母亲：即使对这笨重的家伙我也满足。
“Jaise

rakha

（笑声）
ho

（音频被切断）
taise

hi

raho”(就像卡比尔说的，“无论你们如何留住我，我都享受”)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的主题。“Jaise rakha ho taise hi raho。”对神来说人
类真的……停留在那种情况，在最开心的（不清楚）。带着最大的幸福，一直如此。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每天吃得更多，或者
我可以走路。如果你们不想这样，我会（不清楚）。脐轮的深度，可以看到，你们学会了……或者可以感受到，满足感。一个不
满足的人，会对一切都不满足。 举例来说，假如我现在想要不满足，我可以说，“你们为何要把它挂起来，我面前有两种颜色，还
有这个脏的手绢？”或者我可以说点其他的。如果你们以不满足为开始，愚蠢就无止境。但如果你们以满足作为开始，那就是关键
点。你们不用再继续向前——这条路，那条路——你们只是走向深入。 用马拉地语也可以说些事情“Mala udatatsa nai, mala
tsalatatsa nai, tav lawala ki gele, asasts kara tasats kara.”我告诉你们这种人是如此令人头疼（笑）。他是这样的一种人，只要你
们看到就会感到，“噢，天哪，我今天干什么了，以至于遭受这个？”一个人应该像花朵一样生活在世界上。你们看不见它们，它们
是如何盛开何时盛开。只能在它们绽放时，感受到它们的芬芳、它们的爱。 没有自觉你们不能有满足。在自觉之前，如果我说，“
你们应该感到满足，”那只是在洗脑。你们不能做到。在自觉之后（你们可以），因为你们发现了什么能让你们的灵满足。那就是
为何你们的优先次序会改变。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就得到满足。 你们可能做许多的劳动去得到某些东西，你们可能是一个非常沮丧
和不开心的人，你们可能一直都在责怪你们自己。同一个人也可以是最幸福的人。一些人做了许多这样的工作。You

tell

them:

“Go and get a flower.” 你们告诉他们：“去买一朵花吧。” “噢，母亲，这些天很困难，您知道吗？”开始（抱怨）了。买一朵花，意
思是，“现在花非常贵，您都不知道。过去只要一个硬币，现在最少要两个安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前的一种铜币），很困难。”
“阿克哈·巴巴，拿两个安纳去买回来吧。” “但我能怎么去呢？这些天坐公共汽车也很难……”开始（抱怨）了，“这朵花永远不会有
，你们的两个安纳会失去。你们的公交费也会失去。” 因此一个满足的人是最高效的人。我们国家受脐轮之苦，这就是为何我们是
非常低效的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借口。比如，“这样行不通的，因为这个不起作用。”我们的低效源自我们脐轮的问题。如果你
们是一个满足的人，你们的工作也会是令人满足的。如果一位女士有一个好的脐轮，当她做饭时，一点点食物你们就会感到很满
足。不管她做的是什么都会非常棒。因此，对所有脐轮的问题，必须要记住的一个口诀就是满足。 现在我们来到幻海，尽管在这
七个层面中，幻海和脐轮有点混淆，但是我们也必须来看看幻海。在正法中，在持守中，我们得到幸福感。当我们尝试对人友好
，我们从中得到快乐。但是有一些本应该是正法的人可能非常可怕。他们如此令人厌烦，以至于你们这辈子都想逃离这样的人。
他们本应该是非常虔诚的人，他们在早晨四时起床，折磨周围的每一个人，然后他们做摇灯礼，用你们所谓的檀香油做按摩。然
后去洗澡，一边不断唱着大段的颂赞。每个人都必须醒来。可能，母亲只睡了一会儿：她要照顾她的孩子们或者其他一些持续进
行中的事情，但他们一定要惊扰每个人，声称他们是正法的。脾气非常暴躁，愤怒的人。 这种正法可以以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方
式被中和，那就是，正法是专注在你们自己身上，向内的。好比你们想要给人捐献些什么，那么它只是你们与神之间的事，完全
没必要去外在地表达这种捐献。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神保佑我远离许多诚实的人，我告诉你们，有些所谓诚实的人如此生硬，
以至于你们不能接近他们。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诚实的，他们就有权力去割掉每个人的喉咙。（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在马拉地
语你们看，我们对这样的人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我们称他们是“祭司（karmathas）”和绝对是个长官。对于这样的婆罗门，如果他
从这边来，你们最好从路那边走。要不然他可能会狠狠地打你们。你们问他，“干嘛呀？你们为何重重地打我？”“因为你们不应该
把头偏分到那种程度。玛塔吉说过，‘应该在中间位置分缝儿！’” 但是，这些是我针对你们说的，而不是对其他人说的。应该聚焦
在你们自己身上——正法是为了我们自己。“玛塔吉说过……”我有时对我“说过的”感到吃惊。许多人有这样的坏习惯，到处说“玛塔
吉说过这个应该要做。玛塔吉说过那个应该做。”我不知道我是否这么说过。但是为何你们这么说？你们应该说，“我说。”为何你
们不说“作为一位霎哈嘉瑜伽士我说”。这都是你们自己的。在正法中，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清洁，而不是别人的。你们和你们导师
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

假如你们来告诉我一些事，“母亲，这是您和我之间的事。”那就是你们和我之间的，尽管我不被它所

束缚，一点儿也不。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说出来，但是99%的情况下我会将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留。因此，这是关于你们自己

正法的秘密。它的美丽之处在于，你们看到其中的微妙——Sukshmat

baga。如果你们是一个有正法的人——它是如此甜蜜，你

们知道吗？突然之间你们就会发现，它会像钻石一样所有的切面都在闪耀。突然之间你们会发现这个人，“噢，他是一个多么美好
的人！” 但是你们不是在照看你们自己，而是照看所有人的正法。那么同样的事情会发生，正法之喜乐只有在你们将正法求诸于自
身时，你们才能感受到。那不能被分享。美德不能被分享。我能与你们分享我的美德吗？我不能。你们可以支持它。有人是贤德
之人，那么你们就可以支持他。但是正法之喜乐，那种超然的甜美，落到你们的心里，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享受到。你们享受
你们自己的贞洁。

当然，经文上写着“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有这些都是戒律，但戒律只能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于你们。

一旦你们开始对其他人这样做，那你们就完蛋了！你们便失去了你们自己正法的喜乐。现在我们有一个Kulkarni先生，他的正法便
是像这样。这里有像Pati先生的圣人。很多像这样的人。我是说，我不想再提更多的名字，否则“J”就会开始嫉妒了。但是我们有
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内在拥有正法会突然向你们展示出来。然后你们试着去考验他们，他们将会告诉你们，“Pan

Mataji,

tejat

amtsa tsukel dar”。如果你们完全在正法中，你们永不会向其他人教授正法。宣扬宗教是违反宗教的。你们不能说教，你们怎能说
教？我不能理解，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理解，你们怎能宣扬宗教？除了那些降世神祇之外，我们只能发展我们自己，吸收我们自己
的正法。祂们可以告诉你们什么是宗教，但是祂们不能把宗教放入你们内在。而当你们开始享受你们内在的宗教时，你们内在正
法就会越来越多，你们开始尊重你们自己。你们的自尊出现了。 因此，我们接受这点，宗教就是尊重。能够中和以宗教之名做错
误事情的方法，就是尊重。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的宗教。尊重其他宗教原理。关于宗教我说“nai tu utlen ani lagle bhootatsa ma
ge”（意思是“否则你们会站起来开始跟着亡灵跑了！[因此我要澄清]”）。再次重申，还应该有明辨力。我说的是尊重你们内在的宗
教，尊重其他人内在的宗教。可能，那个人私下里非常虔诚，表面上他并不炫耀。 如果我要讲所有的能量中心，就会太多了。[母
亲对一些霎哈嘉瑜伽士用马拉地语说话：“我应该把一切都说了吗？你们享受吗？好吧，那我会再说十分钟”。]不管要说什么，我
都没有欲望。 因此我们来讲讲宗教，它是脐轮的一部分。只有当你们学会如何去尊重其他人、尊重其他人的宗教、其他人的风格
时，才可能有宗教的满足感。因为在霎哈嘉瑜伽非常普遍……为此有一个马拉地语，“khul”，英语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是“kink”
，缺陷，我认为是这个词。那就是，“他那个地方感染了，她那里感染了，夫人，那东西感染了，是那东西感染了……”这是脑袋有
缺陷（愚蠢的人）。对于霎哈嘉瑜伽士来说，这非常普遍。[印地语]，你们哪里感染了？每个人都被你们感染了，然后你们在这儿
说，“那个人那儿感染了，这个人这儿感染了。这个人有这种感染，那个人有那种感染。”这个样子你们在霎哈嘉瑜伽是会进步还是
下跌？不用告诉那个人，不用和他说这个，你们可以纠正他和你们自己的感染。为何你们会感染？因为你们有些弱点。我从不被
任何人感染。因此去谴责某人或贬低某人是不合适的，那意味着你们没有力量。所以你们应该说“母亲我缺乏力量，因为那个人有
太多这种生命能量而使我感到有一点点糟糕。” 如果整个世界都妥当你们才能感觉良好，那么要这盏灯有何用呢？想一想吧！那我
们会这么说“好吧，我是灯，我要给予光明，我是一个自觉的灵。但是只有当所有的灯都妥善时，我才会和他们在一起。”这一星半
点的光，这样的灯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灯，能够在黑暗中行走，并驱散黑暗。 那光是我们内在的正法之光。它不是—
—你们冥想了多少次，有多少次你们坐在水中，把你们的脚放在水里，或者使用我的照片，或者你们做那些仪式——不是这些，
而是在你们心中有多少正法。 关于正法，Sharayu的母亲是另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提到的是都是那些年
长者，因为你们不会那么嫉妒他们。 因此尝试去吸收你们自己内在的正法。然后你们会发现你们最终变成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一
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人，因为你们开始容忍每一个人。甚至就金钱而言也很慷慨，这是在非常粗糙的层面。我是说，一个对金钱吝
啬小气的人是绝对粗俗的。而高于此（对金钱慷慨）的是容忍其他人。有些人有个好房子——他们不想让任何人进去。这在伦敦
非常普遍。在英国我常常看到。有个很大很好的房子，他们就一直清洁，打扫，擦擦抹抹，摆放，抛光。即使老鼠都不会进入那
样的房子！然后他们常常说，“你们是不是有个开放式的房子？”我说，“是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有个不开放的房子？”我不知道什么
是不开放的房子。比如，“我们的舒适是我们的。星期六、星期天应该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种类型的性情。
然后你们开始宽容，你们变得慷慨。你们开始给予他人，给予生命能量。因此，你们知道我告诉过许多脐轮或幻海感染的人，如
今你们可以做些慈善。然后他们会去捐款给英迪拉甘地，因为他们想要在选举中有一席之地。这是理性之人的专长。[母亲用马拉
地语说话]所以做些慈善。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送礼物。当然霎哈嘉瑜伽是你们应该给予捐赠的最伟大的地方之一，然而……有那么
多地方。但是不要想起走过去告诉他们说“好吧，我会给你们五卢比，但你们得至少把我名字的首字母写在大理石上头。吝啬鬼！
你们没看见我名字的首字母，用黑色刻在大理石上吧。” 慷慨只是流动，自己流动并散发，你们只是开始享受它。 现在最重要的
轮穴是宇宙之母（Jagadamba，杰格丹巴）的轮穴，心轮，这轮穴给予你们喜乐。在这一点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有联接。“Udara
charitanaam vasudhaiva kutambakam,”（意思是）“对那些慷慨大方的人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爱流向每一个人
。忧人之所忧。这来自于心轮，你们尝试给每一个人母亲般的关爱。这种感觉在那里。但是反喜乐的人就是，“这是我的儿子，这
是我的女儿。现在儿子会带来嫁妆，因此给他留点好吃的，给女儿就给她点dahi bhaat（奶酪饭）。”然后更进一步，“这是我的儿
子，而这是我的女儿，我必须得到这世界上所有的钱，过得像个吝啬鬼，好把钱都花在我孩子的婚姻上。”为什么？然后？什么会
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被抛弃了，孩子们走了，甚至看都不看你们一眼。然后，“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女儿，
这是我的儿子，毕竟我得照顾他们。因此我可以搞一些黑市的钱，到底这有什么害处呢？你们看我得照顾他们呀。”这是理所当然
是违背心轮的。对那些我们所谓要保护的人，我们却把他们置于罪恶之中！ 再进一步，“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他们必须
继承我成为首相。”或者他们必须有钱。“那么我能做什么呢？他是我的儿子，他在照顾我，这是我的儿子；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因此，即使整个国家都要完结了，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位母亲/父亲，我必须照顾我的孩子，那是我首要的职责。”

因此喜乐被

完全地抹杀了。因为你们看到孩子行为不端，你们看到你们的孩子堕落。你们看到他们背离神走向地狱。许多父母都要为他们的
孩子走向地狱负责。他们本应是要照看他们的孩子的。 另一个极端，当然你们也知道，当你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时，就会起反应，
有些地方，像西方：你们就是不在乎你们的孩子——把他们扔进尘土中。 因此，我们采取保护的方式，或者我们有的这种舐犊之
情，应该没有任何的执着和恐惧。任何恐惧！保险，“孩子，必须得到保险金，因为明天我们死了，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
些鸟该怎么办呢？它们从不给自己买保险。因此，给你们自己投保，给每个人投保，一直担忧你们的孩子。（母亲用马拉地语说
，“把这给你们的女儿留起来做嫁妆”）。我们给予保护的每样努力，都是因为我们有恐惧，我们有对未来的恐惧。这种对未来的恐
惧可以被消除；那么我们会在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刻给予保护。当他们不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不会给予。只有这样我们这种保护
的喜乐才会完整。 因此，保护是由女神赐给她的虔敬信徒的，不是给不虔敬的人，不是给罗刹魔的。然而你们这些人对保护没有
明辨力。对你们来说，你们生的儿子可能是个罗刹魔，“没关系，给他保护。”其他人都得保护起来不受他的伤害，但是你们却在保
护他。人们都害怕你们的儿子，但是你们仍然一直在保护他，给予他所有保护，鼓励他杀死其他人，解除他们的保护，给他们带
来恐惧。 那么本质是什么？首要的是心轮的本质即安全感，是你们自己感到安全。感受你们内在自己的安全感。只有得到自觉的
才能感受到这种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真我——他们的灵。 在很小很小的事情上，我们毁掉我们的安全感；比如假
设你们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完蛋了，你们就不能走在街上，因为每个人都会开始批评你们。你们会穿一条
红色的裤子，和蓝色衬衫搭配，也会有一些麻烦。而且你们不能穿不同的衣服，因为整个世界都会说，“哦，天哪，你们穿了这个
穿了那个！” 因此你们之内完全的安全感是，你们是真我，其它事情都不重要。如果你们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你们的孩子也会发
现这一点，他们的安全感在于找到自己的安全感。他们自己会说，“现在，不要试着帮我们，宠坏我们。不要给一些让我们感到更
不安全的东西。”而这样的孩子将会是真正勇敢的孩子，就像Shivaji一样。他的母亲给予他所有的保护，毫无疑问，但是她从中造
就了Shivaji。任何一位一直在依恋她的儿子或者女儿，哭泣流泪的母亲，必须知道她要造就的是一位Shivaji，因为她是一位霎哈
嘉瑜伽士。他们必须佩戴着他们的母亲的剑。那些哭哭啼啼的婴儿们，我们要拿他们怎么办？
感受你们自己的安全感，然后这种安全感的喜乐会带领你们到达你们的深度。为何你们在生活中没有安全感？因为金钱？Kasli
vivanchana! (哪个账户) 那个拥有神的人、现在得到了上天祝福的人，他还需要什么？因为你们的神是全能的，没有人的力量能够
比你们天父的力量更伟大。没有人敢在任何方面碰你们。但你们仍然缺乏信念，这就是为何你们要从相信自己开始。让信念在你
们的心轮中安顿下来，然后那信念会给予你们安全感的喜乐。信念是世界上所有不安全感的解药。“Aata tsa bunda Parameshwar
uba kelata samor tumhi. anhi ti kai paijay?”（意思是：“有至高的主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还想拥有什么？”） 现在，我们来到喉轮
。喉轮可以被分为两部分：这里和明善论，有两个轮穴。如你们所知，喉轮是宇宙大我的轮穴，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在别人身上
寻找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在他人之中寻找我们的真我。我们必须感受他人的真我，我们必须去感受每个人的真我，我们必须感受
其他人的，我们必须感受到它。如何做到呢？克里希那教导过我们，那就是madhurya甜美。English
mana?（用英语怎么表达？）甜美……就是甜美。Madhurya是甜美的本质。

madey

kai

shubda

用它的甜美去感受其他人，你们会感受到一朵花；

你们会闻到另一朵花的芬芳，那与你们的有所不同。感受他人的甜美，就好像你们在感受一朵花一样。你们是如何捕捉一朵花，
你们怎样闻它，你们是如何小心翼翼不破坏它的一丁点，这样你们才可以得到它完整的香气。只有当你们有那种甜美时，你们才
能感受到那芬芳，那是甜美的。你们的甜美是如此令人喜乐。你们如何甜美地说话，如何甜美地表达你们自己。但在马拉地语中
，非常困难！[在第57分钟时，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Gujarati说话很甜美。“Pan

tenza

Nabhi

gelele”（意思是：但是他们的脐轮被毁坏了。） 我认为舌头的严厉、舌头尖刻的性质，讽刺，那所谓的表达的才华，我认为有时
跟一个蠢人（buddhu）在一起都比和一个聪明人在一起好，那聪明人从早到晚一直在诅咒、诅咒、诅咒，不断打击你们。然后你
们说些刺耳的话，那发展出罪疚感。你们开始发展罪疚感，然后你们又必须说更多刺耳的话。一直继续下去。 所以此种类型的行
为，是因为当我们说话时，没有体察另一个人。设身处地，你们会是什么感觉？因此在喉轮层面——甜美，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去寻找，你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尤其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必须找到这种方法[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你们舌头的甜蜜，你

们谈吐的甜美，待人接物的甜美。整件事情，你们知道，甜美本身给你们一种喜乐，能遇见一个如此甜蜜美好的人。“Tu ala ki ge
failawar”[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每个来到你们房子的人，都要带着一个盾牌。[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因此，对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来说，语言极之甜美是很重要的。在那点上他们会评判你们，我能告诉你们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接受一个尖酸刻薄
的人。他们会说，“他是霎哈嘉瑜伽士？He Deva, amala tsa waita!（哦，天哪，我还是走吧！）”与此相反的是——用马拉地语说
更好一些[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那就是：口蜜腹剑，即使你们被别人用头发割断了喉咙，你们也不会知道是被哪个人割断了喉咙
，而且他还在和你们甜言蜜语！ 这是两个极端，对霎哈嘉瑜伽和霎哈嘉瑜伽士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中正平衡的路很简单，那就
是当你们和某人说话时，要用你们的心去说。带着你们真我的祝福去说。【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有时候一个人不得不说一些
尖锐的话，这很重要。尤其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我有时不得不用一些非常尖锐的语言，因为有时候头脑油盐
不进。但是你们最好避免它。你们把它留给我，因为我很擅长这一点，一边我会说些事情，另一边马上我就知道如何来恰当地安
抚你们。因此你们不要尝试这些花招。你们看，这是我的风格，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确实会说点什么，但它们都是hitaka
ri（为了你们的好处）。如果我有时对你们严厉，有时我责骂你们，有时我必须尖锐，而你们知道我非常爱你们——那意味着，我
已在你们内在建立了。 首先你们在他人身上先建立爱，然后再去说。这是你们克服喉轮问题的方法，你们怎样学会呢？通过静观
。就好比两个好朋友互相交谈。看他们是如何享受的。【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去静观那戏剧!你们会立马学会它，就像那样。甜

蜜会流向你们。在你们的行为中、你们的面容中、你们的信念中变得如此温柔。【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人们会说，“你们是一个
自觉的灵，我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放弃这些最不需要的做法和习惯吧！尽量友好相处。 克里希那的美丽在
于祂有朋友……牧羊人。与克里希那比起来，牧羊人的品质是什么呢？你们明白吗？但是祂是如何与他们友好相处的。友谊，友
谊！我怎么向你们描述这种友谊呢？【马拉地语发音类似“Jivashchya

khanthashya

mitra.”】马拉地语有很多很棒的词，我想，这是用英语无法表达出来的。
但在友谊中你们可以找到那种喜乐。但如果你们不是一个旁观见证者，那么你们会看到什么？“Kiti paishe dile undhar, azun
paishe parat gele nai“（意思是，“我给了他那么多钱，他却没有回报那么多”）。友情是双向的。你们从不麻烦彼此，但一旦有困
难出现，你们就能觉察到，你们能感知到。 在霎哈嘉瑜伽中，像这样的奇迹在发生着。一位女士告诉我，有一次她处于巨大的困
难中，她不知如何去做。然后她只是想到一个人，一位霎哈嘉瑜伽士，她说，“如果你们马上能来的话，我的问题就会解决了。”于
是有敲门声，他就站在门口。她打开门，非常吃惊，然后他解决了那问题。她说，“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公共汽车在这儿停了，我就想要下来看看你们。” 因此，这种集体意识（samuhik chetana），这种整体性，你们可以在你们的
喉轮处感受到它。你们因此成为宇宙大我的一个部分。一旦你们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你们所有人便可以感知彼此。但缺乏甜美
，你们就不能做到。试想像，鼻子和眼睛干架、嘴巴和耳朵打仗：什么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现今宇宙大我就是这样的状况。有
时候耳朵打一下，有时候脑袋打一下。宇宙大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你们一直都在互相争斗。
想一些甜美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点上，整体性是重点，而不是一个人。“Karan te amche barobar, College laute madun”（意思是
：“因为他大学里和我在一起”），在大学他和我在一起不是重点。因为你们源于同一个母亲，你们拥有同一个母亲。

我们从母亲

的顶轮处出生，这就是为何我们都是有同样优秀的兄弟姐妹。这就是一个人要去感受到的。因此，对喉轮而言就是：经由甜美、
关系甜美而来的整体性。 明善轮是喉轮的一部分，关于明善轮我讲得很少，我想在稍后某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讲一讲。明善
轮在这个被创造出来宇宙中是一种抽象的、内部的涌流，它就是生命力（Pranava）本身，它是如此纯洁，你们自己内在完全的
纯洁，绝对的纯洁。它就是生命能量。只有通过发展你们的能量觉知和你们的明辨力，这才有可能。只有生命能量——你们对生
命能量的知觉是你们用来看、闻、感受的唯一方式，每一样事物都通过生命能量来觉知。【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我也看到人们
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滑稽，像对每件事情他们都会说，“让我看看这个的生命能量，让我看看生命能量；让我看看那个的生命能量。”
然后他们会说，“你们的生命能量不大好，他的生命能量不大好。”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戏弄生命能量。必须到达一种状态：你们
不必察看生命能量，就能感受到！ 这应该是一种状态，标志你们的生命力是完满的。"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到生命能量也感
觉不到任何轮穴，什么都感觉不到"。这我得问你们啊，因为我没有任何感染。试想这样一个粗糙的人，感受不到任何感染，什么
都感受不到。哪里有问题，这我得问你们，“巴巴，那位男士的问题在哪里？”这样的状况真是糟糕。

但是发生的唯一的事情就是

，任何来到我面前的人都得到生命能量，得到治愈。我亦无他，唯生命能量。当你们面对我，它就开始工作。当我说话，它成就
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做，理性层面我不能理解。但是这些生命能量自身，那能量流动起来，就能成就出来，把这些事情成就出来
，把这些事情成就出来。在全世界成就出来。我不向它咨询，我也不向它要求，它独立行事。如果我想的话我会要求，否则的话
，我不会。如果我不想感知你们，我就不会感知你们。这儿可能有个罗刹魔坐在我旁边，他可能在颤抖，但是什么也不会发生在
我身上。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让他停止颤抖，如果我不想，我就会让他颤抖。我不会受困扰！因为当生命能量作用时，责任就在
那里，关于生命能量，它们是我的光，我不会干涉它们。生命能量训练有素。它们知道每一样事物，绝对的纯洁，就如同我的名
字，绝对的纯洁。对于生命能量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到处制造戏剧，那是一个不同的点。我有时尝试掩盖它们，我创造摩耶幻象
，那是不同的，那是另一种风格。但就生命能量而言，它们绝对地纯洁。这就是为何它们如此有效。因此，保持你们的生命能量
纯洁。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刚才我进来时，莫迪跟我说道，“母亲，我们向您祈祷：让好人在选举中胜出
。”我说，“就生命能量而言，让它们到达这个程度，能够创造一种能让人们了解（好坏）的氛围，但是净化生命能量是你们的工作
。”如果你们是负面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充满负面的人，就会有负面的统治者。然后人们会从中学习并了解这个情况，然后离开。
因此就是这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会采取行动，尽可能为自己做能做的事情。但是要决定如何摆脱（负面）则是你们的自由。
然后我们来到额轮，它就是光本身。是光启发你们的注意力。额轮。在得到自觉后，通过那光你们看到每一件事物。当你们知道
你们就是那光时，当你们知道你们是永恒的光时，没有什么能够杀害你们。 “Nainam chidanti shastrani, nainam dahati pavaka.”
（来自博伽梵歌，意思是，“它不能被武器所伤，不能被火所烧。”）一旦你们在你们的额轮中知道这个，那么所有的恐惧和宰制都
会像这样消失。因为那是爱之光，既不宰制也不畏惧，因为它知道它是永恒的，既不惧怕死亡、也不害怕十字架，什么都不害怕
。 因此，要让额轮的喜乐渗透你们的内在，就要稳定你们的光。在那光中你们会享受你们的牺牲。就像在喜乐中自杀的殉道者一
样。同样地，无论你们需要为霎哈嘉瑜伽不辞辛苦的做些什么，你们都会带着喜乐去做。任何你们必须面对的事，任何类型的牺
牲。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非常体谅，这一点进步了许多，但在一开始，我们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都不知道我对他们有多头痛。
他们过去常说，“玛塔吉，我们去那里和那个男的谈了谈，我们在路上不得不喝点茶，你们会为此付钱吗？”

【母亲用马拉地语说

话】玛塔吉要为这个要支付多少费用，为那个要支付多少费用，她要照顾我们多少，我们要从这个安排那个安排中节省多少钱，
这是首先要计算出来的。通过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们是否能成为一个领导、或者你们是否能当选，所有这些都是经过计算的。
但是你们必须成为那光——那光永不消亡，它高于所有喜乐。 为了祂母亲的工作，儿子将祂自己钉上十字架。祂背负着十字架，
在祂那如此有力量的母亲面前。你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孩子，去承载那光。牺牲。牺牲的喜乐。否则……【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

】……无缘无故地去麻烦你们的母亲。你们能牺牲多少——“tana，mana，dhana。”（翻译:“身体，智力，财富”。）【母亲用马
拉地语说话。翻译：“我不想要你们的财富，但有时候金钱也是必需的。” 】 牺牲，为了你们的解放，为了你们的光保持活力。清
晨一个人必须要在四点钟起床——对一个英国人来说这简直太过了。这是最大的牺牲。你们可以告诉他们任何其他事。如果你们
问他们，他们宁愿给你们十英镑，但是不要在早晨把他们吵醒，因为如果他们必须要在早晨冥想是可怕的话，那么你们让他们沐
浴，那就是最糟糕的了！早晨起床，沐浴，然后冥想，太过分了。 但对印度人来说【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印度人会早起——
如果你们告诉他们四点钟，三点钟时，他们沐浴，他们会反复洗四次，坐下来冥想，他们会做所有这类的事。【母亲用马拉地语
说话】牺牲，我们牺牲了什么——这些石头，这尘土？为了什么？为了永恒的光。【母亲用马拉地语说话】Tenchya peksha（“相
比之下”），不成比例。与你们得到的东西不成比例。那不是牺牲，它甚至及不上你们将会得到的那部分价值的一厘一毫。这不成
比例。我不知道如何讲述，这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只有当你们有了光时你们才能看到那正确的比例。当光开始时，它就进入永恒
。同样地，这永恒的生命包围着整个世界，你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你们的内在。 最后一个轮穴是顶轮，是心轮的核心，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能量中心，因为它位于你们心轮的核心，它围绕你们的心，所有七个轮穴在这里都有它们的宝座。这些宝座接受喜乐
并与心交流。在顶轮，如果你们到达那里，你们已经获益许多。你们得到你们的生命能量，你们得到了你们的力量。但是这也是
最难以捉摸的能量中心。它是摩诃摩耶。迦奇以摩诃摩耶的形状存在，是完全的幻象。 在顶轮，顶轮的喜乐是整体的喜乐，因为
所有七个轮穴宝座都在那里。如果你们能赢取你们的顶轮，完全认出这个摩诃摩耶，完全认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
为总是有一个幻象在那里——那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么你们看你们的心如何扩展，现在就看看。只是去认出。看看你们的
心的扩展，它会覆盖你们整个的存有，只是认出！那就是为何我们在这里会有普祭。我允许你们做我的普祭，只是因为一个原因
：这是你们能够认出我的唯一方式——通过察看生命能量，通过察看轮穴，通过感受生命能量，通过得到更多生命能量，通过纠
正你们自己。这就是为何我同意有这些普祭。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认出我而去做普祭，对你们是毫无用处，非常不好。只是认出吧
！ （母亲用马拉地语继续讲了45秒） 神圣的锡吕•玛塔吉•涅马拉•戴维

1980-0101, 不费力冥想的建议
View online.
不费力冥想的建议 1980年1月1日 英国伦敦 同样地，生命能量来了，它们自然地发散。你们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向它敞开你们自己
。最好的方式是不做任何努力，不要担心你们哪里有问题。我发现很多人在冥想中，如果某处有感染，他们就持续关注那个地方
。你们就是无需担心。就让生命能量自然流动，生命能量自会起作用。这是不是很轻松？ 所以你们不需做任何努力。这就是冥想
本然的状态。冥想意味着向着上天的恩典敞开你们自己。现在这个恩典自身知晓如何治疗你们。它知道如何修整你们，如何在你
们内在安顿下来，如何保持你们的灵觉醒。它知道一切，所以你们无需担心：需要做些什么，或者念诵什么名号，念诵什么口诀
。在冥想时，你们要完全地不费力，完全地敞开你们自己，要完全地无思虑。 假如，可能，你们还不能达至无思虑。在冥想时，
你们要做的就只是旁观你们的思绪，但是不要卷入其中。你们慢慢会发现，就像太阳升起黑暗就会消散一样，太阳的光线进入每
个缝隙和每个部分，照亮了整个空间。同样的，你们的存有也会被完全地照亮。但是在冥想时如果你们施加努力或者试图停止内
在的思虑之类的，或者试着给它一个班丹，你们的存有就无法完全被照亮。 毫不费力是冥想的唯一方式。但你们不应该在冥想时
昏沉怠惰，而应该是警醒的并且旁观它。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人们在冥想时打瞌睡。不可以，你们必须警醒。如果你们打瞌睡，冥
想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们懒洋洋地冥想，那么不会有任何效果。你们必须警醒和打开自己，完全地觉知，
完全地不费力，绝对地不费力。如果你们是绝对地不费力，冥想会成就地最好。 根本无需想你们的问题，不管轮穴有什么问题，
只是敞开你们自己。我们看到，当太阳照耀时，整个自然界都向着太阳敞开自己，毫不费力地接收太阳的祝福。自然界没有做任
何努力，只是去接收。当它接收了太阳光后，太阳光就开始运作并产生活力。 所以，同样地，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也开始工作。
你们不能操纵它，也不用对它做任何事。只是不费力，绝对地不费力。不用念诵任何名号，不要担心你们的额轮感染了，这里感
染，那里感染了。生命能量正在解决，它将尽其所能持续工作，并将成就必要的奇迹。你们无需替它担心，它知道自己的工作。
但是当你们做了努力，实际上，你们给它制造了障碍。所以任何努力都不需要，要绝对不费力，说“任其自然流动，任其流动”，这
样就足够了。 不需念诵任何口诀。如果你们一定要念，那就念诵我的名号，但这其实也不需要。当你们将双手朝向我，那就是口
诀，那就足够了，这个姿势本身就是口诀。你们看，没必要再说得更多。但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情感应该是，我们应当摊开双
手朝向母亲，这样这个姿势就会起作用。当这种情感达致极其完美时，就不需要诵读任何口诀，你们就超越了。所以你们要完全
地不费力，绝对地不费力，这就是真正的冥想。 冥想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升进，是为了你们自己必须拥有的收益。但是一旦你们进
入冥想，你们也获得了自己的力量。就像若你们成为官员，那么你们也拥有了官员的权利一样。这时，你们不用想着其他人，不
要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只是接收生命能量，只是接收。不要想任何其它的问题，而是你们必须毫不费力，绝对地不费力。
在那些只是接收生命能量的人身上，冥想的效果最好。你们确实是有些问题，这就是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但你们解决不了你们
的问题，而上天的力量会解决它们。这点你们必须完全明白，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所以，
将问题交托到上天的力量手中，毫不费力地敞开你们自己，绝对地不费力。 舒适、妥当地坐好，双脚放在大地上，双手像这样放
松打开。要舒适，不要有任何不适。要坐得很舒适，因为你们需要安坐较长一段时间。试着将注意力收摄在内，放在我身上。如
果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我的灵量上，你们能进入我的灵量，就进入了无费力的冥想。就像这样，手掌应该像这样，接收能量。
所以，不费力是关键词，绝对地不费力，无论你们是在我面前，还是在我的相片前冥想。

1980-0118, Nirmala的含义
View online.
Nirmala的含义 1980年12月31日 所有霎哈嘉瑜伽修行者齐聚一堂真是太好了。当我们像这样会面时，我们可以讨论许多共同感兴
趣的事情，甚至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讲述很小的细节。
前几天，我告诉你如何清洁自己，因为母亲的名字本身就是Nirmala，它包含许多力量。 第一个词是「Ni」，意思是无。某种实际
上不存在但似乎存在的东西被称为Mahamaya（幻象），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它可以被看到，但却不是真的。假如我们参与并卷
入其中，我们就会觉得只有这些是唯一值得我们为它而活着的事情或东西。于是，我们觉得经济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国内社会
情况很坏，所有周遭的事都很坏，我们开始对这一切都觉得不快乐了。海面上的水混浊脏乱，可看到许多垃圾漂浮其上，但是假
如我们潜入深海，那里就有许多美丽、财富、权力，我们会忘掉表面上的海水是那么的糟。 重点是，你看到的每件事情都是幻象
。最重要的，你们必须记住——那都是虚幻。假如你们想建立一个「无」的境界，你们就必须告诉自己，任何一个思虑进来就说
它不在那里，另一个思虑又来的时候，对自己说它不在那里。你们必须重复的这样感觉，那你们就会了解「无」的意思。你们所
看到的幻象，并不只是一个幻象，而是超越了幻象，的确是有东西存在的。 但是我们已经这样子生活着，浪费了许多生命中的年
华，我们错把所有那不存在的当作很重要的事，并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造了许多的罪孽。我们尝试从那许多事中找出乐趣，结果我
们从那热衷的事里，没有得到任何可值得享受的。本质上那都是虚幻一场。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观望应该是谨记着——那一切都
是虚幻的，都是假象，唯有神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应该采纳这种观念，这也就是霎哈嘉
瑜伽静坐的方法。但是大部分的霎哈嘉修行者在得到自觉后，都是这样子想：「现在我已经自觉了，我们得到母亲的祝福，那我
们怎么还没富裕呢？」也就是说，他们以为神是存在于富裕之中。假如你们发现为什么你的本质在自觉之后一点也都没改变，那
你就该觉悟我们的灵的本质并不会改变。看，这是多美的字–灵的自然本质(Swabhav)–真我之灵(Swab)与自然本质(bhav)。你有
没有成为真我(灵)的本质呢？假如你成为真我的话，你就会有许多内在的美发扬显现出来，你做出来外面的一切，就会像一场美丽
的戏剧一般。这种见证的境界，只要一天没有在内心完全的觉醒过来，你就还没悟到「无」，也就是你还没到纯熟的地步。倘若
你觉察到你内心还没建立「无」的境界，而即使现在还时常很情绪化，或自大执着、强制性，或柔顺、觉得忧郁，你的「无」境
界仍是处于那些极端的风暴里。「无」的境界也就是你不属于任何境界状态。这「无」的境界是在静坐之中最易达成的。在你的
生活中，只要追随「无」的理念，你就成为无思无念的知觉意识（Nirvichar）。 因此最首要的是，你应该进入无思无念。你只要
跳入思潮里，不管是好或坏的思想，你会进入一种惯性的动力，在那里你会由一个思想跳入另一个思想。有些人就说：那坏的思
想应该以好的思想来对抗它，替代它。换句话说，就好像一部车或一列火车由一个方向开来，被另一个方向来的列车推回，两列
车会在某一中间点停住。那或许是好的，但有时却会造成伤害，一个被好思想压制住的坏思想停留在那状态下，有时会反弹，这
在很多人身上发生过。他们压制一些正常的思想，告诉自己要对别人慈善行好事等等，这种人有时会有困扰麻烦，忽然间变成很
恼怒，而此时别人又不了解他们。本来很规矩的行为，会因为心烦而失去内心的平静，所有内在美会被破坏无余。这就是为何我
们应经常无思无念，把所有的思虑都由心中屏除，你就会自动随时的停流在中央的平衡点上。 你们应该全力以赴。你或许会问：
「我们怎能没有思虑的去做事？」但是思虑又是什么？它们是空洞的！而你在无思无念的境界里，则是与神的力量大能合而为一
。就像一滴水的你，流入大海中–也就是神那里，因此那力量也成为你的。难不成这根手指会思想吗？它还不是在动吗？把你的思
想献给神，请求祂来替你思想。但这毕竟是相当的难，只因为你不是在「无」的意识里。 许多人说：「我们把一切都臣服给神。
」但是它还是没发生，因为他们只是口中如此说说而已。臣服不是口说而已。臣服是必须达到无思虑里，也就是说你必须停止你
的思虑。当你停止思虑，你就来到中央的中心点里。在那中心点，你就会立刻进入无思虑的知觉意识里，也就是与神的力量大能
合而为一。而当你与神的力量大能合而为一，祂照顾你。你会很惊讶任何小事祂都照护着你，你绝对是值得试试，在那以后你会
觉悟先前你所做的都是不对的。 因此，只要你屏除思虑，你就得到各种灵感启示，得着各种力量等等所有的事。你在无思虑的境
界中所得到的概念理想就是一个灵感。你会讶异，所有的事情就像盛在一个盘子里的佳肴一样呈现在你前面。你站在台上演讲，
只要在无思虑里开始，即使你是从来没有演讲过，或是根本就不知如何演讲，或对那主题没有特别的知识，你会讲得很好。而别
人会很吃惊，你是怎么懂得这么多。一旦你进入深沉的无思虑境界，所有的知识就由那里而来，而不是由大脑来。我告诉你有关
我自己–当你祷告说：「神啊，请仁慈的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你不要去想它，我把它都放在无思虑的境界里，那是令人惊讶的
结果。所有的机关运作都在那里面，只要把它丢在那个机关里，就做好了。让那机关去做，你可以称它为安静的机关。你应该把
你所有的问题都放进去，但这对有学问的人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不停的去想每件事。 所以，当你想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
，你应该能进入无思虑的境界，所有的事情会自动地变成一目了然的很清楚。你做研究工作也是必须在无思虑的境界，当你在无
思虑的境界时，让你的手做事。这样子你的研究会做得非常的好。我对你们说过许多事，我一生从没阅读科学，一点都不懂科学
。可是我仍能告诉你们一切有关科学的事，那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无思无念的境界来的；我只不过说出那看到的、进行
中的事，这都在那电脑里准备好，自己说出来的。倘若你不在无思无念的境界，你就没法去用你那电脑，没法把脑子连在电脑上
。这个电脑非常老，而且已经做过很多很精准的工作。但是假如你只是依赖你自己的脑力，而不去参考咨询电脑，你迟早一定会
犯错的。

所有在无思无念的境界所发生的，都是得到启明的。在梵文、印地文或是马拉地文里，所有起头用Pra的，表示是启明

的，达到涅盘的。光明是不会讲话，就像你把房间里的灯点亮，灯不会跟你说话，或给你任何的念头想法，它只是使每件事都看
得很清楚而已。无思无念的光，也是一样。「Ni」（NIR）在很多文字也是一样共通的，如无思虑Nirvichar，无自我Nirahankara
等。你建立了无思虑的境界，就能来到无疑惑的境界。先是无思虑，再来才是无疑惑Nirvikalpa。于是你所有的疑惑都消失，你就
知道那里有一些力量会产生，它很快的运作而且是很敏锐的。你会很惊讶，那是怎么发生的。这又跟时间有关。我从来都不看表
。有时它会停下来告诉我，给我看那是3点钟或4点钟。但是我真正的表也是在无思虑的境界，它是永久的停在那里。假如有事情
必须完成，它就会在该自然的时刻发生，绝对不会后悔、太迟或太早。不管它是什么时间，我都不会在意烦心。 昨天我的车子抛
锚了，但是我只是宽心轻松的休息，因为我想看夜晚的星空。那种美，在伦敦是看不到的，而我很想看它的星光灿烂在整个天空
展开。天空也在想，母亲要看这些。有时我必得看看，好好欣赏。简单的说，你们不该为任何东西所奴役。 假如你是无思虑，神
就会带领你到每个地方，好像牵着你一样。祂会安排一切的事，祂什么事都知道，你不需要告诉祂任何事。但是你必须确定自己
是否在主流能量里，假如你不是在主流里的话，那你就是黏附在某些海岸边。于是，潮流会来把你带入，2次或3次之后，但你仍
又回到岸边。你抱怨说：「母亲，事情对我都很不顺利。」不顺利是因为你自己纠缠住了。 你们所唱的「称颂锡吕‧格涅沙」非常
的优秀，歌词是：「飘浮畅游在主流里(Pravaha)…」那意思就是启明的主流，你不该把自己分开的潮流带着进去。对锡吕‧格涅沙
的礼赞(Arti)里也提到：「当我快要死亡的时候，请保护我（Nirvani Rakshave）。」你也祷告：「喔！神啊！请保护我。」但是
你却自己在保护着自己，神为什么要保护你呢？祂会说︰「让他自己保护他自己吧。」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你们必须学习，深
入在无思虑里，体会了解到这一切，然后你可以成为毫无疑惑。你必须没有依附牵挂(Nirasakta)，我们在印度的人一向是︰我的
儿子、我的女儿，念个不停。但是在英国正好相反，那里他们是一点都不牵挂儿子或女儿。他们只是牵挂担心他们自己。而这里
，你们有这种牵挂，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房子等等。每件事情都是我的，到最后来你也只剩下我的。你应该说：「没有一
样是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卡比尔(Kabir)曾说：「只要山羊活着一天，它只会「咩、咩」（我的、我的）的叫，但是当它被割
成一片一片，用肠线绷紧做成音乐器具时，它就会发出「tuhi、tuhi」（只有您、只有您）的声音。」你们也就是这样，只要你们
建立了「我不是这，我是不存在」的概念，那你就会真正的了解「Ni」字。

让我们来看「LA」字，它是拉丽达（Lalita）中的一

个音。我第二个名字是拉丽达，这是女神的祝福，也是祂的武器。当那「LA」–也就是女神成为拉丽达时，也就是能量振波的活
动在祂身上提升，也就是能量在你的手上感觉到的力量，就叫做拉丽达力量。它充满了美与爱，当这爱的力量成为一种行动时，
它就是「LA」的力量，它会由四面八方笼罩着你。当祂活跃起来时，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自己的力量又有什么？你能从树上造
出一颗果实吗？你连一片树叶、树根也造不出来，只有「LA」的力量可以做出那一切的事。你那给人自觉的能力也是由这力量而
来。由这能力产出「MA」力量，及「Ni」力量。「Ni」力量是锡吕‧梵天婆罗摩的力量即锡吕‧莎维德丽力量。而在锡吕‧莎维德丽
力量里，你必须具有「Ni」的特质。达成「Ni」的力量是完全的超脱无依，你必须完全的无牵无挂，没有依恋。
「LA」的力量里有爱，祂能使我们跟其他的人有所关连。「LA」字是从「Lalam,

Lavanya」而来。「LA」字本身就具甜美温柔

，你应能感动他人，你应该在与别人对谈时使用这力量。当这爱的力量扩散在每一个地方，在动的与不动的事情上，你应该怎么
办？你应把所有的思虑都寄托在那第一力量。因为思虑是由第一力量而来的。在那最后的力量，也就是「LA」的力量，你又该怎
样？你只要享受那爱的祝福。如何享受？忘却你自己就得了。有没有人去测量一个人有多爱另一个人？它是慢慢成长的。你怎样
享受它？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多爱其他的人吗？我是经常的、满意的、爱着别人的，去感受那爱流畅在每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你
是否感觉得到？我实在不太了解人类。但是我是可以感受那爱是如何的充满、流遍地方，像一个音乐家把自己忘却在它自己的旋
律乐曲里，感觉他自己的音乐充满了空间。同样的，爱是必须流畅无阻，也就是你应该达成Lalam
Shakti，也就是能量振波的力量，又称为Lalita Shakti，因此你是必须先实现Lalita Shakti。 你应先找出你是如何看待别人的，有
些低层次的人看别人是带着想偷别人的东西，或得到一些福利的思虑。有些人的兴趣是想找别人的缺点、过失，我不知道他们这
样有什么欢乐可言，但是他们就是不停的寻找别人的短处。这样子，他们成了冷漠疏远的人而自己受罪。只有人自己，会教人如
何自找麻烦。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我是非常高兴能跟所有的人见面。你应该使用「Lalam」之力，进入无思虑的方法来看别
人，而那个人也会进入无思虑的境界。此时我叫你画个「班丹」，画「班丹」给「Ni」力量及「LA」力量，这样可以把「LA」的
力量转换到「Ni」力量。 我必须告诉许多的人提升他们的左脉。我常告诉那些很自负骄傲，或认为他们工作得很辛苦，很忙碌的
人，要提升他们的左脉。这样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爱注入自己的五种元素里。就像你把各种色彩画到帆布上一样，我们心里的爱，
由我们的心发出爱的力量，应会充入行动的力量里。当一个人把爱的力量注入行动的力量，他会成为非常有爱心，而那爱逐渐地
由他的行为、性格发光闪耀的流向别人。这样的人会很迷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很轻松愉快。因此说，你的爱应该是令
人赏识，赢得其他人的心。这在认识朋友及友谊温情的成长非常有用，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里是可以得到所有的爱与温情，因此
我们应该陶冶培养神的爱的力量。 假如我们有其他的思虑，我们必须告诉自己，我们要把肮脏的事物丢到神的大能的恒河里。以
这种心态，我们的爱的力量「LA」，会保持绝对的洁净，我们也可以心享这种晶莹剔透的洁净。 你们也不可以对别人吹毛求疵的
批评。假如你问我有关一些人，我也只能说有关他的昆达里尼，及目前哪一个轮穴有阻塞，或者是经常有阻塞。超过这些，我对
其他的事就不了解了。假如我被问：这个人如何？他的个性怎样等等，我就说什么是个性？那都是自然随时在变的。河流在这里
流动着，谁能说将来会在哪里？你必须看自己身处何地，站在哪里。假如你是在这一边，你必然会感觉到河流在那边流动之不同
。我是从海的这一边来看，因此我知道潮流是哪里来的。所以绝对不要随便给人注定是毫无用处的商标，每一个人都是会改变的
，而他必定也会变。霎哈嘉瑜伽的效能便是给人带来转变，所有相信霎哈嘉瑜伽的人永远不该说某某人是毫无用处。每一个人都

必须有他的自由。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立场，假如你这样想，你不仅会尊重自己，还会尊重别人。一个不关心自己
的人从不尊重他人。 我们必须发展「Lalam」力量，即使写一本书也无法充分描述它的喜乐，因为它是无法透过文字来适意地表
达出的。换句话说，假如你想描述微笑，你也只能说肌肉如何移动，但却无法说出微笑的效果影响。你应该让这力量实际有效的
发展。 人们从「Lalam」力量获得一种美丽优雅善良的天性，你会从你的言辞、行为及其他活动，看到这力量的成长，甚至有些
人的恼怒，也是愉快的。那甜美愉快的力量，称为拉丽达力量「Lalita
Shakti」。人们完全扭曲了祂的概念，他们说这是毁灭的力量 —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力量是极其美丽，具创造性及艺术性。倘
若你布下一颗种子，将来它有一部份会被破坏，这就是拉丽达力量。但是那种破坏是很温和容易的。种子发芽成长，成为有叶子
的树，那些叶子也会掉下。同样的，那也是很简单容易。接着花来了，当花结成果实，有些部份也会脱落，才成为果实。那些果
实也会被切开来吃，你吃完它所得到的味道也是祂的力量。就如此这样，那两个力量运作着。你应该了解——没有砍或劈，你是
做不了一尊雕像。假如你了解这些切劈都是它的一部份，你就不会觉得不好。那都是有时必要做的，也是需要的。但是一个艺术
家做起来是很有艺术审美的，而毫无艺术的人做起来就是粗鲁愚蠢。所以说，这种力量取决于你有多少艺术内涵。 有时你看一张
画，你会情不自禁，目不转睛的看。倘若有人问你：那画有什么好？你又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你只是看着。有些画就是这样，
你看着就会成为无思虑。在那无思虑的状态，你以整个欢愉来欣赏画，而这状态境界替代那种与一些事物比较，或是以相同之类
来描述它是最好不过了。你应以受祝福的境界全心来欣赏，没有文字或表情可以描述它。你必须由内心去体验它，所有的人都应
有这种经验。 在「Ni」与「LA」之间的是很有趣的「MA」字。「MA」是Mahalakshmi的「MA」。「MA」是正法正义的力量，
也是我们演化的力量。在「MA」力量里，你必须领悟，消化理解，然后精通。例如一个艺术家以「LA」的力量孕育创作的理想
概念，他由「Ni」力量产生出来，然后以「MA」力量引导去遵照他的理想。在每一个阶段，他会检查核对那是不是跟他的理想符
合一致，并改进不符的地方。他这样重复不断的做，这是「MA」的力量，也就是事情不够好的话，就再重来一次、两次等等。
这改进的工作需要努力的做，我们也必须改善自己。倘若不是这样，演进便是不可能的事。神也是必须非常的努力，我们必须达
成「MA」的力量，而且要维护它。要不然，另两个力量便会消失，因为这力量是重心所在，因此你应该处于重心的中央，而重心
的中央是我们演进的「MA」力量。当你与演进的力量共进时，其他两个力量才会活跃起来，但是你必须完全的了解，并发展「M
A」的力量。

如果你还没得到自觉，你可以说：假如神是爱你的，那祂就应该在你身边，但是自觉以后，你便不能这样说了。为

了「MA」力量，你必须平衡那另两个力量。在韵律里，你必须平衡曲调；在画作里，你必须平衡不同的颜色。同样的，你必须达
成平衡「Ni」的力量与「LA」的力量。你必须努力去达成这个平衡。在许多情况下，您会失败。那些能维持平衡的霎哈嘉瑜伽修
行者，会提升到很高的水平。 很情绪化的霎哈嘉修行者是不好的。同样的，很忙碌的霎哈嘉修行者也不是很好。一个人应该启动
每个人的爱的力量，看那目前为止是如何的运作出来。也许我有一定的方法，但每次我都用不同的方式，你一定每次都看到我想
出一些新的方法。假如这行不通，那就试一些别的。没有人应该固定他的方法，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涂上朱砂，礼拜母亲，这都是
机械化的。那不是活的，在活生生的过程里，你应该发现不同的新方法。我每次都用树根来举例，它渗透穿越深入地底，绕过障
碍，它不会跟它们搏斗竞争，而树木也不可能没有用障碍物来支撑它。因此，问题是必需要的。因为没有问题，你便不能进步。
那教你如何超越那些问题的，便是「MA」的力量。所以「MA」的力量，也就是母亲的力量。由此，你第一必备的是智慧。 假如
一个人有很温和的个性，他问：「母亲，我太软弱，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改变自己成为一只狮子。倘若有些人是狮子，我
会告诉他们变成山羊。要不然就不成了，你必须改变你的方法。那些无法改变方法的人，是无法传播霎哈嘉瑜伽，因为他只依赖
一个方法，人们一定会厌倦的。你该找出新的方法，这就是「MA」力量的运作。女士们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她们每天都准备不
同的食谱，而先生们则很热切的想知道菜单。 这就是你达成平衡与专注的力量。当你把它带到最高的状态时，你的能量振波由平
衡和智慧中流淌出来。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能量的流动也不会有。有最大能量振波流动着的人是明智的人；实际上，流动着的
是他的智慧。在此基础上，可以评估你作为霎哈嘉修习者的水平。自然地你会有轮穴的阻塞，你应该知道，当你有阻塞时也就是
你失去平衡的时候。不平衡表示你里面的「MA」力量是薄弱的。玛塔吉的第一个词便是MA，也就是妈(母亲)，并且这项工作仅由
我内在的「MA」力量成就出来。

如果只有「Ni」的力量及「LA」的力量，这一切仍是不可能的。我是携着这三个力量而来，但

是「MA」的力量是最高的。你已经看到「MA」力量就是母亲的力量，必须证明她是我们的母亲。如果有人来说：「我是你的母
亲！」你会接受吗？你不会的。母亲是必须被证实的。什么是母亲？我们在她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拥有她的一切权利，她
拥有我们的权利，因为她非常爱我们。她的爱是绝对的，没有利害关系。她永远都祝福着我们，除了爱我们，她心中没有其他。
只有当你明白所有装点你一切的，也即你的灵，就在她内里时，你才会对母亲充满信心。你应该把所有这些证明给其他人，霎哈
嘉修行者应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他人会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为此，你需要平衡；爱的力量与行动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会是如此
美丽，人们不知不觉受这种人影响。霎哈嘉修行者应该达成它。

你在家里想–如何去启动这三种力量，去运用它。「Ni」的力量

应能给你的家带来一切的美质与重力。你应该想出新的方法媒介来与人接触连络。那些力量应该用来传播霎哈嘉瑜伽。你的「Ni
」力量–行动的力量用在适当之处应会很强大。不管如何，你都必须有主要的「LA」的力量，那是爱的力量。但是「LA」的力量
必须由「Ni」力量来启动。假如一个方法不行的话，就找另一个方法来试；先试红色及黄色，假如那不适合就用红色与绿色，而
那又行不通的话，再用其他别的。不要固执是明智的，一个固执的人在霎哈嘉瑜伽中什么都做不了。你要做的就是传播霎哈嘉瑜
伽，然后尝试不同的方法。我同意做你所坚持的，因为我知道人们跟我是不一样。你想不到一个执拗固执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
，你不要放任他走到极端。我从「MA」力量得知这些。但是你不应该坚持某些特定的事情。母亲不会固执己见。不管有什么，你

都应该接受。无论做什么，你都应该记住你正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我没有欲望，在我内里没有「LA」的力量，或「Ni」的力量
，或「MA」的力量；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我就是那些力量。我只是见证所有的戏剧。

当生命像这样改变，人类会有霎哈

嘉圣者(Siddha)的出现（即那些完全精通驾驭霎哈嘉瑜伽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成为圣者。你必须达到熟练精通。霎
哈嘉修行圣者是完全与神合一，赢得神的欢心的人。他必须为此做一切事情。我要走了，之后，您将了解如何以及在何处使用你
的熟练精通。有时我会告诉你不要做某些事，你无需为此感到不舒服。在「MA」的力量，你不该有内疚抱歉，因为我必须告诉你
所有那些。有人会心存内疚。你要记住你必须成为大师（Siddha）。所有其他人都得接受你是圣者。当他们看到你的那一刻，他
们应该很清楚你是圣者。您必须确保这一点。如果这情况发生便一切都很好。 有一天我告诉你，你应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们去吃
午餐或晚餐，或者参加一些聚会，或者告诉他们你正在安排一场大普祭，同时那天也叫一些霎哈嘉修行者来参加，并给你所有的
客人自觉。假如你这样做一年，将会非常有益。 愿神祝福你们！

1980-0308, 婚姻的价值
View online.
婚姻的价值 1980年3月8日 英国伦敦 霎哈嘉瑜伽首先会启发你萌芽，然后令你成长。在那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格必须变得更宽
宏，越来越宽宏。藉由婚姻，你会进一步成为更好的人，发展出更好的人格。 为什么霎哈嘉瑜伽士需要婚姻? 首先和最重要的，
结婚是最正常不过的事。神为了某些目的，赋予你有婚姻的愿望，但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原意去运用这同样的愿望，事情可以变得
颠倒堕落，险恶难缠，也会严重损害你的成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内在想拥有婚姻的愿望。 婚姻意味着妻子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妻子是你可以依靠的人；她是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你的孩子，她是一切。你跟妻子分享你所有的感觉，所以重要的是，妻
子应该是这样的，她应该了解到这一点是婚姻必需的。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你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有或左脉或右脉的问题。当在霎
哈嘉结婚，大部分自然而然地，是大自然本来的安排。你会和与你性格互补的人结婚。因为假定你是个偏左的人，如果有一个左
脉很强的人，会弥补不足，你也可依此成就美好的婚姻。但要那样成就，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分享，分享生活的每个
点滴、每个时刻。如果你不懂如何分享生活，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 对于爱，我们如何去表达呢？通过分享我们所有的喜悦
、痛苦、问题（来表达爱）。但是在霎哈嘉瑜伽，还需要做得更多一些，我想还需要做得更多更多。在这里你必须与社区分享。
在霎哈嘉瑜伽，婚姻不是个人的事，绝对不是，如果有人认为霎哈嘉婚姻是夫妻两人间的事，这就错了。那是两个社区间，也可
以是两个国家间，甚至完全是两个宇宙之间的事。所以不仅是你俩在享受婚姻，假如你俩已彼此成为好夫妻，但在霎哈嘉瑜伽，
这仍然是不够的。 应该让社会上、社区里的其他人都能享受到你们的爱。如做不到这点，那你还未能达成霎哈嘉的婚姻。这只是
一般人的普通婚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霎哈嘉的)这种婚姻应该能让非常伟大的灵有机会出生。

只有当霎哈嘉瑜伽士在霎哈嘉

里达成婚姻，并且能和各位瑜伽士及社会平等分享他们的爱，伟大的灵才会诞生。我想说，博东（人名）已经做到了，博东和曼
蒂，他们都已经做到了。这是令人惊讶的事，他们在来到霎哈嘉之前订婚，得到自觉后结为夫妻。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在生活中
被启发，如何真正地和其他瑜伽士共处分享。每次博东写信给我，总会谈及其他霎哈嘉瑜伽士，问候每个人，关心每个人的状况
，每个人的问题。除非能做到这样，否则这婚姻在霎哈嘉瑜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霎哈嘉婚姻的首要考验是在这婚姻中你们能
多大程度地和别人分享。 举例说，在一般婚姻中，如你们所说，男性是家庭中的“首脑”，男性，他因各种原因，必须成为“首脑”。
男性变成首脑没什么不妥。没问题，你变成心脏，心脏比首脑更重要。或许我们还不了解，心脏是多么的重要。你看，就算大脑
没了功能，心脏还能继续运行，只要心脏能继续工作，我们还能存活。但如果心脏衰竭，大脑也随之停止运行。 因此，作为女性
你是心脏，而他则是家庭的“首脑”。就让他感觉自己是首脑；那是种感觉，仅仅是感觉，就像大脑总是感觉到是它在做决定。但大
脑也知道心脏才是必须被满足的，心脏遍及所有，心脏才是所有事物的真正来源。 所以如果女性了解她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她将
永不会感觉被辜负或被操控，如果她理解她就是“心脏”。我想，这一点正是西方人，尤其是女性所缺失、遗忘，或者没有意识到的
，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将会减少许多问题。

现在看，情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大脑”在控制、操纵或压制，不是这样的。真

正掌管一切的是心脏，除了心脏，别无他选。是心脏才能以力量注满大脑，并令大脑舒缓。大脑会令人头痛，你是知道的；它工
作、工作，像疯了一样。但是心脏则用爱照顾整个身体，令身体舒畅，并带来喜悦和快乐。心脏是灵体的居所，所以心脏非常重
要，是身体的力量所在，正如你们最终必须成为灵，而灵就居于心脏之内。 通过大脑你们能够觉察，这就是为什么男性要成为首
脑，他要外出，要去工作，要和其他人打交道，他的生活要像你们所说的那个负责对外的人。如果有困难或障碍，有时候女性也
要工作。但女性不应感到被操控，如果男性说："好吧，你不要工作了。"如果是出于爱他这样要求！ 现在假如大脑开始过度的操
控心脏，会带来什么呢？那会是干枯。你看，有许多男性非常注重细节、非常严格，他们就是“头痛症”，无论对己对人，甚至对整
个社会，他们都是绝对的“头痛症”。这样的人会变得极度干枯，他们会一直如此，好像他们永远不懂享受妻子的爱，不懂享受和欣
赏他们的孩子，无论任何事情都不能享受。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严格挑剔，比如他们说：“你5点10分到。”假如你在5点9分或11分到
达，那就够你受了！他们只顾不停盯着看时间，只顾找错处。当妻子一进来，他们立刻大吼：“什么?你这么晚才到！”迟到了多久
？45秒！真让人无语！
你看，妻子来了，她是你期待的人，你的约会对象，你的喜悦，你即将与自己的心脏会面！你们缺乏这种情感！ 现在，这大脑会
摆脱所有的约束，它会摆脱。它变得负荷很重，也产生极大问题，所以，心脏必须获得尊重与遵从，这是关键，心脏必须被遵从
。但这不代表女性可以去操控男性，不是这个意思。遵从，意味着你必须明白自己内在爱的声音。 要带着爱去做事情，如果带着
爱就很棒了。比如，我从早到晚演讲教导你们，你们都不会厌倦我的演说。通常人们应该问...这是什么训话？这位女士整天不停
地向我们说? 但你们不会介意。为什么? 因为你们知道，我非常爱你们。 同样地，女性必须建立自己能去爱的角色。男性可能会
变得有些滑稽，但是他会调整过来，他可能会走些弯路，但会调整过来。但不要只看表面就判断他在操控你...比如他说，“这个颜
色不好看。”“好的,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就穿什么颜色吧。”

跟着他会说：“噢，我想你现在穿的这个颜色也很好看，你知道我刚才真傻！”
他会这样说的。你只需要赞同他们。我在自己生活中也验证过，我之前这样做过。
比如，我的先生不怎么认路。有次我们要到某处，他说：“我想你应该走这条路。”

我说：“好的，往前走吧，我会和你一起走。”

不过我说：“我感觉这条路不对，我们还得再走回来，我挺肯定的。但是没问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跟你走。我在走啊，也很享

受，我或许要去这个方向。”

随后他开始怀疑"真是这样吗？这是对的吗？”...他开始想“这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或许吧？”因为她有

这个本能，她的直觉很敏锐，凭直觉能知道很多事情，她得到……在英语中有一个单词你叫它什么?

就是你突然得到一个提示，

他们称它为hitch，你明白吗，她们得到hitch，hitch是指出现一个本质的东西，噢,这个单词是Hunch，她们有预感。一旦他们开始
相信妻子的预感是正确的，他们就会听从妻子的建议。
但是令丈夫‘听从’自己有什么伟大之处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令丈夫听从随自己。“你应该走这条路！”有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我们走

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必须知道有人在左边，另一个人在右边。走在左边的必须保持在左边，倘若左轮子开始跑到右边去，那就只
剩下一个轮子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走在同一条路上，根本就没有两条路，只是需要有两个轮子来保持平衡。我们是走

在同一条路上，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一个轮子要往右走，而另外一个要往左拐。想象这样的家庭会是什么情况？
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点，就是一个人必须靠心脏的力量而生存, 另一个人必须靠理性和理解的力量而生存。
说到理性，它最终还是要求助于心脏。当理性达到无法知道或理解的那一点，就会向心脏求助。一旦女性认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个
特质，就必须好好地滋养发展心脏的力量。但是你们却处处和男性竞争：“假如他骑马，我为什么不能？”
“假如他能做这个，我为什么不能？”“假如他能开车，我也能。” 智慧在于做事的方式，许多事甚至通过回避的方式来达成。举例说
，我不开车，所以很多人开车载我到处去。我不打字－—好，每个人都替我打字。但是有些事情我会做得比谁都好，比如我的厨
艺非常棒，所以有关烹饪的事情他们都会来找我。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你们别做男性想做的所有事情，而你们也别做女性希望做的所有事情。假如男性煮饭而女性开车，那是错误的事。 男性应该
懂得所有男性的事，而女性也应该懂得所有女性的事。大家必须学习，全心投入地学习，我意思是说，女性可以拥有相等的聪明
才智，男性也可以拥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女性能够走向右边，男性也能够走向左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样做，你们会令整个
宇宙不平衡，这是关键。 并不是说这样做会令自己变得更重要或次要，必须摒弃这错误想法。男性认为：“我们是男性，应该穿裤
子。”“好啊，你们穿裤子；但我们穿漂亮的裙子。”
这才是对事情的正确看法。一旦这错误想法不复存在，霎哈嘉瑜伽将会成就得更好。 只有缺乏爱时，人们才会感到被操控。有时
候你喜欢有人来操控你，对吗？例如，有人对你说，“过来吧，吃东西，你一定要吃，要吃掉它！”你喜欢这样，因为你知道对方在
照顾你，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吃下这个或者做那个。你喜欢这样的人，希望有人这样对你，而不是被弃之不顾，随便你“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不好。一旦你感到“哦，这个人关心我，他爱我。” 那么你就会开始关心对方的感觉，也开始理解对方。 现
在内疚感又作祟了。请你们立刻停止这种内疚感吧。我不是要令你们内疚才说起这些，而是希望你们理解必须保持非常轻松的心
情。 这种平衡很早之前就已存在，很早很早之前。即便是当罗陀和克里希那在这世上的时候，罗陀是力量，而克里希那就是这力
量的表现者，也就是你们说的潜力与动力。人们只知道克里希那，但实际上罗陀才是力量。当克里希那要除掉刚沙（Kamsa），
祂必须向罗陀寻求力量。是罗陀完成了一切，祂必须跳舞，克里希那按住祂的脚，说你肯定很累了。为什么罗陀跳舞？如果没有
罗陀的舞蹈，事情就不能成就。 所以事情都是如此互相依存的，是如此互相依存，正如不能只有灯芯或只有光，你无法分开这两
样东西。如果能了解这点，那么这种平衡是完全和谐的，就像神和祂的力量是绝对的合一。你无法想象这种合一如何达成！——
神和祂的力量。祂的力量，祂的愿望和神是一致的，绝无任何分别。 但人类是没有整合的，你们的愿望不同，你们的思维不同，
你们的祈求也不同，所有一切都彼此分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理解（这种合一）。你们的婚姻也因此是分裂的。完全的合一
是要彼此融合。如果妻子必须工作，不用担心；如果男性必须工作，也无需担心。只要你们在内心能完全理解那合一和平衡。 当
然，女性要担负起家庭的礼仪风范。她要表现得美好优雅；如果言行举止像男性那样就不美好了，而男性则不必像女性那样特别
注重优雅，毕竟他是男性。他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不必穷凶极恶。但有时候男性稍有一两句咒骂，对男性来说没有太大关
系，但对女性来说就有问题，因为她是美好风范的展现。 但有些事情男性是不能做的，比如，对女性保持莫名的兴趣。有些男性
非常疯狂,你知道，非常可怕。绝对的，我不能理解他们这样地对女性感兴趣，女性穿什么衣服，诸如此类，这些老鼠般的行为很
可怕，不是男性应该做的。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是女性的奴隶。他们也许会把自己称为什么人，这个那个的。我曾听说，有人拍
卖肯尼迪夫人的内衣，有人从澳大利亚专门坐飞机前去购买。我意思说，这些人，应该怎么形容呢？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表达，但
他们简直比蚯蚓还令人厌恶，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人。 所以，男性必须像个男性，男性应该成为像罗摩那样的人。你们都听说
过祂的生平，祂是怎样的人，如何爱祂的妻子，如何尊重自己的贞洁。不尊重自身贞洁的男性不是真正的男人，而绝对是蚯蚓一
样的角色。 就是这样，男性应该有自己的个性，骑士一样的风度，要有勇气，能够给予保护。假如贼人闯进家里，他对妻子说，“
哦，你去开门，我要躲起来。”但当贼人走后他却说：“我要开始操控了！” 这是不对的。男性必须履行保护的职责，他必须能够照
顾别人。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男性有点粗鲁也无关紧要，没有关系。他必须面对很多事情，就像花茎上的刺，而女性则像花朵。
花刺和花朵，你们都会选择做花朵，对吧？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却想要做花刺。这是错误的。 他必须去保护，去对付在家
庭生活中的入侵者以及其他各类事情。相反的，也是这些男性允许错误的人侵入他们的家庭。就是这些男性通过操控，他们带来
可怕的女人和可怕的人，

“哦，她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反对？”

但是她究竟是怎样的朋友？

他应该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家，她们来这里不合适，应该离开。”
是他应当说这些。妻子必须理解这点。但如果他是出于操控说这些，则完全是废话。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以你们也看的很清
楚。如果带着爱去做，事情会很完美；但如果用操控去处理，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为什么要操控呢？我意思是我不明白“操控”这
个词语。车的两个轮子会彼此操控吗？他们能做到吗？如果一个轮子开始操控，认为自己比另一个大，这车就只能不停打转了，

是这样吗？婚姻里不存在操控的问题，而是在他们内在互相联合、相互理解与完全合作的问题。这个意识必须渗透到社会和每个
家庭。 对社会无益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浪费，就是个浪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婚姻；他们结婚，生活愉快，彼此快乐，
仅此而已。我们（霎哈嘉）的婚姻将改变社会，它充满喜乐和幸福，他们的家会欢迎每个人的到来，他们会照顾别人，为别人做
事。有很多人认为没有人为他们做任何事，你们为别人做了什么呢？做了什么呢？做过吗？一旦你开始理解和决定这样去做，事
情就会非常好。 如果没有正确的成长教养，通常一个女性会很自负、自私和自我中心。男性也可能会这样。但我在说，如果女性
没有正确的成长教养，她们可能不乐意为别人花钱，也不乐意客人到家里来分享这样分享那样。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判断，是不是
带着爱去做这些呢？ 比如丈夫邀朋友到家，她们可能不喜欢朋友到访，这意味着必须要为此有所花费。她们宁愿为自己多买些饰
品，也不愿为到访的朋友花钱。情况可能会这样，有些男性也可能会这样，但这都是错误的。这些都要分享出去让大家明白，整
个事情的精要在于你们要把满满的爱传递给别人，你不一定需要为这花钱，可能只需要仁爱待人，亲切和善，再加上一点小钱而
已。为别人花一点儿小钱没什么损害，也能表达你的爱。 我们在霎哈嘉瑜伽里还是太计较了，谈到钱、谈到爱，我们就变得非常
的谨慎。我们的内心里有太多的恐惧。操控从来都不应该存在于霎哈嘉瑜伽中，比如我不断的对你们说很多，外人可能认为我在
操控。因为假如你能清晰了解，我确实在触动你们内在的痛处。 现在你们的注意力偏左了，你们全都感觉内疚。这样不好，要拉
回来。所以，这也是一种逃避---你们开始感到内疚，实际上意味着不去修正自己。不要为任何事情而内疚，我这样说，因为我必
须告诉你们真相！ 人们会认为这是操控，如果看不到在这背后的爱，在这背后的美与慈悲。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永远不要认为别人
在操控你。你们怎么会被操控呢？你是一个灵！你的自我可能受挫，你是灵，灵是无法被操控的。你是灵吗？感受到你的灵了吗
？如果感受到你的灵，你永远不会被操控，没有人能操控你。但如果你一直感觉到被操控、被操控，你会变成一个很紧张很可怕
的人，无法面对别人。 现在是时候了，你必须感知到自己是灵，你的丈夫也是个灵。如果作为丈夫，你必须知道你的妻子也是个
灵。在此层面上，彼此之间必须加强尊重，因为你们俩都是圣人，都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必须尊重对方，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
伽士。那些没有得到自觉的人也尊重你们，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啊，他们是得到自觉的灵！”

想想吧，在你们得自觉之前

，当别人说他自己是自觉的灵的时候，你们会对那人有什么感觉？对这一点，你们还没有特别的意识，但是你们应该有此意识。
有了自觉后，你们不应傲慢，你们必须尊重别人，那些自觉的灵，他们都是你母亲的孩子。当你们彼此谈话时，务必要了解这点
，特别是作为丈夫和妻子，更要了解这点。 你们必须改变之前对妻子和丈夫关系的认识，我认为那是一种“合约化” 的婚姻。在那
些婚姻中，你们看到的是他有多操控，他有哪些权利，我有哪些权利，我得到多少钱，他得到多少钱，那些钱如何保存，等等等
等。只有当互相不再信任，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但是你们必须更加的信任对方；你们应该争相看自己付出多少爱，争相看自己付
出多少信任，自己有多诚实，多么温和待人，多么肯为人做事，应该在诸如这些好的方面竞争，婚姻才能成功。婚姻中的竞争应
该是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在操控、恐惧或无聊的事上竞争。 另外，我必须指出，在已婚人士中存在的、非常错误的现象就是：夫
妇彼此扮演着十分悲惨的角色，像“悲惨世界”。他们会坐下来，为了莫名的事情，呜呜呜地痛哭一番，仿佛整个世界要倒塌下了。
现在有些所谓伟大的诗人，比如拜伦（Lord
Byron）或者其他一些可怕的人，写下很多悲惨可怕的诗句。他们都会背诵下来，像“哦，那最甜美的歌是...”
所有的无聊作品，不是为霎哈嘉瑜伽士准备的。你们不能陷入无意义中，坐下来沉溺于无意义中，享受彼此的不幸。 现在你们没
有不幸，一切都过去并结束了。你们现在是新的人类，拥有新的知觉，新的事物，你们没有不幸。忘记所有不幸的一切，尝试享
受彼此相处。如果你们也坐下来开始“享受”这些不幸，你们要立即走出来并且提醒自己，“哦，我们中了拜伦先生同样的圈套了！”
我不想在霎哈嘉瑜伽中创造另一个拜伦先生，所以务必记住，不要讨论和分析你们的不幸。你们没有任何不幸，你们是灵，是自
己和别人喜悦的源泉。没有时间坐下来掉泪哭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认识自己的灵。你们知道你们是灵
吗？知道吗？那为什么不知道呢 你们拥有能量上的知觉，为什么还说自己不知道呢？你们必须了解所有的事情。必须采取积极的
行动让自己快乐，散发出喜悦的芬芳，并把喜悦带给别人。你们必须做到这些，否则一切都没意义。 你看，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促成伟大、美好的婚姻，但最后却发现，两个垮掉的人坐在那里生闷气！再想象一下那些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们会想，“多么闷闷
不乐的父母！神啊，求求你救我们离开这些哭泣的娃娃吧！”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尽管问，因为我不知道要向你们说得多么深入和详细。

所以，你们别让这种态度，粉碎我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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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1970年5月5日，第一次神的集体之灵打开了。 到目前为止，神的恩典一直是单独地降临到人类个体身上，让他们一
个一个地单独得到自觉。给个人自觉与给集体自觉的方法截然相反。首先他们要建立正法，完全洁净自己，他们每时每刻都要有
救赎自己的愿望，要把注意力放在救赎自己上，这些就是如你们所说对神的渴求（Ishwara Pranidhan)，想着神，祈求神的恩典，
以严谨、正法的方式保持自己的纯洁，他们要控制自己的思维，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这样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令自己完
全保持在中正平衡的道路上。一旦他们能够通过所有这些测试，获得免疫力…只有当他们配得上这份祝福时，母亲的恩典才会给
予他们自觉。 这个模式运作了一段时间，这些得自觉的少数人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为霎哈嘉瑜伽的（诞生）而准备。他们遍及
生活的各个领域，虽然数量很少却很独特。例如，在古代的印度和很多其它地方，他们发现大地之母的独特恩赐，就是你们所谓
的天然圣石(swayambhu)

，是天然形成的。这些石头或石像，被大地之母抛出地面，而后被这些圣人发现了。

他们在石头上修建神殿， 敬拜石头。透过敬拜，他们令这些石像，产生更多生命能量，传遍整个地区。全世界都遍布这种石头，
但只有圣人能找出它们，接着他们确立了生命中美德的重要性，以及美德如何带给你们健康、财富、 昌盛，它们确定都是值得荣
耀的德行而非有失体面或具破坏性的品性。特别是在印度，他们建立学校和大学，如今，即使现在的印度，属于同一所大学的家
庭，视大学为他们的宗族（gotra），即使在今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也不能通婚。 他们培养年幼的孩子，教育他们，令他们过一
种非常正法的生活，完全享受婚姻，然后他们由此成熟，得到自觉，过上完全享受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外在的注意力转到内在的
更深入的价值观上，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享受方式，通过过着一种非常愉快幸福的生活而达成
的。这一切弥漫着一种对神、对宗教的信心，以及对一种非常美好平衡的生活的信心。他们真的完成了一份了不起的工作，首先
为即将出现的，霎哈嘉瑜伽的雄伟大厦搭建好了脚手架，，他们就像我们整个工程的螺母及螺栓。他们建立正法的愿欲望是如此
热切，因此整个摩诃伽利的神圣力量在透过他们运作，以这样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智慧，他们化愿望为行动，写下伟大的经典，
千百年来，他们都是人们的指路明灯。 只有在现代，可以说约一千年前，人们才开始怀疑圣人们，之前人们只会怀疑自己。人们
通常会怀疑︰“我们还未有能力，我们还不够好，我们没能做得更好，但他们是完美的，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没问题的。”不管降世
神祇和圣人说过什么，人们都毫不怀疑他们。人们只会怀疑自己︰“这怎么会是我们知道的最佳路径呢？我们知道这是真正的路径
，但为何我们仍走向错误的方向？” 若你们阅读那年代的诗歌，全都是︰“为什么 — 尽管我的愿望是成为美好、正直和公义的人—
为何我仍漫步在错误的路径和荒野里？”那个年代的作者常常揭示，神会以福佑回报善良正义的人。但随着自我的发展或受到超我
的挑战，这一切都开始崩溃。人们的头脑开始混乱，他们开始怀疑伟大而觉醒的灵而不是怀疑自己，因为他们无法达到伟大的圣
人所在的层次，一些人受周围很多撒旦的力量影响，受它们控制，因此开始怀疑那些觉醒的人和这些伟大的典籍。 一方面有怀疑
的人，另一方面有狂热的人。那些试图越来越坚持教义的人变得狂热，他们变得狂热；那些怀疑的人也不能证明怀疑有任何好处
，没法说服狂热分子，他们是错误的。因此一方面有狂热者，另一方面有怀疑者，这就像站在两个凳子之间，人类真正的宗教在
瓦解崩塌，不能有新的宗教。宗教是我们内在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是我们生命的支撑。就如我们爬梯子，一步接一步地爬上去
，但不离开梯子，所有其他的可能都是必需的。因而终极的宗教必须被建立，原因是有两种情况出现
：其一是怀疑，其二是狂热。 这二种人都不认识神，都没有到达实相，他们互相批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实相。 我出生的
时候，，这种混乱局面甚至在肉身层面也开始显现后果。一切生命中的不平衡，在肉身上，思维上，情感上，也在灵性上做出反
应。当我观望四周时，我惊讶于无明是怎样令人变得幼稚，就像一朵无明的云遮蔽着他们。以前的人还有极高的悟性，极强的敏
锐度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他们犯错，他们也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我就在这混乱的时刻出生，我知道
我的目标是打开顶轮，所以在第一次被震惊后，我开始此工作，我决定不向任何人谈及它，我过着一个普通人、非常正常的生活
，不让自己太引人注目，因为，比如基督出生时，有一颗星星出现，希律王因此知道祂出生， 于是希律王的力量开始工作，你们
也知道这个故事中发生了什么。如果你出生时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负面力量会立即发现你。我仅仅出生后十五天，负面力量就发
现了我。如你们所知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意外事故。我真的要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进入你们的存在体，找出各种不同的排
列组合。 首先，我要找出你们的基本问题︰你们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一旦你们能处理基本问题，就能处理不同的排列组合。找出
了你们的基本问题后，我就开始找出你们的排列组合。令我惊讶的是，人类是怎样被安置在外在世界， 他们是怎样对外在世界做
出反应。我鉴别出这些在他们内在形成的排列组合，也受到了他们的其他身份认同的限制，比如他们出生的社会，他们出生的国
家，一般平民大众的想法等。所有这些身份认同变得比你们内在的、普世的原初存有重要得多，每个人都以非常古怪、滑稽、笨
拙的样子出现，我不知道该如何减少这种情况，该怎样把他们带回正常的成长水平，让他们开始成长，这是一项非常非常艰巨的
工作，我曾经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以普通人的身份，过着非常正常的生活，我曾经刻意表现得像一个非常简单的普通学生，表
现出所有对事物的无知，但有时，你们也明白，实相总是习惯性地溜出来，令人尴尬，它习惯于彰显自己。
接着这项工作开始了，我发现人类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源于家庭， 这就是为何我要结婚，我想研究家庭生活有什么问题，我开始
把这些问题视为我自己的问题来面对，我开始明白为何人们有这样、那样的行为方式。因为，虽然这些联系工作当然是要由你们

来完成的你们，但更多是要靠上天的力量来成就，若我知道你们的问题，我就能采取行动。 然后其他问题如政治，经济和所有这
些问题，我也试图去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对人类变得如此重要，这些议题的价值绝对虚假，但它们却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要搞明
白，为何他们这样那样做，有点像人类行为科学，我不得不研究多年，接着你们开始逐渐松开，或可以说松绑、解开，或者说打
开了一束绳子上的结，你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境界，差不多解开了所有的结，只剩下一个结还未解开，仍在等待打开，就在1970年
5 月5日，这个最后的结也被打开了。 一旦结全都打开，集体的现象开始运作，最了不起的集体现象是这个地球上尊贵的轮穴本体
能透过你们的手指被感受到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从未有人能感觉到手指被唤醒，亦没有人能在手指上感受到生命能量，但他
们能在内部感觉到，是因为灵量和一切的升起及他们内在发展的方式，所以，他们更关心个人的进展，发展他们的内在存在体远
远超过集体存在体。 但现在，因为宇宙的顶轮已经打开，每个人都开始透过双手感觉到四周的生命能量，意思是在这之前轮穴本
身能感觉到生命能量，现在 — 反映某个或某些特定轮穴的手指也能感觉到生命能量，即是说轮穴里的上天的敏锐度，散播至边缘
的程度，已经能够令人类在手指上感觉到生命能量，这是很奇妙的。
我的工作是从中央扩展至外围。在扩展时，不管我遇到任何障碍，我都要一个一个地清除，
一旦所有障碍物都被清除了，所有网络都好好理顺了，然后通过顶轮日的发生来产生能量，所以你们能想象这一天是何等重要。
我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上天不得不做了多少工作，又有多少人真的感谢上天做了这份非凡的
工作，要花很多年才能完成，特别是在我人生的这47年中，一直都在不懈地工作着，保持着一种非常正常的普通人的外表。因为
这工作必须触及到普通人，不是非凡的人，而是普通人。透过令他们有深度， 从平凡中提炼出不平凡的品质，这是一项巨大的工
作。但我必须要说，当霎哈嘉瑜伽开始运作时，赐予了我很了不起的人手，霎哈嘉瑜伽的工具，他们把霎哈嘉瑜伽当作他们自己
的责任。你们都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与我一起很辛勤地工作，把霎哈嘉瑜伽视为自己的责任，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的
确这样做。 其余的人可以分成很多类别。一些人来到霎哈嘉只为得到治疗，像这样的人处于很低的层次；还有一些人（来到霎哈
嘉）是为了他们的家人，一旦他们得到自觉，就把他们全部患病的家人带来给我；一些人来到是为了他们的财务和各种心理问题
；一些人来到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和灵性的问题；是为了摆脱上述问题。但那些担起霎哈嘉瑜伽，视霎哈嘉瑜伽为自己责任的人 —
这就是他们必须做的，这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存在的完整意义—
他们全神贯注在霎哈嘉瑜伽上，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尽其所能去成就它。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勇敢
的人和有责任感的人，这是霎哈嘉瑜伽士一个非常重要的品德。然而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轮穴、个人的问题这些全都不重要，因
为如果整体改善，你们也会改善。若整个身体有所改善，你们也会有所改善。但若一只手指改善而身体其余部分仍在受苦，你们
也不会快乐。 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为霎哈嘉瑜伽做些什么？你们能做什么？你们能走多远？ 你们可以怎样成就它？在生命的每一
步，每一个领域，把霎哈嘉瑜伽视为自己伟大的责任来成就的人，就会被赐予越来越多的力量和机会。那么在霎哈嘉瑜伽中，你
们会发现它是如此简单和干净，绝对干净，完全没有阴谋欺骗。从资金到你们这些对我完全信任的人，你们总是告诉我你们的一
切，我也知道你们的一切，我把你们的一切事情放进我爱的海洋里，各方面都尽力帮助你们，里里外外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显而
易见，霎哈嘉瑜伽对你们就像母亲。但是在充分利用霎哈嘉瑜伽这些优势的同时，你们仍更多地认同于自己的享乐，以及你们所
认为的享乐，仍不能享受在1970年5月5日被打开的集体之灵，结伴同行时，你们仍然更喜欢与非霎哈嘉瑜伽士一起。 今天你们是
做出重大决定的日子，你们要开始享受集体之灵，一切是为了集体，这样才有至高的享乐，你们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有任何牺牲。
但除非我们有更多这类人，其他洗碗工并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洗碗工或其他低层次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绝对一无是处，他们只
想找好处，享受美好时光，这类人全是这样，他们不大会给我们留下太大的印象。为此你们不需有太多才智，
亦不需要太多钱，不需要任何东西，只要有完全的愿望，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自己能盛开

—

我们是整体绽放的花丛中的一朵。 所以你们必须下定决心，不要把霎哈嘉瑜伽带到个人层面，或者带到自己有限的问题，或你们
的人际关系上，这是一份与神一起创造的关系，不是你们与任何人的关系。就如每部机器，所有电线都通过主线连接到主机，同
样，你们必须单独地与神连接，这样你们才能互相连接。我已经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这么说，因为在顶轮你们正受到集体之灵的祝
福。 第二个重要的点是内外都要完全整合，除非我们内在得到整合，不然不能带来外在的整合。内在的完全整合是透过你们致力
于改善自己而达成的。 首要的一点是：要花时间在自己的发展上，不要向我展示或向任何人展示，这是你们和你们自己之间的事
。你们要努力去洁净自己。与我们内在糟糕的轮穴一起舒适地生活是不难，但更容易而且最佳、最享受的生活是拥有很洁净的轮
穴。 首先要有真诚，首先要有完全的真诚。我们对自己是否真诚？有时有这种误解，人们以为若要对自己真诚，就应该否定霎哈
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是你们与神合一，这份真诚要圆满而又完整。任何出现在你们身上的不真诚你们都是极其有害的，所以你们
要知道，作为你们的母亲，我对你们是真诚的，你们也要对自己真诚，那么你们才会享受霎哈嘉瑜伽。在你们内在建立整合是很
重要的，因为如果确为诚是其必出自你们内心，如果真诚来自你们内心，那么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思维，你们的才智，你们的一
切都会努力去实现它。若真诚不是出自你们的心，就是一件肤浅的事，所以你们要尝试从心里感受它，这才是真诚的意义。不要
依靠任何人 ，不要依靠你们的妻子、丈夫、孩子 及其任何人，包括父母亲，真诚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必须以能得到完全整合的方
式来工作，面向整合的驱动力很简单，就是真诚。因此你们会知道自己正在自动地得到整合。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耐心，你们必
须对别人有耐心，因为若你们没有耐心，你们的真诚就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你们要有耐心。要获得耐心，你们必须知道到目前为
止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身处何方。当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就会对他人有耐心，有极大的耐心，通过保持对他人的耐心，你们的真
诚就会始终保持完整，通过真诚，你们就能完全得到整合。 因而我们说到真诚这个点，现在让我们就这一点深入下去：怎样能保

持真诚。首先我们要下定决心，(要真诚地作出承诺（sankalpas），然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找出我们如何在哪些方面变得不真
诚。你们善于分析，所以你们能发现：你们是怎样变得不真诚的？在哪方面变得不真诚的？可纠正的点是什么？控制你们的思维
，看看它是如何变得不真诚的。 你们会很惊奇地发现，真诚比不真诚简单，真诚比欺骗容易得多，因为你们不用思考，若要真诚
你们不用思考，若不真诚你们就要思考、计划，找出方法，找出所有漏洞和逃避方式，借此逃跑。 若你们必须被真诚所俘获，你
们无需担心任何事，真诚本身就是回报。这个定律应写在你们的心里，就是真诚本身是种回报，你们不用要求任何人给你们真诚
的回报，真诚自会回报你们，这就是为何你们开始享受自己的真诚。若你们能以旁观者来看这些事情，如︰“你们的真诚怎样令你
们变得美丽，变得尊贵。” 和“你们怎样开始提升自尊。”你们会很惊讶，真诚本身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会在你们身上彰显它活生生
的力量，你们会成为已转化的人。 你们内在的这种转化将改变全世界，人们将看到你们不再困惑，不再怀疑，也不再狂热。你们
不是盲目的，你们而是有警觉，有意识的，而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 所以，上天只会对这类人感兴趣。就如我之前告诉过你们，
上天对一只有警觉有意识的小虫比在宫殿里死气沉沉的国王更感兴趣。你们越有警觉，上天对你们越感兴趣。这份警觉无非就是
因你们的真诚而来的启迪，你们会惊讶于这份真诚意味着你们对自己忠诚。你们必须忠诚而不是背叛，对自己忠诚是真诚，这就
是我管理霎哈嘉瑜伽的方式。真诚是我的天性，我不需要努力去取得真诚，也不能脱离真诚。然而，若我是你们的典范，你们就
要努力在内在吸收我的天性，那么你们会惊讶于你们是怎样与我连上。因此我们所有人像一股波浪，以同一个存在体，用同一种
个性，一起移动，这就是这个顶轮日的成就。对目标心怀真诚才能投入行动，而不是对目标的理论构思和哲学分析，但在行动中
，要在各方面积极真诚且有耐心 — 所有这些都会带来内在的完全整合。 一旦你们的转化开始成就， 若人类开始转化，明天你们
将被安置在社会上各领域的领导位置。尝试接触你们所在的阶层的人，无论你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请尝试接触他们。这样做
就能创造一个氛围，开始另一个进化的循环，这是外在的整合，社会因此得到整合。所有信奉不同宗教的人都会来到霎哈嘉瑜伽
，霎哈嘉瑜伽是目前所有宗教的果实。政治和经济形势之间的整合，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将会显现，因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
源头，源头走向分裂全因人们对它的虚假认同，我们就是这样把全世界融合成一个漂亮整合的创造物，目的是让我们所有人能享
受极乐的存在体。 美好时光就在眼前。或许在下一个顶轮日，若我与你们一起，你们就会看到我今天所说的美景。但今天你们要
知道，你们是英国和欧洲霎哈嘉瑜伽的根基，尝试变得真诚，真诚，真诚，并享受你们的真诚。 我祝福你们心怀真诚，今天我要
告诉你们更多霎哈嘉瑜伽的秘密。就崇拜而言，我们不应把平庸的人带来，因为承受崇拜是很困难的，尚未明白我的存有、我的
双脚和双手的价值的人，他们不应该，也不值得来到这里。不要因为某人是你们的朋友、姐妹或兄弟而带他们来这里，这是错的
，你们在破坏这些可怜人的机会，因为崇拜对他来说太重了，他不能承受。崇拜只适用于少数人，所以要记着它不适合很多人。
现在我们称之为 charan-amrut，即我莲足的蜜露，不适合每个人，崇拜的祝福也不适合每个人，所以要尽量避免带来还未完全装
备好的人。首先，他们开始怀疑，即使他们不怀疑，礼仪对他们也是个问题，他们不会接受这些礼仪，来到这里是极大的荣幸，
这份荣幸不能赐予每个人。若你们能明白这是霎哈嘉瑜伽的秘密，这秘密最先只能给予少数人。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公布出来，但
不会公开给每个人，若你们能确认这个秘密，就能享有这份特权，你们的行为方式亦将符合已被赐予的这份特权。 今天全世界很
多人正在静坐，我在想念这些人，你们也要想着他们，要知道他们像你们一样，是我存有的一部分，你们是有警觉性的一群人，
所以在这个崇拜的时刻，你们不仅仅在为自己，为伦敦人，还在为全世界做崇拜，也不仅仅为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当然也为了他
们，但在这个崇拜中，你们以霎哈嘉瑜伽士的身份表达自己，你们已经认出了我，你们而且正在请求祝福其他人，让他们也像你
们已认出我一样，认出我。 透过这个崇拜，我希望你们对我的确认会更加清晰 —只有透过认出我，你们才能认出自己，所有一切
将会以非常漂亮的方式来成就。正如我所说，明年的5月5日，你们我们将会看到我今天正在说的成果，我唯一的要求是你们要真
诚，不要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那将会严重地伤害你们，也会伤害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不要玩把戏，这会伤害你们，因为你
们将会伤害解放的道路，你们因此会受罚，变成失败者，所以请你们尽量要真诚，真诚并不困难。 不要这样︰很多我见过的人，
他们以为我在责备你们，对玛塔吉用这些语句是错误的，不应该使用，很多语句都不应用在我身上，只有你们有这份特权来到这
里，你们应明白，特权只给配得上的人，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你们都配得上。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明白，我正告诉你们的这
些事是一份你们极大的特权，你们应该感到为此倾心，因为我告诉你们真诚是成功的钥匙。这是份特权。我正在给予你们这个钥
匙。

你们要明白，西方的思维是这样的，人们以为若你们告诉某人一些事情，你们他们可以运用一些惩罚(注：发音是chastitise

，猜测是chastise)的语句，不应用这些语句。要用些合乎礼仪的语句，那些是不恰当的，若你们不合乎礼仪，你们知道若你们把
错的螺钉插进错的螺母里，会破坏整个笑话，所以要小心处理，要视它为一份特权，你们正受到贵宾的待遇，你们全是贵宾。我
不能像这样向大众说话，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因为我想给你们一份完整的钥匙。 若你们能把自己看成是个何等有特权的人，
并且理解它，理解霎哈嘉瑜伽是什么，那么你们将会明白你们能身处这里是何等有特权，何等幸运，因你们所做过的一切得到了
多大的回报，你们历世所做而得到的完全的回报就是你们正在这里，这样将会帮助你们以更真诚的态度来做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我们必须在崇拜后静坐，我见过你们没有静坐，因此不能吸收我的生命能量，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到目前为
止，我的全部的生命能量只在很少数的崇拜里被吸收。若你们对此真诚，真心诚意，你们就会吸收我的生命能量。告诉你们的思
维不要提问，不要有不当的行为，而是清楚地吸收生命能量，这是为了滋养你们，为了你们的成长，为了你们的享受。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我已肩负很多重担，令我连眼睛都张不开。 愿神祝福你们。 Let us start the puja. Alright? Shri Mataji: You
can start.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Nirmala Vidy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hri Mataji: Again.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Nirmala Vidy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hri Mataji: Again.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Nirmala Vidy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hri Mataji: The Swadishthana is better now. Come along. Are you feeling alright too? (Person: “Yes…”.) Good.
Alright? Are you feeling the cool now, cool? Haven’t you? Cool breeze. Yogi: Heart. Shri Mataji: Right heart? Yogi: Left heart.
Shri Mataji: Left heart. Is he better? Swadishthana is better… Alright? (laughing). Now come along. You see, if you can take out
your coat you come along. I’ll just see your ??… How many days did he… Yogi: I think maybe since two years Shri Mataji: Two
years. Everything works out… There. That’s alright. How are you now John, are you better? Better, relaxed? Alright. Now, one
thing is you are not to feel guilty about anything. Whatever has happened has happened. Done, so done. Not to feel guilty,
because that makes things much worse. Alright? Things like that, just don’t worry. Yogi: Yes. Mother. Shri Mataji: Don’t worry.
That’s the point. Now. John? Yes. Left Vishuddhi is cleared out. Yogi: Thank You, Shri Mataji Shri Mataji: See. Give it. See?
Here… You can give bandhan for this… Give her a bandhan. Yes. Now. See your reflection, I’m not sure (laughter). Ha! Yogini:
Thank You Shri Mataji: What is you don’t know? What is to be said. It works. Here? Here you are. Yogi: Yes Shri Mataji: Are you
cured? John, how are you? Alright. Now you don’t put your neck here and there, or anything, you sit straight! Because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you should be quiet, and you should be steady. Steadiness is one of the signs of Realisation. Should become
very steady. I can sit on one posture from nine to ten – I mean I have sat, I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still! (Laughter) – But I
have sat on one posture. Alright? Bala? Yes. Hang on… (inaudible words due to bad quality audio) Thank you. Yogi: Just a bit of
right heart. Shri Mataji: Rama’s mantra did you take that? Yogi: Pardon? Shri Mataji: I said, Ramachandra. Did you do Rama?
Yogi: I think he doesn’t know, Mother Shri Mataji: Eh? Did you do any mantras, Rama’s mantras? You don’t know. Yogi: I just
don’t understand. Shri Mataji: You don’t know. Yogi: No Yogi: So it is – so it is the right heart. Shri Mataji: You are? What is it?
Yogi: Kidding, kidding Shri Mataji: You really are? Yogi: Yes, very much so. Shri Mataji: This is only for England or for anybody
else? (Laughter) Because this “ing” – the only sound of England, you know? Not in Sanskrit – [that is] wrong – there’s nothing like
‘ing’ – of any kind (laughter) (Long unclear section due to bad quality audio – conversation about sound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ontinues) Shri Mataji seems to say “Ing is not there”. Then Shri Mataji says that in Sanskrit there is a sound, which sounds like
Igan, “a very big combination” between “I”(pronounced I) who is the Mother of the Universe and ‘Gan’ who is Ganesha, so it’s a
very big combination”. The sound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Igan” – nasal sound – “in Sanskrit”. The yogi repeats the words
‘kidding, kidding’ accentuating the final ‘ing’ ) Put the attention to him instead. He’ll be alright… just can’t be negative. Really he
understands… tha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him… Good. Better now. (Shri Mataji says some mantras) Ha! … Ha. It is a left
problem … with his Agnya. You just say the name of Mahavira, the deity of you know, left side. When you just can’t take it out, it
is Mahavira, because… his Agnya, Vishuddhi… formulate the mantras … Mahavira. Say: Twameva Sakshat Shri… Yogis:
Mahavira.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Mahavir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Mahavir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hri Mataji: Are you ok? Are you alright? Should believe Me. You’ll be very good.
Should be alright John? Good. Better? Catching completely on his Agnya. Yogi: Gruha Lakshmi Shri Mataji: Hm? Yogi: Gruha
Lakshmi Shri Mataji: Alright. Say the mantra.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Gruha Lakshm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Gruha Lakshm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Bhagawati Sakshat ….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End of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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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 1980年5月26日 英国多利士山(Dollis Hill)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注意力。注意力是甚么？它如何作用？怎样可以提高我们的
注意力？大概就谈这几个问题。但当我谈及这些问题时，你要知道，我是对你们个别讲的，不是在谈论其他人。人类很喜欢这样
做，当我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找寻究竟母亲在向谁说话。这是把你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的最好方法。如果你把
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认为「这是为我说的，只是为我说的。」那样，便能生出作用，因为我的说话都是些口诀──含有生命能量
的语句。如果你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那你会把一切浪费掉，把应属于你的投往他人。注意力是你唯一可以知道真理的途径
。你对自己的注意力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注意力或你对他人的注意力。你要清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能明白，你便能享有
这一切，通过你的注意力，你便能提升至更高的境界，一切都会顺利成就。否则，就像给你食物，但受到滋养的却是他人，而你
竟一无所得。同时那个人也未必真能得到滋养，因为他不知道你把一切投向他。 今天我要跟你们谈谈注意力。你要知道，你的注
意力要吸收我所说的一切。你应说：「那不是为他人而说的，是专为我而说的。」你最好进入无思无虑的入静状态，那是最好的
方法，这样，生命能量便进入你，否则，我的说话便变成纯粹是演讲，你听了也不会有作用。我每次说话都能令你们改变，因为
那些话是由我说出的。但许多时你们老是想着别人，或者自己的问题。这许多都是无意义的，这只会使你的注意力负荷过重，令
我说话的力量不能进入你。所以，现在你们要运用你的注意力，要知道那些无意义的担忧都是没有价值的。你的注意力要生长起
来，变得更高。 注意力是你存在的整块画布。你生命里存在的整块画布便是你的注意力。当然，你能够进入多少，能够发现多少
，能够提高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梵文中注意力叫“Chitta”，神便是注意力。你的注意力能受多少启发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
你能受启发至一定程度，你的注意力便是神。注意力就好像一幅画布，你的性格上的取向，或者可以说，你注意力的运动都会展
现在这张画布上。我不知道英语中“Vritti”叫甚么，它不仅是性格上的取向，而是说一个人的注意力被牵引到某些事物上，我不知道
英语中是否有这个字。 首先我们要知道，注意力就好像一幅完全纯洁的画布，然后人类存在的三种状态(the three gunas)为它填
上色彩。你们知道这三种状态，一是过去，一是将来，一是现在。你过去对于事物或某情境的经验，都储存在记忆之中。例如，
你看见黑色。由于所有与黑色相关连的事物都存在于你记忆之中，当你再看见黑色的时候，过去的记忆便呈现出来了。意思是说
，你以注意力来观看外界，因此你的注意力会被过去所看见黑色的经验混入和着色，你的行为也会受到这注意力的左右。例如，
现在有某东西被火烧掉，你们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当你们下一次看见火时，第一个反应便是要万分小心。其实事情不会再
次发生，但由于你的注意力「知觉」到火的危险，你便会小心翼翼，同时警告他人。因为你的注意力由过去的记忆找出了这些映
像，投射到画布上。这是一张活的画布。有时我们会想到一些将来的事情。例如，我们想起某个人，同时想，如果下次看见他，
应和他说些甚么话。当你真的遇见那人时，你的注意力便会像冒出肥皂泡般、显现出想过关于那人的一切，于是你便向他说出预
先想好了的话。这些都是储存在你们内部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都是通过注意力气泡状的过程。这要看你受它的牵引有
多大，如果你受到牵引，那便叫做“Vritti”，但我不知道英语中我们被牵引到这意思叫做甚么。 “Vritti”是个中性的字，没有坏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被牵引或倾向于。"Vritti”是指你有被牵引到某物的性向。无论你的性格上的取向怎样，注意力都会被牵引到某个方面
去。例如，你看见有个盲人走在路上，第一个可能生他气，第二个可能心生怜悯，第三个可能上前帮忙他。性格上的取向便是你
由三种状态（three

Gunas即三德)发展而成的。此所以你的注意力认同于你，而当你的注意力认同于这个，即你的性格上的取向

，你的脾性，那么你还是在错误的认同当中。我们举个例说，有个人曾被鬼附，后来他练习霎哈嘉瑜伽，消除了鬼附，但他记忆
之中还会存留曾被鬼附的印象。如果那个人很倾向于左边，他的记忆会延绵下去，有一天，当他遇见与过去鬼附有关的事情，一
瞬之间，那过去的事便立即浮现，他以为自己又被鬼附了。这是记忆令得我们如此。这只是一种幻相。只是记忆在告诉你说：「
噢！我又被鬼魂附体了。」全因为这人左边过弱，经常活于记忆之中，意思即是说记忆比他还要强。如果你能强于你的记忆，那
么任何鬼魂都不能附着于你。但在得到自觉之后，你还不认同于一种新的意识状态，知道自我和超我都是幻相，那么你仍然会被
自我和超我逮住，你的注意力还是一团糟。 在一种纯粹而又简单的注意力当中，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是「如其所如」（Pratyak
sha）地观看这个世界，真真实实地体验事物。因为孩子初生时是没有记忆的，所以要火真正烧伤他的手，他才知道火会伤人。他
要真正接触过才知某东西是凉的。因为他的记忆还未建立。因此小孩子能生活在真实的经验当中。但如果那真实的经验变成了记
忆，越来越强大的话，他的性格便开始受到记忆的左右了。所有那些社会制约都是从记忆那里来的。你读过的书，甚至生存的整
个环境都会积累在你之内。有时候你嗅到某种肥皂的气味，或玫瑰花的香气，与此有关的记忆便呈现出来，令你感到开心或不开
心。因为无论你有过甚么经验，都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这记忆可能助长你的超我，也可能助长你的自我。如果是自我的话，你
会感到快乐，相反的话，便是助长了你的超我。因为不快乐的受迫害经验都是储存于超我的。快乐或不快乐这两种状态，都表示
你仍生活在幻相之中。一天幻相还存在，你仍然要向上升进。因此如果你因某些事而感到快乐，你要知道那只是得到自觉以前的
事，因为快乐的感受会助长你的自我。若是不快乐的感受，虽然会压抑你的自我，但却会助长你的超我。 这两种情况对你都是没
有帮助的，对你的升进没有帮助。如果你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太过，便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经验。你不能得到真实的经验，因为你注
意力陷于一团糟。如果你的注意力倾向于左边，你便陷于恐惧、痛苦、绝望、沮丧之中。如果你倾向于右边，你便会变得得意洋
洋、兴高采烈、过份宰制。左脉是蓝色的，太过时便变成黑色。右脉是浅黄色的，也可说是金色，太过时变成黄色，然后橙色，

跟着红色。倾向右脉，你变得富侵略性。倾向左脉，你变得能量衰竭，甚至到达冰冻的状态。因此走向极端，一边会冰封，另一
边会过热，两者都是错误的方向。 即使你能将注意力保持在中央，你也只是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中央而已。因为中央是个很敏感
的地方，注意力很难停留在那里。举个例说，我们可以用火来烧掉房屋，也可以用火来产生烟雾，但我们也可以更适当地用火，
用火来煮食，或者照明。然而太过的话，火便不受控制，太小的话，却只发出烟雾。要是我们知道如何平衡，便能保持在中庸之
道，用火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用来煮食、照明，甚至用来作崇拜。 同样，如果我们能平衡体内的三种状态，我们便能成为一切的
主宰。我们的注意力不会陷入所做的事情当中，也不会陷入记忆当中。同时不会被牵引到右边，使我们过份宰制别人。如果走得
太右，右脉会像血般殷红。有时我们很难明白，那些教徒，像伊斯兰教的教徒可以走到那样极端，做出各种各样残害别人的行为
，大肆杀戮。基督徒也是一样。在印度，婆罗门教亦是一样，甚至反对暴力的佛教也陷于杀戮之中，那是因为他们都陷入了右边
的缘故。 倾向于左边会使你疲弱和走向黑暗。那些倾向于右边的人就像那些强邦大国一样，他们是先进国家，能把战争合理化。
他们说：「我们要有武器来防备别人。」但从神的观点来看，所有人都是同一的。他们为甚么要互相攻击？有甚么需要这样做？
为甚么不能好好坐下来谈判，听取对方的意见？人们为甚么要战斗？如果说为了土地，土地是属于你们的吗？土地是属于神的，
神创造大地，人们有甚么理由要战斗？可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是这样，他们会立即说：「不，那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祖先的土
地，我妈妈的土地，我爸爸的土地，我兄弟的土地。」但那在你们之内的土地又如何呢？那土地是否属于你的？ 如果我们劝解那
些人，叫他们不要战争，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唯一的方法是让他们得到自觉。得到自觉之后，你的注意力便会升进，脱离自我和
记忆可以渗入的层面。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会进入更高的层面，注意力会升得更高。在这个更高的层面，那些由右
边带来的迷惘混乱（Vidshepa）将不复存在。那些知识分子，无论多么精明，都是陷于迷惘混乱之中的。他越迷惘，他便越喜欢
肯定某些事物，因为他不能肯定自己，于是他便去肯定某些事物。「事情是如此这般」等等。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要甚么肯定它
。但那些知识分子不停地去肯定事情是如此这般的，终有一天，他们会进入疯人院。他们不断重复肯定，那只表示他不能真的肯
定。他们好像被鬼附了身的人。他通过大脑去解释一切事情，说：「事情便是如此这般，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这样做......」等等
，他们能说服许多跟他同样迷惘的人。他们都相信和依赖这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人们的领导，因为人们更加迷惘，他们需
要一些表面看来不是那么迷惘的人。人们会附着于这些人，甚至被带往战争，屠杀，因为他们变成嗜血、冷漠、没有爱心的人。
另一个是走向蓝色的左脉，左脉的蓝色就好像月光的蓝色。于是这些人喜欢罗曼蒂克的情调，喜欢坐在月光之下。这些都是从诗
人拜伦那里来的。这些观念走进你的注意力以后，便成为很强烈的情绪。你便会去想：「噢，我要找寻我的爱人。」你于是到处
去找寻男女间的爱情。然而这种爱往往不是带来喜乐的，此所以诗歌中常说爱情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比死亡更可怕。许多诗歌都
这样说，你们为甚么还要陷入其中呢？我是说，一本又一本的书籍已说过同样的话，你们为甚么还要涉足其中呢？那些书籍经已
警告过你们说：「不要追逐爱情，爱情只是种欺骗，是非常短暂的.....。」如果某人能和另一个很好的人结婚，而且双方都知道恋
爱和婚姻要合乎中庸之道，就像厨房里的火、庙堂中的火，小心照顾，不走向极端，那么这是对他们有利的。 同理，右脉是太阳
脉，那些人认为太阳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使室内有阳光，但不能太过。好像有些人赤裸身体，羞辱太阳，曝晒至患皮肤癌为止。
计划这，计划那，亦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你要平衡两边，保持在中央，在平衡之中。 平衡这个字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它往往用于文学作品或科学研究。对人类而言，他们不知平衡为何物。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得到了自觉，注意力升高以后，他
们还会走向左边或右边，依他们的性格上的取向下堕到左边或右边。如果这种认同仍在他们里面，注意力就很容易被牵引下去，
过去的问题一一再现。 得到自觉以后，你们应该变得轻松些，你应该这样想：「我们已经把过去的东西抛下了，为何仍存在呢？
」我们应该变得轻松，如释重负，因为你的注意力会越升越高，最后与神的注意力结合在一起。你的注意力已受启发，因为你已
经知道自己的问题何在，他人的问题何在，也知道自己处于甚么位置。但如果你不知道注意力应该是纯粹的，反而让那些虚幻的
事物进入注意力，那么你的升进便会减慢。如果你能逐渐排除那些幻相，能知道那些是幻相，不附着于快乐或不快乐，你的注意
力便能起飞，停留在很高的位置。那时你便不会每时每刻走向这边或那边，你的注意力会持续，再向上升进的余地便越小。 但即
使在智慧状态（萨埵Sattwa-Guna），向上升时，你也可能发生很坏的情况。例如，如果你说：「我要尝试停留在智慧状态。」
当你这样想时，你便开始以你的辨知能力来看世界，而不是通过生命能量本身。你会想：「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事上吗？」
我们应该继续做这事吗？我们应该慈善为怀吗？我们应该服务人群吗？」这类人是存在的，他们经常想：「噢，我们要成就伟大
的工作。」他们就像救世军那样。且让他们拯救自己，我看不出他们能做甚么救世的工作。这些观念会令你停留不动，能令你彻
底僵化。这些观念可以很狡猾地作用于你，有些你亦不能知道。所有这些善心好事的观念只会使我们想：「且让我们办一个慈善
团体。」于是一切都完了，你的注意力也完了。 但如果你的注意力升得更高，例如，我的注意力不是甚么，就是善心本身，我的
意思是说，那能量就这样自然地流通。你们就变成善心本身。一个得到自觉的人和一个未得自觉的人有很大分别。前者的注意力
能去除一切幻相，到达更高的境界。这注意力能清楚看见甚么是幻相。同时，你能清楚看见你自己，能不陷于其中。当然我会尽
力推你们一把，但你们也要知道那些幻相一定要排除掉，否则你便不能生长升进。你们要排除一切的幻相，最好的方法是进入无
思无虑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中，你能超越三态。你还需要通过宽恕轮。当你通过宽恕轮以后，你便成为一个超越三态的人（Gu
natit），这时你不需要刻意地去做任何事，事情只是自然地成就。 但西方一个大毛病是事事去分析。你们要分析些甚么？问问你
们自己。我对现在整个分析性的知识啼笑皆非。他们会坐下来，扯下一条头发，然后把头发再分成一百条。现在有许多具有分析
性知识的人，但他们说不出为甚么染色体有螺旋状的运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知道在微观层面，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也
说不出细胞如何分裂。那么他们坐着究竟是分析些甚么？ 如今他们已为了一个目的来分析，是为了事奉神。通过分析性的知识，

我的说话和行事才能被记录下来，通过分析性的知识，我才能上电视，当然还要他们许可我占用时间。但由于我不符合他们分析
性的知识，他们或许不邀请我，这是可想见的。但试想像一下，如果你们不是发明了这许多东西，例如没有科学，你们的注意力
也许会更好。由于科学的发展，你们的注意力变得很混乱。因此我不知道那一种情况较好──科学昌明抑或是原始生活。当你们的
科学越发达，你们便进入另一个极端。你们的注意力不被整个地烧掉，你们也不会停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维持科学的平
衡的话，那是对你们有帮助的，但现在却失去了平衡。不论给人们甚么，他们都会把它弄得很坏，走向极端。例如你给他们一匹
马，他们不会好好地骑，一定要把马驱策至衰竭倒毙为止。无论是甚么事情，他们都行之过甚。所以第一件事是你们要安静下来
，对自己说：「我不会让这些虚幻的事情进入我的注意力。」 这些统统都是幻相，但你们将太多注意力放在这些幻相上，你们太
过认真，其实它们都是虚幻的。例如，在你得到自觉以后，你会觉得那些坐在月光之下的人可笑。但那个人会说：「你真是冷漠
无情。」他也许还会给你念诵诗篇。如果你看见一个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人，你心里也会发笑。但他们会说：「你这个人一无
是处，游手好闲，浪费光阴。」所以你是不同的，你已得到自觉，要知道，你的注意力要升得更高更高，到达一个很高的境界。
现在我谈谈在得到自觉之后，你会有甚么不同。首先你的灵量会上升，就像发丝那样微小的，然后穿过自觉轮。之后上天的恩赐
便会进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改变，但都是真正发生的。但你的轮穴还未完全打开。灵量只穿过轮穴的中央，还有许多注意力是
未曾触动的。事实上，由于未受触动，你甚至不会感到能量中心被穿透。跟着你要扩大那管道，让更多的灵量可以上升，打开那
些能量中心。通道打开后，便能将幻相排除至两边。在每一个能量中心，由于光的通过，会唤醒我们的注意力。但有时这光与我
们积累的黑暗相比是太小。特别是西方人，你们一定要排除你们的迷惘。但你们还是认同于迷惘。如果我问你：「你好吗？」那
表示你还是陷于迷惘之中，这些都是要排除的。其中一种迷惘是：「我真的是得到自觉了吗？」我希望你们不会再有这些问题。
至低限度你要相信这是真的得到了自觉。我曾经对一些人解释说：「你是真的得到自觉了。」但他们还是不能安心，说：「不，
母亲，这样子怎可以算是得到自觉呢？我们以为是能够『这样』或者『那样』的，我们以为得到自觉以后，便可以从窗户飞出外
面去。」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说法，幸好这些想法今天都不存在了。 在得到自觉以后，便有光进入我们身体，我们便要使这光生
长，方法是把那些幻相排除于注意力之外。那统统都是幻相。有时我也会捉弄你们。因为除非你能真正肯定自己，我才不会给你
对自己有错误的看法，我想知道你们的注意力是否还会动摇。我知道你们还是不能肯定自己的，此所以你们还没有信心。 首先你
们要学习驾驶，然后参加考试。试场上会放五块大石，相距不过仅容一辆汽车通过的距离。考官要你绕过所有大石，这是有意为
难的，为甚么？因为他要你成为师傅。如果能看见那些幻相把你往下拉，那你便能驾御你的注意力了。你只要把那些幻相丢掉，
抛弃那些幻相，你便会明白你是那永恒的注意力（the Eternal Attention），你是永恒的生命（Eternal Life）。唯一隔绝你的事物
是无明，所谓无明便是你把幻相看成为真实。你尽管抛弃它，那只是幻相。当你这样做时，你便会惊奇你的注意力可以升得多高
，那些过去令你惊慌害怕、或令你兴奋莫名的无聊事物都会隐退，而你亦只会一笑置之。在这个状态，你才能真正享受自己，因
为你的注意力已在「真我」的喜乐当中。我说你们会在，而且已在那喜乐当中，要保持在那里。 跟着谈谈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消除过去的记忆呢？那是要去建立新的记忆。你要记着你是何时得到自觉的，经常想着这个经验。每当有
不好的记忆呈现时，你只去想你是如何得到自觉的。任何带来麻烦，甚至令你得意的记忆呈现时，你只是回想你是如何得到自觉
的。当你感到自己有攻击性或发怒的时候，你只是回想当初你顺服时所感到的喜悦。只是回想你放弃自我时的喜悦。这样子新的
记忆便能建立。如果你建立起这个新的经验，便能使其他类似的经验联系到这个记忆上面去。例如关于你帮助别人提升灵量的经
验。当你为别人提升灵量时，你自己是在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中，不会有任何思想，但此时你却能记录提升灵量时的喜悦。如果你
能够记录提升灵量时的喜悦，你便能积累那些快乐的时刻，那些令你迷惘、恐惧、快乐或不快乐的经验都会被排除，剩下纯粹的
喜乐。因为这时你有的经验都是喜乐的经验，喜乐中没有思维，那只是一种直接的经验（Pratyaksha）。这便是我说你们要张开
眼晴的原因。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我的说话。 愿神祝福你们。 I think let us meditate today. Maybe this meditation will help
us. Please close your eyes. (break in recording) ..all of you, these things, put it on the fire. Douglas [Fry], take these two, these
things, and take them on the fire. (break in recording)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here or there or without worrying. Worry and all
these things are vikshepas, are all confusions, comes from confusion. You have known about me that I can sit for nine hours in
one pose. I mean I have done that but I can do even more. So one has to develop a baithak, is a sitting posture, for some time.
You must settle down in some position. Alright? Should try to do that, and whatever is required for that is to be don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If you are walking, still your attention will be moving about. Anyway, if there’s a movement then
the time, space comes into play. But if you can settle down, if you can have a place where you can sit down. And that’s why the
photograph helps. If you can see the photograph continuously, with a relaxed eyes, not all the time staring but relaxed eyes.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with respect [then] again you can open your eyes. This settling down of the position - you will be surprised
how your attention will gradually rise, you will feel it. Just now you are all in thoughtless awareness so go into meditation. No, if
you cannot sit you can take a seat, you see, down below. But as I said it, clothes should be a little lighter. Alright,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You have to sit for about now, five minutes. I will not make you [sit] much. But I hope you will develop it next time
your sitting. Right hand on the heart I think will help. Right hand on the heart. Now do it with your heart. Do - it - with - your heart. Right hand on the heart. Think within that, “I am the Eternal Life, I am the Spirit” Hold your breath. Leave it. This time
when you hold your breath you should know that I am the Mother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most powerful personality. And I am

your Mother and you are all protected. Hold your breath. Haa! Leave it. Good. Hmmm. You are still children I must say. Don’t you
know that I’m very powerful? Have I to tell you? Even the small children know that. Alright? Relax. Let’s have some music and
something. Now, any questions anywhere? Yogi: I have a question. Could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y and
happiness? Shri Mataji: Oh! Very simple you know. Joy doesn’t have a double thing like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Joy is
singular, absolute. It’s absolute. It is thoughtless. It’s fulfilment. Happiness is always shadowed by unhappiness, is the double
coined stuff, double faces of a coin. Happiness will be followed by unhappiness, unhappiness by happiness. It’s a relative
terminology. But joy is absolute, absolute. It’s beyond thought. It’s bliss. Yogi: It’s more like contentment. Shri Mataji:
Contentment can be relative still. But it’s all that in one. Joy is where you do not ask anything anymore, you’re just there. It just
emits then. Just emits. You don’t want anything, it just goes overflowing.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rationality, cannot be
perceived through your rationality. It’s beyond, you just feel it. Hmm. Jeremy? Jeremy: Why do we dream? What makes us
dream? Shri Mataji: Dreams? Now dreams are you see: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our consciousness in the normal way - not the
fourth one (turiya) that, now, you are in the fourth one - but normally there are three stages. And the third stage is called as
shushupti, where you are in a stage where you are deep asleep. That time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actually enters your attention, and you start gett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at. But a person who is not yet Realised
is not yet quite awake in that state, in the sense that, whatever he records gets again clouded when he is coming back through
those stages of…he comes through subconscious areas, lots of areas we can say, that he comes out of all the subconscious
areas that he has got within him, and the supraconscious areas within him, and then he comes to conscious mind. So lots of
things cloud it, like covered it, so the interpretation or even the memory of the dream could be quite confused. But after
Realisation you touch even deeper because you enter into unconscious. Not that The unconscious has to do anything, but you
enter into the unconscious. Your attention goes into the attention and it records what it sees. The more you become Realised,
the dream state will go away. For example I never dream. I mean actually I am in dream. I never dream in the sense that when I
am so-called dreaming, I am actually there working it out. And I can verify it with others that I was that time with you. He says,
“Yes, this happened.” So, you see, it’s a different state of mine. But actually this happens, you never have a dream, you are
always in reality. But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But at least whatever you record in that from the unconscious, at least should be
your own. But mostly the dreams of the people are clouded, so the dream doesn’t have much meaning. But with Sahaja Yoga
you are enlightened so much that, in your dreams also, you see what unconscious has to say actually. Which is not confused,
which is not clouded, which is absolutely with that you are awakened. I mean, for example, you might see Me, many a times, in
dreams. And suggestions you will get from Me. I mean, I work through dreams only, through the unconscious. But some people
always will say, “Oh, I have seen you somewhere. I have seen you many a times. I don’t know where I have seen. Were you in
New York?” I said, “No.” “Then where did I see you?” They saw Me in their sleep, you see. But they cannot connect that it was in
the sleep [that] they had seen Me. They are not Realised people but they have seen Me. Sahaja Yogini: Can you give people
Realisation in their sleep? Shri Mataji: No. No. I cannot. I do not even want to give Realisation to people when they are not facing
Me, either my photograph or Sahaja Yogis. That should not be. Because recognition is the only point in Sahaja Yoga. Modern
Sahaja Yoga is only going to work out if you recognise Me. If you do not recognise Me, it’s not going to work out. This is the only
way. This is the only key. Because so far you have never recognised. Only on recognition all your past things will be forgiven,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But if you refuse to recognise Me or you go slow with it, your progress will be slow. Which I have told you
frankly. Though it’s rather [an] embarrassing job, but I have to tell you. This is a fact. So, in dream you cannot give Realisation.
But in dream you might se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ill be giving thing, how you should give. Your solutions will be suggested to
you, how to approach a particular person. But you cannot give Realisation to anyone. They have to know that they have got
Realisation through Mataji Nirmala Devi. As it is, when you give them Realisation, they have no value [for it]. If they don’t know
Me, they will have no value. But I would still suggest that one should not go on analysing the dreams too much. Again, the same
problem will start. Because I know Jung and all these people did that. But that was all right at that stage because they were not
Realised people, or they were Realised of a very confused manner,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ere not sure of themselves. But you
people do not go on bothering about dreams so much. The dreams are coming to you to give you a solution of a problem. The
unconscious is helping you in dreams. For example, when I go to India most of them dream that Mother is coming. I mean it’s
like, acts like, what you call, television? Sahaja Yogi: I dreamt of you after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 Shri Mataji: After you came
here? Not before?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come to Me because they dreamt about Me also. Now, that’s a good thing. To
dream about Me means you’ve gone very deep. You see, the verification comes in. Sahaja Yogi: When I was here, you put your
hand over on this eye, when I dreamt about it. It was as though something was pulled out of it, something like crystal. And this
fell on the floor and this sort of grew legs and ran away. (laughter). Shri Mataji: What happened? You felt? Sahaja Yogi: I used to

suffer from headaches and since that time I haven’t. Shri Mataji: You see! That’s true. That’s true. I mean, actually it is done like
that. I’ll tell you another example, a very concrete example of this. One man who used to come to Sahaja Yoga and was very
deep into it. One day he was- you see some of the Rajneesh’s disciples wanted to sort of harm him. So, they called him and they
said, “We’ll offer you a paan (leaf)” – you see, that we eat and all that. And they really mesmerised him and gave him a paan. He
ate the paan and all that. That was after the programme, say about 10.30 or so and he went into his subconscious areas. But he
was coming to consciousness little bit. And then they took him in the taxi and beat him. But they could not beat, you see? He
could see that they used to come and beat him and their hands were held by somebody. He could not feel the beating on him at
all. And he used to come to consciousness, again unconscious, and then he became absolutely conscious, you see. He saw
them beating him and they said they were getting the pain as if beaten but he was never beaten up. And then they left him in one
place. And they took out his chain, a gold chain, and he had one ring of a real ruby in his fingers, they took out all that, and they
left him in one place somewhere. And then he walked all the way from there to his house. So, I saw all this happening to him and
that I was trying to slap, bang these people and all that. I saw all that, I was doing it, you see. So, early in the morning I got up at
six o’clock and I telephoned to his house and I said that, "How is he now? " His wife said, “He came very late. I mean he came
really in the morning time about five o’clock. And now he’s sleeping.” I said, “Let him sleep. He has had a very bad time last night
and he suffered a lot and these Rajneesh people have troubled him a lot,” I told her. She was quite surprised, you see. She
didn’t know all these things! When he got up she asked, “Where did you go?” And he told all the story about it. Then he
telephoned to Me and he said, “Mother, you were there to save Me!” I said, “All right.” I told him, but normally I don’t tell you, you
see, but that day, I just wanted to find out. Then he said that, “I’ve lost my ring that was given to me by my father and I really feel
sad about it.” So, I said, “All right you will find it. Both the things you are going to get it.” And when he was getting down from the
staircase, he found a red kind of a bundle lying there. And his wife said, “What is this red bundle lying here for?” So, he picked it
up. Inside was the ring and inside was his chain. Then he immediately telephoned to Me, “Mother I have found both the things,
how did you manage?” You see it can be done. So, all that was done for them because, you see, one can work it out. It can
happen like that. But you must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done through the power of Brahma, that’s the glow of Adi Shakti. It’s all
done through that. The rest is all myth! If you are not frightened of the myth, and if you do not recognise the myth, you are above
it! But you still recognise it. This is the problem. Sahaja Yogi: If you are a scientist say, are you saying that you shouldn’t
continue scientific work? Shri Mataji: No, no, no. If you are a scientist then, after Realisation, what you should do is to bring
science and Realisation together. You can explain science and Realisation together. You have to explain Realis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 This should be your effort, a new direction, because you have found out that you are Realised, you have found
out that there is All-pervading Power, now, if you can put it in the scientific language you can talk to them. So that knowledge is
not wasted. Supposing you are a geologist, you can explain many things of geology which you have not explained so far,
through Realisation. So you give actually the science it’s fulfilment itself! There are so many questions they cannot answer.
Every thing, politics, everything - why it has failed, what has happened, what is the reason - everything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science of Sahaja Yoga. Everything! why it works out, why it doesn’t work out, what’s the thing, what is the failure is - everything
can be explained. Human behaviour, everything. So use your knowledge to enlighten the knowledge which is covered with
ignorance. For example, see now, you have developed films, cinemas, this, that - use it for Sahaja Yoga. How can you use it for
Sahaja Yoga you should try to find out ways and methods. Supposing you are a dramatist: use that drama. Make a drama on
Sahaja Yoga. Put your mind to that and you can do it. For example, supposing somebody is doing a course in journalism, then
he should use his journalism for to propagate Sahaja Yoga. You should try to find out in geology also, or in any subject
whatsoever: the light of Sahaja Yoga which is being missed so far by the scientists, by the geologists, by the psychiatrists, by
everyone, because it’s all a science which is secluded, which is in darkness, which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whole. Now you
see your fire is here alright? Now, when I put my hand there, what happens is this fire is enlightened. This power sucks in from
you, or any one of you who are Realised-souls, whatever is within you which can be burnt away by fire, and it burns it off. This
fire you have analysed in ignorance but now you are enlightened. I gave realisation in India to some scientists who were working
on the agriculture. They started using vibrations for agriculture and they were surprised that they could produce ten times more
yield. I mean,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are being produced and they are doing tremendous
work on that. They’ll be publishing papers and things and they are doing that. You can see also how vibrations work on say a
nucleus of an atom. They will be acted through mesotrons (an elementary particl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ces in the atomic
nucleus). If you see that, mesotrons will immediately react to it because they are arbitrary and you will be amazed you can
handle them and manoeuvre them through your vibrations, if you see them under microscope. If you want to go into it you can go
into it, because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convince these horrible people what else could be, and give up everything else and just

accept it, be within it. We are curing people without any science with us. We are curing mad people without any science. After all,
everything is for the betterment of human beings. We are improving food problem. We are improving even material problem, I
mean, Lakshmi tattwa is improved in them. All these things can be done. And scientists can show that science taken to extreme
can take [us] to destruction, which is not related to the whole. If you move in one direction, a linear movement, it just coils back
and comes back to you. But if you are related to the whole then you know how to balance it, otherwise the nose starts growing or
the ears start [growing] - it’s malignant. The growth of science, the modern science, is malignant. Even on Earth, if part of Earth
starts growing, for example, on one side, the whole balance and equilibrium will be gone of the Earth, isn’t it! I mean if you see
The Nature in its real completeness then you will see there’s such a balance existing. Science just moves like a blind horse in
one direction. What is the use? Then you go to atom and from atom you go to atomic energy and from there to the destruction
part. But if you had kept to the truth and to the complete, then you would not have gone that far. Alright, it’s useful for us, use it.
Analysis destroys you, destroys all our character, everything. If you start analysing you, yourself, you’ll be destroyed. Take
yourself as a whole. There are people I have known who analyse me also. Such silly fools I have seen. Haa, there are. It’s so
fantastic, the way human beings go about with there small little brain! Anything they cannot explain in Sahaja Yoga. When you
have the higher science to discover, forget the lower sciences. I mean, when you were a frog, you were only worried about the
well where you lived but now today you are a human being, you are worried about other things. Now, if you become a
super-human being, you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higher sciences. Now what have you achieved through science we can
achieve in a second through Sahaja Yoga. Your material welfare can be, in a second we can improve it. If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materially you will be better off. Most of the people they declare as coma and dead or lunatic and gone cases…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cure any lunatic whatsoever. Once he goes to the lunatic asylum he just comes [out] as a corpse. He
never comes back as a sane person. What your science has achieved so far? And in which way? Take to anything: political
problems, anything. You try to have political, say democracy - you have created demonocracy. You wanted to have communism
- it is nothing but killing everyone. Everything is a topsy turvy. Hello! How a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re daddy has
come? Child: Yes. Shri Mataji: Where is he? Child: In there. Shri Mataji: Oh, I see, I see. Sit down, sit down, sit down. Good!
Now any other question? Should we have some music? Yogi: Mother, what is the true meaning of your name ‘Shri Bhagawati’? I
have seen several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name entirely different to each other. Shri Mataji: You see, ‘Bh’ ‘ga’: “Bhaga”
means six things all together. They are the six attributes of God and Bhagawati is the power of God, that’s why She’s called that.
Six basic attributes of God. First is innocence, second is creativity, third is…fatherliness, you can say, but is the one which
nourishes. You see if you put the gardener and the Mother Earth together then what is the quality of them, is nourishment to
grow, looking after, called as ‘palanhaar’. In English must be a word somewhere. The ‘Patron’? But ‘patron’ doesn’t mean all
that, isn’t it. Yogi: Husbandry? Shri Mataji: Husbandry? ‘Husbandry’ is a funny word! (laughter) Yogi: ‘Paternal’ Mother. ‘Paternal’
Shri Mataji: But it is also maternal, you see. Yogini: Guardian? Shri Mataji: Guardian is only in control. You see all these things
put together is ‘palanhaar’. Yogi: Sustainer. Shri Mataji: Sustenance is also there. But the kindness, the control, the looking after,
the weeding out. All the beauties of that and the enjoyment of seeing your creation. The growth. The One who makes our growth
possible. Then He is Almighty. Almighty. Nobody is more powerful than Him. He’s the most powerful. And He encompasses
everything. He’s All-pervading and He knows everything - Sarvarupa. He knows everything, omniscient. This is ‘Bhaga’. And
Bhagawati is the power of God. Without Bhagawati, God has no meaning. It’s like moon and moonlight, it’s like sun and sunlight.
You cannot differentiate. They are just one and the same. Yogi: Is Bhagawati Adi Shakti then? Shri Mataji: Adi Shakti is the
same as Bhagawati. She’s called by many names. One of them is Nirmala also.

1980-0609, 内在的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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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精微 1980年6月9日 英国伦敦卡克斯顿大厅 前几天在灵舍，我跟你们讲了精微面，这种精微早已存在于我们内里，但我们
尚不了解。它可能来自我们头脑的潜意识，可能来自超意识，可能来自任何我们未知的领域——但是那些能带领我们走向整体性
存有的精微面，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 有时候我们会听说一些人有预感。比如一个人说，“我得买这房子，我预感我应该买它。
”或者有时一些人说，“我总听到一些声音，有人告诉我不应该做这个。”
但判断所有这些建议就要看：它们是来告诉你一些超越(世俗)的事，还是告诉你一些关于世俗生活的事，比如买房子。

神对此不

太感兴趣：你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你在一个比赛中赢了多少钱。祂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对神而言这都不重要，人们能理解这点
，不是吗？

同样，神也没兴趣在你耳旁说某人不好的话“小心这个人，他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有人要伤害你的身体，也许在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神想要保护你的身体，但这身体对神而言甚至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祂可以再创造一个！神要给我们最
重要的东西就是祂的爱，祂与我们的连接，祂的国度，祂的力量。 因此，我们真正应该接受的内在的精微，应该是那些带领你到
达喜乐的王国、到达整体性王国的那种精微。比如突然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儿在街上哭泣，你感到你的心也在哭泣。这不是你对此
感到了内疚，而是你感到与那孩子是一体 ，你感到自己也在哭泣。那么，你内在所感知到的精微的慈悲，肯定是来自神。你对此
不会感到内疚，或者你不会给他2个卢比或其他的东西来侮辱他的自我。你对此做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极之有建设性，并且
你悄悄地做。你不想和任何人谈论你所做的，因为你觉得谈论你的慈悲是庸俗的。你如此甜美地行事以至于他人都没感觉到它。
整件事是如此美妙。你不在报纸上宣告，你也不在“名人录”上公布，你也不是为了去争取诺贝尔奖或之类的事。对于你内在所崇拜
的精微而言，这些都太粗俗了，因为你内在的这些元素比那些粗糙的盘算崇高得多得多，因此，你只是在乎那些（内在的精微）
。 这就是神。这就是神如何在我们内在闪耀的。即使在我们得自觉之前，在我们和神有连接之前。即使一些人还没有意识到，祂
也在他们之中闪耀。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安静的人们，他们不炫耀，但是他们非常真诚，极之善良。这种人，当他们来到霎哈嘉
瑜伽，他们立刻得到生命能量。他们不是那些担忧金钱的人，不是那些担忧生活中粗糙事物的人，或者担忧那些如此愚蠢的成就
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只是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他们没有掌权——他们通常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野心。他们不需要生活中有太多
的成功。他们看不到如此成功的意义何在。他们可能是非常平凡的人。他们也可能在做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但在他们的生活中
，那些与他们有接触的人，都记得他们：“是的！（他们）很有生命力。很显然那些生命有火花闪耀。”

因为一个如此精微的人不

需要去宣扬。这种人不可能是宰制他人的、独断的、好争辩的。这种人是安静的：他的注意力从生活中所有的争吵和纷争中退出
了。但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度中有很高的地位。你曾经见过，在霎哈嘉瑜伽中，你突然发现有些人是如何彰显他们的神性。可能这
样的人在所有现实事务上很稚嫩。可能被欺骗过，可能被一些试图利用他的求道的可怕人物所误导，但是他的神性仍然保留。 这
一元素突然之间在霎哈嘉瑜伽中被点燃，对这样的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感受到他的本性，这个本性一直让他远离
所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和所谓的“伟大”事物、并一直给予他力量、信心和喜乐。他在霎哈嘉瑜伽中清楚地看到这些。他坚守其本性。
当他滋养其本性时，他惊奇地发现他找到了他自己。然后，这个本性成为了他的生命。 每个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我说的是“数
千”，不是“数百万”。抱歉，因为他们没有百万。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有这么多。他们只能数以千计：总共可能是2,1000人有
那样的素质。他们没有数以百万。但是之后他们会造就数以百万这样的人。他们必定是少数人！这些人都拥有如我所说的特殊才
干。 但每个人都必须给予自觉，这是必要的，每颗种子都必须发芽。但有多少能发芽长成大树并结出果实则是另一个问题。首要
的事情就是，首先让所有的种子都发芽。在适当的时候，所有的都会回来。但有一些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彰显、全然绽放，这
才是最重要的事。 上天对无用的人们毫无兴趣。上天对那些特殊才干的人感兴趣。就像我告诉你们的：这样的人可能一点也不富
裕，可能非常穷——那也不是说富裕的人就不能如此。他们也可以非常富有。那外在的外貌、地位、教派一点也不重要。我谈论
的是内在的火花。 简而言之，他们可以被称为绅士。或者如果她是女性，就是淑女。通过他们的本性，一种平静的高贵得到彰显
。有时一些事情也会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那就是他们发现很难去遵守这个疯狂世界的规范，从而让他们有时有点愤世嫉俗。但
是愤世嫉俗不是那精微，但他们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有点愤世嫉俗。但是他们必须是非常愉快的、极之喜悦的人。他们不可能是忧
郁、悲伤、处处散发着愁苦的人，也不是大写的BORE、令人讨厌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极之有趣、非常有磁性并充满活力
。他们自我完满，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精微，他们以此为生。他们求道依然初心不变，他们尝试去寻找自己本性的意义，他们
想让自己的精微与某些整体性的东西一致。 在他们所在任何领域的表达中，他们被每个人内在的整体性存有所吸引。可能，他们
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们有一种个性，其行为举止宜人，散发出亲和力。现在，如果某人是绝对的邪恶，他可能会憎恨
这样一种人。但这不会对那精微本性产生影响，因为他处于一个不会被粗糙攻击所玷污的高度。那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在自身中所
认出的，我们应该对存于内在的这个精微本性感到非常自豪和幸运。 一个人再也不用感到孤单，因为现在我们拥有数量众多的相
同信仰和类型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了这个精微本性的缘由何在，如何去表现它，如何在我们的内在去彰显它，哪些神祇掌
控了我们内在的精微：你们可能称之为原型意象——原型意象是指某事物在我们内在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然后所有这些发现
，让你对你享受至今的模糊的精微感到自信。 很久以前，我打过一个比方：有一只母鸟把小孩儿——或者你可以说——把小鸟儿
放得离她远远的。这个小鸟儿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它渴望温暖。它呼唤母亲。这呼唤本身是它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对那小鸟儿来

说，那是最大的事，其他的都不重要。你可以给那小鸟儿任何东西，但它不会开心，它就是需要那，它需要那温暖，那爱。然后
它通过展开它小小的翅膀来表达自己，试图单脚跳来表达它自己。然后母鸟从小鸟的跳跃中感受到完全的喜悦，自己下来了，把
小鸟儿裹进她的翅膀中，给予所有必要的温暖。 这就是当灵量升起时在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灵量就是我们内在那个温暖的部分
，是那慈悲。是那美好的部分，那愿望的部分。愿望……
什么事？门开了没有？进来，进来吧！他们在等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大家）。 什么事？ 瑜伽士：对不起，母亲，我们迟到了。
母亲：没事，没关系。进来吧！ 因此，神的愿望以灵量的形式被置于我们内在。当所有外在的愿望在我们内在暗淡下来，那真正
的与神合一的愿望仍然存在，灵量就会自发地升起。 那个情况在一些人身上发生了，可以说是极少数的人，比如佛陀，大雄。那
些人都是人类，他们获得了虔诚：不是通过强迫自己摆脱欲望，而是通过智慧，理解到“这些是愚蠢的，是可笑的。我要往哪儿去
？” 只是智慧在发生作用。不是一种理性的理解，而是内在本性它自身在排斥。这个阶段是通过一个人自身进化的力量来获得的。
同样，也有许多其他的在发生着，或其他的支持，这些都带来灵量自然地升起。 有个人想来看我，因为他说，“母亲，您是灵量的
授权，有许多书写过灵量，我得写一篇评论‘那就是灵量，当她升起时，你开始跳跃，当她升起时她给你热力，要不你就是灼烧自
己，或者跳起来穿过屋顶类似的事情。’”

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想听到关于灵量的任何事。如果你读那些书，你会被吓着

。我想这些书是绝对邪恶的。然后这人想知道关于灵量的“正宗的描述”。然后我告诉他说，“所有那些书都该被扔进海里！因为这
些书是由那些从来没有体验过灵量的人所写的。”因为这些人在某些地方做过某种冒险。像有的人相信：即使寻找神也是另一种工
作——如果你没工作，最好去寻找神，至少祂可能会帮你维持生活！ 有些人真的相信，与其无所事事地呆着，为何不去寻找神？
那会是个好主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开始冒险出发去寻找神。首先，他们被神圣的守卫所打击。因为他们不是被授权的
人，他们不神圣，他们对至高的神缺乏礼仪，他们没有尊重，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我导向，他们想要有另外一个自我
之旅，他们想要成为灵量的伟大探险家。但是你做不到。你必须要有恰当的礼仪。 他们缺乏所有的谦卑、所有的神圣、正义以及
其他能求得灵量帮助所必须的所有东西。然后他们被第一位神祇所打击、祂位于三角骨，有时候他们也可以看到祂——他们见过
祂，带着脾气、红色的，他们也可能说是橙色的。 让他进来吧，有些人在那儿等着。 这位神祇是一位非常有力量的神祇，是最智
慧的神祇，因为祂就是那位给我们智慧的神。你不需要与这位绅士辩论：祂对你了如指掌。祂知道你的细枝末节。如果你编一些
故事，祂会说，“好吧，我曾经听过这个故事，现在请你不要再讲了。”它知道你有多诚实，有多真诚。就是这位神祇，给了那些不
正当的灵量探险者和灵量作家糟糕的经历。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当一个小偷来到镇上，他被警察抓住，被扔进监狱，当他回到村
庄的时候，他告诉人们“哦，天哪！好可怕！别去城市里面了！他们抓住你，把你扔进监狱，不给你吃的，你三年都不能见任何人
，然后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因此每个人都对进城感到恐惧了。就像是这样的。 或者小偷从后门进到银行，或有时他们挖一个地道
或之类的——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你知道的，他们有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荒唐事，去挖个地道然后搞到一些金子，或挖另一个
地道直接通到监狱里头。因此，这些愚蠢的人们，当他们尝试去做这些粗鄙的事情时，比如通过后门去银行被抓住了，如果你去
问他们的经验的话，他们说，“噢可怕的经历！可别靠近银行了！别把钱放那儿，可千万不要！”你问他们，“为什么呀？发生了什
么？”他们说，“他们会抓住你！你知道的，银行里那些可怕的人。” 他们还可能会进一步去警告你。如果他们是狡猾的，他们可能
从前门走进来然后告诉你，“为何把钱放银行呢？给我吧！我可以很好地照看它，这是个好主意！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比
银行多出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然后如果你相信了他们狡猾的面容，你交出了钱，迷失了自己，也失去了银行。然后你可能会
说，“这是什么银行！”在银行前面有些人像这样站着。这到底是些什么宗教？这些打着神的旗号的导师，站在前门、试图去抢劫别
人？这是个什么样的神？然后你因那个欺骗你的小偷而去责怪银行。你必须得学会把两者分开。即使当你尝试去了解灵量时，这
明辨力都是重要的，灵量是神的愿望，她赐予你神的国度。王子必须要成为国王。如此美好的愿望不可能是粗糙的、不可能是丑
陋的、令人不快的、不可能是烦扰人的、可怕的和可憎的。 一旦你理解到了这点，然后你就会尊重你的灵量。她是你的母亲，因
为她给了你重生。她与你在一起很久很久，经历了许多世，就是在等待可以给你自觉的伟大时刻。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知道
她有多美。那么多人曾经折磨过她，冷藏她，通过诅咒她，将她变成石头，但她仍旧微弱地呼吸着，希望有一天可以赐予你们她
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灵量，这就是灵量的唤醒。 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对灵量的粗糙理解。就好比你会在霎哈嘉瑜伽里看到的，当你
来时，你在你的一生中看到的——并且你还会看到更多——那就是这么多人来到我这儿，只为了得到健康，只是为了治病“我背疼
。”“我的胃有点问题。”“我有关节炎。”或者，“我有糖尿病。”没别的了，然后“我确信你会治好我！” 这是个十分奇怪的情况！因为
请求我应该治好你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什么权力去提这样的请求？为何你觉得上天应该治好你？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如果上
天只是治疗人们，祂会开许多家医院，然后获得诺贝尔奖之类的。但是不停地治疗人们不是上天的愿望。只是去治疗那些毫无价
值的人们是愚蠢，没意义的，完全无用，彻底被浪费了。为何祂应该这样行事？祂有理解力，祂有智慧。难道要一直浪费精力去
治疗那些一无是处、毫无用处的人吗？你会去清洁一盏你不能把光放进去的灯吗？如果你对上天而言毫无用处，为何上天要治疗
你？

因此那些相信“噢母亲，你必须治病”的人，必须知道所有这些都是灵量升起时所作的工作：她滋养你，洁净你，因为在你的

存有之中，神自己要去彰显，因为你的身体——这神殿要得到洁净，因为神必须进到里面。那就是为何神尊敬你、清洁你、帮助
你。即使祂可能帮助你，比如说，一个母亲在那儿，她的孩子不怎么妥善，她会很担忧。因此神可能治愈那个孩子，只是为了安
慰那位会彰显神的力量的母亲。因为神的力量是所有力量的整合。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所有的愿望得到显现，是愿望
的力量。意味着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被这力量满足，并被祝福。你能相信吗？祂有力量去满足你所有的愿望，但是在自觉之后，
而不是自觉之前。 自觉后，你的优先次序改变了，你的愿望变得不同。然后你不再要求金钱或者孩子，或类似的，但是你开始要

求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优先次序发生了变化。你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你的愿望，因为现在光进入了。 比如说，当你在
黑暗中行走，你发现在你面前有一个大的黑团，你不敢走。因此你渴望，“噢，这个东西应该被移走！”但是当光进来了，你发现那
儿没有黑团，什么也没有！对你大敞着门。因为你的愿望就是你应该能看到一切东西。整个的优先次序发生了变化。 因此，这左
边的力量是去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在右边你看到这个黄色的线，它看起来如此细长，是行动的力量，去实现你所有的愿望和神的
愿望。 这儿我给你说得更精微些：什么是行动的力量？它是很壮观的! 比如说，这边彰显了所有五大元素。所有的五大元素在等
着你请求。你看到这火了吗？你要求这火，“带走我的问题！”火就带走问题。你曾经见证过。水元素：你去到海边，只是去到那儿
然后站在海里——在自觉之后。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被吸入其中。 大地母亲也能吸入你所有的问题，是如此奇妙。我曾在吉隆坡
，你们可以给他写信。他是集会的发言人，在他的住所，至少有千来人。60%的人是有病的，然后40%的人在照料他们。我是一
个人：没有霎哈嘉瑜伽士，什么也没有。幸运地，他们有一个大花园，并且那天比较暖和。我说，“好吧，我们去花园吧！”我让他
们在花园坐下，然后我请求大地母亲，我说，“你最好现在工作！”然后我坐下来。然后每个人都感觉到有好转。有一个小儿麻痹症
被治愈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例。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八岁左右，也坐在地上——他父母背着他来的，然后把他放在地上
。他就站了起来，开始走路了！他的父母突然意识到他不见了：“他去哪儿了？”他正在花园里到处跑！这是事实！

还有一些盲人

能看到东西了。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你们可以给他写信，我会给你们他的地址。这是事实，曾发生过。对于每个人而言，这整个
奇迹都是如此简单，以至于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没觉得这有什么惊奇的；“毕竟母亲在此，因此这必须成就出来！”他们没有对其进
行合理化的解释——就觉得理应如此。即使是今天，如果我去那儿，这还可能会发生。 所有的元素都在等着你的命令。左边的伟
大天使们向右边的天使们以及世上所有的天使们传递这些命令。尽管这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存在，而你必
须只是去请求他们的帮助。那就是口诀的意义：是觉醒的呼唤，或者你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呼唤。比如说：一个警察吹哨子，这
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他人吹哨子，人们则只会把他送进监狱里面。同样地，口诀就是通过语言而彰显的一种权威。借此你可以唤
醒你内在所有的力量。它们数量如此众多，以至于我得至少花7个演讲才能描述完，将来某个时间我会去描述这些力量，你们中的
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这些力量是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帮助你的。 即使我们霎哈嘉瑜伽士也把这些当做理所当然。因为如
果你们在生活中留意到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其不可思议之处：无论我们以某种方式得着什么难以
置信的东西，我们都将此视为天经地义。这样非常温和，不是吗？假设每次我们都震惊或被吓着，然后我们说，“噢，天哪！”我们
就会变得神经过敏，或称为滑稽的人。但是它在我们内在安顿下来的方式，就像树叶从树上滑落、褪去水分然后轻柔地碰触地面
，然后那地面也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同样地，所有这些，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前额
，每样东西我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人类的举止，每样东西我们都觉得天经地义。同样地我们将霎哈嘉瑜伽也视为理所当然
：这也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像我们视内在本质为理所当然那样同样地看待霎哈嘉瑜伽？这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
把我们的手看作理所当然：因此如果我要拿我的钱包，我像这样一样抬起我的手，像这样。当我们将霎哈嘉瑜伽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有对任何事物使用我们的生命能量吗？因为现在，在我们生命能量的意识中，如果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就应该完全
立身其中并将之成就出来。我的意思是，我就是这样做的。 对我而言，万事万物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能量。我做的每件事，不是
别的，只是生命能量。我所有的动作和全部东西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能量。 我自己也将这些完全地视为理所当然。我希望你能将
所有你内在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将其他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一样。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电视，你接受了它，你把它接
上电源，然后你能看电视了。你不会跳起来然后说，“噢，天哪，看那奇迹呀！想象一下！”没有，你只是觉得天经地义。任何东西
：电脑或其他的你看到的绝妙事物，你觉得天经地义。

同样地，可能在一开始有人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人们可能会开始这样

想一段时间。太多思考同样也不好，因为那时你没有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往后，你必须处处用它！只是试试！你是被授权的
。现在，你的电视打开了。它开始工作。你们是伟大的工具，历经千年，籍由极大的关爱才被创造出来。你不知道上天运用了什
么力量来创造你们：这力量多么精妙，多么有活力。你不知道所有这些星星、所有的天堂是如何被上下移动为了创造这个美丽的
存有，即人类的品质。你对此毫不了解。现在，当霎哈嘉瑜伽出现了，你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也是以非常有活力的方式成就出
来的 有无穷的精微的力量在将它成就出来。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你不可能让你的灵量搏动。就想象一下有一个遥控器，让
你的灵量成就出来！好好想想，一定是有个非凡的机制！ 为何我说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就尝试去拆开你的遥控器，
自己去研究它，然后弄坏它，等你要看电视的时候，将会发现所有事情都完蛋了。然后你头疼，不想再看任何东西。这个情况正
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士身上，尤其是在西方。因为一旦他们得到自觉，他们回家，然后通过思考来仔细研究一番。他们不是通过思
考来获得自觉的。这是如此简单的事。然后他们回去，然后7个月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说，“母亲我7个月之前曾来到您这儿，现
在我觉得我错了。”那么我要说，为何浪费这7个月呢？ 今天，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感到我们的精微面在绽放。且让我们把自己
带到那精微的要点上，即注意力，我们尊重注意力，灵量也会滋养它。
无论你的注意力现在去到哪里，这注意力是受启发了的注意力。 今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有人写道，“母亲，我们曾
给您送来一对夫妻的照片，自从您给了他们班丹后他们就好多了。”他们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们真的好转了。但我什么也没做！
真的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看着那照片，就是这样。坦白地说我甚至都没有给班丹。我只是看着它，仅此而已。我没有思考，我
只是看着照片，就成就了。 真的我什么也没做！你们不用谢我。当你什么也没做，然后人们谢谢你，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此
你只好一直说，“好的，感谢你谢谢我！”
因此，再次地，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些冥想。我希望我们将会触及你们内在更深层次的东西。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你们俩是第一次来吗？以前来过？你呢？

母亲：第一次？好的。你能感受到凉风吗？

女士：这是我第一次来。

求道者：是的。

母亲：好，那么你没有失去它！

你怎样？你能在手上感受到凉风吗？

求道者：不能。

母亲：还没有？好，它会成就的，它会成就出来的。你怎么样？你能感受到凉风吗？不能？
瑜伽士：感受到了凉风，母亲。

母亲：好，好，好！

你怎么样？

你好吗？好，你怎么样？

女士：我今天不能感受到。

母亲：你在思考！现在，不要想。 你看，思考让它停止了。怎会这样？在两个思维之间——比如说，一个念头升起又落下，然后
另外一个念头升起又落下——在这两个念头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隙，这个空隙在扩展。比如说，这个念头是关于过去的，另外
一个要来临的念头是关于将来的。在这念头之间的空间则被称为空隙（vilamba）。当你开始思考它，你就跳进了思维的风口浪尖
里。你是超越思维的。印度人会更快地理解它，因为它被称为无思虑三摩地：就是在那种状态里你变得无思虑。他们知道它就是
如其所如的。你不能思考它，因为理性是受限制的事物。因此你需要跳入那个空间。当你进入那空间，你就不在小容器中了。但
如果你是在小容器中，你便不在那空间中。 现在好点了吗？ 女士：是的。 母亲：看它是如何工作的。即使是你的问题，我的意
思是，我对此做过大型讲座，关于如何在无思虑中解决你们的问题。那就是那嘴巴，那就是你应该把你们的问题放进嘴巴里，它
会在你的无思虑中起作用。那是最珍贵的事情，保持住。 你现在能得到凉风了吗？ 正确。 你呢？还没能感受到？现在看着我这
里。你仍然在思考吗？好吧，你看着我，不要思考。这是你可以成就出来的另外一种方式。我的脸是一个如此有趣的事物，那就
是如果你看着它一段时间，你将会没有思虑！你知道吗，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物！今天就发生了：我去一个裁缝那里，他看
着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了，然后我丈夫说：“他目瞪口呆了还是发生了什么？”

现在，什么也不要想，看着我！

好点了！看，就是这个脸。这是需要的。我要做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有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
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每天你都会更好，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你怎么样？

女士：好点儿了。不像昨天那样好。我昨天感到了很多凉风，但是今天就没那么多。
母亲：所以，意味着你下降了一点。对吗？现在保持它。 你看，它就像个洗衣机，我可以说。它转啊转，是为了清洁。好吗？ 他
们称它为摩诃摩耶。他们称它为“大幻象”。母亲是一个大幻象，因为祂让我们陷入到幻象中。我没有！我们向上天祷告，“带领我
们不要陷入诱惑。”现在，为何祂要让你们走向诱惑？但是你们的确走向了诱惑。因此你和上天说：“请您让我们远离它！”这就是
你向上天祷告的，“请您让我们远离思考！”然后它会成就，好点了吗？

你的脸马上看起来不同了。保持它！

现在好了。好，达到了就好！但是你必须每周一都要来。看看人们是怎样进步的！他们给多少人自觉了？ 你必须来，这是最令人
愉快的事！你不知道。你必须要发展一点你的品味。因为你们已经习惯粗糙的事物了，你看。就好比一个人已经习惯了酒，就不
能放弃它。但是一旦那来自内在的美酒开始倾注而下，你就不会再要它（那外在的酒）了！

好点了。

我相信有些人来了。

嗯！他现在好多了。对吗？ Gavin，发生什么了？ 我看得非常清楚！怎么会这样？你们去度假了还是什么？很恐怖，绝对的！非
常严重的感染！怎么回事？你感冒严重？来这儿！我从没见过你感染这么多。你把你自己暴露在太阳底下还是发生了什么？很糟
糕！

好了点吗？

要小心！你看，这些天太阳非常大，看起来很晴朗，但是可能……你必须要照顾你自己。这个国家充满了这个问题。
现在好点了。 那是什么？喉轮。它从喉轮升起来到这里。哈！现在好点了。你坐下来一会儿然后它会成就……你看，它从喉轮升
起来。我想你感冒非常严重。发生了什么？

Gavin

Brown：我不知道。

母亲：我想你把手放在这儿。坐下来！要小心。

嗯！好点了。有些感冒的人肯定来过或者其他的，或者有发热。

Gavin

Brown：可能是那个。

母亲：从右脐轮，问题是在右边。你怎么样？好的！
你把手放在这儿，右手，然后左手放在喉轮和右脐轮。是你的肝脏问题还是什么？

现在闭上你的眼睛，闭上。
Gavin

Brown：我不这样认为。

母亲：很严重啊？ Gavin Brown：嗯。 母亲：好，从左边移动得更多一点，从左边。眼睛一直闭着，享受你的真我，享受你的真
我。只是不要思考，不要思考。只是享受你的真我。不要思考，不要思考。

嗯，好点了。

Mark，它在哪儿？整个左边？现在好点了吗？改善了？心轮？ 好点了。闭着眼睛！享受你的真我。你平静下来去到你的真我。只
是允许它。放松，放松，只是放松。不要思考任何事情，只是放松。

你正在解决它。现在只是放松，不要思考。

现在好点了。极好的！在往外排。 好点了。现在，好点了吗？ 现在你感觉怎样？好点了吗?又失去了？你又失去了？什么？上来
，来这儿。坐下来。坐下来，看，你的肝脏问题又出现了：仍然在治疗你的肝脏病人吗？到前面来，来前面。我将不得不把我的
脚放在你的肝脏上。现在就来看看它变得像个石头一样，现在看看，除了热力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看到了？就是这样。现在好点了？有些人后额轮感染了。嗯！ Gavin Brown：它在移动，它现在在移动。 母亲：好点了？现在好
多了。抱歉我需要用我的脚，但是你们知道它们是非常有力量的。对于身体上的疾病来说，我的脚比手更好使。可怜的家伙，它
们从早到晚地工作！

使劲儿按着它！好点了。你还在和肝脏病人一起工作是吗？

母亲：你对他们怎么处置的呢？你在医院里头给那些肝脏病人什么治疗了?
医生：取决于他们的肝脏是什么问题。
医生：他们用的主要的东西是通常用来给那些酗酒的人，他们开始流血。

医生：嗯。

医生：特殊的药物。

母亲：什么药物？

母亲：但你通常用什么药物？
母亲：酒精？

医生：他们有酒精性肝硬化，然后他们流血，开始吐血。 母亲：真的？那么严重？ 医生：所以我们有特殊的药物来帮助阻止它。
母亲：看看这个！尽管这样，没有人公布这些事情。你知道的，那天在一个所谓重要的餐桌会议上，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论，在法

国，酒吧一直开着，开得非常晚，因此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酒精，人们就非常不高兴！激烈的讨论一直持续着。让他们看看这些照
片！为何不让他们看看人们是怎样吐血的、以及人们怎样做这些事情的？这会是个好主意。

他们吃东西吗？

医生：呃，关于肝脏有如此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他们酗酒然后他们接受静脉注射治疗。

母亲：他们不能进食？他们呕吐？

医生：因此他们插上特殊的管子来阻止他们呕吐，然后要给他们输血因为他们失血过多。

1980-0629, 怎样证明神的存在
View online.
怎样证明神的存在 英国伦敦‧1980年6月29日 我们怎样说服人神是什么？就神而言，我们要有某些成就。我们怎样说服他们，我
们内在有这些能量中心，你要得到自觉。你又怎样向人证明你已经有自觉？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仍未是霎哈嘉瑜伽士的人会问的问
题，你要能全部回答。 最先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证明有神？因为有人说︰「有神存在。」因此你假设有神。有什么方法证明有神？
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从理性观点来说，我们应该能透过合理的推论而不是体验来告诉人有神，因为他们要作好准备。很多
人真的不相信有神，但出于追上潮流，他们会说︰「好吧，我们接受。」因为他们想保持和平和妥协。你怎样理性的说服他们？
或许在我的其中一个讲座有提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讲座的录音。我们能证明，神的确存在。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你或许称
呼它为神或大自然，怎样称呼也可以。例如，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很多科学上的事物我们都不能解释。」 我们不能解释，
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周期律(periodiclaws)是怎样确立。在地球上，元素的化学物质的周期律是很有规律，很恰当的建构，这必定
是有人策划建构，不然是不可能做到。我是说若你想回避这个问题，你能避过它，但必定是有某个人构想策划。就如我们走进这
房间，发现一切都井然有序，灯火通明，我们就知道必定是有人执拾过。 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法国生物学家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可能性定律(lawofchance)是︰若你把五十颗红色的小圆石和五十颗白色的小圆石放进瓶子里，再摇动瓶子，瓶子里的状
况会是一片混乱，小圆石的分布也是处于混乱的状态，把它们回复原来的状态，红色和白色的小圆石各占瓶子的两边，你要不停
的摇动瓶子很多很多次，那么你会发现，你至少要摇动很多次，不然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全是偶然才会出现。你明白只有
偶然才能令小圆石回复原来的状况，这种情况有多少机会率？有一个程序，某些提升至'n'力量，称它为'n'。 作为生物学家，他想
尝试计算，若物质要变得有生命，要到达这个密度，根据可能性定律，要花多少年才能产生有生命的细胞？—一个细胞。他发现
若可能性定律要生效，就要用上亿万年才能创造一个单细胞。地球从太阳退去，冷却下来，再有生命出现这个短时间，却有复杂
的人类被创造出来。与可能性定律要产生效用的时间相比，这是极之短的时间。他以数学的原理证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这
么奇妙有趣，亦是生物学上很好的证明有某个人，变戏法的人，在做这份工作。你或许称他为「神」，或称他为「大自然」，称
他什么也可以，但大自然能思考。像容格这样的人已经证明有集体意识存在。 无意识的存在令我们有梦，透过梦我们取得宇宙的
标记。全世界不管我们在印度，在英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个标记都是一样的。他在上千人身上实验过。在医学上，有关…(听不清
楚)的争论，有两种化学物质在人体里，它们任意的运作，意思是他们在增大，即收缩或放松。要放松就放松，要收缩就收缩。但
应收缩的却在放松，而应放松的却在收缩，他们不能解释为何会这样，所有医生的记录都显示，这些化学物质在人体里的行为模
式是说不准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争论是一个外来物进入人体，通常很快就会被抛走。就如有东西进了你的咽喉，你会把它咳出来
；若有东西进了你的血液，这东西会被赶走，系统就是这样运作。但当胚胎在身体形成，不但能保留在身体里，还会受养育，受
照顾，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它才会被抛出。怎样解释这种情况？有上千个解释但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 而地球以这样的速度转
动，我们却能像胶水般黏贴着地球，我们甚至不感到地球在转动。人们能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科学家也能感受到。有某种
超越我们的力量，它是很有活力，以我们不能解释的动力在运作。所以我们告诉人，有些力量我们仍要去发现。作为霎哈嘉瑜伽
士，你可以说这是种追寻的渴求。在进化到某个程度后，因为有些人没有寻道的渴求，你也知道，他们只追寻食物，只像动物般
进食；有些人追寻权势；有些人追寻金钱，但却有很多人追寻某些超越的。这份寻道之心临到我们身上，带领我们到达一些路径
，让我们找到要追寻的道。 现在你已经能用肉眼看到，灵量从我双脚升起，看到灵量的跳动，这肯定没有人能做到。没有催眠，
没有这些。当灵量升起，透过听诊器，你能感受到灵量的升起；透过灵量升起，你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不同的疾病。即使
是垂死的人，他的医生也确认他必死无疑，快要下葬，却能痊愈。它是那么有活力，我告诉你这份活力，它是那么有活力—就以
爱迪为例？他的弟弟。他病得很重，他们说︰「他得了血癌，活不过八天。」我是说他只告诉我这些，但他的病却治好了。接着
莲达告诉我，她的母亲常常生彼得的气。她告诉我她的母亲从来不会与彼得说话，她常常都生他气，不会与他说话，她告诉我这
些事情，但忽然，她发现母亲变得很好，很令人愉快，说话亲切甜美。你也曾见过很多人有这种转化。人们怎样在改变，在转化
，这是絶对充满动力，很多病人忽然只透过注意力就能被治好，事出必有因，你就是要这样说服人关于霎哈嘉瑜伽。在得到自觉
后，你只看到灵量，看到灵量升起，你也能感觉灵量的生命能量，亦看到自己怎样得到医治，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怎样曾处于
麻烦里，曾有怎样的问题。你能看到所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 你们一些人曾经吸食毒品，一些人受精神问题的
困扰，一些人肉身出毛病，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得到解决，你们现在变得更好。不用花太多力气，这些转变很容易发生在你们身
上，要很容易摆脱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你们肯定能提升灵量，能感受灵量，你们都能做到，你肯定的知道，当你说他左腹轮受
感染，每个人都有同一说法，你可以肯定。要每个人说同样的话是不可能的，即使孩子也说着同样的话，他说这也能验证。这些
事情的发生都在证明它是有些了不起。 其二是就证据而言，因为现在你知道有生命能量流通于你，这不是玩把戏。你能清楚的感
觉到它，你已经提升很多人的灵量，给他们自觉，即使只是相片也能给人自觉，你肯定知道就是这样。你也知道若你想问任何基
本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就是很强的生命能量在流通。当你问︰「有没有神？」你立即能感到极强的生命能量在流通，这就是证据
。你问一些肯定知道答案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若你知道不是这样，你肯定感觉不到能量。相对的，你知道什么时候感到生
命能量，什么时候感觉不到。若你问一个很大的基本问题，你会感到很强的生命能量，但若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生命能量可能

很少，这就证明生命能量以生命能量的形式与你对话，这应能证明有神，因为你询问生命能量，发现有生命能量，这就证明有神
。 什么发生在佛陀身上，他就如你一样得到自觉，他却没法知道有没有神，因此他说︰「没有神，只有真我。」你们已经超越它
。若你透过亲身体验和灵量的提升而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证据，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不管如何，都是透过生命能量来确定。当你透
过生命能量确定—例如我说︰「这很热。」我怎样知道？凭借我的感觉，这是热的。任何令我热的东西就是热，相对地，我知道
这是热的，那是热的，这是冷的，同样，你可以问生命能量不同的问题，找到「是」或「不是」，那么你才会相信它—相信有全
能的神，相信有无所不在的力量存在，不单存在，还在运作，其余的全是误解。 当你在霎哈嘉瑜伽里升进，你视为理所当然，就
如我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树木在生长，芒果树长出芒果，番石榴树长出番石榴，我们从来不会找出，为何一颗小小的种子内能
有这样大的装置，那么大的生长程序。我们视世界这些了不起的奇迹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视这个奇迹为理所当然。这就是「
幻象」(maya)，令一切看来那么简单直接，你却视它为理所当然。你要明白，不要视这为理所当然，而是要很尊重它，敬拜它，
接受它。你有多少准备，有多少力量，就能取得多少真理。不管你能否得到真理，它也清楚的衡量你，没任何交际手段能成就到
，没有欺骗，没有这些。真理知道你的程度，你越强壮，越多真理透过你彰显，你接受真理。 就在此刻，你们一些人仍是三个月
，四个月的婴孩，你有时仍理所当然的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伤害自己，问题是你只会伤到自己，不会伤到我或霎哈嘉瑜伽，我
或霎哈嘉瑜伽不会受到伤害，你只会伤害自己。所以你们要非常小心，亦要明白，就如嘉云上次读出的规则条例，神的律法。你
要明白它是怎样运作，你不能把律法玩弄在指掌间，视为理所当然。律法运作，它知道一切，这是爱的律法，这就是为何它容许
你犯一点小错，从中学习。当你想自己来做，它就不会保护你，它会说︰「好吧，照做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律法不是盲目
的，它是充满爱心，想教导你不要犯任何错。 当说到真正的惩罚，律法的惩罚是留下你独自一人，它只让你走，注意力消退，这
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差劲的事情。神不再注意你是最差劲的事情。即使你犯错，不要紧，祷告神的注意，因为神的注意力就是
律法—爱的律法。你不能欺骗它，它知道一切。它知道你说的每一个字，亦知道你没说的每一个字，也知道你每一个思绪。所以
用爱，用理解来净化自己。尝试净化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尽量洁净自己。透过净化自己，你才会有恰当的力量；若你没有洁净
自己，就没有力量去承受真理。一旦你承受真理，你的生命就会说服人你是上天，你的面容会说服人，你做的一切都会说服人你
是上天，不管你说什么，人们会知道是来自上天的力量。 愿神祝福你们。

1980-0714, 现时代的纷乱
View online.
现时代的纷乱 1980年7月14日 在现代，我们面对种种纷乱，这是现时代的特征。同时间，有一大群人追求真理。不是一两个人或
十个八个人这样追求，而是一大群一大群的人觉得需要找寻一个答案。你要知道你为甚么生在此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要
发现自己的整全性，你要找到那整体。 有一种力量正在微妙地令大众走上追求的道路。也许我们不知道自己生长在怎样的时代，
我们处在整体过程的甚么阶段，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统统不知道。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作为人
类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我们是进化而成为人的，但我们却没有去想为甚么我们要从阿米巴虫进化到这个阶段，我们没有用我们的
智慧去追问。我们只相信肉眼所见的，我们感官所能明白的，但那个去了解超越事物的内在冲动仍在。 没有光去照亮黑暗，我们
不可能明白我们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我们生长在黑暗当中，地球上从来没有这样黑暗过；从没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黑暗
过。于是种种混乱纷纷出现。有作用力便有反作用力，同样地，追求越切，便越易陷于纷乱与黑暗当中。现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
不仅是无知而已。吠陀经或其他经典都说过，你要照亮你自己，你要有光。我经常都只是这样说，不想去吓怕你们。我想先让你
们有光，然后你们便可看见。 三年来我没有一字谈及这个黑暗和它的根源，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看见了，我知道他们终有一天会
看见的。这时，我才开始去讲述这个黑暗。我们要知道那些可怕的力量已经被骇人的撒旦释放出来了。像逃犯那样，他们上千上
万，四处奔逃，被邪恶的人利用。他们自称伟大的人物，许多自称为精神导师、生命导师、许多称自己为圣人、许多是宗教的组
织者。他们控制着这撒旦的力量，而我们全都被这撒旦的力量所包围，如果我们受他们蛊惑，我们便会被逮住。 且让我们看看，
我们如何会受他们蛊惑，为甚么我们会陷入罗网，如何去对付这撒旦的力量？首先，我们是通过潜意识界被邪恶力量逮住的，许
多心理学家已作过研究，他们称之为灵力(Psychic

Powers)。这不只是灵力，还有其他东西。通过社会制约，通过恐惧，我们形

成自己的心灵。英语里心灵(Mind)这个字不能一分为二，梵文就不同，梵文Manas这个字是指人的超我(Superego)，就是你的社
会制约和思想积集。此不同于自我(Ego)。因此心灵包括超我和自我两方面。超我使我们养成习惯，由于有超我，人类有能力养成
各种各样的习惯。就好像一个人坐椅子坐了十年，他便不能坐在地上，于是物质便控制了我们，我们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当我们
的注意力被物质主义充满了，我们便会把自己投向物质主义的领域，让物质宰制我们。例如有些人对足球是疯狂的，喜欢某些事
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那人不知「分际」，失去控制，便成为足球的奴隶，直至我们完全失去平衡。 但其实灵力(Psychic Powers
)是因为我们的性习惯而升起的。一旦沉迷于性欲、滥交等，你便走向昏沉，走向潜意识，最后进入集体潜意识。在集体潜意识里
，有各种各样污秽的人物，他们阴险狡猾，十分骇人，有许多是有虐待狂的人。那种人统统在集体潜意识里，他们是被释放出来
的，于是能够停留在那里。他们逮住了你，你便会问：「有甚么不对？」「有甚么不对？」潜意识的领域会使你酗酒、吸食药物
，走向怠倦昏沉的一面。你会自圆其说，指责那些活跃的人有过份的野心，所以最好走向怠倦昏沉一面。但当你越进越深，集体
潜意识里的人物便会逮住你，向你玩各种的游戏，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有效。 那些假导师给你们的咒语便是此等货式，那些咒语都
是在黑暗界域中那些物体的名字。你念诵那些咒语便会进入那个黑暗的界域。他们有许多途径，那些灵魂学家，那些到处教授超
感知力的人便是。你很容易分辨出他们，因为他们从来不谈绝对，也从来不提那在你们里面的灵体。他们口头上说爱，但实际上
行出来的都反乎爱。他们只提起你死去的爸爸，死去的妈妈、死去的兄弟。如果你愿意，他们可以助你与他们对话。他们这样做
是要你进入潜意识界，进入那可怕的界域，而你却懵然不知，反而去接受它，所有邪恶的力量都被释放出来了。 心灵的另一端更
加危险，那便是在右边的超意识界(Supraconscious)。而在左边，你进入你的情绪，当你投射你的情绪时，可以毫无止境。我看
见过有人因看了拜伦(Lord Byron)的可怕诗篇而狂哭大泣。那些人只是把你投进潜意识界，让你在不幸之中找到欢乐。如果你乐于
不幸，你也不会愿意别人欢乐，你继续那浪漫的梦，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整个世界都在折磨着你，而你是唯一的好人。
这样，你便会毁掉自己。你毁掉了你的内在系统，让潜意识的念头把整个灵体包住。你享受自己的不幸，可以想象吗？那时即使
喜乐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会说：「噢，我想我是不会快乐的。」你不会知道喜乐的存在。 心灵的另一端是当你理性太过，走出大
脑之外。在左边，你使用你的情绪，使用你的心，但那只是外面的心；而在右边，你使用大脑和你的理性。你使用理性解决问题
，但那是没有得到控制的。你可以将一切理性化，你可以将谋杀理性化，将战争理性化，将一切的侵略行为理性化。如果你问他
们，他们会为入侵阿富汗说出一大串理由。如果你问那些美国人，他们说去侵略那些落后国家是合理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绝对
正确。西班牙人跑去破坏其他的文明，例如阿根庭、秘鲁那些国家。英国人则认为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些人，便有权去摆平他们，
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存在。 所以在那些落后国家，潜意识的力量发展较快，而在先进国家，
则是超意识的力量发展较快。他们二者都是一样的，都是在黑暗之中，没有分别，也许只在颜色上有点差别。我们可以说一种是
煤炭的黑焰，另一种是煤油的黄焰，二者同样可以令人窒息。 右边的力量更加危险，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征象。那是自我。你认为
那是理性的，你开始理性地解决问题。那会导致甚么呢？只会导致争执、吵闹、打斗、暴力和杀戮。任何组织如果建基在超我或
自我之上，无论是出于善意或恶意，都会走到这个地步。倾向左边的人变得阴险奸诈，昏沉疲弱。倾向右边的则走向暴力。又或
者他们可以互易角色，疲弱的会变成极端的暴力，但因为他们很疲弱，故需要一点时间。很难令疲弱不振的人变得暴戾起来，因
为他们没有多大的意志力。 而右边，即超意识那一边是十分危险的，许多假导师正在利用它。当然亦有许多假导师利用左边的灵
力，例如有些假导师说借着性，你可以达到神的境界。我不是要拒斥性欲，一点都不是这样。我说的是对性要有中庸之道，性得

有它的尊严。在右边，我也不是要否定理性，但理性须要成为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理性可以是很危险的。 危险来自你们自身，
但更多地来自外界，如果你进入了超意识，你会因你的缺点而被逮住。你们看左边与右边，分别是自我和超我。它们像气球那样
，这两个气球令你走向两边。那些假导师给你们一些咒语，那不是别的，而是你理性的投射，那是你的思维。我们称之为黑巫术
。或者你可称右边的做黄巫术，而左边的做黑巫术。你叫甚么都可以，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利用这种投射的能力，他们甚至能杀
人，他们称之为灵力。 在超意识界的人喜爱权力，他们有了权力，还要去作密谋，派出间谍。试想一下这些污秽的人做些甚么，
他们说这便是政治。这些都是喜爱权力的人做出来的。他们要更多更多的权力，这个权力到最后足以毁灭一切。倾向于左边的人
会毁灭他自己，倾向右边的人却会毁灭一切。比如希特勒便是这样迷恋权力的人，跟随他的人从他那处得到权力，他催眠群众，
给他们错误的观念。他制造了战争，令整个世界岌岌可危。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希特勒那样，只不过现在人们不喜欢提起他的名
字，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个大恶魔，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个大恶魔！ 所有这些力量都在我们身边，那些想凌驾他人的人，那些想飞的
人，那些想有超能力的人便会成为他们的对象。例如有些人能拉住货车，那有甚么用？有些人能让大象踏过身体，我真不明白，
为甚么要这样做？在这个国家有多少头大象？你一生之中会发生多少次这样的意外？这些人如果走得太过，甚至会发展出杀人的
力量。他们会制造意外，从中杀人；他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印度人对此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些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这
些事情存在。你们很天真，你们不知道，现在西化了的印度人也不知道，他们人人都认为自己是莎士比亚，他们从不读自己文化
的书，现状便是这样。 如何可以化解这些邪恶的力量呢？那消毒剂便是上天的爱，爱可以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内在
有上天的爱，在他体内流通，所有邪恶力量都会销声匿迹。这是你唯一可以拯救世界的方法，那便是借着上天的爱。只有借着爱
，你才可战胜那些已被释放出来的邪恶力量，也只有在爱之中，你才可以建立你的信心。 上天的爱无所不在，问题是人类不知道
它的存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力量，也是唯一存在的力量。只有光不在，黑暗才会存在，否则黑暗不可能存在，那只是个幻相。
同样地，当上天浩爱的光在你体内流通，当你认同于上天的爱，所有邪恶的力量都会退避。那些假导师的咒语所引来的各种可怕
事物均会消失于无形，而那些神祇的力量都会被唤醒。比方说，如果你懂得如何安放火种，那燎原之火，亦可以成为油灯中的火
。上天浩爱之光会降临在每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身上。这正是他们所渴望追求的。上天的爱流通于你，凭此力量，你便可以拯救整
个世界。现在的世界正是危乱不安。 那些已得自觉的灵，那些真正的导师都在喜玛拉雅山上隐居，或住在世界其他角落的一些山
洞之中。他们不想跟你们见面，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被黑暗腐蚀得太厉害了，你们头上超我与自我的投射像生了两个角那样。若果
跟你们见面，你们会表现得像蛮牛。要有无比的耐心，无比的了解，如山的勇气才能面对今日的一切。 神已为你们预备好了一切
，你可以自己去发现，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在我们体内有一个力量，可以实现我们的自觉，由此你们便可以接上上天浩爱
的源头，成为上天浩爱流通的河流。你能得以完全清洁，同时你亦能清洁你周围的人。每一次我都重复说灵量及有关的事，我相
信你们能够自己看书，并自己去找出其所以然。 但今天是很紧急的，我们要得到自觉，人类要在此时知道上天浩爱的力量，这个
力量要进入他们的意识。他们还要利用这个力量，彻底地打败那个危害着整体大有的可怕敌人。 May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Douglas? I used to say always that, “How it will work out?” Because it was moving very slowly. Very few people get Realisation
in this country specially, and they go up and down and [it’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m. It’s a fact. But we are establishing slowly,
steadily and firmly. And everybody was very much worried that "Mother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in such a big way?" or, “Are
the Western people out of your programme?” And I always told them, “It will spark one day.” And I think the first spark I have
seen now. I am very happy to tell you about that, that a gentleman who came from Australia, two of them came to India - they got
their Realisation - they went back to Australia. They gave Realisation to people. And today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n American
gentleman who went to Australia who has a big organisation of his own, who got his Realisation and he has written, a very
beautiful letter he has written. I wish somebody could read it for you so that you will know how the spark has started. Can you
give me my purse as well? How is Jane? Have you got any report about it? My purse. Sahaj Yogini: (Unclear) Shri Mataji: All
right. Good. But now you are going there, I would like to warn you [about] one thing: don't talk about other negative forces, all
right? Like the Buddhist chanting and all these chantings and all that. Keep it very pure. Thank you. (Somebody hands Mother
her purse) I will just go through it. Very sweet of him, just see how much he is working hard. Only two persons have created such
a thing in Australia. You used to say that Australians are the convicts who went from here. It's just the other way round now, I
think. (Laughing) They are proving to be such beautiful people now. Somebody who can read very clearly, who? Can you put it
up? Sahaj Yogi: “Dear Beloved Mataji, Please excuse the delay in writing you as I have been away in Australia with the message
of love and understanding, with the work of polarity and Jin Shin and Living Force. I met Warren Reeves while in Sydney. It was
not a planned meeting and the spontaneous nature of it fills my soul with joy. Upon entering his home, I felt the presence of the
energy that comes through you. It was very powerful to feel this love. Even as I type this letter, I sense your presence and all of
the people who have joined me in my Realisation. There is much pain in growing, and I accept the challenge. The experiences
since experiencing Realisation has been very profound. Love is the main ingredient of my sharing and I am able to transmit it
more fully since Realisation. I am understanding more and sharing this realisation with those who are drawn to it. Many positive
experiences have unfolded while in Australia and in America. My consciousness seems reborn. Thank You. I am enclo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ganisation that I founded. It is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Holistic Centre and I plan to put it in the hands of

the right person who comes to take this responsibility. Why I tell this to you is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your being helped by
this organisation upon your coming to America. When you are ready to come to America write to the organisation. I will share
with the new director that you might write and he could be helpful to you. Please know that I will do anything I am able to make
this visit to America a sharing one. Warren has mentioned that this organisation could be a vital link in the chain of your coming
to America. My plans see me moving to Honolulu for a time and then moving to Australia to work with many in the light of the
love energy. May I hear from you soon, if possible, and shall your blessed work, continue with the strength that I felt in Warren's
presence. May I be in your grace and love always. Thank you.” Shri Mataji: Read the name of the gentleman please and show
his photo. Sahaj Yogi: Stan Telson, International Holistic Centre, Arizona. Shri Mataji: See what a powerful man we have got
now with us. There were a lot of things published about him. He’s sent his newspaper cuttings, but this is his photograph; after
Realisation. You can see that clearly. This is how it is going to spark now. Let's see. Any questions? Ask the questions. I am
Your Mother. There is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me here. I didn't want to frighten you, but that's a fact. That's a fact we have to
understand. All these horrible spells and these magic things and the all this nonsense is going 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s
much more, because such saints are born here. Don't be enticed by them. Be careful. Is there any question? Seeker: No, that
was just my indigestion here. Shri Mataji: Beg your pardon? Sahaj Yogi: It was his stomach rumbling. Shri Mataji: Is it? Stomach
is rumbling! All right, you put your left hand on the stomach. Kundalini has come there. She is trying to cure you. Right, righ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What else? You see, we have been playing havoc with ourselves, isn't it? And sometimes we also
spoil our liver, sometimes our pancreas. If you are very hard-working man, a planner, your pancreas could be spoiled. So
Kundalini, She goes and supplies the energy to get it all right. You’ve got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Are you getting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are you getting? No? Just put both the feet straight like that on the ground. Yes, fully. Just
move a little further like this. Yes, put straight, you see. Keep the feet straight. But sit in such a way that a little pressure on the
feet should be there. Pull, pull them towards you. Yes, now see that's how. Put both the hands like that.

1980-0727,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伦敦 1980年7月27日 今天是你们的母亲安排这个导师崇拜。或许你们是十分独特，才有一位母亲作为导师。为什么要
安排这个崇拜？我们必须知道，敬拜导师对每一个门徒是非常重要。那位导师必须是真正的导师，而非剥削门徒，没获神授权的
导师。

安排这个崇拜是因为你们已经开始进入上天的律法。已经告诉了你们什么是人类的正法(dharmas)。为此，实际上你并不

需要导师，你可以阅读任何书籍也能知道什么是上天的律法，导师只是确保你有实践这些律法。这些律法必须在生活中实践，那
却是很难做到。没有导师的纠正指导，遵从这些上天的律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类的知觉与神性的知觉有一条很大的缝隙，这缝
隙只能由导师来填补，因为他是圆满的。 今天是Purnima的日子，即月盈。导师需要有完美的品格来谈这些律法，他要能提升他
的门徒到这个洞悉力的层次，令他们能吸收这些律法。他就是要填补这个缝隙。因此，导师必须是拥有很高品格、进化得很高已
有自觉的灵。他不需要是苦行者，也不需要住在森林里，他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国王。所有这些你人生中外在的身分地位并
不重要。不管你身处何等地位，我可以说这个世界的所谓地位，作为导师，只要他吸收了上天的律法，任何身分地位对他都是毫
无区别。我再次说，你必须吸收上天的律法。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上天的律法？首先，你不要伤害任何人。第一个法则是我们不要
伤害任何人。动物在并不知悉下的确是伤害了人。若你走近一条蛇，牠会咬你；若你走近一只蝎子，牠会把毒液注入你的身体。
人类不要伤害任何人。你们可以纠正人但不要伤害人。但不作出伤害的法则却被带到十分，十分…带到脱离现实。例如，当你说
︰「不伤害任何人。」人们就开始说︰「好吧，我们不伤害蚊子，不伤害虫，不杀死牠们。」有些人还追随某些保护蚊子和虫的
宗教。这是非常荒谬！对事物作出荒谬的行为不可能是实相。 首先，我们不应伤害任何走神的道路的人，不应伤害有自觉的灵。
他或许犯错，或许有些错误，仍需要纠正他，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不要伤害人，要常常帮助人。其二，任何真正的求道者，他
可能犯错，可能拜假导师为师，可能做了些错事。但你对他们需要有感情，因为你也曾走错路，也曾被人误导，所以你要多同情
他们。这就是为何你曾经犯错是好事，因为这样你才会对那些人多一点同情。无论如何，你不可以伤害人，不要只为伤害而令他
们肉身上，感情上有任何伤害，当然，若是为要纠正他们而作出伤害，那还可以。 第二种律法是你必须独立，知道自己是与真理
合而为一，作见证，为真理作见证，你已经看到真理，知道什么是真理，你不会与虚假妥协，你就是不能。为此，你不用伤害任
何人，只要承认真理。你必须站起来说，你已经见到真理，这是真理，你必须与真理合而为一，那么，当人们在你身上看到真理
之光，他们就会接受你。不是告诉别人︰「你要说实话，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真理，这是神的律法，它就是这样运作。透过生命
能量的知觉，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真理。」要完全对它有信心。为此，你们必须测试自己，否则，或许自我在玩弄你。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很多刚来霎哈嘉瑜伽的人身上，所以要小心。要确定你是在说真理而并非其他，你已经完全感觉到真理。 那些感觉不到生
命能量的人，完全不能谈霎哈嘉瑜伽。他们没权谈霎哈嘉瑜伽。他们必须接受生命能量，内在完全吸收生命能量，那么，他们才
可以说︰「是，我感觉到。」在这现世，这是霎哈嘉瑜伽士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声的告诉人，他们已经找到真理。这一部份仍
然是很弱的。以你喜欢的途径，你可以写书，可以宣布真理，可以告诉朋友，告诉亲友，告诉每一个人︰告诉他们这是真理，你
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已经得到神的祝福恩典，你是有自觉的灵，已经感觉那无所不在神性的力量，已经能给人自觉。你必须告
诉人，你也知道，虽然你接受了真理，却没有加添任何东西在真理上，你只是在装饰自己。 人需要勇气去享受真理。有时，别人
会嘲笑你，取笑你，或许也会控诉你，别人这样对待你也不会令你担忧，因为你是与律法、与神的恩典连上。一旦你连上了，就
不需介意别人对你怎样，说你什么。你必须站起来，以真理武装自己，告诉他们，他们自会知道你已经找到真理。以这样确切诚
实的态度说话，人们就知道你已经找到真理。 有自觉的灵与未有自觉的灵的分别是这样的︰他不会说悲哀的话或他与神隔絶。他
只会说︰「我现在已经找到，它就是这样。」就像耶稣基督说︰「我是光，我是道路。」任何人也可以这样说，但你能分辨这不
是真理。以这份从心而发的信心，这份完全的洞悉力，人们能分辨出这是絶对的真理。各种虚假都要受谴责。不要介意任何人在
你告诉他们真理时感到不安，因为你是在拯救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但你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告诉他们，不要以轻佻的态度，要以
富说服力的方式说，你必须告诉他们︰「不，这是错的。」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间才告诉别人，要充满信心。告诉他们︰「这是
错的，这是错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曾经犯同样的错。」你就是要这样表达你的导师原则，或你可以说是”Guru
Tattwa”。你必须诚实。首先，你必须知道真理，作见证，接着宣布真理。 对霎哈嘉瑜伽的导师而言，第三件要做的事情是发展不
执着。你能渐渐的发展出这种不执着，因为你发觉，除非你能不执着，否则你不能完全接收生命能量。各式各样的不执着都要发
展，意思是你要改变行事的先后次序。一旦你的注意力放灵上，你轮穴的阻塞或你对不重要的事物的执着便会开始消退。例如，
你有父亲、母亲、姊妹，在印度，这是个大问题。在这里，你却过分不执着，而在印度，人们对他们的子女很紧张，「这是我的
儿子。」其他人全是孤儿，只有你的儿女才是真正的孩子︰你的女儿，你的儿子。「我的女儿。」我必须为我的儿子、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做这些事情。这里也一样，这里有两种执着依恋，一种是透过Mohah，透过对他们的依恋执着，你想为他们做这些，
做那些，把全部财产给他们，为他们买保险，为他们做所有事；另一种则是，就如在这里的我们，你憎恨你的母亲，你的父亲，
憎恨所有人。这二种依恋执着都是一样。 所以必须发展不执着。不执着是你是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你是一切。灵是你的一
切，你只享受灵，灵是你一切的享受。不执着来自这里，不执着才是真正为他们好，因为这样你才能看到他们完全的远景，看到
该为他们做什么。例如，人们执着于某些疯狂的事物，人类常常对某些事物狂热，我是说对任何事物也会疯狂。我们必须明白，

只能为一件事疯狂，就是要完全安顿在灵里。所有其他疯狂都会消失，因为灵是最能赐给你喜乐，也是最富滋润性，最漂亮的东
西。所有其他事物都会消退，你只享受你的灵，因为灵是所有享受的源头。 你要令自己依恋执着于你的灵，这种不执着开始运作
。有时，不执着像拿到执照那样，令人变得枯燥干巴巴，那是荒谬的。这也是人性︰令漂亮的事物变得肮脏丑陋。实际上，不执
着的人是最漂亮，极之有爱心的人，他就是爱。看看花朵，它们毫不执着，它们在凋谢，明天活不下去，但在它们活着的每一刻
，都向你散发香气。树木不执着依恋什么，它们明天会死，没关系，任何人来到树下，它都会为他们遮荫，给他们果实吃。 执着
依恋代表爱的死亡，执着是爱的完全死亡。例如，树的树液流通于树的各部份，流到叶子，流到各个需要的部分，流到花朵，流
到果实，再流回大地之母。它不依恋树的任何一部分。若树液只依附着一个果实，什么会发生？树会死，果实也会死。不执着令
你的爱能流通。 就事物而言，除非它们背后包含感情，否则都是没有价值的。例如，一件纱丽，今天我穿的纱丽是为导师崇拜而
买的，导师满月(guru purnima)，他们没有纱丽。有天他们想为崇拜要一件纱丽，我就说︰「好吧，穿这件。」我今天再次穿上它
，只为这件纱丽是为导师日购买的，母亲想穿颜色比较浅的︰纯白色的丝，这是完全的不执着。白色可以与其他颜色配合，只有
它变成白色。这样的平衡合一，你就变成白色，比雪更白。 不执着是纯洁，是纯真。纯真是那么光亮，这种光亮真的令你对不洁
瞎了眼，你甚至不知道那人来意不善。你看着这个人，就如有人来找你，你会说︰「噢！来吧，你想要什么？」你会请他喝茶，
跟着他会说︰「我来抢劫。」「好吧！若你真的想抢劫我，没问题。」他未必会抢刼你。这就是纯真，我们只能透过不执着才能
发展纯真。不执着的是注意力，不要容许你的注意力过分被某些事物牵引，即使是对某些仪式。例如，现在，我们没有为锡吕‧玛
塔吉沐足，好吧，不要紧，你爱我，对吧？若犯了任何错，又有什么关系呢？若你以抽象的角度来看，那是爱。这只是走前一步
，像某人跑得很快，未到达我面前就跌倒了，他就说︰「母亲，很抱歉在到达你前跌倒，我不该这样，但你看，我是怎样俯伏在
你面前。」这是很富诗意，不执着的表现。 要成为导师，我们必须发展这种不执着。不执着并不是Sanyas或类似的东西。对，有
时，我们必须穿着这种衣服来宣布，因为若你要在短时间做很多事情，你必须像耶稣基督那样，采取进取积极的态度。你可以说
，商揭罗大师(Adi shankaracharya)，所有这些人物的寿命都很短。他们在这样短促的一生，却要成就那么大的任务，所以他们必
须像穿上军服，避开所有问题，不要令人留下印象。现在，人们穿上这种衣服，只为想令人对他们留下他们是不执着的印象，他
们只是做着相反的行为。 我们先要明白，不要伤害任何人，ahimsa，不要杀害任何人。这不代表你不吃肉或鱼，这全是荒谬。当
然，我是说你不要渴求食物，这是毋庸置疑。「不杀生」是指你不可杀害人类︰「不可杀生」。首先是不要伤害任何人；其二是
要知道你已经找到真理，为真理作证；其三是不执着，就像我告诉你那样不执着。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亲友而受他牵引，而是要发
展一种普世的感觉，也不要憎恨任何人，憎恨人甚至是更差，最差劲的执着。「我憎恨」这句子必须远离霎哈嘉瑜伽士的口。这
是被称为「Dandak」，是律法。你不能憎恨任何人，即使是恶魔(Rakshasas)也不能。还是不要憎恨他们较好，给他们机会吧。
第四件事，第四条上天的律法是你要过道德的生活。这些律法是所有灵性导师都曾颁布过。从苏格拉底，到摩西、阿伯拉罕、达
陀陀哩耶(Dattatreya)、阇那迦(Janaka)、直至那纳克(Nanak)、穆罕默德，到大约百多年之前，最多到赛乃夫(Sai Nath)的时代。
他们所有人都说你要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没有一位曾经说你不可以结婚，不可以与你的妻子说话，不可以与妻子有任何关系，所
以这些都是谬误。要过道德的生活。当你年青还未结婚时，要把眼睛保持看着地面，大地之母给予你纯真，透过它你内在发展这
个原则，这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纯洁的原则，这真的能帮助社会发展这种尊贵。现在想想，若社会里你不知道谁是你的姊妹，
谁是你的兄弟，谁是你的母亲，这会是多么复杂，多么混乱，多么不快的境况。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道德，动物就不
需要这样了。 大部分的混乱和问题，特别是西式的生活，都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抛入大海，对他们而言，要接受道德是社会的根基
是非常困难。这是完全的逆转。你必须这样做，必须把车轮倒转。很多事情已经做了去建立这纯洁的关系。有很多法例起作用。
就如有化学的法例，物理的法例，物理和化学法例存在。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法例，人类互相的关系、他们崇高的关系、
纯洁的关系。那么你才能有十分美满愉快的婚姻生活，那是基础。 耶稣曾经说︰「我们不要犯奸淫罪。」(或许祂知道现代人会用
脑袋想这些事情。)祂说︰「我们不应有淫邪的眼光。」那时候这样说是何等有远见。我是说即使我在印度时，也不能明白这道理
，只有来到这里，我才看到它的真正意义。这是对眼睛的着魔。那是毫无喜乐，毫无用处的行为，很令人疲累的行为。注意力完
全被浪费掉，完全没有尊严。眼睛必须穏固。当你坚定稳固的看着某人，你便知道自己内在有霎哈嘉瑜伽，以爱心、尊重、尊严
的看着别人。而并非目不转睛的看着别人，被亡灵玩弄误导。整个社会都是被鬼附着。恶魔的力量已经出现。我想，人们被鬼附
着，他们看不清这些事物。他们理应是基督徒。必须好好看顾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注意力要得到启发。 所以，我们
要知道什么是道德，让别人取笑我们吧，让他们说︰「这些都是好人。」让他们说类似的话，我们的确是好人！为此而自豪，丝
毫不会因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而感到羞愧。这是正直很重要的部份。任何不跟从的人会很快失去生命能量。 作为导师，他不应积
聚财富，不应该拥有很多财产。他拥有财产的原因只为能把财产送给别人。导师必须送出他的财产，他不应收集邮票，不应像别
人那样收集任何物品。任何有用的、漂亮的、能带给人喜乐的，能令别人的眼睛感到喜乐的，能象征他的生命的物品，他都必须
收集。他必须拥有富象征性意义，代表他是合乎正道的物品。他不应拥有显示他违反正道(Adharmikta)、不正常生活的物品。任
何他拥有的，配戴的或他展示的东西，都必须代表他是正直正派的人。 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印度，当我们年青时，
我们不容许聆听任何种类的音乐，就是不容许，不容许看不洁的东西、不洁的文件等等。任何不纯洁的，带着坏能量的东西都不
应拥有。即使是…不管你拥有什么，你必须想想你可以把它送给什么人，意思是你应拥有一些能显示你的慷慨的物品。霎哈嘉瑜
伽士必须像海洋般慷慨。吝啬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不能想象，就像把黑暗混入光明。吝啬在霎哈嘉瑜伽是不容许的。任何人若脑
袋只想︰「我可以怎样省钱，怎样省力气。」怎样？有很多帮助节省金钱，节省力气的工具，又或欺骗人，用各种手段赚取金钱

，所有这些都是违反霎哈嘉瑜伽，它们会把你拉下。享受你的慷慨吧！我要告诉你多少次关于慷慨。 我想起，有一次，我想送出
一件在海外购来的纱丽，你要明白，印度人很喜欢这种纱丽，虽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种尼龙纱丽。一个女士说︰「我从
没拥有进口的纱丽，我希望能拥有一件进口的纱丽。」我只有一件这种纱丽，因为我常常都把纱丽送人。我告诉我的侄女，说︰
「我想送一件纱丽给她。在神性的日子，我们可以把它送给年长的人，我会把它送出。」 她说︰「你只有一件，为什么你要把它
送给人？你已经把你的所有送给人。」我说︰「现在，我感到我要送出，就把它送出。」我们在厨房讨论这件事情，我说︰「为
什么你要告诉我，就这事上，我不会接受你的意见。」这时候，铃声响起，有个男士走进来。他从非洲带来了三件纱丽，其中一
件与我拥有的那一件一模一样。因为之前我送了一些丝的纱丽给一个要到非洲的女士，她想她应送些纱丽给我，所以她带给我这
些纱丽。你只要处于中央，物品从这门进来，从另一门离去。看到这些流动是十分好，十分有趣。 除此之外，你送出物品的方式
，那种情感是那么漂亮，你是不能想象。我之后遇见一个女士，她结婚二十年，忽然在伦敦，她说︰「噢！那么的巧合。」我说
︰「什么？」她说︰「我正在配戴我结婚当天你送给我的珍珠项链，而今天我必须遇上你。」我的意思是整件事情，整出戏剧，
在我们遇见后就改变了。我是说某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你即使送出很细微的东西，在霎哈嘉瑜伽，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最
伟大的艺术。放弃世俗的事物，像你到某人的生日，你送出一张卡︰「非常感谢你。」这样能令这个生日更深层，更有意义。让
我们看看你怎样发展你爱的征兆。 当你拥有有生命能量的物品而又把它送给霎哈嘉瑜伽士，他就知道这件物品是怎么样。不要缺
乏慷慨，特别是霎哈嘉瑜伽士之间。你会渐渐很诧异，透过很细微琐碎的物品，能赢取别人的心，就像生命能量透过这些物品流
通，在那些人身上起作用。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用一些比较天然的物品是非常重要的。放弃人工化而用较天然的物品。我不是
说你要把植物连根拔起来吃，或吃活生生的鱼，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常常避免对事情有极端的想法。试试过较自然的生活。
自然是某程度上要令人们知道你活得并不空虚。有些人可以过相反的生活。他们会穿得很沉重夸张，只为吸引别人的注意。我是
说他们可以是双面的。我发现有人染发及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们要变成自然的人，有自然的行为。对一些没有运用智慧的人
而言，这也可以是很可笑的事情。智慧在霎哈嘉瑜伽是非常重要，你必须每时每刻保持完整。「自然」是你必须穿着适合你自然
的衣服。例如，现在的天气，你没必要穿着得像罗摩那样。祂上身什么也没有穿，不需要这样。你必须穿着属于你的国家的衣服
；适合当时场合的衣服，穿着你感到尊贵和好的衣物。衣物能代表你的优雅和性格。不管什么适合你，你也要穿上，不要像其他
人那么穿上摩斯兄弟（Moss

Brother）的衣服，灰色的，看来很可怕，绝对像小丑一样。不需要有这种滑稽的模样，也不需要这

种时尚浮华的衣服。要穿着简单、漂亮，令你尊贵的衣服。 实际上，在东方，人们相信神赐予了你漂亮的身体，这个身体必须用
人类所创造的漂亮物品来装饰，只为尊敬它，敬拜你的身体。例如，在印度，妇女穿上纱丽，纱丽表达她们的情绪，表达她们敬
拜自己的身体，因为你必须尊重你的身体。衣服必须是既实用亦令人感到有尊严。霎哈嘉瑜伽完全不需要有制服，我不喜欢这样
，要像大自然那么多样化。每一个人必须看来像不同的人。在崇拜里，你们可以穿着类似的衣物，这样不要紧，那时你的注意力
不必放在多样化上，那是外在的，你必须像普通人一样。你们全是普通人，没有人需要宣布什么。即使是你们，我没要求你走在
街上要点上红点，因为你们要像普通人，不用被人指出。你不必穿得荒唐或滑稽，只要与其他人一样穿得正常。过正常的生活在
霎哈嘉瑜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克服各种从种族、肤色或出生自不同宗教而来的歧视和认同。因为你生
而为基督徒，你不属于教堂，你并非在教堂出生，感谢天，否则所有教堂的亡灵会立即捉着你。这种认同将会缠绕着你。要接受
任何新事物，你要重生，而现在你已经重生。你是

Dharamatita，意思是你不必跟随任何特定的宗教。你对所有宗教持开放的态

度，你要吸收所有宗教的精粹。不要谴责任何宗教，侮辱任何宗教，或侮辱任何宗教的降世神祇，这是一种罪孽，在霎哈嘉瑜伽
，这是大大的罪孽，谴责侮辱他们任何一位，你知道他们是谁。 对自己必须没有种族上的误解。你可以是中国人，可以是黑人，
可以是任何种族，只要我们是人类，我们就知道自己以同样方式笑，同样的方式微笑，我们全是一样。你们身处的社会在我们的
脑海里有这样的制约，有些人是不能碰，有些人是可以碰︰这是我们的印度的小区 — 可怕的人。印度的婆罗门制度把印度完全摧
毁，你也从他们处学会这些制约。例如，谁是广博仙人(Vyasa)，薄伽梵歌的作者？他是谁？他是捕渔妇的文盲儿子。他就是故意
以这样的身份出生。告诉所有阅读过薄伽梵歌的婆罗门，谁是广博仙人？婆罗门是有自觉的灵，对有自觉的灵而言，这些都是荒
谬的事情，像你在哪里出生，在那个阶层、那个小区出生。 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一切，你发觉种族主义的荒谬，我就是不能理解
。某人肤色是白的或黑的，不管如何，神要创造不种颜色的物种。谁告诉你你是最英俊的人？或许在某些市场或荷利活，可能适
合这种说法，但在神的国度里，所有所谓英俊的人，都会被拒絶进入

—

与七个丈夫结婚，诸如此类，他们全都会被安置在地狱里。 漂亮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外表，内心显现和闪耀。我是说人们有点意识
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面孔晒黑，我也不知道。他们颇意识到自己过分炫耀外表，这种虚荣心，这种荒谬的想法！一些人喜欢红
头发，一些人喜欢黑头发，一些喜欢这样，我是说要有不同款式的头发。为何你要喜欢某种特定的头发？我就是不明白。没有什
么是「喜欢」或「不喜欢」。不管如何，只要是神的创造，就是美丽。你是谁？胆敢评论「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
我」，谁是这个「我」？是自我先生喜欢，这个自我先生是受社会所吹捧，他教导你从早到晚怎样抽雪茄烟，怎样喝啤酒。 所有
这些训练，这些制约都要拚弃，就像肮脏污蔑，要明白神创造你们为祂的孩子，这是何等美丽！你为何要以这些丑陋的想法把自
己弄脏？所有「我喜欢」和「我不喜欢」的丑陋想法都是荒谬的，只能有「我爱」这个字句。忘掉一切，不需要记着英国人对印
度人做了些什么，德国人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忘掉它们吧。那些人都已经死了，完蛋了。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是圣人。为着
你的律法，我曾经告诉你，你必须吸收。 今天，我授权你成为导师。透过你的品格、你的个性，在生活里实践霎哈嘉瑜伽来彰显
光，其他人会跟随你。那么你便能在他们心中建立上天的律法，解放他们，救赎他们，因为你已经得到救赎。你是管道，没有管

道，这个无所不在的全能力量是成就不了，这是个系统。若你看到太阳，它的光透过阳光散发传播。从你的心脏，血液透过动脉
流通，它们变得越来越小。你就是把这份爱的血液传送到所有人的动脉。若动脉破裂，爱就不能传达。所以你是那么重要，十分
，十分重要。你变得越大，动脉就越大，越能包围更多人。你亦因此要肩负更多责任。 导师必须有尊严，就如我上次告诉你。「
导师」是指重量，是地心吸力/重力。”gurutwa”指地心吸力。你必须藉由你的重量而有重力。「重量」是指你的个性品格的重量，
你的尊严的重量，你的行为举止的重量，你的信念的重量，和你的光。你不是透过轻挑浮躁、虚荣自负、低贱、粗俗的言语、粗
俗的笑话、愤怒、发脾气而成为导师，所有这些我们都要避免。透过你舌头甜美的重量，这种尊贵会吸引人，就像当花朵负满花
蜜，自会吸引蜜蜂，同样，你亦会吸引人。要为此而自豪，十分，十分的自豪，并要同情别人，关心别人。 我已经很简短的告诉
你，作为导师，你该怎样做。你必须完全洁净你的幻海。首先，你要知道，当你拜在错误的导师门下，你的幻海便会有阻塞 — 你
曾经有这样的导师。你必须完全清楚认识你的导师。尝试找出你的导师的品格，这是颇困难的，因为你的导师都躲避(elusive)你
。她是摩诃摩耶，不容易找出她的实相。她的言行很正常，有时她的机智会骗过你。但在很细微琐碎的事情上，她有怎样的言行
，她的个性是怎样表达出来，她的爱是怎样表达出来，试试记着所有这些，她的寛容。那么，你就知道你的导师是很多人都想渴
望拥有的导师，她是所有导师的源头。即使是梵天婆罗摩、毗湿奴、湿婆神，也很热切的渴望有这样的导师，祂们必定妒忌你们
。这位导师却很躲避你们。所以要改善幻海，你们要说︰「母亲，你是我们的导师。因为这种躲避，这种恐惧或这种敬畏是必须
的，这种对导师必须有的尊重仍未建立。除比你发展这种敬畏，内在完全的敬畏，你的导师原则不会发展。这是不容你来决定，
我告诉你，我是极之躲避。下一刻我会令你发笑，完全忘记它，因为我在测试你的自由，完全的自由。我会与你玩耍，因此你会
常常忘记我是你的导师，常常忘记。 首先，你必须找出你的导师。把她在你心里建立好，我是说你有位了不起的导师，我必须说
，我也想有这样的导师！她是无欲无求，没有罪孽，完全没有罪孽。不管我做什么，对我都不是罪孽。我能杀死任何人，策划任
何阴谋或是什么。我认真的告诉你，这是事实，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是超越罪孽，但在你们面前，我不会做这种事，你们不会取
得任何一种这样的质量，因为这些质量只有我才有。 你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导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你要知道，你仍没有这种至
高无上的力量。我是超越所有。我不知道什么是诱惑，就是不知道！我是说我做我喜欢的事情，这全是我一时的兴致。尽管如此
，我令自己很正常，因为我要以这个模样在你们面前出现，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是律法。对我，是没有律法。所有律法都是我制定
的，对吗？因为你，我才做所有这些事情，教导你每一个细节，因为你们仍是孩子。 同样，你必须记着，当你和别人谈霎哈嘉瑜
伽，记着他们会常常看着你，尝试理解你的进度。就如我体谅你，你也要尝试体谅他们。就如我爱你，你也要尝试爱他们。我肯
定很爱你，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是nirmama，我是超越爱，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较好，好得多，因为没有
导师曾到达这个程度。除此之外，我是所有shaktis(力量)，所有力量的源头，你喜欢的话，能从我那处取得所有的力量。我是无
欲无求，不管你有什么欲望渴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即使是关于我，你也要渴求，看看这个︰我有多少受你束缚。除非你渴求我
身体健康，不然我健康会很差，情况就是到达这种程度。就我而言，什么是健康或不健康？在这种漂亮的情况下，你真的应繁荣
昌盛得很好。你要成为导师应是没有问题。 现在，要建立幻海。你首先必须认识你的导师，她在每个轮穴上工作，试想像！你拥
有一位极棒的导师！因此你会感到很自信。因为她是极之好的导师，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得到自觉。若你去找一个富有的人，即使
只是两便士，他也不会给你。因为她是那么有力量，你就是这样取得力量。因此你要感到快乐，极之快乐美好，因为你已经取得
所有的力量。至少，在霎哈嘉瑜伽的人都会知道就是这样，有时候，第一次来的人会对我的讲话有点疑惑。你们全都知道，肯定
全都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明白你的导师的力量，你必须知道谁是你的导师。Sakshat Adi Shakti！噢！天啊，太过分了
！接着建立你的幻海。导师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垂下头，特别是在我的门徒面前。除了母亲和姊妹，你要明白，若一些关系是这样
的，你便要为此鞠躬，但他们不会向任何人鞠躬。
其二，你必须知道，你的导师是很了不起的人的母亲。只要想及他们就能建立你的导师原则(Guru Tattwa)。我的儿女是极之好，
拥有何等了不起的品格。没有言词能描述他们，他们是那么多人，一个接一个。你是在同一个传统，我的门徒，把他们作为你的
典范，尝试跟随他们，阅读他们，明白他们，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怎能到达这个高度，确认他们，尊重他们，你便会建立你的
导师原则。 吸收所有你内在的律法，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要被人们的话，大众的话误导。我们正要把大众推向我们。让我们先建
立我们的重量，我们的重力吸力。就如大地之母把每个人都推向大地，我们要把所有人都推向我们。
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你内在的灵，承诺你会成为导师，配得上你的母亲。
(现在，第一次来的人要知道，崇拜不是为每一个人而设，实际上我们没有让人们来…)

愿神祝福你们。

1980-0927, 倦怠懒散是最违反神
View online.
倦怠懒散是最违反神 英国伦敦超士咸路 1980年9月27日 ……他提及那个旅程，很顺利的完成，我希望你们在我开始今天的讲话
前能听到。昨天我谈及两件我们在英国要做，也要明白的事情。你要明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确要承受这些问题
。 我们的工作传播得很快，人们都接受它。我发觉欧洲的土壤肥沃得多，很令人惊讶，一旦人得到自觉，就变得极棒，我的意思
是他们视得到自觉为期望已久的事情，他们明白霎哈嘉瑜伽的程度比这里的人多得多。虽然你的灵量升得很高，我可以看到，但
你们的进展却并不太好。现在雷已经去了印度，他会告诉你怎样，什么类型的人在印度，他们有什么进展。 正如我所说，我们的
国家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怠倦懒散。不管如何，我们要克服怠倦，怠倦实际是撒旦的力量，它不单是来自物质对灵的控制，还是
真正邪恶的力量，因为它阻碍你的升进，所以我们必须避免怠倦。若要摆脱怠倦，我们必须很有警觉性，警觉它怎样爬上你的身
上。克里希纳曾经说全世界最邪恶的陋习是「aalasya」。「aalasya」的意思是怠倦。”Aalasyso Bijayate” –––– 一切都源自aalas
ya。依克里希纳所说，怠倦首先出现，因为倦怠，我们养成陋习，也因为怠倦，我们偏向右脉。为了避免怠倦，我们过于偏向右
边。依克里希纳的说法，所有事情都源于怠倦。因为怠倦，人失去了生命的精粹，这是我们的特质，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怠倦。
我们说因为霎哈嘉瑜伽有种”akriya”包含在内，我们什么也不用做，那是毫不费力。一切都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的成就了。所以我
们视一切都是为我们自自然然的成就到。灵量Jagruti只在第一次自然的发生，不是在第二次，只在第一次。是用我或我的相片来
成就，但之后，你要自己来做，你要保持灵量升起，要明白自己出什么问题，身处何种境况。我的意思是你们每一个都是杰作，
独立的杰作。因为怠倦，你像受云雾遮蔽，也因为怠倦，你被隔离，怠倦亦带给你自我。因为若任何人挑战怠倦，你都会站在那
人头上，你不喜欢这类人。怠倦也出现在注意力不是放在灵性发展的人身上。正如我昨天告诉你，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对灵性
生活不重要的事情上。 我们放注意力在其他事物上远比灵性生活多，怎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放更多注意力在物质的事物，物质的
舒适，物质的成就，物质的迷惑上？为什么？你必须想一想，为什么不是放在灵性升进上？原因是我们认同于物质，我们都曾经
经历这个循环，以为自己要有物质上的发展，因此有工业革命，我们创造了被工业主宰的社会。机器出现，我们看到机器控制我
们，我们想躲进机器里不把自己识别出来。机器亦令我们怠懒，因为运用机器制造对象后，双手便不用工作，双手便失去了灵巧
，我们丧失了行路的能力，只能乘巴士或汽车，完全不想走路。机械化和过度的运用物质令我们变得物质化，变得物质，没有物
质便不能活，我们那么认同于物质。在得到自觉后，若你仍然认同于物质，你的自觉便会慢下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要彻底的明
白，物质是绝对次要的。当然，若没有肉身，你们是不能得到自觉，因此必须有肉身。但粗糙层面的物质是毫无意义的。对你们
来说，精微的事物还可以，也是重要的。就像这光，它在燃烧，是重要的；水在海洋中是妥当的；开阔的天空，这里的天空不太
好，到别的地方会更好。例如这里的大地之母，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印度某些地方的大地之母是非常精微。你认同于物质，物
质也认同于你。我们运用它，与它一起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才那么容易回到同一个物质的旋涡里，陷进物质里，放注意在物质上
。现在若我说︰「不要再放注意力在物质上。」你便走到另一面，在精微层面，你跳进了陋习里，陋习是…我可以说是不清洁、
污秽、肮脏、管理不善。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若处于中央，什么是物质？我们要明白，要尝试认同自己的灵。 什么是
物质？让我们把它找出来。物质是什么，物质能创造什么？你们知道物质是由五大元素所构成，也知道我们的肉身是五大元素所
构成，是在人类的右边。五大元素一是把你推向左，一是把你推向右。我这样说是当你们开始运用物质，渐渐就变得怠倦懒散，
变成物质的奴隶，养成了习惯。若你习惯坐在椅子上，就不能坐在地上，若你习惯过舒适的生活，就没法过不舒适的生活，类似
的事物在奴役你。其二，当你想控制物质，过分活跃的运用物质，你令一切都很恰当，很美好，一切都恰当美好，一旦你过分有
效率的运用物质，你的自我就会发展，一旦自我发展，你就会有极端的行为。因为生产越多，你就越滥用它，不然，你不知道该
怎样把它们全部出售。你变成富侵略性的生意人或富侵略性的国家，想兜售货品，想以他们先进的物质来控制其他国家。虽然藉
由暴力，你能再进一步，但你却变得物质主义。物质取向的人没有真心，物质取向的人是没有心，只是干巴巴的，只懂钱、钱、
钱，他不会超越钱，所以对金钱有太多执着依恋也是物质取向，浪费金钱亦是物质取向，而最差劲的要算是不善理财。变得物质
取向是你的本性，你已经开始了这样，人类的天性是要变得物质取向，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以物质开始。 升进也是人类的天性。就
如成为野兽是自然的，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就更自然，两者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该何去何从才是问题。梯子能把你带上亦能把
你带下。若你要往上走，你的双眼必须向上。五大元素在你内里创造了什么？它们创造了你内里的五个轮穴，你也可以说五大元
素创造了六个轮穴。当这五大元素创造轮穴时，它也让我们拥有神祇的aasana(体位)，即让神祇进入的宝座，所以它们很重要。
若你要给神祇一个宝座，你不会提供不洁的宝座，你会给祂们最美好，最佳的宝座。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使用物质，要看看它吉
祥的一面，你要知道你使用的物质是否吉祥。 我们随意购买衣服，随意购买物品，若我们能运用生命能量的感知来选购物品，就
能知道该买什么，什么是美好的，因为漂亮与吉祥往往是相辅相成，它们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漂亮为你的灵带来喜乐，吉祥也同
样为你的灵带来喜乐。其他的漂亮都不是真正的漂亮。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所使用的物品都必须是吉祥的。所有吉祥的物品，
不论是什么都是重要的，必须常常放在最高的位置。以我的相片为例，它是非常吉祥，你不应放在地上，不应践踏它。吉祥也分
等级。因为你是圣人，因此你的衣服也非常重要。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圣人？是否意识到你的自尊？你现在已是圣人。你该穿什
么衣服，你不是流氓，并不在街上，所以必须穿上庄重有尊严的衣服。我必须告诉你们全部人︰「必须穿得有尊严，不要穿上令

人感到你没有尊严的衣服。」衣服必须庄重，因为你现在是圣人，不再是走在街上的普通人，你是神挑选的圣人，所以你不应穿
上可笑、有趣的衣服，而是穿上一些让人感到你的尊贵的衣服，不是虚假而是真正的尊贵。你看到衣服的生命能量。穿上你的国
家的服式，你不需要穿着其他人的衣服或是什么，衣服最重要是让你感到尊贵，有责任感，衣服要令你能保持尊严，衣服的效用
就在于此。 现在说说另一件事，你使用的任何物品，例如你的房子。你的房子应该是充满喜乐，充满尊严，人们来时会感到舒适
，让人坐得很舒适的地方。但过分舒适是违反霎哈嘉瑜伽，也没有必要像斯巴达那样简朴刻苦。他们连盖着地面的东西也没有。
房子要令人感到舒适，但不必过于个人化，因为这样会令舒适爬上你身上。舒适是英国人必须完全避免的，不容许他们的身体处
于舒适的状况对他们是件好事。尤其是英国人过分沈溺于浴室，我曾经看过，他们是太过分了，我感到很惊讶，我走到一处接待
处，我能告诉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人所拥有的，若是英国人所拥有，浴室就会很妥当，会有各式各样的毛巾，各式各样的肥皂，
我的意思是他们会照顾所有的细节。我立即知道这个浴室是英国人拥有的，因为他们对浴室非常有意识，虽然他们并不沐浴。我
曾经见过一些英国的房子，有六十间房间却没有浴室。 他们并不常沐浴，但浴室对他们却很特别。若你放一张舒适的椅子在浴室
里，他们不会介意坐在浴室里。就浴室而言，我们要养成习惯，十分钟之内，要离开浴室。现在当我说你要沐浴，意思不是说你
要早晨就沐浴，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在外出一小时前沐浴，这是从吉祥的角度而言。现在你是圣人，所以你要多用水，洗十次手
是最基本的。要令自己的能量妥当，你必须洗手。 在印度，有些人不停的洗六十四次手。我常常都警告事情会产生反效果。就如
医生不停洗手。同样，有些人亦不停的洗手，你并不需要把手皮也洗脱。你能多洗手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你既是圣人亦是孩子
，我与你说话时的态度就如你又是圣人又是孩童，这是颇复杂的境况。当你是成年人，我以这样的方式向你说话，你有时也会感
到受伤害，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都是圣人，作为圣人，对于物质，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你们家中应该不缺任何物品，缺乏不是神圣的征兆。吝惜、缺乏 — 你来到某人的房子，发觉房子像可怜的乞丐洞，不应有这样的
情况出现。你要有恰当的盘子，恰当的物品，甚至或许有只放在某处的破损盘子。所有物品必须是清洁的、整齐的，或许还是人
手造的，即使没有人手造的物品，它们必须是清洁和吉祥的。若你找到人手制造的用具，能找到人手制造的用具是非常好的，能
用人手制造的东西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到过圣雄甘地的集体静室，是吗？虽然那地方是非常简陋，但每样物品都安置得很妥当
，这方面日本人很懂得处理，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你要从很多人处学习。因为受禅的影响，日本人懂得生活的艺术。他们拥
有简单但舒适的房子，他们懂怎样令房子看来很漂亮，怎样令人感到舒服。 神创造物质，所以我们必须尊重物质。什么值得受尊
重都要尊重，不是所有物质。不是每一种物质都要尊重。例如，当你看到某类不吉祥的油画，不要看这类油画，不要看这类油画
是因为它不会带给你喜乐和快乐，它就是不能带给你喜乐。 现在人们常常告诉我︰「霎哈嘉瑜伽士并不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
。存在是从物质而来。若我们的出现并不恰当，人们可以分辨出来。一切都在我们内在，若你变得吉祥，人们就会发现你的存在
。不论我们身处何方，人们都知道有你。这种存在是物质给予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尊重物质，要意识到你穿着什么，把衣
服抛在地上，随处乱放，活得像骡子，或像住在猪舍里都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应过的生活。他必须活得有条理，必须尊重衣服。不
是过分在意你的衣服而把别人的衣服抛掉，别人也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必须互相尊重，因为你们都是圣人。若你尊重自己，也
要尊重他人。一旦你开始尊重物质，即你内在的精粹，即注意力，物质的精粹是注意力，注意力赐予你存在。我给你举一个例，
最近马里亚与我一起，当她为我翻译时，她忽然看到这里的花朵，她把它们弄好，这便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境，每个人都看着这个
女士在做些什么？现在她明白了，我告诉她︰「当你在说话，你必须全心全意地说。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在那里？」 若你的
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即使我在谈论高层次的事物，你仍会只想着钱。若你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即使我是在谈论另一些事情
，你仍会想着其他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出现不会令别人的注意力转移或令人感到困惑。明白吗？若你的出现是可笑有趣的
，像个爱开玩笑的人，或像个小丑或你是很可笑不洁的人，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会受打扰。若你的衣着过分夸张，注意力也会受
打扰。若你是圆满的出现，无论你站在哪里，大家都会感到有个了不起的人出现。尊重自然流动，尊重实际在流动。那是很不平
凡，你也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尝试去帮助你，事情又是怎能成就到。 若你的注意力受物质支配控制，人们能分辨出来。我们要清楚
的照顾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在物质方面，这些国家都很先进。什么在发生，每种物质都吸引你的注意。你走到街上，有个女士站
在这里，那里有些东西出售，这类事件…常常牵引你的注意力，你要明白，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你吸引你的注意，不然，他们又怎
能从你身上取利？看看，他们并没有合理辩解，他们制造物品，宣传物品，令你的注意力分散。这是一种力量，在对抗我们的注
意力，所以你要尽量把注意力放直，或把注意力放在大地之母上。若你能控制注意力，就能克服物质对你的控制。 现在最好的是
把注意力放在灵上。若你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灵上，灵本身的甜蜜会令所有事物变得甜美和漂亮。注意力必须放在灵上，即使你准
备就绪，也要把注意力保持在灵上。这不难做到，因为灵量已经到达这个阶段。若在得到自觉前我这样对你说，你会说︰「母亲
，怎能做到？」现在你们都已经得到自觉，尝试把注意力放在灵上。意思是当灵量升起，你开始看着灵，或可以说当你得到自觉
，你看到灵。灵开始在你身上流通，你开始看到它流通于这些事物。一段时间后，你必须进入灵，看透灵的窗户，借着发展灵的
旁观见证能力，看透所有事物。若你发展旁观见证的状态，从你的注意力，你变成知识，变成真理。物质变成知识，富美感的事
物开始带给你喜乐。你并非想拥有它们，但它们却能给你喜乐。即使你想拥有它，也只是为了要享受它，然后把它送给别人，只
是这样。它为你的享乐而设，你想把它送给别人。当你发展你的旁观见证能力，就不会为自己保留任何物品，只想把物品送给别
人，与别人分享。这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变成旁观者，因为你正在享受。旁观状态是克里希纳，宇宙大我(Virata)的状态，一旦你开
始与别人分享你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崇拜的精粹是怎样克服粗糙的物质。崇拜只是怎样克服我们粗糙的物质。当我
们想拥有物质，要知道物质是神赐予我们的，一切都属于神。例如我们给神花朵，毕竟花朵是神创造的，我们在给祂什么？我们

向神展示光，或向神做摇灯礼(aarti)，这样做又是什么？全都只是神的光。我们做了些什么？向神展示光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自
己内在的光，我们内在的光元素得到唤醒。光元素就在额轮，当你作摇灯礼时，当你把光放在神面前，当你向神展示光时，你内
在的光元素就得到唤醒；当你献上花朵，根轮就得到唤醒；当你献上蜜糖，你的注意力就得到唤醒。因此，为何我们要向神献上
物品？不管如何，神什么也不需要，但神却是享受者，你不是享受者，你不能享受，神是享受者。在你内在，当神在你内在时，
享受的是灵。 所以任何能取悦灵的物品都会在崇拜中献上。现在你献上大米 — 人发现这些物品 — 你把大米献给女神，米应该放
在她的大腿上。为什么是大米，为什么要向女神献上一点点大米？因为献上米，你在取得食物的满足感，或食物给予你的满足感
就得到唤醒。不是说你要向我大洒物品，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要以尊严和体谅的态度献上物品。你向我献上大米 — 这些人
不明白为什么要向神献上大米？说到底，为什么向衪献上棕榈叶？祂要棕榈叶干什么？若基督是神的儿子，把棕榈叶给祂又有何
用？或是给祂油、用油沐浴、用油擦祂的双脚又有何用？这样做得益的全都是你。 这样做在霎哈嘉瑜伽是得到验证的。当你擦我
的双脚，感到好一点的是你，不是我。当你擦我的双手，你感到好一点，当你俯伏在我的双脚前，你感到好一点，她，她是一位
伟大的…「什么，你正在做什么？」 女士︰反射疗法(按摩脚部以松弛神经) 锡吕‧玛塔吉︰反射疗法，很有名，呀？反射疗法。她
应该对双脚或类似的事情有认识。有天她说︰「母亲，我想为你按摩双脚，我知道这样那样做。」我说︰「好吧，来吧。」她为
我按摩双脚，应该是我感到放松，但却反而是她感到放松。她越为我按摩，就越感到放松。 所以你看，当你为神办事，神就会赐
福给你，你得到祝福。不管你有任何问题，把它交给神去解决吧。同样，什么让你感到满足，也交给神，你自会得到满足。当你
向我献上花朵，根轮，它给你两样东西，腹轮和根轮，所以花朵非常重要。若花朵是美丽的，就能洁净腹轮；若花朵是芬芳的，
就能医治根轮。我是说花朵的效用还不止此，只想想，这样做是为了改善你的轮穴。 其他会使用的物品如酥油，酥油对喉轮好。
克里希纳十分喜爱酥油和牛油。若你用牛油来按摩我的双脚，你的喉轮就得到改善。你知道得益的是你，不是我，我没有不妥。
我唯一的不妥是你在我体内，若你有问题，我就有问题，因为生命能量必须流向你。我散发的生命能量就如解毒剂，它们必须流
动，要明白，这些都是非常精微的事情。从粗糙层面到灵性层面，你透过这些物品而移动，因为首先你唤醒你的轮穴，当轮穴得
到唤醒，你的神祇就会快乐，”prasanna”。当神祇快乐，你保持…你取得让灵量通过的通道，当灵量有通道，灵量就能上升，你
的注意力就开始与灵合一。这是循序渐进的。你从物质层面走到精微层面，再从精微层面走到你的轮穴，从轮穴走到神祇，再从
神祇走到灵。灵自得其乐，你什么也不用做，只把灵交给灵就可以了。 那就是为何崇拜规定要使用这些物品。现在人们看不到这
种联系，他们想︰「为何我们要给神什么？毕竟任何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争辩开始︰「为什么我们要点上灯？没有这个需要。
」这是一种逃避，你身在何方，在那个阶段层次？你在什么层次，你是在与物质分离的层次。同样在霎哈嘉瑜伽，我发觉你必须
明白霎哈嘉瑜伽的完整远景，你正在做着一件大事，你并不微小，你在做着一份很了不起的工作，因为那份工作提供解决人类的
问题的方法，所有问题，不管是政治、经济或其他事情的解决方法。 还不止此，你会感到很惊讶，人越多，我越能成就到。你们
越多人，越洁净，我越能集体地把癌症治好。但你们的通道却充斥着各种问题，什么也不能透过你们流通。若你们能洁净自己，
我就能集体地阻止癌症扩散，因为若你们能散发更多生命能量，左和右边的宇宙大我(Viraat)就变得更洁净，那么来自左和右边制
造癌症的侵袭，所有可怕的疾病就会减少，它们就是会减少。 你们却不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不明白你们在做着些什么，撒旦的
力量玩弄你于指掌之间。没有注意自己的洁净，没有注意自己的灵性成长，你完全帮不到我，因为生命能量没有流通。生命能量
必须透过你流通。若我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就不用追逐着你们。生命能量必须透过你流通，你是通道，若你不保持自己清洁，
不谦卑，不对生命能量谦卑，不对它顺服委身，就不能成就到，你完全帮不了我。所以地方上的局限狭隘的问题必须放弃，只着
眼于解决一些大问题。若有二万一千个霎哈嘉瑜伽士，我就能完全阻止癌症，完全消灭癌症…我能控制痲疯病，我已经在控制癌
症，癌症在减少，集体地也可以。我是说我未有看过统计数字，但癌症的数目会减少。癌症是来自左面的侵袭，你越走向左面，
侵袭便越多。右脉的侵袭也有很多战争，所有战争的发生全因来自右脉的侵袭。所有充满野心的人，像希特勒，他们都在侵袭我
们。 你要升至高于你自己多少，我们必须明白，不要沉醉于你正在做的荒唐事情，你为此真的要好好努力工作。即使要你早起，
你也必须早起，你要明白自己的责任，那是重点。人们现在只忙于工作，忙于能赚多少钱，能走得多远，什么时候要去工作，这
些事情对我们都不重要。不是说你要放弃工作，成为集体静室的负担，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做自己的工作，赚取金钱，工作
需要钱，我需要钱，你们也知道所有这些工作需要花多少金钱。我们参与到欧洲的这个大计划，却只有很少钱，那是不可能的，
不管如何，我们总要去做。所以我们需要钱，你必须赚取、付出钱，你必须付出金钱。 这里的人连十英镑也不愿意支付，这种人
，藉由他们，我怎能传播霎哈嘉瑜伽？在精微的层次，我们对金钱是那么依恋执着，我们不明白我们要施予金钱，我们必须这样
做。不单是金钱，金钱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是自己的信道。有些人有钱，他们却把钱花在错误的用途上，把钱浪费掉
。这是珍贵的金钱，吉祥的金钱，这些钱落在正确的人手里，就能用于正确的途径。问题因此产生。现在我不需要这些钱，你们
知道得很清楚。为了你的福祉，你必须付出金钱。问问嘉云，他会告诉你，他是非常慷慨，他感到很好，我不是要从你那处拿些
什么，反而是我十分愿意花我的钱，你肯定知道我有这样做。但你们要明白，这些工作必须要做，所以你需要钱，我不需要告诉
你︰你要付钱。我从来没有向印度人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你会惊讶于他们从不带给我问题，只有天知道他们怎样解决自己的问
题，他们不金钱取向，从不为钱而争吵，没有人谈钱，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有关钱，没有人压迫任何人，粗暴对待
任何人，控制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钱不要只一个人来管理，要二个，三个人来管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拿了多少钱。
这是很重要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你向我献上大米，这样做被称为「Oti bharne」，实际上是我要求你向我献上大米。你把大米放
在我的纱丽上，你向我献上大米五次，我则回赠你七次，那是象征性意义。你们知道象征性意义是怎样成就事情。即使你说︰「

母亲，你是否圣灵？」也能成事，它给你自觉。若有人很有警觉性，很敏感的坐在你的面前，你必须知道这种象征性的事情该怎
样做，怎样以恰当、成熟、体谅和正当的态度来做。你们非常渴望作崇拜，但你是否明白，在崇拜之前，通常都有争吵。首先是
被鬼附的人会来，每一个人都开始争吵打架，想象一下！你必须先沐浴，「你在做些什么？」 早上不要与任何人交谈，要保持安
静，你正在开启大能，将要解决全世界的问题的大能。你洁净自己，清洗自己，让你的轮穴成长进化。人们不赞同这样做是因为
他们变得仪式化、机械化，对他们而言，物质变得十分重要，所以认为仪式化、机械化才重要。但现在则不一样，你们与别不同
，是有自觉的灵。不是说你要做出家人或什么，你必须，我告诉过你们，你们要活得像普通人，很尊贵的人，不要毫无尊严、幼
稚、虚假表面，爱开玩笑，像小丑般突出滑稽，不要穿这类衣服。你应该穿上恰当的衣服，令人感到你有风度，我的意思是我在
告诉孩子，你的言行必须是个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全是圣人，知道很多连圣人也不知道的知识，你可以走去问问他们。 他
们就是知道我是这样，这是你不知道他们却知道的事情。你与他们最大的分别是你随时都可以找我，你们却不明白，对他们而言
，我很了不起。正如我昨天告诉你，那些圣人怎样把我认出，他们派人来帮助我。在神圣方面，你们对我的认知很差，不然，你
们不会在我面前叫喊，在我面前争吵，令我头痛，告诉我一些不该告诉我的事情。「他敲打我的门。」有人告诉我，说︰「他来
这里。」另一个人告诉我︰「他做这种事。」你们都不应以这种态度向我讲话。 实质上，说话束缚着你们。说话从何而来？喉轮
，说话从喉轮而来，它是从「vani」开始，声音来自更低。所以要把它提到更高，在不同阶段发声。当它变成Madhmaya，是在
心里，它在心脏地带脉动，你不会感到那脉搏，跟着它来到这里，在这里，它变成”vaikhari”，跟着变成”pashyanti”，意思是它看
，它只是看。接着它变成”para”，变得只是敬畏的当下的宁静。我们要发展这种状态。我们却不明白这些都是我们的特质，就是我
们要开悟和提升，令我们每一部分，每一片花瓣变得美丽。若你明白这些很微小，很微小但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正在说一些大
事，即使小事也能令你完全闭上双眼。 这是我的很大的愿景，十分大的愿景。这伟大的愿景只能藉由人类来实现。你不要视自己
为普通平凡的人，不然我不会拣选你。你却对自己毫无认知，就如你对我毫无认知。你必须认清自己，尊重自己。不要尊重物质
界的东西，先尊重自己，尊重你内在的东西。若你以这样的途径前进，我想你会更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人类的身体是神的圣殿。
这个圣殿必须得到开悟，必须是吉祥的。你要清洁洁净自己的身体，让它成为神能住进去的漂亮圣殿。但我们却欺骗自己，明白
吗？当我在说话，你们都在听，你们想︰「啊！母亲说得非常甜美漂亮。」只是这样，实际是没什么听进耳，为什么？因为怠倦
懒散，怠倦是令我不能进入你们的障碍，怠倦是障碍物，那是十分美好的事情，它微笑，只要你想着︰「啊！母亲在说一些美好
的说。那是非常伟大。」它带给你快乐，但我的话你却没有听进耳，没有吸收它。就是这个原因。要尝试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感觉自己的尊贵和荣耀，感觉你的存在，你必须处于当下。当我告诉别人，他们会说︰「我知道，母亲，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表示你已经被鬼附着。你被鬼附着，虽然知道是错的，却仍然这样做，是鬼附着你。最好用鞋打
法拍打自己。这种状态现在必须消失，我不喜欢你用鞋子拍打自己，我的意思是你到达这个层次吗？这个层次是那么静止。 你的
出现要带给人”Prasannata”，即令人感到愉快，别人与你为伴时要感到愉快。出现是…你能理解，慎重的出现，你知道对某种情
况该怎样应对。你不会有轻率的行为，不会冲向任何东西，不会跳上任何东西。若某人在说话，你不会支配整个谈话。当你说话
，你的态度不会很激情或很夸张，不会像疯子般说话或有类似的言行。你的出现自然的显示你处于中央，很平衡，要保持这种平
衡。这种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只看看自己，你是否有风度？有些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却没有干劲，完全没有冲劲。他们待
人接物，必须有干劲，他们要告诉别人，以合适的，甜美的，漂亮的态度，这样才能成就事情。若不能成事，又有什么用呢？ 现
在我再次出门十七天，我真的要出门十七天，我很想念你们，很关注你们，因为你们仍需要好好成长，我感到你们对集体并不理
解，你们是非常急躁，很容易令对方烦躁，你们怎能这样？你们全是圣人，必须互相尊重，相亲相爱，互相说些甜美的说话，你
们全是圣人。一位圣人遇见另一位圣人，他是怎样遇见的？你曾否见过一位真正的圣人遇见另一位真正的圣人？你必须看到，你
看来不像这样。最先的证据就在于此，你是否真正的圣人。他已经去了印度，他们怎遇见你？

瑜伽士︰真的抓着我。

锡吕‧玛塔吉︰看看？ 瑜伽士︰我不相信他… 锡吕‧玛塔吉︰他们是怎样遇见对方！你们互相拥抱，享受共处，说笑话而一起笑，
明白这是那么和谐。没有人会想︰「我是对的。」没有人会这样想。一旦你开始想︰「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在做对的事
情，他是错的。」完蛋了。他们享受大家，像波浪移动一样。明白吗？他们常常欢笑，享受着，大声地，互相帮助，这是绝对值
得看到的境况。 起初，我们只有五六个人，在Nilambar，来自伦敦，来的人一个比一个好。他们常常打架，吵架，还互相痛击，
你相信吗？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我告诉你，真是很让人感到羞耻。每个人都来告诉我︰「母亲，你找到的是怎样的霎哈嘉瑜伽
士？他们真的是霎哈嘉瑜伽士吗？」不停的为这些那些事争辩，各种事情都发生过，情况持续着，他们没有把全部实况告诉我，
我只知道部分的情况。我感到很羞耻。问马高，他们常常都是这样，我是说他们会打破对方的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你相信
吗？你却从未在印度见过霎哈嘉瑜伽士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曾见过。任何人想玩弄这些花招把戏都要离开，马上离开这个循环
。没有分党分派，没有互相争吵，没有这种事。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怎么这些人那么不可思议，一个比一个好。他们是那么急
躁，坏脾气，常常打架，他们很惊讶怎会这样。 就以这里的查娜为例，尽管她是那么震惊，她不懂怎样处理，人们都是好批评，
她尝试保持平衡，她常常都在后面，从不走在前面。说到工作，她是第一个去做，担起责任。这是上次发生的，不单是倦怠，比
怠倦更差。怠倦，你要明白，是魔鬼的头脑，当你从倦怠中走出来，你只是在吹嘘。在印度，我不曾看见人们吹嘘，我真的告诉
你，很小人吹嘘。我们甚至从不大声说话或发脾气，从不。现在人们通常都很沉默，跟着是霎哈嘉瑜伽士，噢！你要看看他们是
怎样的享受。噢！女孩，男孩，每一个人，他们是怎样享受，我很喜欢看到他们，你们必须尝试享受共处。 人类身上发生最差劲
的事情是自我，最差劲的，被鬼附还好，至小它轧痛你。但你不会感到自我轧痛你，不会感到有自我，你视自己为最端正、最好

的人。脾气能在鼻子上显示，我可以看到鼻子「哈哈」的像这样，这个自我，印度人也从你身上取得自我，与你接触过的人，你
看，就像一条狗与人类接触后，学懂很多事情；同样，当印度人与你们接触后，便取得自我，我们可以看到分别。在简朴的村庄
里，人们想变得友善，和谐和美好，怎能做到？透过理解吉祥的质量。吉祥的出现令人感到安心，舒适，吸引人和漂亮。 你怎能
发展这些质量？我建议你向我的相片做摇灯礼。当你做摇灯礼时，有人提高自己的声音以盖过其他人，他想做带领者，另一个人
又想带领其他人，不要这样做，要和谐一点，我可以分辨出来，这样做是不合韵律。要以同一音调，同一风格来唱歌，尝试令它
变得一体，要有和谐。以谦虚和喜乐的态度，我们一起唱歌，我们的心也一起歌唱，全部人都在唱，我们那么多人…感受到喜乐
，我们那么多人。若他们看到你这样，会对其他人有坏影响，我的意思是任何人也感到震惊。为什么霎哈嘉瑜伽能在印度传播？
因为他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爱。 若你把注意力放在灵上，就能感受到集体。注意力必须像我昨天告诉你一样，找出你有多少次很
友善的与别人说话，又有多少次与人争吵。若某人说了一句苛刻的说话，只要保持沉默，不要有坏的感觉，没问题，它来了又走
了。 一些负面的人偏左脉，一些负面的人偏右脉。有时候这些组合却很合拍。当好支配人的人想控制偏左脉的人，他们成为好朋
友。因为一个喜欢控制人而另一个则乐意受人控制。一旦受支配的人稍为处于中脉或走往右脉，他们就会起冲突，两人变成最差
劲的敌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所以必须提高警觉。偏左脉负面的人，必须尽量回到中脉。同样，偏右脉的人也必须回到中脉。
你们怎能做到？以什么途径来做到？让我们看看，偏右脉的人必须对偏左脉的人友善，而偏左脉的人亦要对偏右脉的人友善，首
先这样开始。什么是给予和付出？偏右脉的人比较有组织能力，或许有，或许没有，至小是比较好的演说家，或是好的领导，或
许是，或许不是，也说不准。他可能是懂提建议，能把问题带出的人，他会说︰「我会这样做，我会那样做。」诸如此类。偏左
脉的人会感到害怕，却非常谦虚，更有爱心，更富情感，亦更受别人的控制指挥。这个人要发施号令而另一个人则接受指示，就
是这样。 我们该怎样解决这样混合的问题？自我的人要尝试服从偏左脉的人，而偏左脉的人则要尝试向偏右脉的人发施号令，而
偏右脉的人要接受他的指示。他们必须互相理解，必须有一个契约。「好吧，我是个自我取向的人而你则是超自我取向，现在让
我们一起做一件事，你尝试支配我，我尝试服从你。」这样做是有效的，这是心理上的风格，你只是把它实践出来。试试让偏左
脉的人来支配你。但在这里，要找个偏左脉的人却有点困难，很少这类人。我相信有这类人，但一说到自我，他们比其他人更差
劲，对吗？所以要找偏左脉的人是颇困难。找个偏左脉的人，请他支配十位自我取向的人，直至他发展了自我，他仍是妥当的，
一旦他发展了自我，不要让他再支配其他人了。对自己完全体谅下，观看自己，你是怎样发展，你走得多远，这出戏剧必须演下
去，与自己逗玩。若你认同自己︰「我常常是对的，没有人是对的。」你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因为若你是
完美的，我就不需要浪费这些话，所以最好是做这样的事情，「好吧，你来发命令，我来做。来吧，让我们看看你的想法？让你
来组织统筹，我们来做。你来告诉我们该怎样做。」那么他会很用心，而你则用注意力，这样能好好成就事情，这个组合会是非
常好的。 让我们下定决心改善自己，不要因此有坏感觉。我们要大大的改善，很大很大的改善，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看来好像很
坏。就如癌症，绝对是癌症，恶性的。所以要尝试看着你的自我，若它是…现在即使你告诉他们说有人要他们说︰「很抱歉。」
他们也不会说，他们会以讽刺的态度说︰「哈！我很抱歉。」或说类似的话，以讽刺的态度来说抱歉令抱歉变得没有意义。好吧
，什么也不用说，不应用这种态度说话。你应该说︰「看看你自己，这个自我来了，请告诉我别的事情，我会照做。」 只想想基
督为祂的门徒洗脚，这是明智的霎哈嘉瑜伽士该做的事情。他为另一个门徒洗脚。若你记得我的外孙女华娜，当你们来我的房子
，我想大约有八至十个人来，她拿一个小桶，为每个人洗脚，每一次，她都把水带到浴室倒掉，再把桶注满水，以极大的满足把
水带回来。她只是五岁，还未足五岁。她为每个人洗脚，把脚擦干，在做完后，她来到我的双脚前说︰「我不会看每一个人，我
现在要跑掉，我已经完成我的工作。」接着她离开。华娜是十分高质素的女霎哈嘉瑜伽士，她视最能显示集体的精粹的方法就是
为每个人洗脚。「我有些不妥当，让我把它洁净吧。」 就如若你想起我，你就会明白我怎样辛勤地为你们工作，为什么？因为我
非常爱你们，你们是我的一部分，若你们不妥当，我亦会不妥当。若你顾念这一点，你就永远不会视任何人比你低。为别人洗脚
比为自己洗脚更佳，这是个好主意，每一次也能把你的自我降低。 穆罕默德也用这个方法，最能好好运用这方法的要算是拿纳克
，他说︰「让所有锡克教徒做一点seva。」他们要做一点seva作为惩罚。当有一群人时，什么是seva？某些人要坐下来，即使是
灵性导师，非常伟大的导师，也要为每一个参加讲座的人清洁鞋子。有人给他光亮油、刷子等等。最近，他被惩罚去清洁那些顺
道拜访的人的鞋，他应该为他们清洁衣服，清洗他们的东西，作为惩罚。傲慢的人要这样做，争吵打架的人也要这样做，直率的
人亦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很有效的。他们应该清洗衣服，应该清洗双脚，按摩双脚，给他们按摩，令他们感到好一点。 在印度，
你看到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在清洁别人的轮穴。但在这里，人们甚至不能接受自己的轮穴有阻塞，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每
一天，他们都在为每个人洁净，他们会说︰「巴巴，请洁净我的轮穴。」他们都会这样说，当你为他们洁净轮穴时，他们说︰「
感谢你，你已经为我洁净了。」接着他们帮助他们，按摩他们的双手和双脚，因为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工作。这里的人却不会这
样做，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互相体谅，相亲相爱，互相吸引，大家都必须向前看，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批评，我讨厌听到你们
批评其他人，但若事情做得太过分，最好告诉我，你必须评价自己，「我为别人做了些什么？」有些人想︰「只要保持沉默就可
以了。」重点不在于此。要友善，送些礼物，与他们交谈，有那么多不同途径去表达你对别人的爱。有时可以送些花朵，尝试找
出他的好恶是很好的，不要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有时你会看到，还是不做比较好，又有什么用呢？若这样做会破坏大家的关系
，最好就不要做，只要找出什么你不喜欢。 一件小事，我的丈夫不喜欢我把花朵插在头发上。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每一个已婚妇
女都会把花朵插在头发上，这是习俗。我嫁了给他，他却不喜欢这样，因为在他的小区，只有坏女人才会把花插在头上，因此，
我从来不会把花插在头上。只在特别的崇拜或与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关的事情上，我才会这样做。我的头发从不弄个圆发髻，没问

题，若他不喜欢，我为何要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没必要制造冲突和问题，不要做一些别人不喜欢你做的事情，要尽量避免做这种
事情，做了会产生问题，尽量做些取悦别人的事情。让我们看看你是否已想出怎样取悦别人。若你取悦别人，你的神祇就会感到
十分高兴，因为祂们全是一体，在你内里，在她内里，祂们全是一体。祂们感到高兴是因为祂们互相连在一起，当你们对待大家
不友善，祂们就感到不高兴，因为祂们是一体。 若你们能做到，恰当的，互相体谅的做到，你们全部人都会变成圣人。我看到你
们未来的形像。你们一些人会是十分十分了不起，一些人会承担起这个责任。开展一个计划，一个对自己，为自己，建立自己的
计划。你对待别人是何等甜美，让我们就这样做吧，与别人交谈，有些人就是不说话，我见过他们每时每刻…(静默)，他们会有很
差的喉轮。你必须说话，必须友善，必须开放你的心。这个南斯拉夫的女孩很直率，我就是因为她的直率而喜欢她，她有一颗寛
容的心。

以寛大的态度来说话，开放的心！没有秘密，这种冷漠，叫什么？英式的态度？

锡吕‧玛塔吉︰冷漠？

女瑜伽士︰冷漠。

女瑜伽士︰当你视自己高人一等。

钖吕‧玛塔吉笑着说︰冷漠，我以为必定有一些特别的英语来形容这种情况，你也知道他们是这样冷淡，当你坐…。
其他女瑜伽士︰母亲，上唇要硬。

钖吕‧玛塔吉︰吓？

钖吕‧玛塔吉︰上唇？上唇，不大用上唇，不需要用上唇，可能是骄傲。

几个瑜伽士︰上唇硬的…上唇。

钖吕‧玛塔吉︰这种情况只有英语才会出现，对吗？你走

进火车里，他们不说话，我是说他们不淮你说话，他们用沉点令你凝结，他们不能看到人笑，微笑或开玩笑，什么也是…，你不
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全程他们都在看报纸，他们会把报纸折起来阅读，然而他们却知道你的一切。
女瑜伽士︰这可否称为「与世隔绝」。 钖吕‧玛塔吉︰与世隔绝，对！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这是很危险。人若与世隔绝便会陷入
麻烦里。与世隔绝是自找麻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孤立自己，便会受侵袭。要在一起，所有亡灵也知道你与世隔绝，他们会
攻击你。即使你偶然想变得独特，他们也会攻击你。即使有些人变得…，藉由说话太多，他们也会变得与世隔绝，变得独特，你
坐在每个人头上。最好与每个人一起，这是最好的，与每个人一起，和谐共处，拿别人开玩笑，别人也跟你开玩笑，你不应生气
。若有人对你开玩笑，你不应说︰「噢！闭嘴。」不应这样说。开一个玩笑，作为娱乐。英语有一种很好的质量，就是他们能自
嘲，英语就是能找到方法嘲笑自己，这就是英语漂亮之处，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有这么多字句来表达这种奇特的情况，这
是很使你尴尬的处境，你只能卷标他们，卷标他们令你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你知道这种情况该用那种药物，情况就是这样。 这只
是标签，「噢！它就是这样。」看到社会各处出现这种境况是很有趣的。这种情况有描述…，即使是狄更斯，以他为例，那时候
他发现并指出这种事情。我是说文学里很漂亮的描述所有这些事情，你会惊叹于人们怎能看到自己是这样，社会是这样。人的特
性描述︰人的品格是怎样形成，怎样演化成社会问题，漂亮的描述，这就是智慧，英国人的智慧，我告诉你，我是说若你受荒唐
的想法控制，你便有可能失去这种能力，不然这种智慧是天生的，我是说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显示什么？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
怎会这样？而一些…，不是一些人，而是很多人，你们会是最有智慧，因为你对他们的创造有优势，除此之外，你对自己的创造
也有优势。你属于这样了不起的国家，试想像整个国家陷入怠倦懒散的泥泞里，谁能拯救这个国家？就是你们。 所以一次又一次
反对怠倦懒散，不管如何，怠倦疏懒是违反基督，违反神，违反玛塔吉。试试变得兴奋，喜乐，快乐，有尊严，敏锐，甜美，这
些质量并不多，是很少，只有一种。我知道我们会很享受生活，会非常快乐。首先要去除脾气，你要明白愤怒，说︰「我很生气
。」代表什么？为什么生气，为你的愤怒、脾气、受激怒而自豪！我肯定这会很漂亮，你正在成长，但你的成长却因为这些荒唐
的质量而发育不全。所以你要远离这些质量以保护你的成长，就如你保护一棵小植物免受冰霜侵害，就像这样。对植物而言，冰
霜不算什么，因为植物在生长，冰霜却会杀死植物，所以不要让冰霜出现，要快乐。人们走上来，又跌下去，我曾经看到人上来
，接着下去，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在十七天后再来，看到你漂亮的发展，我的注意力每时每刻都在你们身上，在你们身上运作
，我与你们比其他人更亲密，因为这些人只看到我两天便开始哭！他们迷失了，我却常常与你们见面，比印度人多得多。
保罗在吗？保罗来了吗？ 瑜伽士︰来了，母亲。 钖吕‧玛塔吉，保罗，发生了什么？ 保罗︰我想带来一个讯息，来自印度人…
钖吕‧玛塔吉︰呵？

保罗︰…除此之外，印度人向你表达爱，印度有个霎哈嘉瑜伽士病得很重。.

保罗︰一个在Rahur的教授。

钖吕‧玛塔吉︰谁？

钖吕‧玛塔吉︰我知道，为什么你要生杜玛气？

保罗︰你说杜玛？那时候我真的…，我受够了印度两个阶层的人的行为，一些很有钱的人和一些…。
钖吕‧玛塔吉︰这个国家又怎么样？
保罗︰这个国家也一样，这里的人没有太多钱，但他们至少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至少有地方住。 钖吕‧玛塔吉︰你到哪里是传霎
哈嘉瑜伽或是做什么事情？你要明白，我是说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应知道杜玛已经给了上万人自觉，他又是你的兄长，你应该
尊重他。他有仆人，在印度情况是不一样，若他没有仆人，他便没食物吃，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脑，这些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意识不
到的。若你用脑，你工作得比他的仆人还辛苦，你能理解吗？因为你的脑袋不能停下来，仆人用手工作却不思考！他的精力都用
在双手，他也休息。你要明白，这里若要某人用手工作，对他是残忍的。脑袋又怎么样？你每时每刻用脑的程度…，现在我告诉
你，你不能停止思考，对吗？看看我的仆人，虽然他辛勤工作，他却比我的丈夫放松，我的丈夫甚至没有拿起过…，就说一个杯
子，对吗？什么会发生，可以说这个家伙是个懒骨头，他享受生活的一切，享受一切舒适，但仆人却不。我的仆人是某程度上在
做一些手工，因为这是他有能力做的事情，他的脑袋并不那么发达，而他却比我丈夫更多休息，更放松。一些人用手，一些人用
脚，一些人用脑，若你用脑来工作，也是工作。 若你用脑来工作，你的身体要有一定程度的舒服，不然连身体也在受苦，当然我
不是说要虐待仆人，不应虐待仆人，没有人要你像这样给钱其他人，你要明白他是为钱而工作，他用双手来工作，所以你能看到
他的工作。但说到用脑袋，你看到脑袋怎样工作吗？我希望你能用显微镜来看看脑袋是怎样运作，还有所有轮穴。不停的”cutcutc

utcut-cutcutcutcut”。一个思绪已是炸药，你不能停止思绪，问问他，昨天他的思绪像机器一样！像部机器在运作。 因此，这种事
情发生，我们要明白，当我到任何国家，你就是客人…，他很不开心，写了一封很伤心的信给我，这样不好，你不想他不快乐，
你想…

保罗含糊的说︰若我写信？

保罗︰我并没有争吵。

锡吕‧玛塔吉︰吓？给杜玛？

钖吕‧玛塔吉︰你没有什么？

保罗︰我们并没有争吵。

保罗︰我告诉他我的感觉。

保罗︰我告诉他我的感觉，我只是想，我只想…，你也知道，印度很多地方也…。

钖吕‧玛塔吉︰吓？
钖吕‧玛塔吉︰吓？

钖吕‧玛塔吉︰你有什么感觉？

保罗︰我感到若有人告诉我他拥有多少所房子，要购买多少房子，而同时他的仆人却要露宿街头，或房子漏水而孩子…。 钖吕‧玛
塔吉︰现在，例如，这里有很多空房子，这里，英国，他们会否把房子给你？他们会吗？要这样做吗？你要给多少人，有没有任
何制度要你把房子给别人？ 看看，不是杜玛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杜玛拥有房子，他已经送了霎哈嘉瑜伽一所很大的堡垒。若
他送一所房子给他的仆人，我想他会令仆人变成寄生虫。你知道在印度，乞丐拥有很大很大的房子。你知道这个事实吗？有些在
海运道的房子是专业乞丐所拥有。你看到一些问题，却看不到很多深层的原因。你要写封道歉信给他，我感到受伤害，伤得很深
，因为他做了这样巨大的工作。 他将会给霎哈嘉瑜伽一个很大的地方，到目前为上，没有人送过这样大的地方给霎哈嘉。他还给
我一万个霎哈嘉瑜伽士，当你们说︰「我感到。」这个「我」是谁？我知道你们都有颗同情心，但有时它令你摇动，有某程度的
同情心是好的，要是颗审慎的心，要有智慧。你必须有比例的意识，我是说这是印度的制度，运作得很好，没有仆人帮忙是不能
做到，这里也一样。什么发生在你身上，你们都是聪明人，在没有仆人下，为何却活得一团糟，像活在猪舍里。因为你只懂运用
你的脑袋，不懂怎样运用双手。这些共产主义完全没用。人们要做某些工作，这种那种工作，完全没有错。有能力做用脑的工作
，就做要用脑的工作；能做用双手的工作，就做用手的工作。当然，他们的生活不能有太大的分别。我同意，问题不是出在他身
上，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我告诉你，即使是仆人，你给他们一些物品…，有一个女护士，你明白吗？有一次我病倒了，她来探望
我，帮我忙，为答谢她，我要为她办点事，我让她坐我的船出海，我说︰「让她有个假期，她会妥当的。」我送她到非洲，我是
说问题比我理解的严重得多，我送她到非洲，她回来后，开始说医生的坏话，她以为自己已经变成医生。医生告诉我︰「为什么
你要这样做？」他们变得不平衡，你要明白，即使是穷人，若你给他们这样的东西，他们会变得不平衡。 我给你另一个实例，我
的丈夫的取态是很社会主义，这是件好事，他做的是增加司机的工资，司机开始拿到一千卢比的工资，这是个大数目。低级文员
的工资约一千二百卢比，他们的工资与我的司机分别不大。现在司机拿一千卢比，是太多了。六个月内他们的妻子来找我，说︰
「对我们的丈夫这是很坏的事情，他们开始喝酒，不给家用。」若你给穷人太多钱，他们不懂该怎样用钱，他们会喝酒，比富人
还要喝得多，所以要训练他们怎样用钱，只给他们钱是没用的，他们不懂更深层的事情，要好好的教导他们。 就如印度的种姓制
度，我同意种姓制度是荒唐的，不应存在，你不应视任何人低人一等。但现在的情况是，忽然，不同的种姓阶层要有相同的位置
，相同的工作，一切都要有同等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合资格。因此有不合资格的人，或即使考试，在学院里，你必须有很多不
同的种姓阶层。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做令一些低劣的人走上前，他们绝对是一无事处，没管治能力。圣雄甘地曾这样说︰
「训练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带上来。」忽然，受教育的人仍然在，一些没受过教育的却被带到这里，他们承受不了。 我们有
一个仆人来找我，你们必定认识他，巴玛，他来这里，他通常的工资只有少于一百卢比，我们给他很高的工资。当他来到这里，
开始行为不当，接着我写信给他的母亲︰「他行为不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养成了很多坏习惯。」还购买色情图书，到酒
吧，追不同的女孩，做着这种事情，他在这里才有这种行为，我因此写信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回信却是很有趣。她说︰「这
些人本来生活在泥泞里，若要他们睡在床上，会伤害他们。」 所以忽然给他们太多物质是不会令他们有改善，要训练他们。你不
知道贫穷出什么问题。贫穷就像痳疯病，痳疯︰你知道痳疯寄生虫吃什么？牠们吃电油，电油令牠们越生越多，就是那么粗糙。
作为英国人，你不应这样说，因为英国要对印度的贫穷负上责任，不管你喜不喜欢，是英国人带给我们贫穷问题，之前我们没有
这个问题。我们的仆人是我们的房子的一部份，英国人待我们如奴隶，这个想法是从他们而来，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 我要说杜
玛很得体，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们在印度怎样对待我们，你是没法想象，直至昨天，即使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也拥有印度人不准进入的「白人会所」。一旦我们要独立，他们却向我们开战，杀掉成千上万的人，很多妇女受强暴。不应
说「我们英国」，这个统治我们，令我们成为奴隶的国家。你看他们不容许我们有进步，你们这里怎样对待想进步的外国人？怎
样对待他们？若以这里的种族歧视的程度与印度的相比，我们是没有种族歧视，他们以极大的尊敬对待你，你们应说︰「你是白
人，因为「种族歧视」，好吧，我们不会善待你。」若你走到非洲，他们会教导你，非洲人，西印度，他们在你之上，我是说要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要尝试了解每个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来到印度，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法国也控制很多国家，我们
要明白，不能再控制任何国家，我们要为他们洗脚，就是要这样。 现在你们握杀了非洲的文化，以法国和英国的文化取代之，绝
对是，他们就如你们一样有妓女，他们的妇女也如你们一样，他们对自由的概念也如你们，只是印度人反抗你们。不然，你不会
尊重别人的文化，你要面对它。若你到南美，你会很震惊人们是怎样清除…，灭绝住在哪里的人，全部人，一次过。除了哥伦比
亚，你能想象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灵魂都已经被杀掉，只看看这种情况。 当然，若这些人不善待他，我能理解，但他们没有
。这些想法都是西式的想法，适用于你们，却不适用于印度人。他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你们的想法加在我们身上。就如土地改革
，你明白吗？我的女婿是个开悟的家伙，他拥有二十五公里的土地，他通常在这些地区聘请工人，提供他们一切所需，付足工资
，让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忽然有个想法︰「不，他们要拥有自己的土地。」好吧，完全不明白他们先要受训练，要好好养育他们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必须沟通好。给每个人一小片土地，什么会发生？他们在这些地区开始感到窒息，没法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他们拿不到小麦，拿不到种子，什么也做不了，开始挨饿。他们来找我的女婿︰「你来吧，你是中间人，必须要有中间人。」

他们却不用中间人，没有训练这些人。 圣雄甘地提议︰「你要开悟富有的人，也要尝试透过教育解放这些人，让他们明白。」就
是这样。在印度，有一处被称为「落后地区」的很大的地方，土著住在哪里。他们不习惯住在固定的地方，他们就像你们的吉普
赛人。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人耕种，他们晚上就来抢掠，他们就是过着这种生活，却感到很快乐。 其二是所谓可怜的印度。你必
定看到痲疯病怎样传播。他们在马拉特拉邦开展了一个计划，他们说︰「我们会给你工作，不然就给你救济。」这是发生在任何
人身上最差劲的事情，我们很快意识到出问题，我希望他们已经把计划撤回。他们是这样做的 — 印度人是又狡滑又聪明 — 他们
会记下他们的名字，就如那些拿救济的人，你明白吗？他们会既工作亦拿救济，拿双重的金钱。接着他们会喝酒。这些人在干什
么，喝酒？这是个问题，喝被禁的酒，喝碘酒，你怎样称呼…，他们喝什么酒，喝一种硫酸，或在喝酸性的饮品？我也不知道。
几个瑜伽士︰一种变性酒精。 钖吕‧玛塔吉︰变性酒精，不管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明白，你看他们是那么愚蠢，我是说随意
的养成这些习惯不好，我很抱歉他的妻子写信给我︰「他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霎哈嘉瑜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没有其
他解决办法，他对我帮助很大。 「你要明白。」他感到很抱歉他曾说︰「我怎能没有仆人？」仆人制度就是这样。若他把房子送
给每一个人，他自己就没有房子，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是那么慷慨。若有个中间人安排，这种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即使是所谓的共产党员，若他身处民主国家，也会拥有自己的物业。一旦民主消失，他们连说话也不能。 我不是说资本主义是解
决办法，我是说霎哈嘉瑜伽是解决办法，对吗？是霎哈嘉瑜伽，他为霎哈嘉瑜伽做了很多事。这样的仆人，我们不要羞辱他，仆
人对我们不重要，对我们而言，谁是仆人？谁是穷人？我们不用对他们负上责任，是国家要负责，我们只对霎哈嘉瑜伽士负责，
因为他们带来改变，对神而言，上千人的生死有何重要？祂能创造多上千人？有自觉的人，即使是穷人，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转移
，不然我们会变得像那位女士，德兰修女，她收取别人的捐款，她自己没钱，她找寻垂死的人…，她有愿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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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对霎哈嘉瑜伽极之感兴趣、非常委身、对霎哈嘉瑜伽有热诚，感到霎哈嘉瑜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挑选出来。 现在，
你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必须准备妥当，拿起新世代的旗帜，把霎哈嘉瑜伽转化成伟大的瑜伽，令霎哈嘉瑜伽
成为灵性上辽阔的领域。你们就是渠道，正要产生这种能量。若你只是渠道，那么，你要肩负的责任便小得多了。 霎哈嘉瑜伽是
另类的生命过程。你或许有留意到，当你得到自觉，它首先会改变你，接着再改变其他人。你的出现，开始改变他们。你的存在
，开始改变气氛，改变负面能量这精微的问题，全都得到解决。就像一棵树，当它开花，花朵发出的香味，令四周散发一种不同
的气味，把蜜蜂吸引到来，采摘花蜜。同样，当一个人得到自觉，得到启发，他开始吸引别人到他哪里去。但你必须紧记有关霎
哈嘉瑜伽的以下几点，就是你首先得到光，接着才发出光。这是在其他生命过程中不能做到。以你的意志，你的洞悉力，你的自
由，你自自然然的发出光芒。例如一棵树可以生出种子，种子也可以长成大树，但种子不能再生成为种子，它们没有这个意志(wil
l)。在这里，种子代表人类。只有人类拥有意志。现在，你的意志启发了你。以你的意志，你得到重生，或你可以说，你借着霎哈
嘉瑜伽得到重生，能走得更远。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理解，当这枝爉烛被光所点亮，光不能以它的意志点亮其他爉烛，某人必须
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你的意愿是非常重要。「你有什么意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意志(will)并不代表欲望(
desire)。意志即欲望的实行。你要做的是把你的欲望付诸行动。你是可以做到。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要拥有欲望。毫无疑问，欲望
已经存在。你们已经被分类为求道者，我的意思是你们都是这一类，你生来已是求道者，你不能摆脱这个身分。你是求道者。无
论你们有什么问题，无论问题出自何处，无论你们犯了什么错误，你们都是求道者。求道者就是求道者。例如，在这个房间，你
看到有多少枝灯？两间房间加起，最多有六、七、八、九、十、十一支。在这房间，只有五支灯。每个人都不是光，但你却是光
的施予者，那是借着你的意愿而达成的。我们的意愿该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对我们的意愿该有多少的委身？我们必须彻底了解我
们内里的意愿。当你开始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你便意识到，霎哈嘉瑜伽是多么重要，它给予整个创造_______在神的眼中和在上天
的力量里______真正的意义。这是必须成就的，这就是生命的目的。很令人惊讶，是在你的意愿而非我的意愿下成就。我没有意
愿，没有行动，是你的意愿把它成就，所以你必须委身。现在，你衡量审察自己，我的意愿有多深？那些讲座帮助你看清楚，你
有多大意愿希望霎哈嘉瑜伽能够成功，这是第二点。要令霎哈嘉瑜伽成功，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必须明白霎哈嘉瑜伽的基础，
尝试看看自己内里：「我们是否明白这基础，是否拥有支撑这基础的质素？」 霎哈嘉瑜伽最基本的是你必须成为灵体，那么你的
身体才会散发灵的力量。这是霎哈嘉瑜伽最基本的。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宗教，所有伟大的经典中，甚至在圣经或薄伽梵歌中，
都有描述你必须有信念(faith)。信念这个字，在这些经典中，从来未有阐明过。大多数人视盲目的信心是唯一相信的途径______必
须盲目去相信。那是必须要澄清。但他们保留这伟大的词汇︰信念。他们确有用「盲目相信和信心」这些字句。这样人们开始以
盲目的信心成就事情。例如，当你走在路中，你说你正在想着神，忽然，你看见一只金介子，便认为你对神的信心得到证实，祂
帮助你获得一只金介子。又例如有人离婚，他向神祷告后，离婚便没有发生，那是因为神的帮助。但这类祷告可以有另一种的理
解。人们可以说，完全不相信神的人也能很成功，你又怎样解释这种情况？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神，却生活得非
常惬意，你又怎样解释这种情况？ 霎哈嘉瑜伽有另一伟大之处，就是它启示了所有以前曾经用过的伟大词汇。因为人们还没有得
到自觉，所以不能对他们讲及信念，或盲目相信，或真正的相信。因为若他们没有双眼，你又怎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光又或什么是
黑暗呢？所以这个时候，信心支撑着你。怎样去支持你自己？第二点是你必须有信心，有信心会得到救赎以及你是个灵。 第三阶
段是今天，令你明白，得到自觉给你体验，令你建立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而是开悟的信心。例如，你走进这房子，看看内里
有什么，跟着便有了信心，就是这样。因为你看过，所以你相信。现在你看到「Sakshat」。Sakshat的意思是你借着五官的感觉
而明白整体，这就像以阳光来证明那么清晰。那是真实的事物，不需猜测，也不只是空谈。所有在经典中运用的字句都是启示。
它代表在你的生活中，你看到这些启示在发生。就像我说︰「Ha」，灵量便会升起，你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说︰「Ha」，你便
开始感觉灵量升起。只需要说︰「Ha」、「Hoo」、「Hee」，你便得到生命能量。那是絶对存在的，现在你可以自己去感觉。
那是没有只是______「那是不会发生，或许可以成事，或许不能成事，可能是真的，可能不是真的。」所有这些不确定都不存在
，那絶对是真的。 但首先，你必须变成你的灵。若你不明白灵，就不能明白神。灵本身很敏锐，毫无疑问，它是存在的，它就在
这里，必须在你的注意力下才能发出光芒。你必须知道你的注意力与灵是合得来的。若注意力与灵合不来，灵不会发出光芒。灵
在你的注意力稳定时，才会发光。以平衡来把它穏定下来，你要处于稳定的状态。平衡你的思维，平衡你的双眼，平衡你的欲望
。尝试平衡它们。平衡你的自我和超我。若能做到，你的注意力将会大大的得到平衡。 现在你要怎样处理你的意愿？首先，因为
你有欲望，所以才有行动。我往那里去？我做些什么？我是求道者。这是否求道者应该做的事情？马上你便得到平衡。所以必须
有平衡。首先是平衡自己。任何极端的行为必须得到平衡。任何对生命极端的态度必须放下。现在你发觉意愿作出反应，处于相
反的方向。例如，人们变得顽固，他们不接受自己必须保持平衡。他们说︰「啊﹗我很妥当。」他们作出各样的解释，以显示他们
是妥当的。你向谁解释？你只是与自己对抗争扎。为什么？因为你仍未与内里的自己完全融合。 所以第二点是整合，整合你的注
意力。得到整合是当你做任何事，你希望同样事情会发生，你享受同样的事情时，才会得到。若你想着其他的东西，你便发觉整

合常常令你的注意力摇摆不定。若你想着你的灵，只想着灵的快乐，灵常常都是快乐的，你可以怎样令灵快乐？只要说︰「我想
我的灵快乐。」当你这样说时，你也想你的注意力快乐。若你想保持注意力快乐和愉快，完全与你的存有而不是你的自我变成一
体，那么你便需要运用判断力。所以在平衡和整合中，我们到达第三点，就是判断力，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的资深练习者，非常
资深的学生。现在你知道怎样分辨事非。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 批评别人是非常容易，诉说别人的错误是非常容易，
但看看自己的错处应该是更加容易，因为你不能纠正别人，只能纠正自己，就是这样简单。像你的女儿与一个男士结婚，若他们
出任何问题，把问题告诉你的女儿比告诉那个男士好，因为她是自己人。同样地，纠正自己比纠正别人更好。若你能看到阻碍你
纠正自己的自我，纠正自己会比较容易。那么谁是得益者？谁人得到祝福，霎哈嘉瑜伽的祝福？ 在我们内里的顽固旧习惯，必须
以极大的判断力和以霎哈嘉瑜伽的训练来分辨出来，你甚至有能力理性地看到你的判断力。我曾经看过，某些人常常走同一条路
但仍然极之谨慎，他们知道要到达目的地，该在那处转弯，那个弯位不用走，那个弯位必需要走。这象征你已经成熟。所以你必
须谨愼。还有，你拥有生命能量去引导你怎样辨别是非。有时你也会错过它。所以，若你能以理性来分辨，尝试找出什么是错，
我是否正在犯错，你便可以很容易明白我是否正在犯错。最好查看自己是否犯错而不是别人。因为是你在驾驶车子，是你在控制
刹车制而不是别人。有趣地，每一个人都在驾驶别人的车子而不是自己的车子。所以若你有判断力，你可以理性地知道怎样纠正
自己。现在你的理性是絶对的合乎逻辑。在此之前，理性并不合乎逻辑。在得到整合之后，你的理性变得有逻辑，它告诉你︰「
不，这是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你现在什么也知道了。我并不认为你需要任何数据，意思即只要你想及任何事物，你便得到
答案。那全在你的脑海中。全都开啓了，唯一我要说的是︰「发展你的辨别是非能力。」若你没有判断力，你必须发展这份能力
，你必须成长，必须成熟。那么，我们便能从判断力发展出洞悉力。当我们分辨是非时，我们只需找出自己的错处，谨慎地纠正
它。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我们该怎样做？若你到达这个层次，你甚至可以捕获在你四周飞舞的蝴蝶，或从树上下跌的一小片树叶
。我的意思是若你在这个层次，我永远不会对你作出这样的测试，但你并不在这层次。你能承受比更大的考验，玩玩这些游戏也
不错，对吗？不然为什么有人会远足。除了远足，人们为什么游泳？我的意思是为何不只坐在岸边，观看四周不是更好吗。或甚
至为什么要走近河边，这样你可能会着凉，还是坐在屋内比较好。还有，为什么把灯亮了，你可能看到某些令你感到害怕的东西
，所以还是去睡觉比较好，但为什么去睡觉，你可能会作梦。在这些情况下，若真的发生，我告诉你，不要再数算了。我们是士
兵，我们必须发展对各式各样的人的免疫力。各式各样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到来，因为大门很寛阔，各式各样的人都能进来。他
们可能有一百个或甚至有一万个亡灵附着…「来吧！无论是什么种类的亡灵，我们也懂得应付。」我们就是要采取这种处事态度
。因为我不能放弃你们任何一位。我必须给予每一个人机会。是你有分辨心把那些人赶走。我不能这样做，很对不起！有些人来
到，向我呼喊、侮辱我、找我麻烦，不要紧，他们会没问题。当他们絶对没有用途时，我会把他们放在进化之外。直到最后，我
仍会继续尝试。若我发觉他们有任何轻微的改善，我也会捉紧他们。对他们，我可能更辛勤地工作。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亲近我
。若他们迷失，我必须照顾他们。所以你们要紧记，这是你们的责任，好好处理母亲没有时间处理的事情，这就是你们要有的质
素。拥有这种质素的人，所有神祇和天使都向你们敬拜。祂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你们甚至看到太阳也到来，它就在这些
云里面，你必须迎上来。 很微小的东西如集体，就是霎哈嘉瑜伽的开始。若你不想成为集体______霎哈嘉瑜伽并不是为个人而设
。在六七年前，我在英国已经这样说，在印度或许十年前，我已经这样说，你们来到这里，是要成为集体的存在体(collective bein
g)，因为灵是集体的存在体。灵的特质是集体的存在体。它是集体的一部分。它与集体絶对是一体的。它是那样集体，以人的层
次，你是想象不了它有多集体。例如，昨天我批评了薄伽梵歌，藉由我说话，喉轮就开启了，克里希纳就坐在这里。我与神祇完
全没有分别，都是一样。我是克里希纳，我是玛塔吉，我是耶稣基督。太多的一体，你不能想象有多少一体在此。一体就是这样
和谐地存在着。 所以若我们想灵在内里充满生气，在我们内里闪耀，我们必须知道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与别人说话，怎样去作
出判断。当然，正如我所说，有些人你是完全不需要理会。他们对霎哈嘉瑜伽没有兴趣，他们反对神，反对基督，忘记他们吧。
他们正在步向地狱，你不能阻止他们。首先处理单纯的人。若某人在我的注意力之下，你们必须接受他们。若是你自己，则不用
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我并不是说你要走到其中一处亡灵的地方与它们打架，不是这样。若有可能，看看可不可以成就事情。但
不要浪费精力在人身上。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不要向卑贱的人投掷珍珠。」因为在卑贱的人中，活着各式各样的寄生物。 在集
体中，霎哈嘉瑜伽士和参加霎哈嘉瑜伽的人，必须完全融合和连接，享受共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漂亮的花朵。我曾经见过，有
些人比其他人更依附刚来的人，例如被鬼附的人来到……在印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常常来的女士被鬼附着的。她每一次
来，都坐在前面，她从不坐在后面。当录像带开始播放时，她像这样的不停移动。我在她身上尝试了很多方法，其他人也试过其
他的方法，也不能把她治好。她只有兴趣这样做。她为我写诗，她想把她的诗读出来。这是非常为难的事情。我告诉她︰「不要
把诗读出。」因为亡灵通常都会从她的诗中走出来。我们已经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告诉她，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她仍然没
有任何改善。她为所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带来这个问题。她是所有亡灵进入霎哈嘉瑜伽的媒介。我多次告诉她︰「你还是不要来
比较好。」我非常坦白的告诉她，跟着我说︰「请你离开这里。」第二年过去，她仍然没有听从我的话。我便告诉她的丈夫，若
她再来我们的讲座，我们会报警，所以她丈夫阻止她来。但你们知道，人们是那么有同情心，为了这样的亡灵，却看不见她正在
反对母亲，反对霎哈嘉瑜伽，她还把各式各样的亡灵带来，为什么母亲常常叫她不要来？当我离开后，她再次来。每一个人都告
诉她︰「不要再来了。」但一些同情她的人说︰「她是个女士，为什么你这样说她。」当她肯定要来时，人们告诉她︰「若你不
离开，我们会把你赶走。」她仍然不肯走，就坐在这里。有人把她的钱包踢出外面。我的意思是就算用手触摸她的钱包又怎样呢
，跟着她起来，找回钱包，因为若钱包不在，她不能坐在这里。自此之后，她不再来，离开了。跟着有一些信寄来，说︰「这样

的言行，对霎哈嘉瑜伽看来不太好，把别人的钱包扔走，这种事情不应发生。」我说，这就是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若她是亡灵
，你叫她不要来，她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她不可能成为女霎哈嘉瑜伽士。她不单不是求道者，还是亡灵的媒介。她仍然找我们麻
烦，那么，谁会同情她？自然是同样被鬼附的人。他们同情与他们一样被鬼附的人。她不是女霎哈嘉瑜伽士。 集体必须与霎哈嘉
瑜伽士一起而不是与其他人。因为若不是这样，那就是虚假。就像说︰「我们是兄弟姊妹。」「你好吗？」说这些话时你并无任
何感觉。还未在你内里被唤醒。若一片叶说它是花朵，它可以变成花朵吗？叶就是叶，花就是花。花朵与花朵之间，必定有集体
。因为它是自然的东西，自自然然的存在。这是人们其中一种不懂分辨的事物。你们在一起却互相争斗。但当有外人来到，「来
吧！请坐下。」我惊讶地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你们是我的孩子，是你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是你们知道所有事物，是你们被人
觊觎，你们都是王子______他们却仍需努力才可以做到。这是你们与他们的分别。你们坐在自己的荣光之下。圣人必须俯伏在其
化人的脚下这念头对你并不适用，你是国王，你活得像国王，你必须与世俗的人保持距离。当然，不要容许你的自我发展。要明
白你不会享受你的王国，除非你令更多人进入。你必须令更多人进入，要保持尊贵，你在这层次，保持平衡。对待任何人都以同
样的态度，「你们是连在一起。」你们都是圣人。你们必须假定，假定你有力量，没有骄傲，你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我的意思是你是已得自觉的灵，就是这样。怎能意识到它呢？你就是这样，你很有见识，你就是知识。当你明白这一点，你的分
辨是非能力便发展得更好。你不会看不起任何人，不会放弃任何人。他们与你是不一样的，这原则你必须知道。你不是比别人高
或低，只是与别人不同，他们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加入你，必须变得跟你们一样。你不能变成这样，但他们却变成你一样。所以
判断力是非常重要。在霎哈嘉瑜伽中，令我们成长的其中一种重要因素是明辨是非能力。要信任霎哈嘉瑜伽士，不要信任非霎哈
嘉瑜伽士。与霎哈嘉瑜伽士比较，永远不要相信非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是你的兄弟姊妹、你的伴侣、你的所有。其他人
是其他人，他们是其他类型的人，你是另一类人，他们不是你的敌人。他们也可以来到你这一边，但他们与你不是同类，你必须
明白这些，那么集体才变得强壮。你必须知道，互相斗争削弱霎哈嘉瑜伽的力量。互相生气削弱霎哈嘉瑜伽的力量。试想想，若
渠道互相争斗，我们如何可以输送能量。所以，我们先要令自己的渠道畅顺，并明白若把所有渠道放在一起，工作会成就得更好
。我们必须团结，要感觉到这份团结。 当集体受骚扰，你们能否告诉我那个能量中心受感染？……是喉轮和顶轮______因为我是
所有神祇的集体。所有能量中心都在脑袋中，在顶轮中。第三点，当它超越某层次，你的心轮便有阻塞。当阻塞在喉轮，顶轮和
心轮，这个组合有阻塞，或额轮的左边或右边也加入，你便发展出十一种毁灭力量(Ekadasha

rudra)。我们怎样借着左和右喉轮

伤害人？那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你右边喉轮有不妥，我到过日本，日本人有某些奇怪的念头，对他们来说，害羞和羞耻是没有
意义的。一个国际大公司的主席来酒店见我。在他的口里，有像猴神哈奴曼的很大白色的东西。我问他︰「那是什么？」他告诉
我，那东西就像这样在他的鼻子上。我看到他的右喉轮严重阻塞。但我仍然不明白，所以他说︰「很抱歉，女士，我放这东西在
这里是因为我染了伤风。」所以他们把这东西放在那里。无论你要接见女皇或其他人，他们都把那东西放入，因为当你染了伤风
，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伤风是最快的传染病。现在你染上伤风，我也受感染。若你感染伤风，便知道若别人感染伤风，他会说
︰「今天我染上伤风，请你不要来。」若你不想到任何地方但必须找借口，你可以说︰「我染上伤风。」好吧，不用来了，没有
人会介意。这就是右喉轮的问题，你能清楚的看到。左喉轮的问题你则看不见，只能去感觉。左喉轮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各种政
治问题。例如，右喉轮好的人是演说家，他们必须说很多话。他们可能因为说太多话或保持沉默而令右喉轮产生问题。偏向左喉
轮的人会说些讽刺、可怕、可厌、狡猾、不具侵略性但歪曲性的言论。他们可能令人陷入困境，他们不相信这样做会直接杀害人
，他们只想把事情弄糟，令人感到为难。左喉轮和右喉轮的关系很密切，亲密得像钱币的两面。一面是压迫，所以偏右脉的人与
别人交谈时，他们令人感到有压迫感，他们说些令人感到压迫、极之有压迫感的说话。我们曾经看过有人是这样说话的______自
负的、有压迫性的东西。就如我告诉你，偏左脉是狡猾的人，所以他们会这样。偏右脉的人因太有压迫感而破坏了他与别人的关
系。例如，某政党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合适的人选。」另一个人会说︰「我才是合适的人选。」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被完全
摧毁，他们不能融合。另一边也一样，不能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在狡猾之中下降，以不正当的性爱结束。当你走到某人的
家，你看到有个朋友暂住下来，他是与母亲私奔，这样荒谬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当你不了解社交生活是纯洁的关系，这种荒
谬的关系令左脉下跌，产生问题。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右和左喉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跟着是顶轮，你们知道什么
是顶轮。人们想评价我，他们有权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不能说不，你可以评价我，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我是说我不能
说你不可以评价我。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评价我，我不可以这样说，你继续评价我。那么你是用什么尺度来评价我？我是
伪装，只是一个泡沫，这样模糊的性格，你可以怎样评价我？有没有任何方式评价我？你永远不能捉住我，那只是伪装。首先，
我并不傲慢，没有自我，没有任何行动。你可以在何处捉拿我？相反，我拥有这种特质，为你带来了问题，我就是摩诃摩耶(Mah
amaya大幻相)。你不能明白没有傲慢的人。因为你能好好与我谈话，你可以非常甜美，或你可以只是坐在我的身边，忽然你感到
你并未意识到你正在与谁谈话，忽然你感到你正在做一些没有意识的事情。因为我正在玩游戏，我极之友善、极之和蔼的对待你
，完全没有傲慢。你见过一些有地位的人，他们的鼻子就像这样，我却常常低下头，我只有幽默。你怎能理解我身处的位置？你
外在看不见任何征兆。我头上没有角，我不像电影明星，我是那样单纯，那样甜美，没有任何事情令你感到我真的很伟大，我是
絶对平庸，普通的，极不平凡中的平凡，这是人们不能明白的，对没有得到自觉的人这是没有不妥，借口，但你却能感觉生命能
量，你是透过我而得到自觉，我必定有某些特别，你就是要这样去理解我，必定有某些巨大的东西在这身体内，若不是这样，这
是不可能发生，对你们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 你们必须明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克里希纳、耶稣基督、罗摩，或任何人，都
不能大规模的给予人类自觉。祂们有其他力量，像克里希纳，祂拥有Samhar力量(Samhar shakti)，祂可以像这样杀死任何人，我

也拥有这些力量，但表面上，我却是个非常平庸、普通、世俗的印度女士。耶稣基督有力量令自己被钉十字架，我也可以。但我
不会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也拥有救赎的力量，为什么我不运用这些力量？你们要明白，现在最主要的关注是提升灵量，因此，并
不需要这些力量。给予人类自觉，被钉上十字架有什么用呢，谁人去提升灵量呢？我很乐意做提升灵量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若我
是处身在那个时代，我会说︰「把你的十字架搁置一会吧，我迟些才需要用它。」现在毁灭人类又有什么用呢？让我们看看有多
少人在附近，所以，你看，那些力量是不需要的。今天最需要的力量是提升成千上万的人的灵量。 我的人生就如你，如你一样会
年老，我是说现在我应该是老年，我会像你一样。我不会做任何外在的事情。就像一辆德国车，你需要知道这辆德国车的性能，
要最好的型号。当你明白这一点，一切都是故意这样做的。当然在初时你甚至不能明白怎会这样。你继续说︰「怎么可以这样，
她做了这些，她做了那些。」事情就像这样继续发生。请你不要评价我，因为即使你评价我，你也不能明白我。你只要认知及确
认我，这是某些巨大的东西，必须有像这样的人去成就这巨大的任务。你必需出生来帮助我，我知道谁人与我一起。他们常常都
支持我。我或许会这样判断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会来。你必须支持我。那些想跑掉的人，他们迟早也会跑掉。我尝试令他们来到
我这里。我们来集体，明白你们是我身体内的细胞，是我把你们唤醒，若你退化，我的身体也会退化，你们都看到这些。当你们
生病，我也生病。当我释放更多生命能量时，我感到不适，因为你们不能把全部的能量吸收。当你把能量吸收，我感到舒适。对
自己有信心的人只可以明白这一点，不是优越的联合体或自卑的联合体……联合体的意思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必须有信心，你
们都是被拣选的，你们是真正的人，特别为这伟大的任务而创造出来。你们的出生是巨大的事情，当你明白和确认这事实时，便
不会再受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困扰。藉由集体，你的这些特质必须得到集体的养育和照顾，是霎哈嘉瑜伽的集体。我知道有些人对
事物有恰当的反应，有些霎哈嘉瑜伽士正要来到，他们感到很高兴︰「啊！他正要来临。」你说︰「有五个人得到自觉。」他们
感到很高兴，他们不会害羞，当他们走到外面去接见霎哈嘉瑜伽士，或遇见霎哈嘉瑜伽士，或为霎哈嘉瑜伽士做任何事，他们都
会感到很高兴，这显示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会秘密地帮助另一位有困难的霎哈嘉瑜伽士，不单在金钱上，还有在
各方面。 一种新的种族正在来临。其他人是人类而你不是。你不再是人类，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一种不同的种族。在世界各地，
这种新种族已经来临，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一个团体，一种理解，絶对的和谐。这里没有秘密，没有人支配别人，各种事物必
须非常融合，每个人都互相交谈，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们必须互相坦白，絶对的坦白。告诉他们你的问题︰
「我这里有阻塞，该怎样做呢？我那里有阻塞，该怎样做呢？怎样把阻塞清除？」不要感到害羞，我们必须享受大家的共处，也
享受我们的弱点，那么我们才可以把它清除，在欢笑中把它清除。某人有些坏习惯，在欢笑中把它清除，这是最佳的解决途径。
人类与霎哈嘉瑜伽士的分别与人类与酒鬼的分别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一个有关酒鬼的笑话。有两个喝醉的酒鬼，他们来到一所酒
店，想各自拥有自己的房间。天知道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来到酒店，告诉那个文员︰「我们想要二张床的
房间。」他不明白，没有只一张床的两个房间。所以他说︰「好吧，你们想要有两张床的房间。」他把一间房间打开了，说︰「
这是你们想要的床。」他们穿着整齐，睡在同一张床上。其中一个与另一个说︰「有人在我的床上。」另一个说︰「我也是，有
另一个人在我的床上。」第一个人说︰「我们该怎样做。」另一个说︰「让我们把他赶走吧。」在房间里，有很大的挣扎声音。
第一个人说︰「我已经把他赶走了。」第二个人说︰「但我却被他赶走。」第一个人说︰「好吧！你可以来与我一起睡。因为我
已把他赶走。他们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分别。与他们争辩，生他们的气、令自己紧张又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他们都喝醉了。
若你看见喝醉的人，要以五百里的时速赶快跑开，这是我的原则。与疯人或喝醉的人争辩是没有用的。或许疯人还比较好，但醉
酒的人，三小时后，他还未醉醒，这就是分别。他们喝醉了，权力、金钱、其他事物令他们醉倒，但你却是充满全能神的光，这
就是分别。若你明白这分别，你便会了解与这些人争辩是没有用的，他们都是喝醉的人，他们就像这样。若你想与他们谈话，你
能说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懂。他们就是不懂，让我们忘记他们吧。我会给你们一些考验，令你们与他们有接触，看清他
们，令你们在还未受任何伤害前离开他们。这是必须的，你必须接触他们，接近他们，与他们在一起，但你却是在外面，我给予
你们这些考验是可以成就事情。我知道你能通过考验，这就是我为什么只测试那些我肯定可以过关的人。我想我们必须今天下定
决心，全心全意，唯一愿望，以一个头脑，一个肝的活下去，我们全都要这样，让我们看看，怎样得到成果。例如，有五个霎哈
嘉瑜伽士来到一所酒店。其中一个说︰「我要这个。」其他人也说︰「我们也一样。」这就是征兆。不需作出决定。为什么浪费
精力去作决定，去争辩呢？无论你吃鱼和薯条或薯条和鱼，都是一样，争吵就像这样；霎哈嘉瑜伽士不会浪费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你看到你的母亲，不作选择，只是享受。那有时间争论？喜乐正在倾泻而入。让我们享受吧。 愿神祝福你们。 看看，为什么有
问题？你有意愿(will)，其他事物却没有意愿，只有你才有意愿。当你想把这个意愿调校至与别人一样时，你感到你的自我，你的
自我受到伤害。你不想这样，你不想失去这些，或想及若这样做，你会变得不正常，不，你是已得自觉的灵，已得自觉的灵是那
么独特，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它同等。例如，若风吹起时，所有树木都向着同一方向移动，但人类，若风吹起时……例如风来时
，有些人会往这里走，另一些人会往那里走，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意愿。但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若风吹起，所有人都会向着
风，与风对抗。这是某种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因为你们正在超越世俗的事物，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物从未存在过。你们是那
么独特的生物，我不可以把你们与其他低层次或我甚至可以说与同一层次的事物作比较，层次不同，所以当你们以同一方式做任
何事情，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意识到你内里原初存在的集体意识，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会这样做。这转变你必须捉紧，当你要打个比
方，你又怎能打一个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的比喻呢？Atula是不可以比较。这是女神其中一个名号。所以，我不能给你任何比喻，若
你的灵得到唤醒，我却能令你明白，每个人内里都有一个灵，灵是集体的存在，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的灵这样做。你不关心自我、
超我和各种荒谬的事物，它们都阻碍着活生生(living)的集体的成长。现在你变成有生命力的集体，你身处其中。新的生命存在于

你之内。若你想做其他事情，你不会喜欢，因为是你的灵作事而不是你的自我。在此之前，当你听从你的自我，你便会感到高兴
。但现在你只会因为听从你的灵而感到高兴，因为现在你已经变成一个灵。这是非常独特的处境，你是灵。当你是灵，你便变得
不同。我可以给你什么比喻呢？你们要明白将要肩负的责任会更大。因此，当你说是(yes)，别人也说是。看看，当你们说是的时
候，你们都感到快乐。例如，你说炸鱼和薯条，别人也说炸鱼和薯条，另一个人也说炸鱼和薯条，每一个人都说炸鱼和薯条。「
让我们往右边。」「让我们往右边。」每一个人也这样说。直至有人「认识」这工作，说︰「不，这不是正确路径，不是右边，
让我们往左走。」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他知道该走那一条路。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往左走。」争辩会消失，因为他们
处于和谐中。 下半部的讲话，我会告诉你们霎哈嘉瑜伽给予你们怎样的滋养，那将会是下一半部分的讲话。上半部我说的，是霎
哈嘉瑜伽的基础。 愿神祝福你们。 So, you would like them to come for lunch also? Yogi: Yes Mother. (end of recording)

1980-1201, 你是神圣存有的一部分
View online.
你是神圣存有的一部分 1980年12月1日 英国伦敦卡克斯顿大厅 我的房子容纳不下你们所有人，因此我想最好来这儿，这里适合
所有人。今天是留给我们霎哈嘉瑜伽士的最后一天（母亲去印度的旅程前）。
我们必须了解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组织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神圣。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从整体上，而不是从
个体的问题或事情上，因为你们现在不再是个体。你们都变成了神圣存有的一部分，你们都是觉醒的细胞，因此在整体的层面上
，我们必须理解为此我们要做些什么。 首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得自觉的灵，你们得到了自觉，你们是圣人，你们拥有圣
人所能具有的所有力量。没有一位圣人比你们拥有更多的力量，事实上，这一切正在显现之中。没有圣人拥有你们今天所拥有的
知识。 你们将会感到惊讶：迄今为止没有一本书能讲述你们内在的灵性存有，通过霎哈嘉瑜伽，你们才开始认识这个部分。你们
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事实就是如此。那些圣人中的任何一位，不管谁写了多少书——即使是商揭罗，他也不能解释像你们所知道
的这么多的事情。然而商揭罗的素质是极高的——或者说他这类型的人，如摩根迪亚，或者佛陀。他们的素质是极高的，因为他
们是极之纯洁的人们——纯净。他们在非常高的程度上得到了个人救赎。然而你们更好地达到了集体的救赎。但就个体来讲，他
们的素质极高。他们对神圣的力量没有疑惑，他们对神毫无疑惑。他们从没有任何疑惑，他们非常尊贵。他们从不为生活的琐事
而烦恼。对他们而言，去思考这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了。任何琐碎之事，我们在上面花费太多时间。我知道我们得处理它，因为毕
竟我们是人类，我们带着人类的意识来到了霎哈嘉瑜伽，然后我们得到了自觉。因此，你们净化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而他们有
如此多的时间来净化自己。 现在，举个例子，摩西是降世神祇，具有非常纯净的品格，或者，耶稣是降世神祇，绝对纯净的化身
。但是祂们是我们的典范，而我们要做的是从人类变成先知。

因此你们对这两方面（灵性&人性）都很了解，人类的弱点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如何逃离实相，他们如何受到迷惑。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好好使用我们应该使用的生命能量的力量。这
点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你们都有生命能量的力量。当我们开始使用生命能量的力量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了应用这力量，我
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尊严和礼仪。这是我们内在神祇的力量，这是一种仪式，通过它，我们让神祇的力量在我们内在运作。 就如
你们所知道的，古时候的人们通过这种力量创造了许多奇迹，但是他们是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们的性格中没有轻浮，他们的内在
没有无用的，或完全没有灵性价值的问题存在。当你使用你的生命能量的觉知时，你不应该将它们用在无用的事上，比如，去电
影院有交通堵塞，然后你觉得这有交通问题，所以你必须用你生命能量的力量来到达那地方。这是轻佻的，它根本不重要。在霎
哈嘉瑜伽中，你是否去到电影院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什么是你灵性的力量，你在你的灵性上走了多远。电影院一点也不重要。
你是圣人，你内在所能达到的圣洁程度才是主要的问题。否则，你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没意义的。或者说所有这些问题在灵性中
都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认识到，你们现在是新生儿，你们有新的觉知，你们必须拥有那种尊严。 我举
个例子，因为今天我刚好在跟人讨论这个。当你给某人班丹时，你只是像这样或那样转动你的手，不应该这样做。你们的手本身
就要受到尊重，因为这是一位圣人的手。所有的神祇都居住在你的手上和手指上，因此，当你必须给班丹或任何事时，你必须恰
当地使用手和手指，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去使用它们。应该绝对避免任何侮辱或低俗的行为方式。 然后关于对待彼此，你们必须
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神圣力量的流通中。你们必须互相尊重，相亲相爱。你们必须互相尊重，因为你们都是圣人。每位圣人都必
须尊重其他圣人，这是最低限度。如果你们不互相尊重，你们的轮穴将会失调，尤其是喉轮，因为这是集体的联系。同样母亲的
轮穴也会失调，因为你们的安全感就是你们的集体性。彼此之间的爱不仅要得到照顾，而且要得到滋养，受到崇拜，这应该是一
种美德。你们对待彼此不应该像普通人一样。不要！这是一种很珍贵的关系。即使在对任何一位非常亲密的人谈话时——比如你
兄弟，姐妹，丈夫，妻子——你都必须要尊重，你必须要尊重，要不然，就毫无意义。 当你们的父母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必
须比以前更加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圣人，也是你们的父母。首先，相互尊重是彼此关系的基调。没有爱意的尊重则没有意义。
彼此尊重，还要相亲相爱。一个人在生活中地位高低，在霎哈嘉瑜伽中，都无关紧要。你们挣了多少钱，你们在生活中地位如何
，你们住在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那些已成为先知的人，我们是那些得到力量能够提升他人昆达里尼的
人，这样的一种力量进入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母亲非常爱我们，因此我们的义务是彼此相爱。 我是如何尊重你的？其实我不需要
如此，因为你知道在你我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但是我仍然尊重你们，因为你是圣人。任何圣人不受尊重的地方，那个国家就
会堕落。 因此，首先你们必须学会如何互相尊重。这是我们应该进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不管他是你的丈夫还是妻子，不管
他是你的兄弟还是姐妹，父亲，母亲，或者孩子，因为他是一位圣人——请尊重他！ 但我不知道你们会对此如何反应，马上地，
你开始想及那些不尊重你的人。想到有多少人你没有尊重。这是典型的自我导向的反应，我们马上开始思考，“噢，那个人不尊重
我了！那个男的不尊重我！”但只是想想有多少人你没有尊重。 当我不在这儿时，其实我在这儿的时间更多。我还没去过澳大利亚
，但你们知道那里的人有多了不起——那么纯洁，那么善良，那么出色。但是这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工作
，真的很辛苦。这并不是说英国有那么糟糕。但是一直有种感受，“母亲在这里，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问题留给她，然后她能够解
决。”你们带给我多是鸡毛蒜皮的事——这无所谓——但是现在你们有能力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有能力去解决他人的问题。 除非
是一些根本的事，否则你们没必要麻烦我，也不需要问我。你们可以去做。但是你们必须从霎哈嘉瑜伽的角度来思考每样事——
你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多少？你们为霎哈嘉瑜伽成就了多少？这才是如今的霎哈嘉瑜伽士聚在一起（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

要从根本上理解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得让别人和我们一起成长。他人的成长并非通过抑制我们的成长来实现，
而是与我们共同成长。 只有当你让其他人与你一起成长时，你才会成长。否则，就不会真正地成长。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会
写进书里，有时候能进入人们的脑子里——它应进入人们的心里
整个霎哈嘉瑜伽系统都是在心灵的层面上工作：那里即是灵。灵才是我所谈论的。灵由此而感到喜乐。 我听说，有一些人像使用
武器一样使用他们的双手。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不应为了你自己而做这一切。你们只是圣人，还不是神。所以不要尝试这类事
情。有一些人有像这样用手打人的习惯。当我在场，要你这样做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除此之外，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必须要
（学会）尊重。使用所有温柔温和的方法，不要对圣人做任何不敬之事。当然，我知道你在打击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负面能量。但
是你没必要那样做（打人），或去抛弃任何人，或排挤某人做某事。你会下降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件你们必须要明白的，非常严
肃的事情。你拥有所有的力量，知道自己能去到多远，因此你必须要保持份际。不要越界，因为这类事情给你自我，而自我是我
们一直面对的非常危险的东西。尽力去改善你的语言表达，尽量和善，彼此要非常和善。 我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
人。我对你们寄予厚望。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如此，但我给予你们的东西如此美妙、如此宏大，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疑，我希
望你们能做到，因为你们是被特别拣选的。我与你们一起工作了许多年。你们有英语录音带。法国人，可怜的家伙，他们没有法
语录音带，录音带必须被翻译。他们没有法语的书，他们很难理解我（所说过的话）。然而他们是多么专注、多么深入。他们每
一个人都说，“母亲，我是如此爱您，我爱您。”“我有很多缺点，但我把自己奉献给您，您能接受我吗？”他们所有人都这样说。只
是想象一下！我很惊讶他们对我说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及他们理解自己内在缺陷的方式。 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待金钱、物
质、情感、身体和所有这些事情的行为方式。比如说，一个人结婚了——婚姻应当是成功的。如果你的婚姻不成功，也不幸福，
你就不会受到祝福，一点都不会。尝试让你的婚姻非常幸福和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婚姻是由太初之母所建立的体制。你们不
能令它蒙羞。不要草率地对待你们的婚姻。 然后你们必须允许孩子出生，这样你们便能使伟大的灵降生在这地球上，如此我们给
予他们一个机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过非常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夫妻之间不开心，那么即使自觉的灵出生了，他们也会
给你们添麻烦，他们不能很好地成长，他们会有问题。 因此，首要的，（你们要）创造一个幸福喜乐的家庭。有些人认为，如果
他们远离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将会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这是绝对错误的，完全错误。如果你不能在灵舍中创造一个美满的
婚姻生活，你在任何其他地方也都不能。首先在灵舍中尝试，值得一试。否则，你们不能成就它。因为这样你就会明白如何与他
人分享你的生活和你的婚姻生活。 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比如买了一个房子或买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都不那么重要。你内在的
房屋、你心的圣殿应该是洁净的。我们在这世上不是为了建造房屋，不是为了挣钱攒钱。我们在此是要建立内在的圣殿，生生不
息的真正的圣殿，它充满生机，是我们内在的活生生的神所安住之处。因此，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要的，但不要
超过那个度。最重要的，不是你如何得到霎哈嘉瑜伽的验证，而是霎哈嘉瑜伽通过你得到了多少证明。 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得
到一个好房子，因为我们来到了玛塔吉这里了。”是的，你确实得到了。你得到了好工作。没错。你得到了它。你的财政状况得到
了改善。没错。每件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但是你给了霎哈嘉瑜伽多少？以这样的方式，对于霎哈嘉瑜伽你证实了多少？ 人们
有时候认为，如果他们捐款就足够了——这不够。用你的心、你的爱、你的友谊、你们彼此间甜蜜的理解、以最纯洁的形式享受
彼此间的陪伴来丰富它，不带有任何目的，不像某个自我倾向或性倾向的人得到的那些低级的享乐或者低级的快乐。而是纯洁的
喜乐，纯粹的喜乐。纯洁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主题。我们必须试着更纯洁一些、更纯洁一些。然后那纯洁会灿烂地闪耀在你们的
脸上、体现在你们的行为中、彰显在你们将成为的整体存有中。 你的存在本身就会显示出你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你不需要去证
明。你不需要去穿着某些特别的衣着来表现，但是人们会从你的脸上和行为中就知道你是圣人。你得站在队伍的最后。你应该是
那种旁观事情的人：你不应该去争第一个，也不需要抢先排到队伍最前面，不！你是在最后的，因为你与你自己在一起。他们不
是，他们没有得到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尝试在这些事物中寻找它。而你们有自己的安全感。 基于灵，来改变你们所有的优先次序
，然后喜乐就变成你们自己的了。我真的期待你们能做出美妙的事情来，我希望你们都能一起努力，创造出美妙的东西。我不知
道如何来单独讲述这些事情，但事实上，我已经在巴黎和这些霎哈嘉瑜伽士讲过了，我告诉他们，霎哈嘉瑜伽会有非常迅速的发
展，而且极为迅速。这么快的迅速以至于如果你跟不上霎哈嘉瑜伽的速度，那么你将会被抛弃。你必须保持霎哈嘉瑜伽的速度。
那些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来保持此速度的，或那些被某些事情或某些错误的认同所禁锢的人，将会掉队。 只有保持与霎哈嘉瑜伽的
速度同步，你们才能够成长。霎哈嘉瑜在印度的发展将会是非常惊人的。我知道这五年在澳大利亚，也将会是极好的。英国的话
也有可能，这取决于你们这些人的速度。霎哈嘉瑜伽将会飞速前进，你们必须理解——要放下你们所有的枷锁，放下所有错误的
认同，所有荒谬的狂热或所有诸如你是英国人，这啊那的一些错误的认同。只是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成为宇宙的存有。这是非常
重要的。时代已经来临。明年将要开始。 我祝福你们新年快乐，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和愉悦的圣诞节！ 愿神祝福你们！ Now we
have to await for other people who will be coming now but [if] any Sahaja Yogis have any problems or any questions should ask
now till other programme will start. Can you have some chair nearby to talk to them? I think a simple one will do, it’s too
elaborate to more. Douglas wants to move the whole big thing? Just an ordinary chair, Douglas, is alright for me. He wants to
move the big one. Ask me questions, very important, on to small, small things. Later on, “Mother said so,” or, “Mother said so,”
should not be there. Sahaja Yogis should ask because new people who have come, who have not got yet Realisation should
wait for a while because I am just dealing with the Sahaja Yogis. And then we'll start our programme after just, say, ten minutes.
Is it all right for new people? Just put it (the chair) here. Douglas Fry: Should we bring it further forward? Shri Mataji: No, no, no. I

am alright. Just bring it nearer here. Now, I want Sahaja Yogis to ask me questions. It is important. Sahaja yogis should ask me
questions. Please.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with consultation with each other. No group should be formed separately. Ask me
questions. Come along! What's the matter? Don. You’re getting thoughtless. Then, “Mother said like this,” and “Mother says like
this,” and “Mother has told..” - this should be stopped. You see, actually we think outside going, outside doing is the way. No!
Inside! Grow inside. Certain things I am going to write it down so that there's no confusion about things but, till I come back, the
ashram system should go as it is today. Then when I come back we'll change it. But just now it's all right as it is. Nobody should
take new steps. If you get a house or something, all right, you take a house. But better thing is to stick on to ashram for the time
being, look after it and substantiate. I mean [if] somebody is allotting you a house, it’s all right. But you need not take a house on
rent or something to get out of ashram. That's the escape. Ray Harris: I often find that it’s better to - after telling them the basics
of Sahaja Yoga - to wait for them to tell you. And in what they say and their vibrations, what is it that they want to know, rather
than really telling them everything. Shri Mataji: No, no. You should be very discreet. As I have told you in one of My lectures that
there are three groups of Sahaja Yogis. On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e inner circle. Most of you are here. You need not tell
them many things. Everything need not be told. That is being not dishonest but that you are discreet. I mean, you need not tell
everything. That's a wrong thing. Discretion is to be used. Then the second typ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Sahaja Yogis but yet not
there. Still [who] are doubting and still are not so developed. Their Kundalini is not up there. They are still [a] funny type. These
are the people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You need not tell them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can't bear the Truth. They are not
yet ready. Unless and until the Kundalini has reached a certain stage they cannot bear it. The sooner you start doing that, the
worse they will become. Their doubts will be more because this is too much for them to bear. So you have to wait, wait and see
for yourself. That should not be done. Just talk about Sahaja Yoga, direct. You need not talk about me. Now how will they
understand me? I mean, you cannot understand me, how can they understand? The other day somebody asked me that,
“Kundalini rises with such difficulties, and they had to purify yourself and all that, and here how my Kundalini has risen like this.
Mother? How could it be?” I said, “It has risen or not?” He said, “Yes.” “You feel it?” “Yes, yes, I have. It is risen.” Then I sai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ith me. All right?” He said, “That's what I was wondering that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Mother. How
is it that She's done it?” I said, "There is something. All right. So just now you need not find out. Just now you find out about
yourself. Let it grow.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shock you.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me, no doubt.” And one of them was saying
that, “It's such a miraculous thing that my sinus has gone, I am feeling so much better. My drugs I have given up. I'm so much
better and so fantastic that I can't believe it. How can it be? I tried all kinds of medicines, I went to the hospital, I did this, I did
that, I had an operation. Nothing worked out. And how is it this simple thing like Sahaja Yoga has worked out?” I said, “It is too
simple but it is to the point. It's so precise. It acts. It is something that acts.” “But how is it?” I said, “It does!” Like we were going
to Paris. They announced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Paris is zero degrees. So, Christine was sitting next to me rather worried. I
said, “Don't you worry! It is going to improve.” Within fifteen days they said, “Suddenly the temperature has gone up five
degrees!” Today London's temperature has gone up after my coming here. It works but they are surprised how it is working. After
all, all these things are promised. The time has come. But you need not tell them! No, don't shock. It's correct, Ray, what you
say. It’s very discreet. Ray is a very discreet person. No doubt about it. He has tremendous discretion. And that's what you
should use: What to say to anyone and how far to say. It’s a very discreet method. And you must know how to compromise also.
You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like a cynic. You must learn to compromise. You must learn to compromise. And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people who are not yet Realised. You are Realised, you are grown into it, you are much more matured. So you have to
be much more gentle with them and not to show off to them [that] they feel small. Like somebody is asking a question, maybe
stupid, may be, possibly. Doesn't matter, he's not Realised. And if you laugh at him sarcastically or make fun of him, naturally
you lose him. You are not to lose these people. You have to get them in, and that is their right, they are seekers. They are
seekers. We have to really understand this with great compassion and love for them. They are seekers. We have to work it on
them, not to just laugh at them or make fun of them or in any way to put them down. On the contrary, show them due respect
because they are seekers as you were. Before that what we were? What sort of people we were? How many arguments we
have had with Mother? How stupid we have been? We just forget all that and suddenly we become very wise. No! Wisdom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have to have their enlightenment. They haven't got it as yet. They have to grow in that light. This is the
problem. Now you have to use your discretion. There's no need to ask me. I will know from your mistakes, where you have done
mistakes. But consult each other, consult each other. Talk to each other absolutely freely. There's nothing to be hidden amongst
Sahaja Yogis. Nothing to be hidden among Sahaja Yogis. But with elders, with other people, be respectful. Maybe you being
young are more active in Sahaja Yoga. Maybe children are still not so developed in it. We have to take all of them together, not
to be unkind by any kind of sarcasm because I have told you a hundred times and hundred and eight times now: sarcasm has no

place in Sahaja Yoga. This is no way of joking! It's a very sly method. Nobody should beat also, in the same way. It's just the
sam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Beating or shouting or putting up your head like this on other people, like this. Many people have a
habit of putting their heads like this when they talk to others. Or French people have a very bad habit of putting their face like
this. I was surprised. Anybody you talk to ... means nothing goes into his head. I said, “What's happening here?” Is he like a
duck? And you say anything, again they will say another thing. I mean, everything has a tail coming out. So is that these are our
tail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e should not put up ourselves to such barriers but accept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hose who
have, who come to you, don't get angry with them because by talking or argument you are not going to convince them but by
only by Sahaja Yoga. Try to give them Realisation. Do not argue! Some people think, “If you talk to them sweetly, if you are
sympathetic.” No! Also that doesn't work out. You go on wasting your time with them, and they'll go away. They’ll not be there.
Where is their Kundalini? How far is it rising? That's the point you should see.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be very nice to them, then
discussion, then this. No use! Waste of time. In the same way if you are angry with that person and argue; it's also wrong. Both
are a waste of time. But be gentle and kind and see where is the Kundalini. Best is to use photographs. And please do not start
curing people. Otherwise, I'll find all the sick patients in Sahaja Yoga. They are not to cure. It's finished now. Better not do it.
What's the use of curing these people? They are so ungrateful. They have no sense at all and they don't want to do Sahaja
Yoga.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such useless people. Those who come to Sahaja Yoga will improve in their health automatically.
You don't have to give them any treatment. They can work it out on the photograph, that’s all. That's the end of it. Sit down! Now,
what any other? Maureen? Mark [Rossi], ask some sensible questions. You are good. They have been a very good husband and
wife, I must say. Very happy with them. They are a good, ideal couple and I hope they keep it up. Also there are some people I
know who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getting everyone married. Now stop it! Till I come back you don't have all these things.
Otherwise the mind, it becomes a marriage bureau. Some people have a specialty about it. Instead of loving others' children,
also create your own children. Some people like to play with others' children. It's also not good. Better have your own children.
That doesn't mean you just love your own children. But that's how they get that thing satisfied and they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and then who's going to bear the children who want to come on this earth? That'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else? Ask
one or two questions. Gavin, please ask some questions. It's two minutes more. Gavin Brown: How do we prevent Sahaja Yoga
from becoming a cult? Shri Mataji: What is it? Gavin Brown: How do we prevent Sahaja Yoga from becoming a cult? Shri Mataji:
Yes, it's possible. Because, you see, you think, “I'm catching. I'm catching.” This madness has come also in Sahaja Yogis. This
will become really cultish stuff! It will really become a cult. Nonsense! What are you catching? You are pure vibrations. You give
Realisation to anyone - none of your chakras catch anybody else. Everybody thinks, “I'm pure,” - what it is they say? Holier than
holy! What is catching? What? All such dainty darlings are no good. “I am catching. I ! You have to be brave warriors. What is
catching? “I don't want to give vibrations with this catching. I don't want to do it.” All right, use the photograph to begin with. But if
you have to do it, you should not be frightened. You are swords! It is true, Gavin, what you said. It's very true. But you look after
that part - that none of them should become that, “I am catching this and I am catching that.” And “I don't like this and I don't like
Sahaja Yogis doing this.” This is all wrong. This will make a big cult out of it. Of course, that's not possible. You try such tricks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t means! That won't be possible though. But be careful; you will go out of gear. Nobody has to form a
cult. Everybody who is coming to Sahaja Yoga has to be absolutely with both the arms stretched out, “Come along!” Just like
your Mother. I should be the greatest cult myself. Why should I bother about anybody else? This catching business should drop
out from your mouth. Everybody comes and says, “I caught it from him.” “I caught up from them.” I am amazed! How can you
catch up from anyone? What are you? A dainty darling or what? Now no more it is going to be tolerated! “I caught up from that.”
Go and beat yourself with shoes. If you are such a dainty darling that’s what you deserve! You know how to do it! (laughing)
Nobody should say, “I am catching.” Also neglect these things completely. The more your attention you pay them, the more they
will sit on your head. Just neglect and go ahead. What Paul has pointed out is true. This is very common in England, not in India.
Nobody says that, nobody. I've not heard one person saying, “I am catching from that person.” Never! They say, “This is my
weakness so I must have felt for that.” They never say like that. This is [your] speciality - putting the blame on others. This is
typical ego style business. Put the blame on others! As if you are pure and you have caught up from another. It's your weakness.
That's all what you should think about. You are brave people. You have to be very, very brave. Without bravery how are we
going to do Sahaja Yoga? Just tell me. You have to love with bravery. In love you don't think and consider and all these things you just go ahead. Such a powerful thing to love someone. That “Such person should not be there and such person should not
do that" - nothing! Now those people who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or are not so much - they may not have proper protocol - that
doesn't mean that you get after their heads. Otherwise, it will become a cult. The first thing is consideration of others! And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are not Realised, they are not enlightene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You must understand this. They are

not enlightened as yet. They have not got their vibrations. They haven't got their vibratory awareness. To get angry with them is
wrong, absolutely wrong. What else now? That's a good point. One more point you can ask me because some people are
coming. Also do not allow your weaknesses to sit on your heads.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have a habit of telling me, “Mother I
had this, I was this, I went there and still that is lingering into me.” Then you are absolutely useless! Why don't you take it out?
Finish off. Like that. “Still I have been to this yogi, I've been to that yogi. I have done this, I have done that.” It’s done! Finished! In
the present time you are pure Spirit. Become that. What is there to be proud of these nonsensical things? They are no parallel to
Spirit. When the Spirit shines the darkness has to go away. If there is still darkness that mean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and if
you are wrong, then what are you boasting about? I mean, people have a habit of boasting! Try to be alert and loving; loving and
alert. You have to be really alert. What else? Yogini: [unclear] Shri Mataji: It's a little personal question, isn't it? I'll tell you
separately, all righ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problem of many, all right? General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This is very
personal. It's pertaining to you. What else? Man: If I follow you, do I have to give up friends who...? Shri Mataji: No, no, no, not at
all. Why should you? On the contrary you’ll want all your friends to come and join us. You don't follow me; you follow your Self
only. It's a question of not giving up but your priorities change because your awareness changes. Like I could say that if you take
a horse through the streets of Paris, he would not notice anything. For him any dirty place, filthy place, is the same as the any
street. If you take a man or a woman, she will notice prostitutes standing on the street. He may be repelled towards them, may
not be repelled also, possibly. Mostly he would not be repelled. But if you take a saint or a Sahaja Yogi, he'll have compassion
for a prostitute but he will know that she has to learn herself. And he won't go near her. When she will come to him, he can
pardon her and look after her. But there is no involvement in her, in no way. So the awareness changes. You start giving up
things which are not spontaneous, which are not living, which are dead. You start living a living life. It automatically works out.
You don't give-up. On the contrary you get new friends, lots of. They are all your friends and brothers once you get it. Because
the language changes, the style changes. You have the light; they are dark and black. They are still in darkness. So they are
fumbling, while you see the things straight. You can help them. But if they are fumbling and trying pull you down, you will say,
“No, I can't come that way. Now I'm changed.” You are changed, and they are not yet changed - that's the point. It's
transformation, actual, that happens within us. You don't have to give up, not at all. On the contrary, you must meet other people,
you must talk to other people. But,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other friends who are anti-God, you won't be able to tolerate their
company and they won't be friends anymore. I will think, “They are not my friends. They are anti-God. They are anti-love.” You
would not like to waste your time with them, having a whisky party or something. You would not like. What a waste! You would
not like. But you may be with them but you may not like. Many people do like that, I have seen. Many people even after coming
to Sahaja Yoga try to spend their time with other people. Some of them do it because they have to do it. I know, I have a double
life myself. But My life is such that wherever I am, I am with myself. But Sahaja Yogis try to change, I have seen. They spend
more time with Sahaja Yogis than with other people like brothers, sisters, cousins. They start changing that. Either the brothers,
sisters, cousins try taking more interest in Sahaja Yoga, or they don't enjoy their company. It's just they may go just to visit or to
see someone but they don't like their company, they don't enjoy their company so much. It happens like that, because you are
enlightened people. Like drunkards: they don't like non-drinking people. And non-drinking people don't like drunkards. If you go
with the drunkards, you are frightened. And mad people like mad people. It's like that. So then the company changes. And if you
don't change, you really don't enjoy Sahaja Yoga really into its fullest extent. But there's no cult as such. You are saintly people.
You are saints. So saints talk in different language. Yes, they are much more congenial and happy with the saints. But they
would like to meet people and talk to them and try to bring them, because we have to bring such a lot of people to Sahaja Yoga.
But you should not waste your energies with people who do not matter in God's work. You don't feel like. I mean, I don't say that
“You don’t!”If you have to go to see somebody, I don't say, “You don’t!” But it happens with some people. And such people can
go down because they have influences on these people, and it happens like that. Your priorities change. You only then start
enjoying whatever is God's style. You don't like something which is anti-God. Like I don't say, “Don't drink!” I don't say Ten
Commandments, nothing. But it happens to you.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who were drug addicts who came to Sahaja Yoga.
They gave up drugs. Now, how can they be with people who are taking drugs? So they started going to them and talking to them
and they said, “We have given up drugs.” All right? There's somebody in Paris whose husband is drinking such a lot, and he is
still a drug addict, and she is a Sahaja Yogini. But he comes to My programme, and I told that she should be very kind to him and
gentle because he wants to give up. But a person who is dragging her, “You must also take a drug!” Then you don't like that
aggression. I mean, you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non-smoking also, if you don't want to smoke. But they don't allow! For them it
is difficult. They'll force you, “You must drink. You must smoke!” I mean, you must be knowing this that, if you go to any party,
and if you don't drink, they think you are mad! And they'll go on asking, “Why don't you drink? At least take this, at least take

this.” If you tell them even once, “Why do you drink?” “Oh, you don't drink?” - finished. Then you are the most anti-social person,
you have no manners, nothing. I mean you are telling something nice but they'll go on forcing on you. You have to go on telling
them that, “Oh, we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like it. The Doctor has told me.” All sorts of lies you tell them but they'll go on
forcing you. But even if you say once that, “Why do you drink?” or “Please don't drink.” - finished. You are 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such an aggression! Such an aggression. It's a very subtle aggression of these people who are licentious.
It's funny sometimes, I tell you. Like we went to a party, and at that party there was a funny couple came in - that was a woman
who was a keep and this and that, and it was a party of married women and married men. And the way the woman was on with
everyone, I mean, nobody liked it, neither the women nor the men. And we didn't like that the man - why should he bring his keep
there because it was not a party of keeps? But it's aggression. And she was so aggressive! She was saying, “What's the use of
being married to a man after all?” She was just saying all kinds of things against us, those who were married women. “There's no
use marrying men. I am very happy. I am a keep. He looks af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give up your husband and live as a keep
with them.” She was just giving us a lecture on her status! And we could not say anything to her. But if we say that it's nice to be
a married woman and to be virtuous, “Oh, they are the worst women. You are victorian! You are old-fashioned hag!”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will come on you! There's a very big aggression on saints. They can't talk. They can't say anything. While even
your own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mother and father and children will do that, “Oh, you are very old-fashioned. It's nonsense!”
Like that. It's not easy to exist with virtue in this country especially, an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because now I know what it is.
My husband also doesn't drink so they tell him, “Oh, is it your wife who has forced you not to drink?” I mean, he said, “She
doesn't say anything like that. Why do you blame Her?” Immediately [they say]. I mean, there's no shame about it of saying such
a dirty thing! I mean, there is shamelessness, complete shamelessness about it. And not only drinking - all sorts of
shamelessness goes about. You ask a lady, “Are you married?” “No! Why should I? I am not a fool like you!” It’s a typical
answer. I mean, because you are married you have to look like a criminal! Because you are virtuous you should be crucified
immediately. When you change that, with these people, you give up, naturally.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meet such people. And
then they might say that you are cultish but it doesn't matter. I mean, we have to save ourselves. I mean, we do not want
certificates from them! The certificate has to come from God, not from these people. They are incapable of giving us certificates.
That you know very well. So should we start? Something else? Who are the new people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You? I am sorry
I had to say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today was the meeting of the Sahaja Yogis in the beginning. And we are all going to enter
into the same Realm and it will be handy for you to know what is expected of Sahaja Yogis, and with that expectation I request
you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I have said, much. You should not be frightened. It's not that frightening. You'll like it later on very
much! What I have said it, you see. So come forward. Those who have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come forward. You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All right. Come forward! Will be better idea. No, no, here, on the chair. On the first row of chairs. Will be a good
idea. Yes. Actually, it happens that your religion gets enlightened. You become that. Then you can't help it. What to do? I mean
you don't have to tell, “Don't do! Don't do!” It just happens. You just can't do it. It's so helpful, isn't it? You just can't do it. You
don't feel like doing it! Because if you are enjoying your Spirit you don't feel like doing nonsensical things. It is better to get it and
see for yourself what happens. All right? That's the best way to give it a full chance. Those who have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do
come forward. You’ve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come forward. No! You are not for the first time! Let her come forward
here. You are all for the first time here? No. You can go one step backward, is a good idea. You see, you can receive my
vibrations even from there where Kingsley is. Isn’t it Kingsley? Aren’t you receiving my vibrations? Much more! Yes that’s it. Now
this is a system which is built within us. That's why it is called as ‘Sahaja’. This is what is the system within us that exists.
‘Sahaja’ means ‘born with you’. This is all born with you. You have achieved it. It's all within you. It's a system that is built into this
or built into that. In the same way it's a system built into you. You are just ready. You are to be put to the mains. That's all is the
job is. For putting to the mains also there’s something built into you. If you see the triangular bone called as ‘sacrum’, means
‘sacred bone’, this Kundalini is there. This is the one that gives you your rebirth. By rebirth what happens [is] that your
awareness, which is human awareness, becomes enlightened by your Spirit. Your Spirit comes into your awareness. So far your
Spirit is not. Your Spirit knows all about you. It is in your heart. But you do not know about It. So what happens [is] this Spirit,
which is enjoying itself, enlightens your awareness and you get a new awareness by which you start feeling a cool breeze in your
hand, a cool breeze in your hand. And this cool breeze, for the first time,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tarts flowing. So you
feel it, actually you feel it. Now the enlightenment takes place of all these centres which are within you, which are there because
of our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these enlightened centres are on your fingers. They get enlightened too and you start feeling
them within you. You start feeling your own centres and you start feeling the centres of others. Now this happening takes place
within you of the Kundalini awakening just to attract your attention inside. Because your attention is outside, you cannot take it in.

You know many people think, “You put your attention here, you put your attention there.”

- it’s all wrong. It has to be

spontaneously attracted inside and it's done by this Kundalini, and Kundalini is just like a germinating primule within us, a seed. It
just rises spontaneously. And when it rises it breaks through here. And this is what is the real Baptism. You really feel it here
coming out. You can feel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You can feel the cool breeze from your hands. This is real Baptism that
John the Baptist wanted people to have, and that Christ talked about. All the religions have taught us to be in the centre. When
they said, “Don't do this, don't do that,” they did not want to condition us but to tell us 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be in the centre.
And when we are in the centre then what happens to us [is] that you get the desire to know your Spirit. And this desire is fulfilled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Now the Sahaja Yoga at this stage is really a Maha Yoga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the
Great Yoga because many people can get Realisation. Thousands of people can get it because the blossom time has come. But
even if they get Realisation, they are to be looked after, they are to be nourished, they are to be told about i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coded. You will be amazed - everything becomes so logical. Gradually you start understanding it. Your complete freedom
is established. Nobody says that, “Don't do this!” Nothing is said. But you just don't do it - yourself! I will not tell you as Moses
had to tell, poor thing. He had to face all the mad people. But no, after Realisation it just happens and you just don't do it. You will
not do it. It just happens to you. It is nothing to be told. It just happens. It works out. This is what is Sahaja Yoga. In the beginning
you have to be really ardent Sahaja Yogis. In the beginning you have to be. It's the beginning of Sahaja Yoga still in England, I
would say. Really ardently attached to it by which you develop yourself very well and develop this tree of Sahaja Yoga in your
own country. Because you have to save so many. The Last Judgment has started. It's started. Through Kundalini awakening
only you judge yourself. You know what are the centres you are catching, what are your problems. You know what are the
centres others are catching. You judge yourself. Supposing a person comes and tell me, “Mother, my Agnya is very bad.”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hat, “My ego has developed.” But [if] you tell somebody, “You have got an ego.” - you will have a punch
on your head! But the person himself comes and says, “Mother, I see my ego.” You start seeing yourself. You start seeing your
problems, because you are out of it. And then you can cure it also and make it better. You improve it and you are better. You
judge yourself and you judge yourself with love and understanding. You don't hate yourself by that. It's only you, yourself. You
are going to judge. Within you is the power of God that judges you, is the Spirit which tells you. A rapport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Spirit. The Spirit itself will tell you, “This is the mistake, this is the problem.” We don't need anybody to tell us. It's only you who
will know. It’s only you who will judge yourself. It’s only you who will grow yourself. It's your own freedom. It's your own Self. Your
entire personality changes, entire personality changes. I have never told anybody not to take drugs as such, except for one or
two people who were still carrying on. But also very mildly. And I told them how to get rid of it. But you just don't want to take
them, just don't like it. You find it very filthy. You feel like vomiting. Just like that, the religion is enlightened in your stomach. That
the time has come now for you to do it.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t was not so [then] they taught you how to do it. But today the
time has come, it can work out. You are all just the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whole creation has to come this way. It has to work
out. But you cannot reason it out. But once you get it - because it’s beyond reason, it happens beyond reason; the Kundalini
awakens not by reason, spontaneously, by master only - once it happens then the whole thing becomes logical. You see, there's
a microscope, then you can see through it. But if there is not a microscope,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e ‘microscope’ is your
Spirit. It's very simple. Now, I do not want to go into details about it. I think these people have been given… Gavin have you
given them the papers and things? Let them see for themselves. Have you all got the papers? Have you got? No? Let her have.
Let this lady have. You sit a little erect, all right? Straight, sit little straight. All right. You have to sit a little erect, not much, but a
little erect. Not slouchy. Neither like this. Just sit straight.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all of you. Just put your hands. Now close your
eyes. Put your feet like this, little straight, on the ground. Not pressing much but they should be on the ground properly. Come in!
Come! There are three, four seats. Here, in front. Yes. After Realisation you have to go very fast and try to understand it,
otherwise you may lose your vibrations. That happens with some people. So be careful! It's a very, very delicate thing; it's very
subtle. And because we are gross - suddenly we become subtle - if we do not catch up to it, we lose it also. So for one month
after Realisation you have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and get hold of another Sahaja Yogis here and we also have an ashram here.
We have to work it out. Close your eyes. Just close your eyes. It just works. Just close your eyes. Don't think about it. Don't think.
It will work out without thinking. Put both the hands towards me, please. Both the hands like this. One of the centres that is
catching in most of you is that you all feel guilty for nothing at all, for nothing at all. It's a fashion to feel guilty. So everybody starts
feeling guilty for nothing at all. Or maybe we confess and this and that. Now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not to feel guilty at all. Say
that, “I am not guilty.” Thrice you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This is also a myth that you feel guilty. That will help you a lot.
Once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you have to also have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to know how to handle this, how to handle this
power. You are getting it because this is your own right, but you must know what you are getting. They've got it, all of them. All

the Sahaja Yogis should receive vibrations and expose completely with their heart, absolutely. Just put it. Be meditative today.
And you have to promise in your heart. You have to be much more active and ardent about Sahaja Yoga if you have to save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ly your heart can be binding, nothing else. Nothing else. It's only your heart. As you are attached to
someone you love, you should be attached to your Spirit. Spirit you should love the most. Nobod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Spirit. Are you feeling any cool breeze in the hands? Not yet? Close your eyes. Have patience with yourself. One has to have
patience. Close your eyes. Have patience! Just don't think. It will work out. Have patience with yourself! You put both the hands
towards me, not meeting each other but towards me, separate. Put both the hands separately, not towards each other but
towards me. Please put them towards me. Yes. Close your eyes. Close your eyes. And just leave it. Don't think about it. Don't
worry about it. It will work. It's like just a flower becoming a fruit - spontaneously.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Put your attention to your heart. Catch the joy part of it. Just heart. Just put your both the hands towards me only
and just 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rt. It will work out. Are you feeling cool breeze? It's good, great. Just enjoy it. Just enjoy. Do not
pay attention in one particular direction. Just leave it free. Just leave it free. Do not fix your attention anywhere. Just leave it free.
It will work out. Gavin, organise for these people behind. Ask people to slowly come along. Keep your eyes shut. All new people
please keep your eyes shut. They are going to check you. One by one, yes move on. Jill, come forward. Start moving in the
centre. Yes. Good. Those Sahaja Yogis who want to get themselves also checked up, ask other Sahaja Yogis to do it. Magda, I
think these three peopl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or what? Just see them, their vibrations. They haven’t felt it yet. Can you move a
little coming up here. Marcus? Or who is there? Those who want to be checked. Also ask others to be checked. Douglas, go and
check Dinesh. All of you must get checking! Those of you who want checking should raise your hands. Ask people to check you.
Check her. Vishuddhi, Left Vishuddhis are horrible.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Hester [Spiro], you ask somebody to check you
also. Peter [Pearce], you sit down. David [Spiro] you sit down! Get yourself checked! Linda [Pearce], Peter, all of you. Please.
Because I am going away. Let everybody be checked - better is. Marcus? You be checked also. Better to get it done once for all.
Get them checked. Who can check her? Ray [Harris]? Where is he? Go and check Hester. He’s got it? Kingsley you check
Hester, it’s better. He (Ray) is a Jew (also) so it would be better! (laughing) Somebody else should do it it’s better. May God
bless you! But everybody gets checked it’s better! John, you sit down. You get yourself checked. Sit down. Marcus? Is he
checked? How are they? Now those who are checking should get themselves checked also, is a better idea.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Prana’ - say the mantra for him. For her, Malcolm [Murdoch], ‘Prana’ is the mantra for her. Haa! Done. Just broken
through. Haaa! Now this is to be judged a little by yourself. You should know. These are the small things that one should know.
This gentleman? Why don’t you see this gentleman? Can you check John. John,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right hand
outside. Felicity [Payment]. Somebody should check Felicity also. Brighton people should again get themselves rechecked
afterwards. Everybody should get themselves rechecked. Somehow or other get yourself cleared out. Every one of you. Gavin
you also get yourself checked. Everybody should get yourself checked. That's the best way. And we should be thankful to people
for checking us and giving us vibrations. Instead of getting angry and upset. How are the children? Jane [Brown] bring her. Is
she alright? Bring her here. How is it? Let everybody check today and give bandhans. What about this gentleman? He’s got it?
He’s Ray’s father, he should get it. Tell him not to feel guilty about anything! You are facing Mother who loves you! Just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Just say that. What guilt can you people have? Jill? Coming? Haaa! Alright Jill? It’s come up. How is
she? Don’t talk. Just raise the Kundalini. Just raise the Kundalini. You give him a bandhan. Chaya, tumse karab dekho. Regis,
you also get yourself checked and others should check and you check others. Every one of you. John, please put yourself into a
bandhan. Now check other people. Come along. Those who have been checking sit down and those who have to be checked.
You’ve done it? Have you done? You’ve got it? Have you felt anything? Did you feel any cool breeze? Good, great. Now close
your eyes. Enjoy your Self. Now don’t stop at that! What do you say Malcolm? Better? What about this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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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讲座：梵天的力量 1981年3月11日 印度 德里 以前我曾经告诉过你们，这些能量就是Brahma Shakti，梵天的力量。梵天的力
量能创造、能愿望、能转变，并给予活生生的力量。它给予我们活生生的力量。要理解什么是无生命的力量，什么是活生生的力
量，并不是很容易。活生生的力量非常容易理解，一只动物，比如一条小昆虫，就是活生生的力量。它能自如的转动，它能躲避
危险。它可能是很小的东西，但因为它是活的，它便能保存自己。但有些无生命的东西就不能自己移动，因此就这观点来说，那
「自我」的部分并不存在其中。 要成为活生生的力量，我们就应当努力弄清：「我们将成为活生生的力量，还是无生命的力量？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开始思考着舒适安逸：我们要在哪里居住？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当我们思考这些事情，你们
知道的，我们就是在思考死的事物。但当我们由「从事富生命力的工作」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拥有一个处所、一所房屋，或一间
灵舍时，那么你就给予了那个地方生命。那种氛围应当从所有死物中去创造，以此得到活生生的力量。 很少有人能理解这是非常
微妙的事。例如，有人拿来一张锡吕‧格涅沙照片说：「我是否要崇拜这张锡吕‧格涅沙的照片？」首先我们应当看它有没有散发出
能量。假设你想买一栋房子，你必须观察这房子是否散发良好的能量。我们会看它是否舒适，会看其它东西，我们甚至可能看它
是否适合其他人进入，但我们就是不从能量的角度去看这房子。 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从能量知觉的角度去考
虑，意思是这知觉是在活生生的事物上作用着。比如，树根尖上的一个细胞是有生命的东西。当然，它不会思考，它由自身活生
生的力量所引导，因此它知道怎样用生的力量去移动、去生存，怎样理解活生生的力量的计划并与之共存，以及怎样与之融合。
而我们人类有决定的自由。现在，一旦获得自觉，你就拥有了活生生的力量。这是你能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力量。于是，你必须了
解怎样使用这种活生生的力量，通过理解活生生的力量的规划，来使你的身体、思维、自我、超我和一切保持在觉醒的状态。它
给予你有关大多数问题的主意。比如，在印度，特别是德里，我发现你们左脐轮受阻，还有右腹轮，心轮，以及额轮，这些是处
理我们存有的轮穴。 所以让我们从左边开始。发生了什么？在左边，问题源于左腹轮，因为这是第一个开始释放我们体内负面能
量的轮穴。左腹轮实际上只受锡吕‧格涅沙控制，因为锡吕‧格涅沙是生命的起源，同时也联系着生与死。格涅沙是给予平衡者，即
「Vivek」，这是让你了解事物如何发展的知识。当左腹轮阻塞，你就开始去找其它人，他们承诺一些事情，比如「我会给你这个
和那个，这或那会在你身上发生。」 但这种左脉的事也可能来自你自己对错误事情的渴望。比如，我们可能渴望获得一些非常错
误的东西，我们可能想要获得这种或那种无生命的事物，或某些特别的事。假如某人想要一个冰箱，一直在想。他想他必须要有
一个冰箱。他必须得到冰箱因为他想要冰箱，他必须获得它。为什么他想要冰箱？因为他觉得冰箱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舒适。但是
当他拿得冰箱时，他才知道并非如此。 所以看待死物的最佳方法是不要过度追求。如果你拥有，很好。如果你没有，也很好。你
可以最低限度，也可以最高限度生活。但当我们开始扩张拥有死的物产时，就非常不好。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死的事物，于是我们
转向潜意识，接着到集体潜意识，然后上升越过左脐轮。在左脐轮，我们开始为这些死的事物疯狂。比如，手表和时间。 时间是
死的事物，它没有生命。它与生的事物无关。比如，你不能确切的指出花朵何时会结果。因此手表和时间与活生生的力量无关。
像手表就是人类的或人造的东西，时间也是人造的。例如，今天，这里是这个时间，而在英国是另一个时间。如果假设在印度是
四点钟，在英国却不是。因此，时间不重要，你何时来何时走，做了几次都不重要。 因为活生生的力量是无限的，没有时空限制
，你不能计算它运动和发展的路线。一旦我们理解这是活生生的力量，是自然发生的，不受我们死的理念所干扰。我们由死物而
来，我们最初是石头，接着成为阿米巴原虫，然后逐步成为人类。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朝向死物。我们应当获得什么，拥有
什么，需要什么？我们有的是终会死亡的身体。我们看不见灵性的需求。藉由正视灵性的需求，你能超越左脉，你开始照顾你的
灵性，由此你知道你能获得能量。如果你的灵愉快，你会获得你的能量；如果灵不愉快，就不会获得能量。多么简单的事！ 如果
你在左边有任何疾病或问题，为了给予它平衡，你便要把注意力放在将来。但是如果我说让你看将来，有的人就卡在将来了。正
如死的事物是死的，是「Mithya」（幻相），同样的，未来也是幻相，也不存在。它们是一样的，无论你去左边或右边，无论你
去了潜意识或超意识，它们都是一样的。因此，回到过去是无用的，但如果你太停留在过去，最好是想一想将来，这样你会稍微
往中脉靠一点。不过，这对你们人类来说很困难。 当我们开始感到内疚时，会产生别的问题，当左喉轮堵塞时，我们开始感到内
疚:「我不应该做这或那。」然后你开始说：「我很可怜，我很内疚……等」，你开始咒骂自己。这是另一种愚蠢的话。当你开始
这样做时，你又变成死物。因为活生生的力量从来不会谴责。不，它不断前进，关注需要移动到哪一边。它不会自责，不会攻击
任何事，它拥有智慧能停在中脉。 这就是人们应当怎样让注意力脱离死物，以超越左脉。当你在左脉时，你应当从中脉来看事物
。你想看的事看不到，为了最终逃离所有这些事，你开始自责，感到悲惨。这样，你就把左脉变成非常悲惨的境地，这是左脉所
有执着的集合。最终，你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用处，你应当做这做那。 现在为了超越这种状况，你必须数算一下你的福
分。逐一数算你的福分。你获得了自觉，在数千年中，有多少人获得了自觉？你获得了能量，在这么多世纪中，有多少人获得了
能量？在禅宗的卷宗中写道，在八个世纪中，只有二十六个获得自觉的灵（Kashyaps）。即使在佛陀之后，又有多少人获得自觉
？你还必须想一下，有这么多获得自觉的人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你还必须感谢自己，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 但是当你左脉受阻，
你进入过去并开始说：「神啊！我是多么没用，我一无是处，我多么没用，我仍有阻塞。」你们知道，那些左脉受阻的人往往爱
抱怨，因为穷极无聊的事而郁闷，他们在受苦。现在与之相对的是右脉。如果我告诉你们应当到右边，这是非常危险的游戏。举

例来说，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思维限制。首先，是我们的欲望，我们渴望成为优秀的霎哈嘉练习者，想成为导师，伟大的人物等等
。我们应当有很多的门徒来摸我们的脚，我们应当被称为伟大的导师等等。 因此，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事是被禁止的，比如不应
当摸别人的脚，也不允许被别人摸脚。这是所有霎哈嘉瑜伽修行者重要的班丹之一。无论你具备什么特性，都不可以摸别人的脚
，也不可以叫别人来摸脚。那些摸脚的人将失去能量，被人致礼的人也将心轮受阻。因此我们对于霎哈嘉瑜伽的这个思维限制也
应当去除。我们都在一起共同成长，我们是一种人格的各部分。没有谁更高或更低，谁如此认为即便是轻微的，也会下降得更快
。这是左脉的思维限制，于此人们总是踉跄跌步。因此这种欲望在霎哈嘉瑜伽中必须被放弃。 你们在霎哈嘉瑜伽中一定有很广大
的欲望，所有人都必须获得自觉，尽可能的多。我们应当去拯救尽可能多的人。我们应当努力尽可能地改善自己。我们还一无是
处，但我们能改善并拥有很多福分。 这些思想也可以来自你的左边。比如，如果你头上有些亡魂，它们会让你想，你是没用的、
一无是处。现在请提升右脉，下降左脉。用你的左手。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你从右脉获得恩典，并放到左脉。那些左脉受阻的人
应该试一下。另外，如果你有「自己一无是处」的念头时，最好用鞋敲打自己。唱赞美神的歌，并说「我是快乐的，我拥有一切
。」 第二件事是关于右脉。在右脉，你们大多数是腹轮受阻。因为你在思考。这是另一种思考使你的右腹轮阻塞。思考无论是来
自右边还是左边，首先会给你的肝带来问题。最糟糕的是当两边都受影响时，有些亡魂让你觉得你一无是处。另外一种情况是当
你开始想自己是如何伟大，摇摆和疑惑就开始产生。 因此，你们必须明白在霎哈嘉瑜珈，你是在发展清晰的边缘，中央位置，在
那里你既不会偏右也不会偏左。这非常微妙，你现在在左脉，但你不会一直停留在左脉，明天你可能到了右脉。确实，你又会碰
到右脉的问题。因此你必须学会平衡，就像你开始学习骑车一样。你可能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你什么时候学会骑
车？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当你在学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你摔倒的时候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因此在霎哈嘉瑜珈，要得到平衡
，你就要认真观察自己。它要去哪里？到左边去了，那就赶紧往右拐。它要往右去，赶紧往左拐。现在到了中脉，你是将自己分
离，你总是不执着于己。不要责备自己，不要攻击任何人或批评别人。利用这一点去静观自己，只是静观并指导自己。 指导和迷
失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假设有死物在这里，假设有个死物，当我把它扔出去，它肯定会倒下来。而有生命的事物扔出去决不会
倒下来。活生生的事物知道怎样指引自己。同样，你将学会指导自己。如果你学会了这点，你就掌握了霎哈嘉瑜珈。 自责是没有
用的，无论是哪种方式，想着你自己多伟大或多渺小也没有用。现在观察这匹马要到哪里去。你现在骑在马上，你现在已不是一
匹马。在得到自觉之前，你是一匹马。牠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牠看到草就可能站在这里吃草。这匹马想踢人就踢。但现在你要
从这匹马中脱离，骑在马上做一个骑手。现在你是一个骑手，你必须了解你怎样被这些事情所愚弄。这些欲望都是在你体内所有
远古时代的东西。你在做的侵略和业报也是远古时代的东西。你这么做会得到这或那。很多人会说：「母亲，我们为霎哈嘉瑜珈
做了这么多，但我们仍没有获得什么。」现在做什么都是无用的，现在你必须弄清楚你有什么问题。 如果心轮阻塞，这些人就永
远不会进步。心是光的源泉，是梵天力量的源头。心是真我（Atma）的位置。如果在心中没有生的力量，那么你如何进步？ 你必
须知道选择什么。这是霎哈嘉瑜珈应当让你学到的。你应当变得成熟，好知道该选择什么。这就是成长。这样你就不用问母亲，
你不用问任何人。 你应当获得这种发展，「我应当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应当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应当知道怎样去修正。我应当
知道‘我’，这个我是指灵，而不是自我」。自我不再存在，超我也不存在，是灵在指导你。

你看那些获得自觉的小孩。他们不问

这样的问题。他们知道谁愚蠢，谁笨。他们知道谁阻塞了。他们知道要谁闭嘴，要和谁争论。他们不会怜悯阻塞的人。他们只是
观察。如果有人来了，他们会告诉我：「母亲，这个人阻塞了。」就这么多。别的人来了。他们立刻告诉我：「他很好。」就这
样。他们只是证实。他们不恨任何人，不为任何事忧虑。有人带着很不好的邪灵来了，他们说：「请最好离开。」不会对那个人
有恶意。 一旦你在高山之颠，你就不用为交通担心。但是你现在还没到最高处，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担心：「我爬上去又掉下来，
爬上去又掉下来。」这只是一个幻象，只是精神在思维上的投影。你站在高山之颠是一个事实，但你尚未确立，还缺乏坚持。 神
是享受者。你不能享受。你只能享受神，这是最伟大的享受，去感受神为你创造了什么，祂给予你在人类知觉中多么美丽的生命
，在其中你能了解祂多么爱你，祂为你做了多少工作。祂把你带到目前的境界。祂所给予你的，你可以给予其它人并使其它人快
乐。如果你能这么想，你的左右两边立刻得到安妥，你自己也将充满了神圣的能量。

1981-0325, 公开讲座：根轮和腹轮
View online.
根轮和腹轮 1981年3月25日 澳大利亚悉尼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几天前，我给你们讲了一些知识，关于第一个中心，被
称为根轮以及灵量——那个潜藏在三角骨里的觉知，三角骨又称为荐骨。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这是纯洁愿望的力量。纯洁的愿
望的力量还没有被唤醒，也还没有在你的内里显现，祂住在这里，等待着升起的那一刻，给你重生，给你洗礼，令你在平安中，
给你自觉。 这纯洁的愿望是与你的灵合一，直到这个愿望实现，求道者可以继续寻求，但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个中心非常重要，
作为第一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在身体层面开始工作。这是纯真的中心，意味着圣洁。第一件事是——圣洁在地球上显现。这个中
心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动物拥有纯真，它们没有丧失纯真，而我们人类有权利，或者说我们有自由选择放弃它，我们可以
，确切地讲，我们可以用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去摧毁我们的纯真。 这个中心给予我们智慧，智慧这个词很难解释，智慧是一种
砝码，是我们判断是非的砝码，你真正知道什么是对你有益的，有益于你的灵，这是智慧。当这个中心没有受损，你真正的知道
，这就是智慧，例如，一个人的这个中心很好，他立刻能说出这方向是南还是北。因为大地之母的磁性，这中心是大地之母的元
素形成，所以存在于大地之母内的磁性，也呈现在这个中心。鸟儿从西伯利亚飞到澳洲，它们是靠这个中心的帮助做到的，因为
它们知道方向，向北还是向南，它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智慧，知道要向哪个方向飞，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该了解这个中心也存在
于我们之内，但人们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原因是人们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磁力。
一个纯真的人像一块磁铁，吸引别人，人们向他靠拢， 就像一朵花，吸引了蜜蜂。人们发现在鱼体内有磁场，甚至发现有些鱼像
磁铁一样，因此它们能够分辨东西南北。这个能量中心受损的原因，我上次告诉过你们，你看到这里，从顶部有一根蓝线下降，
这是我们的愿望的力量。愿望是情感方面，如果一个人经常忽略他的情感，或者不尊重他的情感，这个中心就会偏离，会严重受
损。情感方面在现代，不能很好地被了解，我遗憾的说，这是真的，当你损坏了这个中心，首先从无自制力或过度的活动开始。
例如，抢劫和所有这些，是因为这个中心被忽略造成的。 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有人说你可以
通过性得到开悟，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因为坐在那儿的是你们的母亲，她只是你们的母亲，她没有其他的孩子， 她是神圣中
的神圣，她是位于你之内的圣灵。如果想与你的母亲发生性关系，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在印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无
法理解这种荒谬，这跟侮辱你的母亲是一样的，如有些人试图亵渎圣母玛利亚，将耶稣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就好像，可以这样
说，当你开始这样谈论的时候就冒犯了，这样做是非常大的罪过，对你们灵量母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之前告诉你们，我曾看见
一些人有灵量，时刻在他们头上摇摆，振动他整个身体，好象感觉不能自控，因为她变得如此柔弱，因为来自她内在的圣洁完全
消失，我们对圣洁的观念已经变的非常败坏，非常败坏，如此败坏 ，现在我们有导师告诉我们，这样做很好，你们会去天堂。事
实上他们非常诚实，他们说你将去无底的深坑，无底的深坑即地狱。 为什么你们需要一个导师，实际上你已经掌握这个方法。当
我去英国的时候我很惊讶，他们的性生活，他们一直谈论性，性，性，从早到晚。我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的人都在谈论，他们就
这样谈论性，一直如此，除了性什么也没有，如此肮脏，他们谈论与动物性交，与孩子性交…我不知道人类到底怎么了，怎会如
此肮脏。我不会感到惊讶，今后我们可能看到，有人把客厅当浴室，你们要明白，我们有称之为隐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们可以
会见朋友的像客厅一样的东西，你们怎能谈及这些内容，你们怎能讨论这些如此隐私如此神圣的内容呢。这就是你们失去它们的
方式，彻彻底底地丧失掉了。 这就是现今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之一。神已经给予了我们内在的自由， 我们是可以为所欲为。
但我们已然丧失了智慧，我们已经迷失，我不明白工业革命为什么会，或者说我不知道究竟该责备谁，但是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智
慧，去明白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伤害的。如果我们不是那么，逻辑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为什么会发展出疾病，因为性自由的缘
故，你们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在法律的名义下，不得不在任何一处港口，进行那些注射的交易，各种各样源于性生活、错乱不堪
的事情，为什么你们每一分钟都不会感到健康，你们将失掉整个的健康，你们脸上失掉所有的魅力，看起来那么可怕，是一个非
常好的信号。刚刚看到，自然是如何反应的。所以人们必须明智的了解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事，不是侮辱而是为我们带来愉快的
，正常的，良好的婚姻生活，并且不浪费我们的精力于这种事情。 但是当人们开始思考它，事情就更糟。接着什么会发生，这会
导致注意力从那一边转移到另外一边，于是它会跑到黄色的那一边，转向了思维。当你开始想到它，可以肯定的是，你将会变得
很虚弱，毫无疑问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因为它是完全自发的。于是当你开始思考它，当你的目光开始来回四处地移动，注意
了，你的注意力正跑到一些事情上，非常集中， 非常不同，并且仅仅发生在你处在情感自然流露的时刻。这非常过时，跟人们谈
论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注意这些，你可以看看，关于美国年轻人的数据统计，你会感到吃惊，他们中有那么多人患有各种可
怕的疾病。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发现，十个年轻人中有九个，来到我这的年轻人正遭受着这些可怕的疾病，而他们大多数人都十
分虚弱，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它，而不是说，“哦，我很好，我很好。”这不是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必须看这
些统计数据，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数据，我们要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用你的智慧你可以得出关于这些事实的结论。 关于第二
个能量中心，我们称作腹轮，它也是我们内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中心。第一个能量中心掌管我们的排泄功能，它有四片花瓣，
在粗糙层面上对应我们的盆骨神经丛，另外还有四条副神经丛。我们拥有的另一个能量中心叫作腹轮，这是第二个能量中心，它
有六片花瓣，腹轮在粗糙层面上对应主动脉神经丛，它同样有六条副神经丛，这个能量中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现代，极其
重要的是，忽视这个能量中心将能导致许多的问题。 这个能量中心是与脑连接的，它也负责我们的行动，是掌管我们创造力的能

量中心。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当我们做任何体力工作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能量中心，因为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疾病，因为我们不理解这个能量中心的功能。 这个能量中心首要的功能是，将脂肪细胞转换为头脑中的灰质
，当我们思考太多的时候，一直思考关于将来的计划，为所有细节进行规划，这个可怜的能量中心，就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去
一个接一个地生产新的细胞，以供你的大脑使用。
除了生产细胞供大脑使用之外，这个能量中心还有其他许多功能，它需要照看你的肝脏， 照看你的脾脏，照看你的胰腺，你的肾
，以及女性的子宫。如果你思考太多，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如果你不能停止你的思绪，你的大脑一直没完没了的思考，这种思考
过程不在你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个可怜的能量中心不得不一直工作，你的肝脏累垮了。 当你的肝脏累垮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肝脏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内脏之一，因为它滋养我们的主意力，它滋养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力无论何时被损坏，它被损坏了是因为我们
自身存在着许多毒素，它可能是身体层面的，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它还可能是情感层面的，任何有毒的，特别是身体和情感方面
的。他们会进入肝脏，肝脏会把它挑选出来，肝脏的功能就是把它挑选出来。 但是当你不能给予它足够的能量，通过思维你会坠
落然后这个不好的中心，就会被留下来，它没能收到滋养，没有人照顾，它变得懈怠。当它变得懈怠时，所有的热都聚集在肝脏
中，这样的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的温度，直到他得了肝硬化然后死亡。现在当思维持续太多，人们厌恶了思考，思维太多，思维
太多。因此他们想，“让我们有一些东西，能够把我们从思维中带走，它将会给我们外在一个警示。”因此他们吸毒，喝酒，或者酒
精，所有这些。 所有的圣人在世的时候已经说过，酒精对生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其原因是它违背了我们的意识，这是一个事实
，你知道在喝酒后，我们的意识变得模糊或兴奋，这是不正常的，那就是原因他们说不。在霎哈嘉瑜伽，我不说不能做这个不能
做那个，我只是想让你们来到霎哈嘉瑜伽，给你们自觉并且然后你会不要它，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比方说他们会问为什么
，如果你们读过摩西说过的话，摩西曾明确地说过这些是烈性饮品，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读到过，他们理应回避
酒精 ，我不知道耶稣是否说过不应该喝酒，他非常明确地说过的，亚伯拉罕说过同样的话，饮酒是不好的。 为什么所有这些先知
都谈到了它？因为他们都出生于属于我们身上的绿色地带，他们都位于这个绿色的区域，在这里我们拥有了内在的支撑一共是十
个，我们内在共有十个正法，就像金子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不会失去光泽变晦暗 同理，人类拥有十项最基本的准则。 这十项准则都
曾被伟大的先知表述过，这个原理被称为原始宗师，在佛教梵文中，也就是原始导师。他们都曾降世过，像亚伯拉罕，摩西，老
子，孔子，苏格拉底等，近世的有塞乃夫，并不是其他人和其他伟大的人一直喜欢那纳克，贾纳卡，所有这些伟大的圣人来到这
个地球告诉我们，如何保持在中心 如何保持我们的寄托，如何成为人类，作为碳有四价，我们也有十个执守，我们必须在我们保
持这十个执守，这就是他们来告诉我们。 但你知道如果有人说现在不准喝酒，大厅的一半将是空的。如果你说不赞成性自由，又
会走掉一些人。这是个问题，这里没人想知道这件事，但这是件危险的事，不管它是什么，你必须保持在中心，你必须在中心，
并且知道如何保持，不走极端，温和的，适度的生活是最好的方法，但即使你没有，没关系。
灵量在这个时候非常有力量，无论你曾做过什么，你得到自觉很顺利，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说。 另一个告诉我们不
要喝酒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他是导师之一，他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摩西和穆罕默德讲的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证明通过生命
能量证明给你们看，你们自己也可以感知，通过生命能量说明他们是一样的人，说同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区别，这只是人们的争
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能明白什么是这两者之间的争斗。他们是一样的，讲的同样的事情。当摩西渡河，在河上架设桥
梁，这象征为你创建昆达利尼，以跨越这片幻海。 这是象征的说法，他们不辞劳苦地告诉你这些，我们必须保持在中脉，如果你
能如他所说合乎正法，只有一丝灵量升起，并不是只能升起一丝，实际上，我在人们身上见过，灵量整体升起来，待在那里，在
许多人身上。但问题是祂升起来，便没有空间再向上升，我们在腹轮处就遇到阻碍，或者在另一个中心，在中心这里的能量中心
，被称为脐轮，肚脐中心。 因此当你有一处轮穴阻碍，灵量虽然全力上升，所有的灵量束遇阻转而向下，只有一束不管怎样，到
达了顶轮，至少有一丝来打开顶轮，恩典便会降临，有助于顶轮打开更多。所以这是个问题，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说你过的生活应
是温和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提倡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我们走向极端会发生什么。这个中心中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是我们内在的
支撑，现在如果你试图越过它，从这边或另一边，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超越这边是潜意识，如果你走入你就进入集体潜意识
。在另一边，如果你移动到那里，是超意识，你进入集体超意识。如今进入这边的都是在左边的人，是这种人，仍然不满足，险
恶 ，可怕的已经死去的人，他不想出生，他绝对地好折磨人。这些忙碌的身体，他们可以宰制，他们宰制，并且在右脉，象希特
勒这样野心勃勃的人，死于野心和那类的东西，他们仍然存在于那里，要么你进入这一边，或者你进入到那边，当你走向极端，
你变得疯狂，你进入到了危险的领域。 最近我看了一个BBC的节目，一些医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他们说，癌症是由于，要认
真听，癌症是由于一些他们称作蛋白质58，蛋白质56或者类似的东西引起的，当这些蛋白质攻击我们，来自一些我们内在未知的
领域，自我们被创造时就在我们内在。关于这些区域我已经说过许多年了，它是左边和右边两个极端。 现在当我们偏向右边的时
候我们会做什么呢？右边是你思虑很多的地方，是你计划未来的地方，现在你继续就像那样的然后你开始成为一个关注于未来多
过现在的人，这个中央是现在，现在你开始有自我意识进入，当你开始有太多的自我意识进入的时候，你开始移向那一边。任何
一个苦行的人，他们认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苦行的人，你会过着独身生活，所有你看到的荒谬的事情，所有的都是荒谬的，如果
你过着独身的生活，这将一点也不会帮助到你，相反这样的一个人会形成一种极度没有情感的人格，并且最终死于心脏病。这样
的人非常固执，脾气很坏，你需要带上一根大棍子，去与这样的人见面，他们是诅咒型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此不在乎别人的健
康或任何事情，他们可以诅咒任何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诅咒这个，诅咒那个，诅咒那个，他们是完全干巴巴的人，他们也许以神
的名义做一些社会工作，或者他们为穷人拼命工作，他们想着自己在拯救穷人，

这样做，

那样做，但是每当你看见他们时，你就会确信这个人处在绝对的火热中。 他们的肝脏非常可怕，脾气非常暴躁。他们毫无一丝甜
蜜，他们没有丝毫磁性，所有人都逃离他们，他们就像是煮熟的豆芽菜。你看，他们骑在每个人的头上，做这个，做那个，你没
有做这个，你在做什么呢？他们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在他们的指挥下工作，这些人非常的以自我
为中心，如同你看到的，有些人变成右脉的人。 任何对宗教的苦行想法，都可能将你带入右脉。苦行对人类来说非常危险，因为
它使你脱离整体。这样的人会陷入，或变成右脉的人。我知道一个在印度非常知名的女士，因为她的社会服务工作，她得了一个
大奖。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碰巧是在一架航空飞机上，那时她还没有得奖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她带着一些奇怪的东西，并且
她希望坐在前排，空服员说，“很抱歉，这是为一些生病的小孩子留作专用的，他们必须乘坐这架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将前座给您
。”那位妈妈就在那边。这位女士开始攻击那位妈妈，你以为你自己是谁，诸如此类，她从这里跳到那里
又从那里跳到这里，并且她不允许飞机起飞，她为了能够坐在前排，争执了半个小时，并且大肆辱骂那位空姐，我非常吃惊。 她
原本是要被给予和平奖或类似奖项的女士，我不知道，但是在她的脸上没有和平，她的周围也没有和平，每一个人都被她对待这
件事的方式所惊扰，真是令人震惊。看到这个人有如此急燥的脾气，对事情如此拘泥小节。她正与她争论，这是我的座位，这是
这样的，这是那样的。感谢上帝，他们让她下了飞机，飞机终于起飞了。我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可以如此疯狂的急脾气，根本
未能意识到你的存在，你们不得不非常非常小心地对待他们。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看起来可以非常非常成功。你知道。他们走路的
时候翘着嘴，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知道，但对他们来说，没有时间去认识到，那完全是愚蠢无聊在上演。 这种自我取向只会
将你引入愚蠢。一个人可以极其愚蠢，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因为，这有什么错?你知道, 一个绅士来
看我们,他有一个妻子，她仅仅只有16岁，但这家伙已经80岁了.很自然地我想他肯定是爷爷。所以我说,“她是你的孙女吗？”我的
丈夫掐我说,“那是他的妻子。”我说,“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妻子。”“我能有一个2岁的妻子,有什么错？这有什么错吗?”我
说“没什么错，只是人们会笑话你，仅此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做各种各样愚蠢的事情。他们想，“有什么错？”这是最好的办
法来对待你的愚蠢，直到他们发现你是个做着错事的最愚蠢的人。这种愚蠢来自于自我，升上来，完全包围你的头脑。你看不见
任何其他的事务，你只看见你自己。我的房间，我的屋子，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你看不见还有其他人，你还关系到其他人
，你应该善待他们,你必须与他们分享。你整天想着你自己,这种人变成超意识的人。这种人的灵性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感觉他
们的身体躺在此处，然后他们升起来，坐在了树上。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或者开悟.想象一下，这不是别的,只是一个超意识的灵进
入了，带跑身体然后放在那里。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有三个美国人从美国来,他们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们来见我说，“母亲，您
必须教我们一件事。”我问“什么事？”“我们想飞起来。”我说“飞起来 ？你们已经在飞了。你们想飞什么？”他们说“不是 ，我们是想
用ESP飞。”我说“你们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样做了你们会被这些灵所奴役。你们真的想这样被这些灵奴役吗？”“是的，不管怎样，
被奴役或其他的，我们就想要这个。我们想要得到这个，然后我们可以飞起来。”我问“为什么？”他们回答，“因为俄罗斯正在做这
个，俄罗斯人在做超感官知觉的实验，所以我们也应该做这个。”我说“如果他们要下地狱，是否你也要跟着一起下地狱？”他们说
，“是的，有什么错？”我说，“没什么错，你连蹦带跳，可以很快就到达那儿，我不打算去评判你的人生。”所以我就问他们，“是谁
派你们来我这的？”他们说，“帕坦伽俐。”你看这有一个叫帕坦伽俐的人。“谁是记者？”我说

，“帕坦伽利送你来的吗？”“是，

他已经把我们交给你了。”他过去是一个经常灵魂离开身体的人，他跑遍了许多地方，他过去是一个记者。你看
，因此他过去经常比别人更早的得到消息。他过去经常离开家

，他的妻子很惊讶，以至于有一天他带回了许多沙子。然后他说

，“你知道我昨天在哪儿吗？我在沙滩上

，我从那儿给你带了沙子。”她吓了一跳

，“他过去常常会发抖，在上帝耶稣或者是其它任何人的照片面前，他过去常常像那样的颤抖。”

因此她带来到我面前

。她说

，“他在发抖，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叫嚣着，这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症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在夜里突然消失了。我锁上了一切，但他还是消失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许多时候我过去然后在一棵树上坐下。”

我说，

“真的吗？”因此我告诉他，“

。”这个令人很震撼。他说
你着魔了。”他说，

“母亲，

请把那些拿走，我不要这些，没人知道我会在哪。明天我可能在任何地方
，飘在空中。我不想再这样了，我的身体可能回不来了。” 这就是人们现在的所为，他们把灵调出来。当他们把一个人的灵带出来
时，你看，他们把持着灵，比如孩子们，小孩子在睡梦中死去。比如有位母亲，她有个孩子在美国，她说我想跟我的孩子说话，
通过一个灵媒，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永远不要与灵媒打交道，非常危险。这位母亲,我想是在瑞士她那样做了，然后她在美国孩
子死了，死在睡梦中。因为两地距离非常…这里是白天,那里是夜晚，这位母亲做这件事，在白天，她的孩子还在睡觉。她对孩子
说话，她听见孩子的声音，她做了所有事…然后孩子死了。
永远不要靠近这些与灵打交道的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都这么说。但是你看人们根本不在乎，”有什么错？”我们去找灵，找ESP
，找逝去的先人，找我们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要去打扰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给他们自由。就是你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困扰
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你不放开他们？让他们走吧，
重新出生。但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说，不行，我们必须要跟他们通话，我们必须握住双手，召唤灵来给他自觉。 但是你们知道发
生什么了吗？首先他们得不到自觉，对于这种人来说很难。即使你得到自觉了，但是你会有很多问题。我看到过有人发疯了，因
为他们的灵体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假设你来召唤我，我是一个印度人，所以你的灵就来到了印度，你必须知道你是在印度了，你
无法控制那些从这些地方来的人，他们控制你 他们控制你，你的家庭，你的一切，这些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着，这是事实。他们称
呼或者试图表明他们是在帮助你，这些人只是从你这里取得钱财。 但是他们将要遭受比任何人都要严厉的谴责那些被称为媒介的

人，那些拥有千里眼的人使用这些事物，我们称这些从西藏来的人为导师，事情不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觉醒的灵魂都不会这样做
，一个觉醒的灵魂从来不会进入到别人的身体，没有导师会进入到别人的身体。相信我的话，因为他们知道自由的价值，他们从
来不会这样做，这样做是一件非常卑鄙的事，对他们来说死了的，对你们自己来说活着的，由神创造的如此美好的事物。你们对
这些荒谬的事情着魔，对黑魔法着迷，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是如何会喜欢这些事物的。或许你们很天真，我只能说，
你们很天真。因为在印度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现象和相关行业，我们非常了解。
当然，我是说，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古人，我们知道关于这个的一切。我们叫它Branumati ，我们叫它Pret
Vidya 或Smashan Vidya和Bhoot Vidya 。有很多很多关于它的书籍描述这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还有巫术，伏都教巫术，以及所
有可以叫出名称的，但是你们不了解它。举个例子，我们把所有死尸放进教堂，
这十分危险，我不知道谁把它写在圣经里，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把死尸放在教堂里。好吧，如果你想给死尸弄个教堂，让它
单独放死尸。你们是活人，为什么你们要坐在死尸上面？听这些鬼叫，让这些鬼进入你坐在你头上？ 只有一个自觉的灵的身体应
该埋在教堂，只能是一个自觉的灵。在印度，这是一个风俗，死去的人被火化，除了一个自觉的灵，因为自觉的灵绝不会附在谁
身上，他们绝不会打搅别人，相反 他们帮助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不是那些只会扰乱你的生活或者给你点鼓励的人，让你
有时被附体后感觉非常开心，因为你会觉得，我们可以说，你的职责被它接替了，它们接替了你们的职责，让你觉得很释然。首
先，你感觉非常好，它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噢，我内在感到平安“，因为别人进入你的房子，他将使用你全部的房子，而你将会被
遗忘，然后，你变得荒谬可笑。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会把布料放进嘴里，就象这样，看起来就象那样，他们非常地害怕和恐惧。
当然，在我面前他们象这样颤抖，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现在，关于它有另一个趋势——发疯的人，这样， 那样，所以左脉的人
更糟糕，左脉的人是那些做亡灵生意的人，很多。但是有两种类型的亡灵生意，一种能给与超意识，另一种甚至能给与潜意识，
而潜意识更容易获得，因为他们是忙碌的亡灵，在超意识领域，他们是忙碌的并且非常吝啬狡猾和肮脏的亡灵。 举个例子，一个
妇女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没有结婚，她愿意给一个已婚妇女找麻烦，她嫉妒。这就是为什么生活中会有一些规章和制度。一个
人必须明白怎样避免这一切。咨询心理医生是没有用的。心理医生对他们正在面对的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治疗疯子，我和你们说
过弗洛伊德，他几乎欲火焚身，因为他只知道性欲，他把克制欲望的力量称为制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还有一种
东西叫自我，于是他说，要消除所有的制约，你不能有任何的制约。那么照这样下去你会怎么样呢？最终你只能说，我哪儿做错
了，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你从其他的邪教那里学到了我们必须毁掉我们过去的信仰，你不停地对你自己说，你没有什么优点，你
没用，所有的时间都在掩埋你的自我，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隐士。这两种情况是伴随这个能量中心运动的极端而发生的，这个能
量中心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 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是个有创造力的能量中心，创造力和神的知识。纯洁的知识是，当你获得自觉
后，你感知到了这些圣灵的凉风，同时你也知道了如何提升别人的灵量。你也一定知道如何改正自己，你一定会懂得如何了解有
关这些轮穴的所有知识，你也注定会找出所有那些绝对问题的答案，那些疑问早就存在于你的头脑中。 这注定会在你身上发生，
这个自觉注定会发生，因为它正属于你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现在你属于人类，可你注定会变成一个超人类。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就像我说的，我只是兑现着你的银行账户。但是如果银行账户有太多偏向左边或者偏向右边，这是很困难的，你必须给予许多关
注，和许多透支在那儿，因此人们需要在明白处在中央位置是更好的状态，不要偏向其它的方面。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除
了这些事情你获得了什么，你是不是正想向灵性的方面发展，你是不是正在成为你自己，为什么只是为了这里的一个小游戏那儿
的一个小游戏？ 为什么你要成为那些可怕的人？他们会把你带到那种可怕的极端，可能让你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在伦敦我很惊
讶那儿有个医生，是我通过关系认识的。他跑来看我说，“我丢了我的工作甚至于所有的一切，因为我很沮丧我不能工作，我不知
道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极度的沮丧，我失去了工作的热情，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逃避，我非常沮丧，并且每一次我试图工
作我得到的还是沮丧。”我问他，他是否去见过坦陀罗的什么人？或这种类型的人？没有，但是我的祖父是一个坦陀罗士，他过去
常常做这种黑巫术。现在孙子的痛苦便源于此，后来他被治愈 。 我们有一个澳大利亚人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医生。他的祖母有一个
习惯，就是带着孩子去墓地，他年青的时候，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一段时间后他变得很沮丧，他丢掉了工作,我是说他工作不了
了，他经常头会疼，类似这样的病痛也时有在他身上发生，手上的肌肉抽筋，当他来找我之后他的这些病痊愈了，但花了
不少时间，因为在童年，所有这些征兆都已经存在他身体的那个灵里了。 因此你们应该要懂得怎样远离已经去逝的灵，你们应该
活在当下而不是逝去的过去，无论是谁只要去逝了，就是一个终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猴子？如果有一只猴子的孩子去逝了，在
死之前，这只猴子会不断的大顺喊大叫，做各种这样的事，它一死的时候就离开，它不会再被打扰。狗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都和
这一样，当它不被打扰时，就是说它要走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个说法是，如果有人去逝了就去想上帝，然后唱歌就像猴子一样，
而不是过多的沉浸在里面。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所有那些事情，并且有时候我们处理死物的方式，它是这么远。事实上，我们大
部分人都经历过这些。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活在过去，我们活在过去，一些人看到了幽灵之类的事情，他们有些
人还看到了我的过去，他们乐在其中。他们在我面前颤抖，他们全部都像这样颤抖，他们都颤抖，他们不能长时间安静的坐着。
他们不断地像这样，那样的颤抖。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在颤抖，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所以对人类来说 ，人们必须明白这
些事是绝对危险的，我们是人类，我们不是死尸。我们不是死尸，但是最差的事情是那些沉迷这些事的人。那些医生已经说过的
被那些蛋白质缠住的人，不是其他就是那些死去的亡灵，他们说那是蛋白质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那是死去的亡灵，
癌症的发生，仅仅是亡灵的攻击，在我医治的人中，我还没遇到一个案例，我已经治疗很多人，许多被附身的人，在现实中，
当你得到自觉，你感染，这个或那个， 这是标出来的两个腹轮。 现在我希望你们的手这样，我跟你们说话时你们也会获得自觉。

像这样，把两只脚放在地上，像这样，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先把手这样放，清凉的风会开始涌入，如果你得了自觉，你把手放
在其他人身上检查下，你就会明白，这个意味着他是没有被授权的，上天没有授权的工作会成为潜意识的领域，成为超意识，成
为心理学家，或者是任何人能够明白这个，当你致力于你的思想的时候，你的思想就会成为超我。在那儿，蓝色的那个就是思想
，当你有以某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走向许多人或者，你自己有黑色魔法相关的，然后你就会明白，你在这个手指（左手大拇指）
上受到感染。 它是左腹轮，当你在这个轮穴的时候你要说你相信神的意志，在神的纯洁意识，也就是被我们称为纯洁知识，Nirm
ala意思是纯洁。如何用纯洁的知识的技巧来提升你的灵量。当你说它时，它会起作用，然后这些邪灵就会离开你。有很多变得疯
人过来找我，他们问，你是如何用灵量来治愈疯人的，你对它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帮他们去唤醒灵量，然后灵量被唤
醒之后，当她到了这个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第二个轮穴腹轮，开悟发生了，神性的创造力得以觉醒，因为有光，你内在的
黑暗消失了，黑暗离开。
癫痫病是可以被治愈的，如果有人患有癫痫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治愈他，极其简单。当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将会告诉你如何治疗癫痫病患者，它非常简单。 霎哈嘉瑜伽是自发的活生生的方法。通过霎哈嘉瑜伽，你可以治疗别人，这是
昆达利尼被唤醒的副产品。这不是说我是一个治疗师，然后我说，给我10块 （你们称之为美元）作为治疗的费用，不是那样的，
只是当昆达利尼被唤醒时 你得到治愈，你的健康变得良好，因为当昆达利尼通过这个能量中心，这个能量中心照顾着我们的身体
的一面。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那么你的健康就会是良好的。但是仍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在你之内，那就是你情绪的一面，
同时你还有你的心理层面， 此外，你还有超越这所有之上的灵体，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将因为昆达利尼被唤醒而得到开悟，在你身
上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健康得以改善，毋庸置疑，所有类似于瘫痪，

癌症，

糖尿病的问题，都可以被霎哈嘉瑜伽所治愈，我必须向你解释糖尿病是如何被治愈的。 糖尿病发生在那些思考得太多的人身上，
他们想得太多，所以这个能量中心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它不能给予胰腺以足够的照看。胰腺是在左手侧，因为胰腺不能得到照
顾，左手边被冻结，而右手边非常努力地工作。现在，你如何治愈你的糖尿病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是一个得到觉醒的灵，你给
予胰腺以生命能量，让一个人得以平衡，有一个平衡的方法，如果你可以平衡，人们可以永久地摆脱糖尿病，关节炎也可以被治
愈。但现在我必须告诉你关于脾脏的事情，脾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认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完全了解它。 我们不知
道脾脏对我们有多重要，它是计速器，它照顾我们的速度。现今我们的生活非常快节奏，我们将整个生活压缩在一起。我们一面
走路一面还要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一面说话一面做其他的事情，我们是非常忙碌的人，
快节奏来到我们身边，脾脏疯狂了。脾脏是如何发疯的。这非常简单， 脾脏在那儿创造新的血细胞，通过红血球去战胜你经历的
所有紧急情况。举个例子，你正在吃食物，这是一个紧急情况，你需要更多的红血球，因此，这个脾脏开始散发出更多的红血球
，但同时，你正在看9点新闻播报，
并且你听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另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然后你吃完了事物并开始跑，第三个紧急情况出现了。
可怜的脾脏变得完全疯狂，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生产血细胞，

它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你，

因为突然之间你同时有三个或者四个紧急情况，正吃着你的早餐
又将一只脚放进车里面，正吃着你的早餐，同时又和旁边的人说话，这有一个人在说，上车吧 ，进去 。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着…
可怜的脾脏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移动，所以它就变得疯狂了，然后攻击以某种方式来到，血癌就到来了，血癌是快节奏的结果，
所以一个人必须是非常小心地让我们的脾脏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我作为你们的母亲警告你们，我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曾治好了血癌，但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一旦患上，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说，你完蛋了。
如今，我们已经治好了许多被认为难逃一死的血癌病人。八天之后 你会看到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给你一张证明，八天或一个月后
你从医院拿到，这张证明，说你会死掉。 但在霎哈嘉瑜伽，人们可以尝试治疗这些病人。当他们被治愈后，他们去到医生那里说
，哦，我知道这非常显着，但我们不能相信这是霎哈嘉瑜伽，即使医生治疗好了他们说， “哦！ 这名医生现在已经疯了，他说这
怎么可能？”在这他们已经证明这人会在八天内死亡，他在那里被治愈后的两年多都很强健，他们会说一定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想
接受，因为这挑战他们的知识，但在这里我不是要让他们离开职业，他们可以有很多病人。我在这里不是治病，那些求道者为了
获得自觉来到我这里，只有他们得到祝福，通过神的恩典，因为他们是求道者，他们是神的子民，并且他们必须成为先知，而且
当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他们必须用相同的方式转换其他人，他们会将他们当作先知。 威廉布莱克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说过，
他将所有的这些事情描述在他的书Milton里。你会感到惊讶，他已经将预言达至这样一种境界，他是如此一个预言家，他竟能描述
出我在Surrey

Hills城中居住的地方，“第一处灯塔将会在Surrey

Hills点燃”，同时他也提到我们灵舍地点将在一处废墟。因为我们没钱， 所以他们购买了一处废墟，基金会就在朗伯斯大道，也就
是在这里，我们的灵舍恰恰正是在朗伯斯大道上。这里就是朗伯斯大道，他这样说道，这里……将会成为耶路撒冷。好好想象一
下，一个一百年前的人能知道，他写下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人类对事情不敏感，我去看了他的展览，他曾是伟大的艺术家，我很
吃惊人们只看到他展示了在地狱中的裸体妇女。想想吧，你们去那里就为看这个，就好像你们去看花卉展，你们却在那捡垃圾。
这是看待美丽事物的方法吗？寻找美， 想着美， 然后你们变成美。为什么你们应该期待生活中的这些丑陋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不
渴望一些美丽的事物，这个美丽的事物便是你的灵。 这是我曾经告诉过你的第二个能量中心，这个中心限定着我们，它限定我们
寻求寄托的宗教信仰。我们寻求寄托的宗教，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宗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之树上面的花朵
，它们被人们摘了下来，然后这些人说，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他们让这些花朵非常丑陋，这样的花朵是腐烂的。 整

个的注意力应该是如何成为一个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也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只是唤醒你的昆达利尼，这是活生
生的工作。因为如果他是活生生的神，他就必须要做活生生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将一朵小花转变成为果实，你不能做这个工作，
你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使昆达利尼升起，但是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昆达利尼会开始运作，你可以用肉眼看到昆达利尼升到这
里，你可以看到你的洗礼发生，这被许多人描述过。迦梨陀娑曾经非常清楚地说过，有位伟大的诗人叫迦梨陀娑，他曾描述过霎
哈嘉瑜伽，大约是在三或四百年以前。 商羯罗曾十分明确地说过我告诉你们的所有事情，但是这个知识仅限于小部分人 克里希纳
只告诉了阿周那一个人；耶稣告诉了许多人，他们钉死了他，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要钉死他，他们没有认
出他；摩西，有多少人认出了他；亚伯拉罕，有多少人认出了他；他们从没有被认出，
从不被理解，这就是问题。这就需要去明白，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去认出，去理解，认出你就是那个灵，不是这个身体，
不是这个思维，

不是这个自我，但是你是一个灵。

而且不是某个所谓的导师的，能给予你灵性自觉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导师

，你必须理解这是导师的事情。 原始宗师告诉你保持中正，告诉你所有宗教的事，在宗教的名义下每个人都在说同一件事，现在
我不说这样的事，因为我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们在伦敦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酒鬼，他来找我，得到了自觉。第二天他起
床 他不想喝酒 他说，现在我享受自己，我不觉得无聊，我甚至不记得它。但他去了德国，他说两三个月后，他说我过去喜欢一种
酒，让我尝试它的味道如何，所以他过去并且喝了那种酒，当他喝的时候他想呕吐，他确认那酒闻起来很不好，赶紧扔掉，他从
没有过那种闻到酒想呕吐的感觉，因为当祂在你身体里受到启发后。 我就不需要告诉你，不要去偷东西，不要说脏话，不要做这
个，什么都不要说，就像我的女儿的女儿，孙女，就是自觉的灵，两个孩子，两个孙女都是实现了觉知的灵体。然后她们其中一
个过来跟我说，祖母，你读过这本叫精神科学的书吗 ？我说，没读过，怎么了？里面的内容很愚蠢不是吗？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说
谎，不要偷盗。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不喜欢它，然后更小的孙女说，这些都是愚蠢的人，他们怎么
能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没有那种诱惑，我们不必出售诱惑给你，因为你已经是被唤醒的，你的正法
，你的能量得到唤醒。 像我们人类，如果我们必须通过一条肮脏的小路，那么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捂住我们的
鼻子，我们闻到肮脏的气味。但如果换作一匹马，它会穿行其间，它不会烦躁，也没有不安。同样，你的意识被启发后，凡是错
误的，你都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远离你的灵，你不喜欢，因为你没有了能量，失去生命能量。另一个能量中心也很重要，关
乎我们的福祉，这个能量中心被叫做脐轮，关于脐轮我下次会讲，因为我今天告诉过你的东西已经非常详尽。今天你们可以问我
一些问题，但不要像上次那样，不要一直问，也不要一直是同一个人在问，一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问合理点的问题，因为如果
你是一个求道者，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好吗？ 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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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听不见我说话,请告诉我。抱歉，我这次演讲迟到了，不过沃伦医生有时间会向你们解释这次的经历。有时通过一个已经达到
某种境界的人更容易了解这件事，比通过一个站在第十个层次的人来了解更容易，那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告诉我：如果某人在第十
个层次出生，而其他人都在第一个层次，你如果从第十个层次告诉他们，他们首先不听，他们也不能理解你所见到的。这是不正
确的，我们应该试图在一个层次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很深的程度，那些还只是静态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必须要提高
他们的意识二三层，因此他们开始看到有些东西超越了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许多的错误或者之前发生了许多，有人故意
的那样做，许多是被误导的，许多是故意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即使你无意的给某人下毒或者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做的，结果
是相同的。同样地不管你是被误导还是故意的，无论做错了什么，都会对昆达里尼有影响。
现在这个宝瓶座的时代，这个词是我从沃夫医生那里拿来的，今天它是如此的真实。宝瓶座生的人意味着水的载体，在梵文中它
被称为kumbha，用梵文被叫做kumbhaKumbha，就是我们所说的昆达利尼。根轮就是kumbha，昆达利尼位于那儿，昆达利尼的
力量位于那儿，所以称之为宝瓶座时代，意味着已得自觉的灵必须要做一些工作，他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昆达利尼将要被唤
醒，这个时代将从一些人的昆达利尼被唤醒开始。
我之前曾跟你们讲过第二个能量中心，它被称为腹轮。是它给我们提供滋养，同时也提供我们创造的力量。这种滋养在内在被创
造出来，那个绿色的部分，它由十大原始宗师所代表。这十大原始宗师有另外一系列，我们称之为门徒原则。
关于这些大师，我上次曾经跟你们说过，但是今天我想讲一下其他的能量中心，尤其是脐轮。它位于人类肚脐眼的中心，是一个
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的轮穴。我们是通过这个能量中心开始追寻。在阿米巴虫阶段，我们追求食物，在稍高的层面我们开始追求
身材高大，比如说当他们进化成为猛犸象，所有的动物它们希望身材高大，好走在丛林之中能够够得着树并吃到树上的叶子，但
是那样的身高让他们太过高大，他们不得不变成更小一些的动物，比如说智能动物像猫以及猫科动物之类的，这就是进化是如何
发生的。我们从阿米巴虫就开始追寻，然后是作为动物去追寻，现在是作为人类去追寻。当我们进化得越来越高级的时候，我们
的追求也越来越精微，举个例子，有些人追求权力，这些人就没有那些追求灵性的人进化。毫无疑问，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追求
权力的阶段，你已经受够了对权力的追求，也许过去几世中你是国王或皇后，你一定是看尽了权力的可笑之处，所以你觉得有关
权力的事情已经够了，我们不想再有了，我们不想再有这些头痛的事。追求金钱的人也是，他们觉得已经够了，他们厌烦了，他
们说我们已经有了，所以现在你们在追寻更高的东西，向来都是这样，有更高的追求，但是超越这个追求却并没有被描述给如此
众多的人，他们也不能够理解什么是超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轮穴在你们的进化过程中是如此重要。
首先，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我们必须处于平衡之中，在生活中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做到，那就是在平衡之中。我的意思是
说，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假设这有一辆车，它行驶在一只轮子上，有多少人会想乘坐这样的车？你在生活中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
有平衡，否则的话，任何事情，即使只是抓着东西、拿着东西或者更小的事情，如骑自行车，你知道你都必须保持平衡，所以如
果昆达利尼要上升，你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人格，温和的人格，自然的、平衡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万一你不
是这样，你可以被吸入到中脉的中心路径，中脉是在你们进化的中心路径。现在通过保持在中间的通道 ，进化发生了。那些走向
极端的人被淘汰，那些通常让我们受苦的病毒就像植物在进化中，被淘汰的植物，现在我们称之为烟草的植物将在完全的进化中
出局。你会感到惊讶，多年后你找不到任何地方在种烟草，因为它将被进化过程淘汰，都是因为人类误解了烟草的用途，烟草是
一种杀虫剂，是用来杀灭害虫而不是自杀。但是我们有时忘记了，神所创造的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候我们用它来自我毁
灭，酒精也是一样，创造出酒精是用来抛光的，比如你需要擦亮水晶，它很好用。你应该用杜松子酒，很有效，用于钻石或其它
东西只是一种清洁剂，它是为了擦东西，就是擦亮东西的作用，它提供擦亮清洁的作用，酒精就是清洁剂，它的合成物就是使一
个东西干净。上天想让你拥有擦得亮亮的表面和东西很干净的样子，所以他给你清洁剂，现在你们开始喝它，该怎么办？他从来
没有要求你喝，如果你喝酒它也擦磨你的内脏，它有自己的本性，它没有任何道德的概念，我们不能责怪酒精，因为酒精是用来
清洁的，无论你把它放在哪里，它都会自动清洁，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作清洁的，无论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它很好的清洁，因此
，它也会很好地清洁你的肝脏，当肝脏自身被很好地清洁了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来自于肝脏的热量本来是要排出体外的，却
不得不流入到血流中，不能被排出的原因是因为会遇到阻碍，就是因为这种阻碍，可怜的肝脏不知如何是好，它只在其内部持续
地增加所有的热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肝脏不能再过滤任何东西的原因，你因此会得肝病，并感到头晕、恶心。肝脏能净化你
的注意力，无论你的注意力收集什么它都净化，所以当你经常生气时，会变得极不友好, 脾气暴躁 你经常对人咆哮，所有这些都
是典型的肝病征兆。我们变得自大，像绝对的直线，你变得很暴躁，有时候你可能会像鹰一样，人们害怕去接近这样的人，因此
这样的人性格孤僻，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如果你去接近那些喝得过多的酒鬼，他们会没来由的揍你，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事偶然
发生，如果你去问问一些酒鬼，现在几点，“是晚上”你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因此，喝酒会破坏你的意识，即使是个好人也会变得这
样。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会使这个人感觉很好，这是另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你所拥有能量向左侧移动，因为酒精的减少，你自觉到
能量从左移到右边（是右边吗），这可能给你一种感觉，我现在好多了，然后你就变得开心，因为你的自我是平静的，并且感觉
所有的事情都很美好，我现在真的变得温和了，我不能打任何人，让我有一点好的睡眠，但是第二天会有一点后遗症，你会感觉
很可怕，使你不知道怎么办。我是说这个东西，是使你在晚上时再次想拥有的东西，因为你又想进入左边的相同领域，现在这左
边的领域明显地表露出自我的份量减少了，但是它其实没有，它是不稳定的，其实是你们进入了超我。你看你的左手，然后自我
以为它消失了，因为超我的规模在增加，但是超我增强了，自我就被推倒了，然后当你来到自我层面时，它处于失落中，所以就
开始摇摆不定，像这样的人最后就变得非常困惑，他们可能最终进入一精神病院。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是当他们神智清醒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比如他们变得非常无聊，没有了酒精，无法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最让人吃惊是，人
们不能享受彼此，除非在他们之间有玻璃相隔。人类是如此漂亮，相比其他生物，他们有享受彼此的能力，他们是唯一享受到更
多祝福的。如果人们之间隔上了玻璃，他们只能朝对方咆哮而不能享受彼此，应该彻底的享受，没有任何东西隔在其中。
现在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脐轮。这个脐轮也会遭到破坏，当我们摄取酒精或者其他不好的东西，像毒品和甚至一些日常我看到
的药物，也能破坏它，然后你会在其他事情上出问题，像是消化作用，你会便秘，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你会有气体的问题和
其他问题，然后你的心脏也会出问题问题，会一个接着一个，我不是说这个只有酒精会引起，也会有其他的原因，但是酒精绝不
会有助于给予你一个好的健康状况，许多人有个感觉，是你只有喝了酒就会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是个错误的事情，因为健康不只
是身体上的健康，它也意味着精神的健康。人们认为身体上的健康是任何事情的终结，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形体的
存在，我们也是精神的存在和情感的存在。当你脐轮消耗得太多，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在享受你生活中的成就。比如一个人
变得富有，他变得极其富有，这是祝福，应该说是右脐轮的祝福。右脐轮给你大量的财富，许多钱，你将拥有十辆车，有十五个
人照料你，你拥有所有东西，但是它无法使你对生活感到满足，这些不能给你生活的满足感，你将继续追求金钱，最后以自杀之
类的行为告终，而你不会知道自己为何想要自杀，那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你会发现人们正打算自杀，而且越是富有人们
越是糟糕，而同时脐轮左边变得完全干枯。
脐轮左边代表家庭生活，它的神祇是古哈拉克什米，即掌管家庭的女神，是管理家务的。如果一个人过分追求金钱，他就会忽略
家庭，他没有时间关心他的家庭。丈夫和妻子也许在机场某个地方见面，或者只是相互挥个手，然后擦肩而过，孩子遭受得最多
。如此一来，女人不久也会找外，遇她们完全错误，她们开始模仿男性，像男人那样做。当他们互相比较时，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家庭就乱了，这个家庭主妇感觉到不满意，她的自我不满意，在古时候，丈夫通常都是去丛林砍柴带回家，然后把它给妻
子用来做饭用，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物物交换制度。他可以看她在家工作，现在丈夫挣了钱并且女人花钱消费，我的意思
是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而不是花，钱但对于男人说就象，我是挣钱的，而她是花钱的，所以她说好吧，我也去挣钱。但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有太多的竞争，太多的竞争，象现在这样。在两者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家庭受苦，孩子受罪，并且这样的人会与妻子有
问题， 妻子也会与丈夫有问题，并且你也在这个手指上感受到那个中心，如果那个手指有阻塞，在你的家庭关系中意味着有些问
题。你必须调整你自己，或者他必须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你们就象花朵，必须产生果实，那是大自然所希望的，大自
然希望你们结出果实，那就是你的孩子，那就是为什么你们是男人和女人，这是根本。现在，如果你想肩负着那个责任，如果你
也能做些事，你应该去做，但是主要的事请是如果你们不去做这些的话—照看你们的孩子，给他们快乐，给他们一个美丽的小窝
，然后我必须要说，你们在忽视你的责任，你们的注意力放到别的事情上了，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离婚和问题出现，妇女
要求得到权力，她们却超出了权力之外，她们变得爱管制，男人们也要管制，那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要知道夫妻是两个轮子，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它们是不一样的，它们不一样，因为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但是它们是平等的，无论它们做什么，都是平等的，它们同样的要平等地被尊重，一直都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有
个女孩来找我，她是一个私人秘书，她告诉我说：“母亲，您是这样说，但是我看到的是，所有那些男人和他们的私人秘书调情”。
我说：“好吧，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有什么关系，这表明这个男人有些问题，他不明白，他昏了头，他不能享受他的妻子，而追逐
其他事物，就像你的家里有些问题，所以你看着其他的东西，像在印度有人来你家，你要小心你的东西，但是在英国，我告诉他
们，如果有人来你家，要小心你的妻子，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后者是危险的，因为妻子是基本的，因为你不知道她会做什么
，她会如何反应，你也不知道客人会怎么做，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你从别人的家里拿走东西，那不是自由，因为”我们能拿
走别人家里的任何东西，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因为你随心所欲的自由，允许做你喜欢的事情，但是在那样的自由中你会伤害许多
人，最终伤害整个社会。这两个车轮对上帝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此多伟大的人想在这个地球出生，如此多伟大的灵想在这个地
球出生，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行事，就像车轮，不时翘起一只轮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伟大的人没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出生，
只有最坏类型的孩子愿意，他们将成为街头小流氓，他们将是恐怖的人，有着可怕的习性，他们将会扰乱国家的整个氛围。在此
，丈夫和妻子没有好的关系，孩子也会成为同样的街头流氓和这样恐怖的事情。你会惊讶的看到8岁5岁年龄的孩子，他们谋杀别
人，做各种各样令你震惊的事情。现在，你和我之间，因为你们也是丈夫、妻子，需要注意我们不应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我们应
该是互相尊重的夫妻，有很多事情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做，同样我们不需要坐下吵架，说我恨你，我恨你。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
语言中，你们需要稍微做一些改变。在印度，如果有人说，我恨你，那么这个人被视为是一个极其粗鲁的人。我是说，对别人说
我讨厌你，是很不好的一种行为，那样说话的话，说明你是一种很低级的人，说了“我讨厌你”又能怎样？如果你讨厌，能怎么呢？

你又不是上帝，如果你讨厌我，有什么紧要吗？事实上如果有人讨厌某人，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就会去讨厌别人。
“我讨厌你”这是在表达某种情绪，我感觉这对家庭系统来说是个很错误的表达方式。它会惊吓到孩子，孩子们都把你们当作崇拜者
看待。当他们出生时，你应当照看他们，如今大部分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孩子是天生自觉的，当我到达机场，我看到他们，我能看
出他们是天生自觉的。当他们看你，他们是很惊讶的。而且他们不开心
他们感到非常悲伤。他们不喜欢站在某一边，他们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吵架， 母亲也和父亲吵架，你必须要明白另一个事情，是要
有一些等级观念。妇女是家中最为重要的，就像大地母亲，她自己承受了所有的问，题因为她是最坚强的，还有谁能承担如此大
的压力，只能大地母亲才能做到。同样的一个女人在家里就是母亲，她必须去承受，你看她多好，丈夫他回家了，说些他想说的
，去除你所有的不洁，然后有一个很甜蜜的好丈夫，在外面时他对别人就像一个傲慢的老虎一样，这样的男人，你看，我可以说
他们就像孩子，他们像孩子，他们只对他们的妻子打开心扉，你们应该做一个接收者，那就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标志，一个坚强的
女人不会轻易对这些事情干扰，她不会被打扰，她说，好，你这个宝贝一起来，我有四个宝贝了，现在这是第五个，这是最小的
一个来了。让他叫喊，即使只是孩子，你必须有耐心，他们会打你，他们可能会做任何事情。在印度，人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非
常友善的，
孩子们是特殊的事物，当他们是小孩的时候，他们会做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但是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却没有青少年问题。
在小孩被尊重的地方，我们没有相应的问题，因为我们现代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去理解，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丈夫应该像绅士，他受到妻子绝对的尊重，但是如果妻子不尊重丈夫，妻子也不能从孩子那获取尊重。然而丈
夫必须是一个值得受人尊敬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男人不值得让人尊敬，他就不能很容易获得尊重，但是更加重要的
是，女性必须是值得受他人尊敬的，如果她不给与她的尊重，你可以应付各种类型的男人。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酒鬼，所有类
型，他们到来因为他们毕竟是人类，他们不是坏人，但是因为被粗鲁地对待，他们只好离开男性的统治。这是一个神话，你看，
他们不能统治，他们不擅长统治，他们做这些是因为他们想觉得他们是高人一等的，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不能统治，无论是哪种
类型的统治，无论在哪里，他们统治的都是非常微小的事情。就像小孩们，就是这样的，如果女人明白她们的成熟和她们作为女
人的责任，因为她们是夏克提女神，她们是家里的中间力量，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她们是至高无上的夏克提女神，但是如果她
们被干扰了，然后会使丈夫和孩子都受到干扰，但是她们是至高无上的，是这些人的动力所在，就像这里的电源，所以我们说很
好，这些照明灯和电源等等。但是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来源，是从某个地方默默地传送过来的能源，而且把传送能源当成是愉
快的事。同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我今天去去了墨尔本，感觉到了从这个手指到这个中心一直在发
热，这说明有点问题，关系到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我感觉他们都很消沉，丈夫很消沉，妻子也是。
可能是这里的法律都是反对男人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在美国的时，我发现他们那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奇怪。比如我见过
一位女士，就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我去了这位女士豪华的家，家里有游泳池，
还有这个和那个，有仆人来为她打理五层的楼房。她对我说：“

您看，我前夫中的一个要从洛杉矶来看您，”

我说：“好啊，不错的主意。” 所以他来了，你们知道吗他看起来像个乞丐， 走起路来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把和我母亲住的房
子出租了，生活很困难，我不得不拿它出来合租，那位女士就在那儿，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她是你的妻子。他说，我告诉你，
那房子是我的，我因为一个案子输给她了。我说：” 你是怎么输的？ ” “因为她要求离婚，因为她在一些事情上认定我是有罪，的
所以她就得到了房子，而且她嫁了3个丈夫，这3个丈夫搬走时都像乞丐一样，这个女士就变得很富有了”。如果你嫁给七个丈夫，
七个丈夫会永远毁掉了。但是这个妇女很有钱，拥有七倍多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法律。首先为什么那
儿需要有法律，我不理解在丈夫和妻子中，我只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印度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每个人都很关心他们的
妻子，因为她是他们最近和最亲爱的人，还有谁可以依赖？ 如果这个妇女对丈夫专一并且忠诚，你觉得他会和其他女人跑吗？ 他
会回到她身边，你明白他会厌恶这些为了金钱或者其他东西而生活的妇女，他不得不回来，因此你明白必须要采取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你必须明白你出生在一个时刻，无论与否，你会被完全的摧毁或者你将被完全的拯救 。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拯救人类， 你出生在这样一个你需要拯救人类的时代。它不只是昆达里里的升起会帮助你们， 因
为你们也许能得救，但你们必须去拯救整个社会，整个家庭，整个。我想说一旦你们被毁灭，整个宇宙或者整个创造将不会有意
义。
这就是其中一种毁灭的方式，就是毁灭家庭。孩子们变得疯狂，丈夫变得疯狂，他们最终都走向孤儿院，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们
大多在老年时待在孤老院，没有人关心。这是个关于给予、给予以及给予的问题。
这个古哈拉克希米的中心在左边，另一是RAJA LAXSHMI在右边。这个中心给我们统领他人的能力，而我们却走向极端，我们可
以变得十分傲慢，我们可以变得十分……可以说十分有权势，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有一万人来追悼的葬礼，这些从市场雇来的人假
哭丧，一切都结束了。对于这样的人他们会说“哦，感谢神，他终于死了，他对我们来说是个可怕的恐怖分子。”所以那是和RAJA
LAXSHMI一起的生活方式，但在这个轮中心是LAXSHMILAXSHMI，是女神，是我们内在的力量。通过它使我们获得平衡，过着
一种很平衡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
现在他们画了一幅美丽的LAXSHMI画，我们应该明白这力量是一位女士，是一位母亲，站在一朵莲花上，这些都是象征，它说明
了这些象征被创造出来有很深的意义。她站在一朵莲花上，想想是什么意思呢？谁能够站在莲花上呢？而且她是一个很健康的女
人，很健康的女人站在一朵莲花上，这意思是她从来不会施加压力给任何人。一个富有的人，他必须很大声地按他的汽车喇叭，

因为他富有，然后他认为他必须大声按喇叭，而且一个富有的人必须坐豪华大车，或者其他的可以让他炫耀他很有钱的东西。如
果他去参加什么活动，他必须要坐在前面，他应该得到前排的座位，他必须在每个地方都是被人所知的，每个人都要感觉到这个
富人的份量。他能与别人的10个妻子私奔，他可以有一艘大船，他可以得到任何数量的女人，他可以破坏任何家庭，他喜欢这样
，因为他是富人，这类事情在人类身上出现，但是站在莲花之上Laxshmi，她是上帝给予那人的财富的美丽和荣耀。
她手上持有两朵红色、粉色的花朵，它们也是莲花，在印度莲花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花朵，因为它是如此能包容那些粗俗的事物
。首先，莲花生于淤泥之中，只是想象一下在淤泥之中，在污秽之中，那里有非常难闻的气味出来，然而莲花却盛开了。她向整
个周围散发着芬芳美丽的香味，去除了所有的污秽，她大大的叶子覆盖整个池塘把池塘装扮得非常漂亮，这就是莲花。但是这个
莲花是粉色的，你们知道粉色象征着爱，粉色是爱的符号，所以一个人必须有巨大的爱和莲花般的柔软，莲花的内部非常的柔软
和美好。有一种蜜蜂，我不知道你们叫它什么，黑色种蜜蜂，非常大的一只，很可怕，那个黑色种蜜蜂，它有非常尖的长腿， 长
相很可怕，你不能碰它，这种蜜蜂可以在莲花中找到它的位置，当它飞向莲花中时，莲花打开了它的花瓣，把它包裹在其中，然
后让它在冠中休憩，像非常柔软的床，恰好的覆盖着它，给它一种摇摆的感觉，就像在母亲的膝盖上睡觉。甚至对待这样一个动
物，它给予了居住的地方。一个laxshmipati的人，一个享有Laxshmi的人，需要有一个像那样的性情。愿意接受任何去他家的人
，任何人。我看到了许多像那样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见到这样的人，应该接受别人，他们应该非常的高兴这些人来到家中，他
们应该觉得，哦上帝，我们家来了客人，这是多大的祝福啊。但是在现代，我们找出各种办法去躲避客人，客人相当于害虫。
过去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住在萨利山上，我们有所小房子， 独立的小房子，非常好的平房。那儿有七间平房，可怜的丈夫们被带
去修剪草坪，做各种工作，妻子们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一起把事情做得很好，擦亮铜器以及其他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完成
得非常好。我没有看见一只老鼠进入这些房间，连一只老鼠都没有，我的意思是除了人类没有其他的东西进入这些房间，只有这
两个人在进进出出，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每年都会有一些类似于某种形式的聚会，但是没有人。而我的房子是自然的打开的，我
喜欢这样，所以它一直开着，人们可以进进出出，而且我非常享受他们的陪伴。有一天他们问我，你的房子发生了什么事？所有
的人都到你房子里来，人们常常惊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就是来这里喝杯茶，然后走了，就
是这样，就是在一起聊聊天，享受爱与亲密。但这是什么，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我必须说悉尼的人们都是有着非常开放的心的
，他们喜欢在一起，他们喜欢欢聚，但是这一切，如果你没有与其他人共享，与他人分享你的财富，那么财富有什么用处？如果
你富有，你会去赛马，这是你在独自享乐，如果你拥有财富，你会做一些非常个人主义的事情。除非你学会分享你的财富否则你
不能享受它，就像有一天我曾经告诉你们的，我内在拥有所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分
享，所以我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不能享受不与人分享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千里迢迢来到澳大利亚。今天我丈
夫坚持要我赶快回来，我说：“不，我要会见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然后我才回来”，所以在你得到自觉后，除非你开始分享这爱，否
则你不能享受。所有的主义都在退出，因为你变成两个极端的结合，你就开始享受你自己。
女神这只手上拿着莲花，另外一只手是像这样的。她有四只手，一只手是像这样，这只手像这样，是说你看，我们必须给予，我
们必须给予，我们必须是慷慨的。吝啬的人不可能得到祝福，他们得不到。吝啬的富有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最坏的事情，意思是说
，如果你看一个吝啬的人，我的意思是，我被一个这样的人弄得很头疼，你看他对每件事都打算盘，算计每件事情，你看吝啬这
样糟糕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当他们死了，他们的孩子拿出他们所有的钱，挥霍一空。那些吝啬的人们有另外一种让他们的钱
财洗劫一空的方式，举个例子，一个小偷可能进来，如果不是小偷，他们的孩子会变得非常任性，或一些事情会发生，他们会生
病，他们会把手摔坏，把脚摔坏或其他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不得不花钱，因此吝啬的人对社会而言是个麻烦，他们没有给予社会
任何东西，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他们有着非常有害的个性。那些给予的人，当然我不认为应该无节制地给予，因为这样也会将
人们宠坏，如果你无节制地给一些人东西，他们会完全地被宠坏，他们不知道如何用那钱，这就是人类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不
能承受任何东西。如果你给他们钱，他们要么变得非常吝啬，要么变得非常任性。因为如果你给予他们权力，他们要么变得非常
独裁，要么变成破坏者，我的意思是，没有自觉你不能给予人类任何东西，他们都会变得极端，变得疯狂，那是用一个词你就可
以解释的。
krishna神说过:“瑜伽kshema mahatmyam”，他说我给你瑜伽那是要与神连结，得到自觉，然后我来照管你的kshemakshema。意
思是你的福祉，这福祉和这个laxshmi一同产生。在一只手是给予，另一只手是保护，这只给予的手不用让另一只手知道，它是如
此优雅的仁慈的完成的。
今天我讲一讲某个人的故事，关于我的父亲，他是我所知的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他过去在每个周日下午有个习惯，他告诉所有人
说，我要赠送很多东西，我房子里有太多东西了，他拿出所有的毯子餐具，有时候是食物，任何他感觉可以赠送的东西，所以人
们都来，他都分给东西，他一直低着头，有些人告诉他，有什么用呢？有人拿走3条毯子，有人拿走两条，你只顾着给出，发生了
什么事你甚至不清楚，请至少抬起头看看。我父亲说，问题在于因为不是我在给予，是上帝在给予，我只是站在给予者和收受者
之间。他们都说谢谢你的给予， 谢谢，所以我一开始还感到有点害羞，但又想到这是上帝在给予这些物品，由他照管谁拿了两个
或一个，我就不必为此烦恼了，我只是站在两者之间，我不想看到谁拿了两个或一个，在我自身的生命里，总是看到这样的事发
生，我也看到他越慷慨地付出，财物就越多地流入我家。我的意思是，就像你打开门的另一面，财物开始流动起来。但有些人已
有60件衬衣了，他们仍然去市场上买更多的衬衣，而他们会说:“噢，我急缺衬衣！”我弄不懂这种积攒衬衣的事情，太荒唐了，不
是吗？这些事情真的是很荒唐，有人说我急缺鞋子，你去看他家的鞋子从上到下堆满了，你可以打开一个鞋柜，或者诸如此类，

买这么多鞋子有什么用呢？因为你的脚多年来已是同样的尺码不会变了，即使获得自觉之后，所以没有必要再买，我的意思是如
果你给出一些就好了，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一些弟子想要送我一双鞋，他们给我一双鞋，我走哪里他们都送
我拖鞋或鞋什么的，我说我有太多的鞋了，现在我该怎么办？他们说：“母亲，请赠还给我们，我们会保存，因为有能量。”我说：
“是个好主意。”

因为我也没有地方放这些鞋，我又不是鞋匠。对此我无能为力，对我来说它们毫无用处，最好是送花，这样我可

以把他们放回海洋或河流里。
即使在这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跑到商店里，我一定要买这个，人们就像这样、那样地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呢，你就看你想要买的，去到商店，挑选你要的，然后买下来，但你却这也想看，那也想看。我认识一个人，家里有十个熨衣板
，二十个熨斗，都锁起来了。我说，这些给谁用呀，她说也许我孩子需要。我说：“你就一个孩子呀，上帝太不照顾你了，你只有
一个孩子，现在你要怎么处理这些熨斗？最好扔掉吧。”你们知道这些电器会老化坏掉的，但她不想处理，她给每个人展示“看看，
我有这个”，这些也不是古董，都是现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积攒了许多东西，许多没有用处、没有美感的东西。
实际上你应该是在要送人的时候去买那些东西，这是极大享受的最佳途径。任何人喜欢，就拿去，你看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非
常好的，要你们理解有点困难，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的孩子们和丈夫有点担忧，“天知道下次她会把什么东西给出去”。但是你会感
到惊讶，我有这么多东西，非常多东西，我整天都在想把什么送给谁，房子里还是有这么东西，我们必须要换个大房子了。我不
知道怎么处理这么多东西，我努力把这些东西给人，“Baba你以前喜欢这个，你拿走”。但是他们说：“别别别，怎么能给我呢。”这
真的让我特别愉悦，人们应该学会这样做。但我看到人类去不这样做，给自己时他们会买钻石，当要送什么给别人时，他们会送
人造的物品。至少那个时候不要戴什么钻石，至少这礼物上应该有些许心意，所以当你给出礼物时，你应该用全部的心意送出。
你只需感受那种给出的爱的感觉，你感到如此快乐，因为你会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就像海洋产生这么多的云朵，大海收纳了这么
多的江河 ，然后又造出云朵，形成一个从美丽到变为美丽的循环。在开始美的创造后，是如此的美丽，那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
那样一种美丽的循环，这一切充满了喜乐，对你和那接受的人，就是这样。
这只手用来保护，你必须保护那些跟随认同你的人，他们依靠你，是你的孩子们。人们总是在孩子小的时候责骂他们，为什么你
要弄脏那地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训导。好的训导是给孩子们尊严
。
在印度，我们认为孩子在家中被如何对待，能体现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家庭。例如在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叫孩子叫“先生”，有点像那
个 ap，意思是“先生”，我们从来不用不礼貌的方式称呼孩子，我们把他们放在一个尊贵的水平上，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会告
诉你关于我孙女的事情，有个人一天告诉她，有个很合适的男孩，你为什么不嫁给他？她说：“你为什么想要谈论婚姻？我还没成
长到可以谈论婚姻的年纪。”我们需要尊贵的对待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在不合适的年龄考虑婚姻？我的祖母会把我嫁出去，我想
要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一个7岁的小女孩对一个妇女说，她是一个属于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她试着取笑我的孙女，我的孙女说“
这是有损尊严的”，想一想在7岁的年纪，他们有自己的尊严的感觉。你不需要告诉他们不要糟蹋地毯，只要给他们尊严，他们就
再也不会损坏毯子了，你们将会很吃惊。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小看他们，他们变得很伤心，他们认为我们什么都不好，我们不知道
怎么做，大人们一直这样教育我们。
如果你要教育他们，可以以别人为例子，“那个男孩子，你看，真是没办法，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毁了整块地毯，我去他家里
时还滑倒了。”孩子马上就明白了。如果直接就一直地打孩子，会让他形成一个性格，藏不了任何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他以后可能
像他的父母一样变成一个很自大的人，他的行为也会和他父母一样，他没有尊贵，那种用沉默来表达的一种高贵，每当人们看到
这种人的时候就会说，多么尊贵的一个人，这就是尊严。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典范。我想纠正孩子的错误不是根本，管束也不是
，而是要让他们成长。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是快乐，是幸福的家庭，是完全的保护，是绝对的安全感。这样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没有青春期问题，一点青春
期问题也没有，你会惊讶地发现，无论你带他们去哪儿，他们都表现得如此有尊严，如此成熟，令所有人感到惊讶，你无需告诉
他们怎么做。我见过就连很小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的房子保持干净而且经常打理，孩子们自己就会保持干净，他们愿意这么
做，因为孩子就像美丽的花骨朵。要从根上嫁接他们，他们太依赖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尊严。请尝试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给
他们尊严感，你将会惊讶于他们的表现，我们说他们被惯坏了，我从没见过当小孩子被有尊严地对待时他们会被惯坏。就像我的
孙子是一个自觉的灵，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他所有的朋友年龄都在25岁以上，你看他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他不喜欢穿任
何滑稽可笑的衣服，并且他说这看起来像个小丑 ，我不是小丑我不想穿它。我发现在新加坡为他买一条看起来不滑稽可笑的裤子
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里所有的裤子都有米老鼠在上面，我也看见我的孙女那儿有一些洋娃娃有着一张鸭子一样的脸，他们问：“
这些洋娃娃出什么问题了，它们应该知道如何放它们的嘴唇，这是不好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知道这是错误的，“她快要发脾
气了”他们说这只鸭子快要发脾气了，所以她才有这样的行为。你看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就像他们是伟大的曾祖母
。我们必须给予他们真正的爱、喜悦和幸福，这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的东西。你将惊奇地看到澳大利亚将会得到祝福，有小
孩出生，这些小孩是伟大的圣人，非常非常伟大的圣人，我知道你们必须用尊严去照看他们，在这个国家即将出生非常伟大的圣
徒，所以我必须要求你们，忘掉你们所有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好好照顾你们的孩子，给他们尊严，给他们一个
能够好好成长的窝。在英国我看到一个80岁的妇女却表现得像个新娘，我是说她还没有从做新娘的角色里恢复过来，就像电影《
远大前程》里的一个演员。你应该读过查尔斯﹒狄更斯的这本小说，里面有个新娘，她天天就想着她是个新娘，这场景我今天看到

了，他们一直都处在刚刚新婚那种状态下。你要明白，你是个母亲，你必须有尊严地对待你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母亲应该给予的
爱，这对有些人来说非常的困难，去接受这个当母亲的位置，他们认为为什么女人应该要做母亲，我说当母亲是最伟大的事业，
看我，能当母亲是最伟大的事，爱每个人，他们都依靠你，你能给予他们爱与引导。正是因为爱，这种感知力多么伟大， 哦，我
能付出多少，我能用爱填满多少杯子，多么伟大的感知力。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母亲这个身份代表什么，你要把母爱推广到孩子，
孩子的孩子，到整个宇宙。一个妇女身上的Gruha
Lakshmi的特质是如此伟大，同样父亲也需要做许多事情，关于这个今后谈论另一个中心的时候我会讲。
我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心的事情，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一直感到这两个手指非常堵塞，所以我们必须谈论这些受感染的事情
。今天我看见有五六个孩子都把手指放在嘴里，都是获得自觉的孩子，他们吮吸手指，他们这样吮吸，一再展示给我看，所以你
能想象这个能量中心是多么有问题，这意味着你去过一些假导师那里，如果你去过一些假导师那，这个拇指就会被感染，这是为
什么小孩子把他们的手指放在嘴巴里。弗洛伊德有他自己的荒谬理论，但是事实上是这个能量中心有感染，这些天生自觉的孩子
在展示给你看。今天我可能不能讲另外一个能量中心太多，但是稍后下个计划的日期是什么时候？下周一、周三、周五三天的时
间，我可以讲这些能量中心，我尤其希望讲耶稣的那个能量中心，因为我遇见一些人，当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告诉那儿的人们，
你将会再次出生，你将会得到重生，你必须得到自觉，所以我发现在美国无论是我做的任何演讲都比你们所看见的这些要大得多
，他们将我的演讲录制下来，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告诉我说：“母亲，你最好申请版权，或者不让他们录制”，我问为什么，他们说：
“他们将会出版这些录像，这些都是记者。”我说：“非常好，让他们写吧”，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发起了一个叫做“重生”的组织，想
象一下，现在如果我说你必须得到重生，然后你成立一个组织说我们已经自我认证了。
人们应该要明白你将会得到重生的真实含义，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将会通过我而得到重生，这是事实。耶稣基督在那儿，就是
这儿，这是门户，看这个狭窄的门户，你的昆达利尼必须要通过它，万一灵量没有通过， 你必须说主祷文，你必须以耶稣基督的
名义，你必须要崇拜他，只有当它通过了，才表示你已经通过了耶稣基督，你进入神的国度。它是大脑的边缘区，所以耶稣基督
说你必须通过他。

这是事实，并不是像那些自我认证的人们所说的：“好的，这是耶稣基督，这是圣经，这是耶稣基督”，就好像

耶稣基督躺在那儿一样，你只需要转动一块石头，然后你就在那儿找到他了，你如何找到耶稣，只有当昆达利尼被唤醒，它通过
耶稣基督，你才能接近他，这就是门。比如说，你们都是基督徒或者可能是犹太教或者其他的，但是例如在印度，他们对基督教
有一种非常敌对的情绪，现在甚至是对印度教或者对伊斯兰教。如果他否认，他说好吧我不信基督，他必须这样，我必须告诉他
，如果你不信基督，那我不能给你自觉，你必须请求原谅，你必须请求基督，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现在这儿可能有犹太人或基督
徒，任何宗派，他们需要知道这些宗师们都在这儿。例如有一个医生，他来自德黑兰，来看我，他得了癌症，他跑来看我，他得
了胃癌，因此我告诉他：“你相信默罕默德和Dattatreya和Nanaka是一样的吗？” 他说：“ 不，我甚至都不相信你说他是摩西或亚伯
拉罕”，我说：“他是摩西或亚伯拉罕，他们都有非常强大的人格，除非直到你接受他就是摩西和亚伯拉罕，否则你不会获得。他说
：“啊，我不能这样说，因为犹太人和穆斯林就是这样的”，我说他们一样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你只是纠结在无谓的事情上，我知道
谁是摩西，谁是亚伯拉罕，但是他那时没有接受。
过了八天，他的妻子，她是个很智慧的人，她说你最好接受它，你现在很不好，你将要死掉，最好接受它。
然后他们来了，你看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被强迫的，他来了说：“好的母亲，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接受”， 我说：“不是这样
的，你应该发自内心的这样说”，后来他被治愈了。因此不要有任何极度的想法，他们全部在那儿，他们全部是一个整体，只有我
们开始挣扎着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中心。因为我觉得那是个很重要的中心，我已经说到了幻海，讨论了
关于所有这些亚伯拉罕、摩西和所有旧约全书，他们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是为了给我们开出一条可以穿过
的路？为什么他需要被钉上十字架？我之后会花更多的时间谈论这个，我希望你们可以方便的时候再来，我希望你们会有个更好
的礼，堂这儿他们感觉非常热。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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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讲座 追寻的目的
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墨尔本。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人到了悉尼，说：“母亲，您必须到墨尔本来，我们需要您。”

我以前因为别的目

的来这里的时候,感觉到墨尔本的能量真的非常好。这里非常有可能有很多求道者。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到你们中间来。
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成千上万的，上百万的人一出生便是求道者，必须得到他们的自觉。他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意义，他们必须知
道为什么大自然把他们从阿米巴虫变成了人类，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除非你找到人生的目的，否则你不会开心，你不会得到
满足，你可能尝试其他的事，你可能走向各种自我的道路，你也可能走上其他的路，如追求金钱。你可能会吸毒、酗酒、损坏肝
脏……各种各样的事.但是这些事都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满足，你必须找出那个绝对真理，否则我们将在迷惑中，那个绝对真理在你
体内，这就是为什么霎哈嘉瑜伽是自然而然的，是活生生的。
Saha 意思是“带来”， “Ja” 意思是“出生”，是你天生自带的，如同在一颗种子之内，所有未来要显现的蓝图已经内置，同样在内在
，你的灵和灵量已经在那里，等待一个机会给予你自觉。在谈到自觉的益处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保持开放的心，就像你去听任
何科学演讲或者其他演讲，霎哈嘉瑜伽中没有什么戏法，也没有推销、导师推销。它是实际的发生，一种实现，它内在于你，是
活生生的力量，像花朵成为果实或鸡蛋成为小鸡，你获得了自觉， 成为一种不同的个性，一种新的意识向度，在你之内生长。这
个新的意识向度得到实现，不仅仅是一些单纯的文字或任何的洗脑，它是你内在实际的变化。籍着这种变化，你开始感受到集体
意识，你是整体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很多人曾经讲到它，我们也相信我们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我
们感受不到，因此这是应该发生在你们身上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接受，在自觉之后是什么在滋养着我们的成长。逐渐地你开始
接受它，并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它会发生。
在悉尼，我发现人们对于他们的追寻都非常的真诚，同时他们也真的欣赏我的诚实。这是一个过程，长期以来根植于我们内在。
这里你可以看见不同的轮穴，这些中心被安置在人类的内在，它们作为精微的能量中心存在于脊髓和头脑中。在梵文中它们被称
为“轮穴”，这些中心存在于我们内在，作为我们进化的里程碑，例如，最底部的轮穴被称作“根轮”，在那一点上，我们是碳分子，
我们是物质，在那一点上，我们是纯真的，物质是纯真的，所以在我们内在创造的第一件事情是纯真。
在纯真被创造之后，整个宇宙才被创造出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轮穴放置在灵量之下。灵量是纯粹欲望的力量。只要是纯
粹的，我们都称之为神圣。这欲望的神圣力量然处于休眠状态。这个力量是想要与灵合一。不了解灵，你就无法了解神。你需要
被置于大能之中，你还没有被放入到大能之中。举个例子，我们使用这个设备（话筒），如果它不与主机连接它就没有意义，所
以这必须发生。这就好比种子中的胚芽，它是种子中萌芽的力量，你得到了这个力量，留在体内的力量，它在沉睡中等待着一个
时刻，等待一个被上天授权的人而不是任何组织或人类所认证的人，这个人是自觉的灵，是个开悟的人，明白这个力量是什么。
它在等待这样一个人，然后它便自我觉醒了，然后你得到你的自觉。它必须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每件重大的事情都必须是自然
而然的，我们的呼吸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在进行，以至于在它停止或直到我们感到不能呼吸之前，我们都把它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如果你必须去读一本书或者做一些努力才能呼吸的话，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超过5分钟？
我们进化的顶点是如此重要，所有的创造物都是被神圣的力量所创造，你们也是被神圣的力量所创造，这个伟大的事件也将要被
神圣的力量所完成。现在一些人问我“这就不能在我们身上自动的发生吗？”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我们进化的每个阶段，神都会以某
种面向降世或给予一些神的指点，以便给予我们更高的意识。但是这一次，必须由某个人来完成，因为你们已经到达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必须从神的口中知道这些。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我想人们太自我导向了，他们会说：“为什么是由您来做,母亲
？”我说：“你最好也来一起做，如果你们能够做这件事情，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女人，我不需要从你们那获取
任何东西，我只是需要给予，但是如果你能够做我的工作，我将会非常高兴地退休。”

“为什么是由您来做”

问起来轻松，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去问上帝，为什么他给我这个力量。 你们不用觉得太受伤，毕竟你们也拥有很多我不拥有的力量
，比如说我不知道怎样开车，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打开一个普通的罐子。但是如果我知道如何
启动昆达利尼，为什么这就伤害了你的自我了？为什么你们要感到不舒服？

我必须日复一日地工作，去完成这项工作，它只是给你的一些礼物，没有买卖，你不能付钱购买它，它在你的控制之外。要去想
象神，你需要看到实相，你必须放弃自己的设想。假设我设想了一个大厅，在看到它之前我会有些有趣的想法，但是在看到后，
只有我真的知道它是什么，同样地人们写了书，他们写了成千上万本书或者是他们写了数百万的书，那能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写
了这些书，他们给你们任何自觉了吗？他们给你纯粹的经验让你认识你自己了吗？你清楚你的中心，你也清楚其他人的中心，你
开始验证你自己的力量，你成为你自己力量的主人，这就是你应该追求的标准。
你不属于自己以外的其它任何东西，我们属于这个邪教或这个团体或这个宗教，或这个和那个，但是你必须明白你不是在那儿花
钱请他们当状师，我的意思是说你花钱请他们当状师，或者他们的律师或者法务官，无论你称呼它什么，但是你应该试着真诚地
寻求真理，找寻真理，这样你才能得到真理。因此你首先该明白的是你买不到这神圣，你无法买它，这是种亵渎，这是一种亵渎
。然后你无法通过努力得到它。如果你要播种，你要怎么做，你把种子放进大地母亲，然后种子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发芽，它已经
拥有那力量，你只需要把它放入大地母亲，然后大地母亲会用她的温暖让种子发芽，你会因此而对大地母亲发怒么？说：“你为什
么要那样做？” 如果她必须这样做，她便要这样做，无论太阳做了什么，都是它必须要做得，无论你必须要做什么，你可以去做。
无论动物们做什么，都是它们必须做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还未到达我们想达到的目标，你便会意识到还有一点差距。
灵量升起非常迅速，但是在某些人身上需要花更多时间，因为我们的能量中心有阻塞或者我们内在不平衡。我会简单地告诉你们
什么是灵量，整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我希望你们都有一些书，你也可以自己打开看，没有书的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这样会
更容易理解。书的后面你会发现有张漂亮的图表。首先你必须对你的寻求抱着诚实的态度，绝对的诚实，然后所有的事都会成就
。
现在你们看这幅图，这是第一个中心，我说过叫根轮和圣骨。sacrum这个词是神圣的意思，Sacrum就是灵量所在的骨头，我想
让你们从上往下看，这个蓝色的 气球型的结构，一直往下到第一个轮穴，然后这里代表了我们体内一个精微的力量，就是愿望的
力量。它在外体现了左交感神经系统，这是人类情绪的一面，它不仅是情绪，它还是制约，来自内在的，当我们说别干这个、别
干那个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气球状的结构，称之为“超我”，在梵文中叫mana，所以这是mana的力量。mana shakti英语语言会
变得有点混乱，当你说精神方面的事情，你并非指的是脑力。脑力跟思维想事情有关，当你说精神问题时，其实是说人们困扰于
情绪问题，这有点混乱，但是在心理学中荣格做了很好的描述。他是一个自觉的灵。超我和其标志即是一种力量，通过它，我们
内在积累下所有的制约，我们将之留给过去。超越左手边这个区域，存在于潜意识之外，集体潜意识。自创造以来所有已死的事
物都在左手，这边就如同我告诉过你们的，它显现为左交感神经系统。在医学中左边和右边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你将会发现左边
和右边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左交感神经系统照顾着我们的情感的一面，通过练习霎哈嘉瑜伽，这方面可以得以改善；右面的一边
是另外一种力量，它是行动的力量，当我们有愿望，愿望必须要得以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被称为prana
Shakti或行动的力量，有些人称之为 kriya Shakti，它照看着我们理性的一面，我们的智力和头脑。通过它，我们从事思想和身体
层面的活动，通过它我们进入行动，它的活动产生了另外一个气球。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一个黄色的气球，我们将它称之为自
我E.G.O 。这两种力量在一个点汇合。
当一个孩子12岁左右的时候，他这里完全地钙化，但是在童年时期，当你只有一岁或一岁半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这块叫做囟门
的软骨的钙化。在这个中心是第三个力量被称为进化的力量，寄托的力量，这宗教的力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religo的意思是能力
，你可以称它为品质，就好比金子是不会褪色的，这就是金子的品质，碳有四个原子价，这是碳的品质，同样地人类也有10个宗
师，这些宗师是正法或者是一个人的宗教。它与外部那些你相信或加入或出生即属于的宗教无关。我们内里有十大宗师，他们在
这个地方，我们称它为“幻海”，但是不同于禅宗的幻海而是胴腔，在这个区域我们有了物质层面的发展，只有物质层面发展了我们
才能进化，例如，一条鱼从水里出来，通过开始爬行而获得了一种特质，从而变成了一种爬虫，一开始是一条鱼，然后一群一群
的鱼开始爬出水面，然后进化。就是这样，直到我们变成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知道，偏左和偏右的动物们，右脉的更加凶
猛，是强势的类型，左脉的则狡猾，像很多夜行动物，他们都是左脉的，他们易受惊吓，活在左边。而那些富有侵略性的动物则
是右脉的，他们甚至不吃某些蔬菜，这是你们给植物起的名字。
在进化过程中被遗弃，他们被扔向右边和左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意味着人类拥有上帝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上
帝是原初存在，他是宏观世界而你们是微观的，你们是他身体的一个细胞，可你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觉知和意识是不同的，觉
知是一种实现而意识到是指你主观上相信，理性上你知道，“我了解那个，我们觉得我们是兄弟姐妹”。
现在讲讲我们内在的各个中心。第一个能量中心，如同我告诉过你的，是根轮。你们将会很高兴地知道澳大利亚是宇宙的根轮。
如果你问生命能量这个问题，你将会知道这是事实。根本上来说，你们是纯真的人，你也不知道当你犯下罪行的时候，这才是罪

，你只是非常无辜地犯了罪，你不是故意去做的，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过错。第二个能量中心是一个叫做“腹轮”的能量中心。
第一个能量中心显现为你的盆腔神经丛。右边的那个显现为右交感神经系统，这个能量中心显示你的副交感神经是断掉的，它还
不完整。无论你作为一个人类在你的意识中取得了任何的成绩，都存在于这个中心。这儿有一个缺口，你必须在那儿得到突破，
并与那个力量得以联接。现在第二个能量中心是称作腹轮的能量中心，你不需要为它的名字烦恼，它是行动的中心。通过它你进
行思考，思考将来。这个能量中心照看许多我们内部的器官，它照看你的肝脏，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这个能量中心所照顾，肝脏，
然后它照顾你的胰腺,你的脾脏，你的肾，女人的子宫。
这个能量中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显现为主动脉丛，将腹部的脂肪细胞转化去替代脑部的脂肪细胞，因为脑部的所有脂肪细胞都要
被替代，因为你思考,思考,思考，发疯地思考，你思考如此之多，就好像有两只喇叭正从你的思考中走出来，你可能会说：“母亲
，头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头脑就是问题.”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头脑是有局限性的吗？理性有局限性。你必须超越局限。我来到这

个礼堂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车停在外面，这个头脑可以到达一个高度，如果你试图超越它，你会变得疯狂。我们不会把车停到里
面来，同样的，这个头脑不能带你超越局限，这是很有局限性的，你必须超越这个头脑。
这个中心在工作，提供着脂肪细胞。当你思考太多时，所有其他的脏器都不能得到照顾，都被忽视。这个人思考地太多，生活在
未来，过多地计划，此外他喝酒。假设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其他事，比如吸毒，吃进胃里吃很多油腻食物，所有这些东西，最后他
那可怜的肝脏就完蛋了。肝脏负责解除身体里的所有毒素，各种各样的毒，但这个肝脏不能正常工作了，你却没有感觉到。只有
热力开始聚集，你总是觉得烦躁，你感到非常不开心，你不想面对当下，你想要逃离，你感觉极度糟糕，你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
，所有都是因为一个不好的肝脏。
除了肝脏之外，你的胰腺也被耗尽，你得了一种病叫糖尿病。得了病后,你喝咖啡，干其他的事情，加剧病情。说起咖啡，我是说
人们喝咖啡的量，我有时候真搞不明白，那咖啡真的会对胰腺有损害，你会患上更严重的疾病，比糖尿病还严重。在胰脏外面是
脾脏，现代人的脾脏最易受损，脾脏非常糟糕。脾脏是我们体内的计速器，它控制你的速度，当你吃饭时，你突然打开电视新闻
，或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你受到震惊并在内里产生紧急情况，脾脏已经忙于产生红细胞红血球用于消化食物，突然有了其
他的紧急情况，第三方紧急情况。
我们吃早饭的方式是，一半三明治在嘴里还没吃完就跑进汽车里去，告诉你的妻子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匆匆扎入到 业上的竞争之
中，最后以你得到一个疯狂的胰脏作为结束。你的胰脏不知道如何应付你套筒式的行为，它变得非常疯狂，开始产生疯狂的细胞
，这些疯狂的细胞最终导致非常严重的疾病，那就是血癌。
不久前的一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母亲，孩子怎么会得血癌呢？”。

我说，如果我告诉你，你不要生我的气，但是当我们

照看我们孩子的生活时，小可怜，他们是非常小的孩子。我们试图让他们成为好公民，所以这个疯狂的脾脏变得完全地不受控制
。它开始产生血细胞，这些血细胞变成恶意的，它们随机地运动，当一个细胞变得非常大的时候，恶性肿瘤就发生了。尤其是有
时候当我们也是非常恶意的人的时候，你希望在社会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吞噬每一个人，侵略每一个人。在这些竞争中，我们
希望自己拥有一切。当你老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双手颤抖，双脚颤抖，你不能正常地走，路或者你发展出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脏
病或中风。这个事业上的竞争，非常有竞争性。竞争是为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得以成长，举例说,如果
只有你的鼻子开始像这样长大，没有与你的身体或者脸发生联系，那其余部分将会发生什么？只是凭借你一己之力，我是独立的
，然后你独自成长，与社会、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和其他部分的没有联系、没有协调，然后你变成恶意的。你失去所有的平衡，你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是悲剧。当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如此的自我导向，以至于剧痛不能被感觉到，直至你到达一
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突然那个人疯狂了，在英语中你称它为 ga-ga，美式英语。你发现他们不能说话。
我曾经在巴黎见识过一些人，年纪不是很大，比我要年轻，上了一辆公交车。他们非常大声地说话，各种法语单词，然后我问：“
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母亲，他们在谈论以前的战争。” 我说：“为什么？”他们回答：“他们就是这样说话的方式，他们疯了。”
他们变得不正常了，因为你正蹦蹦跳跳地朝地狱奔去。这个过程将会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一些非常滑稽可笑的人，他们非常的神
经过敏，他们抽动他们的头、脖子,每一个部位。他们的孩子是如此的具有侵略性，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行为。我们必须要
明白我们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任何不是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所完成的事情能给世界造成可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在制造之中。
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们，第二个能量中心对于现代人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开始思考得太多，你就是在用你右边，左边就会冻结。
通过加快你的思维过程，思考太多关于未来的东西， 有太多的计划，当然大多数计划都白费了，这种浪费在思考上的精力让我们
发现，我们其实没必要思考这么多，我们原本没必要这么泄气，在某种程度上，计划一点用都没有。假使我必须来到这个大厅，
我不认识路，我能有什么计划？我只能问别人你是怎么去到那儿的，并且如实面对它。假设一颗种子要生根发芽，能在之前就计
划些什么吗？不能！它能够做的就是面对它，它是一个小细胞，这么明智，它知道这里有一个障碍物，没有必要与这块石头抗争

，于是它绕过去，穿透所有柔软的地方，让它自己非常明智和合理地嵌入进去，并且利用那块岩石，用岩石去将树稳固。
当我们尝试去支配他人时，我是说那些世故的人，你越是老练，你的自我也便越老练，带着这些精于世故，你非常的满足,“抱歉”
、“是的”，虽然说着这些，但是在内在一个大大的自我先生开始发展起来，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它挤压你的超我，然后超我降低。
现在位于 两个地方的缝隙，这个缝隙本来应该在这个地方，但它不在那儿了，自我压制超我，直到超我开始看到这个巨大的自我
，然后这样的人开始逃逸，开始需要酒精。酒精可以让超我升起，或者开始尝试毒品，尝试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逃逸方式，以图从
他的自我中挣脱出来。因为他无法忍受它了，现在摇摆不定开始了，自我和超我开始摇摆，这就是为何你会看到一些完全混乱困
惑的人们。此外,总体来说，现代全部的问题是在混乱状态之中，最后的审判已经开始，只有通过唤醒你的灵量，你才能评判你自
己，并纠正你自己，你才能进入天国。这些混乱实际上已经将人类引入如此疯狂的危险的年代，所以霎哈嘉瑜伽不得不来到这个
地球上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在得到自觉之后，当你发现你通过昆达里尼被唤醒，它是如此的卓有成效。我曾经见过人们
一夜之间放弃许多事情，我知道有一位老人，非常老的男人，在新加坡他非常出名,很富有，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人士。他得到他的
自觉，他告诉我：“一夜之间我放弃了赌博，我放弃饮酒，放弃了赛马”。这些都是逃避生活的方式，都是逃避，因为我们如此厌烦
我们自己。想象一个人被囚禁了，如果他被囚禁在一个美好的地方，他理应不感到心烦，归根到底，面对你自己是一件非常好的
事情，这是我们拥有的最美丽的事情，但是由于我们是如此害怕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不想一个人，有其他人在会要好一些，然
后即使当真的有其他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直接面对他，我们还要有一些东西摆在中间，比如说一瓶啤酒或其他的。在自觉
之后，你第一次开始享受彼此，你第一次开始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能量，通过那人散发出来的清凉的风，你真正享受那个人
的美丽，这应该发生在 你们所有人身上，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彻头彻尾的求道者。但是首先你
必须有自我判断，你必须要明白，你在这儿不是为了与你自己玩游戏，有各种游戏提供给你。工厂、工业革命提供了这些游戏。
所有现代的思想家，所有的书籍，再加上来自印度的导师，都在供应着这个市场，整体情况很清楚。你们不必紧张，因为虚假和
谎言的背后是真实。如果你看到上千朵假花，你应该知道其中有一朵真正的玫瑰。同样，在虚假和幻想的背后是实相，它在你的
内在，是如此的美丽，你必须通过你的灵量的唤醒来获得实相。
简而言之，我现在将告诉你们其他的中心，如果你翻阅这本书你将会了解所有轮穴的名字和知识，但是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第
三个能量中心是我们追寻的能量中心，通过它我们进行追寻，是脐轮。通过它，阿米巴原虫感到饥饿，它寻求食物，在追求食物
的过程中，我们来到有猛犸象和大型动物的阶段，但是它们是如此难以驾驭的大型动物，以至于它们不能维持自己，因此智能动
物出现了。它们中的有一些也是非常可怕的动物，像狐狸等等。然后非常有力量的动物出现了，它们有比庞大的身躯更为有力的
力量。就这样，随着这样的追寻我们来到了一个节点，在这里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人类。
当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开始追求像财产一样的事物。如果不是财产，那么便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工作中，社会事务中的权力，
最后我们追求灵。灵是所有追求的解决方案，没有光你不能看见这世上的任何事物，没有灯光在这儿，我看不见你，对我而言，
在黑暗中你除了黑暗什么也不是，我看不见它，我不能将一个与另外一个关联起来，我不知道谁坐在这儿听我说话。但是只要有
光,你能非常清晰地看见所有事情，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当你得到开悟，你成为自己的导师，这是追寻的结束，也是个开始。在这
个追寻之中，围绕着这追求，我们的各方面渐得以发展，然后最终我们成为人类。对人类而言，有10种持守，在十诫中曾被描述
过。当我谈到十诫的时候，一位绅士变得非常生气，然后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但是十诫还是有犹太人的时候
被记录下来的,基督徒没有写下它。摩西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对我发火，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摩西、亚伯拉罕、孔子、苏格拉底、穆罕默德、那纳克、伽纳卡、老子，他们都是原始宗师。原始导师的原理，原始宗师，他们
化身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的戒律。他们教导我们反对所有的酒精和激烈的事物。基督没有谈论这些，但并
不意味着当他说他变水为Wine，他是说让wine发酵。你不能在一分钟之内发酵，你知道这点。Wine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即使今
天你将会发现Wine 意味着葡萄，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葡萄藤子 也被叫做Wine，即使是葡萄藤子的汁液也被叫做酒。现在为了区
分，我们开始叫它葡萄汁，但这也非常非常不准确，你会觉得惊讶这是非常大约50年前，人们可能已经开始,或类似的在印度,也可
能是国外我不清楚，甚至今天许多人叫它Wine Raksasia。在印度语言中，它被称之为Wine，任何葡萄汁都被叫做Wine。因此这
些宗师还告诉我们很多其他的事不能去做，让你自己保持在中央。
现在我把我们的错误分成两类，我们的第一宗错就是不相信全能的神会照顾我们。克里希纳曾明确地说过Yoga

kshemam

Vahaamyaham， 意思是瑜伽之后，与神联合之后，我会照顾你的福祉。这意味着你必须获得链接。假设我不是澳大利亚公民，
澳大利亚政府为何要照顾我呢？同样，如果你不是神的国度的一员，或者你没有进入神的国度，或者你不是神的臣民，他就没有
责任照料你的福祉。我是说当然是神创造了你，所以他会照顾你，但是不能确定他愿意照顾你。人们对神的要求太多，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获得联接，他们对神的态度就好像随便翻块石头就能找到神一样。他们一直要求，请照顾我的儿子，请做这个…… 从早
到晚地祈祷，这让人厌烦。当你没有与神联接，就像你也一直这样对待其他人的话，你会被抓起来。这发生过，我们生活在虚幻

中，“我一直在祈祷，上帝请给我这个， 我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们没看到，这是我们应得的吗？我们是这个灵吗？我们有尝试去
变成这个灵吗？我们已经做了各种努力变成这个灵，当你是这个灵的时候，你会真正的得到福祉，真正的福祉不仅能得到上帝的
力量，而且你变成了你自己的主人，你自己的能量开始显现出来。
这种追寻和环绕其四周的正法被十大宗师照管着，这是另一个中心，而在它之上的中心是宇宙母亲的中心。她赐予我们安全感，
当它遭到破坏，这种安全感遭到破坏，特别是女性。当她们觉得她们的丈夫忽略了她们，或是他们与别的女人调情，或是别的什
么，那么这个中心就会出问题。当这个中心出问题时，她们会生病如乳腺癌。乳腺癌在离婚率高的社会更为普遍。我对此作过一
次正式的演讲，你们可以从悉尼拿来，然后就会对此比较了解了。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心轮，这是父亲的能量中心，左%F定是这个轮穴出故障导致的。左边是母亲的中心，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父亲和母亲，我们出生前选择了他们，选择可怕的父母是件愚蠢的事，但你最好付出代价。最好这辈子就付完，这样下辈子你就
不会再变成他们的孩子了。但我们并不是要评判他们，如果他们不是求道者，与他们一起生活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这点。与从早
到晚计算金钱的父母一起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数算每一分钱，每个存钱罐，而这些罐子都是空的，都他们存起来了。他们
太物质主义了，你受不了这样的人。我非常理解，甚至有这样的妻子，也有这样的丈夫，极其物质主义，你真是受够了他们。记
下每件事，必须知道每一个灯柱，什么都要数清楚。
今天一位采访我的女士问我：“母亲，你给多少人带了自觉？你又治愈了多少人？”我说：“你应该先问问太阳，它使多少片叶子变
绿，然后再来问我。”我从不记账，不论是人还是钱，我不会记录，我没有时间，我从来不懂怎么记账，下辈子我可能会作会计
(仅供参考)。
因此这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变得对抗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应该继续和疯狂的人一起，没有必要让一头公牛
冲过来撞伤你，对吧？但是你不需要评判他们，你可以离开他们，不要让他们在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
对他们上了心，整天和他们吵架，然后你的这个心轮就会感染。我要说在这方面印度人是非常明智的，他们非常的明智。他们和
父母的关系处理得很好，然而这些父母也同样的非常明智，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他们给予一切。孩子从一开始就真正的爱自己的
父母，照顾他们知道他们去世。在 西方国家，父母还处于一种结婚时的心境。我的意思是他们觉得自己是新娘和新郎，没有足够
成熟来为人父母。甚至于你会发现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我是说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上天知道那是什么样
的理解力。在这种环境下，可怜的孩子们不知道要选哪对父母。最后的审批开始了，现在要做什么？现在你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
置上想想，你会怎么做？当你知道如此疯狂的父母，今天他们结合了，明天他们离婚了，在街道上他们会接吻，互相拥抱，做各
种各样没有意义的事情，她们会非常的尴尬。如果你问他们，你们干什么去？他们会说他们正准备离婚的事。这些荒谬的事情正
在发生，因此小孩不愿意出生在这些地方，像英国、德国、瑞士。每一处出生率开始向负增长，特别是德国、西德和东德，所有
的事情人们会给许多钱。一个妇女如果她生了三个孩子，她会挣到比他们总理更多的钱。但是妇女还是不想生孩子，他们想自由
、独立，他们不想成为母亲，结果可怜的印度必须容纳所有现今出生的孩子，我们被指责人口过多，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承担
这个负载，因此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自己不生孩子，至少对那些生孩子的人表示同情和最大的理解，不要责怪他们。每个人都
跟我说，你们的人口问题怎么办？我告诉他们，现在谁应该为我们的人口负责。因为在那个国家，即使你有14个孩子，他们都爱
所有的孩子，我们不是那么自我导向，他们的心没有关上，他们不是如此没有感情，没有孩子的人都会去各个圣地祈求祝福
，让他们得到孩子，得到一个孩子。在印度是如此的有福，孩子是如此的重要，但是他们所犯的错正好与你们相反。
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在于他们不相信全能的神将会照看你的一切，他们不相信他们天父的力量，因此他们犯下违反天父的错误
，或者说有反天父的罪行。当你不相信天父的能力，贿赂、腐败、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投机取巧、金钱，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
生。然而在印度，我要说一般人是诚实的，也许我们的官僚、政客们、商人们是这样，但是印度的普通人 是非常诚实的。但是也
有另一面的事发生，假如一个印度人来到你家，你要小心，他可能偷走你家中的任何东西而逃跑，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一个美
国人到你家，你要小心你的妻子，他会带走你的妻子或者女儿。如果一个英国人来了，他会用一种更狡猾的方式，因为他是一位
学者，因此他会读诗给你妻子听，到了晚上你就发现妻子没了，这是很重要的，我是说妻子逃离将会造成问题，对家庭根本的问
题。试想在一所房子里，有孩子，有丈夫，厨房，所有这些场所，每个人都睡得很香，清晨他们发现这个房子的主要支柱没有了
，所有这些都垮了，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影响。没有人想到，没人了解，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正在相恋，所以他们必须离开，男人
也是一样，男人与女人没什么分别，但这是反母亲的罪，妇女必须值得 尊重并得到尊重。
家庭主妇在我们内在的位置是左边脐轮，如果一个主妇的神祇不在我们家中，不是指那个女人而是说主妇，那我们的脾脏会出问
题，孩子们会变得疯狂。为什么没人管教他们？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人要杀里根？我说,问问他母亲，她一定是从早到晚追在
孩子后面，所以他要采取行动或者说这是他的反应。这些事怎样发生的？家庭中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安乐窝在你家中，你必须在

这个安乐窝里生活，作为父亲、母亲照料你的孩子。孩子们是整个人类世界最重要的，让政客们去地狱吧,让经济学家们去干自己
的事业，但是孩子需要得到照顾，这是你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在印度，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介意
以孩子的名义出卖我们的国家，我感觉我们生活在两个极端，犯了反母亲的罪，也犯了反父亲的罪。我们犯了反母亲的罪，像澳
大利亚人，让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我们在感情上被自己所束缚，我们自我折磨，我们生活在虚假的事物之中。如果一个妻子想
与另一个男人私奔，我们甚至会为她买张度蜜月的机票，因为我们是考虑周全的好丈夫。妻子们也一样，如果她发现丈夫对别的
女人感兴趣，她不应该嫉妒。
霎哈嘉瑜伽不能这样。丈夫必须尽丈夫责任，他应该让妻子操持家庭，女人应该像个女人，她必须注意孩子们没有任何危险。我
们无权如此伤害别人，我们不知道伤害有多深，我们让自己的妻子、丈夫患上癌症，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可怕疾病，精神折磨我
们，把他们逼疯，因为我们的疯狂、任性对自身情绪的浅薄的认识，一个男人开始寻找另一个女人，然后他又去找别的女人，找
了10个女人，然后有十个男人去找了10个女人，最后到了精神病院或孤老院。在英国我看到一个邻居有一所巨大的房子，他死了,
他是个老人，你会诧异人们一个月以后才发现他的尸体，因为那里没有家庭观念，连只老鼠都不会钻进这房子，你能想象吗？在
思维上也发生这种情况。我很独立，我是个人主义者，我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真的是个人主义者，如果你真的成熟了，你会知
道集体会更好，你会明白你是整体的支撑，因为你成熟了。毫无疑问，孩子们是不成熟的，他们会这样行事，我们有责任，我们
必须在观念上接受、兼容、共存。我们在印度没有这些荒谬，我们非常自在，我们生小孩，没问题，我们没问题，为什么你要追
逐这些浅陋的想法？你将对所有这些可怕的疾病负责，所有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得上的病，孩子们也会受苦，如果你要做慈善，最
好先从自家开始。最好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仁慈，对你的孩子仁慈，不要有坠入爱河的概念，你真的会坠落，也让其他人坠
落。这是个概念，仅仅是个概念。我想一定是有些可怕的人向你灌输了这个概念。如果你真的坠入爱河，为何你转身跟其他人结
了婚，你陷入，跟另一个人结了婚，然后准备再跟另一个人结婚。你牵着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应该是你的爱人，或随你怎么称呼
，但同时你眼里还在看其他人，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你必须在爱中成长。你的孩子也一样是你的陪伴。他们是一辆马车的两
个部分，一个是左边，另一个是右边，他们不是不平等，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不是同样的，他们有各自的作用。女人必须勇
敢地承担她们的责任，作为母亲的责任，我经常这样说,看看我，我是一位母亲，不管怎样我认为我做得非常好，现在如果我开始
想,神啊，我是一位母亲，但是我必须知道如何驾车，这样我就完了，我必须知道怎样开巴士，我必须知道怎样开火车，有什么用
呢？我看见一个摄影师来见我，他是来给我拍照的，双手满是泡，我说先让我来治好你的泡吧，你要怎样给我拍照？我问你做什
么了,拍照吗？“不是，” 他说，“我去了一个森林，砍了一些树”， 我说：“为什么?你是一个摄影师，你的手是灵巧而柔软的，你为
什么要毁掉你手指的灵巧性？”他说：“我们还必须做点其他的事情。”我问：“为什么必须？你看鼻子不会做眼睛的工作，眼睛也不
会做耳朵的工作，你为什么必须做？你的手全毁了”。就是这样，我们认为男人很伟大，因此我们开始说让我们去做男人的工作吧
，男人们想为何女人们要变成这样，你们是互补的，你们永远相互陪伴，你们是一架马车的两个漂亮的轮子，这需要在你内在成
长，成熟。当这个中心枯竭，你就会患上这个中心的问题，你会得哮喘、肺结核以及乳腺问题，男人患上哮喘，非常严重的哮喘
以及其他肺部的问题，最后也可能发展成为肺癌。
当你过多地运用右脉，工作太过努力时，你是自我导向的。这个自我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你的左脉受到忽视，你变得没有情
感，那个时候你的心脏给予一个信号—你得了心脏病。有时候当你行动过多，你可能不会有心脏病，但是你可能会大脑瘫痪，我
们专心致志于 毁灭我们自己，这种毁灭是来自于我们内在而非外部。一些人会试图吓唬你“这将会发生，因为太阳已经这样了……
”，这没有什么，你的内在毁灭已经开始发生，你们正面临这些，但你们不能接受它，你们必须接受这是一个挑战，：“我不会允许
我自己被周围愚蠢和荒谬的观念所毁灭。”然后在你自己的决断力和荣耀之中，你将会得到惊喜，在自觉之后，你将会变得富足，
但是如果没有自觉，这只是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演讲 只是洗脑而已。这件美丽的事情要在你身上发生，一旦你发现在你内在存在着
的美丽，我曾经见过许多人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一夜之间它就发生了。我希望今晚这也能够在你们身上发生，今天我跟你们谈论
了这个能量中心，稍后我将会对你们谈论在这儿和那儿的另外两个能量中心。
自觉从边缘系统里，在囱门中发生，在梵文中这被称为 Brahmarandra。非常感谢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请
问我，但是问题应该是一些有帮助的问题，而不是一些争吵。我在这儿不是为了和你们吵架的，如果你不想得到自觉，我也不会
强迫你们。请不要为任何其他的组织或其他的导师辩护，因为我不感兴趣，我只是对你们感兴趣，我看到你们闪耀的光芒，这是
为什么我只是对你们感兴趣,我不在乎别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尝试提出其他的观点，说这个导师说这些、这些，有一个人是这样说
的，在某本书上是这样写的。你还没有得到你的自觉，如果你得到自觉了，你就可以明白。如果你确定你已经得到过自觉了， 我
不想将自觉强加于你，没有任何可争论的，这儿没有在进行选举，没有。你不能给予我任何东西，这儿没有买卖,这是神殿，你来
到这儿是为了得到祝福，现在你们可以问我问题，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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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告诉了你们关于基督的能量中心和锡吕克里希纳的中心，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体内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能量中心是
顶轮，是一个边缘区域。当你进入它，你变得无思虑的觉醒。这个区域通过灵量来进入，通过基督的能量中心，通过基督的大门
，这也是为什么有记载，你们必须通过他来进入。但并不是某人说我就是基督或宣称我信奉基督和基督教，不是这种方式。基督
存在于我们之内，当灵量升起，如果在此轮穴停止，你必须念诵他的名号，不是由其他未得自觉的人而是获得自觉的人唱诵他的
名号。只有当灵量穿过基督的轮穴，那是门户，那就是他说的大门，那时你便进入了神的国度，你们继承神的国度。那是你们父
的天国，这就是你们必须继承的。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轮穴–顶轮。当你有这一个又一个的七个轮穴，这些能量中心确实是我们谈论过的神祇的宝座。宝座
在大脑中，它们的光环围绕着心脏，但是实际上它们

是在我们叫做Sthanas的地方沉睡着，因此你可以用三种方式理解它。第一

，在大脑中有七个能量中心的宝座，它们的光环落在心脏上，它们位于能量中心。只有这些神祇被唤醒后，才能是唤醒灵量的第
一个阶段。那意味着当你唱赞歌或你呼唤他们的名字，他们做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打开轮穴，你能够感受到它，你能够
用你的眼睛清楚地看到灵量升起，并穿过这些轮穴，然后当你有了更多的成长，这些神祇离开他们的所在的能量中心的位置，来
到他们的宝座之上。甚至是灵，它位于心脏的位置，它升起来到这里，囱门骨区所在的地方，这里是心脏心能量中心的宝座。心
轮打开来到那里，但是这是在更晚些时候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在更晚些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你头脑在很久以后的状态，你进入
那个速度之中，你只是到达这样的状态，这是一项成就，它不可能是来自某人的假证书，或者某人说这是在 书中所描写过的，没
有这样的计算。它必须以它自己活生生的方式得以成熟，你自己也将会知道，你已得到完全的自觉，你得到的第一件事是无思虑
的意识，通过它你穿越基督的门，你可以治愈别人，你可以提升灵量，你也可能可以给予其他人自觉，但是你仍然有可能会跌落
。假设某个人，他带着负面能量和狂热来到这里，他可能会包围你，你可能会下降。
第二个阶段被称作无疑惑的意识。如果你升进到这个阶段，你了无疑惑，你不会下降，可能你的灵量升起了又降下，并且有时候
你感到被感染，这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之后，你对你自己，你的成就和你的自觉如此确定，你从不下降，但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重
要的事就是整合，在这个阶段，许多霎哈嘉瑜伽士也会动摇。比如说一个人出生时是个基督徒，他可以出生时是印度徒，他可以
在出生时是任何宗教教徒，他可能生为穆斯林，我见过一位狂热的穆斯林，像穆斯林一样，若他是狂热分子，他出生为一位狂热
的印度教徒或者一位狂热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狂热者，他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振振有词。他会手持可兰经，这人会手
持圣经，而另一人会手持薄伽梵歌，三人都在争斗，他说“我是正确的”，他“说我是正确的”，而另一人说“我是正确的”，那么什么
是权威呢？甚至对于这些书籍。人们会问：“什么是圣经的权威？”“什么是薄伽梵歌的权威？”而“什么是可兰经的权威呢？”他们会
问“什么是旧约的权威呢？”如果人们质疑权威性，回答是什么呢？你可以问什么是我的权威呢？你应该问这个问题。开始时人们确
实问“什么是我的权威？”我的权力就是给你们自觉，你们问：“母亲，你是权威么？”
你获得生命能量，这就是我的权力，这样你会明白为何圣经是对的，古兰经是对的，薄伽梵歌是对的。
因为我们视野局限，如果他们生为基督徒，那么就会固守它，如果你是天主教，你会变成新教徒，如果你是新教徒，你会变成耶
稣第七天复活论者，五旬节派，这个那个，重生，这个或那个荒唐的事，我们最终形成了基督教的宗谱，从一种疯狂变成另一种
疯狂，什么也没得到，相信着某种理论上的东西，例如七天复活论，我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和这些事情不能给予你活生生的经验
，这种经验是超越理性、超越思维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洗礼。你在手中获得凉风，是圣洁的灵。但是我们想玩把戏，以我们
狭隘的视野，基督是一个例子，基督是绝对的，我告诉过你们，他是Pranava Omkara，所有一切都在那，毫无疑问。当他出生时
有各种迹象，各种事情，除此之外，有一位国王想杀他，看看这些负面，没有知识分子接受他，没有一个官僚接受他，没有一个
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他，他不得不祈求这些非常普通的平凡的像渔夫这样的人来成为他的门徒。看这个情形，这些可怕的人，只允
许他活4年，他们可能在今天作为基督徒出生。他们可能说，我们是基督徒，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将不会承认你们。他们可
能是那些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现在他们通过否认这活生生，上帝的活生生的力量而再次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4年，现在在4年里你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你们，4年，我带着我所有的力量，挣扎于给伦敦的6个嬉皮士以自觉。耶稣从没想过给
予自觉，因为他认为首先他们的大脑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是自觉，无论他说什么，他说的都非常精确和深入。如果任何事情是狭窄
的，那么它必须是深入的，这些进入不了那些人的脑子里去。这些人只听从说教和演讲，以及看书，听从于一些大理论构建的东
西。只有当你得到 自觉时，这才成为可能。当你得到集体意识，当你受到洗礼，这时你才能看清他谈论的是什么。在自觉之前，

这只是思维上的活动，争吵、战斗、以人工化的事物为食，你还准备像这样行事多久？你的祖先这样做过，其他的祖先这样做过
，祖先的祖先也这样做，现在对你而言难道不是一个看见新时代来临的时候吗？你打算失去什么，你成立组织，一个个的错误，
这里应该有一些真诚，只凭从早到晚不断地谈论，我告诉你，你将不会得到有关于基督的任何知识。基督教的这种狭隘的眼光杀
死了基督和基督教，犹太教的狭隘的眼光杀死了摩西和亚伯拉罕，Krishna宗教的狭隘眼光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狭隘眼光杀死了他们
，他们在这些宗教之中死去了，你的孩子将会向你挑战，他们将会问你：“你一辈子都做了些什么愚蠢的事啊？”他们将会问你：“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能给出任何答案吗？为了这点，一个人必须要明白，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至高无上。你要对你自己真诚
，你找到了你的至高无上了吗？我们还没有找寻到我们的至高无上，这是你们必须要去寻找的，你需要得到重生，不是说你要给
自己证书说我重生了，我见过许多人，“我重生了”，真的吗？你何出此言，你能感觉到轮穴状况吗？你有集体意识吗？你能感觉到
自己轮穴的状况吗？你确定你自己发生了转变没有?什么样的转变？
然后你置于犹太人以及非常狂热的人之中，穆斯林甚至失去了对上帝的慈悲和怜悯的认同，这是如此可悲的状态，在这种可悲的
状态和混乱中必须要有整合的力量，这个整合的力量就是你的灵，整合在这第七个轮穴，也就是顶轮中发生。所有7个能量中心都
在那儿，所有的能量中心都是并列的，且息息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七个轮穴，你才能得到你的自觉。他不允许其中的任何
一个人去谈论它的任何事，如果他们尝试说任何事情，你拿出来书本，噢你看，这本书写了它是这样写的，是如此这般被描述的
。举个例子，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人说一个小孩将在一个女孩中出生，kanya 在梵文中这是kanya，现在在英国，有一个关于它
的辩论，我猜可能是犹太人发起的，我不知道是谁开始的，也可能是穆斯林，上帝才知道，他们钻到细节里，试图找出它不是说
耶稣会生于童贞女而是说耶稣会生于一个女孩，所以一个霎哈嘉修行者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给他们，当然是在我的指导下，信里面
说在耶稣出生的年代，甚至在那之前，这个预言就已经有了，并且在那个时候一个女孩就意味着是童贞女，那不是在现代，一个
女人离婚了十次八次，一个80岁年龄的人还可以被叫做“我的女孩”，这是愚蠢的现代，一个女孩和一个妇女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女孩意味着，即使是在印度的今天， kanya也是童贞女的意思，女孩意味着童贞女，这是一回事。
所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着，违背着耶稣或摩西或穆罕默德。我是说这只是忙于彼此之间进行反对，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他们所说
的真理是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找寻到了什么？让我们提出挑战，他们能给予任何人以平安吗？他们是平安的吗？他们是否
能够克服他们邪淫的眼睛？有任何转变吗？什么都没有，所以接受它，对你自己真诚。你没有权利欺骗你自己。 或其他任何事情
。如果你被施催眠术。唤醒你自己，站起来找到什么是最好的、纯粹的，而且是唯一你需要找寻的事，就是你的灵。
你的灵居住在心脏的位置，它是全能上帝的反应，它享受它自身，它是世界的旁观者，带着它的力量，圣灵的力量，它守候着你
，它是命运的知者，它知道你正在做什么，你渴望些什么，你正在犯下什么错，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去原谅、原谅、原谅。原谅是
灵的素质之一，它原谅你并且它将会做到，它会回来，但是当你走得太远，如果你太关注你的物质存在或者你的心理存在，如果
你试图思考太多，灵会表示不满意，然后你得了心脏病。心脏病通过灵的不满意而到来，如果灵对你感到生气，你心脏病发作，
这意味着你忽略了你的灵，你对不重要的事情关注太多，你对不重要的事情照顾得太多，你不关心你自己，不关心灵 不关心你的
追寻，如果你迷失了，迷失在阅读一些书籍，摘出一些东西，用心记着它们，与别人辩论等狂热的行为中，不真诚，没有好意，
你也会心脏病发作。心脏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它会通过让你局部瘫痪来给你第一次警告，因为在心脏中，灵产生忿怒，这个忿
怒产生一个凝块，当这个凝块走到脑中的时候，你得了局部瘫痪，所以你就不能再走动了，危险已经来临。
然后你开始想起上帝，想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得到痊愈，因为再次地，你的灵原谅了你。我们对灵性太
随便了， 上帝给予了你自由，这是真的，并且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拿走你的自由，你有完全的自由去决定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他是不会强迫你的，别人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向你解释，告诉你这是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即使之后你想要走向地狱，谁能
够对这做什么？甚至上帝，他一点也不想挑战你的自由，他不想以任何方式让你束缚于他，就像一些人那样，约束就是约束，没
有理解，但是他希望你完全得到解放，所以第一个阶段你必须通过你自己对自由的选择来选择你的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在你们
成为人类之前，你没有选择。但是当你变成人类之后，你可以有所选择，因为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自由中很好地发展出、明白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的能力。当人们是自由的，然后在他们自己的荣耀和自由中选择了对的事物，你便可以进入上帝的国，这只是我
们常常将自由混淆于我们的自我的一个小点。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大厅是在这里，我在演讲，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他曾经逐步
创建了一个组织，然后他认为他正在做这个世界中最伟大的工作，他来到这儿，带着自我的状态坐下，然后问我一个又一个的问
题，一个又一个问题，接二连三的问题，都不让别的人讲话了，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占用在他一人身上，就好像这个大厅是他订的
，所有的观众都是由他聚集的一样，能看到这是自我在工作，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自由和自我混淆。
这是我必须给予你的劝告，尝试将自我从你的自由中分辨出来，当你被自我束缚，你成为自我的奴隶，当你被超我束缚你是你的
超我和条件制约的奴隶。举个例子，你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你是基督教徒，你就永远被基督教束缚着，你是基督教徒，但是有什
么真正的基督教在你的内在吗？得到重生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被这些事情奴役，这里没有自由，灵是那个自由，灵

是自由的，它在我们内在，它是超然的，它不能被杀害，它不能被吹散，它不能被烧毁，这是永恒的喜乐，是永恒的，灵是喜悦
，灵是喜乐的源泉，它散发出喜乐。喜乐不同于快乐或是不快乐。自我被纵容时便觉得快乐，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这个–我是
自我得到了满足，这不是喜乐，因为你今天想喝酒，明天却不想头痛，喜欢与不喜欢是二元对立的。你因为自我而喜欢，因为超
我而讨厌，所以这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这两面，一面是快乐，一面是不快乐。喜乐是超越其之上的，喜乐是一出戏剧，先知是见证者，你看戏时知道这是在演一出戏，
你只是在静观这出戏剧，不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你享受这出戏剧，你看到某些场景会哭，会流泪，但你知道这是一出戏剧，先
知是见证者。你的灵便是旁观见证者，当你成为灵时，你便可以旁观见证，你会成为旁观见证者，就好像你是在透过窗户看，就
像是它们只存在于窗外，而你在屋里透过窗子向外看。制约就好像是你的一个念头产生，它来自于过去，它再次升起来，另外一
个想法也出现，然后成为过去，首先过去的想法在那儿，然后另外一个未来的想法也在那儿，它消失了，你看见想法升起，但是
你看不到这个想法的消失，两个想法之间的空隙就是当下。这是当下所处的位置，当你的注意力被灵所启发，当下就会建立，你
不是思考着未来就是思考着过去，但是我说现在在此时此刻，在当下，你不能保持在当下是因为你的灵没有受到启发。因为灵就
是当下，当你得到自觉，你发现你不会思考将来或过去，你只是享受。每件事情都变得不同，整个生活变成一场戏剧，置于戏剧
之外的喜乐开始产生，你真正享受每处的小事，你真正理解了在自觉之前 你失去了多少的喜乐，这不是心理作用给你了多少喜乐
，而是喜乐就像这样从你的头部倾盆而降，凉风开始倾泻。就像一些人的紧张不安的感觉升起时一样的感觉，一种凉凉的感觉，
你在你的整个身体感觉到喜乐之流倾泻而下。 有时候这凉风从头部升起然后变得就像泉水一样，将喜乐洒满你的全身，你看这些
图片，它们是摩西之星的示例。你看这个大卫星，当你看着它而不是去思考它，或只是注视着它，注视着它，不要思考。这种创
造的喜乐变得与你完全合一，就像对于湖泊的创造，如果这个湖泊没有涟漪的话，这创造的喜乐可以被湖泊完全地感知。同样的
，所有的喜乐造物者，不管它是谁，它都放置在这儿，你在内在得到完全的喜乐，因为没有思虑，没有障碍，没有制约，所有的
事情变得与你合一，你开始感觉到极端的幸福，极端的快乐，这种感觉难以形容，只是去享受它，去感受它，就像卡比尔问过的
：“你为什么现在不说点什么？” 所以他用印地语表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说：“Jab mast huye to kya huye。当我们进入到
灵的狂喜的甘露中，我们能说些什么？无法言语，没有一个杯子能盛满这喜悦，没有语言可以将其意义穷尽，你最好与我在一起
，得到这喜悦并享受你自己。”这是他能够说的全部。
这就是我说的，狭隘的眼光将你们的视野局限在这么多的事情上。即使基督你们也不能理解，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在女神颂中有
描写，关于摩诃毗湿奴以及他所有的生活都有描述。如果你读它，你将能够找到在他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他是怎样被创造的，他被
赋予了什么力量，他是怎样的儿子，所有这些都有被书写，但是对我们而言，你只认为圣经才是权威。它确实是， 但是即使是理
解圣经，就像我告诉你们的，要理解薄伽梵歌，你最好得到自觉。同样的，要理解圣经你也必须得到自觉。关于耶稣，有描写到
他从未上过学，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上过学，这辈子第一次我学习了这个英文语言，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世，我从未了解这个语言
，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对你们讲话，我必须用英文这种语言告诉你们关于灵的事情，但是要理解它
我们必须要阅读古经文，美丽的古老的经文描述了灵的本质，古经文中描述了灵的三种特质

：Sat

Chit

Ananda—存在，意识，喜乐。 Sat的意思是真理，Chit是指注意力，Anand是喜乐。Sat是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如果你看见什
么东西是白的，这是真理，那么好，但是这个披肩的真理是什么？一个觉醒的灵能够知道而不是你，因为觉醒的灵是受到启发的
，他看到这个披肩的第五个向度，让他把披肩放在他手上他就会知道这是母亲的披肩，立刻地他将会感到来自这件披肩的清凉的
生命能量，他将会知道这是母亲的披肩，这是真理。
我们知道的有4个向度，它们不是真理，但是第五个向度它是真理，它就是灵，坐在这儿，你能发现任何人他正在从他的问题中承
受怎样的痛苦，他的轮穴怎样，这是绝对的，这个知识是绝对的。如果你有5个或者10个自觉的小孩，如果你蒙住他们的眼睛，问
他们某个病人的状况，这个病人正在遭受着什么，他们都会举起他们的手指，这根或这根或者所有手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
们所有人都会举起同一根手指，这是绝对的知识，没有争论，它不能被驳倒，它是如其所如的。今天这个人可能有这些问题，明
天他可能又没有了这些问题，这样的话无论问题是什么都完结了。这些小孩会告诉你，今天你有的任何问题，这是真理，其余剩
下的都是幻象，都是虚幻。
我曾经在去克什米尔的路上，开车经过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突然我感到空气中有巨大的生命能量，我问司机这个附近有庙宇什
么的吗？因为克什米尔有许多的庙宇散发着生命能量，如此之多的事物从大地之母之处走出来，如同在十诫中所说过的，你们不
应崇拜任何来自大地之母的东西，不应进行复制和崇拜。在克什米尔有许多这样的庙宇,所以我问司机，司机说没有，这里没有庙
宇,没有印度人居住在这片区域,但是我仍然感受到极大的生命能量,所以我丈夫告诉司机:” 我们按她说的那条道走吧。”我们行进了
约3英里，然后我们到达了一个穆斯林的聚居地，当我们问这里是否有庙宇，他说：“没有，但是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清真寺”，“是什
么样的清真寺？”“它叫做Hazrat Iqubal”，意思是说 Hazrat Mohammad Sahib的一根头发在那儿，即使现在提到他的名字，生命能
量都开始流动，我们怎能否定他，他是真理。灵不会否认，是那些谎言才会否认所有这些真实的人是灵，是灵给予你真理，它整

合了所有的真理并摒弃了所有的不真实，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成为灵，在你成为灵之前，任何人跟你谈论上帝，谈论任何事情….(
录音不清楚)，他们是如此愚蠢愚昧的人，他们什么都能干出来。他们会与你争论，他们会跟你打架，他们会做尽各类愚蠢的事情
，但他们就是不能理解你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父亲告诉我，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通过它你可以给与许多人以自觉，这样他们才能够 看到许多超越的事，他们都是站在一
楼的，如果你在十楼出生，然后你告诉他们一些你在十层看到的东西，他们不会相信你，他们会跟你打架，会跟你争论，他们会
摧毁你，因为他们的自我始终受到挑战，所以最好的事就是转化他们，给予他们集体的自觉，这就是什么是灵。你们每个人都得
到了灵的觉醒，但是在开花结果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要给予集体的觉醒是非常困难的事。现在开花结果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圣灵的凉风给予如此多的人以自觉，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获得自觉，你也是那许多获得自觉的人之一，因此灵已被确认。你感到
现在你是与众不同的，这个转变已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洗礼已经完成，而你开始感受到它的流动，感受到这清凉的凉风，现在
当你进入到整体的存有，你同样与其他人成为一体，你尝试去奉献。当我给予的时候，你们从我这里获取，现在是你们给予的时
候了，当灯没有被点亮，那么好， 尝试去点亮它们，当灯被点亮之后灯会做什么，它会给予光。灵给予你光，你的意义。
灵给予你理解真理的能力，理解实相而不是不真实的事物，如果你没有得到觉醒，你不能理解实相。但是对于那些已获自觉的人
来说，他们了解得很深入，即使他们互不相识。一个圣人遇到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她是一个美国人，他向她鞠躬，让她坐的位置
高于他自己，然后说：“你见过母亲而我还没有见过她。”

她非常吃惊，为何他会知道这些事情。在印度有如此多的圣人，他们是

真正的圣者，他们知道我，但同样有一些人，离我非常近，你知道我丈夫在生活中是个成功人士，我们有许多朋友是精英人士，
我曾经见过世上所有的总理，我曾经见过国王和王后，见过这样那样的人，每天我与他们握手，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不能认出我
。有一个我们非常了解的绅士，他现在是高等法院的主席，世界高等法院，我们跟他很熟，是我丈夫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突然
他看到，他妻子看到我与另外一个王公的照片，一个王公口袋里有这照片，所以那个王公把照片掏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放回去，所
以他的妻子问这是什么？这个女士我认识，跟她很熟。那个王公说是的，但是你不知道她是Mataji，是她治好了我的心脏的问题，
她说：“真的吗？我不知道她是Mataji或任何人，她来到聚会，非常安静，非常安静地坐着，我甚至从没听过她讲话。在过去25年
里她很少讲话，噢上帝，Mataji发表演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听，她能演讲吗？”那个妻子非常吃惊，我们从没见过她讲过什
么，我甚至不能认出她的声音，即使我丈夫演讲了很多。她丈夫也演讲了很多，我也演讲了很多，但我从没听过Mataji

做过什么

演讲，她只是保持安静，偶尔娱乐一下自己，她看起来是一个高贵的女士，但是她从没做过任何努力给大家留下印象，或者告诉
我们她是Mataji。

立刻地她丈夫受到震撼，他马上给我丈夫打电话：“我从不知道她是Mataji，有这样的事，你知道我是一个求道

者，我是求道者，”他这样说，

所以我丈夫说：“她现在在德里，

去找她吧。”他便马上来找我，他在5分钟内就得到了自觉，但是他妻子没有得到自觉
，所以他就将她送回去了，他用飞机将她送回，你最好得到自觉，这是人们必须要得到的东西。
现在需要强调的是，你必须成为你的灵，在现代社会中，灵非常微弱，重点应该是你应该在这一生成就你的灵，这是一个人必须
要做的，也是一个人唯一需要做的。这在西方社会是没有的。第二个要强调的就是你需要控制你的注意力，不要允许你的注意力
四处分散。我希望我告诉过你

Janaka的故事，我告诉过他们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将再重复一次。有一个圣者Raja

Janaka，他是Sita的父亲，Rama的岳父。Narada去找他，Narada是另外一个天国的仙人，他去拜访Raja

Janaka，然后说这怎

么可能，你是一个国王，你行事像国王，你拥有国王拥有的所有东西，你有金子和一切，人们怎么会说你是Videha呢？Videha是
超越所有这些事情，超越你的身体，这是怎么可能的？他说，好吧，我将在黄昏些的时候告诉你，但是现在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你拿着这罐牛奶，这个罐子没有边缘所以这个可怜的家伙一直扛着，整天他一直扛着，非常地累，他说连一滴都不能洒出来，他
一直盯着，到了晚上，他非常累，他把罐子放下来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我已经受够了。他说，当你走来走去的时候，你看
到了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可能看到，我一直都盯着牛奶，不让它洒出来。国王说：同样的，我也是在那个状态，让我
的注意力不会溢出来的状态。”那是你们要到达的状态，你的自觉，注意力被你的灵完全地启发，它不会像那样卷进任何事情中，
即使是分散了也会像原来的样子回来。当我的手触摸它，我的手不会变成这个金属，对吗？它是从这完全地分离的，我可以触摸
它，但是我不是它。现在我在思考，担心我的孩子，我的房子，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当我获得自觉，后我变得完全地无执着。
我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对于这样的人没有诱惑，没有思想活动，没有偷盗，没有谎言，这样的人是完全地诚实和无所畏惧的，像耶稣。他与妓女没有一
点关系，我是说妓女是不同类的人，而耶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类人，但是当人们向妓女投掷石头时，他站在他们前面，问他们
：“你们谁要是从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就可以扔她？”这就是他的诚实和力量，他制止了这件事。他们总是支持那些受压迫和受折磨
的人，他们不惧怕任何事情，他们是完全无畏的人，他们不惧怕任何人，他们是仁慈的，但是当需要抗议时，他们大胆地站出来
反对那些试图折磨和毁灭他人的人。 这里没有压迫。即使是我也不能强迫你得到自觉，我不能与你辩论，它是必须要成就的，就
是这样简单。如果你不想得到自觉，你就不会得到它。毫无疑问如我所说的，如果你不想要它，你最好离开，但是仍然有一些顽

固的人将会坐在这里，不，我就继续坐在这里。这样的人会给他人发出很差的生命能量，他们会妨碍其他的人得到自觉。尽管如
此，我让他们坐下来，你不能强迫它，它是在你的内在闪现的一束光。
可以这样做个比喻，就像燃气一样，随着火星上升，全部的气体都被引发，看这火星一直在燃烧，然后这整个事件变成了实相，
这个实相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实相，它是一个新的层面，我们通过它了解到这是实相，以及这不是实相，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当你的灵处于连接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问任何问题，问有关我的问题，然后问关于基督的问题，关于摩西，关于上帝，问任何
问题。当答案是肯定的，你会获得凉风，如果你问其他消极负面的问题，你便失去了你的能量，可能会有刺痛，可能会热，因为
现在你的主机已经与实相建立了绝对和谐的关系。你获得了一个新的知觉状态，你变得可以认识到真理，真理是关于能量的认知
。通过生命能量，一个小孩也能够知道。有许多小孩是天生自觉的，他们知道kundalini在哪儿，他们将会告诉你kundalini 在哪儿
，这是真理。因为他们知道真理，为知道真理你不需要有太多智力上的发展，他们是非常高贵的，他们比许多年长的以及许多在
生活中有很高地位的人都更了解kundalini。
耶稣曾经说过，富人不能进入到天国，他这样说过。但我想说即使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很多，他们也不会进入天国，因为他们不想
进入。他们知道一切事，他们不想进入到里面，他们想带着思维到任何地方，他们想要扛着车进入到大堂，他们怎能进入到里面
？他们不想要将思维放置在外，因为他们经常依赖于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思维。但是要成为灵，你必须没有自我地去接受，你存在
的光将会启发所有的事，你的神殿，当这个光进入的时候，当它在你的内在闪耀时，你能感觉到你的集体意识，你能感觉到它圣
灵的凉风通过你展现出来。这在圣经中有短暂但非常深刻的描述。
商羯罗写了一大本书，这本书叫做《美之波流》， Saundarya Lahiri或Chaitanya Lahiri。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讨论这些并不容易
，他写了一条条的哲学，他有着伟大的人格，被称作为明辨力，如皇冠珠宝，他第一次给予意识这样的称呼，你的意识在哪儿？
Vivekachudamani。然后他写了许多书，最后他写了《美之波流》，在这本书中，他描述的都是灵量母亲的美丽。他描述的所有
细节不是关于其他的，都是描写的灵量母亲。她的手指，她的手，她的动态，她的一切，以及他看见的生命能量是如何在她之内
移动的。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为了理解霎哈嘉瑜伽，你必须要读这本书，所有这些都写得非常清楚。我有一天告诉过你们，威廉﹒
布莱克也写到了霎哈嘉瑜伽，非常清楚，但除非你得自觉，你不能知道这真相。他就是真理，然后Chit是注意力，他是注意力，
你的灵是注意力，神的注意力，神通过你的灵注意你，当你的注意力被神启发，就意味着你已经来到神的注意力之中，你得到神
的照顾，他所有的力量流入你之中，他所有的保护都投向你。你会感到惊讶，霎哈嘉瑜伽士们会告诉你，他们如何躲过意外，意
外之后发生了什么，人们如何奇迹般获救。对我来说一点不新鲜，这是一个人会遇上的最基本的事，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因为
所有的神祇都在照管着。
你们在台上，神祇们在那里照看着你们，你真的开始慢慢感觉到祝福的存在，这是神的注意力，所以他是Chit Sat Chit 和Anand
，他是喜乐，他就是喜乐，因为神就是喜乐，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不让我们太严肃、不开心和沉闷。看看他为我们创造了多少花
朵，多少美丽的事物，多少种颜色，为了我们能享受他创造出所有的一切， 不让我们陷入荒谬，陷入肮脏、污秽，思维的污秽，
罪过肮脏的想法，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洁净的心，干净的道德。他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享受，没有那个你无法享受，你
无法享受。除非你内在有干净的道德，否则你无法享受你自己，那喜乐是你自己的，只要你得了自觉，这喜乐是神的怜悯和恩赐
。当灵量开始有一丝升起，她在此触摸，仅仅一丝。她打开了，完成了她的工作。这里是至高湿婆神的宝座，这里是你灵的地方
。当它触及灵，那宝座恩赐便开始涌来，在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处，你感到放松，最先发生的事情是你感觉到放松，这是恩赐，仅
仅是一丝成就。现在流动的是梵，是神的力量，流过你，这是我们必须得到的，这是你们必须记住的，有人触碰了基督，（语音
不清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第一批得到自觉的澳大利亚人，你们是第一批得到的人，而这是你重大的责任，所有今天和之前得到自觉
的人要让它保持强大。让它成为..(语音不清楚)。因为你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他们将来到你们这个收到祝福的美丽的土地上，所以
这是那个美丽的地方和美丽的人们。这么多我的孩子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要说再见是非常难过的事，我希望你们方便能够礼拜
天来见我。我期盼你们的到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会试着治疗，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困扰都带来，最好告诉我案例，我会教你
怎么治疗和怎么给自觉，最好的是你把案例带给我，然后我会教你怎么自己治疗，因为当你是个自觉的灵，你也可以治疗。在印
度，我们经常当一个癌症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叫他的家属，给他自觉，教他怎么去治疗，然后让他照顾病人，因为那是最好
的方式，他可以给自觉，他可以更好地照顾那个人，他更了解那个人，所以这样效果会更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方便来见
我。我必须说，我对悉尼的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心地来到这里来听和得自觉，我要说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你们
的感性，我必须要求， 我要请求你，对你我需要非常非常地有耐心，极其的耐心和充满爱，好让你会听我的和得到自觉，我还必
须去激励你们，没有关系，那是母亲的工作，只有母亲可以这么做。当耶稣到来时，祂会带着祂的十一个力量来判断你，在那之
前，请完全地判断自己，通过你自己灵量的觉醒来成就，那些带着自己主意来的人应该自己去看看，通过这些主意自己成就了什

么，接二连三地有了那么多的组织机构。你是没办法去组织上帝的，最好组织你自己，通过你的灵，那才是绝对的。愿上帝保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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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古哈拉希什米崇拜 1981年4月7日 澳洲悉尼 今天是结婚周年纪念日，我准许他们庆祝是因为婚姻在霎哈嘉瑜伽十分重要，婚
姻是霎哈嘉瑜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们应该结婚。首先，若你对婚姻有正确的观念，婚姻总会给你平衡之道；若你对婚姻有滑
稽的念头，如果你只是为了好玩而结婚，而又不明白婚姻的价值，那么婚姻对你来说只是一场闹剧而不是婚姻。在霎哈嘉瑜伽，
你首先要真明白婚姻的价值，它有什么意义。今天真是幸运，我们将举行霎哈嘉瑜伽的婚礼，在婚礼上你将看到我们如何设法遵
照上天婚姻的律法来进行及完成婚礼。 在澳洲以及其他的国家，我发现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神圣的意义，人们不明白他们正犯下违
反婚姻的罪孽(sin)，他们罪孽深重足以令许多代的人因此受苦。
我们必须明白忠贞是婚姻的基础。如果没有忠贞，婚姻便失去了意义，若你未能忠贞，那代表你还不是人类，人类必须有忠贞。
就婚姻而言，我们确认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完成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们选定与某人安顿下来，与这个人一起分享生活乃至
私生活，所以你们必须彼此和谐默契，彼此完全谅解，彼此忠贞不渝。 俗话说，婚姻是为了繁殖后代。你们是不同的，你们是霎
哈嘉瑜伽士—这是一种全新的意识—你们的婚姻会带来高质素的孩子。很多伟大的圣人都渴望投生于地球上。若他们发现任何霎
哈嘉瑜伽士的夫妻是相亲相爱的，在霎哈嘉瑜伽里进展良好的，对霎哈嘉瑜伽充满热忱的，那么，他们肯定会透过这对夫妻降临
在地球上。所以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明白霎哈嘉瑜伽婚姻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亦是迫在眉睫的。 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结了婚，
但这些婚姻正确吗？可信吗？这些人不是得自觉的灵，却以神的名义来结婚？若要以神的名义来结婚，他们必须是得自觉的灵。
所以他们没有获得授权以神的名义来结婚。当然，以注册之名结婚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名义
来结婚。若你要以神的名义结婚，你必须是得自觉的灵，亦应该明白婚姻的每一个细节，你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作
出一些承诺。我们的婚姻制度借鉴了古老的吠陀婚姻制度，也按照霎哈嘉瑜伽作出很多改变，我们也尝试采用一些教堂及其他宗
教的仪式，但霎哈嘉瑜伽的婚姻主要是以灵量为基础。 在这个婚礼中是向火元素作出承诺，要对火作出承诺，因为火会烧毁所有
丑陋的东西，而灵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像火一样，因为它是唯一向上升的能量，看！就像火向上燃烧一样，灵量也是向上升的，这
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灵量比作火。火是位于腹部的能量，那是正法，亦是宗教；霎哈嘉瑜伽士的宗教就是要保持在中间，不走向
极端。一旦他们结婚，借着对霎哈嘉瑜伽的理解，他们会将彼此拉向中间，享受彼此的当下、当下此刻，当下此刻如其所如。 若
已婚的霎哈嘉瑜伽士是明智的，平衡的，不互相批评，不专横控制，霎哈嘉瑜伽婚姻可以是十分美满幸福的。当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与另一个瑜伽士结婚，是有可能逐步将另一个瑜伽士提升的，也有可能拉低。若他们其中一个是较为专横或负面，亦有可能把
另一个瑜伽士拉低，是提升还是拉低就取决于你的质素。 婚姻在霎哈嘉瑜伽里是很大的祝福，因为所有的神祇、所有天使都在观
察这些婚姻，他们要看到这些是成功的婚姻。但若你致力于令婚姻失败，那是因为你还带着过往同样的意识，你想重蹈覆辙，那
婚姻也就会失败，你会跌落至有如动物般。你看，若你与动物一起生活，连人类也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 所以霎哈嘉瑜伽士必须
知道他们的意识已经改变，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必须与霎哈嘉瑜伽士，而不是与其他未获自觉的人一起生活。他们可以与其他
人交谈，但他们必须明白霎哈嘉瑜伽士的意识处于非常不同的层次水平，
如果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的意识是十分不同的，他们就会在婚姻生活中调整得更好。 霎哈嘉瑜伽
里没有离婚，我们不会去考虑离婚，但没什么是可以勉强的，我的意思是若他们无法一起生活，这是一种遗憾。直至现在，我们
之中仍没有离婚出现。但人们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他们有可能想合法地离婚。在霎哈嘉瑜伽里是没有离婚这回事，但也不会勉
强任何人。我们要明白婚姻是为了让你享受的，若你无法享受婚姻，婚姻对你也就完全无用了。 在霎哈嘉瑜伽里，人们要保证能
享受他们的婚姻，并能一起快乐的生活，这是他们在霎哈嘉瑜伽里的责任义务。就以我为例，我个人的情况，我的丈夫不是得自
觉的灵，他亦不明白自觉，也不是个求道者。

(有个孩子来了)(他想坐在我的膝上！)

尽管如此，你看，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失望沮丧，我没有强迫他，也没有强迫任何人。我说︰「他会慢慢看清楚的。」 所以即使另
一半不是一个得自觉的灵，也能处理得很好，亦能快乐地生活。若你们两个都有得自觉，这是最好不过的，应是很享受的。但兴
趣点必须在霎哈嘉瑜伽。若你有其它兴趣点便会出问题，因为霎哈嘉瑜伽士不会容忍他的妻子，女瑜伽士也不会容忍她的丈夫把
精力浪费在无聊荒唐的事情上，否则霎哈嘉瑜伽、男霎哈嘉瑜伽士、女霎哈嘉瑜伽士之间就会产生新的冲突。其实本来不应有任
何冲突，因为我们有很多方法途径去找出我们的问题。若我们有任何错处，就要尝试去面对它，并清除它，我们不该试图清理对
方的轮穴，而应洁净自己的轮穴，实际上，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却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 此外，我必须说霎哈嘉
瑜伽的婚姻将是最成功的婚姻。必须是。他们会在健全婚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婚姻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些将在霎哈嘉瑜伽
内成婚的人将真正成为非常幸福快乐的夫妻。但是，一旦他们结婚，便会立即受到负面能量的侵袭，因为这些负面能量不喜欢看
到人们有愉快的婚姻，在结婚初期，它们会尽最大努力搞出各种问题，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设法让这段婚姻破裂。一旦你开始
落入它们的圈套时，便会破坏美好的天生自觉的灵到来的机会，因为负面力量不会接受这种状况。若你们在初期便开始争吵，也
不是好事，因为你们会如负面算计的那样下跌。 所以你们必须很有耐性，很温柔，善待对方，才能看到你们创造了邀请这些伟大
的灵来到地球的氛围。若不是这样，他们便要等待，不会降世，因为他们不想有吵闹的，打架的，互相猜疑，互找麻烦的父母。
现在，我们要知道霎哈嘉瑜婚姻有一个明确的原因，不是出于时尚潮流而结婚，结婚是因为你们想拥有天生自觉的灵为你们的孩

子，让他们来到地球上。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场所，以父母的身份来迎接他们。若你们不明白婚姻的价值，最好还是不要在霎哈嘉
瑜伽里结婚。最好放过霎哈嘉瑜伽。 在霎哈嘉瑜伽里成婚只有一个障碍，就是你们都是同一位母亲所生，你们全是兄弟姊妹。若
你们之间要结婚，那就有点滑稽了，兄弟怎能与姊妹结婚？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要说最好你们不在同一社区，而是跟其它
地方的人结婚。至少悉尼的霎哈嘉瑜伽士应与墨尔本的霎哈嘉瑜伽士结婚，至少要像这样有点距离，那么便不大像兄弟与姊妹结
婚，这样会较好。

我曾经看到，这样也产生更多矛盾冲突，因为他们仍然有他们是来自墨尔本而另一个人来自…的想法

(你们怎样称呼它？)

—悉尼

(我就是不能告诉他们)

—悉尼

现在悉尼和墨尔本不该再有冲突。因为一旦他们开始争吵，他们会说︰「噢！你这个墨尔本人，我就是知道你会这样。」
而她会说︰「你这个悉尼人，你就是这样。」 你立即变得像这样，开始为此争吵。你必须知道自己不是悉尼人或墨尔本人，你只
是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没有种姓，社区，种族，任何宗教，或国家的区别。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你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是整体存有—你就是。你能感觉到坐在这里的任何人的生命能量，不管他是来自夏威夷或来自美国，都不要紧。 所以，一旦
你能觉知到每个人，即是说你不再属于任何社区或任何特定的国家，你成为整体存有。我们就是要变得这样。我们要创造更多的
整体存有。为了加快速度，我们想令这些伟大的灵来到地球上，所以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他们必须在这地球上，因为他们
是这上天工作的伟大管道。一旦他们—天命之人—开始降临在地球上，上天工作的速度便会加快，霎哈嘉瑜伽会迅猛地爆发式增
长。你会惊讶，随着这些人的降临，霎哈嘉瑜伽的成长速度加快了如此之多。我们要尽力为他们作出这样的安排，让我们能得到
这些人真正的祝福，就是他们降临这个地球。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请你们从新的角度，新的想法来思考婚姻，这样你们才能真
正明白婚姻的价值，才能有成功而不是失败或荒谬的婚姻。失败或荒谬的婚姻是一种罪孽，因为你们是在天生自觉的灵面前结婚
。 所以不可能出现像其他人刚结婚时的那个样子，他们在汽车上挂上「新婚」的牌子，然后出发。结果却要步入离婚的境地。霎
哈嘉瑜伽不可以出这种事—婚姻是严肃认真的事情。若你对婚姻还不够严肃认真，最好不要结婚；若你对婚姻有期望，最好不要
结婚，最好不要结婚。没有人会强迫你结婚，只要说︰「不，完全不行，我不要结婚。」若你继续这样下去，你真的会以最糟糕
的方式伤害霎哈嘉瑜伽，就像在背后捅霎哈嘉瑜伽一刀。 若你不想结婚，就没有必要结婚。相反，最好是很多想生孩子的夫妇结
婚，那么他们便能生下一些伟大的人。若你认为这些调整，以及上述说的所有内容是关于婚姻生活的各种陈旧观念，那你最好还
是不要结婚。这是一种新型的神圣的婚姻，为此你必须准备就绪去接受其美好和祝福，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去接受其终极的意义
。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霎哈嘉瑜伽强调婚姻，我们不相信逃避家庭生活的禁欲主义。我们认为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地球
上好好建立婚姻，我们要看到伟大的灵在这美丽、神圣的爱巢中诞生，我们要持之以恒，不要逃避拥有十分美满的婚姻生活。我
祝愿你们所有人都会拥有十分美满，十分幸福的婚姻生活。对于那些还未结婚的人，我也祝愿他们会有十分幸福的婚姻生活。 现
在我已经结婚…我想已有三十六年了，今天我的婚姻，虽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仍然感到我是我丈夫的新娘，因为我们都是很
有智慧的人，所以能将生活过成这样。当然生活会有起伏，但我们最终仍对婚姻生活有很不同的感受。他今天寄来一封令人愉悦
的信件，感谢你们对我那么亲切友善，也感谢你们对他那么亲切友善。
Lakshmi)的形相对我做崇拜。以你们内在的很本质的部分——家户女神(Gruha

所以我们要做崇拜︰今天你们要以家户女神(Gruha
Lakshmi)来敬拜我的家户女神(Gruha

Lakshmi)形相，因为你们的家户女神(Gruha
Lakshmi)的特质都有问题，那是左脐轮的问题。我希望这样对你们有更好的效果，让我们开始崇拜。
在这个简短崇拜后，我们会作女神火祭(devi havan)，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做女神火祭，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尽可能在今
天做好火祭。我们要念诵千个名号，这会是个好主意。
------------------------------------------------------------------------------------------------------------- Marathi Sahaja Yogi in background to Shri
Mataji: Who should be the host? Shri Mataji: Do you need a deed to be the host, you can only do it. Before Christ, Brahmins
were like tenants (‘भाडेकरी’). Sahaja Yogi: We are not tenants. Shri Mataji: Hence hosts were required, you can take it. (laughs in
the background) Shri Mataji: What do we have to give by calling them (Brahmins)? Sahaja Yogi: It is better if someone from here
conducts. Shri Mataji: Take someone new. Someone who is getting married, take them. English Sahaja Yogi in background:
Kuno (calling out a Sahaja Yogi), both of you. Shri Mataji: Who else is getting married? Sahaja Yogi in background: Who else?
Shri Mataji: You also. Marathi Shri Mataji: You come and sit here in the front, how else will it be done? English For Modi you
have to give him something there. Marathi Shri Mataji: Take it a bit forward and si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mall to spread.
Marathi Shri Mataji: Did you sit? Marathi Shri Mataji: Do you want anything? Sahaja Yogi: No, 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Marathi
Shri Mataji: Do like this, first start with Ganapati puja. Give it in my hand the puja (offerings). You have the Ganapati (puja
offerings) with you. Sahaja Yogi: Shri Keshavaya, Shri Krishna’s names should we recite? Shri Mataji: It is not required. Sahaja
Yogi: We will take Ganapati’s names. Shri Mataji: Ganapati puja in our way, we are prepared for it. Sahaja Yogi:
Atharvasheesha. Shri Mataji: Yes, Atharvasheesha. Mataji’s feet needs to be washed, arrange for the water. Do one thing, you
Raulbai (yogi’s name) sit here and you should recite. Means what will happen that if you get up and recite, then they all will be
able to hear you and Raulbai can here instruct what needs to be done.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you? Sahaja Yogi: Yes, it will be
possible. Shri Mataji: No, No I was asking Raulbai. What needs to be done is to ask them to put water and other things. Sahaja
Yogi: Will put water and other things. We need to tell them about ‘panchamrut’. Shri Mataji: ‘Panchamrut’ give it to the hand, put

it on the feet. Sahaja Yogi: Like you say. Shri Mataji: On the hand. Sahaja Yogi: And on the hand… Shri Mataji: Have you
brought the red cloth? Sahaja Yogi: Yes, red is there here and here is the green and.. Shri Mataji: Ok let us start. Sahaja Yogi:
Also on the hand, we have to do the puja of Bhagwati, right? Shri Mataji: Yes, on the hand Bhagwati. Let us start. It can be of
Lakshmi, Mahalakshmi as well. Sahaja Yogi: We have the Mahalakshmi stotra with us. Shri Mataji: Yes, Mahalakshmi stotra is
there. It will not take much time. It should be completed in 5-10 minutes. Sahaja Yogi: Ok. Marathi Shri Mataji: Tell the meaning,
is it possible a little bit? Sahaja Yogi: If we tell the meaning, it will quite some time. Shri Mataji: No, no, till such time they will do it.
Till such time they will be washing the feet. Sahaja Yogi: You can let it be, you can tell them about (continuing to) wash the feet.
Shri Mataji: Ok, you can stand up, stand up and also tell them the meaning of it. Means, they should know the meaning. Is it
possible? Sahaja Yogi: I will tell as much as possible. Shri Mataji: Ok, tell as much as possible. You can stand up. Sahaja Yogi: I
will stand up and explain. Sanskrit Sahaja Yogi: Harne Shri Mataji – Harne means who takes away all the problems. Marathi
Sahaja Yogi: I will complete this shloka and then explain. Shri Mataji – Ok. Marathi Sahaja Yogi: Means when the whole universe
will be destroyed, even then he will there. He is there even at the time of destruction. Marathi Sahaja Yogi: Means ‘chatvari
vak-padani’, all the four types of speech which is there, that is ‘Para’, ‘Pashyanti’ ‘Madhyama’, ‘Vaikhari’, these are also
governed by him. (Meaning of the four types of speeches ‘Para’ is the word form Parmeshwar i.e. knowing the word Brahman is
called Para, it is related to Param. ‘Pashyanti’ – Words are seen in Pashyanti. As the seer of the mantra, the sage Maharishis
saw the mantras. Be seen what is being said. ‘Madhyama’ – Those words which are not pronounced, which no one can hear, like
the name is chanted. ‘Vaikhari’ – Th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that are expressed which someone else can hear is called
Baikhari.) Marathi Shri Mataji: What is it (the shloka)? Ganadim.. what? Sahaja Yogi reciting the shloka: ‘Ganadim purvam
uchcharya’ means who are all the ganas? Their.. Shri Mataji: Gana or Gan? Sahaja Yogi: ‘Ganadim’ Shri Mataji: ‘Ganadim’
Sahaja Yogi reciting the shloka: ‘Ganadim purvam uchcharya’ ‘Varnadim tad-anantaram’. Firstly we have described who all their
gana (all celestial beings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ese are all their gana and now what is his character (‘वर्ण’), his character
means ‘Aumkar’, is what it means. Sahaja Yogi: ‘Varnadim tad-anantaram’ Shri Mataji: Explain to them in English. Marathi Shri
Mataji: Means whatever characters (‘वर्ण’) has been created on this earth, all the ‘varnas’ have been created after him. Marathi
Shri Mataji: ‘Anu-swaraha’? Sahaja Yogi: ‘Anu-swaraha’ means a point, means the state of a point. Shri Mataji: But they will not
understand it in English. Sahaja Yogi: Now we will not be able to explain this state in English. Marathi Shri Mataji: (Mentioning
the three states) ‘Ardha Bindu’, “Bindu’, ‘Valaya’. Sahaja Yogi: ‘Tarena Riddham’. The power to gage (‘तारण’) is also his. Marathi
Sahaja Yogi: In this way you are in the form of a comma. Marathi Shri Mataji: Can you see that? Marathi Shri Mataji: Generally,
we can only see the bhoots (pointing to the sky) Marathi Sahaja Yogi: Now it is a description. ‘Gakārah purva-rūpam’. Now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Gakārah’, I am not able to understand. Marathi Sahaja Yogi: ‘Akāro madhyama rūpam’. Means it is
the description of ‘Aumkar’. Marathi Sahaja Yogi: After that, last of all is the form of a dot (’Bindurup’). Marathi Sahaja Yogi:
‘Uttara’ means the north direction. This is the meaning of ‘Bindur-uttara-rūpam’. Marathi Sahaja Yogi: ‘Nādah sandhānam,
saṁhitā sandhih’. Now if you have to know this through the sound (‘Nādah’). Marathi Sahaja Yogi: Now how to explain ‘Gayatri’ –
‘Gāyatrī-chhandah’. How to explain ‘Chhandah’? Marathi Sahaja Yogi: Again in the ‘Chhandah’ there is ‘Gayatri’. Marathi Sahaja
Yogi: ‘Chhandah’? Shri Mataji: ‘Chhandah’, ‘Chhandah’ is a re-oratory, is it? Marathi Sahaja Yogi: No, ‘Chhandah’ means there
is a wire along with the ‘Chhandah’, means Music. Marathi Sahaja Yogi: ‘Ni-chṛid Gāyatrī-chhandah’ means there is ‘Chhandah’
of ‘Gayatri’ in it. ‘Chhandah’ of ‘Gayatri’ means Ganesha. Marathi Sahaja Yogi: ‘Aum Gam Ganapataye namah’. In this now
Gayatri is explained. In this mantra what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ayatri and Ganapati, is what is explained that ‘Aum Gam
Ganapataye namah’. Marathi Shri Mataji: How to awaken? Marathi Sahaja Yogi: Reading the shloka ‘Radam cha varadam
hastair’. ‘Varada hastha’ means he is offering the hand… Marathi Sahaja Yogi: Reading the shloka ‘Bibhrānam
Mūshaka-dhvajam’ – Now (thinking how to explain this).. A mouse is his carrier…. Marathi Sahaja Yogi: Reading the shloka
‘Yogino’ means ‘Ye na jayate iti yogaha’ – means the connection through which you know the divine.. Marathi Sahaja Yogi:
Reading the shloka ‘Shivasutaya’ means The Son of Shiva. Marathi Shri Mataji: No, it is that they know the meaning of Shiva.
You know Shiva, you know. Marathi Shri Mataji: of blessings.. you are the statue of blessings. Is it over now? Marathi Shri Mataji:
Now tell something about the Goddess (‘Devi’) Marathi Sahaja Yogi: Now for the Goddess (‘Devi’) means, should I recite Devi’s
Mahalakshmi Stotra? Marathi Shri Mataji: No, is there the other one? Anything that is recited for the Devi normally. Marathi
Sahaja Yogi: There are many for the Devi in here. Shri Mataji: You can recite that the Gods praised the (Goddess) Marathi
Sahaja Yogi: Yes.. The Shlokas ‘Ya Devi Sarva Bhuteshu…’ Marathi Shri Mataji: Along with it.. Sahaja Yogi: The Gods have
praised is very special. Shri Mataji: Yes, very special. Do we have its translation in English? Marathi Sahaja Yogi: Which stanzas
are to be recited? Marathi Sahaja Yogi: Yes, the Devi Stuti is there after the killing of the Mahishasura. Marathi Sahaja Yogi: No,
when the Gods prayed to Vishnu to create.. Marathi Sahaja Yogi: Ratri Suktam, it is this only right? Shri Mataji: Yes this is it.

Sahaja Yogi: Yes that only. Sahaja Yogi: Yes I have opened the same only. Marathi Shri Mataji: Now you will tell right how it was
created? Sahaja Yogi: Yes. Marathi Shri Mataji: Is it there in Hindi? Sahaja Yogi: It is there in Hindi. Shri Mataji: Is the translation
in Marathi? Sahaja Yogi: I will recite the translation. Marathi Shri Mataji: Do the translation. Sahaja Yogi: I will translate it. Marathi
Sahaja Yogi: I will only recite the translation now. Sahaja Yogi: Only the translation is there now. Shri Mataji: Tell. I will tell.
Marathi Shri Mataji: Now let us start reciting the next one, the other, let us take any other one. Marathi Sahaja Yogi: We will take
the Mahalakshmi Stotram. Shri Mataji: Take the Mahalakshmi one. Marathi Sahaja Yogi: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this one.
Shri Mataji: Ha.. Sahaja Yogi: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this one. Marathi Shri Mataji: Translation is difficult? Sahaja Yogi: It is
difficult. Shri Mataji: It is not there? Sahaja Yogi: Ha.. Shri Mataji: Then leave it. We can do it later. Marathi Shri Mataji: It is very
easy, there is no need to hurry. Marathi Sahaja Yogi: I will tell by myself first, I will first recite it. Shri Mataji: First recite it. Marathi
Shri Mataji: Only take this out in the other thing. Marathi Shri Mataji: What are we going to get by teaching? Why do it? Marathi
Shri Mataji: Keep this down. Keep it down, take it like this in your hand and put it in my ‘Oti’. Take now in your hand. Marathi Shri
Mataji: Take that, take that out, take that in your hand and tell to put it in my ‘Oti’. It is done. Marathi Shri Mataji: The fruits are
there, put it in that. Marathi Shri Mataji: It is all mixed in this. Marathi Shri Mataji: Now put this in it. Marathi Shri Mataji: These are
people are great. Marathi Shri Mataji: is it done? If it done then I will tie these threads. Marathi Shri Mataji: But not for the head
right? Is there one for the head? Sahaja Yogi: Yes, there is for head as well. Shri Mataji: It is there ok. Marathi Shri Mataji: It is ok
if you put it on another finger. In this there is not much there for you. Marathi Shri Mataji: You all have given me so much respect
today, that itself is sufficient. Marathi Sahaja Yogi: Where we would get this? Sahaja Yogi: It is all by your grace Shri Mataji.
Sahaja Yogi: Without your grace nothing will happen. Marathi Sahaja Yogi: Without your grace it is not possible. How will we on
our own give you the respect? Marathi Shri Mataji: We should tell these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not step out of Shri Mataji’s
grace. Marathi Sahaja Yogi: Yesterday that is what we spoke. Sahaja Yogi: Yesterday that is what we spoke all important things
were told. Marathi Shri Mataji: Put a cloth here. Keep a red cloth here. Marathi Sahaja Yogi: It will have to be cut. Shri Mataji: No,
it is not there. Sahaja Yogi: The cloth is there here. Marathi Shri Mataji: The audio is not clear to translate Marathi Sahaja Yogi:
Should we tell these people Marathi Shri Mataji: You can lay this all there up with it. Marathi Sahaja Yogi: I have got all of these
laid down, only we have to ask these people to step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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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普祭1981 年7月5 日 英国剑桥 现在我们中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里，我们的人数在增加。我们会越来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需要认识到你们已经变得很了不起，不是一个组织在发展，而是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成长，具有非常伟大的、能够转化的
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天的国度。而天国的律法与我们所知道的很不一样。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除非
你真正理解这些律法的运作，否则你无法正常成长，你必须成长。你们所有人都必须成长。如果你们不能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
你们就会荒废掉。 所以我们应该尝试去理解上天的律法，它们如何运作，这一点非常重要。迄今为止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导致我们
停滞不前。因而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不利于我们成长的东西。一些像舒适和分享这样的小事。在霎哈嘉瑜伽中我发现人们即使在
自觉之后，仍然过于注重舒适。他们想找到他们自己的舒适。他们想拥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想显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和其他人
是不一样的。 如果舒适对某些人来说变得更重要，你们就永远不能成长，永远不能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相反，你可能会成为所
有负面的媒介，并会通过你的怠惰折磨霎哈嘉瑜伽。所以尝试理解，舒适实际上是物质带给你的。舒适是物质的奴隶。你看到你
的母亲，祂可以睡在任何地方，祂可以吃任何东西，祂可以像你们一样生活。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需求，你也一样可以做到。 因
为物质一直在试图控制你，一直通过给予舒适来试图控制你。如果你习惯了坐在椅子上，那么你就需要随身带着椅子。你不能坐
在地上，我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就是你身体习惯了的一件事。然后你就想要维持你自己（的习惯），我必须有我自己的独立
公寓，或者我自己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要舒适。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事情之一，我们要学习不要所谓的舒适。对我而言舒适没有
任何意义，它潜藏在我身上（伺机而动） 试着去教你的身体如何在不舒服的情况下生活。有时候睡在地上，看看效果如何。试着
坐在地上。尽量少用物质的东西，因为它们已经控制你了，你没有它们就无法生活。我认识一些人，至少需要带折叠椅去海边，
因为他们不能（席地而）坐。他们依赖椅子，我想可能一段时间以后，椅子就像他们的尾巴一样跟着他们移动。你看，事情就是
这样。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就是物质主义会增加舒适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这些死物听从我们的命令。如果
你想要，我们可以有一把椅子，但是如果你不想，我们也可以没有椅子。它们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它们的主人。我们制造了
它们。 第二件事是关于时间。为了维持那个时点，我们应该很非常守时，我们应该这样那样。我们会为此谴责别人。我的意思是
，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都不应该守时，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成为手表的奴隶。不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把握一定
的时间节点，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按照那个时间运作的。但是你不应该因为别人迟到或者不准时而责骂任何人。当然，为了普祭没
关系，因为对于其他事情而言，这是神圣的工作。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应该想到别人。你看，如何克服时间就是为他人着
想。例如，我们应该准时到达某个地方，别人才不会为此感到困扰。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别人，为什么你不准时。 在每一件事情
上，例如，即使在舒适方面，我们也应该顾及别人的舒适，你就会克服你自己对舒适的观念。因为照顾其他人的舒适会让人头痛
，你就会克服。同样，你应该试着去分享。人们不知道如何与他人分享他们的东西，如何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房子。他们总是想拥
有自己的隐私。他们想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想拥有自己的风格。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而这些事真的会对霎哈嘉瑜伽不利。
分享，分享你所有的东西。试着去分享。所有那些试图对他们自己有所保留的人都不会成长。他们必然会迷失，完全迷失。 因为
你所保留的不是别的而是你的自我、你的物质身体、你的物质财富。这不是说你要打破你所有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为
了其他人而保留。你为了让别人享受而装饰你的家。你为了其他人，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创造舒适。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做到这一
点，你会惊奇地发现会有最大的喜乐。而你会真正地得到升进，你会成长。
当我们为其他人着想时，喜乐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以至于超越所有其他舒适和占有的喜乐。 占有令人头痛，绝对让人头痛。
如果你不拥有任何东西，你就不会剥夺你自己的任何东西。你永远不会觉得我被剥夺了这个。因为你不拥有任何东西。你是整个
世界的君主。别人如何能够剥夺你名下的任何东西呢？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掌管我们的律法。 现在觉醒以后，你越是想舒服，你越
是想独占，你就越是脱离了神的恩典。你越是想有你自己的计划，情况就越糟糕。你必须按照全能之神的计划来行事。那么你就
会受到祝福。你会得到满满的祝福。祝福如此之多，你反而不知道如何使用你的祝福了。但不要有任何专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
的舒适、你的物质财富、你的时间，任何给你“我的，我的” 感觉的东西——只去克服它。例如，甚至是精微之中最精微的“我的母
亲“，“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孩子”，“我的”。谁是其他人？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就会意识到集体的喜乐
。 现在人们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都是人为的。因为是被迫分享，他们永远无法享受这种共享。而这些东西如果被分
享，能够带给你巨大的喜乐。同样的事物也可以让人头疼。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士，她嫁给了一个
印度人。而在那个地区的印度人都很奇怪，思想非常狭隘。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她。她没得到任何的爱。她回到了伦敦，不，她先
回了孟买去见我，自然我对她很好，我不知道应该送给她什么。而我有一条珍珠项链。大部分东西都在银行，而我只留了一条珍
珠项链。所以我说：“好吧，你拿着这条项链吧，就当作我爱的象征。”——我把项链送给了她。

岁月流逝，很多年过去了，大概

是十年以后，我在伦敦遇到了她。她告诉我她想来看我。她带着那条项链。她发誓说：“这条项链一直支撑着我，让我始终相信有
爱。”这种项链，我家里有那么多条。如果我愿意，还可以有更多条。但是这条给了某个人很多年的支持，让她相信一直有人爱着
自己。这条项链对她来说是如此珍贵。对我来说却没有那么珍贵，是个累赘。它的价值在于物质事物的精微价值。它超越了美学
，是通过物质事物来表达的爱。 你知道不管我触摸什么都会给予能量。这种爱只有在给予的时候才能享受。如果我只爱我的孩子

，如果我只爱我的孙子，我就不会在这里。渐渐地，他们也明白这种分享是如此重要。所以神圣的律法是这样的，会以一种非常
幸福的方式作用于那些遵守它们的人，这是一种，就像我所说的分享，是一种将你的舒适给予他人的方式。 你应该是一个让人舒
服的人，而不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人。对别人而言，你不应该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的舌头应该给予别人极大的慰藉。你的眼
睛应该给予别人极大的祝福。当你看着别人的时候，人们应该感觉到：“这就是我的安全感。”不是去享受他人，而是去给予他人享
受，这享受来自于你，你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么神圣律法就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去批评别人很容易。在霎哈嘉瑜伽中人们也
这么做。人们习惯去批评他人。但是如果你能够爱其他人，那么就不会有批评。你不会看到所有这些（缺）点。 这样一来，有些
人可能会利用你的爱，我知道他们会这么做，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中他们会离开。这样的人会很快地离开。那些想利用霎哈嘉瑜伽
的人，他们会走掉。所以你不必担心。在那里神圣的律法会解决问题，这些人会走掉。但是你要试着去爱，你试着去爱。你降下
你的自我，试着去爱其他人，并尝试与神以及祂的祝福合一。就像祂爱你一样，你必须爱全世界。那些试图骚扰你的人将会受到
惩罚，我告诉你，他们会受到惩罚。但是你必须与神圣的律法合一。而一旦你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问题就会完全得以消除。像
你的家庭问题、房屋问题、财产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得以消除。 仅在有些时候，我发现家庭成员之间有冲突。你的优先级应该是
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还是霎哈嘉瑜伽。比如说丈夫可能对霎哈嘉瑜伽并没有那么有兴趣，那么妻子就会被拉下来。她应该
表明她的兴趣只在霎哈嘉瑜伽，没有其它，他就会进来。她不应该让步，她不应该向他让步。而如果是他想要进入霎哈嘉瑜伽，
她却反对。她没有权利这么做，在任何神圣的律法之下，她都没有权利这么做。如果她试图那么做，丈夫根本不需要听她的，而
只需全力以赴。因为最终他是霎哈嘉瑜伽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降低其重要性。所以她应该继续做她想做的事。
如果他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他不应该为任何事烦恼。如果他在那里，他的家庭会得到祝福，所有人都会得到祝福。 因此任何借
口，任何把你带离霎哈嘉瑜伽的借口都对家庭没有帮助。因为如果神祇生气了，你的家庭就会受到伤害。如果说，一个女性是一
位霎哈嘉瑜伽士，而她的家人反对霎哈嘉瑜伽，她的家人就会受到伤害，而她也会受到伤害。但是如果她在霎哈嘉瑜伽之中，那
么整个家庭都会得到拯救。所以你正做一件更伟大的事，你正在为你的家庭做更伟大的贡献，通过成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一名
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一位虔诚奉献的霎哈嘉瑜伽士。 但是任何个人主义的努力，任何个人主义的态度都不会对我或者是霎哈嘉
瑜伽有所帮助，以任何名义、任何旗帜、任何借口都是非常有害的。尝试找出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你想要找别人
的错，可以是任何错误，我意思是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也不应该在这个地球上。我本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看
到了你内在的灵，我看到了你内在的美丽。我看不到其他东西。如果我不曾看到灵，我就不会像这样工作。 因此，所有那些试图
用自己方式做事的人都会陷入困境。这是霎哈嘉瑜伽的恶性肿瘤，是癌症。人们非常习惯于某些做事的方式，就像你看到我们印
度人必须每天都洗澡。我们确实如此。我意思是我举一个例子。对英国人来说，可能是，比如说，在吃东西的时候对餐巾纸非常
讲究。就拿这样一件小事来说。我意思是说他们非常（讲究），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信条。印度人也是如此。昨天我没有洗澡，因
为有太多的人。我不应该洗。如果我把水都用完了，会发生什么？任何时间我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要举行一次普祭，我才洗澡
。我意思是对印度人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当你说你要与人分享时，你可以克服你的习惯。但是那些不体谅别人的人不能
理解这一点。 没有必要为了参加普祭而独自享用他人的资源过分地清洗，没有必要什么都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带着一
颗与每一个人分享喜乐的心来到这里。哪怕你没有清洗自己，没有关系。你在神面前是没问题的。但是分享非常重要，这也是我
发现所缺失的部分。人们会对自己的孩子感兴趣，而对别人的孩子没有兴趣。他们会对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家、房子感兴趣
，但是不会对别人的房子感兴趣。 也试着去跟他人一起分享你的劳动。你会惊讶于它非常有意义，多么有意义。小孩子们有时候
不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不明白谁是其他人。就像有一次我们去德里，我们搬家，我清理了房子。房子非常脏，所有的东西都打
扫干净了，还装饰好了，等等。于是我的女儿说，你为什么不把其它的房子也装饰下，也清理干净呢。那些房子都非常脏。她们
并不明白这对她们的母亲而言太多了。你们最好去做，他们做不到，你们最好去做。他们如此愚钝。这种物质主义的态度，你知
道这会让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的意思是感谢神，你们不像那些来到这里的印度人。他们非常物质主义。你们已经摆脱了它。
但是在非常精微的方面，它还粘附在你的舒适上，你想要有个假期，想要独自出去度假，你看，与你的家庭一起。这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很庞大。你的母亲有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呢。她有这么多的儿子和女儿。所有东西都要分享。你永远不会独自享受
你的假日。你只能与霎哈嘉瑜伽士们一起享受。就是如此。一旦你开始享受，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分享是如此美丽。 这就是今天在
剑桥我想告诉你们的，因为从剑桥出来的人已经走遍全世界。他们在此受教育。他们走遍了整个世界。他们无处不在。这已经广
为流传，剑桥的人非常傲慢，如他们所说。他们不想与任何人分享。想像一下！剑桥是一个意味着分享的地方。却成了一个他们
不想分享的地方。知识只有在分享以后才能享受。否则你就不能享受你的知识。 所以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幸福。你会很惊讶
地发现你所有的悲伤、你所有的不快乐都会消失，完全消失。这些都是过去生活的旧事，忘记它吧。你必须完全忘记你属于这个
团体或那个团体。只是学会分享。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造物、甚至高于鲜花和万物，就是人类。
只是与他们分享，只是去享受他们。他们是神最好的造物。只是去享受他们。如果你真的想去遵循神的律法，这是必需的。 今天
，我希望通过这个普祭，你的心会扩大。而且你学会如何通过博大的心去分享。试着去分享你的东西。分享你的时间。分享你的
舒适。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你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想想别人的优点，你就会享受他们。如果你开始想着荆棘而不是玫瑰，你会享受
玫瑰吗？如果你想要享受玫瑰，你必须忘记荆棘，欣赏玫瑰。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但是愚蠢的人会拿着荆棘，只是不停地扎自
己，说：“噢！这有刺.” 智慧的标志是去享受玫瑰的美丽，它们是最美丽的东西。他们都是玫瑰。我在这里看到你们都是玫瑰。我
忘记了那些刺，总有一天，他们甚至不需要刺，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有力量。而且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团体主义，知识分子聚在一

起，非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酗酒者站在一边。在霎哈嘉瑜伽中，我们也存在种姓制度，试想一下。分开出来一部分印度人，然后
是英国人、剑桥人。不应该有任何分离，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都通过我们的顶轮出生。 我们是一个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事物。
我们不能形成小团体，不能形成异教，不能形成任何种姓。我们是再次出生的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已经丢
弃了所有那些。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你看。他们说对于一个苦行者而言没有种姓，对于一个苦行僧，也就是一个自觉的人而言，
没有种姓。不属于任何种姓。忘记你的国家问题、你的民族问题以及所谓的你的人民的问题。忘掉它，你是不同的，试着把他们
拉上来，让他们也与整体合一。整个世界必须像这样团结起来。放弃你们小小的差异和棱角。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现在谁不是
从伦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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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你们的心 1981年8月2日 英国Dorset 我们大家所齐聚的这个地方是多么美丽呀! 这真是霎哈嘉瑜伽的祝福，让你们都能得到休
息，完全的放松下来。因为唯有在完全放松时，你们才能明了我们现在都是自觉的灵，我们都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可以看
见神在我们周遭所创造的这美好的一切，我们对于祂的恩典、祂的仁慈，以及对祂的爱的感受都更为敏锐。 我非常高兴你们举办
这场交流会，我向来就希望你们举办交流会，你们都应该常常齐聚一堂，住在一起，了解彼此。交流会毫无疑问地在整体层面上
解决了很多事情。但在精微的层面上，霎哈嘉瑜伽交流会的意义重大。这表示各地各国强健的中流砥柱们团结一心。这些要塞，
或者说是中流砥柱，汇聚而形成生命能量管道枢纽，使强大的生命能量能放射、于各地流动、席卷各处。在你们国家不同的角落
建立这神圣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举例来说，大地之母已经尽其所能完成她的工作。祂创造活生生的神祇，以彰显神的存在
。你们可以测出祂们的生命能量以明了大地之母是如何辛勤地工作。祂创造了美丽的宇宙万有，祂同时创造了你们所有人类和灵
性。祂创造了你们体内的灵量，祂代表美丽的自然。在祂的陪伴之下，你们沉浸在祂慷慨的赐予之中，并在其中发现彼此。你们
亲眼目睹，祂是如何一视同仁地祝福每个人。对祂而言，你和其他人并无分别。但是那些更敏锐、更精微的人们，比你们更能享
受祂的恩赐。 但是我发现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在这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逐渐变化，一开始我发现人们有过度侵略
性，多疑，有时也很无礼，没关系！这对我而言并无分别。 但现在，他们逐渐地开始转变，他们逐渐明白他们拥有什么、扮演什
么角色，他们身为英国人是多么重要。（当我说「英国人」，我指的是全英国的人，而不是只有韦尔斯或者什么），而他们是如
何成为宇宙之心的重要部分。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明白身为英国人的重要性。在这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会传播开来。举例
来说，如果这场婚礼（译者注：韦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婚礼）在其他皇室中举行就不会这么被广为宣传。也许你们对自己自
视不高。你们也许会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毕竟英国也和其他的国家一样。但为什么人们从你们这里会接收这么多东西？ 即
使是君主政治，我的意思是，大部分的国家早已舍弃君主政治，但是在这国家它不仅存在，而且还被人尊崇。君主政治的象征在
此仍然以一种非常光荣的形式留存，甚而包括这场婚姻。皇室的婚姻早令人厌恶与抗议且乏人问津。这吉祥的事情应该在此地发
生，每个人都应该目睹。这么多的国家都予以关注、欣赏它，享受它的一切，这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超越所有理性思维，所有人
的理解，甚至超越逻辑。我们可以问，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但如果你们享受它，你们就只希望去享受，不假思索地，用心享受
祝福。 所以你们要明白你们是宇宙之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重要的事是你们要成为非常柔韧（flexible）的人，你们心脏的细胞必
须要很柔韧，心要跳动，它必须强壮，令人惊讶的是狮子是你们(英国皇家)的标志，你们要有狮子之心，狮子心意味着要无所畏惧
。他知道他是国王，他生活尊贵的态度就如国王，像狮子，一如占星学所说的狮子座，狮子座应是极度慷慨的人，有一颗狮子心
，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应该无所畏惧。但是在英文中，如果你们观察任何人或是聆听任何人说话，讲没两三句话，往往就会听
到说：「恐怕...」「恐怕得这么说…」「恐怕这个…」这些字眼应该要从霎哈嘉瑜伽士的字汇中删除。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有人
说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不想伤害其他人。还有这么多其他的说话方式可以不伤害别人。现在有什么好怕的？ 软弱的人不能够爱，只
有坚强的人才可以去爱。如果你们谈论爱，首先看看自己是否够坚强地去爱，爱并不容易，就算世俗之爱，就连”携手一生”，爱你
所爱也非易事。你必须要有坚强的道德感，要不然往往三分钟热度后，人们就喜新厌旧，另结新欢，这样的爱是没有意义的。你
必须具备非常强烈的信念，不只是你脑中的念头，而是要真真切切地具备。 我可以告诉你们，只有非常少的人具备像罗密欧那样
的爱，你可以轻易地认为自己是罗密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认为自己是英国国王，无所谓，但是你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英
国国王。所以要成为罗密欧你必须要具备伟大的人格，伟大的牺牲奉献，伟大的爱，并且了解你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你们只追求
爱，别无所求。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坠入情网，他一旦坠入情网，情感始终不渝。如果他坠入情网太多次，那不是爱，所以这经
验对你们多数人而言也是一种禁果。 要世人爱神，更是难上加难。祂的存在如此隐微，看不见摸不着，如果不去认识祂，不知道
祂的慷慨恩赐，没有得到自觉的话更会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今天并非如此，但是你们必须内心无所畏惧、信任，你们相信自己也
要相信别人。首先尝试相信自己，藉坦承犯错，你们要这么说：的确，我曾犯错，然后呢？相信你自己，务必知过能改就好(善莫
大焉)，信任不是指盲目的自我旅程，不是盲目的自我旅程，它的意思是：的确，我可以改正自己，我可以改善自己，我可以做得
更好。也许有人认为，你相信自己就绝不应该告解你曾经做过的错事，不该说：这件事做错了，我可以改正它。但打死不认错，
其实是错误观念。 你们要相信自己，告诉自己：「的确，我犯了过错，我做错事，我胆怯不安，但是我可以改正这一切，我内在
拥有这力量，我可以超越这一切，我可以运用内在的力量使我有所长进。」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们是自觉的灵，相信神是爱你
们，祂选择了你们作为祂的工具，要爱你们自己。 无庸置疑，你们都是独特的。身而为人，每个人都具备独特的人格。但得到自
觉之后，你们绝对是特别的，人要用明辨是非的能力去了解，这绝不是指自我的旅程，如果你们不能改正自己，你们就不是自己
的导师。是的，你们并不完美，你们很特别，但是不完美。你们要使自己更完美，这些字眼令人很困惑，当我说你们很特别时，
你们立刻会认为自己是完美的。这是两回事，特别与完美。人可以很特别，却同时并不完美。所以你们要让自己完美，相信自己
可以藉由唤醒灵量，清洁轮穴来使自己完美，藉由了解自己来使自己完美，你们必须要变得完美。我运用这么多方法，有时我直
接告诉你们，有时候透过朋友间接地说，用某种方法指出你们的问题，你们应该要这样想：我是与你们同在，我就是你们内在明
辨是非的能力。当你们不了解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时，我会尝试指引你们方向，往这走或往那走。但是人们有时会觉得受伤害，

会心情不好，有些人则是会虚心接受。 如果你是位求道者，如果你向上升进，你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你会受到特别的祝福，然而
你必须特别地注意你自己，你承担不起戏弄自己要付出的偌大代价，因此你必须要能够分辨出什么是自我，自我的旅程，以及什
么是升进。自我的旅程将你带回到原点，甚且会受重创，后果堪虞。就像把你掷入空中，然后你摔回地面，跌断了一条腿或是受
类似的伤，这便是自我的旅程。但是升进是使你真正地超越这一切，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升进，而藉由与你同行，其他的人也一起
升进。你在升进之中获得无穷的力量，你升进的越高越好。但不要误以为因为你可以向上升进，所以你是完美的。 有个关于老师
和学生的故事，老师非常仁慈地对待他的学生，而学生会将他的作品带到老师跟前，老师很善待学生，每次这学生都会说：「我
把它好好地完成了，但是这边的这件东西我还没有办法做好，因此可否请您告诉我该如何去修正它？」老师说：「的确，你做得
不错，你最好修正这个部分，然后再这么做。」 之后某一天学生来见老师并说：「而今这可真算得上是完美杰作!」老师说：「现
在你不再是个学生了，不再是学生了，你可以不用再来找我了。」 另一位学生每天都来习艺求道，精益求精。这学生跟老师说：
「今天我觉得我可以教导其他人，但我还尚未完美。」老师说：「好吧，你去教导他人。」 第三位学生来访时总是试图看清自己
所犯的错误，以及应该如何去改正这些错误，这学生非常地努力、从不懈怠。这天他来到老师跟前，他说：「老师，从今以后我
不会再来麻烦您了。」老师说：「的确。现在你算出师了，可以处在我的位置了。」 因此人必须要明白，如果你向上升进，你会
变得谦卑，这与一般人的认知恰好相反，当他们向上升进，他们会认为自己已具备某些特殊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他们
开始认同自己。「你看，我灵性上发展得非常好，我超然卓越。」诸如此类。当开始这自我认同，到达某种程度时，你会突然发
现自己再度跌落地面，不应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向上升进的人们展现出某些特质：第一是他们会很合群，你有多合群呢？你
能和多少人相处？你能笑看多少事情？这是最重要的特质之一。第二个特质是你能接受别人企图削减你的合群性到什么程度？你
是否允许别人削减你的人格？举例来说，有一位员工，他和他的老板都是自觉的灵。当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向上升进时，这人变得
更谦卑、变得更好，他们之间也很投缘，但是到了某个程度，当事关他的灵性升进、合群、给予、以及为人服务时，他永远不会
向老板妥协，在这点上老板是永远不能支配他。 第二点是你们对自己负起多少责任？就好像身为心脏的细胞，你们负起了多少责
任？任何一个心脏细胞衰竭了，整个心脏就会衰竭，每个心脏细胞都必须极为敏锐，极度地服从真我，服从灵体，在有需要时或
危急时，它要更活跃更辛勤地工作，而它也最能享受，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不洁，这是第三点。 如同我所说的，第一是合群，第二
是你们的责任感，第三点是纯洁，你们自己的心要纯洁。首先是你们对自己的心，要真实不虚、没有狡诈。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这与所有英国人所相信的正好相反。尤其在今日，今非昔比，纯洁无瑕的心，清澈透明的心，打开你们的心扉，相信
别人，敞开心与所有人交谈，相信别人，你们为什么要怀疑？如果你们对自己无怀疑，你们也就不会去怀疑别人，别人会从你身
上夺去些什么呢？你拥有什么呢？ 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鼻子、眼睛，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完整无缺的，妥当连结，，没有任何东
西会因而消失不见，他们又如何能伤害一个自觉的灵呢？如果你的心是洁净的，你可以清楚明白地瞭知自他的一切，纯真是这么
有力量，如此威力无穷，这人如果是有纯洁的心，甚至连看一眼也足以毁灭撒旦的。实际上，当心沾染了不洁，这不洁东西会流
通到其他部位。和一般所认为的恰巧相反，主要是源自于心。许多人认为是身体先沾染不洁，我想是心先沾染不洁，然后这心中
的不洁所呈现出来的，是涓滴流下，然后停滞在身体的部位，甚至停留了下来。因此要有一颗儿童般纯净开放的心，开放的心。
有什么人能使你害怕呢？你有什么人不能相信呢？有什么人会使你愤怒？跟每个人说话，跟每个人握手，和善地对待每个人，当
你发现有人遭遇困难，适时伸出援手，如果有人坐立不安，有些问题，试着去化解那问题，如果有人无处可站，让出个位置给他
，试着用你们洁净的心去给予，如果你们的心不洁净，不洁净的心是永远不能够给予的。 此时此刻，如何洁净你们的心是现在的
课题，超级市场没有卖清洁内心的扫帚！也没有任何清洁剂可以把它洗净，但是有这么一个方法，容许你们的心沉浸在你们的母
亲的爱之中，只要容许就行，看看她是多么的爱你们。 我相信你们，人们有时嘲笑我，这些圣人有些是未来的伟大成就者，他们
不能了解为什么我相信你们，他们说：「噢！这些都是迷失的人种，这些人都是一团糟，你要如何相信他们？他们不是遁世修行
者，他们也非苦行圣哲（按：均为求道修行人的一种)，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凡夫俗子。你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如果你去
他们那儿，他们会逼你倒立三个月。他们会把你吊挂在井上三年，我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试探你。」 但是在我看到
你们的那一天时就相信你们。在你们到来的那一天我就相信你们，而我从最初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在你们身上工作，我知道你们是
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灵，灵是会闪耀的。同样的，要去相信别人。我们常嘲笑别人，我曾见到霎哈嘉瑜伽士来我跟前时嘲笑
别人，捉弄别人。要相信他们，当你相信他们时你也会尊敬他们。你们必须相信自己，而且享受被温柔地卷入母亲爱的漩涡之中
，只要去享受。像花儿落入流水，随着水漂流，享受水流的美丽，同样地你们也应该要享受，当你们内在拥有这享受，你们会开
始相信，并且相信你们的母亲。 我试图用很多方法去改正你们，但是重要的是相信：我为你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一切都是为了洁
净你们而做。这是我的工作。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公开地为你讲述，也许不留情面令你们形象大损，或其他有的没的想法，但
绝非如此，这是为了你们的灵（hitha）(校注：在梵文,
“Hitha”的意思就是“Well-being”），为了你们的灵(Well-being)的好处，这是最艰难的工作。 藉由你内心的信任，首先相信自己、
相信别人、别的霎哈嘉瑜伽士。爱邻如己！谁是你的邻居？是另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相信他，支持他。相信你们的母亲。正如我
信任你们，你们必须要相信我，自会成就一切，开放你们的心接受这样的信任，你们不应担心礼节是否正确?!
这样的信任会不会绝对地被尊重?!心，是足以明鉴的。 你们真诚的心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尊重的，有诸中，形于外。这自会照顾一
切，藉由表面外在的努力，任何尝试，都不会有作用。唯有你们充满爱与信任，才能成就一切。这没关系， 你们看今天她带了些
花，她说其中有些是杂草，她到车站摘了些花，而站长跟他的夫人都是非常甜蜜的人，他们说：「拿去吧！它们只是杂草，妳可

以拥有它们。」而它们如此芬芳！是我曾见过最芬芳的花之一，它们只是杂草，它们不被视为任何正式的花，只是一些附在最芬
芳的花朵旁的花。爱给予所有需要的素养、香气，以及养育。 不要只谈论爱，要真正去爱，这是最令人享受的事。 今天在我们开
始进行普祭之前，我想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你们关于希腊的一些好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当我到希腊时，
我之前就知道我必须去希腊，他们告诉我他们相信起初是有一位母亲的，他们相信有太初之母。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有些Indoaria
n族人流传一些讯息给他们。 他们说，”是的，是有一位母亲但祂有很多面相，且这些面相被阐释成不同的神祇。” 然后他们又谈
到你们所熟知的神祇们。但是他们后来让这些神祇们成为完全地人性化的神祇，且糟蹋了祂们。但是仍然存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东
西。

比方说阿西娜是女神的名号，太初之母。但是阿西娜Athena中的

Atha在梵文里的意思是最初的。且他们从Athena中创造出这个字。关于水他们称之为Neeru,Nero。 梵文是Nira。 在家中我的名
字是被称为Nira，意思是来自于水。有多少字是像这样的令人讶异。例如我说告诉他们关于各能量中心。他们说是，”Kendro”梵
文是Kendra。(校注：Kendra在梵文，是”核心”) 最棒的是当我去希腊古都特尔菲（Delphi）时，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很讶异。 他
们说，＂那是世界的肚脐眼＂。我说，＂欧洲是肝脏，而希腊是肚脐。＂他们指出肚脐眼正散发出能量的那个点。不只是那样，
他们并且指出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那是个小土墩。实际上那真的是从大地之母出现的这个小土墩就是肚脐的形状。据他们说这是
真正的阿西娜。那是从大地之母所孕育出来。我发现那能量是惊人的。就在那旁边有很强的能量散发出来，因此我一转身我发现
甚么呢？是一尊Ganesha，有着美丽躯干的Ganesha，确实是有着象鼻子的脸部，耳朵，眼睛和肚子的Ganesha座落在那里！ 你
相信吗？座落在祂旁边且有超强的能量散发出来。可惜没照片为证，我是指用相机或其他机器拍摄留存，否则我就能拍照为凭，
不过如果你们现在去你们就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他们指出蛋，想象一下，其他蛋都是来自于祂的永恒的蛋！

且这些蛋显示纺锥体的结构纹路，就如同医生在显微镜下面所看到的。 然而他们是如何知道的，那些希腊人？神才知道。 还有另
一种说法。一开始他们是取得长生不老仙丹(Amruta)。也就是神祇们藉由这他们获得永生，意思是说他们被指定为永恒的角色。
但是之后他们希望每个人也都有同样的特质，因此他们开始使用一些称为是长生不老仙丹(Amruta)。他们转换成别的东西，却号
称是Ambrosia（校注：在希腊罗马神话中，Ambrosia是神仙食用的甘露珍馔；但实为豚草毒品。) 和其他一些迷幻药LSD生意。
于是食用之后，他们就进入恍惚狂喜状态，周遭一切都是超意识。那些超意识就一起存在。现在我们必须使用辨识力来得知为何
在真理周围超意识或集体潜意识能以某种方法行得通。你们必须要达到真理所在的那个点。但结果是你不是迷失在超意识，就是
迷失在超我或者我们可说是集体潜意识中。所以要觉察到这两边的个中差异。 就像在印度庙宇，你去了，你会发现整个被集体潜
意识所围绕着。太拘泥仪式，固守仪式的教条主义让他们处在左脉中。因为那样产生很多妇女着魔起乩的问题，她们不断地，在
神祇面前发出”呼呼呼”的怪声，他们说出马的名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在摩诃拉克希米神庙(孟买香火最鼎盛的印度教庙宇)，那是
在孟买全部三个神祇都出现的一个真正的庙宇，我过去住在离那里很近，想想看，这很常见。要了解人类对这的反应在特尔菲（
Delphi）可看得很清楚。如此做是件很美的事。 但是当我们到那里时我对阿西娜神庙感到很讶异。祂接近的程度到灵量存在的根(
Mooladhara)就显现在那里。目前祂是有蛇围绕着祂的那位，看到了吗？且祂有小小蛇的孩子们。你想得到吗？祂就是这位，且祂
有个女儿，就是你体内的灵量，或称孩童神祇。当祂站立时手中握着灵量，蛇从祂手中出现。祂被做成带有全部的轮穴。祂是如
此美丽地被展示出来。最棒的是祂所在的密室圣殿(Sanctum

Sanctorum)没有人能被允许进去，就是太初灵量(Adi

Kundalini)。

但是他们说祂 (阿西娜女神)是从Zeus 天神宙斯的头部化生出来，最初始的灵量。祂所在之处无人能允许进入，除了祂的儿子，还
是孩童的儿子之外，没有人能进入。但祂的步伐是非常的大且是圆圆的。祂是卷曲的。你们能想象得到吗？祂们呈现卷曲，就好
像祂们是Kundalas的一部份。且你可看出他们高度是三又二分之一，高度如此且宽度也是一样的。好像每个地方都是用大的做成
的，我的意思是说三是由三块大石头做成而最后一个是由小石头做成，三又二分之一，且祂们成为卷曲的状态。且那是祂所在的
密室圣殿(Sanctum Sanctorum)没人可进入里面。 这样的表达真是有够神!！这是早期的表达而雅典是仿造阿西娜来命名的。 如果
你看到面容你也能发现许多宛如母亲脸庞的特征。我有照下相片和全部那些稍后我会拿给你们看。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或佛陀，K
abira，祂们每个人；都已完成了祂们的工作。没错。祂们都已为你做好了。祂们都已座落在你体内。祂们已完成了祂们的工作。
现在是你们要站在台上，而不是我。顶轮必须要建立好。且顶轮随时围绕着心轮。你是受到你灵的启迪，祂座落在你心脏的位置
。且整个顶轮的曼陀罗是围绕着心脏。由于你现在是那灵的殿堂，你是那心脏。你们必须是非常非常勉力不懈。 这是第四点，再
次的和全部英国人的认知相冲击。他们长期都在度假当中。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假期上。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就是他们在度假当
中。假日这个字来自于神圣的日子，也就是在那天要做些神圣的事情。上帝向整个世界告假一天，去清洁祂自己且置身于很神圣
的状态中(安息日)。因为你知道，当万物创造完成而歇息，当你创造了一些东西，你想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自我享受。那就
是为甚么祂有这个假期。在这里它老是有一堆有的没的假日，而不再是神圣的日子，holly意思是空洞的。它是空洞的，沉闷的日
子。当然我也只好尽力削减他们对假期的狂热。 这是每个人须真正投入霎哈嘉瑜伽的时刻，努力些。是你们放掉所有懒散的时候
了。不要再贪睡了。我说过我曾看过人们，她要求说：「母亲，我们想要做你的普祭」。
我说，「我了解为什么你们想要有普祭。这是很好的，因为普祭意味着大量能量。」 大量能量涌进，每个人都感觉很好。有人可
持续感觉很棒持续一个月，有人持续一星期，有人持续一天，有人持续一个小时。再一次，就是这样。因为大量祝福能量的涌进
，你内在感觉到潮水般，已经进到里面了。但那是必需的；必须要有一些深度。但几乎都变成空谈。每一个霎哈嘉练习者每天都
必须做的，那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份。清洁工作是他生活的一部份。就好像是刷牙一样。即使他没刷牙也无所谓。我并没有每天
刷牙。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我不需要刷牙。

我的牙齿仍然很坚固，有天我问我先生，「人类何时会牙齿掉光呢？」

他回说，「你已超过那个年纪了。」 我回说，「那也就是说我的牙齿绝对不会掉光吗？」他说，「可能不会。」 我未曾像你们一
般人一样教条式地每天晚上睡前刷牙。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天晚上的自我清洁。不论你是用水或用盐巴按摩牙龈或用奶油或用火焰
来清洁你自己，想怎么做都可以但重点是你必须注意要每晚做清洁你自己的工作。而清晨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先交托。你必
须要早起，早起没问题。做甚么都无所谓但是你必须努力。你必须每天考虑一下我今天为霎哈嘉瑜伽做了甚么呢？要知道我们将
要开始进行的是不一样的过程。一旦你否决了物质主义你就变成为嘻皮，我们摆脱那个之后，将不再重蹈往返物质主义的极端。
这是我们需走入的新的途径，在那里我们了解我们是不执着于事务。没问题。我们不是要脱离事物而是要去掌握它。如果我们能
够达到的话是很好，如果无法达到也很好，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目前努力去做是必要的，我告诫你要真正的努力工作因为现
在我要去美国。 当我到达那里，是如此昏沉。 即使你们尝试要做，我也不允许你们在六点之后去睡觉。 我已这么做了是否你们
有注意到，很难让人们在六点之后睡觉。但是，尽管如此，当我离开时，你们必须真正地努力工作，且每天保持自身非常清洁，
且在纸张上记下来。

我当时再次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全部孩子们都像脱疆的野马。

这次应该不会再这样了。

今天你们必须答应我，就是你们将会很努力地去做，全然彻底地洁净自我。竭尽全力去做。 毕竟这国家不大，要去四处旅行不难
。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你们看过澳洲那时期。感谢老天，我当时只有一个霎哈嘉练习者跟着我，Regis先生，我只须控制住他。
我只需操纵一匹马，而他是没问题的。他表现得很好，否则他可能异常言行。 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他表现得很好，
他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所展现的风采，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说他很稳重很平静。想象一下，很稳重的Regis。依我看他很亲切，
且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个医生，他为他们解释得很清楚。虽然我今天开了他一个玩笑，对此我感到抱歉。无论如何，那
太过分了，但是他成功了，他给人指点。
同样地，我一再地说过是你们这些人，你们将会使人们来到霎哈嘉瑜伽。是你们这些人将会去做的。我甚么都不是。 要知道，在
瀑布当场，你们能看到什么能量呢？甚么能量也看不到，它只是个瀑布。但是当你们将瀑布的水引至较低位处的bins中，且从涡
轮机取得电力，你们就看到了，你们会说是的，有电力。任何有潜在性的东西都是没意义的。任何活跃的运作的，任何有显示出
来有证明出来的才有意义。所以你们才是霎哈嘉瑜伽的展示品，我不是。 因为有人可能会说，「噢！你们可能是，那又怎样，你
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是及es有人可能会说「噢！我们无法相信你。」 但是他们相信你们的成分会比相信我来得多
。他们一点也不会相信我的。他们会说我是很了不起的，我是无法被了解的，知道吗？所以他们将不会相信我，他们会相信你们
。他们不会信任我，但是他们会信任你们。他们不会信任耶稣但他们会信任你们因为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就是为何你们必须非
常真诚地坦率地改进你们自己。来成为神最完美的工具，不要有疑惑，不该有任何保留。 如果你考虑着，「好吧！如果我做到这
样就可以，那我就回去了。」这并不是竭尽全力，这好像是很常见的，图省事，走快捷方式。
就好比他们说「噢！这样就行了。我该做这么多还是这么多呢？」 我看过他们对所有一切均如此顾虑过多。这是很典型的，「有
多少人需多少三明治呢？他们至多吃两个到三个，做那么多有甚么用？且又不是每个人都吃三个，所以每人做两个就可以，有人
只会吃一个的。」 这些估算，看到了吗？谁将吃一个呢？估算的那个人才不应该吃，那是最好的方式。知道吗？所有这些预估开
始出现在脑中，而这些估算会毁了你。那是非常难处理的道路。我知道那是非常不好处理。 但是你们有光的指引，我真的告诉你
们。别人是没有的。你们拥有内在的光，你们有内建的自动地平衡方式。只要信任所有这些，只要你们一直向前走，笔直的向前
走。忘掉过去的一切，所有那些无意义的。忘掉，你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我确信你将提升很快。且你将成为一个非常有生命
力，也很有组织力的人。你们全部人聚集在一起，生动又有组织。这两者放一起不是恭维。 因为照人类的观点，顺其自然，总是
散漫无组织的，例如他们会说这花长成这样，其实应该要向那样才对。那是人类的想法，但是神认为这就是他该有的方式。 所以
充满生气的组织意思是依照神的旨意来执行。那就是霎哈嘉练习者将要形成的核心，那伟大的核心，那强而有力的核心，那巨大
的来源将推翻所有那些荒谬的东西。相信我，它是惊人的。 愿神祝福你们！ 所以现在，你们想我来做普祭吗？来吧！

1981-0928, 美国纽约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美国纽约公开讲座 1981年9月28日 昨天我向你们说过有关人类追求历程的三个倾向，首先是右脉，右脉是代表振奋，能唤醒神祇
的力量，来控制五大元素，这五大元素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说。右脉是行动的力量，透过五大元素去工作。另一边是左脉，代表
愿望及情绪方面。而藏在三角骨内的灵量，是一个潜在的力量。灵量的纯洁愿望是与永恒的灵合一。还有第三种力量，便是在中
脉处。人类在进化中一切的成就都记录在中脉处，即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副交感神经系统(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而右脉是右交感神经系统，左脉是左交感神经系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得的成就，人类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例如把动
物放在十分肮脏的地方，牠并不会感到厌恶，或有甚么不妥，若是人类便受不了。人类已进化到一定的高度，但这进化还未完全
，人类还要进化得更高，去到最高的境界。

当人类进化到额轮，即是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之处。自我和超我便不断膨胀

，直至硬化成为一个蛋壳，像一个封闭系统，那时人类开始有「我」这个观念。动物没有「我」这个观念，牠们不懂得人类的烦
恼，由于有自我的产生，人类为自己制造很多的烦恼，动物却不会这样。不过，人类有机会得到自觉，动物却没有可能。很多人
问我：「动物能否得到自觉？」动物可以接受生命能量，却不能得到自觉，即使是这张桌子，这束鲜花都能够接受生命能量，但
它们却不知道，亦没有察觉那生命能量。但得到自觉的先知圣人，却能察觉生命能量。 有一次我和我的丈夫在车上，车行走时经
过某处，我感到从天上来很强的生命能量，是清凉的生命能量，我向司机说那里一定是有圣人的庙宇，但司机说那里只是普通的
村落，甚么也没有。但在几十里以外，有一座庙宇，里面藏着穆罕默德的一根头发。人们不知为甚么总爱在那里崇拜，一定是以
往有圣人知道那地方充满生命能量。我们到那里去，那里有很多回教徒在崇拜，我们不是回教徒，故不能进入。但我坐下来，感
受到无比的生命能量。你们看，只是穆罕默德的一根头发，已能发出如此大的生命能量。 圣经上说不可拜偶像，很多人都误解。
我们是可以崇拜从大地母亲而来的形相，而不是去崇拜人为做作的形相，但很多人却误解圣经，以为圣经反对偶像崇拜，便是反
对一切有形相的崇拜。我到过法国的圣母院，那圣母像发出强大的生命能量，一定是由一个得到自觉的圣人雕造出来的，在罗马
西斯汀教堂里，耶稣像是十分强壮的，一定是由圣人雕造，故能发出生命能量。相反，很多教堂里的耶稣像却是满面悲伤，瘦骨
嶙峋，你们想想基督会不会是这样的，若他身体如此瘦弱，他如何可以背着巨大的十字架？但很多人都以为修行者便是身体瘦弱
，满面愁容的人，实在很难令他们明白过来。 很多人以为佛陀的教导是要他们受苦，因此追随佛陀便要苦行，但佛陀是不是想人
类受苦呢？他看到老人、穷人受苦，他很想知道他们为甚么要受苦？怎样才可以免去苦难？他不断寻求，寻求，最后自然而然地
完全得到自觉。很多人以为基督的教导是要他们受苦。基督已为你们受了苦，你们不用再受苦了。你们还要去受苦，是否以为基
督所受的苦还未够？你们要去替他完成呢？那在宗教上受苦的观念真是一大企业，去蒙蔽人们。你们真要跟随基督的就不要去受
苦，你们再去受苦就证明你们不是跟随基督，好像在德国的犹太人，他们常以为修行是应该受苦的，结果受了很多的苦，自我产
生出来，现在却要令其他人受苦。基督被人扭曲，把基督包装成像一个塑料产品，我不知道他们何时会把这个塑料品毁灭。真正
自觉的人是不会去受苦的，受苦与得自觉的圣人完全没有关系。若那人是真正得到洗礼，而不是只是在仪式上说受过洗礼，他便
知道自己不应去受苦，只是一个人在大海中，在迷途中，才会挣扎受苦，若你已在船上，你何用受苦呢？ 洗礼的真正意思是灵量
从三角骨处升起，升到额轮处，把自我和超我吸入，然后灵量在此通道上升，穿越头顶。头顶的硬骨便软化过来，好像小孩子的
头盖骨那样。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凉风从头顶升起，此所以圣经说只有小孩子才可进入天国。因此人类要做的，不是要去受苦，而
是得到重生。重生便是这个意思。 另一个人们常误解的便是对重生的观念，我上一次到美国，对他们说他们要得到重生，现在我
再到美国来，美国人流动性很大，很少人会固定在自己的家里住，我再来时他们都不知在那里了。我说他们要得到重生，却没有
想到他们是如此愚蠢的，他们好像拿证书一样，说自己已得到重生，我问他们根据甚么说自己已得到重生。他们说根据圣经。我
再问他们如何得到重生？是否已得到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他们只是自以为得到重生，却变成宗教狂热。 他们变
得极端狂热，互相分裂，一小撮一小撮的自己组成甚么派别，还说组织小教派是神的意思，以适合不同的人。他们怎可以说是神
的意思呢？神只是创造了两类人，得到自觉及得不到自觉的人，他是真理的追求者，或不是真理的追求者，没有第三类。当然人
类的外表特征有很多变化，头发肤色各有不同，大自然的创造变化万千，若不是这样，我们都感到沉闷，这才显出上天创造的美
丽，即使在一棵树上，你不能找到两块大小相同形状相同的叶子。但不是说你是黑发的，便组织起来建立小教派。人类的头发肤
色外表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灵体内的能量系统却是一样，除非你是恶魔，若你是人类，你的灵体构造便是一样。我向你们说这
些，你们可以不接受，霎哈嘉瑜伽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你们可以不接受，但作为诚实的人，就得把这些看作假设，看这些假设
是否成立；你们是否真的得到自觉，然后才接受我所说的。
有人说要向人得到力量(Shakti)，于是便四处找寻导师，就兴起搜购导师(Guru shopping)的热潮，那些导师要他们很多的钱，这是
否可能来自神的呢？若一个人只是想着金钱，他会不会想到神呢？你们不能购买我，那些所谓的导师极力讲求生活的享受，但真
正的导师会不会这样？基督来到世上，是在一个马槽里，因为他是君王，并不在意这些。得到自觉的圣人无论是睡在地上，或地
毯上，他也不在意。基督来到世上要我们知道，人类最重要是灵性的生活，而不是物质的生活。但你们只知大力建筑教堂、圣殿
。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永恒灵那里。基督的教导已清楚指出灵性的重要，但是他的教导并没有完全记录在圣经上，而且他只得几
年的时间教导世人，便被人钉死。人类钉死耶稣是何等愚蠢的事，他怎能在短短几年完成他的工作？若耶稣今天生在美国，他一

样会被钉死，任何人在美国行医都会被控告。你们会用美国的律法去控告他，但你们不知道神的律法比人的律法更高，你们要知
道你们是神的子民，不是世上的子民，你们要有信心，要有尊严，不要老想着金钱、论断神。像有些人总是只留意外在物质方面
，好像很多人关心我丈夫的地位。但你们是真理的追求者，真理是不能去购买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是不能用金钱来
买到的，基督已清楚说过。那些跟随假导师的人会有很多问题出现，他们会患上心脏病及癌症等。但若你成为永恒的灵，你的身
体也可得到改善。你们的灵量上升，成为永恒的灵，就如图上所示。 有一件事说给你们知道，你们也许感到惊讶，在这灵量底下
是第一个能量中心，叫根轮(Mooladhara)，意思是根部的支持，你们的根是那三角骨，而根轮是在三角骨之下，即根部之支持，
它掌握纯真的灵性，这个中心的神祇是格涅沙(Ganesha)，和额轮是同一神祇，即耶稣基督。根轮即盘骨神经的位置，这里有四
个副神经丛，代表四块花瓣，掌管人体生育及排泄功能。这个中心的神祇是格涅沙，他是永恒的儿童，而基督便是永恒的纯真。
基督不会结婚，你怎能和小孩结婚。它代表纯真，不知道甚么是性欲。试想像小童会不会想到性欲？格涅沙没有自我及超我，他
是象头人身，关于他如何得到象头的故事，我迟些才说吧！象是极有智慧的动物，象头表示他极有智慧，没有自我及超我。这表
示灵量的升起和性欲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不能够以性欲去提升灵量。它是一个支持，只有根轮允许，灵量才可以上升。人类不
应该追求性欲，像动物一样。 美国人对性欲十分有兴趣，是否要多生孩子，生得比印度人更多？但孩子都不愿生在西方，在印度
，即使已有十二个小孩的家庭，对每一个小孩还是十分爱护，在根轮处，我们要尊重性欲，便不能走向极端。性是有限制的。若
沉迷于性欲，便会产生可怕的疾病，好像在美国，有65％以上的人在24岁至40岁之间患上性方面的疾病。我们也不能走向极端，
变成性无能，患上可怕的疾病。基督曾说：「你们不单不要犯奸淫，你们更不可有淫邪的眼睛」，因为基督就是在额轮处，你们
不单不要行出来，更不要在心里有淫邪的念头。但人们的眼睛总是东张西望，盯着路过的女性，即使在追求真理，也带着淫邪的
目光；即使在教堂崇拜，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追求甚么，只是浪费自己的注意力。你们要尊重自己。若你的根轮出现问题，
灵量便不会提升，即使升起也要跌落，而且会患上可怕的疾病，变成很可怕的人，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我从没有想过
人类会变成这样。格涅沙是不容许这些人得到自觉。有一次我在德国边境遇到两个女士，她们的灵发出热气，十分严重。她们在
我面前颤抖，我问她们做甚么，她们十分自豪说是弗罗伊德的信徒，做尽他所说的方法。我没有给她们自觉。 很多人以为戴上十
字架，便是跟随基督，这完全是错误的，十字架不是代表基督，复活才是代表基督。基督复活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也可以复活。
复活的意思是灵量提升，穿越顶轮，仁慈便表现出来，得到复活的人，他的一切罪恶过错都会被宽恕，是完全的宽恕。我看过很
多人迷失，变得十分坏，但当他们得到自觉，灵量提升，便开始整个人转化过来，变得十分好。 第一个轮穴根轮有四块花瓣，即
是四个神经丛，之上的是灵量的所在，灵量卷曲成三圈半，三圈半是数学系数，我们这样数这三圈半可数出七个轮穴的位置。三
圈半是宇宙组成的一个系数，很多创造物都有这个系数，这是上天的系数。灵量是藏在这个三角骨当中，希腊人称之为圣骨。当
人死了被火化时，这个骨头烧了很久也未变成灰，他们知道这块骨头有神圣的意义，故称为圣骨。我现在只简单说每个轮穴的特
性，要更详细的，你们可以听我的录音带。三角骨内的灵量记录我们一切，我们到过甚么地方，有过甚么遭遇，她有我们一切的
数据。当灵量提升，你便得到自觉，灵量会从你的手指头上发出讯号，给你知道你那一个轮穴有问题，要去纠正过来。我看过有
些人的灵量受伤十分严重，十分热，完全东歪西倒的病倒了；灵量无法升起，即使升起，也很快会跌下来。主要是因为第一或第
二个轮穴受到很严重的感染。灵量在这个轮穴之上，这二个轮穴便形成压力，令灵量振动，如心跳一样，在这情况下，灵量完全
无法提升。 第二个轮穴受破坏，主要是在左脉方面，因为那个人受亡魂附身，或受催眠，有人把亡魂放在他身上。于是轮穴便受
到完全破坏，受亡魂附身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灵量如何努力也无法提升，除非这个轮穴得到医治，否则灵量不可能提升。 第三个
轮穴是正道轮，是代表人类的追求，掌管进化的力量。人类能从亚米巴原虫进化成今天，是因为这个轮穴的力量。这个轮穴代表
神父亲的一面。毫无疑问，神只得一位，这是完全正确的。神不是有很多个。神只得一位，但神有很多方面。好像你可以是医生
、丈夫、父亲、儿子，同样是一个人，但有多重身份。同样，神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神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工作。例如神的第
一方面是愿望。祂有愿望去创造，而这愿望的力量是代表灵体的左脉。另一个方面是创造，这方面的力量代表灵体的右脉。神另
一方面便是父亲的形相，要令祂的创造物进化，变得完美，这便是灵体里中脉的力量，这是神的三大力量，三大方面。 心轮左部
是神的另一方面，永恒的灵(spirit)代表永恒不变，神的这方面从来没有降世，这个形相是不能降世的，它是永恒的静观者，称为
全能的神，在梵文里称为Sada

Shiva(最高湿婆神)。祂从没降世。祂的力量是太初母性力量，是万物之母，这力量创造一切。万

物之母先创造左脉，然后右脉，再创造中脉，三条经脉代表万物之母三方面的力量。灵量提升，我们便得到自觉，然后我们会知
道这无所不在的力量是一种凉风。但我们的灵仍是静观一切，这个灵会给我们喜乐。我们得到自觉，注意力得到启发。 我们的注
意力如何得到启发？有一次，有一位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她想知道她在远方的母亲的情况。于是她想着母亲，手掌这个位置便感
到刺痛。我说这个位置代表喉部，她喉部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后来她在苏格兰与母亲通电话，她母亲喉部真的患了很严重的病，
正如我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得到自觉，能与上天联系，我是指真实的，不是虚假造作，我们的注意力便产生力量，能够造就很多
事情，但最终是为了爱。但我们甚至不察觉到事情的成就。一般人不知道有上天的力量在我们周围，这好像我说有一场戏正在上
演，没有人会相信；但若我打开电视机，你就能清楚看到，这是真的。同样，当你联系到总机后，你才感到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只有你们与上天联系，感受到上天的力量，这才是真实。 你拥有了这个力量，你可以问自
己，神是否存在？你的手上便感应到很大的凉风。若你问某导师(一个假导师)是否真正的导师，你的手掌会感到刺热。你与上天建
立联系，便可用这力量造就很多事情。好像在场的那个人左脉出现问题，我为甚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在自己里面知道他的问题。
若你得到自觉，你可以将手放近某人身上，你可以感应到他的问题。问题一定会过去的，因为灵量提升，建立了联系，生命能量

开始从身体处流通。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地发生了。就好像在场的灯光设置，我们看上来十分简单，很易使用，但我们不知道电力
背后的复杂原理。我们的先辈已发明了电力，我们只是开动便可以。 同样进化的过程是十分复杂。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灵体
中第一个轮穴根轮代表的元素是碳原子(carbon)，碳原子是所有有生命东西的组成元素，有碳原子才有生命，跟着继续进化。第
二个轮穴，有光的元素，然后才提升到第三个轮穴，最后到第四个轮穴，进化成人类。第二个轮穴运行的范围十分重要，是一切
创造物的所在。真知轮围绕左右两脉。若一个艺术家走近你，你会感到右边大姆指有胀热，因为他用真知轮右边过度，很多演说
家，作家等都有这个问题。若那人是心理学家，他走近你，你会感到左边大姆指有胀热，心理学不应该给普通人去研究，若你不
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不要研究心理学。因为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你们知道医生会带口罩，以防细菌感染，但一个心理医生接近
心理有问题的人，他立刻会受到感染，他自己还不知道，甚至在精神病院工作，和精神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于是整个左脉都出现
问题，令人变得抑郁，痴呆。社会上的怪诞潮流、同性恋、自杀等等都是因为左脉有问题所致，最后是癌症。癌症是左脉出现问
题所致，而不是右脉。 右脉活动过度，时常思考计划，真知轮便要把大脑的脂肪细胞转化成能量，供你思考计划。人们总喜欢计
划，天天都去计划，为甚么要这样不断计划呢？回家便去计划要做甚么？其实不用这样去计划，例如要去买车票也要去计划，就
今天去买吧！不用再诸多计划，因为最后一切都会失败，你计划的事情都会失败。例如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不知道怎样去
，你事先计划要向右边行，但右边并没有路，你还向右边行便会跌落陷阱了。灵体的事情也是这样，比方灵量提升，好像汽车开
动走路，停在脐轮处，有人教你念喉轮的咒语，于是你两个轮穴都会有问题。其实一切的咒语都是损害喉轮的，若你不是一个与
上天建立联系，得到自觉的灵，念诵神祇之名是没有用的。例如有人念罗摩(Rama)，罗摩是在心轮处的，他这样念，心轮便出现
问题，会患上哮喘病。很多印度人时常把罗摩挂在口边去念诵，都会患上哮喘病，因为罗摩是位于心轮右边，这里出现问题是会
有哮喘病。因为你没有和罗摩建立任何联系，你不能以他的名去念，你念他的名号，要有礼仪，知道自己为何要念祂的名。比方
我不断念国家总统的名，我也没有可能会见到你们的总统。相反，你不断念诵罗摩、罗摩，只会引来一些亡魂，他们生前的名字
也叫罗摩，于是他以为你在呼叫他来，他便附在你身上，你便会受亡魂附身。事实上，很多这样念诵的人都出现这问题，很多是
这样。 右脉过度活跃，也都出现问题，倾向右脉的人都十分自我中心，他们只想到自己。我看到在街上，有很多十分奇怪的人，
好像患了精神病一样，这个国家受到负面力量如此严重的侵袭，毁灭不是从外而来，而是从自己内面发生。我老实对你们说，你
们不会被外来的国家毁灭，但你们会在自己里面产生毁灭。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毁灭的过程。严重的是从印度而来那些可怕的假
导师都到了你们的国家去。你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去侵略印度，你们十分自豪；却不知道印度那些假导师在精神上侵略你们，是
在十分微妙的层面上，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美国人曾在印度的农业上带来极大的灾害，农作物上寄生的害虫是由你们而来，破坏
一大片农作物，大人小孩都害怕被这些害虫侵害。你们便是这样，以为帮助了别人很大忙，十分自豪，其实甚么也帮助不到。此
之所以美国到处不受欢迎。其实印度人给美国的帮助更大。每次那里有战争，都要派印度兵参战，印度从不以此张扬。相反美国
人却以为自己十分伟大。我不知道已发展国家为何自我中心到连神也毫无畏惧。很多人都因此而被欺压。你们生在这个国家，都
是特别的人，在美国有最大多数特别的人生下来。你们要改变这个国家，去除所有荒诞的事情，然后一起携手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连整个宇宙也受到欺压。 但你们太自以为是，于是假导师便利用你们这个弱点。你们以为一切可以用钱去买，于是假
导师便来欺骗你们的金钱，更严重的是带给你负面影响，是无法纠正过来的。你们会因此丧失得到自觉的机会。你们真是一群特
别的人，生在美国。因为我已向你们说过，你们生在美国，美国代表喉轮。你们忘记了你们国家的伟人，看林肯，他做了很伟大
的事情，我一想到美国，便想到林肯。他是得到自觉的灵，但他的思想都被遗忘了。现在你们要去建立，改变这国家，因为这国
家是宇宙的喉轮所在，人类从脐轮进化到喉轮的所在。
这个部位有十大原理，即是十诫，代表十大宗师，例如苏格拉底。印度的达陀陀哩耶(Guru

Dattatreya)是那个本质降生成人类的

宗师，成为苏格拉底，老子，现在还有穆罕默德，拿纳克，赛乃夫等。他们在此都代表宗师的原理，是世上宗教的代表。宗教是
养育的意思，代表人类的十个原子价，即十种性质，就如这个对象有它的原子价，幻海的地方也是这样。狗不知道何谓对错，甚
么是暴力，非暴力，人却知道。这个性质是由此十大宗师作代表，达陀陀哩耶基本上降世十次，但其间也有很多宗师降世，他们
都是得到自觉的灵。例如施洗约翰，他是真的去施洗，不是今日假的施洗，因为他是得到自觉的灵，只有得到自觉的灵才可以真
的施洗。你们的幻海也有这个导师的特质。当灵量上升，你们这个特质便会被唤醒，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但如果你左脉有问题
，你极端受人宰制，你很可能拜假导师。若你是在右脉，你就变得太狂妄自大，即使有真正的导师在你面前，你也不会接受。除
非你的左、右脉得到清洁，否则你便没有此特质。像那人左脉有问题，幻海出现问题，你的手掌心周围便会感到刺热胀痛，这代
表那人曾跟随过一些假导师。若你跟随的是真正的导师，真正得到自觉的导师，你便会在中脉处，灵量立即可以提升，他不会伤
害你的身体，破坏你的能量系统或灌输错误的思想。真正的导师会花很大的努力去建立你的幻海。故此摩西、亚伯拉罕这些真正
的导师，他们叫人不要饮酒。因为酒精会伤害肝脏，但基督并没有提到此点，因为基督是在额轮处，他提到窄门，要进入并不容
易，因此不同的降世神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面相。而亚伯拉罕等宗师是导师原理的代表，在幻海处教导人们如何过合乎正
道的生活，如何平衡自己。 在这幻海中，脐轮的左右两脉均有细分的轮穴，右边代表太阳，左边代表月亮。倾向脐轮右面的人代
表太阳的一方面，那人只关心未来，不断思考，只为未来计划，或十分关心自己身体状况，但却忽略自己的灵，忽略情感，那人
不断思考，要做苦行者、禁欲者，放弃甚么甚么的，最后只会丧失自己的头脑，而且在脐轮右面产生很多热力，那热力扩散，伤
及肝脏。 肝脏是人类一个十分特别的器官。很多人肝脏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但练习霎哈嘉瑜伽的人便立刻知道肝脏出现问题，肝
脏的功能十分重要，肝脏是掌管一个人的注意力，若那人肝脏不好，注意力便不好。他会时常感到烦躁不安，诸多不满，愁眉不

展，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不知道自己为甚么情绪会变得这样。故此一定要把肝脏好好照顾。 第二个能量中心，真知轮，即创造
之神梵天婆罗摩(Brahmadeva)的所在，若那人不断思考，工作过度，这个轮穴要不断发出能量应付那人的思考活动，便再没有能
量去照顾幻海处的肝脏，脾脏，胰脏，肾脏，于是这些内脏完全被忽略，便出现问题。因此过度思考的人通常都会患上糖尿病。
霎哈嘉瑜伽能医治糖尿病。很多这些内脏的疾病都是由于过度思考所致。过度思考的人倾向右边，个性会变得十分枯干，完全没
有感情，因为他的左脉是在沉睡的状态。好像有些人对我说：「母亲，我想我已变成圣人了，因为我已变得完全没有情绪，没有
感情，任何东西我也不为所动。」其实圣人不会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圣人的情感是如何丰富，他是充满感情的。若有人说他没
有情感，那人就不是圣人，那人就变得一无是处，那人便不是人了，就如像动物一般没有情感。分别在于一般人若自己身体某处
感受痛苦，便十分不愉快，但圣人，不是自己感到痛苦，而是看到其他人感到痛苦，他便受不了。他看见了，眼里会发出怜悯之
心，你会稀奇他的爱心是如何的巨大。相反，有些人却凶残成性，虐待和迫害圣人；他们毫无感情，做事十分能干，只知去伤害
别人。圣人却十分有尊严，充满爱，眼睛像小孩般温柔，这可从圣人，即得到自觉的灵的人那里看出。吃甚么，穿甚么，圣人是
不会关心的，他只关心别人的福祉，如何帮助历世的追求者得到自觉，他关心上天的工作，而不是世俗的事情，他希望别人一样
有爱心，教导他们多爱护妻子儿女。 在社会上，有很多地位很高的人，他们是甚么甚么的事务大臣，好像社会上没有了他们就不
得了，但那些人很多都是心轮出现问题，患上心脏病及诸如此类的疾病。那些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大脑中，「自我」那部分出现问
题，于是便会患上瘫痪症，或变得毫无感情。人类的脑子生下来是自然平衡的，但若那人的脑子里只想着成就，只去思想夺取更
多，去满足自己的目标，于是你的心便完蛋了。相反，若你十分倾向左边，终日只顾以泪洗面，总是伤感，缅怀过去，你用你的
心太多，脑子便完蛋了。故此患精神病的人，心脏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只用上自己的心，却没有用脑，他们的脑子出现问题，他
们没有脑筋。因此佛陀说要达到平衡，不能偏于某一面。 在幻海的位置，若那人十分未来取向，只计划将来，他便会被抛出幻海
，走到极端，进入超意识去，右边倾向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希特勒，他完全是在极右边，连接到集体超意识，他能吸引群众，是因
为群众被那集体超意识所吸引，他向群众演说，说甚么看似伟大却荒唐的说话，他说：「我们是日耳曼民族，如何高等的民族，
如何伟大，我们要去杀掉其他的人」，而群众竟相信他的说话，好像着了魔一样。那时的群众是集体地被亡魂附身。现在他们都
不明白为甚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都是年青有为的人，很好的人，但突然间会变成这样，这是在幻海处走向极端右脉的例子，使
人变得异常狂热及偏激，他们会自以为是，不会接受别人的说话，这是整个集体走向狂热主义的例子。美国人也有尝试过集体狂
热的经验，变成极端狂热的人，他们就是被鬼魂附了身，那些狂热的人，例如路德会、五旬节会，他们都是完全被鬼附身的人。
这些人可以是极端倾向右边，或极端倾向左边。例如食迷幻药LSD是走向极右边的，因为服食了的人会看到光，看到幻象，这是
走进超意识境界。走向左边的人，会变得十分悲观，抑郁，终日流泪哭泣，再极端的便会被鬼附身，极左边的人会受很大的痛苦
，因为他们总是伤害自己。走向极右边的人，他们只会伤害别人，因为右脉是连接自我(Ego)的，而左脉是连接超我(Superego)。
故此在社会上，左脉倾向的人都是十分循规导矩，不会给社会带来麻烦，他们只会烦扰自己，而右边倾向的人，便会给别人带来
种种烦扰，他们十分自我，说话行为总是去伤害别人，损人利己。但这些人在社会上会十分成功，极端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但最
后他们会自我毁灭，历史会揭发他们的罪行，人们会以他为耻辱。 好像有一位法国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对我说：「若我是拿破仑
，不要告诉我，由得我自己毁灭吧！」我问他是甚么，他说他得到自觉后，自我膨胀得很大，如同一个大气球在头上摇摆，会随
时跌下来。「如果我变成了拿破仑，不要告诉我，让我自杀死了吧！」。法国人用拿破仑这个名字代表那人好虐待他人。自我倾
向的人会过份守规律，可以不喝酒不吸烟，走路笔直一般，但其实一无是处。走向左边的人会酗酒，生活颓废，酒徒都是走向左
脉的人，摧毁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被亡魂附身了。 有一次我的丈夫对我说，有一位女士酗酒，会一口气喝光一大樽酒，于是我
问那女士是否真的，她说是，我在她面前做一个灵体保护，看到在她身后有一个巨大可怕的亡魂，是一个身裁高大的男人，那女
士说：「你看到了他，是他要我喝酒的。」因为那女士走向极左，故能看到亡魂幽灵的活动。而走向极右的人，会终日计划，想
着的总是将来。有一次有位女士给我看一张相片，是某团体组织的相片，可看到在相片中拍出来的那人变成一个古老的英国王帝
的脸孔，十分可怕。感谢上天，这个组织也不再被承认，若你将这张相片放在家中，你便会感到很坏的能量，而且相片中的亡魂
可以附上你的身上。有一次，我看电影，说某人被梵谷附了身，你们知道梵谷是很出名的画家，那人的画画得像梵谷的一样，他
就是梵谷。被鬼附了的人，可以是极左，也可以是极右，有些艺术家是极右的，但也视乎生命能量显示那边有问题。 故此幻海的
导师原理，或十诫，是要人持守中脉，只有在中脉处灵量才可提升；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才可有进步。走向左边或右边都是不能
做到的。这就是宗教的目的，是要我们持守中脉，但现在宗教都变成狂热主义，一无是处，他们只制造性欲、暴力。降世的神祇
都是同出一源，不会互相攻击。耶稣说得很清楚：「那些不是反对我的，便是支持我的」，但没有人听他们，他们还承受生活上
的波折。历代的宗师、降世圣人都表现同一的生命，例如苏格拉底，或到现在，近一百年前在印度的赛乃夫，没有人听他们的说
话，还有一小群人听我说话，但赛乃夫只得三、四个门徒。相反那些假导师催眠群众，成千上万的人跟从他们，导师给他们红色
，他们全都变得狂热起来。神的自觉是否这样，这是否灵性呢？你们不是要变成疯子，你们得到自觉，是要你们清醒，明白所发
生的一切；你的思想受到启示，知道要与永恒的灵合一，成为纯洁的灵；知道自己成为圣人，该如何生活，负上甚么责任。美国
人的责任是十分伟大的，因为美国代表喉轮。好像在澳洲，那里的人十分纯真有智慧，因为澳洲是代表根轮，在灵体最底下，是
纯真和智慧的所在。每一次的公开讲座都坐满了人，而且在电台广播中很多人都得到自觉。在澳洲，有七个城市已建立了霎哈嘉
瑜伽中心，澳洲人就好像在印度乡村里的人一样有智慧。而美国是喉轮的所在，有十六块花瓣，代表静观万物者。明天我会详细
讲述喉轮，及以下的轮穴_____心轮。多谢你们。愿神赐福你们。

你们现在有甚么问题，可以发问。

问题一：为甚么有些人倾向左边，有些人倾向右边，有些人却在中脉处？

答：人类是由三态(Gunas)组成的，即左、中、右三个

力量，如果一个人是有巨大的愿望力，比较感性、情绪化，他便是倾向左边。如果一个人野心比较大，他便在右边。若一个人介
乎两者之间，他便在中脉。三态的力量是表现于个人的性格取向。造成不同取向的原因有很多，是各种原因组合而成的，例如那
人的背景、过往所做的事、教育、父母养育，等造成三态的不同组合，会使那人有不同的倾向，于是当事情发生时，他会容易走
向左，或走向右。若有时间，我会更详细说明有关三态。

问题二：你能否帮助患精神病的人，去平衡左、右两脉？

答：当然可以，我正去帮助，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帮助他人。 问：精神分裂症又如何？ 答：当然可以，毫无疑问。我希望美国人不
要像他们一样，变成精神分裂，我丈夫对我说不要接触任何人，不然你就会好像他们一样。但我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毫无疑问。
问：我可以学习医治他们的方法吗？

答：当然可以。但首先你自己会变得很好，很强壮，只用我的相片也可以帮助他们。

问题三：你过去有没有导师？ 答：没有。我是天生这样的。 问题四：你走了以后，会否在纽约继续教授静坐方法呢？ 答：有的
。负责的人今天不在，他会提供地方给你们学习。在伦敦及澳洲来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会来教你们的，他们可提供住宅作场地，
因为霎哈嘉是免费的，一切都要自己组织起来。在坐中的Christine是练习了很久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她可以帮助你们；还有从
费城来的修习者，也可以帮助你们。若你们愿意，明年可以再来一次。你们也可以一起到印度来，在甚么时候可以到印度？﹝主持
：十二月。﹞你们可以十二月到印度来，大约是45至50天的活动，所有修习者一起旅行到印度的乡村，练习霎哈嘉瑜伽及学习如何
使别人得到自觉。你们只需付出食物及旅途的费用，十分便宜，食物也安排得很好，很便宜。上年是三磅一天，今年是四磅一天
。一切都会安排好，你们会到印度的不同村落去。在简单的乡村里去练习霎哈嘉瑜伽，这是很好的，在美国的环境，有很多生活
上的骚扰。 主持：母亲，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怎样去练习霎哈嘉瑜伽，得到自觉后，你离开后，他们要怎样去练习。 答：首先你
们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气场，就好像在场的那个人，他的气场受骚扰，你们的气场也同样受骚扰，故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如
何提升灵量。我给你们自觉后，跟着便教你们怎样做，好吗？

问：你认为神的创造物会否迷失？

答：或会。神的创造物人类若不得到救赎便会迷失，故神要去救赎，使人不致迷失。为何那里会有醉酒的人来到？
问：你认为神是否创造物的一部分，或神是创造以外的？ 答：这个问题十分大及深入，有关神是甚么？创造是甚么？人类如何被
创造？这些问题不是在这里以五分钟便能解答出来，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以后会给你们答案的，但首先你们要得到光，之后你便
会了解这些问题。 问：Sahaja(霎哈嘉)的意思是甚么？ 答：Saha即出生，ja即同在，意思是你们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生命过
程，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生的，事情是自然而发的，sponteneous的意思就是生命的过程，自然而发生的过程。Sahaja
Yoga(霎哈嘉瑜伽)到了现在的阶段是Maha Yoga，即能大规模地令人得到自觉，以往只有一人得到自觉，然后再传给另一个人。
但现在，霎哈嘉瑜伽却可令一大群人得到自觉，Sahaja

Yoga到了成熟的阶段便成为伟大的瑜伽(Maha

Yoga)，Maha

Yoga是伟大的意思。 It works en-masse. Before it used to work in one person, two persons, you see – like one flower becoming
a frui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ree. But today the situation is such that thousands can get realization. It’s Maha-Yoga. Sahaja
Yoga has matured into Maha-Yoga. Maha means the great. (Aside to Warren): I hope he is back – I hope he doesn’t do
something to Arneau. Warren: No, the caretaker is outside. Shri Mataji: Eh? Warren: The caretaker is outside. Shri Mataji: And
where is Arneau? Is he back? Warren: Arneau is back, yes. Shri Mataji: Ah, but don’t deal with these people, you know.
Drunkards I don’t know what sort of people they are. Warren: Any other question? Shri Mataji: Better ask the caretaker. You just
don’t deal with them. How do you know he is a drunkard? Warren: The way he was behaving (Shri Mataji says something which
sounds like: “I see”). His muttering and (Shri Mataji says something which sounds like: “Oh, I see”) – you could smell him. Shri
Mataji: Even from here? (Laughter) Warren: Yes. Tremendous. (Laughter) Any other questions? Shri Mataji: Now, come along.
Warren: Now he is telling the caretaker. Shri Mataji: Ah. Warren: Yes. (Seeker asks: “How do salt and sugar fit in?”. Warren
repeats:) Where do salt and sugar fit into (them? - Unclear)? Shri Mataji: (She laughs) Into the stomach! (Laughter) Into the Void.
Christ has said “you are the salt”, you see? You are the salt. Left side (Shri Mataji stands up, probably to go to the chakra chart).
(End of vide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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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1日 英国 伦敦 超士咸路静室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内在的拉希什米原则的重要和我们经历的三个过程首先是古哈拉
希什米实际上，多数在月亮增长至第十三天时庆祝他们说要送点礼物给家庭主妇最好是送一些器皿因此，人们送她一些器皿这样
做实际是互惠互利的因为若你送她厨具

顺理成章，她自会为你煮食用这种方式建议人为你

煮食是很可爱的随之而来的第十四天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天是女神以力量的形相显现是卡提凯亚杀死
拉华卡苏拉这个恶魔他是最差劲的恶魔，是杀不死的因此，为了要杀掉他

这个特别的原因湿婆神和帕娃蒂成婚

以产生强大的Shaktiputra意思是力量(Shakti)的儿子(putra)
即大家认识的卡提凯亚他的出生只为杀死可怕恶魔拉华卡苏拉他杀掉他，就在这一天
第十四天像万圣节，这一天他们打开地狱的大门把所有恶魔赶进地狱里这就是为何这天 我们要尽量在早上休息好让所有恶魔都进
地狱去他们有些或许仍会四处徘徊最好是让他们离开我是说他们是存在于你并不大感到他们存在的领域里若你处身潜意识 或集体
潜意识的领域甚至能看到一些灵魂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看到黑点，诸如此类所以这天是很危险因为已经杀掉恶魔拉华卡苏拉人们
庆祝庆祝活动在之后的一天举行他们说这天是光明节他们也在这天敬拜拉希什米我上次告诉过你他们认为，拉希什米就在这天从
海中出生在这个地球上接着新年来临在北印度这时候已经收割完他们发觉这天庆祝新年最好实际这是某种印度的社交我们不用采
同一天什么合适的时候 我们也能有自己的新年在南方，就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有另一个新年，我告诉过你Shalivahana 在他的
王朝开展另一个历法按照这个新历法来庆祝新年所以没什么是呆板不变的所以没什么是呆板不变的死板来自无明节日全都是为你
而设 为了你的喜乐，你的快乐整个节日制度都是为了令你快乐不是为了令时间或日子快乐而是为你而设 因此，节日应能按照你的
需要，你的理解来调节也是按照你的国民生活方式来调节他们不应沉迷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想法节日全是为你而设
所有节日都是为你而设，不是为神神没有这些节日这些节日因你而存在庆祝这些节日 只是为了让你喜乐和愉快所以你要以能给自
己最大的喜乐的方式来庆祝我们要庆祝全世界的节日你越庆祝节日，就会越快乐为何要错失机会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可以庆祝节日 不要令自己感到乏味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不再属于任何种姓或小区，你们是宇宙的阶层一旦你开始属于宇宙的
存在体就能庆祝所有宗教的所有节日并能获得它的精粹一整年，你都可以庆祝所有节日
认识所有节日越认识这些节日就越好你能感受节日的各种愉快甜蜜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什么样式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
什么文化里庆祝节日我们就是这样变得更加欢乐最后一天是很重要的我要说这天是被称为Bhaiya
Duja很普世的一天他们用马拉塔语称呼 这天为Vao Dijum不同的名称而已，即兄弟姊妹日现在，兄弟姊妹的关系要非常紧密，亦
要维持这份纯洁你们不用是亲生的不需要亲生但因为你们都是有自觉的灵所以你们一出生就已是兄弟姊妹这种纯洁的关系必须 在
霎哈嘉瑜伽小区保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尝试发展兄弟姊妹纯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纯洁不容有任何质疑挑战你称呼某人为兄
弟他就是你的兄弟 你越发展这种关系左喉轮就越好因为左喉轮是你视神为兄弟或视与女神为姊妹克里希纳的妹妹，你也知道是出
生自Nand克里希纳则出生在监狱里他们交换身分她取代他的位置克里希纳的叔父金沙想杀掉这个女孩她走进天空如闪电，她说
凶手仍然住在果古他仍在那里，我们看到的闪电就是代表这个力量我们称这个力量

为毗湿奴摩耶(Vishnumaya)

是姊妹的力量若你对妇女姊妹般的感觉 既良好亦强烈你的左喉就会很好它有很多其他品质例如，有很好的左喉轮的人不单很有自
信还能说什么都成真即使他说错，也能成真左喉轮是很强大的能量中心这样的人，每当他说一些话 例如他批评什么削弱缩减什么
或反对什么都有力量摧毁他不想要的东西，就如就以基督为例，他的左喉轮是透过他与末大利亚玛利亚
的关系显现出来当他站起来说没有犯任何罪孽的人 可以用石头掷她，这就是他的力量人们的罪孽把他们完全击倒他们完蛋了，因
为罪孽仍然存在这种罪孽是左喉轮的没有纯洁，当没有纯洁很纯洁的人说这样的话所有这些人都失去他们的力量
他们甚至不能拿起石头掷人他这个姊妹后来出生为Draupadi我们到过很接近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到过纳格浦她在接近华利的地方出生

华利(Vani)那里我们看到，嘉云
那里有座很大的庙宇人们称她为Draupadi

你也知道克里希纳是怎样拯救她的贞操我听过人们是怎样说末大利亚玛利亚的坏话说基督的坏话，诸如此类 我们看不到任何关系
的纯洁，这是我们的脑袋我们的道德衰败的征兆我们看不到任何关系的纯洁所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要多发展这种纯洁的关系但我
发觉，特别在西方取而代之，他们只想着能与谁结婚发展这种关系是错的不用不停的安排配婚玩弄这种浪漫的游戏若姻缘要出现
，自会出现不要破坏气氛有些人像巴巴马马(母亲的弟弟)想安排统筹配婚你要明白，安排这个配那个
那个配这个是极之傲慢自大这是不值得向往的行为

我们不应这样做每时每刻为别人配婚

并非美善的事情当合适恰当的时候到姻缘自会出现在穆罕默德的时代有一个大问题
因为很少很少男人却有很多很多不同年龄的女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刻，有这种灾难那么多女人，却很少男人
亦可以与任何年龄的女士结婚因为若你要过正道的生活，即婚姻生活

怎样维护这些女孩因为很多男人死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请求
该怎么办他因此说，好吧，你可以娶四或五个妻子
得到集体认可就不能不结婚所以他说，好吧

你甚至可以结五次婚但你必须结婚

不能过没有婚姻的生活这就是为何他特别要每个人都结婚

不能没有婚姻的关系这是种罪孽但现在的穆斯林却认为有权与五个人结婚我是说当有很多男人
却有很少女人这是错的，你要找出解决办法那时候，甚至姊妹和兄弟的关系都受限制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他说，好吧
来自相同父母的孩子不能通婚表兄妹却可以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时间已经转变，对吗现在不是那时候

现在没有战争没有那时候的情况 也没有那时候的问题就让我们现在发展纯洁的兄弟姊妹关系实际上，在第一次的光明节我叫他们
找一个姊妹每个男士必须找一个姊妹就是这一天，我说

让我们就这样开展下次当我们在我们称为Rakhi

(兄妹满月日)的日子遇上你要在同一个兄弟和姊妹的手上
这样运作得很好印度人的关系都很紧密
他也不喜欢就是到达这种程度

Purnima

系上Rakhi(彩绳)在印度，我们也这样做
有一次都玛，他把Rakhi系上娜芭的手现在即使我只是说一些娜芭的话

你要明白这是那么甜美即使都玛的妻子

对待娜芭也如姊姊般尊重这是很甜美的

很多关系就像这样建立我想明年娜芭会成为我其中一个信托人的姊姊 这个信托人已经不在了她常常与人保持这种关系他们也是，
我是说试想像一下整件事情是，这种关系是那么特别那么紧密，那么纯洁我们与女士，任何妇女或任何朋友都要建立这种关系要
紧记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必须有分际(Maryada)不然，他们成为兄弟姊妹接着却结婚，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有界限，这是很重
要的在霎哈嘉瑜伽 我们必须有分际和界限其一是，一旦你称呼某人为兄弟或姊妹，这是绝对纯洁的关系再进一步，我们一起迈步
就是这种关系，我告诉过你你与丈夫的弟弟就是要有这种关系他们就像是你的弟弟丈夫的弟弟或较丈夫年青的
霎哈嘉瑜伽士要待他们如弟弟另一方面，对待女士也一样我们可以说，所有男人他们的妻子，年长的女士比你妻子年长的女士
对待她们要如姊姊我是说这种关系是很美好令你明白与任何人都要保持怎样的距离与谁可以较自由
与谁要有一定的距离以这种漂亮的方式
保持与任何人的关系才不会败坏纯洁你要保持纯洁的标准这是对霎哈嘉瑜伽的滋养对你的成长的滋养
对纯洁的滋养对我们，纯洁是最重要的各方面都要纯洁，若你是纯洁的我们可以说
你就不会做任何不纯洁的事情首先，你要是纯洁的要接受纯洁，欣赏纯洁纯洁自会支撑你 不纯洁不会与你合作或损害你这就是为
何纯洁是你母亲的名字你也知道，我的名字是纯洁你这份纯洁能净化一切它只会去洁净纯洁要能洁净一切不然纯洁是毫无意义例
如，肥皂用来清洁 对吧，但你不会清洁肥皂你有否清洁肥皂 我是说疯人或许会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甚至洗刷鞋底，也洗涤水这就
是为何水是净化器净化器，水是净化器水清洗我们的身体也清洗我们肝脏的毒素水是很了不起清除我们的问题的元素你在很多方
面运用水 你知道它能怎样成就事情所以拉希什米是净化，她生于水我告诉过你 这是她称为玛莉(Mary)的原因他们也称我为Nira，
即生于水我们要明白，今天的信息反复教导我们纯洁不要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很容易我们要反复教导自己纯洁是为了我们的成长
为装饰自己，令自己漂亮不要以为纯洁只是很费劲吃力很难做到，不是这样要以极大的欢愉喜乐去成就它我们是怎样喜欢沐浴喜
欢清洁，喜欢漂亮可人同样，我们要洁净思维只放注意力在思绪上
首先，为何要有思绪即使你必须有思绪

就能净化它们必须洁净思绪
也要有清洁和纯粹的思绪即使你必须有思绪

亦不要有充满傲慢富侵略性或充满恐惧的思绪有些人以为感到恐惧是件好事，噢！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这是不纯洁 为何你要害怕
这表示你的左喉轮有阻塞没必要有任何恐惧不用有任何惧怕若你有恐惧即是说你有些不妥若你相信神是超越一切你是有自觉的灵
神会照顾你他是你的父亲为你打开他的门为何还要害怕很多人以为若你惧怕这就是谦卑谦卑的人和恐惧的人不同恐惧绝对与谦虚
毫不相干谦卑与害怕是不一样霎哈嘉瑜伽士很容易透过生命能量找出什么是惧怕，什么是谦卑因为谦卑给你生命能量 惧怕却令你
左边有阻塞我们是透过某些认识自己的方法来净化思绪我们最先要了解我们出生自某个家庭，某个社会某个所谓的宗教这些固有
的条件令我们

有某程度的不纯洁这些条件或许令我们有

自我、超我，什么也可以要保持纯洁，最简单是运用水，越多越好水在两方面帮助你
帮助你的自我和超我运用水元素拉希什米就是这样拉希什米给你摩诃拉希什米原则从拉希什米而来的
只是摩诃拉希什米这是在透过拉希什米过程 净化后才能到达基督曾说，若你想要金我给你金你可以与金一起过活只有爱我的人才
能进天国我会与他们一起进食即是说只有纯洁的人

才能与我一起进食我不会与不纯洁的人一起进食他就是那么，我是说

每一位降世神祗都意识到他们要与纯洁的人在一起亦要帮助纯洁的人
基督也清楚的说过若你想有拉希什米就可以得到，即得到金钱但这不是摩诃拉希什米 从拉希什米到摩诃拉希什米状态你已经得到
自觉却还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你内在已经拥有摩诃拉希什米原则什么是摩诃拉希什米原则 这是重点我可否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是你
内在的摩诃拉希什米原则全是为了灵全是为了灵不是，不是，你拥有力量你内在已经拥有摩诃拉希什米力量 你知道吗它令你愉快
满足哼它令你愉快满足什么它令你愉快满足愉快满足是不是、不是、不是给人自觉的力量还差一点点愉快满足不是力量你只是享
受愉快 你拥有摩诃拉希什米的力量持守的力量持守的力量这不是力量 力量代表你有能力做一些事传播霎哈嘉瑜伽的力量母亲，传
播霎哈嘉瑜伽的力量这答案很含糊，说详细点给人自觉的力量进化的力量进化进化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你为别人做的我现在告诉你
，是洁净你有洁净的力量，你怎样医治人透过洁净他们，对吗现在想想你怎样洁净别人
只要与别人说话你就能洁净他们只要触摸他们，你就能洁净他们只要看着他们你就能洁净他们有自觉的灵能洁净整个氛围
整个环境都得到净化我来到后，已经够暖你净化一切，净化这光 你有否留意到你已经唤醒光你还拥有什么力量提升灵量的力量这
是唤醒灵量有很多力量，很多倍的力量你净化自己净化别人，再净化自己还有更多力量
来吧，让我们拥有它你们全都拥有这些力量 只是意识不到这些是最好的力量你不能跟随它 现在让我们取得它超越时间的力量 让

时间来配合我们超越时间的力量让时间来配合我们不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力量是另一种力量，我会告诉你是谁平衡它平衡自我和超
我这是事实，此其一

这是导师的力量是导师的力量平衡来自导师看，摩诃拉希什米是水

所以，现在你告诉我用来洁净现在已经完成，已经洁净完
水还能做什么很满意现在说到这部分它解渴，灵性上的渴你能为人解除灵性上的渴
极大的力量当你给人自觉他的追寻就完结对吗？现在说到另一种品质 什么力量想想水滋润，你滋润你透过你的力量给人灵性上的
滋润即使你只是站在这里，也在滋润人接着是分解融化你融化他们的自我 融化他们的超我得到自觉后 你就是拥有这些力量再想想
，还有什么神性这很含糊神性怎样与水连上，人们不明白，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说，该怎样说冷静下来冷静情绪你冷静下来很好
很好，你变得清凉清凉的品格你有清凉的效力 水也有清凉效力你运载其他人，你能运载其他人你能很温柔也淹没一些人淹没在爱
中爱的海洋中你也能像起步跳般推他们一把，好吧，也能这样做水的另一种了不起品质是能渗透渗入最小的粒子，进入根源我是
说吸收入根里摩诃拉希什米力量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的根你知道问题来自哪里你找到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察觉意识，是才智吸入
得到开悟的真相你现在知道出什么问题 你只是走近根源吸吮，你能轻易的吸吮，渗透你明白，当你坐近一个人你告诉我，母亲，
阻塞在背部这个人不知道你已经渗透你的品性已经渗入这个人他不知道你已经渗入这个人 你在感觉根源感觉那里出问题水在流向
这个存在体神性的水在流向这个存在体透过神性的水去感觉那里有障碍物你可以说这是阻塞，那是阻塞所以是渗透，渗透另一种
品质是闪耀那么闪亮，你的皮肤变得闪亮最后是反映别人看见你就看见自己的反映，他因此害怕对我，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是
说对任何人这并非坏事人们却毫无必要的害怕我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反映当他们到达你
他们看到的反映可以是很富侵略性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反映

他们可以对你很差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反映若水是清澈的

你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深度若你是明确坚定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能清楚的感觉这份深度

他们能看透

—

灵性这是你内在水的品质水越多，特别是我的身体需要多一点水作为缓冲因为水保护轮穴若我身体没有水我或许会出问题
所以水既作为缓冲亦抚慰你的表皮细胞 你可以说它抚慰你的愚昧无知你要明白，若你没有湿气 全都会干枯水抚慰每个人我们也知
道水还有其他力量当水从眼中流出它表达你的慈悲你的爱，你的感情这是唯一表达情感的元素水的力量水有其他品质 很多人知道
静水学压力是压力霎哈嘉瑜伽士肯定令别人感到有压力，他不会压迫人别人却感到有压力若他接受霎哈嘉瑜伽他会得到你的好处
但若他不想接受就会感到压力，感到有点受支配你的邻居，你的家人在开始时感到压力因为身体成就了某种重量这就是导师原则
怎样在你身上形成若有盐导师原则，则重量甚至更大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水是非常神圣在崇拜里，我们特别用水来令灵量变得
尊贵即是说灵量是盛载宝瓶座的水瓶这是宝瓶座的年代水是何等重要
水是上天爱的媒介最佳的媒介这是宝瓶座的年代即是灵量是由上天的水所造成今天庆祝拉希什米日的
整个概念是去明白她在我们内里 已经变成摩诃拉希什米因此 我们有很多自己仍未察觉的力量我是说我们不知道 自己是有自觉的
灵我们一些人仍不知道自己内在有这些力量我们能渗入别人能把自己的品格投射向别人能找出别人有什么不妥当也能找出自己那
里不妥

我们能进入自己我们的渗透就如水的流动

每时每刻都在流动最重要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什么力量因此我们开始尊重自己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
就会显现接着是古哈拉希什米一切都在我们内里显现所以它给你尊贵 摩诃拉希什米给你尊贵我们就是这样明白 人类尊严的价值我
们也应意识到不能侮辱人类的尊严就如有人不停的挑剔别人不停的坚持维护自己的想法令每个人都不开心这是违反人类的尊严
你要装饰另一个人类令他漂亮，令他享受令他快乐 令每个人快乐而不是不停挑剔若你挑剔，就不是古哈拉希什米不是古哈拉希什
米，你不应挑剔这样做，那样做站起来，你在做什么站在这边，去做，走到那边这些全是荒谬的事情
你要别人这样做人的尊严是最重要要尊重每个人你能做到，因为你现在

拥有摩诃拉希什米的力量没有尊严的人

也能从你那处取得尊严因为你现在已经拥有尊严若你有尊严的观念
你永不会侮辱别人的尊严我们在细微琐碎的事情上侮辱人为何你把肥皂放在这里
为何你要这样做，为何你要那样做另一方面，对方也没有尊严的不停的像动物般做这种事情双方都做错我们必须尊重人
我曾经见过，尊重带来最好的效果这是最佳的结果

一旦你尊重人，爱人信任自会产生我们要互相信任人类的尊严就是这样

在霎哈嘉瑜伽士中滋长我们必须尊重
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因为我们全是圣人，要互相尊重绝对的尊重，因为你们全是圣人我不知道你们有否
领悟到我在说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有 能力给全世界自觉你们每一个人若我们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不
要轻挑的说别人，找别人乐趣特别是对你的母亲你不能对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我们必须知道在西方这是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是
很重要的有天我在纠正某人洛克因此说，你很幸运母亲在纠正你，你很幸运母亲在纠正你，告诉你一些事情因为你很天真
这就是为何你开始放纵自己你必须先尊重母亲的神性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能带给你极大的尊严我告诉你要尊重母亲的神性 是因为除
非你能做到不然你不能好好成长这一点很重要就如在印度，若有人要上庙宇或他们到，例如，今天她来或某人来了，他们会穿上
得体的衣服你要明白，要上庙宇

他们会戴上所有饰物穿上一切就在这一天

他们要表现所有的尊严他们的头髪不会蓬松不会有类似的表现这些都不是好事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重要的用来显示你的敬意你必须
好好打扮你要穿上可见人的衣服因为有些人说我们是灵，所以我们不用整洁灵是最整洁的它整理一切它进入恰当整合的状态恰当
的和谐，完整的创造漂亮的音乐乱七八糟的人怎能称为有灵性的人 不能杂乱无章的人 他们的房子是混乱的 他们的物品是混乱的
你知道必定有邪灵附着他们毫无疑问但你不应反过来认为自己是很特别而令别人不安这是另一面，两方面我们都不应做我坚持这

一点，对自我中心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能变成什么有天我走在英皇道，我很惊讶人们怎会穿上这种衣服他们以为，不管我们穿
上什么

我们仍是我们即是说你必定是猴子才穿上这种衣服四处走若你相信这个想法

你要是得体的人必须穿上端庄的衣服今天我们已经认识拉希什米

怎样成长为摩诃拉希什米并不是当你成长成什么

其他就不再存在不是这样有些人以为他们成为灵性的品格拉希什米原则就不再存在

不是真的你必须正派得体依照你的身分地位

你的生活方式穿上恰当合适的衣服不应有你称为的伪善没有伪善透过做任何荒谬的事情像有些人以为变得
原始粗糙或是什么就能让人刮目相看

这样做不会令人对你留下印象你要明白，这是乞丐的行为乞丐的生涯

会令一些乞丐的亡灵附上你身所以我们不要做乞丐，也不要做某种花花公子 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是有尊严的人我们要有自尊，过
有尊严的生活因此我们要纯洁透明，诚实我们内在要诚实绝对的诚实，水是那么老实纯正不管我们放什么进水
都能显现出来把任何颜色放进水
颜色自会显现放任何泥巴进水，也会显现你必须诚实，对自己诚实这样就能令我们的品格变得协调、美丽、渗透
这是毋庸置疑的很漂亮的开悟因为摩诃拉希什米原则是我们知觉的开悟这类人不可能是个白痴
白痴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肯定不是白痴不可能是霎哈嘉瑜伽士傻瓜、
就不可能是傻瓜噢！，我知道，我知道

健忘，全都消失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

我知道，不应再有这种荒唐不应再有lakshanas，或你怎样称呼

你可以说你怎样称呼lakshanas辨别霎哈嘉瑜伽士的方法要是拉希什米儿子
putra)是拉希什米像国王不是说他给自己一切，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慷慨的施予

(Lakshmi
人们认识他是因为他的慷慨而不是因为他夺取了

多少，对吗他是国王，就这样，是施予他的品格是清凉的不是冰冷的，他有清凉的品格不是脾气差我见过脾气差的人他们喜欢暴
力我是说霎哈嘉瑜伽士

绝对不会暴力毫无疑问，若有人打你

你也不会打他我们有方法打他但你不会回打他不会对抗他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
就不会以暴力对待任何人即使是语言的暴力也不会有些人用言语来挑衅别人你必须知道你要纠正这些想法这很重要
因为明天若你要向全世界展示霎哈嘉瑜伽是怎么样我们要奉献自己于洁净、赞美因为水赞美给你光荣你们全都看来很好
脸上闪耀发亮我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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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ena闪耀光芒

我能在你身上看到这种光芒这种光芒已经在你面上展现
但你内在也要有这种光芒有自觉的灵不用立誓自己是有自觉的灵人们就是知道他是有自觉的灵你不用告诉任何人
人们就是知道他是这样今天我们已经谈到很多话题我希望你们都能重听我今天的讲话玛塔吉的讲话从这只耳朵入
从另一只耳朵出感谢天，我们有方法收窄范围我希望你们拿到录音带每天听也能实践我的教导 不单只是在计划或只留在耳里，而
是进入心里我们就是这样成熟漂亮的孩子，我现在在计数C.P.(母亲的丈夫)会再获选四年我最多三年就要走了不能再留在英国太久
这份责任，你们要肩负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 庆祝多几个光明节愿神祝福你们

1981-1225, 圣诞崇拜
View online.
圣诞普祭讲话 1981年12月25日 英国伦敦切尔沙姆路静室 我想跟你们在一起过圣诞节，但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那么巧，今天和新
年第一天，我都会在这儿和你们在一起。希望来年会有好事发生，好运来到。 基督的使命是很独特的，祂的一生都安排得很特别
。祂出生在一处非常卑微、非常卑微的地方,因为祂来教导我们谦卑。“teaching”在英文中意思是讲授、教导，但是我这里说“teach
”的意思是创建或者激发这种谦卑。 实际上，祂来到世上首先要消除自我这个障碍，由此，在我们内在（额轮的位置）祂创造了一
个空间。那个时候祂必须谈及谦卑，因为罗马人是统治者，他们非常傲慢、粗鲁、野蛮、不开化，应该说完全没有进化。正如一
些动物的出现，但后来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又被淘汰，因为它们毫无用处，太具攻击性，或体形太过庞大或诸如此类的情况。罗
马人也是如此。罗马人的身体，即使现在也时常被人描绘，如果你看了会发现他们不像人的身体，而是像某些动物的身体，他们
的肌肉等等都非常古怪。他们的脸没有丝毫柔和、圆润可言。所以罗马人的自我影响了他们统治的每一个人，因为，当你把面前
的某人当作榜样，通常民众是观察统治者并把他们当做榜样的，于是你便开始在内在吸收他们的特质。 当你看到有些人一副居高
临下的样子，你也会突然变得居高临下。当你看到有些人很自我中心并且喜欢炫耀，你也摆出显摆的样子。每天你都会看到类似
这样的事发生，一个极其轻浮的老板上任后，整个办公室的人也都像他那样。在那个时代罗马人就是这样通过树立他们自己的榜
样来影响民众，民众认为他们是榜样，他们是最好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产生了好的成果。民众认为他们很强大，认为这就
是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不是罗马人，也效仿他们的做法。 另外一群较为谦虚的人们也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自我受
到伤害，所以同样展现出某种暴力，他们变得过于敏感以至于你不能对他们说任何事，否则他们就会过来朝你咆哮，恐吓人们。
这种性格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令你患上某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患上麻风病。如果有些人性情暴躁、向人乱发脾气，他会因
为这种性格患上麻风病，神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完全地破坏了，因为麻风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这些人总是使自己处在这样的压力
之下，对身边每一个人乱发脾气，他们的神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一种能产生麻风病的恐怖病毒会攻击他们的神经，因为他们
对人乱发脾气，神经很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么小的地方会有这么多的麻风病：有那么多的麻风病人是因为他们的神经被破坏
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基督诞生了。祂不只是为罗马人或任何人而生，而是为全世界而生。因为当时人类的自我已经开始发展，
就罗马人而言，自我已经发展了不少，而那也标示了人类发展自我的趋势。首先这些自我必须得到控制，所以在自我和超我之间
需要建立平衡的时刻，基督必须降临。

因此，你们目前听到的关于基督的所有音乐和歌曲，首要谈及的就是“世界和平”，祂的降

临就是在世界上创造安宁。首先只有当你是平衡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其次，你要得到自觉。两者必须兼备。如果你只得到自
觉，但是内在没有平衡，就不可能有和平。但是和平绝不意味着妥协、逃避现实，绝对不是逃避现实的人格。 对基督的描述与真
实的祂大相径庭。祂具有你所能想到的最坚强的人格，也是你所能想到最健康的人，祂绝不会支持任何荒谬的事物，没有人能够
对祂无礼放肆。当然毫无疑问祂也不会对他人无礼轻浮。祂极其慈悲，极其友善却极有力量。这便是平衡。 所以祂降世在我们的
头脑中创建和平。在地球上，为什么没有和平？出了什么问题？只因为人类缺乏和平。宁静和平何时才会安住在你的内在？谁是
暴力的？人类彼此之间都以粗暴相待。自我发展得越来越精微，之后挑衅也从超我中发展出来。阴险诡计从超我中发展出来。冲
突出现了。那时，为了战胜冲突，最好就是在额轮中央，在无思虑的觉醒中创造一个空间。这就是基督必须降世的原因。 祂的出
生极具象征性。因为祂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能量,只是你们所说的道（Logos），我不知道你们语言中所有相应的词汇，祂就是声
音（Shabda）, 他们所说的太初原音（Omkara）。 基督以这样的方式诞生，因为祂没有身体，祂必须是精微中的至精微者。因
为这项工作非常精微，微妙（sukshma），所以祂那样降世。看看祂为了人类躺在马槽中，看看这天国的王……真是极富诗意。
祂降生的故事是个很有意思的传说。祂降生在很简陋的地方，这是一个象征，因为那时人们是那样的以自己的金钱为傲，那样的
以他们的权力为傲，甚至如今所有基督教国家也依然如此。奇怪的是，基督教国家会如此傲慢，如此醉心权势，因为他们富裕就
极为重视自己。假设基督教国家非常穷困，你认为他们会有种族问题吗？他们和阿拉伯人没有种族问题，根本没有，如此简单。
阿拉伯人没有种族问题。他们没有种族，阿拉伯人没有种族，他们有金钱，金钱族。那些追逐金钱的人只会向金钱拜倒。他们对
除了金钱以外的任何事都毫不在意。那些有钱人和追逐金钱的人是另一批将脱离进化的人，他们已经在脱离进化。 第二批人是像
罗马人那样的。他们跌落了，因为权迷心窍而全被毁灭。他们陶醉于此，他们的文明彻底毁了，他们被淘汰了。看看葡萄牙，你
们会惊讶，同样事情在那里发生，葡萄牙人的自我如此之大，你无法相信那是个荒凉的国家，现在那里一无所有，巨型庞大的建
筑物让你看了便知道他们曾富极一时。除了从不开张的古玩店，他们什么都没留下来。你能想象这种自我以基督的名义再次死灰
复燃，再三复活，你能想象嘛！他们花钱让人们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他们给钱，全都是金钱，金钱的主张，金钱的事业还在继
续。犹太教徒是如此，后来基督教徒也是如此。 基督是在马槽中出生的。对一个小孩来说，被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imi)放在
马槽中，有些太超乎寻常了。看这多具象征性，是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imi），不是拉希什米(Lakshimi),把孩子放在马槽里
，无处容身。至少，我们还有切尔舍姆（Chelsham）路，华维克（warick）路，布拉默姆（Bramham）花园,
布朗普顿（Brompton） 广场。但这孩子出生在马槽中，被放在马槽中。这世界上最卑微之处，被当作婴儿床，这至高者被放在马
槽中。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我们也应该睡在马槽中，然后就会变得像基督，有人相信这种荒谬的事。他们竟那样想，你看，如
果他们有足够的钱，他们会各种饮酒作乐，你看，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男人，喝醉躺倒在一所教堂边，叫着：“我是基督，我是基督

。”他一定是认为，因为自己很谦卑才躺在那里。这种对整个美好象征的可笑讽刺画式呈现，被人效仿，随处可见。 因此，那些傲
慢和自我的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如果祂是国王，祂为何出生在马槽里？祂为何被放在马槽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念。即使
在印度也有些愚蠢的人，没有智慧，说祂一定是做了许多恶业所以才那样出生。因为对他们而言，（善）业会带给你更多金钱，
我想说的是，上天才不会如此愚蠢。如果你做了善业，你成为上天的子民，成为求道者。因善业，你被上天赐福，成为有信仰的
人，而不是金钱导向的人，不是那些会去酒吧浪费他们生命的人。这是他们的观念：通过做善业，你变得富有，（通过行恶业）
下一世你变得更惨。有些人可能会有那样的观念。但基督从未做过任何业。祂本身就是无业者（akarma）。所以根本不存在祂被
惩罚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只是一场戏剧，但却极富象征意义。 现在你看，一个小婴儿被放在马槽中，毫无舒适可言，在马槽中
能有什么舒适吗？试想一下。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都在追求舒适。我们不是吗？我们认为的不舒适，其实应该是舒适的。基督徒永
远都不应追寻舒适，这是基督诞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讯息。如果他们追求舒适，他们就在远离基督。因为祂出生在马槽中。祂未
得到任何舒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设想有一处不舒适的住所，也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必须讲出这件事的另一面。模仿基
督不是办法。你要变成基督，通过模仿祂是不成的，而是要在你的内在去吸收祂的特质。 我知道有人住在猪圈一样的地方，但一
旦生活得好些后，他们就想拥有一切。因此要吸收谦卑和适应的品质。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把你放在哪儿，（都能）谦卑和适应
。（有些人）非常挑剔时间。例如某人必须在10点来，但此人因某项必要工作延误了5分钟，他就会失去平和，就是无法忍受，他
无法忍受必须等5分钟。如果必须等10分钟，他就会去酒吧，完了，除非他喝上一杯酒，否则他无法安抚自己。人类的头脑就如同
这火山爆发。 所以，必须达到和平。如何做？如果你追求舒适，你会成为懒惰的人。你会瞌睡，你会成为贪图安逸者，但是如果
你不再追求舒适，安宁就会来到。因为，为达到自身的舒适，只顾自己身体的舒适，我们折磨其他所有人。有一天我讲到只有在
西方国家是那样，在印度不会。如果有人一直睡到十二点，你不能去叫醒那人，这是违反宗教的行为，我是说在印度，任何人睡
过六点钟，他会为自己睡到那个点感到羞愧，他会愧疚一整天，然后他会说：“神啊，我很抱歉我睡那么久。”
早晨睡到六点钟这么晚被视作一种罪过。我是指像那样的国家。 所以舒适没有止境。没有止境。舒适爬上你的身，什么是舒适？
让我们看看，非常简单。在基督象征性的生命中具有非常深刻象征意义的是：舒适不是别的，只是物质对灵的奴役。你们意识到
这点吗？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你便不能再坐到地上。如果你坐在沙发上，你便不能再坐到凳子上。如果你坐在天鹅绒上，那么你
便无法坐在普通东西上。物质总是奴役着灵吗？而祂是灵，不管稻草还是什么对祂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不可超越的，没有什么可
以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让灵不开心，否则，物质会成为主导。你们必须了解的就是祂是灵，如果你要成为灵，首要的便是试着放
弃你的舒适，稍稍鞭笞你的身体，我很抱歉在圣诞节我不得不说这些，因为祂也是那样被鞭笞。如果你看到祂出生的那天，对一
位母亲来说将孩子放在一个马槽的小床中，真是非常大的牺牲。你们是多么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事，你看，将他们穿戴妥当，做
这，做那。但这个孩子却被放在马槽中，放在马槽中只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明白舒适已盘踞在灵之上。我们常常追寻舒适。这件事
是给我们所有人的讯息。如果你想找个住房，“我必须要有一间带浴室的”，还是想着舒适。“我妻子怎么办，她在哪里睡觉？”她会
和其他人一样睡觉。而你也会和其他人一样睡觉。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没人会因此（因不够舒适）而死。 （死亡）在霎哈嘉瑜
伽里是不那么容易的事，你看。当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以后几乎没人会死掉。有些人本应死掉，但他们没有，他们继续活着，他
们继续给予自觉，他们继续做每件事，他们仍然活着。他们远离所有意外，所有问题，他们继续生活。 但这是一个必须好好利用
的短暂时期。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非常具体的事情。谈论基督的诞辰很好，很开心，唱颂歌，进入那样的心境。但是，我告诉
你们，祂睡在马槽中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象征性的事。而另一个象征性就是：我们给予了祂什么？这个世界在那
时给予了祂什么？另一个象征意义是，他们给了祂一个马槽。我们会对我们的母亲做同样的事吗？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马槽
毕竟也还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感染，没有左脐轮、右脐轮（的堵塞），什么都没有。它没有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刺，没有额轮（
的堵塞），不会突然感到有人钻进你的胃里折腾，“噢，上帝，不想看了。” 所以你们就是马槽里的蓟(一种多刺草本植物)，你们必
须变得柔软，才能为基督提供舒适。你们必须变得如此柔和，如此甜美，如此洁净和纯粹，因为一个新生的婴儿就要放在马槽中
。你们是拘莎草，是蓟。瑜伽士就是坐在草垫上的人，只坐在拘莎草上。所以基督就是一位瑜伽士，祂出生在拘莎草上，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呢？在马槽中迎接祂，这就是基督降生的马槽。母亲准备了马槽令孩子感到非常快乐和舒适。蓟的坚硬、执拗、僵
硬、丑陋——所有这些都必须被去除。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不得不说祂的出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为什么？人
们应当思考祂为何是那样出生的？人们可能给出种种解释，但是我知道原因，因为是我安排的。我试着使你们柔顺，试着塑造你
们，有时候我不得不对你们严厉，有时我必须对你们发火，有时我必须叫你们离开。刚才有些幻海堵塞很严重的人，我的胃已经
开始痉挛。这对我来说没有关系，因为我本应如此，我很幸运我必须面对所有这些。 但是我们内在的基督怎样了？除非你用非常
柔软的蓟创造一个马槽，否则你不会为你自己、为你的存在、你的灵感到快乐。你自己无法去享受。你们以为通过证明你们的自
我，证明你们的傲慢，证明你们相互之间所做的一切，便是享受。有些人在忙着从霎哈嘉瑜伽赚钱，有些人忙着欺骗他人，有些
人忙着说谎，有些人则制造问题，有些人殴打妻子，有些妻子挑衅丈夫，这都是些什么事？我们正为基督创造一个美丽的马槽，
来创造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和平共处!要达到和平，就必须要谦卑，这是基督的讯息：谦卑。如果你变得谦卑，和平就会到来。谦
卑是个好词，我不知道它是否如其所指。谦卑意味着不求自身的舒适，只求他人的舒适。将他人考虑在前，这便是谦卑。不是说“
非常感谢”。不是你杀了某人然后告诉这个人，“我很抱歉杀了你。”完了。这在英语中表示结束了,
一旦你说“我很抱歉”，就完了。“是的，我知道。”还有一个有同样意味的说法是“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了”。完了
。如果他真的知道，那么就没事了,后续也不会有惩罚。你们不知道，你们都是灵，如此的美丽，你们会被雕琢出来。不错，那是

我的工作。你们要被清洁干净，那是我的工作，没问题。唤醒昆达里尼（Kundalini）是我的工作，不错，但后续维护则是你们的
工作。相反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做了所有这些，这维持的工作，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比如在印度，我看到有些人试着要帮助
我们，给我们金钱。我们自己并不赚钱，你们是知道的，有人捐了钱，然后修建了一些水井，现在全都荒废了，废弃了。没有人
想要珍惜免费的礼物。这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你们不努力维护自己，只是把它留给母亲。“噢，她会来治愈我们的，让我们继续做
自己想做的事。她总是要来的。她会来照顾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会落后。这就是为何我的出现，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
是那么富有成效。我在英国的停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之后就应离开一段时间。 我非常爱你们，你们很了解。英国是我的心脏
，我必须在这，这个圣诞节我想和你们一同庆祝，还有新年也和你们在一起，这完全出于我自己的愿望，但我必须要让你们明白
，你们必须努力再努力，以确保你们自身的清洁，去除你们的问题，跟上来，不要说：“对，是这样的，母亲。”每次你们都跟我报
告说，“母亲，我还是有感染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像这样说是自吹自擂：“我会没问题，我会很好，现在母亲已经走了，当母
亲回来的时候，让我给她看看。”

有一次我去孟买,

七天过去了，Raulbai没有来见我，她就在孟买，后来才来见我。所以我问他们,
“怎么回事，她还好吗？她好吗？那么她为何不来见我？”我想“她出了什么问题？”
7天后她来见我，她说：“母亲，我很抱歉我没有来见您，因为我这段时间感染了，我想把自己清洁干净后再来见您。” 所以，必须
要清洁。必须要维护，提升昆达里尼，集体性的，集体地相互照顾，你必须只支持霎哈嘉瑜伽士而不是其他人。外来的人，他们
都是外来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那些试图支持外人的人不再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离开霎哈嘉瑜
伽，可能会对我们更好。无论我们怎样，我们都是自己人。外来的人终究只是外来的人。我们必须彼此相亲相爱。我们必须如对
待圣人般尊重彼此。任何人都不得对其他人说刻薄的话。不允许，要友善，要有爱心，要慈悲，管住你的舌头。谦卑下来，谦卑
，谦卑是必须要做到的。用大字写下来，“谦卑
，谦卑，谦卑。”当你变得谦卑的时候，安宁便会笼罩着你，你会感到如此美妙。当你谦卑，一切妥当。 基督甚至达到这种程度，
祂说若有人煽你的左脸，你要把另一侧转向他。要谦卑。对罗马人，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其它办法。祂也教导谦卑。自始至终
，祂都在教导谦卑。你们应当谦卑对待彼此，就是这样。你们无需对其他人谦卑，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折磨圣人，这已经结束了
，那种状况已经结束。但你们彼此之间要谦卑，在生活的需求上保持谦卑。那并不是说你应当成为那种…嗯…成为那种奇怪个性
的人，你看，不是那个意思。应当是高贵得体，正如基督诞生时那样。但你应当谦卑。试着训练你的身体，让它们更轻盈，以至
你可以坐在任何地方，你可以走在任何地方，你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你们都是年轻人，调整你们自己。 如果有人只有一间房你应
当说，“很好，没关系，我可以住在过道里，别担心。”但他们会第一个冲到带有浴室的房间，我曾见过。你们多少人有带浴室的房
间？让我看看。举起手来，住在静室中。最好放弃。最好放弃。你们看，最好放弃。你们所有的人都放弃单间，并住进共享的大
房间中。因为你们是夫妻，不去住大房间也行，但是无需要求有浴室的房间。 应为他人放弃舒适，而不是为你自己。你应当令他
人舒适，而不是你自己。有时，我对人类感到惊讶，竟然允许他人什么都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有时令人吃惊。但来
到霎哈嘉瑜伽之后，你会改变。你享受给予他人舒适，享受对他人说宽心的话，为他人做一些美好的事，你享受这些。基督被给
予一张马槽的婴儿床，祂来宽慰你，给你安宁，祂以救世主身份到来，你能想象出这个差距吗？现在你们是整个宇宙的拯救者，
就像祂是救世主。但是，你不能自私，你不能享受舒适，你必须像基督，祂惯于随心而居，祂住过森林，祂住过任何地方。只是
为人们辛勤地工作，祂甚至有时都没有食物，没有。祂生活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条件下。祂从未要求任何舒适，没有任何要求。
祂是个木匠，甚至从未戴过手套。现在你们一定都有手套。你们一定都有袜子穿，你们一定有鞋穿，你们一定要刮胡子，他甚至
从未刮过胡子，那不是说你就要留着胡子，但祂是个非常干净的人。祂过着最为简洁的生活，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节俭。 你知
道，我拥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但是我可以过极为简洁的生活，我可以只有两件纱丽，有时甚至只有一件。你们应当能够过极
简的生活，那才是关键。我们要从祂的生活中学到的就是我们是当今的救世主，而救世主的生活正如一个谦卑的人，品行高洁，
非常尊贵。他的言行举止不会像一个乞丐，“嗬，嗬，嗬”像那样。你们也像他们中一些人，你像这样走路，当你们这样说话，你们
像乞丐(Shri Mataji做了一个乞讨的姿势)。那样不行！你走起路来要带着尊贵，带着你的端庄，带着你的庄重前行。实际上那些真
正伟大的人，那些真正的国王，不需要任何东西。哈！告诉我什么可以主宰他们？如果你是整个世界的君王，如果你知道自己是
这个世界的皇后，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什么样的舒适可以主宰你？有什么物质可以诱惑这样的人？因为那人已经超越其上了。
那就是帝王（badshah），那是国王，那是真正国王的标志，天国的王，不是英国，或任何地方，是天国的。那便是你们，你们
是天国的子民，对你们来说，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对于你们来说应当毫无用处。 应当看到物质的美丽，而不是去占有物质。美丽就
是舒适，不是那种身体感受，不是你拥有某些舒适的东西。美丽是如此让人舒适，人们不知道美丽是多么令人舒适。我肯定，当
我们今天庆祝基督的生日时，便是接受了一种殉道的精神，籍由这种精神，我们奉献，我们给予而不索求任何东西，以这种状态
我们荣耀赞美祂。你毫无所求，但你在给予。直至今天我还收到有人来信说：“我想有份工作，您能帮助我吗，您能给我一份工作
吗？”各种各样的事。可能是任何毫无意义的事。当然，我是说，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那些东西，但是只要你请求一件事，那就是
灵，一旦你请求得到灵，那就是你所做的最高请求。然后你就不想要任何其他的东西，并得到完全的享受。 所以，庆祝基督的诞
辰，并为祂的诞辰而欢乐，就是为我们的充盈而欢乐。如果你是充盈的，就不会追逐你的匮乏，对吗？如果你是完整的，如果你
是充实的，如果你是满足的，你不会去追寻，是吧？所以享受你的充盈，你的完整，你的充实，你完全的满足，享受它。最终，
所有这些事物都带来某种满足，当然，我不知道你是否从中得到任何满足，但真正的满足源于你内在的灵，你享受它。这是对你

自身而言，对于他人，你是慰藉者。不会像这样，任何人跟你说话后，会过来向我抱怨：“母亲，他攻击了我，我遇到另一个恶毒
的人，他攻击了我。我我碰了某人，他就打了我。”给予慰藉，你对他人而言是一种慰藉，相信我，你是这样的。给予他人慰藉。
所以那些安慰他人的人不会担心自己的舒适。牧羊人，单纯的人，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想象他们在外面，看到了天使。这只能被
谦卑的人所看到，他们过着谦卑的生活。天使向他们显现，也向智者显现。 所以只有谦卑的人和智者才有智慧——常识和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我，永远无法理解我。那些聪明的人——所谓的有知识的人根本不是智者，他们很愚蠢。你们知道他
们是愚蠢的人。智慧。所以三个智者和牧羊人是另一个伟大的象征，单纯的人，牧羊人，另一个是智者，这样的人将理解霎哈嘉
瑜伽。一定有很多人看过星星，但只有智者能理解星象。从东方来的智者。是真的，东方人比其他人要智慧得多，毫无疑问。但
是为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他们为什么更有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东方人更有智慧。 你们看，在你们的身体内，有东和西。东是左边
，西是右边。东方人偏左侧，更接近心脏。但并不是最东边的日本人，（他们是）可怕的人，可怕的日本人，然后….这些售卖毒
药什么的人是最糟糕的。但那些知识渊博并且偏左的人，是知识和爱的结合，知识和慈悲的结合。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慈悲，
你都无法跟那个人说话。他像一根木棍，一根干木棍，我能给一根干木棍什么生命能量？要有些树叶在上面，不是吗？最少要有
一点。如果有太多的水份，它会坏掉，腐烂，但如果是个笔直的干树枝，你知道我的意思，像干树枝，那么你如何把生命能量给
这样的人？你做不到。你无法提升这样的人。所以首要的就是爱，智慧来源于爱。智慧不是来自聪明，它来自爱。当你爱某人，
你得到智慧的光。通过思考你永远都无法变得智慧，你可以变得愚蠢，绝对的愚蠢。但是通过爱，你可以变得非常有智慧。我看
到霎哈嘉瑜伽士突然说出一些极其智慧、一些伟大的话，突然，他们说出一些如此甜美，如此美好的话。我说：“就是这样！心打
开了”。智慧的芬芳来自心轮，那是种象征，祂们三人来了，祂们是谁？梵天婆罗摩（Brahma）,

毗湿奴（Vishnu）,

湿婆神（Mahesha）。他们来看基督——梵天婆罗摩, 毗湿奴，湿婆神。看这生命能量。 因为只有祂们能辨认出，普通人不能。
罗马人也不能。所以祂们来了。所以我们要变得谦卑，我们要变得有智慧。智慧如同一颗钻石，它有很多面相，我无法在短时间
内向你们描述。我会找一天谈谈智慧。但这都是些常识，那么甜美，那么美丽：何时该说什么，如何转换主题，什么时候要坚定
，什么时候要用强硬的方式处理问题，也就是，何时成为一位绅士，何时要变得粗野，何时要对人喝斥，何时要变得安静，谦卑
和甜美。所有这些判断，你看，所有这些都是智慧，它是重力的中心，要达成这个境界，你们必须放弃极端的行为。固执是首要
被放弃的，所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放弃顽固。 有个像基督这样的儿子真是莫大的恩赐，我是说，如此自信，你感到支持（adhara）
，完全的护持，没有任何问题。有个像祂这样的儿子，完全的顺从，绝对百分百的顺服和谦卑，完全理解你。没有问题，你们也
都是我的儿子，是依照祂创造的，依照我创造基督的模式创造的。我为你们感到自豪，孩子们，跟上来！你们已经有一个为你们
而塑造的榜样。在你们之前是基督。看看祂，是多么好的支持。祂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任何的沮丧。祂从不会沮丧，毫无疑问，
祂不会告诉我说，“我很沮丧”，绝不会。这个词不会出现在智者的字典中。你们……当你们完全被安置好后，你们怎会沮丧？（沮
丧）这个词必须从那些使用它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字典中删除，还有问题和不安。你们解决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没有问题，只有
解决方法。 这就是一个儿子应当对待母亲的方式，她可以依靠他，绝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我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像基督一
样的儿子，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呢？甚至祂说过的一句话：“注视着母亲。(Behold the Mother)”就是一个口诀，这是我用过的最伟
大的口诀。当你的注意力在这儿在那儿时，我只需对你说出这个口诀，就像是一个命令。并且如此谦卑，如此自信。注视（behol
d）与看(see)不同，不，这是非常谦卑的表达。注视（Behold）是一种光荣的，伟大的行为，注视它，接受它，理解它。我们之
间应该存在这样一种互相理解的支持和爱。没有隐匿，没有拘束，没有排外。没有排外，必须在一起享受所有。现在你们所有独
自享受的想法必须就此放弃。 假日就是陪伴自己的时间，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讲，不再有假日。所有这些事都必须放弃。这都是违
反基督行为的。祂从未有过假期，从未有过。今天是假日。假日（holiday）来自神圣日(holy day)这个词。在基督的陪伴中度过的
每一天，每一分钟，就是神圣日。所以一定是人们将神圣日往下推进，从基督到灵，灵到精神，精神到其它事情，我确定。我是
说人类擅长于从一个正确的点进行派生，然后直接跳进沟渠。所以他们一定做得非常甜美，美妙。那就是智慧，都是智慧。智慧
的人从不狡猾，从不尖刻。这是我也无法描述的。而最具智慧者就是锡吕•格涅沙（Shri

Ganesha）,

祂是智慧的化身。向祂祈求智慧。祂赐予你智慧去做任何事，向祂祈求智慧。 今天我刚刚想到，过了多少个圣诞节，我都从未这
么多地谈论耶稣，以那样亲密的态度。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此近又如此远，因为祂知道我是谁。那种敬畏，那种尊重，那种
谦卑，在任何信徒中，甚至在你自己的儿子中都极难寻觅。如此亲近，但却完全地理解。那种合一必须发展起来。我知道，我们
都在逐渐发展，但这是加速的日子，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方向上稍稍加快速度。 所以现在，正如你们所期望的，我们外面有个白色
的圣诞节，如你们所期望的那样“请给我洗礼，我会比白雪更洁白”已经得到神的祝福。想想所有我们曾一同做过的美好事情,我们
今后还将一起做下去。这就是你要如何解决你过去和将来的问题。基督的降世要拓展你当下的状态。所以基督，现在的基督，今
天的，在你们内在诞生的基督，应得到照顾。祂不再是圣经中的那个基督，而是你们心中的基督，在你们内在诞生的基督需要得
到照料。 圣经是如此具有象征性，所以人们要花上许多年才能理解它的意思，圣经对你们太具象征性。但是至少你们能够理解它
，而其他人则无法理解。所以一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灵来理解，即在你们内在诞生的基督，需要得到照料。如果你有蓟，你需把
祂放在非常柔软的心里。祂是一个集体的存有，如果你影响了集体，那么祂便受到影响，你要照料好祂。

所以人们说“圣诞快乐”

是为享受喜乐。在宁静中产生喜乐，喜乐之光，欢乐。我希望整个世界，整个民族获得和平。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放弃所有的斗
争，所有为金钱和权力的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所有认为他们与众不同的错误思想，希望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的旗帜下，备受尊敬
和关爱的邀请进入上帝的国度。 我祝愿所有人获得安宁，所有国家、所有人类，家中有平安、心中有安宁。愿他们带着平和之心

陪伴孩童，陪伴所有人。让安宁彰显，让他们的心中散发安宁，让他们的语言表达平和，让他们的双眼所见皆为和平。所有这些
都必须改变，巨大的改变必须发生，整个宇宙必须发生不同的转变，所有的仇恨、憎恨、丑恶必须消失，这不是死寂般的沉静，
而是到处都充满了从智慧而来的生机勃勃的和平。我祝福你们所有人成为和平的管道，成为和平的美好管道，成为和平的荣耀管
道，成为你们母亲的伟大子女，祂是如此为你们自豪！ May God bless you. 愿神祝福你们！ 有个女神的口诀。Yah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itah 噢，遍在的女神，一切的创造者，给所有的一切赋予了宁静。所以你必须寻找宁静，那是你的
母亲。我们都念那个口诀。加文你念：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itah, namastasai, namastasai, namastasai,
namo namaha.你念一遍然后他们念三遍，这是一个祈祷。 凯文和瑜伽士们一起念：[“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hita, namastasye, namastasye, namastasye, namoh namaha.”]. 【念口诀三次】【SHRI MATAJI双手做合十状。】
然后另一个是

kshama

rupena

samstitah。这是口诀因为宁静只会来自于谦卑和宽恕，kshama。这是为何基督就是kshama.。你们向基督祈祷。
【瑜伽士念口诀三次：Ya Devi sarva bhuteshu, kshama rupena samsthita, namastasye, namastasye, namastasye, namoh
namaha. 】 锡吕•玛塔吉将祂的右额轮对应的手指放在祂的吉祥痣上。 尽管那样，额轮还在堵塞。现在你可以抽出你的额轮吗？
那些感到受伤的，请现在放弃你的额轮。你能够把手指放在这里对着额轮吗？【锡吕•玛塔吉指着祂的BINDI】。这儿。对基督有
益。【一个瑜伽士把一个手指放在锡吕•玛塔吉的额轮处，祂握着那手指好一会儿】嗯……好些吗？所以现在所有这些都对基督太
过了。最多你们只能清洗我的双手还有这里，那里。让我们唱歌，你可以继续普祭.

[锡吕•玛塔吉的声音渐消失]。所以puja

结束了，你们只要清洗我的双手。[锡吕•玛塔吉解下手表。] 所有这些礼物应在树的附近或其它地方打开，不是吗？这就是树，生
命之树，不是吗？它是万物的赐予者，所有礼物的赐予者。它是生命之树，是kundalini，你们看这么有象征意义。复活节的蛋，
树……我是说如此有象征意义。我希望你们的灵量就像那树一样美丽。所有礼物的赐予者，梵文中称之为Kalpataru。 Gavin: Just
getting water. Shri Mataji: Of the hands. Sahaja Yogi: He’s just bringing the water. Shri Mataji: Is there a towel, or…? [Shri Mataji
puts the towel on Her lap]. [Video interruption. Puja continues with the washing of Hands]. Shri Mataji: … way, isn’t it? I mean, if
you tell somebody “Don’t put your fingers there”, they won’t listen. But once it is burnt, then they know, wisdom comes in,
through experience. But now [they don’t have?] innate. [Unclear] [Aside to Gavin] Yes, just wash first of all. [Hands are washed]
Look at that. [Shri Mataji looks and puts Her hand into the water used to wash Her Hands] Hm. Ganges. River Thames has
behaved so far, so far. I hope so, she behaves even when I go away. Should we put it somewhere? [Yogi: Put it in that…] She
was very furious, you know? Very furious she was. She is a standing danger. I must say. For the sinful, be careful. All the polish
of the house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She laughs]. Today I was polishing symbolically. [She laughs] Ah, now. First of all we’ll
wash and then we’ll do it, all right? All right. Bring it, the… no, I think I’ll have now the ghee. Should take this quite a lot, keep it
with them and take it at least seven days, as a medicine. This is very good. For all those who have Void problems, specially for
[voiders?]. Linda, I’ll have time now, once this is over then you can come and see Me, and then we’ll discuss about other things,
all right? Now, what should we do? Gavin: He’s just getting ghee now. It’s been warmed. Shri Mataji: You don’t have anything for
Aarti and all that, I’ll bring this time when I go there. If I save some money [She laughs]. Yes. You know, the letter was not shown
to Modi [She laughs, Gavin laughs]. Letter you give up [She laughs]. This is ghee? Yogini: Yes, Mother. Shri Mataji: This is ghee!
So much! Out of proportion it is, I mean. [Laughter] It’s too much softening [laughter]. All right, give Me little bit now, some. Just a
wee bit. As it is you all have liver, so you don’t need ghee. [Ghee is poured on Shri Mataji’s hands] It’s all right. Now pour some
water. Good for cleaning the nose of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sinus… [She laughs, inaudible words] the ghee, but not for eating,
eh? Now. Little bit now of another thing, whatever it is [Yoghurt is offered on Her Hands.] Put the whole thing. Again some water.
Now. Milk has to be more. Madhu, madhu, you get madhu first, madhu means… Milk will be more than this. [Honey is poured
onto Her hands] Yes. Gavin: Shall I put milk next? Shri Mataji: Yes, milk, then. And more milk than… Gavin: …sugar. Shri Mataji:
Yes. Milk. Need for more milk, I think. More. Here. Yes, it’s all right. [Sugar is poured] Not too much sugar. Not to feel guilty, for
Heaven’s sake. Not to feel guilty at all, left – left [She raises left index finger] Vishuddhi catching. Don’t think! In My presence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think at all. Just don’t think. Don’t feel guilty. [She raises left index finger] Catching, still. [Aside] Good, thank
you. [Video interruption. Then Shri Mataji is holding a small girl in Her lap. Yogis laugh. Shri Mataji cuddling the child] Yogi: She’s
posing! Shri Mataji: She’s posing! [Shri Mataji laughs] Look at her. Wrapped up in the sari. Fitting in great, herself [unclear].
Gavin: Just matches her eyes. Shri Mataji: Eh? Gavin: The sari just matches her eyes. Shri Mataji: You see? Just see [indistinct
words]. It’s a dignified thing, you know, sari is very dignified. Now. All right. [The small child gets off Her lap]. Very nice people.
Very sensible. Gavin, in your list you must put this also. If you tell this list to Me, there, who is coming gives you. Who are coming
to India out of you? Here? Now, those who are coming should get this list of a few things that you need, essential ones. I don’t
find that thing with which you used to give Me water, is it here or not? With the spoon and all that. Gavin: I must check it with
Marcus afterwards. Shri Mataji: Marcus? Marcus: Yes, Mother. Shri Mataji: You’ve got that spoon and… Marcus: Yes, Mother.
Shri Mataji: That you have got. Marcus: Yes. Shri Mataji: All right [speaks aside in a low voice. Sounds like: there’s the spoon].

This one is very good because it is not hard wood. [After the decoration of the Devi, Shri Mataji sits with Her left hand upward
and Her right hand raised in blessing] Yogi: Christmas… [indistinct]. Shri Mataji: Now, just put some red on my hand. Red
[Kumkum? Unclear] [Video interruption] Shri Mataji: I will. Gavin: Our Mother, You are the Counsellor who was promised by
Christ. Shri Mataji: I am. Gavin: You make us become our own knowledge. Our Mother, You are the Redeemer, who was
promised by Christ. You have given us our second birth. Our Mother, You are the fulfillment of every prophecy and every prayer.
Our Mother, You are the wholesomeness, by which all wrongs are cleansed. Our Mother, You are the right discrimination, by
which we have received enlightenment. Our Mother, You are the integration, by You God’s whole creation has been threaded
together. We bow to You who are auspiciousness; we praise You who are Love; we give thanks to You who are compassion; we
prostrate before You who are all-knowing, all-seeing and all-forgiving. We are Your children: let us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You,
whether by Your illusion, or by our own limitations. Give us strength of Spirit and to the world give peace. Aum. Yogis: Amen.
Shri Mataji: Let your life be fragrant by My blessings, by My love, by My concern, and the pride that I have for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Video interruption. Then a yogini presents her song to Shri Mataji.] Yogini: … and it’s called “Mother God”. Shri
Mataji: Who? Yogini: It’s called “Mother God”. Shri Mataji: “Mother God”. Yogini: “Mother God”. [Yogini sings.] Shri Mataji: Oh.
[Applause]. Sang [you?] with such a heart. Everybody was, everybody’s heart was singing with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ay
God bless you. These songs should be recorded and should be sent to India. They would be very happy, you see, to have these
songs. Very beautiful. Who wrote it? Yogini: Hugo wrote it, Mother. Shri Mataji: Eh? Yogini: Hugo wrote it. Shri Mataji: Hugo.
Yogini: Hugo did that. Shri Mataji: Congratulations. Give him a hand. [Applause of Shri Mataji and yogis] Beautiful. Integration is
so important, you see. Somebody has to write, somebody has to compose, somebody has to sing and somebody has to listen.
[Laughter]

1982-0130, 关于锡吕‧玛塔吉女士的预言
View online.
关于锡吕‧玛塔吉女士的预言 1982年1月30日 讲于绍拉布尔(Sholapur) Shri Mataji: Khandhavara, [Unclear]. Sahaja-Yogini: You
choke it a little bit. [It seems that they are cooking] [Laughter] Shri Mataji: The median one, that means [unsure], that is based on
the Moon. See, the Moon is the moodiest thing. And so we, we the Indians, follow the Moon. 你们看这些占星学的预言多么准确
，一万四千年前预言过的，今天已变成事实。在大约二千年前，此地有个伟大的占星学家，不是绍拉布尔(Sholapur)这里，而是稍
下一点，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他预言之准确是令人吃惊的。
他说有位伟大的瑜伽士会在双鱼座的日子来到世上。我便是在双鱼座和山羊座之交出世的，但这不是很重要。 然后他说，从1964
年至1966年，我们会逐渐看见一些奇迹。他说也许只有一点点，而时代的真正转折点(Manvantar)是在1970年，到1980年便会很
稳妥。到了这个时候，新的时代便会形成，旧的时代(Vaivasta)便会过去。你们知道我们有历史时期(Yuga)的说法。斗争期(Kali
Yuga)将会终结，从1970年开始它便隐退，而另一个上天意志活跃的新时期，即过渡期(Krita Yuga)便会开始。 这时太阳会以新的
方式统治世上。地球的轴心会减少，这时一位伟大的瑜伽士便会出世，他是完全的大梵(Parbrahma)，完全的大梵。那便是我。这
位瑜伽士有所有让事情发生或不发生的能力，那即是说具摩诃迦利（Mahakali）和摩诃拉希什米（Mahalashmi）的能力，所有的
能力。在此之前，人们往往通过崇拜虔敬(Bhakti)的方式，或知识(Gyana)，即诵读帕坦迦利的瑜伽经，来达到他们的解脱。但在
新方法中，这位伟大的瑜伽士会把纯洁的力量注入你，你的能量中心会提升，唤醒灵量的力量。由于这种新的方法，这可以用肉
眼看见，就在此生，以这个身体，你便可以得到自觉。设想一下那是二千年前，他比布莱克(Blake)更伟大，他的名字叫Acharya
Kaka Bhujander Tatwacharya。 我们毋须捐弃这个身体，许多人，许多圣者都捐弃身体的享受，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他们跑到山
洞中，把自己关起来，直至死去。有了这种新方法便不必如此。你们也不会死去，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实现你们的灵，成为觉醒
的灵(Sakshatkari Sant)，借着这种新的瑜伽，这些圣者可以得到法喜(Brahmananda)，即大梵的喜乐，他们不用进入三摩地(Sam
adhi)。三摩地的意思是那些人坐下来，静坐很长时间，蚂蚁爬满他们的身体等等。但现在这些圣者不用这样做，已经可以得到自
觉，同时他们能尝到法喜，那是霎哈嘉瑜伽的三摩地。对他来说，那是霎哈嘉瑜伽的三摩地。 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有些人会
首先得到自觉。因此你们要明白自己的位置。有时你们把注意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你们要知道，你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这都是曾经记载在书本上的。但你们把注意力浪费在那些没有用的事情上，例如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我的子女等等。这里已清
楚写明，你是千万人中被拣选出来的一个，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在这个时期整个人类都能够克服死亡，即避免被毁灭。你们要
有正常的生活，有家庭，也可以没有家庭，但却要像正常人家那样生活，否则你便不能得到这种瑜伽。比方说，如果你变成一个
「伟大的圣者」(Sadhu Baba)，或「精神导师」或甚么伟人，你便不能得到这种瑜伽。你们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以结婚，也
可以不结婚，那不是问题。梵文Sansarik的意思是住在世间，活在基层群众之间。 在这个时期，所有疾病都会消失。在这种新瑜
伽里，你们不要甚么医院。那很好。这种伟大瑜伽开始了之后，即使身体的踫触，也能治愈别人。现在你们都能做到，这是事实
。人类就会像湿婆神那样(Ardhnarinateshwara)，人类会得到这个。旧时代将会过去，人类的身体仍然依旧，但他们会有一个神圣
的身体。这是多么美好的承诺啊！因此不要担心你们身体方面的舒适。 也许你们之中有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以那个身体飞翔
。他们也可以变得很精微，进入他人的身体，治疗他们。你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这些圣者不会为火焰或武器所伤。同时你们能
用肉眼看见所有这些精微的事物。你们可以看见，此不仅只在印度发生，而会在全世界发生。
印度是个伟大善行(Puyas)的国家，因此有力量会照顾这个国家，令这个国家逐渐上升。

他也预言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会

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会因此受苦。之后，这个伟大的降世神祇会出来干预，所有国家都会坐下来开会。会议不是由政治家
，而是由瑜伽修习者来领导，是瑜伽修习者。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是指印度和中国最近发生的战争。也许是指中国，因为他
说，由于中国的侵略政策，还有将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会背负许多问题，我们要填补许多空隙。但通过祷告，我们却
可以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 由于科学的新发现，上天的知识和科学会成为一体。借着科学，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存在和死亡。因
此二者会有合作，科学与灵性知识或上天知识之间会建立起连系。 你们已经开始得到这种知识，因为你们看见人们从我的照片得
到能量。我们有电视的科学，也有口诀等等的科学。如果你们通过科学方法来医治别人，你便是通过这种科学来达到那个目的。
我们能够证明这些东西可以由电磁波或声音等等来承载，我们能证明这一切。 然后他说由于摩耶(Maya)的力量，在过去，瑜伽修
习者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得到集体意识(Brahmet)，意思即是知觉到大梵。他们要行许多苦行，那是十分困难的。到了新的时代
，便变成是自然而然的(Sahaja)，Sahaja（霎哈嘉）的意思是，你毋须付出任何努力，便可以达到大梵。 新的瑜伽体系会在不同
的国家出现，政府行政会由具有瑜伽力量的人来掌管，你到达甚么的瑜伽阶段，你的瑜伽有多深会成为晋身政府的决定因素。 这
个新时代的人会创造一个新社会，人人的愿望和需要都得到完全满足，他们毋须积累钱财。再没有贫穷与疾病，社会(Samaj)会变
得很健康，很平安，没有愤怒。 他在书中也描述到中国如何侵略印度。 那些谈占星学的人也提到一位叫杰奎琳‧摩雷(Jacqualine
Murray)的女士，她是美国人。这位女士曾预言我。她说有一位伟大的人物，是位女士，将会在1924年在印度出世，但我在1923
年出世，只是大致不差。 另一位叫齐罗尔(Cheiro)的人说大约在1980年，有一位神祇会降世，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相差了十年。
还有一位叫艾丽斯‧贝利(Alice Bailey)的女士，我相信她是属超意识这一边的。在超意识的状态中，她说由于印度人将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瑜伽之上，有一种新瑜伽会出现，人们会把她联系到基督教的圣灵。这位可怕的女士说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这是无
可改变的，但如果人们在这种新瑜伽中能彼此相爱，战争便可能会得以避免。 还有许多事情，我只说了一部分。 我有一盒录音带
谈到格尼殊哇（Gyaneshwara）如何描述这个新时代，有甚么事情会发生？人们如何得到自觉？这盒录音带已翻译成马拉地语(M
arathi)，我还要把它翻译成英语，让你们知道格尼殊哇一早说过的。他如何描述人类怎样得到自觉，发生甚么事情，他们如何彼
此相爱，这些事情，他都是一早说过的。 Gyaneshwara. And this is sung in this record by a very well-known singer of India, Lata
Mangeshkar. And this they want to give. Side one is Gyaneshwari and another is “Om Namo Ji Addya , Addya Devi” and
Pasaydan, that is the second part. Now this is one they want to give it to Warren. And you can tape it and give it to everyone.
Sahaja Yogis: Thank You. Wonderful. [Applause] Shri Mataji: This is the sari they have got for Me from Sholapur. [Applause] It is
in nine yards. This is a place known for its handiwork. And I wish you have bought some of these bed covers here. You get very
good bed covers. It's a famous place for bed covers. [Aside] This is to be kept inside the [?] pot. This is the one they gave
yesterday in Madras [?], all right? Here you don't have to wear a petticoat. You have to wear that kind of a thing at the back, you
see as the Goddesses wear. [Shri Mataji speaks aside in Marathi]. They want to have a photograph. [Shri Mataji and Yogis
speak Marathi] You must send them a photograph, all right? Sahaja Yogi: Barbara, would you make sure that you send the
photograph to them? Shri Mataji: Take their address and before leaving, you thank all of them with your hearts and say that you
are very thankful and you have been very happy here, all right? [Shri Mataji speaks in Marathi. A Sahaja Yogi and a Sahaja
Yogini speaks to Shri Mataji in Marathi. A Sahaja Yogini reads a text in Marathi.] [Applause] Shri Mataji: You see, all of them
have spoken with such love and such feelings, that it's too much for Me to translate, you see. So I am Myself now filled with that
great feeling that firstly they are saying that: “You have come here,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become aware that there are
celebrations on, are on this place and we feel that great festivities have started in our hearts. We are so very happy and we
cannot express our happiness, what has happened to us. We feel we are just floating in the air, we don't know how we spent our
time with all this, and you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keep this fact in your heart and let it
grow in your heart”. And then: “We have done some mistakes, not deliberately, but it happened that we tried to reserve some
halls but we couldn't and it's a small place, we couldn't give you a place, but you have a place in our hearts. And here,
inconvenience has been passed.” Three of them have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 “So we want to beg of you thrice that, please
forgive us if we have inconvenienced you or troubled you by anything, and we are very, very at fault because something had
gone wrong with us, I think. We could not arrange stay for som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t the lodge also ditched us and they
didn't give us proper guidance. But next time we will arrange very well. Don't be angry with us [laughter] toot much. If you have
any anger you all should forgive”. And Dhamle father also said tha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ok after you and the little girl
also said tha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give you the conveniences and everything. So you all, please forgive us and... but we
ourselves have enjoyed that you're coming and we are gainers. We gained a lot from you, learned a lot the way you have shown
patience to our mistakes and also we, we cannot say that there's anything to learn from us but whatever we have tried our level
best, but sometimes happens like that. So please forgive us”. And they have been asking for forgiveness. [Applause] Sahaja
Yogi: [UNCLEAR] us from these nice words. Could we help them in any way to solve the bottlenecks in spreading Sahaja Yoga?
For example, if they need some material help, in being- together possibility of renting the halls to count a bit or a distribution
[UNCLEAR], whatever. We might you know see whatever we can help in one way or another. Shri Mataji: All right, I'll tell them.
That's very kind of you. [Shri mataji translates in Marathi] They want to also thank you for giving them a tape-recorder as a
present and all the, all the photographs and everything that you gave them. Their presents, I'll give you in Poona because again
the carrying will be a problem for you. Sahaja Yogi: Mother, more than anything, from all of us, we want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love. Jai Mataji. Sahaja Yogis: Bolo Jaganamata Shri Nirmala Devi Ki, Ja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Ki, Jai!
Parabrahma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Ki, Jai! Shri Mataji: Alright. So I think you go ahead now. Finish the things and enjoy
yourself. Sahaja Yogis: Thank You,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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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庆祝伟大的湿婆神（

Mahashivaratri）

的日子，

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伟大的夜晚。 这个普祭应该在晚上举行。 湿婆神就是在这个伟大的夜晚建立在地球上的。
因为湿婆神是那样的永恒。

所以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湿婆神？”

至于湿婆神的生日，你也可能问“怎么会是祂的生日？”因为祂是永恒的，祂一直都在那里。

所以，可以说，今天的庆祝活动标志

着湿婆神在地球上的确立。就物质本身而言，如你所知，每一种物质都是随某一位神祇而被创造，而那位神祇就建立在相应的物
质之中。因此，太初之母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建立湿婆神。没有湿婆神，一切都无法建立。
首先，要建立湿婆神，因为湿婆神是绝对的。所以你们必须建立湿婆神。
如何建立湿婆神？祂达摩状态（Tamo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Guna)之主。

祂是寒冷的，是掌管一切惰性之神。

起初，当地球离开炽热的太阳，被带到离月球很近的位置。
月球是湿婆神的妹夫。所以地球被带到离月球如此之近的位置，以至于整个地球都被冰所覆盖。然后地球又渐渐朝向太阳移动。
当它渐渐移向太阳，地球开始融化。而完全没有融化的那一处，正是上天确立湿婆神的所在之处。
那个地方就是上天安排的，它就是神山冈仁波齐（Kailash）。 山上的冰永远不会融化，整座山看上去就像是湿婆神的脸——眼睛
、鼻子，一切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一年四季都保持原样。 湿婆神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祂被置于静观的状态，作为地
球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旁观者，祂面向宇宙的灵量。上天要把灵量安放在印度，

因此祂面向南边。

祂看着南方，双手这样放着。就像一位旁观者在观看太初灵量的奇观。

湿婆神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虽然我们说宇宙的心轮是英国，但湿婆神仍然居住在顶轮之上，顶轮才是祂的宝座。
就像你的头顶上有湿婆神的宝座，但祂是住在你的心里。湿婆神同样是属于顶轮的，祂从顶轮处看着整个身体——所以脚是南
，这里（顶轮）是北，这边是东，抱歉，是西（右臂），这边是东（左臂）。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宇宙的整体地图，看到上天所造世界的整体地图。
（瑜伽士：坐下。）坐下，坐下。

所以现在……

（此处母亲用印地语讲话）[你可以坐下。

不要站起来。

听我讲话。

现在不要拍照。必须专心听我的讲话，要以冥想的状态听我讲。你们必须好好珍惜，不是吗？
你们应该处于冥想的状态，这样便能很清楚地听到我讲话，不用担心。
瑜伽士：所以，这里是南方。

Shri

你们必须处于冥想的状态。]
Mataji：所以，你作为静观者而面向南边。

刚才有人跟我说，位于南边的人们头朝南，脚朝北，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脚朝向北边的湿婆神。
冈仁波齐神山（Kailash）在北边，不是吗？

冈仁波齐不在南边。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把脚朝向北边呢？

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用逻辑推理一下。 这些婆罗门已经告诉了你们所有这些故事，而你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是不应该做的。有
时我会想“神从婆罗门手中拯救这个国家吧。”

他们现在无处不在：他们是我们的统治者，无处不在，而对于梵天他们却一无所知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婆罗门就好了，我相信总有一天，真正的婆罗门会掌管这个国家。
所以现在，既然我们明白湿婆神是在物质中首先建立的，那么祂也在我们身上首先建立。
当胎儿成形，心脏的搏动就是湿婆神的建立，

这是湿婆神已经建立的标志。

对于那些出生时心脏就不好或有问题的人，只能说他们的湿婆神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不是说他们就是坏人，而是说他们不可能
活太久，也许以后还得换个心脏，或者前世可能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们关注湿婆神原理，那么他们的心脏就可以得到治愈。
所以，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心脏。如果心脏衰竭，你们就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照顾好你们的湿婆神原理，即真我。
我们担心各种世俗的事情。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我们并不担心我们的灵。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们担心你们的灵，关
注你们的灵，那么整个宇宙就会与至高大梵产生共振，至高大梵不是别的，只是喜乐。因此，如果你们不关注灵，以为自己可以
享受生活，然而你们做不到。 如果你们只关注其他无意义的事情，而不关注自己灵，你们就无法享受生活。只有通过灵我们才能
进入完全的宁静状态。如果灵在我们内在得到唤醒，这种宁静便会开始起作用，你们会感到非常放松，达到与真我完全合一的状
态。 你们不会寻求人们通常所寻求的一切——你们只寻求自己的陪伴，想要一些独处的时间，这没有问题。在找到你们的灵之后
，你们唯一寻求的是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陪伴，他们也同样找到了灵，所以灵与灵之间建立了一种融洽的关系，那是在内心深处
的。而这个灵是我们内在的整体性存有，对此我已和你们说过，一旦与灵合一，你们自然会成为整体性意识。
湿婆神有很多特质，我不需要告诉你们湿婆神原理（Shiva
tattva），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另一个维度，是目前我还没有谈及的，有关湿婆神原理的维度。
湿婆神原理在身体方面的表现是，这类人更多属寒性体质。 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样的人不会发出热力，但有时会拥有过多寒性，
处于过度不平衡的状态，性情变得极端冷酷。可能会伴有低血压，也可能腹泻，灵性力量太强也会导致腹泻。
因为偏向左脉，也就可能比较有爱心。 因为偏向左脉属于你们所说的kapha型（阿育吠陀医学术语，指结合水和土元素的一种生

命作用原理，常译为水能），kapha型粘液过多。因为偏向左脉，所以这类人很容易着凉，有感冒的问题。所以，这类人要防止
自己患上感冒之类的疾病，可以通过霎哈嘉瑜伽学习到相应的防治方法。 但要使之平衡，灵本身是超越健康问题的。而偏向左脉
的人总是想着灵，他们也会变得倾向一边。既然要在地球上生活，就必须成为平衡的人。
所以他们必须走到另一边，这一边就是他们内在灵性成长的活动。
一个灵性发展得很好的人不可能仅以湿婆神原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他必须以平衡的人格存在。当他从内在开始发展这种平衡，住于心中的灵便开始升起并到达他的头顶上。
所以这是一个人必须要到达的第二个阶段。即 整个集体（Shri Mataji 摸了摸自己的头顶）。 所以当你开始把自己的爱和情感带入
中枢神经系统，把它们带到头顶，可以说，这意味着一旦你把它们带进你头顶的宇宙大我处，它们便开始通过宇宙大我的力量，
通过你们的集体存有传播开来，这时你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否则，你只是作为湿婆神原理存在着——其实，无论这个宇宙是
否存在，湿婆神原理都存在着。整个宇宙存在时，它存在着；甚至宇宙消失，它也存在着，消失了的宇宙也会进入那磁性，即进
入湿婆神原理之中。 所以一个有灵性追求的人必须知道，要将湿婆神提升到高于心轮的层面，就要将它逐渐提升到非常超然的一
种存在方式，即存在于顶轮上，在那里是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完全的平衡。
在霎哈嘉瑜伽中我见过的许多人都极致有爱心、友好，非常甜美。

我想说，德里人就不会像孟买人那样严厉。

孟买人可能很严厉，浦那人也有点严厉。

但孟买人和浦那人会更深入。

原因是他们让自己稍微平衡了一些，他们超越了个人心绪，比方说同情心，（他们建议）
“不要对人不友善，不要对人说苛刻的话”。

有时候会很可笑。就像昨天，我睡在你们经常睡觉的地方。如果是在孟买或浦那的任

何一个中心，都不会听到有任何说话声，中心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说话声。 就像狮子，你看，就像是老虎在森林里，没有人会
听到你的声音。如果有老虎的话，就会很安静，就算老虎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你也会知道。但如果我是在德里，就会听见大家
都在交谈，有人谈金钱，谈这个那个，各种闲聊喋喋不休，甚至外国来的霎哈嘉瑜伽士也变得和德里霎哈嘉瑜伽士一样。
他们都说很多的话，这令我很惊讶。 对于这种闲聊，他们怎么会如此接受？ 所有人都在说话，叽叽喳喳。相反，如果我睡在那里
，你们都应该进入冥想的状态，坐下来冥想。而不是这样，对于所有可能的无聊话题，每个人都在说个不停。好像他们没有其他
机会交谈似的。他们都在喋喋不休，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事情就是这样。
但这是一个人必须知道的，除非你的同情心得到升华——比如你告诉某人“我在这件事上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类似这样的例子。
我的意思是，是什么主题，都没关系。
如果你开始说“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另一个会说“是的，我也有……”，你看，这就是同情心。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些人太坏了，那发生了，他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话题。你看，他们都在谈论与霎哈嘉瑜伽无关的事情。
即使与霎哈嘉瑜伽有关，当我在场时，你也不应该说话。我必须向你们所有人提出一个谦卑的请求——你们的行为举止有时并不
妥，与霎哈嘉瑜伽格格不入。实际上，在我面前说个不停也是不好的。但我不想告诉你们这些细节，不过，在你们把湿婆神原理
从心轮处提升起来之前，你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你们（德里的霎哈嘉瑜伽士）善于取悦人，善于组织，组织得很好，没有争
吵。孟买的霎哈嘉瑜伽士经常吵架，甚至，浦那的霎哈嘉瑜伽士也喜欢吵架。 但我必须说，浦那的霎哈嘉瑜伽士很深入，孟买的
霎哈嘉瑜伽士也很深入。就个人而言，他们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他们要更深入些，再往内心深入一点。他们必须再次降下
回到心轮。多些内心的感受，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对人非常的严格。
但是你们明白，一定程度的严格是可以接受的。打个比方，如果告诉某人“不要触碰母亲的莲足”，他的内心便会很不舒服。
但这是对“母亲”的一种很世俗的理解。 如果母亲说“不要碰我的脚”，那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必须做让我高兴的事，而不是让你高兴
的事。所以必须把你那取悦公众的注意力改变过来。有人说“对第一次来的人，母亲，我们不能这么说”。
你必须得说！有些话你必须对他们说。否则，会让我不高兴，这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但是对别人说话时，你不必像浦那人和孟买
人那样用他们特有的马拉地语，而是用适当的乌尔都语风格说出来，那样不会让人心里不舒服。但是你必须说出来！
你不应该把那些人看得比我还高，不是那样，你应该这样告诉他们，这样他们才会妥当。 因此，为了更深入你的内在，你还必须
进行个人冥想和集体冥想。我不是说德里的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是那样，但是……德里的霎哈嘉瑜伽士善于组织。孟买和浦那的
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向他们学习，他们互相争吵，我真的受不了，他们彼此怠慢，这样我不喜欢。但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都很
好，他们会有个人主义倾向。有些人变成个人主义者，有些人则变成宣传员，他们会去取悦公众。这些人变成两个极端。
霎哈嘉瑜伽士应该做什么？ 你们必须成为对母亲痴迷的人。（笑声）。你们应该做母亲喜欢的事。你们明白吗？不需要取悦公众
，也不需要取悦个人，而是做你们母亲喜欢的事情。这是商羯罗告诉大家的，这很简单，“只要让母亲高兴”。
但没有人研究这些。 试着研究一下，“什么能让母亲高兴？” 然后你们会明白，作为湿婆神原理，我是很容易被取悦的。（笑声）
就算你犯了错误，拉三次耳朵，那就没事了（笑声）。
但是不要太过分了。你明白，你犯错误是可以的，但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你可以不停地犯错误。
因为你的确是有一根大绳子，难道你最终要把自己吊死，这样吗？
所以也要当心那根给你的绳子，要不然，它会将你狠狠地吊起来啊。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不应沉迷于公众舆论或是自己个人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不对的。
你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行事，那就是应该取悦我内在的所有神祇。 就我而言，我并不存在，我并没有存在体。真的，相信我，我

根本没有存在体，我只是……你可以说，我的身体只是这么多存在体的组合。否则，我并不存在，我发现我不在这个身体的任何
一处；我发现我不在这宇宙的任何角落。有时我发现自己不在任何地方，“这一切是什么？

不是我的，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但是，我仍然融入其中，享受它，与之共存，而我并不在其中，不在任何地方。
所以，如果你们只是试着去了解什么能取悦你们的母亲，你们就会培养起尊严，因为我希望你们有尊严； 这种尊严会让你们的喜
乐发展出来，因为我希望你们有喜乐；它还会让你们有更多的能力去获得更多内在的生命能量，因为这就是我所给予的。 凡是对
你们有好处的，如果你们照做，就会取悦我。但我认为对你们有好处的，你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站在个人的角度或是大众的角度
，你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就像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请不要在晚上7点前安排我的活动。”
然后你们可能会说，“这个时间不适合我们大家啊。”

这并没什么问题，假如这个时间不适合我，那才是问题。

因为我有特定的时点，那个时间我的状态才会真的特别好。那个时间我要安排给别的人，是固定的。
所以你们不能根据你们的时间来安排我的时间。
上午11点之前的时间不应安排任何固定的活动。如果你安排在清早五点，我不介意。某些特定的时点，我必须用于其他目的。
所以你们必须明白，凡是适合我的事情都应该去做，因为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因为那些事情是对你们最有益的。 我只是把自己的
习惯告诉你们，以便你们从我这里获得更多好处。但是他们坚持说那些上班的人来不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来！如果7
点钟有一个影片，他们会不会去看那个影片？那为什么要降低你们母亲的身价，以方便那些人呢？ 如果人少，那对我们更好，我
们便能更好地安住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不要让我降低我的身价。你们应该明白，不要贬低我，要维护你们母亲的尊严。 我同意，
无论要达到什么目标，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必须得到帮助，所有的公众都必须得到帮助，但是，你看，我们却无法摆脱精微的污垢
（kacharas ）。有很多东西是要舍弃的。所以我们不...也不应该担心这些污垢部分。我们将拥有最好的一切，但要拥有这些，人
们不应说话过于严厉。我再说一次，不要使用苛刻的语言。

有人会命令别人“出去，出去，出去！”，不要像这样说话。改变你的

语言。必须让自己学会如何以温和的方式，以适当的方式与人交谈。
这对霎哈嘉瑜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继续出言不逊，也许你会冒犯到某位圣人！ 所以，要明白，你不应该那样做。要努力让自
己变得有能力，好使你走向公众时，能够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概念、正确的举止、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知识。在这里，我不是
指理性上的正确，而是绝对的正确。 湿婆神是绝对的，祂是绝对知识的给予者，祂知道什么能让我高兴。 一旦发生真正让我不愉
快的事情，祂就会停止这场演出。祂只是为了取悦我，观望着这一切。一旦祂发现事与愿违，祂会停止整场演出，并宣告，“停止
，一切都结束了”。 因此，虽然我可以说旁观者是湿婆神，但祂也正是审判者，祂注视着这一切，所以你们尽量确保妥当。我试着
创造一个美好的场景来取悦湿婆神，所以祂继续留在那里，这些使宇宙成为一个美好的栖身之地，你们在那里升进，获得那应许
给你们的永生。但你们得明白什么才能使母亲高兴。 有些人习惯一直盯着我看，这是不应该的。要垂下双眼，你们不能老盯着我
看，这是愚蠢的。且不说愚蠢，这样做并不能取悦我。如果我一直盯着你看，你会高兴吗？我不会盯着你看，但我会试着通过做
各种事情来让你们高兴，你们为什么不向我学习一下，我是如何让你们高兴的呢？
当然，你们并不能做所有这些事情，我知道，因为有人说，“母亲，我们去了那里，有人给了我们一匹马，这样那样的。”
你并不能为我去完成这些事情，对吗？ 如果我有困难，你解决不了我的困难，对吗？但是我可以解决你的困难，所以我可以很容
易让你高兴，因为我有很多方法让你高兴。 不管有什么方法，都不应该真的惹怒别人，这是唯一的事情。就算你做不了什么特别
之事，但也不要做一些出格的事，使人不高兴。 如果你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那就不要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你要取悦我。就是
这么简单。你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事情，只要试着有爱心、重情感、有尊严，我就会很高兴的。
实际上，这会使我万分高兴，我会对你很满意。 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人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一个人应如何超越这些事情。 所
以，德里瑜伽士现在有必要从心轮提升到顶轮。孟买和浦那的瑜伽士有必要从顶轮降回到心轮。我想说，拉胡利（Rahuri）瑜伽
士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是非常好的组织者，就个人而言，他们不会给我制造问题。所以我认为拉胡利也许就是我的麦加圣地，
不管怎样，它都很好。 但我们都可以像那样。我们都可以改变并影响对方，提升和教导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关心自
己的进化，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所有这些教导。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就不必太担心。渐渐地，这一切都会实现，平衡也会建立起来
。 那些说话太多的人，不应该说得太多。我的感觉是，当你说话太多，一旦不说话，你就会完全不说。不偏不倚的做法是，有必
要时必须说话，没必要时就不应该说话。 所以，通过霎哈嘉瑜伽，你会逐渐培养出那种人格，会发展出那种智慧，知道哪些是该
说该做的，哪些是不该说不该做的。不行动是湿婆神的品质。祂什么也没有做，祂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整出闹剧。祂什么都不做，
但祂仍然是那个必须观看的人，如果祂不再观看，那么整场演出就结束了。 要是你能明白在无为状态之中，祂做了有多少就好了
。看看这种反差，就这样，祂什么也没做,但祂让每个人都跳舞以取悦祂。同样地，你会同时拥有这两种天性，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可以达到那种平衡的人格。这是为你好，为了你的进化，为了你的成长。所以今天，你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好机会，让湿婆神
原理在你的内在独自进化，最终融入到整体之中。
伽比尔在他优美的双行诗中有描写到这些，也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上行诗“Man

mamta

ko

Thir

launga”的意思是“心中的慈悲啊，我愿将你激发，将你散发；心中的慈悲啊，我愿将你激发，将你散发。”下行诗“Aur

kar
paancho

tattwa milaunga”的意思是“我将慈悲融入五大元素。”你们了解伽比尔有多伟大吗？说到伽比尔·达斯，让我们看看他所说的，“我将
慈悲从心中散发出去，完全融入五大元素之中。” 这就是霎哈嘉瑜伽。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不必去了解其他的一切了。
你已经在心中得到了，在内心你是资本主义者，而外在则成了共产主义者。如果你能好好达到这种平衡，你就做到了。我们可以

做到，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做到，我们可以成就它，并且我们可以向世界表明每个人都可以成就它。所有所谓的平凡人，都能变得
不平凡。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我们要去做，要去接受关于它的教育，以灵性的方式，以霎哈嘉的方式。如果你
每时每刻都静观你自己，你就可以做到。不要为自己作什么解释，或者说，“哦，这发生在我身上，那发生在我身上”，这并非重点
。 很多人会那样跟我说，太荒谬了。你要挑战一下你自己，“那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为什么
你不能这样做？”就这样，承担起自己的工作，你就可以实现它，我敢肯定，因为你身上拥有这种力量。
我祝福你们所有人拥有灵性成长和集体性。这两方面都要兼顾。

如果你们只有灵性成长而无集体性，那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们只有集体性而缺乏灵性的成长，也没有用。要好好将两者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湿婆神并在宇宙大我中建立湿婆
神。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你们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你们与他人的关系会很好、很长久，并很牢固，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
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变得非常好。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1982-0505, 顶轮崇拜：打开本初的顶轮
View online.
顶轮崇拜：打开本初的顶轮 岛大区静室（法国），1982年5月5日 今天，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些求道者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
子，神的最后一个工作，在伟大的原初存在体中打开这最后一个能量中心，在1970年5月5日得以成就。这是在宇宙中所发生过的
灵性事件中最伟大的。它被成就出来，以非常小心谨慎和不断调整的方式。
这些事情如何在天堂实现出来，并不在人类有限的理解力之内。这是你们的福报，而且是神的爱实现了这令人惊叹的奇迹。 没有
这个事件的发生就不可能给予人类大规模的自觉。一个人可能在这里或那里，给予一两个人自觉，但是要给予这样大规模的觉醒
是不可能的。 它发生得如此出乎意料，如此宏伟壮观，我震惊于这宏伟壮丽，并进入了完全的宁静。我看到原初的昆达里尼(灵量
)，像巨大的火炉般升起，这火炉非常沉静但 它呈现燃烧着的外形：就像你加热金属，它呈现各种颜色，同样的，灵量显现为如同
火炉般的巨大的通道，你知道就像那些燃烧煤的发电厂般，灵量像在望远镜看到那样地伸展，一个接一个地出来， 嗖！嗖！嗖 ！
就像这样。神祇们到来，坐在各自的宝座上，金色的宝座，然后他们抬起整体的头，这时如同一个大圆屋顶。被打开，然后这暴
雨将我完全浇湿，我开始看着这一切，完全沉浸于喜乐当中，就像一个艺术家看着自己的作品，我感到极大成就的喜乐。 经历了
这美丽的体验后，我看到周遭人类是如此盲目，我完全的静默了。我愿望，我要往杯子里注满蜜液，但我看见的却都是石头。 顶
轮是你们最美丽的部分。它是一朵大莲花，有着一千瓣不同颜色的花瓣，状如熊熊火焰。这被许多人看到过，但看到它泼洒骤雨
，就像这些火焰变成一个喷泉，一个五彩缤纷、香气弥漫的喷泉。你会想到一朵流光溢彩、芬芳馥郁的鲜花吗？ 人们对顶轮的描
述是有限的，因为无论他们看到什么，都是从外部来看顶轮，他们不可能从内部去看。即使你可以达到顶轮之内，如果顶轮没有
完全打开，你也无法看到它的美丽；因为当它整体是关闭的时候，你只能通过一丝缝隙来穿过它。但只要去想象一个巨大的千瓣
莲花，你端坐在花冕里，凝望所有那些花瓣，它们色彩缤纷、芳香四溢，舞动着喜乐的韵律。 要保持在那个位置，那是理想的位
置。在宁静之后，你心中会充满极大的慈悲和爱，你会把注意力投向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们，然后你会将注意力投放在千万人的顶
轮，然后你开始看到顶轮存在的问题。即使你希望打开顶轮，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从神到人的通道，必须要通过人
类去建立。你可能有这个力量，但这通道必须通过人类来实现。 我一生还没有遇到多少自觉的灵。如何给予人们自觉？如何实现
？于是我开始寻找，我遇到了一位70岁的老太太，她为一些很粗糙的事情烦躁不安；她来看我的时候，她感到很平静，她的顶轮
已是消耗殆尽，和我在一起，她还是会想及其它，而非灵性。她的头脑像被乌云和黑暗遮蔽，一次又一次，我不得不启发它，但
她没有得到她的自觉。 刚开始大多数过来的人，是为了让我为他们治疗。我从小就有这能力。以前，我也可以给予少数人自觉，
但他们必须非常真诚渴求––aartha。我没有遇到那样质素的人，因为我不是住在丛林，我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其他普通人生活
在一起，他们没有那种强烈渴望––aartha，我必须在他们中工作。 该如何和他们谈论那真实存在的世界和他们所过着的生活的虚
幻？有位女士，她是第一位得到自觉的人，她来看我，因为她觉得自己有着求道的思想，她得到了自觉。这还不是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她是那些单独获得自觉的人之一。在这伟大的事件之后，很多人将可以集体得到自觉。1970年在Bordi，我们有一个讲座，
在那里，第一位男士在那天晚上得到了自觉。第二天早上有些负性力量在运作，他们开始谈论起个人喜好。我看到在氛围中能量
变得不对 晚上，我采取了非常强硬、坚定的态度。我很愤怒，之前我从未如此发怒过，我训斥了他们所有人。令人惊讶的是，他
们中的十二个人得到了自觉，那是最伟大的时刻。然后很多人，一个接一个地获得自觉，他们中的三位在回程的列车上获得自觉
，突然间他们感受到生命能量。从而大规模的进化开始了。
顶轮是你的意识。当它被启发，你进入到神的技能。有两种技能，神的技能，和你们所用的技能。 你无法像神一样行事，但你可
以运用和践行神的大能。例如，神照顾宇宙的万有万物，每个至小微粒都由神所掌控。当你的顶轮打开，当你的灵量触碰到囟门
，一种触发的力量就在你的顶轮准备好，一旦在头顶的囟门打开，圣灵的恩典会启动这触发的力量，同时你的经脉得到启发；不
是所有的经脉，但是很多的经脉会被启发，也不是以完全的宽度，但是相当多的边缘系统部位(受到启发)。你们就这样得到了启发
觉醒。 这么多事情发生，是因为在顶轮有你们七个能量中心的位置，藉着光你看到他们的相应位置。我的意思是你们看不到，但
它作用于你们的意识。你们的意识感觉到内在的整合。那和"心"分离的理性，变得与心合而为一。和你的注意力合而为一，无论
你的注意力去到哪里，你的行为都赋以集体性。所有你注意力所在的活动都受到祝福。你的注意力本身就起作用。 你的注意力是
非常重要的，你的愿望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得到整合，你的愿望和你的注意力成为一体。无论是任何有益于灵性的你的愿望，你
的注意力都会去到那里，并散发灵性的力量。优先级会迅速改变。那些原始的还没有进化的人，可能感觉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那些思维取向的人，他们会放注意力尝试去试验，他们首先要看看如何提升灵量。他们想去看那是合乎逻辑的。 一个平衡的
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在我们中间有些这样的人。他们只是成为（成就），没有任何疑问。他们只是安定下来。他们是纯真的，
有智识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灵性的。无论是什么质量上的瑕疵，都会通过你们的顶轮得以纠正。
首先，你们必须降伏你们的自我，因为如果有自我在那，就会压迫顶轮。 同样超我也要被降伏，因为超我也会压迫顶轮，并引起
头疼。所以要保持顶轮在健康的状态，一个人需要理解到他的优先级必须改变。有些人需要多些时间，因此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有很多书，如果你们去阅读，它们会建议反神的行为，得到启发的顶轮不喜欢这些，它会重新闭合。那就象是一种毒药，它不喜
欢任何有毒的思想进到大脑。如果你们服食了这毒药，顶轮就会再次闭合。 同样的，那些脾气很暴躁的人，非常暴躁的人，和所

有其他有自我问题的人，如果他们尝试给予顶轮压力，同样顶轮会闭合。那些带有来自假导师，和错误书籍的制约的人，也可能
他们来自错误的父母，来自错误的国家，来自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同样他们也不允许顶轮以健康的方式来成长。 只有顶轮需要
发展，灵不需要。顶轮越敏感，就能越多的接收到灵体的灵性特质。实际上，平安是在顶轮感受到。喜乐也是在顶轮感受到，因
为那是大脑，而大脑是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或意识本身的体现。仅仅打开顶轮，这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有更多更多
的管道，他们会以他们不同的力量作用为经脉，而且他们会以一种恰当系统的方式去成就。但是那些得到自觉，还沉溺于荒谬习
惯的人们，会阻碍这些经脉的流通，而且他们实在是对宇宙大我非常有害。这样的人，实在应该离开和放过霎哈嘉瑜伽。或这样
的人应该被要求离开，我们要小心和他们的关系，这些是违反神的伟大工作的人。 那些想发展顶轮的人应该知道，他不应该有不
好的同伴，而应该总是与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为伴。他不应该有他自己的假日，和自己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他应该与霎哈嘉瑜
伽士相伴度过。 顶轮之后，当你高于顶轮，你能看到所有这些经脉必须保持在一起的重要性，而且所有的能量中心和所有的神祇
必须被唤醒和整合一起。这个甚至能通过意识的努力实现，通过观察你自己，观察你的思维，你开始看到你的自我和超我。你将
能看到你怎样欺骗自己和如何对自己不诚实，你是怎样说服自己，认为你很好，你是怎样享受自我之旅。 霎哈嘉瑜伽是给那些属
灵的人们，因此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必须放下。所有错误的认同都必须放弃。一个人可以通过意识上的努力，正如我所说，你可以
真正纠正自己，因为得到自觉以后无论你愿望什么，都会成为上天愿望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人必须记住的是通过意识上的努力
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和看清自己是否真正对它诚实。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会发现集体性是唯一能扩展你顶轮的方式。因此，你需
要容忍，需要智慧，需要像一个先知那样，而你就是，你的谈吐应像一个先知。实际上你必须教育自己。一个先知怎样说话？这
不是虚伪或演戏，因为现在你们是觉醒的。当你没有觉醒的时候，无论你想怎样表现这些，都是虚假。 顶轮是控制、引导、进化
的力量，所以，要让顶轮完全地准备好去成长和扩展，一个人必须留心他自己的成长。不要为你的错误行为辩解，如果你开始辩
解，你就开始思考它。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我们必须想到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也在你的大脑中，当你开始想到其他人，与他
们谈论他们的重生，你的顶轮必定会打开得更多和会更加精微。敏感度也会提升，深度也会达到。它就象是一棵树，当它生长，
它的根会茁壮伸展。 所以你要走出自己的壳，去发展你的羽翼。所有你思维的细小琐事必须被放弃。你必须生活得像一个具有伟
大人格的人物，一个会给予千万人以支持、指引、帮助和觉醒的人。 如果在法国的这个顶轮日，可以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一种崭新
的动力，我肯定人们会意识到。它会在人们的脑海回响，他们的无意识会将它融入到他们的内在存有，然后他们会宛如醍醐灌顶
。现在，新的突破会发生，人们会开始顺理成章地走向真理。他们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放弃所有的无用和荒谬。 顶轮是灵的宝
座，君王越大，宝座也越大。你对待你的灵体的方式，表现在你的顶轮。因为七个轮穴都在顶轮上，籍着这七个轮穴，你成为一
切的主人。因此你能获得自觉，你能给予自觉，然后你成为一个精微的存在体。通过你的意识的努力，你们可以进入其他人的存
在体，提升他们的灵量并改正他们。受到启发的顶轮也给予你，一个崭新视角去看整个中脉和在周围发生的所有精微事件。当你
升进得越来越高，你能看到生命能量以光的形式围绕着你。 你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但会惊讶于自己怎么变得可以精通每
件事物。好像你的头脑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愿望，这是克里希纳所承诺过的，祂实际上是宇宙大我。所以你成为你大脑的主人，因
为事实上，灵是大脑的主人。 你可以更多的将灵体放进你的注意力，顶轮就会打开得更多。她的光在扩大，而你就成为一个更有
力量的霎哈嘉瑜伽士。这是最伟大的事情，让全能的神说:“看，这一切发生了”因此祂会暂时推迟他的怒气和愤怒，因此祂能原谅
人类的过错、他们的顽固和幼稚的恶作剧。 顶轮只有一个口诀，那就是“NIRMALA”意思是人们要保持它的洁净，纯洁和无瑕。那
就是你们的工作，只要尝试保持它的纯洁和洁净。这将必定标志着下一步会有更多的人们，加速的跳跃进入一个崭新的维度。 非
常高兴今天能在巴黎，因此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应该在巴黎，在法国这个国家曾被所有的神祇诅咒和忽视，因为人类真的错得太多
。 且让所有的神祇都能在这个国度安顿下来，因为这里是注意力，无论我们给出怎样的注意力，都是通过顶轮报告给我们。所以
，愿法国的顶轮能打开，而且法国的注意力应该被引导朝向灵性和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此我决定在这里庆
祝顶轮日。法国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非常大，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方式和方法。他们应是非常温和、文雅和健康的人们，但是同
时，应是非常强大的霎哈嘉瑜伽士，因此，当别人看到他们，会看到他们与众不同的优异。
在顶轮日之前，我们已有如此成功的一个环节我感到非常高兴。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我祝福所有其他的中心，他们一直祈祷或正
在祈祷：以给予他们高度发展的顶轮。得到启发的顶轮，使他们可以脱离他们那小壳，让他们的顶轮可以极为扩展，直至他们可
以与整体大有完全融合为一。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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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的问题—左脉 英国布莱顿 1982年5月13日 我要告诉你，制约也有好的。同样，你既能有好习惯也能有坏习惯。习惯能约
束或阻碍我们升进，亦能帮助稳定我们。制约来自我们每天打交道的物质。当人类看到任何物品，便想侵占它，想运用这些物品
以达致个人的目的。为个人的目的，他改变物质的形态，开始运用物质以令自己舒适，或运用它来帮助自己，指引自己。 你越依
赖物质，你的自然本性就越快完蛋，因为你在处理死物。物质，当它是死的，我们才去处理它，但当它仍是活的，我们却不大在
意它。当我们为着个人的目的来运用物质，这些死物便会在我们内瑞安顿下来。若不是这样，我们怎能生存？这是人们会问的问
题。若神赐予我们这些物质，让我们能运用它们，我们是否不应运用它们，不应享用它们？我们却不享受。我们…在得到自觉前
，你不能享受任何物质，你只是养成了习惯，或许成为物质的奴隶，在得到自觉前。这是原则…经济学的原则是需求一般是永远
得不到满足，意思是今天你想买一块地毯，好，买吧。这块地毯却让你感到头痛，因为拥有它，便要照顾它，要为它购买保险，
你要先忧心它不会被弄脏；其二，你想再购买其他物品，你已经买了地毯，就这样。你要买其他物品，你要买其他物品，你再想
要其他物品，你的要求是没法得到满足，也没法带给你喜乐。物质永远没法带给你喜乐。只有灵才能给你喜乐。当你升进，当你
成为灵，你对物质的价值便有另一种看法，你对物质的价值观会截然不同。 我肯定积臣必定有告诉你，当你得到自觉，你的双手
开始感到有凉风。至于物质，成为灵是大有帮助，因为你马上知道什么对你好什么对你坏。例如，你吃了一些对你不好的食物，
便马上失去生命能量，变得很热，即使只是看着这些食物，或许也有这种感觉。当你坐在一个很差的人坐过的椅子，你马上感到
︰「噢，这里有些不对劲。」生命能量是明确的、绝对的。 这种制约只会在…这些习惯只会在你成为灵后才能克服，因为灵常常
受物质控制，灵必须克服物质的控制。事实上，灵不会受任何事物控制，我是说它被遮蔽，就如浮云遮蔽着太阳。同样，所有支
配我们的，又或我们可以说，物质对我们的奴役，令我们控制我们的灵，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把灵遮蔽。浮云仍在，令我们看不
见灵，感觉不到灵。灵的美在于自然而然，我们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别人。 在评价别人时，我们在评价些什么？这人外表怎么样
，他穿什么衣服，他怎样走路，他通常的言行举止，他懂不懂说︰「谢谢」，「对不起」你明白吗？所有这些都令我们留下印象
，他拥有怎样类型的车，你有怎样的房子，或许我们错过了，错过了一个圣人，我们或许再次错过基督，只因祂是木匠的儿子。
我们怎知道谁是基督？有什么途径方法让我们知道谁是基督？ 现在很多人说︰「基督会来，祂会上电视。」你可以把任何人放在
那位置而视他为基督，我们怎能分辨？凭祂的衣着，或祂做的任何事情。大部分我见过的基督的画像或雕像，都完全不像基督，
完全不像，你要明白，他们很可怕，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怎能分辨出谁是基督？又或这只是某些懂戏法的家伙，或是某些故意
哄骗我们远离实相的家伙。没有任何途径方法能找出真相，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只着眼于物质表面的形态。就如我们对艺术的概念
也是，像模子一样，我们喜欢这种艺术。 若你问他们︰「为甚么？」「因为，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是，很和谐。」又或许「这是
比较合比例。」就是这样。「你怎知道？」 你知道是因为你读了一些书籍，又或你从某人身上学懂「这是艺术」，「这很美」。
我是说你标签某些东西为美，它真的美吗？若它是美的，那必定是灵，因为灵是美，美亦是灵，所以它是，它美丽吗？你怎能分
辨出这艺术是否美丽？ 就如若按照一般人对女性的看法，我不认为蒙罗莉萨是个美丽的女性，我的意思是今天像蚊子般的妇女被
视为美丽，他们怎能说蒙罗莉萨很美丽？她拥有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一起去看她的油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只有生命
能量能给你答案，它散发生命能量。在你不知情下，它吸引感染你的灵，你毫不察觉，它吸引你的灵。这就是为何这帧油画处处
都受到赞赏。 当这种制约变成集体的制约，任何制约成为集体的制约，你都会接受。「这种形态是美丽，这种形态是实相，这种
形态是自然而然。」混乱因此产生，当它变成集体的事情，混乱便会产生。例如我遇见一些人的一些导师，我问他们︰「你怎知
道你的导师是真的，他给了你什么？」他说︰「因为我坐在椅子上，便开始抖动，我不是故意的，是自然的发生。」当我在场，
他的身体在抖动，很吓人，任何人都会对这个不能安坐五分钟的人有极大的慈悲和关注…
一个女听众︰「很抱歉，这不是自然而然，是神经质。」
锡吕‧玛塔吉︰「说错什么？」

锡吕‧玛塔吉︰「对，我正要这样说…。」

女士︰「全都说错。」

锡吕‧玛塔吉︰「你哪里来？」

女士︰「你说错了。」
女士︰「在路上。」

锡吕‧玛塔吉︰「就这样，最好走吧！」 女士︰「不用担心，我要离开这里。」 锡吕‧玛塔吉︰「看看，她现在到酒吧。」 你们要
尝试明白这个精微层面，明白吗？若你对它确定。现在例如有人开始武断的说一些事情，就如若她说的是真的—神经质。意思是
你控制不了你的神经，对吗？你认为是这样吗？你不受控制，你不受控制，自然而然不会令你成为奴隶，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它不会奴役你，它只会令你成为主人。自然而然要能令你成为主人，而不是奴隶。 她必定是来自超觉静坐，因为练习超觉静坐的
人就像这样抖动。最终他们都会染上癫痫症，我曾经治好很多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谁来自那里。即使是他们在苏格兰学院的主
管，他是—我叫它作飞行队学校—人们要付三千元。这个坐在这里的男士是受害者之一。当他们受苦，便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
几天前我们看到有人癫痫症发作，次数很频密，可怜的孩子，他还不到二十六岁，年青人，理应享受人生，却走进这种困境，你
不能想象。若这种事情是发生在某个想成为导师的人身上，变成这样还要付钱，这又怎会是与灵接近？我想告诉你们，灵给你自
然而然，你是导师，自己的导师，完全的导师，没有任何奴役，没有养成任何习惯，所有习惯都戒掉。你变得那么自然而然，我
不需要告诉你，你自会戒掉所有习惯，变成自己的导师 这应会在你身上发生。但取而代之，若你沉迷于奴役你的事情，你可能会
喜欢它一会儿，因为你抗拒不了它，但若你真的坐下想想，便会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是成为自己的导师。 就如这能量

图显示，我们有两个力量，左和右的力量。左脉的力量是给我们制约，左边，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它给我们制约；若你想否定
所有这些，右边甚至更差，它给我们行动，但行动令我们变得自我中心。所以二者都可以令人很烦恼。 就如你说︰「好吧，我没
有任何制约，这样做有什么错，那样做有什么错？」若你有这种想法，这种自由，这是放任，或许这不是自由，因为自由背后要
有智慧。因此这两边，往左走或往右走都是错的。 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就是在中央，既不受制约束缚又不自我中心。怎能做到是
个大问题，问题出于怎能做到。要自然而然就是要绝对自由。 我认为这两个力量，就如车辆的煞车掣和加速器。你运用这两个力
量，先用煞车掣，再用加速器，你想控制这两个力量。开始时要懂怎样运用控制这两个力量是很困难的，透过练习，你便渐渐学
懂，你知道怎样驾车，成为好司机。成为好司机后，你仍不是驾车师傅，接下来你才成为师傅。今天你们内在的导师，内在的导
师是灵。在得到自觉前，你不是导师，因为我们仍未有作为导师的意识，它仍未表达在我们的意识里，某程度上我们仍未获这些
力量的授权。 灵存在着，它有自己的力量，我们内在仍未感到这些力量。一旦我们感觉到灵的力量，我们便获自己的力量授权，
它就在这里，在我们内里。这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用向别人借用，不用向别人要求，它们就在我们内里，灵在我们内里。
唯一是灵要把光带进我们的意识，它要进入我们的意识。 以简单的医学词汇，我们能看到，例如，灵必须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彰显，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是在椅子上跳跃，又或有些人说︰「噢，你，我们开始这样
做。」这是催眠状态，是不对的，你是没有意识的，你这样做是因为被催眠。催眠可能来自外在的力量，不是你的力量，不是你
的知觉，你的理解，你的力量，是其他人，因为不是你做的。 因为物质有力量控制我们，同样，我必须要说，有些物质是被视为
很危险的。例如癌症，以癌症为例，癌症控制我们，这是很严重危急的东西。癌症控制我们，我们却不能控制癌症。举一个实例
，癌是如何引致的？医生说︰「这样，那样。」我们…霎哈嘉瑜伽能治好癌症，肯定的，百分百能把它治好，亦已把它治好。很
多霎哈嘉瑜伽士已经把癌治好，怎样治好？很简单，就是你变成自己的导师，你掌握这个疾病，也能掌握一切。因为导师就在你
内里，但它仍未进入你的意识，唯一的联系仍未连上，一旦连上了，瑜伽便会发生，合一也会发生。 我们现在要完全把注意力放
在自觉上，我下次再告诉你关于神。自觉的意思是把你的灵带进你的意识。什么引致癌症？让我们看看这里什么发生？它是由左
边活动所引发的。左边活动是指︰情感的困局，情绪的问题，情绪的波动，情感的不安全感，任何一种不安全感都能把你带往左
边。这些可怕的导师只要一点点的举动，因为他们催眠你，便能把你带进左边，把亡灵附在你身上，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他们把你带往左边。任何不获神授权的活动，也会带你到左边，因为你不能在中央升进，因此你一是走向左，一是走向右。 当
你过分做这些事情，像巫术，我听说你有另一样东西在这里，某些组织，有些家伙惯于看到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在移动。他来霎
哈嘉瑜伽，他的水壶在动，这个在移动，他不能解释有什么发生在他的房间里。他坐下，发现某些东西从这里移到那里，实实在
在的在发生，这是什么？是谁在做着这种你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们再次来到同一点，一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你进入了某个领域
，进入了你受人控制的领域，一切都不在你的控制，这个领域，当你进入，我常常看到癌症病人都是受它影响，他们大部分人都
受它影响。 他们意识不到，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会进入。就如对女士来说，她对丈夫感到不安全，或许是某些事情，或许她以为
丈夫随时会离开她，她爱他，不管如何，这个女人或许会得乳癌，因为不安全感已经进入了其中一个轮穴，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心轮，我们称它为心轮中部。若这个轮穴有故障，若妇女对任何事都感到不安全，她有可能…她很易受侵袭，便会生癌。所以我
们必须整体的去理解生命，不是单一的。我们必须明白生命的整体作用，人生的整体影响，生命的整体关系。现在没有医生懂这
些，他懂吗，当他为病人治疗，比如乳癌，他知道这个女士没有安全感吗？ 另一种疾病是厌食症，很多女孩也受这种病之苦。他
们只是不吃，放弃进食。你不知道怎会这样，医生治不好这个病，没有人能治好它，什么原因？女孩，女儿与父亲的关系，例如
父亲过世，女儿再也见不到父亲，又或女儿很爱她的父亲，但却没有表达出来，又或父女的关系很差，女儿便有这个毛病，厌食
症。你会很惊叹，但医生是没法把这病治好。这里也有几位医生，医学是没法了解这个病，因为我们并非以整体来看人类，人类
是神创造很精巧的器具。我们对别人苛刻，麻烦别人，令别人感到不安全，或对人不公平，不公义，在我们不知情下，我们真的
给了他们巨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真的在我们意识不到下令别人染上不治之症。 要明白整体，什么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
们要到达能看到整体的层次。就像若我想看…比如想看布莱顿的全貌，我该怎样做？我要坐上飞机从高处看，便能看到整个布莱
顿。同样在你的意识里，在你的理解里，你要升到你能看到整体的位置。若你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景象，或我们可以说只看
到很小部分，你看到的能制造混乱，制造问题，它们有些的性质是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作为人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类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会说︰「我不喜欢它」。这个「我」是谁？是你的灵或是你的自我？你不喜欢那一部分？又或是你的制约。因
为是以特别的方式把你养育成人，你因此不喜欢这些？你的那一部分不喜欢它？你会感到很惊讶，不是你的灵，因为若灵喜欢，
你又怎能知道？它只能透过你的生命能量来知道。当你感到生命能量，那么你才能说︰「是，我的灵喜欢它。」因为生命能量在
散发。 作为人类，我们仍处于过渡阶段，我们仍未到达被称为自觉的阶段，自觉是我们变成灵，「变成」是重点。一旦你成为灵
，你便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就是实相，你不是任何制约，不再是自我，你是你本来真正的模样
，就是你是灵。 很令人惊讶，灵是集体的存在体，我们内在没有表面虚假的集体特征，也不是︰「好吧，我们属于布莱顿，所以
我们是一体。」或「我们属于同一条街，所以我们是一体。」不是这样，而是某种你是…你绝对是集体的存在体，透过不同能量
中心的运作成就，你开始感觉你内在的集体。你能感觉到它…别人，你能在指尖感觉到别人，你能相信吗？圣经有写下︰「你的
双手会说话。」这些日子的描述是︰「你的双手会说话。」人们为甚么不去找出什么发生了？你的双手怎会说话？发生的是你开
始从指尖感觉和理解什么是实相，什么是美，什么是喜乐，什么是爱。 这是我们取得的左边，最终左边的问题令我们肉身感到痛
楚，左边有问题是非常痛的，非常，非常痛的。这种痛楚不能向人解释，没有人能明白，没有人能治好它，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人们以为你大惊小怪，他们以心理学来医治你，你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有这种痛楚。这种痛楚来自左边，来自潜意识。 超越潜意
识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包含一切自创造以来直至今天所创造的东西。一旦你进入潜意识，便会迷失，潜意识的力量控制你
，它是超越你的理解，超越你能摆脱它，超越你去…不是屈服于它，而它却不断增长。 就如我问一些人︰「为甚么你知道不是你
做的，是其他人做的，但你却仍不停继续这样做？」他们说︰「母亲，我们在毛毯下，完全黑暗，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移动，
所以只能不停的继续下去。」 就如我上次告诉你，感到内疚是最大的障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一旦你感到内疚，这个轮穴的左边
便会有阻塞，而它是…很困难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何感到内疚，你每时每刻都感到内疚，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内疚，为何有这种内
疚的想法，这种内疚令你远离喜乐，令你什么也不能享受，令你不能自然而然。为甚么？这解释为何我们有时会不为何事而感到
悲哀。事实上，神并没有创造我们悲哀，祂创造得我们那么美丽，那么小心，祂以爱心和慈悲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不为什么而
悲伤；祂没有给我们任何疾病，任何问题，但我们却走向极端的左或极端的右。因为我今天只谈左边，我要说不为什么而感到悲
哀也是错的，对你自己也不公平。 偏左脉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是灵，他们是那种要显现，要表达出来的美丽，他们不是每时每刻
都受苦，活得悲哀的人，他们不是。但因为他们承担太多，忍受太多，令他们变成这样。为避免承担忍受，他们或许要养成其他
习惯，你要明白，很多人酗酒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人生的苦楚，他们忍受不了，所以他们酗酒…一旦你内里的灵被唤醒，你便变
得那么强，那么喜乐，那么自然而然，你会戒掉所有坏习惯，所有所谓的疾病，所谓的习惯，都会退去。你的品格变得璀璨繁盛
。 你内在有这个轮穴的基础，你可以为此责备神︰「为何祂要在我们的左边给我们这个能量中心？有何需要？祂不应给我们这个
左边的能量中心，那么我们便能只处于中央。」问题出在人类必须知道，他们有自由去处理应对自己，他们要努力学习智慧，学
懂若偏向极端，便会受苦，也必须意识到，若他们变得真诚，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必须在智慧里升进。没有智慧，便不能进天
国，因为他们会被遗弃。就如有些人被遗弃，他们不懂任何法律和规则。若你带他们来英国，我们便要送他们进监狱。 同样，人
类若没有智慧—虽然受苦令人学懂，但我们不应要求受苦。当我们要求受苦，实际上是要求错误。若你没有犯错，又怎会受苦？
所以当你要求受苦，你在犯错。我们唯一要求的应是我们的灵，你要求你的灵，它是你自己的，你要得到它，得到它是你的权利
。 我不能强迫你，或为你做些特别的事情，它就在这里，你像光，要被点亮的光。因为我是已点亮的光，所以你变成已点亮的光
，你也能点亮其他光，就是这样简单。若你成为点亮的光，便能点亮其他光，你不用在意什么，你自己要成为已点亮的光，这是
重点。它全在这里，是你自己的，你只要取得它，就是这样简单，不像这些人那样弄得那么复杂，又或是哲学家放在你面前的东
西，不是这样，它是非常简单，在你内里，自然而然，是活生生的生命过程，生命的过程令你成为人类，你要成为超人类。 这绝
对是自然而然的，你不能付钱购买它，你又怎能付钱？我是说这是绝对荒谬荒唐！若它是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你又怎能付钱？你
付了多少钱给树木生长？我是说任何活生生的东西，你要付钱吗？你要付多少钱给鼻子呼吸？你能付钱吗？这是荒谬，可笑的。
我们不能付钱给它，我们不能，这是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你要成为，一只蛋必须变成小鸡。你要付多少钱给蛋以令它变成小鸡
，又或一只蛋付多少钱给母亲以令自己成为小鸡？就是这样荒谬可笑。我们从不明白活生生的生命是那么自然而然，我们从未看
到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活在物质里，活在死物里，不是活在有生命的东西里。若你开始观看树木，观看花朵，它怎样变成果实，
你甚至看不到，因为它们生长得很慢，你看不到花朵怎样变成果实，你忽然发现全都出现了。就如我从印度来到伦敦，我发觉所
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绝对像干枝，完全像干枝。不出一个星期，我发觉它们都变绿了，到第二个星期，全都长得苍翠繁茂，你不
能相信。 我们甚至未有留意到，我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它就在发生，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奇迹般的事情，若你看到，这是奇迹
，这些花朵怎会…例如一些特定的花朵只会生长在特定的树木上，另一些花朵生长在另一些树木上？这是怎会发生的？谁拣选它
们？谁把它们安放在合适的位置？谁在统筹？我们必须意识到，是无所不在全能的神的力量，祂成就所有有生命的工作。一旦你
也变成这样，即是灵，这个力量便会开始流通于你，你感觉到这力量。就如基督被人触摸，祂说︰「一些力量走到某人身上。」
就像这样。你只是变成这力量流通的媒介。你获授权调动它，管理它，了解它，你知道它的一切，知道怎样给予它，怎样成就它
，怎样医治别人，医治自己，你知道自己的机器如何运作，除此之外，你取得力量去克服自己的机器的所有问题，这是那么难以
置信，这样的事情看来很难以置信，因为你从未看过这种事情发生。但当你看到这些花朵忽然变成果实，对我们而言，并不是甚
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也不是什么荒诞的事情。若我们看到人类变成果实，这才令人难以置信，怎会这样？ 从未这样发生过。只有
一个人能得到自觉是很困难的事情，没有其他人能得到自觉。今天又怎样？我是说这是开花结果的时代，应许过的，亦曾被预言
过的。即使你的国家一个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也曾预言过。他说︰「时候到了，当有神性的人成为先知，这些先知有能力令
他人也变成先知。」我是说没有人能比布莱克说得更准确清晰，我告诉你，他是很了不起的说︰「这会发生。」当我们追寻，这
是我们期望得到的。我们是否已经成为先知？什么是先知？ 先知是集体的存在体，他知道它的一切，他是导师。我们叫先知为导
师，你就是要成为…导师。这种导师制度非常简单，因为全都在你内在建立好，只要把它连上。就像电视机接上总机，它全都装
嵌好，就在那里，它便会开始运作。同样，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只要与它连上。不论你的种性、小区、种族、国籍、型态
、高度，不论什么，不论你是怎么样，都毫无分别，因为你们内在全都有这个了不起的装置，这种重生的力量，你要重生，你会
重生，为什么不在今天？ 没有什么要动怒，人们有时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某些人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感到不好的事情。他们不喜
欢，例如，若有个酒鬼，他喝酒太多，他是酒鬼，他不喜欢这样，感觉很差，即使有人很温和的告诉他︰「你最好把酒戒掉吧。
」他不喜欢。我说的不是你不应这样做，我是说事情会是这样，他戒酒了。我不会说︰「你不要这样做，或不要那样做。」它就
是会发生，你要先明白问题出在那里，可以怎样克服，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要谈及它，否则是完全没有必要谈及它，它自会解决，
它就是会解决，因为你已经准备就绪去得到它，你便取得它，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催化剂，我要说它会成就到。

我希望你在得到自觉前，先向我提问一些有关的问题，若你有任何问题，请发问，你必须发问。

是？

男士︰你说的与导师摩诃罗渣(maharaji)说的是否有任何分别？ 锡吕‧玛塔吉︰谁？ 男士︰导师摩诃罗渣 锡吕‧玛塔吉︰我告诉你
，当你谈及任何导师，我不想有任何争论，好吗？此其一，我会告诉你，问问自己或问问其他人︰「他为其他人做了些什么？」
他有否给你力量，或给其他人力量，对吗？我能告诉你所有在这里有自觉的灵，他们看来像你。当然，从他们的面容，你能分辨
出他们很轻松，很快乐，他们能医治人，能给人自觉，能明白你和自己的一切错误。这个人对你的知觉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做
。还有，他的门徒有什么成就？ 你问他们︰「这个人的灵量在哪里？这个女士有什么问题，又或她脑海中什么是重要的？」他们
没法回答。若你连别人或自己有什么错也未能分辨出来，你又怎去帮助人？所有这类人，他们能做什么？让我们看看，简单的是
他们能催眠你，你或许会快乐一会儿，就像喝酒，你也知道，若你喝酒，便感到快乐。喝酒让你有什么成就？你能否成为导师？
他们所有人都像这样，你明白，他的意图很明显，因为他要求要劳斯莱斯(名车)。对先知而言，劳斯莱斯算什么？我是说有什么重
要？(锡吕‧玛塔吉在笑)你明白那里是重点吗？这是很明显，我是说这是很合乎情理的明显。首先，任何拿你钱的人都是寄生虫，
就是这样简单。要求一辆劳斯莱斯(名车)这类东西？你明白吗？

以基督为例，从基督的一生看到，祂会在意你的劳斯莱斯吗？这

样的人物，祂是王者，祂不会在意，不论祂是否拥有劳斯莱斯，是否睡在地上，都毫无分别。这样的人物不在意什么，因为他感
到舒适，他拥有自己的舒适，他有自尊，你认为他会否要求什么？我是说这是很明显，对你们这是很明显的。 当我向一些人谈及
这个导师，这个你特别向我提及的导师，他们说︰「母亲，我们给他一件金属，他给我们的却是灵。」这样算是交换吗？你能否
购买你的灵？请运用你的逻辑思维，好吗？神给我们脑袋去理解，我们能逻辑地找到答案，你能购买…你能购买灵吗？是这样简
单吗？我的孩子，你不能用钱购买它，你不能。 若你想给我花朵，好吧，这只是种表达爱的方式，就只是这样。但你不能购买我
，你不能。你的爱却能购买我，好吧，这是不同的。你不能用金属和钱来购买我，你能吗？什么是劳斯莱斯？我是说我不懂这些
王冠和类似的东西，它们有什么好处？它们不能给你喜乐，你可以去问问配戴王冠的人。 前几天我与戴卓尔夫人一起，可怜的家
伙，她是那么痛苦。对，她很痛苦。我知道我在贬低她，她的生命能量。她很痛苦。我们隔着枱交谈，我做的是平衡她，可怜的
家伙，她很苦恼。 你必须明白自己是很单纯的人，你们是远古的求道者，不是今天的求道者，你们都是远古的求道者。这个时刻
也是之前向你应许过的，现在你要把它找出。现在你要保持你的逻辑往前。我是说任何人要求劳斯莱斯，我的意思是这个例子很
明显，他不可能是导师。 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绝对是例子之一…有些很精微的例子，他的并不那样精微。你会马上摆脱他，我
知道，你们全部人。那些精微的甚至更差，他们一些人甚至没有要求金钱，或许没有，我不认识任何这样的导师，但或许会有一
些这样的人。因为在印度，我听说有些人不要钱，他已在这里赚到钱，现在他走到印度，再没有要他们的钱。那些人真的没有要
钱，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利用妇女，他对钱没兴趣但他却利用妇女，你要明白，就是这样，你必须明白，他感兴趣的不是你的灵
，是你的钱包或是女人。试想像，神圣又怎能和这些人的肮脏习性联系结合一起？意思是他们受欲望控制，那是违反神，这些全
是违反神的活动。 你们是那么天真无邪，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那么天真无邪。若你告诉印度人你的导师要劳斯莱斯，他会说︰「
呀…(锡吕‧玛塔吉做出一个轻视的手势)」他们会马上回答，他们不想要这种导师，他们怎会这样？在印度，没有人会给导师劳斯
莱斯。导师有时要付钱给人，先诱骗他们，西化了的印度人，那是不同的。真正的印度人，你看他们是，人们与母亲同住，他们
懂分辨好坏，你要明白，没有人能愚弄他们，他们都很务实。 是，孩子。 女士︰信心能否把人治好？ 锡吕‧玛塔吉︰信心有两种
，梵文的Shraddha(坚信)与你们称呼的信心(faith)不同，英文他们称为「盲目的相信」，另一种则是「信心」，对吗？我们可以这
样分辨它们。盲目的相信是这样︰「我对神有信心，神会治好我。」这是其中一种信心，对吗？另一种信心是开悟的信心，即当
我说︰「一旦你连上，你便是灵。」 若你说︰「我对神有信心。」你不应因为我告诉你真相而感到受伤害，对吗？因为若这是盲
目的相信，即是说你仍未与大能连上，仍未连上。明白吗，就如我说︰「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不在我的口袋里。没
有任何礼仪或联系又或类似的关系，我甚至没法与首相或女王会面，你要明白，位置，或我们可以说，权力，对吗？当我们像这
谈论任何人，有些人不断的说︰「罗摩，罗摩，罗摩，克里希纳，克里希纳。」你要明白，祂们全是降世神祇，基督是神的儿子
，祂是国王的儿子，你就是没法会见祂，你是不能叫喊祂，祂不会在你背后叫你，祂也不是你的仆人，对吗？ 拥有这样的信心，
若你仍未连上而又痊愈，你必定是被其他媒体治好，不是基督；若你是有自觉的灵而又痊愈，就是基督把你治好。 我会告诉你有
何差别，医疗功用的直接清晰的差别。在英国我们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个名为「已故梁医生国际治病中心」的机构，
这个梁医生已经去世，我是说虽然他已去世，却拥有一个治病中心。这个男士已经死了，他附上一个在越南的人，一个士兵，不
是他的儿子，而是士兵。这个人告诉这个士兵，我是说他们都是非常诚实的人，作为英国人他们都很诚实，都说实话。你要明白
，他们不说︰「我们透过神或其他做的。」 他说︰「有很多医生…」我希望那些医生不介意，他已经死了，却仍很有野心，仍想
医治人。他应「找我的儿子，告诉他我附在你身上，我的儿子会相信你。」他说︰「他怎会相信我？」他说︰「不，不，我会告
诉你一些只有他和我知道的秘密，我们共同的秘密，因此他肯定相信你。」 这家伙同意，他是个很健康的家伙，实际上，他突然
有些震动，这个亡灵就附上他身上，他看到某些战争中令他震惊的事情，这亡灵便进入了他。他不知怎的把这个亡灵带到英国，
与他的儿子会面，他告诉他整个故事。儿子必须相信，因为他知道很多秘密，他们便开展这个治病中心。 我是怎样知道去世的梁
先生是这样？他们治好一个在印度的女士，我告诉你，这是很久以前，1970年，她来见我时，不停的抖动，很神经质，她就像这
样，我说︰「怎会这样？」 她说︰「我染上某些疾病，我害怕动手术，我知道有这个机构，便写信给他们，他们回复︰「在这天
的这个时间，我们会进入你的身体。」」公开的说，我是说他们没有说︰「我们是神。」或类似的话。「我们会进入你的身体，
你会感有些抖动，不要紧，接着你睡觉，我们便能把你治好。」她说︰「我的病痊愈了。」大约三年后，她整个身体开始抖动，

她不能再忍受，所以来见我。我就是这样知道梁先生。你要明白，他是…这个可怜的女士受了三年的折磨，她受很多苦，跟着她
来见我。在梁先生进入她的身体后，梁医生，六年后她来见我，因为开始的三年她没有不妥，三年后才开始不妥。我就是这样知
道附在她身上的所有亡灵，那些医生和所有一切。很可怕的个案。当然，她之后被治好，毋庸置疑。因为当你成为灵，你在你的
堡垒内，没有人能进入你的身体，你变得不受污染，不受人控制，没有人能操控你，这就是为何她能痊愈。 透过信心，若有人说
︰「噢，你的病会痊愈。」你要明白(锡吕‧玛塔吉捻她的手指)，他们开始叫喊，尖叫，这样那样做，你或许忽然感到，或许那里
有个亡灵，他们有时会取代这些亡灵，这是很令人惊讶，他们能用一个亡灵取代另一个亡灵，我也曾经见过这样的情况。我见过
亡灵各式各样的情况。 前几天，约八天前，玛利亚，这个有魅力的家伙什么时候来过？八天前在法国，有个男士来，年青的小伙
子，约二十四岁。他很激动，开始叫喊，我从未见过亡灵附上他身上这种有趣情况，他整个身体都在抖动，我是说他跌倒，开始
哭闹，哭泣，做出各种动作。 他说︰「我是在有魅力运动里被它附上。」他们也被附上，还以为圣灵进入了他们身上。试想像，
圣灵怎会令你悲伤不快？我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这个可怜的孩子，你也知道，他受很多苦，现在他没事，他却不相信自己
能没事，因为他以为…接着他们说︰「这是你的罪孽(sin)，你要摆脱你的罪孽，这就是为何你出现这种状况，什么事发生在你身
上，你仍作一些坏的业(karmas)。」诸如此类。当灵量升起，你的坏业报和所有这些事情都能获得解决。有一个能量中心特别为
此而设，它在这里以耶稣基督来装饰。

(锡吕‧玛塔吉问一个瑜伽士)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个能量中心？

瑜伽士︰母亲，没有说得这样深入。 好吧，当灵量穿透这个能量中心，这就是为何他们说「你必须穿透它。」祂被唤醒，当祂醒
来，这两个小袋，你看到这个自我和超我，你的制约，你左边和右边的问题都会被吸入，这就是为何他们说︰「祂为我们的罪而
死。」 印度的古老经典描述祂为摩诃毗湿奴，但你看到很多…很多传教士到印度，他们带来完全错的基督形象，完全错的形象，
所以他们仍然期待摩诃毗湿奴会来，就是这样。按照传教士的说法，祂应该是某种会转化人的人，这全是谬误，你明白吗？不是
真的，祂要在我们内里被唤醒。祂说︰「我要在你们内里出生。」就是这样。灵量升起之际，她唤醒我们内在的能量中心，我们
的一切制约和自我都会被吸入，在这里的脑囟骨区会创造出一个空间，灵量透过这个空间上升，你能感到凉风从你头顶走出来，
就是这样，你也能在双手感到凉风，这不只是你对某人狂热，明白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明白吗？绝对不是这样。你变成有
自尊，正常，有尊贵的人格的伟大灵性价值，你是这样，对吗？这就是信心，也是盲目的相信。 是，孩子？ 男人︰这看来很困难
，自觉这概念不牵涉个人的努力，任何人是否真的都能得到自觉，不管他们是如何唯物主义？我的理解对吗？ 锡吕‧玛塔吉︰对，
表面看来它是很困难，人们很唯物主义也是事实，这是毋庸置疑。但灵比物质强得多，当它要表达自己，便会砸碎一切，升上来
。我们现在在这里，你们大部分是英国人，我应说西方人，都是很唯物主义，我是说活在这个世界，他们或许并不那样唯物主义
，因为若他们不是求道者，便不会来找我。新的存在体已经诞生。若你看着一只蛋，你会感到︰「噢，那么坚硬的东西？」若在
合适的时刻打破它，以合适的理解，它变成一只鸟。因为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全是这样，只有最后的突破要发生。表面看来这是很
困难，对我却并不困难，或许因为我懂这工作，对吗？ 对，它看来…人们说各种关于灵量的事情，我必须要说，我曾经读过一些
书籍，令我很吃惊，你要明白，若你不懂这工作，一切…就如有人不懂驾车，他坐在车里，他描述的路径是会令人恐惧的，你永
远不会走近汽车，对吗？就像这样。没有获授权，不懂这工作的人不应做这工作。发生在你身上的，就是你变成灵，变成自己的
导师，变成艺术的大师，这种艺术的大师。

是，孩子？

女士︰你之前提及催眠，你也有提及你视自己为催化剂，你是否认为施行催眠的人也视自己为催化剂？
锡吕‧玛塔吉︰听不到你说甚么，她说甚么？ 锡吕‧玛塔吉︰对，对，毫无疑问。 瑜伽士︰你之前提及催眠，母亲…。 对，对，这
是事实，但分别在于施催眠的人控制你，他既没有给你力量亦没有给你新的知觉向度，明白吗？二者有极大的差别，你要明白，
你取得你内在的力量，例如，好吧，你的灵在这里。现在，我是催化剂，一只匙能用来给予毒药又能用来给予甘露，对吗？所以
，若你能给予甘露，这会是很好，但若你给予毒药，这会是很可怕的，情况就像这样。施催眠的人利用催眠，问题是他怎样催眠
你。他是把你推向潜意识，令你进入集体潜意识，他便能控制你。你在他的淫威下，他说︰「变得像小孩。」你便变得像小孩，
「吸吮一个小瓶子。」你便依他的话去做，这些是什么？但在这里，你成为灵，某程度上你成为集体意识，不是被催眠，因为你
能感觉到它。 就如你找十个有自觉的孩子，有些孩子是有自觉的灵，即使年纪很小。你带他们走近有毛病的人，对吗？你把他们
双眼蒙上，问他们︰「这个男士有什么问题？」他们会举起同一根手指，他们全部人，举起同一根手指说︰「这根手指像火烧。
」因为你有像被火烧、麻痹或凉风的感觉，一种有生命能量的质量的新知觉在你内里诞生，不是催眠。受催眠后你的反应却是相
反，你会感到既无生气又像要完蛋，就像有人欺骗控制你，情况是刚好相反。你开始成长，了解自己，你能为别人医治，你既能
了解自己亦能了解别人的那个能量中心有阻塞。 开始时，人们有时会感到混乱，我曾经见过，他们分辨不出︰「是我的能量中心
还是别人的能量中心有阻塞。」我们有方法让你能分辨，你能知道是你的能量中心还是别人的能量中心有阻塞，你也知道怎样令
它妥当，亦知道怎样给别人自觉，授权他们取得他们自己的力量。情况刚刚相反，催化剂可以是很可怕，亦可以是极之美好。
男士︰「自觉」是否能完全透过个人的努力得到？ 锡吕‧玛塔吉︰透过自己的努力？我想不可能，就像已经点亮的光，才能点亮其
他光。我是说即使是像佛陀这样的人物，祂在完全疲累下得到自觉，祂必须得到它。当然，是圣灵赐予祂自觉，祂自己没法做到
。祂得到自觉，因为那是不同的处境，祂必须活着，祂不必谈神，不必谈整件事情，因为人们忙于谈论很多大事，如神，各种神
祇，这样那样，因此有极大的混乱。那时有人意识到这种情况，他因此使它具地方色彩，说︰「只要自觉，不要谈神或其他，忘
记它吧。」这就是为何祂能这样得到自觉，但你却不能像这样得到自觉，你只会着魔，却不能得到自觉。 开悟的灵，开悟的灵不
会拿取你任何金钱。正常的情况，你要明白，他们不想给你自觉，九成九真正有自觉的人，他们会向你投石，他们什么也不想做

，因为他们与人类交往的经验是很可怕的。若你与他们交谈，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告诉我︰「等了十二年，母亲，你要明白，他
们会令你完蛋，会杀死你，他们会这样做。」与人类交往是很冒险的，因为他们很自我中心，永远也不会接受你。若你这样处理
，就像有人知道这是个帮忙，对吗？自觉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自己给自己自觉，不可能的。就如…就如一枝未点亮的蜡烛想点亮
自己，必须把光带来才行，对吗？就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我们不应有坏感觉。 就如我不懂驾驶，有人驾车把我带来这里，我不会
因为他载我来而感到不好，我有吗？我只懂一项工作，我懂得不多，很多工作我都不懂，我不懂银行怎样运作，不懂怎样写支票
，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无知，或许，我连怎样开罐头也不懂，我却懂怎样提升灵量，对吗？所以若我只懂一项工作，你又怎能介意
？毕竟我们互相依赖，对吗？所以为什么不，若我懂这项工作，有甚么所谓？你们也会懂，你们也会懂。但这却不能由你来做，
事实上，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是我来做，因为我爱它，它只是散发，不管怎样也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在流通，我不知道它是怎会
发生，只是在流通。我是为爱而爱。你们不会相信有这种人存在，但我却真的是这样，我就像这样。你有时甚至会…有些霎哈嘉
瑜伽士认为我过分慈悲，我应对人和对这样的事情严厉。他们告诉我怎样处理应付它的一些智慧(锡吕‧玛塔吉女士在笑)…你要明
白，他们认为我不务实，但这却是最务实的事。 对，我知道他们犯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走在黑暗中。若你在黑暗中行走，你
会碰到东西。你唯一要做的是对他们慈悲，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是盲的，对吗？你又怎能动怒或发脾气呢？ 还有，我请求你们
不要对任何人有错误的认同，你要到达你的灵，这才重要。若你仍想着某人，你要明白，像一个女士，我也不知道，或许有人把
她叫来这里，我不知道她为何生气，我没有说任何伤害她的话，或许她被鬼附上，我不知道她为何生我气，她只是站起来，说︰
「谎话连篇。」我为何要向你说谎？我不需要拿取你什么，但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因为她不敏锐，对神圣不敏锐，她不理解谁
是上天，谁…我不会责怪她，她未有这个敏锐度，这是种才干水平。我现在见到的霎哈嘉瑜伽士，有不同类别的来见我，你甚至
不相信他们有些人是那么有才干，他们得到自觉，知道自觉是什么，他们的样式就像钻石，他们取得它，得到它，他们是极棒的
人。有些人步履艰难在后面；有些人虽然得到自觉，却不停质疑，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不要紧，我爱他们。 对，孩子？ 男士︰
母亲，若在自觉前，我们都是可怕的人，会把癌带给我们遇见的人，或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自觉后，这种影响会否消失，或什
么会发生？ 锡吕‧玛塔吉︰对，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布莱顿有个人，你记得他吗？他现在在这里，我想他来时喝醉了，他开
始时很生我的气，他说︰「我怎能摆脱这种麻烦？我不相信你。」就是这样。跟着他妥当了，完全妥当了，他的改变是那么可爱
，你不能相信，他在吗？ 瑜伽士︰母亲，我在这里。 他现在很可爱，有天他来见我，我说︰「看看他，他是那么可爱。」他是个
可爱的人，但有些事情困扰他，令他很沮丧，他因此酗酒，你要明白，他会妥当，慈悲令你明白事出必有因。他是个好人，毫无
疑问是个很好的人，他必定有些不妥，会妥当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千真万确。 霎哈嘉瑜伽士知道这些事情，一些霎哈嘉瑜伽
士，当然，我必须要说，只要多走一步，不要紧，他们会迎上来，全部人都会迎上来，我肯定。创造你们每个人就在于此。事实
上，上天很渴望给你们自觉，比你更想更想给你自觉。若今天这里有上千人，我更能给他们自觉，可惜很少人喜欢实相，你看现
在，那个导师摩诃罗渣(Maharaj)，上千人像疯子一样追随他，对吗？就实相而言，他什么也没给那些可怜人，可惜很少人喜欢。
像有天有人问我︰「母亲，你为何不给每个人自觉？」 我说︰「他们在哪里？每个人！他们很忙，他们在哪里？」有多少人在布
莱顿？有多少人在这里？有多少人在这里？对吗？这就是重点，要花点时间人们才喜欢实相，需要点时间。它是这样美好的东西
，即使他们得到自觉，却轻易放弃，你明白吗？他们说︰「噢，我现在很好，我很好。」一年后，他们再次出现，不应是这样，
我们要掌握这艺术，完全掌握它。那全是免费，完全免费。他们现在全都仍坐在这里，他们可以这样说。
男士︰你可否多谈一点自觉，有什么需要做去增强它。 锡吕‧玛塔吉︰好，好，我会在下次的讲座里说，一个一个课题的说。我现
在说左脉，然后右脉，接着是中脉，当然还有灵，这是肯定的，上千次。我会这样做。我必须慢慢把你建立巩固好，好吗？我肯
定会，你不会相信，我想我已经在伦敦至少有五百个讲座，但并未完结，每一次，每次我说完后，他们都说︰「母亲，你谈及的
绝对是新的角度。」你看，我也不知道，卡告诉我，在我的讲座，他第一次感到有那么多的生命能量，我不知道为何我那么感动
他，对，这是令人惊叹。他是来自澳洲，澳洲人做得很好，很快。

现在问完了吗？我们要得到它吗？

问题︰甚么是业报(karma)？ 锡吕‧玛塔吉︰业报是当你以右脉的力量来做任何事，它的效果在你内里积累为自我，因为你以为是
你做的，事实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实在的事情，我们做的只是死的。就如我说︰「我们用一棵已死的树来造椅子，我们就是做这种
事。」我们做的是以为自己在做这事情。我们做了些什么？你能否把这些转成果实？我们甚至不能令它芬芳。所以这种幻象，你
看，在我们内在以自我运作，在这里显现，我明天会谈及它，好吗？这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着这工作，那工作，这个自我以为
若你做好事或坏事，你便要受苦。 你要明白，老虎不会有这种感觉。若老虎要吃，牠必须杀戮，杀死动物，吃掉牠，就这样。牠
不会坐下想︰「噢，天呀！我不该这样做，我要成为素食者。」它不会积累任何业，对吗？但人类却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封
闭的。看看这里，我们是封闭的，牠们却是开放的。无论牠们做什么，都毫不在意，我们却在意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们以为是
我们做的，但当…就如我说︰这个能量中心开启了，它吸入我们的业。那个所谓的业只是罪孽，你要明白，按圣经的说法，我们
可以称它为罪孽。它们全都被那位在我们内里被唤醒，很有力量的神祇基督所吸入，我们因此超越它，因为业是自我做的，当你
的自我完蛋，业又在哪里？它们也完蛋了。你便不会说︰「我做的。」你会说︰「母亲，它没有成就，它并不往上走。」这个「
它」是什么？它变成第三者。「它在流通，没有生命能量。」你看，你不会说︰「我在做自觉，我在提升灵量…」。他们不会这
样说，他们说︰「它没有升上来。」你变成旁观者，这个旁观者是灵，你不会说︰「我必须这样做。」
即使是你的儿子，你会说︰「母亲，他最好先得到自觉。」 好吧？你看，试试吧。但成就不了。好吧，我是否要发证书？ 他说︰
「母亲，你怎能发证书？任何人怎能？灵量还未升起。」每个人都知道，你要明白，无论是你的父亲、母亲、姊妹、任何人，若

他们未得自觉，他们知道自己未得自觉，那又如何，他们就是知道。我这个外孙女，她是…她现在在这里，她出生已有自觉，还
不到五岁，当他们到拉达克(Ladakh)，有个光头的喇嘛穿着这些衣服，每个人都触摸他的双脚，父母未有自觉，我的女儿也未有
，所以她触摸他的双脚。 她不能再忍受，对她太过分了，她坐在高处，她走去，把手放在后面，看着他，告诉他，她说︰「你叫
每个人触摸你的双脚是什么意思？你甚至不是个有自觉的灵。穿着这样的衣服，光着头，你以为你可以要人触摸你的双脚？」五
岁的小孩子，但她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 在印度曾有一个讲座，他们邀请我为主要的嘉宾，为此Ramasnmash，她是有自觉的灵
，来自Ramkrishna静室的男士，穿着一件很大的橙色长袍坐在这里。我的另一个外孙女，她坐在前排，她不能再忍受他，所以她
从这里大叫︰「母亲，那个穿着长裙的人，祖母，请叫他走，他把热力带给全部人。」 你要明白，很多霎哈嘉瑜伽士都感到热力
来自这家伙，他以为自己是很有灵性。她问︰「请他走，他穿着长裙。」她不懂这是长袍。即使是孩子，若他们出生已有自觉，
也能知道谁是有自觉的灵，谁不是。这些日子，很多孩子出生已有自觉，审判的时刻，这是审判的时刻，当然我会迟些才告诉你
。 男士︰你是否介意我问你一些问题？ 锡吕‧玛塔吉︰不要紧，我不介意，但若你问太多问题，有时会变成思维的活动，有时或
许会延误得到自觉，所以我建议你，若问题不重要，最好还是不要问，因为回答问题只是在思维层次，我说的是更为超越，你要
明白，若你明白我，便知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好吧，让我们有自觉，若它能成就，便能成就，若不能，不要紧，我会在这里三四
天，我们会把它成就，好吧？ 最好还是保持头脑平静，告诉你的思维︰「你之前已经问了很多问题，想着很多事情，现在是时候
你要接受你的存在体的祝福。」好吗？若你告诉你的思维，它会安静下来，它是…思维是很奇妙的，若你的思维知道你想要什么
，若它是实相，它会支持你，帮助你。同样的思维若迷失了，就像我有时说它像一只驴子，基督以驴子为例来解说思维，若你容
许它迷失，它便会接受各种事物，若你控制它，它便能带你到你要到的地方。你只要令它保持安静，最好思维保持安静。这就是
我回答你的问题的原因，因为迟一点，当灵量升起，这时候，思绪便不会浮现，是吗，不然思维会说︰「我没有问这个问题。」
这就是原因。只为安抚它，虽然没有必要，只为安抚它，我才这样做，对吗？ 你最好还是得到自觉，不然这个思维是颇令人烦扰
。它会在合适的时间，你要最后突破时才浮现，它或许会停止，对吗？若你有实时必须发问的问题，请发问，若问题并不重要，
不要发问，它是否很重要？好吧，他已经知道。 Now, I have to just request you one thing, if you don’t mind, we have to take out
our shoes, because the mother earth has such a lot, you see, so we have to take her help in every way possible. [NOT
VERIFIED PART] Just to keep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it helps a lot. You need not take out your socks, but it helps a lot to put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as they are, and just to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because, as I told you, that this is all sympathetic centers,
as he must have told you also, you feel the flow in here moving without … I mean it moves, but you don’t feel it so much till you
get your Realization. Just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and close your eyes. You have to keep your eyes closed.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hypnosis. Just keep your eyes closed because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She dilates your pupil. When She dilates your pupil,
then little bit there’s a difference in the vision for second, split of second. But, if your eyes are open It won’t rise, It won’t rise at
all. So keep your eyes closed, absolutely closed. Now the first thing as it is, we have always seen it happen, is that this guilt
business is coming from something unknown, so better to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he left side of your neck 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without opening your eyes. Left hand towards Me. Left hand towards Me. With the palm upwards. Left. Yes, like that, and
you should say that “Mother, I’m not guilty.” Tha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a very big obstruction. Just say, “Mother, I’m
not guilty.” Seekers: Mother, I’m not guilty. Shri Mataji: Again, please Seekers: Mother, I’m not guilty. Shri Mataji: Again, please.
Seekers: Mother, I’m not guilty. Shri Mataji: Now we can put the same h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hole back, nec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center is, I’ll talk about it later on, the way I’m doing it, if you want you can see yourself. The way I’m doing it,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right hand on the back, on the complete vertebrae at the neck, the base of the neck, you se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enter about which I’ll tell you. Yes, that’s how. Try to press it and put your head back. Little bit. Now you put this
right hand at the heart level, little higher, and press with your fingers. Left hand towards Me, all through. Now you have to say,
“Mother, I am the Spirit” thrice. Seekers: Mother, I am the Spirit. Mother, I am the Spirit. Mother, I am the Spirit. Shri Mataji: Now,
same right hand, you push it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the left hand side. And now you say, “Mother, I am my own guru, I am
my own master.” Just say that. Seekers: Mother, I am my own guru.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Shri Mataji: Again. Seekers:
Mother, I am my own guru.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Shri Mataji: Five times. Again. Seekers: Mother, I am my own guru.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Shri Mataji: That will do. Now if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on top. Not touching it,
little on top slowly, [aside to a woman in the audience] are you feeling? [aside to a yogi] She’ll see. [aside to the woman] Are you
having problem? Woman: Yes, I’ve got … Shri Mataji: Oh I see, just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 [aside to a yogi] you need
not, she’ll work it out. Yes. I’ll put it right. All right? Just, yes, like this, it will work out. All right. Now you might feel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r head from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ere it is soft. Cool Breeze. First the hot might come in. But you
have to ask for Realization because I can’t cross your freedom, you see? This is your freedom whether you want to be self
realized or not. So you have to say,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You have to ask for it. Just has to ask. Just ask for
it. Seekers: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Shri Mataji: Again, please. Seekers: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Shri Mataji: Again, please. Seekers: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Shri Mataji: Now just feel it. Are you feeling it on top

of your head? 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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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议今天让他们先发问，

我会留下…

若你们有任何问题，

请先向我提出。这样你们的思绪便可以静下来。我不介意站着，这样更容易看到大家。我站在这里还是坐在地上？ 现在首先最好
是问问题。昨天当答问时段开始，大家都有点分心，所以还是现在提问比较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们全都是求道者，你们
全都是求道者，你们都在追寻，所以最好现在提问，那么我便可以在讲座中回答。 没有问题？这代表霎哈嘉瑜伽士已经变得更有
能力去解释霎哈嘉瑜伽。当我到达澳洲，报纸的记者问我：「母亲，你的门徒是否都是学者？」我说︰「不是，他们都是普通人
，他们必须是非常普通的正常人。」记者却说︰「他们懂得的事物，令我很惊讶，感到他们全是学者。」我说︰「所有学识都在
你内里。」所有知识都在你内里，你只要内在有光，便可以看到。所有知识都是在你内里，你不需要四处去找寻。全都在你内里
，一切都是内置的。 你被创造得那么漂亮去成为灵，为此我不需要做太多，它自会成就。唯一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期望些什么
。要成为灵，我们该期望些什么。这也是理论上你必须明白的。这必须是合理的结论，不单只是因为我说了某些话，或因为你已
经变成某些团体的组员，又或因为你付了费，不是这样。事实是如其所如，逻辑上它必须是真实的。 几天前我告诉你关于左脉，
关于过去，关于潜意识，关于集体潜意识，潜意识的问题以及，我们从物质而来的制约。物质常常想控制灵，物质在控制我们。
因为我们最先是从物质而来，但灵可以怎样从中走出来？当我们变成灵什么会发生？人们谈论自觉，很多人谈论重生，每一个人
都说你已经再次出生。很多人说︰「我已经第二次出生。」自我确认。 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人，他们知道某些事
情必须发生，某些突破必须出现，我们必须有某些追寻。试想像在基督的年代，没有太多人在追寻，没有人可以向门徒说太多话
。 他们只是普通的渔夫，非常简单的人。但今天你却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很多求道者。追寻什么？你在追寻什么？就是追寻你
的灵。说追寻你的灵也是一句很含糊的句字。你在追寻你的灵，这个灵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追寻这个灵？在进化中，我们是
人类，我们的知觉是人类。这个人类的知觉并不是最终的，若是，我们便不用追寻。它并不是最终的，我们必须到达某一点，某
些事情必须发生，我们可以怎样合理地处理这课题？ 在我们的进化，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动物，从动物我们进化成人类
。与动物相比，人类有何特别之处？人类的知觉状态，有一个新的向度，就如马匹可以走过一条肮脏的小巷而没有任何感觉，无
论是肮脏、污秽、漂亮、有色彩，牠都没有任何感觉。对牠是没有任何分别。
但若人类走过一条肮脏的小巷，或一所肮脏的房子，他立即知道他不喜欢。

我们的知觉有一个新的向度，

当与动物相比，以科学的方式来说，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展了新的知觉。 无论什么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都是它的主人
。例如我感到这是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这是热的。又或我说这是某种特别的鸟儿的颜色，每一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所以无
论一个人的知觉(awareness)是怎样，我是说知觉，不是虚构，不是幻觉，是真实的，以他的器官来说，以他的感官来说，大家都
是一样的。一个人若感到热，他不会说他感到冷，另一个人也不会说这是冷的，他们全都会说这是热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真相
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我们的进化，无论什么必须发生的，必定是我们的知觉。就如一条鱼变成一只龟，若鱼变成龟，什么发
生在牠身上？就是龟的知觉，牠开始感觉母亲大地。牠失去了某些鱼有的，但却有某些新的感觉。 同样，我们的进化，若某些事
情必须发生，我们必定变得更加有知觉，更加有动力。为此，我们可以从很多人的作品中得到帮助。例如，我们可以视容格为其
中一位。他有谈及它。容格曾经说，当突破发生，人类会变成，会变成集体意识。他没有说你们会开始做着同样的事情，或你们
的行为会一致。不，他说你会变成，你会意识到它，不是没有意识。所以当你追寻灵，若灵要开悟你，在你的知觉中，你会知道
某些你之前不曾知道的事情。你今天可能感到热或冷，或许在这新的知觉状态下，你可能有不同的感觉。他很清楚的说，你必须
变成集体意识。所以「要变成」是我们进化的一点，不是其它。我们变成某些梵文中，例如他们说，一个已得自觉的灵，对印度
人这是很普通的知识 ，并不难理解，他被称为dwijaha。某人已经重生，一只鸟儿也被称为dwijaha。因为鸟儿首先以蛋出生，跟
着牠生长、成熟，忽然变成一只鸟。这也是等同自觉，你们都知道，在复活节我们给予蛋，有着相同的象征。我们是蛋，我们必
须变成鸟。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人类。我们就如蛋一样，必须生长至某一点，才能变成鸟儿。 人们谈论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都不是自觉。就如我可能说：「好吧，若我把你催眠，我可以把一个瓶子给你」，你可能像小孩那样开始吸吮那瓶子。就算你
知道自己做着一些古怪的行径你仍会继续做。你被迫这样做因为你被催眠。这种行为并不是自觉，因为作为人类，无论什么发生
在你身上，你是不会作出任何行动。我们不会如猴子般把尾巴剪掉而，成为人类。这是发生得那么的自然，这是发生得像花朵变
成果实那么自然，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无论什么必须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不
是一个死的过程。我们能做的都是死的，例如我们可以倒立，我们可以跳跃，我们可以奔跑，我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但这
些都不是活的过程。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是当你变成某些，这种改变必须由老实的求道者所提出，若你不老实，那么便很困难了。
就算你是老实的，你也会被误导，被一些你阅读而来的念头所误导。因为那本书是你付钱买的，又或你付钱给某个组织，或你付
钱给某人，这些都帮不了你。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必须变成什么。这就是我昨天告诉你的，你变成导师。你变成先知，就如威
廉布莱克所说「神之人」会变成先知。他们有能力令别人变成先知。」
要对自己绝对忠诚，你必须要说︰我是否已经变成先知，我是否可以令别人成为先知？ 就是这样简单的去看待我们的自觉。这也
是你有能力做到。就是你变成先知。因为一切都在你内里，整个机器都在你内里，你就像一部计算机只要与总机接驳，它自会运

作。 你就是要变成这样，若你不能变成这样，一切其它的，例如组织一个机构或类似的事情，都是毫无用处，完全没有价值。我
可以说，所有都是被误导。你可以得到什么？例如，我的意思是，若雷伊必须要说︰
「啊！母亲看到光，这些事情发生，那些事情发生。她拥有这些力量，那些力量」这些全是一无是处！对你有什么用呢？ 我或许
是一个国王，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变成什么才是最重要，为着这个改变。若我说你内在已经拥有一切，我要做的只是去证
明全都是在内里。我们对这种知识并不是一无所知，实际上自摩西时代已经有被描述，就像他说︰「火之树。」什么是火之树？
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说有火之树。但若你看到灵量被完全开悟，你便看到它真的像火之树。圣经也有这样说︰我会如火舌一样
在你面前出现。这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解释，没有人知道。这些火舌就是那些得到开悟的能量中心。你看它们就像火舌一样。你
不需要看到它们，因为当你是在外面，你只看到帐篷，若你是在里面，你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会堂。我们必须明白，不是我们
认为什么，什么必须发生，而是实际上什么将会发生，我们都要接受。所以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些错误的认同，以为这样会发生，
那样会发生，以为这样会发生，我必须看到光，我必须在天空中飞，很多人付钱令自己可以在空中飞。我的意思这真是荒谬，你
为什么想在空中飞？我真的不明白，还要因此付比环游世界更多的钱。我告诉你，坐飞机出门并不需要付太昂贵的价钱，你在付
这飞行生意，这个快速特警队生意，这是什么，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什么？当我们要在空中飞，我们想进入怎样的境地？这种催
眠的手法是那么精微，你是不会明白，你只是继续下去，就像同样的快速特警队生意。有位男士, 他是研究院的主管，他患上癫痫
症，他的妻子也患上癫痫症，他的孩子也患上癫痫症，他们来找我。他们失去了房子，失去了一切，身无分文。这就是整个学飞
玩笑会发生的。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能付款，不能为我们的进化付款。要明白这是非常简单。就如我昨天告诉你，若你付
钱给这朵花，它能否变成果实？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为此你不能付钱，它不明白金钱，生命过程不明白金钱。我不知道
有任何人可以。例如他消化不良，他拿出一点钱说︰「我的胃，现在我付钱给你，你能否消化我吃下的食物？」我们是不是要这
样？

同样，这是最高的生命过程中的最高，

因此你不能付钱。要明白这些是非常精微的，因为人类相信一切都是要付钱的，否则它不会运作 。你走到一部机器前，你想得到
一件货品。例如机器，你必须付钱这是可以成事的，若你得不到你要的货品，你就不用付钱。所以可以成事的都要付钱。任何汽
车，若它是免费的，代表它是垃圾，你不会要它。我们必须付钱把它拿到垃圾站。所以在人类的脑海中，一切都要付钱。这是非
常错的，你不能付钱。我在说这个生命过程，这是超越人类。人类是做不了的，就如我们不能把花朵转化成果实。生命过程是超
越人类可以到达。当你变成，当你变成超人类，你便可以处理它。这必须在你身上发生，若这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其它的一切都
是错的 。我以极大的关注告诉你。因为那些在市场的人，那些售买货品的人做得很好，他们知道怎样诱惑你，他们知道怎样把念
头强加在你身上，怎样给予你错误的认同，你只是认同于他们，直至他们完全的离开。跟着你便陷入困境，你说︰「天啊！发生
什么事？」有一点仍然存在，就是你的灵还未失去，它仍然存在。尽管有怎样的错误，怎样的追寻，灵仍然住在你内里。尽管这
些，若你仍然活着，这个灵被带到你有意识的头脑，意思是进入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你应该在你的存有感到灵的力量。这是霎哈
嘉瑜伽所说的霎哈嘉(sahaja)，他必定有告诉你，意思是与生俱来。 昨天我告诉你关于左脉，那是愿望的力量，藉由这力量 我们
有所有的思想制约和来自物质，唯物质主义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我们收集了所有我们的过去，过去藉由集体潜意识延伸。我昨天
也告诉你，癌症是因左脉的极端行为所引起。那些左脉的极端行为
令人患上癌症。若你能把这些极端行为带回中脉，癌症便得到痊愈。它可以被治好，毫无疑问。 第二部分是右脉，我已经告诉你
我今天会告诉你有关右脉。那位男士不在这里？问很多问题的那个男士，他在吗？ 他昨天忙于提问，就是这样。我想他对追寻并
不感兴趣。好吧，第二面是右面。是我们作出行动的力量。我们首先有欲望，跟着行动。这力量，右面的力量，以右交感神经在
我们内里显现。科学也是一样，科学的层面很粗糙。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精微的东西，这个存在于我们内里的右面的力量。给予我
们思维和肉身的力量去作出行动 当我们有任何欲望，便应作出行动。我们想实行这个欲望，所以我们作出行动。我们必须明白这
是什么类型的力量。梵文称这力量为prana

shakti而另一个力量，左脉是

mana

shakti

是情绪的力量，或可以说是思维的力量。用英文来描述它们并不怎样清晰，所以我会说mana shakti 和prana shakti。这是存在于
我们内在的两个力量。我们开始以左和右来运用它们，它们可以说是像煞车制和加速器，我们变成驾驶的能手。但在这过程，我
们会犯错人类的头脑的独特之处，就是会走向极端。就如我告诉某人︰「现在你必须静坐。」他们便静坐五小时。没有需要静坐
五小时。又或若你告诉他们你必须倒立，他们便会倒立十小时。没有需要这样极端，我们只须处于中脉，对我们的身体仁慈点，
对自己仁慈点。没有什么需要狂热， 没有什么需要令自己恼怒。这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必须在你身上发生。例如，试想想，一
颗种子被播放在一处有嘈杂音乐的地方，或一处每一个人都奔跑叫喊，尖叫的地方，种子会有什么发生？就是它不会发芽。若那
是一处平和的地方，一处正当的地方，而不是播放在一个倾斜的花盆里，它肯定会生长成漂亮的树木或漂亮的灌木。自由地生长
！ 同样，若我们过于极端我们便会偏向右或偏向左，若偏向左，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们有什么会发生。所有那些催眠术，ESP和大
部分灵性导师，都想玩把戏，你要明白，就像他只会催眠你，人们变得因为这些导师，人们变得完全疯癫︰「他是我们的导师。
」他们的行为却像完全没有脑的人一样「啊！我现在感觉到，我感到极好。」我看原因是因为你感到这个男士内在有安全感「若
我跟随他」，你明白「他将要到天堂，我将会与他一起上天堂。」事情是不会像这样发生的。你必须独自上天堂，你必须变成自
己的导师。你必须认识一切，不是某人把拖车放在背后，再把人放在拖车里说，来吧，我将要上天堂。实际上，这些人大都是走
向地狱。你会很快的跟着他们。所以事情从不是这样，相信我，任何人说追随某位灵性导师便可以上天堂，都是绝对错的。你必
须遵守原则。任何一位真正的导师都会常常告诉你，你必须变成某些......他永远也不会只说︰「好吧，你给我钱，好吧，你是成员

，你现在是我的孩子,你现在是我的门徒，我给你爱,让我们有爱吧。」爱在哪里？「给我更多的钱，给我名车,给我这些，给我那
些。」像疯子一样，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是可以交换的。我们都是求道者，我们有权去找寻我们的灵，我们不要被这些把戏，这
些人的，我可以说这些恶作剧所欺骗。不单要你的钱，我不介意，他们是走私者，让他们拿到钱拿到他们想要的，但你却不知道
他们破坏了你得到自觉的机会，当你的得到自觉的机会被破坏，就很难再给予你自觉。若你不认真的，正面的去解决，你将会处
于一个无可救药的处境。我曾经看到人们为此而受苦。 这种我们内在的行动，提供我们的思维和肉身的能量而在右边运作，就像
我们想着未来，开始计划计划这些︰「我们必须明天做这些，后天做这些。」我们开始坐下想，「现在，我要到哪里去找这些？
跟着拿一张票，我便会到哪里。」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脑袋为未来而运作，很大程度，我们变得完全的未来取向，到达某个程度。
我有时遇见一些未来取向的人，他们甚至忘记自己的名字，你相信吗？我的意思是他们甚至忘记他们父亲的名字。这还可以，但
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像疯子一样。因为他们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他们在做着些什么。我曾经遇见这
样的人，他们真的是病人，因为他们已经变得那么未来取向，他们不知道任何他们的过往，这种未来取向的行为开始在那些常常
想着未来的人的社会开展。我要做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我明天将有什么成就？」所有这些事情，当他们这样，他们的注意力
便会走向极端右。在这里，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非常危险的位置。当我们开始望向未来，
望向未来是一种幻像，完全是来自想象。因为你认为的未来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现在，你须处于现在而不是未来。 人们会说你必
须处于现在，但怎样才能处于现在？我们不能。你一是处于过去，一是处于未来。因为当思绪的波浪升起，它上上落落，另一个
思绪波浪升起，上升跟着下跌。当这个思绪的波浪升起，我们跟着它升起，但却看不到它下跌，跟着这个思绪的波浪升起，我们
看到它，但却看不到它走往哪里。我们就在这思绪的尖端跳动。我们不知道我们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在这两个思绪之间是
现在，我们不知道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这是非常困难做到。只说你必须处于中脉是不能做到。所有这些︰「你必须这样做，必须
那样做。」不能令你做到。除非有光，就如这房间没有光，你说︰「一直行。」你不能，因为你看不到，看不到哪里是通道，可
以怎样走。就算你下命令，做你喜欢的，就是不能走直路而没有碰到任何这些椅子，因为没有光，你看不到。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对未来有太多的计划，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我们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已经有很多人们活在想象的世界的故事。他们怎样发
现一切都被摧毁。有些人藉由他们的身体的努力而成就到，当他们运用他们身体的力量，他们为自己制造了另一些问题，因为他
们变得肉身取向。 若你只是肉身取向，灵便会生你的气。所以右边的移动是为那些小心翼翼的人而设，你可以称呼那些对时间很
挑剔的人，那些对事情很坚定的人，那些干巴巴的人，那些非常率直的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荒谬。另一种人是，你发觉这种人
通常都是令人头痛的，他们令人烦厌，你不能容忍与他们为伴。他们可以是非常令人厌烦的人，他们教训你怎样可以，直截了当
，怎样可以绝对走直路。大自然没有什么是直的，它是那样 漂亮的移动，因为大自然被创造成多元化，多元化带来漂亮美好。他
们不会想及漂亮，他们不会想到爱，想到慈悲，没有这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谨慎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这类人内在
发展了很大的自我，就如你看到这里一样，是一个在头脑里被称为自我的黄色的东西。藉由左脉的行动，情感的那一边，我们发
展了超我，藉由右脉的行动，我们发展了自我。 这个自我并不容易被看到，因为若你有超我，你的身体便感到痛楚。身体上，你
是一个可怜的人，你面上有皱纹，你看来很憔悴。若你有自我，你便看来很活跃，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极之自我的代表，他脑海
中以为自己是某位降世神祇，他必须拯救人类，他知道有关种族和一切，他理应拯救某些种族。这种念头来自偏右脉的人，他们
很有野心，与他们谈话或许感觉非常好，他们或许看来很谦虚，也或许是非常好的生意人，什么也可以是，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
的这个自我先生 在他们的脑袋中出现，就像一个大气球把他浮在天空中。自我的终结是愚蠢，你会感到惊讶，自我的尽头是愚蠢
，这些人沉醉在各式各样愚蠢的事情里。

他们会说︰「有什么错呢？」

例如，我知道有些老人的行为是非常愚蠢，他们说︰「有什么错呢？」 一个老人家，例如九十岁，他甚至不能没有手杖行走，却
跳你们的舞，跟着他跌倒。你明白吗？他想︰「有什么错呢？」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女士, 她大约八十五岁，她死于从马上跌下来，
很自然，我的意思是你对一个八十五岁的人期望什么，那是很明显，一位八十五岁的女士她应该安居于家中，照顾孙子她或许还
有曾孙，你明白吗？她不这样，为什么她想象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士一样爬上马背上？他们做着这些愚蠢的行为，却说︰「有什么
错呢？愚蠢是没有错的，有什么错呢？」 这种人对社会，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骚扰。那些拥有超我的人会麻烦自己，而那些自我中
心的人却会找别人麻烦。他们常常都纠正别人，折磨别人，把自己的念头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类人可以非常，非常成功。因为没有什么是胜过成功，他们继续把东西锤打在别人头上，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当你
持续这样说，你忽然相信︰「是，事情必定是这样的。」这类人是最危险的。我可以说，超我类型的人，对那些不知道超我类型
的人的把戏的人来说 超我类型的人，他们可以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很精微，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会催眠，他们可
以附在你身上，他们可以是非常害羞，他们亦可以对你作出各种你意识不到的事情。所以要选择那种比较好，那种不好是不容易
的，走向极端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偏向右或偏向左。 现在让我们看看身体有什么发生？ 就如我说有关癌病，在左边肉身上，有什
么发生在未来取向的人？我们有一个能量中心特别为未来取向的行为而设，被称为腹轮，以组糙层面，在我们内里彰显，被称为
大动脉神经丛的神经丛。腹轮对人类很重要，特别是已经发展的人。实际上，这个轮穴把我们腹部的脂肪转化，以供脑袋之用，
这是太阳神苏利耶的能量中心。当我们开始思想这些细胞这样被转化，它们对脑很有用。若你不停的思考，常常都在思考，常常
都在思考，什么会发生？我的意思是头上不会长角，你在消耗着它，你在消耗着所有这些细胞，你必须有其它补充。因为要补充
，腹轮必须很幸勤地把细胞转化，以提供脑的需要。因为要做这工作，其它腹轮要照顾的器官，例如你的肝脏你的胰脏，你的脾
脏，你的肾脏，全都是这个能量中心所照顾，还有是女士的子宫。现在，若腹轮只做一个工作，它不能做其它工作，其它工作便

会被疏忽，那么你便发展了称为肝脏疾病的可怕疾病。 肝脏的毛病是我们感觉不到，别人知道你有肝病，因为你的脾气很坏，因
为你很挑剔，因为你常常向人咆哮，因为你对一切都不满，因为你批评人。所有这些都是肝脏出毛病的征兆，有肝病的人对自己
永远不满，因为肝脏照顾我们的注意力，肝脏有问题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很可怕。像这样走，你不能保持你的注意力向前。在街
上你会直往车辆走，因为你在看着一些你不应看的事物，你一直都这样看着别的事物，你不能行走，我的意思是你找不到任何动
物，像这样走路，只有人类才会这样。若你看到他们在街上，你会感到很惊讶。 他们都走到哪里？他们不走直路，他们不向前看
，他们的双眼像这样，那样。因为注意力摇摆不定。注意力摇摆不定是因为肝脏有毛病，所以肝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肝脏有
特别的能力，从身体抽出毒素，显现为热。这种在身体的热必须被转化，或必须转变成血液，或变成血液里的水，它必须从你身
体里排出来，或许以汗水或其它形式排出。当肝脏的齿轮松脱，什么会发生？就是它没有能力做这工作，它不能把这些热传到血
液里，热仍然停留在身体里，你真的被加热了，这些热令你产生各种问题。在霎哈嘉瑜伽，当灵量升起，什么会发生？它改变血
液的形态。因为这热，氢气和氧气被安置在很古怪的位置，就像这样，那样。他们开始接收他们内在的热，这就是为什么有肝脏
毛病的人在灵量升起时感到有点热。但我们可以藉由令肝脏平和和舒适而把它治好，你肯定可以，肯定可以把你的肝脏治好，这
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样发生在你身上是胰脏，它令你有糖尿病。只有思考太多的人才有糖尿病。就如一个印度的农夫不知什么是
糖尿病，你因此停止吃糖。但这不能治好糖尿病。糖尿病是因为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太多。医生不明白，所以他们说
糖尿病是不治之症，因为他们不知道思考与这疾病的关系。这是当你不停的思考便会发生，像疯子一样，你便得到糖尿病。若你
得到开悟，糖尿病是可以被治好。你也可以医治别人的糖尿病，因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力量，它把流通于你的三个力量整合，你得
到补充。你可以给予已经消耗尽的人。因为你可以藉由这个力量去补充他们，你也可以去医治。 第三是发生在人身上最差劲的就
是因为脾脏而来的血癌。脾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内在的平和中心。一个没有妥当脾脏的人不是一个平和的人，这是非常简
单的道理，但医生却不懂，所有科学取向的人也不懂把它联系到某些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上。简单的是当你进食，若我们吃得
怱忙，我们的脾脏便有麻烦。我们可以患上血癌。若母亲是急躁，或父亲是急躁的，孩子可能出生便会患上血癌。我们很高兴告
诉你，在纽约，

有一个血癌的个案，当我在印度的一条村庄，

他只有十六岁，有血癌，医生已经

宣布他两星期内便会死亡

有人来告诉我，这样这样的男孩病了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宣布，他们只善于宣布

当这个个案来到我面前，我告诉他们︰
我做不了什么，我现在在村庄里，但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位女霎哈嘉瑜伽士，她曾经在英国现在在纽约， 她可以照顾这个案。 你感
到很惊讶，这男孩完全被治好。他出院后来看我，现在他回到学校。我的意思是我们治好很多血癌的病人，但在这里我们不是去
从事医治… 或治好任何人，这不是我的任务，这是发生得很自然的，是灵量升起的副产品。主要是我们要令你成为医生，我们要
令你成为博学的人，我们要令你成为有集体意识的人，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国度，住在祂的平和、祝福和喜乐里。还有肾脏的问题
，高血压，所有都是因为这引起，人们担忧，他们急躁，你明白，这种急躁只是习惯。我知道有些人，当你一说︰「啊！你到某
处必须乘坐飞机。」 飞机这个字忽然引发这种急躁。「啊！他们变得疯癫，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忘记他们的护照，忘
记他们的行李。忘记这些，他们发狂似的。若你走到机场，你会发现，这个被称为左脐轮的能量中心，脾脏变得狂热。当你进食
，或做任何工作时便会产生某种紧急状况，需要更多血液去消化食物。所以这个脾脏，可怜的家伙辛勤的工作，去制造额外的血
细胞。当你进食时，例如你也看报纸，这是最差劲的事。很可怕，我们在早上阅读报纸，同时也在进食，你的脾脏便出毛病。因
为另一种紧急情况出现，更甚的是你骑着单车，手上拿着三文治赶紧回去工作。你忽然发现路上塞车，令你处于更坏的境况，令
你很急躁，你不明白为什么。在你前面的人不停的说︰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不能把车驾快一点？这个人也对前面的人
说着同样的话。这种疯狂的情况持续着，这种无意义的竞争继续。若你在进食时这样怱忙，这样急躁，
你便会有这种麻烦。这是非常危险的，被称为血癌，这病在年青人中是非常普遍的。 最后，是心脏的毛病。当你放太多注意力在
外在的物质的东西，你的物质上的进展身体上的进展，以及把你的脑袋过度计算机化，你便疏忽了住在你心脏，必须得到你的关
注的灵。灵便会退去，当灵后退，你便得心脏病。只有偏右脉的人会有心脏病，不会是偏左脉的人。我把这些告诉一个医生，他
说，很惊讶。在精神病院，你不需要心电图 你不需要它，他们永远不会心脏病发作。一个疯子不会有心脏病，这是很令人惊讶。
一个疯子用他的心更多，他的左脉，他的情感，他的心应该跨掉，但却不是，是他的头脑崩溃了！你可以想象吗？而那些用脑的
人，心却崩溃了。 这是大自然在我们内里创造的平衡。你看大自然是怎样聪明地指引我们到中脉，不走向极端，保持在中央保持
在中脉。当你完全处于中央你便进化得很快。

这是我们拥有的右面，未来取向的那一面。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品性都是非常未来取向 这种未来取向不能只说︰「啊！现在，不要思考。」你做不到，你就是做不到。若我命
令你︰「现在，停止你所有的计划。」你只是做不到，你就是不能做到，你必须计划。 你发现所有这些计划都失败，因为这些计
划与上天的计划没有关系，上天有一些计划而你又有另一些计划，它们永远也不会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你的计划怎么会失败。你
只是感到很灰心，感到孤立无援，你不明白这是怎样发生。 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上天的力量，无论你喜欢与否，所有
这些生命的工作，成千上万的花朵变成果实，一颗种子变成大树，一颗特别的种子变成特别的大树，各种的选择都是井然有序的
，整个化学作用被组织起来的途径，所有化学的周期定律，所有在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必定有某人做着这工作
。所以有一个上天的力量围绕着我们，毫无疑问，但我们仍未能感觉到它，就是这样。若我们还未感到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它
的确存在和运作着。我们亲眼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事情在发生，我们视这为理所当然，我们不受困扰。你看，人类生命的本身，
孩子将要出生身体里有一个胎儿。医学的定律是，若任何外来的对象进入身体，会立即被抛走，一切力量都是被建立成把它抛走

。但我们发现，当一个胎儿开始生长，整个系统滋润它，照顾它，真的对它很费心很小心地，水被创造围绕它，令它不受骚扰，
作出各种关怀。身体会对胎儿作出各种关怀，去照顾它。当胎儿成熟，便会被抛出。谁做这些？谁在做着这些？我们有时也会问
自己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为什么要变成人类？有什么需要这样？有什么需要这样？若我们得不到答案，这表示我们仍然在
过渡期，我们必须到达哪里，才能得到答案。我们被创造成人类，去感觉这个上天的力量，去处理这上天的力量，去享受上天的
恩赐。这上天的力量是集体的存有，它赐予你集体，在我们心里的灵就是在我们内在的集体存有，它彰显流通的上天力量，这就
是为什么当我们联系到总机，我们便会变成我们应该变成的模样。就像一部机器，当它连系到总机，它便有了意义。这部机器（
母亲手指麦克风），虽然与总机连系，却意识不到电力，感觉不到我的声音。但一个人，当他联系到总机，你变得有意识，这是
你必须明白的。当你得到自觉，你可以提升别人的灵量，你也可以给予别人自觉。雷伊就做了很多，甚至在利雅德(沙地亚拉伯之
首都)，他也有这样做。在每一处他到过的地方也有做。 他就像你，一个工程师，他就像你，你会对他怎样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感
到很惊讶，你会完全改变，因为当你得到你的灵，当你得到最高，所有世俗的事物便会退掉。你变成自己的导师，不再被任何习
惯或其它一切所束缚，它只是漂亮地成就。我们必须给自己机会，必须有耐性。所谓的聪明智慧最差的，是你能对一切开玩笑，
这是最容易的。开一切事物玩笑，把它解决。 在古老的时代，当他们想面对真实，像基督来到，他们没有对祂开玩笑，但在祂被
钉十字架时却开他玩笑，他们只是否认。现在这基本上都不是问题，问题不再存在是因为否认是需要更多力气，所以还是开玩笑
比较好。这是愚蠢。我再次说，开某些事情玩笑是愚蠢的，因为你就是这样，你是灵，是你必须得到它，若你只知道怎样开玩笑
，请与它一起玩吧。那么你的人生继续，你的生活继续，对你这有什么用呢？若你没有得到自觉，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你是失败的
，你已经失败了。这里在给你机会，你可以很舒适，你可以得到忠告，你可以得到救赎，但没有人能令你感受到你存有的漂亮，
你必须亲自去体验，若你不想体验，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你有自由这样做，做你喜欢做的事，但若你想去做，请你停止你的导师搜购
不要再摇摆不定，停下来，看清楚你需要什么。这是认真的事，必然会发生。 除非人类已经进化，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得
到解决。任何问题，要听信我。无论什么他们从思考而来的，例如他们创造民主，他们创造共产主义，这样那样。在真实中，所
有这些荒谬都是毫无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例如你可能说我是非常有力量，所以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不能不为给予而活
，所以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绝对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绝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切都存在于我们内里，这些念头都是人为的，
令一些人是民主派一些人是另一类型。因为当他们执着于自私和所有这些事物，他们不能从中创造出任何好东西。不执着是因为
你与灵合一，灵是不执着，它给予你光。这种不执着令你看到整体，像一出戏剧一样持续着，你可以好好的成就到，你变得充满
活力，你会对自己那么有活力而惊叹不已。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意识到，若这里有一个力量，它是全能的，这力量可以自己思考
、组织和照顾你，很多事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士身上。若我告诉你们一切，你必定会很惊叹。令人惊讶的事情在发生。克里希纳曾
经非常清楚的说︰「yogakshema vahamyaham」 意思是若你得到瑜伽，你便万事安好。瑜伽之后，祂说先有瑜伽,合一必然首先
发生，那么你便万事安好。我曾经见到人们走到所谓导师哪里，他们染病，你看到他们的面容苍白，完全的完蛋，一无是处，绝
对是痛苦的人。这种人怎可能达到瑜伽？ 不单肉身方面，思维上他们也是处于平和，他们充满慈悲和爱心。这种慈悲不用说话，
只在流通，流通着散发着，你甚至可以把你的慈悲给予花朵，若花朵将要凋谢，你可以给予它，它们可以多活一会。例如，树木
将要死亡，若你给予它们，它们便会昌盛，若你把它给予动物，牠们会变得不同。因为是你首次得到这力量后，把它回赠，回赠
大自然。到目前为止，你通常都是从大自然拿取的，现在是第一次你向大自然给予某些东西。因为慈悲只在流通，它不接受任何
东西，它只流向其它人。这必须发生在你身上，不要只满足于那些低下的东西，那些无意义的，那些虚拟的或大规模的念头。我
在说每个人都意识到的集体，这不是大规模的活动，这是集体。愿神祝福你们！ 我希望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得到自觉与灵合一，感
觉到他们的集体。我唯一的愿望是，在英国，我把布頼顿放在很高的位置，我常常说英国是宇宙的心脏，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
心脏，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克曾经说，它必须变成耶路撒冷。祂所说的都是真相，他说了很多有关霎哈嘉瑜伽的话，是
完全可以验证的。心脏却很懒散，心脏在睡觉，这是令人伤感的事。就如我说欧洲是肝脏，它在喝酒，你可否想象事情的境况是
怎样更加差劲。若一切都是违反我们的本质，英国的本质是它是心脏，意思是它可以连接起来，它在传播，无论什么发生在英国
，都被认真对待。例如你变成，你们全部人，都变成愚蠢的人，整个世界也会变得愚蠢。你们的责任是那么重，连你们也意识不
到，我们在做着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看来是很微小的事。因为很少人真的来到霎哈嘉瑜伽，安顿下来，非常少人，我想
只有很少这种才干的人，小孩子在这里， 很多在大约十岁时来到，我可以肯定一定会有很高质素的求道者会来。他们都有点紧张
，因为他们想向来自美国和来自欧洲的人学习，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习，是你要去传播，是你要传达这信息。我知道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国家，无论如何，我的丈夫会在英国被选。在过往的八年我们都在这里，你相信吗？我或许会在这里多四年，所以我希
望某些事情会发生。在布頼顿这是一处好地方，我肯定很多人会在这里得到自觉，在解放人类里作出帮忙。很感谢你们，愿神祝
福你们！ 若你们有任何问题，请必须向我提出。老实说，我是你们的母亲，我从不因你提问而感到被冒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
实际上，我没有任何问题，你必须向我提问，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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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轮崇拜—你要明白自己的重要 英国布莱顿 1982年5月15日 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我感到很自豪。你们要
明白，即使新人的数量不多，可能很少，但你们要知道，你们每一位都是觉醒的灵，每一位都成长了不少，你们自己都能创造一
个核心。在集体成长后，现在种子已经各自长成强壮的幼芽，绝对能把他们移植到不同的地方去成长成就。因为你们每位都是先
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你们取得觉醒的喜乐，觉醒的极乐，你们拥有一切；你们要继续成长。缓慢而稳
定地，你们已经达到了。现在你们已经长成大树，每一位都是那么重要，那么有力量。我知道很少人加入，以集体的途径。开始
时，你感到很难处理应付他们。因为他们未完全成长；仍未真正明白自己的重要。但你们全都既要明白自己的重要亦要明白你们
取得什么质素。 在所谓冒牌的机构—以教堂为例—只有一个牧师。整个地区只有一个牧师，虽然他对它一无所知，不要紧！在那
里，教会甚至仍然只委派授权一个人，每个人都听从这个人；在这里，你们每一位都充满活力，每一位都有能力作精彩的演讲。
当然，你们每一位都能妥善恰当地给人自觉，这是毋庸置疑。你们要在自己的组别内尝试自立，在你们的组别内试试。想想你可
以发挥的各个层面。因为现在你们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已成为先知，不用依赖任何人，也不用依赖你的同伴才能做到，你独自也
能成就。虽然你们互有关连，都明白同一语言，也已经一起取得真理，全都在一起，但你们要个别拥有这种动力，你们每个人在
自己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也能把它成就，因为你了解明白霎哈嘉瑜伽的一切。 那些肤浅的人未必知道，他们可能仍用理性来分
析一些事物，没关系，他们会醒过来。只要你们仍关注着，你们都是先知；作为先知，你们要站起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谈
霎哈嘉瑜伽，告诉他们：「这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光。我们知道一切。」我是说你们对它没有任何怀疑，对吗？但问题是你
感到其他人未必了解，他们是愚昧的，是愚蠢的，或他们是自我中心，又或具侵略性，他们会这样那样对待你。这是事实，但你
要知道，不单你一个人在作战，全世界有数千人懂你的语言，懂你懂得的，他们都知道同样的事情，你们并非独自在奋斗作战。
一旦你知道这种情况，你会惊讶于有多少力量开始流向你。你越想它，越对你的真我作静坐，便会越了解自己是先知，亦更能看
到那些特点…我能在在座各位身上看到很多我的特点，我能看到。在每一个范畴，在各行各业，无论你身处何方，都要谈及它，
向人介绍它。还有几件事情，我们为霎哈嘉瑜伽，为霎哈嘉瑜伽士订立了一些规条守则。只为要看看有多少人是肤浅的，有多少
是成熟的。这就是为何我们订立了一些规条守则，因为真正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会毫无困难的接受它们，他们已经完全处于这个
状态。我们知道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来。一流的人很容易接受霎哈嘉瑜伽，他们是一流的人。他们获得力量，取得力量，开
始运用他们的力量，他们就是成为那样子。就如我们已有指环的完整图案，只要放钻石在那里就行。你找到钻石—好了。他们就
此安顿下来。有些人即使有了自觉后，仍然偏向这边那边—没关系，他们都会醒过来的。 但我要说，一流的人的人数仍然颇多。
我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你，我认识很多导师是真正的灵性导师，并非这些人—忘掉这些不真实的导师，忘掉这些冒充的导师—你却
连真的导师也忘掉，没有一位像那样子，一个也没有。如

Gagangad

Maharaj，他很坦白的告诉我，我说：「为何你不给他们自觉？」
他说：「谁给我自觉？我要花很大的力气努力才有自觉等等。」
我说：「好吧，你的导师给了你自觉；作为导师，你有责任去给人自觉。」
他说：「我给了一个人自觉，花了二十五年时间去洁净他，洁净了他的额轮，洁净了一切，给了他自觉。」
我说︰「他现在在哪里？」 他说：「母亲，你会有机会遇见他。你一定要见见这家伙，他十分可怕，他现在藉着追逐伺候女人来
赚钱。」二十五年的努力！在得到自觉后！他说：「我跟这个人毫无瓜葛。」这家伙叫Anna

Maharaj。

我说：「好吧，如果他来孟买，我会见他。」他来孟买。我的一个门徒邀请他到家里，一个颇富有的女士，她说：「母亲，Anna
Maharaj来了。你说过想见这个人，他来了，你会来吗？」

我到那里，他当然触摸我的双脚等等。他却在我面前抽烟，试想像！

他触摸我的双脚后坐下来，说︰他开始先说他导师的坏话，那位花了二十五年为他洁净的人，你能想象吗？我是说你们都很善良
；不会说我的坏话！我没有花二十五年来为你们洁净；看看他，他在说他的导师的坏话。 他说：「你看，我的导师，为何他要来
…要来孟买？有这个需要吗？」因为这家伙在孟买赚钱，所以他不想他的导师来孟买说他的坏话。「为何他要来孟买？他不应该
离开他的地方？他在山顶上好端端的。有需要下来吗？」他在东拉西扯一番。
我说：「真的吗？这是你的导师，你不应说他的坏话。」 他说：「但这是事实。他不需要离开那地方，明白吗？」他仍在抽烟。
我说：「好了，我要走了。」他身边有很多女士为他按摩双脚，诸如此类，他饮很多牛奶，自得其乐，抽烟，以高傲的态度向他
的所谓门徒说话。可怜的门徒，他们都是单纯的人。 我说：「好了，我现在要走了。你就点上… 我会在你的前额点上一些朱砂。
」我拿了一些朱砂点在他的前额上。他的额轮在燃烧，噢！我的手指也像在燃烧！我说：「就是这样。」我说：「好吧，现在你
可以吗？我要走了，你点一些在我的前额上。」我把他的手指往内吸着，他的手指不能移动。就像这样，很…。他说：「放开我
，放开我，母亲。对不起，对不起！」我说：「现在！你承诺不再说你的导师坏话，我才放开你。」他说：「好吧，好吧，好吧
！请放开我！」我便放开他的手指。 现在看看，这个在场的女霎哈嘉瑜伽士，她摆脱了那么多问题。因为她有异常的洞察力，他
向她撒了谎，谎话连篇。他说：「我在给母亲能量。」他们在一段距离外看着。「我颤抖是因为我在给她能量。」他是说这种颤
抖是在给我能量！ 但这个女士应该知道，当你颤抖，即是你有点不妥。她说：「现在我会给你母亲同样的力量。」那时候是霎哈

嘉瑜伽的初期，很早期。「现在你最好献上祭品(YAgnya)Hom。你们都要带四分一托拉(印度金银之重量单位)的黄金来—大约是1
0公克的金—把金给我。」这就是他的目的。他们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财产，他用各种方法，榨取了他们的一切。

有一次我从德

里到孟买，我遇见她的姊妹。她跪在我的脚前哭。我问：「什么事？」她说：「母亲，这家伙洗劫了我们。」我说：「谁？」「A
nna Maharaj。」 我说：「如何？那天你看到他颤抖，就是这样。」这个对她说大谎话的家伙愚弄她。若她能看到这个人的生命
能量，便不会出问题。霎哈嘉瑜伽士就是忘记他们是先知，他们拥有力量，他们的力量是他们的灵，是他们的生命能量。他们时
常忘记自己有了新的感知力，生命能量的感知。我们要用能量来判断一切，」所有先知都是只有这一个缺点。 若这不是真理—你
知道我是非常纯真，头脑简单。我完全不懂世情。你看，我不懂人的狡猾，不明白他如何能四处撒谎等等。但透过生命能量，我
绝对知道事情是怎么样。你或许能用你的狡猾，用你的聪明，用你独有的敏锐来告诉我任何故事，但我却知道你的目的，我是透
过生命能量知道。若不是透过生命能量，我是很简单，不懂怎样理性化，不明白任何事，但藉着能量，我知道你的目的。同样你
们要发展生命能量的感知力，这种敏感度，尝试用感知力来了解事情。若你能做到，你会成为完美的先知。你会是完美的先知。
你会发现我们之中有些人并未达水平。永远不要信任这些人，永远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很肤浅。他们或许一是变得负面，一
是变得正面。所以不要信任他们，对他们要谨慎一点。一旦他们变得妥当，你可以把他们带到你们的范围。例如最近有一个女孩
嫁了一个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只因他说他爱她，说了一些无聊荒唐的话。因此我说：「好吧，巴巴，让他与她结婚。」但我知
道这个不是好人，但可以说什么？之后这女士尝试，事实是她与我一起外游，她甚至尝试把她的亡灵附在我的心。她两次这样做
。非常狡猾，她内里的亡灵非常狡猾。当她回到澳洲，她演了一场戏，令人以为：「噢，她是那么缺乏安全感，她的丈夫不关心
她等…」试想像，可以令整个集体静室的人都迷失。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打长途电话给他们。我立即发现，告诉他
们：「看看她的生命能量！」 他们说：「母亲，我们发现不到她有任何问题。」即是说他们一直没有留意她的生命能量。因为当
失去了生命能量，你什么也感觉不到。她已经把他们吞噬到不能对她有任何感觉。你能想象吗？ 我理性地问︰「你能取代华伦的
妻子吗？」他们大吃一惊。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对肤浅未成熟的人要极之小心。他们常常想把你拉下，肤浅的人常常想
把你拉下，除非你够坚持去把他们拉上。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察觉到，他们受这些人影响，当他们做某些事情，他们想做
的全是反神的活动。 另一件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发生在日内瓦。开始时我没有公开的说某个人。我没公开的说是因为这是不恰当
的。给他们机会，他们便能迎上前，自会成就，没问题的。我能应付，但当麻烦事变成集体的事情，便要公开地说。你要明白，
因为这些人会向一些人说这些事，向另一些人说那些事，再向第三个人说另一些事，所以你要非常有警觉性。他们自己却完全意
识不到，这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们察觉不到自己在做着怎样的事情。就如日内瓦的这个女士，她不停的问每一个人︰「你觉得
甲先生或乙先生怎么样？」好吧，你因此说了一些话，若你说了些负面的话，她便抓住你的话来作把柄。 前天当雷告诉我巴美拉
一些好事时，我很高兴。他说︰「巴美拉很有艺术天赋。」当你开始看到别人的长处时，便能令我欢愉，令我快乐，给我喜乐；
但若你开始看到别人的短处，我就不喜欢。当然有时我也会考验你。 有时我会故意说︰「雷有些不妥当。」我或许会这样说。我
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样说只为评价你怎样评价别人。若你支持他做的好事，我便知道你妥当，我喜欢你，欣赏你，我真
的因此佩服你。无论什么是真理，你都要告诉我，因为我知道真理，我只是在你周糟玩耍，看看你认为别人是怎么样，所以要试
试看看别人的长处。 有一点你要明白，若一个人好争辩，想控制你—伯明翰就有这个问题，我仍未揭露它或把它说出。我仍保留
这个秘密，我在告诉人伯明翰有问题，问题来自一个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人，我会与这个人谈谈，告诉他要摆脱这个
问题。若他不能，我便会公开的说，因为我不想失去伯明翰的中心。我们会失去日内瓦的中心，我告诉你我们会失去它，每个人
都互相攻击，因此产生大问题，因一个人而产生问题。虽然你们已经成熟，但你们仍不大有集体意识，仍不懂互相欣赏。你们全
是一体，不单是互相欣赏，而是不能没有对方。 英式的性质品格是既缓慢亦稳定，这是很好的性质，但它可以是很慢。你必须缓
慢而稳定的升起，超过自己的躯壳，看到另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的美，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样你便能吸收别人的长处。有些人有些
能耐，很令人惊讶，我与巴美拉谈及雷，她很赞赏他，这真的令我极之快乐，虽然我要说，布莱顿昨天的讲座并不怎样成功，很
少人来，但不要紧，看到霎哈嘉瑜伽士互相欣赏能给我很多力量。 有人出问题，例如偏左脉的人常常在我的讲座里出问题，他们
睡着了，很自然，入睡了，他们会这样。不管如何都不要紧，即使他们睡着，我也能洁净他们。当我为他们洁净，我自己也要入
睡才能进入他们，明白吗？所以阻力就在于此，不要紧，它会迎上前。有方法途径能解决。对我这并不大重要，重要的是你入睡
有否影响其他人，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你对他们有多警觉？他们就像你的双手，双眼，鼻子，你的一切。你们全是一体，没有对
方，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们是唯一有眼睛去看，唯一有意识的人。我们不是少数，我们以为自己是少数。或许其他导师有
上千门徒，但他们却一无事处，就如他们来了又去了，或许增添了些无聊事，但他们都没有意识，你却有意识。一方面，你要把
不大有意识的人拉出来，另一方面，你要欣赏更有意识的人，我们就是要理解这一点。 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质量都是用来帮助霎
哈嘉瑜伽。以法国为例，他们或许有很多不合格，但他们却有一种质量，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很认真的去做。我是说即使是荒唐
事，即使是荒唐的事情。他们这种质量，若用在霎哈嘉瑜伽，若他们发展这种认真，他们会是霎哈嘉瑜伽了不起的资产。就如我
告诉过你，英国有一种质量…他们先不说话，我不知道为何他们的嘴巴能闭得那么紧，他们很宁静，他们说的话比他们应说的少
。他们很正直，缓慢而稳定。我们也需要缓慢、稳定和正直的人。缺点是我们让事情发生而不站起来，你或许很慢，但你要行走
。若你说︰「我很慢」即是说仍有点速度，对吗？必须要有点移动进展。某些东西即使移动得很慢，它也是有点速度。「慢」这
个字的意思是它是有速度的，对吗？不是说你完全静止。「慢」即是说有速度，你必须有点速度。就是这样，你要起来，你要升
起，你要发射。 他们是加倍的受霎哈嘉瑜伽士所祝福，因为我现在长驻在伦敦，我们有卡斯顿(Caxton)讲座。「好吧，我们逢星

期一去，像上教堂，听母亲的讲话。母亲的讲话很好听，我们很欣赏，再回家。」整个星期都这样。 不，你是先知，作为英国霎
哈嘉瑜伽士，你要肩负特别的责任，这就是我为何留在这个国家那么多年，来把它成就。我告诉你，在印度，我只做了三年，但
我在这里却有八年，或许会多留四年，为什么？有何需要来英国去成就？你也知道我能在印度给上千人自觉，你亲眼看到。我给
上千人自觉，他们是那么漂亮的被安置在霎哈嘉瑜伽，他们是那么稳固，他们不会这个聚会出现下个聚会消失，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很稳定，只迎上前。 为何我仍在这里工作，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个心脏的每个细胞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何你们都要
移动前进。你们是否知道，心脏的工作是去推动事情？它循环，它必须循环，尝试各种循环的方法，与别人交谈。作为英国人，
你要理解体谅还未来这里的人，他们也很慢，不能移动得很快。你要明白，这是种质量，就像公牛坐下，不管你怎样尝试，牠都
不动，只是坐下，安顿下来，很乐意保持这个姿态。所以你要说︰「你坐在哪里？坐在什么之上？火山？」告诉他们，给他们重
要的讯息，就是救赎者现在已经来了，没有时间坐下，祂就在这里，最好起来吧，不要仍带着你旧的观念，旧的东西，必须知道
这已经发生，就如我告诉你，你可以利用预言，利用从霎哈嘉瑜伽而来的任何数据知识，你可以告诉他们任何我在讲座里说过的
话，你想怎样也可以，你有权运用我的讲话，没有什么要害怕或担忧。 就像有天有人说，他们根据礼仪，所以没有这样做。对孩
子会有什么礼仪？没有，不管如何，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拥有我给你的所有权利，所以没什么像这样。有些事情没有做…巴美
拉，你说什么？「因为礼仪…。」 巴美拉︰「那么多事情，现在我不知道是那一个。」 对，有些她说的话，我也忘记了。我要说
的是，因为很明显你们都是特别的人，占据最崇高的位置，我最好还是往后退，就像国王的母亲，让我看到你统治，那会好一点
。不要太在意礼仪和这些事情，迎上前吧。 我是说访谈，或写在报章的资料都不是完全对，但我不介意，因为这样会更适合人，
某些事情我没有做，就像帮助圣雄甘地(Gandhiji)，我怎能帮他？明白吗？他从不静坐。对，某程度上有帮上忙，但记录下来的却
不是那么粗浅，我精微的去做，不要紧，我不介意。无论你说什么都是正确的，无论你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可以纠正它。即使有
时你说得很夸张，这种夸张的言论也能实现，你说什么都会是真理，不要害怕说出你喜欢说的话。 英国人另一种背景是，你不要
太害怕，他们常常都说些…。…比事实小。我要告诉你，你要多说一点。若你要公牛移动，明白吗？说比你能说的多一点，因为
你说什么也不多，这就是无限。你也不要说得太过分，令他们承受不了。 就像华伦的经历，我对他说︰「只告诉霎哈嘉瑜伽士，
不要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他的车没汽油，他要到一个宣传活动，他四处去做宣传，八天了，当他回来，汽油用光
。为他加油的家伙说︰「你的油箱充满油，为何你还要加油？」 为何不能？这是可能发生，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们只会说
这是荒唐无稽的故事，你明白。你也曾经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因为圣经说的，所以我们相信，为何今天却不相信？你看过很多
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说你一生中有很多这种事件，但若你告诉他们这些事件，他们不会相信。你的智慧是你相信自己在神的国
度里，祂是全能的，祂会给你一切你要求向往的东西。我知道人们不相信，这是事实，你能得到任何渴望得到的东西。若你告诉
人，他们不会相信。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你要作出公开而毫无保留的陈述，充满信心的。因为没有好的训练，便会缺乏自信。
充满信心的︰「对，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就是这样！」 就像当我首次到印度，白女士，你也知道这个年长的女士，一个印度女
士，他们对一切都有点害羞。她高举双手在空中，大声呼喊︰「玛塔吉‧涅玛拉‧德维万岁！」蒙看着她，他不能举起双手，你明白
，他有点害羞，她却做了三次，接着她举起他的手说︰「你怎么了？这样高的男人？为何神要给你这个高度？只为要你高举双手
。」这个可怜的家伙，他要举起他的手。 就是这样，对自己要有勇气，要有完全的信心，因为你是有自觉的灵，你是先知，不要
对任何事失望或担忧，你现在是先知，假设！梵文是viraj，这是渗透的能量，viraj意思是享受这个内在的能量，viraj，ra是能量，
viraj意思是享受这个宝座的能量，取得它。你现在是王，言行举止要像王者，王者毫不傲慢。国王从不傲慢，若他是个真正的国
王。但若他们的王位是借来的，那就不同。若他们是真正的王者，他们从不傲慢。透过这种皇室独特的气质言行，你会吸引人，
不是表演，是…你就是这样！相反，你却有所保留，为何要这样？你不用穿得像乞丐或上等人，你的衣着要像王者，不受打扰，
你会很惊讶，它自会成就。 你们是我花最多时间，常常陪伴的人，我也懂你的语言。我用英语讲话比用自己的母语或印地语还要
多，你相信吗？很多在独立后不太在意英语的印度人，现在都在学英语，他们恐怕英语有天或许会取代梵文的地位，因为母亲懂
英语。 所以我要向你作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请求，取得你的力量，你们不再是奴隶，而是有自觉的灵。这种品格，你真的能增
添霎哈嘉瑜伽的美。树木除非有花朵，否则是毫无意义，花朵必须出现！它们不会隐藏，你有否见过花朵隐藏起来？它们遮蔽整
棵树，散发芬芳，取得它们自己的力量。芬芳迅速散发传播，让每个人都知道花朵盛放，蜜蜂围绕在四周。你就是要这样，取得
你的力量，内在的，外在的，里里外外，不单内在，外在也要。他们会惊叹于你的信心，你的慈悲，你的能耐，最重要的是完全
的vidya，对霎哈嘉瑜伽完全的知识，对灵量完全的知识，你拥有对上天的完全知识。对吗？
现在加文，你想怎样，你可以做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 Ra，Ra-dha︰是…意思是，"Ra"是能量，它发芽，在发芽。Radha是…
Ra是Radha的能量，另一些可怕的东西，开始时，他们说的都是可怕的东西。令你安顿下来，我想，这就是为何。好吧，现在上
前， 现在蔗糖，她是因果元素(causal element)，因果元素，明白吗？因果，就像大地之母的因果是芬芳，芬芳是大地之母的因果
，透过气味散发生命能量，卷入所有其他气味，所有大地之母，意思是…她是满月的麝香，她是满月的麝香，他们，他们想用充
满诗意的想法来描述某些事情。你明白，事情是，是有分别，它是既美丽又吉祥，吉祥是脸孔，给你shubha，shubha意思是带给
你好运，你看到的脸孔带给你好运，被视为吉祥。当然，我是说现代人不相信，这样的一张脸，像这样的一张脸，若你看到这样
的一张脸，带给你好运，吉祥。 瑜伽士︰向她礼拜，钻石，即使星星也失色。 这就是为何我什么都也戴上，是美的喜乐。所以霎
哈嘉瑜伽士享受，她戴上的花朵的美丽。因为生命能量，原因在此。很简单，任何你触摸的东西都变得有能量，若你看到这些特
别的花朵，你会更快乐，因为它们有生命能量，只有生命能量能给你这种快乐。莲花…爱的莲花…，意思是，从kapol而来。这是

描述，是这一个，他们就是描述这部分，kapol，padmaraag，padmaraag是莲花的芬芳，是raag，意思是莲花的能量，在她的前
额显现，不，在这里，kapal，这是kapol。kapol是…很抱歉，这是kapal，这是kapol，脸颊，从脸颊流出的能量是raag的能量，r
aag的意思实际是爱，慈悲，莲花的，就像新叶，是新叶，就像新叶。翻译怎么样？这是件大事，但很有诗意，颇令人为难，蓝色
，像蓝色的叶，这种颜色。你看新叶的颜色，它是桃红色的，对吗？她的唇就是这种颜色，令这些蓝色的叶也感到害羞，新长的
叶，你看，粉红色的。对，他们是Nirmala Vidya(纯粹的知识)的控制者，Shuddha Vidya 纯粹的知识。这些…牙齿是彰显，它们
彰显纯粹的知识，是所有vidyas(知识)的萌芽。要用樟脑，吃蒟酱，我不吃的，Sanlap意思是吉祥，Alap是报告，sanlap，报告…
要很坦白，很令人为难，你最好读它…不，不，是这里写下的。就像维纳琴(veena)的音乐，维纳琴的上天音乐，莎娃斯娃蒂(Sar
aswati)，以精微的形式，你能看到这些东西。你看不到，所有负担，以精微的形式，钻石能发光，它们发光。所以当他们把钻石
戴上颈上，问题不在把它戴在外面，而是它散发爱，所以项链，项链是很有用的，但现在，你是我颈项的项链，我有何需要戴上
其他钻石？宇宙的，它是…你明白，当她没有拥有钻石，她的确拥有这个，她常常都戴上这些钻石，好吧。但现在你拥有活生生
的钻石，什么需要呢？运用他们来发射她的力量。现在你什么也不需要，是你要发射这力量。
瑜伽士︰我们是玛塔吉的饰物，我们就是要明白，要保持自己清洁，那么我们便能光芒四射。自动清洁的珠宝。
就是这样，全是内置的。 我想最好不要翻译，最好不翻译，更多是母亲的心情，因为孩子担忧母亲的心情。这里有描述，所以最
好不…，不，不，不，最好不。 这是由…所写的，像圣人麦根迪亚，他们描述母亲内内外外。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发现母亲像这样
，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是孩子，孩子知道母亲内内外外的一切。看，所以能描述整个出生，有三褶层。母亲是…三褶层，所以
它被称为…。很令人为难。kamesha是…他是所有欲望的神。"kama"是欲望，这就是为何他被安置在心里。你要明白，所有这些
是要说出，因为透过说出这些话，你激发这些力量。他们感到快乐，他们得到激发。对我这并不特别，因为若它是我，对我它是
毫不特别，它只是在这里。但你们要明白为何你们能那么快得到自觉。因为我必定有些特别之处，为何你能那么快得到自觉？我
看来像你，言行像你，一切都像你，但有某些非常精微的，它是很有活力，你必须明白。母亲的宇宙性质，这就能解释你怎样得
到自觉，你怎样能给人自觉，为何有先知对它有这样的描述。他们都是很高质素的人，你要明白。他们很精微，你成长得越精微
。越能明白我的力量和你的力量，就是这么互相理解。就如你越张开眼睛，越能看到阳光，同样的情况。但我必定有某些东西，
你才能得到自觉，某些有被描述的东西。

瑜伽士︰他们说女神是很伟大，即使主格涅沙也只能看着她的双脚。

祂从不抬头看她的脸。但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可以，他们获准。 即是说他们比其他神祇层次高。他们获得这种待遇，首先是
孩子，神祇也是。很好，很仁慈。他们知道自己在台上，他们受照顾，他们是我喜爱的。瑜伽士说有另一种描述。不用为女神剪
脚趾甲，因为当他们向她的双脚跪拜，她脚趾甲都夹着神祇皇冠上的珠宝。这是事实，我很少这样做。但有时我想我也要这样。
因为当人来到我的双脚，你不是梵天婆罗摩，毗湿奴，湿婆神，你不应受伤害，看，你没有任何皇冠。看，在正确的时间。布莱
顿已婚的女士，瑜伽士，向她礼拜，她的主是在她的力量里。哼，试想像！ 瑜伽士︰意思是我们只能透过玛塔吉接近绝对，这是
她的力量，即使控制湿婆神，至高湿婆神的，不是真的。在母亲手上，到达这种程度。 瑜伽士︰但你是祂，祂的力量的彰显。 这
是真的，你看，我的爱是很多的慈悲，更多，我并不愤怒。但若你们过分言行不当，我或许不能控制祂的愤怒，我便要见证神的
愤怒。祂是慈悲，祂是爱，祂是纯真。一切都在，但祂也是愤怒。所以你对想做的事情要小心。 你看，实际上精微的形相是这样
的，这东西是，是Kailash，祂的部分领土，Kailash是很大的空间，你要明白…Kailash…的顶峰。 你必定要看Kailash的图像。它
看来像一张人脸，绝对是，很奇妙。有三个小头，你看到吗？你完全能清楚的看到，生命能量极之强，我们那天有湿婆神崇拜？
那天它完全凝固。 女英雄…Nayika是指挥官，这样对，Shri Chakra，是这个轮穴与整个世界一起被创造，一切都被创造，Shri
是富创意的轮穴。 Chintamani是散发你的欲望的珠宝。无论你有任何欲望，任何担忧，你的欲望都能透过这些珠宝实现，透过Ch
intamani…是她实现你的欲望，你必须渴求。 婆罗门，五个婆罗门，五大原素。 大声点 Vaibhava，是光荣…结合…Manatma。
怎样翻译，念出来，你要明白，这是因为samasas，vigraha不正确，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你念出来…

Atmanas,

Manatmanas︰思维已经变成atmas(灵、真我)的人，Manatmanas 看，他们是她的尊严，重点在此。这是她的vaibhav。我们可以
说，vaibhav;即她散发的威严的脉动，某些…vaibhava可以是…手镯可以是我的vaibhav，即是这些饰物增添她的威严。Vaibhav
，你要明白…Rishis是我的vaibhavas，现在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你是我的vaibhavas。
这个Bandhasur，他的名字是…昨天这个女士被他缠住…Muktananda是

Bandhasur

(瑜伽士︰把你系住的阿修罗（asura）)

很难摆脱这些人，Muktananda，他完全约束你，他说︰「有muktananda」。 （瑜伽士︰相反！）

这个女士染上结核病，但她

不能放弃他，她的心轮也很阻塞，她在走下坡，但她不能放弃，因为他系着他，他是Bandhasura。Bandhasura有这种质量，你
要系着人，即使他们垂死，他们也不能离去。

Sampatkari,

Sampati即资产，以大象为代表。

这是重点，ashwakoti

–

ashwas的一千万卢比。Ashwa即马匹，白马 - 一千万卢比…你知道吗？Ashwarudha，坐在马上的人，白马，是Shakti，即力量的
代表。他们是Kalaki的一部分，一千万卢比，Crores即一千万。
Chakra，我们透过它作出行动，它是右面，Shri

她是行动，行动的轮穴是Shri

Chakra….Geya

chakra

。

“Geya”意思是藉此你知道，

Geya是藉此你知道。她拥有这个能量中心，透过它你知道，这个轮穴是知识。
接受服务的人是mantrinis，你有…你的口诀是开悟的口诀，无论你说什么都是口诀。 Kiri? Kri, Kri, 对，变成“Sa”

Kri是

Karochita，只是

Chakra

Shri

所以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小心，你也要有点害怕，Madhyaga，燃烧的花环，Jwalamalini，Jwalamalini是…可怕的Bandhasur 什么

是Nitya(永恒、永存)勇气？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这是Nitya的勇气，因为祂是永恒的存在体，所以你能看到祂被钉上十字架，否
则，对母亲而言，看到她的孩子被钉上十字架是很可怕的。因为祂是Nitya的勇气，这是
Nitya的勇气，永恒的勇气。永恒的勇气，祂实际上是怎样被杀，而祂复活，当你看到这份勇气，是那么漂亮潇洒。
（瑜伽士︰我们要知道同样的东西我们也有。）

对，理所当然…Bala 是卡提凯亚（Kartikeya），是卡提凯亚。祂杀戮，因为在

这一点，卡提凯亚在成就，你要明白，在这一点上。就是这里，这个可怕的家伙Bandhasur，创造你的…
是可怕的女士，这个晚上！是否不会是…现在，现在完成了没有？已经完成了。
我把它给了巴美拉，巴美拉，我给你的饰物在哪里？
Anguli是手指。

Pashupati

在哪里？对，在哪里？两件都在这里。

的湿婆神，她是Mahapashupati

来自她…手指甲，Karanguli,

烧毁城市，就像烧毁Rajneesh城。

你也可以说Kula是朝代，朝代，家，家。 （瑜伽士︰玛塔吉的Kula(家、家族)是所有霎哈嘉瑜伽士。）

Madhyakuta，中部。
当然，它是很纤巧柔弱

，看，什么是…的象征，现在，加文给我一个小皇冠作为英国的象征，我真的要好好照顾它，很小心的保管它。Kulangana这个
字是用在照顾kula的女士，意思是为家，为着家人的尊严，家庭的尊严，所有尊严，她在意所有家人的尊严，对她而言，她的家
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

她享受…另一个字是kaul。Kaul是他们问，对kula而言，这是对或错，这是，若花朵落在这边或那边，他

们说︰「是，kaul，是，是，女神对我说是。」所以Kaulini︰她是，当然她是kula(家)的女主人，是她给你是或不是的答案，指示
你何去何从…Akula，Akula即不受打扰的人。Kula也是河岸，亦是没有岸的人。

Samaya

即时间。是她知道崇拜该在什么时候开始，该做什么，她知道，她知道何时最合适，因为她在时间之内，这是很重要，对吗？ Sa
mayachaara，samayachaar即在特别的时间该做什么。例如，现代，特定的，无论是什么，对现代是祥瑞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例如，学习英语对我们很重要，除此之外，samayachaar是某个时间的做作，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做作是好的，吉祥的，也是必
须要做的，像系上安全带，坐在车上你必须系上安全带，samayachaar，不管如何都是。 你要明白，对女神是不需要的。例如，
若你给我一点钱，我不用把钱存入银行，我可以丢失所有钱后说，我花光了，这样对我并不是罪。我可以拿走你所有资产，拿走
你的一切而这样做并不是罪。但我必须按照时间去做，用来证明什么对你好，你对钱，对集体该有怎样的言行，我因应情况而作
出相应的言行。对我却完全没有此需要，因为我已经超越它，对吗？samaya，无论是什么，按照时间需要，我也要去做。
这就是你要明白，不要不正常，不要言行不正常。即使我告诉你不用点上这红色的东西，因为这时刻未必是samaya kul，你要明
白，人们就是不明白，所以你不要点上。要有正常的言行是要有智能，你要有正常的行为，做一些正常的事情。神就无此需要。
对神而言，祂不需要这样，因为祂是超越。但当你拥有要升进，要应付他人的门徒，他们要知道该有怎样的言行。就如我不用向
你说谢谢。若你给我一杯水，对你这是种特权优惠，对吗？但我会向你说十次谢谢，因为你也必须说谢谢，samaya kul, samaya
kul。 (瑜伽士︰礼拜唯一住在根轮的她。) 没有人能进入，Brahma granthi…除非你的灵量升起，你是不能进入这个能量中心，灵
量是圣灵的代表，只有她能进入，她也住在那里，女神以摩诃拉希什米或拉希什米住在哪里，在Manipura。 现在你看，若你不来
霎哈嘉瑜伽，是不会明白所有这些，对吗？你不会知道你内里有granthis，有能量中心，这些能量中心要被打破，granthis会在能
量中心之间形成，你是没法知道这些知识。若你没有自觉，对你谈这些又有何用？因为你不会看到。你在人身上看到它，在某一
点上，你发现在两个能量中心之间，灵量停止。能量中心…以脐轮(Manipura)和腹轮为例，灵量在它们之间停止，这是什么？这
是毗湿奴的granthi，所以这是Vishnugranthi

vibhedini。若你念诵”Vishnugranthi

vibhedini”的口诀，灵量便会升起。在得到自觉，灵量升起前，这是什么？这只是空谈，完全没有意义。 这里，在额轮，Antaral,
Antaral即核心的最深处。Antaral，她住在额轮最深处的核心…Rudra…”Sahasraram
bhuja”即在顶轮的莲花。Aarudh，她是被赐予这个。升进

–

aarudh。好吧，当你登上王位或骑上马，我们称为骑上，她是骑上，aarudh。 (瑜伽士︰礼拜如莲花的茎那样修长纤细的她。) 即
是说你不要对我苛刻…Bhavani，”Bhava”即去彰显。不管要彰显什么…你必须有感觉。若你对我没有感觉，你不会了解我。理性
地你不会了解。想用理性来了解我的人不会了解我，你必须有感觉…

(…森林？)你要明白，若你要成为，有张罗网张开，是她把

这张罗网剪掉，令你成为灵，不管什么彰显，什么创造，都只是森林，对吗，她带你超越这些。 “Bhadra”意思实际是绅士的，明
白吗？她喜欢人很绅士，不喜欢傲慢的人。人们没有意识到该有怎样的言行，她不喜欢态度恶劣的人。除了湿婆神，祂有自己的
风格，祂很仁慈，祂是那么纯真，那么甜美，试想像，祂骑着公牛来，祂并不bhadra！骑在公牛来并不绅士，对吗！…我是说她
是位淑女，你也可以说她如贵妇。

(瑜伽士︰礼拜赐予所有美好的事物给她的虔敬者(bhaktas)的她)

美好东西，不是坏东西，若你要求一瓶威士忌(酒)，我不会给你！ (瑜伽士︰礼拜爱她的虔敬者的她。) 肯定地，你在心中必须知
道，我很爱你们，对吗？所以你完全不需要羞怯。我爱你们，爱你们每一个，比你爱我更多，你因此爱自己，相亲相爱。
(瑜伽士︰礼拜只有透过委身顺服才能接近她的她。) 透过委身顺服…你只能透过bhakti(委身)才能控制我。 Sharada是莎娃斯娃蒂
Shatodari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一百。她有一百，一百，udara即腹部，udara也是子宫，她有上百个子宫，不然我怎能工作？
(…要令我变红！)

也应是不受打扰，没什么要被打扰，只是玩笑…即是说完全整合的人格。

(瑜伽士︰礼拜超越欲望的她。)

这就是为何我说你要渴求。 她毫无目的，你要明白，没有目的。Prapancha即没有目的。所有元素创造目的，若没有元素，就没
有目的…我是说，若你变成每个人的住处，你又怎能有住处？若你变成每个人的支撑，你又怎能有支撑？试想像这种处境！
00:45:43 Nirupadhi…upadhi即没有upadhi。意思是…附加，一种附加，upadhi是，像他们说︰「先生，这个和这个。」「小姐，
这个和这个」，你要明白，这些全是upadhis，这是附加的，若你是完全的，就不需要这些，归根究底在于此。

我是说，若你有热情，你又怎能摧毁热情？它是那么自然，没有任何特别，没有这种热情的人毫不特别。 自然地。 这些被称为双
名号，首先，它给予质量，接着这种质量是用来做什么，例如，若他们说”nirmama”，即不说︰「这是我的」的人，他不感到「这
是我的，这是我的」。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是他的质量。当你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Nirmama品质摧毁你内在的执着。
像肥皂有去污的品质，对吗？肥皂用来清洁，但没人会清洁肥皂，就是这样

(瑜伽士︰礼拜毫无怀疑的她。)

对于任何事，它是

如其所如。若我有怀疑，你也会有怀疑，你知道母亲对任何事都没有怀疑，所以当你走近我，你的怀疑也会自动消失。
就是这样…很好… “Bhava”即任何彰显的事情。任何彰显的都是bhava，彰显的是这血肉，这身体，这一切。你只是超越它，否定
它，就如基督曾经说，否定血肉。Bhavanashini即把你带离这个虚幻的、显露出来的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你认为︰「这房子
是我的，这是我的。」所有这些想法都会消失，你变得与实相合一。 (瑜伽士︰礼拜不计划，不思考的她。)

不思考，完全不思

考，该怎办？我不懂思考，我有时说︰「我想」因为samayacha，你要明白，但说真的，我从不思考，我不懂怎样思考，这是不
可能的，这是部有趣的机器。这就是对你，我更尊重，更关注，因为无论我拥有什么，都是毫不特别，你明白吗？但你在达致它
，所以你是特别的。若你拥有一切，有什么了不起？若有人在达致它，这是件了不起的事，非常非常了不起。 没关系，为此功劳
不在于我，因为人们自动的得到它，我不懂怎样拿赞赏。这种能耐也不在这里，你要明白，拿取赞赏，我很倦，但我不能！我从
不感到倦，这点很值得赞赏，我应受到赞赏，「我做的」，我就是不感到是我做的，我不懂怎样去感觉…我是说品格上有某些缺
失，缺少了无明，对吧？ 这既是整合亦是没有整合。当你得到整合，便不会出问题，你要明白，关于它︰你得到整合。所以无论
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它会吃对身体好的食物，一切都得到整合，没有问题，不用为此争辩，你内在感到平和，让其他人做他们喜
欢的事情，不管他们以为自己是怎么样都不要紧，但对你而言，你没有问题，因为你是那么整合，你要明白，得到支持，没有左
喉轮的内疚感，我对一切完全不感到内疚。若我责骂某人，好吧，就去责骂吧，就这样。我不会坐下开始感觉我的左喉轮，我得
到完全的整合。不论我处于平和或混乱，又或愤怒混乱， 我从不会…我故意让自己愤怒，因为是故意的，为何要有坏的感觉？因
为你牵涉入，吹进去了，这就是你为何有坏感觉，「噢！我为何这样做？」我却是故意这样做，那么为何有坏感觉？…对，对，
当然，我是这样。 (瑜伽士︰礼拜毁灭死亡的她。) 几天前我念诵Mrutunjaya的口诀，你听到吗？这个口诀应用在被某种亡灵附体
的人身上，试想像对被亡灵完全附体的人，该说什么？是Mrutunjaya︰「你战胜死亡…」我就是这样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很懒
散。

(瑜伽士︰礼拜什么也没拿取的她。)

对，她什么也没拿，真的，坦白说，我不能拿，你要明白，是不能成就，无论什么来到我身上，都以双倍的速度。
你知道谁是杜迦？杜迦是做anand
marg的家伙…好吧，现在上面放一点米，就是这样。现在若我拿这个，它会上千的生长…你要明白，这是什么仪式？这代表什么
–(就这样) 这代表什么？这是表达你真的喜欢它，这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令这个吉祥，这些米，(你叫作什么？)姜黄粉。姜黄粉是
很特别，它很吉祥，是大地之母所创造的，是很吉祥的东西。你不能说为什么，它就是这样。把它与米混和，米也是母亲喜爱的
，用你的双手令它吉祥。你要放在这里，说︰「母亲，我们把它给你。」 但实际上，放这个akshatas，akshata，akshata即这是
不能被摧毁。所以这样做时，你是在说︰「让我们不执着于这些会给母亲的水果」对吗，不执着。透过不执着，你内在发展不执
着，这是很简单，这是…给一些母亲不需要的东西，但当你给予，你发展不执着，这就是你要给予的原因，你因此发展不执着。
当然你得到回报，上百倍的回报，这种不执着在你内心发展，即使你有千倍的回报，也不会贴附着它，明白吗？你变得慷慨，开
始给予他人，当你受相同的水果所祝福，你不会独自享受，你只想与别人分享。 你要明白，人类有能耐独自享受一切，他们可以
坐在房间里，闭上门，削去果皮后独自享用它，我是说他们可以这样做，有足够能力。即使乌鸦也不能这样做，动物不能，但人
类却有这个能耐，他们能这样做，我不知道怎样…我则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即使独自坐着吃东西也是不可能的境况。但坐下
独自享受却有可能，这样做时，你是在说︰我们令它吉祥，把它给母亲，你因此发展不执着，每当你要吃这些水果时，常常与别
人分享，他们会很慷慨，慷慨︰即是你拥有越多，越会给予别人，对吗？我只是触摸它，对吧？即是说我接受。愿神祝福你们。
当你吃这些水果，你的脐轮会发展这种不执着，你便不会渴求当季的水果，但你却会很满足。这是吉祥的，你感到满足。你越给
予，越感到满足，这是有自觉的灵的征兆。当你明白给予的喜乐，你便是个有自觉的灵，不然你便不是。愿神祝福你们…无论你
想着那个水果，我都会吃掉它，也会触摸它…草莓，我喜欢草莓，这是最容易吃的，你要常吃草莓，加点盐，对你的喉咙好，谢
谢，现在怎样？崇拜现在已经完了。 看你的学术成就！绝对是真的。现在因为你已经做了未婚女孩的工作，让未婚的女孩来做这
个。来吧，来自布莱顿的未婚女孩，布莱顿是个好地方，很少未婚女孩！未婚男士，好吧，让未婚的男女！来吧，布莱顿的未婚
男士，只有两个？米，你应是来自布莱顿，好吧，来吧，你变成一，若你想，你可以叫Anand，他来自Shicarpur，还有孙，孙，
你可以加入，好吗？张开纱丽。 加文，太多了，谁做的…这太多了！看，在英国这很贵，你不应买，在印度买的？打开它，很漂
亮，对吗？它有扇，还有什么？真正孟加拉国西纱丽，这是衬衫的布，这是衬衫布。现在单身汉要知道那边是右边，对的，你对
，这边是右边，现在把纱丽围过来，这是个训练！呀，这么好！你可以为所有单身男女拍照吗？所有女孩，在印度，他们被称为k
anya，kanya，你不是单身？单身男士… 现在开始？…这是来自伦敦，好吧。 它很漂亮，这是来自布莱顿，让杰放好它，布莱顿
，好吧？杰，纱丽，把它拿出来，太多了，把纱丽放在两边。这是为双臂而设？现在来吧，来吧。单身汉有特别…他们今天受祝
福，他们被称为kumaras，kumar。我以为他们称呼未婚女子为…英语怎样说？是这字句，但你用在年长的妇女身上！…配婚宣布
了？我明白，他们被称为kumaris，男孩被称为kumars，我想梵文有更多象样的名字，对吗？因为他们对未婚男女很尊重，他们
很尊重…这是为手臂而设？手臂，这里，这里，太小，太松，太松，最好把它弄紧，系上它，要系紧，不然它不会留下，你要明

白，这是为着shri chakra，或你可说右脐轮和shri。为何他的手在抖动，有生命能量！呀，很好，你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对，这
是，只拉它，把它拉出来，先这样系好，帮他。 来吧，把它系好。来吧，来吧，系好…对。不，你要把它与雏菊一起，你已经做
好了。好吧。好吧，完成了，很了不起的工作，不？不容易。只因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能做到。不，不，这不容易，问任
何人。 这些花朵在前面。这些全是毗湿奴的力量。这样芬芳。看看这个，顶轮打开了。看看这些雏菊，看它们有这么漂亮的顶轮
。看看这些，看看这个，只看这个，你们全部人。只有雏菊有这种…
你有否注意到？你现在知道为何我的名字是雏菊。看看，一个比一个好，明白吗？对，真的！
对，就这样。芬芳，你要看雏菊的芬芳。

好吧，我想男孩是这样放纱丽。

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我提议把这些全都献到海里。这些花朵可以抛进海里。 瑜伽士︰母亲，我可否念祷文，这是为集体念的祷文。 好吧，大声念，站
起来。很好，我要说，喉轮是个很大的抗争。要如锡吕‧克里希纳去成就它。左喉轮是个大问题，很狡猾。右喉轮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要抗争到底。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要做火祭，午饭后。可否用格涅沙名号？ 张开它比折起它容易。把它给单身男士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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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当翻译？葛莱瓜，为什么不拿其中一个？
(练习者︰母亲，这是公众扩音器，他们听不到你的话，它只是用作录音的。)
那么他们怎能听到我的话？…对，你怎样翻译？
(练习者︰法文…)
大声点，你为何不站起来，你可以站在这里，对，这里，你可以说大声点，这样最好，但小心这个…
愿神祝福你，喂，对，对，谢谢，谢谢，阿汉那已经来了，看看他们，那里，那里！
在最祥瑞被称为过渡期(Krita

Yuga)的时刻，我们聚集在这里，去明白了解怎样建立巩固我们的导师原则。

“Krita

Yuga”代表是时候你要做点事，“Krita”是事情已经完成。
你是「做」这些事情的渠道，做神的工作，你是大能的神和祂的力量的渠道。一方面，你要有尊严，有荣耀，设想自己是位导师
。另一方面，你要完全顺服委身于大能的神。你全部的尊严，全部的权力都是来自祂。其三，祂以戏剧的手法，创造这个宇宙，
创造你。你要看到祂的戏剧上演，所以一种开心喜乐的氛围要透过你像泡沬般冒起。
到目前为止，导师给人的印象是他不拘言笑，常常发脾气。这种态度对不用接触群众，只把自己安置在喜玛拉雅山某处的导师是
不要紧的。但在这里，我们要面对接受你川流不息的爱的整个宇宙，这并不代表你要无聊轻挑，因为你不能。上天的戏剧不单不
无聊轻挑，还充满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二元性。所以要建立你的导师原则，我们先要知道它是怎样被摧毁。就是这样，任何没有
被照顾或被保养的事物都会被摧毁。若我们不留心，例如这些美丽的植物，它们会被摧毁，即使那些没有受照顾的对象也会被摧
毁。
首先，我们要知道，要留心和警觉到，若我们没有保养照顾自己，便会被摧毁。保养并不是为着保养的原因，而是为了停止你的
导师原则受破坏。若我们对它疏忽疏懒，便要对自己的导师原则受破坏负上责任。所以我们要放注意力在保养这个导师原则上。
导师有能耐去保养自己，保养别人。开始时，当导师想建立巩固这保养原则时，他们制定很多严格的规则条例。若你阅读圣经的
「利未记」，你会发觉所有它描述的shariats，现在在利雅得(Riyadh)或亚拉伯国家都有遵从。要维持保养你内在的原则，就是要
用这种强烈的言词︰「任何人若不这样做便要死；任何人若犯这种错便要被石头砸死。」这是最初期，所以现在人们在这进化阶
段要有这种恐惧。
这并不表示要侮辱或伤害人，又或拿走人类的自由，而是向人展示他们内在的导师原则是很重要的。在那个阶段，他们用恐吓的
手段，我应说---可怕危险的时代。但那时的人却遵从。接着另一个进化阶段，在那阶段，人们认为他们要禁欲苦行，开始以极之
禁欲的方式来保养自己。这是自我投射，不是投射向别人，而是投射向自己。
我们可以说第一波开始是当导师、太初导师说︰「若你不这样做，便会被杀。」第二个阶段是信徒在内里接受这样，开始告诉自
己︰「若我们不这样，便要自杀。」禁欲苦行的基础是智慧，而不是顽固。但它却变得狂热，走向极端。禁欲是为着保养而开展
，为着保养而开展，但保养却变得行不通，又或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保养，他们感到混乱。对他们而言，规则条例变得比保养
更重要，因此你发现他们在摧毁自己。
导师原则(Guru

tattwa)的智慧或精粹是平衡。就如你要保养植物，你不给它水，它会死；你给它太多水，它也会死。所以智慧就

是你懂得给恰当的水给植物，令它生长得最好。智慧要以你的生命能量的感知力去达成。你是被安置在最幸运的境况，在你的导
师原则完全建立巩固前，你已是个有自觉的灵；在导师原则还未建立巩固前，你已拥有所有导师渴求的力量，特别是你被母亲爱
的祥云完全包裹覆盖。母亲的爱绝不容许你毁灭摧毁你的导师原则。就如我告诉你，导师原则是很易受伤害的，若你不保养它，
它便会被毁灭。首先，毁灭源自你的存在体，我是说我们的存在体是由五大原素所构成，这五大原素很容易被毁灭。若你不好好

照顾任何一种原素，它们便会被毁灭。这是这些原素或物质内在的品质力量，我们也可以说，保养它们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以为一旦你变成导师，便不用保养维持一切，它自会自动保养自己，不是这样。我同意灵是绝对能增添这些原素的美丽，
令它们健康。可是在人类的层次，常常都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想去摧毁它。所以除非我们完全变成灵，否则这个毁灭力量仍有机会
起作用。有人或许会说，为什么需要平衡？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懂回答。没有平衡，你便不能升进，若你不能升进，成
为人类又有什么用呢？
例如，神是一切，却没有人意识到。但在人类的层次，你意识到：意思是一切都存在，一切都在这里，只是你仍未意识到。就如
这里有一块石头，它也是神，没有人意识到它。就如这个地方完全黑暗，而我们全是瞎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什么也看不到，感
觉不到，也体验不到。实际上，有人认为黑暗是真理，无明是真理。当太阳升起，阳光射进来，你只要张开眼睛，便看到一切，
你开始变得有意识。所以在人类的层次，你的知觉是在最高点。
这个意识要变成灵的意识。这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你已能感觉灵。但你仍未平衡，你的母亲把你拉出来，令你成为这样，但你内
在仍不平衡。你只要轻微偏向左边，便会被摧毁；即使偏向右边，也会被摧毁。所以你要尝试用我告诉你的方法，我会解释这些
方法。首先你要简朴禁欲，只要把自己与自己分隔，把自己分隔为灵，再看看自己的自我和超我。现在你开始静观，静观自我和
超我。不要保养它们，它们都是毁灭的力量。
当你如旁观者般观看整出毁灭力量的戏剧，你便会知道怎能更好的保养自己。当你禁欲苦行，分隔自己便更容易。这些元素对你
最差劲的影响是你养成习惯，令你有各种苦恼困扰。有些人喜欢沐浴，有些人不喜欢沐浴，有些人喜欢早起，在早上四时唱歌，
吵醒所有人；有些人睡至十时，有些人喜欢浅色的衣服，有些人喜欢鲜艳的衣服。若你是英国人，你想一切都是英式的，可怕无
味的食物！若你是法国人，你想喝酒，喝一点点；若你是意大利人，要求碳水化合物，太过了；若你是西班牙人，便要求过多的
脂肪；若你是印度人，则要求太多的香料。所以要改变这些习惯，你要放弃你喜欢的极端。若你说︰「我喜欢清淡的食物。」--清淡的食物---那么你便应说︰「我要吃很多辣椒。」若你说︰「我喜欢淡色。」那么你便要穿鲜艳的颜色。首先，从一个极端到
另一个极端。我曾经看到人们，当他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他们贴附着这个极端。因此我们要在中央，不要偏向极端。
一个avadhuta的人，他是个伟大的导师，从不受任何苦恼所困扰，他不会被「我喜欢」这种想法控制。他在苍翠繁茂的绿色植物
中看到美丽，也能在秃树中看到美丽。现在的西方，苦行禁欲的趋向潮流以很有趣的方式开展。就如你梳头，你便是不好；若你
身体没有体味，你便是不好；若你不像一头猪，你便是不好。各式各样有趣可笑的想法爬进你的脑袋，他们在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要从大自然学习，大自然把自己装扮好来迎接春天。当冬天来临，它完全脱去外衣，我说的是所有叶子都掉入大地之母，因
为太阳要照射到大地之母，它不会执着依恋任何事物。很惊叹，大自然比我们更原始，尽管我们本应毫无执着，因为我们是属灵
的。但这个想法也是来自思维，那是最差劲的执着。这个很滑稽有趣的想法，令我发笑，也是我见过最大的笑话，就是人们执着
思维的概念想法。就像你相信你所想的会发生在你身上。例如，一个很多思绪的人想去野餐，他在脑海中会想拿这个拿那个，甚
至开一个档案写下︰我要带这个，带那个。当他真的去野餐，他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带，全都写在档案里。
你的母亲很懂说话，她说给你听，但她的话不应成为你思维的执着。就像︰「是，母亲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很热烈的讨论，
是这样的。它不是你存有的一部分，现在却普遍的成为你的执着依恋，所有人知道一切，却一无所有。真的要责难这种思维的执
着依恋。要成为的是要去看，去体验，去看，它是种体验。就像若我要来这个地方，我一定亲身来看，若我只是思维上想及它，
思维的概念，思维的图画，那就不好。我可以…这不是我的，不是真实的。所以当你意识到，真正发生的是你亲自看到它，所以
让我们看看，你要从对它的思维概念抽身而出。你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的只是思维上的它，这应是你存有的一部分。
现在该怎么办？有人会说︰「我们只要为此继续禁欲苦行。」这样会变成另一种着迷着魔。有人会说︰「好吧，母亲说我们要享
受，所以我们只去享受。」怎样达至平衡是个大问题，这不应是对有生命能量感知的人而言。这样你也会着迷。我曾经见过有人
说话的方式，彷佛他们都是了不起的霎哈嘉瑜伽士，事实是他们没有生命能量，却说他们取得生命能量，这是骗人的。
我们要想我们必须成长，看更多更多，去认识它。若你接着问法国人︰「你好吗？」在这种影响下，他们会这样说︰「这表示他
们常常处于不平衡。」你问英国人，他会说︰「不知道。」或说︰「我知道」，他们的响应不会是两者之间。我们要明白，我们
手中拿着光，这光不应抖动，我们要紧紧拿着光，要专注的保持维持光，再告诉自己，我们要去看，不只是思维上的理解，而是
实在的意识到，因为你是完全的，你是整体的一部分，你是。但有一事，你还未看到它，你已经思维上接受了它，你还未变成它
，因为思维的投射来自思绪，即是说你仍停留在思绪的层次，你要变得无思无虑。若你仍然活在思绪中，那么你仍是在额轮之下
，所以首先一切思绪都要停止，还要说︰「好吧，让我们现在看吧。」
你从脐轮来到额轮，接着来到毁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感情，感情是很精微的。就像有些人，霎哈嘉瑜伽士坐下拿着吉他开始唱
歌，彷佛他们是相思鸟，你明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来吧，来，来，有什么发生了？为什么，你为什么哭？来我这里，来这
里，好吧，把她带走，她受感染。最纤弱的要算是情感，情感是集体的伪装。例如，当霎哈嘉瑜伽士会面，他们会互相拥抱，互
相亲吻，互相非常友善友好，再坐下像嬉皮士般唱歌，手拿吉他，在爱的旋律中摇摆。实际上，这是喉轮在集体的层面，当然，
这是很难摆脱的，因为它给你很舒服的感觉。人们对情感有混淆，他们以为这是喜乐。喜乐只能透过完全的不执着依恋才能到达
，这种不执着依恋是没有自我和超我的。
现在，人类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假定自己是导师，他们开始谈论霎哈嘉瑜伽，说及霎哈嘉瑜伽，以为自己已经变成锡吕‧克里希纳
。他们的自我甚至比不知道霎哈嘉瑜伽的人更大，他们开始以极大的自我说话，连我也害怕他们。我有时会想，他们对霎哈嘉瑜

伽有多认识？却那么断言霎哈嘉瑜伽，这是很令人惧怕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他们感到礼仪并不妥当，这必定有恰当的礼仪。
所以我们要看顾礼仪，我们是礼仪的守护者，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这里。情绪化的人看到别人的自我，而自大的人则看到别人的情
绪。这个人批评那个人，他们却看不到自己正在跌进极端的陷阱。除非你不执着依恋，你是看不到这些。
我不会说我的确犯了错，可是这真的是错的。在霎哈嘉瑜伽的头三年，我从不谈亡灵(bhoot)，我以为我有能力不谈亡灵也能应付
。但有一个被亡灵附着的女士来霎哈嘉瑜伽，她尝试各式各样巫术的把戏，我因此才要对他们提及亡灵。现在每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都是一大堆亡灵！你问任何霎哈嘉瑜伽士︰「为什么要这样做？」「必定是亡灵做的。」若你问︰「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他们便会说︰「我不知道，是亡灵做的。」在这里的，不是他们，而是亡灵。即使身为导师，我也不懂怎样应付，因为若这里的
是我的门徒，我可以告诉他们，但若这里是亡灵，我该告诉谁？我只能与霎哈嘉瑜伽士交谈，而不是亡灵，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到现在为止，这是霎哈嘉瑜伽士找到最大的借口，也是最差劲的，过往从不会这样。所以有时我感到我介绍「亡灵」这字句是个
错误。他们为自己找借口说︰「母亲，这是一些负面能量。」
除非你内在拥有某些负面的力量，不然你又怎会负面？若你不依恋执着，就如石头，不能容纳盛载任何负面的水，你不会变得更
负面，只会变得更像导师。现在，当我说你不应负面---就如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应是个亡灵，你应是你自己--他们便感到内疚。各
式各样反导师的把戏在运作，我是你的导师，对自己玩这些把戏是违反你的导师。现在你会向我玩这些把戏，有什么用呢？你必
须取得某些益处，若你玩这些把戏反对我，你便是反对你自己。你要更有警觉性，不要被摧毁。除此之外，你还要拯救别人。若
你不接受这是你的特权，你的命运，你是被挑选作为神的工作的媒介，你又怎能做到？有时，我感到所有亡灵都来找我给他们自
觉，我现在要变成亡灵！” “Bhoot”的意思也是”bhootnath”，这是商揭罗大师、湿婆神的名号，因为祂常常责备亡灵。你要活在当
下而不是”bhoot”---“bhoot”解作过去。
你要知道什么？你变成，你是在「现在」，你只是开始变成，进化，兴旺。尝试活在当下，不要逃避现在，面对它。既不要感到
内疚亦不要责备亡灵，两者都会把你带离「现在」。现在，只要看着整个大自然，整个上天力量，你热烈渴望多年的欲望。一切
都在支持你。时候到了，你就在这里，我们该怎办？只要处于中央，在轴心，把自己保持在轴心，你只是看着周围在转动，你不
介意。当你看到自己行为不当，惩罚自己，你惩罚自己比上天惩罚你好得多，因为上天的惩罚会是很严厉。但不要感到内疚，因
为你没有犯任何错，犯错的是亡灵。
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既然是导师，便不可能是亡灵我们也要改变外表，变成好导师例如，我们要学习好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成为你
的品质有时，人们很喜欢食物我常常告诉他们要断食无论你喜欢什么，都要尝试放弃尝试克服你的执着依恋、你的习惯这些弊病
缺点一旦你建立巩固你的导师原则(Guru Tattwa)，你便会被接受为导师你再不需要说你是导师，人们便知道你是我们也不用在额
头上写着你是导师，人们便知道有位导师活着，你能看到神圣活着你能看到尊贵活着，荣耀在升起。你要从内在作出改变，那么
内在开悟的光便会显现在外。但这不应是思维的想法或情绪的想法，而是一件事件，变成，意识到。你要去体验，透过你亲身去
体验。即使是我做的，但某方面我不能到达你，因为你是亡灵，我从另一面到达你。若某人说他是亡灵，我看到他受一点苦，面
对它，面对他内在的亡灵例如有人，我告诉某人︰「这样做吧。」他却完全忘记了，他说是亡灵做的，接着他失去钱包，我便说
︰「必定是亡灵拿走你的钱包。」
我以自己作实验，我先看自己该怎样接近你，若不行，我尝试采用我内在的其他方法，因为我们正处于很微妙的时刻。若按照「
利未记」中的shariat行事，所有亡灵都不会在这里，或许连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也没法剩下。这种思维的投射是很普遍，所以要令
人不执着依恋是很困难的，我向你玩唯一的把戏就是我亲身体验你。同样，你也要向自己玩把戏，把自己放在实验箱里。
今天是导师崇拜的日子，是你要崇拜导师的日子。你真的非常幸运，有母亲作为你的导师。我的母亲和导师都是大地之母，她教
导我怎样处理人类，她也是每当我面对困难时帮助我纠正我纯洁知识(nirmala vidya)的方法。她对我既是位仁慈的母亲亦是位仁慈
的导师，她拥有那么令人平静的品格个性。这些，所有这些青绿，虽然就如他们所说，是太阳赐予她的，只为抚慰我们。她穿上
青绿，绿色是导师原则，她的个性毫不执着，她就是磁石，富吸引力。当人踏在她之上，她照顾他们，她从swayambus(天然圣石
)创造自身(self)，自身---我们该对swayambhu说些什么？呀，对，自我显现的石头，看，她的吸引力，她的关注是那么了不起，
没有她，我们只能浮游在空气中。她把我们带到实质，就如他们所说，带到实相中。若我想，我可以只是灵，不用理会任何人。
她背负我们的罪，常常照顾我们，滋润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缺点，这同样是导师该做的。她极之能宽恕人，也能爆发如地震，
有时热的，钙和钾会从她而来为着医治你，她制造硫磺。若英国的泥土变得有能量，这些泥土便能用作药物。在印度，人们用黏
土来做药物，用作各种治疗。我们能从大地之母理解导师原则，所以让我们触摸大地之母，向她鞠躬致敬。
愿神祝福你们。
她是精微！在 Kundalini Shastra(描述灵量的圣典)中，大地之母是灵量，根轮是…根轮是大地之母。因此灵量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用担心在「利未记」所说的：「不可偷窃，不可说谎。」我们只要专注保持灵量升起。导师必须是完全务实，他必须既
有常识又完全务实，不可不切实际。不切实际的人不能当导师。但以一般人的理解，务实的人是狡猾的，他们懂得怎样偏离正轨-- 但是这样才是最不切实际。导师不应做一些荒谬，出人意表，古怪奇异的事情。常识足以引导指引导师如何应付处理人，常识绝
不狡猾，灵是常识的源头。

导师的表达方式是非常非常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例如︰导师可以十分务实，就如他要为自己建房子，建一所房子、灵舍或类
似的东西---他会是非常务实，会以很经济，出人意表的方式把房子建好；人们会惊讶他怎能如此踏实地做到。如果灵舍是要捐赠
给人，他亦毫不执着，马上就捐赠出去。就购物而言--- 例如购买一盏灯，导师会很务实，他能购得最好，最便宜也最漂亮的灯。
他对此十分认真。但一说到送赠，他会是更认真；当他送赠物品，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他会找出所有最务实捐赠和送赠的方法
。因此，他是为了送赠而购买，购买是为了送赠，这就是为何他是最务实的。
你也知道我们不能带走，什么只有导师能带走一些东西，无人能这样。只有导师拥有门徒，一世接一世的门徒，历世赞颂他的门
徒。没有任何关系能如此恒久。这种关系历世不断重复︰像波浪降下再消失；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像波浪一样消失，除了从
导师所取得的知识，它甚至高于上天的原则，因为它能解释。上天的原则是不能解释 ---是导师才会解释它。他并非彰显它，而是
解释它，让它能成就。所以他掌握上天的力量。某程度上，上天的力量是指导师。就如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字---很抱歉，字
有它的意思，字是为意思服务。导师原则却是上天为导师服务。一切都任由你处置，一切都任由你处置。当你是导师，你的轮穴
全都任由你处置，整个宇宙也任由你处置，因为你是导师。就像节目的导演---舞台监督，灯光师，音响师，
每一个人都为导演服务，因为他在训练演员。
导师原则是要不受挑战，它要有无人能挑战的能耐，要有干练的人格，以致无人能挑战这位导师，这样事情才能成就到。因此，
你们要努力做到完全不受指责挑战。你们特别幸运能静观自己，纠正自己，从前没有人能这样做

–

你是自己的导师。这种境况以前从未，从未发生。你是自己的导师 – 让我成为你们的母亲。那对我会是最好的。
今天对你而言，其一是你要决定你要成为那个层次的导师。其二，你要承诺会建立导师原则。其三，你要承诺你会建立别人的导
师原则。其四，你要知道有一种意料不到的障碍 ，你的导师是一位母亲，作为导师，她是太慈祥，太温和，极之宽容所以，你最
好对自己严格一点，好好照顾自己。愿神祝福你们，好使你们能成为自己的导师。在每一个导师的日子，我都有一个问题---葛雷
瓜，你可以翻译，还有一点点，如果你不介意---在每一个崇拜导师的日子，我想我应只当导师，至少这天我不当母亲。但每次当
我尝试这样，我都违反自己的意愿！
去年在印度，我告诉他们︰「这次我只当导师，你只给我披肩，我不要纱丽，不像母亲。」我对他们很严厉，我说: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要纱丽， 无论你们做些什么。」
他们因此很不乐意，因为他们为我买了一件纱丽，他们说:「我们也为你缝了短上衣和衬裙，母亲，你一定要接受。你也是我们的
母亲。」
因此我说: 「我要像导师一般严厉，今天没有什么可以说服我。」因为若你再次成为母亲，整件事又会再次变得轻柔 ！
[瑜伽士:

母亲，

我不能翻译那些话！]你最好告诉他们！我去开水龙头

–

因为在印度我们不相信洗手盆，你要明白，清洗我的双手。一如以往，印度的水龙头不灵光，把我完全溅湿。我出来说:
「请给我穿上那件纱丽吧！」
今天我决定成为真正的导师，很严格的导师。接着华伦来说:「母亲，有人买了一件纱丽，这样那样。」他拿出很多理由.鲁斯特姆
和华伦尝试为我设想。接着他们用了最重要的理由以机智胜过我。首先他们说:「这件纱丽很漂亮。」这样那样

–

我不为所动。然后他们说: 「能量太好了，即使还未打开那件纱丽，已能感到能量了。」因此我的功夫又白费了。
这是上天甜美的戏法，被称为madhurya。“Madhurya”即是甜蜜，甜蜜，与喜乐捉迷藏的人生，我已经接受了。因此我们先做母亲
的崇拜。
[印地语]
1:26:30
格湼沙崇拜。今天先是格湼沙，然后是哥维(Gauri)崇拜。 因为是导师崇拜， 所以我们会做哥维崇拜。
[瑜伽士: 那些未曾为母亲洗莲足而又想…又想有这个荣幸， 请上前来做崇拜。]
你们最好喜欢它！不要随他们的意，最好喜欢这样做！如果你随他们的意…你们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想知道他们的名字，那
些替我洗脚的人，那会很好。
如果你在两旁，像这样会较好 …
没问题，是二十一个名号。没问题，你完成后，他们就下去。你带领他们。

大声一点。好了。现在，让…你带领他们前来，一个接一个。两个一起来，最好来自同一个国家，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的 …
[印地语]
01:33:10
你想要祝福？ … 谢谢，谢谢。[印地语] 奥林匹亚？好吧，就这个。
01:34:29
愿神祝福你们。
1:35:05
吓! 好。好吧，为我按摩双脚。
[瑜伽士︰ 所有名号都是祂统领伽蓝仙众的各种品质。伽蓝仙众是左脉的士兵，是湿婆神和哥维的保护者。
祂们责备他们的亡灵！
来吧，上前来，是的。请上前来。现在，告诉我你的名字。玛嘉烈。是的，你的呢？你来自哪里？来自哪里？

…

很用力。很用力按摩它们，好吗? 用力按摩它们。用力，很用力。
01:37:39
吓！现在！ … 仍在。好吧？现在没问题了。
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卡芙莲。来自哪个国家？… 来吧，按摩我的脚。用力按摩它。用力点，用力，用力，用力。
01:39:57
好了吗?
01:40:14
好了吗？愿神祝福你。
01:40:40
吓！好一点吗？
01:41:08
…告诉我你们的名字。你来自哪个国家？好吧，按摩我的脚。用双手。用力，用力，用力；，真的用力，真的用力，很用力。
大力，很大力。大力一点，很用力。好。
01:42:20
呀! 愿神祝福你。好。你自己看看，看看你的双手。好了，你又如何？好，愿神祝福你。
01:43:00
玛利亚？来自哪个国家？法国。你要清楚地告诉我，因为你在告诉神祇，明白吗?
现在，为我按脚。用力按我的脚。用力，很用力 … 很美妙！吓！好。让我看看，好吗？
01:45:20
告诉我你们的名字。来自哪个国家？法国。再说一次？ 法国。你要告诉我，因为我要听到，神祇要听到，明白吗？现在，请为我
按脚。用力，用力，用力。很用力。是的，就是这样子。用力，用力 … 把你的手向着我。好了吗？ 愿神祝福你。
01:47:38
你好，你好吗？愿神祝福你。你感觉如何，好一点吗?
好，清楚的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大声点。莎莉，来自澳洲。像这样说。好，你原本也是来自英国。好，照样说出来
。好，为我按脚。为我按脚，很用力。
01:49:40
吓！... 吓！你是否到过假导师哪里？ 吓！好点吗？
01:51:05
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和国家的名称，明白吗？，告诉你的名字？从哪儿来？好。

孩子怎样？
…

来吧，大力地按，大力地擦。用双手，大力地按，很大力，很大力。
现在看看你的双手。好了吗？愿神祝福你。
[印地语]
01:52:50
你要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你国家的名称。来自非洲？来自印度，对不起！

…大力，很大力。用力点，

很用力。，很用力，

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出尽你的力。用力点，用力点。…出尽你的力 …
01:55:05
来吧

…

你好吗

…

？为我洗脚。这一个，洗吧。你好吗？

用多点时间，明白吗?

...

你好吗？

我要见你。你会留在这里多久？

好，过来。

好，好，好。看，只看看生命能量。看看你的手。呀，好了吗?

好，你的姊妹已得到了。她已得到了。他也已得到了。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
01:57:01
那很好。告诉我你的名字，来自哪个国家。告诉我，好了用力地按，很用力，很用力，用力，这里，很大力，很大力。

…

好了吗？好

…

…

手向着我。好了吗?

太好了！愿神祝福你。来吧。他们已替我洗脚，但我要祝福小孩。呀！叫什么名字？

呀，看看他的眼睛？那是征兆。那是我，你看，是我的眼睛，你看到吗？可以给我一点水吗？ 叫什么名字？ …占娒士，呀？
[女瑜伽士︰你可以给他另一个名字吗？]
你可以叫他伊云。伊云，英文名字，好吗？印度名字…Gyanadev。他笑，他笑了！

你在笑，

Gyanadeva

–

Gyaneshwara(右根轮降世神祇)。愿神祝福你。他在笑，看 – 多么快乐！好了。让我们 .. 可以擦干我的脚吗？ [印地语]
你全都用吧，全都用吧。就这样，不用牛奶，迟一点才用牛奶。，
Sadkara. Sadkara. Sadkara.
02:04:57
现在念诵导师口诀，”Guru Brahma，Guru Vishnu…” 三次。
02:06:27
把毛巾给我。
02:06:45
慢慢来， 你要慢慢让气出来，明白吗？可以放下它，那么他们便可以做。丹尼尔，来，把这个放下，来吧，丹尼尔会帮你，你可
以写下记号，好吗？
02:08:18
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放些东西在那里。来吧！谢谢。来，来吧。

1982-0709, 混乱－精微的枷锁
View online.
混乱－精微的枷锁 英国伯明翰 1982年07月09日 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不知道想要什么，想求什么，也不知
道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确。混乱是需要的，没有混乱，我们就没有绝望，没有绝望，我们就不会去找寻。然而只有达到某种知觉状
态，或我们可以说，知觉到达一定的程度时，我们才能看出混乱。 在摩西降世的时代，绝望是不同的，他们想摆脱受奴役，他们
理解事物的方式不同，就是怎样遵从特定的模式去治理社会，从而令社会达到最大的效益。这曾经是一个紧急状况。当时的形势
对犹太人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很多世代都曾发生，他们到达某一境况，令他们感到极度的绝望，对人的奴役在
那时候是显而易见。在此之前，人们对奴役并没有感到不安，他们接受，并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到某一时刻，他们感到：「这是
奴役，我们不想再这样了。」接着一个领袖出现，把他们解放。 在现代，一种十分微妙的奴役，每天都在蚕食我们，它是那样的
自我毁灭，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我们就这样被摧毁。这种毁灭以很多方式运作，如果我们对真理毫不醒觉，创造的一切就可能
所剩无几了。 有些人为此大发言论。我遇见过来自联合国，来自大机构的很多大人物，他们谈论即将来临的毁灭，未来的冲击，
这将要发生。他们著书，大本大本的书。他们还谈论，坐在街上谈论，在酒吧里谈论，在聚会里谈论，却不明白它的意思。这种
毁灭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因为这种毁灭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我们的知觉已经到达一定的深度，若我们不联系上养育我
们的源头，这毁灭就会发生。 对很多人它是：「噢，忘记它，忘记它，我们走着瞧吧。」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好吧，忘记它
，什么毁灭？好吧，不要紧，明天我们等着看吧。」我看到有些人坐下来等，「噢，天啊，感谢神，有这个毁灭，这样所有都会
结束。哈！我们不用伤脑筋，感谢神，应允有这毁灭。」 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态度，都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创造已经成长
到最大限度，成长彰显为人类，人类是舞台上的演员。整个自然界一起来成就这件新事件。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就是你必须与上天连上，与整体连上，你必须明白自己的意义、自己的目的。若这能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在另一个世界了。 创造
你是为了这个原因，你生而为人是有目的。我们必须想想，所有科学家必定至少问过一次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创造人
类？从动物的阶段，为什么我们要到达这阶段，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在每个求道者的无意识中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
有如此多的求道者，所有求道者都在找寻为什么要在这里。有时，有些人在丰盛的物质中找到答案。就如现在的铁路罢工，无论
如何，这是对整体狭隘的见解，目光非常短浅。你们想要加薪，好，就加薪吧，然后又怎样？ 有些人谈论共产主义，我到过莫斯
科，我会再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我仍未有喜乐」。我不反对共产主义或民主主义。两者对我来说都是笑
话。你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只有在得到自觉后，你自然两者兼备，因为你无权成为资本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你没有投票权。你对自己一无所知，你要选什么？你看不见。除非有光，除非你能看见，不然你又如何投票？ 例如，我们投票
选某人，为什么要选他？「啊！他人很好。」好吧，他好在哪里？你如何知道他是个好人？你又怎样知道他不会是个坏人？你能
否说今天某人看来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不会向他周围发放蝎子和毒蛇呢？表面看来有美丽品格的人，可能是可怕的人。没有
绝对的方法可以评价人。所以我们该投谁人一票？若你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评价人，我就认为你仍要学习。因为除非你犯了很多错
，你不会承认「我不知道」，这是重点。一旦你说︰「我不知道，当我说他是好人，我不能肯定，我不能肯定这个人」。这就是
你到达的一点，当你不能肯定时，你就想知道某些事情是否是真实和诚实的。 我们对诚实，对每事每物的感觉是那么表面，非常
的表面。对我们来说，诚实是若你给我五英镑，我还你五英镑，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诚实。一切都是如此表面，因此我们永
远得不到满足，就算你多得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工资，你也不会快乐。向我这里拿取吧，物质不能为我们带来快乐，永远不能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物质，我们需要物质。物质就像装有甘露的杯子。如果你渴了，空的杯子解不了你的渴。它也许盛满黄
金，对你又有什么关系，什么不同呢？你要一些解渴的东西，除非你的渴解了，你不会快乐。这渴代表什么？就是你仍然不了解
自己。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渴。它来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无意
识在运作。 是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谁，有何值得自豪，有何伟大，拥有什么力量。它们全都内置在你内里。当你在进化中成长，
所有这些都在你内里好好的建立，都显现在这里，它们全都在这里。 实际上，你可以说我只是催化剂，像一支点亮的蜡烛。当这
支蜡烛接触到另一支已经准备好的蜡烛，便点亮了另一支蜡烛。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冠以一个科学大名，这个，那个，充上电的人
格等等。我就是不明白，对我这是非常简单，你们全都准备就绪。我只要接触你们，便能点亮你们，你们便得到光，当你接触别
人，别人也被点亮。 现在你可能会说：「母亲，怎会这样简单？」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这样说：「母亲，这是太简单了，怎么能这
样呢？」我就是不明白，我该怎么样？生出两个角或是什么令它变得复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这是生命的特征。
你有否见过花朵？种植花朵是多么简单，它自会生长，你只需一颗种子，跟着播种，它自会长成植物，就是这样简单。我们曾否
想过它如何生长，看来是很复杂的。若你开始想它，开始分析，你会变得疯狂。但它却是如此简单。. 同样，这种发生也是非常、
非常简单，它被称为霎哈嘉。霎哈嘉有双重意思。霎哈嘉是指既简单又与生俱来。霎哈嘉是简单的东西，因为你生下来已经具有
它。我的意思是你生来已有鼻子，好吧，这是很简单。用鼻子呼吸，你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按它，也不需要做任何事，它自会
呼吸。同样，你内在已有这程序，它就在那里。对我，它是绝对简单，对你们，一旦你得到了，也会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不明
白「它是很简单的」这种争论，为什么还要争论？假如你是这样吃东西（锡吕‧玛塔吉把手放到嘴上），为什么还要问「为何可以
如此简单的去吃？」它是很简单，因为它是维持生命的，它是那么重要，所有必不可少的事物都是很简单、容易运作的，就像呼

吸一样。为此，若你想做些特别的事情，就不可能呼吸了，有多少人能活下来呢？ 这简单的事情，简单的方法，是来自无所不在
神圣的力量，圣灵。这无所不在的神圣力量是Shakti(力量)，太初力量在成就它。我们有否意识到太初力量是如何运作，若没有，
我们有否看过花朵结成果实？谁在做这工作？不单一朵花，我们必定看过成千上万花朵结成果实，是谁做的？我们从未想过，我
们视它为理所当然。 所有活生生的事物都是神圣的力量所做的。人类不能做任何有生命的事情。他们做的都是已经死了或失去活
力的事。像罢工是没有生命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只是用已死的树木来做桌椅。你只会做死的事物，但没有生命的事物却控制我们
，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养成了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我们受死物控制，我们的灵，它是充满能量，是源头，是主宰，因此变得
静止。 这静止的力量，若因某种原因被唤醒，我们的注意力得到开悟，我们的注意力变得醒觉，我们变得不同，成为瑜伽士，与
神连合的人。为此，你不必奇装异服，你穿什么没有任何关系，梳什么发型，吃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是内在的，与外在的事物毫
无关系。 我们一切的想法，就算是慈善的，对别人友善，所有这些都是很表面的。当你变成这样，当你变得慈悲，变得有爱心，
你完全不需要告诉自己，也不需要争论。你只是变成这样，它只是在流动。慈悲在流动，在起作用。你不必争论，不必告诉自己
：「我必须慈悲，必须仁慈。」你就是变成这样。
我到过意大利，遇上三四个对霎哈嘉瑜伽士感兴趣的人，但他们却说「我们不想参加霎哈嘉瑜伽。」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抽烟。」 我说：「我从未告诉他们不要抽烟，从来没有。你可以问他们，我有没有说过？我从未有说「不要抽烟」
。你可以问问他们︰「你吸烟吗，或你已经戒烟了，或是你的母亲强迫你们不抽烟吗？」 他们说：「都不是。我们过去常常抽几
包烟，常常喝酒，吸毒上瘾，但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戒掉了，我们不知道怎会这样，就是这样简单。母亲从未告诉
我们，我们就是变得这样，还要说什么吗？」 我是说一旦你找到了，一旦你看见光，你就不会介意。假如你看见这里有一根绳子
，你也许会害怕，也许认为它是一条蛇，因为没有光，你看不到。你也许狼狈地跑掉，整个屋子也许一片混乱，但是一旦有光，
你会说：「哦，原来是根绳子。」好吧。 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因为你看见了。所有的压力都消失，所有的障碍都跨越了。一切的
不正常都消失了，你变成绝对正常、完全正常。这就是你需要成为的。比这个还要多得多，还不止此，你身体健康了，很多人的
病被治好了，他们一定告诉过你，癌症得到治愈。是真的，癌症得到治愈。很多疾病都得到治愈，心理疾病也得到治愈，即使你
到过恐怖的导师那里，也能把你治愈。 所有这些事情，并不是终结，只是救赎的一部分。你生理上、心理上和情绪上的一切问题
都得到救赎。还有，你取得力量，变成先知。「具有神性的人成为先知」，这是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曾经说过的。具有神性的
人成为先知，他们有力量使别人也成为先知。这就是征兆，他已给了你这个征兆。你成为先知—代表你有力量做所有这些。每个
人都能做到，小孩也能做到，甚至一个小奥林匹克选手都能做到。当你变成先知，你知道一切：你在做什么，你应怎样做，如何
提升灵量，如何跨越受感染的能量中心，如何保持它。你绝对能成为导师。 我们所说的先知，像威廉布莱克，他是个预言家，他
能预测未来，他提到的一切事情都会在霎哈嘉瑜伽发生，不容置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它。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疯子，他
们不相信他，当他谈及所有这些事情，耶路撒冷将会在英国牧草地建立时，没有人相信他。他们说：「一定是疯了」。时间到了
，耶路撒冷即将建立。英国的特别之处，他在几百年前已经看到，清晰的看到，看到整幅画面。但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他是先知
，没有人明白他说甚么。明白他的人也只是在学术上对他感兴趣，有些人真的感到他所说的、所描述的或许是某种真理。 你们超
越先知，对预测未来不感兴趣，却在当下。他们对他们描述的未来不享受，是现在此刻，你们成为自己的导师。所以这些伟大的
先知都有一个大问题。我最近与一位来自印度，很有学问的大使讨论，他告诉我最大的问题是，透过理性思维和解释，我们能走
多远？ 假如你说有无所不在的力量，他们说：「怎么样？我们如何能相信？这全是无稽之谈，证明给我们看吧。」透过争辩，你
当然证明不了什么，但透过体验，你也证明不了什么，所以他们都放弃。像商羯罗，在他到达某一点后，他写了Vivekananda Ch
oudhurani和所有这些契约，跟着他放弃，他开始描述母亲。他说：「我放弃。」就是这样，他们说他头脑愚蠢疯狂，因为他不再
研究哲学，却开始歌颂母亲，说︰「出了什么问题？」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圣经、古兰经和一切人们的思维中。你要么相信他们，
盲目的相信，不要质疑，只接受他们说的一切，变得狂热，互相残杀而死，这就可以了；要么你放弃，成为共产主义者，不相信
神。如果你还想头脑清醒，最好还是放弃所有这些宗教，你必须说︰「全是荒唐的。」 由于这些教堂，基督教是无望的；由于狂
热主义，伊斯兰教是一无事处；由于这个和那个原因，这是毫无用处的，印度教是另一种荒唐。因为在这个水平，它看来像这样
，在这一点上，它像这样，它是没有意义、荒谬的。人不会接受这种盲目的信仰。科学家说︰「盲目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登陆月
亮，所有的都是一样，哪里有什么？我们到了月球，从未见过有神，你在谈论神的什么？我们怎能相信有神？」 我们现在要证明
确实有神，我们要证明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确实存在，我们要证明在你内里的灵确实存在，这些都会得到证实，都会实现，争论
因此会停止。通过争论，人们不能成就到它，通过盲目的信仰，人们不能达到它，理性思维也不能带你到达它，这种情绪上的依
附也不能带你达到它，只有真实的体验才能带你到达那里。
实际上，实相是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里显现，是它才能令人信服，它却不是为信服而来。就算你不信服，神也不会在意。
就像有人说：「母亲，我们张贴广告，人们便知道你，知道你在这里。」
我说：「好了，好了。你已经告诉他们，讯息已经传递了，若他们来就很好。」 我们的工作，是通知大家。若他们来，若他们得
到自觉，就很好了。若他们进一步巩固自己，那就更好。我们为此都付出努力，但我们不能勉强别人，我们不能勉强别人，我们
不能用任何人为的方法令你留下印象。就像我们不能用马戏来宣传一样。你必须有敏锐度来明白其重要性，你纯粹的智慧必须告
诉自己这正是你要的。不然，我们不能伏在你的脚下说：「噢！请要吧。」我们不能恳求。我们也不能超越给你的自由。是你的
自由，你必须在你的荣光中升进，因为你是缩影，创造的缩影。

没有人能强迫你这样做，若你想进地狱，好吧，跑跳两步，便可以下去了。若你想进天堂，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处身于这个时代
，却意识不到他们是多么危险，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当人们在追寻，当霎哈嘉瑜伽正大规模地彰显，生
命的创造最重要的时刻就是今天。这是如此幸运的事情，就是你们是历世的求道者，全都聚集在这里，上天的祝福以霎哈嘉瑜伽
降临在你身上，因为上天也渴望显现。来到我面前的人有不同的层次，一些是很普通的，一些则是绝对初浅，那些初浅的人会说
：「母亲，我的工作怎么样？我已经申请了，或许这一次会好一点。」又或一些人会说：「母亲，我没有病，好吧，这样，那样
。」好吧，这样都可以成事。对那些高层次的人，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无论他们做了些什么，相信我，都完全得到宽恕，完全
不用感到内疚。在霎哈嘉瑜伽，第一个要说的口诀就是︰「母亲，我不感到内疚。」至少说三遍。 你们必须明白，你已经准备就
绪，你会因它而得到荣耀，你必须得到它。你不必说︰「我做过什么？我曾经犯了很多错。」不用这样。我在这里就像银行家，
我会兑现你的支票，你会得到它，毋庸置疑。你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在银行里，是吧？我却知道，所以你不用评价自己，留给我来
评价吧，这是我的判断。当事情发生，若你有纯粹的智慧，你会明白这是什么，你只需安顿下来接受它。 当然，你不用为此付钱
，我的意思是这是很荒唐的念头：「我们可以为此付钱，我们还要坐多久？应该有个组织。」你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组织，我们
不能组织神，我们不能组织这些事情。我们甚至没有会员制，没有这些。当然，我们会保留你的名单，因为若有任何活动，我们
可以通知你，那是另一回事。 此外，在霎哈嘉瑜伽，每个人都不会接触到全貌，不会接触到。他们首先得到自觉，然后会衡量他
们到达怎样的程度，渐渐地，当他们成长，会收到更高的真理。因为有时他们会感到震惊，要承受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
这是相当困难的。就像有次我告诉他们，基督的教导和克里希纳说的话是没有分别的。恰恰相反，克里希纳说你不会被毁灭，灵
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基督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所有印度教徒都想杀我，他们承受不了。但若我说了些关于克里希纳的事
情，所有基督教徒都会批评我，所以这是个大问题。你要明白，若你向他们谈论克里希纳，基督教徒就不喜欢；若你谈论基督，
印度教徒就不喜欢；若你谈论锡克教，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不喜欢，若你谈论穆罕默德，锡克教徒就不喜欢。 我来不是要取悦任
何人，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他们的真理：他们都是一体的，你们却像傻子和蠢人一样，互相争吵。他们之间没有分别，他们全是
一体的，绝对是一体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和谐和谅解，你是无法把他们分开。他们互相是那么的一体，就像月光与月亮，或阳光
与太阳。只是我们的无知才有这种对他们的批评，你在霎哈嘉瑜伽就会明白。 透过灵量而取得的知觉提升会证实这一点。无论我
说什么，都能以科学来证明，因为当灵量升起，它便会停止，你必须祛除虚幻的想法，不然，它不会升起。你渐渐认识到我说的
都是真理。我说有关穆罕默德的都是真理，你会了解到。我们已经有够多的争吵，够多的荒唐事情。看看现在什么在发生，以色
列在屠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及所有这些。你认为藉由杀害他们，能否到达神呢？

所有这些错误的想法都要去除，我们

必须成为宇宙的存在体，要成为，你要成为这样。不管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还是什么，当你成为宇宙存在体时，你
就能在指掌上感知他的状况。基督说过︰「你的手会讲话，你的手会讲话。」我们不必质疑任何经典，我们要着眼于它描述的内
在的光，这个把我们分离，实际上却是令我们连合的因素。多样化在我们内里得到美丽的整合，只有藉由提升灵量才能看到，没
有其他的途径，因为当灵量升起，整合发生，你才能真实体验到它。 我希望你明白我说的话。争论是不会给你自觉的—它必须要
发生。没有关系，你也许是皇太子，也许是国王，也许是任何身份，都没有任何分别。这是你个人必须经历体验的，是你内在的
母亲，是我谈论的鲁哈(Ruh)。只透过仪式你是不能到达神，你必须与神连上。对那些明白和知道其重要的人，一定有一种真理我
们可以实现，是所有宗教和经典中曾经应许的，它必定会发生。 愿神祝福你们！ 若可以的话，我想回答一些问题，我会尽量回答
，请提问。我要再次说，很抱歉来晚了，你们也知道交通很堵塞。是的，请问吧。
问题：可否比较一下霎哈嘉瑜伽与哈达瑜伽(Hatha yoga)和王瑜伽(Raja yoga)的分别？ 锡吕‧玛塔吉回答：「哦，我告诉你，谢谢
你，这是个好问题。关于哈达瑜伽和王瑜伽，我不太明白现代的哈达瑜伽。但是帕坦迦利(Patanjali Shastras)写了「Ha Tha」。
「Ha」和「Tha」正是你们的两条经脉，一定跟你们说过。还有Ashtangas，根据作者帕坦迦利，是指哈达瑜伽的八个不同面向
。最重要的是太初，第一个是Ishwara Prahnidhana，意思是在你内里建立神性。现在我们做的，却是这种像杂技的东西，我们对
神没有概念，从不谈论神，忘记有神，你们只是坐下，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只想成为演员而不想成为瑜伽士，这是不同类的。Ish
whara

prahnidhana指出你首先要得到自觉。这八部其中之一就是Yama

Niyama。在Niyama中，只有一项是身体锻练，当然，要看灵量的位置。 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运用哈达瑜伽。假如灵量因身体
出问题停在某个能量中心，我们可以做某些姿势(asanas)或某些练习动作，这又是另一回事。现代的哈达瑜伽就像这样：假设我
要从伦敦到伯明翰，好吧，我没有开动我的车，没有，只把它向左或右转，静止的，我以为已经到了伯明翰。我只有地图，就转
右转左。更甚的是，就像我们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却吞下所有药。这是毫无辨别能力。这些老师没有一个有自觉，他们怎能明白
哈达瑜伽的重要？我就是不明白。 在印度，灵性导师是有自觉的灵。他可以是穆斯林，可以是印度教徒，也可以是任何人。但首
先，他必须是有自觉的灵。婆罗门是有自觉的灵。这些日子婆罗门可以是烧饭的人，今天的哈达瑜伽是非常表面。 王瑜伽就是…
…现在你们明白哈达瑜伽是什么。哈达瑜伽源于霎哈嘉瑜伽，它得到巩固，但哈达瑜伽只是辅助的，我们需要时才用它，需要它
那一部分才用那一部。第二部分是王瑜伽。人们对王瑜伽是另一个误解。当灵量升起，你一定看到很惊人的事情在发生，灵量向
上升。地心吸力不起作用，它向上移动。 要这样发生，一定有某种事情发生。就如当它上升，忽然你看到，当它通过第二个能量
中心，它在增大，灵量因此不会下跌，这是被称为bhandas。这bhandas，当你看到增长，你可以说它在关闭，跟着它升得更高，
开始关闭这些。它穿过喉轮，在这里所有的能量都在起作用。 当Kachari起作用，舌头微微舔这里。你不会感到什么，因为它发生
得太快，快得你感觉不到它。我的意思是我不能给你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使你说：「协和式超音速喷射客机(Concorde)」，我

的意思是你的确有点感觉。假设你坐飞机，你刚登机，你就在那里。一瞬间，灵量冲上去，所以你感觉不到。就像地球是那么大
，你看不见它是圆的，你能看到的周长是如此的小，因此你看不出它是圆的。 同样，霎哈嘉瑜伽是一种快捷提升灵量的方法，我
是说没有其他方法能这样。我应该说，霎哈嘉瑜伽是如此的快，你感觉不到什么，它的确发生了，你的瞳孔扩大。我曾经见过被
称为王瑜伽士的疯狂的人，他们甚至在眼睛里放阿托品(药物)以放大瞳孔，因为有人说瞳孔必须扩大。他们还把舌头割下来并往后
推。以往有一个在美国的人，常常割去人的舌头并且摇摆他们的舌头，就算是现在，还有人受这个大导师的影响，仍然这样摆动
他们的舌头，并且常常把他们的舌头往后推。 你难道认为我们能藉由这些伎俩来提升灵量？有些人坚持己见。什么也不需要做，
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毫不费力，是在神爱的关怀中。为什么你要毫无理由下折断自己的脖子？有什么需要这样做？我首先会想
︰「像孩子那样，你要明白，当他们想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留下印象，他们就会发脾气，你明白吗，只为吸引母亲的注意。」我想
现在他们会很严肃的对待它，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你会到达这程度，你明白吗，它破坏你的轮穴，它破坏你成为好的霎嘉哈嘉瑜
伽士或坏的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很快的得到自觉而且稳定下来，并能掌握它，成长得很快。轮穴受损的人却需要很多关
注，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善，去照顾他们。

当你得到自觉后，所有的这些想法都会得到澄清，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

问题：《薄伽梵歌》和帕坦迦利的《瑜伽八部》对我们有帮助吗？ 锡吕‧玛塔吉回答：八部？没有帮助，除非你得到自觉，我是在
说，就像在你开动车子前，你只向右或向左移动，跟着才开动你的车，这是否有助你到达伯明翰？这是浪费。首先，我的意思是
，你可能已经损坏了车轮，没有什么需要担心，我必须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看，我没有
责备任何人，也没有坏感觉。因为毕竟你们都是求道者，你们都知道，你们是求道者。你们怎么知道呢？你们全是求道者。你们
怎么知道的呢？这些人写了很多书。写书是很容易的，是吗？这些日子，这是什么？假如你有钱，就能写任何的书，出版任何书
，无论你想写什么也可以。写书需要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我没写过任何东西。有些人写关于我和关于霎哈嘉瑜伽，这是另一
回事。到目前为止，我没写过什么。基督没有写过什么，克里希纳从未写过什么，罗摩也从未写过什么。 我想我必须要写，写一
点东西，人们就会说：「母亲，这超出我们的理解，母亲，因为只要阅读它，我们就会变得无思虑，那么该怎么办呢？」好吧，
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五分钟，就是那样。是的？
问题：当我们连上了，我们能否向神提问？ 锡吕‧玛塔吉回答：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现在我明白，因为你连上了。你把双
手朝向神，说：「有神存在吗？」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巨大的生命能量就会流动起来，不仅如此，你还想问……例如，关于你自
己的父亲，他怎么了？假如他不在这里，你这里会有点灼热的感觉，这是他的能量中心，马上你就会知道他那个能量中心受感染
，如果你知道解码方法，你马上知道他那里出问题。同样，你也能知道每个人的问题，不单有关神，有关你自己，还有关其他人
。这就是「成为集体意识」，你成为宇宙的存在体。

问题：我们能否看见神……[音频丢失]

锡吕‧玛塔吉回答：不是看见神，这不是今天的要点。因为看见并不是存有。你明白两者的分别吗？现在你是，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毕。 锡吕‧玛塔吉︰你是毕先生。毕先生，你能看见你自己吗？当你是毕先生时，你看不到自己。当你成为神的一部分时，
你什么也看不见。但你可以作出行动。看见是被分隔了。 问题：你是说变得与神合一？ 锡吕‧玛塔吉回答：是的，这就是重点，
你变得与神合一、与太初存在体合一。你成为，你成为祂的力量，或成为祂的工具。你没有陷入教条中，因为你明白，或许已经
有「你是否成为祂的工具或祂成为你的工具」这些争论，所以我不想掉进这个陷阱里，我要说的是你开始感到这能量，可以这样
说，你成为灵。这就是为什么，你是知道的，佛陀从来不谈论神。他说︰「最好不要谈论神，不然很多问题会出现，最好说你会
成为灵，就这样吧。先让他们成为灵，然后再说。」 还有其他问题吗？ 问题：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灵魂吗？ 锡吕‧玛塔吉回答：
什么？灵魂？你为什么想看见灵魂？他们存在，毫无疑问，但我们与它们毫无关系。它们是过去，已经完结了，已经离开了，为
什么还对他们费心？当然，我是说他们仍在那里，可以怎样做？他们是非常麻烦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所有这些导师
都在利用他们，已经过去了，就在这里。 问题：有没有你称为……。 锡吕‧玛塔吉回答：好的灵魂？不！不！我们不应该与他们
有任何联系，因为你是活在现在。不管他们是好是坏，都与我们毫无关连。你如何知道谁是好，谁是坏？一旦你容许好人进来，
疯子也会进来，你又如何知道？所以最好不要让他们进来。你最好还是独自一个人。你会慢慢知道他们，并且惊讶于你怎会知道
避开这些人。

问题：[同一个听众提的听不清的问题]灵量？

锡吕‧玛塔吉回答：[对着瑜伽练习者说]。他们没有告诉你是什么吗？你没有说吗？
瑜伽练习者回答︰我们有提到，我们的解释与你的解释不同，是什么？ 问题：[问题听不清……某种能量……?] 锡吕‧玛塔吉回答
：是的，是能量。是我们欲望的能量，还未彰显的能量。是还未在我们内里彰显的欲望？是要成为上天的欲望。这个能量一旦彰
显，这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剩余的意思，然后这个欲望便会彰显出来。 问题︰这能量是你创造和想象出来的吗？ 锡吕‧玛塔吉回答
：不，不，不，不！它已存在。它就在这里，不是想象，你没有做任何事。它就在这里，就像种子发芽一样，它存在着。你不必
，你什么也不知道，想象的事情！不是。它确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跳动，你可以看到它在跳动，看到它在升起。你可以感觉到
你头顶上的跳动，你可以看到它打破这……你可以看到凉风从你的头顶走出来，真正的洗礼在发生，都在这里，全都在这里。完
全不需要想象，不是思维的。透过思维，你做不到。若你思考，就如一颗种子，若你只是想象种子发芽，它能发芽吗？不能，它
总会发芽的。同样，它总会发生，这是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

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欲望，它会否渐渐来到？

锡吕‧玛塔吉回答：什么？ 问题：若我们有这欲望却意识不到，这欲望会否无论如何也会渐渐来到我们身上？ 锡吕‧玛塔吉回答：
会，好。这个欲望只能藉由唤醒灵量才会显现。当然，这欲望本已存在，在无意识中，它存在着。渐渐它变成一个很有意识的欲
望。然后你追寻它，追逐它，但它却只有在灵量升起，穿过你的脑囟时，才会彰显。 问题：如何激发这个能量？ 锡吕‧玛塔吉回

答：什么激发？它就是得到激发，我想我有些特殊，你也变成同样特殊的人，你能做到。就像我告诉你︰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一
样。 问题：他说你说过哈达瑜伽是肢体瑜伽，王瑜伽是心理瑜伽，你能否介绍这瑜伽的过程吗？ 锡吕‧玛塔吉回答：啊。不、不
，我不是说那是运动，我们用它来锻炼身体。王瑜伽既不是运动瑜伽也不是心理瑜伽。所有这些都是霎哈嘉瑜伽的一部分，是自
自然然的发生。这灵量是我们体内的残余力量、欲望的力量，它自动解开，少部分的几丝线开始跳动升起，你也可以看到它升起
。她渐渐向上移动，唤醒这些能量中心，打开最后的能量中心，这里的第七个能量中心，住在心轮的灵就得到唤醒，因为灵的宝
座是在你的头顶。好吗？ 没有问题？好吧，我想我们应该先得到它。你说什么？最好还是得到它。好吧。只要这样张开你的双手
，非常简单因为手会说话。这些手指，指尖是交感神经系统中敏感的感觉器官。如果你这样张开双手朝向我，就像这样并且双脚
踏在地上，完全接触大地，把双脚分开不合在一起，不要距离太远，舒服的坐着。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 现在把右手放在心脏的
位置，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问：「母亲，我是灵吗？」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你必须闭好眼睛。只问这个问题：「母亲，我是
灵吗？」单单问这个问题，要真诚地问，你们有人会感到双手有清凉的微风冒出。意思是现在你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体、精神和情
绪上，突然灵来扮演一切。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没有罪的，请在思想上完全不要有内疚。反之你要说，「母亲，我没有内疚感，母
亲，我没有内疚感，母亲，我没有内疚感。」你绝对不要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他们也许告诉你，你犯了罪，忘记它吧，忘记所
有这些。贬低人是经常发生的。告诉你这些的人自己一定是有罪的，不相信任何人。现在把右手横放在左边脖子说︰「母亲，我
没有内疚感。」 现在同一只手横放在前额说︰「母亲，我宽恕所有的人。」一遍一遍重复说，只要说，「我宽恕所有的人。」不
宽恕就有很大的压力。

1982-0710, 根轮、腹轮、脐轮、幻海
View online.
根轮、腹轮、脐轮、幻海 英国德比 1982年7月10日 很感谢德比郡和伯明翰的霎哈嘉瑜伽士给我这个机会，向这里的求道者讲话
。现代的求道者是很特别的。我们以前从未有过求道者，即使有也不太多。一直以来都有人追求金钱，追求金钱的人现在仍然很
多；有人不断的追求权力，却很少人追求这种像珍珠般珍贵的神的祝福。原因是人类的意识，集体的意识并未认为他们有能力或
需要去追寻。 但在今天却有一个美丽的组合，一些高素质的求道者在这个地球出生，有很多人正在追寻；不单只有一两个人坐在
山顶上、洞穴里或其他地方尝试入静，而是很多人在追寻。有些人对自己，对自己所拥有的都不满意，他们认为必定有某些超越
他们的事物；有些人仍未找到生命的意义；有些人要找寻生命的目的；有些人感到必定有某些比他们更高的东西，所有这些人都
是求道者，不单是现世，而是数千年来已是求道者。 在基督的年代，我可以说是没有求道者。因为即使是基督的门徒，都是被迫
成为门徒，基督要把他们找出来，并向他们讲述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说，现在是人类创造史上十分重要的时刻，因为有很多求
道者。 今天求道者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要追寻什么，完全不知道自己追寻什么，怎样去寻找，期待些什么。他们正要进入一个
不认识的领域，这领域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这个陌生的领域，很多人都曾经描述过。每个人都说：「我能把你想要的东西带给
你。」另一个人说：「我能做到。」很自然的混乱便会产生。现代是混乱的时代，极大的混乱。当混乱出现，我们只能找出答案
，确定的答案，一次解决所有问题。人类的脑袋从未有像今天那么混乱，是非对错，从未试过这么混乱。任何错事他们都去做，
明知自己在做着错事。如果他们是好人，会说︰「好吧，这是好的，我们只做好事。」虽然每个人都能分辨对错，他们或许仍会
做错事。可是今天却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 除了对和错，还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对错的。你必须认识自己，因为这个
知觉状态是内在的，我们不认识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绝对。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每个人好像都能意识到，也许在潜意识里
，或在无意识里，但肯定的是每个人都感到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是一种诚实的，崇高的感觉，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多一点。 当我们
说「认识」，我们以为就像我说：「我不认识德比郡，我从未到过那里。」什么意思呢？「我不认识德比郡。」我不认识德比郡
些什么？我可以从书本中读到它，我可以找出，我可以了解德比郡的全部历史，我可以找出那里谁能制造漂亮的瓷器，我可以找
出他们全部的历史；所有有关德比郡的我都可以从书本中读来。然而，为什么我还说：「我完全不认识德比郡。」因为我从未到
过德比郡。我未到过那里；未有到过这一带；未有见过这个地方；未有到访过它；未有任何在这个地方的经验，所以，我不认识
它。我们现在的处境正就是这样。 我们的处境是我们不认识上天。我们读过它，听过它，很多人写过它。当他们知道有人想认识
上天，有关的书籍便会出现，一本接一本，他们写了数千本书籍。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这是没法知道的，因为我们根本不是
真正的认识。假设有人说：「贝德福公爵生于德比郡。」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知道，除非我遇到来自贝德福而又知道贝德福公爵
的人。同样，我们对上天的知识是很混乱。这不是知识，从来不是知识。 我们对知识的概念是知识能为我们的疑问提供理性的答
案，我们能透过聪明才智理解知识。可是这个领域却是超越智能、超越理性的。超越一切有限的就是无限。这个无限的领域只能
靠你们的感知能力去体验出来。我们要认识的是非常微妙的东西。该怎样去认识事物，是透过我们感知的体验吧？不是一种体验
，像他们突然见到光，这是体验¾我的意思是你经常看到光，这是多么伟大的啊！人们突然见到光在闪动就感觉到它，这并不怎
样伟大。光必定从某处而来；或者它对你没有任何用处，你只是体验了。所以你要知道，看见并不等同体验。就如一条狗看见这
仪器，它能对这仪器有什么认识？它只是看见它。 知觉，人类的知觉远比动物的知觉包含更多伟大的东西。例如，动物没有对美
的感知能力，也没有对清洁的感知能力。这些感知能力人类天生已经拥有，他们可以感觉到它，可以在中枢神经系统感觉到它。
因此，你的所有知觉都是透过中枢神经系统感觉到。这不是想象而来，也不是理性推论而来。「噢！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这样。知识应该是透过你的感觉而来。就像我可以感觉热和冷，可是一块石头却不会有任何感觉。 同样，你应该是透过中枢
神经系统去感觉。即是你的感知能力要掌管一切；你的感知要到达一个新面向；你的知觉要到达一个新面向。一切其他的经验对
你的进化并没有意义。如果你看看进化的过程，是感知能力在改善，接收更多更好的面向。当你成为人类，当你的知觉状态准备
好接收宇宙存在体的感知，集体存在体的感知时，这些面向便发挥至极点，你便成为集体的存在体。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这个在你
们内在的东西，我们处于什么位置。实际上，你们不应视我的话为理所当然，也不应否定我所说的。就像进一所新大学，我们要
聆听和尝试了解教授的讲话。假如他提出一个假设，你便要判断这个假设，看看它是否可行。如果它是真的，你便称它为定律。
同样，我们进入这个新的认知前先要了解它，而不是否定它。如果它是真的，我们便要相信。不应盲目的相信霎哈嘉瑜伽，盲目
的相信是于事无补，但亦不应该否定它，要采取正面的态度，把我的话当作是假设，无论我告诉你什么，你不需要马上接受它为
真理。 是时候我要向你们证明真理，真理是可以验证的。验证有神的时候到了。要去证明，不是我长篇大论地演讲或带你们到法
庭或类似的事情去证明。我能怎样证明它呢？就在你们的知觉中。感应全能的神是你们的知觉的绝对体验。是时候去验证经典、
所有经文，是时候去验证你与神连上，你与祂的关系，你与太初存在体的关系。无论你称呼祂是「神」或是什么，对神是毫无分
别的。无论你称呼祂什么名字，神就是存在。神不是你想象那样，也不是你了解或知道的那样，神就是神。除非你感觉到祂，你
不会相信有祂。就算你在某些情况下相信祂，这只是盲目的相信。对任何理性的人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人迟早也会谴责自己这种
盲目的相信。 正如我所说，感知能力透过不同阶段的升进，在我们内在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它就像写在我们内里的历史：我们
怎样成为人类，怎样分为不同的阶段。首先，在碳原子的阶段，我们变成活生生的，死的变成活生生的，它是安置在这位置，潜

藏在三角骨内，我们称为灵量的大能。这个大能正是圣经里被描述为生命之树的力量：「我会以火舌在你的面前出现。」可是圣
经是很精微的，它没法解释这种富象征性意义的东西。除非你有新的感知能力，或有生命能量的知觉，否则这是没法解释的。 这
个力量是我们内里欲望的力量，是最终的、唯一的、真正的欲望。其他欲望变得一无事处。你看看富裕的国家，人们得到财富；
他们很富有，却不快乐。在十分富裕的国家如瑞典和瑞士，人们互相竞争。有多少年青人自杀？我最近知道瑞士人比较富裕，但
相比瑞典的年轻人，更多瑞士人自杀。 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富足是我们的欲望，那不是真正的欲望，因为当我们得到财富，我
们应该是很快乐和喜悦才对，但却不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个别的需求或许得到满足，可是一般来说，需求是永远得不到满足
。即是说物质是不能满足你们的需求。我们需要些什么，我们追寻的是隐藏在这个力量里，就是追寻与神合一、瑜伽、与神连上
。我们称之为洗礼。在可兰经叫作“pir”，你要成为“pir”¾即重生。不同的语言都有描述它，一切经典里描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如
果你尝试了解它的意思，你会很惊讶它们说的都是相同的东西。 有人可能说︰「母亲，或许有其他方法，其他成就它的方法。」
不会有其他方法，因为自你成为碳原子开始，它已在你内里运作了数千年，是大自然安排它在你内里。就像有人说，种子要以别
的方法发芽生长，种子是没法以别的方法发芽生长；种子有胚芽而胚芽必须得到唤醒，这是唯一令种子发芽的方法。同样，它会
在你们身上成就。这个力量必须在你们内里受震动，在你们内里被唤醒。如果它在你们内里被唤醒，它会升起。这个力量是什么
？它是要与灵合一，它知道必须与上天合一。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欲望，我们应说，其他欲望与这欲望有何关连？是这样的，我们
必须说：「我来德比郡是要与你们见面。」我老远而来，来到伦敦市政厅，来到这里，却见不到你们。因为见不到你们，我这个
旅程是白费的，不管如何，这个旅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同样，所有其他欲望只是为了实现这个欲望¾这个最终的欲望¾就是与
上天连上。 很多关于灵量的事情可以说，我已经讲述灵量数百次。若要对它有多一点了解，你要来霎哈嘉瑜伽，那么你便会对灵
量有更多的认识。我刚才只简单地告诉你们什么是灵量，它怎样被安置在这里。 在此之上，是第二个……其实我们把第二个能量
中心当作第三个能量中心，它是力量……我可以说这个能量中心令我们有追寻。这个称为脐轮的能量中心是掌管我们的追寻。当
我们还在动物的阶段，我们凭腹部的感觉去追求食物。当我们成为人类，我们会很惊讶我们也是通过腹部去追求金钱。我们或许
有点分心，但最终我们甚至通过腹部去追寻神。 我们要跨越包围腹部的领域，这个领域代表导师。所有原始宗师像摩西和苏格拉
底都是在这个领域出生。有十位原始宗师降世，祂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该做些什么。基本上他们是来教导我们如何平
衡自己，好使我们能升进。 所有伟大的先知或原始的存在体，他们都是导师，他们来是要告诉我们，假如你太偏向左边，或太偏
向右边，你的持守(sustenance)，你作为人类的质量便会下降。作为人类，你必须持守某些法则。这个能量中心渐渐显露你从动
物发展到高等动物，然后到人类应该持守的质量，它令我们意识到我们内在拥有这些持守，我们内在的律法就是这样来的。圣经
的十诫正是我们内在的十个持守。有十位降世的灵性导师，令人类不会偏离中道，既不偏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 左脉代表情感，
也是愿望的力量。情感令我们有潜意识，超越潜意识的是集体潜意识。在右边的是行动的力量。我们的愿望是以行动来实现，这
个行动的力量让我们有未来，还维持我们的身体和思维的活动。因此，我们的头部发展出一个叫「自我」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
我，不用害怕。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时，我们感到这是「我」做的，这其实是幻象，尽管如此，我们仍继续这幻象，因为我们还未
看到实相。 另一个在我们内里左边的力量令我们受别人的宰制，亦使我们有过去，还有是它是我们的情感活动的副产品，这东西
像气球，称为「超我」。自我和超我在头部汇合。当你成长，你头顶近脑囟的地方会钙化，你小时侯头顶柔软会跳动的位置因此
被完全遮盖。你会发展出「我」这个观念；你成为甲先生、乙先生、丙先生等等。你拥有自由，你有自由成为甲先生、乙先生或
丙先生。 之后，你开始运用第二个能量中心。这是创造力和行动的能量中心。动物是没有自我的。当然，如果它们与人类一起生
活，可能发展出自我。否则，它们是完全没有自我的。如果你犯错，你会感到难受，感到内疚。动物却从不内疚，因为它们天生
是以杀害其他动物作为粮食。所以它们从不内疚。只有人类会说：「啊，我不应这样说，不应这样做。」只有人类会感到内疚，
亦只有人类才会支配别人。 当我们思考，想及未来，开始计划，第二个能量中心便会运作。你的身体……﹝灯太多了，能否关掉它
，最好把灯关掉，太多了，我在忍受，太多了。﹞当你思考，思考需要能量。你把腹部的脂肪细胞转化成能量，提供脑袋使用。当
脂肪细胞转化时，这个可怜的能量中心要很努力的工作。当你思考，这能量中心便要运作；它要非常非常辛劳地只做一项工作，
就是向脑袋提供脂肪细胞。 （这儿有太多灯了，可以把它们关掉吗？这盏灯，不、不、不、不、这三盏灯……谢谢……这里仍然
，请关掉这三盏灯，这样好一点。不，是这三盏，三盏太多了，不需要它们，这三盏，这是什么？他们能看到我，你们看到我吗
？它好像向我发射。） 这个称为腹轮的能量中心是负责给你将来，给你能量思考将来，计划将来，也给你能量做体力劳动和运动
。这可怜的能量中心只能做一项工作，就是转化脂肪供应脑袋使用。如果一个需要负责多项工作的能量中心只能做一项工作，它
便会忽略其他工作。结果问题便会产生；它其实还需要照顾肝脏、胰脏、肾脏和脾脏，一旦它只能做一项工作，只安排一项工作
而不能做其他的工作，你们的肝脏便会出毛病，会有糖尿病、肾病和血压的问题。而且还会患上血癌这种严重的疾病。 霎哈嘉瑜
伽可以医治所有这些毛病。这只是肉身的毛病，它可以治好身体的毛病，当这能量中心回复正常的状态，假如能量中心能正常地
运作，你们可以轻而易举治愈所有因为过度活动、过多思考和过多想象而产生的疾病。经常想及将来是非常危险的。 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很舒服地谈天说地，可是如果我想：「我明天要到那里，回家后要做些什么，要弄些什么菜，要吃些什么
或怎样去乘火车。」这些未来取向的行为使你变得可笑，变得未来取向，甚至忘记过去。 我遇过一个男士，他甚至忘记自己的名
字，忘记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更甚的是他忘记了妻子的名字，令他的妻子很沮丧，她因此哭诉：「该怎么办？他什么都忘
记了。」他正处身于未来的地带，只知道未来。需要把他带回中道，那么他便会慢慢回复记忆。他告诉我他是印度一个很大区域
的议会主席。他说他就是这样，他说︰「不，我是。」我说︰「很好，你好转了。现在你已懂说「我是」﹝I am﹞。」 这正是未来取

向的社会正在发生和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来减低它的影响。例如你可展示从前的照片和类似的东西，但这
样做不能把过去带回来，过去已经飞逝。 唯有唤醒灵量才能把问题解决。当灵量被唤醒，她开悟了能量中心，使它回复正常，回
复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况。除此之外，它还取得充足的活力，彰显出它的质量。照顾我们的注意力的能量中心得到开悟，我们
的注意力也得到开悟。被开悟的注意力变得活力充沛。只要坐在这里，你便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人身上，只需运用注意力，什
么也不需要做。只要放注意力在那个人身上，你便能在指尖上知道这人出了什么问题，即使他在千里之外。当尼信遇上麻烦，突
然间，我也不知道怎样，我说：「尼信现在怎么样？」他们说：｢妈妈，他正一团糟。｣ 基督曾说：｢你的双手会说话。｣时候来了
，简单的一双手，却是那么精密，它的神经末稍是那么的细微，我们都不能了解它们能告诉我们多少事情，可以到怎样的程度。
当灵量被唤醒，你开始感觉到四周的生命能量，感觉到你从未感到的无所不在的能量，这都是透过你的指尖。这些指尖是你以前
忽略的、误用的，或是用作错误的事情。这些指尖得到启发，你开始感觉到它们。那就是我所说的︰你要取得受启发的感知能力
，要彰显你的感知能力。那就是你如何开始感觉你的手指：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你知道哪里出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与你的
能量中心有关。这是第五，第六和第七能量中心。七个在左边，七个在右边。这是与你的情绪有关；而这是与你的右边、你的身
体、你的理性或我们称为精神有关。 因此你只凭感觉那个人的热力，他有没有发烫，你的手指有没有感到麻痹，感到沉重而知道
这个人的状态。你与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交流，它告诉你讯息。这些讯息是那么的准确，即使你有十个有自觉的儿女¾现在很多
孩子是天生有自觉的¾我们并不了解孩子，但确有很多伟大的孩子在现在出生，因为时候到了。这是审判的时候；复活的时候；
是所有经典曾经描述的时候。因此伟大的人出生。如果你蒙着这些孩子的眼睛，再问他们坐在他们面前的人有什么问题，他们会
竖起同一根手指，即使他们的眼睛是蒙着的，背向那个人，他们全部会竖起同一根手指。他们会收起双手说，他们是那么好，孩
子是那么好。 你要明白，当他们把手指放进嘴巴里，我们有时候会想……弗罗伊德，他是个很肤浅的人；他并不怎样认识神，并
不认识关乎生命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得很少。他说这全是关乎性，他只有性的论点(sex point)，他想每个人都是一个性的
论点，而不是人。这个人无论在说什么……真理是与性毫不相干。就是这样孩子感到手指头发热，他们真的感觉到，因此他们把
手指放进嘴巴里。我见过很小的孩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来自英国……来自伦敦，另一个来自另一个地方……如果你问他们，他们
会马上告诉你哪里有阻塞，那个轮穴有阻塞。你不能愚弄孩子。他们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
你的感知能力受到开悟，有交感神经末梢的双手会告诉你。现在我们透过中枢神经系统既能感应别人又能感应自己。
假设你坐在这里，我问你：「你出了什么问题？」你会说︰「不知道，究竟我出了什么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我却或许能告诉
你你那里出问题。如果你去见医生，他会说︰「是，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怎会知道？」你不用做任何身体检查，那些病理上的检
查，把你的牙齿，你的眼睛彻底的检查。检查完后，他们会告诉你，你是最健康的人。你不用经历这些可怕的检查，不用浪费任
何金钱去做这些令人沮丧的检查。只要摊开双手，自会知道自己的问题。霎哈嘉瑜伽士亦会告诉你：这是你的问题，你可以这样
把毛病治好。 现在时候到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时刻。透过霎哈嘉瑜伽，我们已经治愈许多癌症的病人，很多血癌的病人。最近有
个在纽约的女霎哈嘉瑜伽士，她治愈了一个血癌病人。这个男孩快要死了，医生们都宣布他快死了。他们宣布男孩只剩下十五天
寿命，他要死了。除了这个宣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做了。这个可怜的男孩，经历种种治疗，他来自印度，耗尽所有金钱，最后
只得到一张证书，证明他只能活十五天。 有人找我，我告诉他们去找一个在纽约的女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告诉我关于这男孩的事
，他的名字叫华夫，还未到十六岁，得了血癌。这个男孩不单痊愈了，还到过伦敦探望我，他现在已经回家。 这看来是很奇妙，
一个不是医生，没有医科背景的人也可以医治别人？在医学和所有这些之外，是精微的力量，是一切事物的源头，这就是上天的
力量。如果你成为这力量的主人，或你懂得怎样处理它，你便可以医治任何人。这些日子不是我在治疗人，而是我的信徒。我也
不知道有多少人，华伦医生透过霎哈嘉瑜伽医治他们，这并不是医学。就连他自己也无法估计究竟治疗过多少病人。 所以整个系
统将会改变。你要成为自己的导师，自己力量的导师，你会把所有力量释放出来。当我们说有些灵性导师有治病的能力，有些灵
性导师能停止可怕的疾病扩散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我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总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怎会是这样？我
们怎能相信？我们以为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但当你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你会感到很惊讶。 有一次我乘船，遇上船长
，我给了他自觉。刚巧一个船员被困冷藏库，快窒息了，他同时患上肺炎。当然，我有些地位，因为我丈夫是这船公司的主席，
所以船长没有叫我到现场，他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我跟他说：「好吧，你不想我到现场，那么你最好自己走一趟。不要发任
何求救信号或叫任何医生来。只要将你的手放在他的胸膛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结果船员的肺炎马上痊愈，连船长都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在你身上。 现
在你已经成为这样，接受它吧！你要取得这个力量，不论赋予你的是什么：梵文说︰「viraj」，是取用的意思。就算你……有人
把王权给你，如果你不懂如何运用，也不相信自己已拥有王权，就像一个乞丐，如果你把王座给他，他仍会向人索取金钱，向别
人伸手说：「给我五个卢比，给我五个卢比。」除非你运用这个力量，你仍不能肯定你已经取得它。这点对西方人来说特别难明
白，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自己已经拥有这力量，他们就是不相信。你告诉他们，他们却说：「怎么可能？」但这却是事实。 打个比
喻，这件仪器，如果你带它到村庄告诉村民：「这东西能把你的声音传播四周。」又或你给他们带来一部电视机，告诉他们能从
电视里欣赏各种电影，能看到话剧、戏剧或音乐之类等，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会说：「这个箱子？只是个普通的木箱！」当
你将它驳上电源，它就能启动。 同样，你觉得人类是很普通、很平凡的，我们只视这为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光
辉、多伟大，我们亦不知道神创造我们有多困难，花了多少关怀、多少爱。祂只为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想把祂所有的力量赐予
我们，祂想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享受祂的祝福、祂的爱。我们就是无法相信，我们对自己，对社会，对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感

到泄气，感到厌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是必须发生。你只要连上电源，它自会运作，它已令成千上万的事情发生，也
能在你身上发生。 有些人有些荒谬的想法，认为一切都能用钱买来的。但你怎能付钱购买生命力？你曾否付钱购买过生命？例如
，你能否付钱令花朵变成果实？你能否付钱给花朵：「好吧！我给你一英镑，结个果实给我吧！」能这样吗？这是十分荒唐无稽
，你不能付钱购买神，不能付钱购买活生生的经验，更不能付钱购买进化。它是自自然然的，就在我们的内里，它自会成就。 我
们对金钱很了解，但却不明白什么是免费的，虽然我们得到许多免费的东西。我们得到很多免费的东西，却仍不明白它们的重要
，因为我们视任何免费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其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不然我们就没法生存，活不成了。如果我们呼
吸的空气不是免费，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果飞机上或某些地方没有了空气，你便看到，人们才意识到这些免费的东西是何等重要
，但我们却一直视它为理所当然。 我们要明白，我们对神，对怎样到达神，对怎样明白自己的观念都是错的。我们以为若我们倒
立，便能得到；我的意思是假如我们倒立便能到达神，那么在进化过程中，他们都应该倒立。或者我们认为用竞赛的方式就能到
达神，又或吃这种那种食物，这样那样做就能到达神，这全都是错的。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所有宗教都告诉人：「你们不应犯这
种事，不应做那种事。」他们这样说是这些事情是用来持守我们，令我们达至平衡。假若我们不这样做便会失去平衡。我们必须
保持平衡。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说：「不要这样做。」 人类很容易便会走向极端。我的意思是当你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我遇过一些
人，当你告诉他们要清理这个能量中心，你需要做这个式子(asana)或你要这样做，他们会每天做上百次，上千次，我却从没有要
求他们这样做，我只是说间中？或每星期做一次，他们却做上百次。我们走向极端。所以为了让你们能保持平衡，这些人告诉我
们︰「不要做这些事，不要做那些事。」但我们的自我却说：「为什么不可以？有什么问题？」好的，尽管去做吧！当我们告诉
孩子：「不要吸烟！」「为什么？我所有朋友都吸烟，我一定要吸。」好的，尽管吸吧。吸烟会生癌，你的肺会出现一个洞，吸
一段时间后，肺不行了，连鼻子也不行了，你的动作会像机器一样，看着每一个人，你不能说话，不能再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时
人们才会醒悟：「天啊！我希望我从未吸过烟。」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会说：「不要吸烟。」若这样说会有一半的人离开。我
们从不会说：「不要喝酒。」不会说：「不可以。」我们会说：「好吧，你就这样做吧，好的，就这样吧。」当这样发生了，你
才会放弃，因为当你找到最高的，你便不再关心一切小事。你自自然然的抛弃全部的习惯，我不需要强迫你去放弃。你内在已经
拥有一切：这个力量把你提升，像莲花从幻相(maya)中冒起，你迎上前，你的芳香填满这个幻相，你对自己感到很惊讶。首先你
认同于幻相，你以为实相是这样的，但实际却不是。当这个力量冒起，莲花便能伸展张开它漂亮的花瓣，它的芬芳带给我们美好
的人格并能传遍四周，这就是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们全都会像这朵莲花，看似隐藏的，在我们内里完全察觉不到，它会开放
，你神性的芬芳会散播开去。 今天我不能讲及所有的能量中心，要讲解所有能量中心会很长篇。我已经讲解了三个能量中心……
根轮、腹轮和脐轮。明天我才说其他能量中心。我必须先说说灵；我们已经说我们要成为灵很多年了。 你们都知道”Spirit”这个英
文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是一个很含糊的字。即使是酒精(alcohol)，我们叫作”Spirit”；即使是亡灵，我们也称它为”Spirits”；就
算是灵，即纯粹的存在体，梵文称为”Atma”，我们则用”Spirit”。当我说「灵」(spirit)，它是我们内在纯粹的存在体，内在不执着
的存在体，内在的见证者，它每时每刻都看顾你，观察你，它以喜乐和快乐住在你内里，住进你的心。「灵」并不存在于我们有
意识的脑袋内；亦不存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并不受我们控制。 打个比方：你内在的左边像汽车的煞车器，右边像油门(加
速器)。我们坐在汽车的前座，学习驾车，而导师就在后座观看整出戏剧。你要做的就是走向左边，即有时你要踏煞车器；有时要
踏油门，你也会犯错，这样你才能学懂驾车。平衡我们的生活就像学习驾车那样，是需要智能。平衡是最重要的。尽管你不平衡
，我在霎哈嘉瑜伽见过不平衡的人回复平衡。 平衡左右脉，或说平衡煞车器和油门，你也可以说你已经掌握驾驶。但是仍有一位
导师在你背后，你才能成为导师，这位导师就是你内在的灵。当你成为灵，你开始视自己为司机。事情就像一场表演，一场戏剧
，你抽离自己，看着眼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像看戏一样，并没有参与其中。 当你进入你的轴心，周
遭的事物对你已失去影响力。你变得宁静、喜悦、平和；你看见周遭的事物，周围的活动，却并不身处其中。你就是这样成为导
师，成为先知。今天霎哈嘉瑜伽有能力令有神性的人(men of god)成为先知，这些先知亦有能力令其他人成为先知。英国伟大的诗
人威廉‧布莱克说过，这正正就是霎哈嘉瑜伽。他百多年前已经这样预言，今天如果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会很惊讶的知道你是谁
。他曾经预言英国会成为明天的耶路撒冷，他说的明天就是今天。 你们的国家—英国，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人们对这个国家有
什么想法；它是宇宙的心脏，是宇宙最重要的部分，它必须成为耶路撒冷。为此英国人要摆脱惰性，看清楚他们的潜能，能升进
到这一点，事情便能成就到。伦敦已经做得很好。当然我们不能有太多人，因为机器可以生产成千上万的赝品，但要做一些有生
命的东西，还需要花点时间。若肯花时间，当时候来了，我肯定英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会成为耶路撒冷，即大家来朝圣的地方。
真是很令人惊讶，很多事情都是以霎哈嘉方式发生。雏菊原本是没有香气的，如果你现在去看看，它有香气了。大部份英国的花
朵都是没有香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大多数的花朵都散发无比的芬芳。你可以自己看看，这些都是大自然成就的，都已经
成就到，都在出现。人类又怎样，他们在哪里？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在哪里迷失了？这是很令人伤感的。 我刚好来到伦敦，或
许这是预先安排的。他们选派我的丈夫来担任这个任务，要来英国。联合国只有在英国设立代办处。联合国只在英国有代办处，
因为他们选派我丈夫来，所以我也在这儿。否则，我不认为我会以导师的身分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理由会来这里。若没人邀请
我，我是不会到其他国家，是有人邀请我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成就到。是你们去成就，去明白的，不单那活力、那生命力，最重
要的是你们是处于一是被毁灭一是被建设的边缘。英国人处于特别的位置，他们要升上来，因为他们就是心脏的细胞。
明天这个讲座会继续。我希望你们都会来，并令自己舒适点。抱歉我的声线。我每天不停在说话。十分感谢你们。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我很乐意解答。

请你们发问吧，我会回答。

问题︰你说在得到自觉后，你可以医治人。他的问题是……他的母亲聋了……你可否治疗她的听觉毛病？ 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令
人以为我是来医治人。你们误会了。唤醒灵量后的副产品是你得到医治。很抱歉你们误会了我来是为了医治人，要安顿在医院里
。重点是若你要得到医治，先要唤醒你的灵量。明白吗？如果你的母亲在这儿，我们是可成就到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神像
我们一样很有常识的。祂只会对能成就祂的工作的人感兴趣。那些病人，病得很重的人可以瞬间被治愈。你会很惊讶，我告诉你
。 印度总统曾到美国治病，他的病却没有被治好。他回到印度，我以某夫人的身份去见他。一个高级官员告诉他我的身分，他在
印度也听过我。他的妻子说：「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丈夫的病？」他已经临终了，他们为他安排了葬礼。我只把手放在他的背部十
分钟。你不会相信，他已多天不能入睡，他说：「我的痛楚舒缓了，我想睡觉。」他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毛病，走出外面，有人
为他带来担架，他却能自己走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需要用上他。 若房子里已经有光，就不需要
给予光，也不用为光费心，再多的光也没有用。同样，上天不是来医治人，所有人，祂却会医治人，成千上万的人。有些人病得
很厉害，祂说：「好吧，你再转世，好吗？在洁净和休息后，再回来吧，一切都能解决。」所以并非所有人都会被治好，并无此
需要。很多人却被治好，它成就了。 我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医治人，不是，我们是要给人自觉。就如你所说，作为副产品，当她获
得自觉后，她的耳聋自会痊愈。很多聋人都被治好，不单聋人，即使光头的人也能再长头发。他来见我时是没有头发的。但我并
没有说在得到自觉前和得到自觉后会有很大的分别，最好你在得自觉前拍一张照片，在得到自觉后再看看自己。有些人丢掉自觉
前的照片。这是不同的，重点是霎哈嘉瑜伽不是用来治疗，而是给你自觉，这是最重要的。 年龄并不是问题。昨日我在伯明翰给
了一个很老的人自觉。年龄、健康状况并非考虑的因素，没有这回事。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觉，大家应该去尝试，明白吗？如果
你得到它，我们便能够成就。可是我不会作出任何承诺，明白吗？愿神祝福你们。
当然我承诺给你们自觉，这是我承诺！如果你能像我对你那样对自己有耐性。你一定要有耐性。有其他问题吗？
问题：他的肺部有毛病已四、五年了。你有没有方法帮助他？ 当然有，我可以帮助他。是呼吸困难还是什么？呼吸的毛病？他是
印度人吗？哮喘，你是印度人吗？啊！是印度人。印度人洗澡太多了。他们仍然以为自己在印度！在印度，他们每天早上在外出
前都会洗澡，对吗？在这里不应这样做，这是英国，应该在晚上才洗澡。我们应该像英国人般生活。他们很喜欢洗澡，印度人真
的很热爱洗澡！他们每天都要洗澡，无论是零度或负十二度，他们都要洗澡。你看，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不洗澡他们会感到不
自在，他们就是这样得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他的哮喘治好，好吗？治好哮喘并不困难，但在英国不要洗太多澡。我建议
若你要洗澡，要像英国人那样在晚上才洗澡，因为英国的气候是变幻莫测，如果你洗完澡后外出，你的肺肯定会染病。除此之外
，也会有关节炎和其他毛病出现。这国家的温差很大，这种气候，你们要非常小心。 我不是说你永远不洗澡，你们要明白，当我
说了某些话，我必须告诉他们另一个极端。我们热爱洗澡，这是毋庸置疑。印度人过分注重个人卫生。但是整体的卫生，集体的
卫生是更重要。像修剪草地，保持道路的清洁，都是更重要。我们要结合所有这些，它们都重要。
这样做问题就能解决。明白吗？哮喘不是什么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问题︰它是怎样做到的？ 我们内里有一个能量中心，就
是在右边的钖吕罗摩，我们称它为右心轮。如果你治好这个能量中心，便没有不妥了，好吧？。我们会把你治好，我们会告诉你
该怎样做。 问题︰请问瑜伽有多久历史？ 你是说哪种瑜伽？瑜伽一直都存在，自然的瑜伽一直都存在。你要明白，自然而然就是
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过程一直都存在，因此我们也说不准它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可以说它何时分裂出来。当神与祂的力量
分裂后，神开始以静观者观看整件事；全能的神，祂的力量开始把它成就。它创造一切宇宙，创造我们的宇宙。之后它创造人类
，现在它要再次回复一体，受造者要知道谁是创造者。 一、二、三、四，只有很少人与它连上。但是今天是大规模进化的时候。
生命生长是没有时限，你不能说它何时开始，在多少年前，今天是开花结果的时候，很多人会获得瑜伽的祝福。明白吗？谢谢。
那是什么？ 问题︰你谈及灵量，对普通人来说，唤醒灵量是很困难的。 啊！谁告诉你唤醒灵量很困难？并非如此。你看这些反常
的人，当他们谈论灵量，他们称它为不正常，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提升灵量。要提升灵量却是轻而易举，如果你已是觉醒的人，
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即使是小朋友也能做到。那些说唤醒灵量是很难的人，他们对灵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他们不是导师。对
导师来说，有什么困难呢？即使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导师，又有何困难呢？他们不是导师，他们是很幼稚，只知道赚钱，一事无成
。他们对灵量一无所知，却写书谈论灵量，他们只是在误导人。 这是最容易的事。它在你双手移动，你能感到它往上升，在你头
顶跳动，一点也不困难。我告诉你这是要发生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既免费又容易做到，很霎哈嘉的。为什么
？印度的那纳克(Nanaka)说︰”Sahaja

samaadhi

laago，Sahaja

。”没有人说这是困难的。卡比尔(kabira)从未说过这是困难的。他说︰”paacho

pachiso

Samaadhi
pakar

bulau

laago
ek

hi

dor

bandhahu。”我召集了二十五个人，像线一样把他们缚在一起。 那些有权势的人都这样说，没有人说这是困难的。只有不认识这
个工作，没有权势的人才会这样说。不要相信他们。这是最容易的事，你自己可以去了解。假设这是最容易的，为什么我们要否
定它？假设我免费得到一颗钻石，你不是看到它吗？你会接受吗？又或我们会认为︰「啊，这是很困难的，我该怎样做？」我说
这是容易的，你不用付费，好吧？ 什么？(听不到的问题。) 对，这是正确的，请坐下，好吗，坐下我再告诉你。 有人尝试这个方
法，不是这样成就的。若你的车子，若你的车子出了点毛病，你坐在里面可以清洁它吗？可以令它妥当吗？你必须先下车。所以
先要唤醒灵量。有些人把事情混淆。即使是哈达瑜伽，它们有ashtangas。首先是ishwar
pranidhana，即与神建立关系，你先要与神连上。 即使在基督教，你也要先领洗，当然这是人为的，忘记它吧。你必须先受洗礼
。即使你是印度教徒，你某程度也要像基督徒，在八岁的时做的，称为yagnopavita，自觉就是这样。穆罕默德或所有这些人用的
则是Sumta(摆脱思维和良心)，都是相同的东西。首先要得到自觉，不是要你成为导师。透过唤醒灵量，当灵量成长后，你才能成

为导师。这是实实在在的过程，他们却把先后次序倒转了。除非你能抽身，你怎能洁净自己？假设我弄脏了纱丽，我要把纱丽脱
下才能清洁它，对吗？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这是困难的。是他们把事情混淆了，不要相信这些故事。如果你压抑自我，它会坐
在你头上，永远不离开。如果你压抑超我，对你也没有任何帮助。它是自动地发生，我明天再告诉你它是怎样发生。透过唤醒你
内在的神祇，这些东西会被吸入。灵量会被唤醒，就是这样。 最后，如果你想我承认自己是特别的，若你不把我钉上十字架，我
可以承认我是有某些特别之处。我不能再多讲了，最好你自己找出答案。否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把我钉上十字架，我不想
再这样了。好吧？ 愿神祝福你们。 是，孩子？ 问题︰母亲，我们怎样可以帮助自己，互相帮助开启我们的心，变得更合群？ 不
用为此动手术，有霎哈嘉瑜伽的技巧，上天的技巧把我们的心开启。混乱是在另方面，混乱为我们带来问题。你要明白，这混乱
是关乎我们与自己、与其他人和与社会的关系。很久以前已有这个大混乱。在经典有写到，或我们说当宗教出现，正反位置改变
了，我们开始做所有事情，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这能力。 我们对自己采取的态度应是要令自己完美，这是绝对专横的。我的意思
是当我尝试令霎哈嘉瑜伽完美，我会对自己专横。我的工作量极大，我要费尽力气，要有极大的耐性，才能把它完成。自我的人
通常会咬紧牙关说：「啊 母亲，太过分了，我们受不了。」你自己看到。但是你们真的要专制地令自己变得完美。这正是，成就
它的方式，我们对自己，对他人该有理想的关系。例如你有个兄弟，他是你的兄弟，他该是个理想的兄弟。如果他是你的父亲，
他该是个理想的父亲。可是现在却是那么的混乱！当你越觉醒¾所谓的觉醒，你越升进，混乱便是：「谁是你的姊妹？谁是你的
母亲？谁是你的父亲？」 霎哈嘉瑜伽士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混乱。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是先知，你们要彼此尊重。你们全是
先知，说着同一种语言，你们必须彼此相爱，这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必然发生的。你们就是要建立这种关系，这种完美的关系。
你们都知道很多人埋怨我︰「母亲，你对霎哈嘉瑜伽士太有耐性了。」他们是我的儿女，我要令自己完美，我要与他们有理想的
关系，我要原谅他们，他们才能成长。大家的关系应是完美的。你是否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完美的兄弟姊妹？对别
人来说我是否是理想的公民？但是社会应是务实的，要务实的去成就，透过改变才能务实的去成就。 今天，我可以说印度不需要
素食，英国却需要素食。这全是很务实的。社会要变得务实。在这里，我们要对自己务实，不是对社会。当我们对自己务实，一
切都能解决，有什么问题？有小孩的女人会与另一男人私奔，有什么问题？又或者有小孩的女人为她的孩子出卖国家，有什么问
题？ 是我们内在的混乱令这些问题产生，我们因此不知道怎样开放自己。如果我们能摆脱混乱，事情就会妥当。这可以藉由霎哈
嘉瑜伽做到。我可以说，这些混乱都是肤浅的人制造出来。我可以说，降世神祇、先知并没有错，祂们很有深度，并没有错，错
在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能辨明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和对社会的态度，一切都会成就，这会是十分美好的。 混乱令我们的心封闭
，我们害怕人。如果大家的关系是完美的，有什么需要害怕？他们能对我做些什么？他们关注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的心是
完美的……重点不在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为他们做的必须是完美的。我要继续爱他们，欣赏他们，鼓励他们，支持他们，给予他
们以我与他们的关系能给予的东西。 例如，在大地之母下的水源，它会不会想：「这是什么树？它在做什么？」水源仍会向树提
供水，一视同仁。由于你是源头，所以彼此的关系必须是完美的。这些混乱却渗入，使我们理性地接受这些混乱，使我们跌入陷
阱里，令我们的心封闭。明白吗？ Yogi explains the question of a seeker: Can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haja Yoga
and Kriya Yoga? Shri Mataji: Oh! In a way it is just the same or in a way it is juxtaposition. Like I would say with you real
Realization or real baptism through Kundalini awakening while there are priests who give baptism, too. This baptism and that
baptism is in juxtaposition. In the same way when Kundalini rises, Kriya Yog takes place within ourselves. Something goes into
Kriya, into action. The action is that when Kundalini rises, it’s a tremendous force that is rising and it’s a very unique happening
and the whole body is prepared for that. And when it rises, a kind of a wave of action takes place in the body. Like peristaltic
movement we have when we digest our food, in the same way. When Kundalini rises a some sort of a muscular contraction
takes place which keeps the risen Kundalini upward and then it dilates, it opens out and then it contracts. All these things take
place automatically within ourselves. As we start the car, every machinery starts working. In the same way the Kriya takes place
actually within ourselves. So the Kriya takes place within us in Sahaja Yoga. All are subsidiary to Sahaja Yoga, means the Yoga
itself. But all these things take place inside ourselves. But on the contrary we can do one thing: without starting the car we can
start moving the wheel. That is Kriya Yoga, so-called. So that is at juxtaposition with the real Kriya Yoga which is spontaneous,
built-in within us.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you are meant for it. I have seen people. Their tongues are cut. They are
wagging their tongues. Very old people in India have got this from somebody from America. Horrible fellow. They cut their
tongues and their tongues are wagging like this. They are useless people. One doctor was like that, one doctor. A seeker,
imagine a seeker being ruined like that. I said, “Why? Why did you do that?” He said, “We are supposed to do Khechari.”
Khechari is a thing where you cut the tongue, put it back and try to touch this back side with the tongue tip. Can you imagine? As
it call as dawedi raveni pranayams – these are of no use. These things have ruined the path of Kundalini. I have seen the
Kundalini being hurt, wounded. She just tosses Her head all sides. This is the ego of man, he thinks, “I can do it and I’ll go to any
extent to do it.” Forget it. It’s so simple. Just like an enlightened light, enlightened candle can enlighten another candle. It works
out that simple ways. Don’t do all these things to yourself. If you are a real seeker, just forget it. Don’t ruin yourself. There’s
nothing you did to ruin yourself. This is done because they are earnest seekers. Their ego is pampered that you can do it, they
do it. In Sahaja Yoga,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ill you are Realized. Like the people who don’t know how to swim are told,

You keep silent. We’ll try to bring you to the shore.” So they are brought to the shore, they are taught how to swim, how to save
people and then they save the people.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ill you get your real Realization and the mastery over it.
Unless and until you become the master you are not to do anything. You have to become the master first. It takes hardly any
time to become the master. It’s too good to believe, but it is true. Everything that is perfect looks like that. Isn’t it? [Someone in
the audience says something that is inaudible.] Shri Mataji: Yes, now for shoes. I mean, even there people have an argument
with Me, “Why shoes?” So I better give explanation otherwise again they will stand up and say, “Why shoes?” Because shoes,
we are so identified with them. You see, shoes these days,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they make, you see, the soles with not
leather but something else and they insulate you. As it is, shoes do insulate you from the Mother Earth. And to take the help of
Mother Earth, we have to take out the shoes, but even that upsets people, you know. Can you imagine? But if you ask them to
cut their tongues they don’t mind. They want it to be absolutely Sahaja. When it is Sahaja, it has to be extremely Sahaja, that
why take out the shoe. Isn’t it interesting the way we are? It is such a play, such a beauty. All right, let’s take out our shoes and
be in cheerful mood. There’s nothing serious going on here. Just take out your shoes, that’s all. Now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please, just like this. Both the hands and close your eyes. Please don’t keep your eyes open. That’s important. Again, the same
Kriya Yoga as you were saying,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first time when She touches this center here. This center is placed on
the optic chiasma. There’s a dilation of the pupil and that’s why if your eyes are not closed, it won’t rise. It’s just other way round
in hypnosis. So please keep your eyes shut, please. And, be kind to yourself, be kind. Don’t judge yourself by thinking you are
guilty. This is the first mantra we tell people, in the West especially where everybody seems to be guilty about something – I
don’t know what, something unknown. It’s catching on this finger as they say. Please, before starting anything, just say in your
heart, “Mother, I am not guilty.” There’s nothing to feel guilty. After all, what guilt can you have? What wrong can you do which
cannot be engulfed by love of God? So just don’t feel guilty for anything. Maybe in My lecture I might have said that this doing is
not good and that – doesn’t matte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Whatever style it is, I know how to do the job. So just don’t feel
guilty at all. Just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Tha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blocks this horrible Vishuddhi. With this guilt you
develop all this spondylitis on the left side and all kinds of problem. So better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One simple thing,
“Mother, I am not guilty.” Now close your eyes. Please do not feel guilty, please. Say again and again that, “Mother, I am not
guilty.” Please don’t open your eyes, just don’t open your eyes, please.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don’t open your eyes and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Then ask a question in your heart, “Mother, am I the Spirit?” Ask the question. It’s very simple
question but this question will establish itself. Just ask the question in a humble way, “Mother, am I the Spirit?” Please say it
twelve times. This answer itself will give you a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flowing. [Shri Mataji blows thrice in the microphone] Now
you put your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where the fontanel bone area is, where you had a very soft bone which is called as Taloo.
Just see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it. You may ask one question to Me, because I cannot force it onto you, you have
to ask for it. You have to ask for your Realization saying,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I cannot force it to you. Your
freedom is to be respected. If you want to go to hell, you can go. Or, if you want to go to heaven, it can be worked out also. So,
please ask Me for Realization. Actually, I don’t give it, but this works out that way. Recording ends here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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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轮、喉轮、额轮、顶轮 英国德比郡 1982年7月11日 华伦医生再次向你们讲解那些我昨天告诉过你们的轮穴，因为在一个短的
讲座里，我没法把一切都告诉你们。若你得到自觉而又进展良好，你可以聆听我上百的录音带，那么，你便会明白这些知识就如
海洋般广阔。就如我昨天告诉你们，当你得到开悟，你便变成知识，这句话令人感到很混乱。人们不明白甚么是「变成知识。」
有天一个男士来找我，他告诉我︰「我的灵性导师已经给了我知识。」
「因为他告诉我︰「「我已经给了你知识。」」

我说︰「怎样给予？」
我追问︰「甚么知识？你怎会相信他已经给你知识？」

他说︰「母亲，是这样的，他触摸我的前额，我便看到光。」
我说︰「不管如何，你也会看见光，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取得知识？」 他开始想，便说︰「若我取得知识，有甚么会发生？」 我说
︰「坐在你身旁的霎哈嘉瑜伽士，他知道甚么是灵量，也知道怎样提升你的灵量，他知道你的问题，你的哪一个轮穴有阻塞，他
还知道自己的问题。」

他问我︰「他怎会知道？」

我说︰「他已经变成知识。」

正如我昨天告诉你，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你内在应该既能感觉别人又能感觉自己。 就如疯癫的人，他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变得疯
癫，不会知道有鬼附着他，变疯了，他必须得到医治，他甚么也不知道。他渐渐变得疯癫，住进疯人院里。又或某人染上癌症，
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直至他们告诉他︰「你最多只能活十五天。」 这是肉身方面，精神方面。自我中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自我
中心，他压迫他人，以为他人是他的一部分。就像希特勒不知道自己是可怕的恶魔，将会进地狱。那时候在希特勒身边的人也不
知道有个恶魔正在这个社会形成，一个恶魔将要来临。没有人意识到甚么，忽然十一年后，他以可怕、富毁灭性、撒旦力量回来
。若你阅读在他统治前所写的书籍，事实上大家都支持他，因为他们说︰「我们正在衰落，我们的社会正在衰落，需要有人带领
我们过朴素的生活，令我们有点纪律，我们需要纪律，我们必须有纪律。」所以他们喜欢他，即使是年青的学生也喜欢他。当他
走到大学里，他们被他这些话所吸引︰「我们要有纪律，要简朴。你不应吃这种那种食物，你应该过非常朴素的生活。」这些话
令他深得年青人的欣赏。他们意识不到这个人是不是魔鬼。 真正的知识让你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精微。我们和他人的精微就在轮穴
里，而这些轮穴就在我们内里，提供我们紧急时的需要。就如若我们想跑得很快，可以跑得很快，我们的心脏开始跳动，交感神
经系统开始运作，这些轮穴为运作过度的器官提供适当的能量，令它回复正常，把它带回正常。例如在左边和右边，我们分别拥
有交感神经系统，若这两个系统在轮穴上过分抽离，轮穴便会被分隔，而每一个轮穴都有一位神祇，当这些神祇沉睡了，便会从
整体中分隔，因为我们原来就是这样与整体连上。你要明白，就如脊椎骨，它就像这样，若它折断了，整体也会折断，失去了控
制。 当失控了，我们便要靠自己运作。当细胞开始自己运作，便会变成恶性，它与那令我们平衡，令我们有平衡的意识，协调，
令我们知道该成长多少的整体失去了联系，这就是为甚么癌症会出现。社会也是这样，现在社会变得很自我中心，我们不停的说
︰「有甚么错呢？这样有甚么错？那样有甚么错？」 就像今天，华伦刚告诉你们，我们内在有正法，我们有十个正法，十个内在
的持守者，我们必须遵守的十诫。为甚么要有正法？因为若你偏离正法，便会不平衡；若你不平衡，便会产生任何一种因为不平
衡而来的毛病。这就是为甚么我们不能把癌症治好，因为我们不能令细胞回复正常的状态。我们最多也只能把开始侵袭其他细胞
，令其他细胞变得自我中心的癌细胞切除，但我们不能令它变回正常的细胞。只有藉由生命能量，才能做到。因为当你给这些能
量中心生命能量，它们变得更有力量，它们扩展它们的光环，细小的光环变得更大，把两边卷入，把它们牵引在一起，同时神祇
被唤醒，细胞开始从整体处取得信息。 这是简单、精微的原理。患癌的人怎会知道自己生癌？因为没有任何途径令他知道。若你
变成知识，你的手指开始有了意识，它们在解读字句，解读语言，这些字句语言告诉你那一个能量中心有阻塞，怎样医治它，你
马上有所警惕，你知道甚么在发生。 就如有人有精神病，他们不知道自己精神有毛病。他们有些人甚至完全意识不到，但跟着他
们都会意识到自己有精神病。一位精神科医生来见我，今天他也与我一起，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曾经医治过一些精神病人，一
位精神科的医生，他发觉他这根手指在我面前常常跳动。这根手指和这根手指。(编者按︰左无名指和左拇指)

若它们像火烧一样

不停的跳动，即表示有恶魔附在他身上，就是这样简单。他可以把它清除，因为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只需二分钟，就可把它清
除。那个被鬼附的人也可把它清除，因为一旦你知道那个能量中心有阻塞，知道要唤醒那位神祇，怎样唤醒祂们，你便能把它洁
净。这就是疯癫的人怎会也能被治好。 在这里，一个疯癫的人走在路上，当他说话，我正在房间里。他说︰「你要追寻基督，追
寻神。」他在马路上说这些话。他是疯的，疯人可以带领其他人到哪里？到疯人院吗？他就像这样高声地说︰「你要追寻主，追
寻神。」怎样追寻？你要怎样追寻？ 只在讲座上说︰「追寻主，追寻神。」是这样吗？若我现在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内里。
」你们坐在我的面前，很简单，你的注意力正朝向我，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内里，你能否做到？你可以说︰「我们能，我们正这样
做。」不是这样，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必须在内里发生。除非某些事情发生，你的注意力仍不能放在内里。很多人只相信虚假
的事情，继续相信这些事情，直到他们因此而受苦。我看过很多人都是这样，狂热者。在他们年老时变得完全……不是很暴力，
就是一事无成，或富侵略性、又或很沉闷。他们一些人真的变得半疯癫，一些则变得完全疯癫。所以相信一些你毫不了解的事物
是絶对盲目的，因此必须要持守诫律。 在印度，锡克教是个大宗教。锡克教信徒理应滴酒不沾。毕竟灵性导师那纳克曾说︰「你
们不能喝酒。」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自己在说甚么，他是原初存在体的降世神祇，原初的导师，他说︰「你们不应喝酒。」但现
在有人告诉我，在英国，锡克教信徒喝的酒甚至比英格兰人还要多，这是很令人惊讶。试想像一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与锡克

教的那纳克是同源的，他们是同类，他说着相同的话。摩西也说着同样的话。请你问问犹太人，他们正在做甚么？他说︰「烈酒
、酒精，全都要避开。」穆罕默德的时代没有烟草，所以他没有提及烟草，穆斯林因此说︰「噢，烟草没有不妥，抽烟不要紧。
」 你看这些事情，有太多的破绽漏洞。在印度，有很多像这样的团体。若你去看看，你会感到很惊讶。像耆那教(Jains)，他们不
吃肉但却喝酒，你能想象吗？喝酒令你失去知觉是千真万确的。摩诃维亚(Mahavira)只谈论生命能量。佛陀从没说过︰「不要吃
肉。」这并不表示你必须吃肉，我想说的是他从未提过是否要吃肉，这并不重要。佛陀就是因为吃了生猪肉而死。祂进入一所房
子，你要明白佛陀是位已得自觉的灵，祂拥有伟大的品格，是转世化身，祂以客人的身份进入这屋子。
忽然，有个人走进来，他是猎人，他说︰「噢，佛陀，你来到我的房子，我可以给你甚么？我可以怎样做？」
祂说︰「我没有时间了，你有甚么就给我甚么吧。」

他说︰「我杀了一头野猪，但还要一点时间才能煮熟。」

祂说︰「好吧。」祂说︰「现在就把一半野猪给我吧。」祂因此而死。 即使是耆那教，你会感到很惊讶，Naminath是第一位，他
是克里希纳的表兄弟。在他盛大的婚宴里，捉了很多鸟，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耆那教徒，试想想，那些鸟及其他，当他们看到那
么多鸟被杀，他很反感，说︰「好吧，请不要再这样了。」 他们却走向另一种极端的素食主义，我是说他们对自己可以非常残忍
，却毫不介意。他们吃素的程度，你们是没法想象。这是宗教的问题，就是你走向极端。宗教首先是不能极端，这是所有宗教最
基本的。对基督徒来说，你知道基督曾说︰「远离死尸，对已死的人你没有甚么可以做。」祂把已死的灵魂拿走，放在猪身上，
再把猪赶进海里，你们全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每所教堂却仍把死人埋在脚下，你们不知道何故的走进教堂，已死的人全都躺卧在
哪里。很幸运，我仍然生存，又或我要说，我很不幸，在英国，我常常住在教堂的隔壁，在晚上，我看到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
我说︰「我的天啊。」小孩就是坐在哪里向神祷告。那么，他们能得到甚么？ 无怪乎天主教把这样的灾难带给所有所谓基督徒。
我是说每个宗教的教徒都违背他们的宗教的根基。首先，基督控制已死的人，祂把死人对人的影响吸走，还严禁他们四处走动，
走进任何教堂里。只有在印度不知何故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处理。但在这里，每一所敎堂都有死尸徘徊，霎
哈嘉瑜伽士现在都不上教堂，因为他们害怕。有一次有个霎哈嘉瑜伽士被鬼魂逮获，他马上知道，他感到头痛，因此他不想上教
堂。非霎哈嘉瑜伽士仍会上教堂，他不知道自己被鬼附着。 我的一个信徒的母亲是天主教徒，非常坚定的天主教徒，她有数学的
学位，事情就像这样，她是个非常坚持的天主教徒。她来看我，我告诉她︰「你必须放弃上教堂这种狂热，因为在教堂里，躺着
很多尸体。」她不听我的忠告。现在她年老了，约六十岁，她变得疯癫。她开始以浴盆作厕所，问题开始出现。她仍会在星期天
早上起床，准备妥当上教堂去，回来后看来很好。每一次也是星期天，她起床后，穿得很好上教堂，然后回来。就像有人把她带
到教堂，再把她带回来。有一天，她迷了路，这个女士打电话到警局说︰「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女士迷路了，我的母亲迷了路。
」她非常担忧。她致电给我，我说︰「你会找到她，她没事，她会回来。」三天后，她回来了。天知道发生甚么事，她回来了，
她又再次开始这样，那样，像疯子一样，警察说︰「没有甚么可以做，你还是把她安置在老人院里。」所以她把母亲送进老人院
。现在那个玛利亚，我的信徒告诉我，那是非常令人惊叹，那里大部分人都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他们全都像这样疯癫。护士
在哪里也不好受。所有在哪里的人，星期天都准备妥当上教堂，教堂是特别为他们而设，你可以想象吗？只看看这种着魔着迷，
这是我们内在的着迷，我们要知道这是种着魔，令我们不再是自由的人，我们都是这些事物的奴隶。 当你是这样，另一种奴役我
们的是我们的习惯，它奴役我们。我现在看到的人，曾有一次一个部长与我坐在一起，俄罗斯的部长，很有权力的人。忽然他站
起来，他是主人，他忽然站起来说︰「啊，我要走了。」

我说︰「甚么事？」

他说︰「我染病。」

我说︰「有甚么事？」

「你知道吗，我是足球迷，我不能再坐了，足球比赛一定已经开始了。」 试想像，他是主要的主持人，那么多人都在这里，他就
是不能再待在这里，我是说他不能把自己黏贴在椅子上，他想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不能保持安静，不能
控制自己。我的意思是必定有某些从足球而来的鬼魂附着他，或是甚么呢？否则一个成年、成熟的人怎会有这样的行为。 这不算
甚么，我们其他的习惯比这差劲得多，它们都在奴役我们，令我们没有它们就活不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设，我们不
是为了任何事物而活。若有任何东西奴役我们，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所有事物的主人。一张椅子能否令你舒服，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它没有奴役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奴役你。国王，或是皇帝，一点也不在意，若你把这个人放在街上，他也睡得很香甜，无
论你把他放在任何地方，他也感到快乐，他才是真正的皇帝，不是那个活得不舒适就不自在的皇帝。若他是舒适的奴隶，他就不
是真正的皇帝。 当我们这个能量中心，即脐轮被唤醒，我们便学懂这些；当光在这区域散发，你看到幻海中的绿色，甚么会马上
发生？在这光中，你甚么也看不到，但这光却起作用。开悟就是这样，它在运作，光本身在运作，你可以想象吗？光在你身上起
作用。 我们有一个医生非常喜欢喝酒，常常喝酒。我从不会告诉你︰「不要喝酒。」因为我不想你们跑掉。不、不、我不会说这
些话。你舒适的坐下，只为得到自觉，接着我们便看到甚么发生了。这家伙只隔了一天，便把酒戒掉。跟着他要到德国，他想︰
「我还是试试一些特别品种的酒。」都是他喜欢的酒。他试喝这些酒后，便呕吐，不停的吐，不能忍受的吐。他说︰「酒的味道
很差，我从来也没有尝过这种肮脏污秽的东西。」我甚么也没有告诉他，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他因此节省了金钱，他可以把省
下来的钱购买别的东西，他现在很自由。我不需要告诉你们这些，因为我们上了瘾，认同了，即使你说︰「这样的事情会在霎哈
嘉瑜伽发生。」很多人仍会拒绝。我们对事物的认同是那么根深柢固，深入我们的存在体，困扰我们，就如我们说，我们完全不
自由。我们可能在政治上有自由，但那是那么表面的。 灵是内在唯一自由的，它没有苦恼，没有习惯，不会黏贴着任何事物，是
完全抽离的，只向我们散发喜乐。它令我们的灵，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开悟。我所说开悟的注意力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注意力，
那是「哪里有光，我们就看见光」不是这类。以这开悟的注意力，我们的意识也变得开悟，我们能透过双手感觉别人。就像你必
定看见昨天坐在这里的人，那天一个在这里的男士告诉我︰「你的能量与我不一样。」不同类的。若你现在有负面的能量，你全

身便会颤抖，你肯定会颤抖一会儿，毫无疑问，若你有太多负面能量。 就像有一次，在我们的讲座里，一些人来到这里，一些婆
罗门，他们对我都很反感，因为我不是婆罗门。他们说︰「我们不应有母亲的讲座。」
我不知道这些故事，他们没有告诉我，但当他们来到我面前，就开始像这样摇动。我说︰「你为甚么摇动得那么厉害？」
他们说︰「我们是婆罗门，我们知道你是力量(shakti)，所以我们摇摆。」
我说︰「为甚么只有你们在摇动，在场的其他人却没有。」

他们马上指着四个人说︰「看，他们也在摇动。」

我说︰「去看看，找出他们是从哪里来。」 他们发现原来他们都是来自疯人院。我说︰「相对地，你们应该看谁在摇动，这些人
是谁，没有其他人了。」所以，若有负面能量，你必定有一点摇动。我们要再次看看，有甚么用呢，内在拥有这些能量有甚么用
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很务实，万事万物都必须有其用途。那么，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有甚么用途呢？一无事处。若
我们已经拥有真正实用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追寻其他。这种追寻渴望仍然持续，所以我们可以总结，现在无论我们拥有甚么，都
不是最终。当你拥有最终，一切事物都变得相对，一切都变得相对。一切会转变、会腐坏，奴役我们的都是相对的事物，还有是
一切外表吸引但内里却像蛇一样的事物。我们要拥有抽离的品格。 (母亲说印地语) 现在，我们对宗教的理解是我们上局限的教堂
，到局限的团体，到局限的会所。做着相同的事情，穿着相同的衣服，戴着相同的帽子。我们视我们属于同一宗教，不是这样，
这全是人为的，全是人工化的。无论甚么是人类造的，都是很人工化。你们也知道，他们在所有人造的衣料上写下「人造的物料
」，不是神造的。我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宗教，还为这些宗教而争斗。 宗教是某些我们内里的质量，你内里的存在体，它与我们制
造的荒唐东西毫不相干，这才是人真正的质量。就如碳有四个原子价，你拥有十个原子价，若这十个原子价都遗失了，甚么会发
生？就像化学品，若少了一个原子价，它便变成负离子，接着它与另一个原子价结合，就会产生正及负的原子价。所以若你多了
原子价，你会猛然扑向别人；若你少了原子价，你便抓住别人。它的状况正正像发生在化合物的情况那样。 我们内在的原子价令
我们平衡，这就是华伦告诉你们它们代表甚么。当你得到自觉，得到正法，你的十诫便得到开悟，代表你得到力量，你变成这样
，你超越宗教，不再需要跟随宗教，你只是变成，变得那么整合。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吃马铃薯，他们就是不喜欢，只是不喜欢
。在得到自觉前，则是相反，若他们不应吃马铃薯，却吃得更多。得到自觉后，你只是不想再吃了，你不想吃了，你是那么的整
合。 我们内在的持守是那么开悟，令我们对事情的优先次序完全改变。我们开始以生命能量来评价一切。现在，我们看到小女孩
奥林匹克，她吃得很少，基本上所有固体食物她都不吃。但若食物是我给她的，她都会吃，但其他人给的她则不吃。若是我给她
的，她会要求我给她更多。那是非常令人惊讶，她明白生命能量，若你明白生命能量，你便很容易保持你的原子价完整无缺，因
为你已拥有力量。不单如此，你只是不喜欢其他事物，因为你喜欢生命能量在流通。当生命能量在流通，灵借着你的中枢神经系
统散发喜乐，这是灵的质量。你开始感觉到喜乐，当你感到喜乐，你不想为任何事而放弃喜乐，就是不想放弃。你只想去享受，
所以你变成知识，处于这地带，被肝脏支撑着的注意力便变得开悟。 就如我昨天告诉你，坐在这里，若你想感觉任何人，你能找
出答案。就像现在，我看到这个男士坐得有点不自在，我想︰他坐得很不稳妥。我说︰「坐好一点吧。」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便知道他不妥当，所以我说︰「你是不是有甚么问题？」 「是」 我说︰「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透过你的注意力，你马上知
道他人那里出问题。只坐在这里，你便能找出任何人的生命能量。例如，现在若没有俄罗斯人在这里……我说不说？有鬼附着毕
先生，有鬼附着他，我要到俄罗斯，我希望能把附着他的鬼赶走，他是被鬼附。他们在接触灵异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会发
生，亦会发生在任何一处你想练习灵魂，巫师和那些我们称为preta vidya, smashana vidya的灵界事物的地方，这些都是可怕的事
物，用现代的称呼，可以称它为灵学，他们还用甚么称呼？富吸引力的运动或类似的名字……它其实只是已死的灵魂，只是已死
的灵魂，这些人只是在练习灵魂。 他们把已死的灵魂带来，称它为圣灵(holy ghost)，你可以想象吗？这种富吸引力的运动是另一
种可怕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你们，但我必须要说，整个科学已经变得那么精微，没有人知道这蝎子，可怕的，撒旦的力
量透过我们，把我们吸引到这些已死的灵魂哪里。有些人说︰「母亲，已死的灵魂有好也有坏。」但是为甚么你要走向死人？你
不知道谁好谁坏。你怎会知道，为甚么要走向死人？我们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 这就是当你失去你的原子价(valence)，便
会偏向左边。当你偏向右边，你可能是非常严肃，不吃这种食物，那种食物，这样那样，你亦可能变的非常自我中心。你走向另
一面，被称为超意识(super-conscious)、集体超意识(collective

super-conscious)，左边是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subconscious)而右边则是集体超意识（collective super-conscious）。 当我开展工作，我决定不谈已死的灵魂。我告诉自己︰「
没有这些我也可以应付。」这是不可行的。三年来我从没有提及它，也没有提及神祇，没有提及所有这些。这三年我应付得很好
，但当有个练习这些灵异的东西的女士来到霎哈嘉瑜伽，她令很多人被鬼附着，上千人去找她，她会告诉他们哪一只马会首先跑
出，他们会在哪里损失金钱等等类似的说话，人们通常都是成群成群的来找她。但这里却很少人来，让密教术士附在你身上你也
控制不了甚么。若让任何可怕的人来，境况就像这样。这个女士真的令我开始谈论这些事，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确存在。偏向
左或偏向右令你们出问题，因为你进入了一个未知的地带，那地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告诉你，癌症是因为偏左脉而引发的。我
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癌症病人没有这种经验。例如，假导师，或可怕的人的教导，或阅读关于左脉的书籍，如Rampa Sampa或有关
所谓佛教的书籍。任何一种都会引发癌症。我最近在英国的电视中看过一出有关癌症很好的电影。它说有些医生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说癌症是因为一些蛋白质所引发，他们称这些蛋白质为蛋白质５２，蛋白质５８，他们是这样称呼它们。他们知道它们是来
自我们自创造以来已经存在的地带，那地带是集体潜意识，他们还把它们拍下，有相片。我是说我十年前说过的，他们到现在才
说。他们只到达刚超越界限的某一点。只要他们得到自觉，因为医生不能到达这地带，所以他们不能把癌症治好，最多也只能阻
止癌扩散，他们也可能减低患癌的机会，但却没有能力把癌症完全治好，因为他们不能把人从那地带抽离出来。这地带就像这样

，他们常常都会被卷入。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在我们内里被引发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能量中心是最重要的能量中心，因为是它令我
们追寻，纯粹的追寻必须是追寻灵而不是其他。但那些走错路的人，你们看到向错误的人低头的人，他们的前额都有一个隆起的
部分，哪里有十一个能量中心，它像山脊般在前额隆起。这十一个能量中心被称为Ekadeshra

Rudras(十一种毁灭力量)，它们是

负责毁灭，最终的毁灭，被称为迦奇（Kalaki），或未来佛（Mattreya）或骑着白马的即将来临的基督（coming

Christ）。当这

山脊出现，它发展得越明显，毁灭亦越接近。我必须要说，很多人不知不觉的有些念头，我见过有些人绘画或向人展示一些穷凶
极恶的人的图像，呈方形可怕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怎会有这些念头，但这确是事实。 现在这些毁灭力量正要作出行动。它们正
在运用它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们正处于危险境况。在过往，若你们太过偏向左或偏向右，你们不会感到那么差，而
大家也并不关心。但今天，你们都处于危险的境况，你们都是那么敏感，那么脆弱，所以你们必须极之小心。毁灭的速度非常快
，因此建设的速度要更快。 你看看现在，我是说你看看有甚么在建设，甚么也没有。当你阅读报章，从早到晚唯一的好消息是王
妃生了个漂亮的王子，其余的新闻都是可怕的消息。你请他们报导一些美好的事情，请他们报导霎哈嘉瑜伽，他们不感兴趣。但
若有小意外，意外事件，有人死了或有人被谋杀，他们便感兴趣，会把那人怎样被杀，有甚么战争在发生等等的所有相片刊登出
来，但却没有时间花在报导一些好新闻，一些好消息，一些带来希望的消息，他们不想要这些，这就是为甚么……。你看到今天
任何组织就是这样运作，他们是这样建立自我取向的组织，即使是慈善团体也是自我取向的。 我曾经参与这些组织，与他们共事
，我很惊讶，那里的人内在毫无慈善。慈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慈悲，必须是从你内心流露出来，但也有是利用它来取得更好的位
置或更好的地位的伪装。荒谬的事情持续着。善心人实际上是川流不息的人。谁是那位善心人？若他们是我的一部分，我要向谁
表示慈爱？若我感到这根手指痛，我能否只对这根手指仁慈？我必须照顾它，令它高兴，因为它令我痛楚，我必须擦擦它，无论
要做甚么，我也要做，人们就是不明白。所有这些表面的事物迟早也会脱落，我们便会发现把精力都浪费在一些非常非常琐碎的
事情上。事实上，无所不在的力量成就万事万物，我们甚么也没有做，相信我，我们甚么也没有做过。 现在有多少花朵变成果实
？谁在做这工作？这一刻有多少种子在发芽生长？当下此刻。谁在做这些工作？有多少婴儿在这一刻出生？人体内没有外来物能
停留，身体会把外物逐出体外，但当胎儿在体内，身体不单保留它，还养育它，滋润它，照顾它，让它生长，当合适的时候到了
，孩子便出生，谁在做着这些工作？我们视每事每物为理所当然。就以我们的眼睛为例，若你是医生，你能看到如此复杂的眼睛
被创造出来，我们透过眼睛看人，是谁创造眼睛？是我们创造的吗？即使只是一只眼睛，我们有能力创造吗？我们看到不同的物
种，这是神的慈爱，神的大能，无所不在的大能。 第一次，当你得到自觉，你感到那慈爱，感到生命能量，感到那无所不在的大
能。你现在知道那无所不在的力量就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谋略。你能成就它，运用它，你是工具，正如我所说，你是导师
，只有你才能成为导师，取得这力量。 我希望华伦已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找到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只是因为一个
来电而来。他有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有关我的那个人令他对我有错误的观念，「她没有空，就是这样。」那全是谬误，我是最
多空闲时间的人，只要告诉他打电话给我，来吧，他来到我的房子，得到自觉，他现在在澳洲转化了很多人。澳洲有七个城市已
经拥有集体静室。我必须要说，英国是最怠倦疏懒的。澳洲有七个城市已经准备好，这是很多人努力的成果。当你有光，你便能
把光给予他人。 我们现在要说另一个在它之上的能量中心，是宇宙之母的能量中心。父亲住在这个能量中心，之前的能量中心，
即脐轮，再向上升，在右边安顿下来，这是父性。昨天有个男士告诉我，他受哮喘困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他在这里吗？
他在，很好。这个男士患了哮喘。当然，我告诉他这个毛病是源自印度有过度的浴室文化。你看看印度人，我们沐浴太多，除此
之外，还有是来自对父亲的伤痛。他的父亲死了，他父亲不想离开他，很担忧他。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若有人
对他的儿子不好，这是父亲的原理。若儿子对父亲不好，父亲会受到伤害，这是父亲的原理。若这个原理受到打扰，又或父亲忽
然离世，你一生也会感到伤痛。所有这些都在这里起作用，你的右心轮会有阻塞，你因此患上哮喘。以同类疗法来说，你越紧张
便越容易有哮喘，因为你越紧张，越会想起你的父亲，若他仍然健在，他会帮助你，有时在潜意识里，也会起作用。这就是问题
怎会越来越严重。 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你会很惊讶，只要把这个人的父亲原理像这样提升，他可能是个令人沮丧的父亲，可能
是个残酷的父亲，可能是失去父亲的儿子，甚么也有可能。你只要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念诵一句口诀，和平(shanti)便会升起，父
性便会得到完全的唤醒，你的病会治愈，就是这样简单。 心轮中部是受宇宙之母所掌管，她赐予我们安全感。在十二岁时，前面
的这块骨开始发放抗体，它在你内里制造抗体，直至十二岁，这些抗体是宇宙之母的士兵。梵文称它为Jagadamba。它们散布全
身，当遇到任何侵袭，它们互相通报，一起抵御。抗体在前面的胸骨处产生，我们也可以说是位于肋骨处，在肋骨处，即胸部位
置，这部分，它们停留在哪里，直至十二岁，在哪里被制造。特别发生在女士身上，她们是母亲，当有人挑战她们的母性，她们
便会出毛病。 就如有个女子的丈夫很轻挑，常常看着别的女人，她便会没有安全感，她的母性因此受挑战。当母性受挑战，她这
个位置便会出毛病，患上乳房的疾病，患上乳癌，这些疾病全因缺乏安全感而起。若女士缺乏安全感，可以源自各种原因，她便
会得乳癌。有个已婚的女孩，她嫁给天主教徒，那是跨宗教的婚姻。男方的人常常找她麻烦，在印度这是非常普遍的，在这里也
是，他们想找她的麻烦，麻烦她的父母，她内心因此感到不安全，患上乳癌。当我们对别人残忍，我们不知道这样会令人生癌。
我们对嫁进我们家，来到我们家的女士仁慈，需要付出甚么呢？我们都是会说伤害别人的话的专家。我们自孩提开始，已经懂怎
样说伤害人的话，伤害他们，这样会令他们生癌。你只能在得到自觉后，才会意识到这一点。 你会真正明白别人受到多大的伤害
，因为你这里也感到有点痛。你怎样与别人说话，你的言行举止，怎样与别人沟通都会完全改变。这个能量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左边是母亲的那边，亦是母亲本身。若母亲是疯癫的，你这里便会出毛病，你的心脏可能出问题。我们有两颗心，一是心灵，
一是心轮。若母亲是非常狂热，若她对食物或其他事物非常狂热，她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这样玩弄孩子是非常危险的，要他们

完全遵守纪律，要他们「必须像马匹一样走直路……。」必须容许孩子有自由。实际上，当我们过度压制孩子，他们便会变成小
流氓。在这方面，印度人比较好，他们知道怎样养育孩子，他们容许孩子拥有自由，只教导他们尊严这个概念。若孩子还是小孩
子时与父母一起很自由，当他们四五岁时，便会变得极之有尊严。我听过孩子说︰「滚开，滚出去。」这些话他们是从那里学懂
的？他们是从父母，从朋友或从其他人身上学懂。通常这些话不会出自孩子︰「滚开。」我曾经见过一个很小的孩子说︰「滚开
。」我是说这种话是有点过分，但却确实发生了，因为我们不懂在孩子面前该说些甚么话，该有怎样体面的言行。我们或许是很
不正派的人，没关系，我们可能是絶对败坏的人，即使是盗贼也知道，在孩子面前，他必须言行检点，因为孩子可能变成盗贼；
即使是妓女，妓女也知道，她的言行不应令孩子喜欢从事妓女行业。 这是常识，无论我们做了些甚么，孩子很容易模仿。所以无
论你想给孩子甚么，传授他们甚么，你便要在他们面前有怎样的言行。现在的社会，没有放太多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完全没有。
他们就是这样，我是说女士也是。母亲仍像新娘一样，忙着找新的丈夫，丈夫仍像新郞一样，忙着找新的妻子。而孩子，可怜的
家伙，不知道该怎样办。天知道他们要在哪所孤儿院里度过一生。 即使工业也是这样，我昨天想为小孩买一件纯棉的长袖衣服，
我四处也找不到。找遍德贝郡都买不到一件纯棉的长袖衣，我告诉你，伦敦也是。我是说孩子是不能忍受穿人造纤维的衣物，那
是非常危险的，对他们的皮肤也不好。当你们年青时，你们穿着纯棉的衣物，这里有棉磨坊，为甚么要给你的孩子穿着这些可怕
的，你从未穿过的物料。当他们长到你们这把年纪，他们面上会长出疙瘩，他们会……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患上怎样的皮肤病。没
有人意识到你们为孩子穿上怎样的内衣裤，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不知道甚么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用的东西，你们年
青时从未用过，相信我吧。是时候他们需要得到完全的关注，现在却是他们完全被折磨的时候。 即使工业也不关心他们，为甚么
不为小孩制造一些纯棉的衣物。事实上，我认为政府应通过法例，规定小孩的衣物不能以人工的物料制造。年长的人可以穿人工
的物料，没有关系，但对小孩，你不能给他们穿原子弹，这太过分了。我想现代对小孩是太残忍了。那就是为甚么小孩都不想在
这些先进的国家出生。我们印度因此必须承担这个重担。 若你对孩子不仁慈……试想想，有两个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杀害，这是怎
样的社会？每一个星期在伦敦，我还以为是英国，他们告诉我是在伦敦，两个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杀死。这样的事情我从未在印度
听过。这样残酷的对待孩子，我不知道这些妇女是怎样的人？她们是否只在神的面前展示身材，美丽的面貌和类似的东西？这样
残暴，这样自我中心，孩子因此受到折磨，全都有心悸，他们的心脏都很虚弱。孩子是受你托管，神给予你这样漂亮的孩子，你
应该为此感谢神。他们不是多余的，神给你孩子是对你的恩赐。 在印度，若妇女没有孩子，她会跑到每位神，每位先知以及所有
人那里哭求，求给她小孩。在德国，人口以二十分之一下跌。现在他们比付给首相还要多的钱给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甚至付更多
的钱，但她却不要孩子。她说︰「我会失去好身材。」我不明白你为甚么要有好身材？好身材有甚么用？有谁会对你的身材感兴
趣？ 为甚么要令自己那么下贱？我们是母亲，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母性而自豪。母性是妇女的最高成就。我是说我已经达成了，因
为我是上千人的母亲。我视作为女性，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成为母亲。作为母亲兼导师，你能想象我的困境吗？没有比要告诉你的
孩子一些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更糟了，你很爱他们，不想向他们说这些话，因此你要玩一点可爱的把戏，把他们带回正路。母亲
这身份是那么有趣及漂亮的人生。你们必须是自豪的母亲。我必须要说，男士应受责备，因为他们对母亲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很
年青的女孩感兴趣，这是堕落的征兆。我告诉你，絶对是堕落的征兆。 穆罕默德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妇女，男人却很少，因为
很多男人被杀，穆罕默德也不知该怎么办。他想，就如我昨天告诉你，他们都很务实，生活在这个社会必须务实。他说︰「好吧
！我们需要婚姻。」因为若没有婚姻，任何关系都是不道德的，违反原子价的。所以他说︰「我们必需有婚姻。现在有很多女人
，让我们按男人的数目来把他们撮合吧。但若是男人的数目比女人多，做法便是相反，按女人的数目来撮合。」我们需要婚姻的
意思是婚姻要得到集体的认可，得到集体的祝福。他说︰「好吧，与五个女士结婚吧。」你要明白，他很惊讶那时候的人都很敏
锐，他们不会与年轻的女子结婚，年长的男子不会与年轻的女子结婚。他们说︰「我们怎能与年轻的女子结婚。」你看。 他因此
说︰「不，没问题，我也会娶年轻的女子，因为有太多年轻的女子而没有年轻的男子，该怎么办？」但若在今天，若你问一个八
十岁的老人，他会很乐意娶十八岁的年轻女子，我称他为老懵懂，因为他不明白，不明白这个女子不会视他为丈夫来尊重他，他
亦不能享受作为丈夫的生活，他是祖父，又或可以称为曾祖父。他的言行必须像祖父，这才是他与年轻女子最理想的关系。 我们
与别人的关系现在都很混乱。每一个女子必须富吸引力。为甚么？每一个男子也必须富有吸引力，为甚么？目的何在？这样你能
成就些甚么？能得到甚么满足感？富有吸引力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不令人讨厌，只要你能与别人保持理想的关系。但若与人的
关系像狗和母狗那样，还是没有这种念头好，追逐一些我们不该追逐的事物是絶对错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活得有尊严
，有理想。若你只说︰「有甚么错呢？」这是争辩，一切都是错的，不是单一的错而是整体都错。若你想社会繁荣昌盛，你必须
保持家庭生活美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得到自觉后，这自会发生。我不需要为此告诫你，你就是能做到，你变成理想的丈夫
或理想的妻子。美满的家庭能从霎哈嘉瑜伽而来。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现在，霎哈嘉瑜伽有很多美满的家庭，因此伟大的
孩子，伟大的先知若想出生，都会出生在这些家庭里。 很多伟大的孩子想在英国出生，也有很多已经出生了。我不知道他们可以
得到怎样的对待，人们能不能明白他们，人们没有生命能量去判断他们是不是先知。在英国有很多天生有自觉的孩子。有时，我
对他们得到的对待感到很难过。没有人知道他们已得自觉。他们说话的方式，完全是充满智慧。这些小孩却被我们侮辱和羞辱，
我们对他们都很无知。我必须要说他们非常勇敢，在不获赏识和照顾的国家出生是非常有勇气的。我要说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我们
的国家，人们可以为孩子出卖国家，我是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这也是我们做的又一件荒唐事。保持在中间意味着你爱你的孩子
，尊重你的孩子，他们是受你托管，是已得自觉的灵，是圣人，是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基石，这是作为母亲需要学习的。 母亲的
尊严必须得到尊重。我肯定你一定很尊重你的母亲。现在作为母亲，我不知道你有否得到尊重。当母亲是妇女可以达致的最高地

位被确立，她必须得到尊重，女士们的先后次序也会改变。她们能怎样做？她们作为母亲并没有地位，所以她们对孩子感到厌烦
。她们想︰「母性有甚么用？母亲是一份没有人会感谢的工作。」这种情况只能在男士内里有所改变，有所转化才会有改变。 就
像现在你听着的讲话，你可以在一处……我应说你能在一处非常正统的地方听到的布道。正统却变成你的一部份，你变得与它是
那么的协调，絶对的一致，你喜欢它。你以这种方式爱你的妻子，你对其他人不会这样。丈夫喜欢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爱他的妻子
，妻子也想以特别的方式爱她的丈夫，事情便发生了。没有不安全感，否则，当你回到家里，你发觉你的妻子与人私奔。试想想
这是怎样的境况？ 我来这里的第一年，我感到很震惊，我的邻居是个四十八岁的女子，她的儿子二十二岁，儿子的朋友二十出头
。这个女子与那个二十岁的男孩私奔了，她留下三个孩子。房子被出售，按法例她可以得到一半产业，或类似的分配。她的三个
女儿现在流落街头，她最小的三个女儿流落街头，谁来照顾她们？那个女人，四十八岁，仍然当新娘，你能理解吗？正上教堂结
婚去。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尊严，没有爱，没有感情。我们追随的基督曾说︰「你说︰「不应通奸。」」我却说︰「我们不应有淫
邪的眼睛。」」祂到达这精微的层次，「我们追随基督，配戴十字架，上教堂，我们身处何方？」 现在说到另一个能量中心，喉
轮。这个能量中心对人类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个能量中心被唤醒，你变成旁观者，你变成集体。这是集体存有的能量中心。我再
次说，当这个能量中心被唤醒，你变成集体的存在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能量中心。就如我现在与你们一起，我必须告诉你们，我
们受过甚么苦以及印度人受过甚么苦，而东方人受的又是另一种苦。例如东方人受说话过多的苦，我们称它为喉轮的右边，西方
人则受完全不说话的苦，特别是英国人，他们从不说话。实际上你必须拧他们，他们从来也不笑，问题是他们只微笑，因为微笑
被视为好的行为举止，有时这也是非常沉闷的举止。 左喉轮比我们能想到的精微得多。若你的左喉轮有阻塞，这是一种非常有趣
的情况，对西方人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他们发展了新的罪疚感。我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虽然没有进过法庭，没有
犯过任何罪，但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感到有罪。就像有一个女子，「啊！我很内疚。」

「发生甚么事？」

「我没有向她说谢谢。」有甚么关系，有甚么需要内疚。 「啊！我很内疚。」 「发生甚么事？」 「我泼出一点咖啡。」好吧，
没有关系，可以清洁的，为甚么要内疚？人就是有这些不知名的内疚，他们不知道为甚么要内疚，为甚么常常有这种内疚感。
「天啊！我不应这样做，不应这样做。」 甚么？我们有怎样的内疚，内疚是很可怕的。我曾经见过，从美国开始，英国、葡萄牙
、西班牙、意大利，瑞士，这些地方的左喉轮是最先也是最后我需要征服的。
一位女士站起来说︰「母亲，我因为越南感到内疚。」
「不，我仍然感到内疚。」

我说︰「越南？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现在还能做些甚么？」

「为甚么？你能做些甚么，为甚么这样关注它，你与它有甚么关系，为甚么你要内疚？」

「我就是感到内疚。」 我说︰「真荒唐。」 就像这样，每个人都发展这种内疚。这是从何而来的。让我们看看源头。源头先来自
圣经，人们错误解读圣经，圣经说︰「你是罪人，生来已是罪人。」我的意思这是荒唐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你是唯一意
识到罪的人，不是动物；你是唯一意识到你的无明的人，不是动物；你是唯一意识到你的盲目，其他人不能，动物也不能。」 为
甚么？因为你内在发展了这个「我」(I-ness)，正如我昨天告诉你，发展了「我」是因为自我和超我在这里相遇，因为你抬起头，
因为这个轮穴想得到开悟。你抬起头，自我和超我便在这里相遇，在这里钙化，你便有这个「我」，那就是为甚么你以为︰「我
做错了或我做对了。」动物不会这样想，牠们不会关心，牠们想怎样做便怎样做，当牠们想做甚么，从不会坐下说︰「我感到内
疚。」你曾否遇过任何动物这样说？除了人类，他们常常都这样说。这是虚幻的，我们活在巨大的虚幻迷茫中，这绝对是幻象，
相信我，没有甚么需要内疚，内疚常常把你吞噬，令你养成惯性，感到迷失，所以这个能量中心要得到开启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
的讲座开始前，我都会先告诉他们，这个口诀必须要说︰「母亲，我并无内疚，母亲，我并无内疚。」十六次，这是感到内疚的
惩罚。若你感到内疚，你必须受到惩罚。对吗？这是对你的惩罚，就是说︰「母亲，我并无内疚，母亲，我并无内疚。」说十六
次，这样你便可以克服内疚。这是很实用，有成效的。内疚令你有脊椎炎，你的心脏感到痛楚，你的手患上我们称为冷冻的手，
所有毛病因此出现，全因你有这种虚构的内疚。 现在，另一种虚幻出现，我视它源自心理学家，所谓的心理学家。他们对心灵没
有意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途径进入心灵，他们做的只是记录，找出原因，尝试把人治好。他们曾经治好多少个疯癫的人？霎哈
嘉瑜伽必定曾治好上百人，他们治好多少疯癫的人？他们不曾治好任何人，相反，若你走到心理学家哪里，你或许变得更疯癫，
像他们一样的疯癫。因为这些心理学家，当他们与人交谈，他们不知道他们处理的是病理学的病案，不正常的病案。当你处理病
理学的个案，你自己也因此中毒，或可以说是受污染，你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 我要说容格是唯一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是个
颇完美的人，他得到自觉后，提及医生也会得病。现在，他们开始变得病态，像那个肤浅的弗罗伊德，是他开始谈论性和类似的
东西，他自己却是反常的人，他因癌而死。他的一生得到甚么？他是这样反常的人，我的意思是试想像他是因癌而死的卑鄙的灵
，他又怎能指引我们，给我们任何有意义的论点。现在无论他的任何话，我们都视为圣经，甚至比圣经还重要，人们相信弗罗伊
德，比相信基督更甚。事实上，他们相信他。若把他的言论作个结语，你可以说他把每一个人都定位为性，你不能超越性，不能
比性更高，甚么也不是只是性。试想想，把人格降至这个层次。作为母亲，我只能给他一个光彩的注释，这个可怜的家伙必定是
在处理病理个案时被逮获，令他向人灌输这些错误的观念，他只处理心理，左脉也是从这里开始，亦在这里结束，在你的超我结
束。因此沈溺于性把你带到超我，意思是把你带到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现在一切有关性的问题都是源出于此，情绪化的行为和
一切曲解堕落都会带你进入集体潜意识。 有个在印度的女孩，她很不正常，她来对我说，她想与女孩子一起，想与女孩结婚，想
穿得像男人。我对她说︰「真的吗？」我以霎哈嘉瑜伽的治疗方法医治她，我发觉她内里有个男人，她被降至一文不值。有个男
人附着她，她这些念头都是来自这个男人，她才会说这些话，她被鬼附着。所有不正常的行为都是因为你被鬼附着。 有个古巴的
女孩来看我，她在美国但来自古巴，矮小的女孩，矮小但漂亮的女孩，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告诉我︰「母亲，我很惊讶我的妻子

可以喝光一整瓶威士忌，一个人把整瓶酒喝光。」

「好吧，坐下。」我为她做班丹，跟着我看到一个很大，很庞大像Globe

Trotter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黑人从她身上走出来。我看着她说︰「你是否认识任何黑人？」
她说︰「母亲，你是否看到他，你看到他吗？喝酒的是他，不是我。」她对我说。当他离开她，她就变回可爱的妻子。 所有这些
不正常的行为，若你做得过分，便会带你进入集体潜意识，在哪里你被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所逮住；若你变得非常，非常自我中
心，它也可以带你进入集体超意识。那么，你也能变成希特勒。「有甚么错呢？有甚么错呢？希特勒有甚么错呢？」没有甚么错
，当他说我是来拯救阿莱亚斯民族，我的鼻子是特制的，他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神必定很惊讶的听到这些话，我是说你要创造
多样化，是吗？但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人生中做着一些荒唐的事情，就像说︰「有甚么错？」我们跳进沟渠里，回来时
，你的头上不能没有负载任何东西，这些负载起作用，你变得很不正常。 然后你站在街上像疯子一样叫喊，若你激怒他们，他们
便会变本加厉，所以还是不要与他们交谈，不要与他们争辩，忘记他们吧。我们看到所有狂热的人，都有鬼附着他们。 他们大部
分人都被鬼附着，我可以说，很多总统，很多专横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被鬼附着。我与他们会面，与他们握手，他们在我面前
发抖，我便知道他们是被鬼附着，他们怎会在哪里？他们不应在哪里，他们被鬼附，他们附着别人，他们令他们成就事情，所有
这种侵略是透过附着他们的鬼魂力量开展的。这个能量中心令你回复正常，当灵量升起，穿透你的脑囟骨区，把它开启，从你的
双手，透过这个能量中心，集体的品格开始彰显，你变成集体的品格，你变得，我再次说这是实现(actualization)，不是「我们是
兄弟姊妹，让我们组织联合国，好好的一起赚钱吧。」这是实现，令你能从内在感受另一个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能量中心
，我是说我也不知道能花多少时问不停的谈论它，这个能量中心有十六片花瓣，它照顾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喉咙，颈项……
一切，甚至你的脸孔和所有这些，也受它掌管。合群的人，集体的存在体拥有一张散发生命能量的脸，只能藉由生命能量才能看
到，你会知道谁是集体的存在体。 最重要是头的这一部分，我告诉你，当你屈服于错误的事物时，最大的障碍是脑袋的最底部，
梵文称为mudhra。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肿起，筑起大的障碍物，你便与那无所不在的力量完全切断。意思是一切的保护，一切的
指引，一切富滋润性的事物，一切都从你的生命中消失。现在我们从这个能量中心说到这个能量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
告诉你，虽然是时候要结束这个讲座，这个能量中心是额轮。它是位于脑垂体和松果腺之间，它控制我们的自我和超我，在视交
叉床之间，存在着这个非常精微的能量中心。 有些人叫它做第三眼，他们看到的第三眼不是我说的第三眼，第三眼代表我们从内
在而不是外在去看。这个能量中心是非常重要。它以神祇摩诃毗湿奴来装饰，这是它的印度名号，它的英文名号是主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中心。「追寻主基督。」你在哪里追寻，祂存在于哪里？祂必须得到唤醒，祂就在这里。(编者按︰锡吕
玛塔吉指向额轮)因为你们都是来自这个背景，所以我想谈及它，虽然摩诃维瓦(Mahavira)和佛陀也是在这个能量中心，摩诃维瓦
在这里，佛陀在这里，而基督则在中央，在脑袋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所有基督教组织都未领会到基督，就是基督要在我们内
里出生，在我们内里被唤醒，这只能透过唤醒灵量才能做到，当祂被唤醒，在这个位置，因为祂被唤醒，自我和超我都会被祂吸
入，这是一件大事。 这就是为甚么祂说︰「我是作事者。」这很好，他们把祂钉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也是一出戏剧，因为自我
和超我把这个位置压迫得很紧，要穿越它，你需要一位神圣的人，祂本身是Omkara(唵)，一位拥有神圣品格，永远也不会死的人
去穿越它。克里希纳曾经说︰谁在这一点上。祂说︰「这神圣的力量，这Omkara，永远不能被杀害，也不能被摧毁。」因此耶稣
基督出生，为我们创造这个通道，祂要证明，它是不能被杀害的。他们全是一体，互相关连。这些你都能在霎哈嘉瑜伽里找到，
因为当和谐被建立，你必须提问，耶稣基督和克里希纳有甚么关系？你能从生命能量找到答案，他们互有关连，非常紧密的关连
。基督曾说︰「那些不反对我的人便是与我一起。」没有人尝试去找出祂说的「那些人」是谁。圣经说︰「我会像火舌般在你面
前出现。」没有人尝试去找出这是甚么，或是生命之树，这是生命之树(锡吕玛塔吉指向能量图)，所以祂必须在你内里被唤醒，这
就是重点，当祂说︰「有人会来唤醒它，那么你便永远的知道我的父亲。」现在有那些以主耶稣基督之名运作的机构在做着这工
作吗？他们做的只是祭祀，或是狂欢节，收集金钱，建筑教堂，这些那些。 透过唤醒基督，你必须在每一个人内在建造一所教堂
，这是洗礼的真正意义。洗礼的真正意义是灵量被唤醒，当它来到你的脑囟骨区，那是被称为梵穴，灵量便会穿透它。有谁这样
做？没有。我到过一所被称为统一的教堂，我相信他们把所有教堂统一起来，这样做也把全世界的鬼魂统一起来。各式各样的假
导师都在那里，各式各样，他们毫无辨别能力，我感到很惊讶，你也知道，基督并不那么圆滑，我这样说是因为当祂鞭打那些人
后，说︰「若他们感到热，我可以处理。」意思是若他们感到热，他们便是有阻塞，我们能处理。若他们感到冷，我便点亮他们
，若他们是半途肤浅的，「我便把他们从口中吐出来。」这是祂用的语句。因为肤浅的人会向魔鬼妥协，还会谈论神，他们又怎
能传达好信息？为甚么不把你内在的基督唤醒，自己去看清楚？当你提升灵量，你会感到很惊讶，灵量到达这一点便不能再上升
。对所有基督徒，这是问题。你必须要他们念诵主祷文，便能解决，这是口诀。当你这个能量中心有阻塞，因为克里希纳是集体
的存在体，「Allah Ho Akbar」也是同样的意思。你要把手指放进耳朵里说︰「Allah Ho Akbar」自觉的灵，你的灵量便会升起。
你能看到灵量在三角骨里跳动，能看到灵量的升起，能感到灵量到达顶轮，穿越顶轮，你通过基督的大门，祂吸入这两个机构(编
者按︰母亲指自我和超我)，令这里有通路，当灵量升至超越额轮，你便变得无思虑。 这个边缘的区域是神的国度，你从哪里得到
指引，灵量亦能通过。这是最后要做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大规模的完成了，这工作必须要做，已经做了，是被承诺的，时候
到了。有时我也很奇怪，人在哪里？我现在在英国与你们一起，你会很惊讶，在印度，成千上万在村庄里的人得到自觉，但这里
我却发觉人们不想要实相，必须要有个马戏团，那么，至少英国人会来，印度人却很少，他们从不粘附着这些，这是很奇妙，我
就是不明白。事情是怎样成就是很奇妙的，我们何时才会喜欢它？我的意思是它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款，是你自己的，自然而
然的，就在这里。但仍然，他们得到自觉，他们迷失。 这是很令人惊讶，你不会相信，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八年，八年

了。最初的四年，有六个人，他们上来，下降，再上来，再下降。我说︰「甚么类型的人？」四年了，你能想象吗？在印度，我
只留了三个月，便有上千人来。是否就如约翰所说的，只有很少人会获救。他说只有数千人会获救，我们在西方是否只能做到这
样？英国人却成就得最小，你会很惊讶，甚至意大利也比较好，瑞士，日内瓦，好得多，有甚么发生？在这里，他们追逐着一个
要一辆劳斯莱斯的人，一个要求第五十九号劳斯莱斯的家伙。为了给他劳斯莱斯，他们挨饿，当他来，他们把车给他，你能想象
吗？他们说他是个完美的导师。他们的脑袋没有纯粹的聪明才智去理解，你怎能从这部荒谬的劳斯莱斯得到灵？至少在德贝郡不
能，来自德贝郡的人不应对这种事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因为劳斯莱斯就在这里制造。你不能制造神，你能吗？你有能力制造劳斯
莱斯，没问题，你能否用劳斯莱斯来交换神？ 他们在追逐这些可怕的事物，另一种可怕的事情是有人想教你怎样飞。坐在这里有
个董事的妻子，她的女儿染上癫痫症，丈夫也有癫痫症，女儿也是，他们全都是癫痫症患者。他们支付上千英镑，花了三千镑去
学飞，开始像青蛙一般跳跃，试想像？以你的纯粹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请那个导师从比塞塔跳下，我想建造斜塔也是为此原因，
看看他能否飞高一吋，为甚么不运用你的聪明？你应是最平衡，最聪明的人。昨天我告诉你，你是被安置在宇宙最重要的位置，
即心脏，英国是宇宙的心脏，但心脏却很怠倦疏懒，我可以怎样做？你要告诉我，我该怎办？为这个心脏打气至实相。这里有求
道者，我不会说这里没有求道者，他们很多人是嬉皮士，上千人变成嬉皮士，他们很容易的接受荒唐的事物，为甚么不是接受你
们追寻的事物？我难以理解，就是不明白。 就如我告诉你，我不是移民来英国，我来是因为有某些事情发生了，我的丈夫被选来
到这个国家，这是重要的，我视这必定是命中注定，就是这样。我必须恳求你们现在接受和明白，这是威廉‧布莱克曾告诉你的︰
「先知将会来这个国家，有神性的人(god of men)将会变成先知，他们有能力把其他人也变成先知。」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甚么也
不是只是这样，他应许了很多事情，他甚至描述过我住的房子，他曾经描述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的正确位置，他也有描述我们作
为基地的集体静室，那么的详细描述，令我感到很惊讶。一位这样的圣人和预言家，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出生，却没有人想去了解
他。我现在该怎样做？我希望人们很快便能意识到，在转化人类和拯救这个灾难的时刻，他们必须扮演主要、很重要、关键的角
色，他们就是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的人，我满怀希望为此祝福。 愿神祝福你们。 很幸运，在德贝郡有高水平的霎哈嘉瑜伽士，真
的很令人惊讶，威廉‧布莱克曾经多次提及德贝郡，他们想我来德贝郡。我说︰「伯明翰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来德贝郡了。
」 他们说︰「母亲，我们请求你。」跟着他说︰「布莱克说你会来德贝郡。」就是这样，我来到这里，我希望这个集体静室能创
造出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再从中创造伟大的先知。无论如何，布莱克高调的提及德贝郡，他推荐它。但当我坐车在外面走了一
趟，有很多巫术，人们沈溺于可怕的东西。我很担心，颇为担心，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对你，对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对每一
个人都是危险的，我发现这些口袋，我感到很惊讶它们怎能在这里昌盛成功。愿神赐你力量和智慧去明白，你是怎样被安置在神
的伟大工作中。 若你有任何问题，你有五分钟时间提问，昨天有很多提问。事实上，我只在第一天容许提问，因为第二天还问问
题是浪费时间，请不要提问个人问题，不要问个人问题，个人问题迟一点才问，我会回答，若你想问一般性的问题，请提问。
问题︰你有否见过神？ 锡吕玛塔吉回答︰为甚么要问这个问题？你有否获授权去问这个问题？你先要看看你的灵，我们才谈及它
。你为甚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你是印度人？至少要保持一点礼貌，请坐下。这种「你是否见过神？」的傲慢问题不应该问，你为
甚么问我这种问题？谁授权你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必须也问问你，你能否感到你的灵？好吧，先感觉你的灵，这就是为何佛陀从
不提及神，我昨天只告诉你们，因为你忽然想见神，你是否拥有眼睛去见神？你甚至连我也看不见，你又怎能看见神？ 你要先成
为灵，我们才谈及它。小孩子不会在与国王交谈时掴他一记耳光，对吗？他应否这样做？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界限，自己的分际(m
ariadas)，特别是印度人，有时我感到很惊讶，提出「你有否见过神？」这种问题。我有否见过祂，为甚么要告诉你？没有此必要
，没有必要……这是很傲慢无礼，我很惊讶你在这里这样问，印度人从不会这样，很令人不安。试想像，若我真的见过祂，他会
相信吗？又或没有见过祂，这些问题有时令我感到……我是说这样的问题，你明白吗？ 他是贝尼大学的哲学博士，你不会在印度
找到这类人，我不知道这些唯物主义，绝对粗浅的人从何而来，我是说他怎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不该问的，我来是给你自觉，只
是这样，是你应得的，这是你的权利。我要说就像银行，我在兑现给你的支票，只是这样。若给你的支票已签署，就是这样，完
成了。这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不会告诉你关于我自己，令自己再次被钉上十字架。基督想告诉人一些有关祂自己的事情，他们便
把祂钉上十字架。 我现在若告诉他︰「我当然知道神。」他是不会接受的。若我说︰「我不知道。」他也不会接受，蠢人，印度
人绝对不蠢，他们很有智慧，我必须要说，我很惊讶这种愚笨从何而来。很有智慧，印度人是很有智慧，因为你看看大地的瑜伽
，我们的国家是个很古老的国家，你不会知道这个国家得到甚么赞颂，我能……不要以你看到的人来评价它，不、不、不，它是
个很伟大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家，灵性上，绝对是灵性的国家。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甚么事，很表面肤浅的人出现，极之肤浅
，我也看到一些伟大的灵，不要评价它，不要评价这个伟大的国家。
当我与丈夫一起到印度，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触碰到我们的国家。」
我说︰「看，生命能量！整个国家都有能量，大气中充满能量。」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真的吗？」

我说︰「请你问机师。」我们坐头等，他走去问机师。 他说︰「先生，我们刚在一分钟前着陆。」像这样伟大的国家，整体，宇
宙的灵量就在这个国家，你能想象吗？灵量，他们却没有追寻的欲望，欲望的力量就在这里，他们却没有力量去追寻，你能想象
吗？我很惊讶，那些人来以导师自居，可怕的人却在赚钱。若我是印度人，我会感到羞愧，因为感到羞愧，我有时也会想︰「他
们对我们拥有的做了些甚么？」那么巨大的遗产，你只是幼芽，只是外在的，你是树木，我们则是根，你不能没有我们而活，我
们是你的根，你看这些根，我就是不明白，它仍会妥当，这是母亲关注的。
让你们现在得到它吧，请把手朝向着我，脱下鞋子，你必须是在追寻，若你并没有追寻，来我的讲座有甚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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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我想有些霎哈嘉瑜伽士非常吃惊，我接受了邀请来到这个地方。邀请我来这里非常好，在神看来，每个地

方都有它自身的吸引力，并且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很深入的求道者。如果我能访问这里，他们将会实在地受益，我也万分高兴
来到这里。 现在霎哈嘉瑜伽的问题是可以很简单地理解的，所有重要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譬如我们呼吸是很简单的，我们不会为
它阅读任何书籍，也不会为了呼吸做任何的练习，我们不需要去到任何人那儿学习，我们只是呼吸。同样地，如果我们的追寻有
所意义，我们必须要找到什么，它必须是最重要的事，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替代的生活。许多人感到求道者不是别的，而是在寻找
一个生活的替代方式，是当下与常人的制约的交替。 不是这样的，现今，这个现代，是一个在印度古经典中 被描述过的特殊时期
，在圣经和可兰经中也有描述，在所有的经典中都曾有过描述。在古兰经中，现代被描述为复活时期，耶稣曾多次谈到它，祂说
你必须永远知道我的父亲，你的双手将会说话。祂给了许多关于你将会取得和成为的状态的描述，就跟这一样。你曾见过一棵树
要生长，首先它可能只有一两朵花儿，但当时机来临，同样的那颗只有一两朵花儿的树，2年之后，3年之后，突然它到了一个开
花的时期，然后就有了许多的花朵。 跟这一样，现今的时代是所有求道者开花结果的时代，如此多的求道者降生在这地球上，尤
其是英国。威廉布莱克曾描述到，这个时刻将会来临，那就是英国将会成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意味着它将会成为朝圣之旅，人
们将会在上帝的神圣土地之上，人们会来到这片神圣的土地，来参观这个地方，因此人们来到了英国，
不是树会变成神圣的，也不是土地会变成神圣的，而是那里的人，他们的心必须要变得神圣。 他们如何变得神圣？当一个人真正
变得神圣时，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我们谈到了圣人，我们谈到了先知，这些人与常人有什么区别？只有一个区别，区别就在于
他们的注意力中，在于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有了他们灵体的光芒。然而对于其他人，没有灵体的光，他们生活在无明之中。 灵
存在着，存在于每个人之中，它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它一直在我们内里出现。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意识不到它，它还没有在
我们的注意力之中，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耀。 当加文谈到新的意识，是说我们的意识，人类的意识变得受到了启发，成为新的意识
，在那意识之中，我们的灵开始显现。现在，人们可能会说，母亲，那必定是一件困难的事，人们需要做很多的苦行，他们需要
做许多的苦修，他们需要去到喜马拉雅山上，做所有的事，行倒立姿势，为何现在它就能变得如何容易了？ 事实上，现在这些事
情都不需要了，因为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机来临，它就会很快成就，它以集体的方式成就。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在印度，拜访
过我的人们知道，每一个我做的活动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并且所有人都获得了自觉。所有人都获得自觉意味着他们开始第一
次在手上感知到无所不在的力量，第一次感知到耶稣基督描述过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所有的经典都曾经描述过，你开始感知到圣
灵的凉风。 现在，有些人会说这种感觉是由于这个，由于那个，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怀疑我们自己，这些类型的不相信。但问题是
你可以看到，如果很多人感知到从倒三角骨升起的力量，倒三角骨也称为骶骨，令人吃惊的是骶骨也有圣骨的意思，这意味希腊
人知道它是一块神圣的骨头，它是神圣的。如今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神圣的时候，它会重新回归本意
。 在这个骨头里，这个倒三角骨头，我们称为昆达里尼的力量安放在那里。这个创造我们的，创造了整个存有的剩余力量仍然没
有显现，它仍然在沉睡中，因为它是我们的愿望，最终极的要与灵成为一体的愿望，是要感受无所不在的力量的愿望，是要成为
上天的工具的欲望。 除非这个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愿望的力量自身得以显现，否则我们不可能会是快乐的人。你可以尝试
任何你想尝试的，在一开始你可能会说如此多的先知到来，耶稣到来，所有人的到来只是为了让我们，为我们可以得到重生的日
子做好准备。 耶稣曾清楚地说过，你们必须得到重生，谁为此而操心？有一些人证明他们自己 （得到）重生了，耶稣没有说过要
给自己颁发证书得到重生。重生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感到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让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流经
他的存有，并且可以调动它，理解它，这无所不在的力量创造了，创造一切力量的力量，所有的，这个电力，所有的一切都是那
力量的一部分，那是创造整个宇宙的生命力。 当你得到自觉时，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力会流动，赐予你无限的力量。但是你最大
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上帝就是爱。祂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祂居于我们内在。 祂非常爱我们，祂是那位想要拯救我们的人，是
祂渴望去拯救祂的创造，祂不希望祂的创造，这个祂倾注了如此多的爱，如此多的关注，如此多的奉献的创造。此外，你们是祂
创造的缩影，人类是最高的创造。被毁灭掉，祂不能忍受这毁灭。
在霎哈嘉瑜伽开花的今天，人们以如此多的数量得到自觉，这是祂的愿望。 然而，今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如此多的东西在市场
上，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首先，我们有教堂，我们有清真寺，我们有寺庙，我们有各式样的人在兜售上帝。
人们谈论这上帝，或者说这就是上帝。 这些宗教来到地球上，所有的先知来到地球上，是为了在我们内在建立平衡。就如我告诉
你们的，是为了让我们为这顶点做好准备。但是，我发现，没有启发有什么用！无论是基督教也好，印度教也好，锡克教也罢，
所有这些主义都是狂热的信条，原因在于没有光，你看不见。 比如说，我来此是要看桌子，没有光，对我而言，这儿就只有桌子
，其它的都不存在，另外一个人会来然后看到一张椅子，（对他而言）只有这张椅子，没有其它的，他完全相信他所建立的迷思
，因为他还没有受到启发，他也不能启发他人，因此这就成了一个迷思，他必须一直粘附于那个迷思，这种胶水般的动力在他和
实相之间创造了一个大大的障碍。实相与我们作为人类，在今日所能感受到的有很大不同。

比如说，加文在六七年

或者更早前来到我这儿，在一开始我告诉他，他得到了他的自觉，他开始感受到这凉风，他说：“母亲
我们怎能知道它可以通讯？”

我说：“好吧

你想发现什么？”

他说他想知道关于他的父亲，我说：“好

你伸出双手

然后问我的父亲状况如何?” 他问了这个问题，马上他开始在手上这儿感到发热，这些是你父亲的能量中心，这些是你母亲的能量
中心，当他在手上感到发热时，他说：“ 母亲， 这是什么？” 我说：“这意味着你的父亲陷入了不太好的低谷，为何你不给你父亲
打个电话问问？非常容易就能知道了。”当他打了电话，他发现，他的妈妈告知：“你的父亲状况不太好。”
这就是信息是如何从这无所不在的力量中来到我们这儿的。 在那之前，无论我们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谈论资本主义，我们谈论
社会主义，我得说我是最大的资本家，因为我掌控着所有的力量，我是最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不分享我不能存活，否则我不能
享受我所有的力量，除非并且直到我与你们所有人分享，否则我真的不能享受我自己的生活。 在我内在我有许多的喜乐，除非并
且直到我与你们所有人分享它，否则我不能享受它，因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不是别的，而是
实相的混合物。好比如，有时你说我是我的鼻子，我是我的眼睛，我是我的耳朵，它们都是一体的。
你看不到那整合，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得到觉醒，一旦你得到觉醒，你便知道 我是那整个身体，这整个身体有这不同的部位，
但是这些部分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然的，因此所有这些东西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整合。当你成为灵，它们便得以整合，是灵，它居
于你的内在，让你成为一个集体的存有。 现在，我的丈夫在海事组织工作，他发现无论他们做什么，在全球的层面，在国际的层
面，都有某些（东西）存在人类之中，因为他们理性地做它，他们理解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你是我的兄弟，我是你的姐妹，诸
如此类。 然而在他们的心里，仍然缺失一些东西，因为心与脑之间仍然没有得到整合，我们相信如此多的事情，但是那个心和那
个头脑仍然没有整合。 你如何知道一个人相信一套，却做着另外一套，因为他们没有整合，当你的心与头脑完全得到了整合，那
么你就会做任何你所相信的，并且你相信你所做的两件事情是彼此交织的，那就是为何我们感到那些事情是如此滑稽，他们说他
们相信，这是我们所感觉到的，然后他们做所有的戏剧，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对此没有感觉。但是我不会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尚未
找到他们的灵，灵会将你完全整合。现在，你得到完全整合的时机已经到了。 现在，来到事情的绝对世俗的层面。有一天，一个
电台的男士来采访我，他说：“好吧，现在，你会告诉我说，我的身体的、情感的、精神层面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吗？”
这是真的，我们治愈过癌症，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士，她治好了血癌，当然这是真的，它可以被治愈。 在昆达里尼的帮助下，你可
以治愈所有这些疾病，心脏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能被治愈。心理上来说，也有许多精神失常的人变成了圣人，许多瘾君子以及各
种事情都变得妥当，毫无疑问都可以解决。但你首先必须要得到自觉，没有自觉，没有那第一步，什么都不会成就，第一步是你
得到光。 现在有些人会想我们应该非常努力地去做，我们应该清洁我们自已，我们应该做这，我们应该做那，然后我们应该得到
自觉，但什么是重点，除非你走出你自已，
否则你不能清洁你自已，你不能看到你自已，你不会明白，因为你是如此地自我认同。 例如，如果你纠正某人你有自我，他会一
拳打到你鼻子上：“你说那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有自我是什么意思？你才有自我呢！你说我有自我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你得到自

觉，当昆达里尼升起，这里在这一点，在它后面，在视神经交叉处，有一个非常精微的中心，被称为额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驻
于这个中心，祂吸入你的自我和超我。当你的注意力在那里，你会看到你的自我像气球一样膨胀，因此你会说：“噢！上帝，这是
我吗？”好吧，没有人会介意那。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的额轮有阻塞，没有人介意，因为他们不喜欢它，他们想让生命能量流入
。 然后会有一个带着超我的人，这个人总是被吓到，总是保持安静，变得酗酒，脱离社会，会变成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当他看
到内在的光，他会变得正常。霎哈嘉瑜伽使你完全正常，令你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但到绝对世俗的事，像这位问我的一个问题，
英国失业的情况怎么办，通过霎哈嘉瑜伽给出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说：“工作对你是很大的问题吧，不是吗？”他说：
“怎么?” 我说: “让我们看看如何就业。” 让我们实际看看，你们有过度发展的人类，你们有铁路、飞机，你们完成所有这些装备，
你们得到一切，现在你们过得很舒适，坐在这里你可以移动某人的鼻子、眼睛，一切，你不必移动，你甚至坐在这里可以毁灭整
个世界，你不必做任何事，你已经到了必须要休息的状态，你已拥有太多，只要假期，你们休息，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失业。 但在
精微层面，这是上天在工作，如何，科学及所有力量已经给了我们，揭示给我们，因为我不得不完成日常工作，并节省时间，我
们有问题，戴手表，我不记得祖母胳膊上戴过表，你们也不会，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意时间，时间流逝，无人为此困扰。
现在我们用所有时间，节约时间，节约时间，节约出来做什么，节省时间去酒吧， 或者节省时间去舞厅跳舞，或者用来吵架，或
者说别人的坏话，节省时间于你的静坐，节省时间于你的升进，你节省的时间已经带来了这么多的真理的追求者。 现在你有时间
，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给了你，为什么会将这些空闲时间给予你，是为了升进，现在你已经被世俗的事情，物质利益及所有诸如此
类的事情所雇佣。现在你必须被上帝雇佣，你必须寻求祂的雇佣，一旦你得到自觉，首先我会说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找到一
些工作，他们不应被解雇，但要使你正常，我告诉过他们，但他们现在已被雇佣，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很忙，他们给予人们自觉
，他们在治愈人，他们出去，告诉人们方法，他们那么忙，他们做着上天的工作。 你不再受雇于政府，也不受雇于任何私人公司
，你被上天雇佣，你是自由的，生计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得到养老金。现在你工作，我看到有人80岁，90岁，还做着上天的工
作。 最近我从印度到美国，一位先生76岁始终从印度跟随我，他说现在我做上天的工作，所以完全不知疲惫，无所畏惧，他和妻
子一起到洛杉矶，帮助我安排讲座， 所以现在新的雇用必须开始，为神雇用。 你会遇到霎哈嘉瑜伽士并问他们，他们是大忙人，
他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的我的孙孩们也是天生自觉的，他们是非常受到启迪的人，他们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作其它事，因为我
们来到这里，他们非常忙，跑上跑下，并且试图洁净人们。 一天我们去机场，这个女孩像这样作，速度很快，象机器运作，所以
她妈妈问她你在做什么，她说我在试图洁净整个机场，并且此举成就了，因为神圣力量在手中流动，所以此举有意义并且她成就
了它，她说所有人，如此敏捷，他们跑得很快，什么也不做，他们总是很忙，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尝试纠正，所以要担当这个新
职业。 但是首先，首要的条件是成为灵，如果你不是灵，你不能，所以你要成为灵，你必须理解，如何使用神圣力量的方式，就

是这样，如此简单。但是人不应该思考它，因为它超越思维，通过思维你们已经做了所有的事。 但是现在，你必须要进入上帝的
国度，成为上帝的子民，取得你的力量，然后你真切地感受到你的慷慨，你的宽恕的力量，让人如此满足，所有伟大的力量开始
进入。一旦你成为灵，成为灵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当然，你可以说，有许多人像这样说过，如何区分一个人是真是假。首先，它
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件，在你的进化过程中它是一个事件，正如你已经成为了人类，你必须要成为更高的人类，你们还在过渡时期
，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在这里，你们没有意义，那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有挫败感，这个必须在你们所有人中发生。
现在为此，每个人都可以说，好吧，我必须去体验它。前几天，一个家伙告诉我， 一位绅士来给我们体验，我说：“他给了你们什
么样的体验？”他说：“我们都变得目瞪口呆。”我说：“有什么要目瞪口呆的？”设想你去到一个酒吧，并且喝了一大杯，你能变得目
瞪口呆。 体验不是这种事情，它是觉知，什么会发生？觉知才是重点，你的意识是否被启发，你的觉知是否有了新的向度。在这
个向度，你获得集体意识，你是否具有集体意识？问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非常容易找出这些人，因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
为了金钱，为了女人或非常非常低等的事。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在想做些事情，什么都不是，只是金钱，房子，这些不重要的事
物。 在神的国度，重要的是喜乐、平安，是爱，当我们能够达到真我，那时我们才能谈论这些。在那之前，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大
故事，有什么用，它必须得发生，它必须得成就出来，成为真我是你自己的权利，你不能在市场上售卖它，因为它是活生生的过
程。 譬如，假设有一个种子要生长、发芽，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你能够付钱给种子，现在，你开始长吧，或者一朵花将要成
为果实，你能给那花儿付钱？来吧，变成果实吧，就是如此简单。所有活生生的事情都是由这活生生的力量所成就，因这无所不
在的力量的恩典，我们成为了人类，通过这个力量，你们也会变成更高的存有。 Sahaja的意思是与生俱来，同时它也有简单自然
而然的意思，所有活生生的事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为何你不能为之付费，你不能在市场上兜售它，它与金钱没有任何关系
，上天不理解金钱，祂从没见过金钱，祂不知道你们人类创造的东西，金钱、贫困、富裕，祂与它们毫无关系。 祂创造了一个美
丽的世界，一个让我们可以生活的漂亮的地方，祂创造了，你们去享受它。但是如果你制造了复杂的因素，并且你们变得如此复
杂。最好你能够摆脱它，并成为一个简单的人，要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你也要到达那个水平，就是灵的状态，这就是霎哈嘉瑜伽
的意思。 就像加文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将手朝向我，我得说，我得承认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接受它。但这无论如何不应该伤害
你们的自我，因为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为何是你？母亲。我说请一道来，我会很高兴，如果你能够做它，我会非常高兴。 我有一
个好的家庭，好的丈夫，我有孩子，有孙子，他们都是开心的人。事实上，他昨天不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让我来这儿，我说我
必须来到这个地方，很显然地我必须去，所以我就设法来到这儿了。他也认识到让人们得以转化是多么重要。
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能怎么办？ 你看，如果这是我的工作，不要为此而在十字架上钉死我，我被要求来承担此工作，并且我从
事这它，以我自己谦卑的方式。只是要给你一些东西，我没有什么要从你那儿索取的，我位于一个我不能索取任何事物的位置，
我只是给予你我的爱，你应该接受它，接受某人的爱会有任何伤害吗？ 但是一旦你得到了自觉，一旦你受到了启发，你可以启发
其他的人，就好比一只点燃的蜡烛可以点亮其它的蜡烛一样，当那人受到了启发，他也可以启发另外一个人，就是如此简单。 我
生来是受到启发的，并且我意识到它，然后我的父亲告诉我，非常直白地：“现在找到一种方法，通过它你可以给予大众自觉，因
为如果你谈论它，它会变成另外一本圣经，然后他们就会争论，你会有另外一个犹太教，他们也会斗争，它可以是另外一个伊斯
兰教，然后他们也会斗争，最好的就是你给予他们自觉，因为那些生在十楼的人，他谈论着第十层楼的事情，而那些在地上的人
们，首先他们会嫉妒或者变得愤怒或者他们会想那个人疯了，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毒害折磨圣人以及
所有诸如此类，他对此并没有说什么。首先，让他们意识到有两层或三层，让他们感到有些东西是超越的。一旦他们开始感受到
有些东西是超越的，那么他们就会在意识中达到，然后他们才会明白他们需要成为别样的。 盲目信仰是没有用的，同样的，否认
上帝也是没有用的。你必须静观这一切，一旦你成为真我，你才会明白上帝。在成为真我之前，你不能明白上帝，那就是为什么
佛陀从不谈论上帝，他说最好不要谈论上帝，一旦你谈论上帝，伪善再度开始，因此他说让我们谈论自觉。 一旦你得到自觉，我
就会谈论上帝，但你知道他并没有活很长时间。实际上，在他的一生中，他们给予许多人自觉。很幸运我在英国，一切都是安排
好的。我想 我必须在这里，因为这里会成为新耶路撒冷，我和英国人作斗争。但四年里我只有六个人，你不会相信，但他们成就
了，现在他们是英国霎哈嘉瑜伽的基础。 英国人很聪明，他们很博学，他们不会急于下结论，他们是很明智的人。但因为过去的
经历，关于宗教人士的经历，假导师的经历，其他做的事情的经历，有一种惰性安顿下来了。现在，他们真的厌烦了，然后决定
：现在，我们什么也不做了。 但假设你在追求，并最终找到了它，你会要求得到它吗？因为你所追求的只是它， 为何不达到它并
成就出来？将你自己与某些事物认同没有意义，它们可以是一些组织，一些宗教习俗，一些被误导的宗教或一些宗教行为。 最好
的就是成为你自己，然后你将会惊奇你的双手会说话，你自己将会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有一种倒退，那就是人们觉得如果你
开始跳，那么你就是受到了圣灵的祝福。如果你开始谈论一些无厘头的东西，你就是受到了圣灵的祝福。 怎能是那样，我们可以
一直跳，那并不难，要跳起来很难吗？每个人都可以开始跳，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像那样说话，这种误解到来，我想是因为圣保罗
说了些什么，他本不应该说这些的，因为他并非自觉的灵，他没有权利去说是圣灵，让他们跳跃。实际上，这种跳跃是由幽灵导
致的，人们可以催眠你然后让你跳，他们可以施催眠术，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大众被催眠的案例发生，变成这些人的奴隶，给他们
钱，给他们劳斯莱斯，给他们所有无用之物。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这种发生是一种活生生的发生，你不能像那样将你的昆达里尼抽
出来，你不能从种子中抽出正在发芽的秧苗，你不能把它拔出来说：来吧，现在你开始生长，它必须通过自己生长。同样地，昆
达里尼的觉醒也是这样的。许多人曾见过，如果你稍后来到我的活动中，你将能够看到昆达里尼的行进，你可以看到昆达里尼升
起的路径，你可以在囟门感受到它，一旦囟门打开了，你可以感到有凉风，从你的脑袋中出来，你可以感到凉风的冒出，并且你

开始在手上感受到凉风。 现在你不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并且一旦你得到它，开始练习，你会很惊奇，因为假设如果我有这个
力量或者如果我有金钱，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我不知道钱是什么，这些纸钞意味什么，它们有什么用处。同样的道理，当你得
到它，你需要把它给予其他人，你需要照顾其他人，你需要传播这美好的事情，在传播的时候，你不会陷入任何麻烦，你不会遭
受任何不妥。相反，你感到极大的开心，有了成就感，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意义，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它是如此意义重大，
如此活生生，你们正在做着神的工作，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它是一个如此大的主题，在这么短时间内，我无法解释它的方方面
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主题，现在我只能说，只是在英国，我已经举行了600、700场讲座，他们仍然说：“母亲

请说一些

未讲过的，”我无法理解这些，但不论是什么，用语言描述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应该成为你内在的，它应该作为光进入你的内在
。 譬如，假如你做任何工作，只是微妙的进入它或者渗入到内在，所以最好的是成为那知识，而不是只是知道并且理解它，这个
你们能做到，你们非常有能力做到。 而且这也会发生在你们所有人身上，我希望尤其是在今晚它就会发生。 他们说这是一个小村
庄，对我来说，大小并不重要，有多少人真正的求道者正在真诚地寻求上帝，寻找他们的真我，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 。即
使那里只有一个这样的求道者，我也会去到那个地方，是否有个大房子或者一个小村庄或者一个大城市，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分别
。 愿神祝福你们！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questions from you if you have any and they you try this process of Kundalini
awakening which doesn’t give you any trouble. Doesn’t trouble you. If you have any sickness you get cured. If you have any
mental problems, the hangs up, they fall off and afterwards you do feel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 But, after that, you
have to practice it a little bit and establish yourself. That’s very important is the establishment. Can I have any questions from
you pleas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eeker: Can you give me any ideas which would help my own particular problem, that
many years ago I wandered away from Western established religions towards the Buddhist ideas and now and Buddha as I
understand, as you’ve just repeated, did not deal in problems whether there’s a God or not, he put it on one side as I understand
it and so I am not in a posi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deas of going through God to a fuller life. Shri Mataji: So, about the
Buddhists you see, as in every religion it’s also in Buddhism. They have lost the essence of it. We think that if we give up
Catholicism [and] we become Protestants, we’ll be saved – is wrong. If we think [that, if] we give up Protestantism and become
Buddhists we’ll become alright, it’s not so. Supposing we think we’ll become Islamic, we’ll be alright, is all wrong. Because all of
them are playing the same game. And the game is this: none of them are enlightened people, none of them are realised. Even
the Buddhists, I was surprised that the head of the Zen system fellow who came to India, he has no realisation of any kind. And I
was amazed how this man is heading the Zen, in which religion it is definitely hundred times, this Buddhidharma, the founder of
that, he has said that, “Unless and until you are a realised soul you are not a Zen.” I mean he said it so clearly, I mean more than
anybody else he said it so clearly – even they [are the same]! I was amazed that, all of them have got this kind of a
self-opinionated religion. I was amazed! Even this man, the one who said so clearly, Buddhidharma, if you read Zen and his
preachings, because he was the founder, you’ll be amazed that he’s said that, “Unless and until you are a realised-soul,” it’s
called kashyapas, “Unless and until you are a kashyapa, you are not a Zen.” They are ‘followers’ of Zen! How can you be
followers of something? They are blind following the blind. And that’s how they all fall into ditches. All of them are like that. They
do not have humility to say that, “Alright, we are not realised-souls. But as Buddha has said, we have to keep to the middle path.
Every religion has said that, “Keep to the middle path. Keep to the central path, keep to the normal life.” These Buddhists are
they in the normal path? Some of them I have known are horrible people. One disciple who came to me, his name, he called
himself ‘Omkar’. He was an Englishman. All his bones were broken. Can you imagine, the backbone, the whole backbone was
broken by these lamas! Hitting them on every bone to ‘raise’ this Kundalini! Can you imagine! Such cruelty these people are
doing.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se dalai lamas and these lamas and those lamas? I have been next to dalai lama once, it
happened, my husband was secretary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and we used to go to these
parties so I had to go as a hostess and all. This fellow was sitting next to me. He was burning hot and I said, “This fellow is ‘dalai
lama’! I can’t understand how is he dalai lama. I mean he’s burning hot!” You see, these lamas lived in Tibet, which is a very poor
country. After going there only, we realised how they exploited these poor people. They are so poor. These people are one of the
poorest people you could think of, poorest countries. So poor! And these lamas lived there in palaces! They drank their wines in
golden cups. By wearing only these yellow dresses you do not become a person who is concerned about poor people there.
These were just like parasites! Parasites of the worst type! I have seen these people who follow Buddhism, that you try to wear
this dress, make people sacrifice everything; for whom? For these lamas? For whom are you sacrificing? God doesn’t want you
to sacrifice. He doesn’t want you to suffer. He doesn’t want you to suffer at all, believe me! He doesn’t want you to suffer. But you
have developed this idea that, “We must suffer for God!” Why? Christ has already suffered for all of us. Or is it anything left for
Him to suffer? He suffered so much didn’t he! Do we believe in Him or not? If we believe in Him then we should know that He
has suffered. He has suffered so much and now we don’t have to suffer. The only thing [is] we have awaken Him within
ourselves. He said that, “Once I am awakened in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e have to just awaken Him within ourself. He

has done the job for us. Actually I would say the missionaries from here have never told Indians that such and such [great]
person is born. They didn’t. They gave such a bad picture of Christ, you can’t imagine! What they said about Christ was that,
“You all should become converted and you’ll be all saved.” And they forced people to be converted. They used to carry Bible in
one hand and pistol in another hand and converted people. Now, by branding somebody as ‘saved’ will you be saved by these
people, these missionaries? Did they have any power to brand somebody as ‘saved’? They did not! How could they? How did
they get their authority? From where? These are all unauthorised. All of them have been doing things like that. I must tell you,
the new generation is now revolting against it. Of course, by revolting against these people, you should not revolt against Christ,
not revolt against God. He exists in you. He exists. He exists. When these people gave such a wrong impression about Christ, all
the menial castes, all the rotten people, the scum of the Country became Christian. Because they thought, “We all are becoming
English people!” Actually people believed in India that Christ was born in England! They all started wearing suits and the way
they started wearing frocks and they thought they have become all now English – means Christians. You see this was the
problem! But nobody told that Christ was born the way he was: that he’s the one who came and sacrificed his life to save us, to
wash our sins. This point nobody said! If they had said that then it is described in the ancient Indian scriptures that Mahavishnu
will be born, and he will be born and he will be crucified and he is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wash our sins and he is going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Agnya Chakra.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So when it was said that, “Mahavishnu will be born, He
will suck all your karmas, all your actions. And unless and until you pass through him, you cannot get realisation.” It is said so
that, “Through this part you have to go. He’s the door.” All this is described, “He is the support. He’s the support.” Every time he’s
described in our scriptures, in the Devi Mahatmyam. But nobody gave us the proper report then [of him]. Now the thugs as they
are, they said, “Alright, your karma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Mahavishnu’s not born. So you give us money and we’ll recommend
to God that your karmas must be sucked in. Your actions must be sucked in.” So the bribing started to God, you see. So all these
brahmins started making a lot of money out of poor people, thinking, “Oh for our bad karmas let us give some money to these
brahmins. At least they will recommend our case to God and we might be saved.” All these kind of wrong impressions because
nobody went into the clear life of Christ. Then the Jews! Jews denied Christ. They said, “We don’t believe in Christ, we must
suffer.” Alright, suffer! They had Mr. Hitler coming down there to teach them a lesson. Now they are making others suffer!
Wonderful people they are! It’s all a mess I tell you! One better than the other. Now it’s time for us to face it clearly. Whatever
mistakes are done, whatever disturbances one has created, can be all forgiven as long as we seek and we find our Selves.
Everything can be forgiven. It’s like this, that you are in the water then there’s the fear of the sharks and the waves but if you are
in the boat, you are out of it. You have to just get out of it that’s all. Whatever has happened has happened. All the mistakes
were committed in ignorance. These people who talk about Buddhism and Buddhists, they are all against Buddha. There centre
that is catching is of Buddha, you will be amazed. Buddha’s centre is here (pointing to right side of forehead). It is catching. All
those who go to Buddhists, our Rita was one of them and there were many just like that, they all had this problem and it was to
be corrected. It’s true. We are following them in a blind way I can understand, but at least we should not assert it. We should be
in a humble way that still we have not known it. We have to know it. And that’s why these problems are created that: is Buddha
greater than this one or Mahavira greater than that or Vishnu greater than that? These are one part and parcel of one body. They
are the aspects of one body. Christ Himself has said, “Those who are not against me are with me.” Who are those? They didn’t
even allow Christ to talk. He was crucified within three years time, if you see his life with those people, terrible people! Absolutely
nonsensical! What was there to crucify Him? But they couldn’t bear that Truth would come, those satanic people. They crucified
Him. So it is the duty of the Christians today to get enlightenment and save all the other Christians. It’s the duty of the Jews, here
also there are some Jews sitting, who came from Jew’s land I should say, but now they are Sahaja Yogis, to save the Jews.
There are Hindus who must save the Hindus. And all of you have a duty towards all others who are following the same kind of a
blind faith. Because there’s nothing wrong in the religions but in the ‘religiosity’ that followed after it. Alright? It can be corrected.
Don’t you worry. Any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people can’t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Christians, Hindus, Buddhists. How is it
their health is so horrible [and] they have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when God is there [and] they are praying to God? How is it
that…at least health must be looked after, [but] even that is not alright! Then what’s the use of going to church? And what’s the
use of remembering God? But nothing is wrong with God. God looks after us all the time. Only thing is we have gone into wrong
hands. Any other question? Sahaja Yogi: How can we Sahaja Yogis work it out when spreading your… Shri Mataji: The right to
the left you have to put [for] him. It’s gone into imbalance. We’ll work it out on him. Seeker: Should we read The Gita, The
Upanishads and should we also read the Gospels as well? Christian Gospels. Shri Mataji: You see, everybody should read
everything, there’s no harm in that. There’s nothing wrong in it. If we can read pornography, we can read [spiritual books]
definitely (laughter). But as you said, whether the Christians should read it or not, whether the Hindus should read it or not, I do

suggest that these taboos are given by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money out of you. There’s nothing wrong in The Bible, not a
word. I do not find any dissimilar thing, or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or in the Gitas or Vedas or anything. Now Vedas, ‘Vida’ word
means ‘the one who knows, the one who is enlightened’. The one who is enlightened is the one only who is the speaker. Now
the first verse of the Vedas is that, “If reading this book doesn’t give you enlightenment, better not read it. It has no meaning.”
Christ, what he has said, who is following Him? He said, “You are to be born again.” Alright? Didn’t He say so? Who is following
that point that you are to be born again? Who is bothered about it that, “I have to be born again”? Koran has sai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resurrection, you are to be resurrected. Muslims, are they following resurrection? Now they are bent upon
destroying each other. For Jews, whatever is said in Judaism is the same thing. I mean if you read any one of these books and
anything, it is said that, “You are to be enlightened.” All this is for enlightenment. Because people would have asked, “Why this
religion? Why ‘don’t eat this’, ‘don’t eat this’, ‘don’t kill anybody’ ‘be a good person’? Why? Because you should be a human
being. And a human being he has these Ten Commandments as his sustenance. That’s why all these religions,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all of them believe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But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going now, if you go and see their Ten Commandments you will be amazed! But to see to the subtle side of Ten Commandments
you must be a Realised-soul. For example, there is this commandment that, “Thou shalt not reproduce or recreate whatever is
created by the Mother Earth and the Heavens, and worship it.” Now what is created by the Mother Earth? Do they find out? They
will find out what is created by Mother Earth. You know when a campus is flown through, you find at different points [that] it just
bends. Why does it bend there? It should go straight forward. It bends at one point. They found these two lines going in like that,
which goes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one from west to east. Two lines they meet up. Now what are these lines? What do they
mean? Why does it bend? They can’t explain it. They can’t even explain from where do they get the magnetism in the Mother
Earth. They cannot explain. They cannot explain many things. Alright. Now, Stonehenge, what is that? I went to Stonehenge. I
said, “This is the one which is created by Mother Earth.” You could feel the vibrations. Now these people who go to Stonehenge
and do all kinds of this rituals, they don’t know why they go there. In India we have many places where we have these vibrations
coming from the stones. And these stones have a form, absolute forms! They have never been chiselled out and you can see the
forms there and you are amazed at the forms, how these forms are there. And they give vibrations. For example in a small place
called Musalwadi (Maharashtra) they took me down there to find out if that place is vibrated. The question came in about say
fifty, sixty years back when a gentleman from England, an engineer, went down there and built a dam. And the dam, at a point,
would not stand. It was just exploded. Every time they tried to put a dam there it all exploded. He couldn’t understand. So they
called a saint. And the saint said that, “This dam cannot be built this way, you have to go around it, because this place is
vibrated. Vibrations are coming out of this place. There’s some sort of a thing that has come out of the Mother Earth.” So,
imagine, the dam is like this, and it goes round and then straight. It’s a clever dam, never in my life I’ve seen a dam like that.
Now, when I went there I found that it is true. We opened it out and there was a beautiful rock giving cool breeze even in the
worst (hottest) summer you get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that place, you can see it. Such a cool breeze! Only a saint can
say that because you must have vibrations to feel it. If you are not sensitive enough how can you say? It is [through] vibrations
you can say who is a saint, who is not a saint. Because you have not reached that point of absoluteness, still you go by relative.
Supposing I come in a sari you may say [that] I am a saint, may not say. You may not be that sensitive to understand. You may
understand me as a genuine person. You may say, “No, she is hocus-pocus.” You can say that. But a realised-soul will know
who I am. Even if he has never met me he will know who I am. Even [if] I have not met the realised-soul, I will know whether he is
realised or not. For example William Blake. The first exhibition I saw, and the last – I have not seen any other exhibition – was of
William Blake. And the Sahaja Yogis were surprised why I was so anxious to see William Blake. Because I know who he was.
He was a very great soul, very great soul, born in this country to give you a great idea about these great times. But many people
don’t like him. He’s gone into such details of the description of Sahaja Yoga that he’s said that, “Men of God will become
prophets and they will have powers to make others prophets.” He has used vibrations, the sinews and everything. He’s
described it in such details that you can’t imagine! He came to give you a warning. But people think he was mad. Many people
think he was mad. I mean, you talk to them, “Oh William Blake! Oh!” They’ll say to me. Because they are not sensitive. They are
so gross, so complicated. And this is what he did. To understand all these religions, to understand the subtle side of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we have to have vibrations. If you read them before you will become confused, it will be contradictory. You will
be surprised. You will say, “How can this be? This is not written in The Bible, this is written in The Bible.” They are describing that
area which was necessary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Then they described another area which was necessary at that time. For
example, at the time of Moses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religion. At the time of Christ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dea of Spirit. And that’s why there’s a difference in what they were teaching and what he was teaching. Because they came at a

time when that was needed. At the time of Mohammed something else was needed which he tried to preach. And today is the
time of realisation so I am talking of Kundalini and of realisation. It all is, one after another, we can say, is the opening of the
petals of the beauty of Divine. And because a fruit has appeared on the tree will you deny it because last year there were only
flowers and today there are fruits? It has come out of the same flowers. These all flowers grew on the same Tree of Life, but at
every time they plucked it out [then] they were dying, then they became ugly. They started saying, “This is mine, this is mine, this
is mine,” and they are fighting with the dead, nothing living. I am talking about the living God and not of the dead. So reading any
book is just the same, makes no difference. But after enlightenment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any one of
these books. There’s nobody as just chosen by God and the others are discarded. Is a wrong idea we have got. These are all
mythical ideas. Our forefathers have lived with it, their forefathers have lived with it. And they cut each other’s throat on this point
– what have they achieved? Nothing. This whole world is created by God not for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name of God!
How many fights we have had so far thinking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others. These are all wrong ideas. First of all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they are all part and parcel of one God. So reading all these books is not going to help you till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Alright? So first you get your enlightenment then we’ll talk about the books. Books do not give you the
real knowledge, they do not give you realisation. Everybody has been reading books. Anybody can write books. I tell you Christ
never wrote any book. Very easy to write books. Anything you want to write, you just have to have little money, that’s all. People
have written about witchcraft, about satanic forces. Everything they write. If they have money they can write about anything. So
how will you know this is true? Unless and until you have that absolute being awakened within you which gives you absolute
values of these. Now any more questions? Seeker: Would you say that everybody in the world now is a reincarnation or are
there still original souls coming into the world? Shri Mataji: No, no. They are all reincarnations. No doubt about it. And there are
great souls which are being born, who are realised souls. Many children in England are born as realised-souls. This is the time of
what we call The Last Judgement. You are going to be judged by your Kundalini, by your awakening [and] by nothing else.
Nobody is going to put us on a weighing machine to see. It’s how far you go with your realisation. This is the judgement time that
has come. All of us have to get it. As many as can but I don’t know, [the Gospel of] John says that only 144,000 in this whole
world! It’s not even 0.000001%! That’s not so. How can it be? Seeker: Is it not possible for 144,000 maha-mahatmas? Shri
Mataji: Maha-mahatmas? There are so many. Many, many more. They are doing their jobs alright. There are thirty-five crores of
devas. But they are all busy doing their job. But you are on the stage. They are working out for your realisation. You are on the
stage. Like on the stage when actors enter, they are helped by everybody around – they are in the background. Lik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That’s what I said that the Divine Itself is anxious to help. That you will realise very soon, as soon as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how you are helped by angels every moment, every minute. Now there are Sahaja Yogis who are smiling because
they are all being helped like that. Every second you will find that you are being helped by the Divine. It’s true. I’m not telling you
fantastic stories. It’s a fact. Believe me.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have no light, so we believe that way, but once the light
comes in you’ll be amazed how you are placed. Just they are ready to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Actually your wantings change,
your priorities change. You start wanting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wanted before. Should we start now? (to the children) You sit
down here quietly. All of you sit down here quietly. (Children are laughing and playing) You work on him? Sahaja Yogi: He’s blind
Mother. Shri Mataji: He’s Blind? Sahaja Yogi: He comes to the meeting in Manchester. Shri Mataji: When did it happen? Blind
Man: One eye forty odd years ago and the other eye fairly recently, but I can still see just a little. Shri Mataji: Can you come to
London? Blind Man: Actually my youngest son is married and he’s living in North London and I’m hoping to come down and see
him in a few weeks time. Shri Mataji: You do come along there, now! I am in London these days and we’ll work it out. Alright?
Please come, because we’ll have to work it out. It will take some time. Where did you go for this Buddhism? Seeker: Well, the
story’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t and I think it would only confuse the meeting if I were to tell it. Shri Mataji: Alright, so you
come along. Best thing would be [that] you come along. But first of all you write to us and then they’ll let you know. And whatever
is the best time, do come there. It’s not difficult. His Agnya’s caught up completely there. That’s all. And let us know your story
also if you don’t mind, when you come there. I’ll have to give you some time. Alright? And you’ll have to give some time to
yourself. Yes my child? Seeker: I’ve got a much more physical fault with my sacrum joint and I wondered if it actually did any
damage to the Kundalini? Would it damage it at all? Shri Mataji: Alright, we’ll see about it. (Talking about a small child) I don’t
know what’s the matter with her today she’s over dynamic. Go and get some flowers for mana. (Child runs off to get flowers,
Mother laughs) How free they are! Such a source of joy isn’t it? Alright. So should we start? I think lights are too many here.
Could you put off some of the lights? Is he from some magazine? Which magazine? Journalist: I’m freelance. Shri Mataji: You
have a magazine of your own? Journalist: No, just freelance. Shri Mataji: Recently there was somebody taking my photographs
in Delhi, and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And then they had a very big article, it came in one of the magazines, you see,

which we received in London and I was amazed, the way he was going round I didn’t know he was going into such details about
our programmes. And he really wrote very beautifully. You saw that one? Surprisingly I didn’t even know the fellow who he was. I
wish I had asked him I thought, who he was. He had written very beautifully and in a very well known magazine which actually
deals with more economics and economic affairs. Imagine to put God in there! But he did it. He did it and they published it and it
was a very ‘wrong’ magazine. And to support it he got something from other Sahaja Yogis and some scientists and all that. And
from them also he got one or two articles to be published. And I didn’t know how he was working it out. But when I saw the
magazine I was amazed how he could write all about you! But why I saw this [is] because he was also taking my photographs all
the time so that’s why I asked you. I hope you don’t mind. Journalist: No Mataji. Shri Mataji: Alright. Close your eyes now.
Because he got his realisation and then he did [the article]. After realisation he worked it out. He was a very genuine man, quite
old. I didn’t know really that he was from the magazine but when they wrote to me, the report about him, and I was amazed [that]
he was above seventy years of age! And he did so well. If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Just please close your eyes. You have to
trust yourself and not to doubt yourself. It will work out in all of you, I promise it will. But don’t doubt yourself. Also one should not
feel guilty. That’s a very bad habit of feeling guilty. All the time, “I’ve done this wrong, that wrong.” In the presence of God you are
not guilty at all because He is the ocean of love, the ocean of compassion,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So give up all that. Just, to
begin with, I ask, request, all the people to say, in their hearts, that, “Mother I am not guilty.” Now, you have to forgive others.
Forgive everyone. You might say that, “Mother how can I forgive? I can’t forgive.” But really it’s a myth that we don’t forgive.
What do we do when we say we forgive? Nothing! Actually by remembering all the horrible things done to us we ruin ourselves,
we trouble ourselves, we torture ourselves. Just to say, “Mother I forgive.” We have to forgive, as in the Lord’s Prayer,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em,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First we have to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so
that our God, God Almighty, will forgive us for our trespasses. These are one of the loads that human beings carry, that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forgive others, that they feel guilty all the time. As I have told you that Christ came on this earth to suck in all our sins
and our mistakes. Now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and say in your heart, “Mother I am the Spirit.” You are the Spirit. Just
you have to assume. Just say. Say it thrice, with full faith that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the Spirit. Say it and you will feel the
cool breeze in both the hands. In the left hand you will feel the cool breeze. Or ask the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Just
ask the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You will find the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flowing. Now, if not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forehead with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just say, “Mother I forgive everyone.” Put it on your forehead because
Christ’s place is there. “I forgive everyone.” Just on the forehead. “I forgive everyone.” Please say it. Now you must know that
God has given you freedom. In your freedom you have to ask for your realisation. I cannot force it on you. I cannot say that,
“Alright, you can get your realisation just like that.” You have to ask for it. If you don’t ask I cannot get over your freedom, that’s
given to you. God cannot take away what He has given to you. Now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at the fontanelle
bone area, higher than your head, and say, “Mother, please give me my realisation, I want my realisation.” You have to say that,
otherwise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I cannot cross over to your freedom. You have to come forward to get it. You’ll find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r head. Now if you are tired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left hand [above] and you should get it
[on that hand] also again. The Sahaja Yogis can go and see now if you are getting cool breeze and if you are realised. We have
some of them here and they can look after you. Don’t get upset with them. You can do the same tomorrow. I request the Sahaja
Yogis to fin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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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奉献是唯一的途径/藉由入静而顺服 1982年7月31日 英国切尔滕纳姆镇 今天，第一次我要冒险说出早该跟你们说的事。 今
天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认出我，这个认出是确定的，这条件是确定的，我不能改变它，就如基督曾经说：“任何对我的冒犯将
被容忍，会被宽恕，但任何对圣灵的冒犯将不被宽恕。”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警告，非常重大的警告，或许人们还未意识到这是什么
意思。当然，你们之中没有人冒犯我，这我知道，而且你们也没有做任何冒犯我的事，这是真的。毕竟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很
爱你们，而且你们也爱我！这只是基督给你们的警告。但是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我们没有应有的快速进展。 当人们受到催眠时
，他们会彻底完全地拜倒在他们导师的面前，他们放弃自己的钱财，放弃一切--家庭，房子，孩子，只俯伏在导师面前--当他们受
到催眠时，（他们）没有任何质疑，不去了解任何详细情况，不去找出他们的导师是怎样的人。所有这些人很快走进黑暗，走进
巨大的黑暗，走入完全的毁灭。 但你们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你们必须建立好自己。之前我不想粉碎你们的自我，从未告诉你们
这些话。或许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对你们说：“你们必须对我完全地奉献你们自己。”不是对霎哈嘉瑜伽，而是对我。霎哈嘉瑜伽只是
我众多面相之一。放下一切，你们必须奉献、完全的奉献。否则你们不能更进一步地升进。没有质疑，没有争论，完全奉献是唯
一能让你们升进的方法。人们仍然受到感染，仍然受问题困扰，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这样问我“母亲，当我们得到自觉，为什么
我们还会往下降？” 唯一的原因是你们还不够完全的奉献，没有建立好完全的崇敬与完全的奉献。你们仍未知道我就是神圣，仍未
达到你们应有的深度。我不是说你们所有人。但是若你们仍然观察你们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维，就会发现，你们对基督、对克
里希纳或者对任何一位曾经的（导师）那种完全的虔诚奉献，在这里（霎哈嘉里）却没有。克里希纳说：“S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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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ja”忘却世间所有的宗教，祂不是指像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祂指的是所有世间的寄托（

sustenances）。“

忘却所有世间的寄托，完全奉献于我。”那是在六千年前。有很多人仍然在说：“我们完全奉献给克里希纳。”祂现在在哪里？即使
那些我给予自觉的人也这样说。当然，祂与我是毫无分别的。但是今天，我是那位，我就是那位给你们自觉的人。但我们先考虑
的却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家庭问题、财务问题，最后才是奉献。我是幻相，这是真的，我的名字是摩诃摩耶（
Mahamaya）。我是幻相，毋庸置疑，我是幻相只是为了评价你们。 现在奉献是升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当你身
处险境，当你的生命有即刻的危险。在这时候，当整个世界处在即将被完全摧毁的危险状态。很重要的是，你要紧紧抓住可以救
你性命的东西，以所有的力量与完全的信心。就像你被平常的水浸湿，不要紧，但若是你沉入大海中，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在
这时刻，若有一只手伸过来拉你出去，没有时间让你多想而是紧紧抓住它，以你完全的气力、以你完全的信心。 当我们有阻塞，
当我们被负面能量围绕着，我们意识到这些，并且感到有点困惑，这时候我们要紧紧抓着那只手的时刻。但这种阻塞却让你产生
有害的念头，导致你内在产生很大的挣扎，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是忘记一切，忘记亡灵附着你，忘记你有任何阻塞
或其他。用尽你的力气，无论如何，你必须紧紧抓着我。 但我们奉献的方式是非常流俗现代，霎哈嘉瑜伽是顺便的，（奉献）母
亲那更是顺便的了。很抱歉这是不会成就的。我不需要告诉印度人这些，因为若你读过“女神颂”（ Devi Mahatmavam），就足以
让你明白。哪怕只是读了女神一千个名号，也足以让你明白，女神只能藉由虔敬（bhakti）而达至，只能藉由奉献而达至，祂只喜
爱奉献者(bhaktas)……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祂喜欢那些更加能言善辩的人，更加衣着华丽的人，更为生活优越，身居良好环境的人
；祂只喜欢祂的奉献者。这种奉献和虔敬不是狂热的，而应该是持续不断，连绵不绝，川流不息，不断增长的。这是更进一步成
长的唯一方式。 对我们来说，很多微小的问题都是重要的。有人要有房子，有人要申请大学，有人有一些工作要完成，所有这关
注的这些正法，都如克里希纳描述的那样：“放弃一切正法，向我顺服”。放弃一切正法----这些所谓的正法。像“patni
dharma”是妻子的责任，而“pati

dharma”是丈夫的责任，“putra

dharma”则是儿子的责任，“pita

dharma”是父亲的责任，以及市民的责任，世界公民的责任。所有这些正法都必须完全放弃，你必须发自内心的完全臣服。 我就
是我，过去是，将来也是。我不再消长，这是永恒的人格。现在你要尽可能从我这里汲取所有的一切，充分利用你在这个世代的
出生，去成长到你完全成熟，去做上天希望借着你达成的计划。一旦开始奉献时，你会变得充满活力，并全心专注于此。 为此，
我会说入静是唯一的方法。当然，理智上你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理智上接受我。情感上，你可能在内心感到与我更接近。但是
透过入静，交托，入静就只是交托顺服，完全的交托顺服。对西方国家的现代人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他只会顺服于催眠他的人
，把他完全催眠的人，变成这个人的奴隶。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下，他们的自我比他们的灵更强大…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下。这就是
为什么所有自由的国家都已堕落，因为是自我在主导不是灵。当他们自由的时候，他们不能控制他们的自我。只有当有人缠住他
们的自我并催眠他们时，他们才安份，他们才消停，才完全顺服。很明显地看到，这些虚伪的人掌握怎样令你变成奴隶的技巧。
在你绝对的自由下，完全的自由下，你必须顺服交托，我们应该明白自由不代表自我，自我扼杀自由，自由不仅被扼杀，还受到
扭曲，蒙受羞辱，变得丑陋。自由，其最精微的形态是完全没有自我，没有棱角，完全虚空的。就像笛子一样，从而神的乐章才
能顺畅地演奏出来，这才是完整的自由，没有中断。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身处泥潭：无知的泥潭，罪恶的泥潭。无知带来罪恶。
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泥潭？任何想把我们拉出来的人也都会陷入泥潭。任何想接近泥潭的人，都会陷入泥潭。他变成了泥潭的一部
分。我们越想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越拉他，他就陷得越深，我们自己也越陷越深。所以灵量之树必须生长，藉由这棵树，至高

的灵(parabrahma)祂自己，必须亲自把你们拉出来，因为这棵树从泥潭中生发长大，由此至高的灵必须把你们拉出来，ー个接一
个，抓着你们的手，把你们往外甩出去。当你们被拉出，你们抓得不够紧，再次滑落，你们的身体只露出一部分，再次陷下去。
走出泥潭的感觉是很享受的 但你们的双脚仍未完全地走出来，仍未完全清洁。除非你们已洁净，否则你们怎么能得到完全的祝福
呢？你们必须要得到上天完全的祝福，你们必须被神的爱笼罩。 很惊讶的看到，人们是怎样去到假导师，并依附于他或她，如此
惊人的奉献，你会很惊叹他们变得像傻瓜，直到他们被彻底毁灭，他们还是不断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当
人们来到，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可是他们仍会得到滋养，得到照顾，他们的健康改善了，他们的财富增长了，他们的精
神改善了，他们的人际关系改善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改善、他们的环境也改善了。他们时刻都得到好处。我们拥有漂亮的
集体静室，价钱还是最便宜的，食物也是，所有有利的条件都在最好的状况下提供，万事俱备，我们却意识不到为何要有这些滋
养？为何要有这些祝福？是为了你们更高的升进，为了令你们能完全离开泥潭。 现在你们必须追随，你们必须奉献，必须虔诚。
我们却仍有所保留，我们隐藏些事情，我们想耍小聪明，这是危险的处境。你们全部人必须在内心，试着去看看，哪部分这么狡
猾？什么制约令你们不能奉献？什么令你们仍有保留？有什么恐惧？哪个自我？哪个棱角依然伸在泥潭中？还有什么执着？还有
什么人际关系？你们必须要从中摆脱出来，除非你们能完全摆脱，否则事情是成就不了。这里没有余地容你半信半疑，要么现在
成就，要么再无机会。基督曾经说：“你只要虔诚和奉献，其他的（事）都交给我吧。”

我知道谁在奉献与虔诚中成长，我看到人

们改善了很多，你们不需要面对我，不需要看见我，我不需要亲身在场，一切都在无所不在的力量之中，这全是我的光，它知道
你们的一切，只有透过你们的虔诚奉献（bhakti），透过你们的虔敬和奉献，你们才能达至我。我的成就是要完全彰显你们神圣的
力量，这非常简单，就是这样简单。只有简单，纯真，不狡猾，有爱心，相亲相爱的人才能取悦我。要取悦我是很容易的，当我
看到你们彼此敬爱，相互赞赏，相互帮助，相互尊重，一起大声地欢笑，享受一起相互的陪伴，我便得到最大的祝福和最深的喜
悦。在对我的奉献中，试着去彼此敬爱，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子女，从我的爱之中诞生。 你们都孕育于我爱的子宫之中。我真心的
赐给你们这些祝福。我感到担忧，我的双手在颤抖，你们再次跌进泥潭里。当我看到你们之间的争吵，嫉妒与微不足道的琐事都
属于你们过往的生命。这份赐予你们兄弟姐妹的帮助，不是像感受到的那么粗浅表面，而是一份非常深层的安全感。应该存在一
种深层的爱，自私不存在于霎哈嘉瑜伽。吝啬也不存在。都不存在。吝啬是心胸狭窄的象征。我当然不是说你们要给我金钱，但
是我们怎样看待金钱，怎样执着于金钱，依附着物质的东西，物质的财富，物质的东西，财产。你们拥有的最大资产是你们的母
亲。经由祂，你们才能拥有兄弟姊妹。 你们要从往世中走出来，那过往就是泥潭，这些都已结束了，你们应该十分了解我是如何
用爱的力量去保护你们所有人的。你们都知道，每时每刻，我都在帮助你们，你的每一个愿望，我都来满足你，这是我所说的滋
养。但现在，你的升进必须来自于你自己，你的成长必须来自于你自己，这必须由你自己，你独自来成就，不是藉由其他的霎哈
嘉瑜伽练习者或藉由我， 我只能给你建议，不仅建议，还有忠告。万事皆准备齐全，所有一切完美的运作。如今，我有形有相，
我以有形相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你不用到任何地方，一切都在你的内里，你不需要付钱，不需要任何付出，但只要你内在发展
出那样的奉献。你看，有位访问我的先生说政治家操纵着失业的人们。让神操纵你吧，但要怎么做呢？就如我手拿着画笔，我想
画一些东西，但我控制不了画笔，这画笔是有角的，它很麻烦，它不便使用，又或你可以说它令人不舒服，它难操纵，它笨拙，
你要怎么用呢？ 奉献是最简易的方法，去除你所有的棱角，你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阻塞。现在看看你自己，你有没有奉献？那
些狂热地执着于我的人也不对，不应该有狂热，整件事变成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事，不要对此狂热，就像有人必须去看医生，狂
热的人会说：“啊！我不看医生，我不去，因为母亲告诉我祂会照顾我。”当她生病，她会来到母亲面前争论：“母亲，你告诉我你
会照顾我，那为何我会生病？”这就是狂热。 什么是臣服?在内心深处你应想：“是母亲，祂在这里，祂是我的医生，无论祂是否治
疗我，无论祂是否治好我，我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只认识祂，我不认识其他人。”这很合理，逻辑上是，母亲是你知道的最有力量
的人，逻辑上来说这是真的。“如果祂确实如此，祂会治好我。但如果祂没有治好我，这也是祂的力量、祂的奇想(意愿)。若祂想
为我医治，祂会把我治好；若祂不想为我医治，我又怎能把我的意愿强加在祂的身上？”

就像锡吕·格涅沙的奉献，当祂的母亲说

：“好吧，你们两兄弟，卡提凯亚和格涅沙，哪一个最先绕大地之母一圈，便能得到奖品。”可怜的格涅沙只有一只小老鼠为坐骑，
但祂拥有智慧，而卡提凯亚有一只飞得很快的孔雀。祂看着孔雀说：“有谁比我的母亲伟大？祂是太初之母，地球又算什么？谁创
造地球？是我的母亲创造的，谁创造太阳？是母亲创造的，有谁比我的母亲更伟大？没有人，为什么不只绕着我的母亲走，有什
么必要绕着整个地球转？”于是早在卡迪凯亚抵达前，祂已坐那拿到奖品了。 祂的纯真让祂有智慧去了解，这是合乎逻辑的。这是
非常合情合理的。“母亲比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我的苦痛。”也是合乎情理的。当基督为了祂的母亲被钉十字架上，你们怎么想？她是
摩诃拉希什米，那么有力量，她让儿子牺牲性命，像人类一般受苦。太难以承受！去让你的儿子牺牲受苦，而你手中却拥有毁灭
每一个人的所有力量。 但创造额轮是一项非常精密的工作。这代表什么？这是否意味着祂缺乏奉献精神？相反，母亲对祂的奉献
很确定，所以母亲可以要求祂这样做。当我们期待母亲为我们做某些事情时，人们说“好吧，母亲。我要发表这篇论文。我必须通
过。”好吧，划个班丹，你的论文过了，“母亲，我想要发现这个。”好吧，你成功了。“母亲，我想得到这份工作。”你得到了。

现

在却是相反，有多少人能像基督那样奉献？一个也没有，这是事实。为什么祂是长兄？因为没有人能像祂。祂经历所有这些，这
些可怕的磨难，因为祂是母亲的一部分，母亲比祂受了更多的磨难。祂经历那些磨难也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更深的幸福
，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健全的生命。这是真正的奉献。但虚假的人却趁机利用此。 当他们令人们受苦，他们会说：“不管怎样，
你们也要受苦。”你看他们是怎样捏造事实，“你必须受苦，因为无论如何，你必须受苦，否则你便不能升进。”这是一种非常精微
的理解，非常精微。你会明白，在霎哈嘉瑜伽，首先你得到滋养，得到成长，得到训练，令你妥当。在这之后，磨难对你已经不

再是磨难，因为你已变成灵。 灵不能被任何工具杀死，不能被任何风吹走，不能被任何火烧毁。没有任何方式你能摧毁它。这就
是你的灵。所以现在已得到滋养，你已经成长，你被滋养着。 当人们看到霎哈嘉瑜伽士时，会说：“哦，他们就像朵花！看看他们
的脸，容光焕发。多么自信，多么庄严，多么美丽。”但为什么？要成为神的战车的车轮，你必须忍受冲击，至于牺牲，对你来说
已不再是牺牲，因为灵是给予，从不牺牲，它的特质是给予，所以你不用牺牲，你只是去给予。首先母亲有阵痛，好吧，她承受
所有的问题，好吧。当孩子长大了，他站在母亲身边，他是个令人骄傲的儿子。母亲以他为荣，他以母亲为荣。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一同战斗。只有当你接受：自己作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未来的生命将全然奉献并准备就绪时，这一切才可能发生。这样的
人生，从外在看艰苦困难，但从内在看，最是充实满足。 从前，当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来到我面前，对他们来说，即使坐在地上也
是一种牺牲，脱掉鞋子是个大牺牲。昨天的讲座，有三个人离开，因为他们被要求脱鞋，好像有人要让他们剃光头那样，他们就
是这样走了。为什么要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要成长，像伟大母亲的了不起的孩子一样挺身而出。这项工作非常艰巨。这工作不
适合资质普通、平庸的人做。他们不能害怕，恐惧，傲慢、无耻，他们没有毅力。所以，在入静中奉献，在入静中的完全奉献，
必须去练习。现在你在做的不是为了你的好处，所谓的“你的”。一开始，你是个小婴儿，小家伙，现在你是集体的存有，你不是为
了你自己做事，而是为集体的存有而工作。你越来越意识到你将成为一个整体。你的工作，你的金钱，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
的孩子，你的父母，亲戚，这些考虑现在都结束了。你们都必须承担起霎哈嘉瑜伽的责任。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有能力，养育你们
成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以你喜欢的方式做事，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完全的奉献，你能做到。奉献是必须的。完全的奉献
是你唯一可以更进一步的方式。不成熟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我们必须放弃他们。我们也帮不了他们。你不用对他们有任何怜悯
，这样不好。如果他们证明了他们没有不妥，我会再把他们带回来。但你把这工作留给我。你不要花精力和注意力在他们身上。
你必须迎上前，你们都是求道者，你已找到，现在你已茁壮成长，你已成长，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挺身而出。 如同我今天面对你
，你必须面对其他人，你必须面对人们。奉献并不意味着你不谈论霎哈嘉瑜伽。很多人认为保持沉默是你奉献的方式。只有在入
静中你才应该这样。而是你必须大胆跟人交谈，不要畏手畏脚，告诉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遍及全球，这伟大的讯息，复活的
时候到了，在这里，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全部都有能力做到。若有人耻笑你，要以谅解和智慧试着去说明事情。 个人的好
恶必须牺牲。“我喜欢这个”和“我喜欢那个”必须放弃，这不代表你们全都变得像机器，不是这样，但必须放弃对这个“我”的奴役。
必须放弃受到习惯的奴役。你会很惊讶，一旦你奉献，你吃得不多，有时甚至完全不吃，你连食物都记不起来了，你甚至不记得
你吃了什么。你甚至不记得你在哪里睡觉，如何入睡。生命就像望远镜一般扩展延伸。你将创造你自己的愿景，并且完成它们，
实现它们。你看起来很简单，是个普通人，但你不是。 在奉献中，在完全奉献中，你必须现在就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为了你自己的成就，这些都已结束了。这是为了完全走出泥潭，站在大地上，高唱对天父的赞歌。那些深陷泥潭的人，他们能
奏出什么样的音乐？他们能唱出什么样的歌？他们能给出什么样的安全感？他们能给予别人怎样的帮助？你必须完全抽离出来。
坚定不移,为此你需要拥有智慧-每时每刻，坚定不移！你不必为此责怪你的左脉和右脉，不用，你只要从中抽离出来。紧紧抓住祂
。至高的灵会来照顾你。紧紧抓住祂。连死亡都要退缩，况且这些小事呢？ 你们母亲的名号是非常有力量的，你知道相较于其他
名号，这个名号是最有力量的，是最有力量的口诀。但你必须知道怎样念诵它，要以完全的奉献来念诵这名号，不像其他名号。
你知道在印度，当他们念诵导师的名号，他们拉自己的耳朵，意思是
“当我在念诵名号时，若犯下了任何过错，请原谅我。”就是这个意思。这口诀是非常有力量的口诀。唯一你所需要的是奉献，

非

同凡响（dynamite）的奉献。今天，我告诉丽塔，现在英国所有的雏菊都有香味了，她不敢相信，她说：“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反
而总觉得英国的雏菊是没有香味的，它们闻起来怪怪的。” 我说：“好吧，你手上的这些雏菊，去闻闻它们。”当她闻着这些雏菊时
，她感到惊讶。这名号，它是那么精微，今天它们是英国最芬芳的花朵。只是这名号，也就是意思是

Nishkalanka代表

Nirmala（纯洁无瑕），即完全没有任何 Mala。Mala是什么？就是这个泥潭，没有任何泥潭，绝对的。长久以来在顶轮的喜乐叫
作纯粹的喜乐Nirananda。自古已被称为Nirananda或 Nirmalananda。很多人称呼它为 Nirmalananda或Nirananda。即使在被钉
十字架之际，你仍享受这喜乐。即使你被下毒，你仍享受这喜乐。即使在你临终时，你仍享受这喜乐。这喜乐就是纯粹的喜乐
Nirananda。

所以要为第二阶段作好准备，你是在前线。我只需很少的时间，但我需要真正具有坚定不移的智慧和奉献的人。坚

定不移。即使一秒钟，也不应偏向这边和那边。那么，我们便能进展得更快，我们可以上前迎战。或许你现在已经意识到负面能
量的阴险，它们是如何运作。如何运用它们的力量一当然它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去摧毁神的工作。而你们应该如何保持警醒 装备妥
当并虔诚奉献。这些我只能向你们说，我不能对那些来到凯斯顿讲堂的人说。他们有些还半生不熟，有些完全是新人，毫无经验
，有些绝对是三流的人。但在这里，今天你在我面前，我想坦白的告诉你，就如克里希纳只告诉阿周那：“放弃一切正法，向我顺
服”。

没有其他方式，Vraja的意思是重生的人，像一个稳固，稳固的人格。当你稳固了，那么你必须奉献。当你完美了，你必须

奉献。这会帮助你脱离泥潭，然后帮助这伟大目标的实现。没有人了解“为何母亲要帮助我们？”他们认为祂过于慷慨了。我不是。
我拥有很多普遍的感知力。因为你们就是那，有能力在这世上彰显神的喜乐的人。 你是那能吹奏神的乐章的笛子，你将为神所用
，并为神所操控。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你完美，成为神最美丽的工具。成为神的恰当工具。我不知道你能否明白这样的生命将
会多么甜蜜美丽。奉献的生命，以理解和符合逻辑的方式 完全地奉献，萃取出所有的养份，并将其奉献给更高的目标。就像树叶
吸收阳光并呈现出色彩，在它们身上展现斑斓色彩，只是为了更高的目标，为了日后可以被人类所用。世上没有任何事是反其道
而行的。万事万物都为同一目的而运作，如此无私、如此宽广、如此伟大、充满生命力的目的。 你变成海洋，你变成月亮，你变
成太阳，你变成地球，你变成以太，苍穹。你变成灵。你为它们工作。你变成所有星星和宇宙，担负起它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跃进你的原理，跃进你的原理（tattwa）。这就是你如何跃进每一个人的原理（tattwa），但要对此原理
（tattwa）奉献。因为我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原理。我是原理（

tattwa）-

Tattvamasi我是原理。坚守你的原理，我是灵量，我是本质。 我们只能理解那些粗糙层面看似较大事物的奉献，那是在粗糙层面
显现较大的。但我们不能把自己奉献给如此精微的事物，那些事物是如此微小，如此深入，如此有效，如此充满活力，如此普遍
，如此永恒。我们从未想过奉献自己于此。我们可以把自己顺服于一个像山一样的人，一个像山一样来压迫我们的人，一个像希
特勒的人，一个像假导师的人。但是向你的精微存有顺服，那是你眼睛看不见、那是你听不见。但实际上，是如此强大。就像原
子弹，当原子分裂时。当它还未分裂时，它无处不在。但在最精微的一点上，它是如此的充满活力。当你分裂它时，它就变成了
一种毁灭的动力。 现在当你的注意力已渗透到这个宇宙的精微层面，你便越来越深入它。那种带领根的顶端找到水源的驱动力，
是同一个源头，你的灵量与太初灵量和它的力量，至高的灵(Parabrahma)，是相同的 。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在得到自觉后和成熟
之后才能理解。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明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八年里，我没有对你说这些话。我总是以一个非常爱护和甜美
的方式对待你。一直以来，我都让你觉得你在帮助我。这不是义务。但是超越所有这些概念，你必须变成真我。现在准备好承担
起责任，去成为你被造就的样子。就像船建造好了，被带到海里，经过测试，看看是否经得起航行——现在要出航，进入海洋。
所以这是第二阶段，你必须出航，当你知道一切关于这艘船，一切关于海洋的时候。以完全的自由和智慧，你现在必须扬帆启航
——不要畏惧任何风暴、任何冰雹或任何台风，因为现在你知道了——你的工作就是穿越。 愿神祝福你！

1982-0806, 奉献和虔诚的重要
View online.
奉献和虔诚的重要 英国伦敦1982年8月6日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在霎哈嘉瑜伽里奉献的重要，以及霎哈嘉瑜伽士应有的虔诚。
当我们很靠近一座山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座山的大部分，不知道身处如此庞大体积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面前这伟大。这是一种
幻相在起作用，令人们不能在思维层面上知道他们为何会存在，知道他们身处哪里、他们找到了什么、自觉是什么、自觉的高度
有多少、他们需要走多远、他们为何会被拣选、他们的生命有何意义、他们升进了多少、他们能够明白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事
情都超越了人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人们因而感震惊。当人得到自觉之后，他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唯
有当你们明白怎样奉献，才会明白以上提及的事情。如果你们想以民族性来分析事情，你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获得自觉，其实
是超越你们的。自觉是极好的事情，对于你们，这实在是太多了。获得自觉这事情，是超越你们的。 现在试想想。「你们都获得
了自觉。」你们相信吗？你们能够在此生得到自觉。假使有人告诉你这一点，你们绝不会相信，怎能在此生得到自觉呢？当然，
你们都在追求某些东西，因为人们都说你们要去追求，你们亦感到自己要寻求一些东西。但你们不会想象到，你们所寻觅的，可
以如此实现出来，你们都获得了自觉。 因此，在得到自觉后，你们不会感到「这是什么」。就好像当你掉进大海里，你不会知道
大海有多广、有多深。你不知道自己去了多远，「这是什么？自己身处何地？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把所有这些混乱加起来，我
们变得无思无虑！因此，你们甚至不能以理性去分析自觉是什么一回事。 对于这个浩瀚无际的经验、母亲降世所带来的繁荣昌盛
，以及你们获得自觉这份宝贵的礼物，你们都不能以思维能力去完全认知。你们能够理解究竟什么事情在发生吗？你们不能理解
。因为理性不能令你们了解到你们现在进入了的范围有多广大。事实上，理性已经崩溃了，即使是去传达有关人们为何求道，或
是你们到达了什么领域等事情，任何理性思维都不能存在。 你们现在都得到了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道路。滴水已经成了海洋。这
滴水要溶化于海洋里，这样你才会感受到海洋。而且，你们要与其他水滴交流，这样你们才能透过其他的水滴，认识到整体。 首
先，你们要有完全的虔诚，这是非常重要。尤其在你们这一世，虔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你们都得到了自觉。假若你们还没有得
到自觉，那便没所谓了；对于抱怨的灵魂，也没所谓；对于不大虔诚的人，也没所谓；有点儿行为不端，也没所谓。所有这些事
情，都会被宽恕的。所有人都以为是因为母亲宽恕了我们，重点并不在此。 母亲的宽恕源于她的本质。但你们不应该视这为理所
当然的事。当你们接受母亲的宽恕时，你们其实是在找自己麻烦。如果你整天都在想着：「啊，母亲，你是多么的宽宏啊！请袮
宽恕我！」你其实一早已经被宽恕了，这是母亲的本质。当你们称我为母亲时，我已经宽恕了你们。但这宽恕对你们有什么得益
呢？你们从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你只是个失败者。如果你们至少能以理性来了解这一点，你们便会明白，虔诚是什么。 因此，
通过对霎哈嘉瑜伽的虔诚，人会认知到在霎哈嘉瑜伽里的事情，你们在霎哈嘉所见的事情，全都是超越思维的，这是第一点。这
些事情确实是超越人类的思维概念。因此，在人类的层面，你们并不谈论霎哈嘉瑜伽，你们不会说关于霎哈嘉的事情。但在集体
层面上，你们就能做到。 当你们来到集体层面，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能以集体和一致的方式，确立你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你
们与我的关系便会越来越巩固。 我对你们说过，水滴已经成为海洋。水滴要成为海洋，它要将自己所有的水点，溶入其他的水滴
之中。当所有水滴都将自己的水点溶入其他水滴之中时，所有的水滴最终会一同成为海洋。
你们会看到，虔诚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虔诚，另一方面是对母亲的虔诚。 在霎哈嘉瑜伽内，我看到的，你们都看不
到。这要证明给你们看吗？又或你们需要更多的证明呢？母亲所看到的远远超越我们，现在这一点已经被证实了。任何母亲看到
的，都一一发生了。因此，任何人如果尝试在母亲面前玩弄什么，他们其实在玩弄着自己。任何你们尝试在我面前玩弄的把戏，
又或你们认为母亲很宽宏，她会宽恕你们。但其实，你们在令自己痛苦，你们是．．．．． 这会伤害你们自己。 很多人常常说：
「我的左腹轮有问题。」有些人说：「我被亡魂附体，有邪灵支配着我。」有些人会将问题归咎于其他事情上。无论你们把责任
归咎于那里也好，事实上，谁要求你解释呢？只是自己要求，但其实你并没有真正面对自己。
因此，对我的虔诚，就是面对你自己。你先要面对你自己，然后你才会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你才是自己的敌人。没有人是你的敌
人，你的母亲也不是，这是肯定的。任何情况下，她也不会是你的敌人。任何的邪灵也不会是你的敌人，如果你不容许他们的话
，他们都不会存在。任何坏人也不会是你的敌人，因为假若你已经在灵性上装备好自己，这些坏人也不会有能力加害于你。因此
，你才是自己的敌人，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消除你自己内在的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们要去奉献。 譬如你们说，你们都很信奉
母亲，或者很信奉神，你们都握着一些东西，是不是？同时，你也摒弃了一些东西。而你们握着的力度必须是很强。理性地想想
，当你们在下跌时，你们会否还去理解：「我应不应该握住拯救我的手呢？」你不会去想，反之你会握得很紧，你紧握的力度会
极之强，出尽全力，并以完全的信念，紧握着这拯救力量，等待着拯救。 我们内在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所以下跌，都是因为
我自己。如果我想得救，必须完完全全的投入霎哈嘉瑜伽之内。我要完全溶入霎哈嘉瑜伽之内，那么我才会得到救赎。」 因为在
这层次，这是你们已提升至更高的层次，成为了觉者。现在，你们下一个跃步便是我现在说的虔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其他的
事情都是次要的。假若你仍然认为其他的事情是首要的，仍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事情上，那么，你便不会升进至第二步。 你们已经
到达第一个跃步，都获得了自觉。但要从第一个跃步走到第二个跃步，你们必须很努力。你们都来到第二个跃步。在这第二跃步
中，你们要去面对。你们不要厌恶自己，或者感到泄气，不需要这样。你们要视自己为独立的存在体。 奉献就是回过头来，去看
看自己，观照自己内在那些神圣的品格。一旦你们拥有神圣的品格，你们在奉献方面便不会有任何问题。你们会成为奉献的整体

，你会开始享受。 理性是最差劲的东西。理性其实在不断欺骗你们，令你们偏离正道，令你们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都活在物质和
粗糙肤浅的生活中。你们现在都从那些粗浅的生活之中走出来了，并成长起来。你们都升进了。现在，你们要摒除理性，让自己
像花儿一样盛开，散发香气。只有摒除理性，你们才会成长，两者是有连带关系的。 你们要尝试避免理性，避免争论，尝试不要
去找理由。到了现在，有时候我还会听见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以心理学来解释某些事情。「母亲，她可能是感到不安全。人会因
为感到不安全而做出这些行为，书本一般都是这样写的。」事实上，现在我们在霎哈嘉瑜伽里都会看到，那些所谓感到不安全的
人，大部分都是好侵略的人。那些人欺骗别人，损害别人的生命，并从中感到很高兴。他们都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你们都见过
那些人，他们都是如此玩弄自己。 现在当你们明白了，你们不会玩弄自己。为何要玩弄自己呢？为何你要玩弄自己呢？你只需要
做回真我，就这样而已。我们绝不是自己的敌人，我们是自己的敌人吗？ 一旦你开始面对自己，你会喜欢自己。你不会厌恶自己
，因为我所说的「你」，就是你的真我。真我是庄严美丽的，而且没有任何污点(Kalanka)，毫无执着。 但是，首先你要让你的注
意力接受这一点︰「无执着才是我的生命，我有不同的人格。无执着就是我的滋养。」让自己破除执着吧！ 有一个男士来我家探
望我。我家里有一盏很漂亮的灯，这个男士很喜欢这盏灯。我于是对他说：「你可以拿去。」他感到很惊喜。他的妻子后来致电
对我说：「为何会这样呢？你为何会把如此美丽的灯送给别人？」我答道：「那盏灯算是什么呢？难道我在死的时候，能带走它
吗？那盏灯可否跟我一起走呢？只需要理性地想想。既然他喜欢，那就让他拿去吧。我家里有很多灯，他拿走一盏，也没什么分
别。」这个女士说：「但你知道吗？我曾经问过我的丈夫，如果他拥有如此美丽的灯，他会否送给别人？他说他绝不会送给别人
。他说他真的不会。」他真是很诚实，他说他不会。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何不送给别人？当你们到了生命的尽头，你们会知
道你们能拿走的东西，只有很少很少。 就如只是拿着纱丽的一小部分，我们都能将整件纱丽拿起来。找着这纱丽的一小部分，我
们便会拿回整件纱丽。只是一支很细的针，便能将整件东西拿紧。 我们要否定并远离那些依附着其他东西的细针。尝试观看自己
，「啊！这就是『自我先生』了。现在，让我看看，你怎样又回到从前那样。」去观看这些事情。你们看，就好像在看一出戏那
样，观照着你自己。然后，你便能愚弄你的自我和超我。事实上，自我和超我常常都在愚弄着你，但当你一旦成为主人，你便能
反过来玩弄它们。 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我曾说过很多件事情，同样是在我说了之后不久，人们便开始谈论起来。人们以科学证实
等等类似的方式，证实了我所说的事情。你们都曾见过，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 我现在对你们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非常之肯
定的。除真理之外，我不会说别的。我知道，我所说的全都是真理。但我不需要思前想后，找出某些事情究竟是否真理。我不需
看书来核实任何事情。我对自己有信念，是「完全的信念」。我说的全都是真理，我完全知道，我说的任何话，都是真理。但是
，你们则并非如此。你们说的，并非完全是真理。因此，你们应先建立这种状态，那么你们说的，都会是真理。 那么现在，你们
应怎样做呢？你们的舌头应该是这样的，你们所说的，都必须要是真理。到了最后，亦会成为真理。因此，你们必须有奉献之心
。 什么是奉献呢？那就是「我为何说谎呢？」我们根本不用说谎。 就算我说了些谎话，那谎话都会变成真的。在我的情况才是如
此，我说的所谓谎话，全都会变真。事实上，那些话由此至终都不曾是谎话。当我对某人说：「这人分明是个坏人。」他答道：
「母亲啊！他人品这么好！你怎能这样说他呢？」曾经有个叫米高的人，就是如此。「母亲啊，米高真的很有爱心！」有些人更
说：「母亲，你是否妒忌他？」有些人居然能够说出这些话来！但当这个坏蛋现出真面目时，人们才会明白。 因此，要建立这种
对真理的知性，你们首先要将自己固定在真理之上。这真理就是：「你们都是上天浩爱的工具，你们都得到了自觉，如此特别的
知觉状态，其他人是没有的。」站在这真理之上，并把这真理宣扬开去。你们无需害怕。你们都得到了自觉，这是毋容置疑的。
你们都感受得到。你们要说出来：「我已得到了自觉。我什么也没做，我知道我是觉者。」你们必须肯定这一点。 在体现这真理
之时，你们就好像光那样。光肯定存在着，但光不只是存在，它还向人展现它的光芒。它向其他人展示出：「我就是光。你们都
需要走在我的光明之内。否则，我的光可能会把你烧伤。」光拥有你们所说那种叫Tejasvita的特质。 Tejasvita即光的锐利。Teja
svita是存在的，这光的锐利。这光的锐利证明了你们之中存在着真理。你们不会害怕什么部长、总理，或者什么国王等等。你们
会知道：「这是事实。我很确切地知道这是真实地存在的。我是已经得到自觉的灵，我就是真理。」如果你们说：「我是真理。
」那么，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成为真理，这是无需怀疑的。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成为真理。但请说：「我是真理。」 要
做到这一点，你们需要真正的净化，你们要通过奉献的心，完完全全的面对自己。你们都紧握着母亲的手，紧握着霎哈嘉瑜伽，
紧握着你们找到的真理。而现在，你们都要面对其他人。如果你们不坚守着真理，你们便不能面对其他人，因为真理是你们的泉
源。你们都站在真理之上。真理就是这力量，就是力量的泉源。 你们看看所有的圣人，基督拥有这真理的力量，穆罕默德拥有这
力量，所有伟大的圣人都拥有真理的力量。他们以完全的勇气，把真理说出来。人们都很接受他们的意见主张。这些圣人甚至会
因为说出真理而受尽苦头，但他们不介意。因为凡是真理的，都应该说出来。
关于奉献，你们首先要知道，你们要完全的奉献，你们不用害怕任何人，你们不会担心自己有任何损失。 从前，有些圣人甚至失
掉头颅，他们被斩首。人们都折磨他们，抢去他们的钱。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他们。但这些圣人仍然坚守这个真理。他们
站于真理之上。其他的蠢才都站在虚假的东西上，但是圣人们都是站于真理之上。 你们都要知道「现在」，你们都站于真理上，
你们要为真理而牺牲。这是因为你们所牺牲的，并不是真理。你们只是牺牲虚假的东西。 因此，你们需要一些有力量和勇气的人
，而不是那些一半忠诚的人，从早到晚都在请求母亲的宽恕。他们在做什么？有什么需要求宽恕呢？我每一刻都在宽恕你们。你
们在做什么呢？你是怎么样的人呢？ 你们要仔细想想，你们都站于真理之上，因此，必须成为坚定和勇敢的人。你们并且要拥有
光的锐利，就是你们内在的指路明灯所发放的光芒。 同时，你们要有完全奉献之心。 譬如当这盏灯没有灯油，便会熄灭。这灯是
需要有灯油的。因此，奉献之心就是你们内在的灯油，这是一个依附的关系。你们要完完全全地依附于你们力量的源头。这就是

奉献。这奉献不会给予你任何其他的念头，他只会给予你们闪耀的光，让你们能够改正他人，并指引他人的方向。
如果你没有完全奉献的话，你所连接的源头，便不能把能量完全传送给你，你这盏灯便不能妥当地燃点着。 因此，当你走进奉献
之中，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让步_________你们所谓的让步，即是说那人会像个傻瓜。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认为当人奉献，那人
便会像傻瓜般没趣。事实上，你们反而会充满活力！你们会成为真正的力量，不是破坏的力量，而是真正建设的力量。破坏其实
并不需要什么力量。只有是建设，才需要力量。如果去破坏，你们需要什么？只是一点点的力便足够。你能在一瞬间破坏整件事
。但如果要建设的话，便真的需要极大的力量。这用以维持及流动着的力量必须要存在。因此，奉献是必须的。
握紧你们力量的源头，你们要充满活力，并无畏地坚守着。这就是真理，这是你们要到达的真理。这是极之重要。 但奉献只是其
中一方面。这并不足够。成为真理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当这力量的泉源进入了你之内，你会成为慈悲。真理与慈悲，其
实是一样的。你可能不会相信，但这是事实。就正如灯芯和灯油加起来，便会成了光。要燃烧灯油，才会有光。同样，慈悲能给
你真理。两者并没有分别，只是状态不同罢了。只是你们不能看见成了光的灯油，你们也看不见正在燃烧的灯油。
因此，慈悲除了是你的力量之源之外，也是你们的储备。从慈悲这源头，你们得到了慈悲之心。 我见过一些人，他们想从我处得
到慈悲，他们很想我去爱他们。但反过来，他们爱护别人吗？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别人说些很刻薄的说话，然后便来对着我说
：「母亲，宽恕我。」或者只为了一时兴致，苛刻地对待别人，然后又对我说：「母亲，宽恕我。」但当你这样请求我宽恕时，
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以慈悲来对待别人呢？就算我宽恕了你们，你们获得了这宽恕的泉源、这爱的泉源，但你们有否将这爱给
予其他人呢？你有否以慈悲待人呢？你们看，这慈悲并不是单方面的。当你们在享受这慈悲时，你们不能只是单向地接受，只想
着自己的好处，然后便忘了这恩赐。这样，你们是永不会成长的。 你们要成长的话，便应将这爱贮存在你们之内。所有我给予你
们的爱和慈悲，你们都要贮存起来。然后，把这些爱给予其他人。否则，你们便会完结，并变得迷失。只有通过不断地给予，你
们内在的成长便得以持续，不只是单向地接受。如果你们不给予，你们只会停滞下来，且总会有些外流的。 但这是很困难的，因
为人们很懂得拿取母亲的慈悲。就算他们有慈悲之心，他们都只是对某些人，例如是对越南人有极大的慈悲，但对霎哈嘉瑜伽静
室里的人却没有慈悲。他们好像更为越南人担心，你们知道吗？「母亲啊！我们很担心那些越南人，我们正为他们筹款，并会将
善款寄给他们。」但在瑜伽静室里，他们则在互相争斗。这可不能算得上是慈悲吧！ 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他们
要互相扶持，任何时候都应互相照顾。当我见到有些练习者批评其他练习者，我会感到很诧异！我真的非常诧异！因为你们同是
上天力量的一部分。你们怎能互相批评！一只眼批评另外一只眼，我完全不明白。我能去批评，但你们应该这样吗？你们为何要
互相批评？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互相爱护。 基督说过三次，我亦曾经说过一百零八次以上：「你们要互相爱护，这是唯一能表
达慈悲的方法。」我曾经在何时给予了你们的爱，你们要以耐心和爱去转赠给别人。有时候我会巧妙地诱哄某些人，他们随即说
些批评别人的说话来。 现在最基本的是，只有当我们的慈悲是流通着，我们才能够从母亲处得到慈悲。我在慈悲这方面做了很多
，我发觉到，除非你们让慈悲流通着，否则我没有任何方法将慈悲给予你们。我的意思是，再没有空间去吸取我的慈悲。最好是
能把慈悲给予别人，让自己留下点空间，那么我便能给予你们更多的慈悲。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在这方面，你们要明白到，除非
上天的爱能够流动并扩展开去，否则这爱的泉源便不能通过。 就好像泰晤士河。我们曾到过这条河流的源头。那儿是一条很小的
河流，从七条极之细小的河流，一点一滴地汇流而成，然后成为了泰晤士河。假设这小河流没有变阔，这样它只会停滞在源头的
位置，它不能够流出来，不能够流通。这小河流不是因生气或烦恼而不流动，只是因为它流动的本质被阻塞而不流动。那怎么办
呢？ 因此，人要以慈悲待人。这慈悲并不是表面的，也不是感情用事的。这慈悲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感觉。它不是自我、超
我和多愁善感的表现，而是当人了解到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了解到其他兄弟姊妹也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不是一般的兄弟姊妹
，你们是灵性上的兄弟姊妹，你们都是圣人。 你们必须拥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慈悲，并发展出强烈的父性和母性的感觉去爱其他人
，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一个一百零八岁的瑜伽士的母亲。你们真的要像母亲般照顾别人，并对别人有爱和慈悲。你不需要理会自
己的舒适，不需要去想有关自己的好处，只需要想别人的舒适就足够了。你们先要去想：「我能做什么令别人感到舒适呢？」然
后才考虑怎样令自己舒适。 当这慈悲的河流开始流动，你们便能达到完全的奉献。因为你们明白到：「母亲，任何你所赐给我们
的，我们都会给予其他人。」这就是奉献。因此，奉献并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你们依附着、连接上一些东西，并从其中获得
一些东西，然后再给予别人。最后，你们能成为整体，即回到本源。我们就在这光芒中明白一切。 独占一些东西，又或者是「我
们已结婚，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地方，要跟集体分开住。」这样做是可以的，你们结婚后是应该有一点私隐的，我不是说你们
不应这样。但你们亦应考虑到慈悲这一点。作为已婚的人，你们应该更加更加具有慈悲之心。但是，你们只担心自己的子女、自
己的舒适、自己的丈夫、妻子。在霎哈嘉瑜伽里，没有甚么位置容纳这些人。所有人都是同一个集体。当你给自己的子女糖果，
你也应该把糖果带给瑜伽静室的小孩。你们都属于同一个家庭，所有的家庭都应该是跟随同一个潮涌。我亦曾告诉过你们不应有
分开的膳食安排，分开这，分开那。同样地，我们不应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生活质素。 我们要享受任何我们一起分享的事情。
在物质的层面上，我们亦应该一起分享。在情感的层面上，那些荒谬、令所有人不高兴的婚姻是完全没有用的。婚姻的存在是为
了将快乐带给所有人。因此，在决定结婚之前，你要仔细想想，你并不是在玩把戏。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情。不要以婚姻来玩把戏，不要试图让第三者加入，以为母亲会宽恕之类。我是会宽恕的，但是你的升进会变得很困难。因此，
你们不要玩弄从前那些把戏。你们要完全地改变自己，完全地转化过来。 现在，你们已经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你们可以做到，
因为你们都已经改变过来。如果你们尝试变成另一个人，是无可能的。现在，你们都变成了花朵，你们不会突然变成叶片。现在
，你们都成为了花朵，你们要活像花朵一般。你们必须紧记，慈悲是向外流动的，在霎哈嘉瑜伽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

其他人来说，慈悲则一点也不自然。那些人只是在口里说慈悲，他们其实一点慈悲之心也没有。这些人做慈善，只是为了金钱，
为了地位，和满足他们的自我。但你们拥有慈悲之心，是因为你们需要拥有这慈悲，你们因慈悲而感到愉快。这慈悲在流动，因
为衪是要流动的。你们都会做些慈悲的事情。慈悲的背后，并没有任何目的。唯有当你没有任何目的，才会在慈悲之中获一些来
自永恒本质的东西，即来自Sthayi本质的东西。 你们都看见有些人，正如我今早所说，有些人参与了一些组织，然后把那些组织
做得很漂亮。但当他们一离开，那个组织便完蛋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为那个组织付出一些实质的东西。他们要付出的，就是
一个很大很大、并充满慈悲的心。假如你们没有付出慈悲之心，你们一旦离开那些组织，其余的人都只会返回不能成长的状态。
这并不是成长。如果你灌溉一片土地来种植，那片土地便会茂盛地生长，并变得很美丽。但一旦没有了水源，那土地也只会从回
昔日干涸的状态。 霎哈嘉瑜伽是不同的。在霎哈嘉瑜伽，你们不只是生长成为一棵植物，你们还成为了植物的生命源头。当这植
物被拔出来移植到别处，这植物会将水带给其他植物。你们知道吗？你们内在存在着这崭新的特质。这特质令这植物即使被拔起
来，它也不会死去，完全不会。它只会不断地成长，并帮助其他人成长。帮助他人成长，是我们的另一种成长。我们都处于这个
与别不同的位置，我很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就算你们被连根拔起，并放到其他的地方……我亦曾见过，当我提醒一些
人移居到其他地方会帮助他们升进，他们听了后都大吃一惊。「你们应该到某地方做某些事情。」他们听了后都很吃惊。你们不
只是一棵能够走动，并将繁荣带到其他地方的植物，还能够给予其他植物所需的养份。你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因此，不要只停留
在一个地方。假如你只停留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必定有些问题。如果你好像浆糊一般老是黏在一个地方，这是非常危险
的。你们要确信，你们必需离开这黏着你的地方。这不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就从不留在家中，任何时间都在外面。不是这个意
思。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否则，人们便来到这里，整天都不回家。这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你们不应黏附着任何东
西，也不应害怕离开任何地方，因为你们现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都跟海洋接合了，海洋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你们只需作
好心理准备，会移居到其他地方，因为你们要将这上天的慈悲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并繁盛起来。在神的国度里，你们都要侍奉
衪。只有当你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是为了一件「极之伟大」的全球性工作，这侍奉上帝的工作才可能发生。不只为了英国、印度
或美国，你们在这里是为了这全球性的工作，这工作是人类升进的精髓。这是我们要为天地万物以及做物主所做的事，是最为崇
高的事情。你们都是被拣选出来的。不要让你们的注意力分散到任何不能帮助你们达至真我的东西上。把那些东西全部摒弃，不
要浪费你的精力。你们的真我，就是你们的慈悲和爱。 但仍然要说的是，这件事不应以理性来看待。所有我告诉你们的，只是为
了将你们放到一个状态，让你们开始吸入上天的能量，以及将能量给予别人。这是一个动作，这是正在你们内在发生的事情。这
不是理性，不是去想着这事情。只是告诉你这些，我便令你们的思维目瞪口呆了。你们要容许这能量在你们内在作用起来。凭借
这能量的知觉状态，你们要审判你自己：「我有否将能量给予别人呢？又或我只在将能量储存起来，并因此而伤害到自己呢？」
以上的讲话会给予你们很大的意义，也会为你们带来工作，就如我所说：「上天雇用了你们。」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sk
Me. Sahaja Yogi: Mother, if you become angry at any point with people, is that because it’s a tendency or a negative entity? Or is
it just a tendency to react like that? Shri Mataji: You see, if you get angry within yourself, and if you are sure that you a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for a Sahaja Yogi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outside you are angry. There’s no need. That anger itself is a
power. And you should do your bandhan and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But you should not show that you are angry. You
should be absolutely silent. Because you can be; you are in the axis, you are not on the periphery. Actually, the anger is just to
see your anger and use that anger for that purpose. And once you start doing that, that anger will itself work out. That anger will
itself work out the person. And you’ll be amazed how it… but you must learn to see your anger that is working. All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You have seen that sometimes only shouting at the bhoots - they go away. And many mad people have been
cured like that. But you don’t do all that, that’s for Me. You must be always decent, with decorum and all that. But if the anger is
because of your nature, or a tendency, or out of control - than it’s a bad thing. If it is an out-of-control, than it’s a bad thing. If you
get into a temper because it is out of control, than it’s a bad thing. I can get very angry, but I am completely under control: I know
I am angry, where the bhoot is, how he is running away; I can see it. But you can’t see the bhoot, you can’t see anything.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get angry, show temper. But if you have an anger - say, for example, which makes you uncontrollable
- then there is a mantra for that: Shanti [peace]. “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hita.” You must ask for that bliss,
for that peace. This is a mantra for you. For controlling your temper, you have to tell yourself, “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hita.” So Shanti is the point - the axis point is that - from where you witness everything. You are in Shanti, you are
in complete… you are not in a turmoil even if you are angry. You are not in a turmoil. Whatever is anger is the power, and the
power is taking charge. But unless and until that is achieved, w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that you are
peaceful. So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mantra - is to say, “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hita.” Can you say that?
So the Shanti is your fort. But peacefulness never means cowardice. Never call cowardice as peace. A person who is peaceful is
never coward, because nothing can transgress it, nothing can overpower it. It is never never possible that cowardice and peace
can go together. But your power is inside, not outside. So you don’t show your power of your anger outside. But just little anger
with anybody - you will see it will work out. But first establish that… that position within you where you are the axis, where you do
not allow anger to sit on your head. That is the growth. That is the growth, that you are at peace. Also… Another question? All

right, satisfied now? Both ways you should know: that one is the anger that is detached - is perfectly all right; anger which
involves you - work it out. So judge yourself as to what it is. Good question.Ask some questions.I mean, such intellectuals sitting
here. Ask Me some questions what is there. Sahaja Yogi: Mother, what are Your plans to spread Sahaja Yoga in outer
scale?Shri Mataji: What are My plans? I don’t plan. You see, I don’t plan,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far My instruments are
ready, you see. First, now My only plans - if I have any - is to really prepare My weapons all right. Once they are done, then we’ll
fix them up. You see, unless and until you know how far your bomb can fall, how can you plan it? So, first of all, I must measure
up the power of My children, how powerful they are.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now - is to make them aware of their powers to
use.Like, you see, Hanumana, when He was born and when He grew up, He forgot that time, and He forgot His powers. So He
was to be reminded that “You are such and such powerful perso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 powers are, you… you ate of the
whole of Surya. This you did in your childhood. You are born with this power, but now, after growing, you are… rather bit… sort
of forgotten it, and also you were afraid of using them, and it’s… sort of looks like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But it is there. If you
just try to remember them, it will come up.” They have tremendous power, these people have tremendous power. But they have
to assume and stand on that. If they do not do it… You see, if I tell them, “Now, go to this house” - “Oh, Mother, there may be a
bhoot there sitting.” A person comes possessed in the ashram - they all shut their doors: “Oh God, this bhoot has come.” Or
something - then worse. Djamel: Mother, may I ask you something? How can we deal with, You see, there is one problem, one
big problem in Sahaja Yoga, You know. It’s those who are devoted to You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Shri Mataji: Those who are
devoted to Me?Djamel: All those who use the excuse of their devoting to You, Mother, sometimes to oppress others.Shri Mataji:
They are what?Djamel: Sometimes people use their devotion to You a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or-Shri Mataji: Then again the
same thing, Djamel. It's the same thing is. You see it is: you have to do it. All those who are doing that way, I am just pointing out
to all those.It you are using, say, your devotion to Me for the oppressing of others, all right? So it is for you to see. There is
nobody who can be oppressed, because your Spirit cannot be oppressed. Say, there is X and Y. Now, Y is a person who’s trying
to oppress X, all right? What will you oppress? He can’t oppress his Spirit, can he? First point. Clear. Now, this fellow, if he has
to have attachment to Me, nobody can stop him.There is all… you all have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Me. Not through anyone. If
you want to accept somebody’s agency, then I can’t help you. But, otherwise, you all have a direct access to Me. You all can
grow your Spirits; nobody can dominate you. Everyone has complete freedom to grow their Spirit - to know their Spirit, I mean to
say. And the Spirit is something… cannot be dominated by anyone. Now, supposing somebody tries to oppress you. What will
they oppress you, in which way? They’ll say, “All right, we’ll not have this carpet, we’ll have that carpet.” Have it!Somebody will
say, “I’ll jump in the sea.” Jump! Just now you jump! What will they oppress you in? You see, just see that. Not in your spiritual
growth. Can they? And that’s how the problem starts. You see, in material things… say, in an ashram now somebody says, “All
right, we would like to have a photograph of Mother put there.” The other will say, “No, we are going to have it there.” Whether
you put it here or there makes no difference. My photograph is going to work it out. Even in puja matters I’ve seen: people will
say that “No, Mother is sitting there, don’t put your feet towards the Mother.” It is common thing; everybody knows should not put
it. But still they will say, “No, we want to put it.” All right, let them put it. Next time they will not, because they will know it is wrong.
They will find out. So, you see, nobody can oppress anyone. I am here to correct. Once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not perfect,
the other is not perfect, we are all perfecting ourselves, we are all coming up, Mother is there to look after us - then we will never
think like that. Now. I’ve also seen, people will say that there are two Sahaja Yogis talking to others… Sahaja Yogis. Now, one is
a very oppressive one, the another one is upset to see that this one is oppressive. Now, for that purpose, if you are quiet, silent you will always dominate him. People will listen to you, not to him. But even if you start saying, “Oh, you don’t say like that,” this,
this, they will think these are fighting cocks. Then, at that time, you are wise at this thing - will even give him a chance to
understand. But what happens: one person dominates, another tries to dominate them by outward things. And the whole show is
over. There is no need to dominate another person by outward things. He will settle down by himself if you show your dignity of
your silence and of your understanding of Sahaja Yoga. There is no need just now to say, “Shut up, you sit down, you don’t do.”
It’s absolutely wrong. They do it, I’ve seen it. In My presence I’ve seen it. Because we still live halfway there and halfway here.
The way we solve the problem… say, you have to do some business. There are two people doing the business. One person
says something, another says, “Why did you say like this, you shouldn’t say.” This person says to that person, “You shouldn’t
correct me.” Like that the fight is on. But that doesn’t help anyway… there also. But in Sahaja Yoga it will never help. The
another person can only win over by his dignity. By his quiet methods, by approaching a person properly. That’s how the leaders
will come up. They won’t come up by shooting another person down, not at all by any chance. That’s not possible. Is not good
leadership. Good leadership is judged the way you handle the situation.Not the way you fight another man down. So many times
you have seen: I just keep quiet - it works out. Not necessary that you should at that moment shout. There’s no need. And it

creates a very bad impression and very bad leadership. First of all, you cannot be dominated. This is one fact, is a truth. You can
grow in your spirituality, whatever people may try to dominate in the worldly things. Thank God we don’t have any organization.
Thank God we don’t have secretaries, assistant secretaries, under-secretaries, by-secretaries, upper secretaries, lower
secretaries - we don’t have any nonsense. Otherwise, even that would have been dominating to people. Then they would have
fought that. So we don’t have that problem. We don’t have any money problem, because we don’t have all these nonsensical
ideas. I’ve solved this problem by having no institutions, no positions. Everybody has position. But the greatest position is of your
Spirit, which you establish. The attention is not there, is more ego-oriented. The whole stuff is ego-oriented. You can’t fight ego
with ego, you cannot. You can only fight ego or superego with Spirit. How much do I dominate you? I absorb all your aggression
also. And how much do I dominate you? If I have to correct you, I go forward and do it, and tell you that I’m correcting you,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And you see the result, it’s all right. But if you have that capacity, do it. Then there is lacking in you,
that you cannot do that way, so be prepared not to, at least, spoil the show of Sahaja Yoga. One person is talking too much? All
right, the others will say, “He is good for nothing, but another one is a sensible one.” But if you both are fighting, then I don’t
know.That’s… doesn’t show any wisdom or growth, isn’t it? Does it? Those who think that by dominating in small small things
you are going to achieve anything are wrong. Actually, I’ve seen, My grandchildren are realized souls. They are not bothered
about these things, they don’t do this. This kind of a fight they don’t have. That “where to keep this”, “what to do this” - they don’t
have. Nothing. At the most, they might fight for a chocolate or something, at the most. But in spiritual matters, they never fight. In
spiritual matters they never fight. That’s a place one should not fight, one should not argue. That’s the point not to be argued,
because truth is one. What is there to argue? You have seen all these saints, you see, those who have talked about Me. What
do they say? Everybody says the same thing about Me. There cannot be any fight between saints, can there be? If the truth is
one, how can there be fight? But because one is inadequate, another is dominating - both must achieve that state. But the best
is to be more dignified, more grown-up, more patronizing… People will definitely take to you because you will become the
leader. Arguments are not going to lead you anywhere, I can tell you this much. No use arguing among yourself. If you have to
argue, you have to argue with others, not among yourself. Otherwise now? What else? What is the thing?Any other question?
Sahaja Yogini: Mother, would You please tell a little bit how… how we fight our ego with the Spirit? How would you do…Shri
Mataji: How do we fight the ego…Sahaja Yogini: … ego with the Spirit.Shri Mataji: You see, you should never fight ego. If you try
to fight, it will sit more on your head. That’s not the way to fight it, that there is ego and you fight your ego: “Oh, I’m going to box
you” - then it will grow more, you see. The more you box it, the more it will grow. Never fight your ego. Only way is to see it. Your
attention is very important, your attention is now enlightened. Whatever you see, it comes to its right size. It comes to its right
side… size. Say, ego - if it is overgrown, you just watch your ego. That is, it is to watch yourself in the mirror, and you say, “Oh,
Mr. Ego, how do you do?” Then it will come down. But don’t fight it. Just to be seen. All kinds of egos could be there. If you are
overeducated, you are egoistical. If you are uneducated, you are egoistical - because you must try to show that you are
something. All sorts of egos are there. So best thing is to see for yourself; that’s why I say, “Face yourself.” “Yourself” means
your Spirit. Sahaja Yogi: Mother, that goes the same for the superego? Shri Mataji: Yes, very much so. For superego also - not
to be frightened. You should just say, “Get out! I can see you very clearly, you are there. You get out from here! How dare you
frighten me? I am the Spirit. I am the Spirit, how dare you can do that?” That’s how. You see, ego makes you idiotic. Absolutely.
Ego makes you idiotic, makes an idiot out of you, absolutely. And the superego makes you a coward. It makes you a coward.
Now, how to fight it? “I’m not going to be an idiot” - if you say that, ego will go away. If you want to be an idiot, then he’ll be there
to help you. If you want to be an idiot, all right, call Mr. Ego. You’ll become an idiot, straightforward. Is the easiest way. Easiest
way. If you want to become an idiot, simple thing is to call the ego. “You come, Mr. Ego, and settle down in me” - and
immediate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composition. And superego… if you are a coward, then it sits on your head. Say, “I am not
going to be…” Ham Ksham, as I told you, the mantra on the Agnya is. Either you have to say, “I am”; the other, I say, “I forgive
you.” Sahaja Yogi: Mother,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similar to what he said about superego? I’ll be particular. I’m still having
problems with my eating. I’m eating over here. But I’m very afraid, I’m laughing because it is silly, that I’ll become fat. And I’m
very afraid, I think a lot about food all the time. Yet I know that with You nothing bad can happen to me,Shri Mataji: All right, you
do one thing just now. You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right hand outside. She has the Hamsa here, caught up. There,
you see the Hamsa. Tell her to come now. Come in, come in. I see, sorry. Put the Hamsa, I didn’t see it clearly.Hello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We’ve been waiting for you.Come forward, you can come forward a little bit. Lots of people are there.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Shri Mataji: What’s the time now?Sahaja Yogi: Quarter past nine, nine fifteen.Shri Mataji: Quarter past
nine, As I’ve told you, that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should be tyrannical. You should lash it down.You should absolutely make it
clear to yourself that “I have to perfect myself if I have to give this my being to God. It has to be perfect.” Secondly, if you have to

ha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it has to be ideal relationship. Sahaja Yogi with Sahaja Yogi - means something great. The
greatest relationship is that. With your sister, with your brother - it should be ideal. And in collectivity we have to be pragmatic. In
collectivity we can change our course, we’ll take the way we like, the way it moves; we’ll manage it. But otherwise… You see, for
example, take a plane. It has the same thing. Plane, when it is in the air, it can go wherever it likes. But the screws that are fixed
in a plane are ideally fixed. They cannot just start… like a pilot seat doesn’t go to the back, and the back doesn’t come to the
front, you see. The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All right? And the screws which are made, or anything that is made - is perfect.
But airplane is not fixed. Airplane can go southward, northward… anywhere it wants to. Only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 such proportion that they cannot budge from their ideal positions. I’m giving this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ll understand it better now. And these things that you have produced are themselves… are perfect. If they are
imperfect, there will be a problem. It’s li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this very simple thing about relations and attitudes, you will
never have problem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Sahaja Yogi has to be absolutely ideal relationship. Otherwise, some screw is
loose. Try to make it ideal. Say, there’s one person. You find the person is too egoistical, or something. Try to see what’s wrong
with you, first of all: “Am I perfect? Am I all right? Or am I equally dominating, am I equally egoistical? All right, if I am, then I
better correct myself. But if I am not, if I am a good person, that way I’m not dominating - then I should try to bring down his ego
by making sweet things to him, making nice relationship with him.” Try to be kind to him, so that his ego comes down. Manage
somehow or other to establish ideal relationship. Is absolutely simple. I mean, I don’t understand what have I to tell in this thing.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 it has to be proper. Now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t and Me has to be proper, so that it doesn’t
burn Me, isn’t it? It’s absolutely… in lifetime, also, we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 that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has to be ideal
to create the best results. It is so practical; I don’t know what is there to tell in this thing. And you have to be perfect because you
are the unit. And the whole thing can be pragmatic. Then only it can be. But here just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screws are
pragmatic, the relationship is imperfect, and the collectivity is absolutely static. Doesn’t move. “The collectivity. After all, we are
collective, bound to each other. How can we move, Mother, we are static now. We are bound to each other, we can’t move, you
see.” Just like the Rock of Gibraltar. Now, you’ve been an aeronautic engineer,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is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this example. What else is the question?[To someone]: How are you? All right?I’m asking. What other question?Rustom:
Shri Mataji, could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maintaining our attention so that it stays where it should and it doesn’t get diverted
into trivial things?Shri Mataji: Rustom has asked a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it's true - that "to keep the attention where it should
be."You see,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to do some exercise - abhyasa - not before Realization, after Realization. The best way is
to learn how to watch yourself. Just now, sitting here, just put yourself into a position from where you watch yourself: "Now what
am I doing?"This is the abhyasa, this is the study. Apart from mantras, apart from anything, the abhyasa is the practice, practice
of becoming a witness. And the witness is the Spirit state. There attention will not go. I mean you will see everything, it is there,
but attention will be inside. Try to practice this: "Am I a witness?"Now, say, some people say:" Oh God! I had a horrible time,
Mother. This happened, that happened." You see, you are not a witness. How can you have a horrible time if you are the Spirit?
You only have a horrible time when you are not the Spirit.If you can watch the whole thing as a drama that is played, then you
are not having a horrible time, but this outside of you is having a horrible time, which you are watching. That's how the attention
can be fixed very well if you practice abhyasas, practice all the time to be witness. Say, you go out, you see something, just try to
see it, not to think about it. Be a witness of the whole thing. The joy will be complete, and also you will become absolutely
peaceful. Your attention will be completely enlightened.And then the inspiration you will get will be tremendous. See, it's working
out. Working out. Try to watch. And it has such a tremendous memory, if you know how to watch. I mean, to Me, if I see
something - I mean, to Me it is just like a film in My mind. If I have seen this room, now I know what is in this design. Everything I
know: how you are sitting, what pose you have taken, how you were, what was it - everything is like a design. You see it comes
to Me, just like a picture - absolutely. Not of this life, but of lives. Because that's a recording system that records best. If there are
thoughts it's like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see. Now he is trying to record Me on the film, and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between
moving, nothing will come in. But when there is nothing in between and you are just seeing through, you are recording everything
that is important. Moreover you will be amazed, you don't record unimportant things.Like for people now, they go to a village, or
any place. They will be recording: "Oh God, it was very dirty, and this happened and we went there and there were cement to
sleep, for example, we get." Or: "Then we went inside, and there was no proper chair to sit down. And the chair was so hard, and
my back started aching." All these things they will remember.And then what happened? "Oh God! I couldn't get
Realization."Everything that bad, you see, just like newspaper - all bad news. But to a person who is a Realized soul in a real
way, he doesn't see, I mean, you don't smell anything dirty. You always smell something good. You never smell, you do not think
of anything dirty. Everywhere you go, it's beautiful. Even if you see just the sand, you see the pattern. Even if you see a barren

hill. I saw some people who had gone. I said, "Look at the beauty of these hills, in Maharashtra." They said: "Mother, what is the
beauty? It's not covered with trees." I said, "That's the beauty, just see the patterns." They couldn't see the patterns that I was
seeing. But if you ask Me, "What is this hill?" I also know that. Because I know the patterns of all the hills, how it has moved, how
it has made patterns and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they don't see that, you see, they cannot see the beauty because they are
looking out for defects. Or relatively, you see, "English trees are better than say X, Y, Z trees. So then this is not better." The
relative they start. But you are at absolute point, you are getting the absolute of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your own. What is there
to judge? Sahaja Yogi: Mother, perhaps You can see the beauty because You are the Artist.Shri Mataji: Eh?Sahaja Yogi:
Perhaps You can see the beauty because You are the Artist.Shri Mataji: I am the Artist and I am the Art. But what about you?
Who are you? You are the… you are the one who is created, and you can create, and you can become the artist. That’s what I’m
saying - that you are not only the light but the light that will give light to others. And, also, you will sustain that light which you
have given light. This is the difference now between you and other people. Not that only you will be an artist but you’ll enjoy the
art of the Artist. This is what you have got. You don’t know, you are not aware of your powers. It’s a dynamic thing which has
happened to you, which you should take to.But our attention is on from where the dirt is coming, where the filth is coming, you
know; where the ugliness is there. If your attention is on uglines- people tell Me: "There was, this was ugly." I said: "I didn't see." I
just saw the way the elephant was standing, you see. The way he has pulled up his leg and he was raising his trunk. I never saw
the dirt part of it. “Where was it?” “At the back of it.” I say: “I never went on the back.” If your attention is so- even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You ask a person, “How is he?” “He’s a…” All his… I mean, little funny points will come to your head. Even the
photographers, I’ve seen. They will only take photograph when you are in a funny way, you see; when your face is little turned
round… I mean, it’s a seeking after ugliness, seeking after mistakes, seeking after something wrong. All the time if you do like
this, you cannot be a happy person. All the time trying to find out defects, and faults, and mistakes, and dirt, and ugliness. I
mean, you are in for trouble. You’re asking for it. Like a person was saying there are three-four ditches in this place. I said, “Did
you jump into one of them? Better jump in. So, once for all, you don’t see any other ditch.” You don’t see the playing grounds,
you are just seeing the ditches. For what?! The same thing can look ugly to a person who is of that kind of an attitude, who wants
to see everything ugly. Try your attitudes. Try to see good in others. Try to see… not in… may not be… it… I’m not saying for
other people, but I’m saying at least for Sahaja Yogis you can do it. Try to see good in them; what good they have done to
Sahaja Yoga, what you owe to them,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 Why not see the good of them? By giving them
encouragement, by being good to them you are helping Sahaja Yoga. But you want to help your ego, because you are very
“wise”. So, then only, when by appreciating another person only, you have better relationship. This is a very simple fact. You see
any film - there the two people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as if they are barking at each other.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kind, to be
gentle, to say pleasant things? As soon as they will see a person - “Oh God! You have become very ugly!” This is the best
compliment. That’s human nature - to see to the faults of others, to see to the wrong things of others. You see, they will find out
in anything. Somebody is very tidy - then that person is bad. Somebody is very untidy - that person is bad. Every sort of thing.
But why not you do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which is not tidy? And inside you that’s very
upsetting. To M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you have seen i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f you say, I’ll sleep here. If you say, I’ll sleep
on the… on the grass there. To Me makes no difference to what bathroom I go… I don’t even remember all those things. What is
there to remember in a bathroom, and this, and that? All nonsense it is. I have no memory for all these things. Even if you want
Me to know, I will not remember. If you ask Me, “How did you go to that bathroom?” - “Which one?” “That one.” I said, “It’s all
right, I’ve been there.” Then food. “What sort of a taste it was?” and “What food it was?”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people go on
thinking a lot. What’s the use? The whole food is going to just be digested in the same stomach. What is there to be so much
worried about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wasting our energy. I don’t waste My energy. I have no energy for wasting. In the same
way, why do you waste your energy? Why not see to the better side of man? By seeing bad side, if you can cure it - well and
good. But if you cannot cure it, you are going to get yourself bad. If you can cure it - nothing like it. But you can’t. Also once…
always person say, “I would not do that.” But you would do something else that the other person would not do. When judging
others, one has to know one should judge oneself first of all. Because with what are you judging? With your ego or superego.
I’ve seen, it’s a very common failing, which should not be there any more. Now you are realized souls, you are saints. And the
saints… though olden saints might be doing whatever they did - forget them. But you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see the faults of
each other but to the good points of everyone. Simple things I’ve seen: somebody says a wrong English word, or a Sanskrit
word, or a wrong this - immediately you will catch on that. But he gives a big lecture - it’s all right. That nobody listens. Your mind
is working: “What wrong thing he’s going to say?” Attention should be onto what he said, it’s so beautiful. And then you will
develop an attitude - as Mine is - you’ll never see to the defects of the place. Never. Never. [UNCLEAR]. You will have no eyes

to see. I mean, Mine is like that, condition is like that, I tell you. It will be like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Like somebody says, “You
come and play those cards with sticks” - I never remember. I’ll always lose. So I said, “What’s the use of play it? I don’t
remember.” See, everybody says, “You have so many brains otherwise, can’t you remember these three cards?” I can’t, I can’t.
It’s just My brain goes off. I put automa… I don’t know. I look like a stupid fool when I play that game. So why should I play?
Anything like that - I am absolutely good for nothing. So it’s a thing people know: “Oh, she is useless. Forget her.” But it should
become automatic with you also. Then it’s so enjoyable: how beautiful we are, that everything is so beautiful around us to see.
Such beauty exists and we do not see it! Such tremendous joy! Every bliss is there flowing within us. And we don’t know, we
don’t notice it. It’s such a happy thing. It’s such a beautiful thing. “Oh God, such a source of joy!” - was just standing next to Me. I
never knew. And just I turned round and saw that force. Turn round! Turn your back to all conditionings of yours, the ideas that
you have… Do not pass judgement, first thing is. Great art critics and all that, please, I beg of you, that do not pass remarks at
anything all the time. Is ego playing the trick. Just watch it, how it is making you feel that you are something very great. Be
careful. There were some people coming from America, have they come? Sahaja Yogini: Steve and Christine, they called to
say… Shri Mataji: They haven’t come. Sahaja Yogini: They’re coming in one week. One more week they’re coming. Shri Mataji:
So then we’ll decide, when they come here, what is to be done. Shri Mataji: Linda, for your problem, what is the thing to be
done? Will you get out of your personal problems or not?Yogini: Yes Mother.Shri Mataji: No, I'm talking to Linda now. Linda:
And, which ones?Shri Mataji: I would suggest you should stay with your mother. She needs you. She's an old woman; she needs
you. You must serve her. There's nothing wrong in it.Linda: Very possessive.Shri Mataji: No, no, no. You are inadequate. Not
that she is inadequate. You have to serve her.Give her love, affection. She's lonely. She behaves like that because she's lonely.
You are inadequate. I wouldn't say to her anything. She never had love and you are the only child she has. You should love her.
Give her more love, more affection, and also what she says about Peter, you should do that. Will give her consolation. She's
going crazy because of that.Sahaja Yogini: The trouble is, Mother, she said, “It’s like ten years doing Sahaja Yoga.” Shri Mataji:
Let her say. Her saying, nothing matters. You see that's nothing. That's just an escape. Because you are crazy, that's why she
thinks like that.Linda: I know that. I don’t blame her of course.Shri Mataji: But you should establish yourself with more patience,
with more love and affection. She’ll say: "Do a hundred times Sahaj Yoga." How has she changed her attitude: because when
you went there you went crazy. And you are quite crazy sometimes I've seen. First of all you must be a tidy person, neat person,
must look after her.You must take up a responsibility of looking after. She's an old woman who has had no love all her life. What
she wants is love; and as a child, daughter, you must give her love. Whatever she is, you can't leave her alone. If you give her
love, I'm sure you can cure her. Take it up as a challenge and give her a bandhan. Everybody can give her a bandhan and put
her right. You cannot be helpless like that to run away from your duties towards your mother, I will never allow you. You can go
to Chelsham start a center there, attend it, do it. You have to.Linda: Do you want me actually to live with her?Shri Mataji:
Hum?Sahaja Yogi: Should she live with her Mother?Shri Mataji: Yes of course, why not? She's your own mother. She's not such
a cruel woman. I don't think so. I've seen her. But you get crazy yourself. I know. I know that. This is how you will test
yourself.You should live with her - after all she's so old now. What's her age?Linda: Sixty-four, sixty-three.Shri Mataji: See now,
at sixty-three if she's left alone in that house, what will she do? You tell her that "I've decided to do what you have told Me about
Peter."Linda: She hasn’t really told me anything about Peter. I’ve been doing most of the tellings.Shri Mataji: All right, whatever it
is.Linda: She wants to-Shri Mataji: She'll be all right. You see, you try to tell her these things, she'll be all right. You tell her just
like this: "And now I'm going to look after you, you are very sick, you're not well. Take care." Did you talk to her kindly
sometimes?Linda: Well, I tried.Shri Mataji: No, you did not.You did not, that's what it is. As a Sahaja Yogi you have to be
extremely kind and compassionate towards her. She's an old woman, had no love from her husband. She has tried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always. So as a daughter, you have a duty. Linda: I’m very worried about Bumble because it’s a sort of
3-cornered arrangement which comes out.Shri Mataji: What happens about Bumble?Linda: Well, Bumble sort of finishes up in
between me and her. It’s…Shri Mataji: But if you finish off from yourself, she won't be finishing off like that. See, why do you
create a problem between you and her, first of all? There should be no gap. If there is no gap, then there won't be any problem.
The problem is because you are a problem and she's a problem, so the child suffers.But if you just have nothing, if she tells, on
the contrary, if a child tells anything about your mother, you should say: "Don't say like that to my- she's my mother." Tomorrow
she will turn back and tell you that! Take it from Me.Linda: I mean in that way she’sShri Mataji: She's much more sensible in this
than you are. You should not tell her anything about your mother. You should say: "She's been very kind to me and nice to me."
If it is communicated to her, if through Bumble, things will be all right.See, how long is she going to live with this kind of life she
has had. All r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ry your Sahaja Yoga if you can't try on your own mother?Linda: But she wouldn’t
have it Mother.Shri Mataji: No that's not the way. It's not outside; it is inside.Linda: I tried to cook for her but she would’nt eat

what I cook.Shri Mataji: You don't have to do it outside, you have to do it inside with her. Be kind, be gentle, be of service, at the
most she'll shout sometimes, doesn't matter. Forgive her, forgive her. Linda: I mean she has vomiting, which really worries
me.My mother can't sleep at night, wanders around talking to herself the whole time.Shri Mataji: You see, it's all right. If she
doesn't sleep, then you can say some mantras in your heart. You know there's a mantra of Nidra and all that ["Ya Devi sarva
bhuteshu, Nidra rupena samsthita"]. You put her left to the right, she'll sleep off.You do it all that, she'll sleep. You should say
that: “Breathe, three times, heavily you'll sleep off”. And if you, when she's talking also, if you sleep off, she's not going to wake
you up again.You just doze off there and she'll say: "All right, you go and sleep now formally."It's very simple to fight out these
things. I mean she needs you, very much. She can't sleep. Just imagine, your mother can't sleep. How can you run away from
her? Just see her condition. She's your mother.Linda: She is in a terrible state.Shri Mataji: Then how can you leave her? You
can't. You can't leave her. No, I wouldn't say that. You can't leave your mother. You know, Kathy wanted to come with Me.
Remember Kathy?Kathy: Yes Mother.Shri Mataji: And I told her, "You can't leave your mother in the hospital, come with Me to
India. No, you can't." She missed that thing completely, I told her: "You stay with your mother." She's here, just ask her.Linda:
Yes.Shri Mataji: I did tell her. And she was cancer, this thing with the Sahaja Yoga, and all that, and she used to attend to her.
She stayed back. No, you can't leave your parents like that, you see. Parents are very important things. After a certain age,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m. Whatever they are, you must look after your parents. That's very important in Sahaja Yoga. Your Right
Heart cannot be all right, Shri Rama cannot be all right if you don't look after your mother. She's not such a bad woman. I've
seen her.I, if she were a very cruel, horrible, this sort of thing, then I would have said: "All right, forget her." She's not that way.
But she's not either so much - she's drinking because she has no company, s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 with herself. So she is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herself. It's very simple to understand. You be kind and gentle. Give her some value that she's something
to you, she'll be all right. I've seen she's not a bad woman. Lot of her sense has come into you also, her goodness.Linda: I’m
bothered I think by – when Grazyna came to stay she felt, Grazyna felt that she had this brother, you see, whom she
worshipped. He killed himself in moto racing.She saw him dying in front of her.Shri Mataji: What’s it?Linda: She had this borther,
my mother, who she loved very much and-Shri Mataji: That I have heard of already. That story I know, whatever she has done,
whatever it is.Linda: She seems very fond of dying [unsure].Doesn't matter. By leaving her, are you going to help her by that?
You should fill the position of that brother! You should say, "Doesn't matter, if the brother is dead, I'm here to look after you,
mother." Why is she hankering after the brother? She thinks that if the brother had lived he would have looked after her in old
age. But God knows if he had looked after, he would have run away, too.Why can't you fill the place of the brother? You can.
Why not? You take it up upon yourself. You can do it. I know. All right? You look upon her as you look upon Me. Why not? Just
try. It is worth it. It's worth it. Be nice and gentle. Say nice things, pleasant things to her. Show interest in her life. Actually you
see all of this has come from these psychologists also. Horrible ones.[Lauhgter]No, they always say: "Mother did something."
Everybody I saw they said, "My mother is like .." I said: "How can everybody's mother be so cruel?" Could be some people's, but
not everybody's. And also if they have deviated from right path, it is because they never got their love, they never got their place
in life. See, the husbands must have ill-treated them, tortured their lives and must have been after them, or maybe they had
some other problems from their parents or something. Everybody's mother has tortured.[Shri Mataji is laughing]It's a psychology,
I think. That way a mother is in a way always, if you look at her from a wrong angle, she will look like your enemy. In the West,
the mother picture is horrible. Also wars, things have come in that generation. People have been shattered of their values. You
must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life this horrible Western society can give to women who are good. Good women are really
tortured in this society. Only the smart ones and the ones who are very arrogant and who know how to put men right and women
right in their places can exist, you see, this is what it is. It's a regular struggle here.Any good woman is tortured in this society. I
mean, if she exists and she really lives, is something surprising. Ask, Maria will tell you. You ask her how they put them down,
how they insult them, how - I mean, everybody has seen this happening here. But don't blame the mother all the time. At this
stage, you must look after her.Hum.So now what is next? Sahaja Yogi: Could You marry me and my girlfriend sometime in
future?Shri Mataji: What’s it?Another Sahaja Yogi: Marry him and his girl friend.Shri Mataji: Who is your girlfriend?Sahaja Yogi:
Oh, she’s not here tonight, she is-Shri Mataji: She's not a Sahaj Yogini?Sahaja Yogi: She comes from Bedfort. Yes, she is a
Sahaja Yogini.Shri Mataji: She's a Sahaj Yogini.So you want to have a marriage on Krishna Ashtami? Some of the marriage to
be performed? Sahaja Yogi: Yes, please.Shri Mataji: Now when is the Krishna Ashtami?Another Sahaja Yogi: Next Sunday
Mother.[Laughter]Sahaja Yogi: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not now.[Laughter]Shri Mataji: You see, the best place to get married is
in India. Very easy and you have a real feeling because you come on a horse and this and that, you see? But even if you want to
have in Krishna Ashtami day, I don't know if you can get really somebody to do it - if somebody we can get, we should do it if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to get married.But you see Sahaja Yoga marriage is taken for granted. I've seen people do not have

that understanding, and it's very dangerous to play with it, it's very dangerous, you see? So I think if you have some time given to
yourself, I will definitely marry.Best thing I think is [to] let people take some time and decide. Because, you see, it's very funny,
nobody feels responsible about it. They'll come out with a explanation: "Oh, I didn't understand and I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it, I was still possessed with a bhoot and I married another bhoot."[Laughter]Sahaja Yogi: Ah, I’ve lived with her two years.Shri
Mataji: With her?Sahaja Yogi: yes, with her.Shri Mataji: You see, you have given sufficient time now. But you see, one thing is
their living is in the West, is simple people; but if you tell them "marriage", oh God. They go amok. They go amok. You see, if it's
a marriage: "Ahhhhh."Ask David Prole, he'll tell you.[Laughter] You see, because the law is so horrifyingly funny here, "marriage,
oh God, it means horrible things. You have to separate. If you have to divorce- the first thing about a divorce: "You'll have to give
so much money. " "Half money the wife will take away." "She'll murder me."[Laughter]You see, they show husband murders wife,
wife murders husband, all sorts of things you know all the time it is like going on in this country. It's madness about marriage.S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would like if you can arrange, because Krishna Ashtami's a good time to marry people. Our sixteen
marriages, which one has failed? Last time. For the sixteen. No, sixteen here in London. Who were the sixteen people, let's
see.All first class. All first class, yah? Yah.Good.So for next marriage lot. Some will be lagging behind like Nick, I would like him
to marry. Now you're not so frightened are you? Nick?Nick: No.Shri Mataji: No, it’s good.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On the
Dashera day we can have marriage. The Dashera day, that's another day one can marry. Now Krishna Ashtami and Dashera
day. Of course after the Diwali, after the marriage of the Tulasi, then only people start, but the Dashera day is very, very good.
It's very auspicious.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So we'll have marriages on Dashera day. Till then prepare people for marriage.
All right? The Dashera will be say about ... end of October, about. All right?Sahaja Yogi: Yes, Mother, thank you.Shri Mataji:
Let's find out where will I be.So that's how. Sahaja Yogi [Derek Ferguson]: Mother, I was going to ask, some Sahaja Yogis
who’ve been in Sahaja Yoga for a long time don’t feel cool breeze; they don’t feel any catches. Some people feel burning all the
time; some people feel these things in their head, in their body, toes, hands. It’s the way we’re gonna develop, where you can
feel things - all of us, all over - or is it just some people feel different things? Shri Mataji: No no. You see, to begin with, you see,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nervous system. All right? So, if your nervous system is disturbed, you may not feel, at all. For the
nervous system, best thing is to do massage. You see, somebody should massage their back, hands… Also, I’ve told many a
times that you rub your hands with vibrated olive oil, quite a lot, and rub these things, so they become sensitive. Could be with
insensitivity. But if they can feel the catches in the body, that means they are all right, only the Vishuddhi is not all right. Rub the
thing on the Vishuddhi, work on Vishuddhi, clear it out. And for Vishuddhi, if you can use, say, butter to rub on the- here [neck],
and rub all these muscles, you see, with that. All these things will work out, for your hand. But supposing there’s no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the head, possibly. Then the Realization yet not has established. See, other people should say whether there is a
cool breeze coming, because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lized may not feel it. Supposing he does not feel it, and you feel it, then
he is realized; only thing, his chakras are to be cleared out. It’s a different different category of people. Then,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se Kundalini has not risen; they are still Sahaja Yogis. Like that. Maybe. I don’t know if there are any. Those people
who are unmarried for long,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people because they never feel the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quite a lot. Like
that. But it is not so. They are realized souls in any case. They may not feel it, but they are realized souls, you see. Because a
kind of a softness, a kind of a balance is developed after marriage - which is not there. And that’s how some people don’t feel it.
There are various reasons. Some people who are ego-oriented more - they should turn their left to the right many a times. They
should find out… from the hands, you see. One hand is bigger, one hand is smaller. That means the left hand - if it is smaller that means you have to raise left to the right. You see, from the size of the hands and all that you can see it. Putting one hand
towards the photograph, another hand outside… Work it out in so many ways, because you have permutations and
combinations of certain mistakes.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develop this Left Vishuddhi by any chance. Because t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an happen. If you develop the Left Vishuddhi, then it’s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you. Now, for this kind of a
thing, I think I’ll give you a complete lecture on one day. Complete. As to see what permutations and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chakras can create. All right? But symptoms are outside. The symptoms are mostly outside; there’s no need to… from a
personality you can see what it is he is catching, you see. Is a very… problem, great problem with people, that they don’t feel the
vibrations; some people just don’t feel it. How many there are like that, who never feel any vibrations? Never felt, never.Raise
your hands. I know Kerry.Kerry: Not never.Shri Mataji: And you never- you have felt it sometimes?Kerry: Yes, yes.Shri Mataji: All
right.Second Sahaja Yogi: Mother since I came to the ashram I`ve been, my hands have being very hot all the time.Shri Mataji:
Which one?Second Sahaja Yogi: But I feel the catches inside.Shri Mataji: Both the hands are.What work you are doing in the
ashram?Sahaja Yogi: Not very much Mother.Shri Mataji: All right, you had a left side catch. All right, you can see clearly your
right hand is very shining. The left, there is a problem. You see these fingers are not so shining as the things are. You had a left

side problem, if you remember it. All right? So, that's fighting. In the ashram the vibrations are fighting, that's why you feel ho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it.It will correct; it will have cool breeze. Put your right hand always up 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It
will correct you. Shri Mataji: When did you come?Sahaja Yogi: (Italian) Last Wednesday.Shri Mataji: Oh I see. You’re staying
here in the ashram?Sahaja Yogi: No he is not here in the ashram.Shri Mataji: No. Where is he staying?Sahaja Yogi: In a
Hotel.Shri Mataji: Why don’t you stay here and get your Sahaja Yoga alright? He’s from…now better. Alright.Sahaja Yogi: He’ll
come tomorrow to the ashram.Shri Mataji: Good idea.[In Hindi Shri Mataji asks someone if they are ok]So now, can I go now?
Sahaja Yogi: We should offer You a sari.Shri Mataji: This is Gavin’s idea of a sari, isn’t it? What color is this?[PHRASE IN HINDI]
What’s it? What a beautiful one! Where did you take this one? It’s like a painting. Where?Sahaja Yogi: Sahasrara Puja in
Paris.Shri Mataji: In Paris? It’s beautiful! It’s for Me or for the ashram?Sahaja Yogi: He has brought it to You, Mother.Shri Mataji:
Thank you. It’s too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it is. Thank you.May God bless you.You’ll stay here for sometime? Sahaja Yogi: A
week, Mother. Shri Mataji: Week, all right, good. Christine, then I’ll come and see you all, Americans, eh? Here, Monday. And
we’ll discuss about what is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program. Now. Anything? Sahaja Yogi: Mother, I have brought You a present.
Shri Mataji: Present? Sahaja Yogi: For small [THING?]. Some photographs. Shri Mataji: Thank you. I would like to see. It’s
beautiful, isn’t it? This is Italian style. See? Is Italian. They make everything so beautiful. [PHRASE IN HINDI] It’s very loving and
nice. You had taken this photograph? And enlarged it? Beautiful it is. Very gentle and nice. This is from that garden… which I
didn’t see? It’s beautiful lotuses Rustem has in Derbyshire. In Derbyshire, I couldn’t see that [ONE?], really. I was surprised, they
say that you can’t grow a lotus here. I don’t know how they do it, really. Sahaja Yogini: They call them something else, that sort
of… Shri Mataji: Must be. See this one. [PHRASE IN HINDI] [PHRASE IN HINDI] So beautiful they are. Rustem, you have
become a great photographer. Sahaja Yogi: He’s got four years experience. Sahaja Yogi: They grow in Hampstead, Mother, too.
Shri Mataji: Hampstead? Sahaja Yogi: Yes, they are in the ponds in Hampstead [UNCLEAR]. Shri Mataji: I don’t know how they
manage it, you see, this cold. It’s tremendous. But they grow in the cold because [UNCLEAR] also they have these. So, must be.
Sahaja Yogi: They can grow in the cold, no problem. Shri Mataji: Now… [SHRI MATAJI SPEAKS WITH A SAHAJA YOGI IN
HINDI] Now, Harry, your problem is solved? Sahaja Yogi: Not as yet, Mother. Shri Mataji: Why? What happened? Sahaja Yogi: I
called my employers, and they said that they’ve not quite sorted whether they should re-employ me. So they gave me one week.
He said he will call me back next week. Shri Mataji: Or you just go and tell them that “You give me just an employment,” saying
that “for only three months at the most.” Sahaja Yogi: Yes. Shri Mataji: But just say that “We give you employment, we re-employ
you,” that’s all. Sahaja Yogi: Yes, I’ll go to there. Shri Mataji: What else? Sahaja Yogi: These ladies are too shy, Mother, to tell
them to come in. Shri Mataji: Who? Sahaja Yogi: Some ladies to give You the sari, Mother. Shri Mataji: To give Me a sari? All
right. This is the one that puja sari Gavin has brought. Who will give Me? Give it now. Come along, you girls. Also he has brought
one sari for Me, which I… use it on Janmashtami also, from… [PHRASE IN HINDI] from Bombay. May God bless you. How is
he? Did he get a job? Sahaja Yogini: [UNCLEAR]. Shri Mataji: What did he say? He’s not [UNCLEAR]? Sahaja Yogi: He got a
job, he is the head of all the translators in Spain. Sahaja Yogini: He called me last Tuesday, he said, head of… in the embassy…
of the translate people. Sahaja Yogi: The chief translator, is the head of the translation stuff in the embassy. Shri Mataji: Really?
Sahaja Yogini: He says he has a big responsibility now, Mother. Shri Mataji: Good. How much is he paid? How much is he paid?
Sahaja Yogini: 240 pounds. Shri Mataji: How much? Sahaja Yogini: 240 pounds per month. Shri Mataji: Two thousand? Sahaja
Yogini: Two hundred. Shri Mataji: And forty pounds. Per month. Sahaja Yogi: It’s very reasonable course, Spanish [UNCLEAR].
Shri Mataji: For Spain, it is. It is very reasonable. Sahaja Yogini: Also, he’s work only six hours a day. Shri Mataji: And where
does he live? Sahaja Yogini: He stay with Jose Antonio. Shri Mataji: He’s happy there? It’s good that he’s got such a good job.
All right. What is this you have done? Sahaja Yogini: Michelle made it, Mother. It’s a [CROWN HERE?], Mother. Shri Mataji: This
you give Me on Krishnashtami, will be better. Isn’t it, with this thing? Sahaja Yogini: Michelle made it, Mother. Shri Mataji:
Michelle? Should give Me on Krishnashtami, all right? It’s beautiful. All right. So just open the sari and put it on [UNCLEAR].
Sahaja Yogi: Mother, may I read Your hundred and eight names? May I read Your hundred and eight names? [IN WRITTEN?]
shlokas. Shri Mataji: Who? You? Sahaja Yogi: Your names, yes. Shri Mataji: Please, let read it out. Loudly. You have to raise it
higher. Let Me garland [UNCLEAR]. It’s beautiful color. Thank you. It’s very sweet of the doctor Singh to give such a nice job to
him Don, isn’t it? He’s a great man, doctor Singh. [SHRI MATAJI SPEAKS WITH A SAHAJA YOGI IN HINDI] But we wanted
some really Sahaja Yogi to go there. He knows Spanish also. But the doctor Singh is taking so much interest, I must say. Sahaja
Yogini: Mother, but it’s only for three months. Shri Mataji: All right. Yes, that’s what he said, that three months [IT IS?]. That’s it. It
may go further. Sahaja Yogi: He will have excellent reference after that work. Shri Mataji: Now he can go to other places. He’s
not so attached to anything; I found it from him. You see, Don is a very deep Sahaja Yogi, very deep. And he said, “I’m not so
particular about Spain. Any place You send me, Mother, I’ll be going.” So he’s not so much attached to… he’s a very deep

person. That was a good answer. So he can go somewhere else if he says,”It’s not that I get attached to Spain.” Let’s see. But
you better grow now. Did he tell you what is the problem is? And must learn proper English, you see? Tha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Sahaja Yoga… I cannot speak all the languages. So better try to learn. In here, people should teach English to people
who don’t know good English, all right? Not that English language is God’s language, but at least I understand it. Otherwise, all
the English will have [A BIG EGO?]. And I can’t learn so many languages, all right? Try to learn English language and, also,
understand Sahaja Yoga mentally.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you have to explain to people, talk to them. Because you talk, but
it makes no sense on the other people if you have not mentally equipped. Those who are just attached to Sahaja Yoga with heart
must equip themselves also with mind, must understand Sahaja Yoga with mind,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ose who only
understand with mind should understand it with heart. All right? Sahaja Yogini: To reading “The Advent”, Mother, is very useful,
very helpful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because I had the same problems. Shri Mataji: All right. Try to read “Advent”, explain to
her, let her understand. How are you? You never came to the… Sahaja Yogi: Unfortunately, I had to work. Shri Mataji: I see.
Sahaja Yogi: But I [FORGET TO LET YOU KNOW?]. Shri Mataji: All right. [SHRI MATAJI SPEAKS WITH A SAHAJA YOGI IN
HINDI] [UNCLEAR] mangalsutra? You got two? One will sufficient, one you keep it for the next puja. [SHRI MATAJI SPEAKS
WITH A SAHAJA YOGI IN HINDI] You must get one made in gold. When I go to India, I’ll get you one. It should be used for puja.
[PHRASE IN HINDI] And the same can be used every time. May God bless you. Sahaja Yogi: Mother, please forgive us for any
mistakes we’ve made during Your puja.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Make a list now, and get it verified sometimes. And
make a complete list, you see; so whenever you go there, try to remember. You keep one ready. Otherwise, don’t ask for it.
Because it goes little funny there, isn’t it? Doesn’t look all right. Because you are such matured Sahaja Yogis. It is all right for
children to make mistakes, but you are all matured people, so - doesn’t look nice. May God bless you. Sahaja Yogini: Mother, for
Hampstead we do not know so much the protocol of pujas and how to… to behave in… there is no [ASPECTS TOWARDS
YOU?]. Then, how do You suggest we should educate ourselves? Shri Mataji: Next time when I’ll give you a lecture on this, all
right? Because requires a real one big lecture, Maria. May God bless you. Sahaja Yogi: Mother, someone is bringing You some
food. Food is being brought, Mother. Shri Mataji: No. You see, My family people are going to have food with Me. I’m sorry. They
are all at home. I’m sorry, I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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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们来，叫他们来，请你们移向前，让一些人可以坐在后面。这里有谁能当翻译？你能，还有谁？我们需要两个人，你可以坐
在这里。)
(瑜伽士︰我能翻成意大利文。)
(还有，她还没来？她有没有来崇拜？每个人都要进来，全部人来了，我才开始。上前来，这里还有空位，能坐地上的人可以坐在
前面，请来吧，很好！你喜欢它？颜色还可以吧？还有谁能当翻译？好吧，来吧。你翻成法文而她翻成意大利文…已经来了？你
在这里，还有谁？孩子可以坐在前面，让孩子坐在前面，这四个孩子迟一点，崇拜开始才来，所有人都来了吗？啊！电动机械车
，很棒。愿神祝福你们，对，就是这样，还有谁在外面？)
好吧，我想先告诉你们崇拜的意义。崇拜有两方面，其一是你们取得自己内在的神祇，唤醒你内在所有神祇。诸神祇（Deities）
是同一位「神」的不同模样。因此，一方面你拥有神祇，即每时每刻都有意识的神不同模样；另一方面，你拥有自己的神祇，祂
们有时清醒、有时半清醒、有时睡了、有时病了。
为此你要运用两种方法，其一是取悦诸神祇，请求祂们祝福你的神祇，或请求祂们唤醒你内在的神祇，因此透过崇拜，意思是无
论你们奉献什么，你们献上的任何物品，比如说花朵，若你想献花给神，你毋须说什么，只要奉献就可以了。「这是献给祢的」
。任何人都能明白什么是「奉献」，即你甚至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即使是盲人，若他想给你什么，他只要像这样给你便可以了
。对任何人而言，这种表达方式已经足够，你不用说什么。当你向神献上花朵，即使你没有念诵任何口诀，你已把花献上了，就
这样，你已经献上花。神会否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你是个觉醒的灵，无论你献上什么，神都会接受，即使你什么话也没说。
那么，奉献后你又能获得什么回报呢？在你有自觉后，无论你献上什么，神都会接受，祂接受是因为那是来自有自觉的灵。我们
如何藉由向神奉献鲜花而得到祝福呢？如果你什么也没说，只献上花朵，你也许在人生中不经意地就会获得许多花儿作为回报。
或者无论你献上什么物质上的物品，你可能同样会获得物质上的祝福。就精微的层面而言，若你说了某些话，例如，你给别人东
西时谦卑地说：「如果你接受它，我会很高兴。」你或许会获得更精微的成果，那成果会是更广阔，更深层的。
你现在做着一些很精粹，原则性，富象征性意义的事情，像鲜花是…象征大地之母的本源。我们献给神的一切物品的象征性意义
，都是人们在静坐中发现的。因此他们使用五种物品，称为「五大元素（Panchamruta）」，就如我们这里准备的。你要到达本
源，才是真正到达整体。因为灵性的幸福安康才是整体的幸福安康，它不只是你们物质上、生理上、情绪上，心智上的安康幸福
，而是整体的安康幸福，完全平衡融入整体。
当你献上一些物品，好比说，我们称它为akshadas，你叫它作什么？姜黄、姜黄米，你也知道，这黄色的东西。当你献上姜黄米
，你知道黄色是腹轮的颜色，米是诸神所珍爱重视的。
献上姜黄米是有个小把戏，是人类的小把戏，诸神都很喜欢。因此他们献上姜黄米，意谓「我们把黄色的米献给你」，也蕴含深
意「请你赐予我们创造力」。当你们吃下它(姜黄米)，更多的创造力会流通于你，我们因而获得这神祇的祝福，这是个小把戏。崇
拜只是人类圣者的把戏，你要明白，是去哄骗神，让祂赐予我们更多的祝福。凡神喜欢的，都必须是既祥瑞又神圣的。因而，最
终为着圣者的圣洁与他们单纯的心而能成就到。
未得自觉的灵不可作崇拜，宣道者必须是个觉醒的灵，礼敬者(namaz)也必须是个觉醒的灵，祈祷者必须是个觉醒的灵。所有使用
的器物，均应当作圣物，受尊重的物品来敬拜。你不能使用任何……好比说，你拿浴室正使用的用具来作崇拜，便是很荒谬。
有三样东西很重要，是ghatah，即器皿，容纳灵量的器皿，容纳我们内在原初愿望要到达神的器皿，这些器皿都是我们先要敬拜
的，我们的欲望，是ghatah，就是在这里。在它之上是叫作Shripala。Shripala是指这个内里也有水。你明白，意思是这椰子是，

这代表，椰子代表同样的东西。它的精微形态是全世界河流的水，河流。椰子是所有海洋的水。海洋的水透过椰子的树干上升，
变成椰子里甜蜜的水。这是象征性的东西。所以这器皿叫作ghatah-puja，它是ghatah-puja。
今天我不想谈细节，因为我要谈格涅沙。相同的是，那是水，好吧。接下来我们要敬拜口诀与shankar，它们代表声音，贝壳。实
际上，shankar代表以太。然后我们有deepa，什么意思？是光，代表光元素，叫作tejas。他们通常都给女神献上扇子，扇子代表
空元素。
这就是怎样事先取悦五大元素，并且运用它们。所以它们，这时候要取悦五大元素的本质或因果本质，用它们来支持崇拜。
还有其他各种事宜，像你们家里的神明，你们可能在家中敬拜某些神明。祂们此时不该来扰乱崇拜，或是已去世的祖先。他们全
都要保持安静，因此应该跟他们说：「这是崇拜，请你们此刻不要来打扰我们。」这意谓着即使思绪也不能来，不应该有任何思
绪或干扰。一切都要先安静平和下来。
以上是我简短的说明崇拜的一个面向，因为这课题很长，若我真要谈论它，至少要讲三次，每次花三小时，可能仍未能讲完。
现在说到崇拜的第二方面，我要问你们：「你如何能从崇拜中得益？」除了上述礼仪，为了能获得最美好的祝福，或神的恩典更
能在我们内里流通，我们念诵口诀。念诵口诀的声音，这声音与神的存在体产生共鸣，再在我们的轮穴上回荡，令轮穴打开得更
多，因此我们更能接收到神的恩典。只有自觉的灵才应该念诵口诀，因为若没有与上天连上，又怎能传达到神呢？这是个恶性循
环。
有人可能会说：「母亲，除非是蒙神恩典，你是无法获得自觉；没得自觉的人无法打开轮穴；轮穴没打开，就无法获得自觉。」
这就是为何有母亲的戏剧上演，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圣人。我要说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打破这恶性循环。你必须自己提升灵量，一旦
灵量升起，便会打开轮穴少许，因为你把生命能量给予了轮穴。一旦灵量知道有位霎哈嘉瑜伽士就站在求道者背后，她便会升起
。她知道你是她的兄弟姊妹，她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家庭。她知道自己该在哪片土壤生长，你看，她能感应到，然后她尊贵地升起
，她就是这样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轮回）。
这是我们一开始不告诉他们口诀的原因。因为要念诵口诀，你们必须接受我是神祇。在我降世期间，你们一定要认出我，因为人
类正危在旦夕，你可以称此时刻为复活的时代，或者最后审判的时代。首先，自觉是在人们还没有认出我时给予他们，但不是给
否定我，侮辱我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你怎样尝试，他们都无法获得自觉。即使是自觉之后，若人们开始反对我，生命能量
也会停止流通，这是因为顶轮的缘故。你们的心必须与我完全一致，否则顶轮会关闭。
那些单纯、心扉完全敞开的人会十分了解我，他们心中有我。在自觉后，在透过思维去了解霎哈嘉瑜伽后，知识分子也会以很迂
回间接的方式了解我，把我认出。在崇拜后，当他们在极乐中接受到福佑，他们就能理解崇拜的价值，这是在之后。
现今在印度，崇拜制度是历年来的传统，一直相当盛行。他们不是以思维来理解崇拜。当他们遇到某种人，一些已经成为霎哈嘉
瑜伽士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他们搞不懂这些人。他们不想听脑袋里冗长的节奏和律动，然而有些印度人试着…你明白，变得
有点西化，他们试着，他们逐渐产生一种自卑情结，而偏向左脉。
没有必要透过思维去理解，我的意思是你不停以思考分析来理解万事万物，然后才能敞开心胸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这简直就是在
绕远路。但是该怎么办?他们习以此方式，所以也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即使他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仍会质疑、思考，为此忧心。
假导师就借机催眠他们，并从中取利。
所以我们不应感到糟糕，如果你想分析，你就分析吧！因为我不能停止你的速度，我不会催眠你。在霎哈嘉瑜伽，自由是受尊重
的。但我们不容许对霎哈嘉瑜伽未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来崇拜，这是对西方人而言，不是对印度人，在这里是有限制的。因为若
在印度，我不会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不会想知道。他们知道自己会获得生命能量，他们早就知道生命能量，我不用告诉他们：
「你们会获得更多生命能量。」如果他们获得更多生命能量，他们自会知道我是太初之母，就是这样。我不用解释。就像你们可
以辨认出哪一种酒最好，他们也能辨认出谁是真心的。他们知道个中滋味。
有一次崇拜，约有六千人要触摸我的脚，因此我说：「现在是崇拜，请不要……你们无须触摸我的脚。」这些话是我说的，但他
们以为是杜马的提议，所以他们都责怪他。他们说：「你只想从母亲的莲足得到所有的祝福，你不想我们也能得到。」他们怪责
他。

另一件事是，你要明白，我…在西方，我从不用脚做五大元素(panchamruta)，而是用手，因为这里的人认为脚是肮脏的，我们不
应用脚，你要明白。事实上双脚是很有力量，它们并不肮脏。就像恒河有生命能量，如果你有恒河的水，你会发现不能把水弄脏
，反而是无论河里有什么，因为它不怎样保持清洁，不管什么脏东西掉进河里，都会沉淀，不会污浊河水。河水仍是非常清澈，
充满生命能量。
因此你们必须明白，不论什么是纯洁的，都是要对纯洁负责，是纯净的源头，能净化所有不洁。那么，它又怎会不纯洁呢？如果
你用脑袋去想，你就受局限了，使你想不起有什么是纯洁的化身体现。
我们现在谈到重点，我想我该谈谈「绝对」，就是锡吕‧格涅沙。今天是祂的崇拜，在瑞士日内瓦作这个崇拜是件大事。日内瓦代
表右心轮。在我看来，这里的生活方式都是违反右心轮的。每个人的生活就像《罗摩衍那》(Ramayana)一样的悲剧。这是为何在
这里敬拜格涅沙是很重要的。
如你所知，格涅沙是纯真的化身，祂的颜色是红色或橘黄色，因为当胎儿还是胚胎时，他最先看到的颜色是母亲子宫的红色内壁
的橘黄色，那是血。在霎哈嘉瑜伽，你必定知道每个动作都有响应，都起作用。原本的颜色，我们可以说原初格涅沙只是泥土，
因为是用大地之母的泥土创造祂出来的。哥维，格涅沙的母亲创造祂来保护自己的贞洁，当她要沐浴，她将祂涂成红色，因为如
此每个人都能看到有人坐那儿保护她。因此当你还是胚胎时，看到围绕着你的红色，你便吸收了这颜色，而你的格涅沙也是以同
样美丽的方式以红色着色。它只对变成红色作出回应，它起作用，意指红色的格涅沙，任何拥有红色的格涅沙的人都令别人震慑
。他们知道格涅沙坐在那儿，那位纯真、满有贞洁的格涅沙就在那儿。
当格涅沙还是孩童时，你也知道，当孩子出生后，他们都是极有防卫心或很激烈的，尤其当有人触犯他们的纯真的时候。当他们
还很小时，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的，但渐渐地，当他们开始长大，就会变得很有意识，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脱衣。他们对纯真感
到害羞。我是说，不是个性害羞，害羞不是因为裸体，不是羞于裸体，因此他们的纯真不应受到侵袭。如果他们的纯真没有受侵
袭而他们又是纯洁的，当看见裸女时，他们就会闭上眼睛，他们不喜欢看裸女或裸男。这是种与生俱来，直觉的理解，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维护自己的纯真。
现在，我们内在的纯真是什么呢？它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我告诉过你们，它赋予我们智慧。出于自我，我们会做出种种愚蠢的行
径，如我提过的（里根）总统，以及许多其他在那把年纪、位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的格涅沙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到布赖顿，
他们有个天体海滩，而我的女仆是个纯真的人，你要明白，我们去了那儿，她无法理解，她问我：「他们为何要这样？」
但是你发现在西方，很难找到真正有智慧的人。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受过度教育，就物质生活而言，他们很有本事；但就智慧而言
，我是说你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很震惊。我真是无法明白，背后有何智慧？因为他们所有的智慧都变成只有性，满脑子都只想着
性，常常都只想去明白理解一切有关性的荒唐事。若你开始有性幻想，你的纯真自然会被摧毁，因为对性，你是没法运用你的聪
明才智。
我不知道你如何能用智慧去把性合理化，性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事情。藉由幻想，你真的能享受性吗？你要如何享受？好比说，我
们可以凭想象将花朵变成果实吗？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假设你说︰「我可以」，当然，你从不会这样想，我希望你不会以为自己
能将花朵变成果实，但愿如此。但有些人可能想︰「我能转移…」，例如说，「隔空移物，只用意念，就可以把对象转移。」又
或是凭空变出某些东西。你认为自己能做到，相信自己能做到，只因有人曾这么做过。但身为霎哈嘉瑜伽士的你该知道，是邪灵
、亡灵做的，它们为你们而做，因为他们爱管闲事的想帮你忙。
对性而言，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当你用智力去追求性，你只是让邪灵为你做。因为当你的思维投射得太多，就会进入逮住亡灵的
地带。他们有时非常狡猾，有时道德败坏，有时好侵略，你积累各式各样这些质量，最终性变成荒诞愚蠢的行径。很多道德败坏
的人，一旦他们袭击你便感到满足。一是你追求性兴奋，即使强暴了一百个女人也无法满足；一是你是最糟糕的性无能。我是说
你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所有这类人一旦死后，都变成同样的亡灵，等待好色之徒走近，好附在他们身上。
纯真的人即使在婚后，可能多年未有性生活，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纯真。这也可能发生在单纯的人身上。但在这里，性却是从小就
当作一种学科来教授，想想看，有这个必要吗？动物需要从小学习性吗？牠们照样能繁衍后代。
(你说什么？)
因此，我不是要教你们禁欲。首先，纯真既有保护性又是红色的，直至，最多到五十岁，慢慢地，如果身心发育成熟的人，不是

愚蠢的人，而是适当地发育成熟的人。在五十岁后，它的颜色会开始转变成橘色，它变成橘色。意谓着在你婚后，变红的过程就
结束，它变成，开始变成橘色。意思是保护结束了；意思是在婚前，必须好好保护贞操。直到你遇到结婚对象，红色保护童贞。
当你结婚后，这种保护不再需要了，你只能与一个人有性关系，就是你的丈夫或妻子。正常的发育成熟便会发生，当你到约五十
岁时，它变成橘色，意思是无所执着。你不再感到需要性生活，没有这个需要了。之后你发展出一种称为正常成熟的纯真，它可
以与烧制精美的陶器相比。
因此老年真的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老人的言行完全闪耀着智慧。但为什么？再一次，为何要有这种成熟？这种纯真？再次，因为
你们是理性的人，因此你可以问「为什么」？纯真是你能带给别人真正的乐趣，能从中产生乐趣。乐趣只能从纯真而来，纯真也
是能令你们真正散发乐趣的唯一途径。试想像若世界没有乐趣，什么会发生？但人们常将「乐趣」(fun)与「欢愉」(pleasures)混
淆了。欢愉开始时很美好，却以可怕终结。乐趣却是宝藏。任何充满乐趣的事情，你一辈子都会记着，你告诉他人的，是那种创
造乐趣的体现。
(瑜伽士︰法文没有乐趣这字彚。)
你能想象吗，法文是很圆滑得体，没有乐趣这字汇。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些孩子如何创造乐趣，他们令每件事都充满乐趣，现在你看，他们甚至连说话或讲述事情的时候，也能创
造出很多乐趣。几天前我最小的孙女安娜在玩游戏，她还不到六岁，她跑到屋顶上，我们听到一声巨响，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是
个很紧张的母亲，总是牵挂着她孩子的安康。(乐趣，噢！)她甚至走不动，她的腿因忧心孩子而变得很重，她跑去找什么跌下来，
叫喊她的孩子，孩子听到后跑下来，整个人好端端地。
她向孩子吼叫：「怎么啦？你去了哪儿？你为何要走上去？」她就只是对着孩子吼叫。
孩子相当不解地看着她，等着她停止咆哮。孩子非常平静地说：「我可不是专程从雷多来这儿找死呀。」
有那么多事情你纪下，全都充满乐趣，他们从各种事物中很自然的找到乐趣。你看，这里所有的孩子，有这么多的趣事可以写下
，他们在做着多么可爱美好的事情，他们的双眼是怎样闪耀着淘气的光芒，想从一切创造乐趣。
乐趣带来喜悦的，它给你喜乐，不仅不会有任何的哄骗，或伤害，也没有一丁点的残酷成分，它只是像花朵一般盛放。
(瑜伽士︰母亲，你认为我们能否不再翻译，因为要花很多时间…英文，我们可以在最后才向他们解释，只有小数人不懂，我们可
以在最后才向他们解释。)
(你没问题吧？因为快要结束了，葛雷瓜，我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只在今天这样做吧，下次还是迟一点才翻，只要翻多一会儿，因
为快要完了，因此要花太多时间，否则，只用三分一时间就行，只翻这部分吧。)
乐趣只是像花儿盛放，它不会取笑任何人，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找任何人麻烦，只像花朵一般盛放，散发香气。是上天的把戏
，也隐含着更高的意涵，若你是纯真的，你真能感受到那份喜乐。纯真的人能感受到既严肃又理性的人无法领略到的喜乐。纯真
的人可能对某事开怀大笑，对其他人来说，这事可能并不有趣。因此创造乐趣，不是模棱两可的事，而是非常直接、简单，自然
得像花儿盛开那样。
现在的日内瓦人，对每件事都很严肃认真，瑞士更甚，引致他们常常以自杀告终。因为你们都是金钱取向，也是有点---想担起帮
助全世界的角色。你们想帮助全世界，这代表你们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你们想帮助谁？其三，你们这儿拥有一枝愚蠢的军队，根
本没有此必要。
(女瑜珈士：母亲，很抱歉，你也知道昨天报章上有报导，在瑞士，又发生了战机坠毁而造成二死的意外。)
(瑜伽士︰你的照片在它旁边)
这样也要来责怪我是太过分了。

(瑜伽士︰他说，是发生在他们想炫耀军事实力的表演里。)
这便是乐趣，这是乐趣，你明白吗？每个人都会为此而开心，你看，这便是有趣的地方。
现在增添乐趣，我们有哈奴曼。祂对格涅沙乐趣的部分有所帮助，就如格涅沙向偏左脉的人玩乐趣的把戏，哈奴曼则向偏右脉的
人玩把戏。就像有人哭得太多，她的丈夫死了，「现在该怎么办，我完蛋了。」这样那样，你看…她忽然看到丈夫在房间里走动
。祂只会对纯真的人这样做，但对狡猾的人，祂惩罚他们，向他们倾泻各式各样的不幸，一件比一件严重，祂会说︰「现在哭多
点，哭多点，你想哭吗？好吧，哭吧，哭多点吧。」
哈奴曼支持祂，例如，当拉斯曼(lakshmana)病倒，祂要到一座大山拿药，祂把整座山带来，因为祂说︰「我没时间去找，你要明
白，还是现在找吧。」祂把整座山带来。祂也拥有同样的品格个性，对自我中心的人，祂可以很富毁灭力，像拉伐那(Ravana)--烧毁了整个兰卡城。
若把格涅沙涂上红色，涂上哈奴曼的颜色就是橘色，当格涅沙长期安顿在同一地方，祂运用圣人米高在左面走上走下，而哈奴曼
则可以随意的走上走下，祂不用安顿在同一地方，虽然祂是位安定下来的神祇----祂是会安定下来。当祂安顿下来，祂散发的生命
能量能到达每一处，祂是纯真的源头，生命能量的源头，某程度上，祂是一切。当祂以你内在的摩诃格涅沙升进到这里，在神之
内祂降格为格涅沙----从这里，在背后。
当你过分想及性，便会损坏你的眼睛，因为你在运用摩诃格涅沙，你糟蹋了你的摩诃格涅沙，你的双眼开始闪烁不定，眼睛失去
了纯真洁净，开始吸收所有不洁污蔑。纯洁纯真的眼睛能给予别人纯真，不单如此，它们是那双让灵能透过它去看外面世界的眼
睛。它们有很多组合，我没时间告诉你。人们有这样不洁、亡灵般的眼睛是件很坏的事。任何人拥有这种亡灵的眼睛都会看着这
个人，因为这是撒旦的戏剧，现在正在上演，负面的。若我们不把格涅沙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做着的事情。若我们想
格涅沙在这一点反映我们的摩诃格涅沙状态，便要保持眼睛非常纯洁，这样你才能保持摩诃格涅沙的宝座纯洁。
在格涅沙崇拜，你必须带些柔软的青草来，因为durvah，祂喜欢青草，这是叫作durvah，因为柔软的青草能舒缓眼睛，不单如此
，你给予你腹轮的绿色部分，因为当你还未开始思考，未开始思考过程，祂已经存在，这表示部分腹轮，当你没有思考，绿色部
分，腹轮的下半部是绿色的。
所以绿色，在这阶段，我们还未成为人类，在这阶段，它代表腹轮的绿色，哪里创造整个宇宙，创造一切。直至这里，它是绿的
，当它开始创造自我，它变成黄色，它运用太阳，行动的部分，不是运用，而是太阳变得活跃，代表太阳这一面。
所以绿色实际上是代表格涅沙，某程度上格涅沙的一部分，因为直至哪里，你仍未思考，你处于接近大地之母的层次，你要明白
，大地之母不停的付出，当绿色还在时，太阳的部分仍未开展，因为大地之母给予这青绿。当然是太阳令它变得青绿，这是另一
点，但你仍未开始做任何事，当你开始以人类的层次做点事，整个便变成黄色。因此腹轮有两方面，肉身和思维。肉身是绿色，
思维则是黄色。
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格涅沙，我希望你们能从草地里拿些青草来，一些柔软的青草，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你要双眼看着绿色植物以改善你的格涅沙，当天气暖和，你可以早上赤脚在草地上走动，在仍有露珠时。过度活跃的人应吃素，
这样能帮助他处于平衡状态，不会太狂热，多吃点素，吃小的动物，那便会妥当。

今天我没有说祂的坐骑(vahana)，因为我在另一些讲座已经说了。祂的vahana，祂的坐骑，我没有谈及它，因为我在别的格涅沙
讲座有谈及它。
最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像这样的，很薄…这种，这个很好，这个也好…你可以有更多，只要…这样水会从我双脚泼出来。
没有为我洗脚的人今天可以为我洗。噢，很好，就是这东西。他拿到我正正想要的，正正就是这东西，这个很好，对，噢，仍有
一些太硬，不要紧。是这种圆的，圆的叶片，你可以摘下它，摘一些？这些圆的叶片，圆的叶片，这是圆的，不是平的而是圆的

，不要有边的，而是圆的。现在让他来做，它们是圆的，是吗？圆的？是，就是它，就是它，这样可以了。它们也不是圆的，圆
的，好吗？它们全是平的，这里有圆的，不，这也是平的，我想这个国家会有这些东西，我想你应拿一些…这也可以，你只要把
它们用细绳系上，就这样。这就足够了，只要用这把它系上，一些枝条，只要用小枝条把它系上，用它来洒水，它们被称为durva
n gulah，即幼苗，这个的幼苗。
(瑜伽士︰母亲…他们把在复活节给孩子的蛋，放在这种草上。)
你看，(噢，对…很好，谢谢，把它系上，这个也是，好，你可以把它用细绳系上吗？很好，很好，还有没有？大一点比较好，好
吧？因为我们选择不多。
现在，要为我洗脚的人，不曾为我洗脚的人请都上前，让她来，让她来，我很高兴你能来，很高兴见到你！好吧，现在，来这里
，一个为我清洗，另一个开始做这个，你可以问他，对，来吧，好，好，好，现在，这会是在崇拜后，好吗？那四个小孩，他们
在哪里？安纳在哪里？先清洗我，现在，让我看看，那四件我给你的东西，给小孩的？。好吧，孩子去了哪里，他们四个？…不
，一个…好吧，我们有这四个，来吧，好吧，现在来吧，孩子先来为我洗脚，来吧，首先，所有孩子，来吧，来吧，等一等，清
洗我的脚，来吧，拿点水来，我想…她在哪里？玛利安曼妮，玛利安曼妮？还有你从哪里带来黄色的…黄色的…用力点擦，用力
点擦。
…愿神祝福你，好，现在，维臣比她年轻，是吗？巴巴拉最年轻，好吧，现在，嘿…这是你的…好吗？巴巴拉，该给予，dakshin
a，你明白吗？
好吧，我已经按尺码给了他们每个人，好吧…完成了，完成了…现在，把它拿出来，这些应该放在头上，一些领袖，问孩子们，
他们知道该怎样做，怎样放在头上，叫罗兰士做吧，一些应放在我脚下，一条毛巾，有人应这样做。我想懂怎样做的人该在这里
，有人要揩干我的脚，你能吗？没拿照相机那位？来吧，毛巾放在这里，用来揩干我的脚…这里，把它放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
掉下，只要放在这里。
他们不可能是…而该是Chaturthi，这是按印度人的说法。你看，Chaturthi，它必须是…也会是…也是…什么时候？十六天前，这
是在…之后…新月之后的二天。它是，它应是Chatur

Dashi，印度的历法是第四天，因为他是在Chaturthi那天确立的，因为印度

人，你要明白，是有点不同，必须现在开始，12时，你要翻译，它是Chaturthi，你看它是怎样成就到。
现在，还没有清洗我的双脚的人来，现在，你要做的是拿这个…现在先，用这个盛水…
还没有，还没有为我洗脚的人请来吧…给他们冷水为我洗脚，你必须清洗我的双脚，你要擦，大力擦我的双脚，用力点，擦它，
擦它，你擦我的右脚…下半部，下半部，擦它，对，擦它，大力擦它，大力点，大力点，擦这里，用力，用力，用力，这里…
这些水是用来喝的，不要…把它放在另一处，一瓶或什么。
好，现在，你没事，好吧？好吧，现在，你意识到在为我擦脚，你取得更多生命能量，你理性的明白，愿神祝福你，你现在取得
更多吗？愿神祝福你。现在其他人来，不是握住它，而是要擦它，不要握住它而是要擦它。
你有到过Hare Rama哪里吗？
(瑜伽士︰没有，他没有。)
但他念诵口诀时…
(瑜伽士︰对，他曾到罗马，之前也到过，他是从西西里岛来的。)
为何他的右喉轮有阻塞？右喉轮？
(瑜伽士︰啊，对，他以前曾吸烟，母亲，他现在没有再吸了…)

现在好一点吧？…好。
现在他要念诵格涅沙颂。
要擦你的手指，像这样擦你的手指，你的手指这样做，不是我，擦你的手指，那么它们会更敏锐，对吗？
(来吧，来…现在，听听他说什么，好吗？…现在他在念诵，听他说。)
意思是唤醒你内在的基督，唤醒你内在的格涅沙。
享受自己吧。
这里有很多黄色的花朵，这是什么---花朵？
放这个先，我想会较易吸收，没有毛巾了，上面放一条，这很好，这是什么？加文？
清洗要先做，最好现在做，再pushpam…所有清洗要先做，再这样，你想他们为我洗脚或手？
(瑜伽士︰他们请求清洗你的莲足。)
好吧，你来这里，让一些人可以空闲一会儿，你来吧，你可以做，对…你也来吧，这两个也能…你两个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
我们能成就到，因为必须是瑞士人，把它放下，好吧，她是德国人，那么…你来这一边，好吗？现在你倒水吧，你管水，好吧，
他们做其余的事情，告诉他们无论在什么崇拜…无论加文说什么。
倒点水在我的手上，看看，这里有个匙，一个匙，做吧，你要倒在这里，倒多点水，这是…那么你的母亲不会感到口喝，对吗？
现在，这是什么？…同样有关amrut的东西。
(瑜伽士︰现在我们用五种甘露来沐浴，它们叫作panchamrut，五大甘露，先是酥油。
首先是酥油，要多点奶，小小热奶，热奶，要热的。
(瑜伽士︰第二是奶。)
奶应是最后，会好点，你要明白，因为正在把它加热，跟着是什么？
…现在有没有奶？…用一点水。
(瑜伽士︰母亲，我已经叫他们拿来。)
(瑜伽士︰母亲，跟着是糖吗？)
最后，应是，因为它…
他们拿来了…
(女瑜伽士︰母亲，太热了。)
加点水，放点水…还好，但愿如此。

也不错，加点冷水，好了，它现在可以了，不太热，若它太热，我再告诉你，我想加点糖，在这之间，这会好一点，这样温度会
降一点。
现在加水在上面，水。
加多点水，一点点，把它清洁，在脚趾上，谢谢，生命能量很好。
现在，拿毛巾来，给她一条，给她一条毛巾。
完成了，这里有生命能量，双手在震动，放下它…双手因为生命能量而震动，把它放下，有生命能量，巨大的生命能量，是吗？
愿神祝福你，这个也有生命能量，把它放在你脸上，你会看到生命能量，愿神祝福你。
你可以把他们推下，让他们看到，在脸上，他们能看到生命能量，愿神祝福你们。
你必须在这里与我们一起，你要放花朵，你要明白，现在，已婚女士，好吧，现，你要放…我想未婚的先放红粉，未婚女士。在
霎哈嘉瑜伽，你很难找到他们。…我们有七位，我想，三、四、五、六，七，好。安娜，来吧，你还未婚，又或你已结婚？你可
以试试，就是这样，你看现在，你要放的是所有这些…先放线，最好放直线，像这样，先放在在线，不，前面的线，对，最好放
最前的线，这样较好，现在…今天很红，啊？你哪里拿到这些？很红，是吗？这红粉很红，这是很特别的，格涅沙就在这里。
(瑜伽士︰母亲，我们现在要念诵这些名号吗？)
对 – 不，格涅沙？我还要迟一点做火祭，你可以念诵女神的108个名号，你可念诵女神的名号，葛雷瓜给了你什么，这个很好，
歌维的名号，哎，她是歌维，你看，她是处女，处女是格涅沙的母亲，所以可以念诵她的名号。
把双手放在与…与左手一起…擦它，擦它吧。
你可以念诵处女的名号，葛雷瓜已给了你，你可以用法文来念，另一个人念英文，葛雷瓜可以念，葛雷瓜会念。
(瑜伽士︰我读拉丁文，再翻成英文？)
好
现在是已婚女士，有多少人…在这里？你们有多少人来？未婚女士，有多少人在这里？七个，你们可以带这些植物来吗，七棵给
未婚的，七棵在外面…植物，我们购买的植物，七棵，咿，你有？好吧，我会给他们，来吧，我想你照顾它们，未婚的…愿神祝
福你们，多一个来，现在，发自内心…这是乐趣…多一个，我们要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对，她在这里，有两个在这里？多
两个？多两个，两个，带多两个，两个其他的，开始时两个处女在这里，巴巴拉和其他女孩，就是这样，你们两个，对，今天是
处女和孩子特别的日子…愿神祝福你们。巴巴拉去了哪里？
叶纳维从未结过婚？叶纳维和麦德娜，她们都是处女，从未结过婚，叶纳维曾经结婚？你曾经结婚？…另个处女…你能---葛雷瓜
，还有多少个？四个？好吧，多三个，好吧，等等，我们看看。
(女瑜伽士︰母亲，我是从…？
你仍是处子，处子是处子，必须尊重她，无论她是什么年纪，对吗？
她想一个，现在这里有两个男孩，三个男孩，是吗？让他们给，让他们有，三个男孩。你看，不应丢下他们，这样就能解决，你
看，不要令他们不开心，来吧，刚好三个，三个男孩，孩子来吧，他们在哪里？今天是他们的日子，好吧，愿神祝福你们。照顾
这植物，好吗？其他人在哪里？其他两个男孩，这里有马太，马太从未来过崇拜？这里…他并未在清洗时来，他该来的，他在做

什么？马太，你哪时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你是个男孩，小男孩，好吧？我们到伟臣，你叫它作伟臣，他还好吗，因为…不能
照顾植物，你要马上照顾它们，我想，他去了哪里？叫伟臣来，就这样吧。
(瑜伽士︰他像小天使，这个有最好的触摸…)
他很认真的提升灵量，你看到他怎样提升，怎样把它系好，很奇妙，你看，他是怎样做的，最奇妙的。他又怎样，他糟透了，一
些花？一朵玫瑰花？，或一些花？好吧，好吧，他忘了，这就是年青人可爱之处，什么是正确的东西？樟脑？不严重，一点也不
严重，让他吃点东西，我已吃过了，现在你可以给大家，特别要给孩子，把它给孩子，灵食(prasad)，我拿了灵食，还有什么？
现在已婚女士，已婚女士？给孩子，给孩子，只给孩子，其他已婚女士在哪里？叶纳维，来吧，全部已婚的，两组人，你们全坐
下，有多少人？好吧，我们可以处理，还有谁？好。
所有已婚女士上前来，好吧，让我们有它，现在先用这些手镯，这里有些手镯，好吧，手镯，你看，把它一个接一个传给所有女
士，这些手镯在这里，另一个绿的也是，这是要…不，这是给你的，不是给我，好吧，这里有另一套，还有多一个，她会拿到它
，现在完成了，现在看看，你把它放在我的手上，红的，绿的，现在红的，再绿的，谢谢，现在红的，绿的，红的，绿的，红的
，完了？红的，红，绿，再红，现在，啊，它们当当声，对吧？它们制造乐趣。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开这个一点，现在，这是…你放在我的脚上，这就是…就是这样，完结了，完成了。现在到我的手，你
像这样先画线，其余你再填满它，你明白，画线，做吧，再只有这…这里，线画到这里，再塡满它，好吧？用这根手指，额轮的
手指，其余的，我们可以现在塡满它。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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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维也纳
你们全都要做班丹，最好在崇拜前做。
今天是在奥地利做崇拜的第一天。历史上，这个国家经历各种剧变，它亦藉此学习到很多人生的教训。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不会
认为自己所犯的过错与灾难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他们重复又重复的犯着同样的错误的原因。
到访维也纳是期待以久的，我在你们为Machindranath(译者按︰M是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的婴孩)庆祝生日的那天到达。对你们所有
人来说，他今天完成人生的第一年是非常吉祥的。我用这些花朵，这些精选的花朵来祝福他，希望漂亮和祝福降临他身上，他的
家庭，所有与他有关连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有太多的第一次，我可以说，我第一次来到维也纳，来到奥地利，第一次参加孩子的
生日，他的第一年生日。在Ashtami，即今天，是月盈的第八天，月亮正在增长，shuklapakshi。第一次，我们敬拜女神的所有武
器，这是非常伟大的念头，因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不单杀掉邪恶的，也保护善良的。我们从未敬拜过这些武器，今天，若
人类意识到它们的重要和意义，很多原子弹的问题，和其它问题，便可以因为把它们导向正确的方向而获得解决。它们亦可以被
用来摧毁邪魔的力量，而不是摧毁善良的，也可以运用它们来保护和滋润人类。
同样的武器可以用于错误的用途，但若能正确运用，则可以被奉献用于神的工作。所有人类创造的，专供毁灭的工具，若人类运
用他们的智慧，会发现这些发明，这些受无意识启发而发明的工具，都是为了神的工作而创造的。所有科学的研究，所有这些工
作，所有你制造的工具，都是为神能使用而出现。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任务是去创造方法，藉由工具，社交，经济，政治机构，
提升神的工作的机制。无意识是藉由人类运作。所有这些机构，若它们是向着正确方向而不是地狱的方向，全都可以团结一致去
完成上天的工作。就如在东方，人相信人类漂亮的躯体是神创造的，而人类要做的只是创造漂亮的，充满美感的衣服，增添神创
造的美丽，荣耀神创造的美丽，尊重神创造的美丽。这些事情在很多生命的领域，很多人类的活动里都在发生。若他们能好好地
运用他们的智慧，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我之前曾经讨论过知识，要理解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知识曾经被禁止，就如亚当和夏娃，要人类理解他们是一个大问题。是
这样的，当神创造人类____因为上天的存有是完美的____他想看看这些人类可否在数量，在意识，在纯真都成长，他们能否变得
有自觉。这是一个实验，那时候的人类在这实验中令神很失望，因为他们听信了卑劣的怂恿和提示。因此他们失败了，失去了纯
真。失去纯真是人类犯的第一个罪过(sin)，这罪过令人类转向。现在，这不是真正的知识，不是我在说的知识，是avidya(无明)，
是假知识。那种「我是某某」，还有「我是作事者」，全是自我(ego)。在畜牲的阶段，是没有自我的，自我开始生长，我们可以
说这是原罪的开始，即是「我是某某，我正在做着某些事情，只有我才能做到。」真的吗？神便会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
们这点小小的勇气，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原本的计划改变了，有人想，需要有降世神祇降临地球，帮助这些人，指引这些人，令他们平衡，令他们对正法有正确的理解，
那么他们才能保持平衡。但这个「我」每一次都不接受平衡，这个「我」仍然远离实相，今天也一样。当我们来到霎哈嘉瑜伽，
我看到他们不能很快的成长，因为这个「我」，他们有质疑，有疑惑，有问题，因为原罪，人们不能很快的成长。这个︰「我是
那一位，我是自由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你是谁去提问？是谁制造你？你是否自己制造自己？你做了些什么成为
人类？为什么你对神会有这种我执的行为，「神为什么创造我们，为什么？」
你是谁，竟去问什么？事情就是这样，这种质问继续，这类人对霎哈嘉瑜伽是非常危险的。若他们来参加崇拜，我有点担心，担
心的不是有什么会发生在崇拜里，而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他们。这种自我、愚蠢的人会迷失。作为母亲，我对他们只是单纯的慈悲
和爱心，我感到很伤感，他们本可以得救的，但他们这些充满疑惑的思绪却把他们淹死，这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最基本的原罪。
除此之外，我们的问题是从畜牲的阶段到现在这阶段，内在仍然拥有畜牲野蛮的制约，我们也经历其它制约，在历史上，它们也
是同一个「我先生」创造的，是「我先生」开创了机构，组织了宗教。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来是要打破你们的自我，但相反，人
们却建立一个大自我。现在，有些霎哈嘉瑜伽士相信霎哈嘉瑜伽是基督教霎哈嘉瑜伽，或是印度教霎哈嘉瑜伽，这种情况持续着

，延续着，这是基督教霎哈嘉瑜伽。对基督徒，这必须是基督教霎哈嘉瑜伽，对印度教徒，这必须是印度教霎哈嘉瑜伽，对穆斯
林，这是伊斯兰教霎哈嘉瑜伽，它必须与伊斯兰有关连，他们不能摆脱自己的制约，任何事物，必须与他们的宗教有联系，也必
须能以他们的宗教来解释。他们不能抽身，你看到吗？它也可能是天主教霎哈嘉瑜伽，或是新教徒霎哈嘉瑜伽，或甚至比这些更
加深入的。
就像这样，你看，情况持续，你把霎哈嘉瑜伽推向你自己的类别，你自己狭隘的喜好里，但霎哈嘉瑜伽却是相反的，它是海洋，
是普世的，是伟大的瑜伽，它不单是为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也为了所有人类而存在。有没有动物是基督徒，印度教徒或
穆斯林？这些想法全都只是源自原罪，我们是某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印度教徒，我们是穆斯林。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必须
明白，所有河流，无论恒河，亚穆纳河，泰晤士河，多瑙河，任何河流，都是流向同一个海洋，最终变成海洋。他们说，当所有
的河流流入恒河，大家都称它们为Surasari，意思是诸神的河流。没有人再以别的名字称呼它们。同样，霎哈嘉瑜伽就是海洋。
你不能为它命名，不要尝试从其它事物中找出它的身分，若你这样做，你的脑袋便会变得像小杯子。而且，若你是来自某些有组
织的宗教，明白有组织的宗教令你的杯子更坚固是很重要的，它不会溶解。若这是没有组织的宗教，就如用陶土做的杯子，会在
海洋中溶解。但若它是坚固的好瓷器「Meissen」(德国出产的瓷器)杯子，便没有可能会溶解了。你依附着所有这些思想制约，这
些牢不可破之处，那就非常困难了。你要常常把基督引入，把穆罕默德引入，把琐罗亚斯德(祆教始创人)引入，必须有这样的人来
指引你。
现在指引你的是你的灵，灵是无限的，所以你不再需要把这些人引入。他们全都在你内里，是你的一部分。若你仍只黏附着他们
任何一位，这便是你仍未扩展前进的征兆，你知道你就是全部，你内里有锡吕‧克里希纳，他已经被唤醒，你内里有基督，你内里
有格涅沙，你内里有梵天婆罗摩，你内里有穆罕默德，你内里有他们每一位，摩西，每一位都在你内里，你怎能只认同于他们其
中一位？原因是你仍有思想制约，你仍想把他拖入你的制约内，所以请尝试把他带到一个完全没有制约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思想制约对我们的个人风格起了很差很大的作用，人类习惯把自己封闭在某个派别里，无论这派别是否是
属于我们的。首先我们以「我」来封闭自己。「我是甲乙丙」，跟着我们联成一党，就像︰「我们是属于用刀叉的类别。」以同
样方式用刀叉的人可能联合起来，另一些以另一种方式用刀叉的人也可能联合起来。你们看看，这种情况持续着，各式各样人类
的荒唐就是这样联合起来。好吧，就以你喜欢的方式去做吧，没有什么分别了。你们吃着相同的食物，以同样的方式消化食物，
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不过，说到外表，说到人类的活动，他们以不同方式来用叉和匙，有人用手，用手指，有人会…我也不知道
，或许用小刀，我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到怎样的程度。就是这样，在做某些事情时，任何活动，只有人类会建立封闭的循环，「这
是我们的做事方式，这是他们的。」怎会这样，另一些人的。
这种联群结党是最差劲的，违反大自然的规律。你是独立的个体，你的外表，你的头发颜色，你的眼睛颜色，神就是创造你成为
这个模样。所有你创造的事物都是死的，所有你创造的群党方法是绝对毫无价值，都是虚构，不真实，没有参考价值，全都是虚
构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在霎哈嘉瑜伽，没有什么是基督教霎哈嘉瑜伽，新教霎哈嘉瑜伽，或天主教霎哈嘉瑜伽。我发现在很
精微的层面，当人们谈论合群，他们不明白自己并不合群(collective)，因为我们有太多标签，黏附着我们，就如我们言行举止的
制约。可以是在瑞士，可以是在奥地利，可以是在罗马，又或是在印度，或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制约，我们必须摆脱。我们必须
知道我们是人类，是神创造的，无论什么在我们内里，都是真实的，是神创造的，是唯一我们需要变成的。所有其它的制约，都
必须把它们摆脱。
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补足，你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每一处都有值得学习和理解的事物，没有什么是可以因为它比较高或比较
低而能留住。当然，当自我越发展，原罪也越发展，这类人有可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思想制约，很自然制约也越来越多，又或他
们完全没有移往宗教，移往神，只是黏附着…就像，你可以说，在非洲和很多地方，制约可能来自其它力量，被称为Adibhautik，
意思是从神的创造中再创造出来。就像当他们看见月亮，他们害怕月亮，当他们看见树木，他们害怕树木，这些都是对大自然虚
构(神话mythical)的念头。有两种形式，你们都知道，其中一种是他们从大自然创造出一些虚构的想法，大自然神话的一面，这是
Adibhautik和Adidaivik，都是你制造的虚拟念头，你是神，你是仙人(Devas)，你想创造︰「我是这样，我是那样。」
就这样有两种思想制约在运作，现代是那么混乱，有两方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运作。例如，某天我走近维也纳的一处坟地
，我很惊讶的是，在坟地我感到右腹轮有感染。我因此说︰「所有亡灵必定正在行动，我真的不明白在坟地里，怎会是右腹轮感
染？」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所有的亡灵都很活跃，或许他们再次出生。明白嘛，他们必定已经死过千百次，制造一个又一个墓穴
，只是现在墓穴都是空的，他们又再活跃，或许这些亡灵现在很活跃，但他们不在这里，全都消失了，可能是这样吧。
因此我们要以生命能量来评价事物，不要以我们的理解，我们认为的，或是藉由我们这个头脑去理解。藉由提问，说话太多，是

不能明白霎哈嘉瑜伽。对霎哈嘉瑜伽，你必须拥有超级状态的头脑，藉此你可以接收生命能量，感觉生命能量，完全认同于生命
能量。若你仍然有自我的标签，仍然质疑霎哈嘉瑜伽，仍然不停的只想着自己，这类人还是不要参加崇拜。不参加崇拜对他们是
最好的，有怀疑的人也不应参加崇拜，因为崇拜只为已经到达，到达被称为nirvikalpa(无疑惑)的知觉状态的人而设，没有vikalpa
，脑海中没有怀疑。若你仍有怀疑，思维仍然很有力量，它会把你拉下。所以在崇拜前，请告诉你的思维要安静，告诉它不要说
话︰「最好保持安静，我现在要升进，我要接受上天的祝福，请保持安静，若你不能安静，我便不能升进。」
我曾经告诉你很多次，就像一只驴子，思维就像驴子，若你走在驴子的后面，它踢你，它会告诉你，你是坏人，你是最差劲的人
，所有自叹自怜都会出现。若你走在驴子的前面，它会把它的耳朵向着你，你可以像抓着自我一样抓住它，你可以走到任何你想
到的地方，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它不会控制你。若你坐在驴子上，它仍会开你玩笑，看你怎样解决。所以若
你容许你的思维，藉由你的双眼，你的注意力，你的舌头或你的感官往这样那样走，它会说︰「好吧。」它只会吃在旁边的草，
它不会移动，只会移向这边，吃一点草，再移向那边。
葛雷瓜︰这时候，我可否很快把你刚才说的，为不懂英文的法国人翻译？
锡吕‧玛塔吉︰啊！你想把我说的全部都翻译？
葛雷瓜︰只花二分钟
锡吕‧玛塔吉︰葛雷瓜，迟一点才翻译吧，这样会比较好，现在很流畅，好吗？
这只驴子，它想吃草，它知道你不介意它吃草。好吧，它四处走，吃青草，各种污垢的，肮脏的，无论是什么，无论它吃什么你
都淮许，继续的吃，所有肮脏的东西，所有肮脏的思想，所有污垢的思维，所有这类的东西，没有任何疑问，你看？只有在霎哈
嘉瑜伽，他们才有疑问，而不是当他们吃污秽，肮脏，各种不神圣和罪孽的东西，那时他们却没有任何质疑，他们只会说︰「有
什么不对呢？」但当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便会质疑。霎哈嘉瑜伽是神圣中最神圣的，伟大中最伟大的，只有这些大门是为你们
开启，这就是你怎能得到，不然是不可以的，是禁止所有人到达的。
清洗我双脚的水是神圣的甘露，是tirtha，在古时，甚至医生也禁止使用。Vaidyas是不容许的，你们必须争取。本来只容许天神
喝的。今天，你安置在天神的位置，你有否这个能耐？你是否配得上？又或你仍然在质疑，仍然有问题？所以还是禁止你比较好
。这是很罕有的你能拿取这些神圣甘露，若你曾阅读Devi Purana Bhagavatam，人们禁止去拿取它，就是这样，思维像驴子一般
走。若驴子知道谁骑着它，知道他想往何处去，而骑驴的人也知道怎样控制思维，知道在那里可以成就到，同一只驴子，同样的
器具，同样的机构，同样的东西在你周遭，却能以更快的速度，更舒适的把你带到这里。所以今天告诉你的思维，我们已经受够
了，与你的思维开玩笑，我现在想在神的领域里。告诉你的脑袋，告诉你的思维，这是很重要的。思维把你带往各种事物里，给
你污秽和肮脏的东西，所以要告诉你的思维。
愿神祝福你们。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必须到达我们内在的纯真，感觉宇宙大我的纯真。格涅沙宇宙大我(Ganesha
Virata)，或可以说是宇宙大我格涅沙(Virata Ganesha)，在宇宙大我，我们要感觉到纯真，才能变得纯真，我们的罪也冲走，这纯
真洁净我们，这个「我」便会消失，原罪被冲洗，我们变成漂亮的存有，神自豪的孩子，也是创造的奖品。
愿神祝福你们。
葛雷瓜，你现在可以翻译，好吧，你可以翻译，我知道很长，但有时我发觉流畅…若不能保持…
葛雷瓜︰很抱歉母亲，我不应打断你的讲话。
锡吕‧玛塔吉︰不，没关系，没关系。
锡吕‧玛塔吉︰可以回放的，以这个背景你可以…保持低调…那么你便可以很自然的说些话，这样可以吗？是否回放？这样会给你
一个正常的…

葛雷瓜︰我正想说三分钟法文，三分钟意大利文，很浓缩的说。
锡吕‧玛塔吉︰你能？
葛雷瓜︰可以，我能。
锡吕‧玛塔吉︰好吧。
锡吕‧玛塔吉︰很多人问我，之前也是︰「母亲，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神为什么不把我们创造成令我们能意识到自己，不犯这
些错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这个邪恶的循环？」那时候，我不想说你曾经犯了原罪，曾经不服从神，否则，事情会以不同的途
径成就，不会那么漫长，因为若你告诉他们，另一件事情便会发生，他们变得偏左脉，对原罪感到内疚，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从自我跳到原罪那部分，但你却在逃避那部分。我们只可以说，开始时，若没有给你们自由，进化是不可能发生。你
要明白，最先测试的是自由，所以才给你自由，你住在一处好地方，完全得到神的保护，在伊甸园里，你可以说，在漂亮的…每
事每物都是极之美好。在那里，没有任何缺乏，尽管如此，人类，当他们拥有自由，测试的只有自由，他们立即接受肮脏污秽的
东西，神因此要改变整个宏图大计，尽管他们拥有所有的恩赐，肮脏污秽的事物对他们却仍是那么吸引。我们可以说，所有仇恨
，所有畜牲的感觉，对人类仍然很吸引，这是最令人惊讶的，当这些事情发生，很自然，自由必须通过改善的测试，这个测试是
整个创造必然发生的。
要告诉他们，是原罪令问题产生，他们却认为︰「天啊！你为什么创造原罪？」因此，还是告诉他们，这是进化过程中无可避免
的，你的自由必须受测试，因为若你想拥有超级的自由，你必须先知道你是否可以承受它，再看看是否，所以，进化要花很多年
才能成长，才能明白人类不能承受任何事物，他们不能承受自由，不能承受金钱，不能承受权位，不能承受舒适，也不能承受任
何事物，这和我们现在在霎哈嘉瑜伽看到的一样。当他们感到舒适，他们只是再次坐下，当他们得到物质上的祝福，这些事情便
会再发生，同样，伊甸园又再回来，当它回来，你再次回到同一阶段，这不是好事。
你必须明白，你要变成最高，你要掌握一切，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只有灵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摆脱…这也是对你的一种
诱惑，你知道，所有临到你身上的祝福都是诱惑，你必须准备妥当，没有什么比灵更重要，我们为到达灵而做好准备，不介意拥
有怎样的恩赐和一切其它，想要的只是灵的自由，它不渴求任何东西，不渴求物质上的东西，你会像一盏灯，发出光，什么类型
的灯没关系，无论它是金的，银的或其它物料所造的，都可以燃烧，都可以发光，就算是泥造的也一样。这是霎哈嘉瑜伽士要成
就，要明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阶段，我发觉人们再次漂走。
现在我们要谦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母亲，到目前为止，我要知道。」因为这是根源的知识，是你不知道的。对你这是新
的知识，你又怎可以质疑？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必须认识这根源的知识，所以要谦卑。只有这样你才能接受从新的成长而来的祝
福。这是向内的，内在的成长，是Antar-Yoga。除非你谦卑，否则便不能成就。你必须谦卑，因为当你发问，是你的自我在发问
，所以要谦卑，在内里成长，深入根源的知识。
很惊讶的只有在印度，人们才真正追寻这知识，他们已经追寻得很深。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走到印度，甚至基督也来到印度
，去了解人们是怎样追寻到，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是很重要的根源的知识，必须在一处比较可能成就到的地方去成就，一
处根源不容易受骚扰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印度。在这里，人们寻找。当他们再次向外生长，他们变得愚蠢和笨拙，我们只看
到他们的外表，看不到先知们在印度做了怎样了不起的工作，非常了不起，我的意思是你只要接纳他们任何一位，便足够令你对
霎哈嘉瑜伽有详尽完整的概念。
就拿一个简单的人为例，一个很简单的人，像赛乃夫(Sai Nath)，他是，看看他，简单的人，但他拥有巨大像海洋般的知识，他并
无受过教育，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出生，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他来自哪里，住在哪里，怎样活到这把年纪，没有人知道他的背境
。又或举商鞨罗大师(Adi Shankaracharya)为例，或你可拿伽比尔(Kabira)或任何一位为例。又或Machindranth，若你阅读Machin
dranath，你不会明白，你会以为他说的是神秘的知识。这是一份巨大的工作，他们完全进入左面和右面，做着各种的事情，各种
的实验。若你阅读他们写有关NavNaths的书籍，九个Nathas和有关Machindra的一生，Machindranath是很有深度的，他找出多
处女士是统治者的地方，我想那必定是在比利时某处，那里妇女是统治者而丈夫则只是庸才，他发现各种事物，他发现什么发生

了，以及他怎样尝试去治好它。
这是移向另一个方向的动作，根源的方向。根源怎样在各处生长成可怕的树木，这就是他怎能成就到。这些都具有象征意义，要
明白他的工作，你真的要非常有深度，非常深入的渗透入内。到目前为止，人类的脑袋仍然没有能力看到他们已完成的大量工作
。没有可能看到，就如你读到商鞨罗大师的描述，或是麦根迪亚(Markandeya)对母亲的描述，是那么不平凡，他怎会看到这些细
节。从哪里，从哪个角度，母亲的细微事情他都看到，如孩子般看到。你看，绝对亲近母亲。这代表纯真是完整和完美的，否则
你不能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所有细节，像母亲的三重面相，别人怎能看到？但孩子却看到母亲的三重面相，就在这里，在她的身
上，只有孩子能看到，这是了不起的，我告诉你这是了不起的，这纯真，他们的洞悉力，他们的勇气，需要有真正的勇气才能成
长到达这种洞悉力。
纯真是我们首先要达到的，它不应是藉由基督或藉由格涅沙才有的，是你必须拥有纯真。意思是你是，你是纯真。你不需要这样
说，你不需要通过别人而拥有纯真，你就是这样，你直接就拥有它。这些只是为没有自觉，愚蠢和不能直接达到的人而设，你们
全都能直接达到它，这是你的福份，对你最伟大的事是可以直接达到。你必须到达这个纯真的位置，藉此你变得精微，变得Suks
hma，因为纯真是最精微的，你进入各领域去认识根源的知识，生命之树的知识。这不是给予愚蠢、自我、荒唐的人，我告诉你
，他们都变成恶魔(rakshasas)，他们是恶魔。
我们不会走他们的路，要走另一条路。我们内在要谦卑，要尝试唤醒你的纯真，这是神圣的纯真，pavitra，你内在的纯真。很令
人惊讶，梵文是没有纯真这词汇。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什么是神圣，吉祥，全都包括在内。梵文是没有独立一个字讲纯真，他
们不能想象纯真可以凭空的存在，纯真必须是内在的，就像杯子，只能像这样盛水。他们想不到，想不到水可以悬挂于空中，必
须有杯子来盛水。他们只会说︰「吉祥的时间」，「吉祥的人」，「吉祥的东西」，「吉祥的晚上」「吉祥的日子」，容纳每事
每物，容器，像容器，有纯真的容器。
吉祥也一样，吉祥是形容词，不会说这是实质的纯真，Shubbha。Shubbha是形容词，纯真没有名词。可以有纯真，但纯真单独
并不存在，因为它过于精微。我们要变得这样精微。纯真存在于每一处。这是很广阔的概念，这是宇宙大我格涅沙广阔的概念，
若他是整个宇宙大我，你又怎能把它贬低为纯真？是那么精微，过于精微去变成名词。
愿神祝福你们。
你们可以开始清洗我的莲足，首先，我们要做的，有谁未曾为我清洗双脚，请举手。到目前为止，他未曾为我洗脚？好来吧。
二十一个名号，这是锡吕‧毗湿奴的二十一个名号，是你的进化的面向，也是你的正法的面向。首先是持守，跟着是进化，是你内
在的父亲。因为你们都追寻进化，所以这二十一种力量被召唤，神的二十一种父性的不同面向，这二十一个名号代表你内在二十
一种进化的力量，中脉有二十一个力量。你可以翻译，译成法文吧。
毗湿奴，毗湿奴，这是毗湿奴的力量，或我你可以说，Narayana，毗湿奴是父亲。
举起你的右手，因为活动现在继续。(跟着念诵Gayatri 口诀。)
Krita

Yuga，这是过渡期(Krita

Yuga)，Krita代表当它很有效率，当它很有效率时，事情就可以成就，这是Yuga，能够成就事情的时候，Krita
Yuga。这是在纷乱期(Kali Yuga)与完满期(Satya Yuga)之间的特别时刻，这时候事情可以成就，工作可以完成。在救赎的时刻，
你的手也会说话。就是这样，你明白了。把它翻译吧，Krita Yuga，Kri意思是去做。
Svatojayte，意思是原则，你唤醒宇宙的原则，宇宙的原则，pratye代表你分享经验，所以这原则是他引起的，他也分享经验。Pr
atye是获得证实的经验，证实你存在，你给予pratye，意思是你分享经验，证明你存在。
应该是，「在人身上的神明」这样好一点，在人里面的神…他绝不可能是人，你怎可以称呼他呢？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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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你听到她吗

–

从那边？不，站在这儿。或你可以用这个。好一点。我开始了 … 很好。] 很感谢维也纳的霎哈嘉瑜伽士邀请我来，这是我第一次
到访维也纳，亦是我到访欧洲的最后一个国家。我要说霎哈嘉瑜伽在其他国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刚巧我要在那么长的时间之
后才能来维也纳。我真的很高兴看到维也纳有那么多求道者，他们是真理的追求者。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真理。到目前为止，
人类是藉着知觉，藉着中央神经系统来了解真理。例如，你看到花朵，花朵是白色的；我们能看到它们在这里，对我们而言这是
真实的。我触摸这钢铁，知道它是冷的；因此我知道这是钢铁，知道它是冷的，这些都是透过我的手指取得的事实。不是任何想
象或思维投射去想这是克里希纳的笛子，因为我能看到它，听到它，感觉到它，所以我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我是藉着中央神经
系统去体验知道它。 以我作为人类的知觉，我知道花有香气。以我的了解，我知道这地方的美学。如果你把一匹马带到一条肮脏
的小巷，它感觉不到小巷的灰尘、污秽和臭味。但当人类走过那些小巷，他知道小巷是肮脏的，他忍受不了，因为他有这样的感
觉。 我们作为人类，在进化中取得这种不同的知觉。我们要知道，若有什么要发生，就必定是我们的知觉。无论我们有什么成就
，或我们在中央神经系统取得什么，全都是既合乎逻辑亦能体验证明，我们能验证它。这是不像一条你行走多年的黑暗小巷 [不像
一条黑暗的小巷，黑暗的小巷，黑暗]，而是照亮了的道路，在那儿你知道人类的更高能力。什么是圣人的更高能力？不是他穿什
么衣服或他走路的姿态。圣人的更高能力是他拥有集体意识。因为他与灵

—

我们内里的集体存在体

—

连上。因此有些事情是要在你的知觉内发生，你才能成为 ，我要再说你要成为 — 体验集体意识。像穆罕默德曾清楚地说：「在
复活的时候，你的双手会说话。」祂说你能用手去感觉，手要说什么，这里没有嘴巴
，你的手会有某些感觉，这些感觉会为你说话。 当说到真理，我们要了解它的其他可能性和它的虚假。每一种真理都能是假的。
每一朵活生生的花朵都能被制成塑料花。要制造塑料花轻而易举，你可以制造数千朵。但真花却是稀少的；它们是真的，因为它
们是靠生命力量而活的真正的花朵。进化是活生生的神的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如果这是真理，我们便要明白，到目前为止，发生
在我们身上的是自然的进化，同样，有些事情必须在我们身上自然地发生。像一颗种子，若要它发芽，你要把它播在大地之母里
，因为大地有种质量，有权力去让种子发芽生长。我们有否付钱给种子发芽？你怎能购买神？我不能明白西方人的无知幼稚，他
们不明白不能付钱给那些以为可以给你灵性生命的人。他们全是寄生虫，如果你想拜寄生虫为师，便继续吧。没有人能控制你，
因为你有自由。另一派抗议这种虚假的学派可能他们也是假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根本没有真理， 不过，这也是错误的。 很多经
历了搜购导师玩意的人，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要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否定真理。真理是在中央，毋可置疑，
但真理是不能在市场买来的。特别在西方，人们被纵容，他们的自我被纵容。如果你能用钱买来一些物品或你能购买一些物品，
你就可以拥有这些物品。但我说：「你不能购买神。」任何藉神的名义赚钱，靠此生活的人都是寄生虫。寄生虫不可能是你的导
师，他比你差劲得多；你不能像寄生虫般生活。 我告诉你第二点，你内在有一个生命的过程，你要知道你不能花任何力气工夫，
就如花朵成为果实那么简单。即使你在它前面跳动、倒立、脱掉衣服或穿上任何衣服，它会否变成果实吗？跳跃，改变它或光着
身体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钱？任何人都能这样做。霎哈嘉瑜伽是真正求道者的道路，它不是为追逐虚假事情和不想面对真理的
人而设。有一类人是拥有神性的人，他们追寻真理，不接受任何虚假。他们是一类有勇气，勇敢的人，他们能够抛弃所有障碍和
制约。(谁会抛弃，谁会放弃。)

神已经赐予你们一切。在把你创造成人类时，以祂的温柔关爱，祂把你们创造成美丽的人类，所

有根都在你内里。当你尝试花力气去找寻神时，这并非出于自然而然，人为的。因为要花力气，你开始走向左边或右边。明天我
会详细告诉你们左脉和右脉，今天我只告诉你，当你偏向左脉，你便会坠入潜意识或集体潜意识的陷阱。梵文称这为Adi Bhautik
，即是我们内在的集体潜意识。你被它卷入，因此迷失，完全被催眠洗脑。如果为你设置了右脉的自我陷阱，你也可以坠入这个
陷阱。人类是很快接受制约。[制约]

在英国，有二十人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叫十个人扮作监犯，十个人扮作狱卒。只告知他们：

「这是一出戏剧，你们要留在这里一个月，我们想看看你们的行为有什么改变。」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这是角色扮演，
不是真实，只是角色扮演。」可是，当他们走进监狱，狱卒变得很专横傲慢自我；而监犯则变得绝对奴性，受着这些自我中心的
人不断给他们的苦头。二十人之中，只有一个反抗，因为他被这些所谓狱卒，扮演狱卒的人殴打，狠狠地被打。出狱后，他们对
自己的行为感到很诧异。监犯的身体都变得虚弱，因为受了折磨，所以要住进医院里。另外十个则变得很自我中心，或许他们已
加入某些政党。 人类就是处于这种境况。因为这种处境，邪恶的天才导师，他们以假导师的身分来。而你们是多么无知天真，因
此上当了。他们控制了很多邪灵。他们催眠你的能力好到令你为他们做他们想你做的任何蠢事。他们赚取金钱，拥有女伴，饮酒
，比任何国王、总统或世上的富豪更懂得享受人生。可怜的门徒却耗尽他们的财富、金钱、健康，看似病人。我们要知道，当你
获得自觉，你的力量必须彰显，因此你变得有集体意识，你是灵，你要彰显集体意识的力量。现在人们的问题是，他们未真正了
解灵量的知识。我曾经读过，我是说，我看过，不是完全读过，我读过德国人、英国人和所有西方人写的书籍，我很震惊。别说
知识，他们对灵量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获上天授权去唤醒灵量。他们没有唤醒灵量必备的圣人的个性品格。他们只是贪婪自私色
欲的奴隶，只是利用这知识来赚钱。 要了解灵量的本质，我们要知道她是我们的母亲。有人告诉我，德国人称他们的大地之母(m
otherland)为大地之父(fatherland)。父亲只是这出戏剧的观众。只有祂的Shakti，祂的力量，太初之母、圣灵做一切工作去取悦这

个独自坐着观看这出戏剧的观众。祂以灵住在你的心里。灵量是你内在圣灵的反映。灵量的性质是纯粹、终极的愿望。这个力量
被称为残留的力量，因为它还未彰显。每一个人的灵终极的愿望都是要成为灵。你可能这样做，也可能那样做，可能尝试一切，
最后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我还未成为灵。」当你成为灵，灵量便会彰显出来，她便上升，是她创造瑜伽的位置，与上天连上。
这是瑜伽。瑜伽也代表kaushalam，即是灵巧，灵巧，怎样处理他人的灵量，上天的律法和上天显现的整套知识，亦是瑜伽，亦
叫作kaushalam。 现今流行着各式各样的瑜伽，就如有各式各样的导师。肢体运动瑜伽是另一种人们以为是灵性生命的终极目标
。这是来自帕坦伽利(Patanjali)，他活在数千年前的印度，那时候的人过着很不同的生活。二十五岁前，孩子与他们有自觉的导师
住在森林里。那时候，人们十分珍惜独身，纯真极受尊重。属于同一所大学的人不能通婚。[同一所大学；纯真；同一所大学的学
生不能通婚] 这些大学叫作gotras。即使今天，你也不能与同一个gotras的人结婚。Yama niyama, vyayama，做练习的人，只能
是还未结婚的人，练习只依据某一个有问题的能量中心的需要而做的。有需要时，我们也做这些练习。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瑜伽系
统却截然不同，就像把一整盒的药物一次全部吃掉，甚至没有找出你的prakruti，即你有怎样的性情，你身体有什么需要，灵量在
哪里，你要做些什么来打开某个有阻塞的轮穴。我是说，根本没有人有这些知识。我们开展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大家都想象机器
般有着同一体形。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它为唤醒灵量制造问题。 过分沉迷于肉身层面，做太多运动和思考过度的人会变得
未来取向。他们变得表面虚假，性情干巴巴。这些人有可能使人离婚、打架和争吵。我一生中认识的最重要的哈达(Hatha)瑜伽士
是希特勒。他利用来自西藏的术士(tantrikas)取得控制人的自我的能力。他令他们很残暴，看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有很多导师今天
也是这么，他们令你很残暴，看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又或他们能使你呆笨，你因此失去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他们做得太好了，
不懂灵量和灵的知识的人都很容易被俘虏。 我称西方为嫩芽的前进，是树的外部。他们对科学、政治、经济有很好的认识。他们
能创造原子弹来杀害自己。他们甚至能创造比这更差劲的东西，却没有取得他们赖以成长的根源的知识。只有当你成为灵的时候
，才能了解根源的知识。那是开始。对出生在地球这美丽的一方的圣人而言，这是极之不利的。有那么多求道者在西方出生。一
定是神的愿望给他们舒适的生活，令他们失业，所以他们便能受雇于神 — 爱。他们有手表看时间，用来节省时间，节省时间，节
省时间。为什么要节省时间？为了上酒吧？或是阅读可怕的书籍？或是把生命浪费在可怕的导师手上？ 所以，在西方，我们有圣
人，在东方，我们则有智慧。在西方，人们追寻是因为他们是求道者。他们是生于西方的特别类别的人。但他们却缺乏了解什么
是真理的智慧。我们要成就些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想在你身上赚钱的人不会告诉你这个基本的智能。他们想以此来做生意，
因此今天的圣人有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们位于我称为树的嫩芽的区域，人们会为表面虚假的事情而着迷，你亦会受尝试纵容你的
自我的人所感动。[纵容，纵容]或是某个控制你的人，如希特勒。因此，所有西方的求道者都先有很大的责任去运用智慧。逻辑上
，你一定要作出正确的结论。[正确的结论]就灵性而言，你已经准备就绪。假设我从某地来维也纳而迷路 — 我怎么知道这里是维
也纳？除非有人说这是通往维也纳的路。我怎么知道这是维也纳，首先，我应该知道维也纳的地貌。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很
久之前的经典，必定已有集体意识的描述记录。它要与心理学，如荣格(Jung)心理学的发现相符合，也要与很多预测符合；像数
千年前，有一本由占星学始祖博利古(Bhrigu)写的叫《Nadi

Granth》

的书。我们应能从其他来源，如伟大的诗人，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我懂英语，他清楚的描述霎哈嘉瑜伽。有很多有自觉
的人，很了不起的人，你可以说像旦丁(意大利诗人)；你可说，像荷马(古希腊诗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手法描述霎哈嘉瑜伽。如
果我们喜欢这些东西，我们便知道这是维也纳。但我们不应被那些讲长篇故事或读了一些书籍后，把它变成另一种知识的人洗脑
，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只是空谈，空谈，空谈。 现在时候到了，要成为。是时候上天的力量要彰显。我们看到花朵成
为果实，数以亿计花朵在合适的季节成为果实。我们看到自己呼吸，看到自己消化，我们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对吗？那么是谁在
做这些事情？那个力量在作事？我们甚至没有想过，我们只视为理所当然。看看这些眼睛，全是你能想象到最佳的照相机，那么
先进。看看人体，那么了不起。看看人脑，那么广阔浩瀚。为什么要创造这一切，是谁创造的？ 为何我们要从亚米巴变成人类？
人类有何伟大，能成为创造的缩影？是否只为了坐下来为琐碎无谓的事情内疚？还是要为日常俗世的事情哭泣？[哭泣]不，是要成
为工具，去了解什么给你力量。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应成为你的力量。不知怎的，在人类存在的层面，力量经常与暴力混为
一谈。我说的是把花儿变成果实，把你从亚米巴阶段转化成现在这样子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它将会把你转化为自觉的状态。蛋怎
样变成鸟儿？时候到了，鸟儿怎样从普通的蛋完全转化成为鸟？这个力量是圣灵的力量。 当我谈到基督，人们便不高兴。某天在
比利时，一个女士问我，为何我要以印度式来谈基督？我告诉她：「基督是否在比利时出生？祂是否生为西方人？」很多人知道
祂生活在印度，而非英国。为何，你是否跟祂签了协议，使你认为自己知道基督的一切？你会很惊讶，在一万四千年前的印度已
经有关于基督的记载。圣经不足以容纳一位这么伟大的人物。只是说：「我们爱神，我们爱基督，基督是爱」，全是想象的行为
。只是幻象空想。实相是基督存在于你们内里，祂要在你们内里被唤醒。是祂说：「你们要重生。」我们对此做了些什么？我们
打电话给某人说：「好吧，我会替你的孩子洗礼。」你人工化地拿点水，倒在他的头上说：「他已经受洗了。」这全是虚假人工
化的。人们从这种虚假的幻象中破灭，他们却坠入另一种混乱。 你不用去任何地方，你的灵住在你内里。你不用去森林求道，你
的灵量在你内里。你的能量中心就在这里，灵量会上升，你会获得自觉。像一只蛋转化成鸟儿，你会成为灵。你不用着急。首先
要知道我们要了解它的一切，此其一。如果你仍然忙于阅读，忙于有自己的想法和制约，这是成不了事。它更能在单纯、不太复
杂的人身上起作用。 所以我要求你们向我提出一些有关它的问题。今天我只给你们简短的介绍。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但提问应该
与你们的求道有关，这样会较好。如果你信奉任何信仰或有任何见解，最好想一想，你从中有什么得着？我在这儿，我在说你要
成为灵，这可借着霎哈嘉瑜伽发生。霎哈嘉即自然而然的发生，瑜伽是联合。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成就的，也是你们想要的。但我

见过很多人，当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时，便与我争论。他们就像没有收到薪水的律师，因为他们不接受有可能犯错。毕竟人类是会
犯错，那是正常的。 他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内疚。他们不应该为任何事内疚；因为我在谈论神，祂是爱的海洋、是慈悲的海洋、是
宽恕的海洋。我们甚至不了解这个海洋有多伟大，它怎样美妙地洁净我们、让我们愉快地沐浴、美妙地把我们包围在美好的温暖
之中，并把我们带到祂的国度。这正在大规模地发生。也正在其他国家发生。特别在印度，数以千计的人在村落里获得自觉。这
应该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但若你没有追求，我便不能勉强你。[你不能把马带到…]你可以把马带到河边，把它的口放进河水里，
但马儿要自己喝水，享受那满足感。 这全是你的自由。你要在自由意愿下得到。我们不能把它强加于任何人身上。因此你们不需
要有野心。因为即使我愿意，也未必能给你自觉。有些人要多点时间才能成就。所以我要求你们，要仁慈和公平地对待自己。你
们是求道者，而你们要得到自觉。我是为此而来的。我来是给你一些东西。而非挑战你的自我。我今早已说过，我不懂任何法律
，不懂任何版权，不懂保险，不懂怎样驾驶。可是，有一样东西我懂，就是灵量。你不用因为我懂得它而感到受伤害，你自己也
会懂得。你自己也会懂得做。在印度有一个人获得自觉后，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给了一万人自觉。 明天我会告诉你们唤醒灵量后
，作为副产品，如何医治癌症和其他不治之症，如何医治精神病，如何带你远离坏习惯的魔掌，你怎样成为自己的导师。
我想回答你们一些问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向我发问，不用害怕。

十分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问题︰玛塔吉，他问印度语的Purusha和圣灵的分别？

锡吕‧玛塔吉︰Purusha?

Purusha是大能的神。圣灵是祂的力量，这力量彰显这个宇宙，是你内里的灵量，这是圣灵，它被称为太初之母。
问题︰力量(Shakti)指圣灵充满活力的向度？
问题︰他问你要求那种静坐，你会给他们那种静坐？

锡吕‧玛塔吉︰太初之母指原初的力量。
锡吕‧玛塔吉︰我会告诉你，好问题，这就是我将要告诉你。

问题︰母亲，他问怎样显示灵量何时升起？ 锡吕‧玛塔吉︰我会迟些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整件事，这是我会处理的完整课题，我在
维也纳会有三个讲座。所以我想一个讲座给你介绍，迟些我肯定会告诉你们全部，告诉你们一切，没有秘密。
问题︰他问当灵量升起，肉身有什么感觉？ 锡吕‧玛塔吉︰我会告诉你，马上告诉你。这是你第一次感觉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
以圣灵的凉风显现，凉风从你的头顶，你的手指走出来，你开始在你周遭感觉到它。

问题︰他问呼吸和心脏会有什么发生？

锡吕‧玛塔吉︰你变得很正常。 问题︰他说接着它不是灵量。 锡吕‧玛塔吉︰为什么，什么该发生，你会死？你必定是读了一些什
么，现在你自己看看，不能透过阅读说服你，这是平庸主义，你可能不停的读上数千本书，仍不能从书中得到自觉。
问题︰母亲，你是否相信我们通常不需要导师？ 锡吕‧玛塔吉︰凉吗？不，你确实需要一位导师，某程度上已经点亮的光才能点亮
另一个光。真正的导师在哪里？他们全都隐居在喜马拉雅山或其他地方。当我告诉他们，他们说︰「我们对这些人没兴趣，他们
不是求道者。」唯一对你的钱包有兴趣的人在这里，在市场里。他们极力说服我，我便派一位导师到美国，他却三天内便回来。
他说︰「我受够这些美国人，可怕的人，他们只懂钱，却不想要实相，他们没时间给实相。」
问题︰母亲，他问如果…是否在某种静坐后才能得自觉？又或你能否为人准备好得到这种经验？ 锡吕‧玛塔吉︰若你是人类，你便
能得到自觉。你已经准备就绪，因为你是人类。但若你作为人类的持守有点破损，那么灵量虽然升起，或许会下降一点，再上升
一点，它会自动巩固确立。 问题︰母亲，他不明白他怎能有自然而然的经验？他以为他要做静坐或是什么？ 锡吕‧玛塔吉︰你不
能做静坐，你入静，很简单，我会告诉你什么真正发生。你要像这样把手向着我。你看到树叶变绿，你同样把手向着我，因为我
是有自觉的灵，数据通过这些手指，透过它们进入灵量，她便升起，自然地升起。就像大地之母，你把种子撒播在大地之母，种
子知道这是大地之母，便会发芽生长 — 发芽生长的力量 — 自动升起。接着你处于入静状态，你不需要做静坐，你在入静。若有
些人有阻塞，你能以肉眼看到灵量在圣骨跳动，你能用听诊器听到灵量在升起。若有阻塞，你肉眼也能看到。当她穿越额轮，你
变得无思虑的觉醒。你有意识，却没有思绪。很多人谈及无思虑的觉醒，他们却从来做不到。接着你能超越，当它来到头的这里
，你感到头的这里在跳动，你开始感到凉风从你的头顶走出来。 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做的，就像跳跃和其他事情，每个人都能做
到。但有生命的能量却能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令凉风从头顶走出来，我们能吗？你们不要自满，给它发假证书，你要
亲自验证。 你的手指得到开悟，因为这是七个能量中心 — 五、六和七，我明天会详细告诉你们。它们全都会得到开悟，从手指
你能分辨一个人哪个轮穴有阻塞。若左边有阻塞，代表情感出问题；若右边有阻塞，代表肉身或精神出问题。你也知道排列和组
合，全都被译码，你能验证它们。只要坐在这里，你能查明任何人，即使是死人，他们是否已得自觉？若他们已得自觉，你便开
始感到凉风。这是与上天建立的亲密关系。 你问任何绝对的问题，若答案是「是」，你便感到凉风在流动。若任何人是虚情假意
的，你便有火烧的感觉。若他有邪恶的质量，你或许有水泡，一点点。若有人垂死，你的手指便有麻痹的感觉。所以一旦你认识
轮穴，你要知道怎样纠正它们。所有知识都是你自己的，是要给予你，全是免费，就如我说︰全都是免费的，我说的。它是，我
要说，我像银行的出纳员，我只是给你你内里本来已经有的，也给你知识去知道你取得什么，怎样运用它们。有人像这样是难以
置信，还有很多人像这样，我只是他们的一分子。 愿神祝福你们。 问题︰母亲，你信奉哪个宗教？ 锡吕‧玛塔吉︰所有宗教的宗
教。因为它是一切的精粹。实际上，所有宗教以生命能量开始。所有降世神祇和先知都是正确的，他们互有关连，绝对和谐。我
们内里的是那么的调和融合，它们全都安置在我们内里。但这些生长在生命之树的漂亮花朵却被摘下来，他们却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这样令花朵既已死又难看。 问题︰玛塔吉，很多人知道唤醒灵量是极之危险，我肯定你也知道。 锡吕‧玛塔吉︰
对，对，他们全都这样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逃避，孩子，这是他们唯一的逃避。最困难的是你的业报(karmas)，你这东西。若我
要处理照相机，我来说是很困难，超越我的能力，但我要老实的说︰「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必定对它有一点认识，我正面的这
样说。

三个问题︰一个接一个，这个男士问，这一边

问题︰这些心灵学的力量有否联系？

锡吕‧玛塔吉︰不，这是Adi

Bhautik，心灵学。心灵学要处理Adi Bhautik ，是左边，集体潜意识。你不能解释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空中飞，你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你怎样医治，你不知道，你是盲目的。但在霎哈嘉瑜伽，即使是小孩也知道，若他是天生有自觉，他知道，他知道这
个人的哪个轮穴有阻塞，若他们是进化得很高有自觉的灵，他们也知道灵量。这些日子，有很多孩子天生有自觉，没有自觉的是
他们的父母，他们不明白这些孩子。这些日子，伟大的圣人在这个地球出生。除非你得到自觉，你不会明白他们。若我们要与盲
人讨论颜色，我们怎能？若我们张开眼睛，灯光亮起，我们便看到一切。只要小小的跳跃，小小的突破，只要一点点，(它只是很
小很小的跳跃突破。) 问题︰母亲，他有有关几何的问题，几何形状里是否有某些力量？ 锡吕‧玛塔吉︰当然有，有，当然有，万
事万物都有力量，但你却不知道任何事物的精粹，数学有力量，你怎样运算出程序？程序如圆周率(pi)？
瑜伽士︰(…宣布在Urania，维也纳之后的讲座)

锡吕‧玛塔吉︰现在，我们可以说…葛雷瓜，你说什么？

葛雷瓜︰我只向你提议，大部份问题在你的下次讲座中解答…。 锡吕‧玛塔吉︰最好把它们写下，你要明白，我会解答，这样会比
较好，我会在我的讲话给你们答案。不管如何，这是知识的海洋。若你拥有光，你便能明白，你便明白。也有一些书籍是霎哈嘉
瑜伽士为霎哈嘉瑜伽的追求者所写的。但我们不会给仍未稳固的人看。除非你已经建立巩固自觉，这些书籍不会给你看。因为它
们就像其他书籍，你或许会忽略你的成长。 这个男士。 问题…有关Gopi Krishna写有关灵量…？ 锡吕‧玛塔吉︰Gopi Krishna 你廉价出售这本书 – 谁是Gopi Krishna？他有否给人自觉？他有什么权写灵量？他写的就像村民触摸电力点后，便说电力会烧伤
人，他就像…你去看看他的私生活，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谈灵量，你最少要知道，他就像第三者那样谈，就像电击，你要明
白，像︰「我说我受电击。」代表你对它一无所知。你想有另一个电击吗？你为何要相信他？他做了什么？只因为读了一本书，
孩子，你满足吗？你是个求道者，为何只满足于一本书？为何不自己去看看？我要再次说，他只是买了一本书，却为了一本书浪
费大家的时间。他对任何人都毫无帮助，他唯一做的好事是为一所未开业的所谓研究中心从印度政府拿到六百五十万卢比。因为
那时主管的部长也是个克什米尔人。我要告诉你，印度人是很聪明，若他们不老实，没有人能胜过他们，他们对某种技艺有丰富
经验。 我对印度人的感觉却是相反的，你们如对白种人一样，对他们的攻击是表面粗糙，外在的。现在对你的攻击是精微的，你
必须要明白…(大声点)，所以我们不要只相信已出版印制的数据。制作一本书要花费多少？因为你只读了一本书，你没必要花别人
的时间，这是不文明的。 谢谢，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母亲，他以为需要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提升灵量。 锡吕‧玛塔吉︰当然，
这是毋庸置疑。这种成熟度，你与你灵的力量一起取得。当你的灵闪耀，你的注意力变得开悟，你成长至新的境地。我们可以用
从蛋而来的鸟为例。事实上，梵文鸟儿叫作dvija，有自觉的人也是叫作dvija，意思是「重生」。鸟儿先从蛋破壳而出，接着它尝
试飞高一点，最后它接收到力量，获得信心，展翅高飞。但在最初，母鸟照顾小鸟，她在背后隐藏，呼叫小鸟，小鸟因此才有勇
气飞翔，它就是这样学懂飞。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来自意大利，来自英国，来自瑞士，来自澳洲，他们都来这里帮我忙。他们是有
自觉的灵，他们懂游泳，因此，下次我不用从外引进任何人。我希望在维也纳，因为你们都会成长成漂亮，有力量，有荣耀的人
。我肯定，我能看到这种境况。但要老实，要对自己诚实，对自己仁慈。因为你们都是求道者，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所以要
取得加冕荣耀，享受天堂的永恒祝福。 好吧，我想现在我们去体验吧，不用花太多时间，我们要感受它，不用花力气，手只要像
这样放，脱掉鞋，只为让大地之母帮助我们，把双脚放在地上，请把双脚放在地上，直的，双手伸展，像这样，闭上眼睛。 那个
问问题的男士，若他想离去，让他离去。若他想坐在这里，请把手这样放。因为固执会破坏他人的生命能量，他们只在这里骚扰
别人，若他们想有震动，让他们有震动吧。 好吧，把手这样放，请闭上眼睛。你要保持眼睛闭上，这只是催眠的另一种形式。现
在伸直双手，轻松的放在大腿上，保持眼睛闭上，坐舒适点，不用花任何力气，只要保持双眼闭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灵量
升至额轮之上，若你的眼睛张开，便会对它做成障碍。 现在有几点指示，我会指示你怎样提升灵量，但不要张开眼睛，把左手向
着我，右手放在心上，向着我的手要放在大腿上，就像以往那样，在大腿上，手心向上。
现在把手放在灵上，从心里问︰「母亲，我是否是一个灵？」问三次。
(瑜伽士从后面问锡吕‧玛塔吉︰「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 把右手放在你的颈项的左面，右手，从前面。 (再次一说。)
这是西方的问题，常常都是，我发觉人们不知何故感到内疚。
从心里说︰「母亲，我没有内疚。」只说八次︰「母亲，我没有内疚。」 现在把手移向下，放在腹部，然后问：「母亲，我是否
是自己的导师？」问十次。把右手放在腹部，然后问：「母亲，我是否是自己的导师？」左手向着我，按着腹部，问︰「母亲，
我是否是自己的导师？」左手保持在大腿上。你的大腿在哪里？问十次。〔大声地说〕「母亲，我是否是自己的导师？」 现在把
手再次放回心脏的位置，说：「母亲，我就是灵。」讲十二次〔十二次〕这是我们次神经丛的数目。「母亲，我就是灵。」现在
…. 〔我想是后面那里〕 现在把手放回颈上，说三次：「母亲，我并无罪疚感。」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将手横放于前额。现
在你们要说：「母亲，我宽恕所有人。」由心里说出，诚实的说二次。现在，把手放在头顶，用手指按着头顶中央，即头顶软骨
的位置，手顺时针方向转动。按着头皮顺时针方向转动，向后和向前的转动。现在把手向上提升，感觉头顶是否有凉风。
〔葛雷瓜鼓励在场人士把手向上提高些。〕 锡吕‧玛塔吉︰〔什么事？〕提高些，提高些。较为好些〔暖的。〕是热的。现在你们
把左手放在头顶…看看能否感觉到凉风。〔较为好些〕
再次提起右手，把左手放在肝脏上面。把右手放在头顶。左手放在肝脏。那是错的。好的。

〔指示瑜伽士去帮助众人〕若你们

能，就把手由左到右。把它们由左到右。若你们可以把它们由左到右。跟着提升它。由左到右。由左到右。全做对了。
现在是否感到有凉风。 〔瑜伽士〕额轮，呀，较为好些。 现在把双手向着我，感觉双手有没有凉风。去感觉它。 〔瑜伽士〕你
们走一圈。好吧？看看他能否感觉到它。〔后面的女瑜伽士〕低一点。大力按，大力按。去感觉他的头顶。问他有否感到舒服点

。请不要感到内疚。它会成就。〔进展得怎样？已经开始？〕 哈。对。不要想它，它开始运作。凉风正从很多人中走出来。只要
提高你的手，检视自己的情况。〔凉风正从很多人的头顶走出来，你检视自己的情况。〕不要想它。

〔瑜伽士〕对的。

〔锡吕‧玛塔吉透过麦克风将凉风传送出去。〕

现在较为好些。

你们会先在头顶感觉到它，再在手指感觉到它，因为你们会成长。有些人会在头顶和手指同样都感到它。
〔瑜伽士〕他们感觉到它吗？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吗？ 〔后面的女瑜伽士〕：〔听不到〕把手放在心脏位置。放高一点。〔听不
到〕〔在这边把手移到心脏中央。在中央，心脏中央，这一边，在心脏中央。把它放在灵量上。把手放在灵量上。放高一点，像
这样。把另一只手就像这样向外放。〔左腹轮〕

有些人要再说：「母亲，我并无罪疚感。」

现在你们要说：「母亲，请给我自觉。」你们必须请求，因为我不能盖过你们的自主。请问七次。
一旦你们感到有凉风，你们要系上…全部霎哈嘉瑜伽士要把它们系上。
那些感觉到头顶有凉风的人，请举手，全部人。你们可以检测自己的情况。 只把手上下移动。

他已经感觉到它。 如果你感到手

上有凉风，请举起手。举起手。感觉到它吗？糟透了。他会离开，你必须放弃那个人。要继续保持着它和将它巩固，你必须听从
我们。因为你追寻，所以你得到，但若你出问题，或你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它便会下跌。所以请你要听从我们。请你明天再来
，你会成长多些，明天你会再次发现有何分别。在晚上，你必须把颈项的东西全都脱掉。把手表脱下。让自己没有束缚。他们会
给你照片。

〔你有照片吗？今天？〕〔瑜伽士：明天。〕

好吧，明天他们会给你照片。明天我们要再次巩固自觉。请你不要想它，不要讨论它。它是超越思维。你要保持平和。
愿神祝福你们 我现在教你们怎样提升灵量。张开眼睛。你们把手放在灵量中央，用左手。现在开始卷动，用右手。右手掌管行动
。由这方向，向前，向下，向后，然后向上。现在把你们的手尽量升高，然后打一个结，把灵量固定。这是第一次，现在再做一
次。再次用同一方法慢慢移动你的手。你们的手会自己卷动。当洁净后，它会移动得较快，所以不需用力移动它。现在把手带到
头顶，然后慢慢打一个结。转动得颇多，打一个结，把手放下。

现在做另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亦是第三次。把手尽量提到最

高，然后给它一个大的〔转圈？〕现在打三个结。一，二和三，把手放下。如这样拨动你们的手。把所有东西拨走，然后感觉双
手的流动。感觉到有凉风吗？你们部分人肯定感觉到它。

你会感到十分平和、舒服，而你会睡得很好。晚上穿朴素、松身的衣

服〔松身朴素的衣服；朴素，指没有颜色的〕。明天当你们来，不要讨论它。我会在这里留两天，我肯定在我离开前，我会稳固
它。

我要向穿着黄色衣服的人作一个谦卑的请求，请你们把衣服全部脱掉。如果明天时间适当，我会告诉你个中秘密。听从我

六至七天，当你们与我一起。我是你们的母亲，我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些事实真理。所以请听从我，穿着简单的衣服，明天来时穿
着简单的衣服，不要紧身的衣服，那么灵量便会容易的升起…一些正常的，穿着一些正常的，对维也纳人来说正常的衣服，他们
应该穿上这类衣物，不要标奇立异。 愿神祝福你们。

1982-0930, 维也纳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奥地利维也纳第四次公开讲座
1982年9月30日
我向所有追求真理的人致敬。在之前的讲座，我告诉了你们位于下半身的能量中心。今天我想讲述其余三个在这儿、这儿和这儿
的能量中心。这些能量中心对人类都很重要。
当人类抬起头，这个被称为喉轮的能量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向度。它有十六块花瓣，彰显在我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
统。十六个神经丛照顾我们的眼睛、鼻子、喉咙和舌头，我们的眼睛、部分眼睛和整个面部的表情。当人是自我取向，他会像这
样仰起头。当他是超我取向，他就会像这样垂下头。这个能量中心对人类，对霎哈嘉瑜伽都是极之重要，因为双手在霎哈嘉瑜伽
扮演着重大的角色。
用手来表达是宇宙的语言，这种表达方法是最好的。就如盲人、聋哑的人，对他们来说，最好用双手。虽然我们移动手指和用手
势来表达自己，但我们的双手却仍未得到启发。当这个能量中心获得启发，我们的双手也受到启发。这个能量中心有两边，一是
在右，一是在左。当人感到内疚，左边的能量中心便会有阻塞，阻碍灵量的上升。因此我经常要求西方的求道者先在心里说：「
母亲，我并无内疚感。」我们这些思想制约，是来自所谓的宗教，所谓心理学家和一些我们年幼时照顾我们的人。
当父母对物质性的东西很着紧，时常向孩子大叫或纠正他们，说：「别弄脏毯子，别弄脏这个，别弄脏那个。」内疚感就是这样
在我们心里形成。当我们在学校，在大学成长，这种内疚感可以很牢固地在我们内里形成。
要以极大的爱心和谅解去教育孩子，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特别是那些奉行要用洗脑的方法去管教孩子的人。但这种洗脑的方法
却会令孩子有内疚这种滑稽可笑的毛病。同样，讨论内疚这个题目的心理学家，并不了解这种讨论的后果。当这些心理学家谈内
疚，他们不知道这些是病理性的个案。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个案。当你开始概括地谈论这些不正常的个案，它便变成一
般的疾病。他们与被邪灵附体的病人一起工作，却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措施。这就是他们染病的原因。一旦他们染上这种疾病，
藉着说︰人发展内疚感，这是源自内疚感，那是源自内疚感；他们便以更大的范围去扩散这种疾病。
神以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人类是不用无缘无故感到内疚。若俗世人类的法官不能判你有罪，那位充满慈悲的法官又怎会判你
有罪？你由亚米巴原虫进化到这个阶段，神创造你为整个创造的缩影，你竟然在这个阶段感到内疚。当祂想你在这伟大的时刻，
装饰你的灵的宝座，你却变得内疚 – 这是非常令人失望，整件事都极之令人失望。你内在的进化，不是要令你内疚。
就如王子将要被加冕成为国王，王子却突然停下来说：「噢，我有罪，我不能成为国王。」自怜比自杀更差劲。右脉的问题与左
脉的刚刚相反，这类人说话充满侵略性，他的个性品格是既用说话来打动人又用说话来奚落人。因此这类人形成很刻薄和枯燥乏
味的个性。
有一个牙医来见我。他是牙医，他告诉我：「母亲，我失去笑的能力。我现在不能笑。我的肌肉根本没有心情笑。我变得毫无情
感，我不能笑亦不能哭。」他因此去见一些圣人，所谓的圣人，圣人说：「噢，你现在已经超越一切。」我们对灵性上很伟大的
人就是有这种误解。这些伟大的人理应是慈悲的海洋，爱的海洋和宽恕的海洋。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能带给人喜乐，而
非悲伤。
通常我看到的圣人画像或雕像，他们看来都是十分悲伤不快。一些艺术家、建筑师为教宗和主教这些人物雕刻建造雕像，雕造出
来的样子都是很悲伤，因此没有人想接替这些人物的位置。有时候，这些具侵略性的人，因为他们的侵略性，亦变得左脉。即使
是他们与别人说话所采取的态度，他们也感到内疚。这样你两边的能量中心都会出问题。若能量中心不平衡，你会患上脊椎炎。
内疚感或富侵略性都能产生这种情况。特别是若你感到内疚，便会患上心绞痛这种心脏毛病，你的左手亦会变得僵硬。
我已简短地向你们介绍了喉轮。今天我要讲解三个轮穴，亦想告诉你有关灵。
喉轮之上是额轮。额轮是位于脑垂体和松果体的区域，也正正处于视觉神经丛。我额头这个记号显示额轮的其中一扇窗，另一扇

是在头的后部。这个能量中心是极之重要，因为它控制你的自我和超我。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住在这能量中心。很多牧
师听到我这么说都很震惊。基督的十字架是象征自我和超我在这儿交错的十字架，它们极之接近。这就是耶稣基督被安置，被赐
予的位置。这是要透过祂被钉十字架来成就，藉此祂精微的身体进入我们的意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现在它已经建立巩
固。」祂说的成就是建立巩固耶稣基督在这个非常精微，非常难进入的能量中心。
祂是，祂的身体，祂的身体是由你们感受到的生命能量所构成。这些生命能量在梵文被称为Om或Chaitanya。因为祂是生命能量
所构成，所以祂能在水上行走。某天有人告诉我说基督在某处诞生，现在祂要上电视。我说：「最好叫祂在水上行走，你便能找
到祂。」这个建立巩固是很重要的。在钉上十字架的一刻，当祂在那状态，祂只说了一句话，这表示某件事情要通过祂被钉上十
字架来成就完成。「它」。「祂没有说一切都成就了 – 祂只说：「它已经成就了。」
祂谈及圣灵的未来，祂会寛恕因为无知而对祂所做的一切。可是，祂不会寛恕违抗反对圣灵的人。祂说：「我会派一位顾问，向
你们解释一切；我会派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你们；还会派一位安慰者，给你们安慰。」第三件祂说的是：「你们要重生。」在整
本圣经中，只有祂这样说。摩西和这些人，是祂说：「你们会重生。」像我那天告诉过你，因为摩西和亚佰拉罕忙于建立身体这
个绿色部分的平衡。
只有基督说，唤醒你内在的基督，唤醒你的力量就是重生。我们开始为人们施洗，你委派某人为牧师，找点水来放在某人头上说
：「你已经受洗了。」这样做是那么人为做作，因为什么也没发生。你只放点水，任何人都能做到。真正的洗礼是你要提升灵量
，要突破。基督没有说：「你拿点水放在人们的头上」，祂有这样说过吗？第二次出生要发生。第二次的出生，出生即是进化的
过程，或你可说是活生生的生命过程要发生。梵文鸟儿被叫作Dvijaha，觉醒的灵也被叫作Dvijaha，即重生。像鸟儿首先是蛋，它
在蛋壳里生长，成熟，最后破壳而出。鸟儿出生时个性已经转化，变成另一种东西，绝对与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在复活节我们送蛋给人来提醒他们，你们现在是蛋，你们要变成鸟儿。我不认为人们了解这一点，因为复活是基督的讯息。钉十
字架是完成实现，而复活则是祂的讯息。
我就是不能了解，为何人们令基督看来那么悲惨哀伤。他们显示基督皮包骨的挂在十字架上，一副骨头怎能背负那么大的十字架
？米高安哲羅是绘画基督如其人的覺醒的靈，基督是个巨人，健康、充滿活力和喜樂，並非悲哀可憐的漫画角色。
我想只有虐待狂才喜愛見到別人悲傷。或许这就是原因，因为我在下面见到一副被视作是基督，可怜兮兮的骨头放在桌上。灵性
生活绝不悲惨，基督来到世上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因为当祂在我们内里被唤醒，祂吸掉自我和超我。即是祂带走我们一切思想
制约、我们的行动和业(karmas)。用基督徒的说法，祂吸掉我们的罪。祂为我们而死。祂经历一切苦难，没有留下任何苦难让我
们来经历。
现在没有人需要悲伤。例如，犹太人说：「噢！我们... 他们否定基督，因此他们说：「噢！我们要有苦难，我们要受苦。」所以
他们好好地受苦。因此希特勒出现，让他们能受苦。他们以为这是宗教虔敬的生活，对吗？今天，这一群曾受苦的人走向另一端
。他们做尽一切跟他们的宗教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诫律中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杀人。」
你如何解释这基督徒部队，以基督的名义杀掉那么多无助的人？小孩子、天真的小孩子、妇女，他们并无犯任何罪。以神之名，
以基督之名，以穆罕默德之名，这些人只是施展他们的虐待狂。那些爱心和神的怜悯的字眼在哪里？穆罕默德谈及Rahamat，常
常谈及Rahamat，他称神为Rahim 。Rahamat即是慈悲，Rahim是慈悲的化身。人们难以理解这些国家，他们对神，对降世神祇
做了些什么，没有人能解释。佛陀的追随者，像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做着什么？
摩诃维瓦(Mahavira)的追随者，变成极端的素食者。他们甚至连街上的蚊子和小虫也想拯救。他们愚蠢到让一些虫子吸食觉醒的
灵的血，只为让虫子能得到自觉。我们要知道，这种荒谬的素食主义 ，我们是否要给鸡自觉？我们对动物，对桌椅比对自己的孩
子更仁慈。人类走错了方向，正确的方向是在中央，等待最后的升进。当灵量上升，它带你通过这道基督之门，通过祂是唯一的
途径。
因此我说人人都要通过祂进入神的国度，那是你内在的边缘系统。自我和超我代表你的过去和未来。一个思绪出现，离去，另一
个思绪出现，再离去。一是过去，一是将来。我们的思维游走于思绪之间。我们要在这两个思绪中央，即现在。
单单只在演讲时说：「你们要在中央」，是不能达到的。藉着演讲、派襟章、成立组织或张贴某些明信片在头上，是不能达到的

。所有诚实的求道者要知道，这全是外在的，与内里毫不相干。
若你是真正的求道者，你便知道这些都是纵容自我，也是十分误导的。我们要以正确的观点，以人类恰当的智慧去了解。当你穿
越你的额轮，便会变得无思无虑。因为你把你的注意力建立巩固在现在。
我要重申一点，这并非人为虚构的，而是实现实践要发生，它要在你们内里发生。你的意识知觉要被启发开悟。不是只说：「我
是个觉醒的存在体」，给自己发假证书。
当灵量通过顶轮这个最后的轮穴，千块花瓣，开启进入神的精微力量，进入祂的爱和慈悲之中。此时，你变得无思无虑，处于完
全喜悦，完全放松的状态。透过凉风，你首次感受到全能的力量。这是可兰经中被描述为“Ruh”，在印度经典叫作”Chaitanya Lah
ari”的圣灵的凉风，即知觉的波浪。亦可说是开悟了的知觉的波浪。很多很多用梵文写的书籍有相关的记载，但它们并没有翻译出
来。有些人到印度学习梵文，他们却只对文化的漏洞感兴趣。就像盗贼只对银行的漏洞感兴趣，他们去那里学习了解，以印证他
们取得的银行弱点漏洞。
在印度六世纪后期，一场称为性力派(tantrism)反神的大型起义发生。侮辱神祇，不神圣的行为被视为性力派的象征。他们的行为
令神祇感到嫌恶，因而消失。他们在周围制造了一个地带，把一切邪恶负面的力量集合以供他们使用。梵文称这为bhoota
vidya(魔鬼的知识)、preta vidya(邪恶的知识)等等，简单地说即是坟墓的知识。请不要骚扰他人。那些想诱骗催眠别人，想赚钱的
人学习运用这些知识，这些科学。
到那里的人只学习色情和肮脏的东西，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对那里的哲学是毫无意义。我与女儿到过尼泊尔两次；我们没见过
有什么不对劲。但有个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尼泊尔是充满这些…色情的雕像。我问：「它们在哪里？我看不到。」他说：「看
看那儿，在庙宇的屋顶。」这些日本人都把对焦镜头向着屋顶观看。他们带来专用的梯子，用来爬高专用的梯子，去拍摄特别的
脑袋特别的照片。尼泊尔人告诉我，这些蠢人在做着不神圣，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他们不知何谓神圣。我说：「并非如此。他
们本来有的，但现在却失去了。他们可以从中赚钱。」他们感到惊讶，说：「谁会购买这些不吉祥的东西回家？它们会把邪灵带
回家。」这些性力术士说服了可怜的艺术家，告诉他们把这些雕像放在庙宇的屋顶，好使是处女的雷神…不会走近这儿，因为它
是那么肮脏，明白吗。
我们要明白，神是纯洁，祂既圣洁又神圣。祂是神圣。有了这个概念，我要告诉你们神圣，你们内在的圣洁，内在的美，内在的
喜悦，看顾着你的光，就是你的灵，它是全能的神在你内心的反映。圣灵是全能的神的力量。
神是静观圣灵这出戏剧的旁观者，基督的母亲正是圣灵的化身。圣经却没有提及这些，因为若罗马人和犹太人知道她就是圣灵，
他们会把她碎尸万段，攻击她。没有提及是因为基督要上演钉十字架这出戏剧。在你获得自觉后，可以通过感知能力发现我说的
都是绝对的真理。因为你的灵是绝对的，所以能给你绝对的答案。它不会给你相对的答案。它把你带离相对的世界。通过你的新
感知力，即是生命能量的感知，你知道绝对。我们可说是圣化的感知，神圣的感知。当灵量冲上这一点，她开悟了灵，因为灵的
宝座就在这里。
我们的脑袋里，所有七个能量中心是这样排列的。所有能量中心的宝座都在脑袋里。所以当灵量在这个能量中心走出来，所有能
量中心都得到整合，因为灵把你们整合。
就像若这房间没有灯，你便要四处摸黑，当有了灯，你便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此相对性消失了。当你成为灵，你的注意力被启
发为集体意识：它成为，因为你内里的灵是集体的存在体。每个人的灵都互相联系。它发放的讯息是集体讯息。
现在，当你把手向着自己，为自己的能量场做保护，你便能找出自己的毛病。若是肉身和心理的不平衡，便会显现在右手手指的
不同能量中心。若是情绪出问题，便显现在左手。你能解读接收到的生命能量的感应，亦能验证一切。坐在这儿，你能感应任何
人的生命能量。某天我说莫扎特是天生有自觉的人。他们说：「我们怎能知道？」我说：「只是张开双手，想着莫扎特」，立即
有很强的能量在流动。当这些觉醒的灵弹奏音乐或绘画图画，对觉醒了的人来说，这是喜乐最大的来源 – 因为你不用思考。喜乐
的创造者的精华与你融合合一。你感到极乐在你内里流动。只因为喜乐所以你享受，因为灵是你内里的喜乐。灵是喜乐，意思是
它既不是快乐也不是不快乐，它单纯是喜乐。
当自我被纵容，你便快乐，当超我受伤，你便不快乐。你摆脱这种二元性而成为喜乐，喜乐是单一的，因为你成为戏剧的静观者

，不再牵涉其中。就如你在水中，因为你看到四周的波浪，所以害怕会被水淹死。但若你上了船，稳定了；你安坐在船上，便会
享受相同的波浪。你们就是要到达这种掌握能力。
我给你另一个粗浅的比喻，但你不要想得太多。汽车有制动器和油门，我们同样有制动器和油门。驾驶者尽量平衡两者，便会成
为专业的司机。他自动地驾驶。现在师傅坐在后面

–

即是灵。这专业的司机成为师傅，看着内里的司机在驾驶。当你以旁观者的身份看自己，你便不会牵涉在这笑话中。
你一定见过有些小孩像这样以第三者身份来说话。例如他们会说：「约翰不会去那里。」今天有很多觉醒的灵在欧洲、英国和美
国出生，所以我们要获得自觉去照顾他们。有伟大的圣人在这地球出生，他们说的是能量感知这种另类语言。若他们遇上问题，
会以吸吮相关的手指来表示。很多圣者想出生，但他们会避开那些不了解、不尊重，不爱护孩子的国家。所有已婚的霎哈嘉瑜伽
士都会生下伟大的圣者，了不起的人。我请你们所有人知道，复活的时候到了，审判你们的时候到了。
很多人时常问我同一个问题：「进食前先清洁自己好吗 – 我们还未准备好。」你不用审判自己。这些事情你在前世已经做过，现
在不用再做了。另外，我们要知道，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更着紧拯救祂的创造。祂的每一个向度特点都忙于帮助你们。若祂要拯救
祂的创造物，祂就要拯救人类。开花结果的时候到了，很多花朵会成为果实。
霎哈嘉瑜伽远古已经存在。那些获得自觉的人都是自然地得到的，没有其他途径 – 就如每一颗种子都是靠这活生生的力量发芽。
生命之树开始时只有一两朵花朵，但今天却有很多很多花朵。所以这是大规模的事件。你们很多人曾与我一起到印度，见过数千
人获得自觉。因为乡村的人没有那么复杂。这也会在这个地球上很多人身上发生。
一名女访问员问我：「没有见过你的人怎样得到自觉？」很简单，我在香港时，电视台的女老板叫我站起来给人们生命能量。在
这个可怕繁忙的城市，很多人通过电视得到自觉。科学有很多发明，如照相机，它能拍下有能量的照片。在今天，有很多方法让
我们能以比基督或任何人更快的途径传扬散播它。尽管如此，要传扬它仍是很困难，因为它变得…人们喜欢方便型的瑜伽。若你
叫他们倒立，他们很乐意。但若你只告诉他们：「你要把手放好」，他们就是不明白。
世上一切重要的事情却都是很简单，以很简单的方法。除了你的进化，你的呼吸、你看东西之外，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它很
重要，所以它要简单。那些要霎哈嘉瑜伽能与他们的思维有很多共通之处的人很难接受霎哈嘉瑜伽。我不是说你要关闭脑袋，又
或相反，完全开放。要逻辑地得出结论，并非盲目的、不是盲目的相信。一旦你得出逻辑的结论，你便不能依赖这有限的脑袋，
因为你已经进入无限。
为此我们要放弃这种有限。一旦你得到开悟，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你能验证一切。它是很简单，就像我们不能与失明人谈各种
颜色。我们只需说：「好吧，张开眼睛，你就能看见。」获得自觉就是那么简单，不危险，也不会出问题。
愿神祝福你们！今天是最后一天，非常感谢你们给我机会与你们一起；那么伟大的求道者。我明年必定会再来。即使你今天未获
得自觉，你们全都会得到它。我们会在这里开设一个中心，已有跟进的聚会。因为是免费的，你们在维也纳和奥地利要自己组织
统筹。你们自己要小心。你们可以写下你们的问题寄到伦敦给我。愿神祝福你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若有需要，你们可以花五分
钟时间发问。但最好还是取得自觉。
你们可以来楼梯前。我想一些人可以过来，因为还有人进来。请来这边，不要站在门前，来这边。我说过这是你自己的，是你们
的资产。
就像燃点了的灯能点亮另一盏灯。没有任何责任。像我的手指痛，我擦擦它。我的手指没有责任。正如你们不是其他，没有其他
人能代替我。若我按摩手指，使它舒适一点，是没有任何责任，就做吧。现在，无论我告诉你们什么，请聆听我，与我合作，就
是如此。首先你要知道，你要有愉快的性格。没什么值得认真严肃或无聊轻挑的去对待。只要兴高采烈，因为你们现在要获得最
后的升进。
现在，双手很放松地向着我，放在大腿上。但首先要脱下鞋子。因为它们很紧，令你不能与大地之母有任何接触联系。若你的颈
或腰有东西束得紧，若有很紧的东西，就要把它放松。即是说你要感到舒适。又或若有很重的颈链之类的，一些压在轮穴上的东
西 – 因为它是精微的东西。你甚至可以摘下眼镜 – 会没问题。现在每个人都要做。不想做的人要离开。大家都闭上眼睛。若有人
保持眼睛张开，会影响生命能量，因此为各人的利益着想，我要求你离开。你要对自己好些。现在请闭上眼睛。不要放注意力在

任何地方，只管放松。完全不用把注意力放在任何地方。只管把注意力完全放松。让它想，让它做它喜爱的。
不要有任何压力 – 现在此刻。你应该知道你的左手是代表愿望的力量；右手是行动的力量。我们要用右手来行动，左手向着我，
轻微伸展手指。手十分放松。现在右手，像我说过，我们首先要由脑袋拿走这所谓内疚的东西。所以手要放在颈前方的左边。
但不要张开眼睛，左手保持张开向着我 – 在大腿上。放好后说：「母亲，我并无内疚感。」请重复说：「母亲，我并无内疚感。
」这是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西方国家其中一个大问题。
把右手放在心上，全心全意说：「母亲，我是否一个灵？」问三次。在心上

–

高一点。心是高一点的，对了。问三次。因为你正是灵，只问问题。
请把右手放在腹部的左边。问：「母亲，我是否自己的导师？」请说十次。问：「我是否自己的导师？」若你有跟随灵性导师之
类，有思想制约，他们会马上消失。因为你是自己的导师。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导师。当你成为导师，你完全不需要任何导师。所
有要充满信心地问。她叫什么名字？看，这就是负面能量，为什么需要这样？在这里，妻子不会被杀。他们就是这样作出攻击，
明白吗？走吧。叫你的丈夫要检点。你不能打扰，明白吗。让她走吧。就是这样，他们甚至不文明。他们不是文明人，怎能获得
自觉？十分不文明。好了，没关系。宽恕、宽恕、宽恕。再把右手放在腹部的左边。说十次：「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请再
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灵。我的纯粹愿望就是成为灵，成为自己的存在体，成为真我，成为绝对。让它彰显吧。」
把右手再放在心上说：「母亲，我是一个灵。」充满信心地说你是，相信我。脚垂直放在大地之母上，垂直接触着大地。你看，
不要把脚向前伸。坐在地上的人没问题，他们不用担心。现在把手放在心上说：「母亲，我是一个灵。」说十二次。不要感到内
疚。这是你们唯一的障碍。你们说时全都感到内疚。要有信心，我是说你们是一个灵。
为什么要审判自己？让上天审判你。只管说 – 没有内疚感。好了，没有内疚的说：「若我犯了任何错，请原谅我。」你可以对神
这样说。「神啊，若我犯了任何错，请原谅我。」没有内疚感，我这样说是为了带走你的罪疚感。好了点。好了点。仍有一点。
现在请再把右手放在左边肩膀接近颈的地方。再说，请再说十六次：「母亲，我并无内疚感。」请这样说。不要自怜，而是充满
信心。
好了。现在把右手横放在前额按着它。用手按着 - 横向。说：「母亲，我宽恕所有人。」好多了。
把手放在头顶，在脑囟，即你小时软骨的位置。感觉头的中部的厚度，向后，向前，按着它。你可以用手的底部按着它，你可以
用手的底部按着它。尝试按着它，你可以自己做。用手的底部，用手的底部，很好。现在把手放在头顶，看看有没有凉风出来。
你要说：「母亲，我想得到自觉」，因为我不能干涉你们的自由，你们要自己要求。你可以换另一只手。
把手放在大腿上向着我，左手在头上。上下移动看看有没有凉风。你可以换另一只手去试试。若这里有记者，我请他们先获得自
觉，否则他们不应发表任何文章，因为没有自觉，你是不能明白理解霎哈嘉瑜伽。
这并非表面的东西。你们要得到自觉。否则你会扰乱或阻碍…或你可以说，误导其他求道者。现在好一点。很多人都获得了。(锡
吕玛塔吉吹扩音器)
现在双手向着我，看看有没有凉风，从你的手出来，别张开眼睛，颈保持直。若你感到凉风，很好，感觉不到也不要紧，眼睛请
…我会告诉你们怎样提升灵量。要没有思维地看着我，手向着我。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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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那纳克(GuruNanak)生日讲话

每位霎哈嘉瑜伽士都必须成为导师

今天是着名的，伟大的满月日，也被称为Sharada

Indu。

Sharada

伦敦涅玛娜圣殿

1982年11月1日

Indu——是女神的一个名号，Sharada

Indu，意思是秋天的月亮。 那是最圆的月亮，当然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印度，月亮在这天发出最强的光，看到吗？那纳克在这
样的日子里诞生是件多么伟大的事。你们都知道，在印度人们根据阴历（称为tithi)，而不是我们的阳历，来庆祝生日。 [Rustom:]
Jaram, Shri Mataji. 我要和他们一起去。 [Shri Mataji:] 当然。[Shri Mataji 和瑜伽士用印地语简短的交谈。] 这个伟人诞生在旁遮普
（Punjab)，那里的人不懂得神的行为方式。在他整个生命中，他常常被正法所困扰，因为你们知道他是原始宗师，原始宗师的职
责是照顾我们的幻海、支持我们、给我们一个理想导师的典范。而他总是降生在最险峻之地，比如丘陵、山谷和深山之中；或许
他们选择了更艰困的地点——可怕的人群中，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群。 因此当时在印度，不知为何旁遮普被视为一处不信奉上帝
、不信奉传统印度教神灵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被看作散发着生命能量的石像。但是他们崇尚金钱，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他们仍然
崇尚权力。当时有位国王，想通过给人们金钱使他们转变为回教徒，许多人因此变为回教徒。后来，印度教徒开始仇恨回教徒，
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仇恨。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穆罕默德信徒与印度教信徒持续争执不休的地方，穆罕默德
再次亲自降世，虽然他曾决定不再降世，但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彻底解决这问题。 虽然降世神祇是永生的，即使他们离开肉体
，他们仍然在那里。而且也就是他们，当其他降世神祇诞生世间时，他们为人们展现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们帮助、支持和指
引求道者来到降世神祇面前。所以，要在这样的日子庆祝他的生日也只是个神话，因为他从未死去，他是永生的生命，无所谓成
长，也无所谓死亡。 但是他的生日很重要，因为他来到世上的意义不是为了弘扬幻海的特定面向——像穆罕默德所做的，或是像
摩西所做的，大卫，摩西以及之前亚伯拉罕、老子、或是苏格拉底所做的，这些都被奉行为宗教。而他是来创造友善，我们可以
说，来创造宗教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这对霎哈嘉瑜伽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后来，正如你们所知，他又一次降世——天知
道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他降生的地方——但他显现为舍地的赛巴巴。他也说着同样的事：毁谤任何宗教都是罪行。 但这样的努力
大多落空，因为当时的回教徒与印度教徒，现代都变得极其狂热。他们没有拉进彼此间的距离相亲相爱，却成为了狂热份子。即
使我们看到回教传播迅速，锡克教也发展迅速。在美国有位恐怖的假导师开始传播锡克教，他正在把所有白人转变为锡克教徒，
他们开始蓄发、结成长长的辫子，穿着钢手镯（kara）以及过去曾要求的五件事（注：锡克教第十代上师戈宝德•辛格时代开始要
求锡克教徒蓄长发、带发梳、戴钢手镯、穿短裤、佩短剑。）。在导师戈宝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的时代，当战争开始时
他们要穿戴这些东西；在当时这很重要，因为战争爆发了，为保护印度教或是印度教徒免于回教狂热份子的侵略，他们必须佩戴
这些军事物品。事实上若你们相信神，没有人会被杀害。但我想导师戈宝德•辛格认为他必须佩戴着这个。 在所有先知的宗教之中
，如果你去看，弘扬一切宗教的所有先知总是受到猛烈的攻击，以致于他们要带着武器。甚至在回教中，他们也要用武器来保护
自己。现在当这些人拿起武器，他们都受过训练。没有训练，是不可能的。锡克教徒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但现今的锡克教徒
不再是真正的锡克教徒，他们只局限于外表，而內在却不是真正的锡克教徒。我不会去描述他们必须经历的一切严格训练。但是
所有的门徒如果要成为导师，都必须经历对自己非常严格的训练，这点无庸置疑。 这不是说仅是由某个人，比如我，来告诉你们
要做这做那，然后隔天你们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件非常严肃的事，你们必须要了解。虽借着霎哈嘉瑜伽，你们得到自觉，但我仍
要说你们还未真正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因为每位霎哈嘉瑜伽士都必须成为导师，不然他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首先你们是瑜伽士
，因为你们得到了自觉。但是瑜伽士是无用的，你们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因此你们被传授了有关轮穴的所有知识，每件事、有
关灵量所有问题的知识以及各种治疗方法，相关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 因此，你们现在成为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类型的人，你
们得到重生，是灵带给你们新的生命，而非血肉之躯——记住这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约翰也曾说：你们是由灵，而非血
肉之躯得到重生。那些由血肉之躯得到重生的人，只存活于血肉之躯中。但如果你们由灵得到重生，你们便真正获得重生。只有
知道有关灵和灵量的所有知识，你才能称得上是霎哈嘉瑜伽士。但除非成为导师，否则你还不是一个完美的霎哈嘉瑜伽士。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灵被形容为Kala——月相，月亮的某个面相，但是导师却被形容为满月, Purnima,Gurupurnima。导师
是满月，不只是单一的面相。因此从一个面向开始，你们必须达至圆满的导师。月亮共有16个月相，所以你们需要经过16个阶段
达至导师的境界。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非常客观的来面对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成为导师？因为无庸置疑，我们必须成为导
师。你们现在不能只说，母亲，您给我们一卷录音带，我们会用心学习，我们会对另一个人说您对我们所说的同样的事。或是拿
您的录音带，给他们看，“这是我们的母亲、她是这样的、她是那样的……”。但是这些人会说，“好吧，她也许是这样，但你又如
何呢，先生？” 现在霎哈嘉瑜伽有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我想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我希望他们能夠仔细地听我说，真正理解这个责任
。迄今为止，如果你们去看，就会发现，导师仍是导师，而没有门徒成为导师的。他们仍被视为某个导师的门徒——不管是假导
师的或是什么。他们自己从未成为导师。因此对他们而言无需成长，他们必须做的事是持着导师的名号，那便足矣。耶稣基督有
自己的门徒，穆罕默德有自己的门徒，那纳克有自己的门徒，舍地赛巴巴也有自己的门徒。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成为导师。但
是现在这是你们的天命，抱歉，你们必须成为导师。这实际上是个特权，成为导师是个非常伟大的特权。要成为导师，我们必须
学习该怎么做。我想，这个主题有时间的话也可开展一次讲座。因为我在导师满月日（Guru

Purnima）上曾告诉过你们，我们要必须达成的10种成就。 今天你们将了解我们如何成为导师的16个阶段。 首先，我们对自己要
有完全的训练。不需由别人告诉你。像那位尼克先生受到所有人攻击，不用，你攻击你自己。你现在就是尼克先生。你必须让这
个身体顺服于你，这是首先要掌握的。要做到让你的身体能睡在任何地方，能忍饥挨饿，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它不敢抱怨。它
应当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睡着，也应当能夠在任何时候保持清醒。这个身体要能被驾驭。即使你们读《八支瑜伽（Ashtanga
Yoga)》，里面也是说首先要驾驭这个身体。因此得到自觉之后，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驾驭这身体，这对西方人而言则是最困
难的一件事，因为物质凌驾于他们的灵之上。所以首先灵要到来——初相——至少必须有灵的存在。 如果你们必须成为灵，那么
月亮应被光所笼罩。在第一相中我们要驾驭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驾驭我们的身体？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让我们失去身
体主控权的是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所有企图控制我们的恶棍。
所以，将你从你自己分离出来……[锡吕•玛塔吉叫一些人挪出些位置来。]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身体。在霎哈嘉瑜伽
中，我们学会最首要的事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原则——尊重我们的身体。意思是，恣意放纵对身体而言是种罪
行，因为恣意放纵对你们的身体毫无益处。你们所有人先要尊重你们的身体，然后才能主宰它。如果我不尊重你们，我不能掌握
你们。 因此要驾驭这身体，首先要尊重你们的身体。要尊重你们的身体，你们必须把它照顾得很好。但不是放纵。这不表示你们
一连数小时站在泥泞中或风雨中，或是暴露你们的身体，让你们的身体完全成为感冒、咳嗽以及各种疾病的栖息地，然后你们可
怜的母亲为清洁你们的喉轮而受苦！这就像是一匹垂头丧气的马儿。所以你们必须要照顾好你们的身体，不要让它生病。 懒惰有
违这身体。懒惰的人必须知道懒惰有违你们的身体。因为懒人不会费心让自己穿着得体，不会将身体穿戴妥当，不会妥善照顾自
己的身体，在身体不同关节上加润滑油，按摩他们自己。照顾这个身体，这很重要。要照顾好这个身体，你们便要花费一些时间
，因为这个身体是众神的庙宇。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神的庙宇，但若这庙宇脏乱、患病、污秽不堪、毫不起眼，它便像根竹竿，或
像个气球，没有人会想靠近它。所以尝试去改善你们的个性，它必须是一座美丽的庙宇。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给你们这么多秘诀
，我想在我这么多次的降世中都没有给予这么多秘诀，即使在身为导师时也没有。因为通常那时来到导师面前的人们，都是真正
伟大的求道者，他们可以仅是为了取悦他们的导师就把自己一连倒吊几个月的时间。所以那是一群具有特别素质的人——但数量
只有一个或两个。而当人数增加，素质便会降低，我接受。但为何你们不将“我们要让自己拥有一流的素质”视为己任？

所以首先

训练好你们的身体。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早上要做一些运动。我听说有些人睡过了早餐时间，我很惊讶。我的意思是，这实在太
过。你们看，是神的祝福，赐与你们这身体，是为要让你们更警觉，让你们把光给予他人。否则的话，如果蜡烛甚至连半点闪烁
的火光都没有，又有何用处？ 所以你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彻彻底底地清洁你们自己，让你们的身体良好、警觉。 我告诉你们，事
实上在你们的年纪，一个人睡觉不应超过6、7个小时，不需要。深入睡眠6、7个小时足矣。我也是，在晚上我大约在……从未在
11点前入睡，有时在十二点就寝。昨天我们2点才睡，第二天照常5点半起床。所以一共睡了多久？3小时的睡眠，3个半小时。因
为刚才我大约睡了……最多半个小时或1小时，就这么多。而你不会像我一样工作，在意识上，即使睡觉我也在工作。所以，你们
让身体这样长久的休息，身体骑在你们头上，你们将难以变得警觉。 因此首先身体必须照顾妥当，不要放纵它。我的意思是，达
到何种放纵的程度，例如人们不保持房间的清洁，衣服的清洁，他们不做任何事，一些最基本的事都不做，甚至不会有人谈及这
些，这确实发生了。你们明白人可以达到任何底线，放纵到任何底线，就是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在这个满月的日子，要知道
在满月时你们会过度活跃。当月亮逐渐盈满，活动性也隨之增长。在晚上也是如此。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我之外你们之中没有任何
人在夜间活跃。但若这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很惊讶，你们甚至会在睡眠中活跃。因此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照顾好你们的身
体。身体必须体面，而不应当跟隨现今所谓流行时尚，这非常重要。人不应该跟隨当今的时尚，接受那些荒谬的事，有损于你们
端庄仪表的事，这些让你们看来滑稽可笑或非常时髦，像个花花公子。我们穿着必须中正、端庄、得体。 现在人们告诉我，在英
国甚至起床都非常困难。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不要叫醒英国人。”我从未尝试这么做，我也绝不会这么做。我只是，在
此时，这样跟你们说，绝不是在早上说。因为我曾被警告：“永远不要叫醒英国人，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罪行。”所以，为何英国人如
此沉溺于睡眠？今天整个英国都在睡觉。他们想要加薪，更多薪水让他们可以睡更久。吃了喝，喝了吃；中间是睡觉。这就是预
设的程式……生活——预设好的生活內容。真是非常困难。从一开始霎哈嘉瑜伽士到来，我便看到要叫醒他们很困难。而这些人
同时也是因守时而闻名。他们因为守时而贏得滑铁卢之战。他们是如此守时，以致于人们常常要调准钟表——甚至在美国也是如
此。他们是同种类型的人。 现在，守时的另一面是他们睡得像木头。他们从前也习惯这样睡，一定是，因为有句谚语：“不要叫醒
英国人。”但我常常会想到这件事的其他方面，为何谚语这样说，但这说的就是懒惰。所以，试着明白为何我们要睡这么多。如果
左脉沉重，人们会睡，如果后额轮沉重，人们会睡。如果前额轮过度工作，那么人们不会睡。所以当我说，“不要睡觉。”意思是说
，你要将你的右额轮处于工作状态，你开始思考，这再次与霎哈嘉瑜伽相违。所以，它可能是左额轮，右额轮，右额轮，左额轮
，右额轮，左额轮。它会从一边到另一边。 所以要处于中正的状态，你必须与基督合一。祂一天的每分每秒都是警觉的；毁灭、
打击、击打、疗愈、照顾、指导——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去问被称作Avadhuta的任何一位觉醒的灵，他们是导师，他们会告诉
你他们几乎很少睡到三小时或四小时。因为他们睡觉时无法工作，所以他们睡四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们就工作；或者冥想以及借
助投射的方式做事，或用双手做事。他们是忙碌的人，他们非常繁忙。你们必须是非常忙碌的人因为现在你们受雇于上帝。你们
必须通过辛勤的工作完全公允地对待这个雇佣。相反你们已经看到要偷懒是很容易的。 所以现在，因为你们许多人都已感到困意
，把你们的……第一件事是为所有那些懒人们设的，将你们的右边提起从左边落下，七次。让我们来做……用右手……好些吗？
现在是后额轮。让我们来做。懒惰是罪魁祸首。锡吕. 克里希纳反对懒惰。我的意思是说，任何地方，只要一有机会祂就会说反对

懒惰。现在看着我。对着相片，你们一样可以这样做……好些吗？今天晚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真是大问题。但不要在这正式场
合睡觉，好吗？私下里你们可以。好些吗？将你们的眼睛，三次……再来一遍。 所以，首先应掌控你的身体。比如说，你在身体
的一侧睡着感觉身体酸痛，那么你会怎么做？你会换向另一边睡，同样地，这身体对不同的冲击免疫，你们看就像你把手表放入
水中。用水冲这手表，由此证明它是防水的，所以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是能抵御一切的人，因此……他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
应当能抵御一切，明白吗？任何霎哈嘉瑜伽士若有抱怨，你们都可说：“你为何抱怨？你不是要能承受一切吗？”所以霎哈嘉瑜伽士
任何的抱怨都不被接受或同情。如果你们开始接受那些终日抱怨的人，你们将总是忙碌于照顾他们，而对霎哈嘉瑜伽却毫无用处
。那些习惯整日埋怨的人都应该去医院留在那。抱怨的人真的都是那些在某种程度被附身的人，我想，他们终日抱怨，试图折磨
你，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麻烦。这样的人无法成为导师。 试想，如果导师抱怨，那他还可以教些什么？只有抱怨。老师会成为抱怨
的专家，学生也会变成抱怨的专家。所以，你们看你们创造出一群抱怨的门徒。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我发现他们在抱怨上全都更
胜于你们。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像……澳洲人很少抱怨，但如果他们抱怨，他们也会因此受到狠狠打击。你很难找到一位抱怨的
澳洲人。我收到一些信件——除了其中的一、二位现在已经自行离开——他们很少抱怨自己，抱怨他们身体是否舒适、这事、那
事。 因此能生存在任何环境下的人，就是完成那十六分之一的人，只是那十六分之一。“Jaisé rákhahu taisé hi rahu.”，“母亲，我
们乐意您的安排。”母亲当然会把你们安置妥当。母亲巳经给予你们全世界的珍宝。她不会像那些导师一样折磨你们。仅一次就夠
了，我儿子已经历所有折磨，你们不用再经历任何折磨或麻烦。但你们应该看到你们的身体如何反应，然后告诉你的身体：“是的
，身体先生，能否请你从现在开始好自为之，别再想着被娇惯。” 所有这些放纵都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对我们起作用。因此你们若能
主宰你们的身体，你们也将能主宰你们的感官。举例来说，感官的掌控，或我们可以说控制大部分器官的最高的感官，我个人认
为，是舌头。因为它是荒谬无聊事物的源头，通过舌头，我们说些话，去伤害别人。通过舌头我们学会如何不停地说闲话。通过
舌头我们能夠显出我们是多么琐碎无聊。我们不是管好我们的舌头，就是滥用我们的舌头，对舌头而言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关于说话的部分，是比较低层级的，但当它到较高层级——吃；无时无刻不想着吃。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上百次，霎哈嘉瑜
伽士有时真的应该去吃完全无味的煮熟的食物——只是去测试你的舌头。能夠吃吗？尝试这样去做，然后试着这样做。我父亲曾
说，“你们必须稍微烫烫你们的舌头。”他说这是一个人应当验证的一种试验。而他是一位如同导师般严厉的监工。

因此我们应该

看看我们的舌头能承担什么。它是否挑食？当它发现食物，它是否开始分泌唾液？首先，它是否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到食物上？食
物是否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克服你们舌头问题的第一步是忍饥挨饿。饥饿是你们能纠正自己的唯一方法。你们会发现如果你们
让自己挨饿，比如说，早上只吃一点点，份量减半，你们会很惊讶你们的肠吸收也会减半。经过一段时间后，即使你们想要，你
们也不能多吃，你们的肠会负荷不了。锻炼你们自己。挨饿是个很好的方法。我想耶稣基督所做的40天禁食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但却不应变成这样的事，像——他们斋戒，他们在清晨吃最美味的食物，然后一整天挨饿，想着食物。因为让自己完全挨饿，而
不去想食物，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你们从中途开始挨饿，而不会想任何食物，从中途开始。逐渐地，试着掌控你们的舌头。 唯有
当你们知道如何去让自己挨饿，你们才能掌控你们的舌头，这是对西方而言。对东方而言，他们从早到晚都在禁食。我知道一些
女士，如果你问她们，她们说：“我周一禁食、我周二禁食；我周三禁食、我周四禁食；我周五禁食，如果我周六不饿的话，周日
也许我会吃点东西。”我的生命中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持续地禁食。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高手，你们看，他们可以展示给你看
，他们可以禁食50天、80天、108天、365天。挨饿的专家。因此，对他们而言，在他们挨饿的时候，我必须说：“你们要吃东西
。”

对你们我必须说：“让我们选个日子让我们可以挨饿。让我们有一天来庆祝今天这个纳那克的伟大日子。让我们选一个挨饿的

日子。我们应该选哪一天呢？

我们不能选周一，因为周一我们有讲座。

我们不能选周二，因为这是哈努曼要工作的日子。

我们不能选周三，因为这是要发挥创造力的时候，那怎么能行？
我们不能选周四，因这天我们是导师，我们要如导师般非常努力地工作。

我们不能选周五，我们要作为母亲的力量。

我们不能选周六，因为我们要完成锡吕•克里希纳的所有密谋。 而我们怎能选周日呢?这是属于圣子的日子！ 因此哪一天最适合挨
饿？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选周四，因为周四是导师的日子，让我们来挨饿——半天，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先从半天开
始？然后一整天。礼拜四，让我们选择，也许下午，因为我想早餐很重要。不吃早餐的话，你们看，马儿跑不快。所以让我们下
半日……或许我们可以在上半日挨饿。事实上你们要设计自己，如果你们必须成为导师？就像读大学，由你们自己全权决定。是
你们要去训练自己，没有人会告诉你们做这做那。那都是为了督促唤醒你们。 在印度，情形刚好相反。如果你告诉某人，“你得在
5点起床”，那个告知的人会在4点被叫醒，他自己，那个告知人，因此他不用起床去叫醒他。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而整间房的人
都会在4点被叫醒，这样他们就能夠完成被叫醒的人交给他们的任务。但那位要叫醒别人的人可能整晚都没睡。这正好是相反的另
一个极端。

比如说我在这里，一天夜里我睡在这。如果我在淩晨1点起床，我发现所有人都在静坐，走道里，浴室，到处都是。

他们没有回家，没有吃东西，什么都没有，只是静坐，接收生命能量，改正自己。我在里面睡觉。半夜我想去浴室，就是走不过
去，因为他们全都在静坐。没有人睡觉，没有人睡。所以这是另一个相反的情形。因此对你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么做一天，你们
必须要有一天禁食，有一天保持清醒。哪一天比较好？我们来看看。 没有电影的一天。半晚。我的意思是下半夜，不是上半夜。
哪一天？是你们无法保持清醒最难的一天。周日晚。但那天有电影。不看电影！你们看，像那样去对待自己，跟自己开玩笑！“现
在，周日晚上会有一场电影吗？ 十二点之后就没有了。”因此周日晚你们在十二点起床。让我们来这么做。享受它，不要生气。在
其中找乐子。这事你们想越多，你们越感到沮丧。你们只要不去想它，真正去享受它。就像游泳一样。在十二点起床，你们所有
人，好好洗个澡，坐下来，唱拜赞歌。这样、那样。让我们就这么做，好吗？[瑜伽士们在下面说支持]迈克尔，你觉得怎样？[一

位瑜伽士说。] 呃？ [瑜伽士]：我可以在两点去睡觉。 在十二点，不！你们要在十二点起床。不，不，你们要睡到十二点，在十二
点起床。你们看，上半夜人通常是要睡觉的，这会比较好。下半夜是更佳的时间，好吗？所以上半夜，你们都必须睡觉，任何时
候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在大约八点或九点去睡觉。但那并不重要，你们何时睡觉并不重要，无论你们何时睡下的，
你们都要在淩晨十二点起床，或说十二点以后。 锡吕•克里希纳在晚上十二点左右出生，所有的导师大都诞生在晚上十二点钟左右
。为了表示庆祝，我们必须有一天在十二点之后不睡。但卡克斯顿礼堂讲座怎么办？
[瑜伽士：]母亲，我们可以试着在周六这样吗？

[锡吕•玛塔吉：]呃？

[瑜伽士：]周六晚。我们可以在周六晚这样吗？这样安全点，如果周日有意外发生也好过在周一。

好吧。你们可以在周六或周日

的白天睡觉。周日，很抱歉，周日下午你们可以睡觉。不、不、不、那样不好。但如果你们做任何补偿，那么你们便没有怎么折
磨你们的身体。你们必须设计一种方法，使你们的身体感到它必须在十二点起床：最好是固定那个时间，你说什么？好吧。
[另一位瑜伽士：]您认为周一人们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吗？人们周一的工作可能会受影响。
[瑜伽士：]因为在周一清晨起床，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受影响，母亲。

[锡吕.玛塔吉：]他说什么？

他们永远不会听我的话——他们永远不会。你们看，工作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的灵，你们的主宰。工作，无论如何一段时间后就不用做了，因此工作不重要；最好照顾好你们现在接手
的这个新工作。忘掉你们的工作，忘掉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你们的灵，不然你们不能成为导师。灵是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是
绝对地不重要，是个零。我已经非常缓慢地试着将你们带离物质主义和这些世俗之事的泥潭。但你们必须为神工作。你们是特别
的人。 因此，你们要让自己成为导师，因此神给你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一切。但是过奢华生活的想法必须放弃。人们想要让生
活变得奢华，然后拥有这世界的奢侈豪华，却不想拥有神祝福的奢侈豪华。两者间你们必须选择其一。你们要么过一种物质奢华
的生活，要么过一种享受有神祝福的奢侈生活。二者你们必须选其一，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因而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你们
看，对金钱的不安全感，也是另一个谬误——至少你们这些人不应有这样的想法。我是指，你们起码永远不会挨饿，但是印度人
如果不工作他们会挨饿。但你们这些人永远不会挨饿。如果你们失业，政府反而更高兴，只要你们不去烦他们。如果你们坐在家
中静坐，他们会非常乐意。 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中，挣更多钱或制造更多钱根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成为灵，为此，无论需要
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去做。宁可让任何事遭罪，也不要让你们的灵遭罪。因为你们要成为满月，就像导师那纳克那样。导师那纳
克赚了多少钱？你们应该去了解。他如何度过他的一生？不要担忧金钱，因为不需要更多的钱。只需要你们的食物和生活夠用便
可。如果有时你们需要额外的钱来应付紧急状况，则会有相应的安排准备。我已经这样帮助了许多澳洲人，你们知道。但是，是
对那些完全投入奉献的人。这就是为何他们得到帮助。无论何时若有意外发生，他们无需担心。但你们对灵的奉献必须完全、彻
底，实际上不用放任何心思在你们的工作上。因为这是环环相扣的。 得到自觉后，如果你们不去关心你们自己，不关心你们的灵
，你们会有世上所有的问题。首先是财务问题，然后会有身体健康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情感问题。一切的问题会隨之而来，因
为我已唤醒你们的灵量，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是你们的心，你们的心还未敞开。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心交给霎哈嘉瑜
伽。你们还未打开你们的心，心要打开。你们仍在担忧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你们要毫无疑惑地对霎哈
嘉瑜伽完全打开你们的心。唯有如此，无疑惑的意识才会稳固下来。除非你们打开你们的心，否则灵量的升起毫无意义。因为灵
量虽然上升，但心却没有打开。如果大地母亲透过种子释放她的力量，而种子却不开启，那又有何用处？一切都无济于事。对霎
哈嘉瑜伽打开你们的心。

对灵打开你们的心，然后说：“母亲，我们是灵。”你们要了解这点，许多人也许并未意识到，你们来到

世上是要成为灵，而不是成为工作的人类。你们必须明白你们的伟大，了解你们和世俗的人不同。那就是为何你们受到祝福。谁
如此深受祝福？很久以前你们曾被布莱克所描述：这样、这样的人会来到地球——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你们心中装着什么？你
的心会硬得像块石头，除非有灵的光芒在你心中。它是颗石头心，这石头会伤害每一个人，会彻底毁灭你们。打开你们的心……
完全地打开。 你们已经见过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而他们那样为霎哈嘉瑜伽工作，日复一日。他们捐给霎
哈嘉瑜伽多少钱？可以想像吗，他们筹集了约70万卢比！拉斯托姆也知道。他们为静室筹了70万卢比。70万大概是3万5千英镑。
光在孟买他们就筹了3万5千英镑。在德里他们筹了50万卢比，2万5千英镑。他们要工作，他们有家庭、他们有孩子，但他们什么
也没考虑，只想着霎哈嘉瑜伽，只想着霎哈嘉瑜伽，只想着霎哈嘉瑜伽。他们把大部分的钱都捐给了霎哈嘉瑜伽。他们用最少的
花费生活。

如果我告诉他们，“何不为自己新买一件衬衫？”他们会说：“母亲，我在前世穿了很多的衬衫了。”如此满足！“我们现

在找到了真我，让我们穿着真我。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心，让我们成为心。”有什么必要去担心这些事呢？所有这些无聊的事我们已
经干得夠多了。我告诉你们，他们会认为自己很穷，但他们并非如此。是凡他们能夠存钱的地方，他们都会存钱。他们以前常给
我一些钱。我说：“不，我现在并不需要，不需要。”他们说：“我没有地方保存这些钱，没有信托，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怎么办？”
他们持续这样，直到，我想……在1973、74年，当我回去，我们想设立一间静室，因为你们这些人都会去那儿。因此我说：“好吧
，现在你们得给我钱，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可以给我钱，不管存多存少。”你们会很惊讶，每个人都拿出一千卢比，他们每个人，无
论他是个劳工或……他们每个人至少都捐了一千卢比。最高的达到两万一千。 3年的时间，他们存了这么多钱，因为他们想“这是
我们的责任，为霎哈嘉瑜伽存钱。如果明天我们要设立静室，我们怎么设立呢？”但我们仍沉溺于各种事物。
这就是何为导师原理（Gurupad)。 [那位绅士必须坐下来。给他一个位置。请进来。请进。过来，不必站着。很好。] 因此今天是
如此伟大的一天，导师那纳克的生日。我们要认识他的一生，他是如何度过一生的，他如何生活，面临怎样的处境。所以，首先
要关注对你们自身的训练，对霎哈嘉瑜伽负起责任。我很惊讶人们告诉我，在中心人们整晚点着灯，而油的花费惊人，每周300英
镑。我感到吃惊！你们每个人都要为每度电负责，为你们在这儿消费的一切负责。这是神的圣殿。某人捐赠了一部车，每个人都

想用这部车。你们看，这种节约、省钱的思想仍然占据着霎哈嘉瑜伽士的头脑。如果他们能夠通过用别人的车而省下钱，他们就
会去借。永远不要借别人的车。这不是给你的，你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自尊。为何要去借别人的车？这是不该做的事。 所以关于真
我的第二点是自尊。首先是尊重自己的身体，第二点是自尊。我们很傲慢，我们可以很残忍，但我们却毫无自尊。正是缺乏这样
的训练。看，我突然发现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关于人们如何拥有自尊的教导。这不像在战争中，可能，这种氛围也许是创造出
来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即“我超越一切，不在意他人”之类的想法——可能早就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但，现在
就是如此，非常普遍。不过你们这些人要正好相反。为着自尊，你们要先人后己。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死掉，我可以告诉你们许
多这种例子。你们都必须拥有自尊；二流的人不允许留在霎哈嘉瑜伽，至少不许留在静室，因为它会给霎哈嘉瑜伽带来坏名声。
个人可以败坏整体。只有那些想要成为导师的人才必须留在静室。静室不是为了给每个人都提供方便。 另一面是：“我们要照顾自
己，我们要成为这个，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就它。”那么这只是另一个极端，所有事都会成就，我毋须告诉你们。你们都知道这
是如此基本，如此粗浅，在这里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你们所有人早就该成为伟大的导师（AVADHUTA)，绝对应该是这样，
控制所有元素，一切事物，早就该是这样。但是你们仍然受制于各种元素，你们怎能控制它？ 首先摆脱这种奴役，这种心智上的
奴役。“好吧，如果它在那，它就在那；如果它不在那，也无所谓。没有什么比我还重要，我是整个世界的王。如果我必须睡在地
上，我可以；如果我必须睡在宫殿中，我也可以。没有什么可以主宰我。”那么你便是导师。你们知道在印度，有些霎哈嘉瑜伽士
能夠控制，绝对地控制，所有元素。 我们有这样的典范；你们知道许多事已经发表在《涅玛娜瑜伽》上，你们一定听说过。但如
果你们遇到他们，你们会发现他们是伟大的圣人，所以当他们说话时，你感到是一位伟大的圣贤在说话；他们的举止，任何时候
你们看他们的举止，他们的一切都那么伟大。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那种素质的人，因为那是每个国家的现状。 你们要变得极其优
秀。因为当今不是我们能夠放任事情自生自灭的时期。或说我们不只是门徒，我们全部都要成为导师。而现在也不是你们能夠与
时间戏耍的时刻，你们不能漫不经心地与恶魔周旋，你们必须战胜它，你们必须达到顶峰。这个时刻，整条船要么沉没要么被拯
救，这是当今的现状。这就是你们已得到自觉的原因。如果这危险时期并未到来，你们之中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你们是值得得到自
觉的人？但是你们得到了，因为这个时期必须给予每个人自觉，同时还要给予他们所有的力量好让他们成长起来。 但如果你们不
敞开自己的心，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灵上，这些力量便不会成就；这些力量没有任何一个会在你们內在成就。这就是问题的
关键。每位元导师都能支配各种元素。那纳克，你们一定知道。人们坐在那儿，他们向他求水，他将他的手放在一块岩石上，水
开始汩汩流出。这是为什么这里叫做“旁遮普（Panjab）”。“Panja”：意思是五——五条河流在此地。传说他们所有人都拥有控制
元素的力量。因此我们有多欠缺？你们为何仍像那些贩卖廉价品的人，或那些忙于制造廉价品的人，或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一样？
你们是要拯救整个世界的人。 而我生命的大部分，心血、艰辛、所有一切和汗水，我把它倾注到你们这片土地上。我要离开的时
刻也就要到来。只剩下三年多的时间。在那之前，我希望，我们能建起一间静室。我们不须付费，但是你们要准备好在里面居住
，否则，若你们不能住在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不会再从神那儿得到任何更多的祝福。因此，为何神要祝福你们？这是人
应当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是你的灵吗，或者你是除了灵以外的任何事物？当我说某些话，它就像一阵咆哮，我不知道你们到底
听进去了没有，但我要求你们现在，当盖文请求我来庆祝那纳克导师日，我真正并不想来，因为要谈论导师那纳克并聆听他的事
迹，那个人必须得是个非常伟大的人。因为要承载这光明，你们必须完善你们自己。若其他的任何事都比霎哈嘉重要，那你们怎
么能夠谈论霎哈嘉瑜伽？ 我去美国，我很惊讶。美国——不论怎样——很少的人，但对他们而言，霎哈嘉瑜伽是最重要的事。他
们只谈霎哈嘉瑜伽，他们的生活就是霎哈嘉瑜伽；从早到晚他们都只是在成就霎哈嘉瑜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他们不受干扰。
澳洲人你们也知道的。但是心没有敞开，灵还没有展现它的光芒。是它给予你们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喜悦、完全的导师原理，因
为那时你们开始给予——如果没有光，你们将给予什么，黑暗？你们将给予他人什么？如果你们要去给予，给予的是你们內在的
黑暗…… 因此第二阶段，必须——正如我曾告诉过你们的——要有自尊。那些向别人索取、提要求的人是有缺陷的人，他们没有
自尊。谁能给予我？当我宽恕时，没人能夠给予我。我们必须学习去给予，给予、给予、再给予。没有关系。有时我真担心，我
没有给你们任何艰难的考验。我告诉你们，当你们尝试去作怪，哪怕只有一点，也肯定会受到某些伤害，但我会又一次抚慰你们
。但是你们看这是种平庸。这种平庸无法帮到你们。现在是平庸的年代。政府中都是这种平庸、无用的人。你们身处的经济社会
中也都是这些庸才，到处都是庸才。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必须是极其优秀、极其奉献、极其有活力、极其慈悲的人，否则霎哈嘉
瑜伽将无法成就。如果你失败了，那将是你的责任。很自然地，你们会希望我来帮助你们。你们看，我已经在我的范围內尽力而
为了。所有快速的方法，即时成就的方法，我已经传授给你们，例如做崇拜。但那并没有留在你们之內，维持在你们之內。生命
能量是那么强，你们却没什么概念。有些人感受到冒出来的有八级强风。所以它就在那。你们也许没有感受到它。如果你们问加
冈吉令•马哈拉杰（Gagangiri

Maharaj)，他会告诉你们，当他第一次面对我时，他发生了什么。但对你们而言，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八级强风降在直布罗陀的岩石上，它也不会有何知觉。因此就我而言，我已经非常努力地工作，你们知道的。而我知道你们
可以升进上来，你们內在就有这个潜力。 所以，你们必须制定你们自己的规章制度，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你们制定。如果有人定很
多规矩，你们也为自己定这规矩，比如喝茶的规矩，你们就疯了似的效仿。我的意思是我无法理解。你们看这就像赶时髦的生活
，没有方向，没有引导。你们必须——如果你们是导师，你们必须至少是自己这部车的驾驶员；如果还未成为导师，你们应该站
稳脚跟，明白自己是导师，你们必须在手中紧握自己的工具——那些将用来指引别人而不是支撐自己的工具。如果你自己是个瘦
弱无力的人，你们如何抓住那些信众，你如何引导他们？因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堅持不懈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制定自己的规
章制度，将自己视为门徒一样对待。你是导师，你也是门徒。 所以，这件事的第三个阶段是要成为灵。灵是导师。其他的都是门

徒——你的身体、你的头脑、你的情感、你的智慧——所有一切都是门徒，而你是导师。为此，你们不必是那种聪明绝顶的人，
你们不必是受过许多教育的人。而必须是那种勇敢的，具有霎哈嘉特质的人。 当你们去印度，你们一定会遇到一位绅士，叫哈瑞
斯长德拉(Harishchandra)，他是个非常单纯的渔夫。他是研究生学历，但也是一位很单纯的人，在银行工作。当他进入霎哈嘉瑜
伽来到我面前，他得到了自觉。我曾告诉过你们他的故事，再一次，我要告诉你们他是个怎样的人。他告诉我，他们要出海，他
要到海的另一边去，去一个小岛上去讲霎哈嘉瑜伽。那儿大约有25人。但很快就要下暴雨，很大的暴风雨。因此他站在海边，面
对呼啸的狂风，伸出双手，说道：“现在停下来，我要去做母亲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请您停下！直到我回到家中，都请您保持
平静。”当他一这么说，一切都停止下来。他们都看见、见证了这些。他去到那儿，做了所有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当他刚进家门
，就开始下雨，大雨倾盆而下。

他看起来是个普通的人；我意思是和你们这些人相比而言，你们是真正“伟大的”英国人。他过着

极其平常的生活，妻子也是个渔民。她把鱼经过筛选后拿到市场出售。但是看看他的身体非常健壮、容光焕发、肌肉也很发达…
…这个人，他的行住坐臥、言谈举止……完全的谦卑——难怪耶稣会选择渔夫。祂有成千上万的渔夫作为祂的门徒，但祂不称他
们为“门徒”，祂说“他们都是母亲的孩子”——成千上万的数量，你们不知道。他曾请求我去他们那，等等；但他们来参加了我的讲
座，其中的一部分人。有一天，我到那些岛去了。

他说，“您去任何一座岛，他们都会全天候在那儿等着我。”但他在那儿的方式

着实让人吃惊。他到我在的地方给我带了一些鱼。但我说：“你们看我吃你们带来的鱼，但我其他的孩子怎么办？”他说:“不用担心
，下次会把所有的鱼都送来。”然后，你不会相信，他送来整整一卡车的鱼！
我说，“我现在甚至还没有一卡车的门徒，谁来吃这些鱼？” 【母亲咯咯地笑】 他说：“不算什么，我只不过告诉渔夫们母亲要一些
鱼，每个人就拿出他们所有的鱼。一天我们没有鱼吃，又能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想像一下天天住在那个国家的那些人。 莫迪
告诉报社记者，因母亲的恩赐，我们能夠控制各种元素。这些报社记者觉得他们太过吹牛。但这是事实，他们可以。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吹牛，是真实发生的事，所以他们说的是事实，你们看。但这是该发生的。我们这里应当还有些事值得引以为豪。很重要
的。 所以，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现在我们要来到另一个阶段，成为你们自己的导师。把自己抽离出来，认同自己为灵，在灵的
光中成长。所以抽离出来。人必须要发展这种抽离。“我的母亲，”它这样开始；“我母亲受着癌症的煎熬，我父亲被疯狂所折磨。
母亲，您能治愈他们吗？”所以，现在我先治疗父亲和母亲。然后“我结了婚，我的妻子这样、我的孩子这样。”然后“我的房子”，然
后“我的车”，然后“我的狗”，然后“我的伞”。我忽然要从A到Z，从Z到A。好吧，我可以这么做，到一定程度，但究竟为何？为了什
么？为何要去治愈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各种关系，第十次婚姻还有第十一次离婚？为何要纠正这一切，为了什么？这必须
要有个目的，如果目的实现不了，这样做有何用处？目的是你们至少要将所有事交到我手中，然后将自己抽离出来。但是你们既
想把事情交给我，又要去担忧它。抽离出来吧。 但像这种对不执着的认识：“我对金钱非常不执着，母亲，绝对不执着，我不会被
此所困。我让灯一直开着，为什么要担忧金钱？”这是狡辩。“为何我们要照管煤气以及一切，毕竟我们是不执着的人。我们从中抽
离，你看，我们不执着金钱。”但谁来付钱？我见过的另一种不执着，很有趣的一种，是这样：“我非常抽离，因此我会不在意洗不
洗澡，我是否得病，內在是否有各种问题，也不在意把我的问题带给其他人，我不执着。为何我要遮盖自己？我不执着！如果我
感冒，我不执着，让每个人都被我传染感冒”那便是原因——“我能怎么办呢？我不执着，我感冒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是个不执
着的人，其他人为何要介意？他们也应当不执着。” 这是我们对不执着所持的荒谬想法！不执着来自于我们內在。你们不受困扰。
你们不被困扰。你们认识自己的母亲。不执着首先表现为慷慨。不执着是慷慨。葛兰莎(Grenza)是如此，她毫无缘故地卖掉她的
首饰。我的意思是我绝不会收下那笔钱，但她就是卖了它们。这是很了不起的。她并不富裕，她是波兰人而非英国人，她卖了她
的首饰，这是共产主义对人们的影响。他们非常淡泊，我告诉你们共产主义者是非常淡泊的人。当然我决不会拿那笔钱，它只是
放在那。但她行为的方式，就是这样。你们看我只是……Record it I must have……为了神的工作，好吧，首饰算得了什么？我的
意思是你们知道我送出了那么多首饰，以保持人们间的关系妥当。有一次我把我的金手镯(注：原文为kana，怀疑是印地语的kada
，与前文的kara是同义词)送给克莉丝汀，你们知道的，那是在她订婚的时候。我把它从我手上取下，然后送出去。我不执着。你
们看，【母亲笑起来】。我甚至从未感觉到它的存在！毫不执着，克莉丝汀这可怜的家伙，你们看，她欢喜得都快晕过去，但对
我，它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只是尘土！ 因此要达到这样的毫不执着。现在你们应该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就像，不执着的想
法不应该是……我会说那是种嬉皮式的无执着：说你们有权去剥削别人。或我之前告诉你们的另一种想法也非常荒谬。这不是种
概念，这是一件事，是你们自身意识本身不执着。所以，就你们的物质层面而言，这四件事非常重要。 你们吃什么并不重要，因
为无论你们吃什么，如果脑中一直想这些无聊的事，那最好……不论你吃没吃都毫无差别，分析它。像在酒店，“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松饼。”“你要吃什么？”“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为什么？我就是不明白为何浪费这么多精力？为何你们不一起都要松饼
？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或，“今天我要吃这个。”“我”，从一切物质主义之中，突显出来的是这个“自我”先生。所以我们发展
了这个自我先生，因此“我”这个字必须刪除。我们应该说“我们”，“我们”意识是你和所有霎哈嘉瑜伽士的集合。当你说“我们”，你会
发现情況会有不同。或者说你的名字，像“这位诺曼、这位诺曼不听”，像孩子们说的。我问一位小男孩，我说：“你要回家吗？”“我
会回去，但这个—”—他的名字是穆纳—“这个穆纳不想回去，他非常倔强，我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不执着。以第三人称说话是不
执着，这么做时你不在场景中，你是个旁观者。你是这场戏的旁观者。因此不执着应是这样的：你应该见证整出戏剧，而不涉入
其中，只是观察发生的一切，在集体中也是如此。这当然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霎哈嘉瑜伽中同样成为政治问题，根本不是
什么政治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像工会领袖般争斗。我们都是领袖！哪有时间争斗？我们要和谁战斗？那是我们要决定的。因
此，谈到这些事，应当毫无执着，只对灵执着。 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现在看看心智层面上我们应是怎样的。身体层面你们已经看

到你们必须发展出这四种形式的无执着。在你们心智层面上，你们现在要做的，便是去了解每篇文章的精要之处，试着分辨出真
正的知识(Vidya)和假知识（Avidya)。因为假知识会害死你们，会夺走你们的能量，而真正的知识却会令你感到支持养护。所以试
着找出那些提供真正知识的书籍。 我很惊讶，有一位芭芭拉女士，她只是上次遇到过我一次，她和加文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你
们会很惊讶！我的意思是在霎哈嘉瑜伽中达到这样的水准！——非常直接。我会给你们看那本书，你们知道她可能因这本书被授
予博士学位，你们相信吗？在一所美国大学，当然只有美国才有这可能。但确实，这本书有那种水准，我为这本书感到惊喜！所
以试着去累积养分，像阅读《女神颂》，读一读——了解一下《圣经》，了解一下《古兰经》等等，那些支持你们、滋养你们的
书籍。像布莱克、卡比尔（Kabir)、纳那克。我的意思是有那么多，还有老子。这些能指导你的真正的知识。你们会很惊讶，一旦
当你们开始这样做，它便降临于你。 我遇到一个人，在——靠近拉胡里（Rahuri)，你们知道我们去那里——有个驾牛车的男士，
它驾着牛车接我去一个公开讲座，你们知道我们到那的目的。他坐在那儿，我们等着，我与他交谈。我感到他好像是一位伟大的
圣贤坐在那为我驾车，我的意思是，完全的无执着。他从未读过书，他不会写字，但他的谈吐令我不禁说：“啊，上帝，这知识从
何而来？这一切都从何而来，这样的睿智？”真是有智慧，我告诉你们！那样的智慧让我感到震惊，我真的惊呆了！它出自一个甚
至从未上过任何学校、大学的人。基督耶稣没上过任何学校或大学。这样的智慧，你们无法想像，下次你们去那，你们遇到他。
如果你能夠，如果有人能翻译他的话——你们会立刻想要触摸他的脚。极其谦卑单纯的人，穿着又白又干净，你们看到他们的托
披（topi)和干净的衣服，载我下乡。对他来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殊荣——就是为我驾车。他说：“这一定是所有事中最伟大的，
我一定曾做过什么好事，才能为您驾车！”他用最浅显的方式跟我解释牛和人类的特性。想想看！他谈论的其他事，如果我告诉你
们，你们不会相信，所以我……。太不了解了。那是伟人的特征，他不说无聊的事，他没有时间谈论无聊的事。 我也看到我的外
孙，他们从不谈论无聊的事，他们没有时间，他们非常忙碌，你们知道吗？他们来到这儿，所有的时间都在清理，他们说：“我们
要把布朗普顿广场（BromptonSquare)清洁好，然后我们要把骑士桥（Knightsbridge)清洁好，然后我们要清洁伦敦，然后我们要
把整个英格兰弄干净。英格兰的地图在哪？拿来吧。”你们看，他们所有的时间忙着清洁，然后，“这地方是这样，这地方是这样，
噢上帝，真糟糕，拿一些鞋子来，做这做那。”他们从早到晚都很忙碌。他们会走上楼到房间去，他们非常忙碌。他们是忙碌的人
，他们没有时间谈论日常琐事之类的事。 然后我们带了一些布娃娃，我给他们带了一些布娃娃和玩具，他们把它们全都放在那，
你看，他们把玩具和地图都放在那。“现在，看，现在”对布娃娃说：“现在你们来照顾。知道吗？”他们像那样跟布娃娃说话。布娃
娃是他们的门徒，教导布娃娃，“……你们看，呃，不要像这样坐，坐要有坐相，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能弯曲膝盖？最好学习如何
做，你们必须学会如何弯曲膝盖。”你们看，因为布娃娃腿是直的，你们看。【瑜伽士都笑了。】而所有的男孩，甚至我见过的很
小的儿童，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做霎哈嘉瑜伽。在他们工作的每个层面上都是如此。 今天我告诉鲁斯顿有关于我父亲的事。
知道吗，当然，他是位博学之人。但是当他跟一些人交谈，他常常会谈到一些事，像我告诉他有关人类的一种被称为桑柏兰塔(sa
mbhranta)的状态。他告诉我说，人和神有天壤之别。当神降世时，桑柏兰塔的状态——即介于由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领域被唤醒
——是立即达成的。你看，他直接降临。但人类要走这条路，他们绝没直路可走。看到神降下，因此他也适当地降下，但升进往
往是另一条路。他持续这般，他收集潜意识中的一切。因此这桑柏兰塔的状态，当他醒来的时候，就变得如此危险，因为他可以
收集任何东西。在他累积过程中，梦境就变得如此滑稽。他也许会看着一个神，他曾在梦中见过，像个女巫的模样，而女巫则像
个神。 你们看，我看到他总是忙碌着。我过去和他交谈，我找到了一位益友而他也发现我是位益友。他很健谈，因为他的注意力
在那。他的注意力不在“别人有什么样的发型，他们如何坐下或他们的穿着如何，这个物品中你有什么？”并非这一切。他的注意力
在灵上，他自己的灵还有别人的灵。他的大脑如此充满活力以致于他用心便知你们的字典，我告诉你们，他一生中从来没查阅过
字典——不论梵文还是英文，而他精通14种语言。你们能夠想像吗？他是如何办到的？从前他的网球打得非常好，他还每天游泳3
英里。3英里。他肌肉健壮，可以轻易举起你[笑]……没错！非常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人。非常慷慨，非常慷慨的人。比我还要慷
慨得多。因此你们可以想像，非常慷慨。对他而言，一切都无关紧要。“好，若你喜欢，它就是你的。”他会禁食，但他待人慷慨大
方。同时还是位有原则的人。 因此我们来到第二点，即我们已经开始的第五阶段——心智上你们必须只摄取滋养你们的事物。藉
由生命能量的觉知，你们会知道。如果不明白，可询问其他的霎哈嘉瑜伽士。但是只吸收那些滋养的事物，而不是那些恐怖的，
破坏你们成长的事物。如果你们读了，其后果你们自己负责。我必须说你们是真正伟大的读者。你问任何人的名字，每个人都知
道。我说，“谁是格罗佩斯（Gropius)？”每个人都知道。你们不需成为学者专家才能分辨。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发
生了，这是谁，那是谁。在你们追寻过程中，你们做了件好事——阅读所有的一切，无论好坏，无论什么。但是现在，得到自觉
之后，你们必须试着找出你们必须读的，你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些都应当能起到滋养的作用。 说话也应当能滋养人，帮助人。因
此在谈话中，你们应该有慈悲。如果你们和别人交谈，应当充满慈悲。霎哈嘉瑜伽是个慈悲的系統。一位导师必须要非常、非常
有耐心。不像其他的假导师，或甚至连真正的导师都没有耐心。这是一个以耐心为成就的唯一途径的系统，因为没有导师给人自
觉，只有你们要去给人自觉。你们也知道自觉是什么。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人，那人端坐不动。我说，“现在……”他们说：“我们
让母亲失望了，我们不能给他自觉，这是毫无希望的一例。”我说：“真的吗？”所以我去到那。最后你们看，他们说：“母亲，有个
男子坐着。”我想回避，你们看，但他们说，“都安排好了”所以我提升他的灵量，把它升起。固定在上面，现在我的手都疼了。“噢
不，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我说：“这个男士对我们在他身上所做的努力并不太在意。他只是想对我们有礼貌。”因此后来有两、
三个人上前，拿了盏灯，把灯放在他前面，帮他在这里，那里做灵体保护，做每件事。再次，我为他提升灵量三次。“不，完全没
有一点感觉……！”像这样大约持续半小时，然后我放弃了。我说：“先生，我很抱歉，你太伟大了以至得不到自觉！我们下次再试

试。”“我还不是很信服！”我精疲力竭，我说：“真的吗，我对你已经确信了，所以你让我们走吧。”然后我走出去。

你们要有无比

的耐心和幽默感，你就是不能责备他。你们看，如果我告诉他：“你一无是处，毫无用处，你的灵量很糟，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
，滚开！”我不能对他说这些话，我必须完全容忍他，不但如此，最后我还得说“你是个伟大的人”。明白吗？不然他可能会用其他
方法。因为，自我已经那么大，哪怕我钉了这么多钉子进去，也不能使它泄气变小。我想它是用某种特殊材质所构成!【大笑】这
是如此艰难的一个任务。 所以你们要明白我们必须慈悲为怀。我们必须阅读一些滋养我们爱心的东西。读一读那些把自己所有的
一切都施舍出来的故事。图卡拉马（Tukarama，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伟大圣人）。读读图卡拉马的故事。图卡拉马是个穷人。有一
天他到一些地方，把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他们给了他很多甘蔗。他的孩子很喜欢吃甘蔗。但沿途每个孩子都央求：“给我一根甘蔗
。”他每个人都给了。当他回到家，只剩下一根甘蔗。所以他的孩子们说：“我们有三个人。”他说：“没关系，下次我会给你们带。
你们三个分着吃吧。”他们吃了这根甘蔗。他们说：“最好现在吃了它，还有一个孩子来的话，这根甘蔗也没了。” 因此一个人要知
道那些不断给予他人的故事。读一读那些乐善好施之人的事迹。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人们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他们折磨自己。
他们允许人们剥削自己。他们允许人们毒害自己。读一读这样的牺牲，这样伟大的牺牲。我们是幸运的人，我们曾亲眼见过这所
有事情。但是至少你们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们至少可以，如果没有见过，想像一下。你们可以的。把这当作你们的守则记着
。 因此我们现在行动，从不执着开始，我告诉了你们四种不执着，然后我告诉你们滋养自己的心智，滋养心灵的养分。没有什么
比给予更能滋养人。除非你学会如何给予，否则没有什么能滋养你的心、你的慈悲。现在可以请你们列出物品清单，你在今年一
年、在去年一年施舍了多少东西。我没法写，因为实在太多。请列出这样的物品清单，有多少东西，除了你们的脑子以外，你们
已经给到别人的，不假思索地，或是怀着给予的想法。让我们来看看，自上个圣诞节以来到这个圣诞节。 心若是打开，一定是想
着给予。除了物质层面外，也要给予其他类型的帮助。但是，没有，我们甚至没有去帮助他人，因为这么做不用花钱，只是伸出
援手。我曾经见过，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偷懒的方法。现在，我来到这里，有人会来回奔走，其他人只是坐着。茶点送到他们面
前，食物送到他们面前，别人做好每件事。他们只有摆碗盘，离开然后清洗。这不但是种自私，还是种缺乏礼貌的表现。这样是
很不礼貌的。在霎哈嘉瑜伽你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极其忙碌，去帮助别人。对人要有所助益。 你们知道，拉维•香卡（RaviShankar)
的导师是一位非常伟大、非常伟大的人，一位自觉的灵。他是个伟大的人。因此他知道非常多的事情。有一天我在一位医生家做
客，享用晚餐。到了晚一些的时候，电话来了：“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有人跟医生说。医生说：“我现在有点累。”他也是个乐善
好施的人，毫无疑问。他说：“噢，你一定要来，我有个大问题。看，我看到一个小婴儿。”医生问：“你发现了什么婴儿？”他说：“
是个宝宝。”——他是位老人——他说：“我发现一只鹿宝宝正在遭罪，鹿妈妈已经过世，没人照顾它了。”所以我说：“好吧，我和
你一道去”因为我知道我会摸那宝宝。我便跟他一起去。我们看到，这个人坐着抱着那小鹿，靠近他的心。

医生问：“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试着尽可能把我的生命给他，你看，如果可能的话，当你到的时候，至少你会发现他还活着。”就像这样，这般的爱
。因此医生脱下他的外套等等，然后他说：“好了，把它放下来。”坐在那，准备[听不清]。显然他是个觉醒的灵，毫无疑问。我把
手放在小鹿上，抚摸它，它活过来了，它又活了，完全好了。他非常高兴。他说：“您是女神德维，您是女神，我知道。但您做了
件不好的事。”我说：“什么？”“您结婚了。”我说：“可是女神也必须结婚的。”他说：“不，如果您嫁给一位吝啬的人，您会怎样？”
我说：“我会确保我没有嫁给一位吝啬的人，那将是最大的诅咒。”他说：“我有这样的太太，非常的吝啬，我真是受夠了她，受夠
了她的吝啬。” 因此就是应当这样；吝啬应当被厌恶，绝对地厌恶，绝对是一切之中最坏的，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如同麻风病。
吝啬，就是省钱……省英镑，你们知道。那必须从你们心中摒弃。对自己吝啬是好的，对他人吝啬则是坏的。 格瑞革告诉我一件
令人震惊的事。他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我说：“你们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你们看，他说：“如果我们去一家酒店，如果要付
钱了，我们开始左顾右盼。”我说：“真的吗？”他说，“这很普遍。”我真是不敢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这是反文化。无论你们怎
么称呼它，它根本就不是文化！文化是走上前，“好，我来付钱。”但美国人甚至更糟，他们会说：“我昨天为你付过了，你今天为
我付吧。”我想这绝对是可耻的吝啬。 但这是彬彬有礼的，你们看，别人付钱时，你们看向另一侧。这也许是彬彬有礼的，我不知
道。无论它是什么，都是一样。我告诉你们，这是第五阶段。 所以心怀慈悲，无论如何也要心怀慈悲。你们可能必须工作到两点
，你们可能必须工作到四点，没关系。你们必须工作、你们必须工作、你们必须工作，因为慈悲本身就是给予喜悦，因为你们的
灵是慈悲的海洋。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方式能夠享受你们的灵，只有给予、给予、给予。没关系，如果你们还未吃东西，
没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时候你们知道有时我24小时未进食，我依然忙碌。这身体不一定要吃东西。慈悲是这身体的食
物，它滋养身体。所以你们要对自己吝啬，但你们必须要有慈悲心。 心，打开你们的心。首先对神打开你们感恩的心。这是人所
要具备的另一个特质。应该说是种更高的特质，对神的感恩。祂给予你们自觉，祂给予你们这身体。你们意识到这身体，人类的
身体是祂给予你们的吗？祂赐与你们每件事。数数你们得到的祝福。甚至拥有早晨，作为人类来享受，你们不属于任何bandhan
，你们不属于任何pash，你们不是pashus，你们不是动物，动物是pashu。你们是自由的人。神赐予了你们自由。而祂还赐予了
你们祂的自觉。

心怀感恩。但是我们的语言是这样，“感谢、感谢、感谢”，完了。这只是口头上说说，就过去了，言不由衷。从

你的心里感谢祂，打从你们的心底。不只是外在去到教堂：“上帝，感谢您。”行了，结束。要从你们的內心感谢祂，书写赞颂。颂
辞、歌唱颂歌：“荣耀归于上帝”，献给那创造我们的伟大的主。您的门徒就坐与此，你们说话的每一刻都想着，比如母亲，或是想
着上帝。你们会很吃惊！这只有当你们足夠敏锐，当你们拥有记忆力才能做到。这世界上最大的奇迹是每个人都会死去，却无人
记起。而另一个是，每个人都被神祝福，却无人知晓。但你们是如此特别地被祝福。因此你们要怎么做？要充满喜乐，要心怀感
恩，祝福因此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没有感恩之心，一切都是徒劳。感恩的心，你们要对神怀有感恩的心，这样祂便赐福与你们。

若你给予别人，祂必将给予你。但不要将此视为你们自己的。你们给予的是神所赐与你们的。 因此今天我告诉你们这八个阶段的
运动，所以你们已经成为一半的满月，只在头脑层面。而另一半，留到下一个导师满月，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

你们希望我怎么做？吃掉这些甜食。那是你的工作。 【印地语的简短交谈。锡吕.玛塔吉笑了。】我告诉你们——现在让我看看他
带来了什么。是什么？我们要先进食吗？让我们先吃东西。我不想你们饿着肚子……[笑] [母亲评论美好的日子、月亮等。祂提到
那些不继续參加印度游的人有责任协调和组织在英国其他城市的项目。他们必须“用粉笔画出一个适合的方案”。]

1982-1114, 排灯节普祭讲话： 财富与慷慨
View online.
光明节普祭讲话： 财富与慷慨 1982年11月14 日 英国伦敦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此地庆祝为期四天的节日，我们称之为光明节
。光明节起源于一个梵文单词“Dipali”。“Deepa”这个词意为“光”，“Ali”意为“队”、“排”。这四天里，曾经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这也
是人们为何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庆祝这个节日。 第一件事是拉希什米的诞辰日。这也是月亮增长至第十三日，他们称之为“dhantera
s”。同时也是拉希什米从大海中真正出生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祂被称作Miriam或Maryam。‘Marie’ or ‘Marine’的词源亦来自“大海
”。所以，祂从大海中出生，是大海的创造。感谢上天，人类目前还没有开始开发大海（资源），但他们或许终有一天会开始那样
做。 那里仍然蕴藏大量的财富，所以当人们开始担忧大地母亲正被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大海比大地拥有更多（财富）
，所以不会被耗尽。仍然为你们保留了那么多，我们不应该担心大海能够提供的财富。 拉希什米作为女神的形象站在莲花上。祂
代表着所有的福祉、财富、财富的荣耀，以及财富的装饰，这些都是非常吉祥的。所有在霎哈嘉瑜伽或任何典籍里不吉祥的事物
都不是真正的财富。且根本就不是财富。 所以，祂是一位站在莲花上的女士，并向人们展现出：真正拥有财富的人,不会让任何人
感觉有压力，不会让周围的人有压力。并且（展现出）：祂是一位女士，还是一位母亲。 所以，财富是第一个我们追寻之路所遇
到的。但当我们开始寻求财富时，你会意识到对财富的表面追寻是不够的，它不会给你带来完全的喜悦。于是，你开始寻求更深
层次的财富。正如我刚才所说，你们从大地母亲身上开发一切可能的财富，但是，在大海深处，仍然蕴藏着大量的财富。
于是我们的追寻趋于更加深入。因此同一位拉希什米也就成为了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 当你开始向更高更深，更有价
值的事物扩展自身时，则这位拉克希米不再对你有吸引力：她的存在只是为了你的荣耀，而不是为了你的满足，财富只是用于分
配。 你享受着...我想是不是英语里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对应“dhan”？ 瑜伽士：慷慨。 母亲：哦，“慷慨”！但是慷慨是不一样的，我
说的是对慷慨的喜爱。这是一种出于喜爱的慷慨。有些时候你可以感到极大的快乐和喜悦——这是最大程度上的——当你慷慨的
时候，当你付出的时候。这是一种喜爱，这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表达：那就是你想要的慷慨。 这种慷慨的特质只会当你内在拥有
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的时候才会显现。但在拉希什米原理的时候祂像这样站立，祂的手像这样，是在给予。另一
只手则像这样。 所以吝啬绝不是财富的标志。我是说，如果你吝啬的话你就不是真的富有。如果你真的富有，你又为何会吝啬？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真的富有的话，你会施予。如果你不去施予，你则是贫穷的，你是一个乞丐。（如果）
你之后仍然渴望那些，那意味着你仍然是个乞丐，你一直在求取。 所以，祂一直在用祂的左手施予，用祂的右手保护着人们。祂
保护着人们。财富必须出于保障人们的目的，必须出于照料他人生活福祉之需，而不是出于自我享乐：就像他人在挨饿，你却把
所有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 这不是一个富有的人的标志。一个富有的人明白，除非他和其他人分享他所拥有的，否则他最终不会
快乐。短时间内他也许会快乐。人们生活得并不平衡，他们生活在错误的观念中，但最终他们不得不去纠正它。如果他们不及时
改正，就会面临问题。

然后发生骚乱，产生很多变动。人们开始看到，“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孩子们离家出走，家庭陷入

困境。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然后他们会意识到，“原因在于我一直以来太过吝啬。我一直不慷慨。我一直没有为别人花钱。”
现在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你成为一位有神性的人。你的确会变得神圣，你会拥有神圣的人格，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的人格。所以你必须放弃所有你内在的普通人性，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神圣。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即很难真正
接受自己有神性，而且你必须采用神性的规则,发展神性的态度,拥有神性的性情。

现在，神的脾性是慷慨的。对任何即将要发生

的事情都不在乎。因为祂和源头相连，因此不受打扰。如果你付出一分将收获一百，这是确定的。 对于一位神圣的人来说，世俗
的事物如果无法为他人带来喜悦，就毫无意义。对于一个自我享乐的人，他总是为自己操劳，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一个神圣的人。
他也不可能是神圣的。这很普遍。这就是人类。每个人都这样做，都是只保护自己。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之后，你不会再开始做所有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你将其放弃。 谁又会照顾你？谁来照顾你的自我保护呢？
是无所不能的神。你现在完完全全地交托于祂，祂来照看你。你不需要担心如何照顾你自己，如何做这个，如何做那个。这都是
祂的工作。你越担心你自己，情况就会越糟糕。当你全然放下的时候，一切都会得到照顾。 很多霎哈嘉瑜伽士都在他们的人生中
经历过这个：当他们尝试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就会从上天获得所有的帮助；但每当他们尝试坚持自己的主张，或担心自己的福祉
之类的事，问题就会发生。你不知帮助从何而至。 我们有太多的例子了，太多所谓的奇迹，当人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忽然会从他
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金钱。所以对于一个神圣的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给予和保护。
现在，我们非常善于保护我们身上的亡灵，以及那些身上有亡灵的人。
你看，同情经常施予亡灵，因为他们总有办法在你的心中博取同情。于是你开始照顾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很痛苦。
你必须保护的是圣人。你必须要维护神的原则，保护他人身上的神性，而非亡灵。你不是为了照顾世上所有的亡灵而存在的。
所以拉希什米的观点应当用正确的方式理解。在霎哈嘉瑜伽， 这是和所有世俗之人十分不同的理解方式，就像慈善。就好像，人
们现在说：“我们必须行善，建立一个慈善机构吧。”鉴于此，你要照看这种类型的人，那种类型的人。我们不要受此打扰。那不是
你获得自觉的目的：即去照看所有类型的人。你应当照看所有的圣人和所有天生自觉的孩童。你不要去理会那些与神和神性无关
的人。当他们获得自觉，如果他们得到自觉，如果他们成为圣人，那就好了。但你不需要担心大街上的任何一位甲乙丙丁，“哦母
亲，他是多么地悲惨！”诸如此类。 所以慈悲必须用神性的光去理解。神性的光会给你明辨力，让你明白该善待谁。你应当对你的

兄弟姐妹发发善心。你应当对他们友善。你会问：“母亲，是否应当去担忧那些正在忍受饥饿的人们？这谁来做？”那不是你该头疼
的事！为什么你要去做他们的工作？你们都非常擅长做别人的工作。例如，你在驾驶汽车时：“哦，看这个！这里本应当做好！那
里他们本应该做好！”但那不是你的工作！为什么要浪费你的精力去关心他人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你应该做的事，不要浪费你的
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你看，所有这些慈善机构，我看到在里面工作的人很难获得自觉，这就是验证。因为是要对谁做慈善？如果
没有他人，你便没法对任何人做慈善。我是说，坐在这里，我就可以对他人行所谓的慈善之事，这不是在做慈善，慈善是我存在
的一部分。我直接就做了，因为慈善是我存在的一部分，我不需要费尽心机牺牲一些东西来做慈善，因为这样的话，就只不过是
自我膨胀和自我中心了： “哦，我帮助了这个人，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所以，这就是神性的一种特质，你应当知道，这就是慷
慨。（甚至）慷慨地对待一个错误，对待一个过错。这是慷慨因为这是慷慨。它不在乎，它不需要证明自己：“为什么我需要这么
慷慨？”这是慷慨，因为它就是这样；因为兴致所至，是一种喜爱。出于对慷慨的喜爱是这样的，正如你有喜好，假设有些人会喜
欢喝酒，比如说。那不是喜好，那是一种习惯，我认为。但你可以说人们有一些喜好。你会有什么样的喜好，没有形成一种习惯
，我不知道。因为你总是有一种习惯，而后形成了爱好。 但假如你仅有一种爱好。譬如你喜欢好的食物，我们就好好享用。现在
，如果你喜欢吃好的食物，你就会去做因为你喜欢它。现在，如果有人说“为什么你喜欢好的食物？”你会说：“我只是喜欢，就这
样！你凭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一些人喜爱慷慨，无论你喜欢与否他都会慷慨。有些时候，对一个理性的人而言，可能看上去会有点太过了。
人类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慷慨是宽恕。我认为，这不是对他人慷慨，而是对自己。 如果你原谅他人，你亦是对自己慷慨。首先，对
自己慷慨，那就是原谅所有其他人。如果你原谅所有其他人，你不会被他们所折磨，你就把自己从他们的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是
对你自己的慷慨。对你自己，最大的慷慨是你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恶意和怨恨。但是清晰的认识：“他是这样的，他就像这样。”就只
是一个清晰的想法，但不会产生反应。 如果有一个男人，比如说，他是亡灵般的，那好吧他是一个亡灵般的家伙，我们知道他是
亡灵附体，把你自己置于班丹保护之中，但你不需要对此有反应。那么你已经真正原谅了所有人。原谅的品质给了你一个巨大的
保护（kavacha）；这是一个巨大的班丹，是一个巨大的保护，我们可以说，一个盾牌，抵御来自他人想要施加在你身上的各种
各样的邪恶。
只是去原谅他们，然后你看他们会发生什么。你只需要试这个妙法：只是原谅，看看那些要折磨你的人会发生什么？ 当然，神从
不想要折磨任何人；那是肯定的。祂从来不想折磨人。祂极其慷慨，祂喜爱原谅，祂享受祂的宽恕，祂是真正享受。我们应当享
受慷慨，正如我们享受宽恕一样。这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当你原谅他人，这是一件最为享受的事情，你会看到整场戏剧
，你会成为静观者。

所以当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在你身上建立起来时，首先你应当原谅他人，如果他人问你借钱且没有归还，这没有关系。

人们很难去原谅借钱不还的

人。（笑声）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另一个问题（笑）：如果你借钱给某人，你就会远离那个人。因为即使给予较容易一些，但要
讨回则是难上加难。如果谁从你那里拿走了钱，这辈子他将永远不会原谅你，因为你借给他钱了。
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当你拥有了神性，你只是付出。你只是给予。这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就是给予。 不要担心结果会怎样，其他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未来将发生
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以及你从中获取什么，其他人是怎样感觉的。只是付出！那就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但当我说付出，你必须要有明辨力。这是我们总是忽略的部分。

霎哈嘉瑜伽必须教会你明辨，这是上天的真理。神是

最有明辨力的。现在，当我说“给予”，我知道人们就会开始跑到大街上，找到一些人给他们一些东西！你不必跑到大街上去找什么
人给什么东西，没有这个必要。它只是在流动。只是在流动中。无论何时机会出现，只是试着去给予：物质的东西，亲切的话语
，甜美，安慰。但千万不要给予一样东西，我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千万不要给予建议！（笑声）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可以给班丹，你可以悄悄为他人鞋打。但千万不要用言语给予建议。这是霎哈嘉瑜伽的原则之一，在目前这个阶段。 因为给
出建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或许会被拳击中鼻子或类似的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就建议而言，
最好的方式是：你有那么多的方式和方法处理这一种情形。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去说什么，对此保持完全静默。 无论你需要对某
个人做些什么时，你不需要用言语来对待他。你越想要说服这个人，他会变得越糟糕。因为他们没有神性，他们没有达到神性的
高度。他们就是一种特殊的无法成为神性的人群，不需要和他们强行纠缠。 同样不需要给其他的霎哈嘉瑜伽士建议。所有人在这
个阶段都认为他们对霎哈嘉瑜伽了如指掌。好吧，好主意！非常好的主意！但千万不要尝试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什么对他们才
是有益的，除非他们主动过来问。
tattwa）发展到集体层面，会发生的是你学会只是去付出，并不担心回报。

当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正如Krishna所说：“Karmanye

vadhikaraste

phaleshou Ma kadachana (梵语意思)”我们的任务是种下业（karmas），我们不需要担心果（phalas）。只是尝试给所有人你所
能付出的：生命能量、给予自觉。我知道这被浪费了很多次——你给的自觉---被浪费了。这就像对着石头播撒种子。是的，我知
道，是这样的。那么多次我浪费了数以千计，但没有关系，你给他们（自觉）。这不是你为了他们而给予他们，而是为了你自己
，你做这事是为了你自己的满足，出于你的喜爱而做。所以只是尝试给所有人自觉，给任何想要获得自觉的人（自觉）。
但是，正如基督恰当地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
我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我不应该用这个词，但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词，祂曾经说过。 这一类人，他们是谁？他们
这群人不配拥有。所以没有必要给所有你认识的人自觉或者和他们谈论自觉。渐渐地你将会遇到一些主动来寻求霎哈嘉瑜伽的人

，寻求自觉：你将带给他们自觉。渐渐地，那些猪，或者你怎么称呼他们，无论基督如何称呼他们，他们会进化，我确信总有一
天他们会来到你身边。
所以，让我们试着在第一层面，在这个高的层次有真正的求道者，你将惊讶地发现他们是如何被拣选出来的。 你看，非常坦诚地
说，在神的国度里并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我们不应当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很多人到那里。对于我们而言，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能
够上升到那里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把他们都挤到那里去。只是在这里，你看我们
都不能全部坐下，我们将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关注数量，这个数量并不会很多。 当然，我们应当尽可
能地将信息传递出去；因为他们不应当说“我们从未获得这个信息。”去传递信息是可以的，但我们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强迫或要求人
们来到霎哈嘉瑜伽，或使他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这是件困难的事情。你越尝试，他们会越糟糕，他们将变得非常麻烦，从而使
之变成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 所以，在你的慷慨之中，你必须要有明辨力：与人交往要做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才能解决
问题。这就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它将会以神圣的格涅沙来到你身边，祂会赐予你智慧告诉你如何慷慨

地对待他人，在哪里去给予，给予什么。明辨力开始发挥作用。你不需要用思维，事情会自然成就。它将会成就。 明辨力在霎哈
嘉瑜伽中根本就不意味着用思维或理性达成一个结论，但意味着它要以那样的方式成就：用你对生命能量的感知去感受。一旦这
样的明辨力建立起来，你会惊讶地看到那些没有进入神的国度的人将会离开，不会靠近你。你看，这对我们更好，少了烦恼。因
为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他们，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需要自觉，而不是我们。我们已经获得自觉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告诉你们关于慷慨的内容，关于如何对霎哈嘉瑜伽士慷慨。 现在，我不打算讲述你们需要继续给其他霎
哈嘉瑜伽士礼物等诸如此类，因为，正如你们所知，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们具有象征的意义。如果你们象征性
地去做，如果你们尝试象征性地表达你自己，这将远比用物质的方式做更好。物质的方式就是这东西应该非常昂贵，应该非常多
。那样不好。你们需要在象征意义上处理好相互之间物质上的礼物和东西。 但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集体的成长将基
于这样一个条件，即当你不以任何态度或行为，暗示别人比你低或者别人比你高。譬如你会直接看到一些事，你看得很远；我看
到的比你们能够看到的多得多。这是事实。你们知道。

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只会说：“我不知道，或许尝试这个，尝试那个。”

我保持安静。我只是试着游戏。我说：“好吧，让我们来看看。”
我会向你咨询，我会向他咨询，我会向所有人咨询：“好吧，试试这个。”
我或许会玩所有这些把戏，因为我不想让你感觉，“母亲知道所有事，所以为什么我要知道？”
你首先会那样说。或者你可能说，“母亲知道那么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祂。”

所以，你应该做的是让其他人

尽最大可能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你将怎么做到？通过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通过维持一种关系让他人不感到有压力：对人格的压力
，好比那个人会想：“哦，他是那么好，他是那么好，他知道那么多事情，他升进得那么高。我们是什么？我们一无是处！”

如果

你对一个人产生这样一种态度，那么其他人同样可以产生另外的态度，只是另一种方式。他将抗拒这样的人，他会站出来，会一
直生气。只要有一丁点借口，他就要离开，他就会感到受伤害，他会痛苦不堪。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这对你没有帮助，
对其他人也没有帮助。 但是要告诉另一个人，如果你想帮助另一个人升进得更高，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成为你的朋友，你最亲密
的人，让他和你一起看到你所能看到的一切。这样视野便更宽阔了。不是某一个人能够看到更多，
而其他人看不到，能够看到的那个人，认为他无所不能。 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就好比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更好。你应当
看看我，我的行为举止。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只是说，“好吧，做吧。无论你认为什么合适就做吧。”然后，你转过来说，“母
亲，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你是这样告诉过我们的。” 所以我说，“我告诉过你，好吧，但我没有说，“好吧，这将会发生。” 但
这的确发生了。所以你最好应当也建立那样一种态度，我们所有人应该一起前进。没有人可以把自己拉出来前行。我们都应该一
起走，连我也不例外。即使我可能做任何事，这又怎样呢？神很伟大！这又怎样呢？又能怎样？祂可能在自己的戏剧里很伟大。
但关键是我们从祂那里能获得什么，祂的伟大应当在我们身上体现。如果我们不能升进到那个地步，祂的伟大又有何用？祂最好
离开。祂对于我们来说过于伟大了。
所以祂必须降下来。祂不得不降到这个层次，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他们是祂自己无明的一部分。
祂可能是知识最渊博的人，那又怎样？你不得不罩上你无明的外壳，持续不断慢慢地展现你自己。
同样的，如果你可以和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一起做。这样你才可能成为好的领袖，并且拥有完全的明辨力，你才是真正的慷慨。
所以今天，正如我告诉你的，是女神的第十三天。称为Dhanteras。这是古哈拉希什米（Gruha Lakshmi）的日子。祂降世成为古
哈拉希什米。在家庭里，首先，女士是那位拉希什米的化身。因为她是那位照顾你饮食，照顾你舒适的人，她保护你，滋养你，
并给你带来喜乐。不这样做的女士就不是古哈拉希什米。她们不是……
“家庭主妇”在这里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词。她们是古哈拉希什米，意味着她们是家户女神。

于是，前几天我们在美国，我告诉那

些女孩，我说“让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好吧，我是母亲；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我食物。但我不介意，先给男孩们吃，然
后女孩们再吃。” 其中一个人对我非常生气。她说，“母亲，这是什么？他们在控制我们。” 如果一些人先吃或后吃，什么是控制？
我是说，不管怎样你总是要先吃或后吃的！我不理解控制的部分。但是你是有特权的！你的特权是可以照顾那么多人！这里面又
有什么问题呢？你看到整个氛围是多么地可笑，如果男人先吃妇女竟然感受到她们是被压制的。这很荒谬，因为这是一种特权：
你像一位母亲一样。你是照顾他们的人，你必须給他们吃东西。这是一个特权，古哈拉希什米应该那样做：照顾所有人，给他们
食物，像对待需要保护的人一样照顾他们，诸如此类。这是一种何等的特权。这是一种全然成熟的标志。 即使很小、很小的女孩

，你可以看到，除非她们被以恰当的方式养育长大，否则她们将变得非常可怕。但通常而言，小女孩们非常慷慨，比男人们更慷
慨。她们总是尝试让你特别开心。她们有非常好的意识。如果一些人坐下来，她们会走过来给你食物并照顾你。我是说，我看到
我三个孙女都是那样做的。甚至有一次，一位洗衣女来到家里。她们说，“你必须坐在沙发上。”
她说，“但不，我不能，我不能坐在沙发上。” “不，你必须坐在沙发上！”她们说。她们为她打开风扇，她们带来厨房里所有的食物
让她吃，现在她们拿来了盘子和其它等等。最大的那个，我问她，“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她说，“我只想成为一名护士或空姐。”我
问，“为什么？空姐和护士，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只有这两个职业，人们可以给予食物，不是么？” 我是说这是一种特权。其他
职业你不能做这个伟大的工作，这么高贵的工作，给人食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成为护士或空姐的原因。”
她们做游戏，我见过这些女孩做游戏：“现在我是空姐，现在。你必须吃这个！”
她们把食物放在很小的容器里。她们自己做的，“现在我是空姐”，她们会把它带过来。

可能里面并没有什么食物，她们可能只放

了一些石头，或其他什么东西。“你必须吃掉！你必须照看好你自己！你越来越瘦了。你最好……”。类似那样地，非常甜美。然后
她们会拿些枕头过来，“现在你必须躺下。”就像空姐那样工作，你看，“你觉得冷吗？你需要毛毯或其他东西吗？”我说，“这是什么
游戏？”

“我们现在是空姐。”（笑声）

如果我们建立起来上述这种特权，那么“我们更高等，他们更低等”

这是一种何等的特权，一种纯真的特权。
这种荒唐的权利，所有这些谬论就都会消失。孰更高孰更低？

就像这里有一些头发，那里有另一些，它们是孰更高孰更低？你常带着这种想法做事！进入我们头脑中这种孰高孰低的想法是荒
谬的。 所以古哈拉希什米必须是一位高贵的妇女，必须成为家庭的典范。就像是，如果一位家庭主妇自己就是个酒鬼，结了十次
婚，她的孩子会怎样？只是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位妇女。一位妇女如果没有贞洁的理念，没有吉祥的理念，没有保护他们的理念
，她还能说什么？她是谁？这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能有谁可以给到一位家庭主妇宽慰呢？她应该是宽慰的源泉；你可以给她怎样
的宽慰？对她来说最大的宽慰就是你好好地吃饭，你好好地睡觉，你保重好自己；这就是最大的宽慰。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古
哈拉希什米是家庭中的女性，她是古哈拉希什米。但是男人也不应该成为狼。古哈拉希什米不可以嫁给如狼般的男人，你必须理
解。如果男人像狼一般，他就不配拥有一位古哈拉希什米，但他可以找一个如狼般的女士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个好办法。这样他
们可以打架、吵架，以各种方式离婚，类似这样。但是一开始就是古哈拉希什米的责任，我必须告诉你们。 保持平衡是她的责任
，这不是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而是她自己需要维护的。她不惜任何代价绝不放弃。当然，如果他像狼一样，好吧，他可以到森
林里去。她不会在意。 但是，男人们必须理解，你开始越尊重家庭主妇，即家庭中的古哈拉希什米，就得到越多的尊重，更将使
这些妇女在她们应有的位置更好地安顿下来，并对她们的家和家庭及对自己的角色和付出感到更多的自豪。她们将感受到她们存
在的意义，整个社会都会发生改变。 但是如果男人去追求肮脏的女人、低贱的街边女人，那么同样地家庭主妇也会变成那样。所
以这非常重要，她们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她们是古哈拉希什米。这是其一。
其二，她们也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s）。罗阇拉希什米是照顾国家的女神。 就如英国也有自己的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
shmi）。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是现在的王妃（戴安娜王妃），她就是一位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她是一位拥有尊严的妇女。
她带着娇羞的甜美和所有这些，她就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我们的女王也非常好。但我们会说，这个家庭里的其他一些人
就非常可笑了。他们属于皇室，但是他们没有属于皇室的人格力量。 他们拥有所有的特权，但他们认为他们拥有所有的权力，但
没有任何责任。像那样，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也会变得非常可笑。就如这个国家经受着一个又一个诅咒，因为这个国家的七
位王后遭受谋杀。我指，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位王后被国王谋杀。 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诅咒，这七位妇女
像这样被杀害。我指的是，她们曾经是怎样的妇女，她们曾经是怎样的王后？我是说，这根本不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
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是非常尊贵的妇女。祂是这个国家的荣耀。祂应当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妇女。祂应当是一位拥有所有女王
特质的女性。那就是罗阇拉希什Rajalakshmi：祂是女王，还是女神，就是女王。祂存在于每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古哈拉希什米
，如果那受到侵犯，那么人民将受苦难。他们会在很多方面受苦，就像他们会有金钱问题，会有财政问题，他们也将面临社会问
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无论王后做什么，国王做什么，其他人也效仿；特别是王后。英国大多数的时尚就是由他们的王后开
始的。 所以无论她做什么，她都是那么重要，她需要有这样的观念，即她是女神。她必须体现那位存在于每个国家的女神。所以
这就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lakshmi。

现在，在没有君主制度的国家，在民主国家，在那样的情况下，国家的第一夫人应该表现得

体。不要像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嫁给了某地的一位富商，一个老人，现在成为了一名摄影家。这象什么？这太作践了
，太作践了！她不值当在那里，完全没有尊贵而言。她在和路边低贱的女人竞争。她应该知道自己是第一夫人。 在一些并非民主
的国家，还有其他类型的政府，同样也有第一夫人。为什么这些第一夫人也要成为竞争者，尝试和她们的丈夫竞争。无论何处她
们都尝试过这样的把戏，甚至班达拉奈克也尝试过这些事情；她失败了。无论何处她们想用这种方法胜过她们的丈夫，她们都会
失败，因为神不与她们同在。她们在那里只是因为她们是第一夫人，她们应该将所有的自豪保持在内在 ，即使她们感到有点让人
失望，不受尊重。但如果她尊重自己，没有人会不尊重她。她应当保持她的尊严，那所有人都会尊重她。但如果只是去惩罚民众
，假如她不得不这么做，那意味着她自身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拉希什米Lakshmi给你的第一件事是价值体系。你的价值体系得
到修正，你正确地评价你自己。就像你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那个东西的价值，以及这个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位神圣的人来说，
其价值体系不是基于他拥有多少金钱或多少物质，而是取决于他有怎样的生命能量。所以当你拥有了神性的气质，整个评价体系
都会发生变化，你开始了解事物。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最大程度地拥有生命能量。对于自觉的灵来说，任何有生命能量的事物都是
珍贵的，不神圣的事物则无价值可言。不神圣的事物，与我们无关。 但是你将惊讶地发现，任何神圣的事物都是非常珍贵的，反

之同理。就像绘画，如果是神性的产物——意味着由自觉的灵所作——当今应是非常昂贵的。也许当时并不贵，但现今就名贵了
。事实上，所有的真理都是逐渐显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所以当你的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
hmi）本质开始成长和显现，你的价值体系就会随之改变。你变得绝对地开放，你会发现新事物、新观念，对所有事物的新评价开
始流向你。一旦这些事都发生在你身上，你就知道你正在成长。你必须知道如何判断你是否在成长。如果你的价值体系在改善的
话，你将知道你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成长。

今天是拉希什米Lakshmi的节日。我祝福你们都拥有拉希什米Lakshmi的力量。特别

是帮助改善你们的价值体系的明辨力：什么对于你而言是更有价值的，什么对于你是最有价值的；你必须努力去修正它。 今天之
后，他们开始崇拜的第一天，他们说第一天应该庆祝光明节，这一天罗摩（Rama）成为了国王。祂在十胜日（Dashera）杀死了
拉伐那（Ravana），这一天是罗摩（Rama）加冕的日子，这就是他们庆祝的原因。
现在，罗摩就是那位——那时祂被加冕——祂代表最仁慈的国王。国王的仁慈被加冕。所以这是他们庆祝光明节的原因。 但光明
节对我们而言有特殊的意义，非常特别的意义。我想：这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你会看到它总是向上走的。火焰是永远向上走
的元素。它永远对抗重力，它永远对抗所有把你往下拉的力量。灵体之光同样如此，它总是带着你不断升进。 对于一个自觉的灵
，我们称其为开悟之人，因为他内在有光。这个光能够让你认识到事物的全貌，看到事物的本质，并将其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
找到差距和分歧，能够从中鉴别。所以，光代表着明辨力。当你开悟的时候，你的灵也获得启发：在某种意义上灵就是光，但它
开始在大气中表现自己，它在你的注意力中彰显。 现在，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我们所做的只是光明节。首先，当一盏灯被点亮
，它会点亮另一盏灯，而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灯。这就是我拥有的光明节

。我享受这个光明节胜于任何其它事。

现在一些灯光有时确实在忽隐忽现的闪烁，我知道。但没有关系。 一些灯会害怕风会影响到它们，所以我必须要照顾好它们。 在
印度你看这部分被称为母亲的保护（莎丽的披头），她把孩子藏在里面。她也在这里照看这些蜡烛，这些被她点亮的灯。她会很
用心地照看着它，不断去看它是否还在燃烧。当她确信它在很好地燃烧时，她会把它放在更高的地方燃烧，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
为了他人。它照亮他人，为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人照亮道路。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今日的霎哈嘉瑜伽是伟大的瑜伽，因为它就是
排灯节。这不只是你母亲一盏灯在燃烧，而是全世界那么多的灯。你知道它们在发光、在燃烧。即使很小的孩子也在给予自觉。
它现在传播到村庄，像光明节一样缓缓地传播。每一天，我们都在庆祝光明节，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光。我确信，这些光会越来越
亮。 而仍有些人所发出的光是闪烁不定的，这会有一些问题，他们经常有问题，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应恰当地把光带进来，带至正
确的状态。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样将光恢复正常上。如果你的光亮正常，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有问题。
所以，“纠正”也是你身上展现的神性特质，必须向内解决，用这个来纠正你自己。

正如我之前和你们解释的那样，你不需要去思

考。这非常简单。这就是一个机器，是一个神性的机器，你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发现。此时，当你拥有一个机器，你不需要想太多
。因为这个机器是神性的，就像其他的机器一样。譬如，你知道汽车，但你不需要去思考。你不会想：“我必须刹车，”你只是会去
做。当你是一个熟练的司机，你只是去做，你不会去想。你会想吗？当你开始思考，你的思维将使你撞死很多人。 同样的，当你
熟练掌握这个机器：如果你知道哪里可以启动，怎么开动，怎么运作，当你拥有这些，你不需要思考，它只是运作。如其所是，
我们必须要理解它，当我们建立起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这是主要的原理tattwa，这是你升进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是最终的，是中脉，是中间的路，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中脉
有问题，你不能做任何事，因为中脉要流动，要敞开的，这很重要，它使你更广阔、更深入、更伟大。那是中脉的道路，它必须
始终保持通畅，你必须试着保持打开：通过平衡你自己，通过这种慷慨的态度，通过用你的明辨力静观所有事物。保持它的打开
，保持你的中脉处于打开的状态。这是通向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的道路。如果你能够保持你的中脉敞开，你就不会有
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会有情绪的问题，当然也不会有灵性上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来理解今天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
kshmi

tattwa）。

当你达到这个状态，你会看到：这个状态对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它给予你静观的状态。 但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的，就在第一天的拉希什米崇拜（Lakshmi Puja）之
后，当罗摩被加冕，次日他们进行第二天的庆祝。在这第二天，你们看在月相第十三天，正如我告诉你们的，这一天就是拉希什
米lakshmi诞生的日子。月相第十四天是非常可怕的一天，我不想告诉你们太多，因为在这一天女神需要和所有可怕的罗刹魔斗争
。所以我不想对此谈论太多，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些。这是月相第十四天。 然后是第十五天，这天月亮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完全黑
暗的日子，你需要点亮所有的灯来展示：这里现在有光明了，让拉希什米Lakshmi来到我们的内在。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应该被遗
留在黑暗之中。于是拉希什米Lakshmi驻留于各处，赐予我们祂祝福的荣光。 然后就算你们所说的黑暗之夜，称之为amavasya。
那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是第一个月夜，你们称之为新月。当新月出现后，第一天，是萨利瓦汉拿Shalivahana的新年。正如你们所
知，萨利瓦汉拿王Shalivahana是我的先祖，无论你们怎么称呼，是同一个朝代。在那一天，他们会拿出一条披肩，母亲的披肩，
就像这样，把水瓶放在上面，以暗示水瓶座的时代。根据他们的说法，水瓶座的时代由此开始。他们把那个放在顶上，像一面旗
帜一样挂在他们的房顶，来表示现在已经是水瓶座的时代了。 他们用母亲的披肩做成了旗帜。在旗帜之上的是倒置的水瓶，表示
水瓶座的时代已经开启。这亦是灵量时代的到来，觉醒必须发生。这是他们开始这一年的第一天。 在这之后，第二天是……事实
上是五天，但为什么我说四天的庆祝是因为其中的一天是可怕的一天。但同样也有庆祝，在杀死所有这些的罗刹魔后，就是光明
节。这些事情反复多次发生，每一次祂都杀死了所有这些罗刹魔，他们会到处点亮灯以示庆祝。 然后就是新年的第二天，这是非
常重要的，也就是兄弟和姐妹特殊的一天，姐妹邀请兄弟到她家里享用美食。如果他是个小男孩，她会给他洗澡。如果他是个大
男孩，就穿好衣服坐着，她也会在他身上洒点水，在他身上涂上一些非常芬芳的东西，让他好好地洗个澡并给他做保护。这是兄

弟姐妹之间的纯洁的关系。 然后，兄弟会在那时给姐妹回赠礼物。他可以给任何东西：这只是象征性的。这是当时兄弟姐妹们表
达爱心和感情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姐妹,事实上会用真正的灯给兄弟做一个班丹，我们称作她们给兄弟做摇灯礼，这就
是她们怎样试着给兄弟一个大大的保护。于是就是这一天，他们在马拉地语中称之为兄弟姐妹庆祝日‘Bhaubeej’ or ‘Bhaiyadweej’
：那天就是德维dwitya，新月的第二天。这是印度的做法。现在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必须被加强，
必须变得纯洁，必须得到照看。 在印度，如果一些人称你为姐妹或兄弟，那么他（她）就是兄弟或姐妹。这是非常困难的处境。
如果有人叫你姐妹，那么你必须接受那样的关系。如果你接受那样的关系，那么你的一生都必须维系这种高贵的关系。无论他是
不是你的兄弟都不重要。她是不是你的姐妹也并不重要。但一旦你叫她姐妹，那么所有的纯洁都在那里，她所有的贞洁都会得到
保护，她也会得到照顾。所以，这就是这样的。 人们会庆祝五天的节日。简而言之，我告诉过你们，我们霎哈嘉瑜伽士应该怎样
理解，这五天对于我们而言是真正的节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战胜了随之而来的堕落。现在我们是胜利者。所
以这是庆祝我们战胜邪恶的胜利，战胜我们自身弱点的胜利，以及成就目标获得的胜利的——那是完全的自我觉醒。这就是为什
么这是一个需要庆祝的伟大日子，愿神保佑你们。 在这个欢庆的日子，和你们所有人一起庆祝，我非常高兴，如今这个国家有那
么多的人，这一天终将到来，我们的正义和伟大所发出的光芒一定会照亮黑暗之路，并改善所处的环境，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他
们曾经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而今他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世界中。他们不会相信，而这即将发生。正如这已经在你们自己内
在发生一样，它将发生在你们周遭。而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一天，这样的事情终将发生。我们在这里做的所有的事情，现在正
在带领我们走向非常正义和美好的生活，带着对他人的宽恕和所有的慷慨：这将成为人类普世的真理。当这个真理在全世界传播
，当全世界的人们接受霎哈嘉瑜伽，那将是真正的光明节庆祝日。 愿神保佑你们。 所以我必须说，圣诞节我不会在这里。我将在
印度。这是很好的方式，你知道，因为我将避开你们所有的礼物！（笑）你们上次给我的礼物太多了，对于我而言太多了。当然
你可以说我想给你，而且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的大物品，但你看，当你们给一个人，这太多了带不走。他们说，你需要一艘货船。
当一个人给许多人，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是吗？但如果每个人都给一个人，这就太多了。如果一个人给予很多人这是非
常好的，因为分给每个人的重量减少了，而且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我给你们比你们给我更好，因为我真的在想需要一艘船来承载你们送给我的美好礼物。

那么，你们有问题吗？

这是你的戒指。 凯，这是戒指。西蒙，过来一下！ 所以，你看，今天的崇拜（Puja）更多是寻求扩展，更大程度上扩展你的中脉
。所以，像现在这样，当我们在做这个崇拜（Puja）的时候，首先你必须建立一种宽恕别人的态度，同时也宽恕你自己；就是那
种情绪，首先，改善你的中脉使之成长，这是最先要做的事情。 对此，有个口诀，“Ya Devi Sarvabhuteshu kshama rupena
samsthitah.” 好吧？以及 “Shanti rupena samstitah.” 所有这些口诀，如果你们所有人念颂，如果你们诵读这些口诀：一个人可以
领读，其他人可以重复。然后肯定会改善。所有这些口诀都是中脉的口诀。 我想你们这里没有那种机器，一个研磨的机器。所以
我最好买那个机器。因为我想要给灵舍一个礼物。你们怎么称呼那个可以碾碎东西的机器？ 瑜伽士：Shri Mataji，研磨机。 Shri
Mataji：变得更好，到达更高的状态，这是关键。

1982-1219, 摩诃迦利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迦利崇拜 1982年12月19日 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罗纳瓦拉 （从孟买到浦那途中的一个山上车站） 所以，欢迎大家，所有霎
哈嘉瑜伽士，来到这个伟大的瑜伽国家。今天，我们首先必须在内在建立起愿望，我们是求道者，我们必须达成全面的成长和成
熟。今天的崇拜是为整个宇宙而做的。

整个宇宙应该受到你的愿望

(desires)的启发。你的愿望应该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祂们散发出摩诃迦利力量

(

Mahakali

Shakti

)

的纯粹生命能量。摩诃迦利的力量就是成为灵 (the Spirit) 的纯粹愿望。这才是真正的愿望。所有其它欲望都如梦幻泡影。 你是被
上帝选中的人。特别是，首先表达你的愿望，然后实现它。藉由你对纯洁的强烈渴望，你必须净化整个世界。不仅洁净求道者，
甚至洁净那些非求道者。

你必须创造一层环绕宇宙的愿望的光环，去达到终极，成为灵。

没有愿望，这个宇宙就不会被创造出来。这上天的愿望就是圣灵

(the

Ghost)，就是这无所不在的力量，就是你内在的昆达里尼。昆达利尼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灵(The

Holy
Spirit)，。如果你愿望任何

其它东西，昆达利尼不会升起。只有当祂知道，这个愿望将被某个正面临求道的人实现时，祂才会被唤醒。如果你没有这种愿望
，没有人能强迫你。霎哈嘉瑜伽士绝不应该试图把这种愿望强加于别人。一旦你获得「自觉」，我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你
开始考虑你的家庭。你开始想，“我的母亲还没有得到它，我的父亲还没有得到它，我的妻子还没有得到它，我的孩子也还没有得
到它。” 你必须知道这些亲属关系是世俗的，梵语是“laukik”。他们不是“aloukik” [神圣的]，他们并没有超越世俗的关系。这些是世
俗的关系，这类依恋都是世俗的。所以，假如你陷入其中，当然，正如你所知，摩诃摩耶力量会允许你周旋。你继续吧，只要你
喜欢。人们把他们所有的亲戚，父母，这个那个带来见我，最终他们发现他们做的都是非常错误的事情。他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
时刻，许多时间，许多岁月，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那些根本不值得母亲放注意力的人身上。你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
你内心可能有这种愿望，但是你所谓的世俗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没有这种愿望。不起作用。当基督被告知他的兄弟姐妹在
外面等候时，他说：“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姐妹？”
因此，人们必须意识到那些一直卷入家庭问题，并常常想吸引我注意力的人，你必须知道我只是在周旋。这对你没有价值。 对于
你的升进而言，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有在你亲朋好友心中建立纯粹愿望的欲望。这是建立摩诃迦利力量的第一个原则。特别是在印
度，人们过份依附家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你给一个人带来了自觉，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所有亲属都带着一大堆亡魂(
bhoots)，一旦你给一个人带来自觉，你就会遇到麻烦。然后所有的亡魂都走进来，慢慢地，折磨我的生命，浪费我的能量，绝对
令人讨厌！ 你应该明白这并不吉祥。如果你想浪费你的时间，我允许。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升进，那么首先必须记住，这些亲属
关系是绝对世俗的关系，这不是你的纯粹愿望。因此，试着将你的纯粹愿望与世俗的欲望分开。这绝不是要建议你放弃你的家人
，放弃你的母亲或放弃你的妹妹

-

没有。但是你只要静观他们，自己看看，正如你会看着任何其他人，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有渴望。如果他们真的有 – 那好。他们不
应该因为是你们的亲属而被取消资格。。应从两个方面来对待。他们不应因为是你们的亲属而获得资格，他们也不应该因为是你
们的亲属而被取消资格。 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中，为了让你的愿望成为一种纯粹的愿望，你必须摆脱许多的事情。但对于那些依恋
家庭，受家庭束缚的人，他们必须确保他们不会把霎哈嘉瑜伽强行加诸任何亲属身上，至少不要把这些人强行加诸我这里来。
[锡吕玛塔吉咳嗽]：我每天都在讲话......

[锡吕玛塔吉用印地语发言]

我要讲讲锡吕‧克里希纳(Shri

Krishna)了，否则祂认为我只是在谈摩诃迦利 [锡吕玛塔吉笑] 现在我们内里的这种欲望，即显现中的摩诃迦利力量(Mahakali Pow
er)，以很多不同方式来到我们内在。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首先，它是在得到自觉之后来到我们当中的，因为你们都是霎哈嘉瑜
伽士，要为我们的亲属做点什么。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欲望来到 – 就是让我们尝试治愈那些与我们有亲属关系的人。这是第二个
欲望，你应该面对自己，并且看到，这已经发生在你们很多人身上。所以，从麻风病到任何小事，如感冒或打喷嚏，无论他们有
什么，你认为你应该带给母亲处理。你家人的所有担忧都应该交给母亲。简单的事情，如怀孕或打喷嚏，非常简单的事情 – 这么
自然的事情，竟然也引起了你的注意。因此，当你注意到它们时，我会说：「好吧，继续吧。如果可能，尽量解决它吧。」但是
，如果你没有把它们放在注意力之中，它们就在我的注意力之中了。你把他们交到我的注意力中来， 我自会处理。 但那是一个恶
性循环。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思维投射。思维这样会想：“好吧，母亲，我们没有放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请你最好照顾它。”
这不是那样的。你应该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有没有成为灵 (The Spirit)？ 我达到终极 [目标] 了吗？ 我是否升进到已超越了世
俗的欲望？“净化它。一旦你开始净化任何脱落的东西，我就会照顾它。这只是一种承诺，但不是担保。如果这真的配得上我的注
意力，我一定会照顾你。 你必须重视你的注意力，如同我重视我的注意力一样。我认为你必须比我更重视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我
可以在内部管理更多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在我的注意力中。但是你要试着从你面对的世俗问题中净化你的欲望。如此，你进一步
扩展它，然后你开始思考：“母亲，我们国家的问题什么样呢？”好吧，给我你们国家的地图 - 完成了。这绰绰有余。然后净化自己
。你拥有的那些欲望，忘掉他们吧。一旦你被净化，那个区域将被你的注意力覆盖，这非常有趣。只要当你克服它，你才能投射
光芒。但如果你是在里面，你就是被那些欲望隐藏起来了。你的光被隐藏了，没有光可以照射出来。你们都要超越那些欲望。 每
当你有个欲望，你就超越它吧。由此，你的光照射在更广泛的问题上，这个你正面对的问题，你认为应该是由我来解决的。这些

都本来是我头疼的事，你却自己担起来。你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成为灵
Spirit)。就此而已。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我头痛的事。

(The

现在，那些需要你把愿望带至整体层面的问题应该非常不同

。为了要把你的纯洁实践出来，展现纯洁的芬芳，你的注意力就应该放在另外一边。现在你不是面对我，你正和我一同面对整个
世界。看，整个态度都会改变。态度应该是：“我能够给予什么？
我必须更加警惕。我的注意力在哪里？

怎样给予？

我必须对自己更加警惕我在做什么？

我给予时有什么错误？
我的责任是什么？“

你必须祈望你应该是纯洁的。你应该是纯粹的愿望。这意味着你应该成为灵 (The Spirit)。 那么， - 你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你应该祈望你对自己的责任得到体现，应该是完整的。 然后是你对这个霎哈嘉瑜伽的责任。你对霎哈嘉瑜伽有什么责任？这是上
帝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你们是我的双手。你必须做上帝的工作，你必须与一切反神的元素，撒旦的元素作斗争。你不再对你的
家庭负责了，那些还是老样子的，就是我所说的半生不熟的霎哈嘉瑜伽士，是无用的，绝对一无是处。所有这些人都将会脱离，
他们的家人将受苦，我知道这将会发生，因为现在这些力量正聚集在一起，筛选即将开始。 你对自己的责任，就是成为圣灵，你
对霎哈嘉瑜伽的责任，你的责任是去更好、更深、更全面的理解我。您有责任了解你内部的这种机制，您有责任了解此机制如何
解决所有问题。责任在于你自己如何成为导师。你有责任成为一个有尊严和荣耀的人；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而不是低贱人的责
任。你们每个人的价值等同整个宇宙。如果你想升到那个高度。一个又一个宇宙都可以被抛弃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想要达到那个
高度，那就是你内在成功的幅度。但那些仍然想活在很低水平的人将无法升起来。 例如，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的问题是对母亲犯
的罪，而东方的霎哈嘉瑜伽士的问题则有对天父的罪。对你们来说，摆脱这些罪并不困难。 注意力要保持纯洁。在霎哈嘉瑜伽中
，你知道所有使注意力保持纯洁的方法。如果注意力不是那么纯粹，那么这种欲望将永远受到所有琐碎的荒谬事情的攻击，这些
事情对你的升进毫无意义。现在，一个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并不会在意穿什么衣服，或别人对他说的话，或其他人正在和他说什
么话，如何对待他等等，他的注意力不放在批判上，这人这样、那人那样，也没有对其他人的攻击性，因为没有人是另一个人。
但问题是，当我这样说时，没有人认为我说的是你，每个人。那些攻击性的人扮演另一个角色，那些非攻击性的人又以反方向来
思考。就好像当我说了些关于有攻击性人的话，非攻击性的人会立即想到那些有攻击性的人，而不是他自己。你立即开始将你的
思想转移给其他人，找其他人错误。
因此，由于施加在其上的负荷，这种愿望逐渐变得越来越低。所以警觉性是非常重要的，完全的警觉 - 'satarkata'。我们应该把注
意力纯然的放在维持纯粹愿望上。愿望来自你的心，你的梵穴(brahmarandra)也是心，你的构造就是如此。如果你没有一颗洁净
的心，梵穴也不能保持洁净。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大吹特吹霎哈嘉瑜伽，那么他们就没事了。他们在欺骗自己。如果心未打开，
梵穴就是关闭了。所以试着通过投射来打开你的心。投射它。
(puja)，崇拜摩诃迦利，通过这个特殊的祭典仪式

我希望今天当你做这个普祭

[yAgnya]，我们一定会建立这个光环，并启迪宇宙。但你展望的应该是

-

'我为此做出了多少贡献？ 我还在想其他人吗？ 我还在想我的小问题，还是我在想我的灵呢？ 因此，左侧是以锡吕‧格涅沙(Shri G
anesha)开始和结束。锡吕‧格涅沙只有一个基本的品质，祂完全向他的母亲臣服，祂不认识任何其他的神祇，祂甚至不认识祂的
父亲。祂只认识祂的母亲并完全向祂臣服。但是这种纯粹的愿望必须要有行动，我将在稍后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将有更多、更多
的普祭

(puja)。

接着总是，“如何做呢？”

但今天让我们把纯粹的愿望好好建立起来，成为灵。现在，按照西方的思维，我们会说：“怎么做？”
我应该告诉你们吗？

这很简单。商羯罗大师

(

Adi

Shankaracharya)写了《分辨宝鬘》（Viveka

Chudamani）和许多其它条约，然后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都来纠缠他。他们说：“如何这样如何那样，如何如何？”
他说：“忘了这些人吧。”

然后他写了《美之流波》（Saundarya

Lahari），这只是他对母亲的描述及他对母亲的奉献，他所写的每一对句(couplet)都是口诀。

这个不是通过你的思维来把你的思

维来降服，而是你的心要臣服。绝对是你心中的臣服。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非常清楚负性力量如何对他们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特别是当像弗洛伊德这样可怕的人物来破坏他们的根本、根基时。西方世界如何蒙住眼睛接受它，并将自己置于通往地狱的道
路上。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提出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错的，绝对反神的，这是反神的活动。然后你会意识到你将全力战斗，
说：“这是对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根基的破坏，我们的母亲是万物中崇高、高尚、带来滋养的、令人提升的、带来解放的源头。你
正在切断我们的根源。”当他处理牲畜般的生物时，他希望你们所有人都降到那样的低等人类，作为病理案例活在世上。我不明白
。因此，了解所有向您而来的攻击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警惕，也不要认同任何这些人。 最后我会说，当你来到这个国家就要看
根部，而不是枝叶。改变你西方风格的态度吧。这里电话不好。你在这里打不了任何电话。邮政太可怕。铁路是最糟糕的。我不
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铁路上。但是，人民非常出色。他们知道什么是正法。他们没有受到攻击，以某种方式避免了，因
为这里就是昆达里尼。格涅沙在这里坐镇，谁敢对任何人进行攻击？
这个伟大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八个格涅沙保护着他们。我不知道这些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是否知道这个事实。还有那么多Marutis
[注：哈奴曼的别名]，谁可以攻击这个国家？
没有负面攻击，只可惜他们自己是相当金钱取向的。这是他们唯一的诅咒，如果他们能摆脱这点，他们就是伟大的民族。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不是为了享受西方的舒适，而是为了灵 (the Spirit)的安慰。所以改变你对印度的态度。我绝不是指印度
航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你乘印度航空而来，因为你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一点也不。印度航空与霎哈嘉瑜伽无关。到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铁路，所有的一切，都与霎哈嘉瑜伽毫无关系。因此，看在老天爷份上，你要爱国就使用自己的航空公司
吧。但是当你到达这里时，你会看到人们太纯真，他们无法理解弗洛伊德，你无法与他们交谈，这超出了他们的思维。如今，从

这方面来看，他们是更高等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攻击。而你在某种程度上更高，虽然你受到了攻击，但你已经摆脱了它。你
刚刚转过身来，朝着另一个方向。这太好了。所以你也将有信心，这里有许多人跟你有同样的信念，在这个大国，庞大的人口支
持着你。所以你不应该感到迷茫。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在摩诃迦利日来开始这个普祭。我们可以说是歌维(Gauri)的日子，今天
是格涅沙-歌维日，虽然根据预定时间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按照我的意思，让我们在更精微层面上建立起保持纯洁和得到洁净的愿
望。我们所有障碍和不洁净的东西都是内在的，渴望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渴望成为负责任的霎哈嘉瑜伽士，并渴望向你的
母亲交托。这并不困难。这是最简单的，最后一个是最简单的，因为你交托什么呢，我不想要你任何东西，除了要你接受我的爱
。交托只是意味着你敞开心扉接受我的爱。放弃这个「自我」(ego)。仅此而已，这会成功。我相信这会成功。我想把自己推到你
的心里，我肯定会在那儿安顿下来。[锡吕玛塔吉微笑] [母亲用马拉地语谈话25分钟] 摩诃迦利有特殊的哭泣能力，[锡吕玛塔吉微
笑]，因为她是左脉的。当她无助而她无法行动时，她会哭泣。这是摩诃迦利唯一显现的方式就是她的愿望，如果她有愿望但不能
得以实施，那么她只有哭泣，这是她在无助中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吗？

有时当她充满爱的时候

-

正如我今天所见到的那样，你们所有人都来到这里，所有这些人都坐在这里

-

当她无法全心全意的表达自己的时候，她感到的喜悦化作泪水涌出。 愿神祝福你们今天的普祭，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以这样一
种方式来接受它，即在你们内部唤醒最精微中的精微，各方面的敏锐性，以及达到巅峰的爱，并由此化为喜乐。那将花朵的芬芳
化为喜乐的爱，将在今天的普祭中体现出来。 愿神保佑你！ [马拉地语翻译] 现在我会说一点马拉地语。英语的一个缺点是，如果
我说了些反对他们（西方人）的话，你们都明白。但马拉地语的一个优点是，如果我说了些反对你们的话，他们就 听不懂。因此
，这对你们有利，你所有的不道德的行为，所有的罪行都是秘密的，这是马拉地语的一大优势。出于这个原因，有些人认为我不
懂马拉地语。但我懂马拉地语，也懂印地语，而且，我更懂亡魂(bhoots)的语言。 所以，你应该记住，我所说的关于锡吕‧摩诃迦
利的事情，请把注意力投向锡吕‧摩诃迦利，并努力摆脱你的错误。我已经说过，你们的那些行为，“锡吕‧玛塔吉请治好我的儿子”
，“他发生了什么？”，“他重病在床，四肢折断，精神错乱，不吃不喝任何东西，无法弯腰”。“如果您用莲足触碰他，那对他来说会
有很多好处。”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

这是你过去的作为（业报Karmas）的结果。我能克服多少呢，我能消耗掉多少呢？ 拯救这样的灵魂有什么用？ 我原谅他，以便
他可以重新投胎。你应该明白。对他，对自己，特别是对我都好。“但是锡吕‧玛塔吉让您的莲足触碰我的房子吧”。你知道一切，
锡吕‧玛塔吉就是这个那个，等等，心知肚明的。（可不可以这样翻译，

哈哈哈

）“锡吕‧玛塔吉，请来我家五分钟，好吧两分钟，至少一分钟。”当我去他们房子的时候，我要爬七层楼。电梯坏了！ 我知道了！
现在折磨我，我为你们折磨自己。我做了很多。无论你告诉我做什么，治好他，治好她，治愈我的阿姨！
我已经治愈了所有人。现在我不会治愈任何人。她可能是你的姨妈，不是我的！

了解吗？

我说得很清楚！

请不要告诉我，“锡吕‧玛塔吉，请看看我的这个亲戚、那个亲戚。” 请帮我一个忙。这已经太过分了。 其次，不要告诉我你的家庭
的问题。我受够了。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霎哈嘉瑜伽之上。如何传播霎哈嘉瑜伽，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如何发展我们的冥想
中心。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为什么人们不来霎哈嘉瑜伽？

坐下来讨论吧。它不应该是空谈。坐下来思考。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做了什么错事？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霎哈嘉瑜伽稳定下来？ 如果你不在普祭里收集至少十五个亡魂，那你就不
是真正的孟买人。如果我去浦那(Pune)至少有二十一个亡魂肯定在那里，并且必须是大亡魂（Maha bhoots）。“除非我们把他们
带到普祭并麻烦锡吕‧玛塔吉，否则我们不是真正的浦那人。“毕竟他们是Peshwas(当地古代首相的称谓)，所以锡吕‧玛塔吉必须承
担这一切。所以他们被带进了普祭。他们非常特别。“锡吕‧玛塔吉我们应参加普祭吗？

由于所有人都知道有普祭，请允许我们参

加。请事先检查您带到普祭的人是否有权在那里。在西方，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是太初之母。在这里，没有必要，因为你知道我是
谁，你想尽可能多得到益处，并带来尽可能多的亡魂。如果你把脏东西放在恒河里，她会清洗它们，但是有必要总是只扔脏东西
吗？ 所以至少有一些时候你会想，“我们总是把亡魂带到锡吕‧玛塔吉面前，让我们也找到一些纯粹的人！”除了干扰我之外，亡灵
还能做些什么呢？ 所以你自己要照顾好亡魂，然后把好人带到普祭。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容忍它，但此后我不会。如果你带来
亡魂我将在你的房子里放置十个亡魂。我说清楚，不是一两个，而是十个。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会永久地把它们放进去
。我这么说的时候在微笑，但我是认真的。这种事情困扰我已久！

锡吕‧

摩诃迦利的形式是非常有爱心和保护。不仅如此，她还能够满足你所有的欲望。但如果你的欲望很低等，我该怎么办？
我必须做多少摧毁！

而这里都是这些愚蠢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只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我能承受多少呢？

这与亡魂有关。其次，有一种可怕的依恋，就像普拉丹(Mr Pradhan)先生所说，他们有兄弟会。如果一个人被附体,，他或她会加
入一个类似的人。你可以清楚知道他们就是亡魂。当十个亡魂在一起时，你应该知道所有十个都是亡魂，因为只有亡魂才会加入
另一个亡魂。这是他们典型的情况。所以，要记住。 所以，要与好人为伴。好人应团结起来，成立小组。不要吵架。一旦你成立
了小组，继续慢慢地增强它，意味着那小组成为核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好人渐渐靠近，小组得到扩展。争吵是亡魂的标志。愤怒
也是。不要让愤怒战胜你。或者人们催促着工作、驱使着其他人，做这个、做那个。我就知道他（那被附体的人）来了。当你被
十个亡魂包围着时，能做什么呢。你应该有一种尊严。你就像[古代国王]湿婆吉(Shivaji

Maharaj)一样，对吗？

只有他的雕像到处都竖立着。你就像他一样，所以，看看他多么有尊严，你是怎样的！ 就在昨天，我在浦那说：“霎哈嘉瑜伽士排
队坐着吃饭，免费是有限度的。在这个马哈拉施特拉邦，当我们叫打扫卫生的阿姨来吃饭时，不请个十次她是不会来的。我亲眼
所见。暂不说湿婆吉(Shivaji Maharaj的故事。我亲历的事情，如果我家打扫卫生的阿姨，跟她说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除非事先邀

请，否则她不会来。“锡吕‧玛塔吉你没有发出邀请卡，所以我怎么能来？”她会说。这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亲眼见过它。而现
在，来自好家庭，体面的霎哈嘉瑜伽士，带着孩子一起吃饭而不付钱！
当我听说时简直大吃一惊，这难道还要我提前告诉他们吗。这是什么风格？
只要有免费的宴席，吃饭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还有拜赞歌，那更糟！
无法理解，我们是否属于猪类！

什么水平？
除了食物，我们从不谈论任何其他事情！

基本上我无法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出生在湿婆吉(Shivaji

Maharaj)王国的地区！

他们冲向有饭吃的地方。这是应该的方式吗？ 一切免费的都应有个限度。神可以看着到这种凡事免费的方式。我们永远不应该任
何东西都免费获得。当有人坐他的车，上车。为了什么

？

“省钱”。那么节省下来的钱会去哪里？

你会怎么做？

学会以自我尊重的方式来生活。没有自尊的人，他在霎哈嘉瑜伽中会做什么？ 首先，人们必须祈望拥有智慧而能成为受到尊重，
有尊严的人。否则，如果霎哈嘉瑜伽士是被人以为是那些想要一切都免费，又互相争斗和批评的人，那么我的名声就不好了。所
以，首先你应该保持这种愿望。免费获得一切都是非常不合适霎哈嘉瑜伽士的。我免费给予你们霎哈嘉瑜伽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四
处走动一切都是免费。这些日子已经正好相反。不是支付给导师钱，反而是导师付钱。这不奇怪吗？ 你应该思考一下神是否接受
，是否认可这样。你知道一切。你熟识所有经典，不必让别人告诉你，但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那个你把自己带去的位置。此外
，钱是非常大的麻烦。你期待在任何地方省钱，是否能获得大笔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种生意。你知道，锡吕‧玛塔吉没
有在当中做生意，你也不应该在霎哈嘉瑜伽里做任何生意。否则不要告诉我，你把自己变成一项生意。记住它。霎哈嘉瑜伽是实
相(reality)。这是真理（truth)。这是神的王国，在这里不允许你的方式。记住，这里不是你的印度政府，而是神的王国。印度政府
（1982年）可能允许贿赂和所有牟利的交易，但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神的王国。我一再警告你！ 请记住，如果有人试图赚钱或免
费获得东西将陷入困境，我将不负责。过去的诚信有多棒！没有人能够击溃马哈拉施特拉邦人的诚信。即使是现在，他们在整个
印度都是众所周知的。非常忠诚的人。我告诉你，穷人要好得多。甚至是女仆；你给他们钥匙，他们不会碰你的钱。但是来自中
产阶级的先生大爷们(Sahibs)却准备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而保持他们的地位。
你可能比其他人少两套衣服。那不会有任何分别。如果你买不起丝绸印度衫，使用棉质吧。我让你们成为“Vasudhaiva
Kutumbakam，对你们来说全世界都是一家的人，就如普世的人格，但你们却并不”Udaar

Charita“慷慨。你们对钱很吝啬，据说

浦那人因为他们的吝啬而闻名。但现在他们有很大的责任。昨天，像南方司令部的将军这样的高权位人士告诉我，我们正坐在功
德之地（Punya Bhoomi）。我说，“是吗？” 然后他说，“锡吕‧玛塔吉，您总是说这是功德之地，那么您为什么不在这里定居并住
在这里帮助我们呢？”他对浦那赞不绝口。他是一名锡克教徒，来自旁遮普邦。因此，他们说，远处的山丘看起来多漂亮啊！他在
赞颂浦那而我在倾听。在演讲中我也曾唱这赞歌。因此，浦那人负有很大的责任。我曾多么颂扬你们呢！
我觉得，可能我过分赞扬你们才导致了这个状况。 一段时间之前，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被发表了。在那封信中，我非常赞美你
们，以至于Kulkarni都无法翻译了，我也不能。我把你当作神明，崇拜你，而你却在这里像乞丐一样站着。贫穷的迹象！
至少做一件事，靠你自己；
超越这种形式，并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是有自尊的人。为什么有人要为我们花钱？“然后你会看到，锡吕‧拉希什米( Shri Lakshmi
)

正正就是要为你而服务。但是不要仅仅为此而做。否则你会回到早期的心态，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锡吕‧玛塔吉告诉我们，然后

我会收到你的十页信。“锡吕‧玛塔吉是你诉告我们的，但是锡吕‧拉希什米却不为我们服务呢。相反，我失去了拉克希米。我没有
钱了，我负债了，我的妻子也逃跑了等等。“霎哈嘉瑜伽将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建立起来。这就像龙卷风。而且需要的是那些在这
场风暴中会照顾霎哈嘉瑜伽新人的人。但是，这些人去了哪里？

他们都和湿婆吉(Shivaji

Maharaj)一起离开了，还是完成了[古代]首相(Peshwas)的统治？ 要好好准备那些将会照顾新人的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这样
做的。他们会纠正你。尽管拥有潜力但你们却没有好好栽培他们，那我要从哪儿去把他们带来呢？ 因此，浦那人负有重大责任。
我已经清理了孟卖人。他们不需要再次被清理。但是孟卖人应该离开他们的地方出去活动。他们像锡吕‧伽纳伯蒂 (Shri Ganapati
即格涅沙) 的神像一样死守在孟买一个地方。但除非他们出去活动，否则他们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他们根本不动！他们必须活动。
每个人都应该下定决心，在我回去之后，来自孟买的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都应该走访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所有中心。是每一个霎哈
嘉瑜伽士。钱是已备妥了，这些中心的人也不会让你饿着。请假或做任何事情，但每个人必须至少访问2至4个中心。然后你会说
，“锡吕‧玛塔吉已经说过2到4个中心，所以我们会去2个中心。既然是2个的话，1个也应该足够了。所以，去卡尔瓦(Kalwa)就可
以；额。卡尔瓦有一个中心，位于孟买外。他们从地图上确认，卡尔瓦位于孟买边界之外。所以去卡尔瓦就足够了。然后他们会
说：“锡吕‧玛塔吉我们去过卡尔瓦了。”我明白了！你现在去Thana吗？去Thana,象蝙蝠一样。
这会更适合你。其中一些已经去了。它怎会适合你？最适合？但是，这种安排不应该是为霎哈嘉瑜伽士而设。他们是我的孩子。
你在做什么？看着你自己。你是我的孩子，你不应该象蝙蝠那样。决不！所以照顾好自己。应该小心的时候到了。现在，会有更
多的人来这里。你也会抢劫他们吗？你是道路上的暴徒吗？那个时候的暴徒出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吗？如果是这样，他们都出生
在这里，所有的暴徒都在抢劫人民。打开你的心，以开放的心灵生活。霎哈嘉瑜伽士将于明天抵达。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给他们一
些礼物。上一次，我花钱并代表浦那霎哈嘉瑜伽士赠送了芒果，黄铜水壶和杯子。那是代表浦那人而做的，浦那人做了什么呢？“
锡吕‧玛塔吉，我们陪伴他们，与他们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必须至少给他们一件礼物。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友谊
不应该属于这种类型，“请借给我五百卢比，我在贷款，我的母亲已经逝了，我没有布料来遮掩她。“你应该试着去理解这种行为会
给你造成什么印象，而不是沉溺于这些事情。我说得很清楚明白。最好今天就这样做。永远不要沉迷于这种低级行为。你应该和

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展示你的宽宏大量。他们为你的Darshan (祝福)而来。就像，你去找神的Darshan (祝福)却见到他在乞讨！这
是什么状态？试着去理解！不要歪曲霎哈嘉瑜伽到这个程度。所以请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为您带来一些礼物。他们也花了很多
钱来到这里。如果你不理解其它的，至少你理解钱。因此，这些人花了这么多钱来到这里。如果你给他们礼物，他们将永远记住
它。所以用爱来拥抱他们吧。用爱来邀请他们到你的家。看看德里霎哈嘉瑜伽士有多心胸宽大！他们说，“锡吕‧玛塔吉，我们会和
他们一起待七天。你可以做任何事，但我们不同意。让他们七天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将分组。我们住在一个房间，没事，我们
来分担。“这就是德里人的方式。 毫无疑问，孟卖人也很慷慨。他们很慷慨但不活动。德里霎哈嘉瑜伽士将来到罗纳瓦拉(Lonavla
)。告诉我，虽然星期天我们有普祭，这里有多少霎哈嘉瑜伽士来自孟买？屈指可数。是什么阻止了他们？锡吕‧玛塔吉今天就有普
祭，这些人来自遥远的地方，你却不能从孟买过来这里！给我一份来自孟买的人的名单。为什么其他人今天不来？为什么他们不
能乘坐早班火车来到晚上火车返回？罗纳瓦拉非常远吗？
如果现在活动安排在卡尔瓦(Kalwa)举行，他们会参加。他们没有内在的感受 (inner feelings)，没有渴望。如果你的（亲生）母亲
来到这里，你肯定会来见她。我不是你的母亲。我是你母亲的母亲。你能没有我吗？孟卖人没有内在的感觉。慷慨有什么好处？
应该有内在的感受。通过花钱不可能买到所有东西。借着内在的感受却可以得到。你有吗？内省，“我们有内在的感受吗？你应该
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我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感情，但有些人根本没有。他们可能会说，“锡吕‧玛塔吉，自从您到这里，我们就开
始获益。”但是让我看看我有什么获益。现在，如果有四个人来到孟买，我必须考虑在谁的房子里安置他们。我注意到如果我把一
个来访的霎哈嘉瑜伽士放在某人的房子里，他会把那个人转移到别人家。他来找我们，好吧，把他送到另一个家庭。我无法理解
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无法理解你的方式，请向他们解释。但内在的感受却缺失了。那是必要的。一切都不能通过付钱来购买。
另一方面，当我去村庄，那就像是开花结果之时。他们拥有内在的感受，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和喜乐。就算是牛车或其它运输工具
。如果一个人必须走路又如何！如果一个人必须赤脚走路又如何！当爱像洪流般流淌时，人们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会留下任
何欲望。这应该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从那些人那里学习。他们心胸开阔。他们甚至不接受我一分钱，也不会麻烦我。所有安排都
很到位。他们洗完澡准备好就会安然等待。然后感觉到，“这是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所以，孟卖人和浦那人有很大的责任。你坐
在这里（最高的）像皇冠，挥舞宝剑。要让那些剑不生锈。我想告诉所有人；去乡村待一段时间，向那些人学习。他们可能没有
任何吃的东西准备给你，但他们会提供很大的爱，“锡吕‧玛塔吉，喝一杯茶，来点吧，不要光喝水。”他们的爱在人们心中唤起了
爱！应该就是这样的。内在的感觉是必要的。当你遇到这些人时，你的心应该充满对他们的爱。你应该想一想，“他们带着爱来与
我们的灵相见，我们应该把他们安放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让他们感到舒服？”当他们即将离开时，你应该感受到，“现在这些与我
们心连心的亲人要离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到他们呢？”不要想，“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榨取什么、榨取多少？”现在忘记所发生的
一切。忘记过去，继续前进。当你一直进发，你越来越高。除非你从二元性上升到整合一体，否则升进将不会达成任何效果。我
们仍处于二元性。在这种二元性中存在一些荆棘，必需要被移除。
扔掉你头脑中钱的负担，你将有数万卢比。据说，“Yogakshemam vahaamyaham”我将照顾你的瑜伽和kshema，即福祉。抽离自
己，看看会发生什么。给这些人带来爱，为他们花钱。不需要太多。你不会欠债。我什么都不想要。但是给他们吧。他们来自外
国，你应该给他们爱。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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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夕讲话 印度浦內 1982年12月24日 在庆祝基督诞辰开始前，我们先要简短回顾祂出生后我们所做的事，以便了解自己所在
的位置与祂之间有何关联。基督是童贞女的儿子，所以即使最轻微的污点也不应存在于祂身上，祂降世是为了完成一项最伟大的
工作——创造我们额轮的意识，这个工作会帮助吸去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制约和所有的自我。这项伟大的工作让我们的內在建
立起伟大的人格。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破坏了內在这些机制，致使让基督徒得到自觉成为最困难的事。 一方面，我们有太多
的制约。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透过天主教和基督教相关的其他思想，我们在超我中创造出可怕的制约，我常常想，它们就像坚硬
的岩石。但那些天主教堂中的人却都自高自大，甚至在面对我时，他们的眼神闪烁不定，他们的额轮并不坦诚。 如果你真的希望
在霎哈嘉瑜伽里升进，就必须完全放弃所有那些制约。我们进化到这个阶段，一直企图创建各种机构——当然，我们集资，毫无
疑问，很多钱——各式各样的戏剧，罗马教皇的戏剧和大主教的戏剧，还有所有这些大主教们以及所有的蠢事，所有那些无聊蠢
驴般的人也被创造出来。他们完全与基督无关，与上帝无关，没有上天生命的意识。对他们来说禁止人做某事的唯一方法就是完
全地宗教化。这将西方带入如此黑暗的境地，以致于霎哈嘉瑜伽必须通过极其广泛的形式非常快速地成就出来，否则，你便无法
克服大主教、主教以及教皇们的可怕想法。 另一方面是自我部分。像弗洛依德这样的人到来，他们把绝对反上帝的思想带给人类
，绝对地违反上帝，绝对地违反圣母和圣子，是荒谬的。这些反上帝的邪恶想法渗入人们大脑，于是人们开始说：“有什么错？这
些都是制约，我们要清除所有制约。”于是他们走向了另一面即自我导向的一面，这便是基督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我的意思是
，基督在西方被确立后，他们必须看到自己制造了所有障碍，而这只能是在阳光下，打开后额轮才有可能。 尽管如此，我发现所
有来自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仍然更执着于基督教而不是基督。在你之內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结，这个基督教情结必须要去
掉。而印度人更善于脱离所有荒谬的想法。因为在这个国家每件事我们都有无数的挑战。对于制约，我们有很多挑战，对于自我
导向，我们有很多挑战。所以人们已习惯了放弃。但在西方，我们仍然非常执着于毫无意义的基督教。 这与基督毫无关系，相信
我，这种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狂热必须放弃，否则，你对基督便没有任何公正可言。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另一种宗教，像印度教
，或者任何荒谬的耆那教，其他之类的什么宗教。基督教的本质、原理是基督。这个本质现在被所有荒谬之事好像乌云般层层地
包围，你们真的必须把“基督教”这个词从你们的词汇表和思想中刪除，否则，你们永远无法抓住它的本质。相信我，这是事实。
现在即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基督所说的或者圣母玛利亚所说的话上，也都是通过这些可怕的人传达给我们。所以不妨学习其
他的神祗和其他伟大的降世神祗，我们便可以得到中和。你必须通过学习其他神祗，比如，锡吕•格涅沙，来努力中和自己的注意
力。 如果你谈论锡吕. 格涅沙，那么要明白祂是基督的本质。格涅沙是基督的精髓，基督是锡吕. 格涅沙力量的显现。因此，如果
你深入大多事情的精髓，那当然更好，那么，基督就在那，但我们必须看到祂如其所如的本质，这本质以前很少人能看到，但现
在在霎哈嘉瑜伽中，你应该看到祂的本来面目。祂首先是神圣中最神圣的。你接受那个位置。跟这个弗洛依德的胡言乱语没有任
何关系。那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一周之內他们用五天时间去做弗洛依德所有荒谬的事，第六天他们谈论基督教，第七天他们
上教堂。他们怎能上教堂？我是说，他们怎么能称自己为基督徒——用什么标准衡量的？告诉我。我是说，只是想想看。印度人
已经让他们滚蛋因为他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样荒谬至极，污秽下流。神圣中最神圣的，我们却用荒谬的想法把祂拉到如此
低俗的层次。 所以你们要明白天主教的制约让我们如此厌恶自己，导致我们走向另一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制约更甚。你却与
这些人联系不断，从早到晚，他们不是弗洛依德派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即使在获得自觉后依然如此。但是你们必须明白，你们是
特殊的人群。你在他们之上，你们已经升到他们之上。基督已被唤醒。 所以要公正地对待基督，你必须去除所有制约，从基督教
开始，如果你有任何的制约，或者你曾属于弗洛依德一派，你要脱离那个可怕的家伙，他绝对的反基督。恶心，恶心，恶心！我
们与弗洛依德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相信我，我们无需就任何事在任何观点上去维护他。他充分利用人们的反
感发展出许多制约，然后他编造出所有这些故事，因为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水准上，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算不上是人。你看
，基督为人而来，但不是为那些低水准的人来，即使麻风病人也好过他，我想。真可怕！甚至想想都令我作呕。这是极不圣洁的
事，因此，为了一切实际目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和弗洛依德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蠢人、是污垢，绝对是低层次的人，我们从
他那里或从他的思想中，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现在另一方面就是教堂的制约。还是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仍然对此困惑。当然，如
果你要拯救所谓的基督徒，你必须去除他们的制约。幸运的是，我们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谈论这些事情对社会有怎样的危害
。 但是仍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反基督的活动。它就是反基督的活动。基督来到这个地球上，在这里摩西已经建立了正法。在基督之
后，有那么多。祂想人们应处于平衡中，祂必须传递出祂复活和升进的资讯。这就是祂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但是他们之后做了
比伊斯兰教更糟的事，伊斯兰教就在圣经中。所有这些法律都在圣经中，圣经说任何人做了这样的事都应被杀死，任何人像那样
做都应该被砍头。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圣经中。你看，不管是穆斯林做着什么都包含在圣经中，都来自于圣经。所以为了中和这些
，弗洛依德先生开启了另外一种风格。 对于我们来说，上天的律法在约束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升进的唯一道路。这不是强
制性的，而是自愿的接受，我们要升进，我们要完全妥当，霎哈嘉瑜伽里没有制约，只有我们如何提高，如何走得更远。所以，
我们能接受现状，并不断前进。这就是为何自觉会给你力量去战胜你头脑中反基督的活动。你们必须面对自己，这是主要的。我
说，你们不但必须面对自己，还必须面对周遭所谓的社会，为了自己看清楚这些你们还沉浸其中的、完全有害你们成长和升进的

思想制约和反基督的活动。由于你们现在已是得到自觉的特殊人类，你们要和自己辩一辩，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与他人争论则
毫无益处。 正如你们了解的那样，因为制约，人们沉默不语，但制约却在內在不停增长。因为自我，人们太过健谈，他们用语言
侵犯他人，自我也增长过甚。所以，人必须处于静观的状态，也就是该说话时，你会说话，该沉默时，你会保持沉默。这是在喉
轮的层面。在额轮层面上，你会憎恶一切丑恶的、不圣洁的和污秽的事物。因为现在你的內在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感知力，产生
了一种新的对神圣和吉祥的感知力。试着增强你內在的这个吉祥的感知能力。我发现人们很容易粘住负面的人。他们认同负面的
人，非常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有同情心，正在做的是怜悯同情之类的事。 这个人可能是你姐妹，可能是你的兄弟、母亲或可能是
你的妻子、孩子，可以是任何人。但由于你执着于这样的人，你实际上是在害他，因为那个人可能要下地狱，那么你也会下地狱
。所以，如果你想对这个人做点有益的事，最好是不要执着那人，告诉他这些都是反基督的活动，去追隨那些从事神圣事业的组
织，让他明白力量只存在于追隨那种组织而不是执着于某个单一的负面人格的人。 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些经验，我给你们举个
例子，某人的妻子，她不在这，他也不在这，但是了解下她的事会比较好。他非常执着于她。他和她结婚了，他来问我。我很吃
惊他居然那么迟钝，他为何不能看明白她？他为何不了解她？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我说不要结婚，他会认为母亲是想要
强迫他或什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真的感到震惊，大约有两分钟，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肯定她玩得一手好牌。我说，“好的
，你们可以结婚。你们会很快乐，如果你们有这个愿望，你们会得到快乐，就这些。”我没有说“喜乐”这个词。如果你认为你能获
得快乐，那么就结婚。现在她嫁给他了，然后他说她必须要跟他去英国。他带着她。我尝试阻止这件事，我告诫他：“要小心。”结
果他们丟了护照。他找到他的护照，她没找到。但他紧抓住我不放。他说请求瓦斯塔瓦先生，无论如何让她找到护照，护照应该
在那。我说好吧。然后他们造了一份她的护照。然后她跟着我，现在还一直跟着。 我说：“请带走这位女士，我不想她一直跟我在
一起。这令人头疼，整个24小时都跟着我。我必须得有时间和这些可怕的附体分开。请让她离开，她糟透了。”但是他不能理解我
，仍然站在她那边。然后有一天，她攻击了我的心脏。心脏仿佛遭到了重拳的袭击。我说，现在你把手放在我的心上看看，它悸
动的像什么似地。他无法把手放过来，甚至无法把手靠近我的心脏。我说，现在让她离开。当她离开时，心悸就停止了。然后他
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她，没放弃她。 我去洛杉矶，她到处跟着我。真让人同情，你看，她早应离开了，她是精
力相当充沛的妇女。但是在洛杉矶，她渐渐地开始对他呲牙咧嘴。最后，他陷入麻烦，他开始出现疼痛，但当我一离开洛杉矶，
她就得了癫痫。这时他才意识到把她时刻带在我身边是件多么危险的事。现在他不能让她离开，因为她得了癫痫。他没把她带回
去。她不停跟他们讲诉她可怜的故事，以此来搅乱所有的灵舍——“哦，你知道我丈夫，他想离开我”，这个，那个，无稽之谈，所
有的人都被她迷惑。 现在，她是一个附体，又一个附体，再一个附体。附体逐渐增多。多一个附体对另一个表示同情，就又多了
一个附体。一旦你施予同情，就又多一个附体。她还不停制造问题——“你看，这个不好，他不好，他反对我，这个家庭反对我，
那个反对我。”然后一些人心轮感染，心轮被感染。因此后来他让她离开。 现在你不要再重复所有这些无聊的事。不要容忍负面，
不要总带着它，审慎明辨是平衡中重要的一部分。无需恐惧，但审慎明辨是平衡中重要的一部分。明白吗？如果你有负面，最好
去除它。如果有人是很负面的，最好不要和他有什么关系。无论是什么血緣关系，也不要和他有什么关系。因为降低自己毫无用
处，如果你是个求道者，一个有责任心的求道者，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必须要小心。 今天是圣诞节，我得说，因为战争只是
从额轮爆发。因为如果偏离了基督的原理，你就开始争论不休，反过来支持了负面。常常都是这样，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吗？
然后你们进行所有反对基督的言论。同样的额轮，当它变得可笑，你开始把绝对虚假和错误的事看得非常合理。所以我们必须保
持警觉。我们要和基督在一起。现在，他们也会说一些得到生命能量：“母亲，很好。我在那也满是能量，真的，我们看到生命能
量。”什么都没做，我感觉很尴尬，有时我不说，我感觉很尴尬。 人们也会跟我玩一些把戏来控制我，因此我十分担心，有时，怎
么跟这些人说呢。因为我看到自我倾向的人极其敏感。现在他们并非傲慢，但却极其敏感，如果你告诉他们任何事，他们都不会
接受。就像昨天，我批评了普纳所有的人，他们说那是为了我们好。没人说：“母亲，为什么说这些，这些事？”没有，没人这样。
每个人都说是为我们好。但是在西方，如果你批评他们，那么你也会被批评。没人会那样来接受那些。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要解决你的自我问题，首先，知道吗？不要跟你的自我玩游戏，而且，还要看清你的制约，即附在你身上的亡灵，所有这些制约
已经变成你体內的亡灵。所有教堂的亡灵都跑到你们脑中。他们都在那，所以你必须明白不能有任何亡灵，因为我们一定要是神
圣的，我们一定要是洁净的。我们要获得重生。我们是重生之人。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是你们必须想到祂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工作。你越是站在负面那边，我们伤害基督就越多，折磨祂越多，麻烦祂越多。基督出生在最艰难的环境——马厩里，出生之地
人人都要求舒适，而祂在生命的最初就经历了艰险的生活直至死去。你们可以看到，祂本身就是出生在马厩里，你们没有一个人
出生在马厩里。而基督徒对舒适却是那么在意，最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基督出生在马厩里？在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夜里，基督
出生了，衣不蔽体，却闪耀着祂的美丽。

现在我们要把基督非常舒适地安置在我们的內在。我们不要在额轮把“马厩”给祂，思想

的马厩或冠冕——我们不要给祂这些。我们要令祂舒适，不再以怜悯来接受负面。你要好好地朝向你们的吉祥、神圣，以便基督
能享受安住在你的额轮。我们不要用无用的想法、不舒服的行为、不吉祥的外表以及接受不神圣的错误思想来折磨祂。 试着去尊
敬祂，祂站在那，努力让祂感到舒适。我希望我能做到，但是祂驻于每个人的额轮处。如果祂只是在我的额轮，我早就令祂得到
最大的舒适，但是祂要在每个人的额轮处显现。 所以作为母亲，我要求你们照看好祂，给祂好的住处，一个舒适的时间，因为祂
出生是为了让你重生。祂被赋予了一项如此伟大的责任去吸入你们所有制约和自我，但不是说你要把石头放在它上面。 有时我发
现一些西方人的制约是如此之大，像大山压在小孩身上。有时，我发现一种巨大的难闻的呼气。自我的可怕呼气，发出恶臭，像
一阵大风吹向额轮，从这种糟糕的自我发出的可怕难闻的气味。

绝对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诞生于你內在的王中之王。你受到如此敬重——基督在你的额轮诞生。但你要尊重你的额轮。 你应把
注意力保持在中央，这样才不会摇摆不定——想像下，把一个孩子，正如他们说的，把一个孩子放到翅膀上。所以额轮一定要保
持非常洁净、健康和神圣。注意力要圣洁。外在的注意力仍不夠圣洁，应当是无执着的注意力。如果你开始透过你的额轮来看，
它会展现一种圣洁的力量，以致于任何人，看到你的眼睛都会了解安宁从这双眼中流出，没有色欲、贪婪和攻击。所有的这些我
们都能达到，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额轮中。在那接受祂。祂已经出生，还需要继续成长。我肯定霎哈嘉瑜伽士会明白额轮有多么
重要。 在东方，没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就是格涅沙。格涅沙是个孩童，他们肯定知道孩童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没有问题，
什么都没有。所以谈及罪，他们仍然是孩子。有个故事：有位牧师去一个村庄做大型讲座，村民们得致谢。所以村民站起来说：“
非常感谢您告诉我们所有人这些事，我们曾不知道何为罪，感谢上帝您告诉我们罪的存在！”。所以他们脑中本没有这些意识。他
们并不理解。你会吃惊，你不能去问印度人，要知道，他们不会明白它的含义。他们可能会说弗洛依德先生，这个，那个，但是
他们不明白，这是反上帝的。实际上，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当拉斯托姆很犹豫地告诉我它真正的含义时。所以那就是本来的
意思，我们要明白。 今天是圣洁伟大的一天。让我们在额轮处庆祝基督的诞生，让我们颂赞祂，让祂在纯洁的本质中，在祂圣洁
的身体中，祂应该在那，不是基督教也不是那些无聊的弗洛依德派。基督教和佛洛德派都是一样地糟，二者之间没什么区別。无
论你用山压在孩子身上杀掉他，或是用可怕的恶臭，肮脏的气味吹向他，那都是一回事。 所以请千万去除这两种思想。只有在纯
洁之中你才可以敬拜祂，绝对的纯洁，因为祂就是纯洁。现在你可能会说：母亲，如果祂是纯洁的——有些愚蠢的人问我：“如果
祂是纯洁的，那么我们怎会令祂不纯洁？”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尊敬祂，祂为何要在那儿？祂会消失。祂喜爱纯洁。祂会从那消
失——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最好是准备一个摇篮，美丽的摇篮，爱和诚实的摇篮，如同祂母亲为祂准备的那般。用所有
的甜蜜、善良和信心，你将令基督的美丽和吉祥得到滋养。 愿神祝福你们！ You can sing. After food we will have a bonfire here
and then we can sing a nice some carols, till twelve o’clock and then our great friend who is here, Mehrotra, he has decided to
give you some cakes and tea – we’ll have some cakes and tea and then you can sleep off. And tomorrow morning, as I told you,
is the celebration of his birth – in a full way – by all the people. Not only by you but by Indians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here. We
all have to celebrate. It’s a very great thing. And unless and until you show the signs of holiness and auspiciousness Indians are
not going to be impressed by him, I can tell you this much, not going to be impressed. They can’t understand these pastors
coming here and these padres telling them about Christ – they just cannot believe it – how can he be like that. There’s another
interesting story: once there was a fellow from a village: so his name was Bura, means a blondie and he came and they said,
“You become a Christian,” So he said, “Oh, I’ll become a Christian.” He made him a Christian. He said, “We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he said, “But my name is blondie.” He said, “Alright, we’ll give you another name.” He called him ‘Alexander’. So his
name was Mr. Blondie Alexander, Bura Alexander. Now this Bura Alexander used to come to Allahabad where always he would
go and have his bath in the river Ganges. So the pastor said, “Now you can’t do it. Now you are a Christian you can’t go and
have a bath in the river Ganges.” He said, “Why? I have become a sahib, I have become an Englishman now but I have not
given up my religion.” In his own language he said, “I have not given up my religion. It’s alright, I know the river Ganges is my
Mother and She has got vibrations. I am not going to give up that. Of course, I have become a ‘sahib’ now. I have become an
Englishman.” So that’s the idea they had about Christianity. Any questions you have, you can ask me and then the food is ready,
you better go and have your food. Alexander: When I am in thoughtless awareness, I can’t see clearly. Shri Mataji: I think you
must be seeing more than what you seen normally! Alexander is correct. When you are thoughtlessly aware your eyes, the
pupils, are dilated. It’s correct. But you [must] take it higher – the Kundalini – slightly higher. Push it up. Alright? If Kundalini is
staying at thoughtless awareness means just dilated, and the eyes can become black, but there’s no sparkle. But when it comes
out [above Sahasrara], then you find a sparkle in the ey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eyes, if you see. The eyes get dilated, the
pupils get dilated, when the Agnya Chakra is being just penetrated, and still here it is – then you can’t see clearly. Correct. But at
thoughtless awareness is all this part (Agnya and above). So if you push it, little up, higher – you know how to push Kundalini
with your attention – or you watch here (Sahasrara), or you think of me – Kundalini will go up. Alright? So thoughtless awareness
is just the beginning. And it’s a great area, up to this point, up to Shri Krishna point, where you become the witness. From the
witness point, when you become, then there is a sparkle in your eyes, your eyes sparkle. And the sparkle in the eyes is a sign
that Kundalini is flowing well. That time you see more than you see normally. I mean the stars start looking bigger, everything
starts looking much clearer. Alright? Better now. It’s correct, dilatation of the pupil takes place. Some people really at that time
have opened their eyes and they said, “Oh we have become blind.” That’s true. It happens. It’s correct. Alright, now what else?
It’s a good question…. Yogi: Mother, is there any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s 888 and Christ? Shri Mataji: 888? There could
be. Bu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you have found out? Yogi: Many years ago I was looking at the Hebrew Kabbalah and they had a
system of different numbers that they combine. Shri Mataji: That is [OK]. That they must be having 888 is alright. Because, you
see, their chakras don’t move in 6 form. That is that they should move, but they move in 888 because the 8 we don’t have any
chakra, so they are on the sides. They are on the Left Side, Kabbalah is on the Left Side, so they work it out from 8 – means

from the outside. 7, 3, 4 are in the centre. Now at the 6th point, if you have 666 – means absolutely both the Swadishthana on
both the sides you occupy. And also in the centre, so you hit all these three, that’s why this number is not good. And 888, you go
onto Left Swadishthana more and use your Mooladhara, it works out with Mooladhara. It’s a funny one, because 4 into 2 is 8,
alright? And 4 into 2 comes where your 4 is Mooladhara. Instead of going to Swadishthana, you just combine Agnya and
Mooladhara, in such a way that you go outside. Alright? So you put your Agnya, is 2, from 2 you move this side. That’s how it is.
Kabbalah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one should never try. Then you start seeing things, future and all that, isn’t it? That’s not a
good thing at all. So, for us, the number is 7, 3, is the best number – 7 and 3 number. What else? Yogi: I would like to pick up on
Alexander’s question. Now I can see longer distance than I used to, does tha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Agnya? Shri Mataji:
Yes, yes of course. I mean, Agnya is very important and best way is to take your Kundalini up. Don’t roam about in Agnya – it’s
very dangerous. You can be thrown as he said on the 4, 4, 4 side, or you can go this side 6, 6, 6, 6. It works out 6, 6, 6, 6 this
side and 4, 4, 4, 4 this side – it’s dangerous. Never go. [With] Agnya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You should never roam about in
Agnya because it’s thrown out, the attention is thrown out, projected. You start seeing things; all problematic, very problematic.
Try to take your Kundalini out all the time. See that it’s coming out. Put your attention there. And the best is, now, is to put your
attention to me, because I am at Sahasrara. And don’t allow your Kundalini to remain in Agnya part; it’s dangerous, no doubt.
You have become subtler and you can start moving left and right if you want to, and if you try to. Any other question? Robert
Ruigrok: I don’t understand one thing: that is the connection of images like are described in certain books and our thoughtless
state. Shri Mataji: Alright, I’ll tell you. If you start closing your eyes, say you are sleepy, and you start seeing images at that time.
That means you are going on to the Left Side – they are dead bodies, you start seeing their faces, this, that – you are going to
the Left Side. Now supposing you start seeing lights and stars and this and that – all sorts of things, I mean, more the colours, we
should say – you are moving on the right hand side. So try to avoid it. “Just I don’t want it,” you should say. And you try to put
your Agnya – if it is left, you put it to your right side or if it is right – just by pushing it. Like this and like that. But what happens
that, after some time, when you have achieved a certain state of higher consciousness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penetrate into
these areas, you can see all these things. But then certain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you see, for example, you might see from my
Sahasrara – huge, big these valayas coming ou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s a different point altogether. And also sometimes
you might see a little flame, that’s a good sign, that means somebody’s guiding you.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not to indulge
into these things because there is a guidance for you and you are all followed by great Deities, no doubt, but you should not try
to hanker after that. If they are there, let it be, because your Agnya is very important. You should not allow your Agnya to be
attracted by these things. You might just find a flame, like that. Sometime you might just find a little dot: standing dot. They are all
actually angels who are with you and trying to assure you. But that’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on your way, you should
go further and do not go this side or that side. But if you are seeing every day those images then try to push it back, or this way,
whichever way it is and try to finish them so that you go further. That means you are sticking on to the same point or you are
mov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on the sides. Because direction should be further and further and further. Alexander: How should
we protect our subconscious as we cannot be conscious about it? Shri Mataji: You need not. I mea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You just keep to the conscious. Alright? You don’t protect anything, actually you don’t do anything! Actually, if you see; what do
you do? Alexander: We are just enjoying! Shri Mataji: Yes, just enjoy. That’s the best part. Just enjoy! Just I want you to enjoy.
Don’t create problems for yourself that’s all, and just enjoy. Alright? Just don’t create problems for yourself. Don’t be ambitious.
Don’t be aggressive. And don’t be, I mean that’s rarely so, but [don’t be] submissive too much to others. That’s rarely so. But be
submissive to Sahaja Yoga. Be surrendered to Sahaj Yog. I would like to know who are the people from Perth (Australia), give
me your names. (Mother continues to ask for the names of all the people who are seeing 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person, mostly
from Australia. She then continues with informal conversation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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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爱，各种富有创意的活动发生，你们看到刘白对我的爱。在这个地方，你们也对创造漂亮的东西有新的想法。因为爱会滋长
，你的创意亦会发展。
所有创造力的基础，莎娃斯娃蒂的创造力，都是爱。没有爱，就没有创造力。它甚至有更深层的意义。你要明白，创造科学物品
的人也是出于对大众的爱而创造，不是为他们自己。没有人为自己制造什么。若他们为自己制造某些物品，这些物品必须能广泛
的被大众运用，不然它就是毫无意义。即使来自科学发明的原子弹和类似的发明，也是用作防卫。若他们没有创造这些武器，人
们也不会把战争从脑袋中抽离。现在，没有人会想有大规模战争，当然，他们有冷战，当他们感到厌烦，冷战也会渐渐停止。
所以，所有右边的活动，莎娃斯娃蒂的活动，基本上要在爱中完结。从爱开始，亦从爱结束。不管什么没有在爱中结束，就会卷
起，完蛋了，只会消失。所以你能看到，即使是物质，不是用在爱上，就只会完蛋。基础必须是爱，不然，所有我们创造的物品
，会是笨拙的，不能融入大众传播媒介，亦不为群众所接受。当然，这要花点时间，你曾经看到，这是要花些时间

—

一旦你发现它不受群众吸引接受，它真的会倾向于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现在这份爱，我们谈及的爱，神伟大的爱，我们肯定透过生命能量感受到它。人们没有生命能量，但他们仍能在无意识下感受生
命能量。全世界了不起的图画都有生命能量，全世界了不起的创作也有生命能量，只有有生命能量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然，所有事物都会被毁灭。很久以前，必定有建立的纪念馆、可怕的雕像，可怕的东西，但大自然却把它们全都摧毁了，它们
都经不起Kala 的冲击 — 即时间的毁灭力量。因此，一切能维持的，能养育的，使人高尚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来自爱，爱在我们
内在发展得很好，其他还未有自觉的人也一样。最终整个世界要知道，我们要走向这份神最终的爱，不然这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你已经看到，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用低下庸俗的方法来吸引人，只为让人以为这是艺术，这些作品都会消失，就如我告诉你，
它们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能经受时间考验，因为时间会杀掉它们。所有这些作品都要消失，你已经能看到结果，每一处，事
物是怎样在改变，即使在西方。因此，没有必要对西方那么失望，亦没必要说西方世界是浪费的园地，它会妥当，它要做到，特
别是它做了很多莎娃斯娃蒂崇拜，我要说，在西方，这个崇拜比在印度做的多得多，因为他们来学习，尝试找出很多事物，但唯
一他们忘记的是祂是女神，学习女神，一切来自女神，这就是他们忘记的，亦是为何出这么多问题。
若你的学习没有灵，没有女神的源头，那就完全无用。若他们已经意识到灵在成就事情，他们就不会做得太过份。我就是这样忠
告印度人，始终，你们现在有工业革命，要避过工业革命的复杂情况，你必须尝试认识灵。若你不认识灵，你会与这样人一样出
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人类，你也是人类，你们会走同一道路，你任意的跑，这样会出问题，与西方人出同样问题。
莎娃斯娃蒂有很多祝福，我在这短时间内没可能全都描述。太阳(Surya)给予我们很多力量，不可能在一个讲座里就能全都告诉你
们，即使十个讲座也说不完。在敬拜莎娃斯娃蒂时，我们是怎样违反太阳神苏利耶，怎样违反莎娃斯娃蒂，我们要清楚的在我们
内在看到。例如，西方人很喜欢太阳，因为他们没有太阳。但他们却做得太过了，你也知道，在他们之内创造了太阳复杂的情况
。透过太阳，我们主要是达至内在的光，是内在的光。若主耶稣基督占据了额轮层次的太阳轮穴，那么生命纯洁就绝对重要，我
们称为Niti ，是生命的道德。
现在道德在西方变得很富争论性，人们对绝对的道德没有任何意识。当然，透过生命能量你是知道的，但他们都反对它。那些敬
拜耶稣，敬拜太阳，敬拜莎娃斯娃蒂的人都反对它，反对太阳的力量，就是不服从它。因为若你对道德和神圣没有正确的意识，
你不能是太阳。太阳带来光，能让我们看清楚一切。
太阳有太多品质，它把潮湿的，肮脏的，污秽的弄干，弄干制造寄生虫的地方。西方制造了很多寄生虫，不单寄生虫，还有很多
可怕的邪教，可怕的东西来到这些理应充满光的国家。在黑暗中，他们生存。对灵，对知识，对爱的黑暗。这三种东西取代你们
应该爱光明的位置，这里说的光不是你肉眼看到的光，是来自内在的光

—

爱的光。我们要明白，爱的光。那份光是那么抚慰，那么甜美，那么漂亮，那么巨大，那么丰富，除非你内在能感受到这份光 —
这份光是纯洁的纯粹的爱，纯洁的关系，纯洁的理解。若你内在能发展这种光，一切都会得到洁净。「清洗我，我会比雪更白」
。当你完全洁净，就是会这样。
大自然最纯洁的形相就在我们内里，我们的轮穴就是由大自然最纯洁的形态制造出来。透过思维，我们是唯一破坏它，违背同一
个莎娃斯娃蒂力量的人，你们都在违背莎娃斯娃蒂。
莎娃斯娃蒂洁净大自然所有不洁，但我们却以我们的脑力活动破坏一切。我们的思维活动违反纯洁的理性。我们就是要明白 —
我们不要用思维来弄脏这份纯洁的理性。我们的思维能令我们那么傲慢，那么自我中心，那么不纯洁，因此我们真的在吃下毒药
后，却说︰「这样做有什么错？」正与莎娃斯娃蒂相反。若莎娃斯娃蒂在我们内在，她给我们Subuddhi，智慧。这就是为何我们
要敬拜莎娃斯娃蒂，敬拜太阳。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在做着什么，活在怎样的污秽中，我们在想着什
么，不管怎样，我们来这里是为得到解放，不只是为纵容我们的自我，不是与我们内在的污秽一起生活。这份光已经来到我们内
里，我们要尝试超越在我们四周制造的思维污秽。
除此之外，你要走得更高，亦要明白在我们内在有个家伙叫自我。这个自我是虚假的，绝对虚假的，你什么也没做。实际上，当
你把双眼四处转，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不同地方，这只是你的自我想控制你。自我实际是绝对虚假的，因为只有一个自我，那就是
大能的神， Mahatahamkara。
自我真的并不存在，它只是神话，很大的神话，因为若你开始想，是你在做一切 — 你在做这事，你在做那事 — 实际你却什么也
没做，那么，这个荒谬的自我就会出现，你开始纵容它。它能投射到各个方向。当它向前投射，就控制人，想控制人，想杀掉人
，变得残忍；当它移向右边，就变成超意识，开始看到荒谬的，愚蠢的，呆笨的事物；当它移向左边，它开始说话

—

我是说，看到事物

—

—

说自己是巨人，巨大的基督，巨大的女神，或一些像太初导师的人，「我有很伟大的人格」

这就是偏左边；当它移向后，这就很危险。
当人成为导师，这是在毁掉其他人。当他们的自我移向后，他们就变成导师，他们有很多缺点，想推人进这些被形容为绝对Narak
a的可怕事物。这就是自我移向各个方向的情况。
现在当人想运用他们的右喉轮，谈及自己，这是最差的。不管你有怎样类型的自我，若你开始吹嘘它，谈论它，它就围绕你，令
自我的墙变得那么厚，因此完全没法渗入穿透它。因为这类人完全满足于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这样。一旦他开始相信这种荒唐，
就没法，没法渗透入去。
因此，当你吹嘘这些事物或你夸张的谈这些事物，就要小心，你要明白，你知道我是谁，我有多少次说︰「我就是这样？」即使
我说过一次，也为你带来巨大的生命能量，但我有多少次这样说过？至多若你说了一些事情，我只会说︰「对」。我没有这样说
，若我大声的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或许就是一阵疾风。因此，我们要明白，是Mahatahamkara 起作用，也是祂成就事情
，亦是祂创造。我有时向你叫喊，所有亡灵立即跑掉。我只是叫喊一次。昨天，你们看到所有在咳嗽的亡灵都跑掉，昨天我只是
开始…，所以你要明白，你现在是有自觉的灵，你也能做到。运用你的右喉轮向自己叫喊︰「现在请你停止吹嘘，停止说所有荒
唐的事情，停止炫耀！」那么它就停止了。
现在这种小说情节真的发生在主动的人身上，他们想为此做点事，不是说他们不主动，他们想做，但他们知道只有一个途径，就
是要不停的说话，他们不明白透过内在的途径，更能控制它，因为他们不想用这个途径，所以只用说话，一旦他们用言语来不停
的说它，整个力量就会消失。若他们不谈它，只把它保存在内，还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经验，若你开始告诉人，说得太多，
那么你取得的力量就会渐渐消失，你只会降至完全低下的层次。所以我们不应说太多︰「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力量。」或「
我看到这个」或「我做了这件事」，这都是很错误的事，我警告你，不要炫耀。
对，你可以谈我的力量，这是可以的，但不要说你的力量。当说到，当然，与某个负面的人交谈，或告诉某人，你应说「我们」
不是「我」，要说「我们」拥有，我们一些人已经内在感受到这份能量，我们也曾见过人拥有这力量。或许只是你拥有，但你不
用说︰「我」拥有，要说「我们」拥有，那么你就变成Mahatahamkara。当你说「我们」，对，我们一些人，我们真的这样。就
如在葛雷瓜的书里，他也说「我」成功了，「我」看过，他不应有那么多「我」，而应是「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的确
」，「我们」，即是说整个集体存在体，整个集体有机体，霎哈嘉瑜伽士的活生生有机体。所以若你说︰「对，我们一些人取得
它。」即是说你贬低自己，把其他人放在你之上，要说︰「对，我们一些人拥有，我知道有些人拥有。」

我们就是要这样处理它，因为若你要控制自我，必须容许它扩散到每一个人，这样你就能令它完全妥当，让它扩散。「我们，所
有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所有人。」
但这份傲气却不在，我看到这份傲气并不在，仍很个人主义。若你开始想︰「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什么会发生，你变成
一个品格，一个组织。
但这个人会看不起其他人，他会看到这个人很低下，那个人更高尚，另一个人是这个地位。他不会想「我们」霎哈嘉瑜伽士，我
们是何等美丽。「我们」，霎哈嘉瑜伽的身体，我们是何等美丽。因此要常常想着「我们」这个字，那么你的自我就会变得越来
越小。同一个自我，看来是那么有趣，那么荒谬，它会构成明天，十一种毁灭力量(Ekadasha)。今天，个人的自我会融入十一种
毁灭力量，你们必须记着要时刻都说「我们」。
今天对我们是改变的大日子，因为现在太阳已经转变它的方向。现在，太阳从这一边来，让我们欢迎太阳来到北方，对澳洲人而
言，虽然太阳已经走了，让我们建立太阳，我们内在太阳的领域，因为太阳永远不会在我们内里消失。
我们就是这样采取一种态度，只应想及一种个性，我们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任何想分裂出来或与众不同的人，他们都会消
失，我会令他消失。不管如何，他会消失离去，所以你不用担忧自己，也不用担忧任何人想抽离或是什么。
每个人都要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滋润培育整体，帮助整体，解放整体。不管如何，不是贬低任何人，因为霎哈嘉瑜伽不是这样
，霎哈嘉瑜伽只能在集体起作用，渗透弥漫这种品质的灵才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谁不是这样，就不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
不管你怎样想自己，我没什么可以说，但这种渗透的个性，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不管你有没有说话，就如你的母亲，不管我有否
与你会面，都是没任何分别。但我在渗透进你们所有人，透过一些小事，我也与你们同在。就像这样，尝试互相渗透，看看这份
美丽。你会更自得其乐，因为这是件大事，你要成就达致的大事。因为这个自我令你像硬壳果，你因此不能与这份渗透的美丽有
亲密的关系，只看看音符怎样互相渗透交流。
今天，这会是个了不起的主意，我们今天在杜利亚(Dhulia印度城市)
做崇拜是件大事。杜利亚的意思是微尘。我孩童时有天我写了一首诗歌，我还记得，是很有趣的诗歌

—

我不知道现在把它放了在了哪里 — 诗歌说我想成为微尘，在风中飘荡，它飘到每一处，能坐在国王的头上，能俯伏在某人的脚下
，亦能飘到小花朵上，也能坐在任何地方。我想成为微尘，那是芬芳，那是富滋润性，能开悟启迪人。
就像这样，我曾写过一首很漂亮的诗歌，那时候，我记得我必定只有七岁。「成为微尘」，我仍记得很清楚，很久以前，我应是
一颗微尘。因此我能渗透入人们，成为微尘是件大事，不管你触摸什么，就变成…(听不清楚)，你只要感觉，就有芬芳，能像这样
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我的欲望，它已经达成了，我年幼时，就有成为微尘的想法，今天在与你谈话时，我想起我想变成微尘，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刘白就像这样，她是个简单的女士，很简单的女士，她像很简单人一般生活，但她有渗透人心的意识。昨天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来
到，我肯定他们会好好担起霎哈嘉瑜伽，有很多来自杜利亚的霎哈嘉瑜伽士，我肯定会有更多人来，我希望你能与他们会面，成
为朋友，尝试认识他们，他们或许不懂英语，找人来当翻译吧，与他们交谈，好好接待他们，与他们成为朋友。我想你为渗透而
与他们会面，你应知道谁是这里的人，谁是来自纳西克(Nasik)，因为不知怎的，我们从未遇到过这个特别地方的霎哈嘉瑜伽士，
当我们回去，我们只拿到一个或两个地址，这不是好主意，尝试看看这里有多少人，询问有关他们的问题。
这份渗透只能在你的自我开始渗透四周才有可能发生，这是克服右脉问题和怎样敬拜莎娃斯娃蒂的方法。因为莎娃斯娃蒂手拿维
纳琴，维纳琴是原初的乐器，她演奏得像音乐，而音乐渗透人心，你不知道它怎样进入你，怎样成就事情。霎哈嘉瑜伽士就是应
该这样渗透人心 — 就像音乐渗透人心。
我告诉你，她拥有很多特质，不能在一个讲座里完全描述，她其中一种最伟大的品质是她最终变成精微，就如大地之母最终成为
芬芳，音乐最终成为韵律，就像这样，不管她创造什么，最终都成为某些伟大的东西，物质，不管她创造什么，最终都成为美学
。若物质不能有美感，那就是粗糙，就像一切，现在你会说，什么是水，水变成恒河。

这些都是精微的东西，因此物质进入精微的东西，因为它要渗透，它必须渗透，不管什么，最佳的要算是空气，空气变成生命能
量。
你能看到怎样，不管什么从物质而来，来自五大元素，变成精微的东西。当然，左右脉一同把它成就，因为爱要为此工作，当爱
在物质发挥作用，它就变成这样，这就是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生命，要让它成为爱和物质的漂亮结合体。
愿神祝福你们！
Read twice on 21/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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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轮 Nabhi Chakra 1983年2月1日 印度德里 The music was very fine and elevating to all of you. The effect of music in Sahaja
Yoga is tremendous, and if a Sahaja Yogi sings the song it's so great that it acts like a mantra upon My being. So I'm very
thankful to Mrs. Venogopalan for singing such a beautiful song today. It stirred Me completely. Then Gavin Brown was very
sweet. He’s an Englishman, very gentle and a very steady Sahaja Yogi. He’s one of the first Western Sahaja Yogis I met. 今天
我向大家讲脐轮，脐轮的特性是追求。脐轮在身体里，代表太阳神经丛，脐轮有三部分：左面、右面和中央。在左面是古哈拉希
什米(Guhalaxmi)，右面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laxmi)，在中间是拉希什米(Laxmi)的升进，即摩诃拉希什米(Mahalaxmi)。在追求的
过程中，人类先追求食物，食物对人类十分重要，若没有食物，便不能生存。故追求从食物开始，得到食物从后，人类便去追求
水份。这轮穴是由水元素造成的，在这轮穴里居住的神祇是毗湿奴(Vishnu或Naraya)，祂的力量是拉希什米，然后升进至摩诃拉
希什米。 在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会有成果，如果他没有犯任何错，他会常处于中脉处，在拉希什米的保护下。正如瑜珈之主克里
希纳(Krishna)所说的，每个练习者都会奇迹般受到帮助，拉希什米原理 (Laxmi Tatwa)，即中脉原理会作用出来，每个练习者都可
经历到。例如有个乡下人，他有一片很小的地，生活十分艰难。他到我这里来了不久以后，他每天黄昏都带着花环来给我，而且
也参加我的聚会，我奇怪他如何支付得来，我问他如何负担每天送来的花环，并说他不用每天送来的，他说：「母亲，你知道一
切。」我说：「甚么？」他说自己有一块很细小的荒地，土壤十分差，不适宜耕种。「得到自觉后，我经常赤脚走在这块地上，
去耕种这仅有的土地，过了一段日子，有个人来找我，对我说这块土地价值十分大。」他问：「为甚么？」那人说：「我有一间
制砖厂，有次无意中把你土地上的泥土混进去制砖，制造出来的砖头十分坚硬，我现在想向你买这些泥土。」他因此而赚了钱，
生活也愈来愈好。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不可走向极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走向极端。你不会变得极端有钱，我
见过那些十分有钱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会带来麻烦。若他们心脏有问题，医治好他们以后，他们便想去占有你，把所有病人都
带来给你医治，你对他们有耐性，医治好那些病人以后，他们便想更进一步占有你，周围向人说，还要去刊登甚么宣传。他们没
有预先经你同意，即要见你，你要随时依他的邀请，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他们会把所有亲友带来医治，但完全不是出于爱及怜悯
。若你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他们便不高兴，他们自己本身有病的，但你若说出他的问题来，他就不高兴，若不对他说，他会继续
病下去，问题愈来愈严重，他们不明白霎哈嘉瑜伽，他们只希望霎哈嘉瑜伽是他们自我所认识的。金钱的积聚令自我不继膨胀，
他们不知道他们伤害了所有人，因为他们经常想去控制我。 故此每次我医治好一个十分有钱的人，便不想和他有甚么关系，我不
会到他家里去。对他们太有耐性，反而不好，只会助长他们的自我。他们只想保护自己，别人向他们说甚么都看成是侮辱，只想
我跟他们的想法去做。完全不能够这样的。他们有钱，以为给钱别人就能叫他做甚么。但我不是要去赚钱，我不需要遵从他们。
但他们会带来一大群亲友围着我。我可以说，十分有钱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通常都对我，甚至整个组织带来麻烦。他们眼光十
分短浅，看不到在我里面的伟大事情，他们想到甚么，立刻便要强加在霎哈嘉瑜伽之上，不单是我一次的经历，而是很多次都是
这样。 因此太富有会令一个人的自我膨胀，富有的人无法知道，所有宗教这些都在他之外，并不在他之内。他们要明白甚么是爱
和怜悯，爱和怜悯不是指给那人武器或金钱。怜悯是要去工作，与人亲近，要去彰显出来。怜悯不是说：「好吧，我给你二千卢
比。」相反这样是最糟的，我尝试给一些十分贫穷的练习者金钱，他立刻感到受侮辱。有些人开始酗酒，有些人开始想图利，他
们会伤害其他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那些不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十分有钱，便可以影响霎哈嘉瑜伽，控制别
人，甚至控制我，但他们不能够控制我，没有可能。他们不能够接近神，他们的追求完全不是出于真诚，他们不是想加入霎哈嘉
瑜伽，他们内里完全是空洞的。他们生活十分开心，因为他们有车有大屋，我从父亲及丈夫处也有这样的财富，也看过不少富有
的人，只觉得富有不值得令人骄傲，但人类却喜欢这样。一个空虚的人会发出响声，同样一个十分有钱、十分空虚的人会发出十
分大的响声。 不是说贫穷是好的。因为十分贫穷的人终日只去担忧生计，遇到问题便改变自己的价值。只有在中间的人才适合霎
哈嘉瑜伽。那些十分有钱及骄傲的人都不能进入霎哈嘉瑜伽。十分贫穷的人也不能进入霎哈嘉瑜伽，我尝试帮助那些人，给他们
金钱，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只会变得懒散，像寄生虫一般，在霎哈嘉瑜伽里迷失。 那些十分有钱的人，应该十分满足，但他
们却终日利用我，终日去占有。你们清楚知道，你们不能占有我。但这无知的想法仍在他们心里，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占有神，可
以占有一切。坦白说，这些人是没有理由再来到霎哈嘉瑜伽的。即使他们来到，他们要知道，来到母亲面前，心里要像孩子般谦
虚，不可有任何的占有欲。在升进的道路上，金钱无关重要。无论你是贫是富，你都可以得到自觉，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
arastra)，大部分人都十分贫穷，都没有受教育，有些是工厂工人，有些只是经营小商店，都不是很有钱的人，但他们是十分好的
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是上好的，他们有美丽的眼睛、感情及爱心，拉希什米原理在他们里面去平衡他们。 你们知道，拉希什米是
女性，这女性就是母亲，母亲并不在意你是有钱或是贫穷。如果一个人有钱，一个人贫穷，她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穷人身上
，然后把有钱人的钱给那穷人，她不会介意。任何人需要帮助，她便第一个去帮助。在灵性层面，在灵性生活上，如果那人是真
正的求道者，是有成果的求道者，母亲便立即到那人里面去。若那人并不诚实，母亲便去帮助其他人。 人类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
自己想要甚么，他们以为自己想要金钱，但有钱的人便想有权力，十分有钱的人便想去从政，因为他们没有权力。若他们从政失
败，或已拥有很多权力，他们便想有爱，想要他们子女的爱，但他们得不到，因为他们十分忙碌，他不知道自己想要甚么。那些

以为有钱便可改善自己的人，可问问那些富裕国家的人，他们的生活怎样，他们出了甚么问题。你甚至不能说他们是人，他们残
忍到杀死自己的子女，而社会却容忍这些人。我在印度六十多年了，也没有听过这种事。在印度，倘若真的有人杀死自己的子女
，没有人愿意看这人一眼，整个社会都不能容忍他，没有人会让儿子或女儿和他在一起。他会被整个社会弃绝，没有人想到父母
和子女会弄到这样。他们也有些荒唐可笑的关系，无论是残忍或没有道德，两者都十分荒唐。金钱助长人的自我，他们会说：「
有甚么不对？」他们这个态度显示他们不想和整体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不想和太初力量有任何关系，这太初力量在每人之内，每
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他们怎么能说﹕「有甚么不对？我做我喜欢做的。」这样的人会充满恶意。 所以在脐轮处，你要知道，
你们不可有追逐金钱的态度。那些追逐金钱的人，他们的右脉发展得比较好，他们会赚得很多金钱，但他们会遗忘左脉，左脉是
古哈拉希什米的所在，他们内里没有古哈拉希什米，他们活得十分紧张忙碌，停不下来，他们会患心脏病，若不是心脏病，便是
白血病，或糖尿病，或肝脏的疾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之上，不是在神。他们不是走向右边，就是走向左边。 有些人终
日关心自己的家庭，家庭就是一切，亲人就是一切，这些人内里也没有太多拉希什米力量，因为他们把拉希什米力量分配净尽，
但他们仍然算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则把一切都分给别人。牺牲自己为别人做一切，会变得疯癫，因他们看到别人没有回报，别人
没有以爱去回应。两者同样糟，把钱给人或接受金钱，两者都没有好处。若你把钱送给别人，会有甚么事情发生？举个简单的例
子，美国人走到印度，当美国人帮印度人时，他们认为自己做了很伟大的事，他们错了。他们给予别人的，没有人在意，因为这
是免费的。他们送米及麦给印度人，这完全没有甚么伟大，相反，却对乡村带来两重祸害，在米、麦里有两种害虫，在乡村里大
量出现，人们不知所措，那些害虫会刺伤人，而且有剧毒，小孩子若被刺伤，便不能治愈。这就是美国政府所做的，谁人去对美
国政府说，他们做了如此不仁的事？忍受饥饿总比接受这样的帮助好。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宁愿饥饿，总比接受这些可怕的西
方国家的帮助好。 他们的自我只会不断膨胀，他们对金钱的看法，使自我不断膨胀，令他们看不见自己国家处处都是堕落，他们
的国民如何低落，不是充满恐惧，便是被弃绝。他们不是走向共产主义，便是走向资本主义。若你去到这些国家，你不能在街外
逗留太久，有人会杀害路上的人。若你在晚上走路。你会被杀，死在纽约，在美国这个所谓富裕的国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
多人向往金钱，在德里很多人崇尚金钱，印度其他地方的人都变成这样。他们去到外国变得更甚，在外国看到他们，没想到印度
人会变成这样，他们都是十分可怕的印度人，他们内里已完全没有文化，他们十分富有，他们都十分开心，以为自己已在天堂里
，若你看他们的脐轮，你会看到他们已患上严重肝病、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他们酗酒，尤其是Sadaji，他们应该信奉神，
却疯狂酗酒，他们注意外表衣着，却不介意饮酒。所有Sadaji家里都有一个大酒吧，但这在印度却是被视为卑劣的，他们没有学
习印度的优美文化，他们反印度文化，内里完全没有文化，这是事实。这是金钱在他们身上的作用，他们再不尊重自己。故拉希
什米原理要得到平衡。尤其是Marati的人，那里的人没有可能得到自觉，他们追逐金钱，像犹太人般吸血。 这个世界不是给人去
追求金钱的，你来到世上是要去追求神，追求永恒的灵，要与真我联合，进入平安的境界，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天国，而不是跳
进迷幻，它看似美丽，其实不然，相反会带来丑恶不安。有钱的人不能安睡，你不知怎样用这些钱，又不知征税通知何时会到来
。我已解决了我的缴税问题，因为我没有收入，我没有入息税，税项不能控制我。若没有了收入便感到自由了。好像你想解决驾
驶的问题，你大可以不去学习驾驶，由别人驾驶，或安步当车。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出来的。我们要支付多少，
入息税是多少，明天警察要到我家来，我大可向他说，我没有甚么是你想要的，甚么也没有，或许我还有几张账单未支付呢! 因此
一个人要活得自由，要得到自由，便要对事情有正确的先后次序，若钱财是你视为首要的，你自然会得到钱财，但不要把钱财给
我，你可以向神献花，但不是钱。我不认识钱，钱会令人头痛。还有我们的兄弟姊妹、子女等亲属关系，也是令人头痛的。不是
说你不要善待孩子，但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儿子而出卖整个国家，这十分危险可怕。如果说：「这是我的儿子」，一切便完蛋了
，他既然是我的儿子，我做甚么也可以，因为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你的儿子，谁是你的母亲？那种依恋：「这是我的丈夫」
，尤其是印度的妇女有这种问题，这全都是出于无知。因为爱不会令人有依恋，爱本身是一种智慧，好像一棵树，若只爱树上其
中一个果子，把所有养份都流到这果子中，结果那棵树及所有的果子都会死亡。即使人们知道，但仍然是这样。有很多人来找我
说：「我的父亲欺骗我。」、「我的儿子欺骗我。」，我说：「谁是你的？是那个欺骗你的吗？欺骗你的便不是你的父亲。」有
些妇女令人头痛，她们终日说：「我的丈夫做这个......我的丈夫做那个......我的丈夫这样做......」我说：「为甚么不狠狠揍你丈夫
一顿，一了百了。」 但人们都广泛地接受这样的依恋，依恋钱财，依恋亲人，依恋这个那个，好像被钩住，把你拖到最低处，但
你们要升得很高才对，这时你才能享受富裕的美丽，好像我曾对你们说：我看见一切美丽的东西，我没有想过要拥有它们，我欣
赏这地毡的美丽，但若这地毡是我的，我便要担心这地毡是否清洁，希望没有人把它弄污，还希望买了保险，没有人会践踏这地
毡。但若不是属于我的，我就更能去享受。依恋是个幻相，会令我们做出愚蠢的事来。有时我想人类是自己本身，还是自己的财
物？他们丧失了永恒的灵，丧失了一切，他们并不在乎，但若他们丧失了一点点财产，他们便会哭过不停，好像失去天大的东西
似的。 好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的依恋，舒适不能征服我，舒适与否也是一样，只是人类会强烈地追求舒适。还有另一个心
理上的舒适，就是认为人人都要欣赏自己才会安乐，这都是来自脐轮的，他希望吸引所有人，要人留意自己，就好像英国妇女要
吸引别人一样。妇女节食为了令身裁纤瘦，这样做为了甚么呢？为何要身裁纤瘦？因为这样人们才看上你，这又为了甚么？我不
认为纤瘦有甚么好看，这会令人感到可怜，有一次有个选美大赛的得奖者，我看她好像是肺结核病人一样瘦。我说：「你没有甚
么问题吧？你瘦得像肺结核病人。」她说：「母亲，没有甚么，我在选美大赛得奖。」这些都是脐轮出现的问题，若你节食，不
吃甚么东西，那么下一世你便没有甚么可吃了，因此不要禁食，为何要禁食？若是为了身体健康去禁食，那还可以，但不要以神
的名去禁食，你有食物为何不去吃？那些有食物而不吃的人，下一世会变得十分穷困，于是他们便发怨言，希望富裕，但他们不

知道上一世是他们想要禁食，故此这一世便没有东西吃，因为这是你要求的。 若你们胡乱禁食，脐轮便受到伤害。完全没有需要
为神而去禁食，神给你们一切的丰盛、美丽、生机。在霎哈嘉瑜伽，若有人因我而去禁食，这是对母亲所做的最大伤害，若你想
伤害你的母亲，令母亲难堪受苦，你大可以说：「母亲，我甚么也不吃。」母亲便完了。你疯狂地禁食，会损害脐轮，而且会令
自己倾向左脉，投入集体潜意识去，你受这力量吸引，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及情绪上的。大部分禁食的人
，脾气十分暴燥，他们禁食之日不要接近他们，因他们已想过怎样对付他人。所有这些都是反霎哈嘉瑜伽的，都没有用处，你们
要成为十分正常的人，不要强行说是为了霎哈嘉瑜伽。表现正常良好便可以了。不要伤害自己，这对脐轮左部有好处。在脐轮右
边要做的是不要走向疯狂。无论是禁食或过量饮食，在霎哈嘉瑜伽也是一样，两者没有分别，因为若你不是在中央，无论是在左
或在右，也不是在中央。故此要在中央，受拉希什米的祝福。 我已向你们描述过拉希什米，她是一位女士，在左手有一朵莲花，
右手有一朵莲花，头右边一朵莲花，这显示一个人要如何达到平衡，她站在莲花上，要有很好的平衡，手执两朵莲花，表示她就
像莲花一样。有钱的人，有拉希什米原理的人，就有莲花般的温暖，即使是昆虫钻入莲花中，它还是这样充满爱，晚上把花瓣收
起，好使那昆虫不受外界骚扰，这种爱要在有钱人身上找到。但有多少个有钱人有这样的爱？若他们看见同样有钱的人来到，他
们会大开门户，但他们对其他人便没有爱。他们不像莲花，没有香气，更会刺伤别人。但莲花却带来香气，从污泥中生出，给污
泥生香，令整个环境生香，它就是这样美丽的去给予，令人舒适，和蔼可亲。 拉希什米另一只手是给予，她总是给予，并不取回
，若你是受拉希什米祝福的人，你不愿意在他人身上得到甚么，你不用接受，只是给予，若他真的十分有钱，谁人能再给他财富
？若他还要别人的财富，那他仍是一个乞丐，故那些有钱人，若仍然聚敛别人的钱财，他们仍是个乞丐。他们为自己做了很多，
拥有很多，但他们仍是乞丐，因为他们仍然渴求钱财。因此我们要知道钱财不是正法，它使我们离开正道，离开神，离开真实，
蒙蔽我们的双眼。我们不能够一部分追随正义。一部分追随钱财。以为有钱便甚么也不怕，不用追随正义，可以贪污，胡作非为
。你要面对你自己，知道钱财不会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的生命。而对神的爱，对追求的真诚，才是这轮穴的本质。毗湿奴(Vishnu)
是这轮穴的本质，他是Naraya。不是Sata
Naraya。那些婆罗门要人付钱，付钱来做甚么？他们才是Sata-Narayra，霎哈嘉瑜伽不是Sata-Narayra，而是 Narayra。 脐轮被
创造是要去养育追求的动力，脐轮的神祇不断降世，是要提升人类的追求，令人类去追求更高的事物，到达最高点。你开始去追
求全能的神，投入摩诃拉希什米之中，即由拉希什米的境界提升至摩诃拉希什米的境界。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位于中脉处。当灵量
上升，中脉得以建立。若灵量不上升，中脉便不存在了，神祇也没有生命，若灵量上升，这些神祇便被唤醒。这些神祇被唤醒后
，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即中脉的力量才起作用，开始在脐轮处有平衡的力量。脐轮由十位宗师围绕，给这轮穴平衡。他们一次又
一次来到世上，帮助世人生活得平衡，他们教导世人不要做某些事情，但人们不听从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好像回教，穆罕默德
说不要饮酒，他们表面是遵守，但在英国，我看到很多回教徒家里有酒吧。先知教训甚么，他们却相反去做。穆罕默德时代并没
有烟草，没有人吸烟，于是回教徒便利用这漏洞，去吸烟，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说过不准吸烟。故此穆罕默德要再次降世成为那纳
克，教导他们不要吸烟，但谁人接受穆罕默德和那纳克的说话？人们最懂得如何毁灭自己，总喜欢做一些自我毁灭的行径，好像
要去求上天让大水牛来毁灭自己，求上天让大象践踏在自己身上，人们总喜欢做愚蠢的事。好像现在有很多人饮酒吸烟，我教导
他们不要这样。当我死后，他们会说锡吕‧玛塔吉没有这样说过。人们无时无刻都去损害中脉，你是否这样追随伟大的降世神祇？
平衡来自脐轮，脐轮会教导你如何生活，例如脐轮左边的神祇是古哈拉希什米，她是家户女神，若生活不愉快，便会损害这轮穴
。好像你早上看报纸，这是会带来损害的，是反霎哈嘉瑜伽的。不要在清晨看报纸，可以在晚上看，因为你看到报纸里的新闻，
便会难过，可怜胰脏便要挤出更多血红球，会损害胰脏的功能。相反，早上要和妻子、儿女交谈，照顾你的古哈拉希什米。你的
妻子就是家户女神，要有正当的饮食，坐下好好地吃。相反人们起床即匆匆离家，早餐赶着上班，脾气暴躁，出了门，妻子还在
远处说你还没有吃早餐，这样身体便会出现问题，最低限度会有白血病，若不是，便会有心脏病，白血病是从正道轮左部出问题
而来的。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便是古哈拉希什米这个神祇。 人们不重视这方面的生活，到患了白血病，便来找我医
治，若你是有钱人，便以为我非医治好你不可，但我要向你说：「小伙子，你这样忙碌生活是为了甚么呢？生命不是为了一小撮
富有的人，你所做的一切有何得益？最终得益只是那些医生。」白血病是癌症的一种，患病者只得一个月寿命，医生是十分清楚
知道的。为何要弄病自己呢？对自己要有耐心，照顾自己的古哈拉希什米，所有胃病都是由于这个部位的左部不平衡所致。所有
宗师降世教导世人，教导人们不要做这个那个，教导人们遵守十诫，但对他们都好像没有甚么意义。 现在我要你们明白有关素食
及非素食的问题，坚持食素的人，看到母亲也吃肉，便完全不能忍受，但他们不知道素食与否不会影响一个人得到自觉，其实饮
酒才会损害人的自觉。有些人以为吃肉便是杀生，故此不去吃肉，但他们不知道早期克里希纳(Sri Krishna)时代，他早已向亚周拿
说，在战争中杀那些人没有甚么不对，因为他们一早已被杀死了，你只去杀死一些早已被杀死的人，克里希纳向亚周拿说：「你
要顺服于我，去杀死他们。」因此我不明白那些僧人为甚么坚持素食。素食会令一个人倾向左脉，而肉食会令一个人倾向右脉。
在霎哈嘉瑜伽，有两类疾病，一是昏沉，一是过度活跃。昏沉的人是因为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而过度活跃的人是因为吃
了太多蛋白质食物。故薄伽梵歌内的记载是错误的，吃了蛋白质食物的人不会走向昏沉，一定是有人理解错了，把薄伽梵歌内的
记载也弄错了，一切的经典也有这个问题。其实吃太多蛋白质食物的人，不单不会走向昏沉，而且变得十分野心勃勃及凶残。但
那些只吃蔬菜的人，便会变得十分昏沉，做事十分昏沉，对很多东西都消化不来，身体会变得很弱，肠胃虚弱、肝脏及心脏虚弱
的人，应多吃蛋白质食物，我说的是蛋白质食物，不是指肉类，但吃素的人通常都吸收蛋白质不足。当然一般来说，人应多吃蔬
菜，这很正常。 印度很多圣人，如原始宗师那纳克吃很多肉，他们变成坏人了吗？佛陀也吃肉的，他是因为吃错了肉才会死的。

唯一不要吃的肉类就是牛肉，尤其是印度的牛，因为这些肉类会伤害我们的牙齿。即使是在耆那教的经典，大雄摩诃维亚(Mahavi
ra)说你们要保存野生动物、牛只及其他巨大的动物，但从没有说过你们要拯救鸡、鹅等，因为大雄知道我们不能给鸡、鹅等动物
得到自觉，拯救鸡、鹅、昆虫、蚊子有甚么用？那些耆那教徒雇用人去被虫吸血，拯救这些虫，真是荒唐！对他们来说，昆虫比
人类更重要。其实即使成亿上万的昆虫加起来也不及一个人。在这国家真有这些荒唐的思想。 我不是叫人从吃素变成吃肉，而是
要知道自己需要些甚么。不是说要做素食者或非素食者，当然西方人应多吃素，不是说所有的西方人，但大部分都应该倾向素食
才对。而印度人不应单吃素，因为他们会走向昏沉，身体会出现问题，胃部会变得昏沉，肠脏和肝脏都变得昏沉，皮肤会出现红
疹，会敏感及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十分安祥，因为他们已成为一团糟，一个人变成了一团糟，如何令他们得到自
觉呢？你能令一团糟的人得到自觉吗？我们要有一些勇敢刚强的人，去对付邪恶力量。那些一团糟的人没有力量去这样做。我们
要明白其实不能因为自己是耆那教家庭出身，便以为所有人都应该素食。我们要吃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肉类，
及吃一些蜜糖，你们也知道，我是吃蜜糖的。你们也要吃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要平衡你的脐轮。 不要将注意力放在食物处，若早
上起床便想着要吃甚么，你的注意力会变得很坏，吃食物时不要想着吃甚么。这有甚么重要？最主要的是享受生命每一刻。如果
一个人对食物过分感兴趣，尤其是印度人，这对正道轮是十分危险的，那些十分关心食物的人，会伤害脐轮，脾气会变得十分暴
躁。容易发怒。大部分印度人都十分关心食物，例如在孟加拉国的人不吃鱼，于是把那些鱼完全丢掉，西方人不会明白印度人为
何会如此浪费，于是印度人变得穷困，更有饥荒问题。印度的妇女在饮食上宠坏自己的丈夫，这样会损害脐轮，她们不知道自己
要担当拉希什米的工作，她们要令到家庭成为丈夫、儿子的理想居室，充满温暖。她要照顾自己的脐轮、丈夫的脐轮、子女的脐
轮及一切来到她家里的人的脐轮，她们要有吉祥、善良和蔼的特质，但她们只知道如何取悦自己的丈夫，以为这是她们最大的工
作。 作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们要知道，要令脐轮健康，就是不要将注意力放在食物上。不是说你甚么也要吃，只是吃食物前
，要清楚那食物的能量。吃食物前要向这些食物传送能量，要吃有生命能量的食物。若有人邀请我饮宴，我便头痛了，因为那些
食物有不良的能量。故此吃东西时要小心，因为很多负面能量是由食物进入人体内的。 不要只是看食物的色泽及味道，而要看这
些食物里有没有爱，这才是最重要的。故此当你烹调食物时，要充满爱，吃食物时也要充满爱，祝福是因这些而来的，当你吃食
物时，想想有没有人是没有食物，需要你的帮助，这是拉希什米原理，一手给予，一手保护需要钱财的人。不是现代有钱人所谓
的保护，他们的保护反而是去伤害其他人，你们要远离这些人。 今天我向你们解说脐轮，脐轮是个十分重要的轮穴，代表拉希什
米原理。你们的脐轮已被唤醒，因为你希望看见神，你希望接近神，你们来这里不是为金钱，不是为了其他，而是神。你所追求
的就是神，你想明白神的真理，你想得到神。你们不是要看自己的意思，而是想知道母亲的意思是怎样，得到母亲的祝福及神的
爱。拉希什米是充满恩慈及尊贵，而摩诃拉希什米便是你们内在的恩慈与高贵的质量，这些质量要在你们的性格中表现出来，故
此作为父亲的毗湿奴，希望你们得到这个祝福，便要你们先去追求真理，这就是诚实的追求所得到的祝福。 当灵量上升，她首先
给你的就是真理，启发你的头脑。当我谈到额轮及顶轮时，我就会向你们说，你的头脑如何接受真理，如何知道甚么是真理，甚
么不是真理，有关这些及灵量如何工作，我会迟些向你们说。 但今日，我希望你们知道脐轮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印度人。你们
要知道毗湿奴，即全能的神，会给你生活的照顾，你们先要得到瑜伽，然后才得到生活照顾。你们过合乎正法的生活，神便照顾
你们，但你们印度人却不断犯下对天父的罪，而西方人就不断犯下对母亲的罪，因为他们在右脉处，认为过道德生活是一种侮辱
。故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你们要知道，你们不可犯下对父亲及母亲的罪。 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不会伤害你们。你们均
来自不同的生命，不同的文化种族及导师，你们或许会迷失。但在霎哈嘉瑜伽，你要让事情发生作用，不要迷失，不要低落。在
这里你们要看见神，不是去想你们知道了多少，你们受伤害了多少，这对你们毫无帮助。好像我其中一个门徒，他是很高级的行
政人员，有一次他对我说：「母亲，我不认识薄伽梵歌，不认识克里希纳，不认识任何人，我只认识你，因为是你给我自觉。」
当然认识我以后，你们会认识他们所有一切，故首先要认识我。你们坐在这里首先要认识我，然后你会更认识自己。我们在这里
要妥协，霎哈嘉的知识都可验证，你们经验证后，便知道我所说的全都是真实。你们要放弃旧有的想法，要有开放的态度，去明
白真理。当你看到真理，在生命能量的知觉上知道一切，和我所说的正是一样，你便会稀奇。脐轮便是在第三只手指，即使小孩
子也感觉得到。 愿神祝福你们。 Thank you. Tomorrow I'll tell you about other chakra called the Chakra of the Devi, Herself.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I've told you, you better write it down. It's always worked out very well. I think now we should go in for
meditation and try to get your Realization. Will you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just in humble way. Because you
have not known so far, and you will know it when you will know it: So you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and as I've told you
these are five chakras, sixth and seventh chakra is here is on our hands. I must tell you today I met some Kashmiri Muslims,
that's a good idea. Suddenly they did feel for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how. And they said, “Are You the Mother?” I said, “Yes,
I am.” They came to Me and then said that “You must tell us about Ruh, about spiritual life, about Spirit.” They came to Me. I
said, “All right, you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They put their hands towards Me and they felt the cool breeze. And they
said, “This is what it is. Mohammed has said that your hands will speak. This is it. That's the truth.” I said, “Yes, when you have
your second birth, you’ll be rid of all the nonsense of these so-called religions which are separating you. They were never meant
to be separated, they were meant to integrate you. But you have done it, doesn't matter. Now by God's grace Sahaja Yoga has
come, you'll have second birth. So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attached to your birth will be finished and you’ll be a new person having
a new life in which you forget all that is attacking you, is attached to you, which is dragging you, which is making you think, think,

think but not ascend.” I'm very happy, these simple Muslims who met Me, they were in a shop selling something, and they were
so sweet and so beautiful. They didn't say that “You are not Mohammed.” Nothing of the kind. They said, “This is what
Mohammed has said,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Resurrection, your hands will speak,” and what are these people fighting for?” You
see. This is what it is. May God bless you all! Let us have now both the hands towards Me and just close your eyes. [Shri Mataji
gives Realization.]

1983-0201, 香港座谈会
View online.
香港座谈会
1983年2月1日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追求者坐在这里。我们在内里是一个追求者，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些甚么。我们以为自己要追求金钱，我
们以为自己要追求权力，我们以为自己要去追求情感上的满足，这些都只是在理性的层面发生作用。那些富有的人到最后会发现
，金钱不是他们要追求的。如果这些追求是有效的，当他们达到目标，那就成为他们所想的，他们便会找到意义。就好像一个工
具，例如灯泡，若灯泡不发光，便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找到意义，这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以神的名义，以任何
其它的名义，人类建立不同的企业，即使在香港，也是有这样不同的企业。但神是没有企业的，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身上要发生
最后的突破。你们从阿米巴原虫进化成人类，这是从生命力量而来的，不是去做运动，做倒立的姿势就成。所有都是自然而然生
出来的，就好像花朵变为果实，我们没有做些甚么，花朵是内置了这个变化，这也是「霎哈嘉」(Sahaja)的意思。Saha的意思是
同在，ja的意思是出生，这是你们与生俱来的，这是在你们内在的。这种自然的过程，从前马丁‧路德也描述过。他认为天主教所
做的完全不对，他要脱离天主教。但当他死去，人们就放弃了他所说的合乎自然的看法。

在圣经中已写明你们要追寻自己，那纳克也说你们要追求自己，穆罕默德也说同样的事情，印度教知道他们要得到重生。人人都
会说，但他们只是在口里说，做些演讲去收取别人的金钱。这不是一场演说，你们也不能用钱去买。这是不用劳苦的事情，这是
生命的过程。这不单在一人或十人身上发生，还要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发生这个突破。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现在时候已到，我们
这时代的人要大规模地得到自觉。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到自觉了。我曾看见一万六千从不同村落来的人齐集，他们所有人都
得到自觉。但在香港，人们说没有时间去得到自觉，因为他们都十分富有，此所以耶稣说，让富有的人进入天国十分困难。这是
十分可怜的，那些有学识的人，他们知道现代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人类正在纷乱之中，但他们没有自觉到他们需要做些甚么
，他们也不想去面对，他们只会受催眠术和种种花巧东西吸引。

我现在一定要向你们说，时候已经到来了，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代，最后审判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们或以为神会坐在巨大的机
器降临在地上，然后按照人的重量去审判人类，你们都弄错了。你们不要再弄错，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最后审判已经开始，你
们都要受审判。不是神亲自去审判你，而是你内在的神要审判你。神就住在你里面，在你的心里成为纯洁的灵(Spirit)，若你不知
道内在的灵，你不会明白神，也不会明白自己，因此你要知道你内在的灵。你们的所有压力、问题，那些可怕的疾病，如癌病等
，都要把你拖低。除非你们明白自己，否则便没有解决的方法，你不能再想其它解决方法了。若你真的关心自己，真的爱自己，
爱整个人类，你便要明白要有些事情在人类身上发生，使人类得到进化。但若你对十分庸俗的事情已感到满足，例如到教堂、回
家、上班工作、赚钱等，我便没有甚么可说了。但你们不会甘于这样，因为满足和喜乐的泉源在于你们的灵，这是你们内在的，
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事物。如果是的话，那些富裕国家便没有问题了。例如在瑞士，我看见青年人不断找寻方法去自杀，如果富裕
能解决问题，他们为甚么要这样做？你们要知道，在我们内在有一力量，这力量使我们从阿米巴虫进化成人类，这个力量所造就
的事情是有目的的，不是要去浪费千萭年去创造人类，然后死去。人类是有一个很伟大的目的。因这伟大的目的，全能的神创造
了你，让你进入祂的国度。祂想你进入天国，去享受天国。这是事实，这是很久以前应许过的。不是要给你长篇大论的演说，演
说已人人说过了。这其实是一个经验。一个从神而来的活生生的经验‧你们是活生生的人，因此要有这活生生的经验。这不是说那
些感性上的经验，这是真实在你内在发生，你们的双眼能看见在其它人身上是如何发生的。

我现在只用很短时间向你们说，但我所说的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机制，一个活生生的机制。在我们之内，这是内在的力
量，就好像在种子内潜伏的力量，在我们脊柱底部的三角骨内，这块骨头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骨头，十分有力量及神圣。这块骨
头称为圣骨(Sacrum)，人们很早以前已知道，在这骨头里有一个力量。这是愿望的力量，这愿望是要成为灵，这是纯洁的愿望，
这力量是最纯洁无暇、最绝对的。要成为灵，这就是瑜伽、联合的意思。这力量就在这里，当她提升时，你可以用眼睛看到她在
人身上的跳动。很多人谈论灵量，但我十分惊奇，他们对灵量没有甚么认识，却写下厚厚的书。有的说灵量在这里，灵量在那里
，有些人像青蛙一样跳，怎会是这样呢？他们说他们的导师是这样教他们的，说灵量上升，人就会像青蛙般跳。你们不是成为人
然后再成为青蛙。有些导师说要学飞行，你们怎样会飞呢？你们不是要变成雀鸟。

在你们身上要发生的是，当灵量在你体内上升，她会穿越其上的轮穴，这些轮穴就是医学所说的，在脊柱上的神经丛。这些轮穴
标志着人类进化的不同历程。当灵量穿越这些轮穴，这些轮穴便受到启发。灵量继续上升，穿越头盖骨，给你真正的洗礼，而不
是教会那种洗礼的仪式。

就是这样发生，这就是真实。当灵量上升，你可以在头顶感到跳动，当跳动过后，你会感到有清凉的风，从我处流出来到你身上
。若你们单独的时候，你会感到清凉的风从你处流到其它人。

这已经由不同的先知、不同的降世神祇和不同的经典预言过，时候已经到了，这些预言都要实现出来。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去欺骗
，利用这个时机带来荒谬的东西。其实那些真正得到自觉的人都在喜玛拉雅山躲藏起来，我认识他们，他们大部分我都认识。他
们对我说︰「把这些事情说给人类知道并没有作用，他们只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人类不能接受真实，他们只喜欢虚假，他们只
喜欢受人欺骗」这是他们对人类的看法，因为他们看见的人类都是受人愚弄的。你们要看见灵量的跳动，在你体内上升，穿越头
顶。这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当灵量上升，你会完全感到平安，感到松弛。首先你在没有思虑、心无杂念的觉醒状态，这是灵量升
到你的额轮时发生的。在额轮的两面你看见有这个自我和超我，它们在我们之内，因左右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形成两种力量，
一边是愿望的力量，另一边是行动的力量。在我们两眉的中间，是一个交叉点，左右分别是自我和超我。在儿童时代，自我和超
我是连在一起的，但到十二岁开始便分开了，骨头也硬化了。但当灵量升起，这些骨头便会软化，你会感到这块骨是软化了。因
此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可进入天国，耶稣也说过我将在你们面前如同火舌。我不想向你们说有关梵文的记载，因为梵文的
记载很多，特别是商羯罗，他重整印度的思想体系，他也有说过灵量，但印度教并不十分明白他。

佛陀也说过同样的事情，佛陀说你们要得到觉醒，得到自觉，而这些必须要在你们里面发生。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佛教徒得到了醒
觉。他们对醒觉的意思和真实相距很远。觉醒是如其所如的，你不能改变它，你不能去组织神。神就是如其所如的，祂总是这样
，不会改变。你要看见神是怎样，你要看见真实，与真实所存在的一样，你不能去命令真实。

在我们内在有不同的轮穴，第一个轮穴是最重要的能量中心，你们或许察觉不到，这个轮穴就是我们体内的盘骨神经丛。这个轮
穴是我们内在纯洁的特质，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知道纯洁对我们人类何等重要。纯洁的重要性你不会明白，直到你丧失了为止
。纯真能给我们分辨方向的力量，因为这是大地之母的磁力透过这轮穴工作。你们知道候鸟由西伯利亚飞到澳洲，它们怎样做到
？因为它们内在有这磁力，因此它们能飞到很远。
但人类用他们的自由而失去了这纯真，真是令人惊讶。人类不重视他们的纯真，不知道纯真的重要性，及如何去保护这种纯真。
虽然人们失去了纯真，但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即使那些失去了纯真的人也可以得到自觉。

另一个重要的中心是脐轮（Nabhi Chakra）。在脐部，这中心给你追求的力量。人类首先追求食物，然后追求权力，追求金钱及
其它东西。但最后当你变得越敏锐，你便会发觉你所得到的，都不是你所求的，于是你便会去追求超越的事物，但你仍不知道要
追求些甚么。

今天我看见西方社会，尤其在英国及美国，有很多跟随我的人，他们生出来都是真正的求道者，但他们不知道要追求些甚么。某
人说某人自我太大，最好饮些酒，于是那人便饮酒，走向昏沉的一面，他们以为昏沉是他们所追求的。起初是过度活跃而产生问
题，于是他们就走到超我，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你们在图中看见，灵量在中央穿越，就像佛陀教导你们要在中道。灵量只会在中道上升，穿越各轮穴。任何极端都不能帮助你们
，你们以往的追求也不能帮助你们，你们只需要等待在你身上要发生的事惰，因为全能的神创造了宇宙，祂也同样去照顾这宇宙
，祂也同样照顾祂的子女，祝福他们，让他们承受天国。在此你们不能做甚么。我们的自我只是个幻相，自我只能做死去的事情
，不能做有生命的事情。就如我们不能把花朵变成果实，我们做了甚么呢？想想吧！当我们以为自已做了甚么甚么，我们只是不
必要地把重担加在头上。我们其实甚么也没有做过。人们于是有另一个问题，他们会说：「若我们甚么也没有做过，那我们索性
不去做任何事情了。」你不能做甚么来使灵量上升，这是事实，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因此称为Sahaja。

但当你得到自觉，你成为这个状态，能量便流经你的身体，你便知道这些技巧，巩固自己的技巧，知道怎样使用这力量的技巧，
怎样给别人自觉的技巧等。

今天我已说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自觉。若事情成就的话，我们便要忠诚地对待这事情。之后我还有讲座，我会继续讲下去
。我现在希望你们得到自觉，首先你们得到自觉。如果这里一片漆黑，没有光，若我说这里有甚么东西，你们不会看见，只当是
听故事罢了。你或许会相信我所说的，但这只是盲目的相信。你们必须内在有光，亲自看见这真实。

在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十分奇妙伟大，在一次的演讲我不能尽说。当然你们可看这些书本，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回家看这些书
，并明白我说的是甚么。这是很深的，你们都是追求者，你们要明白，你们要有自尊。你们都是追求者，你们活着不能没有追求
，你们最好能够得到，这样你们才能得到满足。

我不知要再说些甚么，你们如果有问题可向我发问，让我来解答你们的问题会更好，然后我们便开始得到自觉的步骤。

问﹕当得到自觉后，要多久才能成为完美？
答︰要达到最好不能用时间去衡量，例如你学驾驶，首先你要熟知汽车的各项功能怎样使用。令车开行的力量，就像是你们右脉
的力量，你要知道怎样去平衡、去驾御，然后你才成为驾驶者，之后你便成为驾车师傅了。但要多久时间才能做到，你能回答吗
？那是很难说得准的，这视乎你的潜能有多少。有些人要用两个月时间，有些人要用一个月时间。例如有个从孟买来的练习者，
起初他不大愉快，因为他不习惯乡村生活。我们一起住在乡村，我没有到城市去，我在乡村工作了八年。你们知道印度的乡村生

活是怎样的，要面对很多问题，对他来说十分吃力。他真想离开，但他是个求道者，因此他再次回来，得到了他的自觉。之后他
去了澳洲，给三百人得到自觉，他已成为灵量的师傅了，他知道如何提升别人的灵量。还有数千人像他一样，他们在英国、印度
、瑞士、法国等。有数千人像他一样，他们都成为师傅。有些人要一两个月时间，有些人要六七年的时间，他们总是上上落落，
这要视乎你是属于甚么类型的人。有些人很快便达到了。得到进步的最好方法是让其它人都得到自觉。若你懂得如何使其它人得
到自觉，你便会更加明白灵量，你开始使用这个力量，变成师傅。我们医治了许多疾病，如癌症和其它疾病。你们可以靠自己做
到，因为这是你们内在的力量。但你们要知道如何掌握，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使用这个力量等等。

在香港我们没有中心，但如果你们想有的话，会很快成就，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我从没有想过会在香港开始，因为很多得到自觉
的，之后就迷失了。有些得到自觉后到香港的，之后又迷失了。若你们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有一个中心，给别人医治，使人得
到自觉，以及得到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和技巧。

我感到很满足，你们问这问题，希望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这是你们纯洁的愿望的话，明天得再回来。得到自觉后，你会立刻得
到集体意议，你可以提升灵量，这并不困难。但你们内在有些问题需要去照顾，好像你买了一部二手车，当你使用时，你发觉车
身出现许多问题，你要去修理。你会知道怎样去修理，因为你自己看过了这部车，知道如何去修理。你懂得修理自己的汽车和别
人的汽车。你不用逃跑，在森林里躲藏起来。你就在这里，你自己会有很多活力去成就事情。

问：这种瑜伽和超觉静坐有甚么不同？
答：你们要进入静坐的状态，而不是去强逼静坐。这是不用劳苦的。静坐的意思是当灵量上升，你便进入一个醒觉状态，你清楚
四周的一切。不是能量从你的身体出来，而是能量流经你的身体。你知道手指代表哪个轮穴，你能知道自己轮穴的情况，也知道
其它人的情况。这不是催眠术，或叫你念诵某人的名字一百次，然后就变成怎样的人。这不是你们要去付钱，然后才成为能静坐
的人。他们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开公司做生意。有些人问我给了多少人得到自觉，就好像问有多少花朵开了。这是自然的流动，
就好像香气自然散发一样。因此当你们有相反的一面，例如黑暗的一面，你们便知道有光。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有一个很大的撤
旦力量在工作，说他们是甚么甚么。我不用说我是甚么，我只想你们知道你们是甚么。除非你们得到，你们才去接受。你们现在
不用否定，这是你们自己的力量。我不会向你们说我是甚么甚么，即使我有力量，那有甚么呢？月亮、星星也有很多力量，那又
怎样？重要的是你们的力量是怎样的。所有这些毒物、无用的东西都在，因为他们开办企业做生意。但我这里没有甚么要去售卖
，你们不能用钱去获得。现在你们都没有思虑，你们看着我，没有杂念，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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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有个人去找那导师，便会患上癫痫症，因为那导师叫他念咒语，使他患上癫痫症，最后倒在街上。我把他治好了，我问他
念了甚么咒语，他说是这个那个，用了三百镑才取得的。用三百镑换来这等荒谬的事情！我不知道这类咒语生意从何而来。另一
个导师坐在七层的高台上，说你们要交很多钱，才可以达到他的境界，于是很多人就交出金钱。只有那些自我很大的人才交出这
么多钱，以为自己是某人某人的信徒，那便完了。然后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走私、欺骗别人、殴打别人等，你喜欢做甚么就
做甚么。他们好像得到了甚么名牌，那个导师会在地狱中拯救他们，可惜那假导师已首先进入地狱了。这些人以神的名义赚取金
钱，耶稣基督有用神的名义去赚钱吗？我们有那纳克、迦比尔，我们国家有很多圣人，其它国家也有很多圣人，例如老子，他会
用神的名义去赚钱吗？中国人会否用老子的名义去赚钱？这些圣人医治了很多人，他们有没有利用这些来赚钱？你怎能做出来？
这全是出于爱。爱是十分有力量的，在霎哈嘉瑜伽中十分受尊崇，是我们十分重要的神祇，你们可能忘记了。即使是佛陀，在我
们内在都有一位置，耶稣基督有一个位置，耆那教的大雄有一个位置，那纳克有一个位置，所有神祇都在我们内里有一个位置，
因为他们都是神不同特性的一面。他们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他们被唤醒，便会照顾我们。

问：......。
答：当你得到自觉后，你会知道怎样探测轮穴，例如今天我这只手指如火烧，这代表甚么意思？这代表脐轮左边，代表胰脏出了
问题。这是十分严重的，如果胰脏有毛病，会引生十分严重的问题，例如血癌是因为胰脏不好所引致。因此你们要知道这些，你
们要明白这些技巧，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对自己的知识，以及其它精微事物的知识，是你们以前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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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自觉后，你们便会知道，灵量也会教导你如何巩固。自觉是灵性的光启发了你的注意力。而人们所说的灵是在我们的中枢神
经系统中感应出来，这是完全可用经验验证出来的。你们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感觉那永恒的灵，你们的注意力会从中枢神经系统
中表现出来。但现在你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还末完全发展好，仍然未连接到上天的力量。在得到自觉后，你会感到在你里面上天的
力量。就好像如果这个扩音器没有接上电源，但当接上电源后便能发挥作用。你们就像一部计算机，当接上了电源，便能发挥作
用。得到自觉后，你能解答很多问题，你从生命能量当中得到答案，就是手上的凉风。你会享受你自己，你自己成为喜乐的泉源
。现在你们的注意力还未受到启发，注意力还是漆黑一片。但当灵量上升，我们的灵便受到启发，就好像一盏煤气灯，煤气灯有
一个进气孔，煤气灯本身没有光，但煤气灯的进气孔打开了，便可发出光来。同样，当我们的注意力接触到那进气孔，我们的注
意力便受到启发。你们能得到启发，这是我们内在活生生的过程，这就是自觉（Self-realisation），这就是永恒的灵的实现，这不
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是真正实现的过程，而且你能够成为自己的师傅。正因为这样，神才把这力量放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我所
讲的，她在你们内在提升，最后穿越头顶，得到了自觉。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就好像你去问花朵如何变成果实？你不能解释所
有有生命的过程。但怎样做到？我现在会告诉你们。

1983-0201, 公开讲座：女神的轮穴
View online.
公开讲座：女神的轮穴 1983年2月1日，印度德里 我要再次感谢Swanowaphala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的女神拜赞。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Patrick说他们有信心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就该是这样，这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对自己与他人的理解已经达到了非
凡深度的迹象。 女神的轮穴位于脊柱的胸骨后面，这个轮穴位于Bhavasagara上方的位置，Bhavasagara在霎哈嘉瑜伽中被称作
幻海。这是信徒和求道者必须跨越的桥梁，是由女神来守护的。当负性力量试图攻击求道者时，祂会帮助祂的儿女通过这一关。
就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这个轮穴位于胸骨的后方。在儿童时期，免疫系统的抗体在胸骨里面形成，它们就好比是女神的战士。
直到十二岁，这些抗体生长并迅速增加，最终遍布全身。人类从而可以面对任何外来的入侵。这些抗体知道如何作战，他们非常
自信，且有辨识敌人的能力。它们内在有这些信息。所以当任何反神的元素进入身体，比方说，通过我们吃的食物、不好的言辞
、不良的行为，或者邪恶的人、或黑巫术这些东西侵入我们身体，这些抗体就会集合起来，共同对抗入侵者。 那些心轮没有发展
好的人，他们一生都会经受巨大的不安全感的折磨。当他们小的时候，如果父母亲用恐吓的方式来管教，这些孩子长大后会感到
极度的不安全。他们会害怕黑暗，害怕黑夜，有些人碰到任何事情都有恐惧感。因为在身体内制造的抗体数目不够，导致这个轮
穴很弱，这样的人极度缺乏安全感。当孩子长大以后上学时，或者他想要为将来计划做些什么事情时，那么他的信心也会受到家
长、老师或其他人的影响而动摇。所以了解成长中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社会，他们喜欢分析一切，试图把人的一生看作
几个阶段。第一是孩童阶段，他们会认为小孩极其自私，不是天真纯洁的。第二个阶段是青春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任性很情
绪化的阶段。在印度，我们不知道有类似青春期这样的阶段。这些青春期的小孩会一形成一个群体，批评或捉弄比他们年长的人
。在很小的年纪时就开始了，首先，他们就会捉弄老师，然后捉弄父母，再然后捉弄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他们的脑子变得异常
活跃，因为他们看太多电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在非常小的年纪他们就开始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行为。 我曾经住在
距离伦敦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每次我去伦敦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小孩子在做着某种恶作剧。有天他们中的一些小孩就跑到我
车厢里面，开始把椅套拔出来，把刀子插进座位，打开所有的软垫。而我只是坐在那边看着他们。然后我说：“你们闹累了吗？你
们请坐下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啦？”他们回答：“我们都很生气”。“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生气? ”我问道。他们说：“我们就是生气啊
！”我接着说：“但你们总要有生气的理由啊”。这些小孩其实都上着绝对很好的学校，穿着也是很体面的。火车停时，我就打电话
给票务员，告诉他小孩在车厢里胡闹的事情，让他最好来看看。他进来以后说：“这种事情很常见啊！”然后他就设法把这些调皮的
小孩带出去了。 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些孩子的心轮中部都受到了感染。透过灵量来看，他们的心轮中部受到感染。当他们看到我
时，都坐下来，而且很安静，他们都听我的话，我安定了他们的心轮中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我们对妈妈很生气”。我问：“
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我们的兄弟都对妈妈生气。”我说：“你们的兄弟为什么要生气？”这时候我才发现弗洛伊德已经灌输给孩
子们反对母亲的可笑观念。你能够想象吗？这是怎样一种反神的行为？ 对印度人来说，母亲是最根本的信念——任何印度人，因
为母亲给小孩安全感，即使父亲的脾气很不好，小孩仍会依靠母亲，因为母亲有明辨力，她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生气，什么时候不
该生气，母亲是那个会保护他们的人。

“母亲”的概念在西方完全被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小孩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长大后，他们也是极端缺乏安全感。你不会相信，他们总是擦亮家里的铜器，清扫房子，但连只老鼠都不会跑进他们的屋子。当
有人来到家门前与他们攀谈时，他们会让人家站在门外，自己站在门内与人交谈。尤其在伦敦。因为他们简直被吓坏了。没有人
会相信，曾经统治我们的英国人居然是这么容易受到惊吓的民族，但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们害怕彼此，他们害怕自己，主要
原因是他们的心轮中部非常脆弱。 正如我曾说过，主要原因是家庭缺乏安全感。当孩子放学回家，他不知道母亲是否会在家或是
否会离开。他们没有一个既能够承受来自丈夫很多压力，又能保持笑容，也不在孩子面前表露任何自己痛苦的母亲。我所看到的
是，那些国家的母亲总是把孩子当作对丈夫的情感要挟。她们通过告诉孩子丈夫是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和丈夫之间的所有问题来
折磨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于是不能从母亲这里得到安全感，反倒是孩子开始给母亲安全感。所以这个孩子从很小开始，就会变
得很负面，倾向左脉，他会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充满憎恨，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地方。 当这些虔诚的信徒出生在这些国家中时，同
样会有不安全感。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必须去找一个导师，就目前所知，这些导师会折磨他们，榨取他们所有的钱财，把他们所有
东西都拿走了，有时让他们孤立无援，不知该何去何从。 但是在印度，女神已降世多次。数千年来祂在这里降世，当信徒们呼唤
祂的时候，当负性力量纠缠求道者时，女神就化身到地上来拯救他们。这些事情过去曾经是被人们所接受认同的，但他们从来都
不是从心里真正接受，他们认为是某种神话，说女神化身到这世界来拯救人类是某种神话，他们不相信会有母性力量降世成人，
会与那些可怕的罗刹魔作战并消灭他们，把祂的孩子，祂的信徒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这些看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但是如今在霎哈嘉瑜伽，我们见过很多人的灵量升起但是停留在脐轮中部，你就要念口诀“札格丹巴

(Jagadamba)”，然后灵量才

会上升。这也就是说，祂居住在心轮中部，如果你崇拜祂，灵量就会上升。这个轮穴有十二块花瓣，女神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
还有一万六千条经脉，去成就不同面向的启迪。但第一件祂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经由祂的慷慨、仁慈、悲悯及耐心，吸去人类所
犯的各种罪恶。 圣经上有句话：“恐惧的代价是罪恶”，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说，“罪恶的代价是恐惧”。如果你内心有恐惧，就是犯了
违背真我及违背神的错误。因为，如果母亲是全能的，那么祂可以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在祂的保护之下，那你为什么还要有
恐惧呢？那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相信祂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当人恐惧时，就会心跳加快，给所有抗体发出有节奏的指令。你所感

受到心怦怦作跳，这只不过是向全身抗体发出的信号，以应对紧急状况。 但是，当某些人生命中不断累积不安全感，那会造成一
些身体上的问题。如果他们早年有不安全感，这是情绪问题，而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个人会发展出任何类型的不安全感，比方说，
妻子对丈夫没有安全感，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又是不正当的人，还和其他的女人纠缠不清，妻子的母性就会受到挑战。当她
的母性身份受到挑战时，她的心轮就会变弱，她会承受很多痛苦，甚至可能患上乳腺癌。而这种不安全感可能只是她凭空想象的
，人们只是想一想就建立起某种不安全感，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然而这种恐惧在西方社会更为常见，因为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中
人心无处安放，做事无须正当理由。你问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会说：“有什么不对吗？”做丈夫的会说：“拥有情妇有什么不对？”
做妻子的也说：“好吧！如果他想要有个情妇，就让他有吧！”在印度，没有女人会忍受这种情形。她为了家庭，宁愿挨饿，宁愿做
任何事情，但是她绝不会去碰一个有情妇的男人。 印度妇女的力量根基来自她们的贞洁观念。印度妇女的贞洁观念非常强，只要
她们是贞洁的，就不会被任何事情吓倒。但如果她们没有贞洁，那么恐惧很快会占据心中。贞洁就是女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
那些心中有恐惧的女性多数会有贞洁方面的问题。担心自己贞洁受干扰的女人，也会产生心轮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女性会患上乳
癌、呼吸系统问题，同样也会有其他情绪方面的可怕疾病。 当女人失去她唯一的小孩时，她会觉得母性消失了，这时候心轮就会
严重受损，这对女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一件事了。但是如果她不是女性，她就会对此事不太在意，她只是表现得很有男子气概。我
看到在西方社会，女人对于她们小孩何时死亡都不太在乎。因为她们根本不像女人，如果你是个女人，你绝对会因为孩子的死亡
而哀痛。但经过一段时间，为了她的丈夫、更多亲人、或其他的孩子，这个女人会恢复过来、接受现实的生活，她所遭受的经历
会让她变得极其有力量。 只有你的心轮中部健全时才有可能。这样的女人不会怨恨，也不抱怨，遇事沉着稳定，而且可承担一切
，她们非常坚忍，并且尽心帮助孩子，但是她们从不会宠坏孩子，从不溺爱自己的孩子。她们知道宠孩子比打孩子更糟。她们不
会宠坏孩子、纵容孩子，也不受孩子的支配。她们知道：“我要引导孩子，并且照顾好孩子。”所以她们关心孩子们所有的理想，正
义和美德。一旦小孩有偏离的情况，妈妈会尽力去把孩子引导回正途，过上更好的生活。但那些从不关心孩子实际成长的妈妈，
只会逃避这一切。 对男人来说，如果他们很小就失去母亲，或他们的母亲是个很残酷的人，其心轮就会受到感染。此外，如果他
们经历过战争，并看到过战争中很可怕的事情，这些人的心轮也会发生堵塞。他们可能非常情绪化，而且很容易被那些试图赢取
他们情感的人所愚弄。 那么，应该怎样改善心轮呢？在霎哈嘉瑜伽里，有很多方法可改善心轮，重获信心。正如帕特里克所说，
他从来都不习惯说话。我看过好多演戏演得很好的演员来我的讲座时，对我说：“母亲，请不要让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只是不知如
何讲话，我们会演戏，但是我们不懂得和人们说话。”他们试过一、两次，但只是短短的说了两三句，嘴里嘟囔着，然后就坐下了
。我发现他们所有人的心轮都损伤得很厉害。也许他们缺少母爱，或许他们不爱自己的妈妈，或者他们不了解女性贞洁的可贵。
所以那些用色迷迷的眼睛盯着所有经过的女性看的男人，心轮的发展也很糟糕。许多问题出自这个轮穴，其中之一可能是肺癌。
但是我看到这个轮穴也受到生活中某些疏忽导致严重受损的情况。比如有些人习惯洗热水澡，然后洗了热水澡出来，进入寒凉的
地方，这样他们的心轮会严重损伤，产生问题。还有另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许多人有这种习惯，特别在夏天，他们只穿一
件单衣或者是T恤，里面没有穿内衣。这样很不妥当，任何情形下，男性最好是穿一件内衣，否则当他流汗的时候，心轮就会有问
题了。 人类各式各样的情绪问题导致心轮堵塞。如果夫妻常常在家里吵架，尤其是妈妈十分专横，小孩的心轮最容易受到伤害。
如果爸爸好宰制的话，小孩的心脏会容易出问题，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夫妻绝对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吵架。 位于心轮中的女神，祂
已降世数千次了，祂在心轮保护着你，不过你们所有人要先值得祂保护才行。你们知道，当祂多次降世到地球时，祂的身体是由
各类型的自然力结合而成的。祂就像一个泡泡，而泡泡上面覆盖着许多东西，那些都是祂从宇宙诸神处得到的。例如，祂的头发
来自死神阎摩(Yama)，鼻子来自财富之神俱毗罗(Kubera)，耳朵来自风神帕帆拿(Pavana)。尤其是祂的身体由伟大诸神的精髓构
成。诸神把自己的精髓献给女神，以装备好从事这些繁杂的活动。 正如我告诉过你，首先女神保护祂的孩子不受负面力量侵害。
祂看起来是多么的温和甜美，但同时也非常凶猛强悍，祂可以杀死任何想控制祂孩子的人，既温柔又凶悍(Atisaumya Atiraudra)，
这两种特质只存在于女神身上。因为祂是一位母亲，祂会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祂的子女。而当祂的孩子不可理喻，没有纪律性，
祂会用某些方法去把祂的孩子拉回来。首先，祂给予一切所需来去除求道者心中的恐惧。其次，祂通过制造更多的抗体去医治心
轮。而且通过给予那些已经很疲惫的抗体能量，使他们能再度抵抗敌人。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祂也会向孩子们显示许多奇迹来证
实祂的存在。有一次，有位女士来看我，她来得很迟，她走时我就问她遇上了什么问题？她说：“没什么，不过我坐的巴士翻下去
二三十英尺深，它跌落下去，然后四个轮子着地，毫无损伤，我们坐在巴士里的所有人都得救了，但是司机却感到很不安，就跑
掉了。于是车上有个会开车的人就去发动引擎，车子居然动了，我们就这样回到孟买。在路上，他们就问：“车子上一定有圣人在
，不然我们为什么毫发未伤，只有圣人能像这样保护我们。”而那位女士带了有我相片的戒指，他们看到了就说：“哦，这是锡吕‧
玛塔吉女士的门徒哪！”于是都向她跪下说：“你救了我们，你救了我们！”。” 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有许多奇迹发生。有时候你看到
意外发生，突然间你发现意外就结束了。有一个叫Marathe的新闻记者，他和另外一个记者朋友，两人从Lonavla坐车来，他们经
过的是一条很泥泞的下坡路。突然剎车失灵了，司机对他们说：“剎车失灵了，念神的名号吧！”然后他想起我的名字。突然间，他
们看到一辆卡车迎面而来，眼看就要相撞了。他们把眼睛闭上，然后，天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睁开眼睛时，看到大卡车走上
斜坡，而他们的车则是安然无恙地前进。他们大为惊异，这是如何发生的，看起来就像有人把车子抬起来，然后再放到大卡车的
前面一样。他们就这样得救了。当时那个司机也把眼睛闭起来，念颂母亲的名号，这是可能的。许多人经验到奇迹，但他们都不
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你必须相信，母亲就在我们内在，在我们的心中，如果祂得到唤醒，祂就会照顾我们，给予我们各
种各样所需要的保护，没什么好害怕的。 尽管Patrick曾明确的说过（不用害怕），但是你可以想象，人们仍然非常害怕，我知道

真的是那样。就连英语的句型也是这样。任何时候他们都说：“我恐怕……”“我恐怕我必须走了”。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如果你要走
，就走好了，“我恐怕如果我……”他们总是那样紧张不安。他们说话的时候非常紧张，你可感觉到他们非常害怕，有时你和他们在
一起也会觉得紧张，然后你会因为他们的过度紧张而不知如何接近他们。这些人会很焦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计划太多
，想得太多，分析太多，然后自我在大脑中盘踞下来，最后把心覆盖了，因为他们的自我覆盖了心，所以会害怕。实际上，如果
你变得自我，你就会开始看穿自己，因为到达一定程度，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自我。你会害怕别人，因为你认为别人和
你有同样的自我，而你真的会很害怕这个自我。 这种现象在东方社会也是很平常的，在印度就是。假设你要去政府机构的办公室
，要小心了。无论是什么人，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办事员都会毫无理由地对你大吼大叫。他们形成了一种总是大声吼叫的体制，说
什么话都是一直大吼大叫。他们向你吼叫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安全感。职员害怕他的主管，主管害怕他的经理，经理怕他的上司
。到最后，部长害怕选民，选民又害怕部长，整个体制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变成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锡吕·玛塔吉大笑），你不
明白大吼大叫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大声吼叫的？因而人产生一种深深的虚假认同，人不再是人，只是某种身份地位而已。你要么
是某秘书，要么是某助理秘书，要么是公共秘书。我实在不知道究竟谁高谁低，然后又有其他什么秘书，接着又有书记员，诸如
此类，你只是个名称，其他什么都不是。就因为这样，你必须有个大喇叭，你必须对人大吼大叫，不然别人就不会相信你真的是
个“人物”了。

人类发展出来这种认同是因为心轮没有发展完善，如果心轮发展完善，那你就是人类。因为你们知道，是你们的母

亲给了你们生命，你们是人类，不需要去害怕另一个人，他也是你们母亲的孩子，所以没什么好害怕的。 但是人类一开始穿上衣
服，麻烦就来了，比方说，他穿上一套西服，他会马上开始说英语，一旦他穿上了印度服装，他就会去说印地语，系印度腰带，
说印地语，穿印度服装，他们可能开始……这是人们发展出来的一种极肤浅的认同，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深度，如果他们心中有
根可依，就不会这样肤浅了。就因为这样，他们产生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肤浅的，其他人也是肤浅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所以会争吵，如果我不给他面子，怕是他也会不给我面子，这样的恐惧存在于人类当中，然后人的脑子里
又想到另外的一招，为什么不拉低别人抬高自己呢？这是第三种类型。 如果你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那你怎么可能比别人高呢？
你将永远是母亲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你又怎会优于其他孩子呢？你不能，相反的，如果你想耍花样，母亲就会惩罚你。母亲
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惩罚她的孩子。是的，她会去惩罚。开始时是很温和的，比如说：小孩子不好好吃饭，又调皮捣蛋，她就会说
：“好吧！你不想吃，今天就不用吃了。”这是个很简单的惩罚方法，但之后，她会说：“如果你想要用你的方法，那就去用吧！” 比
如说，我告诉这些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因为不合适。例如，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换成公寓，应该让所有
霎哈嘉瑜伽士住在一起。但是那些组织者却认为，无论如何还是最好使用公寓。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很聪明的组织者。但是你知道
，母亲说的话很简单，可是其中却是有特殊意义的，你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了，于是乎有半数左右的人开始
抗议：“我们想和霎哈嘉瑜伽士住在一起，和他们作伴”。于是，他们被安置好了。其他那些是英国人，你知道，他们现在的心境不
同了，他们非常宽容，他们说：“好吧！如果我们不能被安排（跟其他瑜伽士住一起），就住在公寓里吧。”就这样，他们待在了公
寓里。结果怎样？开始下雨了，一直下雨，下个不停，使得这些组织者无法在事先搭的帐蓬下准备食物，最后他们只好把英国人
再换到其他地方去，结果还是和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正好像母亲一开始所吩咐的那样。如果他们早听了母亲的话，就可以
即省了钱又少了麻烦，而且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不时地用一些小把戏，来让孩子们了解到他们自己是
多么愚笨。 母亲可玩出很多花样来给大家看，而且在生活过程中轻松游戏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她对子女很严厉的话，就
会把他们吓跑了。如果祂的作法像其他导师──真正的导师也一样，这些导师过去经常打自己的门徒，又有时候会用绳子把他们吊
起来！你无法想象，这些导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门徒，有些人从门徒那里拿走大量的金钱，也有些拿走很多的东西。他们要门徒
完全的顺服，而且要很卑恭屈膝的。这些导师真是折磨自己的门徒啊！不过母亲是不希望那样做的，所以祂常玩些小把戏来纠正
孩子们。 我现在来举个例子，有个导师，他是我在五，六年前认识的，他从圣地阿马尔纳特来到孟买附近的一个小村落，那里住
着一位女霎哈嘉瑜伽士。然后这位导师的一个门徒也住在那里的，于是就派他去拜访这位女瑜伽士。这个门徒去了，并且告诉她
：“是这样的，我的导师想来，他想见锡吕‧玛塔吉女士，而且他告诉我，只有太初之母(Adi Shakti)才能清除我额额轮的障碍。”那
位女瑜伽士不太明白，就问道：“你的导师在做什么呢？”那人说：“天啊！不要谈他！”他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提他的名字，哦！
你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女瑜伽士就问：“那为什么你的导师不打开你的额轮，当然母亲会到来，但是为什么他不替你打开
呢？”那门徒说：“不行，不行，他说只有锡吕‧玛塔吉女士才可以做到，其他人都不行。他大约五年前把我送来这里，然后说：“第
六年太初之母会到来，祂会打开你的额轮”。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个可怜的家伙正遭受糟糕的额轮的折磨，即便是他的导师出现
后他还是在受苦。

于是这个门徒来见我说：“母亲，我的导师来了，他想要见您。”然后我去见那个导师，他脾气很大地坐在那儿

，鼻子大出气。当然，我到达的时候，他对我行了触脚礼以及其它各种仪式，然后他问起一个在（礼仪）方面名声很不好的人：“
他有没有来，他有没有对你行触脚礼？他的行为表现还可以吗？”我说：“他没问题，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打开他的额轮？”那
个导师说：“让他去下地狱算了！我才不去打开他的额轮呢！谁又打开了我的额轮呢？我为什么要去打开他的额轮？” 我就说：“这
样不好，我会打开。”他说：“是啦！是啦！你会的，因为你是母亲，而我不是。”说完就进去了，然后他的徒弟告诉我：“母亲！我
导师把我的腿绑起来倒吊在这口井上面！整整吊了三天。”我就问：“为了什么事情他把你吊在那里？”那徒弟就说：“不要去问任何
人。”然后，那个导师就进来了，说：“对！对！我把他吊起来了！没错！我还会再吊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吊他？”那导师说：“
他抽烟，因为他抽烟，所以我把他吊在那儿。我说：“抽烟啊！”就把他拉高又降低，来来回回，边拉边说：“看你还抽烟！”──这个
导师用这样的方法折磨自己的门徒！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他说：“不然你要怎样才能立规矩，我又不是一个母

亲，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立规矩，这是我管教他的唯一方法。”然后他接着说：“你继续宠坏他好了，但我还是要用这个方法叫他
听话。”我说：“好了，你现在闭嘴，现在别说话，让我把他的额轮弄好。” 于是我用了大约两分钟把他的额轮障碍清除了。我说：“
好了，他的额轮现在好了”。然后那个导师说：他有没有答应你他不再抽烟了？”我说：“他没有啊！”他说：你最好叫他答应，否则
我就三天不准他吃东西。”我说：“天啊！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导师！希望上帝把这个可怜的门徒从他那里救出来（锡吕‧玛塔吉笑起
来）！”

但是，你们要知道，那个人的意思是，门徒一定要恪守纪律，门徒应该完全明白我是导师，那个导师说：“看看这些人怎

么做的，他们对你无礼，又给你添麻烦，嗯，还和你嘻嘻哈哈地说笑。而你仍然不说什么。”我说：“我不需要说什么，因为我知道
如何纠正他们。” 所以这就是母亲的特质，她能纠正人们的错误，她知道谁有疑惑，谁对她有误解，谁又对她有正确的看法。她什
么都知道。如果她什么都知道，她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她对此完全确信，她也不会像那个导师那样害怕某天门徒会行为不端或
有其他什么不对，因为她知道如何去纠正。 又有一次我遇见一位男士，他是一位霎哈嘉瑜伽士，他来找我，然后开始向我解释：“
母亲，你不知道，事情如此发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吗？你认为我什么事都不知道？”他说：“是啊！母亲，你怎么会知道？”
然后我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小时候经常打板球，一直到你进入霎哈嘉瑜伽。”“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知道
。”他接受了，说：“好吧！母亲，你对我完全了解，但是我真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的？”但是母亲是(听起来像观世音菩萨)

——母

亲是能看见一切的，借着某种方法，她会知道。至于她是怎么知道的，在现阶段无法解释。如果她想要知道的话，对于你所做的
事，她都能清清楚楚地知道。

母亲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祂是摩耶幻相(Mahamaya)。祂像你一样说话，一样坐着，行为和你一样

，一切事都和你一模一样。而你无法探究女士的深度，她是大幻相！祂用如此巧妙的方式对你施以这样的一些把戏，是你想都想
不到的。你认为你自己很好，然后去告诉别人你对母亲的看法，又试着去做任何的事，到最后你会发现祂什么都知道。当你发现
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渐渐的你会明白：“祂对我所有的状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我的一切行为最好要正确才是。”

祂是怎么知道

的呢？因为祂就在你的心轮！祂知道所有你做过的事情，你正在做的事，或是你想要去做的事。那么祂会怎么做呢？不论你在做
怎样的错误事情，祂就会使这事情达不到结果。如果你说：“母亲，我现在决定了，要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这样不会成功的，
你必须把自己真正当作母亲的儿子来判断。 我们曾经在孟买或是其他地方想要些土地，没有人办得到。我们试了又试，都是黑市
交易、商业贿赂和腐败的问题。我说：“这类的事我是不会去做的。”他们就说：“母亲，那我们要如何实现呢？”我说：“会实现的，
别担心。”然后这些瑜伽士就开始说：“她不现实，她这样，她那样……”而大家所说的一切，到头来非常的不切实际。最后我说：“
当你们为霎哈嘉瑜伽做好准备，就会得到土地和集体静室。”因为一旦你们开始筹备静室并且有了一些钱财之后，你们会发现各式
各样的亡灵都会联合起来把募集来的钱乱搞，然后所有的安排都泡汤，漫无纪律。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孩子们一些时间经过犯错来
学习，从做错事的过程中，可以学到我们做错了什么，应该怎样去改正。一旦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容易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他们做错了什么，以及该如何去改正。但只要他们自以为自己非常智慧，只要他们自以为非常友善，那就只好由他们自己去了
，母亲会说：“好吧！没关系，就照你们自己所要的去做吧！”

你们要知道，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人们从幻海里救出来，那是很

不容易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时要同时提升好几千人的灵量，我感觉就像要举起一座大山一样，真是辛苦极了！但是总的来
说那些还没有经过纠正的人，会认为得自觉是在为我效劳，这是人类很常见的想法，他们这种愚蠢的自我表现使我觉得很可笑，
他们居然认为他们得自觉是在为我效劳！然后开口闭口都是这种腔调：“我来到这里坐了三天，为什么还没得到自觉？”好像是我的
罪过一样！ 故此，一个人对母亲的态度要渐渐转变，他要开始想：“祂来这里是为了我的福祉，祂唯一关心的就是我的福祉，祂会
用某些方法来使我得到自觉，祂工作得很努力，我必须要配合，我要学会合作，祂所做的都是为了我的好处，我应该设法了解这
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当发展出这样的态度时，确立一位真门徒就容易很多。 不过，这位门徒和儿子或女儿是不一样的。母亲是一
位导师，毫无疑问的，从你出生的时候起，母亲就是导师了。对母亲来说，很难像其他导师那样严苛无情。母亲一点也不可能像
他们一样。她无法狠狠地抽打孩子。一切要以你自己的智慧去明白：你应该有怎样的行为，怎样去请求得到自觉，又如何去改变
自己的态度。因为假如你过多地想着自己，又爱到处炫耀，这样母亲就会说：“对！对！你很伟大，你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直到
你突然发现你的脑袋上长了两个犄角，变得一无是处。然后，她会说：“好了，你过来吧，你得了这种病，我会治好你的。”所以最
好不要做这些事。 一方面，祂愿意竭尽全力把你从一切的麻烦中解救出来，比方说，你有心脏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她会尽心尽
力地去解救你，去治疗人的心是不容易的。人们认为母亲治好了我们，没事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并非如此。当你来到霎
哈嘉瑜伽之后，有件事会让你意想不到，就是当你试图去治疗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病上三天。去治疗别人是不容易的，那些替
别人治病的人，有时候是透过亡灵来完成的。另有一些被亡灵附身的人也会医治疾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亡灵，亡灵会怎样呢？
他们治疗病人时，实际上是放了一个亡灵到病人身上，使他变成亡灵的奴隶。这样亡灵附体的人，会成为治疗者或者是信仰疗愈
师，或其他的，比如超意识治疗、等等形形色色的治疗师。但是当他们在治疗病人时，你必须要知道，他们是把一个更严重的问
题放到病人身上去了。其实那些病人并没有真正被治好，他们实际上是把一些疾病放到你身上或是病人的身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游戏。 如果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想要去治疗别人，由于他不能将别人放置于真空里，这样他自己就会染上这些问题，他也会吸入这
些问题。所以我对所有霎哈嘉瑜伽士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治疗任何人。你没有必要碰触他人的身体来治疗别人，你要使用我的相
片，分发我的相片，告诉人们如何治疗自己。但不要去医治别人，因为你会有问题，因为你不是亡灵。如果你做了，会受到很大
的伤害，所以要小心，不要尝试医治任何人，只要使用我的相片就好。使用相片他会建立信心，稳定下来，你也会平安无事。 例
如昨天，这里来了一些病人，有人看到就对病人产生怜悯心。正因为如此，他们通通被感染了。你们不需有这种怜悯心，难道你
们的怜悯心会比我更多吗？不需要把病人带来这里的。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们都受到了感染，所以你们不必带任何病人来见我

，这不是正确的做法，千万不要带任何的病人来。如果碰到有病的人，你们自己不要去碰他们，只要告诉他们：“母亲会照顾你们
，我们不用说什么，这是相片，你们必须用相片，用相片来进行治疗，这样就会痊愈了。” 否则发生在你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心
轮会受到感染，因为那不是你的工作，你不应该去做的。如果你试图治疗别人，实际上有时是因自我驱使你认为在这时你应该治
愈人。当你试图通过自我去治疗别人时，你便会有麻烦，不是说你不能医治别人，你是办得到的。但是你必须达到那样的水平才
行，当你试图治疗一个人时，你不会变成具有超意识的人格，也意味着你不会因而变得自我取向。但是，很不幸，那些去医治别
人的瑜伽士都是出于自我，到最后，无一例外，通通都离开霎哈嘉瑜伽，成为灵媒，真是可怕的人。当他们打电话给我时，我感
觉好像有毒药灌进我耳朵里一样，他们的可怕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故此，得到觉醒的人不要沉迷于医治别人，这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你的心轮中部会受到破坏。在一个充满恐惧的国家里，人们的心轮中部很容易受到感染。另外还有些事情令人产生恐惧，令
心轮受损。比方说，去看假导师的书，或是读某些内容令人震惊的书籍，就像有些人看有关灵量的书便害怕（锡吕‧玛塔吉大笑）
，因为他们非常害怕灵量！阅读任何会令你感到惊恐的书籍，也会使你的心轮变得非常虚弱，充满危殆不安。
心轮中部的两边，一边是母亲方面，母亲的兄弟是毗湿奴(Vishnu)，祂又降世成罗摩(Shri Rama)，在我们的心轮右部，代表那照
顾孩子的父亲。故此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虽然父亲和母亲是两个方面，但母亲亦是父亲的妹妹，而父亲亦是门徒的舅舅。
你们都知道，舅舅比父亲更伟大。这位舅舅就是锡吕·那罗延(Shri Narayana)的化身，祂照顾受母亲保护的门徒。祂给予孩子们对
父亲特质的理解。因为在这阶段，人们还未认识父亲-全能的湿婆神(Shiva)。故此舅舅便照顾孩子，直到他们长大能面见父亲。我
们也可以说，帕娃蒂(Parvati)、乌摩(Uma)或德维女神(Devi)来到母亲的位置，驻守在心轮中部。在那里，祂的兄弟照顾着女神的
孩子，当女神给孩子自觉和重生之后，舅舅便会照顾她的孩子，帮助孩子们建立对父亲的安全感。 每个人的心轮右部都代表“父性
原理”，父性原理是很重要的，如果心轮右部受损，或有些毛病，就会得哮喘病。哮喘病的成因是因为心轮右部受到伤害或是和这
个能量中心的其他组合引起的。在孩童时期，哮喘病是很普遍的。因为小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对父亲的了解程度，或你
自己的父性原理有问题，都会有哮喘的麻烦。因为这样你必须去问那练习者，到底有怎样的父亲。有位先生来问我：“为什么碰到
我的人都问，我的父亲怎么了？每个人都问，我的父亲是怎样的，和我的关系怎么样？”事实上，每个感到心轮右部有问题的人，
他们得探究父亲方面的问题，因为父亲和父性原理都在心轮右部。如果心轮右部受到损伤，且父性原理有问题，就会有哮喘以及
其他许多问题，我现在不想展开来说。但是你会理解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是多么的缺乏自信心，以及他会如何行事，又有些人不
知父亲是谁，这些人会变得非常任性，放纵而任意妄为，或者是私底下却放纵无度。 失去父亲的人是没有或缺乏纪律约束的，他
们缺乏父亲给予他们的纪律，或者这些人常生活在悔恨和不快乐的情绪中。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极度的严厉，再不然就是过度的
宠坏孩子。可能是任何一种方式，所以有两种反应要不就极度溺爱，要不就过于严苛，可能是任意一种。或者他可能在童年时受
到严厉的管束，老年时反而会挥霍无度，这是一种很不平衡的人格。 因此那些没有父亲的人要知道罗摩(Shri Rama)是他的父亲，
他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罗摩用一支箭就可以杀死任意数量的敌人，不论是父亲不在或是去世或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都完全不
需要害怕。相反，如果父亲已过世了，你最好告诉他不用担心你，你很好，从而让他得享平安，让他去转世投胎而非被束缚于这
个世界。 这就是关乎心轮右部的。心轮左部是母亲，是你自己的母亲，无论是谁都是这样的。这是母亲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你的母亲对你非常不好，或是态度荒谬可笑，或是母亲和你之间的关系极差，那么内在就有显示会让你知道左心轮出了问题
。 所以这两点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位霎哈嘉瑜伽士能够确信：我有一位父亲和母亲，全能的神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那很多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但在霎哈嘉瑜伽里，光想是不行的。就好像你坐在车子里只是想，我要去康纳特广场，这样是不
会到达的。你必须采取行动。在霎哈嘉瑜伽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有行动，去清除各轮穴中的障碍，使灵量提升得更高，并且维持
不落。在霎哈嘉瑜伽里，你怎么想并不重要，根本不重要，你可能这样想，你在霎哈嘉瑜伽里表现很好，很不错，但不是那样，
关键点是你的灵性升进实际上到达的程度。就像我所说的，你不能光坐在车子里想想就完事了。同样，你要运转这台机器，就必
须确保你能完成所有这些操作。否则只是谈论霎哈嘉，思考霎哈嘉，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这些都毫无意义
的，重点是你如何把霎哈嘉瑜伽彰显出来。极少人能明白这一点，极少极少的人认识到必须把霎哈嘉瑜伽它彰显出来，而不只是
从早到晚说个不停。 即使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也在打开你们的心，打开心轮，我一直不停地在工作。即使在说话，也是在打开
（你们的心），正在工作，等到演讲结束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心轮打开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知道怎样去做。当我说话的时
候，一直在观察你们的哪个轮穴感染了，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抓住所有问题的关键处，触及到那个轮穴并尽力把它打开。 就
应该是这样的，即使在说话的时候，也能发生作用（karyanvit）。或者你很安静，举起手来，也会起作用。不管你做任何动作，
都能发生功效。即使是看人一眼，也能起作用。而不是含糊不清地闲聊着有时候我们对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 人类最大的恐惧
是他们认为自己犯了很多错，犯了太多的错误，永远得不到自觉，他们将难逃厄运，将会下地狱。这不是真的，根本不是真的，
如果他们自己不想下地狱，那没有人会去的。如果你自己想停止堕落，你是能办得到的，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了，你们将会得到祝
福、永恒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们。 通过今天我给你们的讲话，你们应该了解到信心的重要性，不是通过说“我有信心”，因为当你
表面上说出来实际上是自我取向的表现。而是当你要通过生命能量来说话，这样才是真的有信心。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很抱歉我
得去吃晚餐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来让你们触摸我的莲足，因为昨天我的兄弟回家吃晚餐，然而我一直待到11点钟
，于是他没吃饭就走了，今天他又来了，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可以允许我去陪我的兄弟，毕竟有时候我也需要照顾你们的舅舅（
笑了起来）。 愿神祝福你们！ 明天我会和你们谈谈喉轮，这个讲座会在六点半准时开始，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六点半准时开始活动
，这样对我来说会方便一些。明天六点半准时我们开始讲座。 （母亲又用印度语讲了几句话）。 那些不遵从我的人会受苦。而你

们不应该这样，一旦我说过了什么，无论是什么，你们都要遵从，为什么会有困难呢？遵从有什么难处吗？你们只需要尝试去遵
从，然后你们就会发现，这种顺服给予你们真正的信心——顺服，只是去顺服，尽量尝试这样，这非常简单，然后今天不行触脚
礼也没关系，对于印度人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在英国，如果我让他们行触脚礼，他们会拒绝并说“你是谁啊”（锡吕·玛塔
吉大笑）你们笑他们，他们也会笑你们，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你们就变成英国人吧。 非常感谢大家！

1983-0203, 宽恕轮 Agnya Ch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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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轮 Agnya Chakra 1983年2月3日 印度德里 今天我们要了解宽恕轮，这个轮穴在视神经交叉的位置。眼部神经在后面相反方
向交叉，那交叉的位置便是宽恕轮的所在。通过延髓，宽恕轮与其他中心有着连系。宽恕轮有两块花瓣。这个微妙的中心在前面
作用于眼睛，在后面作用于脑后突出的部位。这便是此轮穴身体方面的特性。有些人说人有第三眼，宽恕轮便是第三眼。我们有
两只眼睛，能够看见事物，同时我们还有此微妙的第三眼。如果你看见这只眼睛，那表示你其实离开了它。例如，如果你看见自
己的眼睛，那表示你是看见镜中的反映，不是真实。如果你看见甚么，那表示你是在观看它。因此有些人吃了迷幻药，说看见另
一只眼。他们只是看见，但却以为自己的第三眼已经打开了。其实你是离开很远的，此所以你能够看见它。你要么跑到右边的超
意识去，要么跑到左边的潜意识去，都能看见那第三眼。但在霎哈嘉瑜伽，你却是通过那第三眼来观看。就好像一个窗户，你可
以看见那个窗户，但如果你通过那个窗户去观看，你便看不见那窗户。因此有些人说看见第三眼，以为灵量已经升起来了，他们
其实是大错特错。 宽恕轮是个狭窄的通道，一般情况下注意力不能通过，一般情况下，那是没有可能的。那通道很狭窄，因为「
自我」和「超我」互相接合，封闭了通道，于是没有空隙可容灵量通过。超我与自我下面是喉轮，自喉轮一直绕上来。因此你们
看见自我和超我在这个位置。它们由喉轮开始，一直到达宽恕轮的位置，然后交叉。因此你们左边有问题，会表现在右边。右手
从这里开始直达这边，左手则从这里开始。但左手其实作用于右边。 因此我们要通过或进入那第三眼，这要靠提升灵量才能做到
。但这个到达大脑边缘系统，即天国的门户，是很狭窄的。因此如果有人强把注意力进入那封闭的门户，他不是去了左边，便是
右边。这样便引生许多麻烦，因为那些人不知道，那些不可知的领域不是属神的。因此当他们移向右边，便进入了超意识界，开
始看见幻象。其实那些都不是幻象，而是存在于右边的真实事物，那些人其实是看见属于右边的事物。他们可能看见色彩，可能
看见死去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自我很强的人物，他们能看见干闼婆(Gandharwas)和紧那罗(Kinnaras)，因为他们进入了右边的干
闼婆界，开始看见超意识界中的事物。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那里有谁逮住你，便有一个附加人格坐在你头上，你在自
我处被附了身，变得自以为是，行为恶毒。希特勒便是一个例子，他跟随西藏的喇嘛学习如何进入超意识界，学会了以后便使无
数的人变得自我中心，同时进入超意识界。你们也许也听说过那些喇嘛，他们能够知道未来，例如谁是下一任的喇嘛，到那里去
找他等等。他们知道许多未来的事情，人们便以为是属于上天的。知道未来不是属于上天的。那是我们不应进入的领域，因为那
表示不平衡。我们是人类，我们要知道「现在」，不是「将来」。一旦你们通过现在这个阶段，便能上升至一个高度，可以看见
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好像在大地上，如果你能找到一个高处，你便能看见已走过的，和要来到的，这样你便能在现在之中。同
样，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升进，到达超越的意识，他便能看见右边的超意识和左边的潜意识，但他会对两者都没有兴趣，他只希
望在现在之中升进，这其实便是提升灵量所要做的。 因此所有那些说提升灵量是很难很危险的，他们都是没有获得授权去提升灵
量的人。他们只是弄些甚么把戏，刺激交感神经系统，使左右交感神经从中脉抽取能量，造成中脉衰竭，而使那个人的精神系统
破坏。因此那些说以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提升灵量的人，其实是扼杀了求道者的生命。最后那些求道者会一无所得。没有人知道可
以得到甚么，因为他们被带入了歧途。 但逻辑上我们应该了解，练习以后，至低限度我们的健康要良好，精神应比从前更好才对
，同时你们的脾性要有所改善，这是最低限度的。但如果你的钱全都给导师拿去，追求那些无意义的经验，结果损害了健康，甚
至不能主宰自己，那你们应该知道，这些都不是真实。在真实之中，你应该能够主宰自己。如果你被别的东西控制，那你便是迷
失了。例如，有些人不停的跳。他们说：「母亲，我不停自动的跳。」这情况其实很严重，那表示你不能控制自己，那是有别人
在你里面使你不停的跳。那不是「你」在跳。你的注意力和意识都在别人控制之下，以致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所有那些空中飞行
或灵界旅行，看见种种事物等，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人最后可能会进入精神病院，因为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在美国，他们称
这些为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的实验。当然这些是超越个人的心灵的，但却十分危险。你们不应走进那个领域，要是有甚么
亡灵逮住你，你便行为怪异。大概十二年前，有一些美国人来见我，说：「母亲，请教我们如何在空中飞行。」我说：「为甚么
？你们不是有飞机了么？」他们说：「不，我们要在空中飞行。」我说为甚么？他们说：「因为俄国正做那些超心理学的实验，
我们也要照样做。」我说那些人会被亡灵附体，结束自己。我说我不会教这些东西。如果那些俄国人来见我，我也会这样说。但
那些美国人还是说：「不，我们还是要学。」我说，如果我告诉你，你便会变成那些亡灵的奴隶，不停的抖颤。尽管如此，他们
还是说：「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学。」他们说俄国人做的，他们也要做。最后我问谁介绍他们来的，他们说了一位先生的名字
，他是孟买的一名记者。我告诉他们这位先生从前正是患上我刚才所说的问题。他经常离开身体，进入另一个世界，东看西看，
最后他完全不能主宰自己，后来我治好了他。但他竟然以为我既然能治，就一定能令人进入那个状态。我治好他的病，为甚么你
们却要得到他的病，他们执意如此。最后我才发现，他们在美国开有利用超心理学赚钱的生意，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 这是因为
运动的方向不是通过宽恕轮，而是移向左边或右边，即潜意识和超意识。其后果可能不同，但在霎哈嘉看来，都是一样的。那些
进入潜意识界的人可能看见我别的形相，好像那些吃迷幻药的不能看见我，只看见光。而那些进入潜意识的，他们会看见一些形
相和事情，他们以为是到达了天国，其实他看见的是进化过程中的过去，那是过去的一切。因此超意识界和潜意识界都是十分危
险的。因为如果注意力移向左边，便会产生癌症那类不治之症。因此要小心，不要到那些术师那里去，他们会控制你，或告诉你
一些关于过去或未来的事物。 我们毋须知道过去或未来，有甚么需要知道呢？知道了有甚么作用呢？好像我告诉你我是怎样来到

会场的，途中有交通阻塞等等，你会有兴趣听么？你们为何会对过去有兴趣？那对今天甚么价值也没有。可是那是人类的一个弱
点，他们总要在自己的人格上附加上一些极端人为，并不真正存在，或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然后说，我能做这，能做那。 在印度
一般人都走向宽恕轮左边，因为他崇拜神。他们要崇拜神，但却与神没有联系。就好像我没有连接这个麦克风，便不能向你们说
话一样。但他们没有联系，却去崇拜神，唱各种崇拜歌，行禁食，折磨自己。他们是走向左边的人，爱高唱赞歌等等，甚至二十
四小时不停。这样，亡灵便把他们吸向左边。 又如他们不断念诵罗摩的口诀。也许你们说蚁蛭仙人(Valmiki)就是这样念诵的，但
是谁叫他这样的？是Narada。Narada是降世神祇。你们自己或任何人可以教别人这样诵神的名字吗？无论你们念甚么名字，都不
能达到神。你们到了那里？你们会到了另外某处，那里可能有个仆人叫罗摩，于是他便会逮住你，而你会变得行为怪异，像个疯
癫的人。 至于超意识那边，有些野心很大的人，他们陷入疯狂，毫不考虑集体，只想到自己。出了问题时，我们也很难说服那些
受害者，让他们知道走错了路，直到他们彻底完结为止。 宽恕轮是天国的门户，是每个人都要通过的。耶稣基督便是在这个轮穴
之上。在印度的经典中，祂叫摩诃毗湿奴(Mahavishnu)，是罗陀(Radha)之子。祂的本质是由十一个毁灭力量(Ekadasha Rudrus)
构成。但最主要的本质却是格涅沙的纯真。因此祂是纯真的化身。纯真的意思是完全的纯洁。祂的身体不是由大地之母造的，因
此祂的身体不会毁坏，祂是唵(Omkara)，因此祂死后能够复活。祂是罗陀之子，你们很容易便能看见祂和其他神祇的关系，在De
vi Bhagvat一书，便有摩诃毗湿奴的记载。 可是谁会读这本书呢，没有人有时间读这本书。他们只读那些没有用的书，读那些书
，你们不能找到关于降世神祇的知识。因此要明白耶稣基督，你们要读Devi

Bhagvat。可是如果我们向基督徒这样说，他们根本

不会听，因为对他们来说，圣经是最后的根据。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圣经中所记载的，只是耶稣一生中的四年。在其他书中，也
应该是有提到祂的。因此我们要张开眼睛看那些书，然后自己去判断那是否真理。但他们欲成立有组织宗教，所以他们说：「只
是这样。」没有其他。因为如果有其他，他们的组织便会瓦解。可是事实不如他们所想那样。 因为Devi Bhagvat一书曾清楚地描
述耶稣。灵量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点。当灵量升起，停在宽恕轮，你们要念诵主祷文，否则宽恕轮便不会打开。你们要唤醒耶稣
基督，否则便不会打开。你们要念诵祂的名字，否则宽恕轮不会打开，这证明耶稣基督是主宰这个轮穴的。甚至你们念诵摩诃毗
湿奴的名字，宽恕轮也会打开。因此你们要正视这些证据。只是你们想拥有耶稣基督，才会否定他人，视他人为异端。你们是大
错特错了。 每一部经典都有人去窜改它。每一部经典都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们薄伽梵歌的情况，他们把错误的饮食观念放进去
，那是与科学违反的。说倾向答摩的人是吃肉的，那根本不对。因为吃蛋白质的人应自动变成倾向剌阇的人才对。因此这部分是
人们根据他们的需要改动过的。但开头的部分没有改动。在开头部分，克里希纳说：「是你杀那些人吗？其实我已经把他们杀了
，你还可以杀谁？」是那些婆罗门把经文改掉的。 至于在圣经，错误由保罗开始。保罗这人和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但却进入了圣
经。我不明白为何保罗会在圣经之中。他只是个倾向超意识的罗马士兵，而且是个很坏的士兵，曾杀害过许多基督徒。但忽然间
人们把保罗当作圣徒列入圣经，而且为世界各地接受，但如果你读他写的章节，便会知道他根本不是个得到自觉的灵。他是从超
意识说话的，他是一副组织机器，一无是处。使徒行传是他写的，在使徒行传，保罗把耶稣的门徒描绘成像被鬼附的人那般，完
全是倾向于超意识的人，他们行为怪异，以致被视为癫狂。你们可想象耶稣的门徒是这样的吗？但如果你是基督徒，却须把这一
切生吞活剥，因为那是在圣经之中的。但如果你是个天生自觉的灵，便会怀疑这些废话。你会问：「谁是这个保罗？他是从那里
跑出来的？」因为保罗所说的和耶稣基督所说的不同。 现在时候已经来临了，我们要知道所有宗教都是同一的。所有宗教都是同
一生命河流的部分。所有那些降世神祇都是互相支持，互相滋养，互相照顾的。祂们之间完全合拍。你不可能看见祂们互相反对
。当然这一点也是要证明的。只有提升灵量，我们才能证明这一点。如果你是得到自觉的灵，同时能提升别人的灵量，你会惊奇
所有的神祇都在我们不同轮穴之中，我们要逐一唤醒他们。有时候，我在印度谈耶稣基督时，人们便谴责我，说我在传播基督教
。但如果我在英国谈克里希纳，人们便谴责我传播印度教。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是罗陀创造耶稣的。你们看耶稣，祂竖起两只手
指[食指、中指]，像这样。一只表示克里希纳，一只表示毗湿奴。耶稣曾说「天父」，那么谁是耶稣的父亲？是毗湿奴，即克里希
纳。因为经上是这样描述摩诃毗湿奴的。经上说克里希纳自己也崇拜他的儿子，并说：「你将成为宇宙的支持，同时无论谁崇拜
我，崇拜之果都会到你那里去」。克里希纳把耶稣基督放得比自己还要高，你们也可以看见摩诃毗湿奴的轮穴在喉轮之上，祂是
每个人都要通过的门户。克里希纳祝福自己的儿子，说：「你将成为宇宙的支持」。你们可以看见，格涅沙在根轮处，根轮的意
思便是根和支持，可是耶稣基督却被放在果实的支持和根部那里，所以是同一力量在那处，并一路进化上来，当我们的宽恕轮打
开了，便可以知觉到耶稣基督。 当灵量上升，便会打开宽恕轮。但如果你过份自我取向，两边的汽球很紧迫，便甚么也不能通过
。又如果你倾向于超我，性格懦弱，易受宰制，使超我的气球扭曲，宽恕轮也不能打开。我们要使它恢复平衡，从左边移向右边
，或从右边移向左边。在得到自觉后，你们便能明白这些霎哈嘉瑜伽的技巧，现在是不能明白的。如果得到平衡，宽恕轮也会变
得良好，没有扭曲。这样灵量上升时才能通过。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人，不倾向于自我或超我，那么提升灵量，通过宽恕轮是毫无
问题的。我来到德里以后，从早到晚都要清理宽恕轮，这里的人极端自我取向，他们全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级的行政人员。德里是
个宽恕轮很坏的地方，这里有些很骄傲的人，充满虚荣心，以为自己正在统治世界。那些行政人员和政客便是这类人，全都是自
我取向。这类人很难给他们自觉，首先要降低他们的自我，他们要接受神才是至高无上的存有，是我们的主，是这个世界真正的
王，这样灵量才会上来。有些人的眼东张西望，以致损害了宽恕轮。耶稣曾经说：「圣典叫你们不要犯奸淫，我说你们不要有淫
邪的眼睛。」看，耶稣特别提到眼睛，因为祂就在那个位置，控制着眼睛。可是在西方，很难找到一个男人或女人是没有淫邪的
眼睛的。他们都是基督的信徒，却有这样可怕的眼睛，真不知他们做过些甚么，他们正走向疯狂。他们无法固定他们的眼神，要
时常的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的眼睛很贪婪，要经常看这看那，但全然没有喜乐，他们只是周围去看人，却全然没有喜乐。

Translation from Hindi: Let Me tell you in Hindi. One of My acquaintance had come, his wife was a simple person. When she
came to London, she saw people’s eyes looking like this (seeing here and there/ roving eyes). So she asked, “What is
happening?” I told, “This is known as flirting”. So she said, “Why do people do it?” I said, “People here do.” What do I tell her why
do people do it? I don’t know why people do it. I said, “This person’s wife likes another person. That person’s husband like
someone else, it goes on”. She asked, “It goes on even after marriage?” I told her, “It goes on till their death”. She was shocked,
“I don’t understand. Our things belongs to us and others things belong to them. What is the fun?” I said, “You ask them”. And not
one but everyone is like that. Even when Indians go there, they become like that. Delhi is very bad in that matter. In Punjabi’s it is
a special thing. It’s not there in Maharashtra. In Punjabis, they keep turning their head and looking at every woman till their neck
breaks. Till then they will not stop. It is their specialty. When I got married in Delhi, I saw. While I was studying in Lahore, it was
even worse there. This happened because of parda (veil) system. Parda system increased people’s curiosity for women. Now
there is no parda system, still this is going on. There is no feeling of mother and sister, very less. That’s why Christ has said,
“Thou shall not have adulterous eyes”. 因此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诫命，但没有人遵守
。就像在回教，穆罕默德叫人不要饮酒，于是Umar

Khayaam便写诗反对穆罕默德。现在基督徒也一样，他们反对基督，作出各

样反基督的行为，完全破坏人的纯真本性，完全破坏他们的眼睛，完全破坏所有思维的纯洁。 同时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那是耶
稣基督从来没有教导过的，却不知如何在基督教中开始，他们要求信徒作教士及修女，过独身的生活。其实这种不沾染的状态是
不能勉强的，那是一种「为而不为」(Avastha)的状态，就像瑜伽之主克里希纳那样，是要靠升进来达到的。克里希纳有许多妻子
，但祂还是像独身一样。这是种精神状态，你完全不涉入事件之中。但如果你只是将那个独身的意识强加于人，强迫他们过独身
的生活，那便完全是两回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耶稣基督没有结婚，因为祂来到世上是要成就一项伟大的工作，祂要
打开宽恕轮，此所以祂要被钉上十字架。这样，祂便在宽恕轮创造出一个空隙，这是祂奉天上父母之命做的。祂把这个使命完成
了。但那些人却开始那无意义的独身主义，其实他们是没有守身的，因为他们在思维中没有。守身要从内在开始，纯洁要来自内
在。这种强迫的独身为天主教带来许多问题，同时他们开始向教士忏悔，那是另一样荒谬的事情。就我所见，那些教士都不是得
到自觉的灵。假如他是个自觉的灵，便一定逃跑，不当教士。但那些人却要向这些教士忏悔，那些可怜的教士会变得疯狂，而忏
悔者会使喉轮左部阻塞，因为他有很大的罪疚感。这绝对是错误的，你们完全没有需要感到罪疚。 耶稣降世以后，有许多人是不
接受耶稣基督的，像犹太人便是这样，他们不接受耶稣，并说：「我们必须受苦，我们要为神而受苦。」现在就算是基督徒也有
认为需要受苦的。甚至印度人也相信必须受苦。但他们知道有摩诃毗湿奴，有一天祂会降世，吸去我们的罪业，这样我们便不用
再受苦。其实耶稣基督在你之内被唤醒以后，便会完成这项过程。祂会吸入你罪业，你的自我和超我，祂吸入你的业报和罪孽。
可是那些来到印度的传教士，一点都不知道摩诃毗湿奴，他们也不了解耶稣基督。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着圣经，而那些愚蠢的
印度人，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说：「且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样他们便会给我们一份好职业。」于是那些职业取
向的人全都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摩诃毗湿奴已经降世。如果他们读过Devi

Bhagvat，且知道摩诃毗湿奴已经

降世，那样人们便会抛弃需要为过去的业行受苦的想法。现在的印度人还认为应该为过去的业行受苦，他们认为需要禁食，游方
，或把自己吊在树上。这都是不需要的。你们要做的，是要等待宽恕轮打开的时刻。你们要持守中道，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当灵
量升起以后，那些过去积集的都会被吸去，你便得到解脱。这是很简单的。但许多印度人仍然相信我们必须受苦，必须禁食。 在
霎哈嘉瑜伽，我们不许人以神的名禁食。你可以因为别的原因禁食，例如你没有钱，便不得不禁食。但却不可以神的名或为自己
的「业」行禁食。就像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认为自己需要受苦，于是他们便苦难无穷，于是希特勒便令他们受尽
痛苦，可是在逃离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他们自己却变成了希特勒。由此可见那些错误的观念可以把你们带到甚么地步。那些犹太
人这样想，于是希特勒便出世来满足他们的愿望。
现在没有任何人需要受苦了，你们要提升灵量，在霎哈嘉瑜伽之中巩固自己，你们的苦难都会统统去除。女神的一个名号是Papa
Vimochini，即祂能去除你们的罪孽。格涅沙的一个名号是Sankat Vimochan，一切生命中艰难险阻的去除者。当你得到祝福的时
候，便能明白神有许多方法祝福人类，好像是奇迹一样，绝对是奇迹。许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以后，说奇迹这两个字已失去了原
来的意义，变成生活中惯见的事实。 因此我们要明白，神是存在的，不单存在，而且会作事，会爱，我们都要去认识神。无论你
过去做过些甚么，无论犯过甚么错误，你们最后都要与神合一。因为祂是你们慈爱的父，祂是慈爱的海洋。你们唯一要做的，是
要求得到。当灵量升起，你们便能与神合一。你们的父要把祂的国度和权柄交与你们，因为你们都是由祂创造的。因此所有那些
荒谬的宗教观念，诸如你们要受苦，要行苦行，要独身等等，都应统统抛弃。你们要成为快快乐乐的人。神为你们做了许多事，
祂为你们创造了许多事物。但如果你要楚楚可怜，神能做些甚么呢？

有时候如果你们要令母亲不悦，你们会说：「......否则我便

不吃饭。」此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不许禁食。但如果你们因某种原因要戒吃某类食品，那是可以的，否则便不要禁食。一年之中除
了那一两天特别的日子，你们可以禁食之外，其他日子都不要禁食。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宽恕轮是最重要的门户，每个人都要通
过它，因此我们要适当地崇拜及清洁这个轮穴。我们的注意力要非常纯洁，如果你的注意力有所污损，宽恕轮便不能良好。你会
看见幻象，你会有错误的观念，会思想那些错误的事情。因此如果你真的希望追求存在的意义，如果你真的希望提升灵量，那便
要知道，你过去对神及其他事物的了解都要修正，要自己重新发现，真实是怎样的。除非你通过这个阶段，否则便不能获得真正
的洗礼。 施洗约翰教人洗礼，他真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他把水放在别人头顶的时候，他真的提升了灵量，让那个人获得自觉。

这是真正的洗礼。基督徒的意思是个经过真正洗礼的人，不是任何张三李四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凭空乱说，你便得到自觉。因此
威廉‧布莱克说：「那教士在我的头上诅咒。」真的，对于一个得到自觉的灵来说，如果那个教士不是得到自觉的灵，却为人施洗
，那么受洗的儿童可能会发生问题。我们见过许多生下来便是自觉的儿童因此而产生问题。他们眼睛变成斜视，滑稽可笑，脑筋
失灵，我们要去医治他们。因此让别人把手放在你头顶脑囟的位置是很危险的，因为脑囟便是梵穴的所在，是人身中最重要的部
位，因此每个人都要非常小心。要按这个部位，你必先是个得到自觉的灵，即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同时知道正确的方法。因此你
们的子女出生时你们要小心，如果他们是生下来便是自觉的灵，你们更要加倍小心。如果他们不是自觉的灵，反应不会那么剧烈
，但如果是自觉的灵，他们会大声喊叫，因为他们无法忍受。 因此你们要明白，尽管有些事情很传统，但如果对人类有害，我们
还是要舍弃它。现在事候来临了。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作为母亲我只能说：「我是很关心你们的。」但事情其实还不只此，
因为你们生长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刻。 如果宽恕轮后部受破坏，那表示你已被亡灵附身。要是宽恕轮后部有阻塞，那个人会变成瞎
眼，尽管他的眼睛能张开，却看不见事物。在印度这是很普遍的。因为印度人有些可笑的观念，说神或女神会进入人的身体。怎
么可能呢？这其实是超意识那边的把戏。好像有个女佣，整天粗言秽语，不知清洁为何物，亦不知何谓神圣，但忽然间发出「呵
，呵，呵」的声音，她是被亡灵附了体。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性却会拜倒在她脚下，说：「女神来临了，女神来临了。」他
们拜倒在她的脚下，结果全部都被亡灵附了身。我们最近看见一个很严重的病例，有个男子来见我，说他不能控制自己，老是要
拜倒在他弟妇脚下，因为他认为她是女神的化身。我问为甚么？他说：「因为她进入了跳神的状态。」我说如果他认为弟妇是女
神，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后来他瞎了眼，完完全全的瞎了眼。他瞎了眼以后才到我这里来，我们便把他的宽恕轮治好。 在霎哈嘉
瑜伽怎样清洁宽恕轮呢？你们可使用我的相片。在相片前燃点蜡烛。光是能治疗宽恕轮的元素。常常用光或太阳光，因为基督是
在太阳中。故此你要做的是将烛光放在面前，放另一支烛光在后面，在你的宽恕轮后部做像崇拜动作[倒马蹄形]的灵体保护(Aarti)
，这是摩诃格涅沙(Maha Ganapati)及摩诃巴尔伐亚(Maha Bhairava)所在的位置。你只要在这里做Aarti，宽恕轮便会打开。如何
打开呢？十分简单，若有甚么杂念来到，你要说：「我宽恕。」这是基督给我们的最大武器。你只要说：「我宽恕，我宽恕。」
便能胜过你的自我。这是宽恕轮前部的口诀，在那里你只要说：「我宽恕，我宽恕，我宽恕。」你会发觉你的宽恕轮会打开，你
会发觉你的自我会跑掉。「宽恕」是人类得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武器。但有些人十分愚蠢，我说要宽恕，他们说：「不宽恕又如
何？」他们说宽恕十分困难。我说有甚么困难？你要做甚么呢？你说宽恕的时候，你有甚么要做？你是否要做甚么呢？甚么也没
有。相反，若你不去宽恕，有甚么会发生，就那个你不去宽恕的人，实际上是在折磨你，而不是你去折磨那人。故这是宽恕轮前
部的口诀。在后部的，我已告诉你，就是要把烛光转动。有些人会尝试做一天，或是做两天，但霎哈嘉瑜伽不是这样生效的。你
要认真的完全去做。我看过有些人眼睛倒视，从不能张大眼睛，但现在，已能张大眼睛，眼睛发挥正常的功用。要做是十分简单
的。 还有一种事情会在我们的眼睛里发生，若我们的真知轮出现问题，这位置对应头的后部，在宽恕轮后部的周围。故此若患上
糖尿病或类似的疾病，那人便会继而失明，因为真知轮的位置是围绕宽恕轮的后部，若出现问题便会挤压宽恕轮后部，令眼睛不
能看见，没有了光，就像漆黑中的人张开眼睛，我看见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失明。因此首先要透过医治真知轮去医治糖尿病。你
亦可用冰垫敷在头后部的真知轮。但首先你要改善你的真知轮，你便会好得多。在这情况下，治疗宽恕轮前部的是用光，后部的
是用水。最好是视乎你的情况用光或用水。因为若真知轮出现问题便用水，若只是亡魂附身的问题，不是患上糖尿病，这样你便
要用光，这是医治宽恕轮的方法。 即使耶稣基督也曾说﹕我是光，我是道路，因为祂是唵(Omkara)，祂是道路。祂是那门，祂是那
闸门，每个人都要从这闸门通过。祂从不说谎，但人们就把他钉死。他们就是要钉死祂。很幸运的是在我们的国家中，没有已组
织化的宗教。若你们有甚么已组织化的宗教，你们便不会去接受霎哈嘉瑜伽。因为根据那些已组织化的宗教，你只能相信个人，
而那个人就好像和其他人甚么关系也没有，他就像个孤独的人挂在空中，他和甚么人也没有关系。因此要感谢神，在我们的国家
中没有发生这样事情。因此我们这里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适合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没受太多的条件制约，这是一个很大的
祝福。例如赛乃夫是原始宗师原理中最后降世的一个神祇，祂是回教徒，但祂的所有门徒都是印度教徒，他们不是回教徒。但回
教徒不承认祂的神性。不单这样，有一个地方叫Hazimallang，那里有个回教徒圣人逝世，但他说：「只有婆罗门(Brahmins，意
即得到自觉的灵)，才能崇拜我。」故此他们聘请一些婆罗门，他们不明白「婆罗门」这个字的意思。那里有印度教徒崇拜回教的
先例。故此，若有人成为自觉的灵，他便没有宗教，他是超越宗教，他「成为」宗教。没有甚么可束缚他，因为水滴已进入海洋
，他成为海洋，因为对海洋来说是没有限制的，因为他已超越限制，他是在一切事物之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若他是自觉
的灵，他就是得到自觉的灵。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落，叫做Mian Ki Takdi，当我步入这村落，我感应到巨大的生命能量，我问：
「有甚么伟大的圣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说以往有一个回教修行者(peer)，我说：「无论怎样，他一定是圣人」。当我坐着讲授的
时候，有光照射我的头上七次。第七次我如此举起我的手。但没有人看见那光，只有我知道。我知道那光，我和那光欢笑。而那
些人拍摄的，便能拍照出来，在相片中看到。 所以所有得到自觉的灵都在周围帮助，他们不会进入任何人的身体，不会麻烦你，
他们只是指导你走正确的方向。带他们的天使来帮助你到正确的道路，到正确的终点。他们从不会附在你的身上，从不会催眠你
，或把你带到错误的生活方向。因此，若你同样是得到自觉的灵，你要知道你要完全地知道甚么是真实。继续去明白，尝试去吸
收，不要因为你要依附任何组织而抛弃它。在霎哈瑜伽里没有甚么组织，你们也十分清楚知道。在霎哈嘉瑜伽里，没有组织，没
有会员证，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组织，是一个有生命的组织，因此任何事情在这里发生，整个身体都会知悉，我们不用列明甚么
组织，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就是如此成就。 但我仍然要说的是，就如在我们的身体内有不同的感官系统，同样，我们在霎哈嘉瑜伽
里都是一样。有些人来练习，他们只是初学者，便不用说给他们知道，那些他们所不能承受的真理。若他们已明白了很多，已进

入无思虑的入静状态(Nirvichar Samadhi)的人，他们便可以进入新的向度，但核心的人是那些在无疑惑的入静状态的人(Nirvikalpa
)，这些人才可以真的教授霎哈嘉瑜伽。若那人还是在次阶段的，便会被筛走，因为这里有吸入及排出的力量在工作，一种力量是
把你吸引回来，另一种力量是把你赶出去。没有人担心要拥有一个庞大的成员组织。若是庞大而有好的，自然是希望拯救愈多人
愈好。但没有人会去游说你，没有人会像马戏团般去招揽你。到来与否是那人纯洁的愿望。这是个人的愿望，那些来了的人，你
不用做甚么，你不能勉强人得到自觉。 这是我今天要向你们说有关宽恕轮的，我已在英国和美国讲过很多次宽恕轮，有时亦会被
一些教会及其他人士所针对，但我想若他们想继续生存，他们「最好」要接受真理，「知道」他们所知的并不完全，他们要知道
全面的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不能说太多，有关耶稣基督的话，门徒只能以他们所明白的方式记下。要明白耶稣基督，你们便要先
得到自觉。 愿神祝福你们。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ask Me again today for a while and then I’ll make a move
because today I was unusually late. But it happe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time. You have to get into timelessness. You have to
get deconditioned about timing. Those who see time too much, they must learn to get out of time. And tha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ime is according to certain auspiciousness has to be worked out. It is not to be worked out the way we think ‛this is the
time“ and I cannot be the slave of this watch. I have another watch of My own. So it all works out that way. I am not guilty for
coming late, but I’m sorry because you had to wait. Hindi Speech: Q: What is the reason for having dreams? Shri Mataji: The
reason for dreams is that when you are sleeping your attention moves either to the supraconscious side or to the subconscious
side, your attention starts moving. And then you start seeing things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your subconscious or your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and all this thing. And you may go onto the supraconscious side where you see your future and all this
thing. But the reason why you get dreams actually is that the unconscious, which is within you, or you can say the Kundalini or
your Atma is trying to guide you to the right path. And how does it guide you to the right path? Is through dreams. But these are
misunderstood.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se dreams because you are so confused. First, you go deep into yourself and you
touch the unconscious — sushupti stithi. But from there you come out. And then when you are coming out, you touch your
subconscious or maybe supraconscious. So whatever anubhuti you had, or whatever experience you had, of the depths of the
sushupti gets confused an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reamt,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forget it. But those who are
realized souls go to their sushupti and see exactly what they have to know. Like many people in Bombay when I came, they
didn’t know I was coming but they were at the airport because they got the dream. So at this sushupti level, at the deep level,
you get the communication with God if you know how to go in and come out fully aware. But if you get confused with
supraconscious or subconscious areas or if you start, your chitta is not so clear-cut, then there can be a big confusion. Question
— How can you compartmentalize? What happens when a person is a realized soul? What is the state? When he is a realized
soul, what happens to a man? Shri Mataji: See, the first thing is to say that ‛how can we compartmentalize it?“ because is the
ego and superego is on two sides. Actually, have you not noticed in our body, everything is a compartment. You see even a cell
is a compartment. Everything has a boundary. It’s not some sort of a … even the blood has to pass through the channels. It has
to go through these arteries. Everything is a compartment. There’s nothing like something just left there like a pulp. If it becomes
the pulp, you won’t exist. So, everything is in compartment. Its ego and superego are like balloons and they are two balloons
which can press each other, which can flow on one side. Now see the ego, though it is placed on the left hand side more, is
placed like this on the left-hand side more, and this one on the right-hand side is the superego. Still, the ego when it increases in
size it starts moving on the right-hand side and the superego, when it starts moving, it starts moving this way. So everything is in
a compartment in our body. You are sadly mistaken if you think there’s anything is in a pulp, nothing. Or something like a air
flowing in. Nothing like that. Everything has a channel. Everything is in a compartment. Question — What happens to a man if he
is a realized soul? Shri Mataji: Now that is — I have been telling you what happens to a man he is a realized soul that his ego
and superego are sucked in and he gets a dent i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and the Kundalini shoots off, and he can feel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his head, and he can feel it in his hand. This is only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is happens. But so
many things happen much more – how to use this power, what it means and all that you have to learn. Question – In spite of
tremendous stress on Kundalini by Your Holiness, it is hard for me to reconcile myself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reference of Kundalini in the authoritative guides on yoga – I mean Patanjali's Yoga Sutras or Gita. Why? Shri Mataji: Yes it is
surprising that people will say … He says that in Yoga Sutras of Patanjali it is not written about Kundalini and also about Gita it’s
not written about Kundalini. Is a fact because, you see, it was a secret science. It was kept a secret science, in My first lecture
only I said, till the Sixth Century. In the Sixth Century, Adi Shankaracharya for the first time opened his mouth about it. It was a
secret science with very great gurus like Janaka gave Realization to Nachiketa. And in the same way Shri Krishna did not talk
about it, because you see even when Markandeya talked about it, people did not know what he was talking. They never thought
him to be a sensible man. Then later on as the people became into two compartments, one on the right, one on the left side,
some started worshipping God in a devotion and in a bhakti way, then another started doing yAgnya havanadi things. So

whatever was required for these two types of things evolved and that’s what developed. The central side of evolution was kept a
secret. And even at the time of Shri Krishna, it was not mentioned, not a word about this thing was mentioned because this is an
internal happening, it’s antar yoga. It was not described, but Shri Krisha hinted at it, that you have to have your yoga. But how,
He did not say because that was not the time. He was the one who laid the seeds. That’s why He is called as Krishna. Krishna
means ‛krishi,“ the one who has done krishi. So this one was laid, the sprouting had to come. Today it was to be told. So I am
telling you about it. Everything is not told at the same time. Same in Sahaja Yoga. We don’t tell you everything at this state.
About Agnya Chakra I have told you something, but not all. Gradually when you will be so aware, I will tell you. It has to be seen
how far to be said at what time. And that’s what was needed at that time was told by Krishna. So Gita is the one which only tells
you that this will happen. But Gyaneshwara, who was born after the sixth century, in Gyaneshwari has written about Kundalini
clearly. Because, though Gita it is not written, but he said, ‛this is how it is done.“ Gynaeshawara has written. Though he has
written, it’s not, it’s the Gita translated into a common language, he put also the knowledge of Kundalini. Because at that time, it
was to be told. Before that, it was not to be told. Shankaracharya in the sixth century did it, then Gyaneshwara did it, then
Nanaka did it, then Kabira did it. All these people did it. Not only, but even Mohammed Sahib in a way has talked about it – about
the Sahaja Yoga and resurrection time. They all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resurrection time much later as they started seeing
people getting it. Because to talk too much about the future is dangerous. That time Shri Krishna was placed with Arjuna when
they were at the war, and that time He had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of hinsa, ahinsa and those ideas which we have about —
wrong ideas we have. And that’s how He talked on that subject. Whatever was the subject, He talked on that and He told him
how to become one with God … not how…that when you become one with God, you become a stithaprAgnya. He gave the idea
as to what will happen to you. But how it will happen He did not say. That was left to Me to explain. They can’t do everything, I
have to do something, isn’t it? Because if He had said how, then they would have said, ‛Give me Realization.“ But they were not
prepared for realization. Question: I have tried to go into spiritualism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ord. But my health is deteriorating
day by day. Shri Mataji: Some gentleman has done spiritualism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ord, and his health is deteriorating. I
have told you already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at is – you take to spiritualism out of ignorance. There’s no spiritualism. There is
no ‛ism“ with God. Spirit cannot be ‛ismized“. So, you take to Sahaja Yoga. Become your Spirit. You cannot ‛ism“ it. That’s one
thing you cannot ‛ism.“ You can have ‛isms“ in everything. But Spirit is detached. It cannot be put into ‛isms.“ So those who say
‛spiritualism“ must know they have done wrong. All right? You come to Sahaja Yoga and forget it. I know I am sorry for that. You
are misled but God is there and Spirit is there. In Sahaja Yoga we promise you that. Whatever mistakes you have done, it can be
corrected. Hindi Speech. I would say that whatever I said today, you must take the tape and listen to it at home. I’ve said all
these things already. But your attention should have been there. Now you take a tape from these people. Listen to it. I’ve said
the same thing which you are telling – that these are the problems of a big person who goes to these things and how he gets into
problems. All right? So when you come to Sahaja Yoga. I know you are a seeker. And, if you are a seeker, that will be given to
you. That’s your right to have it. May God bless you. Question: Which will be the end of all the world and of humankind? Shri
Mataji: Which will be the end of world? Again, futuristic, very futuristic. Let’s not talk about the end. Just now is the beginning.
When the child is born we just don’t think about his death, do we? So better be worrie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world that
we have started and don’t think of the death and all those things. Forget it for the time being. Question: [written question in Hindi
from a Sahaja Yogi from Kanpur] Shri Mataji: There’s a gentleman from Kanpur he says that in Kanpur peopl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he physical curing.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se wretched people, in this place. You jus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material well being, Sahaja Yoga is not for such people. At all. If they don’t want to have God.
Forget them. Let Kanpur be drowned in Ganges if they are like that. Useless people. Absolutely. Why should you worry about
them? If they don’t want to have God. Don’t waste your energy on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be cured. It’s absolutely useless such
people, they are very selfish, self-centred and troublesome. They are good for nothing. If they don’t want to have God,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We have no relationship with them. They can go to the hospitals, take expensive medicines and die
there. I don’t like people who just come to Sahaja Yoga for only physical fitness. Is this is a hospital, or what? Reducing it to that
level is not good. Anybody who thinks that he should help others should start helping them in Kundalini and not start curing
people. Please don’t do that. I’ve told a hundred times, don’t do curing. Because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start curing you’ll start
thinking that ‛I’m curing“ and you’ll get into supraconscious. So better not do it. You just put yourself into a state which is proper
for Sahaja Yoga. Gradually people will know you and will start coming to you. But as far as is U.P. is concerned, God save that
country, that place. I am married in that place. I know the people. Useless, absolutely good for nothing. They made Sitaji go to
Banbas, who can forgive them? All dobhis, that’s all. U.P. wallas have a very great ego, you know. We had a servant who was
from U.P. I am also married in U.P. I shouldn’t say but I saw that very clearly. And we had another one who was from Madras. So

he was very clean Madrasi fellow, cleaning everything nicely, working very hard. So I told this U.P. walla, I said that ‛If you don’t
learn all these qualities, one day you will have no jobs in Delhi and you’ll all go out of jobs. You’d better learn all these qualities of
Madrasi people – how neat they are, clean they are. They take their baths every day. You’re a lazy lump.“ So he said, ‛Ah, thika,
inko to bartan majne dijiye hum to raj karange. [Hindi. Translation: all right, let them clean utensils, we will rule] They are all
going to do raj, just imagine. So one must understand that every place has its own problems. Out of them U.P. and Bihar, I don’t
know how it is going to work out. I am worried. I have already tried to send somebody to Lucknow to do something. My house is
in Lucknow. My relations are in Lucknow. I’ve given Realization to all My relations but they find it strange, the whole thing is so
strang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at place. Imagine a nawab marrie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wives. Can
you imagine such a nawab living in that horrid place? Singing gazals morning till evening. All the dirty things they do. And I don’t
know if you can really bring them around. There are some nice people. I wouldn’t say there aren’t. But on the whole, the whole
system is based on something very nonsensical and to bring them around…. Specially Kanpur is such a materialistic place, very
materialistic. Very materialistic people. The Ganges flows — Ganga, Gomati, Yamuna — all these rivers are in the north,
cleansing morning till evening, working so very hard. When will the people realize? So the Kanpur gentleman should come and
settle down in Maharashtra. Rama also had to leave with Sita. [In Hindi – Shri Mataji says sorry to people in audience who are
from UP – the place of Shri Mataji’s in-laws.] Question: When I give realization to persons who have meagre desire or to my own
family members as there is no Sahaja Yogi? Shri Mataji: No, no, no, no, no. Don’t try your family members. That’s not proper.
Those who have no desire for Sahaja Yoga, you cannot push them in. It’s impossible. Who is your family? These are your family.
Like Christ once they asked,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calling You.“ He said, ‛Who are My brothers?“ ‛Your brothers are
calling You.“ He said, ‛Who are My brothers?“ He looked around. Don’t push your family members. All right? They’ll become
bhoots. Because if you push them, imagine, Agnya Chakra is closed, they’ll go to the left or to the right. They’ll become bhoots or
not. Don’t push them at all. What else? Question: One of my cousin brothers here in Delhi where I’m staying drinks wine but
does not want to come to the Sahaj Yog program in spite of my persuasion as he’s convinced that he simply can’t drink or smoke
after attending the program. Shri Mataji: You see, somebody’s brother doesn’t want to come to Sahaja Yoga program because
he thinks after coming to program he cannot drink and smoke. Now, I would say that you need not tell him this secret that after
Sahaja Yoga you don’t drink and smoke. You need not tell him. Once you bring him and he gets Realization, he will not do it. So
let us manage it on that level. Better not tell him if you are interested. I don’t say. Did I say, ‛Don’t drink, don’t smoke“? Did I say
so? I don’t say so. But it just happens. So just let it be, let them come as they are. Translation from Hindi: Shri Mataji: What are
they saying? Tell Me if it is sensible, otherwise there is no point in wasting time on useless talks. Sahaja Yogi (reading
out): Revered Mother, I bow to You respectfully at Your lotus feet. The meditation we do in Mooladhara chakra, of Shri Ganesha,
how should it be done? How is the scene at Mooladhara meditation? Meaning do we see the nadis nearby or is there some other
scene? Shri Mataji: You have asked that how should we do meditation of Ganeshji? And whether we can see something there
on the Nadi or not. I told you today itself that if you see something then you are outside. Because when you see you halt. Your
movememt stops. There is nothing to see. You don’t see any scene. You are there. Seeing anything is wrong. If anyone sees
anything, then they are not there. And you should not see also. While going to the airport from here, you see thousands of
scenes. If we go on looking at all this, how will we reach the airport? We have to reach the airport. That’s why stop seeing. just
imbibe and absorb. That is important. Experience. You asked how we should do meditation of Shri Ganesha. For this you
please come to our centre. There you will be taught the method of meditation. Learn that properly and listen to what they tell you.
You may not even need to do meditation on Shri Ganesha. They will tell you on what to meditate. You yourself will come to know
on which (chakra) you have to meditate. Based on your state, based on your requirement, you will come to know yourself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judge for yourself. Sahaja Yogi (reading a question): Body is purified by water, mind by truth. And soul by – he
has left it blank. Is it austerity and reason? Shri Mataji: He has asked – body is purified by water and mind by what? Sahaja
Yogi: Mind by truth Shri Mataji: Mind by truth and .. Sahaja Yogi: Soul is by – he has left it blank. Is it by austerity and reason?
Shri Mataji: He thinks soul is purified by austerity. Not at all. it doesn’t happen. 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 In Sahaja Yoga, first the
top floor is built then the lower ones. First you are given realization. In the light of that you see what is wrong with you. Where
the dirt is in your body. In that light you understand where your mind is unclean. In that light you see the problems of your soul.
First the lamp is lit. Shri Krishna has also said that this tree (of awareness) is hanging upside down. The tree of life is hanging
upside down. Its branches grow downwards, and its roots are on top. So first of all, we take you up and give realization in the
roots itself. First understand the roots. Once the roots become alright, the rest of the tree will become alright by itself.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Sahaja Yoga. First the root is awakened. Even otherwise, if you have to treat any tree and you say – „ first make
the leaves alright, then make the trunk in the center alright”. Nothing can be done. But if you go down to the roots directly, then

through the roots you can save the entire tree. This is the path of Sahaja Yoga that you go down to your roots. The root is on top
at the Sahasrara. Then you are nourished by the Chaitanya, with which all your mind, knowledge, ego and body, whatever other
physical problem you have, is cleared out. 1:18:22 - If there are any people from UP (North India) please forgive Me. That is
the place of My in laws. 1:20:23 - This person says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my stomach. My liver region is swollen. There are
soe light patches on my back”. Shri Mataji: This person says he has a problem with his stomach, his spleen is bad, etc.. If he
has smoked, or drunk alcohol, then may God save him, because our hands are tied. So the first letter that came, is its answer in
the second letter. That is why, only when they get pain in the stomach, they will come to Sahaja Yoga. When their spleen gets
enlarged, then they will come to Sahaja Yoga. Those whose spleen is enlarged should come to the Center,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go to a doctor, with full faith they should come. Anywhere else people charge, take away your money, and sometimes even
your life. No one knows. But those who come to Sahaja Yoga with full faith and trust, they get all the treatment and advice free of
charge. And if they do the treatments with full faith and devotion, they get immediate benefits. But because it is free, people do
not respect or value it. You come and tell us all your problems, and after that, not only uyour complaints will be solved, but you
will also get union with Paramatma (God almighty). Has this ever happened anywhere? There is a proverb – I went to ask God
for light, and instead He gave me Paigambari (prophet or apostlehood) That is the situation in Sahaja Yoga. You will come to
ask for fire or flame, and you will get sainthood. He spoke about it – William Blake. That men of God will become prophets. And
they will have the power to make others prophets. We are giving you „Paigam”. You will come to cure your spleen, and you will
take back with you prophet-hood. This is what is Sahaja Yoga. It is such a great thing. Even to understand it you have to have
that intrinsic quality. Shri Mataji – Finished? Now please excuse Me. Those who wish to touch My Feet, may come. But with
decorum. Dont rush. Dont run. I am sitt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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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轮 Sahasrara Chakra 1983年2月4日 德里 Today is the last day in this pendal and today I’ll be telling you about the last centre
of Sahasrara. They are all coming. If I come late it is better, I think [Laughing]. Still I was quite late I was thinking. Do you think
this is needed on the eyes so much or are you not getting my picture just? This one if you could little bit push it the other way.
This one is too much. That’s thank you. 今天我会讲关于最后一个轮穴- _____顶轮。顶轮在大脑边缘系统处。我们的头脑像一个
椰子。椰子有须毛、跟着是硬壳，然后是黑色包裹，内层是白肉。这是椰子的外壳，内里是椰水。人脑同样是这样构造，故人脑
称为“Shriphal”，椰子是生果中的“Shri”力量，Shri

的力量是右边的力量，左边的力量是

Lalita。我们有两个轮穴，左边是月轮

Lalita，右边是日轮 Shri Chakra。这两个轮穴的工作在右边是摩诃莎维德丽（Mahasawasrati）的力量，左边是摩诃迦利（Mahak
ali）的力量。中间的力量则是灵量。灵量要在中脉上升，升到大脑的边缘系统，然后启发在其下面的所有轮穴。灵量穿越六个轮
穴，然后启发大脑的七个轮穴的宝座（Pithas）。宝座在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area)中部，大脑后部代表根轮的部分先受启发，跟
着是真知轮、脐轮、心轮、喉轮、额轮，最后这六个轮穴连成一起，成为顶轮。这是十分重要的，日轮在右边工作，月轮在左边
工作。若灵量不上升，我们的脑袋只能作用于右边的肉身及心智活动。我们的大脑作用于右边，此所以人脑称为 Shripal。 顶轮实
际上是整合了下面的六个轮穴，顶轮上有一千条经脉（神经线），当光穿进边缘系统，这些经脉就会得到启发，你可看见经脉像
火焰，十分柔和地燃烧，这些光焰有七种颜色，最后像水晶般清澈。我们顶轮有一千块花瓣。若我们将大脑横切或纵切，会看到
在边缘系统的经脉有如花瓣状，以及一束束的经脉。故若得到启发，你会看见顶轮一束束的火焰。若大脑里的灵量得到启发，大
脑便能领悟真理，大脑看见并进入真理。一直以来，我们头脑所认识的都不是真理，所见的只是表面。例如颜色，你们可看见颜
色之美，对象的质素，但你不能知道这张地毯是否曾有圣人用过，你不能知这地毯是由恶魔制造的，还是上天圣人制造的，你不
能知道这人是好人还是邪恶的人，你不能知道这神祇是否从大地之母处来，你不能知道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不能知道你的亲
友是好是坏，不知道他和好人交往还是和坏人交往。是连接到邪恶的一面，还是美好的一面。好是指属于上天，但你不能知道一
切属于上天的，除非你的灵量升到大脑边缘系统并启发了你，否则你不能知道上天的一切。因为上天是不能透过脑袋去理解的，
除非灵体的光照亮了大脑。灵体（the

Spirit）是表现在心，灵体的中心在心。但其实灵体的位置是在心之上，头之上，而这个永

恒的灵我们称之为全能的神，或Parvardigar，或称 Sadashiva，Rahim，或任何对全能的神的称呼，Niranjan，Nirankar，任何名
字是以Nir或Nihi为开头的。现在，在身体的不同中心，你得到不同的喜乐。不同的中心有不同的喜乐，亦有名字称呼这不同的喜
乐，若灵量上升，你便得到，但灵量升上顶轮，你便会得到Niranand，即无边的喜乐。Ni即没有其他，只是喜乐。我的名字叫Ne
era，在家中我被称为Neera。而“Neera”的意思是玛利亚（Mary，Marium），因为这意思是汪洋，而Neera是水，Neer在梵文的
意思是水。在大脑中称为Niranand。 这个阶段最后被打开，首先你会知道真理(Satya)。那人有什么问题，你会从自己的手指头上
知道。透过注意力，你会从手指头知道那个轮穴受到感染。因为若你手指有刺痛，你不知道这是代表喉轮，但你的脑袋能说给你
知这是喉轮，于是你便知道喉轮出现问题。但这是理性层面，因为你看到手指的反应才这样说。若顶轮打开得更多，你就不用去
想，你就能说出来。这样注意力（Chitta）和真理（Sat）便合二为一。受启发的注意力与受启发的头脑成为一体。这个人什么问
题也没有。你们便不用从手指感应，从大脑便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你们在霎哈嘉瑜伽学到的，如果额头有问题，就表示额轮，你
完全不需要感应。你单说是额轮，就表示那里出了问题。 然后，顶轮打开更多，首先是与注意力整合，跟着与永恒的灵整合，那
时你说什么都是真理。于是大脑开展了三个新的向度。在第一阶段是通过逻辑推理去知道真理。比如食指有阻塞，你便知道是喉
轮。你问那人喉部是否有问题，他说是，你便会信我，同时知道是喉轮的问题。这是逻辑推理。你有切身经验，但仍有疑惑，不
知母亲所说的是否属实。然后你开始相信，「真是喉轮有问题」，这样你的大脑开始相信。但这个过程还是在很粗糙的层面。 在
第二阶段，你肯定地知道是喉轮，没有疑惑。这时无疑惑的知觉状态便开始。你不再怀疑我或霎哈嘉瑜伽，同时在内里展开新的
面向。要使你的注意力溶入受启发的头脑，你首先要非常诚实，要顺服于霎哈嘉瑜伽。 得到能量以后怎样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反应。有些人不明白能量的价值，有些人则尝试去了解。另外有些人想：我现在已是觉醒的灵，可以给予他人自觉，可以这样那
样，没完没了。他们的自我膨胀。但最后都失败及回过头来，从新开始。就好像玩跳棋，打回头重新来过。因此我们在能量之前
要谦卑下来。 我告诉过你们大脑中有你们的天父在，如果你对天父犯下任何罪恶，便要一段时间才能打开大脑。例如，这些人不
断看书，尽管旁人提醒他们先有感应，才好去看书。但这些人会说：有什么不对，不可以读其他书吗？这样的人会向下降。他们
认为静坐没有甚么用，他们没有时间，有这些事要办，那些事要办，这种人不能进步。 另一点要说的也非常粗糙。在霎哈伽瑜伽
，有许多非常粗糙的人也跑进来。这不要紧，但首先你们要非常诚实，在霎哈嘉瑜伽要非常诚实。好像我看见某些人，如果有什
么宴会，他一定潜身进去，一点也不尊重自己，也不考虑谁最后要付款。他们甚至带同家人，大吃一顿。有些人老是逃避付款。
好像有些人在外旅行，他们要付旅行和食物的费用。你们知道有时我要付很多钱。这并不要紧，我不会介意。但这对你不好，这
才重要。在霎哈嘉瑜伽，你怎样看待钱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这些看起来很粗鄙。但如果脐轮有阻塞，便会妨碍整个能量系统的开
展。脐轮的阻塞会漫延至幻海，如果幻海阻塞，那十一个毁灭力量便会发生作用，这十一个毁灭力量在发际，是潜伏在我们内部
的。

有些人爱吝啬，有些人则借霎哈嘉瑜伽赚钱，

有些人爱不交费用。这都是作弊的行为，这些人都会很快离开霎哈嘉瑜伽。他们开始时可能像个领袖，但许多都是这样离开了。
有些人问为甚么不设立账簿。但在霎哈嘉瑜伽，我不会设立甚么账户，因为我的会计师都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如果你有作弊，
便会立即被赶出去，你的知觉，你的脐轮会惩罚你。比如你在这里赚到几千卢比，你会在其他地方失去这几千卢比，同时会有麻
烦。你会有许多的不能尽说的问题，你也不知道为甚么要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在求道途中你不诚实，脐轮便会阻塞。求道的真诚
不单是有求道的欲望，同时亦指你的行为，你怎样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你要对自己诚实。当静坐时，要让自己进入无思虑的知
觉状态，并扩得更大。要达到那境界。诚实是有报偿的。你可以升得更高，进入更深的静坐。开始时，你要依赖我，让母亲为你
做一切事情。你来见母亲时，顶轮便打开。并且发生许多事情。但你自己有没有做些事情，让顶轮打开呢？打开顶轮是很重要的
。 顶轮处是梵穴（Brahmarandhra）之所在，这里也是心轮的位置。梵穴是连接心脏的。若不是从心里发生效用，表面的练习霎
哈嘉瑜伽，你不能有长足的进步。你们要全心摆上，这是最主要的。好像有些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但他们在背后喋喋不休，说长
道短。这类人便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喃喃终日的灵魂。他们在背后喃喃终日，看准时机拿好处，还装着去拯救他人般。所有这些人
都会受很大的苦，因为他们在玩双重的把戏，若你要进入上天的国度，玩这些把戏是十分危险的。任何国家的成员，若是出卖了
国家，便要受到惩罚。但在神的国度里，是多么的喜乐，绝对的喜乐，完全的喜乐注满每样事物。健康、财富、心智、情绪，一
切的丰盛都会在霎哈嘉瑜伽里得到。你如此受到祝福，你亦得到宽恕，一再的宽恕。在霎哈嘉瑜伽，有很长的绳索给你，但弄不
好你便会吊死自己。 有些人以为可以对霎哈嘉瑜伽不诚实，要当心，不要这样。若你不想成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那么请离开，
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因为如果你不诚实，尝试玩把戏，欺骗别人，你便会受苦，变得行为乖谬，滑稽可笑。跟着人们会说，霎
哈嘉瑜伽出了甚么问题？那时我们便会受不必要的苦。因为我们不能在镜子中给别人看事情的经过，证明这人是如何的不忠诚。
故此，最初这人会带给我们坏名声。你要对霎哈嘉瑜伽及你的追求诚实，你不知道神多么照顾你。任何人尝试伤害你，他先会受
到极大的伤害。神保护你，用祂完全的注意力和关怀去保护你。祂如此充满爱，祂的慈爱不能言喻，只可去感受，去明白。 现在
，问题是这样，那些不诚实的人，是由于他们的背景，有时是出于他的教育，他的成长，有时是因为他懦弱。但还有一样东西会
令你不诚实，就是你的前生，这决定你如何出生，你的灵量会变得怎样。 但得到觉醒后，那些勇敢无惧，具有巨大力量升进的人
，一切问题，包括星座的问题，都会消失。你会变成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得到重生。成为完全不同的人。你的出身完全不能作用
于你，就像一只蛋变成美丽的鸟儿。 故此当灵量上升，到达大脑，进入顶轮，首先要通过的是Ekadasha rudra，那里有十一种毁
灭的力量，每边五个，中间一个。这是我们里头的障碍，是由我们犯下的两类罪恶造成。若我们拜假导师，把自己投入他们那里
，便会在右边出现rudra的问题，右边那五个便完了。若你曾拜过那些错误的人，敌对神的人，问题便在右边出现。若你曾以为可
以照顾自己，是自己的导师，没有人可以教你，不听任何人说话，不相信神，不关心有没有神，如果你有这些想法的话，你右边
不会感染，但左边却会受感染，因为右边移向左边，左边移向右边。这里是十个力量，还有一个是 Virata Vishnu。因为在我们的
胃部是十大宗师的所在，再加上一位是毗湿奴。故此，若追求错误，那十大宗师的部位便完了，于是你出现Ekadasharudra的问
题。若这些在你里面已形成，一个在左边，另一个在右边，那些人崇拜错误的人，便会发展出一种性向及人格，很容易染上癌症
或其他不治之症。

有些人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好，对神莫不关心，不想有神，什么也不想做，他们会出现左边的Ekadasha的问

题。左边的Ekadasha十分危险，因为这些人会出现右边的问题，有心脏病及一切右边的毛病。灵量上升至顶轮，其中一个最大的
障碍是Ekadasha-rudra，这是来自幻海的，同时覆盖着大脑，于是灵量便不能进入边缘系统。即使有些人曾相信假导师，但如果
他们顺服于霎哈嘉瑜伽，承认以前的过错，并说「我是自己的导师」，这样他们便得到医治。而那些曾以为自己在一切之上，不
相信神，不相信任何先知的人会出现问题。但若他们谦卑下来，接受霎哈嘉瑜伽是唯一通往超越意识的途径，他便会得到医治。
我看过那些到过瑜伽术士去的人得到治疗，我看过做尽错事的人都得到治疗，那些曾是古怪滑稽团体成员的人，都能得救。但要
使人们知道自己以前所做的乃属错误，返回正道，却十分困难。 有一颗星与冥王星的作用相反，是会带来癌症的。冥王星可以医
治癌症及一切不治之症。那些人不断走错路，出现古怪的心脏病、发抖、失眠、呕吐、头晕等等。到假导师那里去是十分严重的
。有些人反对霎哈嘉瑜伽，他们的顶轮变得十分硬，有如硬壳果，你不能穿越顶轮，即使有大铁锤也打不开。 现在时刻已到，你
们要认出霎哈嘉瑜伽。你们一定要这样。以往你们认不出任何圣人、先知，任何降世神只。但现在，唯一的条件是你们能承认，
若你们不承认，顶轮便不能打开。顶轮打开，你便得到自觉。这是十分重要的，你一定要认出霎哈嘉瑜伽。有很多人说：「为甚
么要这样相信霎哈嘉瑜伽？我们只需称你为母亲，这样便好了」。这样你们便得不到自觉。即使得到，也不能巩固。你们要认出
，承认是霎哈嘉瑜伽唯一的崇拜方式。在霎哈嘉瑜伽，你要认识神。所有的左部仙众(ganas)、右部仙众(devas)、神只、女神，
在霎哈嘉瑜伽里都是一体的。任何人认不出霎哈嘉瑜伽，祂们也不会理会你。例如有个崇拜湿婆神的人来到我面前，我发觉他的
心轮阻塞。真是十分奇怪。他说：「母亲，我崇拜湿婆神，心轮怎会阻塞？」我说：「你要认出霎哈嘉瑜伽，你问湿婆神吧。」
他求问于湿婆神，生命能量便开始流通。要知道，顶轮正是掌管那职责，令你认出霎哈嘉瑜伽，令你心悦诚服，向你证明。要是
向你证明，你还是认不出，那你就得不到自觉。 但那些认出的，只是部分的认出。他们的自我放任，行为古怪可笑，并不明白谁
人在他们面前。许多次我在说话，不少人舞动双手提升灵量，有些人更在闲谈。我感到惊讶，因为若你们认出我，便应该知道你
们面对何人。这对我来说没有甚么好处，我不会损失甚么，只是你们认不出自己的升进。 同样，有些人想垄断我，这是完全错误
的。你们没有需要垄断我。有些人说：「母亲，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误会。有些人告诉我做这个，做那个，这并不需要。你
们要开放自己，接受霎哈嘉瑜伽的礼仪，这十分重要。我第一次已向你们说过，现在你们要完全认出。若你们认不出，很抱歉，
我不能给你们自觉，即使你们得到，也不能维持。 故此得到升进的最简单方法是认出，渐渐地认出。若那人有问题便很难向他们

说，甚至没有可能。练习霎哈嘉瑜伽以后，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轮穴有阻塞。但因为你认识轮穴，你会反过来说：「不是，不是
，母亲，看，我不是这样。」我为何要告诉你有阻塞？你要真诚地清洁。但首先你要以谦卑与了解去承认。当你承认，渐渐地，
你会做应做的，你知道要做甚么。 顶轮的性质是整合，在顶轮处，所有轮穴都在这里。所有神只都得到整合，你亦可感到这整合
，即是说，若你们的灵量到达顶轮，你的心智、情绪、灵性都成为一体，你的身体亦会得到整合，你就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人说
：「是的，我爱母亲，但我一定要偷钱。」「是的，我认出母亲，知道她的伟大，但我不能不向她说谎。」或说：「我一定要做
错事，因为我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可妥协，这一定要完全的整合，你的正道一定要正确，你不能做错事，然后说自己是霎哈嘉
瑜伽修习者，不能这样。 力量是发自内在的，永恒的灵给你力量。且付出意志的力量，让永恒的灵工作，然后根据永恒的灵行事
。当你开始按永恒的灵行事，便发觉不会受任何事物奴役。你成为“Samartha”，”Sam”意即等同你的意思，Sam

+

Artha

是

Samartha，意即强大的人格。你要发展出强大的人格，没有脾气，没有错误念头，没有阻塞，没有问题。 自私的人玩弄把戏，只
会伤害自己，而不是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已开始确立。即使只有十人得救，神也不会介怀，只有我作为母亲才会介怀，我希
望更多人能在船上。但不要做种种不诚实的事去跳离这船。 就是这样简单，你们被整合。透过整合，你有力量去做你所明白的，
你有力量去感受你所明白的快乐。故此你会进入无边的喜乐(Niranand)这个层次。你会发展出纯洁的喜乐，你完全成为永恒的灵
。在无边的喜乐这个层次再没有二元性，是

Adwaita（即没有二元性），是一个人格。即是说你完全得到整合，喜乐再不会有缺

陷，而是完全的。再没有喜乐及忧愁两面，但只是喜乐。那喜乐不是指大笑，也不是指经常微笑。不是。而是宁静，内里真我的
宁静，你自身，你灵体的平安，化为你所感受到的生命能量。当你感受到这平安，你好像感受到阳光，整个光线的优美在散播。
顶轮是上天的祝福。它工作得十分好。打开顶轮十分困难。当我打开顶轮时，我真不知道是如此成功的。首先，我想还未到成熟
的阶段，因为有很多罗剎魔(Rakshasas)在街上，贩卖物品；还有很多狂热主义者称自己跟随甚么宗教，但实质不是灵体的真正宗
教。但渐渐地，它开始扎根。现在让真理透过顶轮在你里面扎根。当真理绝对成为引导你的光，那光便会滋养你，那光会启示你
，给你有光的人格。跟着你便知道顶轮被你的灵完全启发。你的面容给人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人格有「光」的人。就是这样顶
轮得到照顾。 要照顾顶轮，重要的是在冬季把头盖上。在冬季最好把头盖上，这样脑袋不会被冷坏，因为脑袋是由 medha 即
脂肪组成，故不能遇骤冻。而且亦不要令头上有太多热力。要保持头脑良好，不要像西方人那样坐在太阳下终日曝晒。那样，你
的脑袋溶化，你会成为发狂的人，这是人们走向疯狂的显示，我已向你多次说过，不要令头上有太多的热。即使坐在太阳下，也
要把头盖上，这十分重要。但这只是间中做，不要终日把头盖上，因为你会令头脑终日沉重，这样血液流通便差，你也会出现血
液循环不良。故此有时要打开头脑接触太阳或月亮。否则你便会疯癫，住进精神病院里。任何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要知道，在霎
哈嘉瑜伽里不要走向极端。即使在水中做足浴，有人会坐上三小时。我从没有叫人这样做。你只须坐上十分钟，但要全心的。若
我告诉他们甚么，他们会连续这样做上四小时，这是没有需要的。只做十分钟。给你的身体不同的治疗法，不要终日只做一种。
你的身体会闷透了，会完全负荷过重。若你对人说，这是你的口诀（mantra），好吧！你便这样做，直至轮穴好了。假设有个螺
丝是放在这里的，好了，你就把螺丝钻进上。钻上了便不要继续钻下去。你是否要继续不停钻下来，直至一切都完全破坏？最好
你们要用智慧。为了那智能，要知道格涅沙（Shri Ganesha）及耶稣基督是在两边的位置。这里是摩诃格涅沙（Mahaganesha）
（后部），这里是耶稣（前部）。两者都帮助你改正你的视野，理解，并给你智慧。故此智慧不是要干某种事情。霎哈嘉瑜伽修
习者不是顽固的人。若他们固执，就得不到进步。你不是要去固执于一些念头或执着于某些人。你要时常在流通，这不是说你要
在那里跌下，而人们说：「啊！你很快学会，因为你要跌下去。」你一定要升进，而不是跌落。 故此，若你在霎哈嘉瑜伽里成就
甚么，首先你要看出你健康的改进。你的心智是正常的。你应是正常的人。若你们仍然会向别人大声怒骂，要知道你一定是出现
问题。或若你要堕下，生闷气，并仍然发脾气，若你仍然是心情不佳，这样你要知道你还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可判断你自
己。若你觉得自由如小鸟，好吧，但不是要在街上像雀鸟般唱歌，在树上蹦跳。你要明白，我说的任何比喻，若是愚蠢的人，他
们便会愚蠢地去做。若是有智慧的人，他们会明辨甚么是正确的行为。因此要知道，霎哈嘉瑜伽是给那些谨慎而有智慧的人的。
你只要固守一样东西，就是你的灵（Atma）。你好像风筝，飞到任何地方去，但仍然连接着你的灵。你要能做到，不要过分忧虑
金钱、家庭及其他世俗的事。只要做一个灵体保护，若不成功，便罢了。若成功，也应平常视之。你的意愿并不重要。经上说：
「愿祂的旨意成就」。起初你这样说，但后来却要求自己的意愿得以成就，于是产生自我。因此要小心。一切都是由女神的力量
（shakti）成就，不是你去成就，是你的永恒的灵，不是你。你要成为永恒的灵，当你成为永恒的灵以后，要进入超越善恶（Akar
m）的境界，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事，但事情会成就。 我希望经过这些讲授，你们大部分的轮穴都得以打开。这全是我的工作。但
你们也有一点家课。你要为自己去做，要保持警觉。尝试像照镜那样看自己，看自己是否诚实，是否清洁，在集体中是否友善，
这在霎哈嘉瑜伽里十分重要。若你不合群，滑稽古怪，不能与人沟通，那一定有地方出问题。你要面对自己，改正自己。你将自
己分离出来看自己，然后清洁。好像我脱下纱丽，才能清洁它。同样你要将自己分离，然后清洁自己。这就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
进步的方法。若那个人得到升进，其余一切都会升进。很多这类霎哈瑜伽修习者都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很多人都得到升进，故此
整体升进得很快。但那些升得很高的人不是为了自己升得很高，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以为别人比自己好的，也是错误，因为事实
不是这样。整体是一起升进的，任何人都不必觉得比别人差，也不应有任何人感到低下或受侮辱。因为上天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这些细微的事你们都要注意。在这过渡期（Krita

Yuga）是十分容易得到自觉（Atma

Sakshatkar）的。今天我说了不少关于顶轮的知识。 I think today I have told you quite a lot about Sahasrara but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about Sahasrara you may ask Me now but only about Sahasrara and nothing else. It’s better to ask Me questions about

Sahasrara instead of all other things.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aside: Do like this, keep them both, keep this on top of the
other.] You can ask Me questions. [Shri Mataji speaks aside in Hindi: Spread it like this. Just spread one and see. It’s better now.
The chair is not comfortable. The seat is… Ok, let it be. These plastic things… What is the question? What is he saying?] [The
question in Hindi is about "samadha" and "bindu"]. Shri Mataji: Yes, this is the trouble with you. You read some nonsensical
books "samadhi", "bindu", this, that, all that. Now please forget it, please forget all these things. "Sama-dhi", "samadhi" means,
first is the nirvichara samadhi [thoughtless awareness]. First is nirvichara samadhi that you achieve and the Kundalini just comes
out of your head. "Sama-dhi" means, the "dhi" means the "buddhi" [intellect in a large sense]. And when it has got enlightenment
it means Samadhi. So, first of all, the buddhi gets enlightened – just now I told you about that only, the first enlightenment. Now,
the Bindu and this and that are higher stages [Shri Mataji puts her hand above Sahasrara]. Ardha Bindu, then Bindu and then
Valaya. But you should not be futuristic, just now if you have read some book no use trying to show off that. That’s not a good
thing. Just try to see what you are. Why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hings which – which do not concern at this stage? Just now,
supposing you are going by bullock cart, why do you want to ask about the aeroplane? Just now you go by bullock cart, then you
get into the train, then you get into the airplane. All right? One by one, not like this. Because you have read the book, it’s not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supposed to know everything. All these books are written by some sort of prankish fellows who have
read something here and there and have put it down. But you must experience. I’m your Mother, so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big
ideas, this and that. I want you to do the way we have to move. As a mother would say, “Now, this is the way you are. Now you
are in the first class, so pass your first exam. Then you’ll go into the second class, then pass your exam”. Everybody has to go
that way to mature properly; there should be no immaturity in a personality. So, all these books that you have read you better
throw them away, it’s no good. But if it is by some Realized souls you can keep them and think that they are higher people and
we have to be at their stage. Only by reading the book you don’t become those personalities, do you? [Shri Mataji speaks aside
in Hindi: What next? Sahaja Yogi: Similar question. Shri Mataji: Similar questions.] Shri Mataji: All such questions are there, one
better than the other. I’ll tell you it is such a empty thing, how can you be satisfied with empty things? You haven’t got anything.
First of all, achieve a state. First of all, settle down, gradually you will know about it. By reading books you do not become
anyway Realized soul, do you? According to Mr. Kulkarni all questions are of this type, they are of no use. That only means that
you have read some books, that’s all, finished, nothing more there. And it’s true. If you have just read some books you are just
coming and quoting here, no use. Gradually come up. If you are honest and if you want to have it, then come up gradually. Just
don’t try to show off anything. You better give him writing. [The questions will be written and a Sahaja Yogi will read them]
Sahaja Yogi: There are request that, You please give a part of your lecture in Hindi, because some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English, they find it difficult. Shri Mataji: All right. You see, now I’ve given My lecture in English. But I give my lectures in Hindi
also in different places. Here I’m giving in English. So those who want to hear Me in Hindustani can come to other programs.
[Shri Mataji conversing in Hindi: Where is it on the 7th? Sahaja Yogi: 7th in Delhi University Mother, Gandhi Bhavan Shri Mataji:
Ah? Sahaja Yogi: Delhi University – Gandhi Bhavan Shri Mataji: Gandhi Bhavan in Delhi I’ll speak in Hindi. After that? Sahaja
Yogi: 7th evening. 7th evening. Shri Mataji: Ah? Sahaja Yogi: 7th in the evening Shri Mataji: 7th in the evening, you come there.
Will tell you in Hindi. I speak in all languages. Will tell you in Hindi. Then we are going to Kalkaji on the 10th. Then where are we
going? Where are we going on the 9th? Sahaja Yogi: On 9th Mother, Jangpura. Jangpura Shri Mataji: On 9th we are going to
Jangpura. There all speak in Hindi. Had recently gone to a temple and spoken in Hindi there. Sahaja Yogi: On 8th Safdarjung
Enclave Shri Mataji: On 8th at Safdarjung Enclave. You take all the addresses. You come there. I will speak in Hindi there. And
then these poor English people who have come, they just sit in meditation. They never say, “You speak in English. We have
come from so far, spending so much of money”. No one says like that.] Sahaja Yogi: One question is there – pustaki [bookish].
Shri Mataji: Ah? Sahaja Yogi: There is a bookish question. Shri Mataji: Pustaki?] [Shri Mataji is laughing]. Shri Mataji: He calls it
pustaki [bookish], pustaki questions, pustaki. You see, it is nothing Divine, it’s all pustaki. This is true. That’s why I used to
wonder why Kabirdasa said, “Padi padi pandita moorakha whai” [on reading, the learned become stupid]. Now I know why he
said it, because by reading people really become funny and they just try to test Me, my knowledge, or trying to show off their own
knowledge. Ka pustaki? What bookish? Sahaja Yogi: What is relation between Kundalini, prana and astral body and soul. Are
they same, but different forms? Shri Mataji: Astral body, prana… Question: Kundalini and soul. Shri Mataji: Soul. Now this
gentleman who has asked the question perhaps has come only today. Otherwise, I’ve explained most of these things. But for
your benefit I’ll tell you. First is Kundalini. Kundalini is the pure desire to be one with God and this energy is placed in the sacrum
bone, which is awakened when some authorized person from God can raise it. This is Kundalini, is pure desire. Now, prana is
the Shakti, expression of the Shakti of the right-side, that is Mahasaraswati Shakti, is created out of five elements, called prana.
Astral – what – Astral body? Sahaja Yogi: Astral bodies. Shri Mataji: Astral bodies are in simple Hindi language are "bhoots" and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just come into your being and take your soul out. Never try these tricks, never. These tricks are tried in
America very much. And I’ve told them not to try such tricks and horrible things are happening because a person living in
Geneva had a child and in are you know English people don’t keep their children sleeping with them. So, the child used to sleep
in another room and the lady, her grandmother, who was fond of this child wanted to talk to the child through this astral body
business. And every night she used to talk to the child. Ultimately, so happened, that the soul of the child which she used to call
out, could not return back to the body and got lost and the child died. It has so many problems, astral body things have, that it is
nothing but a dead soul from the left or the right can come into you and can carry your soul outside your body and you can be
lost, you can be dead. So, this is something going just the other way round than the Kundalini awakening. By Kundalini
awakening, your Prana Shakti and your Mana Shakti [left-side] are integrated and you become one with the Divine so your
Super Consciousness is awakened.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Sahaja Yogi: I can feel the Kundalini reaching my head, but I
can’t feel it come out and I can’t feel the cool vibrations. Shri Mataji: That is good. Somebody is feeling the Kundalini on their
head, that is what Kabirdasa has clearly said: "Shunnya shikhara para anahada baje re". So, the "anadahatha" is hitting the
fontanel bone, but it is not coming out, that’s it. Then, means it has not broken the Brahmarandra, as simple as that. Till it has not
broken the Brahmarandra you cannot feel the cool breeze, it’s absolutely spontaneous, it has to work out that way. So is correct,
your Brahmarandra is not broken, that is your stage. So, it has to break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heart. If your heart is clean it will break, if your heart is strong it will break, but if you have a weak heart also it will not break, if
you’re suffering from heart trouble it will not break.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heart. If you are a seeker of other things than
Spirit also it may not break. So, there are many reasons various reasons why this Brahmarandra won’t break. But what is a
reason that we have to find out – yourself, you can face yourself and find out what’s the matter. [Conversation in Hindi. Shri
Mataji: Give them, give it to them. Lady: About the vibrations, I wrote. Shri Mataji: What about vibrations you wrote child? Lady:
Just now they told.] Shri Mataji: Brahmarandra. We’ll work it out; we’ll work it out for you, all right? Sit down, doesn’t matter. We’ll
work it out, don’t you worry, it will work out. It takes sometimes little time, doesn’t matter. Why should you have fear about it? Just
it will work out. Lady: I have a headache, right away. Shri Mataji: Yes, we’ll work it out. All right? It will work out. Who else, what
else is there? Sahaja Yogi: One man says he had met Muktananda, now he finally wants to be closely with your Sahaja Yoga
meditation centre: "I fully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the main aim of life by this Realization. Mother please advise and
awaken our Kundalini so as to get rid of all physical and mental ailments." Shri Mataji: Ah! This Muktananda! "Are baap re baap"!
[Oh God! God gracious!] Terrible fellow. Hum. There is a mantra for him. Who are the people of Muktananda? Just raise your
hands please. Those who have written this letter about Muktananda, raise your hands please. So now, we’ll tell you the mantra
how to get rid of the problems, all right? There’s a mantra for that who he was in the past life and all that, I know and we know
how to get rid of it. But you have to religiously do it, religiously do it and you’ll get rid of. I know it has it has done lot of harm to
many people. But if those who are not anymore into the clutches, we can work it out, alright? So, all those who are wanting to
know about it you will know in our centres or if you can come on the sides, I’ll ask somebody to help you, all of those of that kind.
Now, what else is there? [Conversation in Hindi. Question: 10-year-old kid has given. Shri Mataji: Ah? Question: A 10-year-old
kid has written. There is a 10-year-old kid. “I am a 10-year-old kid and I study in class 4. Can I be awakened Mother? If yes, then
kindly awaken me”. Shri Mataji: Yes, yes definitely. If he is 10 years old, he will get Realization first. Question: I am first in
studies. Respect my mother and father. Let me be good in Sahaja Yoga. I am in front of you. Many salutations. Shri Mataji: Ok
you come this side. Everyone will get Realization.] Those who have not got Realization should come on this side and that side
and all of them should be worked out. We have lots of Sahaja Yogi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everybody must get Realization,
no doubt about it. Question: Physically I am fit, no heart problems. My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too much about myself. Result is
that I have become a psychic case. Shri Mataji: All right, those who are a psychic case also should come this side, I will tell them
how it arises, from where, all right? Sahaja Yogi: Kindly advise: “Being a new Sahaja Yogi, may I practice meditation in office
keeping Your photo before me? During office hours some time we have spare time gossiping, taking tea etc. I want that time to
be utilized in Sahaja Yoga meditation in office. Although I started doing meditation in my house before going to sleep, kindly
advise and give all alternatives. Shri Mataji: No, not in the office, you cannot do meditation in the office at all. You see,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ctually, you see, office people are so gross and they will never understand Sahaja Yoga. So, best thing is
first to talk to them about Sahaja Yoga, not about Me, don’t even show them my photograph, because it’s very funny that some
people who see my photograph are frightened, they can’t see Me. If they are possessed, they even shake before Me. So, it’s
better not to tell them about Me, but about Sahaja Yoga, how you are helped. Gradually with great care, like a nice mother you
must bring them to the position where they can receive Realization. And then gradually open the thing, but not in the office,
please, no, not in the office. You have to do it at home and you have to do it in the group where you meet in the centres. That

you must do every week,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nd once a month in the ashram, once a month in the ashram. Question: Man
says should one do yogic asanas and pranayamas? Should one do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second question? Shri Mataji:
Cha transcendental kakya? [What transcendental, what?] Seeker: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Shri Mataji: Should we do?
Seeker: TM. Shri Mataji: He’s done. [Laughter]. He’s done all that? Now, about pranayama and about, I’ve already talked about
it, but you might come now. Pranayam and all these physical exercises of Hatha Yoga now I’ve already told that in Sahaja Yoga
we too do some exercises, it’s quite a lot. For physical fitness sometimes, sometimes for adjusting our Chakras and all that and
for improving the back bone, we do exercises. But we have to know what chakra is catching, there’s a science. It’s not done that
your throat is bad and you are doing all the asanas for the stomach. All the asanas are not done. Like taking all the medicines at
the same time. One is for cold, one is for heat, it’s like that, all the medicines we don’t take. So, according to need of the person
we do pranayama also we do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the person. Gradually we understand what is wrong with us and that’s
how we do the asana. Not blindfolded. First thing. Then about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less said the better. You have to see for
yourself what others have achieved, you see. When you go to guru you must first find out how much money he takes. If he takes
the money, just don’t go, first thing. Secondly, how does he live, what is his style of life. Thirdly what others have achieved, what
is their condition. Most of the disciples of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s are now beggars on the street. And some of them are
epileptic patients, I have seen so many getting epilepsy. So, if you have done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it is not meditation but it
is anti-God thing. So you have to first neutralize yourself, come down to normal conditions and then you receive your
Realization. We have a lady here who was a granddaughter of a Duke. She lost all her money and her husband was the director
of one of these “flying squads” that he was having. He lost all his money and became bankrupt, this lady got epilepsy, he got
epilepsy, her child got epilepsy, all of them got epilepsy. They came to Sahaja Yoga when they had nothing with them. Today,
they are all right, all corrected and they are doing well. But we do not take a guarantee on anything because you have to also
decide in your mind that you are not going to have these funny ideas, because some of the TM people who come are so
arrogant so egoistical,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manage them. So, it is your need, not our need and that’s how you should come to
a doctor as a patient comes. Then only it will work out. Otherwise don’t waste our time, please. That? Now all the questions are
over and for the last time, let us go into meditation here in this hall. [The seat where Shri Mataji is sitting is being adjusted.
Sahaja Yogi in Hindi: “There is a cushion under You also, that’s why you are feeling uncomfortable” “There is a cushion under
you also that’s why you are uncomfortable” … Shri Mataji – “But, no I wanted that. It’s a very, very – ‘put it at the back’, it’s a very
uncomfortable seat you see. Just sitt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is impossible. [In Hindi] Have to raise all the Kundalini from the
back. Need to put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back. Not able to put pressure”.] Please close your eyes.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All of you close your eyes. In Sahaja Yoga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Because for this work, it does not
involve your brain. It happens with the movement of your hand. You completely close your eyes. But you don’t have to close it
tightly. Just close it normally.] Keep yourself steady.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Steady yourself a bit. On steading yourself,
keeping the eyes closed,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And don’t bend your neck backwards or forwards. Just sit steadily. Look
towards yourself, don’t think about others. Keeping your eyes closed, look at yourself. This is your physical state. The mental
state should be such that it is not a very serious thing. It is a play to your mind – a game. That is why maintain a pleasant
attention, pleasant attention. I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laugh and sit. But be in joyous state. Don’t be in troubled state.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 You will not be troubled. Very easily the Kundalini can be awakened. That’s why without any tension, sit very
comfortably. Absolutely no tension. Don’t hang your head backwards or bend it downward. Keep your neck in the centre.] There
should be no shaking, nothing, be steady, be steady.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Stay still. No moving. The bodily gestures,
nothing needs to be done. Be calm. It is a happening within. This is ‘antar yog’. It happens on the inside.] Keep your attention
towards the fontanel bone area, towards the Brahmarandra. Keep both the hands strait towards Me, strait. Not towards yourself,
but keep both the hands strait towards Me. Now. Now see for yourself from your head with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Shri Mataji speaks in Hindi: Hold it on top. Hold it on top, without touching. All of you can see.
All of you see, not that some people are seeing and some are not. Now raise both your hands to the top towards Me, raise both
your hands. Now ask one question, “Mother, is this the Brahma Shakti?” Ask in your mind. First time your will feel the Brahma
Shakti on your hands. First time this subtle Shakti you have felt. Because you are subtle. Now bring your hands down. Now
remain calm. Don’t do too much of arguments. Because this cannot be taught through an argument and neither can it be
understood by arguing. That’s why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it stay calm. And for those it did not work out, for them, if they wish to
achieve it, then come to the centre. If you wish you can come this side. These people will see them. After this there are three
more programs.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there. And next year I will come here again. Every year I come. Every year, you
should be progressing more. You should grow. Slowly everything is growing. Those people who did not feel the cool breeze, if

they come this side or this side, these people will see them.] Shri Mataji: Gavin? Gavin? Sahaja Yogi: There is a small
announcement… [end of recording]

1983-0211, 摩诃湿婆神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湿婆神崇拜 印度新德里‧1983年2月11日 我很高兴你们全都能适应这狭小的空间，当有爱和体谅，小小的空间能容得下很多
心，不过，没有寛宏的心，不管你拿到什么，都是不足够的。今天，我们要敬拜我们内在的ShivaTattva，即湿婆神原理。对所有
霎哈嘉瑜伽士，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湿婆神是我们最终要到达的目标。湿婆神是我们灵的代表，所以成为湿婆神是一切的最终目
标。

其余的都已被创造，就如毗湿奴原理(Vishnutattva)和梵天婆罗摩(Brahmadeva)，只为创造人类，令人类进化，最终带领他

们到达湿婆神，这是最终。但人类却过分牵扯入梵天婆罗摩原理，因此即使要进入毗湿奴原理也有困难。他们牵涉入创造我们的
五大元素，即我们内在最外围的存在体。所有轮穴都有最外围，我们可以说这只是运送工具。在霎哈嘉瑜伽，最根本，最重要的
欲望是要成为灵，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内观自己，我们是否有这份欲望？又或我们仍在很多其他欲望间徘徊。 最大问题出
在脐轮，不管是东方或西方，有些人仍渴望追寻基本的食物，这是很令人诧异，即使在霎哈嘉瑜伽，脐轮。接着，仍有一些人对
财产和金钱很有意识，他们越成长就越精微，但不执着不依恋仍未能在他们内在发展。它变得精微，当你长得越精微，执着就变
得越精微，很难走出来，特别是那些在霎哈嘉瑜伽成为领袖或很接近霎哈嘉瑜伽的人，他们常常受到袭击，袭击或许来自他们的
丈夫、妻子、兄弟、姊妹、儿子、孩子—类似的人。 情况变得更坏，因为这类受袭击的领袖，他们想用微细锁碎的事物令神祇不
高兴。我们要理解，有这些言行是因为你已经变得更精微，升进得更高，那么很自然，负面力量就来袭击你，前线常常受到袭击
，不是在后面的人。在前线的人常常受袭击，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言行要非常小心。若有狡猾的人，他会变得狡猾，精微地狡猾
，他的行为不谨变得相反，他的狡猾会变得更精微；若他是吝啬的家伙，会变得精微地吝啬；若他是自我中心的家伙，会变得精
微地自我中心。 要摆脱你内在这些事物，你要走向另一面。例如，若你是吝啬的，就要非常慷慨，放弃你拥有的一切，不要计算
，不要谈钱，不要担忧钱；若你是很浪费的花钱，过份沈迷，就要走向另一面。除非你能与这些行为并列，不然你是不能摆脱这
些事物。就如若你脾气差，就要变得温和，若有人打你，没问题，不管如何，你也说没问题，你就是这样摆脱你那些越来越精微
的习惯。 还有另一方法处理，要保持警觉。当你有警觉性，开始把自己与你的习惯分隔开，你就能明白为何有这样的行为。噢！
我明白，我认识你，十年前，在我有自觉前，我知道先生你是这样的，与这些行为并列比较，并抛掉它。就如负面的，偏左脉的
人，不管你为他做什么，他都会变得越来越精微，忽然，若是女孩，她会毫无原因下哭泣，感到悲伤；若是男孩，他会想，分析
，精微地，变成霎哈嘉瑜伽的分析师。 他们要做的是站在相片前，看看反映，这是另一个已死的人，为此开开玩笑，或向它叫喊
，按情况而定。若它是富挑衅性，最好是开它玩笑，因为它是愚蠢的；若是专横的家伙，就向他叫喊，你想怎样，为何要这样专
横。 所有这些事情，你要明白，都令你离开实相，你的存在体要得到洁净。只有得到你的帮助，我才能做到。很多人说︰「母亲
，你是全能的。」对，我的确是全能的，能成就万事万物，唯一我做不了的是我不能压制你的自由，这是事实，我不能超越你的
自由，当我不能超越你的自由，你要自己跨越。若你自由的进入内在，我就会赐予你所有福佑，若你想留在外面，我不能用枪指
着你，要你走进内在。 不，这不是成就事情的途径。霎哈嘉瑜伽士面对一个障碍，就是他们必须知道，每时每刻你是自由的，很
自由。就面对负面力量而言，你越自由，你的情况就越差。就如有四个人围绕着你，他们会先受袭击，很自然，你能明白前线是
最先受袭击，不是站在背后的人。虽然根据法规，袭击是来自背后，因为所有可怕的负面力量应来自背后，但他们很聪明，他们
知道背后的人有时会离队，不用袭击后面的人，他们尝试袭击前线。那些以为自己掌管负责的人要非常小心，小心自己的言行，
小心他们该怎样负责，怎样把事情做好，若他们在精微层次仍保持旧习惯，或他们只是与它对抗，小心是很重要的，你就是要这
样明智的管好自己。 一旦你变得不执着，在思维层面，从这些事物中抽身而出，我就会在灵性层面照顾你。在思维层面，你要有
逻辑的结论︰「我要对抗这些荒唐的事物，我要对我内在的荒唐保持警觉。」 湿婆神原理是纯真，絶对的纯真，它很有力量，极
之纯真。要达致它唯一的秘诀是取悦，只是取悦。若你取悦湿婆神，想取悦祂的可能是恶魔或是什么，祂会赐予各种本愿。对恶
魔，祂只会赐予长寿；但对圣人，祂能赐予Satchitananda的状态。即使祂赐予什么给恶魔，我们都不应有任何质疑。祂能给你长
寿—那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活上千年，亦不能得到什么，他永远都不能得自觉。对圣人，祂赐予从灵而来的永恒长寿，这是湿婆
神原理的福佑。 而毗湿奴原理，祂给圣人升进，给圣人智慧之光，让他能看到，能明白集体意识的一切；而对恶魔，祂赐予死亡
，祂杀戳。对不大有深度的人，他们只是表面看到，为何湿婆神把长寿赐予恶魔。这就是这两位神祇不同的性格。例如，若恶魔
想长寿，他找湿婆神，赞美祂来取悦祂，向祂唱歌，请求祂赐予福佑，为祂行苦行，谈湿婆神的纯真，他因此得到长寿。有时这
些恶魔在地球上比在潜意识好，他们可以很可怕，他们能聚集一些亡灵来折磨人类，所以最好还是把他们放在毗湿奴的注视下，
祂更能在这里管好他们，比把他们送进潜意识好。 湿婆神与毗湿奴的风格截然不同。你必须有各种风格，因为你也知道，人类有
很多排列组合，若你只有一种风格，又怎能应对另一风格的人类？毗湿奴的风格是若你想玩把戏，祂会使计谋，纠正你。例如，
霎哈嘉瑜伽士—祂不感兴趣—毗湿奴—除霎哈嘉瑜伽士外，祂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若有霎哈嘉瑜伽士想耍花样，例如他想喝酒
，好吧，祂说︰「喝吧！」他喝酒后就生病了，他的车子故障或他被人侮辱，有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重重的受罚，他说︰「
噢！天啊！我做了些什么？」这是毗湿奴原理。 湿婆神则反相反。你看看，湿婆神的风格是这样的，若你喝酒，祂只会从你的心
消失，那么你就有心脏病，死掉。祂也杀戳，正面直接的杀戳，祂肯定会杀戳，另一种方式是后退。若湿婆神消失，你怎能存在
，此其

一；其二，生来已经拥有湿婆神原理的人—就如我们的Sainath—ShirdiSainath或类似的人，甚至Devis(天人)有时也会这

样做。他们喝掉全世界的酒，全世界的毒药，就像湿婆神这样做。 当Sainath发现很多人吸烟草，他吸光全世界的烟草，他想吸光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所有的烟草，那么就没人能拿到烟草。这是湿婆神的风格，祂吃掉全部的毒药，吸收所有毒药。祂能应付最困
难的事情。处理应对事情是透过脑袋，因为宇宙大我(Virata)在我们脑袋里，透过我们的脑袋行动。所以祂向你使计谋，这样做对
我们很有感染力，因为我们能看到祂杀掉某人，我们因此想︰「母亲，你很好，已经惩罚这个人。」 湿婆神原理带给你通常你不
会看到的问题，却能像这样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就如心脏出毛病，湿婆神原理薄弱的人能患上全世界所有不治之症。没有人在
杀戳，但每分每秒，他却在受苦，湿婆神就是这样纠正人。一旦唤醒我们内在的湿婆神原理，我们的先后次序就会改变。我现在
看到来的人，例如从西方到印度的人，他们的优先次序改变了很多，但他们仍未有应有的改变，他们当然比未有自觉的灵好上千
倍，但他们仍然颇依恋物质，依恋金钱，必须要破除依恋执着。人们仍不对劲，仍未有警觉性。 给你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我告诉
你，有个男士来，有人告诉他，要为崇拜付十一卢比，他说︰「原则上，我们不应付钱。」我是说，你只是付…即使按情理，你
应支付食物和住宿的费用，不是为崇拜而付费。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到母亲为我们额外付出很多，我们因此才不用付什么，就是
没有发现。就像数天前，我说人们现在要求我为这个付钱，接着明天他们要我为他们付房租，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境况，从前在
伦敦，当我建立集体静室，他们要求静室有各种器具，我支付房租，支付一切费用。最后，他们说︰我们没有熨衣板，请送给我
们。从这个例子看，现在并不太坏，我是说，当然，仍然，若他们要付五卢比的士(出租车)钱，他们会想︰「噢！我们要付的士钱
，应是母亲付的。」若我为你要到Haridwar(印度城市)而付七至八千卢比，那就没问题，很好，没有人想知道，母亲是怎样为我们
付出。 这很令人惊讶，你对这种情况抱怎样的态度很困扰我。取悦应出自真心。例如，若你想买礼物给你的朋友，你不会介意花
点钱，但为崇拜而付出，你却反对。因为要洗衣服，你要付费，我是说我见过洗衣服的账单，我很惊讶要花那么多钱。一说到二
十一卢比，就牵涉原则，试想像，看看，若你看看这种情况，你会对自己很震惊。这显示尽管如此，你已有自觉，看看这份慷慨
，这是非常，非常—你看，很粗浅，这是很粗浅。必须摆脱对这个粗浅生命的依恋执着。 普通的村民更能理解，因为他纯真，他
纯真，因为你不纯真，这就是为何你从思维层面看一切事物，你以为，我们已经付了多少钱，付这个多少，付那个多少。但纯真
的村民，即使他只有四毛钱，也想出一分力，「母亲，我只有这一点钱。」圣经里有个寓言故事，就是这样。我们要看到我们的
不执着从最基本层次的金钱开始，你不需要有很多朋友，有什么需要给钱任何朋友？为何要有这些朋友？除了湿婆神原理，你还
需要什么朋友？试想想，没有神，你的生活会怎样？ 所以要开始不依恋执着，先后次序要改变，你要知道神是你的朋友，你的父
亲，你的母亲，你要敬拜神，没其他了。Tana,mana,dhana(身体，思维，财富)，一切都是为神而设。当然，我不要你给我什么
，你是知道的。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态度。 所以首先—我们要有这种态度。当然，在霎哈嘉瑜伽，你有极大的优势，以这种态度行
事的人在物质上得到很大的帮助，你立即能找到证据。证据就在这里，没有这样做的人受苦，证据就在于此。 我必须给你一个例
子，一个金匠，我要他为崇拜铸造一点器皿，我给他很多金，给他一切，但他仍然很愚蠢的想从中取利，他患上癌症，后来死了
。我什么也没做，但我知道他谋利，我全都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有对他说什么，什么也没说，甚至提也没有提，他却因
生癌而死，他不再存在，因为湿婆神原理消失。这是为崇拜而打造的器皿，圣人们的钱，要打造一些器皿，他不应这样做，证据
就在于此。那些认识他的人也吓了一惊︰「噢！天啊！至少现在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那些已经把金钱交托的人，不是我拿取
他们什么或我要求你们给我什么，我是说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他们走出去赚钱，很富有，他们这样做很好，全都妥当，得到那么
多福佑—得到一切。这是第一个脐轮，我们要开始把湿婆神放进去。 每一种执着都可以用湿婆神原理来责难，因为湿婆神原理像
钻石般光亮璀璨。仅仅是透过唤醒灵量，透过我们的警觉性，每一个琢面都能清洁干净，之后，我们能看到自己还有其他执着。
这是友情，同情心，友情。我们往往同情有需要的人，同情类似遭遇人；你没有同情心，曾经折磨很多人；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你
恨某人，你爱某人，诸如此类。不执着是你既不恨人亦不爱人，你把它交给神，就是这种不执着，你交给神。神啊！请你决定吧
，我不会论断。我唯一用来论断评价他们的就是灵量，我唤醒他们的灵量，若它成就得很好，那就好，若不，也没问题。 我们把
自己分隔开，从论断别人的责任分隔开，你只用灵量来论断。若它成就到，好。你像晴雨表，或像能治病的机器，并不牵涉其中
。那种个人生活和个人关系的牵扯，像与母亲、姊妹、兄弟的关系，你涉入每种荒唐的关系。例如，若你的母亲不妥当，你必须
看顾她，看到她妥当，这很重要，母亲必须妥当，若她不妥当，你就要告诉她︰「我不会吃你给我的食物。」就这样。你取得生
命能量，好吧，你告诉她︰「你最好得到自觉，不然我就与你毫不相干，我只会来看你，与你说话，再走开。」向她展示你这份
不依恋，你要坚定，你必须治好你的母亲，这很重要，因为母亲是霎哈嘉瑜伽的一部分，这很重要。我见过很多人就是不懂怎样
抗拒，你要反抗，一个接一个的反抗，因为这是你能为你的母亲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你还能给她什么？除了纠正你的母亲，你
给全世界什么都是没有意义，你要让她能有更好的生命，更永恒的生命，属神的生命。 接着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是很危险的境况
。若你的妻子是负面的人，她不停的把一些偶尔能影响你的事物放进你的脑袋里，你会很惊讶你怎样从这些事物悄悄溜走，你怎
样说这些事物，你为何应该这样做，为何要这样做，你要告诉妻子︰「你要检点，要令自己妥当，不要做什么，这是没有妥协。
你在这间房间，我会在另一间房间，你要好起来，我不会帮你。」因为这样是更危险，因为你也知道，若女人受感染，根轮就会
染上很严重的疾病，所以你要对妻子严厉，要改造她，要告诉她︰「我不会吃你给我的食物，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不会与你谈话
，我会睡在另一个房间，你最好不要碰我的衣服，若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与你毫不相干，我是你的丈夫，不管我跟随怎样的dhar
ma(丈夫的本份)，你都要跟随我，若你不想听我的话，我就与你毫不相干。」 妻子也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丈夫。大家的分歧逐渐
浮现，某程度上令他明白这样不能带来爱，很久以前女人就是这样纠正丈夫。现在，当然，若你给女士什么，她们都会很高兴，
即使丈夫有情妇，只要他给妻子钻石，她就不会在乎情妇。但印度仍不接受这种情况，我见过，西方却没人介意，若丈夫有十个

情妇，不要紧，只要他仍给你钱，好吧，没有人会介意，这是很有趣可笑的境况。 妻子的亲人，母亲的亲人，丈夫的亲人，很亲
近的亲人必须要改正。孩子必须受监管，你不应容许孩子走向错误的事物。若他们做错事，不来霎哈嘉瑜伽，你就有责任，你应
说︰若你不接受霎哈嘉瑜伽，我不会给你钱，不会为你做什么，我不想见到你的脸。除了神外，你还能给孩子什么？ 你能这样做
，你们全都能这样做。但你们要知道，我却不需要这样做，很多人说︰「母亲，你丈夫还不是霎哈嘉瑜伽士。」这还可以，我知
道在什么情况下带他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带我的孩子来，因为若他们都来，每个人都会说︰「他们已经建立一个家庭企业。」 只
要他们不在霎哈嘉瑜伽，这样很好—特别在印度。最好是若他们反对我，我就让他们在外，我的兄弟，试想想我的亲兄弟，我的
…我是说他们极之尊重我，这是毋庸置疑，即使是我的兄弟也说︰「感谢天，你现在留在我的房间里，那么我就有很好的生命能
量，你觉得我的生命能量怎样？」他就是这样说，但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已给他们全部人自觉，万事俱备，除了他们不是霎
哈嘉瑜伽士，不然他们会掌管金钱，你要明白，你拿到什么钱，现在出现的是这是我们的钱，全是问题。这些亲人在四周，你不
知道，有人会来说︰「锡吕‧玛塔吉这样说。」「噢！是锡吕‧玛塔吉的女儿这样说。」就会变成这样，我不想有这种压力压在头上
。 这是最佳途径，我希望我们的政治家明白，永远不要有亲人在四周，这是最佳的管治之道。若你让你的亲人在四周，就永远不
能做正确的事情，即使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也会被你的亲人弄糟。 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必须知道，你不应因为要帮助你的亲人，而
让他们某程度上利用霎哈嘉瑜伽。就如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带你的母亲来，让她坐在我面前。你要先改正她的生命能量，令她
妥当，才带她来。改正你的父亲，改正你的母亲不是母亲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当他们妥当，就如你带花朵给我，带你的亲人来
，他们是代表你的家庭给我最好的礼物。这样做比我要洁净好得多。若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上下三代人，各方面都会得到医治
，就如玛让我这样做。 他们要明白，要摆脱家庭的束缚，情绪的不平衡，情绪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霎哈嘉瑜伽。就如我
所说，有些人不应来霎哈嘉瑜伽—我的丈夫，我的女儿，我的亲人，我不会让他们来。若有这类人，你也不要让他们走近霎哈嘉
瑜伽，你要有这份明辨能力。 虽然我的亲人都是正派的人，极之正派，很好，自尊自重，很有品德的人，但他们不在霎哈嘉瑜伽
，因此你们没人能说某某人这样说…。必须是母亲这样说。 必须要不执着依恋，但要花点时间，特别是印度人，他们每时每刻都
担忧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父亲，不停的担忧。看看多年来，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父亲—每时每刻。现在，透
过神的恩典，不知何故或不管是什么原因，透过霎哈嘉瑜伽，很多人已经摆脱了他们的责任，他们现在已经安顿下来，因为你有
自己的责任。要把这份不执着带给来霎哈嘉瑜伽的人，就是我们来这里是要得到霎哈嘉瑜伽的福佑，以这份自豪，我们会得到祝
福。你要在家庭里，好吧，你想得到霎哈嘉瑜伽，就得到了，但不要勉强他们接受霎哈嘉瑜伽，但你能勉强霎哈嘉瑜伽接受他们
，这个阶段已经到来，你要向他们谈霎哈嘉瑜伽。开始时，我常常说︰「不要与他们谈。」但没用的人，若不能把他们带到霎哈
嘉瑜伽，就告诉他们︰「你对霎哈嘉瑜伽不好，最好不要问。」接着他们会来，有些人你要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应对︰「你没有
能力，你不好，你太物质主义。」这个人就会说︰「我会证明给你看。」 这些不执着，全都在脐轮，它会提升到你心轮的情绪方
面。接着你要不再有执着，即使是某种我们以为是集体的集体。我称呼的亡灵兄弟会，不是集体。所有无用的霎哈嘉瑜伽士常常
都会组成一个群体，他们对任何合情理的事情都强烈反对，他们亦会什么都意见，本应完全没有意见，没有二择其一，因为湿婆
神是絶对的。祂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要照做，静观就可以了，这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替代方案会是次好的或次次好的，或许一
无用处，湿婆神原理是没有替代方案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告诉德里人，你要与外面的人一起统筹一个七天户外活动，这很合
理，因为我知道要下雨，雨可以停，雨是为其他村民而下，我们不能只为霎哈嘉瑜伽而要雨停下来。当然，霎哈嘉瑜伽是重要的
，所以我说︰「让他们与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一起。」现在他们开展替代方案，只在想，他们不会感到舒服，我是说这很好，但在
另一层次，他们与霎哈嘉瑜伽士一起不会感到舒服—另一层次。我们要理解，若母亲这样说，就必须要照做—不管说的是什么。
即使她说︰「你要杀死某人。」你也要照办，就是要这样，到这种程度，保持在最高，若她说︰「你要死。」你就要死，若她说
︰「好，你说谎吧。」来吧，「我会说谎。」 就如罗蒂说︰「什么是我的punyas(美德)，什么是我的papas(缺点)，我是他的妻子
，不管他告诉我什么，我可以怎么办。」这是湿婆神原理。当它得到唤醒，你看到它，至少在我身上确认湿婆神，它看到这是湿
婆神原理，它明白，因为当你在湿婆神原理，你不会犯任何罪孽，你是无罪的。当你是灵，你是无罪的，你没有任何罪孽。例如
，人类的理解是若湿婆神让人死，那是罪孽，为何要离开任何人，这是罪孽，是吗？一般的理解会认为湿婆神离开人，令人死是
种罪孽。例如，有个女士死了，她留下她的孩子，我们就会为此责怪湿婆神，「看看现在，你离开，这些孩子就没有母亲或没有
父亲。」或有类似的责难。 因为湿婆神是没有罪的，不管祂做什么都是无罪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没罪的—再没有罪孽这个
概念，因为犯罪的是你的自我，自我犯罪。若你没有自我，就没有罪孽，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你在Akarma。就如太阳照耀大地，
照得很猛烈，人站在太阳下，就会被晒伤，这不是太阳的错，太阳照耀大地—这是太阳的工作。不管什么是湿婆神的工作，祂就
要去做，祂并没有罪。是我们思维令我们想，这是罪孽，这不是罪孽，当我们有自我，我们就在犯罪。 若你问老虎︰「当你吃掉
牛时，你在犯罪吗？」牠会说︰「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罪孽，不知道什么是罪。」这是一些传教士从村庄走出来后说的故事。你要
明白，可怜纯真的村民，他们起来感谢他们。他们说︰「感谢神，当你来，你告诉我们有罪孽，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罪孽。」
纯真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因为灵是纯真的，它没有罪，它遵循其他纯真的源头。纯真的人没有罪。对湿婆神而言，不管
祂赐祝福予恶魔或圣人，祂都没罪，祂没有罪，因为祂是Bholenath，祂是超越罪孽。不管祂做什么，祂是超越罪孽，因为自我不
能包裹祂，没有自我。因为我们有自我，我们犯罪，一旦没有自我，我们已不再在那里，那么谁在犯罪？当我们不在那里，谁在
犯罪？湿婆神不能犯罪，我们就是湿婆神，所以我们不能犯罪。 所有思维层面的替代方案都是错的。我给—不管我说什么，立即
会有十个建议提出来，我试过向你玩这些把戏，因为你惯于开会，我因此说︰「好吧，阿森，你有什么意见？」因为不管如何，

主阿森在这里，必须询问他，接着我问阿华，再问阿木，问所有人，你们现在要说什么？他们都说出自己的见解。 若你看到上天
神祇的会议，没有提议，不用二择其一。祂们对你母亲的意见没有异议，没意见，絶对的，是絶对的。没有人向我提意见，从不
提意见，没有问题。他们不听你的话，不听任何人的话，没有问题，这种和谐，完全顺服听话，他们的质量不单是固定的，有人
告诉他们︰你要这样做，他们就照做。这就是分别。他们尝试，有时它看来，你要明白，若我说妥当，你往这方向走，就能找到
那个地方，但你却找不到，那么你就会说︰「母亲，你说往这里走，所以我们往这里走，却找不到教堂。」我没有说你会找到教
堂，我只是想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在告诉你我的把戏，好吧，要小心，我会告诉你们，往这边走，你们找不到教堂，很抱歉，
我不应告诉你，或你原本不该往这里走，但这不是事实，我必须告诉你，不是真的。我想看看你怎样说，现在，若你聪明点，你
会说︰「我到过哪里，找不到那地方，但我看到其他，母亲，你就是为此派我们到哪里，我现在知道你为何要我到哪里。」就是
这样。我知道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但若你说︰「噢！我到哪里是因为我以为我会找到这个东西，但它却不在哪里，你派我去，是
你派我去的。」就这样。若你这样说，它就发生，或我的确有这样说，毫无疑问。我想说我只是向你玩了个小把戏，因为你的母
亲其中一个本质是Mahamaya(大幻相)，所以要小心。你怎样作出反应对我很重要，我因此能看到你的程度，这是评价判断你的其
中一种方法。对村民而言，却是另一回事。若我告诉他︰「现在，若你想我到村庄，坐牛车去，我会照办。」但途中有沟渠，我
会掉进沟渠里。他因此会说︰「母亲，很抱歉，你跌进沟渠，我本可以避免这样。」他承担起责任，承担起一切。因为你要求，
所以我要以这种方式来，但若我小心点，本可以避免这样。 你知道，这就是分别，不要责怪任何人，人性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最好是推在母亲身上，但若你这样做，就会失去所有的美德(punyas)。责任在于我，我必定是犯了一点错，我必定是在某处犯
了一点错，或许母亲想我从中学习。每一次你做了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只为让你从中学习，我不需要学什么。若你以为我要
学什么，你现在知道，你要学习。若你明白，就能建立一种不执着，顺服委身。你会很惊讶自己怎能免除很多荒谬的头痛事，卸
下身上的重担。若你明白整个玩笑，整个工作，整个戏剧是母亲创造的，我只是玩耍于其中，就是这样简单，你们就是要理解，
享受就在于此。不是在判断或找寻另一些选择，你试试吧，试过的人都很享受，很多事情，每一刻，我都会给你例子。 以葛雷瓜
为例，上次我到他的家，因为他的妻子，他折磨我。她什么时候生产，她会生怎样的孩子，谁会与她一起？从早到晚，他只有这
个话题，好吧，我说︰「要做一点事，你可以与这个女士一起。」接着，「我怎样到印度？」我是说「我」很重要，那时候，他
并未意识到，他以为这样做很重要，最后在我离开前，我告诉他︰「葛雷瓜，这次你很烦扰我，但还可以。」他说︰「很抱歉。
」之后有天，他打电话给我︰「我的妻子要做人工流产，她在医院，有没有机会保住孩子。」我说︰「不用在意，你回到医院，
她会没事。」他到医院，说︰「这是奇迹，她完全没事，没有任何问题，她完全妥当。」 就如他告诉我，这进了他的脑袋。噢！
母亲在照顾，我为何要担忧，为何要担忧？此其一。孩子早产，他来找我，我再次说服他，我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你们都知道
，就是我照顾你。但当你把责任担起，开始想着这些责任，我就帮不上忙。所以你只要知道，把它交给神，全都是为你好，为你
的hitha，一切都是为你的hitha，不管是什么，有时我要向你叫喊，有时我要纠正你，有时我要告诉你︰「不要来这里。」有些人
触摸我，令我感到极糟，我因此说︰「你不要来这里，不要站在我面前，离开这里。」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若他们站在这里，亡
灵就不会走，因亡灵想找我麻烦。 若你明白，就会完全不执着，会知道这是为我们好，为我们的福祉，我们要取悦母亲，若我们
令她不悦，我们就会完蛋。要明白这一点，你需要的是—不是年龄，不是位置，不是学历，什么都不是—只要有智慧的脑袋，有
深度的个性。我见过很年青的人很敏锐，他们的父母却很愚笨，絶对是愚笨的人。你只要用有智慧，有深度的个性来做，这是你
要发展的个性。只有黏贴着湿婆神原理，才能发展这种个性，湿婆神原理是实质的东西，是湿婆神，Achara，它不会转移，絶对
的，不是相对的，完全不是相对的，它不与什么有关连，絶对的。它给你深度，这份深度要安顿下来，走进更深。 湿婆神是你的
导师，导师给你走直路，走得更深的吸力。这很重要，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崇拜，能令你安顿在这伟大的湿婆神原理里，让你的注
意力，你的注意力每一个粒子都填满，闪亮和喜悦。 透过湿婆神原理的祝福，我祝福你们！首先，我会敬拜女神，然后湿婆神。
印度语 Avahanam的意思是我们要建立格涅沙，这很重要，之后，我们要念诵毗湿奴的名号，因为它们都是升进的名号。之后，
我们会讲述在哪里做崇拜，为何要做崇拜，讲述一切，接着我们会敬拜女神，念诵女神的108名号，我想你们都要从心里记着这1
08个名号，有没有把女神的名号印出来？有没有副本？你们拿到它们吗？你们都有吗？你有小册子？

1983-0314, 女神普祭
View online.
女神普祭 1983年3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 这个时代我们都获得了自觉，从而我们的内在有了无穷尽的平和、美丽和荣耀。那里有无
穷无尽的美好，我们不能向外去找寻祂，只能向内找寻。在所谓的冥想状态中你找到了祂，你享受祂。就像口渴时你会找河流或
海洋来解渴，但实际上海洋并不能给予你淡水，所以那些外在的东西怎可能给予你呢，给予你内在深入的东西呢？你总想向外找
寻，然而祂并不在那里。祂在我们内在，绝对在我们内在。要找到祂很简单，因为祂就在你们内里，垂手可得，就在那里。 你一
直以来所做的，都是向外找寻喜乐，所谓的喜乐，所谓的幸福，所谓的世俗权力和财富的荣耀。现在你必须完全反过来，让这些
在你内里呈现出来。向外找寻并非错误，向外找寻并非正确，你不用为所做过的事情感到难过。那并不能令你达到生命的真正喜
乐和生命的真正荣耀。 祂已在很多人身上运作，由此你们进入了精微的认知当中。也许一些人只在思维层面接受了祂，这没关系
。也许一些人只在身体层面感知到祂，这也没关系。无论如何，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试着入静冥想，多点
入静冥想，从而能达到你内在的存有。这个内在的存有是浩瀚无边的极乐海洋，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之内。那个浩瀚壮丽的洪流
之光，使每个人的内在美流溢出来。所以为了达到祂，你必须向内找寻，并拒绝那些违背衪、违背你升进的事情。有时狂风乍起
，让你对内里的神之荣耀有所误解。折回时，要时刻记住你的前进必须是向内的。 当你向内深入，你会忘记了那些外在荣耀的想
法、一个很低俗的人认为如果他赚了很多钱，他就能得到快乐，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如果你去看他，会发现他是最不快乐的人，
他担忧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想必你听说过非常富有的人，会有偷窃癖。他们忧心忡忡，而且非常吝啬。他们担忧各种针大的小事
，哪怕丢失一样小东西也会让他们不安。他们有很多习惯，他们的生活少不了这些习惯。 所以财富带给人类的始终是一种诅咒。
所以那些只追求财富的人，并不能享受财富。此外有一些更聪明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支配别人，通过获得权力，他们会在此生谋
得一个很好的职位。他们这样认为，但失败了。你看到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人们甚至不愿意谈到他们。还有一些人，依附着
某个人、依附着一个人或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戚等，这在印度非常普遍。通过这条路你也不能达到神，这条路是如此狭
隘，让你围着他们转，完全浪费你的能量。 但是如果你完全地进入你的存有，所有这些事情都如此有意义，每件事都会有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如果你拥有什么，你应是那种拥有什么但从不占有、毫不执着的人。祂从来不想占有，祂对事物是如此无
执着，但是祂能寻找乐趣。因为他如此的无执着，祂能从中创造出一出戏，祂拿财物开玩笑，给人们以教训。祂是如此不执著，
如此慷慨，祂享受祂的慷慨。整件事情变得如此的不同，如此的有活力。 人类所创造的美好，作为财富展现在你面前，你开始享
受所有那些事物，并不占有它们。你明白了财富的虚幻，对于有些人利用你的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是一样的道理。那些想利
用霎哈嘉瑜伽赚钱的人，或者想在霎哈嘉瑜伽中拥有某种特权的人，是非常精明的人，他们这样会走得非常远，这种精明到了如
此的程度。我看到人们试图为了霎哈嘉瑜伽省钱，那也是注意力在金钱上。赚钱、省钱，利用霎哈嘉瑜伽做生意都是荒谬的。但
是如果你们这样说的话，我会说，好吧，去试一段时间吧，你会发现霎哈嘉瑜伽，没有生意可做。当然霎哈嘉瑜伽士可以一起工
作，可以做一些生意，但霎哈嘉瑜伽没有生意可做。这是神的生意，你必须为之付出你所有的一切，不要执着于任何事物，不要
执着。这本身不需要支付金钱，但你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如果你不能全心投入，你就不能得到。 权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认
为他们甚至能够凌驾于霎哈嘉瑜伽士之上，令他们钦佩，控制他们。这样的人会被完全地甩出霎哈嘉瑜伽。你必须享受爱的力量
，人们会把你当作他们的保护者，他们的帮助，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一个专横的人。你要做一个父辈般的头领而不
是一个恶魔般的破坏力量，总是在威胁着每个人。这样的人很快会被甩出霎哈嘉瑜伽。你是被拣选出来的，我对于这种把你往下
拉的人，绝没有一点同情心。让自己远离他们，否则当他们沿着霎哈嘉瑜伽的切线方向被甩出去时，你也会和他们一道离开。所
以要当心。 而那些浪费所有时间只是考虑他们的家庭，这些、那些的人或者那些从不考虑他们的家庭的人都来到了霎哈嘉瑜伽。
由于这个非常微妙的原因，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灵体的注意力。他们宠坏自己的孩子，宠坏自己的丈夫，宠坏自己的妻子，所有注
意力都走偏了。有些事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婚姻是否成功，孩子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们没有把这些交给神，他们必须把这些
交给神。你们都是圣人，你们必须把一切交给神。刚开始进入霎哈嘉瑜伽时，每个人都说，我丈夫是这样，我妻子是那样，我兄
弟是这样，我孩子是那样母亲请照顾他们。刚开始时，这样没问题。当你成长，你要避免这样。 这是通往神的个人旅途，当你入
静冥想，当你到达神那里时，你便成为集体性的。在那之前，这是一条绝对孤独的内在旅程，是绝对孤独的旅程。你应该明白这
点，在这个旅途中没有人是你的亲戚，没有人是你的兄弟，没有人是你的朋友。你完全孤独，完全孤独，你必须独自往内在前进
。 不要憎恨任何人，不要将责任包揽上身。在冥想状态中你是孤独的，没有人在那里，你是孤独的。一旦你进入到那海洋当中，
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你的家庭，整个世界变成了你本身的显现，所有小孩都成为你自己的孩子，你会以无分别心来对待每个人。 当
你进入你的灵体之内，整个扩展便开始了。你会透过灵体的眼睛来看，在你内里是如此宁静祥和，充满喜乐。你必须为那旅途作
好准备。在你的入静冥想状态中，那旅途是孤独的。你在冥想中获得的越多，你想去分享给别人的就越多，那是必须的。如果这
还没在你身上发生，那么事情还没成就出来。你所分享的东西并不纯粹，会存在一些偏见。 在孤独的追寻中，无论你得到什么，
你想要与别人一起享受，你想给予别人。这是一个人已经真正进入冥想状态的迹象。如果一个深入冥想的人，不能分享他所获得
的，那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因为你在冥想中获得的喜乐必须要分享，要给予，要展现出来。它应该就像从每盏照明灯发出
的光一样流经你的存有。 我们无需发誓，说这是一盏点亮的灯。同样地一个圣人也不需要被证明他是一个圣人。把你内里所获得

的深度完全散发开去，它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和一个反应。你变得越深入散发得就越多。一个简单的人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没有受过
教育的人，可以达到那样。你知道我们在孟买有一名绅士叫Vardic，他是一位老人。他是如此深入，他散发着光。人们信赖他，
他散发着爱，他冥想得如此深入。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入静冥想上，但是你所花的时间，你所获得的，必须是外在看得见的。
通过你怎样散发，通过你怎样给予别人，那就是你要成为的圣人们必须拥有的特质。 除非你变得深入，否则我们不能拯救别的霎
哈嘉瑜伽士，我们也不能拯救那些非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升进得更高更高，以拉开整个帷幕。那些想升进得更高并向上推动整
件事情的人，他们拉了一把与自己一道升进的每个人。所以要保持你们的目标明确。必须明白，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的人生目标
是什么。现在你们是已转化了的人类，你不再是那些要处理财物或担忧财物，担忧俗事和担忧生计的人。你不再是为自己的健康
和财物，或个人生活担忧太多的人。你也不应太担心你的工作。那并不重要。最后你也不会担心你的家庭、孩子、丈夫和妻子。
不会找个口袋把自己藏进去。因为你唯一可以真正藏身的是神的爱。在那里你真正得到了在衪完全保护之下的美妙放松感和幸福
感。 悉尼集体以前已经做得很好，现在也进展良好，但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必须想想传播霎哈嘉瑜伽的新方
式和新方法。但首先你们必须承担你们应尽的责任，你们必须假设你们都是圣人，所以你们要做伟大的工作。不是自我这么想，
而是真正显现出来。你们每个人都要下定决心，我保证它会成就出来。我的这次来访对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们会领会这种让
光到处传播的最好方法。 愿神保佑你！

1983-0320, 对霎哈嘉瑜伽士的讲话，初学者工作坊
View online.
对霎哈嘉瑜伽士的讲话，初学者工作坊 1983年3月20日 澳洲悉尼 提问：假使有些人在获得自觉前便已对什么是自觉有了一定的
意识。那么，他们是否更接近自觉？万一他们甚至都不能遇到您该怎么办？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曾经
全都是求道者，你们并不是第一次在求道。所以你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状态，能够感觉和意识到有更多的事必将在你们身上发生
，为此你们已做好准备。你们中有些人正是为此而在这个时间出生 。 因此，我不想谈及你们的过去，过去已经完结，我们必须关
注当下。你们要知道，你们所有人已得到自觉。有些人，在不同的能量中心有着某些问题，正如我之前所告诉你们的那样。人们
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灵量将她的注意力返回，因为灵量必须照管你们的问题，她是你们的母亲，所以她去到那里
，照管那个问题。接着她又再次升起。你们唯一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使她升起，如何与她协作，如何明白你们自己的问题，以及
给予额外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你会惊讶于已经摆脱了对自己的错误认同，你们变得完全抽离。因为你们开始使用轮穴和
能量中心的语言来交谈，你们开始说：“这个能量中心不好，那个能量中心不好。母亲，这里不妥，我那里有问题。”就这样。你们
不会说，“我有癌症。”不会说，“我疯了。”不会说，“我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你们只是说：“母亲，这个能量中心不妥，那个能量中
心不妥。”根据你们能量中心的品质，事实上，轮穴是神的能量流入人体的通道。就这点而言，你们必须留心你们的轮穴，你们是
否清洁？有些人会在手上感觉到凉风流动，也可能某个轮穴感染。某个轮穴上你会感觉热或者麻，也可能某些手指有麻刺感。 你
们必须知道，哪里有麻刺感，哪里就会有轮穴和灵量之间的斗争。所以你只要尝试帮助你们的轮穴，唤醒她，同时你们必须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们已经被唤醒，你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必须更加小心。如果你们因为某些轮穴受苦，我
能感觉到。但如果是其他人，那些没有得到自觉的人，我根本不会感觉到，我不会被烦扰。无论有多少邪魔，或其他什么，对我
来说无所谓。但如果你们，已获得自觉的人，哪怕只是微小的问题，我会立刻知道你们有这个问题，我的注意力便转向它。所以
你们必须明白，注意力始终在那里照顾你们，给予你们指引，你们的灵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但你们必须学习如何跟随灵的指引，
这是重点。所以，并没有哪个人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其他人更差或者更好。我曾经见到被称为酒鬼之类的人，一夜之间那些全
都结束，他们成了非常棒的人，甚至是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所以，你们看，此生中有些乌云遮盖了你们的天空，没关系，没
有分别。你们的过往很伟大，能看得出来。你不必担心走了多远，你在哪里。没有什么学位或其它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衡量它。你
们必定已经有这种意识，否则不会一开始就来找我。获得自觉，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我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求道者，来到我的
面前，获得自觉，但是他手上没有感觉，因为他喉轮不好。喉轮不好，在手上可能会感觉不到，没有关系，但你们会感受到平安
和喜乐。你们也能在头顶上感觉到，或者其他人能感觉到。渐渐地你们的手指开始改善，会带给你们更好的感知。 比如，用手辛
勤劳作的人，他们的手指也会变得麻木。因此我们必须用一些特定的方法，照顾我们的双手。现在，这个身体是神的圣殿，所以
我们必须带着尊重去照顾它。而不要象妓女那样，为了出卖身体而去照顾它。不是那样，而是要尊重，给予我们的身体以尊重。
我们必须以恰当的方式照顾自己，以使我们保持健康。在霎哈嘉瑜伽中，要保持身体健康有许多种方法，你们必须知道，它们很
容易理解，而且完全不收费。那是神圣的大能，祂渴望你们得到祂，你们应当安顿下来，你们应该享受。所以对此你们没必要如
此担忧，必须放弃这些担忧，只是尝试了解你们的能量中心。 现在你们许多人确实感受到了凉风。但是一段时间后，你们可能会
失去它，没关系。你们会像那样上下起伏，没有关系。那并不意味着你们失去了它，不是。现在，比如你们尝试一种方法，一种
简单的方法，首先将你们的左手朝向照片——现在就可以试试——右手放在大地母亲之上，让我们看看。 右手按着大地母亲，这
就是为什么起初我想在户外来做这个工作坊，不过现在也没关系。这场雨对你们和对农民都是很好的，让我们感受一下。 那么，
现在把你们的左手，像这样放着。右手，坐着的人，可以把右手像这样举起来[朝后]。像这样，向后[掌心朝向后面]。对，右手像
这样。不是左手，右手。 瑜伽士：放在地上，不是这样。 Shri Mataji :向后。是的，右手。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左边的力量，是
情感的力量。现在假如你们有一个情感问题，比如说，有人吸毒，那么他是个左脉的人。有些毒品是中枢神经幻觉剂，是偏右的
，但大多数毒品把你们带向左边。导师问题是左边的问题，大多数这类问题属于精神问题，是左脉问题。但是脑力劳动者的问题
是右脉的，未来取向的人偏右脉。忙得团团转的人是右脉的，你们看，他们过度活跃，是那种状态。相反，那些吸毒的人偏向左
脉。所以我们先从左脉开始。

现在把你们的右手按在大地母亲上。将你们的右手放在大地母亲身上。

现在，把你们的左手朝向我。 慢慢地你会发现，它开始在你的左手流动，在流动吗？ 把你们的右手按在大地母亲上，因为大地母
亲会带走负面。看，你们只是放在大地上，放在上面，触碰她，触碰她，你们看，你们在与大地联接，这是十分简单的事。现在
左脉的问题，轻易地流入大地母亲，是真的，但最好有光。如果你们有一支蜡烛，蜡烛对左脉问题是最好的，蜡烛是可以带走左
脉的问题的好东西。因为左脉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冷，或者说是由冷而产生的问题，你看，一个人变得怠惰。 现在，你们
只要把左手朝向我，像这样，右手朝向蜡烛。你会惊讶，有时候蜡烛会“噗噗”地燃烧和滴蜡，有时会产生黑烟，如果靠着墙，你会
发现整面墙变黑。观察蜡烛怎么反应非常有趣。但是你们必须在前面放一张照片。照片前要放一支蜡烛，一支像这样的蜡烛，可
以把它清除掉。 好了，现在看看好点吗？好了吧？ 你们会感觉它往下走。能感觉到从头上往下，你们能感觉到压力降下来了。
现在好点了吗？像这样，手像那样放，背面，不是朝着我，像那样。对的，对的，现在。如果你们是坐在地上，那你们最好是把
左手朝向我，左手。 它来了，走了，它在工作。 你看，它好像能量一样，从照片里出来，正在往下沉，朝着烛光。那烛光把它烧

掉了，烛光通过你们被唤醒。这很神奇，但这是真的。 现在好点了吗？看，我们成功了，我们能感受到它。你自己就可以感觉到
，没有什么是需要证明的。你可以自己感觉它。把你们的左手朝向我，左手像这样朝向我，对的。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它。 现在那
些跟过各种导师的人，有某种精神分裂的人，喜怒无常的、狂乱的、痉挛的人，所有这些类型的人，所有这些极端的、罕见的类
型，你们看，他们是情绪化的，有些女士哭得太多，歇斯底里，所有这些事，都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来控制，只要将左手朝
向照片，右手朝向蜡烛。

看，是不是在改善？

你可以感觉到它在头脑中移动。

霎哈嘉瑜伽士：是的。

Shri

Mataji

:现在感觉到了吗？没有？ 霎哈嘉瑜伽士：它不在那里。 Shri Mataji : 现在来说右脉，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人，你们看到的那些大人
物，他们认为必须赚大钱，在政治里竞争等等，他们有另一种疯狂的行为。你们看，那是另一种疯狂。所以对于这类因此而有高
血压的人，他们会患糖尿病，肝脏出问题。现在，任何器官，你们看任何器官，比如说心脏，在霎哈嘉瑜伽里对于所有的器官，
都有两种特性。一种是昏沉怠惰，另一种是过度活跃。 因此，假设你是一个过度活跃的人，那么如果你过度活跃，你会非常努力
地读书或想着未来，或者计划一些事，那么，你会有过度活跃的心脏，或者有过度活跃的肠道，肝脏也过度活跃，整个系统都过
于活跃，你会有高血压以及由高血压带来的所有问题，便秘，所有这些在人体内都是息息相关。 然后，另一种情况是昏沉怠惰。
一个人如果有着惰性的心脏，则可能要做搭桥手术之类的，因为心脏不能泵血。你可能会有惰性的肠道，这样的人，无论吃什么
，都要上洗手间这种，又或者有惰性的肝脏。当你有一个惰性的肝脏时，有可能会有过敏。过敏是由惰性的肝脏所造成。但如果
你是一个过度活跃的人，如果你过度活跃，那么同样一个让你过敏的肝脏，会让你感觉恶心不舒服、偏头痛、上吐下泻。所以有
两种类型的肝脏。 我们也有两种肾脏。什么东西都有两种性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昏沉怠惰的人，如果你有昏沉的问题，那么
你要做的就是用光。对于所有的昏沉问题，最好是用光，用光来对付昏沉怠惰的问题，这是左边。那么，对于右边，你们可以利
用大地母亲。大地母亲是最好的。或者水和盐。水和盐对于那些过度活跃的人是很好的。该怎么做？这个方法对于两边都很好，
特别是右脉。首先双手朝向照片，把双脚放入水里，水里加一点盐。如果你们在双手上感觉到同样多的生命能量，那很好，你们
不用担心。但是假设一只手感觉多一些，另一只少一些。要把那只感觉较少的手朝向照片。那只感觉较少的，要朝向照片。而另
一只手（竖起来朝后）用来排出负面。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它的移动。在你自己内在会感觉到[头部自我和超我]的气球，会像那样
[从右往左，从左往右]移动。并且你能感到，有东西在头里移动，同时你会感觉放松。逐渐地，你会成为一个大师。你会知道怎么
掌握这个身体，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大师。当你成为大师——有人在八天内成为大师，只用了八天。一旦你们成为大师，你就可
以掌握别人的身体，帮助别人。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忘了过去吧，现在此刻，我们需要处于当下。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霎哈嘉瑜伽士：关于口诀

Shri

Mataji

:口诀，是的。我们有不同的能量中心，所有这些能量中心都有着不同的神祇。就如我曾告诉过你们，耶稣基督是在这里（Shri
Mataji

指着额轮），摩西在这里（Shri

Mataji

指着幻海上部，有点偏左），克里希那在这里（Shri

Mataji

指着喉轮中部），我们有一张那样的图，我们还有一些书会给你们。现在我们要...
霎哈嘉瑜伽士：打扰一下[霎哈嘉瑜珈士拿来一幅大图] Shri Mataji :对，这是那张图，你们看，这张图做得很好，非常清晰明了。
现在，在不同的轮穴中，我们有不同的神祇——往前来，你们到前面来看，好吗？
霎哈嘉瑜伽士：好像还有一张图。
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可以拿别的书。

Shri

Mataji
Shri

:

好的，给他看看，你们可以传着看。

还有一张图，好吧。我们有书，为什么不给他们书？

Mataji

:

打开书，书里就有这张图。看到了吗？

你看，慢慢地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个更大的地方，下次我们真的应该在礼堂里会面。你们什么时候...？
霎哈嘉瑜伽士：在我们找到礼堂之前，他们可以先在这里聚会。 Shri Mataji：是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可能找不到，但你们
可以在这里聚会。你们可以随时来看看。现在，什么？是有些书，现在我就拿给你们。 这些小册子正是给初学者看的，你看。 在
这儿，全都简洁地描述出来了。这儿是一张你们需要遵循的图表，你们可以传阅一下。把它给那位男士，他也想要。哦，你已经
拿到了。

男士：我拿到了。

Shri

Mataji

:

好的，你也拿到了。口诀是针对有问题的能量中心。假定你们的脐轮不妥当，如果你们说这里的口诀（Shri Mataji 指额轮），将
不会起作用。所以你们必须通过手指知道哪个能量中心有阻塞。现在你们可以在这里辨别，在这张图中，如果你看向这一边，我
们已经标了数字，对应不同的能量中心。在这一边，能看得清吗？这些是能量中心对应的数字，对吗？然后，在这幅图里也写了
有哪些神祇。 现在，首先应了解所有这些神祇，祂们在哪里，当你们要说口诀的时候，你们需要做的是把它放入一个恰当的霎哈
嘉瑜伽口诀——这个你给过他们了吗？ 霎哈嘉瑜伽士：不在这些书里。 Shri Mataji : 不过他们会告诉你。句式应该是这样的，无
论什么，都要编入那个完整的（句式）。我的意思是建议你们，对吗？所以你们应说我就是那个给予你们知识的人。所以你们要
使用那个特定的句式，他们会给你们。那个句式非常简单。你们必须用这些神祇的名号，用相应的神祇名号。慢慢地你会惊讶，
它能成就。你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它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但是你们要知道轮穴在哪里。` 首先，你们必须变得敏
感。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必须在你们的手指和脚趾上使用橄榄油，你们看，好好地按摩它，让你们的手指敏感。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我们的手变得粗糙。要更好的感觉它，用一些好的橄榄油好好地按摩它。有时候如果晚上你们带着手套睡，也可以软化它
。你们要让它柔软，柔软的手比较好。然后，指甲不要太长，或者剪得很糟糕这样。应当恰当。这样当你为别人按摩的时候，他
们不会被你的指甲伤到，对你们自己也是，你们不应该，尤其是右手。因为你们需要在这里用到它，比如，你有喉轮的问题[锡吕.
玛塔吉好像在用右手食指给喉轮班丹]，然后，像这样地使用你的脐轮[使用中指？]。那么，实际上重点是什么？你们要先得到自
觉。首先了解你自己，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遭遇，然后，怎样去纠正。如果你们能找出怎样去纠正，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

，最简单的事就是，找到口诀，改善自己。 好吧？这非常简单。现在，你们才刚刚见到我一天，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们将要
学到的有关自身的知识如此伟大。所以，首先获得自觉，意味着认识你自己。一旦认识了你自己，你将开始认识其他，因为我们
是集体意识。那些得到自觉的灵变得能够觉知他人。 所以，首先，如果你们想看看你们自己的生命能量，你们要像这样做班丹，
我告诉过你们，像这样。现在，我们来一起做。把你的左手朝向我。
霎哈嘉瑜伽士：像这样朝向锡吕.玛塔吉，然后划过去一次，右手手背要过头顶，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
Mataji

Shri

:现在，这就是你们的生命能量。不论是什么，现在去看看，去感受它。哪个手指热？仔细看。

现在，这是左脐轮。现在哪个手指热呢？仔细些。注意力放好。

哪一个？

听不清楚

Shri

Mataji

:

这里？（Shri

Mataji

用右手指根轮）可能他有便秘，是不是？他有便秘问题吗？ 这部分声音听不清楚 Shri Mataji :这里是肝脏，肝脏的代表（Shri
Mataji
伸出右手中指）。你们看便秘也是。所以他就是一个偏右的人，因为右边是这样。所以他要把左边移到右边去，像这样。好吗？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我只觉得有点温热和黏糊糊的，这代表什么意思？ Shri Mataji : 你有心脏问题。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这是过敏？

Shri

Mataji

:你把右手放在心脏上。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很热。

Shri

Mataji

:热？好吧，没关系，另一只手呢？什么感觉也没有，好吧。把你的左边移到右边去。从左边到右边。
霎哈嘉瑜伽士：当祂说从左边移到右边，你们照做就行了。你做的不完全对，你只是在提升左脉。 Shri Mataji :从右边获得能量。
霎哈嘉瑜伽士：刚才越过头顶了，再提升一下左边，因为要平衡。 Shri Mataji :你看这是在右边获得能量，因为右边没有任何感觉
。如果右边没有感觉，那么要做什么呢，是将你的左边提升。用右手提升有感觉的左边，然后降下，从左到右。 霎哈嘉瑜伽士：
如果你们右边有问题，如果右手的指头有问题，任何一个手指……你们从左边提起，越过头顶，然后把能量带到右边下来。然后
，再反过来，就这么简单。

Shri

Mataji

:

如果她没有...，如果你右手完全没有感觉，那么你有右边的问题。你没有感到任何生命能量吗？左手呢？感觉怎么样？
霎哈嘉瑜伽士：左边有些热......所以她需要从右边到左边，你自己做，取得平衡，那就是锡吕·玛塔吉想表达的重点。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可以换手吗？ Shri Mataji : 可以，你们可以换手做。 霎哈嘉瑜伽士：重复再做一遍，如果右手感觉异常，或
者有热气或其他什么，说明右边有损伤，那么，你要提升左边，把能量带到右边降下。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就这么做。

Shri

Mataji : 提升右边到左边，然后你们的右手象这么做。 霎哈嘉瑜伽士：如果是另外一边有感觉，就象祂说的换只手做，反过来做
，就这么简单，一直到平衡为止，持续做到感觉有效果为止。 Shri Mataji : 你以前来过我的讲座吗？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没有
Shri Mataji :这就是原因了。它才刚刚开始，你看，首先你要得到自觉，好吗？到这边来，我们先来获得自觉，你还没有得到自觉
，所以会这样。它才刚开始，我们把它成就出来。只有获得了自觉，你才能很好地感觉到它。那就是为什么右边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刚才还在想为什么。Shri Mataji :[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有感觉吗？好。左手有什么感觉？左手有凉风，右手没有。好吧，那么
，从左边移到右边。[锡吕·玛塔吉又示范一遍]不，用右手。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好的。

Shri

Mataji

:渐渐地当你开始练习，你就会知道。现在好些了吗？好，好的。他没问题。怎么样？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
瑜珈士：她想问您是身体左边还是左手变热？ Shri Mataji :可能是在左手上或者身体左边的任何部位。你是哪里变热？ Shri Mataji
:是的，左右两边可能都会变热。你是右边有热？那么，从左移到右。

Shri

Mataji

:不，不，不，左手朝着我，右手这样做，直接提升能量，然后像这样放下。不要倒回去。

Shri

Mataji

:两只手都凉？看着我。左手朝向我，像这样放，用右手将能量提起来，来到这儿，然后放下。她可以了，你没问题。 Shri Mataji
:你呢？两只手都有凉风吗？平衡，对的。你开始感觉到平衡了。这是最好的方法。

Shri

:你有喉轮的问题，没关系。把左手放在喉轮背面，这儿。右手朝着我。右手。

Mataji

Shri

Mataji

:你呢？感觉到了吗？没有？一点凉风也没感觉到吗？吃惊。你从哪个州来的？U.P.（印度北方邦Uttar Pragesh）。 [印地语谈话]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这种感觉持续多长时间？

Shri

Mataji

:

一瞬间。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平衡能保持多长时间？您自己的平衡保持多长时间？ Shri Mataji :保持？我的意思是不能为它设定时间。它可以让你永远保持，
但如果你摇摆不定，它可能会掉下一些，但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去做，对吗？现在，可以说我们正在驾驶一辆车。它会持续多久呢
？取决于你对于它的保持。[锡吕·玛塔吉指着身体说]你们正在驾驶这辆汽车，对吗？那么，怎么样？现在感觉到平衡了吗？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我吗？是的。 Shri Mataji :好的，非常好。 霎哈嘉瑜伽士：当变得不平衡的时候，你们需要去纠正它。
霎哈嘉瑜伽初学者

：所以在一天中必须要这样做吗？

Shri

Mataji

:

不，不，不，不，不。如果你们是平衡的，没有任何问题，很好，非常的好。
霎哈嘉瑜伽士：没获得自觉能感觉得到吗？您指的是平衡吗？ Shri Mataji :你们获得自觉了吗？那是第一步，是首要的。否则你还
没有进入神的国度，对吗？首先，你要得到自觉，然后，现在把手朝向我。 瑜珈士：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因为你越是把手朝向母
亲，就会有更强的能量流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需要进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是，请把手朝着母亲。
你们能感觉到手上的凉风，感觉到了吗？开始了。闭上眼睛，你呢？没有。

霎哈嘉瑜伽士：那些还没有得到自觉的，请举手。

Shri Mataji : 你们上前来，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样其他的霎哈嘉瑜伽士可以看到。来吧。现在霎哈嘉瑜伽士会指导这些人怎样得到
自觉。你们可以，你们三个，往前来。 然后霎哈嘉瑜伽士可以告诉他们。坐下，坐下。 就像这样，放你的手 Shri Mataji : 你有感
觉吗？用你的眼睛像那样做，一点点。用力地眨眼，用力眨眼，用力做三次。用力，用力眨眼，三次。好了吗？还没有？它会有

感觉的，会起作用的。看着我，看着我。

[锡吕·玛塔吉仍拿着一根蜡烛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放到她的右手前。刚得到自觉的人被

带到另一个房间，瑜珈士将在那里带他们体验。] 请带宝宝离开一下，因为每个人都在冥想。 好吧，就几分钟，就一会儿。不要
感到内疚，你们谁也不应该感到内疚。每个人都有某些问题。你只要去说:“母亲，我毫无内疚”。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无论任何
事情都不必感到内疚。无论你做过什么，现在都结束了。你现在正在进入全新的意识，进入上帝的国度。现在你已经成为了灵，
而灵是不会内疚的。
忘记今天没有和你一起来的任何人。忘了他们吧，开始做你自己吧。他们可以晚点来，你可以给到他们全部的好处。 那些有肝脏
问题的人应该吃糖，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必须吃盐。对于那些患有关节炎的人，请带一些汽油或煤油来
，如果没有，下次过来的时候可以从这些人那里拿一些。 非常感谢！享受午餐吧！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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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州悉尼 1983年3月21日

今天能在这个吉祥的日子与你们一起，能与证明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灵性上进展极之快速的澳州人一起是极之棒的。我能与我
的孩子相聚在这里，令我极之欢愉喜乐。你也知道，除了我亲生的孩子，全世界都遍布我的孩子。我们要想到今天远离我们，千
里之外的人，为他们灵性上的升进向大能的神祷告。我们只需要祷告祈求我们灵性上的升进，因为一旦你升进，就能得到其余的
一切；没有升进，就得不到你需要的。这就是为何出问题，即使是今天，来崇拜前，我也要解决一些问题。若你们都决定要有灵
性上的升进，就只要接受一切，一切神洒在你身上的祝福，令你成为祂伟大天国的子民，在那里，你不再受评判，不再受指责，
亦不再受测试，你只会在神永恒的爱和荣耀中。

十年前，我不会相信，十年间，我能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不应以其他虚假的导师来判断霎哈嘉瑜伽的进展。即使要创造一位圣人
，他也要经历上千的生命，很多人已经成为先知，对你这是件大事。让我们忘记我们内在有什么凹痕，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先知，
这个假设要确立 — 就是你们都是先知。若你能承担你是谁，会变成什么，就能散发神的荣耀。就如开的花朵，香气自动的散发流
动。只有人类有自由甚至不去承担，不把事情戏剧化，又或不承担他们做的事情。即使他们变成先知，仍然留恋他们并不是这样
，仍然处于想象中，仍然惧怕，仍然自我取向，这全是虚假的，不是你真正的本质。就像在演戏，扮成演员。有人扮演湿婆神，
他就变成湿婆神，他整个生活的风格，一切都改变了，他变成湿婆神；同一个人，若他扮演希特勒，他就变成希特勒。两者都是
虚构的人物，他们都是虚构的。

一旦你是真正的先知，你发觉自己很难成为真实的你，而是虚假的，他已经回去，不再存在，全都完结了。罪人已死，自大亦不
存在，那个惧怕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你是先知，在这个品格的荣耀里升起。不是先知，不虔敬，做着一些反神活动的人，就以为
自己是先知；但真正的先知却不想设想自己的处境，一旦你肯确认担起责任，就能变成先知。

我们今天必须克服在我们脑海里这种思维的戏法，所有虚假谬误也必须抛掉。当然就如我所说，我从未梦想过这十年间，那么多
魔鬼围绕我，诱惑我，我仍能有这样的成就。我恐怕这种情况也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虽然你们有很多障碍，很多问题，你们已
经升进，升进到一定的程度，已经变成漂亮的先知，已经转化，只要再进一小步 — 只要认定你就是这样，就能令你感觉良好。我
与我的孙女谈话，最大的那个，她只是小女孩，十一岁，她告诉她妈妈︰「我现在不能和婆婆(祖母)说话，因为她是女神，我怎能
与她谈话？我感到害羞。」这个年纪！而她的人生，就如他们说︰「她是班中的第一，她是校刊的编辑，她棒极了。」而她很谦
虚的告诉她的母亲︰「我与祖母说话会感到害羞，她是女神，我怎能与她说话？」屈告诉我，她散发着生命能量，你就是要这样
成长。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先知，你必定知道我是圣灵，我是太初之母，我第一次以这个形相降世，来做这份巨大的任务。你越明白
就越好，你会有极大的改变。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公开的说这些话，这些话我们已经说了。现在，你们要证明我就是这样。基督的门徒甚至不是有自觉的灵，
他们传扬基督教 — 不管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基督被人钉上十字架，他们孤立无援，只有十二人在挣扎奋斗，却仍奋勇抵抗。他
们都是很谦卑，极之谦卑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与基督，与母亲的分别，也知道他们与别人的分别，他们过着纯洁，以基督之名照
亮着的人生，他们不是有自觉的灵，他们洁净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保持美丽。

霎哈嘉瑜伽士承担不起有这六大敌人。首先是慈悲而不是脾气，要以慈悲取代脾气。今天是我六十岁的生日，我们要对抗我们内
在的六大敌人；其二，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做到，就是把注意力从坠落歪曲收回，你们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你们的眼睛现在好多
了，稳定了，但你们仍自我中心，仍有虚荣心，仍嫉妒，仍好胜，仍有一些潜伏的物质主义；还有一种新事在浮现，就是你们依
恋着家庭。

我们现在要转变，转成不同的用途，同样的事物可以用来做神的工作，成为帮助霎哈嘉瑜伽士的六只手。首先是愤怒，做错事时
，你要生自己的气，不要内疚，而是为做错事而对自己发怒。内疚则是不要摆脱它的最佳途径。就像货仓，储存个人的旧档案，
锁起它。因为你们的内疚，我已经受很多苦。而他们一个接一个来。当你感到内疚，要生自己气︰「我怎能感到内疚？我为何要
做这种事？我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要对自己生气而不是对别人。愤怒可以留作战争时才用，不然，当战争爆发，所有阿周那都
会放下武器。有人说︰「阿周那是伟大的战士

—

除了当战争爆发。」因此我们不要浪费精力对抗像影子般的事物，不要对影子作战。
性，性变态，要转向你的家庭，你的妻子，你现在要尊重你的贞操。什么也不是，只是贞洁，过纯洁正派的生活，不要活得像狗
，要像人类。所有注意力要变成贞洁。那是你的力量，你的保护，你与上天的联系。不是勉强而来的贞洁，而是平衡、体谅的贞
洁。与你的家庭，你的妻子，你要活得纯洁正派。妇女也一样，我要说对妇女更重要，她们不应与其他男人连手说她们丈夫的坏
话，或与教你对抗丈夫的人连手。那些对女人说她们丈夫坏话的男人，要赶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这是神圣中最神圣的地方，在
那里，你不应骚扰丈夫，没有人有这份权利。若有任何问题，让我知道。这是愚蠢的征兆。

接着，必须把虚荣变成自豪，你应因为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而自豪，真正的自豪。自豪的抬起头，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自豪永
远不会令人难受，这是值得自豪荣耀的事情。但虚荣是…实际上，自豪只是自尊的表达。乞求，借贷，模仿，这些全是源自对自
己不大了解，所以虚荣应是自豪，而自豪应是自尊的表现。

自尊与自我有很大的分别。一是真实的，一是绝对的虚假人为。男人要有男人的行为，不要像女人般温驯，像系上绳索的牛，只
到女人想他们到的地方，他们要带领社会。在印度，就权益而言，女人从不抗争，抗争的是男人，她们从不抗争，是男人抗争。
因为男人也是父亲、兄弟，他们关心女人的福祉。女人很少抗争，因为她们知道，一旦她们开展这种权术与男人竞争，就没完没
了。基本上，她们知道要与男人一起生活，就不能与他们抗争。男人却互相争斗。即使在美国，是林肯为解放女人而抗争，不是
女人。
所以你要拥有的不是自我中心，而是自豪。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而自豪，自豪你能出生在这个要执行神的工作的时刻。神拣选了
你，所以你要到达这个层次。就像我发现，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人忽然变得孤癖避世，不会原谅他们，因为神已经给了你很多。
就如有人给你一颗钻石，你很自豪，你把它戴上来炫耀。当你已被赐予你的灵，你要感到自豪，不要有循世的行为。有些人感到
︰「我现在不做什么工作，我不要外出，只坐在家中静坐。」这类人在霎哈嘉瑜伽是没有位置的。「我不能做这事。」在霎哈嘉
瑜伽士的字典里，要删除「不能」这个字，你就是不能说︰「我不能做这事情。」

自尊会给你那份霎哈嘉瑜伽需要的活力，一份谨慎，有智慧的活力，我不用再为你解决问题了。要从另一角度看待竞争和嫉妒，
要与自己竞争。你是什么，你是谁，谁获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现在要走得很快，越走越快，离开过去越远越好。霎哈嘉瑜
伽士之间不应有竞争。有时我看到叫喊，尖叫，对别人苛刻的竞争

— 巨大的竞争持续。让我们在慈悲、温和、甜美、漂亮的行

为里竞争。谁更有修养？谁更有绅士风度？谁更有深度？以某人作为你的理想典范，你认为他很有绅士风度或她很闲雅。相反，
若你视为典范的女士的行为像男人，也是不妥当的；又或男人的行为像女人，亦是不妥当；又或相反︰女人想显示男女是有分别
的，而女人必须拥有这…在霎哈嘉瑜伽，没有什么是女人或男人，没什么是女人必须这样，男人必须那样 — 因为你是灵。但遮盖
着你的东西，你的身躯，你的光，你的灯却是另一回事，要保持发光，女人要像女人，男人要像男人。就如我昨天告诉你，苹果
不应想成为芒果，芒果亦不应想成为苹果，做最好的苹果是美好的，或做最好的芒果是也美好的。
循世者，那些说「你要逃避」的人，他们的行为真的不像人类，我想是像…我不知道什么动物会有这种行为。就如当你拿救济金
，你不能变得好逸恶劳，你不能。尽可能，我不喜欢人拿救济金，这不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征兆。你们全都要辛勤工作，必须
有学历，必须是在一切之上的好人，好学生，好厨师，好母亲，好父亲，好管理人

—

我们能从哪里找到这些人，我们不能是洗碟的，能吗？

男女间的竞争必须停止。女人要有她们的位置，男人也要有他们的位置。女人必须知道，男人是她们的双手，若你是力量(Shakti)
，他们就是机器。不要透过向他们呼喊叫骂，看低他们，令他们胆怯而杀掉机器，你会失掉你应处的位置。我们要鼓励他们做神
的工作，要支持他们，照顾他们，因为他们是机器，是双手，而你是力量。当然，若双手与力量背道而驰，他们会受苦。所以孩
子和你之间应该没有竞争 — 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不应有这种竞争，要从这种想法抽离出来。必须与人分享，竞争应在分享中结
束。我们与人分享多少？我们能与人分享多少？你看，酒鬼不能坐着独自喝酒，他们必须有人与他们分享；盗贼必须有十个人一
起去偷东西。一旦说到神爱的蜜液，我们怎能独自享用？这是不能享受的，完全没有乐趣可言，所以让我们对待大家要温柔和仁
慈。想享受神爱的蜜液，应透过竞争分享而令他们取得更多的蜜液︰谁分享更多？谁更慷慨？

我们应该沈醉于物质主义漂亮的一面，你可以用手做一件物品，这比追逐钱，数算钱漂亮得多。不然你真的变得有点失常。那些
从早到晚都在数算金钱的人真的是疯子，他们常常会丢失钱，他们脑袋出了点毛病。数算你的福佑，看看生命，看看物质的漂亮
，生命是怎样运作，看看木头，我看到木头上创造出的图案，这是生命，不是沈闷孤癖的，不是死的，不是枯燥的，而是像泡沫
，你看到艺术，你看到一切都很漂亮，是神创造力量的反映，是神为了令你快乐而向你散发的喜乐，当你成为物质的奴隶，祂却
从不需要什么，你才是主人。

最后是你对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你的…的执着依恋。不管我拥有什么，都不是「我」的。我的房子，不是「我」的。我
的、我、我，「我」全都要放弃，要摧毁，取而代之，你应说「我们」。 「我们」是一个好名词，我多次说「我们」。人们开始
奇怪他们怎样…有人问我︰「母亲，当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从你说「我们」时的态度，你怎能让我们感到我们是一体？
」我说︰「为何不能？」你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是「我们」吗？我的手指会否与我的手分开？若你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那么我就要说「我们」，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集体存在体就坐在这里。所以我们说话要说「我们」而不是「我」、「我的」。当
你说自己，要以第三者身份来说。例如你可以说︰「这个Nirmala (涅玛拉)要去伦敦。」这是事实，因为这个身体要去伦敦，但我
的心却仍然留在这里，所以说我要走不是真的，若我是太初之母，我要往哪里去？我哪里也不去，我是无处不在的，我能到哪里
？没有任何地方我不能住，只有地狱我不想去。所以我说的是︰「这个Nirmala(涅玛拉)现在要走，离开澳州，我明天要走。」什
么发生了？只是这个身躯在移动，就这样，就像这样。你开始说你的身体，我的思维，某先生的思维，诸如此类。最好是称呼自
己为先生，或太太或小姐。「小姐，现在可以站起来吗？」最好称呼自己。孩子就是这样说话，像在说第三者。你会很惊讶，你
会看到整件事情背后的把戏，也会知道怎样取笑自己。「噢！所以，先生，来吧，现在他有这样的行为。」你真的变成自己的导
师，因为你知道怎样处理这个躯体，它会给你成熟的感觉。

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妻子，当然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但要为别人的孩子比为自己的孩子做
得更多。这种完全认同你的孩子，过分保护他们，会带给你麻烦。你要相信你的家庭是你父亲的家庭，而你的母亲在照顾它。若
你认为你能照顾好家庭，照办吧！因此对家庭，不要过份保护，不要太担忧，也不要太失望，要保持喜欢与人交往的品性，那么
你的孩子就不会变成这样。告诉他们怎样与人分享，若孩子跌倒，叫其他孩子来帮忙。你要从游戏中向孩子展示，一个孩子不懂
正常的行走，其他孩子怎样找方法来帮助他，透过戏剧、说故事，不同的事物来教导他们什么是美善。即使完全没想过要帮忙，
你也要帮忙，这是乐趣，是特权，是极大的荣耀，你能做到。你要完全改变想法。很多人惯于先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是荒谬的，
绝对庸俗，只能显示坏的教养。必须先照顾别人，才到你的家庭。把一些物品留给你的孩子，为你的孩子藏起一些食物，这全是
井底之蛙的征兆，摆脱这些吧。试试看，男人组成男子组，女人组成女子组，那么女人就不会有太多来自男人的指示，这是不恰
当的。我曾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不明白这些事情怎样成就。一方面，你感到你对家庭力有不及，你的丈夫也力有不及，因此
，你必须完全隔离其他事情；另一方面，你完全放弃丈夫，他不好，婚姻不成功，却忠于某些应该是更高会摧毁你的目标。两者
都是不好的。应该是当这是对的，你才支持丈夫或妻子或孩子。很明显，你不应这样做，显然你不应这样做。若你告诉你的孩子
︰「好吧，我明白，但我不想公开这样做。」人们也不应知道他是你的孩子。他要与其他孩子混合，与其他孩子共处，与其他孩
子分享 — 霎哈嘉瑜伽士就是要这样。

你们也知道，对我而言，到目前为止，我连自己的孩子也未有给自觉，你相信吗？更何况灵量的知识，你可以教导他们。我知道
我可以随时给他们自觉，但我完全没有时间给他们，没有时间给他们。你看看，我花了多小时间在我的女儿身上？很少，一整年
，今年我只有三天在这里与她们一起。这个时刻最重要的是关系，是霎哈嘉瑜伽与霎哈嘉瑜伽士的关系。我见过一些霎哈嘉瑜伽
士写信给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比写给霎哈嘉瑜伽士多，这很令人惊讶 — 写给他们的父亲而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要开始写信给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住在伦敦的人，你们有多少人写过信给伦敦的人？你们有否交朋友或什么？没有这种事，他
们忙于应付自己的问题，没有费心去创造爱的联系，就像他们对霎哈嘉瑜伽不感兴趣。他们留在伦敦的静室，你们多少人写过信
给他们，给伦敦人？你们写了多少封信？现在你与他们在这个活动相遇，你们有多少人有写信给他们，保持联络？写一封信要花
多少时间？不多。

我希望你们今天回家后，都要写有关今天的寿辰，怎样漂亮的庆祝的信，不是给你的家人，不是给你的人，而是给其他人，他们
全都完结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你写信给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事情的主持。就如你写信给葛莱瓜，又或你写信给意大利的
鲁，你可以写信给日内瓦的Genevieve ，你见过他们，你应写信给他们！女士写信给女士，男士写信给男士，Arneau 是在洛桑市
(瑞士)。为何不写信给他？他在哪里。你知否他妻子要到美国生孩子？我们要很亲密的知道大家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的事情，连
细节也知道。就是这样︰你要让自己淹没在爱中。明天你到美国或到其中一个刚说过的地方，那里你兄弟姊妹的关系已经建立好
，写信告诉他们有关你的母亲，你想着什么。你只写信给我而从不互相通信，不要写太长的信，特别是给我的信，只写美好甜美
的，富诗意的信，他们会感到快乐，这就像赠送鲜花，从送花取得灵感，这会是个好主意。

因此，我们会克服这六大敌人，让它们成为你的奴隶，还要利用它们来达至你的目标，那么它们就变得了不起，会成为你的助手
，成为你的军队的指挥官，它们会是你的装饰，全都在你掌握之中。透过智慧，你要这样做。在这个时刻，这个年纪，我已经到
达 — 我常常在这里，同一年纪，我常常像这样成熟，也像孩子，亦像年青的女孩，像年老的女人，所有年纪的结合，每一年，每
一时刻。我肯定对理解人类很成熟老练，就对人类的知识而言，我肯定有更好的理解和成熟度，因为他们

—

当我出生时，对我，他们是陌生人 ，只是陌生人。试想像，太初之母这样说，这却是事实！虽然我创造你们，我绝对是陌生人，
但现在我已经成长，已经对你们有很好的认识，我知道你是我的孩子，知道你们有多爱我，多接近我。

「谁哭得那么厉害？」「母亲，他要上厕所。」「带他走吧。」「他想我与他一起走，我想告诉他，他要自己去，但…。」「让
他走，我认为这个孩子很固执。」「他想我与他一起走，就这样。」「这是亡灵附体，对吗？」「啊！」「你不能叫他走，他不
会听，最好走吧，看，好吧，把他放下来，该怎么辨，你要明白，他们是很固执，他们是亡灵，这样一个大男孩不能独自上厕所

，只去干扰他，就这样。」

你真的要打他两巴掌，若你打他两巴掌，附在他身上的亡灵会走，必须打他两巴掌。下次他就不会再这样，你要明白，这一次，
你要打他，不要太大力，只要让他知道你不喜欢他这样，有时亡灵只会在被打下才离开，我曾见过这种情况，特别是孩子。在他
面上打两巴掌，他们就会妥当，因为他们有亡灵，亡灵要走。

不管我昨天告诉你有关孩子什么，要小心，你要让孩子在霎哈嘉瑜伽成为资产而不是负债，所以要好好的训练他们，养育他们，
他们值得好好管教，好好处理应付。开始时，你要很严格，若他们犯错，要惩罚他们，那么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
旦他们长大成人，你会很惊讶于他们是何等的有用。他们一些人是很好的孩子，但若有太多坏孩子，也可能影响好的孩子，所以
最好鼓励好的、甜美的孩子。

我想起我年青时，孩童时和我的梦想，它们是怎样成真，不管我有什么梦想都是超越我的想象，都已经过去了。我关心的是你不
再需要我，我已经告诉你该怎样辅导别人，我已经教导了你的方法，怎样救赎别人，安慰他们，你知道一切。现在只要成为这种
艺术的导师，忘记过去，你们全是了不起的人，所有人。所以明年，我应看到你们是坐在座位上，不是坐在我的大腿上，教导你
的孩子，让第二代开展吧，第一代已经准备好，现在第二代要来，你要照顾第二代。我想成为了不起孙儿的真正祖母，这是份特
权，真正的提升和成熟。看看这场雨(雨在倾泻而下)，它要令帕拉马塔河(悉尼的河流)泛滥，因为我现在说︰「我是圣灵。」每个
人看来都极之快乐，极之喜乐。

很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想想遍布全世界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所有人。今天我想我们应发一些电报，可以的话，发十二份电
报到所有中心，说︰「我们很喜乐的庆祝母亲的六十岁大寿，她祝福你们。」或类似的贺词，他们会很高兴。根据印度的历法，
应是六十一岁寿辰，因为我出生那天也是生日，真正的生日，所以他们称这为六十一岁，在印度，我们会有很大的庆祝活动。

你们是特别受人喜爱的人，我希望你们也特别喜欢我。今天，我希望你们都会肩负新的角色，新的生活方式，变得温和，不是温
顺的男人而是温和的人，温顺的女人，女人要更加温顺，喜欢持家，他们看来很美好，他们会变得温和，会笑得更好，他们创造
了这份喜乐，我们在这里创造喜乐，不是享受虚假的权利，而是创造喜乐。我们创造了多少喜乐？给了人多少喜乐？

所以今天在这伟大的场合，我们要感觉内心的喜乐，我们内在深层有这份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深入内在，感觉你六十岁的母
亲内在拥有的喜乐，深入内在，就在那里，享受它，把它给别人，你要给予的是像喷泉般的喜乐。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向所有国家宣布︰「我是圣灵，我为这个特别的时刻来临 — 救赎的时刻。」

香港集体翻译

1983-0505, 顶轮日崇拜
View online.
顶轮日崇拜 1983年5月5日印度 孟买 我在此代表所有人向在孟买负责主办的霎哈嘉瑜伽士们，感谢他们尽心的安排。我自己也深
深感谢他们。他们为我们选择这美丽的地方。这也是神的恩赐，此刻，坐在同样的树下，我将再度讲述顶轮。14年前（或者我们
也可以说已经度过了13年，现在正迈入第14个年头开启顶轮这伟大任务已在世间完成。在每个顶轮日，我反复地告诉你们很多次
，关于它如何发生，如何成就，以及它的重要性。 但这第14个生日非常重要，因为人们活在这14个阶段之中，在他越过这第14个
阶段的那一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今天霎哈嘉瑜伽也已经成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同样地，神在我们之内
创造了14个阶段。如果你简单地去算算它们，你知道有我们体内有7轮。除此之外，还有2个轮穴，你们不常谈论它们——那是月
轮（Lalita

Chakra），以及日轮（Shri

Chakra）。还有明善轮（Hamsa

Chakra）。

所以这是另外3个——7加3是10。然后，在顶轮之上还有4个轮穴，我也告诉过你们——它们是 ARDHA-BINDU，BINDU，VALA
YA，以及PRADAKSHINA。这是4个轮穴。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在你们的顶轮开启之后，你们必须要越过这4个轮穴——AR
DHA-BINDU，BINDU，VALAYA，以及PRADAKSHINA。只有在你越过这4个轮穴之后，你才可以说你已经成为一位霎哈嘉瑜伽
士。

如果你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穿越14个阶段以达到顶轮。如果你们把它们分开来看，那是位于左脉中的7轮，以及

位于右脉的7轮。当人向上升进，他不是笔直向上。他先到左再往右，然后再到左、再到右。当灵量上升时也是如此，将她自己分
作两部分。如果我以这两条绳索为例，你们可以了解为何如此。这两条绳索并列一起，在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交叉两次。（锡吕
．玛塔吉女士在此解释灵量沿着左脉与右脉上升；并在每个轮穴处交叉出四个绳圈——两两反向——顺时针方向与逆时针方向）
）。 当灵量上升，你可以看到轮穴在右边或是在左边有阻塞。虽然只有单一的灵量，但在每个轮穴你都看到这两部分——因此你
知道左或右有阻塞。所以，在我们体内，如果每个轮穴都分为这两部分——左与右——那么7乘以2是14。同样地，在到达顶轮之
前， 体内的14个阶段必须先被穿越。如果你们能够了解——这7轮穴与7个轮穴之上的——这样也同样造就出14个阶段。 因此在
灵量的知识（Shastra）中，「14」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充分体认到，唯有在超越这14个阶段
，我们才能真正有资格得到霎哈嘉瑜伽的祝福。 我们要不停向前迈进。而且，如同我们吸收它一般，也要完完全全浸染于Rajana
与Birajana之中。这两个字，我之前也同你们说过许多次。但特别在今天，我们在顶轮日应当要了解何为Rajana（自由运用、精
通），何为Birajana（承担责任）。 现在，你们正坐着，你们看看这些树。这些树是产Shriphala的树，Nariyal也被叫做Shriphala
，椰子被称为Shriphala。Shriphala，也就是椰子——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认真地思考过它，但它确实值得认真思考——为何它被
称为Shriphala？它只沿着海岸生长，而不在其他地方生长。最好的椰子是长在海边。这是因为，海洋即是正法（Dharma），在
正法存在的任何地方，唯有在这样的地方，椰子才会结实累累。椰子不会生长在没有正法的地方。 但海洋包含了一切。一切洁净
与脏污、一切都在海洋之中。海水也充满了盐，它其中含盐。耶稣基督曾经这么说：「你们是大地的盐。」意思是，你们可以进
入所有事物之中。你们可以给予所有事物滋味。「你们是盐」——没有盐，人不能生存。我们摄取生命能量（prana-shakti），如
果我们内在缺乏盐分，甚至生命能量也无法作用。它是催化剂。而这盐——它完全妥当地安排使我们得以生存，生存在这世上、
生存在这幻相世界（prapancha）之中。没有盐，人将毫无用处。 但当椰子朝着宇宙大我（Paramatma）生长，它会将所有盐份
留在低处——所有事物都会被留下。当阳光洒落在树梢，随着阳光洒下，开始了蒸散作用，椰子叶子中与整棵树之中的树液都会
被向上吸附——然后，水份沿着树干向上流动；留下一切。穿过这14阶段，然后当它到达顶端，便成为椰子。你们便是那同样的
椰子。将椰子奉献给女神是很重要的。若没献上椰子给女神，崇拜不能视为完满（Sampanna）。 椰子也以不寻常的方式组成。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果实（phala）像椰子这般。椰子树没有任何一处被弃置不用。它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供人使用。从叶子开始到每
一部分都可以被使用。而椰子本身——每一部分都被使用。你们可以发现椰子就像人类的顶轮。我们有头发，同样地椰子也有毛
发。「顶轮是椰子。」外部有头发作为保护。是头发保护我们免于死亡。所以头发被极度尊重；头发是非常伟大而有力量的——
它们保护你。你被它们所保护。而在其内，如同我们有头盖骨，椰子也有，你们看，椰子之内有一层坚硬的壳位于外侧，像这样
，在那之外，内部我们有灰质跟白质——我们脑内有这两样东西。椰子内部也是如此，你们看，白质与灰质⋯⋯而在其中是水，
也就是我们脑中的脑脊液。在椰子之内也有水——那是边缘系统。 所以这真正的椰子，它本身即是——对椰子树而言这是果实。
对我们而言，我们的脑袋是我们整个进化过程的果实。无论我们目前进化到何处——从阿米巴，直到现在我们成为人类——我们
经历了这一切，造就了这脑袋。由这脑袋，一切——无论我们拥有什么——都是透过脑袋。在这其中有所有的力量；各式各样。
其中收藏我们得到的一切财富。 现在，灵（Atma, spirit）居住于心中，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祂的光芒在我们体内的七个层次
中传扬，同时发生在两侧，这只在当一个人的顶轮打开后才有可能。 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持续用我们的头脑做着相同的工作。在
得到自觉之前，藉由自我与超我，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事例外。自我与超我，或者你们可以说「manas」与自我
——藉由这两者的帮助，我们完成我们全部的工作。 但在得到自觉之后，我们是藉由灵的帮助来工作。灵在自觉前居住于心中，
完全抽离，静观一切。祂的工作是：不论祂处于何种境地，祂只是静观，祂持续运作。但是祂的光不在我们的注意力（Chitta）之
中，祂与我们分离。祂不在我们的注意力之中。在自觉之后，祂进入我们的注意力之中，这是最先发生的事。首先祂进入我们的
注意力之中。而注意力，如同你们所知，位于幻海之中。在这之后，祂的光进入真理之中，因为随着这光进入我们脑中（脑部得

到觉醒），我们从而明了真理。 「明了」不是指我们经由思维去了解，而是在真实（Saksha）中领会到「这是真理」。在此之后
，可以在心中看见祂的光芒。心变的深邃、心开始扩展、开始变得浩瀚，心所具备的爱的力量逐渐增强。此所以是sacchiananda
——真理（Sat）、注意力（Chitta）、以及喜乐（Anand）。我们脑中的真理、我们正法中的注意力、我们灵体中的喜乐——开
始得到觉醒。 一开始祂的光芒缓缓扩散，你们都知道。祂的光芒缓慢地、缓慢地增加，这是很精微的。一开始非常微小，因为在
我们粗糙的生活范畴中，很难去觉察到这精微。逐渐地这觉察的能力也逐渐培养。在此之后你们开始成长、进步。 随着顶轮一幕
的开启，灵量向上提升。但这时祂的光芒还未能照亮各处。灵量向上升起，而你们向至高湿婆神的宝座致敬。在你们之内，灵的
光芒开始朦朦胧胧地流动。但它还未在这头脑中完全闪耀。现在，出人意料的是，如果你们想要藉由你们的头脑扩展这光芒，你
们办不到。 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心——现在这两者间必须展现完美的平衡。你们应明白，当你们运用思维工作过度，心会衰竭。
而当你们过度倚赖心去工作，头脑会衰竭。他们之间是息息相关，这关系存在已久，这是非常深远的关系。也因为这深奥的关系
，当你们得到自觉之后，他们的关系必须更深邃。心与脑的关系应当要「非常」深邃。当他们彻底合而为一那刻，你们的注意力
完全与至高神合而为一（Parameshwar-Swarup）。

哈达瑜伽中也提到这非凡的事，即超我（Manas）与自我（Ahamkara）都

完全消失（Laya）。但只是这样说明没有人能够了解。如何才能促使自我与超我瓦解？结果他们试图藉由打击超我、打击自我去
达成。但如果你打击自我，你便助长超我；如果你打击超我，你便助长了自我。他们就是不能明白这行为的癫狂，以及这样做最
终会到达何处？ 如何战胜自我与超我？唯一的出路是额轮。藉由运作额轮，自我与超我两者皆会消弭于无形。而正当它们瓦解之
际，心与脑首先建立起完全的和谐。但是尚未合而为一。「我们所要达成的是这合一。」因此，你们的心，心本身成为了顶轮，
而你们的顶轮，顶轮本身成为了心。你所想的皆在你心中；而你也只思及心中的一切。当你们达到这般的境界，之后，任何怀疑
、任何不相信、任何恐惧，都将不复存在。正如同当人恐惧时，是什么作用于他呢？他被头脑所教导：「看清楚，没有什么好怕
的。看清楚，你为了这无用的事而恐惧。现在点起一道光来看清楚。」然后，虽然这样经过头脑去理解，他仍然是惧怕。 但当这
两者合一时，你们要尝试去了解这一点：你们用头脑来思考，来使思维理解，并观照思维。如果头脑本身成为思维，意思是，想
象有这么一件工具，它同时具备自动加速器与煞车，而且两者是一体的。无论何时，只要它需要，它可以随时成为煞车；无论何
时，只要它需要，它可以随时成为加速器——此外，它还无所不知。 当达到这样的阶段，你们便成为完全的导师（Guru）。这样
的境界是我们一定要去达到的。迄今，你们已经大有进展，你们已经到达相当高的程度。毋庸置疑地，现在应该要这样对你们说
：你们现在已经成为椰子。但是我总是述及更进一步会是如何。因为，假如要爬这棵树，该怎么做？你们看过人们怎么爬上树的
吗？如果你们请一个人爬树，然后观察他，你们会发现他把一条绳索环绕身体绑好，然后一步一步把绳索往高处钩。当绳索在高
处套稳，之后，借着它的助力，人往上爬。同样地，当我们向上爬，我们自己的绳索必须要持续钩在更高处。只有当你们学到这
方法，你们才能快速往上爬。但我们却多半持续把绳索朝下钩。甚至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我们把绳索钩在低处，然后说：「
母亲，我们一点都没有进步。」当你们把绳索朝反方向钩并且准备向下爬，此时如何能有任何进步？当往下时，你们甚至不需要
钩绳索，你们只要把绳索稍稍放松，然后「咻！」你们陡然下落。要掉落，你们毋须做任何安排。只有在往上爬的时候，你们才
需要做安排准备。所以，要成为杰出的人，必须要勤奋努力地工作。而失去已成就的一切，不需费任何功夫，你们就直接坠地，
毋庸置疑。 如果你们明了这点，接下来你们会了解「永远将你们的视线望向高处」。如果你站在阶梯的任何一阶，但是你望向高
处，那么这个人会高于那站在较高阶，却望向低处的人。这就是为何有时候甚至非常资深的霎哈嘉瑜伽士会突然地坠落。人们说
：「母亲，他（或她）是如此资深的霎哈嘉瑜伽士，这么多年来一直跟随您，做了这，做了那。」但是他们的视线总是维持在低
处，那我又能怎么办？如果视线望向低处，他们会往下掉落。 视线应该要总是望向高处。此时甚至要看这果实（椰子），你们得
抬头仰望。就连它们的视野也望向高处。它们全体的视野都望向高处，因为若不将它们的视野维持在高处，它们知道它们将无法
得到阳光（Surya）以及完成这工作，它们也不能成为椰子。要仔细地观察树，并了解它们。你们可以从一棵树中学习到很多关于
霎哈嘉瑜伽的事情。它们是你们非常伟大的导师。同样地，当我们看一棵树，我们应该先观察它如何扎根。首先，它观照并且固
定它的根。要去观照并且固定根，它做了什么？它持续深入向下扎根。这是我们的正法，这是我们的注意力。在这正法中，它持
续深入。在这注意力中，它吸取无所不在的能量。这是棵颠倒的树——这样形容比较贴切。这些根开始吸收无所不在的能量；而
在吸收之后，究竟它要做些什么？之后它的视线往更处看——椰子由此而生。 你们的顶轮也像这非凡的椰子——对母亲而言极度
珍贵，而这非凡的椰子应该要献给祂。很多人昨天对我说：「母亲，我们感觉到生命能量的清凉，在我们的双手与双脚之中，但
不在顶轮。」「是谁驻足在那？」只要明了这点；这清凉由此处而来(清凉即会从此处出来)。而那位，正坐在那里，是「一切」的
「果实」。这树的根，固定于底下的土壤中，它们也从此土壤中生长出。它的树干、它辛勤的工作、它的演化——所有的这一切
终将结为果实。那果实之中涵盖了所有的一切。你们把果实种入土壤之中，这一切会再度生长出来。(「它是一切的意义，它是一
切的终点」)。在整个世界中，无论神已成就哪些工作，「它是一切的意义，它是一切的终点」。迄今祂所完成的所有工作，它们
完整的形式，它们的成果就是我们今日的摩诃瑜伽！而它的主要神祇（Swamini, Presiding Deity）是谁——你们是知道的！ 所以
，你们在这吉祥的时刻来到这世上，并且获得它。你们应当感到深受祝福，并且且当像这椰子般。你们应当在奉献中顺服。只有
当果实成熟时，它才会被摘下来——要不然它一毫无用处。在它成熟之前，它不能被供奉给母亲。所以，要发展成熟，除去幼稚
。如果继续幼稚下去，你们会一直黏在树上。但若要用于供奉，那紧黏在树上的果子又有何用处呢？当它可以从树上摘下，然后
供奉，唯有此时崇拜才算完满。所以，要了解霎哈嘉瑜伽，这些矗立在你们面前，真正（Sakshat）的椰子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意象
。这真是极大的祝福，今天我们齐聚于此，在这辉煌的庆典之中，这些椰子树也在陪伴着我们。它们也在赞颂（nadita）一切，

它们也在跃动（Spandita），它们也聆听着同样的旋律，并且随之起舞。它们也了解整件事的重要性。 同样地你们也拥有椰子，
要使它完全成熟。你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成熟，那就是必须与内心和谐一致。重要的是要与你们的心合一。心与头脑再也没
有分别。我们在心中祈求，而在脑中成就。只有当此二者合一之时，你们才能完全受益。 现今，对一般人而言，霎哈嘉瑜伽非常
神秘。他们不能了解，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只能到那种阶段。在那里活动。但是你们的阶段不同。你们必须活在「你们自己的」
阶段之中。当你们看着别人，多半会充满怜悯，因为，这些可怜的人会如何？他们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要前往何处？他们不明了
。他们的阶段到哪里？他们会落在什么样的路上？体认到此，你们要试图去了解：如果藉由对他们解说，他们能够了解霎哈嘉瑜
伽，那非常好，试着去让他们了解。但如果他们不理不睬，我们在他们面前就算是打破头也没有用。 打破一个人的椰子是没有用
的。好好地保护它。它的工作比这个重要得太多太多。你们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得到它，应将它保持在那较高的层次中。而
只有在达到这完满的、美妙的、独特的境界，你们才能认为自己是被祝福的。所以，我们不用为了无意义的事情打破头。不需要
去跟任何人争论。但是你们必须维持自身的阶段，绝不能掉落。 除非你们达成内在完全的顺服，在达到此之前，你们都尚未在霎
哈嘉瑜伽中抵达目标。没有吸收到该吸收到的一切，没有获得应该要发生的成长，没有达成你们应当精通的一切以及完全的成长
，而你们陷入错误的观念之中。因此，你们不应该再错误地认定：「我已经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或诸如此类。当你们变
得非常伟大，你们会谦卑，你们会时时自动地保持谦卑。 看看这些树，风从反方向吹来。当风从这个方向吹来，这些树应该要向
这边弯才对。但这些树弯向何方？你们曾经留意过所有的树都朝向那个方向吗？为什么？风从这边吹来，推着它们，为何这些树
仍是弯身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如果不起风，人不知道这些树可以再弯的多低！因为它们知道海洋给予一切，所以这些树虔敬地、
极度谦卑地恭迎它。而这「给予者」是「正法」。这正法存于我们内里之中。唯有当其完全觉醒、开始彻底展现，此时我们内在
的椰子才会变得甜美、美丽、滋养。而这时全世界会认识你们，藉由你们的本身来认识，而非藉由其他途径。 现在，现在你们已
经庆祝了14次的顶轮生日。还有多少年你们会去庆祝呢？直到这次的顶轮日，每当你们庆祝它的生日，你们的顶轮都随之开启、
并且成长。 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任何事情上失去你们对自己的控制，这都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举止。霎哈嘉瑜伽士应当要勇气十
足地朝他的道路向前迈进。不计其数的阻碍——亲属、家庭、这个、那个，所有这些荒谬的牵制，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已经
跟随你们上千次了。在此生你们必须成就。而当你们成就的过程中，如果其他人也随之得到，那他们是受祝福的，这是他们的福
份。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你要徒手把他们拉拔起来吗？ 就好比说，如果你到海边，脚上系着巨大的石块，然后你要求海洋说：「
啊，先生，带我游到彼岸吧。」海洋会这么回答：「先把系在你脚上的石块拿掉，要不然我怎能带你渡过？」你对你脚上系上的
这些大石块)，去除掉它们会比较好。如果你不能切断它们，那么至少要这么做——让自己远离它们。 你们在脚上绑着种种诸如此
类的事物——你们挣脱它们、向上升进。告诉他们：「去吧，去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但这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有这么多
诸如此类的邪灵（bandhas），而执着于这些无益的邪灵是毫无用处的。 看看这些树如何把这样沉重的果实维持在这么高的地方
。这果实有多么重——它内含水分。树把果实维持在这么高的地方，同样地你们要把你们的头维持在高处，而当你们把头维持在
高处时，要谨记头必须要恭敬地鞠向海洋——海洋是正法的象征，要虔敬地、极度谦卑地向正法鞠躬。 许多霎哈嘉瑜伽士完全不
明白，除非我们在正法中完全安身立命，我们就是无法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继续犯下各种错误。举例来说许多人吸食烟草、
抽烟、喝酒、持续地做尽这些事。然后他们说：「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没有进步。」这样如何能有进步？是你们自己在掌管着自
己的生活。 在霎哈嘉瑜伽中还有一些小规矩——非常简单明了的小规矩——你们被赋予力量去执行它们。你们在日常行为举止中
完全地展现它们。但最重要的是要如同虔敬、奉献、谦卑般鞠躬弯身的树，并且让爱从内在放出光芒。当你们将爱奉献给至高神
，你们能从至高神那儿获得一切。我们应当铭记在心，我们对所有人皆有爱。 最后，应当要这么说，头脑，或者说是顶轮，如果
没有爱，我便不在那儿。脑中应当只想着爱、只想着如何做才能去展现、去散发这爱。如果你们深刻地展现。你们会知道我正说
着同一件事：「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心充满爱」。我们应当只想着：「无论我在做什么，这是否源自于爱？我做的一切是否都源自
于爱？我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是否都在爱中成就？」你们甚至可以在爱中打某人——这不会造成伤害。如果有过错，我们
可以打此人。但是，这是出于爱吗？ 女神诛杀这么多邪魔（Rakshasas），她的杀戮也是出自于爱。甚至连他们也被女神所爱。
所以，为了不让他们从罗剎魔（Rakshas）更加恶化成为大罗剎魔（Maharakshas），也为了爱她的信徒，为了拯救他们，她诛
杀邪魔。这无穷尽的力量（Anant Shakti）也只是爱的展现。 对他们真正有益（hita）的是爱。因此，你们是否在展现这对他们真
正有益的爱？这须被谨慎思量。假如你们真是这样在做，那么你们已经达成并具备我一直在说的那件事，即是那应该要达成的合
一。因此那合一已经在你内里建立。只有这唯一的力量（Shakti），我们称此为爱，也只有这爱可以让所有事物变得美丽、均衡
、完全地井然有序。 那些冷漠的思想没有任何意义。而你们知道冷漠的思想只从自我而来。而第二种从超我而来的思想也许外表
看起来漂亮，但是内在相当空乏。因此，一种是肮脏但冷漠，另外一种是看起来漂亮但无法给予任何喜乐（Neeras），是完全的
空洞。一个是毫无喜悦，而另一个是相当空洞。这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和谐，因为它们恰恰相反。 但在得到自觉之后，在
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所有阻碍尽皆消融，而这看似对立的两件事变得彷佛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向。这应当在你们内在之中发
生。唯有当这在我们内在发生的那一天，我们才能认为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地庆祝顶轮的第14个生日。 愿神祝福你们！ 在这一吉祥
的场合里，我代表自己、代表所有神祇（Devatas）、代表宇宙大我（PARAMATMA），给予你们全体永恒的祝福（Anant
Ashirv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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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这里没有雨，我们到过墨尔本的海边，我告诉他们，能到墨尔本真的很美妙。我

们到海边，造了一个格涅沙，他们造了一个湿婆神，他们敬拜…他们也造了一个灵量。接着他们祷告，雨就不停的下，滂沱大雨
，盛满一个又一个的水桶，我从未见过这种像从水桶倾泻而下的雨。在悉尼，一天下了四寸雨，你相信吗。崇拜在哪里举行，在
我的生日，里里外外都满是一桶一桶的水。曾经有干旱，他们很害怕。 瑜伽士︰母亲，我们听说整个帐篷倒下来。 母亲在笑。
瑜伽士︰罗伯告诉我们，因为太多雨。 你看，霎哈嘉瑜伽士很享受，他们怎样玩把戏，河水上涨，水流进所有酒吧，把一切都冲
掉，水流进去，冲走所有酒瓶，冲走一切，你看到有些空酒瓶浮着，塑料的酒瓶在浮浮沉沉，水冲掉一切。但水却只流进酒吧里
，所以报章说，雨下得极大但河流却很谨慎。

在我到阿德莱德(澳洲南部城市)前，山火已经爆发。阿德莱德烧得很严重，他们形

容火也很慎重，他们看到火球在山上升起，进入一些房屋，避开一些房屋，一些房屋完全烧毁，一些却没事。没受影响的人来我
的讲座说，我们现在知道为何得救，他们看到火球，你能想象火球来自某处，我是说他们不知道火球往哪里去，大大的火球在山
上滚动，他们能看到火球在山上滚动，滚进房子里，他们就是不明白火发生了什么？但最好就是冲掉酒吧，因为河边通常都有很
多酒吧，他们冲掉人们用作晒太阳的东西，看，这些垫子，太阳垫。清洗一切，再带进来。我真的很享受，霎哈嘉瑜伽士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有这种情况。 他们问我，为何神生我们气。你看看阿德莱德，对澳洲人而言，阿德莱德就像巴黎，很杂乱滥交，各
种污秽，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就如苏豪区，因此，火选择了阿德莱德，把它完全烧掉。当我去看，全是黑的，没剩下
什么，全是黑的，没有草，一条草也没剩下。真的很令人惊讶，这所房子烧毁了，那所却没有，你能清楚的看到，一旦起火，全
都烧焦，我不知道怎会连砖块也烧黑，完全烧成炭黑。大自然有时怎样喘息呼吸是很有趣的。就如有一次我到Guntur(印度城镇)
，我告诉他们不要再种烟草，他们把烟草出口往英国，你能想象吗！而他们的房子里，全是英国的地砖和英式的…你怎样称旧式
的大淋浴间，你只要站着，水就如季候雨般下。他们的房子有来自英国的浴缸，英国的货品，就是因为出口了烟草。所以我说，
你不应这样做，他们答︰母亲，我们是把烟草买给英国人，不是印度人。我说︰仍然不应这样做，这样做是错的，你在做同样的
错事。接着什么发生了，我告诉他们，若你们种烟草，这不好，不管他们是卖给英国人或印度人，都是种罪孽。你不应这样做，
为什么要种烟草，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种棉花，种埃及棉花。 有些人很认真听我的话，有些人很生气。当我来时，有五十部车来迎
接我，当我走时，只有两三个人来看我，他们很生气，我警告他们，若你们再这样，海洋就在你们附近，水会来，它生你们气，
你要听我的话，他们很生我气，不来看我。现在什么发生了？同一年，有一个台风吹来，哪里从没台风来过，造成很大的破坏，
他们的农作物都受破坏，不能再种烟草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停止进口这个地方的烟草，这是双重打击。但种棉花的人却完
全没事，海的咸水流进他们的田地，令他们不能再种烟草。他们说从未有这种经历。之后他们来德里问我︰「母亲，你要再来，
我们很抱歉我们做过的事情。」我说︰现在我什么也不会做，真的破坏得很厉害，我从未想过任何破坏，是你们带来的，我只可
以告诉你，海生气了。他们说事情发生得太快，我说︰不太快，因为你们至少有八个月作出改变，试想像！出口烟草给英国，只
为要买浴缸，他们有种自卑的情结，以为像英国人般拥有浴缸，他们的品格就能变得高尚，为此而出售烟草给你们(英国)，试想像
！ 你会看到，全都暴露出来。我说一切都会揭露出来。我很高兴有一个节目谈及这种因滥交而来的可怕疾病，现在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常常开我玩笑，说我是维多利亚女王（老派的人），这样那样，现在让他们知道这代表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很警觉。你告
诉我…她告诉我英国有一万人受这种病之苦，你能相信吗，一万人，他们却常常称呼我为维多利亚女王（老派的人）。 锡吕‧玛塔
吉向霎哈嘉瑜伽士说︰纳文来了吗？什么时候？就如我所说，一百岁，来这里，拿崇拜的物品，我想我们应打开其他衣物，某种
旧毛巾，把毛巾放在这里，盖着这里(瑜伽士︰母亲，水给你，拿着奶。)我没有把银的thaali给你，有吗？我必定是把它给了其他
中心…来自同一所店铺，纯银的…他们全都在这里。珍到了吗？(瑜伽士︰在外面。)叫他们全进来，你可以向前移一点，为何这里
不也放一点…(瑜伽士︰母亲，它刚来。)

你看到这些线吗？能量线，试想像，哈！黄道带线，这些是形成黄道带的能量线？我也

不知道。什么是黄道带星座，那一个星座在这里，全部十二个都在，在圆圈里。(瑜伽士︰是)。你用磁石发现它们？(瑜伽士︰我
想我们是用灵摆(dowsing) 发现很多。)用灵摆。他们发现它。(瑜伽士︰追踪旧的界线，航道和界线之间…)。实际上，若你拿一块
磁石，它会向着某一点，你跟随这一点，就形成一条线，这是最好的科学方法，灵摆不一样，什么是磁石，你看，在某一点，磁
力线很强。这种吸力是大地之母的精粹，表现出来，我是说频率，频率有吸力，所以频率来自磁石。这种大地之母的磁力以线状
来移动，你看，它不移动，只有在频率点，它才移动散开，不然它只会以线条形式起作用。若你用一块磁石，就很容易找到这些
线，你看，强大的磁石，在大地之母移动这块磁石，你会发现，因为它会滴下，你移动它会发现它不是滴那样，这样你移动这些
线，这是最容易的，灵摆有时可以是亡灵的东西。你肯定这是用灵摆做的？(瑜伽士︰是，我想是结合不同的方法，他们说这个男
人写了一本书说他用灵摆和…)，灵摆也受科学挑战(女瑜伽士︰？？？)他们怎样拍照？(瑜伽士︰他们看到磁场的界线形成图案，
像这样的东西…)，磁场？(瑜伽士︰是，所有旧界线之间…)，旧的？(瑜伽士︰对。)(女瑜伽士︰磁场，航道。)无意识必定是这样
建立，长寿的老人是更敏锐，更易对无意识有反应，因为他们不那么虚假。一旦你变得虚假，就被很多障碍物遮蔽，对无意识的
要求不敏锐。当你感觉不到无意识的要求，你开始深思熟虑，深思熟虑令你不敏锐。若你是自然简朴的人，你就会颇敏锐，很敏
锐。 你可以向前移，你向前移，你能向前移，你们坐在前面，来吧。布頼顿人要尽量坐在前面，来吧，还有谁？有人仍在外面？

另一面…今天太阳很好，是吗？ 瑜伽士︰你想打开这扇窗吗？ 这一扇？好吧，打开那扇窗会较好，打开它吧。 今天来布頼顿是
个了不起的日子，因为佛陀在今天出生，今天是佛陀的寿辰，主佛陀的寿辰。我们全都听过祂出生的故事。祂的母亲在佛陀出生
前梦见一只大象，一只大白象，就预言出生在这个家庭的孩子，会是伟大的圣人，或是伟大的国王。梵文称为 chakravartimeans
，即全世界的统治者。佛陀的父亲因此有点担心，他想，他要让儿子更投入家庭生活，给祂更多的物质生活，给他生命的欢愉，
他为祂建造了一处很特别的地方，漂亮的王宫让祂住进去，佛陀在哪里与美丽的耶素陀罗(Yashodhara)成婚，婚姻给祂带来很多
生命的满足，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诱使这个男孩远离苦行禁欲的生活。 你也知道佛陀的故事，有天祂在路上发现三类人，祂想，
为何人会老？会受苦？会死？这三种事情令祂问自己，祂开始尝试理解为何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从这些疑问开始，祂已
经不能再忍受围绕着祂，缠结着祂，祂父亲给祂的舒适和束缚，他有个名为拉胡(Rahul)的儿子，他离开儿子，离开妻子，去追寻
真理。 我要说，祂向着错误的目标，因为祂想知道为何人类这么痛苦不幸。祂从集体开始向着中央。当我们看到不幸围绕我们，
很多人也看到，他们说其他人怎么样？是否每个人都能得到自觉？我感到，这是错误的目标，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自己是否妥当？
是否完美？是否充满喜乐？是否得到绝对的知识？若你从这一点开始追寻，常常都是较好的。因为佛陀从错误的起点开始追寻，
从集体消除人们的痛苦着手，祂只是在绕圈子。 祂阅读所有书籍，吠陀经等等，走到博学的人，与有见识的人会面，询问他们为
何有这三类事情发生，＂roga”能帮助痛苦的肉身，接着是死亡和年老，他问过很多人。他们说，你要死因为你要生，他们也说，
你会老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你要受苦因为你犯下罪孽。祂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 所以祂不停的追寻，祂感到很疲倦，也很失
望。当祂到达一处名为伽耶(Gaya)的地方，哪里很接近巴特那(Patna)，我到过哪里，见过那棵树。祂坐在菩提树下睡着了，因为
追寻，令他很疲倦，睡醒后，祂忽然就得到自觉，祂以为整个戏剧已经完结，祂的母亲是太初之母，是她生祂的，她因难产而死
，而祂得到了自觉。 那时候，祂有了自觉，却没有人告诉祂自觉是什么，代表什么，没有人能以祂明白的话告诉祂什么是自觉，
因为祂巨大的追寻，热切的欲望，灵量的纯粹欲望就升起，当然，祂也得到太初之母的祝福，就在菩提树下得到自觉。 任何降世
神祇，都要根据samayacharya，依据那时代的需要，那时代是需要行动，此其一；其二，要创造降世神祇在人类之中。那时候有
太多仪式，婆罗门主义，教士职位，而人们把一切都交托这些虚假的仪式来决定。神祇必须降世来纠正这种想法。就如克里希纳
来的时候，祂说这是一出戏剧(leela)，祂取消崇拜，取消一切，祂说，什么也别做，没有崇拜，只有raas，自得其乐，全是笑话
。祂为那时候的人带来的觉悟启示，就是整个世界是出戏剧，出于神的奇想的戏剧，所以你只要享受，这就是为何祂创造在德里
这个奇妙的色彩节(holi)。我不知道你们色彩节是否在场，不在，你在吗？(瑜伽士︰我三年前在。)不是现在，现在你不在，你或
许能看看相片。 好吧，同样，当佛陀来，第一个问题是祂认为还是不要谈神，因为在祂的追寻里，每个人都告诉祂，噢！是神做
的。是神给你年老，是神做的，祂惩罚你。但神是什么，为什么祂要这样做？你最好直接问神。祂说神在哪里？每个人一如过往
的责备神，即使今天也一样，我要说，没什么是新的，没什么稀奇。这必定是神做的。若你割断喉咙，是神把刀放进你的手，是
祂割断你的喉咙。所以佛陀认为还是不要谈神比较好，因为每个人都把责任推给神。 接着祂遇见一些人，他们说︰现在我已经变
成神。祂问︰怎样？他说︰我是某某神，因为你能催眠人，他说会成为神。试想像。因此佛陀想，谈论神很危险，因为人会利用
神来达至自己的目的。他们常常说，噢！这是神要做的，这是神做的，我与神连上，我会告诉神。祂因此有点害怕，祂说最好不
谈神，因为谈神令人把注意力放在仪式上，放在虚假的事物上，建造一间接一间的庙宇，只做这些可怕不该做的事情。若你走到
南方，你会发现他们在庙宇里为女士剃头，把头发完全剃清光，他们要沿着大卵石，在墙壁的一边，庙宇的墙壁，已剃光头的女
士在旁边滚动，她们要做一千零八次，试想像，水会倒在她们身上。天晓得这种仪式从何而来，这些可怜的女士只是不停的滚动
，有些人把水倒在她们身上，一桶接一桶的水。她的丈夫和兄弟，不停的倒水，一桶倒完再一桶，可怜的女士不停的在全是泥泞
铺有大卵石的地方滚动。 我是说我看到这种情况很震惊，我问︰怎会这样？但之后，他们变得时髦，开始出售头发，到海外，所
以整件事在马德拉斯(Madras)变成大工业，这些头发造成蓬松的发式，出口到英国和其他地方。我是说以神的名义来做荒唐的事
情。所以佛陀想，最好不谈神，第一步是有自觉，我必须说，祂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祂说，什么也不要做，不要谈神，只要
先得到自觉，这是最先的连接。你要好好巩固建立自觉，不然什么也不要做。佛陀以自己的方式来宏扬buddhi

(智慧)，

佛陀的知识，或他们称为的buddhis，当然，佛陀的知识之后变成「主义」。
祂开始的想法是人要先有buddha(觉醒开悟)。Buddha的意思是自觉，是要知道，是知道的人，有自觉的灵。祂说︰”

Buddham

Sharanam Gachami”(皈依佛)，我礼拜，不，我顺服委身于buddhas，即所有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全是buddhas，因为你知道。一
旦你知道自己是Buddha，就不用捐弃什么，不用剃头，不用穿这种衣服，不用做这样的事情，就能得到自觉。通往自觉是短的环
道或短径，为什么？因为祂从另一边开始，若祂从自己直接开始，就会更好。以务实的角度，我告诉你怎会这样。例如你想修补
你的房子，你要有器具来修补，但若你担忧︰「噢！这房子不好。」就开始修补它，那么你自己和其他房子都修补不好。 所以你
先要在自己身上实践，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也是让你避免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的方法。在实相中看，若你不妥当，怎能改善
全世界。当你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上，你必定知道自己有某些不妥，首先必须要纠正。这就是为何佛陀花了很多时间四处去，
祂要捐弃妻子，捐弃家庭，捐弃一切来得到自觉。因为借着捐弃一切，祂才意识到要成就的是自己，这是很迂回曲折，但你可以
只说，什么也不存在，先要令自己妥当，这就是霎哈嘉瑜伽。 现在人却认为这是到达神的方法，很多人以为要像基督般受苦才能
到达神，要与世隔絶才能到达神。实际上，与世隔絶或其他都只是假象幻影，你怎能与世断絶？只是假象，你断絶些什么？我是
说任何情况下，你不能像这样背负什么，你能吗？即使只背负一条线你也不能。你来时，你出生时是握着拳头，你走时，手像这
样张开，你有否见过死人的手是这样(握着)的？他没拿走什么，手只是像这样(张开)。 你没拿走什么，所以这种断絶这个，断絶那

个，我捐弃这，捐弃妻子，捐弃是毫无意义。这是一种心态，你就是变得…我不知英语是怎样说，不会执着依恋什么，不会黏贴
任何物质。我们有各种执着依恋…但这种品质(瑜伽士︰母亲，不依恋？)，不，这种品质不黏贴任何人，任何事…我是说你把它放
在这里，它自会走出来，你也可以说是肥皂或类似的物质…(瑜伽士︰母亲，像水银，像水银般只是流动。)像水银，但热也能把水
银溶化，它是超越水银，完全不依附任何事物。我们就是要变成这样，你穿上这个或穿上那个都会妥当，你从不…。女神的名号
是Nirmam，Nirmam的意思是没什么是她的，她不黏附什么，她在一切之内却不依附什么。例如，你现在看到光，光不依附什么
，它独立存在，不依附什么，这是「不依附什么」最接近的例子，什么想依附着它，就会燃烧。 就是这样，他们说开悟的人不依
恋执着，什么想走近都会被烧焦。这类人不会依附什么。你运用思维是不能做到。噢！我不依恋执着。在这个国家，你普遍的看
到，特别是「我恨你」。你不能恨任何人，你怎能，你怎能爱任何人，执着依恋不能给你这两种品质，你要明白，因为你依恋某
人，你说恨他同时却又爱他，因为这是执着依恋的双重品质。 一旦你有执着，就有这双重品质。这一刻你恨他，下一刻却爱他，
再下一刻你恨他，再爱他，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些都是思维的质量，它不是心理上依恋，就是心理上不依恋。实际上，你说
很爱某人，不管你如何尝试，你知道不能一起死，不能一起死，其中一个必定早另一个去世。佛陀的问题︰「这些事情为何会发
生？」的答案，祂说︰全是源于欲望，问题的根源全都是因为人类的欲望，像死亡，年老或疾病，都是源于欲望。 现在看我们用
霎哈嘉瑜伽的语言该怎样理解祂。你也知道欲望是左脉，左脉给你死亡，若过份偏向左脉，你就会死，最终左脉会耗尽，若去掉
左脉，欲望，你也会病，当过份运用左脉，你就会老。当然是右脉令你老但左脉却是起源，若没有欲望，你就不会走往右脉。 首
先是欲望，欲望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祂知道根源没问题，但祂却没有清楚的说什么是欲望？欲望代表左脉。当你有纯粹的欲望，
即灵量，所有这些事物都会中和。当灵量升起，纯粹的欲望，真正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就是它给你絶对，透过絶对，你不会老
，不会死，不会生病。因为你到达永恒不朽，永恒不会死，你变成灵。当你想死就会死，想重生就重生，你内在有这种自觉的气
质，它不会死，你就是与它一起，当你死去，也带着自觉。 祂想说的是…我们不应有任何欲望，因为你看到祂的通道就像这样，
祂从一处到另一处，捐弃这个那个欲望，最后来到灵量，有个说法naitinaiti，当你不停的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
是这个，你就来到某一点…最终只剩下欲望，纯粹的欲望，欲望就是灵量。 例如，你说，我会有一所房子，不，我不会有房子，
我会有辆车子，没有车子，我不会有妻子，不会看任何女人，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我捐弃这个，捐弃那个，直至你来到某一点，
来到絶对的一点，你意识到灵量升起，但我认为这样做走远了，为什么不直接从灵量开始，简单点。 霎哈嘉瑜伽则相反，你最好
从灵量开始，中和你的左脉，你现在看到重点吗？这就是为何佛陀被视为无神论者，祂不是，不是无神论者。作为一种手段，祂
和摩诃维瓦是同时代的人，祂们决定不用神的名义，因为一旦你以神的名义展开工作，就会发展很大的哲学，人们只是以此作为
理据。我是说任何人读过薄伽梵歌，就变成克里希纳，以克里希纳说话的方式说话，你会对他们怎样说话很惊讶，就像克里希纳
坐在战车上给亚周那意见，他们的言行就像这样，当然他们看来很可怕。我遇过一个叫 Chinamayananda的家伙，我对他说话的
方式感到很惊愕，我是说他的行为就像克里希纳，他以为自己是克里希纳。人类的身分认同就是这样，当他们谈神，就以自己的
方式来谈，所以佛陀说不要谈神，只谈自觉，这是第一步，摩诃维瓦与佛陀互相合作。 那时候，这样做对以礼仪之名行事的人大
有帮助，他们会说这是很困难的，印度教是最难的。因为太阳，你要在星期天断食，星期一则是因为月亮要断食，星期二就因为
火星，诸如此类。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进食？若你要到达神，就要早上四时沐浴，做这些那些事情，剃头，变成出家人，你不
能吃这种那种食物，不能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们采用各式各样的仪式。 祂感到若你成为出家人，你的一半欲望会完结，你是出
家人，你在做神的工作，不用有家庭或什么，你的一半欲望就完结。若你有家庭，要为家庭做点事，要照顾家庭，要做这些事情
。但他意识不到自己是有自觉的灵，而其他人不是。 你要明白，对有自觉的灵，有没有家庭都是毫无分别，因为他们不执着。对
没有自觉的灵，例如他会捐弃他的车子，他的房子，走到喜玛拉雅山，在哪里，他做什么，有一所小屋，有些很讽刺的东西围绕
他，他或许会想有一所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小屋，因为他们说，那时代的屋是很简朴，我们可以拥有这种小屋，因为我们是出家
人，很有代表性。我告诉你，西方的思维就是这样。现在，喉轮是不矫饰的，他们是用「很挑剔」(fussy)这个字句。若你放些杂
乱的东西，噢！这是过分挑剔矫饰，他们想一切都很单调平淡，但内在又怎么样？瓶子装满各种酒，这样那样？但外表要完全清
淡简单。若有可能，食物要保持它自然的模样，若不能，则不要放任何调味料，是那么淡而无味，任何客人来你的房子，都要挨
饿，所有这些想法都是狂热主义的剪裁。 接着，我们有像Shambalas的人，他要到戈壁沙漠，他们认为到沙漠还不够，要到戈壁
，所以他们现在去戈壁沙漠。所有这些荒唐的想法是来自佛教，来自耆那教。耆那教的另一个极端是素食主义，因为佛陀不是素
食者，你知道吗？佛陀不是素食者，摩诃维瓦也不是。素食主义对他们是一种哲学，不只是不吃肉就是素食主义。因为佛陀死在
祂的一个做猎人的门徒家，那个猎人杀了一头野猪，他说这头野猪刚死，要花点时间才能把牠煮熟，现在只是半熟，佛陀作为印
度人，不应吃半熟的肉，祂染病了，我想是肝脏…，祂出了些问题而死。 我是说我不能吃半熟的食物，半熟的食物很可怕，我们
吃半熟的食物是因为它不矫饰，你看，人们就是有某种想法，这很接近自然，就是这样。是故意这样做，你内在有执着，若你有
这种言行，就不是这样。就如嬉皮士认为，若他们过原始人的生活，就变成原始人，他们不能，你拥有现代的脑袋思维。若我只
是像原始人般生活，戴上原始人的假发，能否成为原始人？我不能，因为我仍有现代人的脑袋思维。人们就是不明白，我们过份
刻意，这种刻意只会在你把注意力放在真我上才能消退减少，不然，这些全都只是思维的投射。这些出家人，这些主意想法渐渐
出现，每一个来地球的人，人们真的把地球弄得一团糟。

而佛陀(佛教)的混乱程度，若你看到，你会很震惊，它有很多结构形态

。我听我的女婿说，他探访过一些早期的佛教洞穴，住进洞穴的人都不获国王或其他人支持，因此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差。他们通
常都是住在洞穴里，我的女婿告诉我，洞穴里有用梵文写的文字和Paliand的印度手稿说︰自然而然的发生能带来自觉，他还拍了

一些照片，是迎上前，他们知道，知道霎哈嘉瑜伽。
因为每一个宗教都一团糟，很多可笑有趣的表达方式，佛教也一样，它变成大乘佛教(mahayana), 小乘佛教(hinayana)，各式各样
的教派。其中一种被称为菩提达摩(Vidhitam)，它离开印度，安顿在日本，建立禅宗，它仍然保持自然而然，这一点仍然保留。另
一种是老子风格，他不谈神，不谈佛陀，只谈「道」。之后，谈能量或我们可以说谈太初之母，这两种好东西从他而来。追溯中
国的历史，他们发现太初之母在多年前以观音的形相出现，这就是为何对很多佛教徒而言，观音就是女神。 现在佛陀以另一种形
式出现，因为在那些日子，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有很大的竞争，他们想为很难明白佛教的哲理的普通人设立形相，所以他们想，我
们要有能表达佛陀的过往和未来的形象，因此他们为佛陀建立形相，就如你看到，Maitraya(弥勒佛)要来临，未来佛是Bodhisattv
a（菩萨），他们开始为佛陀树立雕像，创造佛陀为神，开始利用佛陀来代表有形相的神圣力量，很多事情因此发生。

佛陀却很

害怕仪式，祂说，什么都不要敬拜，不要建庙宇。你看，他们却找到漏洞，若不能建庙宇，我们就建佛塔。在这些佛塔里，他们
放佛陀的牙齿，当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但我必须说，佛陀说过不要这样做。佛陀的两个门徒，舍利弗(Sariputta)和目犍连(Mo
ggallana)，他们都是佛陀的好门徒，有人收集他们死后火化剩下的骨头，放进佛塔里。这样做肯定也是合情合理。当然骨头或其
他都不应受骚扰，不然身体就会出问题。至少，他们把骨头放进大地之母还可以，但他们却放进骨灰盒。最先的骨灰盒是用金造
的，第二个用银，第三个用铁，第四个用木…诸如此类，把骨头木乃伊化。这样做是很错的，因为若你仍然保存这些伟人的部分
身体，会阻碍他们的重生，他们的身体或想再次降世，头发或指甲是可以的，但你不应这样保存他们部分的身体，这样做是可怕
的人类另一个荒谬的想法。 他们认为若你要保存已死神圣的人部分身体，为何不把某人的手切下来保存。所以在西藏或一些地方
，特别是拉特克(Ladakh)，他们通常切下死人的双手，为他们举行盛大的仪式，再走向死尸，他们因此走往左脉。大部分佛教徒
都是偏左脉，佛陀绝对不容许偏左脉，因为他是在右脉。他说减少你的欲望，没有欲望下做业报(karma)，这是祂的想法，没有欲
望下活化你的右脉。这是佛教的哲学，但他们全部人都偏左脉，他们拥有欲望，不谨欲望，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是出于欲望而做
。 最差的要算是日本人，他们认为你能以国家之名自杀。为了这个欲望，他们自杀；为了拯救国家，他们自杀，我是说这样自杀
是荒谬的。他说，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在没有欲望下做，对人类，这是很困难的。有多少人能没有欲望下做事，我们做什么都是
出于欲望，即使在精微的层面，即使我们做崇拜，也是出于为了能改善生命能量的欲望而做的。 你能否想到任何状态是无欲无求
，只有一类人能毫无欲望，就是处于平衡的人。事情在没有欲望下完成，因此没有失望，没有不开心。你要到美国，你知道这会
是可怕的经验，但这只是个笑话。只是没任何期望下看笑话，或许能有极大的收获，看，是那么无欲无求。整个品格是即使我要
有欲望，我的欲望是请求你最好有欲望，因为我已经失去欲望的意识。很多次，我对你说，最好你为我做，除非你向我祈求，不
然我不能做。这就是为何我要求你写信给我，因为你要明白，我不能有欲望，我真的不能，我什么也没做。虽然我什么也没做，
事情却发生了，那么，为何我还要有欲望，我真的什么也没做。你会很惊讶我什么也没做，在没有任何欲望下，事情就在运作成
就，我只是旁观。你说是母亲在做，我感到颇惊讶。这就是「道」(Tao)，若有你阅读关于道，它说「无为」，但一切事情却自自
然然的成就了。 这些都是祂说的，全是霎哈嘉，你做一切事情，都要无欲无求，是佛陀控制我们的自我，因为若你没有欲望，也
能没有自我。自我只是当你有欲望时才会增长。你做任何事都只为找乐趣，只为喜乐，只为给予，那么，你的自我又怎会增长，
你不能。就如艺术家绘画只为乐趣，完成后就把画扔掉，创作只为乐趣。神就是这样，不是有任何欲望想成就什么。我是说这份
欲望是那么粗糙，是极之粗糙，你能变得越来越精微，这是件好事，也可以是极之粗糙。就如有些人相信我应绘画，因为我能因
此赚很多钱，把它出售给可能是最差劲的人，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这样做絶对是极之粗浅。你能做最有罪孽的事情，我是说
或许能有很多很差的欲望，在这个吉祥的日子，我们不应再想它们了。 至少你来只为做崇拜，只为喜乐，不为任何欲望，只为喜
乐，我是说我们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只想想，我们享受共处。你们全是霎哈嘉瑜伽士，大家都享受共处，所为何事？不为什么
，没有任何欲望，只是在享受，只为享受而享受。当这份纯真出现，你看到我们的气质品格，我们做任何事都没有欲望，我们已
经摆脱了一切。我们内在的佛陀已经被唤醒，这是佛陀的重要，祂安顿在一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们头的左边。 有时，我曾经
看到投射到这一点，他们从这里抽出极大的痛楚，你能想象吗。这个可怕的位置(母亲指着左额轮)是那么有趣，有时它像这样吹出
来，有时又穿透出来，你们全都发展很多，以不同方式途径展现。因此我们要说︰「Buddham

Sharanam

Gachami」(皈依佛)，意思是我们向开悟顺服委身；祂说的第二句很好︰「Sangham Sharanam Gachami」(皈依僧)，我向集体 (
sangham)顺服委身，Sanghis即集体，我顺服委身于集体，自我就会下降。首先，佛陀是开悟的神祇，你说︰我向佛陀顺服委身
；其二，你说向集体顺服委身，自我中心的人不能顺服委身，所以我顺服委身于集体，所以我们说︰Sangham
Gachami，是向宇宙大我顺服。Buddham

Sharanam

Gachami，Sangham

Sharanam

Sharanam

Gachami，第三句是︰Dharmam

Sharanam Gachami (皈依法)，Dharmam代表宗教，平衡，我向宗教的精粹顺服委身，或你可以反过来说︰Buddham Sharanam
Gachami，Dharmam Sharanam Gachami， Sangham Sharanam Gachami。若你能做到，我们就能谈神，不是在此之前。
这三种顺服委身我们都要做到，以霎哈嘉瑜伽的方式，首先是Dharmam Sharanam Gachami，我向美德顺服委身。一切欲望都能
顺服于你的美德。这样做是否正直美善？若你是以这种方式养育成长，你就能做到，你就是没有任何欲望做不道德的事情，只是
不会做，是Dharmam Sharanam Gachami。 接着你要说Buddham Sharanam Gachami，意思是我向我的开悟顺服，这是你升进
的第二个阶段，顺服委身于开悟。开悟让我到达灵，是灵给你指引，不再受肉身，思维，情感的荒谬诱惑，但什么是灵。其三，S
angham Sharanam Gachami向集体，向整体，向宇宙大我(Viraat)顺服。我们就是这样把它成就。 最终到达同一点，让我从自己
开始，从自己到别人不是从别人到自己。就如医治树的外表而不是树的根，霎哈嘉瑜伽则医治你的根。你先得到自觉，再学习怎

样把自己委身于你的正法，接着你变得有集体意识。集体是一种性情气质，某程度是种享受，你到达集体生活，除非你能这样，
不然你还未到达。 佛陀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祂是我们内在一股很大，很强大的力量，我很高兴佛陀的寿辰(Buddha j
ayanti)已经降临这里，在英国，因为就如我们说，英国是宇宙的心脏，我不介意若我说…这里有阿拉伯人吗？我不想令阿拉伯人
不悦。好吧，若这里是宇宙的心脏，在这里，不管我们做了些什么，都会在整个宇宙间流通。若你能在这里克服你的自我，我们
甚至能降服列根先生(Mister
Reagan)的自我和这些俄罗斯人，我们能处理，但先从这里开始，要反过来，他们要向你学习，不是你向他们学习。 当它能成就
，你会很惊讶，自我是我唯一常常面对的问题，到达他们的心。若能摆脱自我，一切都会妥当。对我们，最了不起的口诀是︰Bu
ddham Sharanam Gachami。要摆脱这个可怕的自我，你必须每天念诵这三句口诀。 现在有什么有关佛陀的问题，我已经简短的
介绍了佛陀的一生，这是很困难的。这是自我，英国人很有智慧，很健康，他们必须明白，最重要是不应失去这些质量，他们要
稳固他们的开悟，令它能流通。 有什么问题？他们告诉我佛陀的寿辰日很快乐，因为在英国，我或许从未提过佛陀，我曾在其他
地方提及祂，所以现在…佛陀令人联想到不执着，这却是没有…这可能是没色彩的个性，但你能把它画上颜色，令别人快乐。所
以当你是有自觉的灵，你做的任何事都是自然的。若我穿上这件衣服，我就是佛陀；若我脱掉这件衣物，我就是太初之母，这不
是戏剧而是事实。若你不是有自觉的灵，在此之前，你做什么都是一出戏剧。例如，这是假的火，我把手放进去，不会烧伤，但
若这是真的火，我肯定会烧伤，试试吧。若某人是真诚的，他做什么都不是出戏，而是真实的。 他们就是说她可以以这个形相出
现，人们不明白一个人怎能有那么多形相，若这是实相就能有很多形相。就如母亲，她是实相。树汁来自大地之母，有很多不同
形状种类。看看她的力量，花朵，果实，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香气。一个大地之母就能生产这么多东西，因为她是实相，她之内
的实相能生产。不真实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不能生产什么。 现在让我们开始崇拜，就仪式而言，祂说，大部分人都不是有自觉
的灵…因此，任何他们做的崇拜都是不真实，没有意义，没有效益的。敬拜不真实的人，不真实的神祇，没有自觉的灵，敬拜我
有什么意义。我是说我完全不容许任何没有自觉的人来敬拜我。我常常告诉人，除非是完美的霎哈嘉瑜伽士，你知道他们是好的
，不然不要带他们来崇拜，他们带给我的麻烦比带给他们自己多。 他们也感到压迫，就如他们压迫着我，他们却不知道在没有自
觉下来，令我很麻烦。没有自觉的人真的很麻烦，他们帮不了我。所以假象就是有些人以为，若他们没有自觉来崇拜，就会得到
自觉，不是真的。你不应带任何没有自觉的灵，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来崇拜。这很麻烦，这个人开始怀疑，所以最好不要做这样的
事情，因为这些人都是半生不熟(肤浅)的，给我半熟的饼有什么用呢，只会把这个饼弄坏。因为若你把半熟的饼拿出来，你永远破
坏它，既不能吃亦不能再烘它，所以带肤浅的人来有什么用呢。好吧，你是出于慈悲而这样做，我毫不怀疑你是出于慈悲，但却
很不智，既不能帮我亦不能帮这个人，所以，下一次，或任何时间，你必定发现有通告说︰除非你肯定这个人有自觉，不然不应
叫他来崇拜，他们对母亲没有好处，对他们自己亦没有好处，因为他们开始怀疑，你真的之后不能给他们自觉，你还记得你的朋
友出同一个问题。现在，谁之前在布頼顿没有为我洗脚，请来为我洗脚，好吧，我们也会…。

1983-0531, 违背了神的旨意
View online.
公开讲座:违背了神的旨意 1983年3月31日 英国，汉普斯特城演讲厅 从一开始我就很抱歉，今天这么晚.我知道当某件事在神的眼
中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所有的负面力量便开始计划着如何拖延、如何阻拦、如何使其脱离正轨、如何妨碍。真是非常令人惊讶！
今天，最好是由我来告诉你们有关于神的旨意，以及我们人类如何无时不刻企图违背祂的旨意。 神的旨意其实是很单纯的。祂是
神圣的爱、祂是慈悲的、祂是慈爱之海洋。祂创造了这世界，然后创造人类，只为了要给他们生命里最高的事--就是喜悦。喜悦是
单纯的，不像短暂的快乐一般有二元性。但我们是如何违背神、违背喜悦的，这又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们的意识，就如你所知，
经过我们的头脑向下成长。而这向下生长让我们远离神。最终我们是要达到神。但是首先我们稍稍地偏离那与神合一的意识，是
为了要了解自由必须被适度地使用。没有经由训练、教育，给予人类自由是无用的。你看过自由的国家。他们在自由之中建立了
什么？毁灭我们自己的原子弹！这是愚蠢的，这是愚昧。这是荒谬。但是我们已经都这么做了。我们还以它为荣，我们仍然忙着
让我们的处境越来越糟。这就是我们做的事。这意识，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被赐与给我们，好让我们的自由被试探、实验、观
察。到最后，拥有终极的自由，藉此你变成灵。 最终，你必须变成灵。 但当我们开始发展我们所谓的意识时，我们关注的不是灵
。我会说，我们像树木一般扎根于泥土中好站直生长；我们脑中也有像这样的根。然后我们开始向上生长，向上生长直到长出叶
子、花朵盛开、结实累累。但相反地，在达到结实的阶段之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开始制造出人造的叶子，并享受它们
，我们喜欢人造物。一旦开始认同人造物，我们便开始偏离真实，走向负面的想法，或走向过度积极的想法，这些实际上是违背
神的，就是因为这些让我们制造原子弹以及这一切。 因此，确实有两条使我们走偏的岔路。有些人喜欢走向左边，或是负面的态
度。他们毁灭自己、困扰自己、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借着这些会让他们用最悲惨的方式死去。他们自己患上各式各样的疾病。他
们折磨他们的身体；他们折磨他们所有的一切。然后另一条是右边，在这边是他们去折磨别人，去毁灭别人，去击败别人。这两
边都远离了神，远离祂的慈悲与恩典。关键是从头到尾都要走向灵性。唯有如此，才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这个关键很容易地
被人类破坏，因为他们有自由去这么做。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大量地破坏，当你们发展出人工化的轻松生活时，那么已失去神
的意识，祂的存在，祂就是那位导演这整出戏的。我们变得如此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然而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错。我们做这、做
那、陷入各式各样的问题之中。我们所做所为正是违反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意味着神，因为神创造我们，并且祂爱我们。我们
不爱自己。如果我们爱惜自己，我们不会滥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系统、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说着：「有什么不对？为
什么不这么做？」你必须爱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以及这个社会。你必须爱你所拥有的一切，因为神在祂的爱中创造了你。但爱
本身已变成一个严重扭曲的字眼。 现在，滥交有什么不对？这是爱吗？如果我跟你说这不是爱，因为这是违反自然，会给你带来
麻烦，你会陷入混乱。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位女士很严肃，她很保守、很维多利亚式。听着。这是事实。我们为何要做些会造成毁
灭的事情？你不能创造你自己。你甚至不能为自己创造一朵玫瑰花，更别说整个身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违背我们自己？为什
么我们要违背这个我们所创造的社会呢？或违背我们所创造的整个国家或众多国家？时下这些政客——他们在做些什么？争斗。
为着什么？去看看他们。我不能了解争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更多毁灭性的力量，创造更多恐怖的事物好去毁灭无辜的人吗
？那些无辜的人们只被简单地警告。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明天他们就将要死去就因为一些人发了疯!而那些
疯子坐在我们的事务指挥着。负面就是这样在我们内在成长。使我们变得负面。这两者都是负面的态度，因为他们否定了神。 否
定神是我们犯下第一个罪。我们不畏惧神。祂是慈悲；祂是仁慈；祂是一切。但在祂的慈悲中，祂会毁灭这世界。祂不会容许更
多违背祂的罪行再被犯下。甚至不惜毁灭。癌症是什么？所有这些找上我们身体的疾病是什么？它们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自己内
在建造的毁灭力量。无须惧怕任何来自我们外在的攻击，或是任何外星攻击、外层空间入侵也都不用害怕。不，没有这些。我们
应该知道这些攻击都是在我们内在造成的。以自由之名我们已在自己内在积聚所有毁灭性的微生物。它是一个这样的内建程序，
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攻击即将到来，它们已经就位。而我们太满足于我们自己，我们人工化的生活、繁文缛节以及肤浅的习性。
与生俱来的，在我们内在，存在着灵体，祂想要启发你，想赐予我们自身平安、祝福与喜悦。你的这盏美丽的灯被创造是有其目
的性。它必须被点燃。尊重你自己。在今日的字典中「尊重」这词已经不复存在！尊重你自己。我们要尊重这盏有着灵体之光的
灯，它应该要被点亮。让我们也成为那盏光辉灿烂的灯。神已经为我们创造如此美丽的世界，但我们在我们的无知里，在我们所
谓的自由之中，已经毁灭了这么多的东西。 看见人们直接地朝向地狱前进，这真令人惊愕。对一个母亲而言这是她非常关心的事
。如何才能止住这种堕落？如何把他们拯救出来？如何让他们了解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可贵？你不应该把人类生命视为理所当然
。这是非常珍贵的生命，由许许多多的过程所创造。它的创造是极度困难。不要忘了你必须变成灵，要不然你的生命就白费了。
不只如此，整个的创造都白费了，因为你是创造物里最高的，你是那个创造的缩影。 然而你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成为公开谈论
神的核心份子。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不喜欢谈论神。你不能谈论神。你能想象这是怎样的处境：你不能谈论你的创造
者，或这样的信仰毫无意义?你们要不就是形成某种秘密组织，加入其中的每个人都不能说「现在我们属于某个宗教」。神怎么会
有这些不同的宗教？只要去想想，祂怎么会有分别的教堂、分别的庙宇、与分别的清真寺？我们怎么能以神之名变得狂热！你能
够想象吗？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做的事！我们已经变得狂热。神点石成金，祂所碰触的任何东西都变成金。但是得先有石头，当祂
碰触人类，他们变成像囚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狂热份子。因此，如何传达「你是灵，你必须成为灵」这新闻

、这讯息是个难题。 我的母语是马拉蒂语，感谢神，我出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因为这是圣人的国度。成千上万的圣人住在这国
家。这是传统，它的灵性非常高。崇尚灵性是我出生地的传统。「马哈（Maha）」的意思是伟大，「拉斯特拉（rashtra）」的意
思是国家。这里的传统是灵性而非酗酒、滥用药物或是任何其他的「主义」。灵性是这国家的传统，一位非常单纯的诗人诞生于
此，他的名字叫纳德夫（Namdev）。他是位裁缝师，只是位平凡的裁缝师。但他写下许多甜美的诗句——我会解释他所说的。
「小男孩正放着风筝。他看着天空，和朋友聊天；他跑来跑去四处谈笑。但是他的注意力一直在风筝上。」然后他说：「一位女
士正背着她的小男孩做家事——她倒水给丈夫喝、与孩子坐下、煮饭，然后起身清洗。孩子在她的腰上，正在休息。她的注意力
一直在孩子身上。」「一位妇女在头上优美平衡的顶着一壶水，与其他妇女一同行走。她们边走边谈天说笑，但是她们的注意力
一直在水壶上。同样地，我们的注意力要保持在灵上。」 同样地，我们在这生活着，这是荒谬的，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注意力放
在灵上而祂是生命中最根本的给予者。但每当你谈及灵，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废话、不值得一听。他们想要一次又一次地听着那些
俗事。如果是像保守党或工党的广播节目，他们可以一连听数小时——这类的世俗事务。年复一年你们都在听。但如果有人说：
「不，这全都是人为做作，你们内在有更值得你们去倾听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还没有要去聆听这些事：「这位母亲正在告诉
我们的是什么？」但现在，醒醒吧！在不同的层面上，我们要去了解这些人迄今所做的，而我们已接受。这么多年来我们视为理
所当然的一切已超过了界线。一颗星星在我们的内在闪耀着，那是我们的灵。 人们谈论祂，谈论神，然后又创造一个宣称他们在
执行神的工作的宗教。在「神的工作」中，女性绑起她们的大腿和抛光自己的肉体。想象一下!以神之名做出这么恐怖的事情，理
由是，「你必须要苦行。」你为何要让自己受苦？「因为基督这样做。」你是基督吗？而这意味着基督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所
以你们之中一小部分人也得受苦！之前基督经历过的一切早已远远足够，因为基督是圣子。如果圣子必须遭受苦行，那又有什么
好伟大的？祂早已完成了这一切，祂为了我们工作。祂要在我们内在被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到自觉。 坐下来问问题是
最简单的事，但最好是你们都得到自觉。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当然，现况下人们是如此，所以这不会很快地成就。我非常肯定
。我已尽我所能。提升灵量就像举起崇山峻岭一般。这真的像举起万山峻岭。你觉得非常累、精疲力竭。但之后他们又不想珍惜
。所以不要觉得失望，不要对此感到受伤。 我确信，慢慢地、逐渐地，在你的双眼里，人们会看见你的生命如何被转化为喜悦、
祝福与谅解。他们会看见你变得多么地有爱心以及喜乐，然后，他们会相信你有着更为美好的生命。有些人处在这种不良的状态
里，他们每件事都只看到黑暗的那一面。他们失望透顶、彻底放弃。他们就是放弃了。他们会说：「现在我们会随之完结。我们
已经做了所有一切，而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想再多做些什么了。」我曾在法国目睹。他们讨论着世界的崩溃与近在眉睫的毁灭。他
们谈论着：「让我们现在就死去吧。我们已经受够了。让我们遭遇最终的毁灭，无论是原子弹或是什么的。毁了我们吧。」多么
地绝望！我可以了解会这样想的人的绝望，会这样关心的人的绝望。我也为此烦恼。我毫不怀疑人们会为此感到绝望。甚至霎哈
嘉瑜伽士有时会非常沮丧，变得极度绝望，说：「放弃了，母亲。我们已经随之完结，我们再也无法承受。」不过我不知道如何
把我的注意力从灵体上移开。你可以试试看，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移开注意力。你做不到，因为你就在那儿。因此，无论如何，你
会奋力尽可能去拯救更多的人。所有这些在一定的间隔就感到挫败的霎哈嘉瑜伽士，我必须说，你不应该感到沮丧。你要去维持
你的勇气以及谅解，如果你关心别人，如果你对别人关怀，他们会了解你，而你能够让更多更多的人得到拯救、解放，他们将得
以进入神的国度。如同你正在享受的，他们也将会享受。 唯一的隐忧是你会觉得有这么多人仍旧迷失。没关系。你要努力工作。
我们必须了解有诸多负面力量正在把他们往下拉。他们是无明的，他们不知道有超越这世俗斗争之外的生命。那美丽辉煌的永恒
生命。但是逐渐地，我确信，这将会成就。特别是对这次会议而言。他们遭受许多的起起伏伏，而整件事令人丧志。 但我们仍必
须了解，神的工作是被神所祝福的。祂将赐予你祂所有的祝福与协助，让你能担起你想要的责任。时间分秒流逝；现在只剩下很
少的时间。时间即将用罄，这就是为什么绝望逐渐增加。绝望本身把霎哈嘉瑜伽带到这个地球上。你应该要感到更为坚强，去与
周遭那些你所察觉到的阻碍奋斗，成就这个创造的终极目标。 愿神祝福你！ Now, ask Me questions if you have any, without any
fear, but not irrelevant, stupid questions, you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good. I would not like to waste time of people who have
come to seek the Truth. So, please ask Me questions if you have any or we will go in for the Realisation. No questions?
Wonderful people! No questions at all? Yes, yes please…. Seeker: It’s not really a question it’s just I find it hard to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Is there a way of adjusting the microphone or something? Douglas Fry: He can’t hear at the back but unfortunately
the microphone is at maximum so we’re not able to get… Shri Mataji: You can’t hear? Seeker: No. It seems to distort. Shri
Mataji: It’s not alright? What did he say? I didn’t follow. Shri Mataji: You couldn’t get any words to yourself, did you say that?
Same with Me, I can’t hear you. (laughter) It’s mutual but doesn’t matter. You see, even if you have not heard Me, makes no
difference, nothing. Love has no language, and this Divine Power has no language, alright? Did you understand that much?
Seeker: Not that much. Shri Mataji: Did you follow Me even that? I am saying that love does not require any language. It is an
all-pervading power which is everywhere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languag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t is a silent language
which will work it out. I was surprised some of the Sahaja Yogis who went to India were very silently meditating when I was
speaking in Marathi or Hindi. And, I was amazed how they were so attentive. They said, “Thank God! We did not understand,
Mother, what You were saying, so we were not putting out mind into it and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vibrations.” Isn’t it surprising
that they would sit for an hour or so just listening to Me in some foreign language? Alright, doesn’t matter, alright! What’s wrong
with your thing, you see? Acoustics are wrong? What’s wrong? They can’t hear Me. Douglas Fry: The microphone is as loud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a problem with the loud speakers themselves. Unfortunately we’re not able to get to the
controls. We can’t get to the controls Mother like we can at Caxton Hall. Shri Mataji: Alright? Sorry, for this, some sort of a
mechanical problem. But doesn’t matter, the mechanics in you are perfect. I don’t know a word about this electricity business
that you people have created, not a word. 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but as far as your Kundalini is concerned, I’ll work it out.
(laughter) There’s no problem on that! Alright. The acoustics of this town hall may be wrong. Alright. Now, what should I do if
they can’t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now, the gentleman, alright? Seeker: I think [Shri] Mataji, one of the things is you have a
soft voic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the voice disappears. Shri Mataji: What about Sahaja Yogis, you heard Me fully?
Sahaja Yogis: Yes. Shri Mataji: There’s a little difference, I’ll tell you. I must confess to you very humbly, that when a non-Sahaja
Yogi speaks to Me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ut if a Sahaja Yogi speaks to Me, is easier. I must confess it’s a little
deficiency with Me, is that. That’s why if anybody asks Me question, even in the first row, I’ll ask some Sahaja Yogi to tell Me
what’s there, because My ears are, I think, little bit not so alright. So it is with you people also may be that once you get your
realisation. Now, the Sahaja Yogis are sitting at the back and they can hear Me every word. So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voice of Mine, because it doesn’t adjust to your ears, for the frequencies, I think. Doesn’t matter, it will work out. Alright? Seeker:
The only thing is it’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f you don’t hear. Are You saying it’s no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Shri Mataji: N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ut not to think about it. Forget it. Forget it. Don’t think too much. Whatever you don’t to have to
understand, you better not understand because sometimes, you know, talking becomes a barrier, and listening is another
barrier, and then thinking is the worst. Alright? (laughing) So, let us see how it works out. Alright? Let us see how it works out
within. You will gradually understand what purpose My speech serves, gradually, alright? I have to speak with a purpose, but
what is the purpose?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little later if you don’t mind, but just now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 that is your Spirit and get to it. Now is it clear what I said? Seeker: That sentence, yes. Shri Mataji: Yes, alright. Thank you
(laughing). Now, let us put our hands towards Me, and Me towards you. Now, I think, you see, this also slips out. You see, I’m
very bad at electrical things. I never know even how to open My radio. I am so hopelessly bad. So, if I’m making mistakes, you
should not mind because I am nothing so mechanical, you know. I don’t understand. So, w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be relaxed in
the sense that don’t put any strain on your neck or on your body. But sit straight, and no strain on the neck at all. Neck, we have
strained too much. So, leave it in the centre, not too much at the back, nor too much in front, but keep it in the centre because
this neck has a problem. Alright? Now, you have to stretch you hands straight like this towards Me and close your eyes. That’s
all. You have to take out your spectacles, if possible, because it helps also your eyes. And, take out your shoes, if possible. One
should not have anything tight on the waist or in the neck, little bit loosen. If it is not uncomfortable, that’s alright. If it is
comfortable then it’s alright. First thing is you should be comfortable and not disturbed. That is the main thing and not to have
any fears nor any guilt. Tha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have any guilt. Whatever I have said I have not said for you, so you don’t
have any guilt built in you. Just say,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after closing your eyes that, “Mother, I am not guilty.” Say it thrice
with full confidence. I request you to say that. Please say that, “Mother, I am not guilty.” Please! This is how you respect yourself.
You have no business to condemn yourself because you are the temple of God. Seeker: Mother I am not guilty Shri Mataji: Just
say it in your heart, but with full confidence, not doubting yourself at all. For My sake, please don’t doubt yourself. Just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And, forget about what you have done or anything, forget the past. I am talking about the present, at
this moment. So, just please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Now, keep your eyes shut, please don’t
open them, because once the Kundalini starts rising, you have to keep your eyes closed, and the attention will be attracted
inside and after it reaches the Agnya Chakra then you will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There won’t be any thoughts but you will
be fully aware. So, please don’t open your eyes till I tell you. This is one thing you have to do. That’s all. Not to open your eyes till
I tell you. Now, the left hand should be towards Me, throughout. Left hand is symbolically indicative of your desire. And, the right
hand is your action. So we have to use the right hand to express our action. The first thing, as I told you not to feel guilty but I
know you are all feeling still guilty because I can feel on your chakras. Now will you please again say it three times, otherwise
you’ll be punished for thirty-two times or sixty-four times. That’s the only punishment you have to have is to say, “Mother, I am
not guilty.” Now, put the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Heart. Here resides the Spirit, in the heart. So with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open towards Me, you have to say, “Mother, am I the Spirit?” Ask a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Now, you must know
when you are the Spirit you don’t need anybody to guide you because you will be enlightened by your Spirit and the Spirit will
guide you, because after realisation, you develop a new awareness by which you are guided through your vibrations. So you
have to put your hand down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your stomach where to say,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Am I my own
guide? Am I my own guru?” Anyone of these questions you can ask ten times. Establish your confidence first, that you are the
Spirit which is above, detached and is the source of joy, complete source of joy. With confidence you have to ask these

questions. I am here to answer them. So, please ask the question in your heart saying,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Am I my
own guru?” Put your hand on the left hand side stomach. Here is the cent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your guru principle, your
masters principle. You are the master, as I say, of your body, of your mind, of your intellect. You are not to play into them, but
you become the master. You don’t need any guru. You become your own guru. That’s better now. Now, raise your hand again to
your heart. And now, with full confidence you say, “Mother, I am the Spirit.” This you have to say twelve times, because the
centre of the heart has got 12 petals. So you have to say 12 times, “Mother, I am the Spirit,” with full confidence and respect of
yourself, which you are. You are the Spirit, no doubt, but just assert! That is how we are clearing our centres.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to your left side at the base of your neck. This is another centre which gets caught up when we feel guilty. Now, those
who have said that, “I am the Spirit,” you must know that Spirit can never be guilty of anything. It is a sinless, beautiful, brilliant
diamond within you. It cannot get contaminated by any guilt. So, you have to say now here eight times, “Mother, I am not guilty.”
For those who have always felt guilty can say sixteen times. Now, raise this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and put it at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ich was a soft part in your childhood and put your palm on top of it, on top of it, let it rest. And now move the head
in a clockwise manner, pressing it down with your palm. Just press it down and move it in a clockwise manner. If you do it from
the side you’ll do it better. Hold it from the sides, put your hand sideways, not from front, [then] you do it better. And now turn it,
little bit pressing it down with your palm. Turn your hand, not your head. At this point, again, your freedom is to be respected. I
cannot cross over it. So you have to say that you want your realisation. You can say, “Mother, I want my realisation. Please, may
I have the realisation.” Please say it seven times, just pressing it. You must touch your head. It’s all hot, you can see that, the
heat is coming out. You must touch it and press it down, and see such a lot of heat is coming out. Now, seven times you have to
say it. After that you can raise your hand and see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in. This 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So
you can ask a question, “Mother,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Every one of you, you can change your hands now.
You can use the left hand. Put the right hand towards Me, keep your eyes shut and ask the question, “Mother, is this the
breeze…?” All of you should get it, it’s possible! Change your hands again, if you want to. You go on changing, and see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It has to be cool breeze. First the heat will come also is a good sign that the heat is going out, all the
heat with tension and all that, is going out. Hmmm! It’s working out. It’s very subtle. We are moving from gross awareness to a
subtler awareness of the roots, so naturally one has to pay attention to it. Little in front, it is not at the back of the head but little
bit in the front side. Try one after another and pay attention to it. It’s very hot today! Hmmm. Now, without opening the eyes,
again put back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and see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to your finger tips to begin with. Just put both
the hands and see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Ask again the question,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Ask thrice. Means
the Kundalini, Kundalini is the Holy Ghost. How is the lady? It’s alright. Don’t worry, she’ll be alright. She’ll be alright. Don’t worry,
don’t worry, she’ll be alright. Don’t worry, she’ll be alright. She’ll be alright. I am looking after her. She’ll come. She’ll be alright.
Now, if you are getting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you can also now see it, if you raise your hand. Open your eyes and raise your
hand, slowly open your eyes, slowly. Raise your hands like this. Like this, as much as you can stress, let’s see. Yes. Are you
feeling? Are you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Are you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now? Those who are feeling should say, “yes.”
Seekers: Yes Shri Mataji: Alright. Now just put your hands like that and see now if you are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Close your
eyes and enjoy yourself. Just enjoy yourself. Close your eyes. At this time there are Sahaja Yogis here who will help you to
completely establish the experience and to see if there are any obstacles. Sahaja Yogis should do it very carefully without talking
and raise the Kundalini in some people if necessary in some people. Don’t talk to them, don’t touch them, just start raising their
Kundalini. Slowly try to do it. Keep your eyes shut, they’ll work it out for you. Now those who have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ve felt the cool breeze raise your hands first of all. First time who have come and felt the cool breeze raise your hands higher.
Yah, good. It’s good. So, please put down. Then did you see them? Can you work on them and see. And those who have not felt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at all, the cool breeze. For the first time who have come and have not felt the cool breeze, raise your
hand. Alan, behind you, the gentleman who could not here me. Alright, then it’s alright, he’s done. Now just see the people who
have not felt the cool breeze.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please…this one gentleman, this lady, this 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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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和火祭的重要性 1983年6月18日法国巴黎 锡吕‧玛塔吉：你好！我们正在等你来这儿。哦，我想我要穿上毛衣了。你好！我
们正在等你来，等Christopher来这儿。他怎么了？很好。他的头怎么了？ 瑜伽士：换牛奶，母亲。 锡吕‧玛塔吉：哦，Christoph
er，你回来了？哦哦哦……你要盖住他的头，天还挺冷的。好了好了好了，怎么了？他在冥想。【婴儿发出哼哼声】不不不不【
锡吕‧玛塔吉轻轻摇晃着婴儿】你必须一直把他贴近身边。最好帮他盖多点儿。好了，你去里面多拿点什么。我想你也要穿上毛衣
什么的，外面还挺冷。

瑜伽士：谢谢您，母亲。

锡吕‧玛塔吉：在他头部多盖点儿。

瑜伽士：这是来自奥地利霎哈嘉瑜伽士的礼物，奥地利霎哈嘉瑜伽士送给法国霎哈嘉瑜伽士的礼物。 锡吕‧玛塔吉：啊哈，漂亮。
格雷瓜读着海报上面的文字：“我看见天堂开启，凝望着天堂中呈现的一匹白马。”
终于把我的毛衣带来了。Jenny可以拿来。
锡吕‧玛塔吉：再说一遍？
锡吕‧玛塔吉：哦，我看看，这是什么？
锡吕‧玛塔吉：这些标记是什么？

格雷瓜：把毛衣给母亲。

锡吕‧玛塔吉：译成法语。
米歇尔·C：母亲，我有一两件礼物献给您。

米歇尔·C：第一件是我们从鲁昂给您带的软垫，您可以用来垫脚。还有这个城市徽章。
米歇尔·C：鲁昂市的徽章

锡吕‧玛塔吉：那是什么？

米歇尔·C：三朵百合花。

米歇尔·C：百合花。我觉得它就像古代法国的一朵莲花。

锡吕‧玛塔吉：漂亮。非常感谢你。

米歇尔·C：鲁昂市的徽章
锡吕‧玛塔吉：百合花？
米歇尔·C：不用谢，母亲。

锡吕‧玛塔吉：嗯，你可以保管一下吗？谢谢你。 天还挺冷的，风要吹散云层了。我一到这里，天气就玩把戏，你们看，它总是捉
弄你。【笑声】是的，最好给他盖好。你也穿暖和一点儿，我希望你们都穿得足够暖和。 我很高兴能和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在一
起。他们中许多是新来的，对我来说不是新来的，也许几千年以前我已认识你们所有人了。【锡吕‧玛塔吉笑着】你们坐在阳光下
。 在霎哈嘉瑜伽，你们都要知道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们都是永恒的灵，凡不属灵的都不是你们自己。 我们可以把灵比作太阳。
太阳会被云层覆盖，太阳上会有些叠影，但此时此刻，太阳依然是太阳。你们不能照亮太阳，只有太阳能照亮它自己。当云层散
去，叠影移开，太阳便光芒四射、穿透大气层。我们的灵体也一样，被无知所遮蔽。只要遮蔽仍在，你们便看不见灵体。即使少
量云层消失，那叠影还是存在。一定要晴空万里，才能看见穿透而来的灵性之光。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设法去除那些云层。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种信念：你们是个灵，其余的都是叠影。你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在做出这样的假设，在得到自觉
以后，这应该变得很容易：你们已远远超越你们现在的所知，你们已大不相同。 所以，现在新的情况出现了，你们这种信心不是
盲目的，而是由经验所得。因此不要用你们的聪明去对抗这信心，不要试图挑战它。如果你们的聪明挑战信心，而你们又听信了
你们的聪明头脑，那么你们便会再次下跌。 即使只是瞥见空中一颗星星，科学家们也会相信那颗星的存在。因此，同样地，即使
你们只在一瞬间感觉到你们的自觉，你们至少要相信，你们也是个灵。你们要紧紧抓着那个经验，并将注意力保持在你们是个灵
这一事实上，告诉你们的聪明不要再欺骗你。由此，你们可以不用再理会你们的聪明。 此时，你们的聪明便会开始为灵性追求而
工作，这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能生出纯粹的智慧。现在，你们看见大部分云层都已散去，但还有一些云翳。所以你们要用圣灵
之风来驱散浮云。你们知道，利用风的方法有很多。 我希望意大利人能理解。 这风源于别处，源于圣灵，源于你们自己的灵量。
而且，你们还有太初灵量的力量在你们面前，与之前的许多求道者相比，我必须说，你们已经十分幸运。 因为崇拜一些雕像(Vigr
aha)，哪怕大地之母为这雕像注入了生命能量，人们都会有很大问题。首先，他们必须做一种所谓Sarvikalpa

Samadhi的冥想，

即你们必须凝神在雕像上，即“vigraha”，“vigraha”的意思是含有生命能量的雕像。然后持续凝视此雕像，并尝试提升灵量。 灵量
过去常常上升至额轮，但跃升至顶轮之上则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一个人必须从“有形相”走到“无形相”，而摆脱“有形相”走到“无形
相”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专注于抽象或“无形相”上，也是另一件做不到的事儿，就像穆斯林所做的，或其他许多人尝试做
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化“无形相”为“有形相”就成为必要，如此一来，对你们来说就不再复杂了。一旦你们专注于有形，便能成
为无形。就好像你们面前有一块冰，一旦你们用手去触摸它，冰便融化，你们便会感觉到冰的清凉。因此现在这个问题被轻易地
解决了。 崇拜便是一件你们可以将有形激发为无形的事情。现在，你们的（轮穴）中心是能量中心，所有这些轮穴里也有主导神
祇安坐在那里，祂们也是化为有形的无形。当你们做崇拜时，有形便化作无形的能量，然后此无形的能量开始流动，之后便凉风
吹拂。就这样，这些错误认同、灵体之上的叠影就被去除了。 你们不能思考崇拜，整件事情都是发生在超越思维的领域。因此，
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不能对崇拜作理性解释。你们应该让轮穴得到最大的好处。为此，你们必须完全地只专注于崇拜，以及凉
风如何涌动。这凉风会来处理，会驱散所有浮云。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或唯一的方法就是专注于崇拜，静观。你是一个见证者 (See
r)。见证者有两个意思，你只是看，只是看着，仅仅只是知晓，这就是见证者。没有任何思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自发自然地看
见和吸收，这就是见证者。这是做崇拜的最佳方式。 对我来说，有时这是个负担，因为你们与神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对等性，必
须要存在某种平衡。你们念诵所有口诀，神祇都被唤醒了，但你们就在那里却又不想吸收任何东西进入内心。于是，我就不得不
储存所有那些我体内产生的、额外的能量。所以，如果你们敞开心扉并无思虑地观看崇拜那就会好很多。。 今天我们会把崇拜方
法的次序对调，先做火祭(Havana)，后做崇拜，这样会更好些。因为通过火祭我们将唤起火元素，它会烧掉所有的邪恶。当你们
为我洗莲足时，你们在做同样的事；当你们点火，也一样。今天我们会先做火祭，后做崇拜，二者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火或水
来崇拜我。 火的本质是发光（tejas）。你们做火祭时，所有错误，所有邪恶都会被烧为灰烬，之后，光芒会显现在求道者的脸上

、身上，当你们做火祭的同时，空气中也会充满美好的生命能量。所以，我认为最好是先做火祭，然后再做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Alexandre: Mother, we have learned the Ganesha "Atvatham Shirsham". Shri Mataji: Atharva,
Atharvashirsha. Ganesha Atharvashirsha. Alexandre: Then we’ll say in French, or in English, I don’t know, up to You. Shri
Mataji: All right, say it in French. Or better to translate it because there are other people. Alexandre: OK. Shri Mataji: First English
and then French. Alexandre: And first, in Sanskrit we don’t say, Mother? Shri Mataji: It’s all right, I can understand English all
right. [Laughter] It’s all mantras for Me to understand. Alexandre: Shri Ganesha. Om tawme wa sakchat, Shri Ganesha sakchat,
Shri Adi Shal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The holy mantra of Shri Mataji. [The three great mantras] [Ganesha
Atharvashirsha in English and in French] Shri Mataji: Beautiful. Voice is very beautiful. It’s good. All right, now. Right now we’ll be
having the fire. It’s all right. Shri Mataji: Now, how do you make it [inaudible] Alexandre: There’s already some, it’s behind.
Camila, there’s some work for you to do. Come along. You can look after the fire. Let others see the fire. Alexandre: Mother, [first
should] we recite Your names or names of Shri Vishnu? Vishnu, Vishnu’s names? Shri Mataji: Yes, Vishnu’s names. Alexandre:
108 names of Vishnu? Shri Mataji: It would be better Vishnu’s names. Have you got 1000 names? Alexandre: Not, 108 names.
Shri Mataji: Devi’s? Alexandre: Devi’s we can go. Marie: The Devi’s names Mother we have a translation in French Alexandre:
108. Mother is asking for 1000. We have Lalita Sahasranama. Shri Mataji: But who knows Sanskrit? It’s in Hindi? Alexandre: It’s
written in French. Shri Mataji: All right, then it’s all right. Sahaja Yogi: The vibrated Kumkum. Shri Mataji: Now you put some
water in it and put it to all the people, now. Today I would say that from France those who came to see Me, from all these places,
one from each centre should come forward. One from Britany. These are too big, I think. You can put the bigger ones to make a
triangle first, downward. The bigger ones. Maria? The triangle on the three sides. Marie: Where do they come Mother, for the
havan? Shri Mataji: One on top of another, this be better. Yes, it’s closer, yes, that’s why. Sahaja Yogini: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or? Shri Mataji: Yes, it would be nice Sahaja Yogini: More than water, you don’t want water, yes Mother. Shri Mataji: No, no,
no, something like a [inaudible] paper like thing, lighter. Is that the light thing? And have you got camphor with you? Something
lighter to be, underneath. You don’t have anything. Make it smaller, smaller here, yes. Put it on top of this thing, not underneath.
Not underneath, put it on top. Covering this. Yes, put these on top. Yes, like that, yes, that’s the right thing. You have to keep a
hole in between. Arrange it in such a way there is a hole in between, in the centre. All right, now arrange on top of this. Now, this
is all right. Please cover with this [inaudible].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platform first. There should be a platform first and then, in
the centre there should be a platform. Yes, make a platform there, yes, down here, yes, that’s it. And on the platform- just wait,
Marcus, on the platform you put another thing. That’s better, yeah. Do you have some more with you? All right. Like that, yes. To
begin with that’s sufficient. That’s all. Alexandre: Mother we have Vishnu Sahasranama Stotram and Shri Lalita. Shri Mataji: But
it should be in Sanskrit. Alexandre: No, there is, also here it’s written in… Shri Mataji: You can read that. Alexandre: Yes. Shri
Mataji: So. Alexandre: This is Vishnu’s names. Shri Mataji: You’d like to do 108, yes? What we’ll do, we can do 108 of the
Goddess and 108 of Shri Vishnu, that’s the best. Alexandre: All right, Mother. All right. Shri Mataji: And one from Paris also
should be there, a new person. Alexandre: A new person yes. Shri Mataji: From Paris, someone. 58:36 Shri Mataji: Children,
please, you’d better now [inaudible]. Marie: Mother? Shri Mataji: Yes. Marie: We have the 108 names translated in French in the
form of a poem. Shri Mataji: Oh. Where? Marie: Here. Shri Mataji: [Inaudible] Now, can you put something for Me there?
Alexandre: You want to sit here, on the chair? Shri Mataji: You tell them also; I’ll guide them better. Some chair. Vanessa you
come here, you come and sit here, this side. You come this side. All the children can sit next to Me. I’m worried about it. [Cut in
the video] 59:53 Alexandre: Shall we say the mantra for the fire, Mother? We have to say together Shri Agni Devata, who is the
Devi- Shri Mataji: Be careful about it. Don’t be too near. Little further, it’s moving all the time. Now say the mantra. Alexandre:
Shri Agni Devata who is a Devi, the aspect of fire in Shri Mataji. [Collective mantra] Shri Swaha Swamini who is a principle ofShri Mataji: No, no. What’s the? Alexandre: Swaha Swamini. Shri Mataji: OK. Swa-ha. Swaha is the quality of the, of the fire
which consumes everything. Swa-ha. [Collective mantra] Shri Mataji: Now, after every name that he takes, you have to take the
thing from your hand like this, and take it round to the right side and put it in the fire. But those who haven’t got these things in
the hand should take up just their hand like that, thinking that they have it in their hand, and moving it upward like that and put it
in the fire. And you all should say “Swaha”. Now, just a minute. After every name, after every name. Alexandre: The 108 names
of Shri Vishnu. First, Mother, it’s all right? Shri Mataji: First the Devi. Alexandre: First the Devi, sorry. OM twame wa sakchat Shri
Mata namaha OM, Swaha OM twame wa sakchat Shri Maharajni namaha OM, Swaha… Shri Mataji: Now we’ll do the Vishnu
Sahasranama, hundred and eight. Again, you distribute the rice, distribute it. Alexandre: Is it enough, Mother? Shri Mataji: Beg
your pardon? Alexandre: Is it enough, it should be made quickly, the names? Shri Mataji: What’s the time now? Alexandre: The
time? Marie: It’s 2 o’clock, Mother. Alexandre: 2 pm. We have only to be at 6.30 in Paris later on. But You don’t need to be there
as early. We can arrive before You and we can give a practical session to the people. Explain them to [inaudible]. Shri Mataji:

Then you should come at 6 pm. Alexandre: Yes, that’s true. Shri Mataji: You see, these people want to be there only for their
body. Alexandre: Yes, that’s true. Shri Mataji: One fellow, he has got back pain. Alexandre: Yes, something like that. Shri Mataji:
He’s the only one who had. You bring the oil and all that and you can massage him. Alexandre: Yes, all right, Mother. We’ll give
him a treatment. No problem. I think we can manage. Shri Mataji: You would like to do 108 [inaudible] Alexandre: Some people
can go there and give them a practical session Mother, on how to meditate in Sahaja Yoga, how to work on themselves. Shri
Mataji: So, I think, 21 names of Vishnu are sufficient. Alexandre: All right, Mother. OK. [Collective mantras] Shri Mataji: OK. What
you call the finishing part of it [inaudible]. For that you have to use some sort of a fruit. Last thing. Would you have something?
What is the special fruit of France? Alexandre: The special fruit of France? Apples! Shri Mataji: Apples, or you should have…
Alexandre: Strawberries, cherries, cherries and grape, grape, Mother! Shri Mataji: Grape is the best. [Laughter] Alexandre: You
have to bless it, Mother. Shri Mataji: That’s the real thing. You just bring that. That’s all. This is not sufficient. You bring it here,
bring it here. So now, this is the ultimate puja we have done now. This is the end of the puja, it’s finished. Throw all that in there.
All the, all the remaining things are to be thrown. Yes, put it. Now, we have put today the grapes in it. That means the grapes will
lose their capacity to ferment. [Laughter] That’s the best. Ah, the wind is blowing now. So, let’s then have our lunch and do the
Puja inside as outside it’s very cold. [Inaudible] The main thing was to have the havan today [Hindi]. Alexandre: Mother, the
dinner is not ready. Shri Mataji: Hum? Alexandre: The lunch is not ready. Shri Mataji: Not ready, is it? Alexandre: Not, yes. In
one hour, in one hour. Shri Mataji: So, we’ll finish the puja. Alexandre: Yes,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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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0723 找到你的位置（下） Lodge山交流会Bhaiyakayataya prabhu zachare (x4)Sarva bhi saraghi prabhu mayexari
(x2)Purna jaya ji vachari (x2)Bhaiyakayataya prabhu zachare (x2)Jagat vichere upakara sauv (x2)Parina jaju jag kachari
(x2)Bhaiyakayataya prabhu zachare (x4)lthi nirdhana paratra jacha (x2)Sarva dhanacha sachari (x2)Bhaiyakayataya pra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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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Adhi

vyadhi

varana

varati

(x2)Paya

asha

purusha

chari

(x2)Bhaiyakayataya

prabhu

zachare

(x4)非常感谢谁帮我翻译这首歌是我的一位亲友写的他是基督徒
一个自觉的灵他不适应皈依体制还有印度教徒对待彼此的方式种姓制度 所有这些他非常有才华写了很多赞美诗这是其中一首这首
歌我在小时候经常唱歌词大意是这样的那些属于神的人那些拥有神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恐惧那些走来走去的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四
处游历的人那些到处云游的人为了神和为世人做好事但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的人没有恐惧他站在上面语言
马拉地语是非常浓烈的语言

它遍及很多角落当你说马拉地语

像这样Adhi

Vyadhi

Varana

Varati

Payi

Asha

Purusha

Chari意思是一个这样有能力的人 站在上面他的脚超越疾病心理问题和死亡本身但当你如此说这种人的脚在这些问题之上也意味着
他的脚很有力量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它是一种双关语像这样的人

他的脚在这三样东西上面疾病

心理问题

死亡脚在这些问题之上这说明 这类人是高于这些问题的因此 具备这样水准的人他的脚接触到病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或死人这样的
人会提升他们可以拯救他们它具有双重意义所以整首歌都是这样那些属于神的那些拥有神的不应当有恐惧不应该感到沮丧今天我
非常需要它因为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

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不是虚假的门徒或者演员而是真正的

高水准的霎哈嘉瑜伽士不是虚假的门徒或者演员这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外围有些时候

我看到十分危险他们会被毁灭这时

你需要这首歌在童年时
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会唱这首歌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好吧但我不能一字一句的说我现在不想这样这首歌令我非常感动这就是
Rutambhara

Pragnya今天我非常想听这首歌所以今天早上我告诉

你们这一点新的知识Gnya

是知识的意思Pra意思是觉醒的知识来自于冥想的知识冥想的寄托三摩地是它的效果就像果实成熟当果实成熟
你尝到味道甘甜的果实然后你开始看到周围自然

神如何甜蜜地和你玩耍必须达到这种状态对于每一个霎哈嘉瑜珈士

重要的是他们都必须达到这一境界因为 除非你已经达到这个最低标准否则你们会仍然处于危险地带这一点让我很不安所以每个人
都必须达到这个状态你们每天都要能看到神的祝福这意味着你们进入神的国这是神的国在这里你们被照料 保护 指引被带到上天的
极乐处通过物质被照料通过精神的滋养通过钱财的照顾通过关系的看护通过那么多事情来保育你们也通过大自然看顾你们你看到
太阳

月亮

星星

天堂所有五大元素都帮助你们这种状态

所有人都应该达到然后才能开始更高的升进那么如何达到这个境界

大家都要实现所有人
这是个常见的问题我今天告诉你们

第一件事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人相对于其他的求道者那些过去的

将来的

现在的求道者因为许多事情都是用来让求道者克服的你们不用克服比如他们用一些神的名号冥想注意力会不断地重复
这个神的名号祈求神或者思考神和这些事情但整个事情是机械的他们总会持有某种所谓的低级的神力
这意味着他们被附身那些人开始用名号 比如罗摩你们看到过很多那样的人他们开始跳他们的行为变得可笑因此 注意力不但没有被
巩固反而变得非常的跳跃变成可笑的不稳定的注意力当注意力变得不稳定一种左脉的东西进入他们他们会很享受就像一个醉汉很
享受然后这些人会哭泣享受他们的哭泣 麻烦别人他们没有力量去克服他们会被附身另一种是 有抱负的人比如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
就是这样的人有抱负的人

他们会自我催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表现地很愚蠢他们也会被附体你们可以看到

希特勒

诸如此类的人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统治世界在民主制度国家
和共产主义制度国家都有他们大多数其实都是豪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混乱像什么民族主义或类似的东西
他们会发展尝试利用这些右脉的人
大部分都是好战分子穆斯林

让他们参与战争和各种破坏性的事情这种注意力属于自以为是的人比如
今天的穆斯林都好战而且内部争斗不休

印度教

基督教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基督教也是

内部战争不断印度教也有很多内部争斗比如有两个国家所谓的印度教占大多数一个是尼泊尔 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整天吵架没有
一天停止没有听到关于他们吵架的消息是因为印度教徒不用剑但整天处于非常冷血的争吵就是这种情况以神的名义
我再次说因为他们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水平他们的注意力开始去了

左边或右边他们发展这些神通所以我们还能怎么办首先

因为神的恩典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自觉的人你们的升进是在中脉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这是绝对困难的但是你们还是应该
学会保持在中间但是 如何保持注意力在中间是许多人的问题他们仍然没有高于自己当你们冥想尝试持续的冥想 首先保持住然后
你发现你正渐入三摩地也就是一种状态你开始感到喜悦和神祝福的幸福然后开始说 神啊 多好的祝福多好的祝福 多好的祝福当你
达到那个状态你必须明白自己是谁你是谁你是什么你是灵在你建立对灵的持续注意力之后你会发展出一种状态在喜悦中的静观状
态在座各位可以用这种方式简单自测如果想要最好的房间需要提前十天预订他们必须如此才能得到好房间如果想要最好的食物或

者最好的时间 尝试在头脑中有个位置诚实面对自己霎哈嘉瑜伽是努力诚实的为自己最好的隐私你们都应该面对自己夫妻要有自己
的隐私这个交流会不是夫妇们的聚会或者让你们大声聊天

游逛

找乐子不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冥想对我来说时间很短因为人们花了几千天建立冥想的状态但在这里快速的生活你们必须进入深入冥想状态
有些人觉得他们是来度假的但这里没有大海那么怎么游泳呢 这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人虽然不这么想但也要求更多的舒适我吃不上饭
我应该有这个最好的给我孩子或者给我丈夫或妻子

我的没关系

你们只是住一晚上男士住在一起

没关系但没有必要夫妻睡在一起这种时候

女士住在一起如果有孩子

你们都在一个房间冥想你们是为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目标来到这里你们为它付了钱所以要冥想我发现
每个人都大声聊天我觉得他们没有在冥想状态每个人都认为很享受这里很不错
很好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旧观念静默必须在内在和外在建立我必须说

对于这一点

当然印度人他们知道这些

所以我不会称为印度素质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我在那些灵舍都住过在悉尼我们有50到60人住在那里每天我从来没听到过声音甚至没听到过脚步
我不是在那里住一天我在那里住10天

直到我在那里当我在那里

15天甚至没有来回走动和孩子哭闹的声音

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从来听不到声音这是可以控制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在我面前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必须知道这是礼仪的一部分你在跟谁说话你们不要开玩笑 不能开玩笑我可以讲笑话有时你们可以笑 没关系
或者有时可以大笑但这些都要有分寸你们跟谁说话 原因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因为这些关系这些行为都会帮助你们对我没有帮助也不
会拯救我我不会得到我的自觉而是你们要从我这里获得好处因此要稳固你们的注意力我见到那些跟我一起住的人有时我故意叫他
们来 看看有什么问题那些跟我住的人 我发现变得更加精微和深入有些人开始过着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平凡而又愚蠢我无法理解因
此这种意识应该在你们的心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来这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而且

当你们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是重要之中最重要的时间从历史上看

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应该充分利用有些人认为

如果他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一些钱那才叫做利用 好吧 你们可以利用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 可以用一些我的时间那样才叫利用 好吧
你们可以拿去或者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我是那种自我纵容或什么我是个了不起的人之类的想法好吧但是 明智的人最会利用他
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内在生长所以第一个意识必须是你们是这样幸运的人在你们面前站着的人她可以控制所有的轮穴控制所有的力
量

或者说是全能的你们如何利用这种优势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住在两个地方

可以这样说主要是英国和印度我觉得英国和印度有很多差别在印度
我越住越觉得他们变得很强调礼仪因为他们有悠久的传统文化但是在英国我发现 人们开始利用他们的优势开玩笑 讲笑话你们不能
这不同于取悦这属于轻浮跟深入的人浅薄地打交道例如如果有一块锡板你把它拿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下面锡板会怎样它是完全无法
承受的所以尽管Rutambhara

Pragnya

就像今天的太阳昨天你们一定很不舒服

心想我们来到这里

还要住帐篷而且还在下雨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一定这么想但达到那种状态的人会想这有什么
如果我住在这里也没关系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只要我达到这个目的

其他我都不在乎什么不舒适

所有这些事情我要达到那个目的你们有些人不能近距离地看到我有些人还不能

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要达到那种状态

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玩 不是为了食物 也不是寻求舒适不为任何东西 只是为了达到特殊的状态在这里我要成为导师我
应该做哪些准备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神的注意力不是直接提升你们它是一个平衡你们始终在一个平衡
记住这个你们必须非常小心你们是否平衡你们如何进步没关心

不用担心

关于太阳我喜欢它我今天早上叫他来那么

你们如何管理这注意力让我们来看看注意力有几种状态你的注意力成为狡猾的注意力你看任何事
都会从狡猾的角度去看在自我型社会

很多人都发展出这种注意力而且

如果你被狡猾的邪灵附体那么只有神能救你和其他人了狡猾的注意力会是你看到任何事
你开始思考这对我有什么便宜可占我可以省多少钱
省英镑

省时间省所有东西

你们看它非常非常快这样做会更便宜如果我走这条路会省不少时间你们看

把自己都省了所以你就一直这样省如果你尝试省钱

注意力会变得狡猾这里省

那里省自己不断计算但如果你们尝试自然而然地省钱事实上没什么可试的只是那么发生
你就能节省但狡猾的注意力不断地尝试在事情上耍小聪明它论证

它解释

这些天有这个便宜便宜便宜的东西这样你会真的发疯就像有一次我去美国买机票我说

这样会更好这样会更好
不要给我昂贵的机票头等舱没有

我可以坐经济舱所以他们给了我一张票用这张票
我怎么也回不到伦敦至少一年都没回来我将在美式英语里迷路在某处他们想出那么多办法这班倒那班
再倒那班那种恐怖的注意力毫无用处丢掉它

忘掉它如此省钱

我从没看到有人靠省钱变有钱比如我想要去买一些涂料我们买一些涂料然后他们想
如果你带它回来我们如何退货我们应该这样那样
有一天我们买涂料刷玻璃看那精微的部分你看
我能付得起所以我买了如果你付不起就不要买他们说
你们去退吧你们花了那么多汽油去那里如果你要计算
我们最终可以省两分钱我说好吧我会省很多钱

好吧

废话头脑一直在那个层面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再粗糙层面总有精微的迹象涂料被拿来好像价值8分钱
现在我们应该退掉没用完的我说

为什么

那也是愚蠢的还有你们浪费的时间但是母亲
让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我取了那些涂料

很便宜好吧
你看

涂了很多东西有些像玻璃

有些像石头所有东西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毁灭性的头脑只是计算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头脑有自知之明
你们必须摆脱那种算计便宜便宜便宜便宜便宜你们应该放弃

保持在中脉当然

你们不应该过分浪费但是你们也不应该总是沉溺于这种算计因为你们在浪费
有觉醒的注意力必须知道你们是自觉的灵你们不是普通

你们重要的觉醒的注意力在这个世界很少有人

世俗的人你们是特殊的人

在无用的金钱的计算上一分钱这个那个让我们继续前进

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注意力

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从不计算

但我生活地很节俭你们也可以做到这种注意力

你们知道

狡猾的注意力也是非常挑剔的注意力它开始是省钱然后

在晚上一定要喝酒所以生下来的那些分分钱

都跑到酒的排水沟里去了都是罪

这种人的总和是多少所以

这种心态必须被控制特别是自我的人都特别爱计算最令人惊讶但印度人不爱算计也不富有他们很慷慨
他们总是有钱给霎哈嘉瑜伽我跟他们从来都没有钱的问题 从来没有因为他们不是如此计算第他们来说 他们为他人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他人为别人花钱如果他们来你家好了

打开你的心

是花钱的时候了而不是用来买酒

自我放纵而是尽情地为别人做事那是他们的实践和传统所以在这方面 你们必须采取这个传统哦 他们来了 现在让我们花钱吧我们
能做什么这是你们需要明白的那些非常自我放纵的人是极度吝啬的人因此这注意力是狡猾的是更差劲的注意力
因为你看这狡猾同样也欺骗你自己

是在对你狡猾而你却认为

噢

我已经很聪明了

你看我已经节约了两分钱但是你已经失去你的灵魂了你已经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了我要给你一个例子我告诉过一些人不要坐货车
坐火车去这个货车看起来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货车而且那有很多

你看我对这种炮弹忍无可忍就是我说的
他们必须去做

你看

解释两个手指都像这样

还是去做了然后这个事情变糟然后这个事情变坏或者不管怎样现在完全混乱了所以

那些我告诉他们的事情再也没有炮弹

如果他们听我的就没有问题因此

你们的注意力

不应该放在节省物质的东西和所有那些世俗的东西但是注意力自己必须要被节省问一个问题 我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就看见在活动中
一些人非常专注地听我讲话但有些人就不是一些人只能专注一小会儿而有些听一会儿后就不感兴趣了一些看这儿
一些看那儿那么到底你节省了

多少注意力是仅仅关注一个霎哈嘉瑜伽士

你看忘记那些没有求道的人那些不具备你的品质的人

忘记其他人他们都是垃圾清洁工

但是你是一个高品质的人现在你应该节省什么例如

有个人是一个国王他没有因为节省了两分钱而被烦扰我不知道 现在的社会 我不敢肯定他们一定也做着这种类型的事情 你知道
但是而使他烦恼的是节省他的仁慈

他的尊贵但是对于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节省你的注意力它被称作

Chitta

NirodhaNirodh是节省你的注意力它到哪里去了

对我来说它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它跑哪里去了然后怎样才能节约你的注意力就是通过专注全神贯注
尝试着全神贯注不要让你的注意力游移不定慢慢地你要发展专注力你可以注视我的照片

这是最好的全神贯注

把它带到你的心中让它与你的心合一你们是幸运的人你们不用去树立一个照片然后放弃它
因为它只是一个Avalambana意思是它只是一个依赖然后你移走它对你来说它就是完全的依靠对我来说就是负载
完全的喜乐因此当你全神贯注于霎哈嘉瑜伽完全倾注在霎哈嘉瑜伽然后你就会控制
另一种类型的注意力

节省你的注意力这是一种类型的人然后

我们称它什么是那些持有非常负面态度的一类人这第一种是正面的

节约一切的人

所谓的所谓的积极那些节约钱

节省那没用的那这第二种是所有灾难的大主教悲惨

灾祸这种类型的注意力如果你每天早上看一下报纸你就会有那种类型的注意力所有看报纸的人们
就有那种类型的注意力去看看哪里有灾难我的意思是 用一种灾难性的方式有灾难的话他们就会感到开心我见过一些人 噢 母亲
我来参加交流会但是问题是 你看 没有水这个注意力在寻找灾难上从内到外发生了什么 好不幸啊怎么回事 我丢了一个别针太荒谬
有这样愚蠢的想法他们要哭喊

让每个人都感觉悲惨噢

我好悲惨怎么了

我的孩子不跟我这样的人是极度任性的直至涉及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让每个人都像那样噢
那样轻轻碰一下

他们都感觉受伤害通过那样

我的丈夫不跟我说话或者
那个人和我说话不和善他这样

他们认为他们在节省自己的情感如果那不是物质的东西这样的人跟任何人说话

都担惊受怕的任何人说一些美好的事情

他们都受惊吓就像这样

他们就会皱眉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

什么才是他们应该节省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必要节省你们的情感

你们是被保护的如果别人跟你们说任何事

又怎么样呢你是超越那些的
没有人可以触碰你你一直浪费你的注意力来尝试节省你的情感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一些人要说一些话
刺耳的话这就是你不想做一些事情的原因这样妥协的人
因此就叫做对霎哈嘉瑜伽没有理解的人在霎哈嘉瑜伽里是没有任何妥协的霎哈嘉瑜伽就像一颗钻石钻石将一直是钻石
不管你做什么它就永远它就像那样因此你要明白
他们就是最悲惨的人

那些酒鬼们就想象一下

这样的注意力是不应该被允许的偏离到一种放纵的那种具有酒鬼性质的那样
他们将经常哭喊

哭泣人们会认为他们是非常悲惨的因此在那种时候

你必须要节省的就是你的注意力从那样的放纵中到对你恐惧的无用的表达关于你情感的你看现在
今天他们唱这首歌这首歌确实让我满足完全把一些表达带出来了那些在这个时间本来没法
自动流露出来的感情但是这些最伟大的事情已经完成
你不能变得沮丧你要照顾所有人而且你是充满力量的怎敢怀疑你自己
我看见我在镜子里同样的方式

就是来提醒我你是上帝
或者感到受挫呢那是一个非常有反映的事就像一面镜子

你也应该有对你的情感的理解而这情感应该是一面镜子你应该在你的情感里看到你自己你的行为怎样

你怎样处事

你怎样言谈因此这样的人应该总是有一面镜子然后感觉被提升了你就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而那镜子

在那反映中

你应该看见我而不是你自己有时候 我发现 真的对一些练习者很泄气非常 然后我就只是站在镜子面前然后我说 现在 打起精神来你
是拥有一切力量的人是所有的轮穴都被唤醒的人没有一个降世神祇是这样的你是那创造世界的人而你也是那拯救它的人
所以现在打起精神来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去担忧只有在情感方面的一些事

我有的时候感觉现在我要放弃他们中的一些

完全地他们是我的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 不是作为一个导师作为一个导师 他们没有问题然后 热情又被激起 在我内在不 尽管我要放弃
没关系

我要再唤起完全地

那力量自己运作因此这反映应该是具有我的性质有一些是在你之前想象的是那给予你能量的

就像这首歌而不是那些可悲的人的反映耶稣

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就像在（罗马梵蒂冈的）

而不是那些可悲的干枯的人那些比你们还要差劲的人因此

创造那些

西斯廷教堂

有关你们的母亲的想象那些你应该在你的情感中

看见而提升的这就是第二种你需要控制的注意力这第三种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白痴的一种这种白痴的

从第二种而来来自于那种情感上放纵型的那是第三种的A型而这第三种的B型来自于第一种是那种愚蠢的
因此我们有两种人一种白痴而另一种是愚蠢但是在印度语里只有一个单词尤其是在马拉地语里
叫murkha对他们来说两种类型都是一样的就像是画圈最后又在同一点相遇我的意思是英语
在某些地方是很好的至少对不同类型的愚蠢有区分就像他们可以是蠢货
你看因为灵魂在这里非常困惑心理学家已经说出
这第三种是最差劲的

或者他们可以是白痴

一些是精神分裂者一些是白痴

对我来说是最让我沮丧的他们吸附着我

一些是蠢货

一些是傻瓜因此这样

就像水蛭他们总是会说一些愚蠢的事情实在是不能忍受一个白痴

难道不是吗他们令人厌恶 我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在一起就叫做 murkha所以我不想分析它 有点儿太多了因此你要有那种注意力
然后你最好保持沉默不要说话 只是听其他人怎么说 他们说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就只会滔滔不绝 一直说 说 说不切题地 没用地
浪费他们的能量而这样的人他们经常
和狡猾的人是朋友狡猾的人和这样的人一起手拉手因为狡猾的人想愚弄一些人而那些傻瓜也想被愚弄就像
有一个国王就会有一个小丑就像那样

你看

这样的组合能够成因此对这样的人来说

最好保持沉默保护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他们所有的能量

只为清理所有的这些白痴将很快消失如果你要保护你自己

就不要说话不要说一些愚蠢的话那些白痴的话 只是保持静默 然后静观他人有时 这样的人可以变成非常好的工具上帝的力量但是
如果他们

不要变成蠢货和白痴这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那些过着非常专注生活的人我的意思是这种人工作非常刻苦也就是说
那样非常地全神贯注那些工作非常好的大人物

我要说的三种类型但是这第四种类型的是
在办公室

是非常卓有成效的人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专注的思想

那样

这样

非常地专注一个家庭主妇

照顾她的丈夫和孩子是非常专注的而一个丈夫他照顾他的家庭和他的事情也是 一种非常专注的方式他们知道怎样画好画（计划）
他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他们的双手非常灵巧
就像塑料或者你可以称它

就像橡胶至多

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样的人

要改进它

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固化的注意力非常固化的

我们可以说就像一些东西我看到过你们用来防潮的

你看你们只是运用它

过一段时间后 它就干透了 陷进去他们就没法把它去掉了他们不能 他们不能享受任何东西除非或者知道你给他们拿出一个文件
不然你没法和他们谈话你看 如果你要和这样的人说话最好准备一个文件而且在开始之前 你要在你面前放上一个文件如果在文件上
他们才会看但是如果你说话

他们会说

做一个文件非常地干焦

而他们是不能享受生命的没有灵活性可言

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可以有创造性

只有和他们的风格是相关的但是

不是创造性的喜乐因此哪种类型的专注就是那样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人就像那些狂热的人他们对他们的成果非常地专注
极度地这就是所有这些宗教如何得以传播

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

印度教

和所有那些因为他们有一种

专心致志努力的狂热专心致志的努力如果你读了这些在圣经中保罗的信你就会看到这种专注你去那里 你去那里 然后建一个教堂
然后做这些你都完成了什么

非常有组织

非常系统化完全就像在一个机器上

运行的流水线而且他们总会有那样的后遗症查理·卓别林 已经在他的摩登时代影片中展现我以前非常喜欢看那个影片他常常拧螺丝
你看

站着站大约一个小时然后一段时间后

意思是执着于一些事它不是那样的

当他已经从这个事中解脱他还是习惯继续像那样那种类型的注意力那就是集中的

它不是渗透的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没有变成

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变得卡住了

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拯救所谓的成功他们会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们的勋章
绅士们你们还没过海关这是另一种组织他运作得更快
执著的人现在有四种专注型的人他们热情

仅靠专注越来越精微的

那个卡住的注意力对霎哈嘉来说是没什么用的这样的人

然后
我不知道

所有的东西然后上帝会说

回去吧

用更聪明的方式而且特别得有效率因此这样的人将只会成为
深入他们穿透因为他们有活跃的思想它们没有死

他们有活着的头脑他们渗透有时候我观察
他们要说什么如果他们只是以世俗的方式说他是一个好人

干焦的思想

我问一些人你会认为某个特定的人怎么样马上我就知道
他是一个坏人

这些

那些的然后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非常表面

肤浅但是看到发展可能和潜能正在被唤醒的人
以及那个人正在面临的问题然后我就知道他就是那个有专注力在那个课题上的人而霎哈嘉瑜伽的课题
需要最大的限度因为霎哈嘉瑜伽需要

最大的限度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理解或者你是否意识到但是是通过经历来学习的

渗透如果你已经理解
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你必须去经验

然后相信它它不是我告诉你的东西

在你脑海中形成制约什么都不是

是你自己经验它然后学习但是那些有渗透性理解力的人他们有那种渗透性的爱
情感而那些有那种渗透力的行动带着他们的理解力的人他们是那些经历

学习

经历学习

经历

学习的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思维影响他们不 不 不我的这个想法 已经获取了过去的经验而且以此为基础 不行我必须把每一天当做
全新的体验那些经验必须沉默在我内在必须持续在我内在必须被约束在我的内在霎哈嘉瑜伽经验是很好的制约怎么会呢
我已经看到过我已经面对了

我已经经历过

它怎么会但这也是

要想有最好的经历首要条件是Rutambhara

Pragnya你应该在这一水平就是你真的获得那样的经历否则你将一直
只是一个在世俗型的人你可能会和我在一起但是你将不会有那样的经历你将不会有那种充满喜乐的感觉什么都没有 那种喜乐因此
这种突破始于你的冥想和冥想的支持三摩地的种子发芽新的维度随之显现这种类型的注意力 你要去发展通过观察这注意力 洁净注
意力当你观察你的金钱当你在开车时观察你的路当你的孩子成长时你观察他们当你觉察你妻子的美丽或者你丈夫的关怀所有的放
在一起

你观察你自己

你的注意力它去了哪里它掉落到哪里了我的注意力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人就没有问题你将会惊讶

这样的人当他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事情就会变得自动自发他们可以成就

没有人有任何问题如果有一个问题你一直面对的问题在你内在
就知道你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这个工具出了点状况如果你没有一个开罐头的刀然后你用一个刀去切罐头 是搞不定的然后你就会说
是这个罐头

这个罐头有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不是

是这个工具出了问题而这个工具必须要修正当这个工具好了毕竟

你是拥有所有的力量的你是拥有所有的祝福的力量的源泉就在它的背后所有的一切都要成就 它应该成就你已经有事情被成就过的
经历你有那样的经验那么多的奇迹在你眼前发生但是注意力仍然没有被安顿下来在那样的经历后 仍然gatanubhavas意思就是旧的
经历继续持续旧有的认同继续存在你依然继续那些不洁仍然在你内在存在改变一切成为一个新生的全新的人你盛放得像一朵花然
后像一棵树然后呈现你的姿态呈现你的姿态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因此这样的注意力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理解的要点是什么理解的程度是什么这非常简单

一定要恢复清醒知觉你看看你自己
我必须高兴因为我就是这注意力如果我高兴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我无法因世俗的事情而被取悦通过任何事物（都无法被取悦）
只有通过你的升进因此你用这个来裁定自己你是否给我花朵或者任何事物但我只能被取悦

当做事情的本质达到那样的高度

有那样特殊的显现你说 母亲我特别爱您好 你说但是 我必须要看到 你说的那样的爱 或者做的有可以给我喜乐的本质在我们之间
它是那样相互的

你无法想象你不能离开我而生存

我也没法离开你而存在它是那样相互的但是从一方面说它是完全的百分之百仁慈的不论我对你生气

不论我责骂你不论我纵容你

不论我说 不要那样做如果我告诉你 不要挨我太紧 走远点任何我做的那样的事情 都是为你好对你来说而对我 好处只有一个那就是
你应该被解放那就是你应该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是你应该因我而繁荣就像大地母亲感觉非常兴奋当看见她显化成
那些美丽的翠绿的树就像那样

她什么都不是

我们站在她身体上

我们在她身体上走路我们在哪里能看见她

在那里这是同样的情况她就是那个改变所有季节的人Rutambhara意思是
'Rutu'的意思是季节她创造出的所有季节只为令我们欢喜但是我们做了什么
折磨她从她那里掠取所有的一切
她变得生气然后你们就有了火山爆发

但是她看着我们
注意力它改变季节

去取悦她呢我们使她筋疲力尽

污染它做各种各样荒谬的事情然后她就生气了这和她是爱是同样的在同样的爱里
你们就有了地震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

生气要花些时间花些时间

当然你们的母亲

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慢慢来照顾好你自己

这点非常重要突然间你会发现被提升了一些人将会提升他们自己而另一些将会被完全剔除所以要小心
我在警告因此今天是这样一天

第十五天的前一天第十四天

你要成为一个杀手杀掉那些所有愚昧的所有那些愚蠢的

白痴的所有那些狡猾的 所有那些情绪化的杀掉那部分 成为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明天 接受祝福愿神祝福你

1983-0724,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今天你们都聚集一堂做导师普祭你们的导师首先是一个母亲
然后是一个导师而这已经给我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之前也有过很多次的导师普祭几乎都在英国而你们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母亲总是在
伦敦举办导师普祭时间就刚好那样落在导师普祭中在这个时间段我不得不在伦敦那么多年我们都在伦敦做导师普祭如果按照ritam
bhara prAgnya 所有事情的发生那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为什么母亲在这里 在英国为了一个导师普祭这在往世书中记载了太初导师崇
拜母亲沿着Tamasa河的岸边Tamasa河和你们的泰晤士河一样而他自己来这里做崇拜德鲁伊教团员那些已经显示巨石阵的人和所
有那些都起源于那段时间

在这伟大的湿婆神这灵的国度因此

灵就居住在这里

就像在人类的心中一样而顶轮是在喜马拉雅

至高湿婆神所在的冈仁波齐山这就是最大的秘密我们要在这里举办
为了这个特殊类型的导师普祭在你们母亲的
Sashti今天你们的导师

这么多场导师普祭为了今天达到它的高潮

第六十个生日的这一年有一个特殊的

已经可以庆祝六十年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样一个

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是

非常重大的时刻汇聚一堂再次在ritambhara

prAgnya的

影响下因此所有这些发生的巧合

都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而所有的一切都成就得非常好因为那就是上天的愿望和上天的设计因此Thames
我们称这条河为泰晤士河你看
加尔各答也像

导师

英语就是这样一种

可以把一切都英语化的语言就像孟买

其他类似这样的单词就像瓦拉纳西被弄成

被叫成Thames现在从泰晤士河的名字你可以知道那就是Tamo

河

他们把

Mumbai弄成Bombay你看

Benares泰晤士河

其实是Tamsa

Guna的地方就是那左边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地方因此

感性的人是非常虔诚的而且他们崇拜上帝多于他们参与宗教活动或者其他什么的而

偏左脉的人
Datattreya

住在这里在泰晤士河的岸边冥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 做导师普祭的伟大的背景为了唤醒你们的导师原理我们要到达每一件事情的
根源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除非而且直到你们知道根源
和传统背后的东西否则你们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深度的不能理解任何一个普祭的重心

强度今天我们再一次汇聚一堂

做导师普祭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在内在 获得了导师原理就像我上次告诉你们的也是我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十诫已经在我们内在展示就
是描述了不同的在我们之内的精粹的不同类型导师普祭的精粹已经 在我们内在被唤醒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够 在这里举办活动现在
这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正法在我们的内在没有正法你无法升进就像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的清洁对于你取决于你怎样
虔诚地遵从正法在摩西时代它被成就了所有的规则和规条都是为觉醒的灵而创造的当我在一本书中读到它的时候
非常棒因为如果我说这些 人们会不相信它已经被改变了我想讲话期间 孩子不应该在这里最好把他们带出去讲话后你可以带上他们
那些比较吵闹的安静的孩子没关系但是那些吵闹的孩子 你最好把他们带出去如果他们继续吵闹 最好出去或者到门边这样他们吵闹
你就可以让他们出去就不会干扰大家了在普祭期间是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在门边门口或者其他你方便出去的地方因此给予人类的这些律法和规则实际上是为那些能够 理解的觉醒的灵但是当摩西发
现当时人类的状况他就必须变成非常严苛的规则因为对于当时的人类你必须极度严苛除了恐惧它们什么都不能理解如果你有一根
棒子在手中 你就能让他们服从没有那根棒子 人类就不听话他们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很好现在你看现今所有国家的情况那些领导人
或者首相 或者总统的他们都是极度严苛的人非常专横的而且也非常干巴巴而通常人们喜欢那样的人甚至是希特勒的成功也是因为
如此因此到目前为止导师的特征当然要非常的严苛是为了那些还没有自觉的人通常一个导师不是

一个好导师

Satguru他不喜欢跟人说太多话他们向人们丢石头或者他们不喜欢和那些没有自觉的人说话但是如果人们是觉醒的

那么这些导师

就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对待那些想见他们的人会有天壤之别在觉醒和没有觉醒的人之间在神的礼仪中无论他是国王还是其他什么
人

都要被要求站到神的国度外面这和你有着怎样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他是一个觉醒的灵

而且不是疯狂的他就被赐予最高的位置但是如果你被附体

那么导师就要告诉你你要从这里出去首先

你要弃绝你的财产

然后再来遵从所有这些严苛的规定这样和那样的人要被杀掉这样和那样的人要给予惩罚剁了手
剁了脚更有甚者完全挖掉眼睛做这些因为他们不是觉醒的灵摩西有非常伟大的认识
现在称为伊斯兰教的律法那就是穆斯林遵循的从某种角度来看

我想他设立了另一种
我想它是很好的因为现在那些普通的人

真正应得这样的约束但它不应如此狂热，不能有歧视在觉醒的灵和非觉醒的灵之间现在你内在的导师将会被唤醒
如果你对自己严格地话这一点非常重要直到你对自己严格否则导师是不会
他们不能为任何事情有所牺牲那些非常喜欢舒适的人也永远

无法成为导师

在你的内在被唤醒那些懒惰的人
我可以这样说他们可以是很好的管理员

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但是绝不可能是一个导师一个导师应该以他所
需要的方式生活他可以睡在石头上他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睡觉不是门徒要强加给他这是他自己的本性
他就是可以调整他自己舒适不能控制一个导师现在那些想要唤醒
你们导师原理的人要知道你们不应该要求舒适哪怕是一件像那样的事

昨天我看见你们在跳舞你需要做真正的苦行你们要有密集的苦行你不能学哪怕是一件事
像跳舞如果没有深入关于它的苦行所以一个导师要通过所有的苦行
但是想成为导师的霎哈嘉瑜伽士

这非常重要霎哈嘉瑜伽士不需要这样

就需要做这样做我们一定要有苦行而这苦行可以是任何一种你渴望的假定

假设你非常喜欢食物那就不要吃你喜欢的事物如果你非常喜欢甜食那就吃一些非常苦的
比苦超过108倍的如果你喜欢一些类型的就像印度人

有些时候喜欢非常辣的事物

没有盐的那种教你的舌头去自己守规矩一个导师没有必要把他的注意力
他们很好当食物在那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专注但是当他们参加活动

他们可以做厨师

那就吃一些白味的食物

放在食物上我见过一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
他们就不专心了这是很难过的事情

很好或者可以做美食家

这样的人没法做导师

或者就像那样的一些工作会很适合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要做导师他们就必须学会控制他们的舌头 和他们的欲望我的意思是 禁食对于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来说 是非常好的事
禁食非常好他们总是在担忧 我们中午要吃什么我们晚餐要吃什么这样的人他们的导师原理 不能被唤醒他们也没办法成为导师 所
以请注意导师一定要知道控制他们的舌头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要生气什么时候要温和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要说些什么要说多少这
就是为什么很多导师 不说话反倒更有效静默是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但是当要讲解霎哈嘉瑜伽的时候 你就要说但是我见过一些人
他们非常雄辩当说起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当要说霎哈嘉瑜伽

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对于霎哈嘉瑜伽因此你要成为

霎哈嘉瑜伽知识的精通者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导师不只是在言词

还要在你的行为

在所有的事情中而这karamat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用神赐这个词

他们称它神赐于能力的或者你可以说

那个怎样做这样提升昆达里尼 怎样把它安放在顶轮怎样突破顶轮 所有这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怎样传播你的知识 就是梵语所说的
viniyoga导师原理在一个人内在被唤醒当他已经达成了一些事想象一下一个半生不熟的导师

像导师一样的说话他将最终以一个门

徒的身份而终结因此你必须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当导师原理达成你要把它给予他人给予他人这个问题因此
你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才能给予他人要达到这个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你执着于金钱

所有世俗的事情

如果你执着于食物如果你执着于生活中

你就不能给予现在可以达到更高的境地它自然地在我之内

你不要依赖任何东西任何的规则和规矩就像说我对食物没有任何担忧我要禁食

是可以达到的那就是
这样

那样当你吃或不吃

所有的都结束那就是你要达到的状态就是你在吃食物如果你问
你吃午饭了吗我不知道你要吃午饭吗我不知道对身体的问题完全不关心你在哪里睡觉我不知道你吃了什么
你会有什么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的境界叫做ateeta的状态

你要要到这个状态无论你做什么

你只是在做因为它就是要完成

不放任何注意力就是不假思索的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在成为 ateeta之前 你要告诉你自己什么都不重要 你看 就是 avir
bhava他们称它

是一种你被陷进去的戏剧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这些地毯不重要我应该尝试在水泥地上睡觉首先你要这样做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不记得自己是否睡在水泥地上或者在一个简易床上

我睡在哪里的

现在需要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去达成在一种超越的状态中假设有一些人在你面前
左一巴掌

右一巴掌

我不知道那就是ateeta境界这种境界

你生气了好的

你给他们左一巴掌

非常好然后下一刻你就笑了你对那个人发火了吗

右一巴掌
我不知道

我发火了吗就像佛陀有一次说了什么在一个小村庄那有一个可怕的家伙
他站起来了然后对佛陀说了很多然后当他去下一个村庄的时候
可能有问题因此他就蹲下说
请原谅我吧佛陀说

先生

什么时候

我错了

那个家伙感觉噢

我不应该那样做

你在什么地方说的他说

在上一个村庄哦

所有的都是在上一个村庄啊

我已经把它们留在那里了我也没有因它而烦恼这就是你要达到的ateeta的境界因而
它一点都不重要这样的认同当他们完全脱离然后你做事情就在akarma
它并不知道它在发光当能量在流动

左喉轮

我说了那些而我就不应该说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觉醒的人所以我那样做了
甚至是不用感觉
境界中那里

比如太阳发光

你不知道它在流动它已经开始在你身上运作了你很惊讶

你抬起自己的手

昆达里尼就升起了实际上你不知道你提升了昆达里尼你怎样提升它的你不知道
就是这样ateeta境界已经在你内在运作了但是要在生活中的每一步建立它每一件事
你都要超越而如果你可以掌握它那就是你要达成的最高境界对于神的化身来说
是非常不同的是相反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反的他们不需要做任何的苦行他们不需要挨饿
他们不需要清理他们自己他们做什么事都是punya福德他们根本都不需要积累福德如果他们杀了某个人
他就是正法如果他们打了某个人

他也是正法他们不会做错任何事他们是绝对完美的如果他们蒙蔽某人

他们欺骗某人他也是十分完美的因为达成更高的目标

你需要忽略一些小目标你会看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是合乎情理的当你维护你的国家那有一个你们的敌人
你可以圆滑地愚弄他这是允许的

为什么因为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他总是有更高的目标他一点也不会被小目标而烦扰他不必去斟酌
那已经完成了甚至是行动

每一个行动

这样做

如果你要维护你的国家你不能杀掉他你可以欺骗他
思考

你要放弃小的目标但是对于神的化身来说
找理由或者去训练自己

神的化身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它内在的起伏

去演戏或者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好处一点都没有

甚至是一个瞬间都不会对世界不好因此神的化身是非常不一样那是不可能被达成的 而是已经在那里了现在举个例子神的化身就是
bhokta

就是享受者他是万事万物的享受者很多人

假设

已经创造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

从土耳其来的地毯这些地毯是土耳其人制作的一些时候是让神的化身坐的因此这个 ritambhara prAgnya 会以这样的方式把它带来
至少我看到它或者我拥有它因此他们的灵魂会被祝福所以他们感觉会很好就像米开朗基罗不是为教皇而生
我可以告诉你们也不是为到那里去的那些毫无价值的人布莱克创作的所有作品也不是为那些想去
看裸体艺术的无用的人他们全部都是为了神的化身
什么都不能触碰他们

而创造的那就是他们最大程度地

什么都不重要但是那不是思维的或者

获得祝福的方式因为他们已经超越

任何他们训练自己的事情是自动地就像锡吕·克里希那

要和一万六千个女人结婚你可以想象吗在那一夫一妻制的时代 他要被起诉上百次这个原因就是他有16000的力量而他天生就是那
样带着那16000的力量在这个世界而五大元素成为他的王后让她们围绕着他
围绕着我我的意思是

他要做一些辩护就像现在我有霎哈嘉瑜伽士

给予自觉因此自然而然地我就是你们的母亲

他无路可走只能与他的16000力量结婚所以他结婚

就这样被确立但是对克里希那来说

但是他又是从没结婚的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独身的因为他就是Yogeshwara

瑜伽之主 而且他是brahmacharya禁欲的谁敢与他结婚因此对他们来说 所有世俗化的东西 都仅仅是一个戏剧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
一个戏剧一个人他不是化身的话就不应该尝试那样那不是人类的权利就像一个经常站在路上的警察如果他向左向右挥手
我们照做但是你让一个疯子去站在那里

他就会被逮捕因此对于普通人

即便你是一个导师你也不应该允许他们触摸你的脚只有化身的脚才能被触摸其他任何人的脚都不能被触摸当然在
（良好的仪式）中就像我们在印度的习俗中

触摸父亲的脚那是因为那父亲

samayachara

是你内在父亲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

或者母亲

（内在母亲的代表）那就是象征性的但是在现实中
你不用对任何其他人顺服而要对化身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个老师任何艺术的或者其他什么的老师 你要触摸他的脚甚至是叫他的名字
你也要扯你的耳朵但是没有谁应该触摸你的脚尤其是霎哈嘉瑜伽士不应该谁都不能让别人触摸你的脚作为一名老者你可以这是不
同的点

但是不是作为一个导师那是非常危险的事一旦你开始那样

你知道什么要发生

有很多他们就要离开霎哈嘉瑜伽因此要发展你们内在的导师原理首先你必须要完全地发展你自己你要看看
现在怎样发展你自己的导师原理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

我们已经在你内在有十诫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

发展这所有的十诫这样我们就脱颖而出了昨天当我告诉你们那些

当我们做

dhyana-dharana-samadhi当达到

prAgnya的祝福时然后把所有的事情放到不同的区域就像称作desh

ritambhara

或者bhoomi你怎样消除它们是要点

是通过口诀通过口诀清理它通过你的注意力清理它每天你必须要知道哪个轮穴

应该被清理干净你必须要清楚你自己

哪里有问题怎样把它清理干净我们必须清楚怎样把它清理掉别认为它在就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很多人有
左边的问题你只要给他们柠檬和辣椒然后想着母亲已经工作了我只能暂时地做这个事但是一旦你那里
又有空隙就会吸入（负面）你看那些你内在的吸尘器

又感到很饥饿

要更多的因此把你的吸尘器

去掉就是你的工作而为了那你要虔诚地追击你所有的缺点这就是对你们所有人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要尝试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所有的

这些不同的deshas（国家）上是国家

他们就是这样称呼的而一旦你一旦清理掉了它就被启迪了

充满光明然后你就叫它

pradesh意思是国家已经被启迪一旦那被实现你就达到了 你可以成为一个导师的点但是你仍然不是一个 Satguru要成为这Satguru
你要达到ateeta的境界这ateeta的境界是这样的一个坏人在你面前将发抖一个说谎的人他骗了其他人那就要失掉他的舌头一个有淫
邪眼睛的人一个没有自控力对他的想法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人关于对女人或者对男人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眼中要颤抖这些人要颤抖
那些已经着魔的人也随之颤抖他们全都会在Sat

Guru的光之中

你根本不用和他们斗争他们自己就会被揭露而你什么都不用做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个佣人
在家里所以我说

把她除掉吧我去机场

你看而那里就有一个大的水沟我的意思不是一个水沟

被暴露当你达到那样
女佣人她是一个恶魔缠身很严重的人

途中我在那个房子停下来而那个疯掉的佣人恰好走进去
是一个开着的什么东西她看见了我

然后就掉进去了我说

噢

上帝啊然后我告诉司机把车再往前开一点她确实掉进去了
它会发生有一天我乘飞机有一个前面的绅士开始跳然后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问

你是从TM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他说

我们就是知道

然后我坐在后面有可能 他们所有的会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像那样跳或者一个飞行员也开始跳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大问题甚至这些灯你
进入一个教堂而突然间你发现所有的灯像这样灭了甚至在一个大的宴会上

我发现

当我坐在那儿突然间所有的人都过来坐下然后他们身上的亡灵都苏醒他们开始跳

然后人们开始看

怎么啦那里着火了吗因此很多事情会发生就像有一个绅士在一场战争中
着了很重的魔我们正去登船那有一个小的平台他要第一个跳而这个平台开始动
像那样那个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那样做因此当你到达那样的境界

像这样
你不用争论或者做任何事甚至

如果你抬起你的眼睛就会让这个人陷入问题或者那些可能有一些自我取向的人
他们就瘫倒了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导师的戏剧用一种很简单的的方式扮演你要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表现因为你要吸引他们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这就是打广告 广告部一旦这样做了 戏剧就成了它就会很快暴露 他们会发现你不好你就是戏剧家一旦戏剧已经成了
然后你可以非常聪明地在他们面前

展现出你真正的自己所以首先你不要给他们

严厉的监工绝不你首先要用你所有甜美的品质他们越是执拗
你可以治愈他们首先为他们准备

开始时

展现你的真实

我要对他们越温和然后他们就进来了然后你运用磨粉机
他们有的时候会非常害怕他们非常紧张

他们非常不安

有时候自我特别多因此要温和渐渐地

他们也在你的陪伴下

将巩固他们自己然后

即便你打击他们

他们都好好的那就是它怎样被聪明的成就如果你看我经营我的Gurudom
(导师)的方式你也可以经营但是导师的关键就是耐心完全的耐心和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
完全的耐心首先你告诉他们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会不接受

完全信心这就是关键

他们要争论怎样

为什么

这个

那个

没关系

继续然后他们将带着熊猫眼回来或者他们会鼻青脸肿的回来然后你说 没关系 我会缓和它的 你缓和它然后告诉他们因此是这智慧
你应该

有Yogeshwara瑜伽之主的判断力怎样应付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说Yogeshwara瑜伽之主因为在导师境界

你要放在集体的层面上个人的层面结束了

而你要跃进集体中一旦你开始变为一个导师因此我前几天对Modi解释的

所有的这些方法你可以理解 十个你的问题和这 void幻海一旦被解决你就解决了喉轮的十六个问题而一旦这十六个问题被跨越了
你就来到额轮而在额轮那里有那么巨大的牺牲而没有牺牲的感觉

是等待你要看你可以牺牲什么在那ateeta境界

因为你没有牺牲任何东西一切都已经被牺牲 那还有什么好牺牲的而这样的境界是可以达成的通过意识到你就是一个觉醒的灵你不
是普通人而你也不会有普通的世俗模式的规则和规矩就像yami和yama这nirmas是为你自己的

yama是为别人的

什么也没有这应该是绝对的真理和你在一起非常
因此你应该彰显他们而所有的这些真理都有力量通过在你内在建立所有的真理你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自己自动成就因此首先你一定要让你

所有的轮穴都良好你一定要放注意力在你的轮穴上在三摩地境界之后

你将恰当地开启他们明确它们 知道什么轮穴是不好的我见过一些人某些轮穴不是很好而其他轮穴都很好但是他们只能享受这些好
的轮穴而不担心那些不好的轮穴注意你不好的轮穴

清理他们

清理他们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那把注意力放在上天放在你崇拜的神上你就会得到他们力量
在你内在的完全反映所以清洁所有的轮穴所有要被建立的pradeshas在

pradeshas建立之后你要在集体层面建立

与其他的和谐关系在集体层面然后你在额轮成为完全的灵的境界它是一个

在霎哈嘉瑜伽最容易的

我已告诉你原因因为你就是这幸运的人这最最容易的是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的精髓就是
它就是要做的最简单的事情而那就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运用全部的最简单的方法的优势事半功倍

全是为了你们这就是导师普祭对你们的祝福就是你们都要在明年变成导师今天要在你心中说

你要奉献要在心中向我承诺

不是我们要试试 而是我们要成为你要说 我们要成为 我们要成为 三遍现在 我要告诉你们剩下所有的就是现在我已经完成了
我的第十六年再不会庆祝我的生日了

这是最后一次请记住这个不管你说的什么

我已经接受你说的因为这十六个生日是非常吉祥的这之后就没有 我的十六个生日庆祝了你们已经想着给我一些礼物从整个欧洲在
这第十六个生日上我已经接受了但是这样的计划再不能做了这第十六个生日
可以吗因此任何人都不要

再庆祝我的第十六个生日了我希望你们清楚因此

现在已经结束了我坦诚地告诉你们
这个礼仪导师的和母亲的是在霎哈嘉瑜伽里被理解

主要通过经历它但是那不是说你故意去经历它的另一边通过更多更多礼仪你将发现你会收到更多的帮助像Nick 他会告诉你们那些
有一天我告诉他那有两个想去比利时的妇女我告诉她们

她们要明天走而妇女们说

母亲已经说了你们要明天走所以不管怎样你们应该明天走她们说

不

不

我们要今天走他说

我们今天要走母亲说我们要明天走那又怎样他说

但是母亲说了 她们不听因此我们把她们送到机场然后她们发现她们要第二天才能走因此这就是这样 那就是礼仪应该在那里是的
母亲已经说了

但是没关系它可能会出错

没关系无论她说什么

让我们先遵从然后再看看只有通过经验你才会知道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只会说不

这不好

我们不要这样那样做因此这个礼仪就是要做的简单中
最简单的因此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的精髓这简单中最简单的就是礼仪如果你明白礼仪你不用去做任何事
你就自动地知道但是如果你缺少礼仪

而这就是你怎么不知道这个点就是

你可以问其他人你可以问那些有经验的人或者如果你想要

在霎哈嘉瑜伽里最好的成长就是知道礼仪

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试试但是有些人绕着尝试另一种方式

就像在我背后回答我通过说各种各样的事他们认为

让我们试试看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把他们的脖子

弄坏了过来让我治因此那样的是不应该发生的

经验应该是为了更好如果你问问其他人

就采纳他们的建议那些人他们升得比普通人更高什么是礼仪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它上
你怎么改善自己的礼仪我们应该做什么去遵守礼仪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会做错什么因为现如今霎哈嘉瑜伽的精髓

就是礼仪那应该是最简单的应该是要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一旦你知道这个礼仪是 如果母亲已经说了如果它是有意义的 然后它就是对
的但是有些人特别有意思他们开始用我做引证母亲说过每个人都要禁食我对有些人说过你要禁食因此一个瘦子第二天晕厥
发生了什么当我对一个特别的人说了一些话
每个人都要禁食这是一个大问题

他们就去传播它因为他们认为

我说

为什么我要一个人禁食

就是他们总是引用我的话谁都不能引用我的话给别人说有一件事很重要无论你要说什么

你把它写在布告栏上可能带上我的签名

好一些

为一些常规的事但是针对我说的任何特殊的话

你应该特殊地做至少那样的判断力我们都要有试一试 你将受益匪浅你将惊讶 你将获得巨大的好处因为它是为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
你的益处一个特殊的仁慈如果你明白了礼仪的精髓那么我要带你到那个点在那里你将开始理解本身没有什么是交托给母亲的因为
她不会带走任何事

什么事都不会到她那里只是你自己交托给你自己通过舍弃所有不想要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

就是你应该获得的你们都要升进很多

你们要成长得更高我肯定你们将继续前进

将成为伟大的导师就像你们承诺的

到明年的今天成为导师

1983-0821, 大地母亲与摩诃拉希什米普祭
View online.
大地母亲与摩诃拉希什米普祭，1983年8月21日，英国瑟比顿灵舍 不能坐在地上的那些人可以从里面拿些椅子，自己拿椅子坐。
如果你们不能坐在地上，去给自己拿把椅子。坐下来（锡吕.玛塔吉用印度语讲) 锡吕.玛塔吉：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霎哈嘉
瑜伽与大地母亲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要了解大地母亲的价值，这非常重要。祂极之仁慈地对待你们所有人，祂一直在吸收你们
的能量，而且，祂也一直给予你们目之所及的所有事物。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我们内在与大地母亲的联系及其大地母亲
在我们内在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我以前也告诉过你们，灵量卷曲成三圈半，被放置在三角骨之内。现在，灵量的居所被称为根轮
，其在宇宙中的象征正如大地母亲，在普祭中则由宝瓶（kumbha）所代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准备了宝瓶？
霎哈嘉瑜伽士：是的，我们准备了，锡吕.玛塔吉。

锡吕.玛塔吉：你们准备了？宝瓶在这里。

迄今为止，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理解全能的神和所有其它我们视为重要的五大元素。

锡吕.玛塔吉：怎么了？

霎哈嘉瑜伽士：我觉得这个麦克风坏了。 锡吕.玛塔吉：好吧。（锡吕.玛塔吉把麦克风拿在祂手中，霎哈嘉瑜伽士笑了。) 而且，
意识一直以来也趋向于认识除了大地母亲之外的其它四大元素。必须如此，因为除非对其它所有四大元素的认知达到某种程度，
否则大地母亲无法表达祂自己。就好比如果你所有的轮穴，四个轮穴，都感染了，那你不能提升灵量，你不能给予自觉。你不能
完成大规模的进化。这就是为何我们有献祭（yagyas），以及所有其它激发四大元素的方法。他们崇拜水，他们崇拜气，天空，
苍穹，光。这就是我们怎样进化到耶稣时代，在那时光受到崇拜。 但是今天，当我们处于现代霎哈嘉瑜伽时期，我们事实上处于
大地母亲的层面，因为就像他们所说，这是水瓶座时代，水瓶座就像宝瓶（kumbha），就是大地母亲。因此我们处于大地母亲的
层面。在人类的意识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我说的不只是男人，而是说的男人和女人。意识正越来越多地趋向于生命的女性化表达
。但正如人类一样愚蠢，女权主义者也一直非常愚蠢，她们在理性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以及所有无用的层面去奋斗。如果
她们在这些层面去寻求平等，就会变成男人，就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若你是好争论的，若你是理性的，若你像一个男人一样说话
，那么就是男性化的发展。然而，母性的发展，女性化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男人愚蠢的发展方式。和愚蠢的男人去竞争是完全没
用的，我们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愚蠢。现今，整个世界，都在表达着男人特有的那种荒谬：竞争，攻击，压迫。因此，女性的另
一面，就是被称为受支配的、隐秘的，受压制的一面，所有这些都必须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整个模式，整个风格，
必须要改变。 看看现在，在基督教中，人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基督教、以至犹太教，任何宗教，以至印度教，总之所有的宗教——
但主要是基督教——竟然没有圣母玛利亚的位置，这太令人震惊了。而穆斯林则更是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干脆完全删除了关于
法蒂玛的内容。最过分的，你看到在基督教中，我想那些圣职——或你们所称的职位不会授予女性，尽管基督并不是由男人所生
。 但这无论如何也不是说你要与男人们在他们愚蠢的企业里面去竞争，实际上他们已经由此把这个世界带到了如此毁灭的境地。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明白，是时候去发展母性的品质了。即使是一个男人，也只有当他变得有慈母般的爱，他才可以成为一个伟
大的人。好比耶稣基督，当他拥有慈悲，他被称为伟大的人。因此，女性作为母亲的品质——女神永远像母亲一样，女神是点燃
霎哈嘉瑜伽的最重要力量。那么祂如何点燃？我会告诉你，我会给你打比喻，但比喻不能引申得太远，作为明智的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不能把比喻引申过头。 比如，这是零，它没有意义。同样地，全能的上帝也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在祂前面放上诸如一
或二之类的事物。祂是一个零。祂存在着，但没有能力或力量去表达自己，因此祂是一个零，像这样，我们可以说男性化的增长
是零。 我再给你打个比喻来理解。假如你看到，在你们头顶上方，有一条非常高功率的电线，它们是完全无害的，没有任何麻烦
。在德里，人们建议说，有一大片土地，我们可以免费使用，但上面有高功率电线通过。但我问：“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
除非大地和那电线连起来了，否则没任何问题。”因此，这个高功率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除非它与大地连接，否则它完全没
有任何意义。但是，大地与这个流经电线的动态电能非常不同，这个电能是零，意味着什么也不是。 同样地，在女人内里，女人
的子宫就是灵量。那么，什么是子宫呢？那么如果子宫是灵量，在粗糙层面它表现为灵量，这意味着大地母亲也像是子宫。那么
子宫做什么呢？它接受精子，精子只是一个男人轻浮的或者说侵略的行为，然后子宫去滋养它，照看它，纠正它，允许它成长—
—不是以一种侵略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慈悲和合理的方式——一直到它长大并被抛出子宫。因此，子宫的概念是：这种表达
必须不具宰制性的。它不宰制胚胎，如果它宰制的话，胚胎如何成长？因此子宫滋养它，让其成长。这就是今天的霎哈嘉瑜伽。
现在，大地母亲就是那位在你们内在象征着根轮，也象征着太初之母的女神，祂在这儿，正坐在你们面前来滋养你们、让你们成
长为新的人格、成熟的人格。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理解。 因此，西方女性必须明白，她们从男性那里学到的荒谬念头必须得到彻
底摒弃，她们必须首先要成为妇女。这些说话像男人的女人，对霎哈嘉瑜伽毫无帮助。她们必须要像大地母亲一样，大地母亲允
许你们在衪身上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人类是如此愚蠢，极度开发剥削大地母亲。不止如此，大地母亲还承
受了许多荒谬之事。但是当到达一个时点，祂开始爆发，然后祂开始在祂内在毁灭人类。当祂毁灭人类，你会看到地震、干旱等
诸如此类的事，所有这类事情接踵而来，人们被这些问题吞噬，人们为此而责备大地母亲。人们出于侵略本性——甚至是对大地
母亲的侵略——而制造的问题，他们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他们也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要停止这种带来各种混乱的侵略
运动，人们必须往回退并发展出慈悲的整体感。除非你理解整体性、完全的整体、整体——那就是子宫，那就是你的母亲。只要
你尝试个人主义，你就不能是一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要与整体合一。现在，我们需要为此来面对我们自己，这是非常重

要的。尤其是在西方，我得说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晰地面对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进展如何？这是极其重要的事。首先，让我们看
看我们的注意力在哪儿，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一群有共同信仰的霎哈嘉瑜伽士，我有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即
使现在大家的注意力依然非常不妥。很简单的事，比如我们仍将注意力放在物质上。“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得有自己的隐私…”
那么你就进入到另一个带有侵略性的领域。如果你试图拥有你自己的隐私，那么你就在剥夺他人的隐私。 如果你不是个霎哈嘉瑜
伽士，你要有自己的隐私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在那时必须要在隐秘中成长。但是在来到霎哈嘉瑜伽后，你必须与其他每个人成为
一体——这是很重要的。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前，你是不同的。在来到霎哈嘉瑜伽后，你成为不同的人。在来到霎哈嘉瑜伽后，
整个概念必须要改变，那就是你现在已经与整体合一了，为了感到你是与整体合一的，你应该尝试放弃你所有的个人主义态度。
现在，常听到“是的，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很常见。“我喜欢它。”非常普遍。但是这不应该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要说的。
你看，我怎能说我喜欢某些东西？ 试想一位母亲要承担养育孩子，她必须给予孩子生命，必须去照顾他，照看孩子的需要，要保
护孩子，要训练孩子。她怎能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哪来的时间？去想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锡吕.玛塔吉笑了
）“我喜欢这种食物，我喜欢那种食物。”哪来的时间？哪有多余的精力想这些？注意力在哪儿？注意力是要放在抚育孩子上。

现

在，同样地，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必须知道他内在的孩子诞生了：那就是灵。灵就是在他内在出生的孩子。因此，他必须要通过灵
量去滋养它。他要浇灌它，他要去照顾它，必须要让灵成长。现在，哪还有时间留给其它荒谬的事情？你有一个孩子（要抚养）
，你们都是正在照看孩子（即你们的灵）的母亲。因此你哪还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注意力应该是：“我要做些什么来让这个孩子
开心，让这个孩子成长，让这个孩子完全地彰显我自己。”一旦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孩子，母亲就会替换掉她自己。因此，你的
内在，要由母性而非父性来接管，对你自己的母性。态度应该像是母亲对待孩子，母亲的注意力是如何朝向孩子。你可以看到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行为如何。我看到人们即使是在现在，也对食物非常感兴趣。现在哪来的时间呢？注意力在哪儿？你们怎能如此
担忧食物？担心睡眠，担心健康，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要担心你现在带着的孩子。这就是为何这孩子受到忽视
，有时候你发现这孩子生病了，有时候陷入昏迷中，也可能会消亡。 现在，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的情况是非
常不同的。那些仍然追逐食物和所有荒谬事物的人，我是说我看到一些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一直都在食物上。对于
一个如此专注于饮食习惯的人来说，怎么去奉献？ 像我们所见的，你们中有一些人可能也见过——Ajanta石窟（印度著名佛教石
窟）的建成。用十代人，他们建造了Ajanta石窟——十代人！他们从一处连水都没有的地方开始修建。日复一日，成千上万的人
，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回报，建造成这座石窟。没有食物，没关系！他们过去常常在这儿或那儿吃些水果。但是他们的奉献
精神给了他们力量来做此事。但是这个奉献只有当你意识到你必须要养育你的孩子时才能发展出来。那么，如果母亲是丑陋的，
孩子也将是丑陋的，因为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母亲（的特点）。虽然她没有宰制孩子，但她肯定会破坏孩子的形象。当我们
这些霎哈嘉瑜伽士不去花心思来照顾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灵性成长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即使现在，依然非常吃惊地看到，百
分之五十的人给我写信：“母亲，我还是被附体了，我用过柠檬和辣椒，我要为了这事那事来见您。”我认为是一种非常低级的事情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你还被附体，我觉得你应该每天鞋打你自己108次。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低级的行为，你的母亲在
你身上这么努力工作之后，你还是老样子，回来还是带着要把所有问题带给你母亲的可怕念头。这意味着你没有照看好你的孩子
。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你需要照看的不是你个人的孩子。这点，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到，尤其是那些
知识分子没有领会。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搞好，其他人的孩子则不重要。或者，你与其他人是否有联系也不重要。这很常见
。因为，你知道，理性给了他们这种感觉：“哦！我的灵还好，我的生命能量还好，那么如果我不去普祭的话也没事，或者我不参
加任何集体事务；不支持任何集体工作；不对霎哈嘉瑜伽承负担任何责任，不做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一旦你变成集体性的，你
就要承担责任。因此你对自己过于满意（就会想）：“我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很好。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不好，或者他们中
有一些人不好。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那样的想法。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中，事实上，母亲的爱是遍在的。因为如果你是鼻
子，那么有的人便是眼睛；如果你是耳朵，那么有的人便是嘴唇。因此，对你们来说，明白这点很关键，如果任何霎哈嘉瑜伽士
有麻烦，你就有麻烦。这是对你成长的威胁，对你成长确实是一个威胁，因为是要整体得到成长。当然，那些完全无用之人会逐
渐地被抛走。这是母亲要做的。他们会被抛走，绝对地，抛得远远地以至于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但是你不需要为这些要被抛走的
人担忧。他们会得到一些机会，有一点功劳，一些恩惠，但最终他们会被抛走。因此你不需要担忧。但是你需要担心整体。并且
你必须承担这责任。那些不承担责任的人是那些没有使他们的孩子——即他们的灵成熟的人。 你可以承担各种类型的责任，想想
你可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何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喉轮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承担责任。无论我们承担何种责任，我们都必须比
普通的政府公务员有多得多的责任心。 有时候我们一只耳朵进，又从同一只耳朵出——甚至没有允许它进入到脑袋中。因此，你
必须要理解这个孩子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照看这个孩子。还有，整体也是你们的责任。 现在，如何建立你们的灵之间的联结，
如何保持灵与子宫——也就是灵量之间的联结，这是我们所有人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联结非常的松散，这也是为何
灵量不能去照看灵。我想你在霎哈嘉瑜伽中是否注意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可以驾驭灵量，而不是灵。你可以抬起你的手，灵量
会移动，你可以驾驭它。你可以给它一个班丹，它就会转啊转啊转。但是灵呢？你不能操控它。只有一个口诀可以去唤醒灵，就
取悦祂而言，你必须要说你是灵。但是你不能驾驭它，你必须要用灵量去照看它，你必须要把灵量带到那儿，带到心中，这个现
在依然幼小的孩子必须给予细心呵护才得以发展和成熟。 因此，男人和女人双方都需要理解，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如果你是一个
专横的男人，这没关系。但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专横，那么用霎哈嘉瑜伽来治疗你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你失去了作为
一个女人的素质。至少你首先需要成为一个女人。如果你甚至都不是一个女人，那么对这些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第三类人能

干些什么呢？现在，当那些男人专横时，他们必须要明白，他们要成为慈悲的人。他们必须要友善，他们必须要善解人意，但是
不要怯懦屈从，绝不要怯懦屈从。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你不应怯懦屈从。现在，女人要成为具有伟大的、宽广的、包容的、接纳
的、滋养的，所有这些品质的人。

现在，在西方，人们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说丈夫——我很震惊！比如说X先生，“X，你这个还

没干。X，你那个还没干。”“你怎么能这样放置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做那个！”这不是女性的处事方式。这样的方式（告
诉他要做什么）是完全错误的。你会变得男性化！这样我们就完全失去了那种女性用爱去给予滋养的力量，这才是女性的力量，
女性没有理解这一点。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孙女，她一直想要成为一名空姐，她说：“你一定也想过当一名空姐。”我说
：“为什么呀？当一名空姐有什么好的？”她说，“那是你唯一可以给别人食物的时候。”

你看，母亲的天性是“让我来看着他们吃东

西”。你看看。她们自己不吃，她们就是想着别人吃好。但是，我告诉你，西方的女性不这么认为。她们不能明白这一点。“我为什
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做？”以恰当的方式做好这些事是你的特权。但假如有人是个很好的机修工，那么女人也会想成为一名
机修工。“我会做这些机械的事。”她不是来做机械工作的，她来那里是为了处理情感的机制。

然而，她则恰恰相反。比如一个男

人回到家中，她不停地命令他，“你得把那个放好，为什么你把我的地毯弄脏？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把它打扫干净，把那个拿起来
，做那个。”他所有情感的机制都完蛋了。一旦他情感的机制完蛋了，他就一无是处，然后你也一无是处！男人也不应该做女人的
工作。让他们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当今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男不男，女不女。我发现那些素质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我不知
道如何来应对这种混合体。你得明白生活中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如果你是个混合体，你就不会拥有霎哈嘉瑜伽士的素质
！（锡吕.玛塔吉笑了）如果你将其混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滑稽，是不是？因此女人必须努力成为女人，男人必须努力成为男人
。

现在我们看看，男人的男性特质对意识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因此，当男性特质得以展现时，我们发展了科学。我们发展了所有

这些知识，所有这些外在的事物。现在，万事俱备。因此女性必须要赶上来。我是说，我只是在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去说。不是指
女性，但是你可以说女性化，女性的本性现在必须提升。现在万事俱备，只需要去点燃。所有的轮穴都准备好，只需去唤醒灵量
。灵量跟其他的轮穴一样重要。因此，现在唤醒灵量。灵量的运行以及行为模式与轮穴的行为模式非常不同。 如果灵量变成了轮
穴，而轮穴变成了灵量，你将如何管理霎哈嘉瑜伽？但是，我们必须以所有的尊严和自豪来呈现我们自己的本性，不要有任何低
落的感觉。因为男人骑在马上，女人也想骑在马上。女人有何必要坐在马上？我不能理解。这里所有的女人都骑在马上。她们也
会变得像马一样！我想你们一半的皇室成员已经看起来像马了，对吗？（笑）我想是这样。她们的脸看起来像马。你看，对女人
来说，没有必要去做男人们已经做过的所有事情。 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男性化的人，必须要他们来做某项工作。现在，你已经完
成了工作。好，然后另外一种人还一定要来做这项工作。现在来看看上天的处境：一旦某件事情已经完成，另外一个来了也想做
同样的事，这样就全乱套了。你们能理解我所说的吗？所以整个能量都被完全浪费了。 为了这个水瓶座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准备
工作都已就绪，水瓶座时代的到来是要带来灵量的上升，并让整个事情以左边和右边会合的方式去成就出来，你们所有人都被点
亮了，得到了启发。以一种恰当的理解来分担整个工作，这个问题关乎我们的存有。 现在，看看大地母亲祂自己是如何被创造的
。这也是件非常简单的事。首先，能量开始流动。因为这是一个组合的能量，对吗？然后，这个组合的能量像这样一圈又一圈地
转，当它凝结在一起时，就出现这个大爆炸。当大爆炸发生时——你要知道，这是男性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性的风格
，因为大地母亲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些小碎片继续转了一圈又一圈。随着动量的增加，它们变成了圆形。从中大地母亲被拣选
来做一项工作——而不是所有的事情，此刻保持沉静，好吧。在大地母亲上，生命从水中诞生了——碳元素进入。在万物的帮助
下，人类被创造了。然后男人们四处奔走，改善社会生活，无论他们对社会做了什么，无论他们的自我可能做什么，现在都已经
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你看，他们现在可以领救济金了（不用再做了）。 子宫，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灵量，已经等待了许多年，它
们一直在休息，就是在等待那个时间的到来，不是吗？因此我们称之为“现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到了”。在那个时期，灵量必须要上升
并去点亮，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完成整个工作。这很简单，你们现在理解了吗？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竞争，而是工作方式不
同。如果你理解这点，那么这种方式的改革——才会得以发生，而不是反抗。 实际上，女人在反抗男人，这是毫无意义的。我的
意思是，这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你创造了某些东西，让他们去生长，然后另外一方来了，他们本是来完成工作的，现在却开始
反抗。因此，改革必然要发生，只有当我们理解有什么是如今剩下来需要做的工作时，改革也才有可能发生。你们听懂了吗？ 剩
下要做的部分就是自觉，唤醒我们的灵量。为此你的女性品质会帮助你，而不是你的男性特质。因此，人们必须放弃侵略性。因
为他们现在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必须要具备女性品质，而不是去争斗。如果女人去争斗，她们就不是女人。你看，当女人们被
告知：“你一无是处，毫无用途。”这样她们就会尽力表现出：“不，我们也是好样儿的。如果你们吃过一只乌鸦 我们要吃掉三只（
注：吃乌鸦是英文俗语，指因逞强后被证明自己是错误的而感到丢脸）！”（母亲笑了）现在，这种理解和明智的认知应该是：我
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来改变我们生活的风格和方式？问题出在哪里？ 转折点来了。现在，无论如何进化绝对不可能是反抗。这是人
们的错误观念。这不是你打我，我打你的对抗——互相不停地碰撞，你的行为就像一个钟摆，你们见过钟摆的运动。它不像是钟
摆这类东西——今天你作为穆斯林出生，明天你作为一个犹太教徒出生，然后你作为一个犹太教徒出生后，接着你作为一个印度
教徒出生，然后你又以某某出生——这不是钟摆。这是一种螺旋式的运动。因此每次你得到进化，你都处于比以前更高的水平，
所以这个运动是螺旋式的——明白这点吗？ 现在，为了在我们的存有中达到更高的位置，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是去明白我们要从
这点上升至那一点——我们必须以一种螺旋式的而不是钟摆的方式上升。要以螺旋式的方式移动，你们需要用到另外一种力量。
无论你们迄今为止使用了什么，都必须被赋予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女人的女性品质。 但是女性化的女人在哪儿？她们会打扮
得像女人一样。她们会尽量表现得女性化等等。不是这样的，而是要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那颗女性的心。耶稣在祂的生命

中展示了女性品质：祂原谅。只有女人可以原谅，男人不能原谅，因为男人是好斗的，他怎能原谅？克里希那从不原谅任何人，
祂经常杀戮。（视频中母亲转动祂的右食指，笑了）正是皇家风范：“那么，好吧，你要如此？没问题，完蛋吧。”

祂如此的宽恕

，这显示了祂正在转动这个螺旋，现在，在人类之中，女性品质必须要得到发展。但那并不是说，你开始像女人一样走路，或者
开始追求腰围的大小，因为那是另一种愚蠢，你看。相反女性品质就要像慈母般的，不是父亲般的，是母亲般的。那种仁慈，那
种温和应该表现在你对待彼此的行为之中。当然这个力量也会去纠正，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母亲有时必须对一些事情发脾气，尤
其是对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她必须去呵斥，惩罚，有时候她也会毁灭！这没问题，但这只是偶尔，不是一直如此。因此，现在要
去接受：就如同大地母亲一样，我们也必须要宽容忍耐——dhara, dharaka sadharmand（梵文：有同样的忍耐的天性）。 大地
母亲是所有事物的支持。祂接受所有事物，吸收（不好的）能量，明白吗？谈谈吧。现在，自觉后，你第一次能够回赠你从祂那
儿所取得的。你可以给祂所创造的树木以生命能量，你可以让它们变得美丽。你可以把一朵花儿变成更美丽的花儿。现在，无论
你从大地母亲那儿得到什么，你都可以给予，因为你的大地母亲在你的内在得到了觉醒。因此你把你从祂那儿得到的一切都回报
给祂，还可以给予他人：慷慨，伟大的心，高贵，宽恕，爱，情感，为爱包容一切。对一个母亲而言，为了拯救孩子，她会自己
挨饿，她会竭尽所能去拯救她的孩子——她对她的孩子有完全的奉献。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我是说你现今看到的那类母亲
，她们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女人。但我所说的，，是一位母亲的真正形象，在你的面前就有这个形象。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作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你现在必须发展一种关于情感、爱和慈悲的新的意识。生气、发脾气、对人喊叫，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必须要帮助整体，帮助整体的成长，就要试着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更温和的人，当你自己发脾气时，对他人不友好时，你
可以对自己生气。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过度的男性化发展——过度发展。它到达了一个点，你看。
它到达了一个如此令人苦恼的点，它现在必须要降下来。 但是，没有得到自觉，女性品质在低层次，可以是非常非常小心眼，小
肚鸡肠，可能会一直在担心她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改变的：那就是对每位霎哈嘉瑜伽士、每个人都有爱与关怀。当说
到与他人争斗时，你们都是一体的。但是在你们之中你们可以互相照顾，告诉他们——举例说，我鼻子这儿有点疼，我会以同样
的方式去尝试揉揉它。但是我不会尝试去把鼻子切掉，我会吗？或者猛打我鼻子，我不会。因此，感觉对方就是我自己，尝试去
以那种温和善良的方式去改善和帮助对方。我希望你们理解事情的整体性。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必须去改变整个方式，霎哈嘉瑜
伽士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普祭开始之前，你们可以问我任何你们想问的问题。

你们可以从中看到所有离婚的问题。可以说是左脐轮的问题。

锡吕.玛塔吉：有问题吗？

霎哈嘉瑜伽士：母亲，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去伤害他人好吗？
锡吕.玛塔吉：你看，当你们不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对吗？ 现在，就像我告诉你们的，假如你是整体，那么谁是
他人？然后你会——即使你不得已受了伤——比如说，假如我的大拇指流血了，我使劲按住它来止血。它会疼，但是必须要用到
明辨力，那就是我正在流血，血是宝贵的，比那一点伤疼要宝贵许多。必须要有那种明辨力。在霎哈嘉瑜伽，你们都可以自由地
发展你们的明辨力。 一旦你们发展了你们的明辨力，渐渐地你将会知道该如何做。刚开始你会受伤，毫无疑问，因为你们习惯如
此。我曾看过这儿的人们，只是互相咆哮，他们一看到彼此就开始咆哮。你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去，不管你去哪儿，他们就开
始毫无缘故地咆哮。我非常吃惊。在浦内，我去那儿，那儿也是每个人都互相大吼大叫。你看，不管他们喝没喝醉酒，没有任何
区别——同样的状况。 但是得到自觉后，你确实可以说，因为你关心，所以为此担心。但是你是在用一种可以达成结果的方式来
说的。明白我说的点吗？你应该能达成结果，这就是准则。但是，假如一个男人第一次到这里，你告诉他：“你是个亡魂。”他自然
会感到受伤。很常见（母亲笑） 第一天，某人走进来然后你说：“你是一个亡魂。”感谢神，如果他不知道“bhoot”这个单词的意思
，那么没问题。（锡吕.玛塔吉笑） 但是首先，你得想到要温和，正确，充满芬芳，甜美。找到方式方法。在晚上的时候，写下我
今天说了多少甜美的事情是非常好的方式。不像我们所说的这类甜言蜜语：“你看起来好美”诸如此类。不是那些可能纵容自我的肤
浅的事情。而是一些事情可以是如此甜美。有一些非常好的字句，人们这样说：“你够暖和吗？”非常甜美的方式去问问题。这是很
简单但是你可以像那样去说话。但是我曾看到过，即使像这样说，人们也感到困难。比如照看他人的舒适，如果有一个人坐在那
儿，他想要水，他尴尬地坐着，你就赶紧去给他水。“噢！这太出乎意料了”，“噢天啊！你给我水了！”
“我可不是他的仆人。”马上这个问题就来到头脑中。

时不时地尝试去做点事情，或者有时候去想想，来到市场，你找到一些东西

。“噢，让我买给他吧。”孩子们会这样。我曾见过孩子们，他们一直都想着朋友们，想着可以给其他人买些什么。“这个对我朋友
来说不错，这个对她来说挺好——她特别喜欢这类东西，她喜欢这个。”所有这些小小的事情。有时候，即使像一件小事比如在早
上你起床了，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在那边睡着，他的毯子在一处，而他的枕头则在另一处。因此你就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给他盖
上毯子。这是母亲的工作。 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纯粹的爱。就好比，天气很冷，扣子开了，你可以给那人扣上，他会喜欢的
。这是很小很小的事。女性有许多她们可以做的，小小的甜美的事，这些事会让男性非常开心。但是现在女性已经失去了这种感
觉。 不是争斗，而是想想你可以给他们做什么甜美的事。有时，可以戏弄调侃。有时候，也可挠痒逗乐。但是，你看，一种甜蜜
，彼此之间的融洽，那种我们可以做到的感觉，那是导师的工作。你看，那是导师的工作。只有成为导师的人才能做到，那些没
有成为导师的人，没有能力这样去做。他们会又回来去伤害。最终，他们会终结于伤害、争斗或者互殴。但那些成为导师的人会
如此美丽地做所有事情。这是一种非常甜美的关系，它被称为“madhurya”，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金钱交易，这是如此甜美的
关系。然后喜乐会洋溢。所有那些反常的事情会减少，只剩一种非常甜美的关系。 好吗？即使只是说到这些，你就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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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内瓦 1983年8月28日今天我们在这神圣的地方庆祝克里希纳的寿辰我向你描述过克里希纳是代表最终的父性他降生在这个
地球上阐释最终的父性地球上最终的父性是克里希纳的意识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可以说在天堂或甚至一切的最高处有不曾降世的
至高湿婆神他的其中一个形相--至高湿婆神作为父亲的其中一个形相 是克里希纳而太初之母或圣灵则是至高湿婆神的 另一个力量
的形相当克里希纳降世之际太初之母以罗陀的形相降世她也以基督的母亲这个形相降世她为基督命名基督的别名是克里希纳就如
锡吕‧克里希纳的名字

是克里希纳

源自克里希纳(krishna)印度语称呼他为Krist我告诉过你们为何

称他为Jesu或Yesu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克里希纳的两个形相那是他神圣出生的彰显罗摩的一生展现一个 Purushottama的人即俗世
最佳的父亲克里希纳的一生展现他是Yogeshwara(瑜伽之主)或上天世界的最高的父性因此，我们最先要明白的
克里希纳形相是Yogeshwara其二是要明白他作为 宇宙大我(Virata)的形相Yogeshwars意思是瑜伽之主或瑜伽的力量这样称呼他是
因为他已经到达作为瑜伽士最理想的位置他是你要到达的最完美的目标作为瑜伽士，他生于王族却住在丛林里，森林里与牛只和
普通人为伍当他放牧时，通常都是睡在普通的地方如石头上或草地上其二，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力量，毫无自我他拥有一种被称为s
amharashakti的特别力量他能运用这种力量摧毁任何想破坏上天显现的人Samharashakti显现为他手上的轮穴另一种力量是他手上
的锤矛(gada)这些力量都在他内里建构好他按照罗陀的力量行事因为罗陀是克里希纳的力量的持守者这种说法的证据就是当他与
罗陀在Gokul他做他的Samhara，samharakarya之后，他只当sarti(萨蒂)即亚周那的车夫在他的门徒亚周那面前
他只是个车夫瑜伽之主的另一个 了不起的品质是辨别能力 这种质量他内在已经拥有因此他知道谁是魔鬼谁不是谁是好人谁不是谁
被鬼附着谁没有谁是纯真谁不是这些品质都建构在他内在内在的辨别能力他另一种能力更能表达他作为sakshi的旁观见证能力他
拥有一种能力

我是说他本身就是sakshi这样说令你更容易明白他是sakshi的意思是他有能力旁观这个世界为一出戏剧在罗摩的时

代为了向人类显示他是人类罗摩让自己受自己的问题缠绕那么人类就不会说他是神不管如何，我们又怎能接受神因为他是神他这
种旁观见证能力必须能在每个瑜伽士身上出现他控制的元素是以太梵文称以太为akasha你也知道，我们今天都把以太元素运用在
电视、收音机各式各样集体工作上作为瑜伽士我们要控制以太某程度上，这是精微中的精微你透过以太渗透入一切它是高于一切
就如塑料也渗透进一切一切物质，一切直至空中的物质但它不能进入以太负面能量不能进入以太一旦你进入上天的领域实际上，
你进入的领域是无思虑的意识里所以要到达上天的层次你要扩展你的无思无虑
的知觉状态持守这种状态的是基督，是灵你能意识到作为瑜伽士你的心境(state of mind) 要处于上天的层次你该处于何种状态，超
我你的自我要处于上天的状态作为超我，你应把一切看作一出戏要看到负面力量的戏剧在上演负面力量会跑掉 你不要牵涉入内不
要受负面力量愚弄那么负面力量便会离你而去自我和超我都会从喉轮升起从额轮退下被喉轮吸走瑜伽之主最了不起的品质是他完
全不牵涉入内完全不执着依恋若他进食，不是在进食若他说话，不是在说话若他看，不是在看若他听，不是在听这些事情一丝一
毫都不影响他 也不会在他身上停留亦对他不起作用不管如何，他是完全圆满的十六片花瓣是完整的模子第十六天是月圆的日子我
们就是要这样，自我完善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信心不应与自我混淆信心是智慧，是正法(dharma)是爱，是美丽也是神就是要这样
在薄伽梵歌，当他说你要放弃正法，顺服委身于我他是说你要放开所有担忧与我合一，那么我便会照顾你把担子交给克里希纳那
么与上天完全的整合便会透过你表达出来意思是若你说要自己来做他便会说，好吧
你做吧，试试看但若你说，你要担起责任我只是你手上的机构
或你手上的工具那么你便能好好的彰显它你的喉轮就是这样得到开启这是我告诉过你 瑜伽之主的部分素质因为他是脑袋，在我们
内里他变成我们内在的脑袋我们要知道他俱备神圣脑袋的所有品质不管我们怎样运用脑袋如策划阴谋，盗窃欺骗所有人们称的坏
事都是他以神圣之名而做的但这些事情却没有在他

身上留下任何瑕疵污点另一方面，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那些所谓正面的事情

如政治，外交领导全都是他做的即使是思考未来一切他为我们做的计划，想着这些事情，管理as a play, everything is done as a
play 就如戏剧，一切事情都是一出戏因为他是主人 就如我们称呼为sutradara的事情即一出戏演开场的那个演员调教弦线的乐师、
演哑剧的演员现在，另一件我们要明白的事情是克里希纳在霎哈嘉瑜伽这个阶段即宇宙大我显现的时代不是克里希纳力量显现的
时代现在正在运作的力量不再是来自罗陀，或来自玛利亚

而是来自Viratangana这就是为何霎哈嘉瑜伽士

拥有的知识比任何时代的圣人更为广阔虽然广阔却没有他们那么深层若你能深化你的知识这广阔的知识便能
在你内在好好扎根脑袋是根是整棵生命之树的根实际上，灵量升起 脑袋先得到灌溉让整棵生命之树受上天的祝福 上天的知识所滋
润湿透我们要成就的宇宙大我力量首先给我们集体意识我们首先透过脑力明白它整个脑力是受心所指引要受心所灌溉梵文灌溉是
个美丽的字--sinchena像露水，以神的爱来喷洒所以脑袋要与心脏和肝脏整合宇宙大我力量只有采用另一个形相杀戮的武器变为宽
恕武器每一种毁灭的力量都运用在建设上就像这是个把戏如我现在告诉他们 怎样戏弄这些导师他们拥有的力量能愚弄他们如他说
他们的牙齿必须放在颈项放在喉咙最好是不要拔掉牙齿而是把它们放回喉咙里若你能做到，就没问题了就影响力而言你是更有力

量，更足智多谋因为宇宙大我力量 现在已经采用这个形相就如树木是向上生长一旦它结满果实，便会垂下来树的花朵，树的木材
树的各个部分先吸引人注意人们因此想破坏它但当树结出果子，他们便想保育树树垂下来，它的谦卑是很有价值你就是果实Virata
ngana力量，你是果实因为你是那么有价值那些想摧毁，想破坏这个地球神圣力量的人会开始想从果实中得到一点好处今天宇宙
大我力量
已经给你了不起的价值因为能与霎哈嘉瑜伽士一起是被视为很珍贵的就如普通人得到自觉他便发展了他的价值他自己的价值
若他是个称职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便能得到尊重，得到爱

被赐予最高的位置所以今天你要明白

宇宙大我力量是我们要敬拜给我们果实的宇宙大我力量因此，不同的教堂狂热主义、无神论、共产主义和一切的"主义" 所有这些
都会被中和因为他们会知道他们对它有益你就是要变成这样我们最重要是要知道要向大地之母垂下要谦虚从内而外的绝对的谦虚
这样才能真正给你霎哈嘉瑜伽果实的完全价值夸耀自己的霎哈嘉瑜伽士就像在树上烂掉的果实只有垂下来的果实才会被接受为好
的，成熟的果实而不是自称位处最高的果实负面的人完全不要从中取利说，他们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垂下，不是这种逻辑一些人吹
嘘自己很谦虚烂掉的果实也垂下来但成熟的果实却以它的重量来展示它的谦虚这是导师原则，重量所以从Viratangana力量我们取
得达至果实成熟的力量接着，我们得到导师原则的福佑仍想得到更好的阳光更好的水或有类似要求的人，仍未成熟因为果实不再
有任何需求它不再对大地之母或任何元素有任何需求它只是顺服，它垂下
向大地之母鞠躬不停向母亲发问向母亲提出很多个人问题
愚蠢的、负面的想法的人仍未是果实成熟的人是向大地之母顺服委身、鞠躬的人所以有能力鞠躬的人 是最佳评价自己的方法把一
切交托母亲的重力让母亲为你做一切把你小小的忧虑抛之脑后你必须超越这些限制的力量成就这个宇宙大我的力量这力量最终成
为madhura力量madhura这个字没有英语能解释它它解作甜美的力量像果实变甜就像你们全都变得非常甜美克里希纳想把一切都
变得甜美某程度上全是madhura力量在起作用你读到他的一切戏剧一切舞蹈，一切故事全都是madhura力量为众牧女和霎哈嘉瑜
伽士而演出你要透过取悦霎哈嘉瑜伽士以取悦你的母亲而不是取悦其他人，他们不重要今天我们要缩短崇拜所以要花那么多时间
走往楼上失去的时间是永永远远得到的时间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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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的历法，人们称今天为Parivartani

Ekaadashi。今天月亮增长至第十一天，Ekaadashi是第十一天。在霎哈嘉瑜伽，你也知道Ekaadasha Rudra(十一种毁灭力量)，
即这里。它最终毁灭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这里是Ekaadasha，即第十一。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要运用 Ekaadasha 的力量来
parivartan，即转化。不是毁灭，而是转化。这样的日子在纽约，我们运用毁灭力量来转化人类。所以今天很了不起，我们要透过
彰显Ekaadasha的力量来转化人类。这十一种力量安置在我们前额这里，你们也知道他们怎样成就事情。 这十种力量来自幻海的
毁灭力量，幻海也有十种毁灭力量，这十种毁灭力量在这里安顿下来(前额接近发线的位置)。当人处于毁灭状态，例如他患上癌症
，你或许在幻海的顶部感到有跳动，跳动。以逻辑推论，不是说这里有跳动就是患上癌症，而是若患上癌症，这里就会跳动，即
生命力想把它推出去，但前额却有阻塞，因此它开始在两边积聚，在中心是宇宙大我的喉轮能量中心，那里克里希纳变成宇宙大
我，伟大的原初存有。所以这是毁灭的第十一种力量(在前额中央)。祂拥有一种被称为samhaara shakti的力量，祂能用这种力量
杀人。在杀死他们，令他们完蛋之前，因为母亲的怜悯，我们要先尝试转化他们，若不能转化他们，才让 Ekaadasha接管。迦奇
会运用这十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毁灭力量，祂就是那位骑着白马显现者。在此之前，今天是个大日子，就是我们要运用这些力量来
转化。现在，毁灭的力量怎能用来转化？ 首先，当人知道毁灭力量在彰显，他们开始惧怕。他们害怕︰「我们会被摧毁，我们必
须找神。」此其一；其二，若人知道任何富有毁灭性的疾病，如癌症，他想找出医治的方法。在人类的层次是没有任何方法可治
好癌症，他因此想到神，想接近神。那份恐惧令他走近神，他依靠神多于他的理性，亦多于他的自我或超我，他想依靠神的力量
来治好他，或把他从毁灭里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被摧毁的边缘。一旦他患上癌症，他知道没完没了，他要被摧毁。因此，这是另
一种令人转化的途径，令他改变态度，改变价值观。我知道很多丈夫或妻子生癌，他们的伴侣变得很温和，很温柔，很仁慈，很
浪漫，他们想给予所有爱，所有保护，所有美善给因Ekaadasha而快要死的人。因此，某种转化的气质开始出现在人身上，他看
到与他相伴一生的人快完结了，因此他生出对这个人一份漂亮的感觉，令他想把他内在美好的一切给予他，就这样，人就发展了
另一种他从未浮现的品格。因此，所有苛刻，所有专横都会消失，所有甜美开始倾注进来，这个人的怜悯慈悲得以唤醒，藉此他
得到转化。 很多人失去至亲后，就变得温柔仁慈，因为Ekaadasha已显示它的可畏。另一种令人惧怕的是︰「明天这也会发生在
我身上，为此我要做点事。」这时候，霎哈嘉瑜伽对他们大有帮助，他们来霎哈嘉瑜伽是因为他们内在有这种紧急情况，他们因
此赶着来霎哈嘉瑜伽，以得到转化。 这份毁灭力量也在另一种精微途径帮助他们—就是摧毁我们内在所有负面力量。因为除非能
毁灭我们内在的负面力量，不然我们是不能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有自我，有超我，二者都可以在这里代表。当你有很大的自我，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一团—像自我在这一边(左)走出来，在这里很大的一团；又或若你有超我，你会看到这里脑袋很大的突起(在右
边)。若你左右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你的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若你并不合群集体，这里也会有一团东西(在宇宙大我的位
置)。所以你或许用你的自我，超我把它填满，这个宇宙大我能量中心再次被吹胀。某程度上，人的脸孔会长得像怪物，这部分变
得很厚，突出来，有某种人就像这样，我想是科学怪人或类似的人，对吗？科学怪人，对，这是来自无意识，科学怪人的性格，
被吞噬，突出，这位置就像这样。当人变成魔鬼，这真的发生在人类身上。Ekaadasha就是这样在我们内在运作，摧毁我们内在
的负面能量。 在印度，很多人为赎罪而在这天断食，在第十一天断食很普遍︰「你要做Ekaadasha。」所有印度人，所有这些人
都做Ekaadasha，这是第十一天，他们什么也不吃。在你的母亲降世后，你不应这样做，因为我就是Ekaadasha！既然我已经降
临，为何你还要这样做？当我还未来临，为了呼唤我，你才要这样做，现在我已经回来了，你们就不用再做Ekaadasha 的苦行。
但你要小心，就如我告诉你，Ekaadasha来自幻海。首先，当你接受某人为导师，例如这个人是假导师，反神的，反基督的人，E
kadasha就会来。你就在这边(右)发展了某种厚度。当你视他为导师来敬拜，或视他为导师般尊重，或是你视他为导师但实际他却
不是导师，那你就会发展了显示在右边的超我，这部分。另一边也会显现，当人说︰「我是自己的导师，我在练习自己的静坐，
我不用任何人指导，我没问题。」这类人会发展另一边(左)，你因此发展了这一边，而另一边则是因为超我而发展，来自这些假导
师。 有时当你牵涉入这种超我的行为，有什么会发生，那时候，碰巧你或许从他们那里接收了一些东西，开始为你的自我而运用
它，这是你最差的时刻。那时候，你的行为像魔鬼，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你的Ekadasha就会完全完蛋。我不认为你能轻易摆脱它
，很因难，若只是一边出问题，就容易得多。

今天是被称为Ekadasha带来转化的一天。当你转化，你内在很多东西都会自动被

摧毁。你能清楚的看到，你错误的认同会消失，那些「我是美国人，我是基督徒，我是犹太人，我是这样，我是那样。」的错误
认同，所有这些错误的认同消失，你变成赤裸裸的人类。首先你是人类，接着是超人类，没有自我，没有自我，你的自我已经被
摧毁，你的超我亦被摧毁，你的制约也被摧毁，你所有对知识的错误想法都被摧毁，剩下的，浮现的就是实相。 现在你看看花朵
怎样变成果实—我们可以说，一切…，几乎都从花朵掉落。例如花萼掉下，花瓣也掉下，萼状总苞也掉下，剩下的只有种子。实
际上，若你看看，所有这些都是从种子生长出来的，果实仍然存在，其余的都消失了。有些果实，部分可以用，有些果实则没什
么可以用，只要一点点生长就能成为果实，长成果实时花朵不再存在。我们也一样，无论我们变成什么，灵仍然留下来，其余都
会消失。就是这样，为我们带来转化的我们称为Ekadasha，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抛掉很多东西。

我见过有些人会说︰「有什么

错？我抽烟，我的生命能量仍然妥当。」有些人说︰「有什么错？我喝酒，我的生命能量仍然妥当；我找这个导师，我仍感到生

命能量；虽然我仍过着同样放纵的生活，但我仍感到生命能量。」走很远很长的路，仍有生命能量，但忽然生命能量停止了，你
发现自己超出界线，完全被抛走，但却不知道怎样被抛走，你渐渐发现，突然转向，就这样你离开了。所以你们要小心，我们内
在有份离心力，亦有一份向心力，Ekadasha的力量就是离心力，它会抛走你。霎哈嘉瑜伽不会跌倒在任何人脚前，它不会要求任
何人，奉承任何人。若你想留下，就要采取正面的态度，若你不想留下，它抛走你的速度比你想的快，霎哈嘉瑜伽麻烦就在于此
，我作为母亲，我必须告诉你，这是霎哈嘉瑜伽的漏洞—就是它很渴望把你抛走。 我会告诉你，姬斯汀刚也告诉我，当她与米高
订婚，有一半人被抛走，因为他们有个想法，结婚前要有浪漫。没有浪漫，即使结了婚，也不算结婚。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建基于
什么。若你在婚前有浪漫，结婚又有何乐趣？我是说，就像你想送某人一份礼物，你把礼物藏起来，直至那一天，为孩子带来惊
喜。同样，若一段关系已经有浪漫，婚姻又算什么？有什么需要庆祝？这是绝对不合理，这种情况是没有浪漫。 实际上，你见过
浪漫过后，结婚，然后离婚，常常都是这样。因为你变得不新鲜。你发觉婚前的浪漫是一种虚幻，这种虚幻已经消失。婚后就没
剩什么来享受，你因此感到厌烦，下个月就离婚。若结婚前没有浪漫，把这份浪漫留给特别的日子，结婚那天你才有真正浪漫、
合一的感觉。在印度，这是件大事，结婚的第一晚是件大事，这就是为何我们的婚姻能维持。你也知道，我要说我是个60岁的老
妇，而我丈夫亦63岁了，你看到他仍是那么浪漫，你要明白，浪漫永不完结，因为它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开展，得到集体的认可，
每个人对这份浪漫都感兴趣，结婚是件大事，每个人都享受婚姻，都在享受婚姻。

女霎哈嘉瑜伽士︰母亲，你想吃点水果吗？

锡吕‧玛塔吉︰不用，谢谢。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在以为浪漫是很重要的西方人身上，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婚姻制度中
学到什么。因为他们的婚姻制度绝对在衰落中。就婚姻而言，没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习。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其他事物，例如，你可
以学习怎样操作相机，但若要学习怎样操作婚姻，最好从印度人身上学习。他们有很稳固的婚姻制度。首先，自年幼开始，已经
训练他们怎样令婚姻成功，亦有告诉他们很多令婚姻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占星，他们不会结婚，不是吉祥的日子，他们不会结
婚，每个细节都准备妥当，所以他们的婚姻不会失败。 无论如何，婚姻是以集体的方式来成就。例如，我的丈夫想找我麻烦，我
丈夫的姊妹就会责备他，若有人想做一些违反婚姻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干涉，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对付想破坏婚姻的人。因此，
每个人都知道我会孤立无援，你要明白，若你离婚，就不能在社会立足。但在英国，当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我们感到很震惊，他
们毫无羞耻之心。他们说︰「我已经离婚三次，这是和我一起生活的第四个女人。」我们很震惊，天啊！对我们而言，离婚比染
上痲疯病还要差，你为何离婚？出什么问题？你怎能离婚？婚姻是何等祥瑞，何等有福佑，那是神的祝福。 你怎能这样做？这是
那么大的倒退。婚姻就是这样成就。我们的婚姻不会比你们的差，因为我们能生比你们多得多的孩子，孩子只想在印度出生，而
不是其他地方，你会很惊讶。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人口问题源自我们的婚姻太成功，印度人是那么平和，孩子憎恨
在纽约的恶梦中出生。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父亲。现在我们却受人指责有太高的生育率，
该怎么办？孩子不听话，他们不想在没有稳定性的地方生存，特别是有自觉的孩子，若他们有很高的素质，他们就会这样。我是
说，他们要像不怕死的人尝试这种情况(出生在纽约)，所以他们或许会尝试，或许真正的魔鬼会利用这种情况，但通常人都想过安
宁喜乐的生活，想有爱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都想在印度出生。这就是为何最近我们发觉印度的人口增长得那么快，我们也不知
该怎么办。 因此，这种婚姻制度令他们很惊讶，因为他们不明白︰「必须要有浪漫，必须要这样那样。」 你们越明白Ekadasha
，就越不能容许它在你内在建立发展，因为它是种自我毁灭的东西，源于怀疑。当你开始怀疑霎哈嘉瑜伽，负面能量就开始积聚
。「怀疑」开始把负面能量遍布medha — 是这里这个盘子，它能变成这里很厚的大盘子。就像今天，我见到这个女士说” Touch
wood”(直译触摸木头，即做一些事以带来好运)，意思是这块木头(wood)(母亲用手触摸祂的Ekadasha)。“Touch
wood”的意思是这里再没有木头，又或你可以说”触摸石头”。若你说了些自夸的说话，你可以说「不，不，touch wood，我不是这
个意思。」我是说，人们对某些不应说的话是颇有意识，但却在无意识下说了，他们对某些不应说的话，某种自夸、吹牛，自吹
自擂的说话很有意识，所以当说错了，他们会说︰「touch wood。」就是这块木头，他们是说Ekadasha。 我们对这个在我们内
在积聚的力量颇有意识，我们现在要意识到这力量会转化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祷告这力量透过令美国人惧怕而转化他们，
令他们来霎哈嘉瑜伽，因为当事情已经到达这个自我的阶段，当人说︰「有什么错？」 就像在英国，当我开始说话，他们首先说
︰「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老派的人)，与时代脱节，绝对无用！」我说︰「好吧，我什么也不说。但当你们患上这种疾病，就
会回来。」那就是他们通过同性恋合法化法例的时候，容许过分纵容，容许这种事情。现在你们有艾滋病，艾滋病开始蔓延，艾
滋病令人对Ekadasha有恐惧，现在有艾滋病！有什么错？那又怎样？因此，这份敬畏和这份恐惧是很重要的。你要有对神的大能
有份敬畏和恐惧极为重要，在祂面前我们微不足道。我们要记着，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我们要唤醒自己的意识，意识到祂是整体
，我们要与整体合一，我们就是这样克服Ekadasha。所以今天我要祝福你们拥有Ekadasha的转化力量。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能为美国人的福祉而工作，拯救美国是份责任，你知道美国代表喉轮，所有霎哈嘉瑜伽的责任都位处喉轮，转化要发生是何等重
要。除非有转化，你不会看到有什么成就。你不能与人谈话，不能与他们沟通，所以你必须祷告转化过程必须开始，启动，奔驰
，像火般蔓延。这应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事情。 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 当湿婆神愤怒，因为湿婆神是真正的楼陀罗(
Rudra)，祂把力量给予Ekadasha，湿婆神是最终的溶解，祂会溶解整个世界，是祂赐予这十一种毁灭力量。祂拥有十二种力量，
为了最终的毁灭，祂把一种力量留给自己，其余的十一种力量祂给了Ekadasha。当这发生，Ekadasha开始在人类身上起作用。
我在想今天我们先做格涅沙崇拜，再做楼陀罗崇拜。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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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今天的生命能量，你能看到，当你准备崇拜，你能有多少收获，今天你就能感觉到，上天很渴望行动，唯一是你要准备自己
，所有准备都对你大有帮助。就如现在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变得与我们的过去完全不同。我们是瑜伽士
，比其他人更高。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像其他人类，他们说一做二，他们能与伪善一起生活，这就是为何所有问题都源于
宗教。某人说他是基督徒，他绝对反基督；他说他是穆斯林，他绝对反穆罕默德；他说他是印度教徒，他绝对反克里希纳。这就
是为何所有宗教都很失败，因为人类大谈理想，他们全都说我们有这个那个理想，但他们不是这些理想，不能与理想一起生活。
理想不在他们生命里，他们处身在外，却说这是他们的理想，变得狂热，他们不是理想。

透过霎哈嘉瑜伽，现在你们有方法，有潜质成为理想。你要先透过你的脑袋来理解什么是理想，特别是西方。我们已变成或要变
成什么理想，我们能有什么成就，你必须有这些概念。其二，你必须有深化你的静坐力量的能耐，那么你的理想才能成为你的存
在体的一部分，安顿在你的心里，你不能没有这些理想而活。就以基督为例，基督和祂的理想是一致的，两者并无分别，祂没有
说一做二，执行却是三。

霎哈嘉瑜伽士和非霎哈嘉瑜伽士是有分别的，不管你有什么理想，都要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刻彰显出来，因为你就是这样。若你是
黄金，黄金每一刻都是黄金，它不会有时是黄金，有时是钢铁，有时是泥巴，它每一刻都是黄金。只有人类才会有时是蛇，有时
是狮子，有时是狐狸。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要知道，你已变成纯人类。要成为纯人类并不困难，不困难是因为你现在拥有把根
深化入你的心的力量。

要运用脑袋清楚理解，霎哈嘉瑜伽士有什么理想，什么事霎哈嘉瑜伽士该做，该有怎样的言行，该跟随什么方法？接着他要透过
静坐，透过顺服委身把它带进他的心。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怎样给你重生，我把你包容在我的心里，不然我是没法做到。因为我
的心是那么纯洁，它洁净你，我以慈悲，以爱洁净你，然后我把你从我的顶轮拿出来，不然我怎能做到？当这一切发生了，你已
变成新的品格。

你与其他人很不同，因为灵已赐予你的灵新的生命，灵已经洁净你，因此你不能再像这样，像其他人这样生活。所有人类的冲突
，人类的问题都源于他们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理想从他们生命里消失，霎哈嘉瑜伽士就是要向其他人展现他是与别不同。就以
林肯为例，好吗？林肯相信每个人都必须有自由，政府必须服务大众，服务人民。不管他说什么，他都实践，不管他相信什么，
他都实行，还为此付上性命，这就是为何他是伟人。想想圣雄甘地，他们不像基督

—

降世神祇，想想任何伟人，想想Shivaji

Maharaj，任何一位圣人 — 他们是人类，但一旦他们知道这是生命的原则，他们就与原则合一，绝不妥协。

霎哈嘉瑜伽士要明白，我们是透过灵量有自觉，灵量是你内在的母性，你内在的关爱和滋养的力量。母亲永不会对儿子妥协。若
他想杀人，她会说︰「不！」我是说真正的母亲，她甚至会射杀想犯错的儿子。同样，若你成为自己的母亲，你要照顾自己，以
同样的态度来滋养自己，对其他人也一样，你要滋养其他人，关心其他人，不向错误的、不正义的、荒谬的事情妥协。

当我告诉你这些事，你不用内疚，我们要向上望。站在阶梯下层的人，若他们向上望，就会妥当，但那些站在阶梯上层的人，若
向下望，就会走下去。所以要向前看，我们在日常生活要做什么，简单如丈夫、妻子、孩子、父母的关系

—

你内在是否变得沉默？你是否用你的沉默，你的慈悲去滋润它，又或你在支持一些绝对反神的事情？

若你变成理想，变成理想的力量，它会令你很有活力，你不用咨询任何人，你变成理想。他们就像火炬，你的理想本身自会被点
亮。所以最先采取的态度应是︰「我们怎样深化自己？」这应是最先有的态度。现在，就如丈夫和妻子从早到晚都在吵架，他们
不可能是霎哈嘉瑜伽士，这是荒谬的。若他们争吵，他们当然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现在你该怎么办，若两个人在吵架，那个霎哈
嘉瑜伽士会离开妻子︰「我与妻子毫不相干，我没有妻子。」离开，从内里完全不执着，只是不谈这个妻子，不讨论，不为此而
在意，只是不执着。若有这样的儿子，只要不执着，到某个程度，没有吵架，没有争辩，完全静默，静默的抗议，必须要这样。
在这静默中，你不应胆小懦弱。很多人胆小懦弱，他们以为他们这种胆小是静默的过程，真正有力量的人不受人阻挠，也不受人
压迫，亦不会压迫人。

所以在静坐中，你要坐下，你在静坐时说什么？尝试看看所有轮穴，那个轮穴有阻塞，面对自己。阻塞可能是来自你过去的生命
，有些轮穴是弱的，要令它们妥当，要令它们强壮。因为若要达成理想，器具必须妥当。若器具是疯狂的，你该怎么办？首先，
必须恰当的发展你的器具，它要平衡，要有力量，不是懦弱的。人们要感受到你的力量。当然，力量是爱，爱不是说你要对所有
荒唐的事物妥协，完全不应有妥协。这是自我证明的状态。当到达这种状态，我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到达这种状态，就是说不准，
这种状态自会证明︰我现在妥当，我已经到达这个状态。我说不准是五小时，三分钟，两秒之后，你就变成这样。你只是成熟，
你看到你内在的成熟。

一旦你明白除非你变成你的理想，你仍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任何人都可以称呼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没有开幕礼，我们没有这种
…像大学的开幕礼，人们能来，拿到学位，拿到证书︰「好吧，已经证明你重生」有些人已经重生多次，他们今天再次重生，明
天却没有，接着他们再来重生，再次重生。有些人可以在霎哈嘉瑜伽重生108次，即使是这样，他们仍不获保证，所以你要给自己
一张证书，没有大学会这样做。

你要了解自己，你有什么问题，为何你有这样的行为？你要视自己为小孩，有需要时，要斥责自己，要赞美时，要赞美自己，你
现在是分隔开的，你变成母亲，灵是母亲，而你，不管如何，孩子也要成长，母亲是理想，她是灵感，她是力量，孩子则是接受
者。若孩子是固执的家伙，你对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也要找出 — 或许你是他们其中一份子。我知道谁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立即就能找出他们，顽固的家伙。若你与十个人一起生活，我们立即就听到有报告说他们存在，他们颇能言善辩，即使他们不
说一句话，人们亦能告诉你︰「我与这样那样的人有争辩，这个人向我说了这样那样的话，他对我很残忍，这个人要求这样。」
你知道谁是这样，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要明白，可以制造钻石，也能制造刺，任何时刻你走近刺，无一幸免，它会刺伤你，没有人能幸免，它是刺。刺就是刺。若你
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要成为花朵，强壮的花朵，永恒的花朵，常常在生长，不会凋谢，你就是要成为这样的花朵，你会很诧异自

己不会掉进自我的陷阱，亦不会走进完全崩溃的超我。

你懂得很多，我告诉你，你们任何一个也能被称为学者，我是说人们多次问我︰「他们是否全是学者？—
你的门徒。」你懂得很多，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懂的比任何圣人还要多。你却只懂在脑袋的东西，外在的，全是bla bla bla(废物)
，它进入脑袋，你利用它来向别人炫耀，完蛋了。它甚至没有安顿在脑袋里，那么它又怎能进入心呢？每个人都在吹牛，他们能
令人刮目相看，我是说若有记者来，他们会对霎哈嘉瑜伽士刮目相看，很多英国的智者坐在这里，你却取笑自己，你全都知道，
因为我已经说得太多了。灵也在闪耀，让你的灵闪耀着，令人知道这个人得到完全的整合︰灵、说话、言行、生命完全得到整合
，顶轮就是这样。若没有整合，你仍未到达顶轮，那就没有需要扯你的耳朵了。

你以极大的自豪和光荣抬起头的一天要来，因为你的理想就像饰物般在闪耀，我想看到自称霎哈嘉瑜伽士变成这样的日子来临，
这是最重要的事，其他事都是没有价值。建立集体静室，得到这个，做这个那个 — 忘记它们吧。你要处理的是这个仍要成长的孩
子，他有时仍很顽皮，仍想有不当的行为，现在纠正他，你给他一个称呼，你称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称这孩子为甲先生，乙先
生，不管你给他什么的名字，要常常说︰「现在，你会否规矩一点。」早上起床，沐浴，坐下入静︰「我很懒。」孩子说︰「我
做不到。」你接受这个孩子，然后孩子会成为母亲，你会失去你的力量 — 借口。孩子知道，他很有才智，聪明的孩子，极之有才
智，他知道怎样欺骗你。但孩子天生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若他知道你内在的母亲发展了这种品性，它会接受母亲的品性；若孩
子知道母亲很弱，他就会利用母亲。

所以你不要与自己争斗，而是要驯服自己，这很容易。你会开始享受它，看看自己︰「噢！某某先生。」你不会生气。「我知道
怎样应付你，你隐藏在这里背后，好吧，给借口。」孩子长大，长得很大，母亲看到，感到很诧异。就如克里希纳的童年，祂的
母亲是耶守达（Yeshoda），孩子则是克里希纳，这是很富象征性意义。祂常常玩顽皮的把戏，她说︰「你吃过那里的泥巴，我
知道你吃过。」祂说︰「我怎能吃到，我怎能，我甚至不能走出屋外。我坐在这里，泥巴在那里？我怎能吃到？」你的确吃过，
我知道你吃过，最好让我看看你的嘴巴。」祂说︰「真的要看？」祂张开嘴巴，整个Vishwa

Swarup，她看到整个宇宙(Vishwa)

的完整愿景，母亲俯伏在祂的脚下，就是要这样。这位母亲就是要俯伏在已长大的孩子脚下，这很有象征性意义，你就是要这样
成长，长成Vishwa Swarup，长成集体存在体，长成宇宙大我（Virata）。

阿周那和克里希纳是另一很好的象征。阿周那对克里希纳通常都很随便。克里希纳想告诉他关于薄伽梵歌，告诉他这些事情，但
克里希纳仍然不能说服他，这些全是外在的「这个那个的废物」；母亲的讲话是很有娱乐性，你也知道她很幽默，她的讲话很亲
切，最好是听母亲的讲话以取代聆听任何音乐。人们以为若他们听母亲的讲话，就变成母亲，这也发生在阿周那身上，但他发现
自己有些缺失，仍未成为理想，他的注意力仍不是在应该关注的地方，所以他问克里希纳︰「我想看你伟大的形象。」克里希纳
说︰「好吧，你准备好吗？」他说︰「我已经准备好。」接着祂变成宇宙大我，宇宙大我的愿景，当他看到，他说︰「停止吧，
对我这太过了。」

这样的事情应发生在你这个孩子朋友的身上，它应变成宇宙大我，当你看到这样，你会对自己很诧异︰「噢，天啊！我已经长成
这样。」就像耶守达俯伏在小孩的脚下，你要俯伏在你内在的小孩脚下。我肯定，这种事情现在会发生。所以要记着，没有争辩
，没有解释，母亲是宽容的，你知道她会宽恕你的一切。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会宽恕你，即使你杀死我，我也会宽恕你，但你
却不能宽恕自己，所以容许这个小孩成长，完全成长。

你要照顾他们，若你的小孩哭了，找出他们哪里出错。我知道为何小孩仍不妥当，只是不要娇纵他们的自我，把事情成就，把它

洁净，这很重要。不要想成为亡灵，他们的一生就像这样充满亡灵，我见过很多孩子像这样。他们看到我，他们哭，哭泣，叫喊
，这不是健康孩子的征兆。罗的孩子以前甚至看也不看我，他常常尖叫，叫喊。现在看看他，他变得那么友善。所以任何像这样
的孩子，你不要这样说，不要逃避这个话题，照顾这个孩子，令他妥当，你要看到孩子妥当，就如你要令自己的孩子妥当，这孩
子是你的亲儿子，不要有这种误解，若孩子哭得像这样，这个孩子必定有些问题，要挑他们出来。

若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往这里那里放，在静坐活动时不专心，你也出问题；若你睡着了，就有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若你想着
其他事情，就有些不妥；你有头痛，亦有些不妥。评估自己，洁净自己，你必须洁净自己，这很重要。若你仍生气，易受刺激，
发脾气，你就是不平衡，有些不妥。若你知道怎样控制脾气，那么你就妥当。你会在每一处找到负面能量怎样在细微琐碎的事情
上运作。

每个人都在改善，但很慢。若你静坐，就可以改善得很快，这很重要。你要知道怎样令你的轮穴妥当，你的口诀要成为siddhis（
力量）。念口诀不要机械化的念，不要只是机械式的念一些东西，你要出自真心的去念。再说一次，若你不是出自真心的念口诀
，口诀就不是siddhis — 意思是即使你不停的念上百次，也没有效用。Siddhis口诀是，当你念诵，它就有效用，它能成就事情。
若口诀没有效用，念口诀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发展要里里外外，你要自己证明自己，没有人会证明你，若你想给自己一张假证书
，照做吧；若你想欺骗自己，照做吧，这样做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若你真的想有喜乐，有天父的恩典极乐，就要走出来。你要
放弃很多错误的认同，才能享受这份漂亮。

今天是极好的一天，能与你们见面。今天我们在印度庆祝建立兄弟姊妹的关系，这是很纯洁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是没有淫欲
贪婪纯洁的关系，姊妹为兄弟得到保护而祷告，兄弟则为kshema — 姊妹的安康 — 而祷告。所以这次你要想想，你与男女的霎哈
嘉瑜伽士之间的关系就如兄弟姊妹，你要有这种思维想法，洁净你们的心。这些国家是有点有趣，你也知道，它们没有这种关系
。今天你要洁净你的思维，即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或姊妹。若你已婚，这还好，看看每一个人，尝试视每一个人为你的兄弟或
姊妹，你们之间并无其他关系。
这是个有趣的国家，没有纯洁的关系，我告诉你，是那么肮脏。若你理解他们，你不能相信，这样堕落。特别是纯真的人，像孩
子受到袭击，视他们为处女的想想他们，要小心，年青的女孩要知道，她们是处女，若她们与男孩混在一起，而这些男孩是霎哈
嘉瑜伽士，他们就不再是霎哈嘉瑜伽士。女霎哈嘉瑜伽士要是贞洁的女人，很有力量，贞洁是她们的力量，男人亦然。来霎哈嘉
瑜伽后，男人要意识到他们的贞操也是他们的力量。

你要明白，当还是游牧时期，男人通常在外打猎而女人则在家煮食，男人理应有五个女人 — 他们是游牧民族，之后他们变得世故
现代，接着一夫一妻制开展，到达某一点，这种放任的生活开始，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现在女人也变得像游牧民族。男女都全
是游牧民族、原始人。在世故现代后，他们又变回原始，问题就在于此。现在你要变成有纯洁关系的更高存在体。任何关系，就
像我与这个器具之间若有阻隔，我们就不能运用这件器具，若有任何对象在我们之间，任何联系都会被截断。

要有好的联系，必须有纯洁的关系，这应是随意的。母亲是母亲，父亲是父亲，姊妹是姊妹，兄弟是兄弟，这是不同的关系，要
理解各种关系。女人要明白自己是女人，男人亦要明白自己是男人，对自己的关系亦很重要。女人不应想做男人 — 我们不能，男
人亦不应想做女人，这是错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出生，有什么分别？男人更一丝不苟，他对机器认识更
多，知道更多细节；女人能看到事物的式样，更能听到音韵，男人则只能看到乐器。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本质。不管如何，有些人
要像这样，有些人要像那样，两者都是美丽的，没有人比别人更高或更低，只要享受自己是女人，或享受自己是男人。男人不是
说你要控制女人，愚蠢的以为自己比女人进化得更高；或女人控制男人，以为控制他们就能纠正他们，她们这样做永远都不能纠
正男人。她们绝对成为笨蛋傻瓜，男人已成为傻瓜。一旦女人专横，男人就变成傻瓜，她们没有纠正他们。

所以这两种品质都要得到滋润，得到发展，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是纯洁的爱。一旦你洁净自己，这些事情就自动会成就。你们会互
相尊重。实际上，你们是瑜伽士，我尊重你们，你们亦要互相尊重。但情况却刚刚相反，我发觉没有尊重，你们全是伟大的圣人
，对，你是圣人，尊重，互相尊重，不要对任何人说苛刻的说话，不要麻烦任何人。尽可能为别人做更多，我们要有这种改变。
没有任何文化的标签，我说的是神的文化，神的国度的文化。我们为别人付出，享受付出，为别人做事，爱别人，关心别人

—

不期望任何回报。上天很渴望你能帮自己这个小忙。

你今天看到生命能量是那么多，我甚至与你交谈时感到困难，在吸收，不停的吸收。你昨天只做了一些小事，又或这个早上做的
，极大的生命能量，你会被抛进去，在某些东西里开花。只放注意力在自己身上，最先要做的是尊重自己，因为你是瑜伽士，你
不能不尊贵，不能愚蠢，不能专横，不能不老实，你要有亲切成熟的个性，因为你是瑜伽士。我是说你要称呼自己为甲、乙、丙
瑜伽士，应该要这样，你是 — 但你们称呼自己为瑜伽士的同时，却互相争吵打斗，拉扯大家的头发，那么我就会说，最好不要称
自己为瑜伽士了。尝试摆脱你的问题，这很简单，若你不能，就告诉我吧，我会告诉你怎样摆脱它们，面对他们吧！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我们已经决定不做火祭，因为光明节没需要做火祭，我们只做崇拜。今天是崇拜 ，你们也知道，他们用五天来庆祝光明节。
第一天是第十三天，是古哈拉希什米日，这天要敬拜古哈拉希什米，敬拜值得敬拜的古哈拉希什米，要用一些器皿给古哈拉希什
米，送一些器皿作为礼物给古哈拉希什米，拉希什米在这一天出生，她出生自大地之母。来自…我们应说，大地之母，但在搅拌
后她从海洋出来，拉希什米就是这样出生。她是财富的赐予者，既是物质上亦是灵性上的财富。

妻子说︰「好吧，你把所有钱储起来。」她教导孩子自私，教导丈夫自私，把所有钱储在银行里，不慈悲为怀，这就不是拉希什
米。拉希什米教你怎样慈悲为怀，怎样为别人付出。在意钱，在意有多少银行存款的女人完全不是拉希什米，她要花费，她来这
里就是要花费。男人要储起钱而女人则要花钱，他要赚钱而她要花钱，但要正确，钱要花得正确，不仅为自己也为她的家庭，为
她的丈夫。她想︰「我该买什么给丈夫，给孩子，给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其他人？」全是她的工作。丈夫赚的钱交给妻子，她就
做这份工作，我想这种分工合作是很甜美的。

古哈拉希什米日就是她出生的那天。她必须有这些品质，若她吝啬，好计算，首先她完全不是女人，若她只在意她的衣服，她的
舒适，她的事情，她就不是古哈拉希什米；她要别人工作，自己则只坐下，命令别人做事，她就不是古哈拉希什米；她要为别人
工作，必须为别人工作，照顾别人，这是第十三天。

接着是第十四天，这天恶魔拉蒂卡苏拉(Narakasura)被杀掉，你知道拉蒂卡苏拉降生，然后被人杀掉 — 霎哈嘉瑜伽士要杀掉他，
当你到达某个程度，肯定可以杀掉他。当你内在的卡提凯亚被唤醒，就可以杀掉他。为此，你要变得像黄金，永不磨灭，这份任
务需要强壮的人来做，杀死他的剑要来自你们的金属，这样就能杀死拉蒂卡苏拉。他是最差劲的阿修罗，这是第十四天。当杀掉
他，地狱的门就会打开，他的门徒、追随者、恶魔都会走出来，所以这是唯一一天你可以睡得很晚，对你这是好消息。

接着第十五天，这是最黑暗的晚上，最黑暗的晚上，我们要在晚上照亮一些光，因为在这个最黑暗的晚上，负面力量会走进来，
把光点亮，拉希什米就能进来。你会很惊讶拉希什米是怎么样。若有一瓶酒从这边进来，她会从另一边消失；若有个女士，她是
家庭里的亡灵力量，这个家庭就永远不能享受拉希什米，拉希什米会跑掉，他们或许有钱，但他们不能享受，拉希什米会跑掉，
我告诉你，这个人是那么不吉祥。例如你想说，我想买点东西，这个亡灵附体的人会打电话给你

—

那么你就买不到，就这样。首先，你的耳朵会被毒药弄糟，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法完成。现在这个国家充满这种亡灵附体的人 —
alakshmis(反拉希什米)，我不知道他们怎能变得妥当。女人要作决定，摆脱她们的亡灵，不能继续这样了。她们要静坐，若她们
有睡意，必须沐浴，二次，三次，有时要用火洁净自己，不要紧。要让自己没有睡意或不发白日梦。若你本来就好发白日梦，你
就是亡灵附体。要令自己的拉希什米保持完好无缺是女人的责任。所以在拉希什米日，我们说，要做拉希什米崇拜，因为这天你
要邀请拉希什米进来，罗阇拉希什米，拉希什米，藉此你变成家庭的王者，或你可称为皇室善意，家庭中的皇者风范

—

就在这一天。

接着这天来临，之后是每个月首天…这个历法，我的祖先，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要采用同一个历法。萨利瓦汉拿王(Shaliva
hanas)历法，这天是萨利瓦汉拿王历法的第一天。他们在早上怎样庆祝？他们拿一个这样的瓶子，水瓶座，放一张披肩，像旗子
般放，代表水瓶座和母亲的披肩，这就是为何他们称为萨利瓦汉拿王 — 拿着母亲披肩的人，母亲披肩的运送者。他们就是这样把
它放上，把披肩放在水瓶座上。实际上，这应是霎哈嘉瑜伽士的旗帜，你令它是水瓶座，或我们可以说瓶子…
(你怎样称呼水壶？不是水壶，而是这个lota，你怎样称呼它

—

这里没用这种器皿，这个是kumbha，我们可以称呼kumbha，而披肩也在这里，所以他们把它放上来，所以……称为Gudi
Padwa，Padwa是月亮的第一天，Gudi 是「这个」，他们把它放上来，他们就是这样说今天是萨利瓦汉拿王的新年。

披肩包裹着你的母亲，给她温暖，亦包裹着她的谦虚，披肩是她的王权、谦虚、贞操的象征，所以你要支持母亲，如格涅萨那样
保护她。祂只会为一件事生气，若任何人说了或做了一些反对母亲的事情，祂就下来，这就是基督为何说︰「我能容忍任何反对
我的事物，但任何反对圣灵的事物，我都不会饶恕。」儿子就是这样谈母亲，这亦是发生的事情。

今天是第二天，第二天是Bija — 他们称这天为Bhav-bija，这天来自同一棵树的种子的兄弟姊妹，会有纯洁的感情交流。姊妹为兄
弟做摇灯礼，给他一件tika(印度衣服)，兄弟则给她礼物，作为他爱的标志。在孟买，我们这样做，他们结拜为兄妹，我希望你们
都能找到某人作为你的好兄弟。我发觉这种关系在印度很漂亮的处理，若你们也能在这里处理好这种关系，对我真的是极之喜乐
了不起的一天，因为这代表你已经克服不道德的魔鬼，纯洁，你的思维里完全清除贪婪，给予某个你视为姊妹的人感情，这种做
法在印度很普遍，那里每个人都有姊妹。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有姊妹，他们照顾他们的姊妹，这是份甜美的感觉，对待姊妹

—

像萝是道的姊妹，你能想象，她对待她就如自己的亲姊妹。

这是光明节的第五天，他们从第十三到第五天都在庆祝光明节。光明节对我们极之重要，从第一个光，点亮很多光，把它们连成
一线，所以称它们为光明节 — 意思是光连成一线。当你们所有人牵着我的手，藉此能量流通，建立开悟的心田，整个世界要变成
你母亲漂亮的地域，那里只有你父亲的祝福，当祂看到祂的创造物在极乐的海洋跳舞，这就是祂的享乐。

愿神祝福你们！

1984-0226, 内在灵的力量的达致
View online.
内在灵的力量的达致 印度Rahuri 1984年2月26日 我希望你们到目前为止和往后的旅程都很舒适。舒适的源头是你的灵。当你的灵
感到越舒适，外在的问题便不再重要了。你不会介意住在那里、睡在那里、吃什么、做什么。当这些粗糙的感官消失，你内在的
精微感觉便会生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来到这里，你们在这里克服时间、克服各种制约等等。我是指那些你死我活的竞争，这
些竞争必须完全停止，决断地停止，「外在(without)。」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外在」的态度来作事。当你开始静坐，这个「
内在(within)」也可以做到，你们可以达至和平，那是所有人类必须拥有的，若我们想从毁灭中把地球拯救出来，必须要有和平。
你必定已经意识到，霎哈嘉瑜伽现在发展得很快，以很恰当的速度前进。我们必须保持装备完备，令自己可以在即将横扫全世界
的伟大进化和改革过程中，成为其中一份子。 为此，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工作，不要过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都是极有潜质的人。还有，神的神性力量都在祝福我们。尝试运用这个在你内里的力量，与这个力量合一。渐渐地，你
必须看到你重重的打击你的身体、你的头脑、你的自我，把它们雕琢得很漂亮，令你成长成你本来被创造的模样。 至于其他事情
，像我来到你的国家，我视我为你做最好的事情，就是当你来到「这个」国家时，令你感到你是属于这个国家，你像从其化国家
连根拔起。当你来到这里，你是那么昌盛。在这个国家，我是那么努力，幸勤地工作，做各样的事情，我的时间全花在与你们一
起，不分白天昼夜，全时间的做每样事情。在这里，当我看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时，我感到不可能成就太多事情。在这里，你
对这神圣的地方感到絶对放松。我想这种把你从别的国家连根拔起的想法必须放弃。我想就像你已经移居到这些国家，回到自己
的本性一样，但却并未被移民法例所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改变策略，开始在这里建立我们的静室，我们的工作计划，
所以你们必须来到这里，成就更多事情。你可以在这里赚取你的生活。但你必须来到这里，连续花两至三个月，建立自己，令自
己成长。因为我没有想过在这里可以成就得这样好，因为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所以这是我们这旅程最后的成果。 尽管我们
在这里的旅程和生活，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危险，你们做得非常好。我必须说，当我看到你们时，我感到你们都很好，改善了很多
。就像手表，为了令你们对它有免疫力，你把他们放在荒谬的条件，他们变得没有问题。就像这样，现在你有了免疫力。他们被
放在槽里，彻底地被摇晃。正如你们昨天那样，在巴士上被摇晃。跟着，他们被制造成让水可以很快在他们身上流过。所有这些
在这里也被尝试。我想你的免疫系统，对外在事物的反应，成长得很快。你们变成真正坚固永恒的个体，就如在这里创造你们一
样，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的进展，这是我们来到这里，已经达致的主要成果。 首先，注意力必须远离金钱。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
问题。实际上，没有人会相信，富裕的国家的人比印度人更金钱取向，虽然他们已经那样发达。你看，那些发达国家的人比印度
人更金钱取向，那是非常令人惊讶！当你看到他们是怎样数算一分一毫，你是不能相信，他们真的是已经成长的人吗。有时，他
们比乞丐更坏。所以你必须远离金钱。金钱是人们数算的可怕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数算神的名比数算钱好_______可怕的钱币。
还有，我们对其他事物如对舒适有表面的执着。我并不认为这里过的是舒适的生活，因为在这里，你随时要在晚上任何时间迁移
。你不会遇见任何会夺取你的钱包或你的手镯的人。你可以以你喜欢的行径移动，没有人会骚扰你。你不会遇见两或三个酒鬼互
相殴打，不会有这类事情发生。所以这里的生活是很纯朴。这是很大的成就。 若你想过那种你想过的舒适，你可以迟一点自己创
造。我个人认为，太现代化并不适合这个地方。所以，令自己身体变成舒适的奴隶和奴役人这些无用的观念，必须不要灌输给他
们。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卫生在这里是很好的，但大众的卫生必须向那些人讲授。这种施予和接受的过程，我肯定必会运作得
很好。还有事情在你内里正在运作。我有很大的愿望，希望你来到这个国家，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你真的成
长得更快。这比只有我探访你的国家还好，有时我感到探访你的国家，只是被负面能量轰炸。 另一点我要告诉你，你必须明白，
你来到这里，必须有些得益。没有人会在你身上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你必须在这里获得某些益处。你是学生，所以你必须学到一
些东西，尝试发展纪律的意识。就像一个门徒，吸收四周所有一切_______这是什么？这是怎样？这是房子，那很美好。就像这样
。但若你继续看些并不重要的事物，随意说些与你无关的说话，所有这些必须放弃。因为你有太多时间，所以人们坐下，与你交
谈，说些无聊、难聴、无用的说话，不需要这样。相反，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吸收更多自己的内里。因为在这里，人们没有时
间，他们不能交谈，他们需要工作。但当你有时间，你便开始说些无聊的说话，这是非常错误的事情。 另一种谈话是与自己，也
说得太多。像你开始分析、批评，找别人错处，不停的想︰「啊！这样会比较好。我伤害这里太多……这种事情已经发生…。」
所有这样的事情进入你的脑海，这种与自己说的话也必须停止。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喃喃终日的灵，祂还说︰「小心喃喃终日的灵
。」但喃喃终日的灵存在于我们内里，所以小心它们，不要听信所有荒谬的言论，要保持警觉，这样便能帮助你。整体上，我必
须说这个旅程和之前的旅程，我都感到极大的喜乐，非常高兴这些旅程可以为我带来那么多不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的事情，亦把
你的潜能带到我面前，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无论如何，在这一年，在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气氛，那就是谦卑、宁静、
和平，吸收神性，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非常伟大，喜乐的东西。

我非常多谢所有这些，我希望你们可以保持这样的进度。

愿神祝福你们。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Now I thank the Sahaj yogis of India on behalf of everyone that they did all the work
peacefully, not in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not landing anyone in the soup, not causing anyone embarrassment, not showing any
anger, and doing everything sensibly and setting a good example in front of them (foreigners). They think that you are very great
men, devotees of God, wise, having a nice and balanced life, and are extremely moral. This means in short everyone thinks you

are Shivaji Maharaj, and to such Shivaji Maharajas, you all, I bow to you. Now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n us sometimes it so
happens that words and deeds do not match,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ideals here that hypocrisy enters into a man. We put up
a pretence of being very nice, which these people cannot see through, as they are straightforward people. They have nothing
concealed in them, which go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we will say they are shameless, but in them whatever is there, it is visible
to everyone. They don't keep any malice in their hearts, but in us this art is very advanced. So we show ourselves as very great
to others, but inside we have many defects. So, we will be harmed in this case. When we talk to people, we say such things that
people will feel God Almighty has himself descended on this earth, but if we look closely at their character or their life, then we
feel that there is no bigger demon than them. And demons like these have gone abroad and swindled these people (foreigners).
These people outwardly talk very sweetly, very nicely and act as if they are extremely innocent and loving, and after going
abroad they have fleeced all their (foreigners’) money, made them hungry, destroyed their state, and they got respect and
honour abroad. Then we all have a little bit of this quality that we can manage being outwardly very nice and be different inside.
These people (foreigners) cannot do this even if they want to. They even ask Me, "But he says he is so nice. So how can it be? I
mean, if someone is a bad person among us then he will state clearly, ‘I am a bad man. I am cruel’.” So I said, “We don't do this.
If we say this we will get a beating. So we do not tell. Instead, they say, ‘I am extremely good.’ Even if he is an extremely cruel
demon he will say, ‘I am extremely nice and a great man,’ but what he is inside, he will not say. I mean, we do not feel the
responsibility to admit what we are inside.” But in Sahaja yogis, outside and insid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We should be the same
outside and inside. The man who becomes the same outside and inside, ander baaher ek hi Janu, who has no difference in his
thoughts and deeds, is a true saint. Outside and inside. If I tell you not to drink and I Myself sit drinking, then what will you say?
This is a simple example, but if I am an Indian then I will drink in secrecy and tell everyone not to drink, and I will drink in secrecy.
This is the Indian style. And the English style is telling you that drinking alcohol means you are going towards God. I am drinking,
so you also drink. This is the style of the English or foreigners’ style. But both the styles are wrong. In their style even if we say
everything is exposed, still it is foolishness, and even if we conceal everything nicely, we are really not as nice as we seem. We
should keep this in mind. If we are surrendered to God, God helps us. He blesses us with innocence by which we cannot put up
fake pretences. Where is the wisdom in pretending to ourselves? There is no meaning in it. By the fear of society or for the sake
of show, we show we are ideals and we are nice. This gives one the impression that in society evil does not spread much, but by
that egoistic behaviour and hypocrisy we are never going to benefit. So why don't we benefit ourselves? We should think like
this, that by doing goodness and good deeds they will benefit us. Now people of old times used to say that saints always had
trouble, and they always had grief. What happiness did they get from God? They faced so many crises, and the rest of the
people lived in happiness. But in a way if we look at it, no one was happy. So, let’s look around. We see lots of people who seem
happy, people who are rich, people in power, people who have huge empire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no one is unhappier than
them. They are in deep misery. If I tell you their grief, it is as big as mountains, and they are crushed under it. They are as good
as mad.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to do. They do an injustice and then they feel bad about it. It must be so! If someone hurts
anyone, then it returns back to him. The torturing hand also suffers. So they are in great grief. If they are cruel to anyone, then
that cruelty affects them also. We went to see those people who think they are very rich and very prosperous to their hom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was in Pune. There is a gentleman who is very rich. He invited me to his house.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back, his wife and his son were very big alcoholics, and his daughter-in-law was on the verge of having tuberculosis. They were
facing such a big calamity, but her husband was a drunkard and they had lots of money. The woman could not give up alcohol,
come what may. She was like big-time alcoholics, and they were so prosperous that you cannot even imagine. So he told Me,
"Mataji, I will give you lots of money. Please cure my wife." I said, “I don't need any money. I will cure your wife.” 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to know tha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both the son and his mother came. They had quit drinking completely and were
completely normal. The rich man said, "Mother, I do not want this money. Due only to this money all the grief and penury has
come into my house. All this trouble has only come from money. This is the true penury in the sense that I have so much money
with me but I have no support from my wife and my son, and my daughter-in-law was falling ill. So this is true penury that I had.
So I do not want this money. You put this money anywhere. Put this to good use. I don't want this money." Other rich people
whom I saw, some were caught up with false gurus, some were caught somewhere else, and there were misery and illness in
their homes. Someone started running after money. So he went to the races where he lost everything, blah, blah. He ditched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he kept women, began drinking and all this happens. This means that if we look at someone and say, “See
how successful he is,” tomorrow if he falls from grace he will be lying on the road for days and no one will look at him. People say
to him, “When you were in power you behaved like this. So now we do not care for you.” His aura of power is also gone. I mean,
now there is also no meaning in his power. In this way, whatever we say makes a person successful, but when a person gets it,

he is not happy. Have you ever seen a drunkard being garlanded after his death? We never hear, “He was such a big drunkard.
Let's build his statue,” or “This person was very cruel. He ill-treated everyone, but he was in power. Let's build his statue.” Have
you seen this anywhere? There is no statue of Hitler anywhere, one who was very well-regarded at one time and did so much
cruelty. There is no statue of him anywhere. This means that the person who lives a bad life will never get recognition ever. So,
superficially we may feel that he became so big and successful for the time being, but if we look with foresight, that man never
gets peace. So, after this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rue prosperity is in attaining your spirit. But now this Mahayoga that is
started, at the time of this Mahayoga we are going to get true prosperity in every way, as this time all the seven chakras have
come on Sahasrara. As all the seven chakras have joined on Sahasrara, due to their integration we get the Laxmi principle.
Similarly, we get the principle of Bhramadev, meaning all kinds of creativity will come to you, and you will start writing
poetry. Also, if we are afraid of something or we are facing some loss or someone is attacking us, then all that attack is negated,
and if someone still attacks us then he is destroyed. Such a situation will come. You should try to attain this level. After that, at
the level of Vishuddhi is the place of Shri Krishna. There you will get complete Kshema (wellbeing). As Krishna has said, “I will
give you Kshema. If you get your yoga, I will give you Kshema.” All kinds of Kshema means beginning with good physique and a
glow on the face. The whole life of the person blooms like a lotus. He gets the witness state, peace and mastery like Shri
Krishna. He can do with people as he pleases and put them on the right track. He gets a kind of 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After
that, on coming to Agnya chakra he gets a reservoir of forgiveness. He is not hurt by anyone or anything. He forgives everyone.
Nothing sticks to him. Whatever anyone says to him or if anyone hurts him, he forgives. And this forgiveness has so many
powers, it’s as if forgiveness forms a big mace and goes and puts that man in his place who had hurt him. I mean, either that
man is corrected or he is destroyed. I mean, you have so big a blessing of Agnya chakra. Also on Agnya chakra are Ekadasha
rudra, meaning that those people who have ill-treated you or troubled you, their Ekadasha gets caught up and they are
destroyed. This means on one side you are nurtured, and you get love, growth and protection, while on the other side those who
try to hamper your growth are completely destroyed. This is the magic of Sahaja Yoga today. This means it is the work of the
seven chakras. Then, Sahasrara being My place, those who reach Sahasrara and establish themselves, once their Sahasrara
opens up, are blessed with Mother's love in all ways, and whatever is sweet and fruitful in it, they get all the kinds of its tastes.
Man feels truly blessed. He becomes aware that he is completely secure and he swims in the ocean of joy. His powers increase
tremendously, and people give him recognition.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spoken publicly become big and famous
speakers. They develop oratory skills and they give realization to lots of people. In this way, the world is getting a new leadership
which was predicted fourteen thousand years ago. So, this is the time to make true the fourteen-thousand-year-old prediction,
and whatever has to be done is to be done only by your hands. You will be such big people that you have a place on My
Sahasrara, you are sitting in My Sahasrara, and a lot of work will be done by your hands. And to do the work we need
capabilities. We need to give up pretences, quit being hypocrites, stick to truth, be straightforward. We should ignore small things
and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We should not get upset with each other, nor get angry or distressed with each other, and one
must be humble and shine in one’s own glory. Even if only this is done, it is a lot. Everything is in your own hands, everything is
near you, everything is given to you by God Almighty. So, it's not like something special has to happen. It is a very simple thing
to happen, and it is already predicted that it will manifest. You only need to stand in this holy Ganges. Keeping your legs close to
each other, nicely you need to stand your ground. If you manage this a little, everything can be done. In this way once Sahaja
Yoga spreads,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blessed by it. So I bless you that you get those benefits and you bloom in it. My infinite
blessings to you.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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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shivaratri普祭前讲话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 1984年2月29日 So now, we all have arrived, it’s all right. Now, this place has been
chosen because they said that there are lot of horrible people the other way round. Still, we are having their problems (laughing).
All right. You see, you must know these are modern times, and modern times have lots of complications.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Has everyone arrived? I will first speak in English, then in Marathi. As these people can’t understand anything
otherwise, and that won’t be proper”.) 在现代，一个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变成一个最不神圣的地方。现在的状况是如此的乱七八
糟。当我们想创建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就像小苗要从石头上长出来一样，要与很多东西抗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大脑完好无缺,
了解所有事情，并尝试通过我们的耐心和理解看看我们能达成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对大家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日子。因为这个地方是宇宙大我的所在地，Shri Vitthala的所在。在这里，Shri Vitthala
出现在一个孝子前面，孝子对祂说：“你最好站在一块砖上。”祂站在那里。他们说祂站在那儿，等着。有些人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石
像来自这块沙地的大地母亲。正如孝子Pundarikaksh所说：“这是那些在我忙于照顾父母时来看望我和我父母的人，他们站在同一
块我扔出的砖上。” 现在我们要以非常明智的方式来接受这个故事，吸收它所包含的道理。神自己就能创造各种奇迹。我们是由神
所创造，正在做一些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假如提及这个世界的百年形势，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正在看的许多事情，原本可能
是奇迹。百年前，没人能想到我们能夠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安排这些事情。 但是，所有这些奇迹来自神的力量。所以我们是
那一丁点——非常少的一点点奇迹的创造者。所以，所有这些神的奇迹不能被解释，也不应被解释。它们超越我们的思维，并且
，让人们感知到神的存在。 神能做任何事情：祂能进入整个三维度，也能进入第四维度，能做任何祂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现在你
们所看到的，在你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有多少奇迹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能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它甚至作用于一些非生物
上，人们非常惊讶于这些事情如何发生的。因此，我们要相信现在，我们看过这些奇迹后，祂就是神，祂能做任何祂想做的事情
；而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什么也不是。

对此没有理性可言——关于理解神的奇迹。“怎会这样？怎么可能？”你们不能解释。只

有通过亲身验证神是全能的，你们才能达到相信的心态。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类。我
们的力量有限。我们不能理解神如何能夠全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保护者，是祂期望我
们的存在——祂是我们的存在本身，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祂能和你们一起做任何祂喜欢做的事情。祂能创造另一个世界，祂能
毁灭这个世界。只要祂有此“愿望”。我来班达普尔举行湿婆神普祭的意思是：湿婆神代表灵，而灵存在于你们所有人的心中。

至

高湿婆神的宝座在你们的头顶；但祂被反映在你们的心中。现在，你们的大脑是Vitthala。所以把灵带到你们的大脑意味着开启你
们的大脑。“开启你们的大脑”意思是：你们大脑的有限容量要变成无限，才能认识神。我不会用“理解”这个词，而说“认识神”，祂
是多么有力量，祂是多么不可思议，祂是多么伟大。 另一层意思是人类的大脑可以创造——当然，是来自死物。但是，当灵进入
大脑，那么你们能通过灵量创造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工作。甚至连死物也开始像有生命一样，因为你们触及了死物內的灵。
就像在每一个原子或分子中的原子核，也存有着这些分子的灵。假如你成为灵——我们可以说分子或原子的“大脑”就像原子核，原
子核的身体。但控制原子核的是灵，它存在于原子核內。所以现在你们已得到了身体的注意力——原子的整个身体，然后是原子
核，而存在于原子核內的是灵。 同样地，我们拥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的注意力。然后我们拥有原子核的注意力，即大脑，而灵
是在心中。所以大脑由灵来控制。怎样控制呢？围绕心脏有七层光环——可以倍增至任意数量，由7增加到7的1600次方——由它
们静观七个轮穴——增加到1600次方，对不起，是16,000次方，现在灵通过这光环来观察。——观察，我再次说“观察”，通过这
光环。这光环在观察位于你大脑处的七个轮穴的表现。也在观察在大脑中工作着的所有神经。“观察”，再次。

但当你们把灵带进

你们的大脑，此时你们会向前走“两”步：因为当你的灵量升起，祂触到至高湿婆神，而至高湿婆神会通知灵。以在灵体中反射的感
觉通知灵。所以那是在观察的光环开始与大脑中的不同轮穴进行沟通并整合它们的第一种状态。但当你把你的灵带到你的大脑中
——这是第二个状态——此时你真正地实现了自觉，完全地。完完全全地。因为此时你的真我，即是灵，成为你的大脑。这作用
是非常有活力的，此时，它开启了人类的第五维度。 当你实现自觉，成为集体意识，开始提升灵量，你进入并穿越第四维度。但
当你的灵进入你的大脑，此时，你成为第五维度—意味着，你成为做事者。 我们的大脑，现在，比方说“好吧，把这个东西举起来
”。这样你把它拿在手中，你把它举起来。你是做事者。但当大脑“成为”灵，灵就是做事者。当灵是做事者，那么你成为完全的湿
婆神，自我觉醒。在此状态中，假如你生气，你不会执着。你不是一个执着的人，不管对任何东西。假如你拥有任何东西—你不
会执着。你不会执着，因为灵是无执着的。完全的无执着。不管任何执着物，你都不会为之烦恼。“甚至”你连一秒钟的执着也不会
有。 现在，我想说，要明白灵的无执着，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自己,清楚地：“我们如何执着？”我们执着，首先通过大脑，大部
分通过大脑。因为所有的制约在我们的大脑中，所有的自我也在我们的大脑中。所以所有的情绪执着是通过我们的大脑，而所有
的自我中心的执着也是通过我们的大脑。那就是为什么说在自觉后，必须尝试通过实践无执着来实践湿婆神原理。现在你们如何
来实践这个无执着呢？练习霎哈嘉瑜伽，假如你要升得更高，你必须要改善你“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别人的工具。这是我们务必要
知道的事情。 现在，你只是在静观你的注意力，看看它去哪了。静观自己。一旦你开始静观你自己，你的注意力，你就会认同你
的灵。因为，假如你要静观你的注意力，你必须要成为你的灵，否则你如何能静观它？所以现在来看：“你的注意力跑哪儿去了？”

首先，在所有粗糙层面，是对你身体的执着。我们来看看湿婆神，祂不知道对自己身体的执着：祂可以睡在任何地方，祂去墓地
并睡在那里；因为，祂没有执着，祂永不会被任何亡灵或是任何东西附体，没有任何种类的东西。祂是无执着的。 无执着要通过
观察和看穿自己的执着来达到。现在，因为你们是得到自觉的灵，灵还没有达到，灵当然还没进入你的大脑，但你仍然是一个自
觉的灵。所以你所做的至少是要观察你的注意力，你能做到。你能非常清楚地观察你的注意力，通过看到你的注意力跑哪儿去了
。然后，“控制”你的注意力，同样，你能做到。非常简单。 要控制你的注意力，必须将你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到“那里”。尝试改变
你的优先顺序。所有这些必须立刻就做，得到自觉后，达到一个完全的不执着状态。身体需要舒适，尝试让身体有点不舒适。试
一下。你所想的是得到舒适，就尝试让它有点不舒适。那就是人们跑到喜马拉雅山上去的原因。你看，只是到此地来就给我们带
来许多问题。所以到喜马拉雅山去——你可以想像。所以得自觉后他们把这个身体带到喜马拉雅山：“好吧，经历所有这些。看看
你会有何反应”。于是你所称的苦行现在开始了。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较简单易行的苦行，因为现在你是自觉的灵。享受着，一
点点，尝试让这个身体……。而对于湿婆神，祂无所谓在墓地还是在祂自己的Kailasha山，或是任何地方。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是，你看，你们人类的注意力是不可救药地差！它是非常地乱七八糟。“我们做这个是因为这个。”——会有一个解释或别人得给
出一个解释。不需要任何解释——给别人或接受，或者被要求。没有解释。存在无须解释是最好的方式。用一句简单的印度语来
说：“jaisé rakhahu taisé hi rahu”，这句话意思是“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待我，我会保持那种状态，而且我会享受”。此外，Kabir在诗
中这样说“假如你让我坐在大象上出行—意思是皇家的交通工具——我会坐上去；假如你让我步行，我会步行”。“Jaisé

rakhahu

taisé hi rahu”，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不要有反应——不要反应。首先，不要解释，然后，不要反应！ 现在，第二点是关于食物。那
是人类作为动物状态时的第一个追求。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食物上！不管有没有加盐，不管你吃这样还是那样，不要放注意力在食
物上。实际上你不用记得早上吃了什么。但我们还想着明天要吃什么。我们消耗食物不是为了身体的运作，而是为一种取悦舌头
的更大的满足感。一旦你开始明白享乐是一种粗糙注意力的迹象，任何一种享乐都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感觉，非常粗糙。 但当我说“
没有享乐，”那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成为严肃的人，就像家中有人死了一样！但你应当就像湿婆神。如此无执着。祂坐着跑得飞快
的公牛为结婚而来。祂坐在公牛上，祂的双脚这样放着，你知道。这公牛跑得飞快，祂抓牢公牛；脚这样放着！祂奔向祂的婚礼
！与祂一起的是单眼的，没鼻子的，各种各样滑稽的人；人们谈论湿婆神的闲事时，祂的妻子觉得相当尴尬。 祂不在意自己的声
誉会怎样……但那不意味着你要变成嬉皮士。你看问题是：一旦你开始那样想，你就变成嬉皮士。许多人相信假如你尝试像湿婆
神那样行为，你就会成为湿婆神。许多人相信那样，假如你食用大麻，你会变成湿婆神，因为湿婆神曾食用大麻：因为祂在消耗
所有大麻以让它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对于祂，即使是大麻，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给祂任何东西，祂永不会迷醉。毫无疑
问，祂在消耗所有大麻。 或者他们会想，假如他们活得像湿婆神，像祂一样对事情无所执着。像祂一样对自己的外表关注甚少。
湿婆神所需的外表是，不管祂如何出现都是美丽的。祂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所以对任何“东西”的执着都是丑陋的。丑陋，无意义

。但你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打扮自己。或者，即使你穿着最普通的衣服，你看上去是最尊贵的人。但并不是你就可以这样说：“
好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裹上一张床单到处走吧。” 自你內在从灵体“进化”而来的美丽，给予你力量，使你可以穿着任何
你喜欢的；这对你的美丽并不造成差别，你的美丽在那里，“一直”。但是你达到那种状态了吗？只有当你的灵进入你的大脑中，你
才可以达到那种状态。这对于自我倾向的人来说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他们不能享受的原因。他们会为半点藉口而倒下。而灵，是
喜乐的源头，不会来到，也不会彰显。喜乐就是美丽。喜乐本身就是美丽。但，那是我们要“达到”的状态。

执着来自各种途径，

我们展开来说一下。假如你执着于家庭，什么会发生在我孩子身上？什么会发生在我丈夫身上？什么会发生在我的母亲身上？我
的妻子身上？这个，那个的毫无意义。谁是你的父亲，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丈夫？谁是你的妻子？对于湿婆神—祂不知道所
有这些。对祂来说—祂和祂的力量是“不可分离的”。所以祂代表单一的人格。没有“二元性”。当有二元性时，那你才会说“我的”妻
子。你不停说“我的"鼻子,“我的"耳朵,“我的"手，“我的"“我的"“我的"…… 深陷其中。 只要你说“我的”，就有二元性。但当我说“我，
鼻子”——那没有二元性。湿婆神是力量，力量是湿婆神。没有二元性。但我们通过我们的二元性来生活，因为那才有执着。假如
没有二元性，何来的执着？假如你是光和你是灯，那何来的二元性？假如你是月亮和你是月光，何来的二元性？假如你是太阳和
你是阳光，你是词语和你是词意；那何来的二元性？ 但存在这种分离，就会有二元性。因为这种分离，你感觉到执着。因为假如
你就是那，你怎会执着？你看到要点了吗？因为“你”和“你的”之间有区别差距，所以你会有执着。但这是“我”——谁是他人？整个
宇宙是我。谁是他人？一切是我，谁是他人？这不是一种脑电波或一种自我脑电波。所以谁是他人？没有人是他人。 只有当你的
灵进入你的大脑时这才可能，你成为宇宙大我的一部分。宇宙大我是大脑，正如我所告诉你的。然后你所做的“一切”——当你发脾
气，当你表达你的情感，当你表达你的慈悲，或是表达任何东西，——那是灵在表达。因为大脑已失去它的自身认同。所谓的“有
限”大脑——它已成为了无限的灵。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如何对此进行类比。但我们所能做的是要弄明白它：那就是假如一种
颜色掉进海洋，海洋会变得色彩丰富——这不可能。但——尝试理解——假如一点颜色，有限的颜色，掉进了海洋，这颜色会完
全失去它原本的色彩。反过来想，如果色彩鲜艳的海洋，被泼洒进任何的空间，或任何小小的部位，或任何场所，或任何原子或
任何东西，它就全变得色彩鲜艳。 因此有光在內里的灵就像海洋。当海洋倾注进你大脑的小杯中，这个小杯就失去了它的身份，
而一切都成为有灵性的！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让一切有灵性。一切，你触摸的任何东西——它变得有灵性！沙子变成灵性的，土
地变成灵性的，大气变成灵性的，天体变成灵性的。一切变成灵性的！所以它是海洋——那就是灵，而你的大脑是有限的。 所以
你有限的大脑必须无执着。大脑的所有界限应被“打破”，因此当海洋填满大脑的时候，它能打破那个小杯。小杯中的“每一点滴”应
变得色彩鲜艳；整个大气层，所有一切，不管你看到什么，应是色彩鲜艳。灵的颜色是灵的光，灵的光在起作用，在运作，在思

考，在协调，在做一切事情。这就是今天我決定要把湿婆神原理带到大脑的原因。 把你的大脑带向湿婆神原理的第一步是告诉它
：“看看你跑去哪了，大脑先生？你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你把注意力放在那里。”——深陷其中！现在抽离出来，成为大脑本身。只
是大脑。抽离。然后，让这个“抽离的”大脑，“完全地”被灵的色彩填满。这会自动发生。只要你把各种限制加在你的注意力上，它
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真正用心”来做这个苦行，每一个人。

我和你们在一起，所以你们不需任何普祭——用那种方法。但

要达成那种状态，为达成那种状态，你们需要做普祭。我希望你们中的大部分在我有生之年能成为湿婆神原理。但不要以为我在
叫你们受苦。在这种升进中不需要吃苦，假如你明白这是一种完全喜乐的状态。现在是你成为Niranand的时候。那是顶轮处的喜
乐的命名，喜乐的名字是Niranand——你们知道你们母亲的名字是Nira——所以你们成为Niranand。所以今天的湿婆神普祭有特
别的意义。我希望不管我们以外在的方式，粗糙层面的方式做了什么，也能在精微层面成就。我尝试把灵推进你的大脑，但我发
觉，有时，相当困难，因为你的注意力仍牵涉其中。尝试让自己抽离出来。 发怒，色欲，贪婪，这一切，尝试去减少。就像食物
，我今天告诉了你们，“华伦，叫他们少吃点，不要像暴食的人”。你看看，有时，在某天的盛宴中，你多吃了，但你不能每次都那
样。那不是一个霎哈嘉练习者的标志。尝试控制。控制你的言辞：你在言辞中是表达了脾气还是表达了慈悲；或你是虚假的慈悲
。尝试去控制。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不会做太多。没关系。我会尝试告诉你们——多次；我会尝试帮助你们——但是，你们
当中的“大部分人”能做到。你们应当尝试。因为他们就好比其他人的根部必须要最先到达，他们要深入得多，这样其他人才能夠跟
隨。 现在，为了今天的普祭，我们会有一篇非常短的格涅沙颂。不需要洗莲足或是作装饰这些，只是颂读格涅沙颂，你们可以放
……湿婆神一直是洁净的，纯洁的，完美的。所以，你们可以清洗“完美”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母亲，当我们清洗莲足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水中得到您的生命能量。”

但祂是如此的无执着，无需清洗；在一个你完全清洁的状态，完全的洁净。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女神普祭，因为哥维是处女，要被崇拜，所以我们会念祂的108个名号。然后我们做湿婆神普祭。

对不起我不

能在一个短短的演讲中告诉你们所有相关的东西。但无执着“必须开始表达”在你的自觉状态当中。无执着。什么是交托臣服？——
什么也不是。因为当你无执着时，你是交托臣服的，自发地。当你紧握其他的东西，你不是交托臣服的，仅此而已。 交托什么给
我？我是如此一个无执着的人，以致我不能明白所有的这些。我要从你们那得到什么吗？我是如此的无执着——没任何东西。因
此今天我希望我们都祈祷“哦，主啊，请赐予我们力量，和那吸引力的源头，由此，我们放弃‘所有’来自享乐的‘所有’的吸引力，自
我的‘快乐’，所有我们想及的一切。”但我们应当进入到湿婆神原理的“纯粹喜乐”形式当中。绝对地。

我希望我已能向你们解释为

什么今天我在这里，为什么今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在这里的你们都是特别幸运的人，你们应当想到神这么仁慈地对你们，
祂拣选了你们来到这里，听到这些。然后，一旦你们开始无执着，你们开始感觉到责任。Abhiyukta；负责的。责任感，不是付出
自我而是由自身执行责任感。由其本身表达，由其本身彰显。 愿神祝福你们！ (Shri Mataji concludes with a few sentences in
Marathi) (Yogis recite Ganesha Atharva Sheersha. Afterwards the “Argala Stotram” is recited in Sanskrit, while ladies make the
decoration of the Devi. At the end Shri Mataji says:) Shri Mataji: As Bhavani, as the consort of Shiva, She doesn’t wear anything
very ornamental. As if the oneness with Shiva sucks in all that is manifesting outside. So not much ornaments or anything are to
be used. Again this is to make you understand – on rational level it’s difficult. But all this manifestation is when you are not one
with Sadashiva. But once you become one with Him, then your identity is lost, no duality anymore remains. So the question of
“me and my power” does not arise, “me and my power” become one. Yogi: Shiva Shakti Swarupini. Shri Mataji: Shiva Shakti.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hiva Shakti Swarupin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yai Namoh Namaha.
(Brief conversation with a yogi in marathi) Yogi: Havan? Shri Mataji: Now the Havana will start. Yogi: … Shiva Sahasranama?
Shri Mataji: Shiva Sahasranama. (Marathi) (Shri Mataji is looking at the book probably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Shri Shiva) “She
is the one who is the Mediator”. So first you have to adjust to the Goddess that is, who resides in the heart of Shri Shiva, and
then you have to describe Shiva in a short form. And when this is going on, you people should start coming here and working it
out (Marathi). Let’s have some ladies and gents to sit here. Come along, some married people, one or – two couples from you,
basaa (sit). Two couples. New couples… (Marathi). Basaa. And now some foreigners. Married couples. (Marathi). Come here.
Come closer. Your wife, where is she? Yogi: She is coming now. Shri Mataji: Ah. Sit here. Alright. Sit facing that. There. Ah. Or
you sit that side and she’d better sit this side. Oh. Now. When he is saying all these, you see, you’ll have to put the flowers there.
On that. You’ll have to spread it, the flowers. Come along, go ahead, closer. Just be closer. Closer. Still there are – come closer
to each other. (Marathi) Just go that side a little bit. Move it (Marathi). Sit on one side. (Marathi) Please clear one foot, and don’t
make a complete this thing, like this will be better. Alright, now, at this time when he is putting his… (Shri Mataji speaks in
Marathi, then says: “Bull” in English) it’s a very fast one. So what you have to do it’s a fast number, Shiva is a fast number
(laughter), that’s why you’ve to be prepared very fast on the point, you see. No, no, no, no (Marathi). First you have to put the
flowers, and then you have to put the – the ladies should arrange this, they, they are better. See, put the… (Marathi). First the
flowers (Marathi), first the flowers and then (Marathi… “fast number”…). Now first of all they’ll put the flowers and then arrange
the whole thing, and by the time it is done then we’ll start the… Yogi: Sahasranama. (Conversation in Marathi). Mr. Warren, Mr.
Dhumal, Mr. Modi. Please come. Shri Mataji: Those who have come without their wives. Yogi: All those who have come without
their … Shri Mataji: … wives, who are leaders also. Yogi: … and who are leaders. Shri Mataji: Not with wives. Those who have

come with wives should not come. (Conversation in Marathi, which seems to be about Dhumal) Is alright (Shri Mataji laughs).
Without wives should… (indistinct) (Marathi). Yogi: Pradhan. Shri Mataji: Pradhan. Yes, yes. (Marathi). You all have to come
here. You move that side, married people with wives. Come along, round. These are sannyasis. (Marathi) Come along, all of
you. (Marathi) Come along, all of you should be here (Marathi) Come along. Rajesh? (Marathi) Come along, all of you. (Marathi)
Come along. (The havan begins with the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Shri Shiva. During the ceremony, while the sahaja yogis
make the offerings to the fire, the leaders around Shri Mataji offer leaves on Her feet). Warren…? All of you should come this
side. (After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a praise of Shri Shiva is sung)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hiva Parvat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yai Namoh Namaha. (The singing of the praise to Shri Shiva continues) Yogis: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hiva Parvat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yai Namoh Namaha. (Indistinct conversation in
Marathi, then Shri Mataji says: “Rajesh? … The havan…” and spreads ashes on Her forehead). Shri Mataji: Should go into
meditation for five minutes. You can – you can bow before me, but go into meditation. (Marathi. A garland is offered on Shri
Mataji’s Feet. A liquid which looks like milk is offered on Her hands. Then She takes a cup of tea; conversation with yogis in
Marathi) What silence. (Marathi, yogis take away the leaves decorations from the Feet of Shri Mataji. For this Shri Mataji then
sits with legs apart) Shivaji’s special pose… (Marathi) See, is a special pose of Shiva. (Shri Mataji stands up, goes near the
havan fire and puts Her hand towards the fire and acts as sending, shaking vibrations from the hands into the fire.) Shri Mataji:
You all should all put your hands here, and then come, go back: all of you. Now. Symbolically, the fire represents the Vishnu
Tattwa. And the cold represents the Shiva Tattwa. Today as we have asked the Shiva Tattwa to enter into the Vishnu Viraata,
you should all come and put your hands here and try to put symbolically your vibrations into the fire, as I have done now. You
can come one by one, but I’ll make a move now. May God bless you all. Oh, that’s the best. Dhuni should be there. It should be
the fire. Not the fire, but more the smoke. That’s important. May God bless you.

1984-0505, 顶轮崇拜──新时代的开始
View online.
顶轮崇拜──新时代的开始 法国鲁昂 1984年5月5日 对你们的母亲来说，看见这么多美好的霎哈嘉瑜伽士在顶轮日聚首一堂真好。
我想霎哈嘉的第一个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霎哈嘉瑜伽第一个时代的起点是由打开顶轮开始，然后慢慢…
慢慢迈向圆满。今天我就是看见这么多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经历过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成长过程。首先是，可以说，是唤
醒灵量，让灵量穿越脑囟。你们看看头顶上方这些班丹(母亲抬头看着建筑物的拱形圆顶)，你们头部都同样拥有这些班丹。你们的
轮穴也以同样的方式建构，在顶轮处建立好。在霎哈嘉瑜伽的第一个时代，我们已唤醒了在能量中心、在脑延髓和在大脑里的各
个神只。现在是时候我们要横向的扩展，横向的移动，也要明白怎样行事。 好像天虹的七色，我们这些能量中心，这些轮穴也拥
有七色光芒。当我们从后面开始，从根轮，把它向上带到另一边，即额轮处，次序就有所不同—假如你仔细察看。我的意思是在
顶轮，因为它是凹的代替品，我们就要切实地明白，脑囟的中心也相应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就是现在第二个时代的轴心点
。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假如你要把注意力放在顶轮，就先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心上。在顶轮，心轮和心脏本身，即Atma(

真我)是一致的。那表示扎格丹巴与心脏已经合为一体—那就是真我（Atma）。我们能看到「瑜伽」就在这里发生。在这一刻，有
一点很重要，你们必须明白我们要踏出更大的一步。整个顶轮都是这样移动，所有轮穴都是这样投射光芒，以顺时针方向，而轴
心就是心脏。 因此，所有宗教，所有先知，所有降世神只的精粹，就是爱心慈悲，它就是安放在心轮里。我们因此明白在现在的
第二个时代，我们需要有爱心。现在就是爱心的表现。假如大能的神没有慈爱，祂就不会创造这个大宇宙。实际上，祂的大能，
即Adishakti(太初之母性力量)，是祂的力量的化身。这个慈爱带来一切进化至人类的阶段，甚至也带来霎哈嘉瑜伽士的解脱。而
且，慈爱也永远完全由宽恕所掩盖。所以你们可以看见神的三位一体（trinity）在这一点汇合：神子是宽恕，是宽恕的化身；而身
为旁观见证者的全能的神，代表慈爱的母亲，代表宽恕的子，三者都在顶轮里的心轮处汇合。 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怎去改善
顶轮。你们都很了解居于顶轮的神只了。现在，就如你们所想象，顶轮就位于你们的头，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要好好发展它，
你们必须好好注意位于脑囟里的心轮。如果你要把注意力放在脑囟，就得好好确立那位神只。这位神只必须先在心里确立巩固好
。 你们都很幸运，因为有这位神祇以人的形相与你们一起。在我来到世间之前，那些得到自觉的人必须凭想象来接触各神只。凭
想象永远都不会完美。就如他们所言，在顶轮之处她就是摩诃摩耶（mahamaya大幻相）—他们是这样描述—所以，你看着那人
，你可能不会完全明了理解这个人，或圆满地、完整地了解她。因为摩诃摩耶的力量（mahamaya
shakti）是远远大于你们的想象。所以人必须要顺服委身。以你的脑袋有限的想象，你是不能看见这位神只。 有人说她是Bhakti g
amya，你可以借着虔敬奉献（Bhakti）来了解她。所以虔敬是必须的，这种虔敬必须是「洁净」的虔敬，即是说心中不怀怨恨敌
意。心必须要洁净。心，要保持洁净十分困难。人类总是相对地了解实相。但实相却是绝对的。所以，要达到成就它，人便要清
除所有心中的杂质。当初我们想要达到「自觉」时，不是以十分纯净的心来做。那时，我们有很多执着依恋，认同错误的事物，
也以为一旦得到自觉，就力量无穷。获得自觉后，我们开始沉迷于细微琐碎的事情，开始要求自己的亲朋、母亲、姊妹得到特别
的优待；女人则每每想着丈夫、兄弟、孩子的事情。他们都为那些与自己纠缠连结的人祈求祝福庇佑。所有这些纠缠，我知道不
用多久，你会跨过。 现在Avatara(降世的灵)的工作是要令祂的虔敬者（bhatas），即祂的门徒的愿望得以实现。例如，众牧女(g
opis)向克里希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与你独处。」祂因此把自己分裂成很多个克里希纳，与每一个牧女独处。那些牧
女的愿望是很神圣的，我认为，她们的愿望是很神圣的。当你要求我关顾你的兄弟、姊妹、父母，我会尽力尝试去做。还有，你
们要求的福祉(Kshema)、要求集体静室（Ashrams灵舍），你的所有要求，都会按你的意愿得以实现。所以，在克里希纳的境界
里，那就是「Yoga kshema vahamyaham」。在克里希纳的境界里，福祉(Kshema)得到照顾，因为这是早已被应许的。 在新的
时代里，有什么要来临呢？你们现在都拥有好家庭、好的灵舍、好的工作，人人都高兴，让我们想想下一个时代吧。下一个时代
是慈爱关怀的年代，我已经告诉过你，但若你有某个轮穴仍然软弱，光芒会变成白色，因为七色或许变得暗淡，或许有瑕疵。所
以，我们要好好看顾内里的各个轮穴。注意每个轮穴，放爱心，放慈爱在这些轮穴上。就说说格涅沙的轮穴吧。你把注意力放在
格涅沙，借着思想来把祂巩固好 — 因为现在你们的思绪都是神圣的—很尊敬的放注意力在根轮上。 现在此刻，你要知道在霎哈
嘉瑜伽的第一个时代，我不能向你们讲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较隐晦微妙的工作。现在把感情放在根轮上。轮穴是“pradesha”，
是国家，国王是格涅沙，就是这个国家。现在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这轮穴上，把感情投向祂；开始时要以亲爱与倾慕之情投向祂。
接着要彰显爱心慈悲，你必须不求别的，只求一事，就是「纯真的神啊！请把纯真赐予全世界的人。」你本身先要是纯真的才可
作出这个请求，否则便是未获授权的请求，或许你可以说，你没有权去作出请求。 所以，要了解纯真，你就要尝试了解自己，自
己的思维是怎样运作。例如，当你望着某人，你有没有想要占有这个人？或是不正当的被吸引着？或是有什么很原始的欲望浮现
脑海？对纯真的人来说，当他看见美人、妇女、或美景、或美丽的创作，第一件事应该发生的是他变得无思无虑—没有思绪。假
如没有了思绪，就没有占有或原始的欲望。 假如你向格涅沙祈求，即使带着几分未获授权，说：「请令我纯真，好使我能获准请
求得到这个本愿（boon），因此，凡我所到之处，我都变成纯真之源，好使我散发纯真；当别人看见我，他们感到我是纯真的。
」这就是爱心，爱心请求祂赐予你爱心的力量。就这样，当你看到这些美丽的能量中心，光芒好像开始横向地移动。它开始在交
感神经系统移动。 所以你「变成」满有力量的纯真的人。你不会变得愚笨或幼稚，而是变得纯如赤子，你的行为举止既极之有尊

严又纯洁。通常满有尊严的人都不是纯真的人。因为他太刻意在人前故作严肃来表现尊贵，令其他人留意他。孩子就不会故作纯
真，故作严肃或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会装腔作势。你们都会发展出这种罕有的「纯真的尊严」。 现在其他素质，以格涅沙为例，
祂开始横向地表现出来；你变得言行端庄谨慎。这是一种「力量」，我再说这是你发展出来的谨慎的力量。我们必须明白「谨慎
的力量」与「谨慎」本身的分别。「力量」在于：它会起作用。例如，你可能不说话，但若你站在某处，「谨慎」会在这情况下
起作用。好像一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要坐火车，火车出意外—通常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却发生了—没有人会死亡。所以你发
展出一种谨慎明辨，它本身就是力量，它自会起作用。你不必说你要行动，它自会有行动，你只需成为工具，一件谨慎美丽的工
具。你必须相信，你正在横向的扩展。 在霎哈嘉瑜伽的第一个时代，你要亲身看到我，你要亲身看到我，好像梵文里说︰”Dhyey
a”，即对象或目标，你想对象在你面前(你要明白，英语没有这种字) Dhyeya；什么要达成都如是。(因为英语没有这个字，该怎么
办？)当你每一刻都想亲眼看到我，而又能亲眼看到，看到对象在你面前出现，你就感到又欢喜又安全又愉快。 到了第二个时代，
你不会再这么渴望母亲现身。你会从我处接手。我现在说的正是上天的宏愿。你们都必须从今天开始按照这话而努力。我与你们
同在，你们都知道。我不必用这个肉身。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否再生存在这个躯体里。一旦这个宏愿开始成就，你会看见惊人的
奇迹在发生。当孩子出生，母亲就自然有乳液。自然界就是这样与整体连上。你的上天神圣的宏愿也是这样连上。这就是你成为
神圣的人的证据。 你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你走在街上，会突然发觉玛塔吉与你同行。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的第二个时代。假如
你看见我坐在你的床边，用手按着你的头，请不要感到震惊。又可能你会看见我以基督的形相在你房内走动，或以罗摩的形相走
动。这种事情必须发生。所以你得作好准备。已经有很多奇迹在你身上发生，但都只在较粗糙的层面。你看过我头上有光，一些
相片也向你显示了一些奇迹。很多你从未想象过的事情会发生。这些事情必须发生，只为要你相信你已经进化至这个PrAgnyalok
的新领域的某一高度。因为你会进入这个新时代，你会横向地前进。 在这个领域里，你会放弃求取粗糙层面的事物。甚至连较精
致、微妙的要求也会消失。无欲无求。就在那刻你变得很有力量。你们都知道，我所说的都会应验。你也知道，唯一我不能做的
就是命令你进化，你内在的灵量的工作已经完成，完成了很多。现在这份爱心的新工作，把爱心广传开去必须由你来做。当光越
来越明亮，照亮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你因此变成爱心的施予者。 你们都听过我上次的讲话，我要求大家行一点苦行(噢！我明白，
很抱歉，好吧。)你们要以一颗完全顺服委身的心，来走一段朝圣之旅，例如，这座古堡。这是你们要行的一点点苦行，因为我听
说你们有些人来这里的旅途上有点儿阻滞，为了这次朝圣之旅，吃了少许苦头。这也是乐趣啊，少许历奇，到一处连魔鬼也不敢
到的地方。(乐趣︰没有这个字！他们从不感到是乐趣，让我们看看，这是痛苦不幸！)假如你学懂如何从所谓的不舒适里苦中作乐
，你就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假如你开始自然而然地慎思明辨，就知道自己进展良好；当你越来越心境平静，人家攻击你
时，你的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就知道自己进展良好；当你看见大灾难将至仍不会担忧，你就知道自己进展良好；没有什么人
为做作能令你心动，你就知道自己进展良好；无论他人如何物质富裕，都不能令你感到不快，不再有不快，你就知道自己进展良
好。 没有什么劳动、艰辛可使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任何…不管他人如何尝试，也不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而你们却毫不费劲的
得到，你们便知道自己是特别的人。一旦你们明白自己是何等特别，便会谦卑下来。当你们看见自己成就了一些事情、拥有些一
些力量、散发纯真、慎思明辨，你们便会谦卑下来，因此你们变得更有爱心、更谦卑、更甜美：这样你们要相信自己已在母亲心
中。 这是霎哈嘉瑜伽士在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新霎哈嘉瑜伽士要以新力量向前迈进。你们会进步神速，就算不作静坐冥想，你们
也在静坐冥想中。我不在时你也与我同在。不必祈求时也得到天父的祝福庇佑。这是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再一次欢迎大家今天
在顶轮的大日子来到这个新时代。 愿神祝福你们各人。 Tod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Gavin? Sahasrar puja. It's complete
silence. Make the hole so big that there cannot be any ego left there! Now let's start the puja. Who will do the puja here?

1984-0807, 英国巴斯 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英国巴斯 公开讲座 1984年8月7日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寻者致敬。来到巴斯古城是件乐事。 曾经住在这里的罗马人，今日已有很大
的改变，再也不能找到曾经住在这里的罗马人了。现代的生活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对生活的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随着
社会演进，我们到了要想「什么是下一步？」的时候。罗马人要的是权力 — 我们现在已经享有；接着他们想要金钱和财产 — 我
们也同样享有，同时亦了解到钱财的无聊荒谬之处；除此之外，现在我们要追寻某些更高的，某些未知的事物。不过，我们有种
感觉，要寻找的是一些更伟大、层次更高、绝对的事物。 今天，这种特别的人种有上千个，我该说有上百万个，遍布全世界。我
称这是百花怒放的时代，成千上万要结成果子的时刻。这是个特别的时代，非常、非常特别的时代，所有经典都把这个时代称为
救赎的时代，或是审判的时代，或是印度经典所谓的Krita
Yuga，就是这个时代人们会与上天连上

—

Yuga(过度期)。印度经典中很清楚的写下Krita
sakshat(真真正正)。他们会得到自觉，即所谓的「真我」“atma

sakshatkar”，每事每物都会成就、结束和完成。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现代。 另一方面，现代也是一片混乱，完全相对的时代，人们
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对待自己。一开始价值观是非常原始的，之后却变得有点僵硬死板，这是因为对生活，对思维设下了太多限制
。他们开始打破规范，打破得太多，甚至丧失了一切形式规范。我们拥有的色彩互相大量交织，因此难于认清谁是人类，他是谁
，他该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出生在这个地球上，是否只为吃饭，买保险，生孩子，生孙子，然后死去？就
像动物的生命一样，是这样吗？成为人类又有什么了不起？有一事我们要了解，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点事，为集体，为周遭的人，
为他们生活的社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单凭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内在醒觉升进；我们要找出各种途径方法，为集体，为全世界做
事。这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我们意识到不能单独生存，必须要与整体连上，我们要找出这种联系，才能真正传扬善行、高尚品
德、和平的祝福。 现在的重点是当我们开始做这种工作，这种社会工作，这种对集体有益的工作，就会发展出自我。这是很普遍
的。就像我是印度某个组织的主席，《盲人协会》的主席。他们想邀请市长来 — 要明白，这些人很显赫，位处高阶层的家庭 —
他们激烈的争论：谁该坐在州长身旁？我很诧异，说：「你要面对盲人，盲人看不到谁是州长，谁是另一个人。有什么需要为谁
该坐在州长身旁而争论？」 很令人惊奇的是，争论变得很激烈，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就说了些幽默的话：「好吧，我们这样
做吧，在州长的头顶放一块大木板，像麻雀一样，一些人坐在木板的一边，一些人坐在另一边。」我只能采取这种幽默态度，才
能化解中和他们的想法；因为即使他们受过高深教育，享有高尚的社会地位，生活过得很好，他们想帮助他人，因为他们以为一
定要帮助可怜的人，帮助需要金钱、需要指导的人，所以他们才出来，拨出时间、金钱、等等。为了为社会做点事，他们却变得
这么愚笨。 实际上，当我们尝试帮助他人时，其实是在帮助自己。 因为我们不忍不救助他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帮助他人。可
是，麻烦在于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这种意识，这就是为何一旦他们走近另一个阶层，人们一是受自我煎熬，一是受条件制约煎熬。
就像一些社会，举个例子。譬如，我现在身处英国人的社会。当我来这里的时候，马上就要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社会。比如说
，我额上点上红点。每个人都会讥笑你，拿你来开玩笑。你会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你就会把红点擦掉，因为你以为有些滑稽可
笑的事情在发生。如果你去印度的村庄，涂上口红，人们会说这女士怎么了，她为什么要涂口红，不应该涂口红。每个人都讥笑
她，认为她在做着滑稽可笑的事情，她就会尝试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调整自己；我们的条件制约就是这样形成。 所以二择其一，当
你面对社会时，一是发展出自我，一是发展出超我或条件制约。问题出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出自我或超我？我们不该有自
我和超我。我们应该站得直直，坚持本来的模样，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见证静观全世界。问题是，当你面对社会时，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整体的一部分；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英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都是那位被称为「全能的神」的伟大存在体的
一部分。当尚未唤醒各部份时，他们以为彼此分离，就互相争斗打架，或是对彼此设下条件制约，或是挑战自我，诸如此类，这
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一旦他们意识到集体，知道他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合而为一，开始以和谐一致的姿态向前迈进。
就如做氦气实验时，他们发现，当你开始降低氦气的温度，所有和热力对抗的分子都会冷下来，变得集体合群，它们都是向着同
一个方向移动，就像鸟儿，随着领袖移动 — 同样运作就这样开始，也必定要在我们内在发生。当我们说，世界需要有和平，大家
要拥有最好的东西，人们要和平、快乐地生活，因此，这件事情必定要在我们内里发生。我们要知道，人类需要转化。除非他们
能转化到集体意识，不然他们是不能为社会、为其他人调整自己。
当你遇见朋友时，你会说「他是我的朋友」或「他是我的兄弟」或「她是我的姐妹」 — 这个「我的」把戏开始上演。你以为这是
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可是突然间，你发现「不，他是我的敌人。」连自己都敢不相信，你们变成敌人，大家曾经是朋友，你会揭
露他，而你揭露他的程度，连自己也会惊愕。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全因我们不知道，这个朋友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应
该唤醒他内在的意识，使他能够了解大家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在我们内在，藏有一个可以使我们具有集体意识的力量。这个力量
安置在被称为荐骨的三角骨内，我们知道她就是灵量(kundalini)，圣经形容它为圣灵(holy
ghost)。这位在圣经内被称为圣灵的家伙，对很多人来说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圣经并没有清楚的描述什么是圣灵。
我询问一个教士：「圣灵是什么？」

他回答：「我是不可知论者。」

我就问他：「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若你是不可知论者，不相信它，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这是我的职业。」原来是这样，整件事对他们来说，当他们没法解释的时候 ，就只不过是一份差事。不过，可以很清楚

地解释，这就是原初母亲的力量。我们有父亲，有儿子，那母亲呢？你有否听过有父亲，有儿子，却没有母亲？这就是原初母亲
，她就是圣灵；她就是反映在我们体内的三角骨的灵量。这块三角骨非常重要，希腊人称之为「圣骨」，意即「神圣的」。他们
已经知道，有某种神圣的东西藏在那里，那是个力量，或许他们已经知道它就是圣灵。不管如何，他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把它
称为圣骨。 我们体内有七个能量中心，就如我昨天在布里斯托向你讲解过。我们内在有七个精微能量中心。这些能量中心存在于
我们体内。不过你可以问我：「母亲，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对，你不应相信我，不应相信我，而是要把它当成科学的假设。
若我能证明给你看，你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些能量中心存在于我们体内，它们在外在的粗糙层面彰显为不同的神经丛，
这是医生所知道的。这些能量中心位于十分精微的位置 — 例如第一个能量中心，就如我告诉过你，是纯真的能量中心。第二个是
我们创造力的能量中心。第三个是我们探索追求的能量中心。我们追求食物，再追求住所，接着追求金钱、财产、权力、爱：所
有这些都是通过这个能量中心而来，它在外彰显为太阳神经丛。 在它们之上是这个能量中心…我们称它为母亲的能量中心，因为
它保护你。这个能量中心有个特点，它在胸骨下，胸骨(这个能量中心)在你十二岁前是用来制造抗体。它们就像母亲的士兵，这些
士兵就在胸骨里，胸骨控制四周的士兵。若你受到攻击，或你感到恐惧，胸骨就会突然开始脉动。当她开始脉动或移动，抗体便
会取得讯息

—

就像你从以太中取得信息；你看不到以太，但你可以取得讯息

—

同样，它们像收音机接收讯息，就会开始攻击，攻击任何尝试干扰你的东西。 在它之上是我们称为喉轮的能量中心，在这里，人
类把头抬起来。这个能量中心让我们成为人类，自我和超我也是从这个能量中心升起，这是集体的能量中心。因为我们通过它说
话，通过它谈话，通过它与人交往。为了让这个能量中心作出反应，自我和超我因此在我们内在建立起来。当它们被建立起来后
，我们就形成某种人格 — 我是某人，他是某人，你是某人 — 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就成为具有「我」这个意识的人。像我会说︰
「我喜欢这个，想要这个。」我也会说︰「我是印度人。」你会说︰「我是英国人。」所有这些错误的认同便会开始，因为你成
为独立的个体，想认同许多事物。我们就是这样和那个力量分开。我们拥有自由，要靠自己从错误中学习，自己去判断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接着它之上就是基督的能量中心。我要说，这是基督的窗口。这个能量中心很重要，因为它控制自我和超我这两个
构造。所以才说基督为我们的罪孽而死。当你把这个能量中心的基督唤醒，祂就会吸走这两个构造或这两个像气球的构造。祂吸
走了，使我们的业报（karmas）—

有人说，我们做了坏业报，做了这个那个

—

这一切都吸走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条件制约都被吸走。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医学名词把这个区域叫作边缘地区。 你要从这里
穿透出来；穿透它到目的地，你要穿透出来才是你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安置在脑囟，是你受洗的位置。洗礼，就如我昨天告诉过
你，洗礼只是人工虚假的操作。真正的洗礼是当圣灵升起，你确实感到头顶上有凉风。这是个奇迹。的确是奇迹！不相信奇迹是
不对的。你应当保持开放态度。即使你是知识分子，也一定要对此诚实，你不曾看过奇迹并不表示没有奇迹，不表示奇迹不会发
生。要以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事物，要亲眼看看是否如此。奇迹是当灵量升起，穿透所有能量中心，穿透这里的时候，奇迹就会发
生。 这些能量中心是怎样建造出来的，我们要清楚的看看。我们体内有自主神经系统。「自主」（Auto）意思是「自己」。谁是
这个自己？谁是这个自主？医生不知道它，他们只是给它命名为「自主」。自主有两个系统，一是交感神经，一是副交感神经。
当发生紧急事情时，我们运用交感神经系统，就如我们跑得很快，交感神经就会发动，你的心跳就会很强。心跳也比平常快。这
是由交感神经的活动所导致的。你通常能提高心跳速率，但心跳却只能自动减慢。这是怎能做到的？就是由副交感神经所导致的
，它位于中央。这三条经脉，就如你所看到的，是这些经脉 — 在左边的是左交感经脉，这条精微经脉外在表现为左交感神经。在
右边的是右交感神经，在中央的是副交感神经系统，它是负责我们的进化过程。 我们现在已进化到人的阶段。这还不是终点，因
为若这是终点，我们应该知道一切。但我们并不知道一切。我们要跳进另一个意识，就如基督所描述过的 — 第二次出生；不是肉
体上的，不是换件衣服，或做些外在的事情，而是我们内在要发生某些事情，把你变成某种东西，你成为某种东西。这是「成为
」的问题。你不仅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或说：「好吧，我属于这一组」或「我穿这种衣服。我做这种事情。」不是那样。而是
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你内在，令你成为有自觉的灵。 若你要成为某些东西，若它要发生在你内在，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你要能
在中枢神经系统里感受到真理。就像你已成为人类，你能感受肮脏和污垢，能看见颜色，看见美丽图案斑纹，看见一切，因为你
是人类。对狗来说，是否肮脏或污垢都不要紧 — 牠都嗅不到。同样，当你要成为某种更高的，就应当要在中枢神经系统里感受到
。不仅仅是思维的投射说：「噢！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我不相信那个。」完全不是这样。是要在中枢神经系统里感受到；
要在指尖感受到。要怎样感受到是很自然自发的，因为这是个活生生的过程，一点都不困难，完全不受任何质疑指责，全都在你
内在建立好，非常简单。你就如一颗种子，一旦把你播放在大地之母里，就自然能发芽生长。
这是种自然而然的发生，人类很难去相信，不费力气 ，不用付钱就能做到。对人类来说，这是某种不可能的境况；你怎能不用付
钱就能得到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在不用付钱下取得很多东西，若这是你进化的缩影，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为进化付出过什么，
那么为什么你要为它付钱呢？而且也不用耗费力气。

「霎哈嘉瑜伽」是指与上天自然的联合。「霎哈」(saja)是在你内在的，「

伽」(ja)是出生，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与上天连上。「上天」的另一个意思是神的力量是无所不在全能的，一切
活生生的工作都是祂做的 — 譬如，把花朵转化成果实，有不同季节 — 这些活生生的事物都是这个力量所成就完成。你要和上天
合而为一。你要在指尖上感受到它。瑜伽意味着灵巧，也意味着对上天的力量有完全的知识，怎样去处理，怎样去成就，怎样去
运用它。 透过唤醒灵量的副产品是你得到健康。我说过很多次，癌症不能用任何方法治好，只能透过唤醒灵量。昨天，我给你解
释癌症是怎样引发的，灵量又是怎样清除它。你的大部分疾病都是因为能量中心出毛病，它们和整体的联系遭到破坏，又或是能
量中心有所缺失。当灵量升起，她把它们滋养得很好，通过滋养这些能量中心，你的精神、肉体、情绪的能量中心都得到完全的

满足、满意，因此它们变得健康。你就这样取得健康，好精神，平衡好情绪的人生。 最后，一旦她超越这个界线，这个地方有全
能的神存在。现在，我再说一次，你不需要相信我，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连神也不相信。我说这个地方有全能的神，在你的
头顶上，祂以灵反映在你的心里；一旦灵量触碰到这个宝座，凉风就会在双手流通。你先感觉到灵量的凉风升起，之后恩典开始
流通于你，恩典就是你感到双手有凉风在流动。 就是这样发生。一旦它发生了，你要一点点地建立好自己，你要了解它，它是什
么，怎样继续好好建立它。大多数人只需一天，但有些人需要一个月或长一些，然后你就成为导师。你的品格个性变得不一样，
变得很有力量，很慈悲；像基督很慈悲，很有力量。当人们向抹大拉的马里亚扔石头的时候 — 她是个妓女，基督反对这样做。祂
与妓女毫不相干，不过祂却对抗所有人，并说：「谁人没有犯过任何罪孽的，现在就向我扔石头吧。」没人敢扔，因为祂是很有
力量，很慈悲。 就是这样，你成为认同真理的人。你不害怕任何人，你总是说实话，很有力量的说。就像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
，他说过，在这个现代，具神圣的人 — 即追寻神的人，或相信神的人 — 都会成为先知，他们有能力把他人也变成先知。 这正正
就是霎哈珈瑜伽所做的事情，你得到自觉，开始把自觉给他人。就像点亮的光，可以点亮另一支未亮的光，这支被点亮的光可以
点亮很多其他的光。就是如此简单。不用拿取或付出什么，你不过是催化剂，你点亮这个光，这个人再点亮另一个光。所以没有
责任，不用付出或拿取，只是简单地发生了，这是你能了解的。这位华伦医生，他已经把自觉给了上千人。就连我到不了的马德
拉斯，我派他去，他就把自觉给了三百人。 就像在印度，有人给上万人自觉。这是事实。这些你都能验证。当你得到自觉后，你
会惊奇于你能给人自觉，也能治疗他们。你能把神的平安和祝福给予他们。到那时候，你变得有集体意识，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就像昨天很多人的喉轮有阻塞 — 因为某些原因，某些麻烦，有些人有脊椎炎，有些人有… 他们不能克服这些问题。他们只要说
三次：「母亲，我是整体的一部分。」就会开始感觉到凉风。就是如此简单。他们开始感觉到凉风，因为他们这里曾经有阻塞。
这是很简单的方法，即使小孩也会做，你也会做，我希望今天在这个地方，多么美丽的巴斯，我们都会得到自觉。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若你有任何问题，应该问我。昨天有两个人问了太多问题，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他们却走掉。他们是某些
导师派来，或是只来问问题，他们认同某些假导师。这里有很多坐在你背后的人，他们都曾跟随过各种假导师，我们要治疗他们
，把他们变好。有些人患上癫痫症，有些人患上癌症，有些人患上这种那种的病，他们甚至要付钱，却得到这些病痛和麻烦。有
些人甚至沦落到疯人院。所以我请求你，不要认同这些导师。即使你付了钱

—

算了吧，不要紧的。不要认同他们。要认同你的真我。这是你的资产，是你自己的，你应该知道它。这是我对你谦卑的要求。
愿神祝福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瑜伽士：还有问题吗？】

【听众的问题，瑜伽士重复：我从西藏的哼唱静坐（humming

meditation），叫做Nada Brahma的获得一些益处。这种静坐能相容于霎哈嘉瑜伽吗？】 不能，完全不能。你要明白，这个Nada
Brahma是，你一直（humming）哼唱、哼唱下去，会得到什么益处呢，总有天你的脑袋会每时每刻都在嗡嗡响（humming）。
我现在告诉你原因，是这样的，假设我们要说一些话，像是说：”Aum”或“Hum”或是什么，我们都不会成为这些东西。假设我说︰
「我是这个地方的州长。」 — 我会变成州长吗？如果我说︰「我是Aum。」 — 我会成为”Aum”吗？只是说说，我们能否成为那
个东西？若我们宣称一些事物，我们能否成为那些事物？有些事情要在内在发生。除非这事情发生，不然它是毫无意义，全是外
在的。什么话你都能说。某人可以说，我获得一些益处，因为我祷告，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完全转化。 这些全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非常、非常危险；因为现在在西藏，譬如，喇嘛是一团糟，我告诉你，他是很糟很糟的。我和丈夫到过中国，我很惊讶

—

你可能会把它当成宣传，不管什么 — 在拉萨，你会看到这个男士囤积了大笔财富，堪比教皇。他饮酒惯用金色高脚杯，杯子上刻
有雕花，他有很多这种杯子。他的碟子用金打造，他的一切物品都是用真金打造。他从哪里获得这么多钱财？想象看 — 是从穷苦
的西藏人得来的。他们很穷，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蔽体。我不是说共产主义是好东西，我只是说，这些喇嘛真的在剥削穷人。
整个拉萨展览真是令我大开眼界。我的天！这些人抢劫穷人，穷人吃了多么大的苦头。若你现在到西藏看看，你会感到惊讶。西
藏人不知道，他们也很困惑。他们不了解。他们把拥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喇嘛先生。他现在到处旅游；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们能给你什么益处？真的是个谜。 最大的益处是你成为导师。你知道一切。你知道灵量是什么，知道怎样给人自觉，知道一切
要做的事情。这是主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对一切都感觉良好，即使是饮酒。一段时间后，同样，如果你哼唱某人的名字，你可
能会被鬼附一段时间，你或许感到没事。像T.M.（超觉静坐）也有同样的问题。T.M.的人念口诀：有一段时间，他们感觉轻松自
在，因为某个人进入你的思维，他夺取控制权，开始管理你的表演。当他开始管理你的表演，你感到轻松。重点却不是轻松，重
点是你不能成为导师。 重点是：当你和整体合一，你就会轻松自在，因为没有耗用什么。每时每刻你都很轻松。但看看那些喇嘛
，他们的样子，满脸皱纹，你可以数一数他们的皱纹，可怕的人。你说不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做过什么好事？我没见过
有任何一个喇嘛为任何人做了任何好事。我曾有机会在一个晚宴上，坐在达赖喇嘛身旁，当我的丈夫和首相共事的时候，我的丈
夫受到召唤，因为首相夫人不要坐，所以我才坐在达赖喇嘛身旁，我感到很热。首相是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我的事他全知道，他就说：「你是不是感到他很热？」因为首相是个有自觉的灵。 我说：「是的，很讨厌。」 他就说
：「好吧，安排另一个外相坐在中间。」他让我坐在另一边，而外相就坐在那里。除非你有自觉，不然你不会知道，我也要告诉
你，你到那些人哪里，是很难得到自觉 — 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你内在制造问题。不管你怎样努力，都只能走到交感神经系统。
不管怎样努力，正如我告诉过你，你会走到交感神经系统，所以你的交感神经被启动。一旦你的交感神经被启动，你一是走往左
，一是走往右。当你走往左，便走到集体潜意识。哪里是创造我们以来，所有我们内在的死物聚集的地方。而癌症，就如我昨天
告诉过你，是由那个区域的事物所导致的。若你往右边走 — 大部分这些喇嘛把你放到右边。你知不知道希特勒是受喇嘛的指导？
达赖喇嘛是他的导师。他教希特勒怎样捕捉人的思维心智，把人们放在这种东西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达赖喇嘛是他的导师

。所有喇嘛都是这样。 一旦你有自觉，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就像我大约五岁的孙女 — 她是个有自觉的灵；而我女儿和女
婿都没有自觉。有一次，他们到拉达克（Ladakh），有个喇嘛坐在山上。每个人都向他膜拜，可是孙女不喜欢。当父母也去向他
膜拜时，孙女非常生气 — 她只有五岁。她像这样把手放在背后，站在喇嘛面前，说：「就只是穿上这套长大衣，你以为你已经成
为有自觉的灵？你不是。你没权叫人向你膜拜。你有什么权？」

父母又震惊又尴尬，他们说：「不要这样说……」

「不，你为什么向他膜拜？不需要向他膜拜。」只想象一下！ 除非你有自觉…那也是很困难，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生意建议，有很
好的宣传机构。就像之前我到过西班牙，我感到震惊。这些喇嘛开展了另一项活动，说我们应走进戈壁沙漠，戈壁沙漠。想象一
下！戈壁沙漠是那种即使只走一里路，你也会完蛋的地方。为了涅盘(nirvana)，你走进戈壁沙漠。人们把身上的钱都交给喇嘛，
喇嘛准备妥当，就带着一群人前往戈壁沙漠。可怜的家伙，走向自己的死亡

—

他们竟说︰「这是涅盘。」他们从没有回来。他们已经走进涅盘了，不会回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成就。 我遇见有个英国人
—

名叫Omkar的家伙。某人帮他取名为Omkar

—

我不知道是那个喇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一般来说，不会有人用Omkar这种名字。我就说：「谁给你这个名字？」 他说：「
我到过一所修道院。」发生了什么？他的骨头全碎了。他说：「他们打我的背。」想象一下。怎能这样？他的骨头全碎了。不可
能给他自觉，因为生理方面不可能给他自觉。不过他慢慢地、稳定地康复了。他就像疯子。你怎能那么残忍？所以西藏人，他们
是否有自觉的灵，你认为呢？有什么能从西藏人身上学到？ 外国来的人不一定博学。书上写的不一定就是圣典。你要了解这些事
情只是在佛陀死后才出现。每个宗教都发生过，每个伟人降世后，这种事都发生过。住在古山洞里的圣人，在佛陀身故之后，自
然自发的纪录下这些事情。佛陀没有谈神，因为祂认为：「先谈真我（Self）。因为若你谈神，人们马上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成为
神。所以最好还是谈真我；让他们得到自觉。除非他们有自觉，不然他们又怎能了解神？」 所以他们称祂为Anishwar，意思是祂
不相信神，无神论者︰不是这样的。祂只是刻意这样做，只因为祂认为，若你谈论一些捉摸不到的事情，人们就会活在想象的世
界里。所以祂要务实点，先给他们自觉，才教他们神的知识。因为对盲人来说，在告诉他︰「你要有洞察力」前，告诉他整件事
情是没有用的。 【瑜伽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几天前有个《佛教静坐》的女士来，她不能得到自觉，我很抱歉这样说，虽然我
们可以慢慢的去成就；但她就是得不到自觉。因为你要明白，佛陀在我们内在，在这一边。当你做《佛教静坐》时，这个部分会
胀得很大，我们要念一些口诀来令缩小它，不然你不能把它缩小。我们要为这类人努力地工作

—

不要紧。因为你们都是求道者，得到自觉是你的权利，我来这里是为你工作。还有其它问题吗，请发问？
【听众席有位女士，评论人们不想知道灵的事。】 对，这是英国的问题。 39:2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现代的问题，他们
不想知道，他们对它有怀疑。但现在事情成就得很好。你看，毕竟神也很渴望人们得到自觉。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怎样成就的。像
有一天，我不在，我的丈夫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是个喜剧演员说他怎样感受到凉风 — 你要明白，他在揭示自己。他说：「突然间
，我的背有凉风，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感到很轻松自在，很多人与我一起坐时都感到很放松。」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大清楚
凉风是什么，不过他感觉到了。这是他的揭示。
在此之前，一天或两天前，我们在谈论事情，他们说︰「母亲，要有多少人才能有这个效果？它叫什么？」
【瑜伽士：百猴效应。】 百猴效应。我希望你有听过，当第一百只猴子学懂一个把戏，各地每一只猴子都开始做这个把戏，诸如
此类。我说：「很快会来。」想象一下，这家伙开始感到背后有凉风。现在他上电视，而电视是非常、非常令人怀疑，正如你所
说 — 非常、非常的怀疑。我不管那么多，我说：「时候自会来。」 — 因为我们不收任何费用，何况我们也不应为此付费。当一
些人遇见他们，告诉他们有这个讲座，他们知道一切灵性的事情，便马上来找我。他们现在要求我举办讲座。一旦像那样开始，
人们自会想通。 麻烦的是人类有很多自我的障碍。他们是非常不敏锐。更何况，传统的国家，就如罗马，埃及，我发现他们对神
圣的事物较无稽荒唐的事物敏锐。你会很惊讶，现在在罗马 — 我们就坐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 在罗马，没有导师成功过
。没有导师成功过。但当我到哪里，只看见我的相片，只是看见我的相片，市长就感到很惊奇。他说︰「这是神圣」 — 只是看见
我的相片。他就担起一切事情，提供免费会堂给我们，还出版宣传，造了很多海报，贴在每一处。罗马做得非常好，英国则不是
。我努力在哪里工作了十年，英国人却很顽固。不要紧，它会成就。埃及也是。埃及是另一处有很传统的人的地方。我发现还有
希腊。他们很传统，他们是 — 传统上有什么发生，你从错误中学习。你相信Rasputin，你相信这个和那个；然后你开始了解什么
是实相，我们要怎样取得实相。他们就是这样找到。可是这里的人，只是阅读、阅读、阅读，却一点成就都没有，他们很困惑混
乱。我不责怪他们。不过我一定要说，他们一定要面对实相，尝试先了解你不能购买实相，也不能为它工作。它是自然而然的，
活生生的神的活生生过程。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旦我们了解，它自会成就，我肯定。我明白人们就是这样。 你会感到惊讶，
我在英国工作了十年，英国却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即使法国也较好，这是很令人惊奇。法国、瑞士也更好
。英国却很不足，我在这里很努力的工作。印度理所当然有上千倍多的人。好吧，时机会来。英国就是这样十分平衡

—

有时候是过份平衡，你要明白！他们有个长处，知道怎样拿自己来开玩笑。所以它也许能成就到。
【瑜伽士重复听众的问题：她说，你说过，导师做坏事多于做好事。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做坏事多于做好事？】
对，当然，或许，或许我在做坏事，毫无疑问；你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你可以和那些人谈谈…总是可以，当你到一个导师哪里 —
其实我见过，当你来找我，你问我问题，但当你到那些人哪里，你却轻率的去，绝对是轻率的去。我知道有人付了六千镑到瑞士
，只吃马铃薯，喝煮过马铃薯的水。他们住在哪里，却不曾问过任何问题。提问是其中一个你是自由的象征。其二，你要知道其
他人怎样对待我，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其三，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伤害你？我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从不拿你的钱，没有这

种事。因为神的恩典，我生活过得非常好。或许我生活得很不错，所以我不需要别人的东西，为什么我要拿别人的东西？我过的
是另一种生活，很高层次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来你哪里？为了什么？我从你身上能有什么得益？ 所以信誉一定是透过门徒才能建
立起来。你从没见过门徒，只是轻率的去，因为你受催眠。你连想也没有想过，更不用说提问。我问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
为什么要收取六千英镑？」 「噢！」他们说：「母亲，我们是在毯子下走路。」 那个在苏格兰的组织的领导人，患上癫痫，他的
女儿也患上癫痫，他的妻子亦患上癫痫，他来找我。他就在这种情况下来找我，我把他们接到家里，治好他们。
那些找过我的人，像华伦医生：他曾有高血压，患有各种疾病，也能被治好 — 不只这样，他也治好很多人。这里也有很多人得到
帮助。曾经酗酒的人，有毒瘾的人，全都变好了。你一定要看看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怎样说话，知道认识多少事情。可
是在其他导师的地方，他们 — 是有阶级的，你想接触他们也不能。有些人说的话是背诵出来的，一点也不自然自发，一点也不；
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要先建立信誉。不过你不要向任何人提问，只问我。对我来说，这是个好征兆，我给你自由。

46:36

【瑜伽士重复问题：她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提到达赖喇嘛，他有什么不妥？】 不对，有些路是通往地狱。我们要知道，不是条
条大路通罗马，有些路也通往地狱。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要是带你到罗马的人是个正确的向导，正确的向导。你不能走到地狱
才说，要回罗马，你不能，只有正确的向导才能把你带回罗马。他们不收钱，不收钱。他们给你自觉，改变你，让你成为正直，
善良，了不起的人。他们是很不同的人：不是那些公开宣称某事，或说某事的人。他们不积蓄财富。你要明白，他们都是自尊自
重的人，不是寄生虫。他们不依靠你而生存。 基督赚了多少钱？你有基督这个伟大的例子。你为什么要到任何人哪里？祂有没有
收钱？三十卢比就把祂出卖了。基督曾说：「不要有淫邪的眼睛。」我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基督徒存在，拥有不淫邪的眼睛的基督
徒。你拥有纯真的眼睛吗？眼里没有色欲和贪婪？面对自己吧。谈论这些事情的人，比你的罪孽更大。他们怎能令你改善？他们
是依赖他人钱财过活的人。你会依赖他人的财产和收入过活吗？他们要求孩子离开屋子，卖掉屋子，在街上流浪。你会这样做吗
？为了任何人？拿走穷人身上的钱，你会这样做吗？你是那么好！你一定要了解，用用你的脑袋。 当你得到自觉，你发展这种纯
真的眼睛。眼睛是很有力量。即使只看人一眼，你也能给他自觉，亦能治好他。像有一天我们有个人…他叫什么名字，那个来做
…？记者，他来了，说：「听说你能治好人。」

我说：「是吧。」

他就说：「有个女士患上陌生环境恐惧症，她不想走出屋子，你会怎样治疗她？」
我说：「好吧，若她不能来，把她的照片给我；我不能到她的屋子。」

—

他就是这样想挑战我。我说：「好吧，把她的照片带给我。」他把她的照片带给我。我只是看着那张照片。
他说︰「她这样子十年了。」又说︰「你一定要治好她。」 我说：「好吧，我试试。至少要治好这种病是非常容易的。」我又说
：「你八天内都不要打扰她。」可是他不能压抑自己，所以他像侦探(C.I.D.)一样去查察有什么发生。当他到她的家，她不在家，
她和丈夫外出了，好好的散步。那个记者现在就要为此出版一篇非常好的报导。 【问题：你把自己当成灵性治疗师吗？】 50:04
不，绝不是。不是治疗师。我绝对不是治疗师。我只想给人自觉。不是灵性治疗的问题。灵性治疗师也有两种：一种当然是有自
觉的灵。就如有一天我们去了 — 当然，我们遇到某人。（在哪里，和我们一同来的的士司机？）【瑜伽士：在诺丁汉。】啊。在
车上的士司机先生的事情，我知道他是有自觉的灵。他开始和我说话。他也感到亲近。我就说：「你的手指有时会感到刺痛吗？
」

他说：「是的，很痛。」

我说：「你是治疗师吗？」

「是的，」他说︰「我是治疗师。」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感到很内疚吗？」 「是的。」 「噢，」我说：「我知道了。」 他说︰「你怎会知道？」 我说：「不知怎的我就是知
道。你想知道它。」因为他是有自觉的灵。他是有自觉的灵。但有些治疗师却不是。他们使用鬼魂。他们在你面前发抖，叫喊，
这是很危险的。有自觉的灵不用做什么，他只要触摸你，你就会好。他不用又发抖又发脾气。 因为你是那么天真，我一定要说，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很天真。在西方，我们的树已经生长得很好，但根却没那么好。我们对根什么都不知道。我很诧异
，因为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不是在印度

—

印度人知道这些。他们知道，就像你们把死人埋在教堂里。在印度，没有人会把死人埋在教堂里 — 那是神圣的地方，你怎能把死
人埋在教堂？事情就是这样。你是天真的，我知道，尽管你很天真，却如顽石般十分固执。现在该怎么做：有时对我来说，这是
个困难的问题。不要紧。它成就了。对吗？ 【听不清的问题】说什么？ 【瑜伽士重复：你能否解释「这个能量通过脊椎上升」是
什么意思？是否只是和脊椎上的刺痛一样？也许是…（询问发问者：你是说生理方面？）】

【发问者：敬畏的感觉。】

是的。感觉是…敬畏？ 【瑜伽士：是的，他说脊椎的感觉可能是敬畏的感觉，也许这是…】 不是这样的…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种
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那样子发生的。你要明白，当灵量升起，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不会有任何感觉。唯一的感觉是你感到
头顶有凉风。好吧？你的双手会感到有凉风出来。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有点热，因为如果你体内有太多热，就可能
会感到有些热跑出来。有时候，很紧张的人会有点发抖，只是这样。我从来都不知道这种事情，是某种滑稽的事情，也许是从某
处来的

—

我也不知道。我见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在人们身上发生。

就像有个男士，他坐在地上，脚朝向我

—

在印度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人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脚朝向母亲？不可以这样。」
他就说：「不，我的灵量被唤醒了，我会像青蛙般跳跃。」 我说：「谁告诉你的？」 他向我展示一本他的导师的书，书上写下你
会像青蛙般跳跃。你能想象吗？我问他︰「你会吗，你会变成青蛙吗？」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不知道全世界到底出版了多少刊物
。

【瑜伽士：对，他想知道如何启动这个「唤醒」

—

很简单，就如我说过，像种子发芽。这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做了我的工作，你也要做。好吧？这是个约定。

唤醒灵量。】

【问题：你说假导师和假教师或许会带领人进地狱。你能定义什么是地狱吗？】 现在，在这个美好的时光，你为什么要知道地狱
？你看，如果你阅读任何伟大的诗歌，它们描述得地狱很清楚。我特别要提到，阅读威廉‧布莱克的诗。好吧？他的作品已经有很
多地狱的描述，为什么你想进地狱？我想你进神的国度。地狱是，当我说「进地狱」：你可能患上癫痫。我见过人们患上癫痫，
患上精神病，离开他们的家，跑掉，殴打人，谋杀人，自杀，杀害父母，暴力，他们吸毒，做各种自我毁灭的事情。我说的是「
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ve)，一个英文字包括全部行为。对吗？ 【问题：那些一出世就患上这些疾病的人，该怎么办？】 是。
对。如果他们受这些疾病的苦，是因为某些原因。他们的确受苦，不是吗？可是没有患病、正常的人，却跑去找那些导师，付钱
后得病，那么至少那些伟大的导师要为此负上责任吧，不是吗？

什么？什么？

【问题：你有否感觉到不大多导师是…】

噢，很多！有很多。不过他们不在市场里。还有很多，很多…什么？ 【瑜伽士：有那位导师对你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对任何
人都有帮助？是的，有的。可是看看现在，这里有一大群人，而我却只是与你说话，你问了十个问题。他们没有耐性，完全没有
耐性。我告诉你，他们这么没耐性，这些导师，你不知道。他们就是不能忍受。我叫一个男士去美国，我做了一切事，尽力哄他
去，因为我拨不出时间到哪里。他在哪里待了三天就跑掉。他说：「我没有时间给这些笨蛋。」他就取消了行程。因为我是母亲
，我对你有耐性。他们对你却没有耐性。我要怎么办？他们告诉我：「母亲，十二年后，我们会来帮助你。」他们很了解我。他
们有这么多人。他们是有会见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想跟那些人说话，他们认为那些人是愚蠢的。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认为所有的
求道者都是蠢人。我该怎么办？他们没有耐性。你必须要有一位有耐性的母亲，不是吗？ 【瑜伽士：让我们结束吧。母亲要…】
孩子，问题是没完没了的。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意义。通过问问题，你是不会得到自觉，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不能保证你有自觉。
我不能保证。如果你得到自觉，这是你的运气。如果你得不到，也是你的运气。所以要小心。没有必要讨论，争辩；通过争论，
你也不会有自觉。听我说。我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这是第一个提出那么多问题的地方。一定是有些罗马人在此，我想他们
再次出生了。要不然我无法解释。我是说没有人像你，问我那么多没有意义的问题，还支持假导师，他们从你身上拿钱，干扰了
很多人；支持撒旦的力量，这都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不是吗？好吧，不要紧。现在，我已经告诉你，我是
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想我再来巴斯，请不要再问问题了。

—

【瑜伽士：让我们开始体验吧。】

让我们看看会有多少人得到自觉。这才是重点。重点并非…你的灵量会评价你 — 让我们看看。在你评价我前，灵量会评价你。所
以，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得到自觉。我不能给你承诺。这才是重点，我一定要告诉你。好吧，让我们看看，它会怎样成就。 现
在，不管我说过什么，忘记它吧。让我们有个愉快的关系。即是，对任何事，你都不要有任何内疚，不管我说过什么。你可能到
过一些导师那里，你可能做了些或许是错的事情

—

好吧。忘记它就好。现在，你是在当下此刻。你必须处于当下此刻，才能得到自觉 —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出生在地球上就是要
如此；你生而为人就是要如此。你不是来这里浪费生命。作为母亲，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你要对此谦虚。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同
的领域。这里不推销售买什么，这里不是商店。这里，是间庙宇。在庙宇里，你必须谦虚，你必须得到自觉：那应该是你的决心
。可是，有多少人会得到，我不能说。很抱歉，这不是我能承诺的事情。不过，如果在某些人身上能成就，我就会感到很满足。
那就是我的任务。 让我们做些简单的事，不要再提问了。不用为此感到困惑。如果你还没有发问过，你或听众都不是有什么毛病
。我告诉你，即使你问了上百个问题，也是毫无分别。我一定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问过什么会情理的问题，我想你现在
最好是放弃问问题。我对此是有点聪明的。 让我们按照应该成就的方式来做。让我们按照应该成就的方式来做。如果你是求道者
，又处于当下此刻，我肯定你会得到自觉。现在，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我还有一个要求，就如我昨天要求过，你不要为任何事
而感到内疚，因为内疚来自过去。所以，忘记过去，你要坚持自己没有内疚。有很多好人，他们会得到自觉。所以，你要坚持「
我没有内疚。」 现在，你要称呼我为锡吕‧玛塔吉(Shri Mataji)，那是有困难。你也可以称呼我为母亲，简单点 — 你喜欢怎样也可
以。开始这个过程前，你要说「母亲，我没有内疚」。我们要在心里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如果你一直攻击人，
攻击尝试去做的人，你会何去何从？你又怎能进入？只要看看，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态度恰当吗？那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好
吧。我们脱掉鞋以便得到大地之母的帮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大地之母。灵量是位于荐骨里，最底的轮穴也是用大地之母
的元素构成。所以，脱掉你的鞋子，很容易的，用你的脚接触大地之母。大地之母是非常重要的。
【瑜伽士：不想有这个体验的人，请现在离开吧，不想要的人…】
离开吧。不要打扰他人。你要仁慈，要有教养，要做个有教养的人。不要打扰他人。如果你不想要，很好。没关系，你可以走。
昨天在布里斯托的人知道我在很多人身上很努力的工作，用了好几个小时给他们自觉。这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告诉你，这
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除非你把自己巩固好，要不然是种浪费，我认为极之浪费，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给他们自觉，他
们却不把自己巩固好，这就是浪费。无关年龄，无关种族，无关社群。只要你是人类，就会成就到 —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你只
要把双手平放在大腿上，要保持舒适的坐着。那是重要的，因为我不想你感到不舒适，你自己先移动调整一下。现在，请把鞋子
脱掉，因为有西藏人的问题。如果你要得到自觉，就把鞋子脱掉，好吧？是的，把鞋子脱掉。比较好。袜子也是。会较好，因为
我要在你身上工作，你确实是求道者，好吧？你的手像这样放。对。 嗯。（开始了。）虽然各种事发生了，还好，不太坏。 现在
，左手，正如我说过，代表左脉，情绪方面；右脉是右手，代表行动，是我们拥有的欲望，欲望。当我们进行这个让轮穴放松的
过程时，把代表欲望的手像这样放在左边，手要平放。因为有些轮穴是处于扩大的状态，所以要让它们放松。你自己可以做，要
怎样做，我会告诉你。我们会触碰在左边的能量中心。其一位于心脏，是灵所在之处。一是位于上腹。另一是位于下腹 — 它们全
都在左边。一个在这里。当你感到内疚，这个轮穴就会有阻塞。像这个，在这里，颈项的左边。另一个在这里，我们或许要在这

里发问。跟着，来到脑囟，我要你把手掌放在脑囟上。现在是热的，不过它会妥当。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很简单。你要一直闭上
眼睛，因为没有催眠，没有那样的事。它要在你内在发生。把注意力摄入内在，最好是闭上眼睛，因为如果你张开眼睛，灵量可
能不会升上来。她不会麻烦你，不会带给你任何问题 — 没有这样的事；你会感到极度轻松自在，感觉良好。好吧。那么现在我们
把眼睛闭上。首先，不要为任何事感到内疚，即使是问问题，或是任何事，都不要感到内疚。不管我说过什么，忘记它吧。你要
好好对待自己。你要好好对待自己。你要尊重自己。 现在这个阶段，把右手按在心脏上，在左边。左边是心脏，把右手放在心脏
上。现在保持眼睛闭上，尝试看进心里，意思是把注意力放在心脏上，然后说 — 你现在要向我发问，一个真正的问题，明智的问
题。问一个问题：「母亲，我是否一个灵？」问三次：「母亲，我是否一个灵？」问三次：「母亲，我是否一个灵？」

1:06:19

（左脉太重，左脉…嗯。） 现在，把这只手抬起 — 我是说，这只手往下移到腹部，放在左边的上腹。这只手往下移，放到左边
的上腹。这里是另一个能量中心，原始宗师的能量中心。当你成为灵，你就成为导师，成为guru（导师）。所以，逻辑上，你现
在要问另一个问题：「母亲， 我是否自己的导师？」问一个问题：「母亲， 我是否自己的导师？」问三次。这是个明智的问题。
你是自己的导师，你不需要任何导师。我不是你的导师，我只是你的母亲，只是这样。 现在，问这个问题后，你再次把手往下移
，到下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能量中心，称为腹轮，它照顾我们的主动脉神经丛。现在，手指按一按，在这里说 — 因为在这里，
我要承认，我不能干涉你的自由。你有自由作出选择。如果你想拥有真正的知识，就必须要求，我不能强迫你去得到它。你就要
说：「母亲，请给我真正的知识，给我纯粹的知识。我要纯粹的知识，纯粹知识的技巧。」那也是「瑜伽」这个字的另一个意思
。你要说六次，因为这个能量中心有六片花瓣。主动脉神经丛也有六个副神经丛。（可怕！左腹轮。）

嗯

—

现在。你又感到有内疚。请不要感到内疚。请不要感到内疚。不要为任何事感到内疚。你没有做错什么。（啊，现在好多了。）
现在，再次把手提起，移到上腹，原始宗师的能量中心就在这里。你已经要求得到技巧，我会告诉你，你要在这个能量中心坚定
的说：「我是自己的导师。」就这样说。要充满信心的说十次，说：「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因为有十个副神经丛，像十个
原子价，我们有十个神经丛。啊！忘掉你的导师。忘掉所有的奴役。哈！好吧。（好吧。很好。）十次。
现在，把右手提起到心脏，再次到心脏。这里住着你的灵。再次运用技巧，你坚定的说 — 在这里你要说的口诀是：「母亲，我是
一个灵。」在完全谦卑，你的荣耀下你接受了，假设是这样。「母亲，我是一个灵。」（很好，非常好。）这句话你要说十二次
。不要感到内疚。 现在，我要告诉你，神是爱的海洋。祂是慈悲的海洋，最好的还是他是寛恕的海洋。所以请不要感到内疚，因
为你能犯什么祂不能原谅的罪孽？当我们感到内疚，我们是在挑战祂寛恕的力量。请不要感到内疚。没有内疚，就说︰「母亲，
我是一个灵。」（下来吧。好。啊，好多了。）十二次，因为有十二片花瓣。（左脐轮。左边多些阻塞，好吧。右边没有什么阻
塞。啊！好多了。左脐轮有太多阻塞。那是从这里移过来的。）
你要移动右手，左手朝向我

—

现在，把这只手移往上移，把它…右手

—

把右手放在左颈上。放在底部，几乎触碰到脊椎的左边，稍微按一按。在这一点，从前面

—

你一定要做的，手要从前面，不是从后面，而是从前面 — 握紧。这里你要说，充满信心，充满爱，对自己有完全的理解：「母亲
，我没有内疚。」请这样说，十六次。如果你有太多内疚，如果你太纵容沉醉于内疚，最好说上一百零八次来惩罚自己！（很好
。她升到额轮。啊！） 现在，把这只手往上移，横放在前额上。按着前额。在这里 — 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是基督的能量中心
— 你必须原谅每一个人。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很难的，母亲，我们怎么能原谅？」可是，不管你不原谅人，或是原谅人，都
只是虚幻假象，因为当你不原谅人时，受苦的是你，不是他人。所以请说：「母亲，我原谅所有人。」你会很惊奇，当你真心的
这样说时，这个能量中心就会打开。

1:16:34

（好多了。）现在，如果你仍然感到内疚，最好把手放在头的后面。按紧它

—

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 — 说一次：「主啊！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请原谅我。」一次就够了；说完后，或说之前，都不要感到
内疚。只要说︰「主啊！如果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请原谅我。」按着你的头后面。你的头后面

—

就如他们所说，称为视叶(optic

—

lobe)。三次。不要感到内疚。请不要感到内疚。那是很重要的（又感到内疚。好一些了。嗯

升起了。） 真心的说︰「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 — 不要去数算，只要大概地说。不要数算你做过什么错事，不管是什么错事，
请不要数算。只要说：「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请原谅我。」就是这样。因为你是灵；如果你是灵，你可以做什么错事？你只要
成为灵就好，就是这样。你就如莲花出于淤泥。（哈！）
现在，把这只手放在头顶上，在脑囟，这个区域在你孩提时是软的，称为taloo。用手掌按着脑囟，转动你的头皮。再次在这一点
— 瑜伽的另一部分 — 我不能干涉你的自由，因为你要在自由和荣耀中升进。你要说你想得到自觉，我要把自觉给你。所以你要
说：「母亲，我要自觉。请把自觉给我。」你要说七次，因为脑袋里有七个能量中心的宝座。现在。大力地推，顺时针转动。用
手大力地推那个位置。
现在请把手放下，放下来。提起你的左手，查看有没有凉风出来。上下移动。注意那里。大约四寸或五寸高的位置
只要上下移动。现在用另一只手。用那只手查看，查看头顶。

—
1:20:30

（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感受到凉风。）现在用另一只手，像这样。
【吹气进麦克风。】（像一座山一样。） 请再次换一换手。【吹气进麦克风。】你感受到凉风吗？ 现在告知你，我们有很多有自
觉的灵来到巴斯。他们会看顾你。你可以这样把手举起。那些感受不到凉风的人，先把手举起。举高些。好吧。现在来吧。霎哈
嘉瑜伽士应该过来看看他们。你有感受到凉风吗？在头里？在头里。你感到放松吗？好，好。你呢，从西藏来的家伙？卡力

—

他很好，很好，很好，他做得很好！ 卡力，看看这个从西藏来的。他是求道者，彻头彻尾的求道者。他得到了？没有？他到过某
些导师哪里，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轮穴，看看哪里有阻塞。只要在轮穴上工作。啊，好多了。现在好多了。你的双手要有感觉。

现在这样放你的双手。你的手一定要能感觉到它。不好意思？…变得凉些了。先是热的，双手现在是热的？好吧。这是奇迹，不
是吗？现在，把你的手放在腹部，这里。不是，是这一边。右手朝向我，是的。现在好了。

1:23:51

她感到热，就是这样。她会得到自觉。她就是会…不是，把他的手放在肝脏上 — 左手放在肝脏，是的。他是医生，你看。她有得
到吗？那个问问题的女士。你说什么？没有？温的？她那个轮穴有阻塞？他感觉到了？好，好。很好。他的喉轮有阻塞。他的喉
轮有阻塞。让他问他是不是：「我是整体的一部分」就会在他身上成就，因为喉轮有阻塞。【印度语】

1:25:09

她是吗？天，感谢天！好吧。是的，什么事？（太偏左脉，我告诉你，真的。） 嗯。你呢，你为什么不做？你说什么？卡力？谁
感觉不到，请举起手。他们老远来帮助你们，有些人是从北部地区来的。是的，先生。在那里，你看到吗？
你们所有人都看着我，不要思考。看着我，不要思考。

字幕记录到此结束。录音继续：

他得到了？好。我很高兴。女士呢？你得到了？好。看看他们。这么有智能的人。愿神祝福你们。
看着我，不要思考。会成就得好些。 18/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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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公开讲座 ‧奥地利维也纳‧1984年9月5日 (部分节录) 基督教的传统和耶稣基督 Shri Mataji: I bow to all the seekers of truth. It
is so enamouring to see so many seekers in Vienna who have come to receive their Realization. Sahaja Yoga is not a new thing.
In the tradition of spirituality it is mentioned about 14.000 years back by Markandeya. That ultimately it is the force within you of
the Holy Ghost, which is called as Kundalini residing in the triangular bone has to give the Realization. But for that happening
human being had to be prepared. People had to be balanced. And that is how many prophets came on this earth after that in the
same tradition to prepare people to have that balance. Right from Abraham, Moses we see them, follow them up, up to Raja
Janaka who was the father-in-law of Rama. And later on we had so many others like Mohammed Sahib, Nanak Sahib on this
earth to tell us about having a balance in live. They taught us moderation and not to go to extremes. You can see within
ourselves we have two sides - one is the left, another is the right side. But the human nature is that that whatever one may try
they make extreme of everything - they can do it. Like when they talked about God they went to the extreme of thinking they
where God themselves or they thought that now God can be organized by human beings. Because of this extreme nature they
could never recognize the reality. Reality lies in the central path. Like those who are very futuristic people who are planning all
the time, who are running in the future will always miss the point. And those who are on the left side, who are lethargic also miss
the point because they stick to their past. Whatever they have achieved from the past they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hat is
what that is - is the reality. Specially those who are very much conditioned by the past cannot see the reality at all. So logically
we reach a point where we understand that if you become a futuristic person or if you deny that there is nothing like reality, I
have to find out myself then you miss the point. And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ir conditioning like, "Now I have got it, I have found
it, I am that", are also away from reality. You have seen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how Jews thought that they are the ones who
are chosen by God. Because Moses brought them out of the mire of slavery. And then Moses Himself saw the way Jews were
going, so He said, "All right, bring a very strong law,"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chapter of [Jeremiah ?], where He says that you
have to kill a person who does wrong. These laws of Shariat were taken over by the Muslims and Jews do not regard it as
something of their own use. Then it advanced further when Christ came onto this earth. He also said in very simple straight
forward words that, "You are to be born again." Then Nicodemus asked Him that, "Why to enter into the womb of my mother?"
Christ said, "No, whatever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the flesh. You are to be born of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is going to give
your birth, your second birth." So that whatever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the Spirit. But there also Christ completely failed to
communicate I think, because nobody paid attention to this fact that you have to become the Spirit. Now how do we become
Spirit? Whatever we become in our evolution is felt on 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n our conscious mind. As human beings we
know what is the color, we know what is dirty, filthy, but animals do not know. So if you are genuine seekers, if you are truthful
about it you must know that the experience of Spirit has to be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o one thing we have to accept
from these great people who came on this earth that we have something called the Spirit within us. And we have to become that
Spirit. In an ordinary languag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so far in our attention we do not have the Spirit. So this Spirit has to come
into our attention. I don't know about German language but English is a very elusive language in what Spirit is - what we called
the Atma, Spirit in the heart, the reflection of God, then Spirit is also a dead body, also Spirit is what you drink as alcohol.
(Laughter) But in Sanskrit language it is called as the Atma, is the Self, is the being. Now when we, I say I, I say so, either I say
through My ego or I say through My conditioning. So when we live to our mental projections which is a limited instrument,
whatever we do is not absolute. For example one "Mister I" doesn't think the way another "Mister I" thinks. But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f God Almighty within us in our heart is the collective being. That is the absolute. That is the light. When that light
comes within our attention we start seeing how we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we find out our wholesomeness. We find out
we are part and parcel of one personality, which is called a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But you actually become, it is not that just
that, "Now I am th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hole," but you really become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hen this Kundalini
rises and pierces through your fontanel bone area you start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coming out of your head.
Now what is this Holy Ghost is nobody knows as far as the priests are concerned. To My amazement I asked a high gentleman
who was a priest of a very great repute that, "What is the Holy Ghost?" So he says, "I am agnostic." So I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He said, "I am doing my job." Now what could be this Holy Ghost? Let us see because if there is the God Almighty, the
Father and the Son, how can you have a Son without the Mother? So there has to be a Mother and that Mother is the Primordial
Mother which is reflected within us as the Shakti or you call it as Kundalini. So this is the Holy Ghost as described in the Bible. To

understand about Christ also one has to go to other scriptures. Same about Mohammed Sahib, same about Moses. But all this
religions surprisingly have become like small points stagnating. So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we talk of the Holy Trinity it
is the Father, the Mother and the Son. So this Mother, this Holy Ghost is represented within us as the Kundalini. She resides
within us as a living force. And is called as a residual energy because the whole body is created, the mind is created, ego is
created, but that has not yet manifested itself. It has not manifested because when it manifest then you get the effects of it. So
the Kundalini is the power of pure desire, the desire of God, is the Primordial Mother. Now this pure desire within us has not yet
manifested, if it had we would have been satisfied people. But we a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we haven't found that which gives
complete satisfaction. So this power of our pure desire resides in the Kundalini in a sleeping state till we come across someone
who has the capacity to awaken this Kundalini. Now it is very simple to understand if you understand how we sprout a seed,
which is a living process. When you sow the seed into the Mother Earth, the Mother Earth has the capacity to sprout the seed.
How much do you pay to the Mother Earth? How much to you exercise about it? It is all spontaneous, it's sahaj. So this
spontaneity is the sign of life's force. Our evolution has come through that life force of spontaneity.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human beings to accept that it should happen spontaneously. ( ...child was suffering of epilepsy during the speech... ) What is it?
What is the matter? What is it? I mean, if you have somebody who is suffering from epilepsy it's better to take the child outside,
because the force here is so much of spirituality that it reacts, so better take the child out - but the child will be cured, no doubts but take the child out. Now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She passes through these six centers within us by which She enlightens
these centers.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we get our physical wellbeing. Now for example if a boy who has epilepsy is a possessed
personality. And you know when Christ also addressed people the epileptic started shouting. So on the left hand side when we
have problems of our mental problems - schizophrenic or this epilepsy or all these things - they also get completely cured. But
this is not so important, it is just when we are going to have a vision of our Spirit and when we are going to establish the purity of
God within ourselves our whole temple gets cleaned up. So the temple gets automatically cleaned up and we feel that we are
purified. The innocence gets awakened within us automatically. Now Christ has said, "Thou shalt not have adulterous eyes." But
how many people there are you find who have no adulterous eyes? Now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innocent. Those eyes are
innocent have to be something special. And they are the ones about whom Christ has said that, "They are twice born." So the
innocence within them is awakened. Then after the entry into this chakra which you see there the Kundalini sucks in both your
ego and superego as a balloon, you can see them there. By that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you go beyond thought. A
thought raises and falls of, and then is another thought that rises and falls of. But there is a space in between and you go and
steady yourself in that space of thoughtless awareness. But when the Kundalini pierces through then you start feeling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all around you. Like the Cool Breeze. You feel in the hand something going in from all around. And when you
start growing up then you start giving to others. But you become again collectively conscious in the sense that you can feel your
own centers now, you know which center is catching on the fingertips. But now I feel here all of you have one common problem,
it's the left Vishuddhi as we call it - this finger is catching. Now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eans that you people feel guilty for
nothing at all. You condemn yourself for nothing at all. And you think you must suffer for getting to God. Now logically you
understand that why should you suffer to go to God? It was all right before Christ, but why after Christ has suffered for us? Are
we going to suffer more than what He has suffered? So why should we suffer? In the name of this suffering, people go to the left
side. If a human being leads a moderate life he'll never get diseases, he'll never have any trouble. But under the imaginary idea
that you have to suffer and that you are guilty you go on moving towards the left. And what is on the left? Is the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is all that is dead. In Vienna or Austria I think there are more dead than living. (Laughter) The whole left side
is catching. Since My arrival here I am trying to clear out the left side of Vienna. And on top of that you people feel guilty. (Shri
Mataji laughing) You are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ll together. Now see the seriousness of it. The other day I saw a very
good demonstration of the cancer research doctors who showed on the BBC that when a person is vulnerable to cancer he is
attacked by some entities, some proteins which exist within ourselves since our creation. They gave the name to those things as
proteins 58, protein 52, just giving names, but they do not explain it. So this area they are describing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And this attack comes to you from that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That means if you try to go to the left
you are in for trouble. So we create our own problems. Those who try to live with the left sided ideas of feeling unhappy all the
time, frustrated, suffering - suffer. Now those who feel guilty on this side of the left Vishuddhi which I am feeling it too much you
all are caught up, get the trouble called Angina or sort of a thing where the blood cannot flush up. Now we have so much leisure
in life that we sit down and try to create our own miseries. To understand real miseries you must get out of all these affluent
places and go and see for yourself what misery is. But those who really face, really face miseries are happier peopl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 have not seen many people who feel guilty, very few. They never feel guilty, they have no time. (Laughter)

That's why it is said that cancer is a rich man's disease. So as a result of the Kundalini awakening you come in the center, your
attention from the left side is pulled in the center. Same thing like this boy today was attacked by the left side will come to the
center and he'll be cured. Now the right sid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extremely aggressive type. Both are just the same,
one aggresses other, another aggresses himself. Those who are very much futuristic and of that kind get another type of trouble
of a very active heart and a very active liver. They suffer from over activity and they go in a circle and they can't stop it. (Shri
Mataji laughing) So to compensate it then they take to alcoholism or all kinds of things which are left sided. And the left sided
take to violence and all kinds of nonsensical things - just to balance. The whole world is today filled with violence. We all talk of
peace but there is no peace within. We have created atombombs to kill each other; no animal has done such a thing. How can
we get over the war situation unless and until there is peace within us. But when you get collectively conscious you know we are
all part and parcel of one personality. So if this finger is feeling sad or rather I would say is hurt another comes to help it without
feeling any obligation about it, it's a relieve to yourself. Then the question comes, "Who is the other?" But only after Realization
when you are connected to the mains then only you start feeling that compassion that flows. Otherwise whatever compassion
you try to express gives you an ego. But after Realization you become a personality which is hollow and the All pervading grace
flows to you and you enjoy witnessing it. In that state you are completely at peace with yourself and peace with others. When a
person gets Real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you enjoy human beings as beautiful flowers. After Realization only you have some
meaning to your life that you yourself realize, "Oh God, I did not know that I am such a glorious thing." Because once you
become the light you give the light. And the whole priorities change in such a beautiful manner that you become absolutely
confident, fearless and loving personality. Your mere presence can cure people. Your mere presence can do thousand and one
thing which you are amazed how it works out. Many people ask Me a question that, "Why is it in India which is such a Yoga
country people are not happy?" I would say relatively they are very happy people. But materially they are not so good. But
Krishna had said that, "Yoga kshema vahamyam" - when you will get your Yoga you will get your wellbeing. But Indians after the
300 hundred years of slavery have become very westernized. Now they are trying to develop on your way the plastic affluence.
Say in this all group how many Indians there are? None. So those who are in charge of affairs have no wisdom of their own, they
take their wisdom from the West. I think they will also dig out everything from the Mother Earth, have big factories, then they'll
have tinned food and then after right that they'll become Hippies and then they will come to Sahaja Yoga. (Laughter) It's a circle
they have to go trough. But it can be short circuited and in the villages Sahaja Yoga is working out very well for your information
by which people are improving in every way, even in material way. So now when you receive your Realization the first 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that in your attention you become collectively conscious. Mohammed Sahib has said, "At the time of resurrection
your hands will speak." He has written more about resurrection than about doomsday, but Muslims do not think about it. So you
start feeling in your hand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and by this Cool Breeze, which is the energy of the integrated
Divinity you can, you are anyone, you can vibrate the water, and it can be sometimes ten times. With these vibrations you can
cure a mad person. Not only that, but by giving Realization to others - anyone can give Realization to so many people that you
receive the blessings of your own being. And this new dimension makes you feel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one. All
petty-mindedness, all short-sightedness, all useless nationalism, everything falls off. You become so powerful that all your habits
fall off. You are like a lord, nobody can entice you. But the attention that you have works, it acts.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something
it acts, it works. Like - there was somebody who said, "Mother, how can it act?" I said, "All right now what to you want to know?"
He said, "I want to know about my father who hasn't telephoned to me from Scotland." I said, "All right, put your hands and just
think of your father. And these are the centers of your father. And he started getting a burning in this area and I said, "That's it,
that means he is down with very bad bronchitis." So he telephoned to his mother and he found out that his father was down with
very bad bronchitis. (Laughter) Now I said, "You pay attention to it, just think of it." And after an hour he said, "Miraculously I am
cured." So the first meaning of yoga means the union with the Divine, which is fantastic itself. But the second one means the
deftness how to handle this All pervading power. It pulsates into everything. Bu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handle it, which is
called as pure knowledge - Shuddha Vidya in Sanskrit. And within a short time you become a master. It is very surprising I came
to Vienna, and in such a short tim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Vienna who have got Realization. And within this short time
there are so many masters we have in Vienna. An interviewer asked Me, "Have you got all your children, Mother, who are
scholars?" I said, "No, they are ordinary people." I said, "You become the knowledge after Realization, so you know everything."
Because you know the essence of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you can explain everything. As a result of that you really become
dynamic. Your problems are solved automatically, and you are free, you have entered really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is
no taxation, no laws, no regulations, and you are looked after like a king. But in the beginning every human being seems to be
diffident, if not sceptical. Either this or that. They start thinking, "How can it be? How can that be? How can be I am such a bad

person, I have done this," all guilty business starts coming up in the mind. But you must know that this creation has created you
as the epitome of creation, and the creator Himself is worried. If you do not get your Realization then what about Him,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Him? He is more, much more anxious than you are because the time has come, this is the Blossomtime then
thousands of you have to get your Realization. But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 with a scientific mind - that is an open mind and not a
closed mind. It is like a hypothesis for you, all right, but if it is proved, why not? Why not have it, if you have all this powers, all
this properties, all this glories within yourself? Why to hesitate? I don't want anything from you. You cannot give Me anything.
Except that you get your Realization. That is your birthright. But very difficult to convince people. Only the false gurus can do it
because they mesmerize everyone - so finished. But you have to rise in your own freedom. You have to evolve in your own
glory. So such a method is useless. So whatever has to be achieved has to be through your freedom and through your wisdom.
So I think for today's introduction I have covered lots of subjects and I've tried to bring you to the center of the subject, that we
have to have our Realization. So after this we'll have the program of meditation, but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should leave. Just a
minute, please. Just a minute.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should leave first because after this I will not like people to be disturbed,
so please to be civil and fair to others, if you want to leave you can leave first. Please,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should leave first.
Aside: No, no, Gregoire, let them leave first, because most of them, those who asked questions last time left. So I want them first
to leave and then ask questions. They should not waste the energy. No, no, no that's waste of energy. All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should leave. We'll only allow people to stay here who would stay for about 15 minutes more in patience, and not people
who only ask questions and then leave. We don't want the time of others to be wasted for nothing at all. There is some (space).
Let these people also to be seated more. Be more comfortable. You have to be comfortable, please. If you can come this way
and that way. You all can come, there is a room there. Better. Be comfortable. They can come this way. Is there some of the
Sahaja Yogis can give room to these people who are standing all the time. You please see that they are seated properly. All
right, now you can ask Me questions. (Shri Mataji laughing) Last time those who asked the questions for hours together, and
then they disturbed everybody and then they went away. Now, please ask the questions now, if you have any. I'll be very happ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now. Left - see, this is what happened last time. Aside: Who is that? Now, what is he saying? You tell
Me

in

English.

问题：钖吕、玛塔吉女士，他听说基督教的传统，圣灵是外来的，但你却说圣灵是来自内在，我们怎样把两者联系起来？ 钖吕．
玛塔吉：基督教的传统是富争论性的话题，现在这话题已经来到关键时刻，让我来告诉你有关基督教的传统。最近有一本英国人
写的书，他挑战基督的奇迹，祂的无玷成胎(天主教信条谓圣母马里亚蒙天恩而无原罪怀孕)及有关祂的事情。这个作家说，保罗并
没有提及这些事情。我告诉你真相，我必须告诉你真相。这个保罗，当我在圣经读到他，我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他会在圣经里？
他是折磨基督徒的犹太人。他看到史提芬受折磨，忽然他进入超意识，像患上癫痫症，他看到一些光，跟着他变成基督教的组织
者，而他却从未遇过基督。他是知识分子，他把基督教理性化，在圣经建立自己的位置。他怎会在圣经里？他做的是写信给所有
人，告诉他们他在组织神，因为他想做异教徒，他与彼得一起斗争，但他们并没有结盟，因为彼得不是知识分子。所以保罗建立
自己的宗教。很奇妙，纪伯伦(Khalil Gibran)也曾说过我说的同一番话，他说︰「这个奇怪的保罗是谁？」他像个有癫痫症的男孩
谈霎哈嘉瑜伽。还有，纪伯伦也曾说保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自己没信心。纪伯伦在他的著作「耶稣 — 人之子」(Jesus
— The son of man)中清楚的这样说，请你们阅读这本书，要读完全部章节。保罗把有关彼得的一切完全删掉。跟着他降世为奥古
斯丁(Augustin)，开展那些所谓的传统。 现在，你会很惊讶，有个在达拉谟(Durham)的大主敎说，这些都是门徒的幻觉，没有无
玷成胎，没有基督的奇迹，全因知识分子不明白这些事情。现在，这所教堂…他们赐予他极大的荣耀。雷电已经烧毁这所教堂，
从屋顶完全烧毁，大主教 说︰「这是神的恩典，没有烧掉墙壁。」 我告诉你，不单耶稣基督是无玷成胎，祂所做的每一个奇迹都
是事实。他是真理，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是能确立真理。祂是伟大的真理，虚假的人想恶意中伤祂。挑战基督是非常危险的事
情，非常危险，因为你必定知道，祂拥有十一种毁灭力量，梵文称为Ekadasha Rudra。祂是摩诃毗湿奴(Mahavishun)的伟大降世
神祇，是纯真的化身，祂拥有所有纯真的力量，谁能挑战祂？除非你已经得到自觉，否则你是不能明白基督。
很多人被粉碎，他们的信念被粉碎，被知识分子的基督教传统…所谓的基督教传统所取代。 是真的，圣灵能祝福人，当圣灵赐予
人福佑时，灵量便会升起，灵量因此升起是事实，他们不知道怎样去解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甚至没有去解释，因为他
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甚至不能解释当圣灵祝福门徒时，他们是用什么语言。人们以为他们疯
了才这样做。因为圣灵祝福他们时，他们感到有凉风，他们开始用能量中心的语言说话，就像我们一样说话。不是说有些人开始
说德文，有些人开始说梵文，鬼附着人才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当他们得到自觉，便开始说能量中心神性的语言；当他们感到这大
能时，便开始很灵巧的移动双手，他们知道怎样运用双手，怎样保持平衡，怎样提升灵量。双手开始移动，这就是为何人们以为
他们疯了。 我在社会的另一阶层遇过很多大使、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说基督的门徒都是笨蛋，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 —
基督进过什么大学？因此在感到基督是神性的化身的人和挑战基督的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大的鸿沟。霎哈嘉瑜伽能证明基督是在
额轮里，那个交叉位置。因为当灵量停在那一点，在额轮处，你要念诵主耶稣基督的名号，灵量才能尊贵的升起。基督曾说︰「
这是窄门。」 现在，就传统而言，我对传统的取态颇怀疑，每一个宗教，甚至印度教也一样，伊斯兰亦一样，每一种你跟随的宗

教，传统只是不停的往下降，往下降。若那是正确的传统，就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有那么多教堂，那么多斗争。你看到梵谛冈
有黑手党，黑手党也渗入银行，我真的不能明白怎会这样。 你给了基督什么？以荆棘作为他皇冠的装饰，这些人在戴着怎样的冠
冕？在印度，也同样开展另一种冠冕的竞赛。有人在制造一把很大的金伞子，我必须要说，冠冕是没有问题…他们有智慧，但伞
子却很危险。他们在向上天玩把戏，完全意识不到全能的神对他们有极大的愤怒。基督教或其他宗教都是活生生的神的宗教。在
不同时间，生命之树上都开出了不起的花朵，但我们却把花朵摘下，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们为死物而战。在霎哈嘉
瑜伽，你们都知道所有伟大先知的美丽之处，你会赞叹于他们是怎样滋养我们。
现在，我想这个是颇为…需要很详尽解释的课题，感谢天，我能在维也纳说出。 Now let us have our Realization. Now, we'll have
tomorrow, all right? You can bring the question. I'll definitely answer your questions. All right? It's already 8:30. Because you see,
it depends on how it works out. Now this is only just to take help from Mother Earth, though there is something plastic in
between. Contact is - there is plastic, but doesn't matter. (Shri Mataji laughing) If you are sitting on the Mother Earth it would
have worked out much faster. (Shri Mataji laughing) But with shoes you are a little bit tied up, so you leave it lose, it's better.
Aside: Are you all right with German? Do you follow his German, is it all right? (Shri Mataji laughing) All right. There is no
language for love. It is silent. Please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Now again I have to make a humble request that don't feel guilty. At
this moment forget the past. Don't condemn yourself, please. Forgive yourself and forgive everyone. Now at this time you have
to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I'll tell you how you yourself will be giving energy to your different centers - yourself. And your
Kundalini will rise spontaneously because with your energy you'll open out the spaces of chakras. Now the left side represents
your desire to get Realization, is a power of desire so you put the left hand constantly on your lap towards Me. Like this. On your
lap, on your lap. Very relaxed way, but with the fingers opened out. Still the guilt is too much, please. (Shri Mataji laughing) Now,
with the right hand we have to do the action, which is very simple. You have to first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On the left
hand side. Now, all the centers on the left hand side we are going to nourish. Place your hand on the heart and press it a little bit,
not much. You can keep your eyes shut till I tell you to open, because if your eyes are open the Kundalini may not rise. Now
when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close your eyes and you have to ask Me a question. You can call Me Shri Mataji, or
if it is difficult - Mother. "Mother, am I the Spirit?"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Without feeling guilty. Aside: [Hindi] Heart! [Hindi]
(Note: Shri Mataji asks for a candle to be placed at the table) Now without feeling guilty again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he
upper part of your stomach on the left side. This is the center of the Primordial Master. Left towards Me, left towards Me. Left
hand towards Me, please. Left hand towards Me. But other way round you have done. You are doing the other way round. Left
hand towards Me. To her also. Yes, left hand towards Me, please, again. Now logically you have to say when you said - when
you asked a question about the Spirit you must know if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your own Master. So, logically you ask the
second question at this center,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please. Three times. Somebody
should see also if somebody is not doing properly, it's all right now. Now you have to put this hand in the lower region of your
abdomen where resides the center for your knowledge. The instrument to work out the Divine resides there, called as
Swadishthana Chakra. So to know the knowledge of working out the Divine power you have to ask Me that you want that power
because I cannot force it upon you. Now when you put your hand there, six times, because there are six sub-plexuses to this
center, you have to say, "Mother, may I have the true knowledge?" Six times please. "The true knowledge, Mother, give me the
true knowledge." Aside: Hm, better. Six times please. Aside: Hm, good. [Hindi] Now six times you ask for it. Now raise your hand
above on the upper part of your abdomen where you had put it on the center of Primordial Master. Now as you have asked for
the true knowledge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say at this center with full confidence in yourself that,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Say it ten times please, in My presence. Keep your eyes shut, please. Please say it ten times. Aside: Heart. [Hindi] Hm,
better! [Hindi] Hm, better! [Hindi] Now raise this right hand to your heart, please. Aside: Better. At this point now you have to
again assert twelve times because there are twelve sub-plexuses, "Mother, I am the Spirit." Please say it twelve times, on the
heart. And the heart is very much catching - open your heart! With full confidence, not to be frightened of anything. Aside: [Hindi]
You must have the earnest desire, tha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power of desire. Now you have to put this right hand on
the base of your neck on the left hand side, from the front. Now this is the center which gets caught up - it gets caught up when
you feel guilty. That's how you also get spondylitis. Now at this center please say 16 times, "Mother, I'm not guilty." And if you
want to suffer and you have been doing all this guilty business too much then say it 108 times to punish yourself. (Shri Mataji
laughing) You have to be in a cheerful mood - you are enter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Aside: Ah, now it has worked out. Now
you have to put your right hand across your forehead please, and hold it. At this point you have to say, "Mother, I forgive
everyone." Many people think it is difficult, but it is a myth. When you don't forgive what do you do? You just torture yourself. Just
say that, and you'll be amazed how your head will become lighter. Say it from your heart. Now put this hand at the back of your
head. At the back of your head you have to just say,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feeling guilty, again I say, without feeling guilty

that, "Oh God, if I have done anything wrong, please forgive me." But don't feel guilty. Because God is the Ocean of Love, He is
the Ocean of Compassion. Above all He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Now will you please not feel guilty, I am telling you
hundred times please don't feel guilty when you say that. By feeling guilty is not going to forgive you. Just say it out. To feel guilty
is not your idea, I can assure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Spirit. Spirit cannot be guilty. My only worry is that you don't feel guilty
and your Kundalini doesn't stop at that point. (Shri Mataji laughing) Now put the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o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ith your palm pressing against the scalp. Aside: Now, better. It's coming. At this point you have to again ask Me for your
Self Realization, I cannot force on you. I have to respect your freedom. Aside: [Hindi] Now you have to say seven times, "Mother,
please I want Realization, please give me my Realization." (Shri Mataji blowing into the microphone) Now change over your
hand. Please put right hand on your lap and left hand on your head. Keep your eyes shut. (Shri Mataji blowing into the
microphone) Aside: [Hindi] Now just feel if you are getting the Cool Breeze on top of your head. Change your hands and see.
About four, five inches high. Aside: [Hindi] Change your hands again. Hm, better. Are you feeling? Good? Good! Just move it like
this then you can see. Don't think, don't think -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Ha! All right! You got it. You got it? Good! Both the
hands now. Now you put your hands up like this. And ask a question, "Mother is this the power of Holy Ghost? Is this the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Is this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of God?" Aside: Color of the hands changes. All right? See now in your hands
are you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Some are feeling on the left, some are feeling on the right also. So, those who are feeling in the
left should put their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left hand like this After some time you'll start feeling in the right hand also. Now
those who are feeling the Breeze in the right hand should put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right hand on the stomach. Those
who are feeling on the right hand. Right hand on the stomach. Better. Feel it. Better now. And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Aside:
Hamsa is catching. Tomorrow you must put some nasal drops and then come here because you all have got little sinus trouble.
Ha, all right? Good? Now put both the hands, see now. Just. All right? Did you feel? Good! Now those who have felt over their
heads and in their hands raise your hands, both the hands. Great ! (Shri Mataji lauging) Sahaja Yogis: Bolo Shri Durga Mata Shri
Adi Shakti Shri Nirmala Devi Ki Jai! Shri Mataji: Oh, I'm so thankful to you. My greatest desire is that you have touched your
Realization. Now you don't think about it. Keep quiet. Tomorrow relax and come to the program and you have it completely fixed.
But it is like a very small primule being sprouted out like a germinating power, a little plant of your Spirituality. You have to be
gentle with it and careful. Say, even a month if you just establish yourself you'll all become great trees. Don't discuss about it,
enjoy the silence. Who haven't got it I know also, haven't got it, doesn't matter. Please come tomorrow and you all will have it.
Now you've got the absolute and like a computer you can ask any question, any absolute - like ask a question, "Was Christ born
out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 Ask a question in your heart. Ask this question. You'll get much more Breeze. All right? Now,
you ask another question, "Did He - did Christ walk on the water?" Ask a third question, "Was Christ the Son of God?" You are in
without thoughts. Ask a question, "Is there God?" Now the last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Am I th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hole?"
Tremendous experience! May God bless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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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崇拜，就是为

Ekadasha

Rudra(十一种毁灭力量)的光荣而加冕。Rudra是湿婆神的毁灭力量，灵的毁灭力量。有一种力量，正是祂的本质，就是宽恕。 祂
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们会被诱惑，我们的注意力会被骚扰，祂都原谅我们。
当我们损坏我们的贞洁，或做了些不道德的事情，做出偷窃的行为，或我们做了些违反神的事情，我们批评祂时，祂都原谅我们
。 祂也原谅我们的肤浅、妒嫉、贪婪、愤怒。还有，祂亦原谅我们的执着、小气妒嫉、虚荣和占有欲。祂原谅我们出自自我的言
行，以及对错误的事物的附和。 但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有反作用，当祂原谅我们时，祂视自己已经给了我们大大的恩典。这反作用
在祂内里积聚为愤怒，对抗那些被原谅但仍然继续犯更大的错误的人，特别是对已经得到自觉的人，因为给予自觉是那么大的祝
福。你已经得到光，在这光中，若你仍然迷失，那么祂的愤怒便会持续，因为祂感到你是何等愚蠢。
(负责翻译意大利文的瑜伽士有点混乱，所以母亲重说)

我是说在得到自觉之后，祂对那些被原谅而又被给予自觉那样伟大的东西

的人，若他们仍然犯错，祂会更加敏锐，祂会对他们更加愤怒。 所以，在平衡中，宽恕减少，愤怒增加。若你被宽恕，若你因为
这宽恕而心存感谢之心，那么，祂的祝福会流向你。祂给予你极大的能耐去原谅别人，祂安抚你的愤怒，安抚你的欲望，安抚你
的贪婪。像漂亮的露水，祂的祝福降临在我们身上，令我们变成真正的漂亮花朵。在祂阳光般的祝福下，我们发出光芒。 祂用祂
的愤怒或毁灭力量摧毁所有找我们麻烦的事物。祂在各方面保护已得到自觉的灵。所有想攻击霎哈嘉瑜伽士的负面能量，都中和
在祂巨大的保护力量之中。 生命能量的知觉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所有祂的漂亮祝福都在诗篇第二十三章(psalm 23)中都有
描述…神是我们的牧者，那里形容祂像牧羊人一样看顾我们。但祂没有看顾邪恶的人，祂毁灭他们。那些进入霎哈嘉瑜伽而仍然
带着邪恶品质的人会被毁灭；那些来到霎哈嘉瑜伽却没有静坐的人，会被毁灭，或被抛离霎哈嘉瑜伽；那些不停抱怨神，或不活
得像霎哈嘉瑜伽士的人，祂清除他们。所以，一方面，祂保护我们，另一方面，祂丢弃我们。当这毁灭力量积聚得太多，我们可
以说这十一种毁灭力量会作出反应。 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在卡奇(Kalki)开始行动时，便会显现。意思是毁灭的力量会摧毁所有在
这地球上负面的事物，拯救正面的事物。所以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加快升进，不应只满足于他们的社交生活，或婚姻生活，或神已
经赐予你们的祝福。你常常想及神为你所做的，祂怎样向你显现奇迹，但我们必须看看我们为自己做了些什么？为自己的升进和
成长做了些什么？

现在，从十一个能量中心…，Ekadesha意思是十一，五种来自幻海的右边，五种来自幻海的左边。最先在左

边的五种力量，当你向假导师敬拜时、你阅读错误的书籍时、你与错误的人为伍时、你对那些走错路的人心存同情时，或你就是
那些错误的人的其中一个代理或导师时，便会来临。 若我们完全放弃正在做的错误事情，这五个问题可以获得解决。正如穆罕默
德所说，你们必须用鞋子拍打撒旦，但不是机械化地去做而是出自真心。很多来霎哈嘉瑜伽的人告诉我：「我的父亲跟随这个导
师，那个导师。」他们都执着于他们的父亲、母亲、姊妹及其他，想把他们带离那些导师，但自己却牵入其中，或他们有些向其
他力量鞠躬。我知道有一个女霎哈嘉瑜伽士，她的父母告诉她必须为她的小孩受洗。我告诉她：「你不能让你的孩子受洗，因为
他是已得自觉的灵。」但她不能反抗她的父母，她带她的小孩受洗，那孩子变得很滑稽可笑，像疯子一样，我亲眼看到。现在，
她放弃所有，得到拯救。但假如她有另一个孩子，若她仍做同样的事情，她的第二个孩子也会是非常非常坏的。 现在霎哈嘉瑜伽
士的问题是当任何人来霎哈嘉瑜伽的讲座，他们便以为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并不是这样。你必须有很强的敏感度，以你的身体
感应，及以你的才智，去明白什么是霎哈嘉瑜伽。负面的人常常被另一个更负面的人所吸引，他不知道那人那么负面却对他留下
深刻印象。在这情况下，若他被负面的人攻击，湿婆神也不能保护他。 任何人不应对任何负面的人心存同情，无论他是疯癫的，
或他有任何不妥，或他是你的亲戚或其他，不应对他有任何怜悯。相反，应对这个人有某种愤怒，某种毫不执着、愤怒的不执着
。这种不执着的愤怒是你唯一生气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人们对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生气，而不是对他们极之负面的丈夫或妻子
。 当这十一种毁灭力量的右面的五种力量起作用时，我们要说，它在右面移动，因为它从左边转移到右边，那个人变得负面，他
用他的自我做事。那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说︰「我是这样的霎哈嘉瑜伽士，我是这样，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的言行必须像这
样。」他开始宰制别人，为所欲为。某些平庸或肤浅的霎哈嘉瑜伽士或许想谅解他，但大部分瑜伽士都知道，这个人正走在离去
的路上。
所有这些事情令左边发展，或我们可以称为在头顶，你medha的右面，我们的中央这地方，在这里，前额，梵文叫做Medha。 偏
向右边的人是那些认为自己是伟大导师的人。他们以自己是伟大的灵性导师来传播霎哈嘉瑜伽。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在我的静坐班
中演讲，但永不容许我的录像带播放。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专家。 他们有些人说︰「我们已经变得那么伟大，不需要泡脚或做
其他清洗，不需要静坐了。」有些人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犯我们，因为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是很伟大已进化的灵。 他
们之中，最坏的是以我的名义说﹕「母亲这样说的。我这样说，因为母亲曾经这样说。」但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种话，那全是谬误
。有些人滥用霎哈嘉瑜伽的金钱，剥削霎哈嘉瑜伽，有时霎哈嘉瑜伽士也会这样做。这类人变得非常不吉祥。任何人做出这样的
事情，将会很羞耻地离开霎哈嘉瑜伽。我们不应接近这些人，不要对他们做任何事，不要同情他们。因为这种不吉祥某程度上会
伤害人，所以最好还是远离这些人。当这十种毁灭力量在人内里发展，那个人肯定染上某些疾病如癌症和可怕的不治之症。特别
是第十一种毁灭力量确实在这里(前额)存在，它是宇宙大我的轮穴，它就是集体。当这个轮穴受到感染，那个人的病就不能治好。

若它们其中五种结合，打个比方，它与根轮或额轮结合，那个人会染上非常严重的肮脏疾病，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说，你们要非
常小心自己的额轮，因为若你们的额轮与这十一种毁灭力量或它们其中一部分结合，这将会是非常差的事情，什么事也可以发生
在这个人身上。他可以遇上可怕的意外，可以忽然被撞倒，被谋杀，任何可怕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只因他的右额轮与任
何一种在右边或左边的毁灭力量结合。 这五种毁灭力量的其中一种与额轮结合，神的保护力量便变得很微小，所以要保持你的额
轮妥当。我现在正在说话，你应该看着我，那么你便可以进入无思无虑的入静状态，你的额轮也会得到抚慰。不要把注意力分散
，渐渐地，你会发觉，你的注意力中和于无思无虑的入静中，你的注意力稳固得你已经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在无思无虑中，没
有人可以触犯你，这是你的城堡。在静坐中，我们必须建立无思无虑的入静状态，这是你升得更高的征兆。很多人做静坐，说︰
「好吧，母亲，我们正在做静坐。」机械化的做，他们做静坐，还说︰「我做了这些，我做了那些。」 你是否最低限度到达了无
思无虑的入静状态？你是否感到凉风从你头顶出来？若不是这样，你只是做某些机械化的事情，那是不能帮助你或帮助其他人。
在得到自觉后，你受到好好的保护，你拥有所有的祝福，有美好的未来，但你也有很大机会被完全的摧毁。我是说，就如你正在
攀登一座山，每一个人都支持你的攀爬，握着你的手，你受到保护，很多事物把你带上去，你不会因为人为的错误而下跌。但若
你把真理和爱心的联系拿走，终日攻击支持你的人，那么你便会从高处跌下。你升得越高，越跌得重，下跌的力度也越大。 上天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予你所有的支持，所有的关怀，但你仍想从高处跌下，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刻，当某人已经身处
霎哈嘉瑜伽，却想伤害霎哈嘉瑜伽，那十一种毁灭力量便会重重地打击他，那打击是非常的广泛。但若家庭中有数个成员为霎哈
嘉瑜伽工作，整个家庭都受到保护。但若这个家庭反对霎哈嘉瑜伽，找霎哈嘉瑜伽士麻烦，那么整个家庭可以被完全毁灭。正如
我告诉你，这十一种毁灭力量来自幻海，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毁灭力量主要来自幻海。这些力量，全都来自一位神祇，就是摩诃
毗湿奴(MahaVishnu)，祂亦是主耶稣基督，祂支撑着整个宇宙。祂是Omkara的化身，祂是生命能量的化身。当祂愤怒时，整个
宇宙会开始破裂。祂化身为母亲的力量，渗透入每个原子，每个分子，每个人，渗透入所有有生命或没有生命的事物。当祂受到
骚扰，所有事物都处于危险状态。所以取悦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曾说，你要像小孩一样，那就是纯真，内心的纯洁
是最佳取悦祂的途径。特别在西方，人们的脑筋发展得太多，他们玩弄文字游戏，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做的。所有那些人必须
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神是知晓的。 若你的内心并不清洁，却想扮作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人不是被
鬼附，不是有思想制约，也不是自我中心，他们非常狡猾，非常聪明，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有些人被鬼附，他们想毁
灭自己，他们哭泣或做其他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以为若他们伤害自己，或做一些极端的事情，神便会高兴，他们错得很厉害。若
你不能享受霎哈嘉瑜伽，你知道自己某些地方出错；若你不能在霎哈嘉瑜伽中感到快乐，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某些地方出错；若你
不能享受与霎哈嘉瑜伽士相处，那么你要确知你某些地方出错；若你不能笑和欣赏神的伟大，那么你必定有某些地方出错；若你
仍然担心负面的人和他们的问题，你要知道你某些地方出错；若你对负面的人有怜悯之心，你是有某些地方出错；但若你对所有
负面的，所有反霎哈嘉瑜伽的事物感到愤怒，那你便在这状态中。当时机成熟，你便变成这十一种毁灭力量的力量。任何人侮辱
你或伤害你，他们都会崩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想侮辱我和想伤害我的人身上。有时，我也很担心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变成
Ekadasha。没有人可以触犯这个人，但这个人却又慈悲又宽恕。那么，Ekadasha会行动得更快。你们的爱心越大，Ekadasha便
越有力量。你们越团结，Ekadasha越起作用。很多人习惯对不懂的事物退缩，说还是回家吧。这样做没有不妥，他们却不知道自
己错失了什么。无论你与别人相处时有怎样不快的经验，你们必须常常一起，常常参加静坐班，做出领导，勇往直前，把事情做
好，那么你便会得到千倍的祝福。 十一种毁灭力量是所有的力量，我可以说是所有的毁灭力量。那是格涅沙、大梵(Brahma)、毗
湿奴、摩希沙(Mahesha)的毁灭力量；是母亲的毁灭力量，是格涅沙的毁灭力量…是巴尔伐瓦(Bhairava)、哈奴曼、卡提凯亚和格
涅沙这四位的毁灭力量；也是至高湿婆神(Sadashiva)和太初之母的力量。所有降世神祇的毁灭力量就是Ekadasha。
还有，这是Hiranya Garbha的毁灭力量，即是集体梵天婆罗摩。当这力量做出行动，每一个原子都会爆发，整个原子能量转化成
毁灭的力量。所以完全的毁灭力量是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它极之强大，有爆炸力，但并不盲目。它极之有辨别能力，有极之精密
的编制。它避过所有好的事物，只攻击错误的事物。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直接做出打击，不会打击在其间的良好事物。
若这十一种毁灭力量的目光落在某人身上，例如，若某些东西在负面和正面之间，祂穿透正面，不会伤害正面，却能打击负面的
东西。祂冷却某些人而烧毁另一些人。不是冻僵，它不会冻僵什么，只是冷却它。 祂就是那么小心，那么微妙地成就事情，祂也
极之敏锐。毁灭的过程非常痛苦。祂不会一下子把脖颈切下，它慢慢地行动。所有你知道或听过的可怕的折磨，都是这十一种毁
灭力量的显现。以癌症为例，切除鼻子，切除舌头，切除食道，切除所有器官，一个接一个器官在可怕的痛苦下被切除。以麻疯
病为例，麻疯病人感觉不到他们的手指，他们感觉不到。若任何老鼠或什么吃掉他们的手指，他们感觉不到，所以他们失掉手指
。这就是这十一种毁灭力量怎样把人吃掉、吞噬。这种出自父亲的愤怒，若是发生在祂孩子的身上，可以非常温和，非常美好。
有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有一次，她非常愤怒，太初之母非常愤怒，她想以她的十一种毁灭力量毁灭整个世界。她想摧毁整个世
界。当她处于这个情绪，父亲感到她过分的愤怒。她开始做出毁灭的行动，她在左右边行动。祂不知道该怎样办。祂带着祂的孩
子，你可以说那些孩子就是霎哈嘉瑜伽士，或耶稣基督，或任何一个她的伟大孩子。祂把孩子放在她的脚下。当她开始蹂躏整个
世界，忽然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在脚下，那么大的舌头已经伸展出来，她立即停止行动，镇定下来。这样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所
以在这十一种毁灭力量之后，最终极完全的毁灭借着至高湿婆神的愤怒而来，最终极完全的毁灭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十一
种毁灭力量如何起作用，霎哈嘉瑜伽士如何变成十一种毁灭力量。要发展这种力量，必须发展巨大的无执着力量______对负面毫
不执着。例如，负面力量可以来自我们很亲近的人，如兄弟、母亲、姊妹；也可以来自朋友、亲戚；它也可以来自你的国家，你

的政治理念、经济观念或任何事物。任何一种错误的认同也可以摧毁你的十一种毁灭力量。只说我委身于霎哈嘉瑜伽，我是霎哈
嘉瑜伽士，并不足够。你必须在思维上明白什么是霎哈嘉瑜伽，那么你便有聪明才智明白什么是霎哈嘉瑜伽。人们都是过分聪明
，特别在西方。若霎哈嘉瑜伽的光不能进入他们的聪明，你永远不能克服你的执着。不是说你不停地谈论霎哈嘉瑜伽，或为霎哈
嘉瑜伽演讲，而是在思维上，你必须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被要求做这十一种毁灭力量的崇拜。这个崇
拜为所有虚假的宗教、假导师和跟随神的名的假宗教，或任何没有提及自觉，没有达到自觉和没有与神联系的宗教而做的。那些
宗教全是假的。那些自以为建基在神，说及神但却没有与神有任何联系的宗教，不可能是真正的宗教。当然，它们也令人平衡，
但若在给予这平衡的同时，人们只为钱而活，只想从钱中享受财富，那么，这宗教连最低层次的平衡也不是。 宗教必须首先令你
平衡。但若他们告诉你︰「若你想得到平衡，必须付钱给我，你要付钱给我，给我你的钱包，给我你的一切。」那并不是平衡，
甚至不能得到任何最细微的神的祝福。任何宗教要你敬拜不是降世神祇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宗教，这是另一种绝对的错误。真正
的宗教使你平衡和常常谈及升进，他们不会要求金钱，也不会令人变得自以为伟大而感到飘飘然。我们必须学习分辨虚假、负面
和真正的事物。当我们借着生命能量，或你的聪明才智发展这种辨别能力，你的人生便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变成这十一种毁灭力
量，你开始成熟起来。 今天我祝福你们全都变成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发展那带你到达这状态的诚恳。 愿神祝福你们。 21/3/201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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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我们是大日子，你们能听到我的话吗？我们今天庆祝女神拉特利节。在我长时间的旅程后，与大家会面。

在意大利，我说英国是宇宙的心脏，他们不接受这种说法，对这句话很震惊，他们不能相信英国是宇宙的心脏。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们感到，罗马人曾经侵略英国，那时候的罗马人也感到英国人很傲慢自大，他们甚至很不情愿的接受被击败。即使他们失败了
，却仍傲慢自大，所以他们不能相信，英国怎会是宇宙的心脏。若英国是心脏，宇宙会处于怎样的境况？接着他们很详尽的描述
英国人的傲慢，令我感到好像我是知道英国人的傲慢。

现在，当你们庆祝这个伟大之中的最伟大的女神拉特利节，它必定有些特别之处。我们要完全洁净这颗心，令它那么纯洁，因此
它能洁净流通于整个身体的血液。构成这个重要器官的心脏细胞，要是最好的。因为人体里最好的细胞是心脏细胞，它质素最佳
，最敏锐。是这颗心表达Anahata，没有声音的敲击乐器。我们发现，有些人很有能力，有些人却只说话，只炫耀，却没有能力
。拥有这份能力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是出生在英国这片特别的土地上，这份可能要在你内在建构。
那么还缺少什么？为何会这样，在有各种发展潜力，各种了不起的背景，各种优势下，为何我们发觉这么多年，霎哈嘉瑜伽士的
人数还未能大量增长，什么原因？

心脏，若你看到，有心跳率，跳动时有某种声音，你甚至能把这些频率画成图表，它是很有系统，很有规则，很有纪律，即使很
微细的杂音，或微细的改变也能在图表里显示，它是很敏锐的，这里就是缺少了心脏的规律。这里是不规则，自我膨胀奇怪的心
脏。不管你说什么，都有人有另一种解读，不管你告诉他们什么，这一刻他们会认真的听你说，下一刻你的话对他们就没有任何
效用了。若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内在，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另一种东西。让我们明白，我们缺少的是纪律。要有纪律，不然我们
的能力不能改善。但对你们全部人，我想我们要有的是天生的才智，不是教育，是天生的才智，天生的才智去明白我们的能力要
改善。

现在这里，灵在脉动，是灵不是力量。旁观者，静观的人，这是神的反映，祂是看着女神工作的观众。实际上，在没有提升到这
个层次下，若我们仍说︰「好吧，我们也在观看，因为我们是灵。」那么我们就是未有这份能力。借着所有福佑，像心的七个氛
围，我们已取得七所静室。我们不明白要律己。只是利用霎哈嘉瑜伽或只是在霎哈嘉瑜伽，就称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这是你不
是心脏细胞的征兆。

我现在忠告你，在这交接点，很重要，霎哈嘉瑜伽现在要加速，请记着，已经在加速，已经在起飞，那些仍留在后面的人会被遗

留下来，所以不要自满自大。首先是你的性格，就如每个人说︰「他们很傲慢自大。」要谦虚，要明白你要在飞机上，不要留在
地面，它移动得很快速。现在，最幸运的是今天是女神拉特利节，我应该在伦敦，这个女神崇拜应在伦敦举行。没有其他国家有
这份特权，因为这是你能出席最高的崇拜，最伟大的仪式。那么为何我们要做女神拉特利节崇拜？在心里，做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是接受女神的力量，意识到每个轮穴都有它的力量。当轮穴得到开悟，你怎样表达你内在这七个轮穴的力量；七个轮穴加心脏和
月亮就成为九。我总是只说七个轮穴，除此之外，我们应说还有多两个能量中心。威廉布莱克很令人惊讶的曾经清楚的描述九个
能量中心，现在此刻，我不能谈那两个更高的能量中心，让我们至少谈七个能量中心。我们是否能在内里发展这些能量中心的力
量？你能怎样做？你们没时间，你们全都很忙，都很自负。

要发展这些力量，我们要放注意力在这些轮穴上。我到过的每一处，我都很惊讶，他们问我的问题，他们的言行，没有人谈自己
的家庭、房子、工作，或其他像失业等等荒谬的事情。他们只问我︰「母亲，我们怎能发展这个轮穴的力量？或那个轮穴的力量
？」我问他们︰「你为何问这个轮穴？」他们说︰「因为我们发觉这是我们缺少的，特别是我，我这个轮穴不妥当。」

(母亲向旁边的人说话)这是另一种负面能量令我的喉咙妥当。对有自觉的灵，我不需要管束你或告诉你这些事情，因为我讨厌今天
以这种语气与你说话。但我发现，若我今天不警告你，明天你会责怪我没有警告你。把它视为严重的警告。一旦你有自觉，我完
全不用管束你，因为你已有光，已经知道什么是自觉，亦知道得到自觉是什么意思，你也知道自己从中有多少得益，性格有多少
改善。
但你们仍要做多一点，就是要看看自己，你是否真的好好管束自己。没需要任何领袖告诉你，没需要任何集体静室的家伙告诉你
，没需要任何人告诉你，是你，这个有自觉的灵告诉自己，你是自己的导师，自己的guru。试想像你们全是导师，伟大的导师，S
adgurus，受尊重的圣人们，所有的天使都要向你们洒下花朵，想想这些事情。在这里，你却自大傲慢的演讲，自大的说话，即使
降世神祇也感到很尴尬，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为你献上花环还是要你闭嘴。在这里，你就是这样，你处于这样了不起的位置
，你已有自觉，你唯一要接受的是︰这伟大瑜伽的美丽，你开悟了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就在七个轮穴里。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一个轮穴，它属于哥维(Gauri)的力量，格涅沙母亲的力量，哥维的力量。他们很巨大，对吗？因为她的力量，
你得到自觉。我们该怎样去传承这份内在的力量？若今天是女神拉特利节的第一天，让我们看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否已发展
内在的纯真？人们的说话是那么尖酸刻薄。若你是纯真的，又怎会说话刻薄？他们是那么自大，若你是纯真的，又怎会自大？人
们玩把戏，若你是纯真的，又怎会玩把戏？互相伤害，若你是纯真的，怎能这样？所以首先你要看看自己，纯真的力量，若要拥
有纯真，其余的荒谬事物必须离去。若你想有纯真，要抛掉所有反纯真的事物。

我能明白人，谁是无明的，谁有无明。在无明中，他们理所当然怎会谈纯真。你不是无明的人，你博学多才，因为你已经开悟了
。纯真的力量是那么巨大，令你无畏无惧，既不自负亦不惧怕。纯真最了不起的是你得到人的尊重，若你内在没有发展尊重的意
识，若你不能发展对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对其他人，对集体静室，对纪律，对你的自尊的尊重的意识，那么，即使谈霎哈嘉瑜伽
也毫无用处了。因为一切始于尊重。首先，你不尊重人，好吧，你自负，好吧，你在他们称呼的大笨蛋天堂，骑着一匹快马，在
那里，一切还可以，你会被寛恕，但一旦你看到光，你必须把手上拿着的蛇抛掉，就是这样简单。

你要有像孩子般的品质，才能接受哥维的祝福，不然你不能，你真的要像孩子般，不然是完全没用，告诉你什么也没用，因为你
以为自己太聪明。对这样的人，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与他们说话有什么用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一切。

当你发展第一个力量，你必须学习坐在大地之母上，首先，你要尊重大地之母，因为第一个轮穴是从大地之母创造而来，尝试让
自己更能在大地之母上安顿下来，尊重，看看树木，当它们长出花朵，并不怎样恭敬，但当它们负满果实，就会向大地之母躬身
弯下。同样，当你得到霎哈嘉瑜伽的果实，你们全都要躬身弯下。纯真有份特别的能耐，能令人极之平和，极之平和，所有愤怒
、脾气、暴力，若人没有纯真，就没有平和，因为不纯真的人不是狡猾就是专横，他内心没有平和。纯真的人就不受打扰，他活
得很纯真，他以完全平和谐协享受一切。当人变得聪明，这种暴力就会出现，他以为︰「我那么聪明，另一个人那么愚蠢，我有
权向这个人叫喊。」不纯真的人永远没有智慧，他或许看来很敏锐，但却没有智慧，有纯真才有智慧。你们要看看，你们收集了
多少智慧？

当你的纯真力量增加，智慧就很明显。人们说︰「这家伙很有智慧。」例如，有人为他的妻子哭泣，有智慧的人会说︰「噢！巴
巴，只看看他，仍为他的妻子而忙碌。」另一个人为他的房子或什么哭泣，他会说︰「噢！看看这个人，仍为他的房子而忙碌。
」没完没了。

我知道有些人很骄傲自满，他们以为自己必须为霎哈嘉瑜伽演讲一小时，除非他们能讲话一小时，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自我能完全
彰显。但有智慧的人，他不用说话，不用做什么，他的沉默、他的智慧更容易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就是要看到这样。我们是否能
管束自己？因为我们的成长仍然是在起步阶段，我们仍要成长很多。在自我的氛围下，人们不明白我们要成长，我们仍未成长，
仍要成长很多。当你成长，你会发现，这份智慧真的散发慈悲的芬芳，你的智慧充满慈悲的芬芳。这份漂亮的慈悲能散发穿透你
的存在体，任何与你接触的人，都能感到你的吉祥。但再次，你必须尊重自觉，尊重真我。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静坐。

有人寄了一封信给我，我看到很可怕的生命能量，我说︰「这个男士怎么了？他的生命能量很差，他在做什么？」接着我发现，
他说他不用静坐，他已经到达第十四重天，所以他不用静坐，不用任何静坐。这很容易解释，但你在向谁解释？你要向自己解释
，只向自己，没有人要你的解释。就像你坐不上飞机，当你坐不上飞机，你向谁解释飞机走了，你只要向自己解释，你会告诉空
气，或告诉跳板，或任何东西︰「噢！巴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就是这样，我没时间，交通挤塞，这样那样。」飞机已经飞
走了，你在向谁解释？

每个人都要每天静坐，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做，我因此不用为他们静坐。因为我在英国，人们视我为理所当然
︰「母亲做一切。」所以我四时起床，沐浴，为你们全部人静坐，我最好再这样做，不然你没有时间静坐，至少让我因为你们而
静坐。

每个人今天要向我承诺，你们会每天静坐，早上起床︰「我们不能早起。」整个世界都能起床，为何英国不能？在滑铁卢战争时
，他们是第一个到达战场，赢得战争，因为他们是那么准时。今天，就准时而言，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喝酒，没有宿醉，
并不迟睡，所以为何我们今天不作决定︰「我每天早上起来静坐。在静坐中，我要集中精神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看看自己
有什么阻塞，那里有阻塞，那个轮穴有阻塞，我该做些什么？」

在女神拉特利节的日子，今天是第一天，必须开悟我们内在的哥维力量，它们必须彰显，它们是巨大的，我不能在一个讲话里完
全描述它们。想想太初灵量，她在大地之母起作用，在宇宙起作用，在动物起作用，在物质起作用，在人类起作用，现在她在你
身上起作用，是她决定你有怎样的面容，怎样的身材，是她决定你该有怎样的孩子，是她给你你需要的特别类型的孩子，是她给
你这些漂亮的孩子，是她给你这些闪亮的脸孔，闪亮的眼睛，全都是她为你而做的，但你内在的力量又怎样，你彰显了它多少？

太初辛勤的工作，毫无疑问，你又怎样？你的灵量已经得到唤醒，你开启了它多少？什么是灵量？你也知道，很简单，是真正的
欲望。真正的欲望要令自己完美，令自己成长。若这是真正的欲望，没什么是重要的，其他欲望都是次要和次次要的。最重要的
欲望是成长，是为谁的好处？为你的好处，在为你的好处下，整个世界的好处都要放下。
霎哈嘉瑜伽士代表宇宙的成长，人类族群的成长。你有否领会到你在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世界即将崩塌的关键时刻，你
是否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你们拥有伟大的先知，像威廉布莱克，你们拥有这种伟人，他曾谈到这个时刻，是他们建立的，传统
上，我们已经建立这些。现在，在英国，长年累月的工作成果带英国到现在这个阶段，你是否意识到英国的霎哈嘉瑜伽士占很重
要的位置。在缺少智慧，狂妄自大，不理解真我下，你为何还那么大声说话？当你那么虚弱，那么自大，你还想统筹一切？所以
今天我不准备计算有多少人每天静坐，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明天那些没有每天静坐的人，不会再在这里，是我说的，这是事实
。

每天都要静坐，你要好好管束自己。现在你已经进入新的观点角度，亦已到达新的远景，当你看到这个远景，当你知道这个远景
，你不能只站着，你要跳进去。

每个人都说，丹也这样说，每个人都说︰「母亲，你为英国人花了这么多时间，为何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或许你以为
自己很伟大，所以我要服务你们。你喜欢怎样想就怎样想吧，最重要是你在心脏的土地上，我要比其他人洁净你更多更多，但情
况却相反，其他人走得很快，我也很惊讶，他们的生命能量，他们的敏锐度，他们的理解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掌握它。这
里，它变成中央集权的东西，每个人都不想明白霎哈嘉瑜伽，但每个人都想演讲，不尊敬年长的人，不管年长年幼都不尊重。有
人以为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早有自觉，他们就更高。要记着基督说的一句话︰「最先会是最后。」要明白，是你要成长，是你要彰
显这些力量，力量的彰显，我不知道你能明白多少。

当拥有哥维力量的人一旦进入会堂或任何地方，每个人的灵量都会升起，向它致敬。当你拥有哥维力量，你就很显眼，因为你有
这份纯真，没有欲念，很美丽闪亮的眼睛，不管你的眼睛看着什么，即使只看一眼，灵量都会立即升起。你只要发展一种哥维的
力量，受癌病之苦，受这种那种疾病之苦的人，马上就能痊愈，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负面力量会离去，你会变得像莲花
，漂亮、芳香，击退各种负面能量。

就在这里，「这家伙刚碰了我一下，我就变得自我中心。」若有一个家伙很自我，他只要与另一个人说话，那个人就变得自我中
心，我是说敏感不是要这样，你要对神敏感，不是对坏事物敏感，与好事相比，我们却更易受坏事攻击，坏事更能伤害我们。

所以力量，吸收好事的力量，散发好事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完全在你能到达的范围。这一切不应变成称赞，而是一种挑战，一
种漂亮的好奇心，能令你进步。

我们却在走下坡，我必须告诉你，英国正在走下坡，因为我们有一些奇怪的标签，奇怪的人常常有些标签，要警告这些人，迟一
些可能要宣布，就如这些人已经决定，要宣布他们入黑名单。对我今天是很伤感的一天，这就是为何整个地方都充满哀伤，我是

说我没心情在这里做崇拜，因为我真的很伤心。因为当我看到生命能量，当我看到事情怎样安排，英国人只视为旅行，我感到很
不开心，你也不知道。

我常常都极之迷惑，我已经演出了一出很大的表演，赞赏你的努力，若你看看它的本质，只看本质，内观自己，每个人都要看看
自己内在的本质，你担忧你的朋友，担忧你的未婚夫或你的妻子或丈夫，担忧这个人那个人，这就不是质量，很低的质量，正在
往下走，这不是好事，不是好事。若我的爱和慈悲在纵容你，那么我最好还是把你拉出来。因为你出生在能发挥你的优点的英国
，你有能力到达很高的高度，我知道你能，你能到达很高的高度。但不是只谈论它，或想想它就能到达，而是要成为这份伟大的
力量。看看人们拥有的集体祝福。当他们告诉我，我很诧异，他们已得到这份祝福，我是说他们得到无限的祝福，那么为何我们
在这里不能得到同样的祝福？我们有什么问题？若我们不合群集体，若我们之间仍有问题，即是说仍有某种自我在我们之间，分
隔我们。

让我们现在心里作出承诺，这必须进入我们的心，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透过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转接点出生，我
们是得到神的祝福的受益人，我们得到自觉，已经升得很高，现在就让我们伸展我们双翼，我们却剪断它。不要成为心胸狭小的
人，只担忧各种细微锁碎的事情，没什么是重要的。若你看看你过往的生命，你拥有各种食物，各种旅程，经历各种婚姻，做过
各种荒唐的事情，人们浪费自己的时间，现在这些全都过去，完结了。现在你要做一些新事，你过往的生命曾与多少人结婚，拥
有过多少房子，有过多少欢愉，全都完结过去了。

这是特别的时刻，让你成长最佳的Ritambhara时刻，这是重点，这就是季节。在这季节里，若你不成长，就不会成长，你要好好
利用它，极之热诚的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不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工作，放弃什么。若你对霎哈嘉瑜伽热诚，就会对一切都热诚。
但这里却没有这份热诚。我刚决定，慕尼黑，我不知道华有否告诉你，(母亲向旁边说话)「你没有告诉他们有关慕尼黑？」好吧慕
尼黑，我在最后一刻决定，因为有个来自慕尼黑可怕的家伙告诉我，慕尼黑的求道者会问这种问题，我完全不喜欢他们，她很傲
慢，我说我不会去慕尼黑，但在维也纳，我却感觉到慕尼黑的生命能量，我很惊讶。我说︰「好吧，我会去慕尼黑。」他们跑上
跑下为我拿签证，办这事，一切如常的成就了，在短时间内，三天，有四百人在哪里，那么热诚，我告诉你，那么热诚，即使孩
子也很热诚，他们听我说的每一个字，就像检到珍珠那样，珍贵如钻石，他们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当他们得到自觉，他们很惊讶
。试想像德国人，超越你们，英国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他们很有决心，若他们决定做好事，就会做很多好事，他们不像这
里的人。当我离开他们，离开一小时，他们在会堂里，十分震惊，在讨论霎哈嘉瑜伽。

但在这里，一旦我离开，人们开始讨论一些荒谬的事情，我听到，我知道生命能量，我知道一切，我们并不热诚。我们要增加我
们的热诚度，这是被称为shraddha(坚信)，这很重要，很重要，我肯定今年你们会对霎哈嘉瑜伽有更热切的理解，你们仍然缺少
了这份热诚。

或许你的过去有些不妥，因此你有些制约，或你想着它，你能做到，做到一切。你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在霎哈嘉瑜伽，不管如
何，过去都是毫无意义，你已经完全得到修复，只要运用你的机械。我已经很辛勤的与你们一起工作，你的机械并没出问题，唯
一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常常是自负自大的人。所以你先要扎根在你内在的灵里，内在的心里，尝试发展你
的力量，内在的力量，不是谈话或炫耀的力量，而是内在的力量。

你们仍有很多人被鬼附，你是知道的。这很可惜，即使现在，在神的圣殿里，也有人被可怕的邪魔附着，怎会这样？他们完全不
说话，不进食，这全是违反纪律。要进入这个更高的灵性生命，最好是遵守来自你的灵的纪律，你自动会律己。让灵掌管你，这

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曾见过，在这样短时间内，我在这里很短时间，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我认识你们，知道你
们的名字，也知道你们的生命能量，他们升进得那么很高。

今天是伟大的日子，当然你们也拥有极大的特权，你们常常都是拥有特权的人，像上议院(贵族院)，这是事实，但或许有天这个上
议院会完全被废除。你的言行要像贵族，我谦卑的请求你，必须学习敬拜纪律。我不会说︰「做这事，做那事。」你知道该做什
么，除此之外，你不应告诉我︰「我知道，我必须拥有，我知道。」你既然知道，为何还不做？你已经获授权。今天让我们充满
自信，在升进里，让我们充满热诚的参加这个崇拜，在我们心里决定︰「我要好好管束自己。」

愿神祝福你们！

女神拉特利节以很大的力量开始，生命能量很好，今天生命能量很强，很巨大，你要充分利用它。若你想，你可以运用左手或右
手，以你喜欢的方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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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们，昨天是美好的，我说了些不同层次的说话。我们常常谈论世俗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
…我们以为很重要。我昨天对你们讲的话，是希望你们都意识到，现在我们要跳进霎哈嘉瑜伽精微理解的另一个领域。 我们先担
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居，跟着是我们的婚姻，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我们都很关注这些小事。我们也对
我们管理的集体静室很关注︰集体静室的问题，我们在做些甚么，我们怎样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怎样制造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谦
虚地渐渐取得精微的理解，跟着我们会意识到神祝福我们，有某些伟大的，更高的力量常常在照顾我们，对我们特别关注，这都
是我们意识到的。 今天我要解释这是甚么一回事，我们怎样知道神在帮助我们。一切问题都事出有因，每一个问题都是。就如梦
娜写了一封信说，她驱车在高速公路上，汽车失控，煞车掣失灵，有车从右面，从左面而来，也有汽车在前面和后面穿插，她以
为她们会完蛋，她与另一位女霎哈嘉瑜伽士一起。「因」是汽车，或煞车掣，又或其他机械原因，「果」就是全部这些问题。现
在，该怎样克服这些问题？ 你想中和后果，你却不能，因为「因」仍然存在，你想改善「因」，但办不到，那么，该怎么办？最
容易的是跨越「因」，升过它，超越它。对你，「因」不再存在，「果」亦不再存在，只要你仍放注意力在「因」，「果」仍会
存在。她该怎样做？她只向我祷告，只想着我︰「母亲，这是我的最后机会。」这样就可以了。「因」消失了，因为你超越了它
，「果」也消失了，她感到很惊讶。 所以你必须升进远离「因」。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妻子是这样的。」「我的丈夫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生活是这样的。」「霎哈嘉瑜伽士是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事物都有。这是「果」，「因」是甚么？---是这样
那样的人，好吧，我们怎可与「因」连上，把它交托吧，你有权这样做，有本领这样做，你可以做到，你有能力，有资格这样做
，但你却没有这样做，忘记了，你只是忘记了，若你把「因」交托，「果」也会消失。现在你必须紧记，你要升进，超越「因」
是最佳摆脱它的途径。 我曾经开你的玩笑，你有原因说︰「啊！母亲，这是问题，我没有工作。」现在我有工作，但工作很辛苦
，又没有妻子，我必须有妻子；妻子有问题，必须与她离婚，这样那样，就是这样。跟着︰「我就像这样，我很差，因为有亡灵
附着我。」亡灵就是「因」。「我有这样的言行是因为我被亡灵附体。」我认为这些理由都是代罪羊。 你必须先超越它，说︰「
甚么是亡灵？谁是亡灵？我知道我的母亲，母亲会照顾我的亡灵。」就是这样。紧急情况因此出现，没有这种推动力，你是不会
去做的。当你处于紧急状况，它成就得更快，若不是在紧急情况，你不会全心全意去做，就像梦娜的情况。 在另一事件，有一位
记者从……，他的车的煞车掣坏了，他与另一个记者一起，他们两个人来。另一位记者告诉我，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发现煞车
掣失灵，车仍然在移动，迎面有一辆大货车，另一辆货车则从后而来，没有任何空位可以让他转车或让他离开，他的煞车掣真的
糟透了，这种紧急情况，你明白吧，在这紧急情况，他的脑海中浮现︰「天啊！最后时刻到了，我们会完蛋。」一部货车从这里
来，另一部从那里来，一瞬间他就会完蛋，他却只对他的朋友说︰「想着母亲。」只是这样。跟着他发现他的车在路上慢慢爬行
，那些货车已在他的身后，煞车掣妥当的运作。 这种紧急情况必须出现，人类就是这样，若不把他们迫入死角，他们永远不会这
样做。只有当他们被迫入死角，他们才会去做。这是人为甚么要过苦行的生活，因为若你是苦行者，你便是在死角里。他们走到
戈壁沙漠，令自己处于这种紧急的状况，你因此想起神。但是太迟走到戈壁沙漠，他们为自己制造麻烦，令自己走入死角，他们
因此可以摆脱它。对霎哈嘉瑜伽士，若他们有智慧，是不需要这样做。 在没有甚么…我们可以怎样达到呢？静坐是唯一途径，每
一个人都必须静坐，这是重点。若不静坐，你可以继续这样一会儿，可能两三个月，或两年都没有不妥，跟着你便退出了。很多
人想︰「啊！有甚么需要静坐？你看，没有不妥，我们不静坐，也不要紧。」不是这样，因为你只能在入静中成长。在紧急情况
下，你忽然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意思是你像魔术盒那样跳出来，像有弹簧般跳出来，若你想继续成长，必须静坐，容许
思维一个接一个的来临，跟着让思维消退，因为你升进至无思虑的入静状态。在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中，你才能成长，你成长至对
因果抽离，没有因，便没有果。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通常都不静坐。只有在最后关头，你快要跌进井里，才会想起静坐，或许在这
时刻你会获得帮助，但你却不会成长。只能透过静坐才能成长，对有静坐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能成
长？没有氧气，我们便不能生长，必须要有充足的氧气，充足的食物，我们必须有这些。但灵性上，你只能透过静坐成长，没有
其他途径。以为自己可以成长的人是很自大，真的是傲慢的人。他们可以谈论很多有关霎哈嘉瑜伽的事，我曾经见过有人对霎哈
嘉瑜伽说得太多，他们可以大发妙论，却完全没有生命能量，他们不能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他们不合群，没有合群的意识，有着
各种问题。 成长只能透过静坐，其一是，我们可以说，是敬拜，是崇拜。你们不用放弃甚么，只要变得不执着，不执着于「因」
，这是其一。其二，我可以说是你情感枷锁的精微的一面，因为情感的枷锁令你有某些认同，你是基督徒，你是印度教徒，你是
穆斯林，你是这样那样，又或你是英国人，或其他种族的人，无论你怎样称呼它，所有这些都会消退，因为你拥有不执着的人格
。 这种情感的枷锁…「他是我的兄弟，她是我的姊妹，我担心妻子，我担心孩子。」一切令你有狭隘品格的情感枷锁，都要消退
，你只有一个情感的枷锁，就是在慈悲中成长，慈悲是积极的，我的慈悲就是果，慈悲是燃烧的，我的慈悲是明辨能力，我是霎
哈嘉瑜伽士。第二，你阅读有关霎哈嘉瑜伽，你懂得霎哈嘉瑜伽，懂得霎哈嘉瑜伽的技巧，你提升你的灵量，清洁你的轮穴，尝
试了解口诀，你掌握口诀，掌握神祗，你取悦祂们，当你恰当地做这些事，你思维的枷锁便会消退。 以为自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
人，他们会知道所有这些都不是科学，神的科学比这多得多。以为自己阅读大量书籍，读很多书的人，当他们读到霎哈嘉瑜伽，

而又能在自己身上成就到，当他们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他们便知道无论他们读过甚么书，那些书都是很无聊，没有意义，空
洞的。这就是某种空洞感怎样出现，空洞的自我，因为他们看到知识是很伟大的，像牛顿说︰「知识就像海洋，我只像小孩子，
在岸边收集小卵石。」就是这种理解！你感到空虚，跟着真正的知识开始临到你身上，真正知识的认同到来。你说话，当你说话
，你的话有影响力，这是口诀，你不会信口雌黄︰「啊！我在霎哈嘉瑜伽，我在霎哈嘉瑜伽已经十五年了。」一无事处，你或许
在霎哈嘉瑜伽上百年，但仍然是个笨人，不折不扣的笨蛋。 你或许只在霎哈嘉瑜伽一年，却能从笨蛋变成人类，一位瑜伽士。我
们先要修补自己，情感上我们要依靠母亲。我的意思是你比这个世界的其他瑜伽士更有优势，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没有甚么展
望，他们知道有太初之母，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却没有祂的任何形相，你却有形相，你是非常幸运，你拥有母亲的形相，敬拜
有形相的比敬拜任何抽象的东西容易，你明白吗，这完全是意念，若你看不到祂，怎去敬拜祂呢？ 这种依靠不是你要给我甚么，
你能给我甚么？你不能，你只能对「因」的不执着，它可以成就到，你已经在你的人生中看到。你说︰「它能成事，母亲，不知
何故，它能成事。」甚么是班丹？只是对母亲的依靠，只是打电话给她，打电话给母亲，就只是这样。我也知道我常开你们玩笑
，我也说︰「好吧，我为你做班丹。」我也为自己做班丹！这是来电，只是来电。现在信心已经建立，是，是真正的信心，你对
有感情枷锁的事物完全抽离，这只是「我的母亲。」好吧，只要为她做班丹就可以了。「我的父亲。」为他做班丹。「我的兄弟
。」为他做班丹。无论甚么事，只要做班丹，你把事情…与母亲连上，你却并未意识到你在做着些甚么，你只是把事情与流通于
你双手的母亲的爱连上。这些生命能量是甚么，是母亲的爱，你已经得到，它流通于你。但你对母亲的爱又怎么样？我发现在紧
急关头，你自会交托，它可以成事。 没有需要制造紧急状况，你必须缓慢稳定的成就它，它会在你内里建立，你内在自会有这力
量，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是透过静坐，一是透过霎哈嘉瑜的知识，不是炫耀，不是告诉别人，而是自己去成就----不同的轮穴，他
们怎样可以成就到，在自己身上成就，不是在别人身上。当你开始教导别人，是有亡灵附在你身上，还是为自己学习比较好。我
知道谁掌握哪个轮穴，哪个…没有人会告诉别人︰「是这样做的。」这绝对是荒唐的自我，这种事不要做，若有人问你，你可以
个别的告诉他，但你不能大规模的演讲，不要混淆别人。 现在我们要克服两种枷锁，就是粗浅的情绪和粗浅的思维，肉身上的粗
浅也要克服。若你把自己交托给一种良药，肉身的粗浅是可以克服的，这种良药就是生命能量。 就像阿努帕玛，我的孙儿，他告
诉他的母亲︰「你在Allopathy出生，你接受同类疗法(Homeopathy)，明天你会找到Jumbopathy，跟着是Numbopathy。我在神之
内出生，所以我只追随神的疗法(pathy)，神会照顾我，医治我。 我女儿说︰「为甚么？你可以作出改变。」 他说︰「为甚么？因
为神从不改变。」答案就是这样简单，神会医治你，但你必须升进至某个高度才能这样说，但你却只在紧急状况时才跳升。要这
样说你必须处于相同的紧急状况，你内在有相同的人格。若你只说︰「神啊！请拯救我。」神对这类人没时间，你没时间给神，
神也没时间给你，就是这样简单。 从高尚到俗世的事物，我们存在于这两者之间，我们都是很有效率。无论我们在灯下，在光下
，在灯油下，我们都在精微这一点上。若是我们引发「果」，但「因」却不是从我们而来，这是因为我们已超越了因，不需要为
任何事创造因，你却看到果。当因结束，果亦已达到。它成就要成就的，成就正确的一面，你取得正确的事物，不是堕落的事物
。若你仍带着因，那么你仍很倔强，仍可能出各种问题。所以最好还是从因中抽身，那么你便取得果。就如我告诉你，煞车掣会
妥当，但果仍在，汽车没有问题，各样事情都妥当，所以果亦妥当，但因却消失了，再没有因。为甚么？怎会这样？为甚么事情
会变得完满？若你问它的果，你说你是怎会有它呢？你解释不了，这也不能成就。因为因消失了，找不到因，有时你也可以说这
是上天成就事情的方式。 所以唯一真正有效的「因」是神性，神性并非只是俗世的事情。「好吧，对，母亲的相片就在这里，向
她问好，好吧，向她问好，早晨，母亲。」就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必须认识你的母亲，爱你的母亲，就是这样。说你要爱我是
很尴尬的。作为母亲，在这一生中，有很多令我尴尬的事，其一是我不知怎样告诉我的孩子这些，这是事实，你们不需要经历任
何紧急状况或任何这种问题，你只要以这种方式发展，你是已经发展，它自会起作用，自会成就到。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它在英
国成就得最少，这是很令人惊讶，虽然我为英国工作得最多，但英国却成就得最少。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决定来印度，我
也不知道是多少个月之前决定，我曾经到印度一次，我会再到印度，英国是唯一你要直接付款的地方，他们仍未付钱，澳洲人已
经付了，有八十…八十五个澳洲人已经付了，但英国还未，他们每样事情都很慢，但说到自我，他们却走在最前，他们的旗帜是
最前的。自我在哪里产生？在大英帝国。 说到要做一点事时，他们是最慢，说到批评，他们居首位，说到自我，忽然你会看到他
们占一席位，它是…为甚么？你再次可以解释，因为「因」。你会说因为惰性，你会责备别人，或说是亡灵，又或是我的自我或
超我，却永远也不会是自己。我很妥当，是其他原因。你为甚么还未付钱？这就是问题，我现在要走了，若你不来，就不要来，
若你要付钱，最好现在付，你发生了甚么事？ 开始时他们有五十人，现在却只有三十五人。我们已经为它安排好，物资已经订购
了，巴士亦已安排好，现在他们都消失了。没有人要你来，相反，我说︰「低调点，低调点，那么我们可以安排得更好。」但不
能少过三百五十人，或可有三百人，二百人也可以，但不能只有二百一十人，怎样安置他们？这样简单的事情----便能看到俗世的
处事方式。在其他地方，他们做了些甚么？「好吧，我们要走了，母亲自会解决。」它解决了，每个人都拿到钱，每件事都办妥
，都在这里。 很令人惊讶，美国人做妥了，但英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来不来，仍有些人不知道。可怜的加文必须为他们跑上跑
下，我告诉你，只有他有这份耐性。我很惊讶仍有十一人未付钱，你相信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简单的事情，若你不想来，就不要
来，若你想来，便来吧，告诉他你来或不来，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没有人想你来，就算是这种小事你也办不妥，因为你有一种
…因为，因为这已经发生，因为… 所以英国人要迎头赶上，我真的为你们非常非常的努力工作，神再给我五年为你们工作，我不
知道我们该做些甚么。有时我感到我不应回来，因为是没有用的。这是我给你们的小小例子，很小的例子，这是很俗世。你也在
别的地方看到像这样的例子。当你告诉他们任何事︰「为甚么？母亲，是这样发生吗？为甚么我要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他们问

我，问我起因！「我为甚么要有这样的言行？我为甚么会生气？」 就像我知道有些来霎哈嘉瑜伽，练习霎哈嘉瑜伽的人，他们却
走到一些Steiner的地方，参加其他课程，我的意思是他们对我没信心，对霎哈嘉瑜伽没信心。他们像疯子一样练习这些，练习那
些，这种情况仍然持续。只有英国是这样，我告诉你，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它很特别。我知道很多来霎哈嘉瑜伽的人，没有练习
霎哈嘉瑜伽，却医治人，在霎哈嘉瑜伽帮助人，把事情成就。当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后，他们走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要这
样吗？ 我知道很多人想指责领导，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当我来到这里，染了很重的病，我告诉你是真的，我病倒了八天，之后病
仍未痊愈。你们都知道，你们全都在我身体内，我因此受苦，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们。他们说领导不好，领袖必须很强，领袖必须
是这样，他们的领袖必须手握武器，他们说若他袭击我们，我们将不会妥当。这再次是「因」。我告诉你，加文是其中一位最佳
的领袖，我必须告诉你，他花了很多钱，他没有告诉我他支付了很多费用，他的办公室为我们而设，他接收所有荒唐的人。若我
告诉他︰「这家伙有点自我。」他便会雇用他，若我说︰「这家伙有亡灵附体。」他也会雇用他。他与那些我甚至一天也应付不
了的亡灵一起工作。他尽力告诉他们︰「现在你看，来吧。」凭他的感觉，凭他的理解，他救了很多人，唯一的是他没有公开的
带领，这是他的错，他应该公开的说︰「你是亡灵，你会得到医治，你会妥当。」 但若你说︰「来这里，你要明白，你是亡灵，
不要紧，我有柠檬…还有辣椒，你坐下。」跟着︰「母亲，他已经视自己与最伟大的亡灵一起。」让我们面对它，若你了解你的
领袖，你应该知道我比你更加了解他。有时这是很令人伤感，你们为甚么不去了解这个人好的一面？在他办公室里，他要容忍的
亡灵数目，我告诉你，连一天我也忍受不了，他们有些是很自我中心，有些失去了理性，有些很严重，就算他们走下楼梯，我也
会胃痛，在我的房子里。但他却支持他们，为甚么？有甚么需要这样？他只是想帮助他们。当我告诉他︰「这个人受亡灵影响得
很深。」我发觉加文雇用了他。有天我必须告诉他︰「把他们全都解雇吧！」他们被解雇。为甚么英国有最多的亡灵，我真的不
明白，有需要他们在周遭吗？ 在我要走的日子，我不应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但当我走后，我发觉这些亡灵全都回来了，他们成为
「因」，「果」也显现。我必须给你完整的图画，在这个国家的伟大土地上出生，你可以升进至最高，但也可以降至很低，我曾
经见过这样。因为你常常指责别人，最不应受指责的是加文，这是你做最差的事。若把这件事告诉葛雷瓜︰他会砍这人十次，再
把他带来见我，真的，他会说︰「真荒唐！好吧…照办吧」你告诉华伦先生，我不知道他以澳洲的处事方式会做些甚么，他们全
是宝石，毫无疑问。 你们值得拥有像加文这样的人，我想他们是特别的人，我为你们努力工作，我很惊讶，正派的人不需要这种
领袖，你要吗？澳洲人被证明是正派的人，很令人惊讶，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是那么可爱，你会很惊讶，加文。你也知道那些孩
子，他为我买了一些杯碟，因为他们想在我来时，可以有好的杯碟为我准备茶点。所以他为每一个中心购买一套好的杯碟。孩子
，小孩子，他们负责收钱，无论如何，要给母亲奉上糕饼，必须有碟子，所以他们把支票寄来，你看看，他们是那么可爱！我从
不吃糕饼，你们是知道的，但仍然…我必须要说，孩子是那么可爱。 甚么原因？我们为甚么要支配人或受人支配？为甚么？再次
是因为「因」。超越「因」吧！我一次又一次祝福你们，在我下次再来的时候，要看到你们不再犯错。静坐、静坐、静坐，当你
们来印度，我很乐意向你们展示，你是我努力工作取得的奖品。你知道吗，就算我不曾到过的地方，有人把自觉给了尼泊尔人，
他们是奇妙的花朵，我就在这里，我有点出错！我在哪里工作，哪里的人对「因」便有更多的忧虑。 我必须呼吁你们，请在内里
成长，你是否寛宏？是否慷慨？是否有条理？是否令人留下印象？是否仁慈？是否合群？是否仍依附着一些荒唐的事物？是否说
话浮夸？是否大发妙论？请谦卑下来，你便看到自己伟大之处，除非你真心的把头垂下，你又怎能看到你的母亲？ 我希望你们都
交上好运，祝你们圣誔快乐，新年进步，在灵性升进上有丰盛的新一年。让我们显示它，让我们今天决定，把你的妻子，丈夫，
孩子，一切荒谬的事物忘记吧。你现在是瑜伽士，你与上天连上，请在它内成长、在它内昌盛。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的节目不应
大规模，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今天最好有一个告别的小崇拜，必须是小的崇拜…因为它是，最重要是你可以接受多少，因为在我
离开前，我不想每一个轮穴都抽搐，我有时对在英国做崇拜感到有点怕。
加文，我想你只要…这是掌握，你必须先掌握自己。若你不是导师，你不能行动---对你的工具，这是重点。 我不希望任何人不尊
重领袖，你可能非常聪明，但这是无关霎哈嘉瑜伽。在霎哈嘉瑜伽，你必须听你的领袖的话，尊重你的领袖，不要找他的错处。
我知道他的缺点，知道他有甚么缺点，我知道怎样处理。每一个人必须巩固自己。我可以说在澳洲，这是现代的事物，我必须说
整体像一个身体般运作，没有人质疑华伦。他们致电给他，他们告诉他，他们收钱，他们把钱…全都像一个身体般运作。但在这
里，每个人都想把头砍下，或攻击心脏，这是你的心脏，这是你的脑袋。 请记着，在批评前，你们都必须为加文，为霎哈嘉瑜伽
提供服务。说书籍还未到达的人，请他们接管那些书籍。就算是预订我的座位，还有其他也是他负责的，无论你说甚么…通常这
些工作都是他做的，所以你也要提供服务，做这些工作，否则霎哈嘉瑜伽就成就不了。 我们来这里不单是要接受祝福，我们还要
负一些责任，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提供，要估量︰我可以做甚么，我可以怎样帮忙？有甚么工作？让我们现在看看。我希望在
下次会面时，你们全都坐下来，找出你可以做些甚么。可以组成一组，二个，三个人，以爱心，全神贯注的去做，那么他的重担
便可以减轻，你们全都感觉到喜乐，因为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了点事，母亲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为霎哈嘉瑜伽又做了些甚么
？你想有好的集体静室，好的地方居住，好吧。你想有舒适的地方，便宜的地方，好吧。你想有健康，好吧。你想有可爱的孩子
，好吧，享受你的人生，但付出又怎样？付出你的真心，你的尊重？ 下次我回来时，我希望看到你们全都成长成一个个体，若不
能，最少心脏能够整合。试想象心脏的活门在不同的时间跳动，所有肌肉以不同波段移动，像这样的心脏，这个宇宙怎能生存？
所以我请求你们，所有心脏的细胞要警觉，要与神合一，在整个宇宙的关爱下。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该有甚么崇拜？今天是告别
崇拜，就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崇拜，在耶稣基督出生前，让基督在我内里出生，让我们像祂，祂常常坚持︰「爱你的兄弟，爱你
的姊妹。」谁是我的兄弟姊妹？祂也问这个问题︰「谁是我的兄弟姊妹？」

「霎哈嘉瑜伽士是我的兄弟姊妹。」

有人在圣坛上说︰「你可以在圣坛上奉献甚么？你有否与你的兄弟协调？有否协调？先协调，才把花朵带给母亲。 祂已经说了，
想想祂，祂是何等寛容，何等寛大，何等伟大，祂怎样每时每刻都想着祂的父亲，完全的奉献，做祂的工作。赞美基督，赞美以
潜在方式工作的母亲，我们今天在内里唤醒伟大的灵，它实际上是Omkara，就算是记起它，想起它也令人喜乐，让祂的生命反映
你的生命，你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让我们有…这是甚么？ 我想…我可以说，下次你来到崇拜，你们必须念诵女神的108个名号
，你们必须有这些纸张。就像我们有这些书籍，我们必须有这些纸张，不单一个人有。我们也要记着一些事情︰女神的名号，我
们背诵的名号，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念诵它们，并要理解它们，它们梵文的意义，对我们应该是很容易的，我们就是这样洁净我
们的轮穴。 我不认为我们有基督的名号，这一次，我希望念诵基督的一些名号，我们有格涅沙的名号，不是基督，所以我们念诵
锡吕‧格涅沙的108名号。一些人可以清洗我的莲足，好吧… 你有没有？真的，这是最好的，但那么，我可以说有人现在应该说，
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个名号？…让我来创造名号，我们会把它给别人。为甚么只有加文保留名号？不像这个国家的首相，你已经
拣选了领袖，首相只是付钱雇用的，她是…这是她的工作，他不是做他的工作，你们全都在做神的工作，那么，为甚么会有这种
事情…现在有人应该念诵它，谁会念诵它？ 现在一些人念诵它，一些人清洗我的双脚，不要做得太多，这是基督，不容易吸收，
好吧，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你有多爱祂，你可以吸收祂多少… 现在起来吧，你必须起来帮忙，你们一些人，其他人也一样。
不用害怕有自我或其他，不要只是在想︰「啊！他们认为我只是…」不，赶快吧，赶快工作吧。
现在，这是甚么？拿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现在，谁带领崇拜？巴拉，你可以吗？好吧，上前来，一些女士也上前吧，有甚么关
系？现在来这里吧…水和所有这些…现在，把你的朋友带来，不用太麻烦了…
祂降世教导他父亲永恒并至高的神湿婆神的旨意。阿门。 Aum twameva sakshat Shri Jesus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Bhagava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 Namah. 祂是太初之存有，祂是唵。 祂是毗湿奴，祂是毗湿奴之子。 祂是摩诃毗湿奴。
祂是纯粹的生命能量。 祂包容千百万计的宇宙。 祂由太初宇宙之蛋所生。 祂在锡吕‧玛塔吉女士心中。 祂是先知所预言过的。
祂受东方天上的一颗星欢呼。 祂受三位博士探访，祂们是梵天婆罗摩、湿婆神和毗湿奴。 祂在马糟里出生。 祂是一位导师。
祂是牛的朋友。 祂受牛的探访。 祂的父亲是克里希纳。 祂的母亲是罗陀。 祂是救世主，祂用火烧掉我们的罪恶。 祂住于额轮。
祂是光，祂是天空的本质。 祂是火。 祂由于爱心行出神迹。 祂的袍为人摸。 祂是苦行者的朋友。 祂受家庭的崇拜。 Shri
Mataji：因为苦行

---

祂处于苦行中现在你明白，这就是原因苦行者，为什么？因为祂是苦行者。

祂的根源口诀是Ham(我)和Ksham(宽恕)。

祂是宽恕者。

祂让我们去宽恕。

祂是灵。

祂由灵所生。

祂是纯洁的灵，被钉死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 祂在三天后复活。 祂是平安。 祂吸收一切的思想。 祂住于原初的额轮。 Shri
Mataji：祂忍受一切在人类的额轮。祂是

Omkara。祂忍受一切在人类中，祂在额轮中忍受。

祂答应给我们一个保惠师，祂便是锡吕‧玛塔吉女士圣灵的体现。
祂是进化的支持。
祂是到天国的道路。
祂是摩诃格涅沙。

祂是进化的终结。
Shri

祂是自制。

祂是完美兄弟。

祂是慷慨。
祂体现了喜乐。

祂谴责淫邪的眼睛。

祂是迦拉奇。

祂是进化的原理。

祂是从集体潜意识进化到集体意识的过程。

Mataji：祂是窄门,到天国的道路，祂是道路。好吧。

祂是纯洁的纯真。

祂是完美的霎哈嘉瑜伽士。

祂以国王的身分回归。

祂是宇宙的支撑---根轮。

祂是静默。

祂是我主卡提凯亚。

祂是神圣的摩诃拉希什米眼中的光。
祂体现了温和。

祂是窄门。

祂服从祂的母亲。

祂屏弃那些只有一半诚意的人。

祂唾弃那些宗教狂热主义者。

Shri

Mataji：实际上，中和了淫邪的眼睛，祂令淫邪的眼睛变得纯洁。因为祂是纯洁。 祂对财富毫不关心。 祂赐予信众所有的财富。
祂是纯白的。 Shri Mataji：不，你不能说祂不感兴趣，仪式中，令你想及什么？仪式是真的…。你要明白，那些富有的人祂怎会
对钱财感兴趣？这就是重点...。祂对财富完全不感兴趣，因为祂就是财富这是gunatita，你这样称呼它。存在体与非存在体，当你
不是存在体，你不会对存在体感兴趣，超越，祂是超越。
祂为我们受苦，让我们快乐。

祂有神圣的心。

祂戴上荆棘造的冠冕。

祂是个孩童，祂是恒古以来就存在的。

祂唾弃可怜。

祂是亚尔发，祂是奥米迦。

祂对最先和最后的人，同样赋与上帝的国。 祂与我们永远同在。 祂超越宇宙的。 祂的象征是十字架。 祂超越辨别能力的。
祂是静观者。 祂是被见证者。 祂战胜试探。 祂驱除邪恶。 祂唾弃邪术。 祂是苦行（修行）的体现。 祂崇拜祂的父亲。
祂受祂父亲的推崇。

祂的名号便是神圣。

祂毁灭自我,祂吸入超我。

祂是欲望的毁灭者。

祂是聪明。

祂是智慧。

祂是欲望的纯洁力量。

祂是完全的谦卑。
祂的心便是圣殿。

祂对物质主义者生气。
祂具有十一种毁灭力量。

祂是假先知的毁灭者。 祂是假道理的毁灭者。 祂是不宽容的毁灭者。 祂是种族主义的毁灭者。 祂是愤怒的毁灭者。 Shri
Mataji：狅热，是非常… 祂是黄金时代的宣布者。 祂受母亲欣赏。 祂受母亲赞美。 祂受祂母亲钟爱。 祂是被拣选出来的。
祂在所有霎哈嘉士之中都被唤醒。

祂是在末世骑着白马而来者。

祂是我们恐惧的终结。

祂守护着母亲的门户。

祂是到上帝的国的唯一道路。 Aum Shri Mahalakshmi, Mahavishnu sakshat Shri Mahavirat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Bhagava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 Namah. Shri Mataji：我认为「敬拜」这字句，应是「受母亲敬拜」。我想是因为祂不喜欢额轮
受感染，所以是「受敬拜」。你看祂是那么特别，礼仪不妥当，这是原因。看，好一点！额轮还好，明白吗？有一点感染。我正
奇怪是哪一个，现在我们说︰祂受我们母亲所敬拜。 祂受母亲敬拜。 Shri

Mataji：再次，三次。 祂受母亲敬拜。 Shri

Matajia：再一次。 祂受母亲敬拜。 祂受母亲敬拜。 Shri Mataji：明白吗？祂是非常特别的。愿神祝福你们！ 明白它的意义吗？
描述摩诃拉希什米，她给你什么，以及描述她与毗湿奴的关系，以Hari，是锡吕‧克里希纳，她是锡吕‧克里希纳(Hari)的至爱，是
锡吕‧克里希纳的至爱。这就是它怎样解释摩诃拉希什米，若她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就是罗陀，这是要由男孩做的，还没有

结婚的感觉，又或未想结婚的男孩，就是要这样纯洁。

1985-0206, 一个牺牲、自由、升进的新时代
View online.
一个牺牲、自由、升进的新时代

1985年2月6日

印度

Bordi

我非常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所有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有言语可以形容，字词都没了意义。 你们许多人都渴望提升到完
全喜悦、幸福与平安的那个状态。这是我可以给你们的。一个母亲唯一开心的是，当她可以给她的子女她的所有一切。她所有的
悲伤与不安，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赐予她所有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你们经历这一切，才能得
到你内在的宝藏。当我打开顶轮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字就是“霎哈嘉”(SAHAJA)，到目前为止，这是每个人很容易理解的。 但你必
须了解到，时至今日，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瑜伽。其首先给予觉醒，然后你就可以照顾自己。这是从来没有成就过的，这只是你
们的母亲已成就的一个冒险。否则，在古代，虽然神祈关注让人们得到觉醒，但祂们不知道如何去成就这一点。从未有降世神祈
，试着以这种方式成就。但每当祂们试图这么做时，祂们让求道者历尽千辛万苦——千辛万苦！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读过佛陀
的传记，当时祂与上千位弟子旅行时，并没有给自觉。他们是没有获得自觉的灵，没有感到任何喜悦围绕。他们穿着两件衣服，
生活在丛林中，就只有两件衣服。我亲自看过，祂到访过的地方，非常寒冷，冷飕飕的，绝对寒冷，那些衣服其实不是真正的衣
服，而是遮盖他们的身体的布。在非常严酷的冬季，也可能是在夏季睡在空地上。他们被要求光脚，一起走了许多、许多路。 如
果你去看佛陀曾走过的地方，你会感到惊讶。佛陀那时也还年轻，祂通常是走路，但祂的弟子走的更多了。因为祂会去到一个地
方，并在那里停留。祂派祂的弟子（去做事情）。在那时没有时间去宣传，或宣布什么。于是祂通常停留在一个地方，弟子们就
绕着村庄要求bhiksha，也就是施舍，从村庄收集一些食物，然后一起煮，一部分献给佛陀，而他们再吃其余的。

他们会出去，

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把所有村子里的人们找来，将他们带去听佛陀讲道。这样的奉献!他们住过茅屋、洞穴，在可怕的黑暗中静坐
。但是他们从没得到自觉，极少数的人得到他们的自觉。 他们是一些伟大国王的儿子、公主，公爵，公爵夫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人，非常富裕家庭的妇女也跟随祂。他们跟随祂，一同走了许多艰困的路。因为他们认为，佛陀的工作具有如此普世的重要性，
他们正是这个伟大任务的一部分，而他们应作为人类参与这么一个伟大的工作。 这不仅是在印度甚至普提达摩（Viditama）、也
在日本创始禅宗系统。在中国，我很惊讶这些圣人在他们的生活上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你无法想象！他们像那样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没有适当的指导下努力成就。因为佛陀已经死了，没有其他方法了，他们必须
找到自己的方式。后来他们建立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各式各样的(宗教)。

即使你在其他宗教看到的求道者，像基督那个时代

，他们在哪儿生活?而在基督死后甚至更糟，因为他们受到迫害、他们被杀害、他们被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也发生在摩西时
。祂的弟子们被追捕，因此他们不得不奔向印度。想象一下这样的距离!从那个地区到克什米尔，他们得要走多少的路!他们得要过
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得要背负多少？数以千计的人来到了印度。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正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正在支持的
是一项如此伟大的事业。 在这个国家（印度）我们曾为自由而奋斗，我是其中一员，我的父母也是。他们是富有的人，从每一个
标准来说，应该说我们家相当富有。你们会惊讶，我的父亲烧掉他所有在英国缝制的西装，我的母亲烧光她所有的纱丽。他们那
时总是穿自己纺织的衣服。 我父亲为了争取自由牺牲了一切、牺牲了他所拥有的每一卢比。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给我们，没有任
何一点，我应该这么说。应该说，当然，我们家曾经富裕，有些金子和银两。而就现金而言，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英国人当时把
所有的金子、 银两都夺走了，还要感谢他们，当他们回去时又还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家里还留有一些金子、银两的原因。 所有
的东西，一切的物质都被抢走。我记得我们曾住在美丽的房子，然后我们搬到小屋里住，牺牲到最大的程度。但是我们很开心！
非常自豪! 我们只有两件衣服替换着穿，我们经常自己洗衣服，日子过得像非常贫困的人一样。睡在这类的东西上面（薄且粗糙的
地垫）。我记得我过去从不使用枕头，多年来我没有穿过拖鞋。我只有一件这种料子做的毛衣，），直到我毕业，去到医学院那
件毛衣还是跟着我。在整个求学时期我只有一件外套；我在拉合尔（医学院）上学的时候，那里非常冷，有时像伦敦一样，到最
后那件外套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是，我们从来不怨恨，从不抱怨，也从不说：“我们的父亲应该照顾我们，做些什么？他为什么要
为国家牺牲一切!”从不说这样的话，从不，绝不! 但是，即使在今天，在任何地方，当他们看到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这样一个伟
人的子女，他们非常尊敬我们！那样的特质，我应该说是圣雄甘地建立起来的。他让每个人都转变成极之牺牲奉献的新人格，极
致奉献!你们无法想象人们如何生活!我们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便利和车辆、所有的房子、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不仅是
我父亲、还有许多人，否则我们可能还得不到自由。为了得到我们的自由，这个国家牺牲的太多了。 现在，在那之后，我们在这
里是要获得我们的自由，去获得我们灵性的自由。为了使我们的灵自由，脱离我们的贪婪丶欲望、脱离、愤怒、思想制约和我们
可怕的自我，脱离身体沉溺于舒适的束缚。
我必须说，甘地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像金手指迈达斯（touch of midas），接触到任何一个人，这
个人就会被转化。你们看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对我、对小孩都非常好，但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他决不会容忍任何胡说八
道! 自始至终，如果你们研究这些人的成长方式，不仅是为了自由独立，而是比这更甚者，为了灵性的生活。不论在哪里，奉献牺
牲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且意识到你们在做伟大的事，意识到你们是整体的一部分，多么伟大的事！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是
一个多么崇高的事业! 此外，还有一件事在他们之中很常见，就是崇高的目标以及这个崇高目标带来的升华，使他们以这样自然而
然的方式作出牺牲，有时更甚于霎哈嘉瑜伽练习。虽然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们从霎哈嘉瑜伽中获得了许多，他们获得了喜悦、获得

了他们的灵性，（但论牺牲却不如这些人）。 我亲眼看到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人，你们可以称之为传说，但我看过，成千上万的人
被杀害和被屠杀!孩子死了!没有人流下眼泪，没有人流泪。而是知觉到你们是为了这么一个崇高的目标，而这个崇高的目标本身给
你们喜乐以及那样的参与感! 此外，我所了解的圣雄甘地和其他人，我所看到的，他们是如何作为。不是每个人都允许加入的。任
何人做事不力，即使最轻微的事，无论他是国王的儿子或她是任何人的女儿，或任何什么身份，任何小事弄糟，任何的事!他都会
被撵出去。 我曾住在甘地的灵舍，所以我知道是怎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过着严格的生活，那是他训练的。所有十二岁以上的
孩子必须清理整个灵舍区域，我想那里约50亩土地。每天早上，他们必须打扫他们的厕所以及客人的厕所，我也曾做过。他们只
允许有两套衣服，而且不留任何的东西，你甚至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一点纸，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垃圾。那么的干净，收拾得一尘
不染，居住的地方是如此整洁。一切都是用牛粪做的，完全用牛粪。无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第一任总理）、阿布卡拉姆
阿扎德、我的父亲、任何年龄的人，或是一个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在清晨4点钟，用冷水洗澡。而清晨5点，圣雄甘地在那里开始
他的讲座。 请不要举起你的手提升灵量，请坐下，不是这样的。试着去了解我在说什么。 然后在清晨4点起床--你会感到惊讶--对
我来说还好，然后走入那片50英亩的土地，来到中央的大厅，那只是一个露天的场地，周围有些小屋，甘地曾住在那里。洗完澡
后走这一段路，准备好这一切。有些蛇在旁爬行，当然，没有人被咬，我想这些蛇了解，人们正忙于解放这个伟大国家的这项伟
大工作!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些蛇在旁爬行。不许点灯，没有任何灯光，我们只使用太阳光。当甘地来时，我的意思是早晨还没有
阳光，一些灯笼被带来放在那里，于是我们看到一些蛇在爬行。 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而是像一场战争，在这样的热情
驱使下，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我能做什么？我怎么才能变好？”甚至没人想到舒适!当然，他们也许全都到了50岁上下的年纪，
那时候在灵舍大部分人都已经50岁了。 我亲眼看到，人们把家里的大车以及一些东西卖掉或扔掉。他们坐火车来到沃尔塔车站，
并走下来。甘地不愿意看到任何人乘坐马车来。他们听从他，服从他。 我见过许多传教士，虽然他们没达到这种高度，也没有那
么高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带领人们去完成任务，而人们也为他们解决问题，我看过他们。在印度，我们有传教士，还有来自国
外的年轻人，他们就是绝对服从，听从传教士的，并做他们说的一切。
如今，我们正在做的，如你们所知，是最伟大中最伟大的工作! 因为拥有政治上的自由去谈论上帝当然有必要，在当时我们甚至不
能发出一点批评或刺激的言语，我们不被允许，并受到英国政府很大的压迫，因此，无疑的，我们必须摆脱奴役的束缚。 但现在
我发现，我们有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自私的奴役，本位主义，“这是我的舒适，我必须有这个。它应该是令人享受的，我正享受着
，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你应该享受，否则它就不是伟大的事。我是指这整件事应该给你一种享受的感觉，而不是你来提供这种
感受。我觉得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不想要来到那个高度，去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你正努力拯救整个世界！ 霎哈嘉瑜伽推动得如此缓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看到人们还在担心自己的舒适，这个、那个，
还有他们自己是如此的糟糕，他们一点也不聪明，没有感受到他们必须做的这件事有多么伟大。你们必须要聪明点，如果你们知
道自己在战争中，你们会如何表现？ 我相信现在平庸的人是很少了，而是更好的人，我确信我们现在会得到更好、更出色的人。
他们担心自己家里的琐事，这个、那个，他们担心自己的问题和工作，这个、那个的，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这样和甘地说话！
我告诉你，他会赏你个耳光！相信我！这好像来到霎哈嘉瑜伽意味着—解决你的问题—，仅此而已。虽然确实是问题被解决了，
毫无疑问，你得到了帮助。上帝这么地帮助你，但是，对此你又做了多少？ 当然，我们有一些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不否认这
事实，我们有一些远超过我之前曾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对此感到很喜悦，但是，我们是怎样奉献的，我们计算着所花的每
一分钱，我们从那分钱之中得到了什么、我们拿这一分钱做了什么。不该是这样。
佛陀没花过自己一分钱，祂从所有的弟子那里得到钱，构建了所有这些大项目和一切。祂甚至没有来自任何其他公众的捐助。 所
以，现在，向上升进，你必须超越你琐碎的、狭小的心智，上升到你该知道“你要拯救全人类”的那个点。如果你感觉不到这个点，
最好还是离开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并不是为着那些糟糕的人。这个词在马拉地语（marathi）是gabale，Tukaram曾经说过：“
yerya gabadyache kama nohe” （意思为）：这不是给糟糕的人的工作! 希瓦吉（Shivaji）亲自征战时，他赢得了人心。萨达拉斯
人和公爵们，他们放弃了一切，放弃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一切!他们牺牲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牺牲所有的一切！希瓦吉（Shivaji）
没有钱付给他们。你一定听过很多关于希瓦吉（Shivaji）的故事。

然而你看我们这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表现:

个人安乐（kshema）先于瑜伽。就这样吧，这是母亲的爱，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舒适，他们是新出生的婴儿。好吧，他们需要舒适
，他们要被照顾。

但我不能因为孩子们都还小而勒索神，我能吗?我在这里做全能上帝的工作，而当你们是我的孩子时，好吧，

祂的恩典会实现。祂会照顾你，祂会让你成长，但是，现在就要成长、长大吧！你必须成长，不要再如现在这般渺小而荒谬。看
看你自己的品格，你是怎样生活的?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着霎哈嘉瑜伽吗?这是最重要的事，你是为此被拣选的
。 我有时觉得，就像我一直感觉的那样 ，你们在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不舒适。而我自己看到，你们在那些地方的行为，非常漫不
经心。对于西方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我非常惊讶!印度人在这方面比较好， 。有一些印度霎哈嘉瑜伽练习的行为举止很滑稽，行
为不检点，这令我震惊。他们表现的方式，对人大声叫嚷，制造问题。有些人来见我，他们就以这样粗鲁的态度跟他们交谈，所
以他们跑开了。你可以好好的和他们说话，你必须善待他们，而不是对人大声叫嚷。好吧。我不能在每一次、每个方便的时候见
每一个人，但是，这并不表示你有权对别人叫嚷，这是多么的狭隘！多么的低下!我不知道还要低下到什么程度 当你超越所有这些
琐碎的事情，你会发展神圣的明辨力。这神圣的明辨力是上帝的祝福。所有其他你所认为的祝福，其实根本都不是祝福，除非你
成长了，这才是祝福。就像一棵树，“它知道这样的祝福，我得到了雨水”，但是经由那雨水，如果你不能成长，你有那雨水又有什
么用呢? 你们必须要成为有同情心的、美丽的、明智的人，这样的人是地球上最高的存有!将你的注意力从你正在忙的所有无意义

的事移开。你们就是这样被附身了，就是这样被制约了，被这些琐碎的事情，你瞧。 在印度，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容
忍另一个人。如果任何人为霎哈嘉瑜伽做了好事，立刻一个（反对的）小团体会建立起来，这在印度人中也很常见，一个团体建
立起来为了把他拉下来。这不曾发生在甘地时代。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这只会发生在领导力匮乏时。我想，我的领导力并
不差。在甘地时代，他经常把这样的人彻底赶出去。 互相诋毁、在背后说一些事情、组织小团体。无论谁做了一些好事，而我尽
力帮助那个人去表达他自己，一个小团体却立刻起来压制他 在西方和东方，还有一些无可救药、肤浅、无用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
，他们想要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他们认为他们是大师，大人物，我应该说他们是非常狭隘丶胆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重
要的人，伟大的人。因为或许是他们可以拍好照片、或者他们可以用一个特定的方式穿着打扮、或者一些像他们一样愚蠢的东西
，他们想要主宰别人，这样的人将会被抛出去，绝对会！在核心组织里没有必要有像这样没用的人。
今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非常高素质的人的新时代，他们的灵性已获得觉醒， 让我们大家想想这件事吧! 现在你必须管理
你自己，并且透过爱、慈悲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去管理他人!今天是重大的时刻!我宣布，这是普世的宗教，纯洁的宗教，经由我的爱
的教导来建立的。而这不表示你可以保持侏儒的状态，我不会宠坏你，不会当你是个侏儒而宠坏你。因此，试着去升进，不要支
配其他人。尊重，尊重，互相尊重。
你是因为这宇宙大我（virata）伟大的工作而出现。关于上天你知道多少？到目前为止没人知道!就是巩固好自己。
我知道一个非常伟大的圣徒叫做马哈拉杰（gagangadh

maharaj），他已完全地堕落。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会跌落，你也会跌

落。如果你不明白你的价值、你的重要性、以及你被赋予的位置。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抱着我们对母亲所有的爱，在心中决定：
我们会有宽大牺牲奉献的善心!到目前为止，我们牺牲了什么?只要想一想，我们有吗?我们做出了任何牺牲吗?
请试着了解，我必须要用你们--这些伟大的灵魂--去拯救人类，你们一定要成长，你们必须成长！你们必须成长！ 人类在金钱方面
也是卑劣的，他们赚钱、他们省钱。我很惊讶在美国，人们在金钱上欺骗我!数以千计!在印度也有，这是很常见的手法。还有，如
果你有事业心、你很有野心，“我要如何维持我的工作？”这个，那个。你最好离开霎哈嘉瑜伽!这样一点也不会帮助我们! 第三，有
些人认为“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挚爱、这是这样”以及所有无意义的。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了什么?或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庭、
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各式各样不幸的人围绕着。如果你不能超越他们，你无法帮得了我。我很抱歉，你帮不了。
你们必须成为非常、非常强的人，你们必须要成为非常英勇，具有伟大理想及崇高思想的人。
有些人像小店主，他们跟随着一群人到处卖一些东西。在马拉地语被称为巴扎尔邦吉（Bazar bhunge） 所以现在，你们对此进行
静坐冥想:我们要建立升进的普世宗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我能独自做到，我早就自己完成了，但我不能。我只能透过你去
成就。而且你有个传承，你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诞生，从那里你获得这个传承。既然有这个传承，如果我无法管好你，我想我最
好放弃对你的领导。我没法管理你。 当我们为自由而战时，因为我们在教会学校，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学校。传教士相信基
督在英国出生，所以他们不让我们在那些学校学习，所以我们全部被这些学校开除了。有好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受教育，我两年
都没有通过国际科学的考试!我不能出现，因为他们把我们从学院和学校退学，政府勒令我们退学。但是，我们是如此自豪的孩子
，非常自豪！当然，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从来都不感到害怕，我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我记得有一天，有人来告诉我们：“你的父
亲从这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他们这样的以我们为傲!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开车来带我们去，在那里还有许多人。因为我是一
个年轻的女孩，母亲自然很担心。警察曾折磨我，曾经给我电击，使我很痛苦，打我，所有这些。于是，她哭了。她告诉一位在
场的老先生说：“我很担心我的女儿，我希望她不要再受折磨了”。于是我过去对他微笑，他说：“不，别再做了，停止吧！你现在
就不要再这样了，这是不恰当的”。父亲把我拉到一边，他说：“别听这个老家伙，他已是行将就木之人，别在意他说的。我愿意把
我所有的孩子献祭在这自由的祭台上。如果你这样做，我会是一个自豪的父亲。我会告诉你母亲注意自己的行为，我真为你感到
自豪! ” 我经历了这样的环境，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大学。我逃匿了8个月，警察在追捕我。我知道我们历经过什么，我们那时是很
年轻的，18岁，你能想象吗!

而现在，当你得到了你的灵性的自由时，你必须寻求你灵性的安慰。

有些人爱抱怨，这个……那个……毫无意义的，他们不应该来。或者那些印度人，他们应该离开霎哈嘉瑜伽，别再打扰。 但是有
些人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使整个世界享有他们已经在享受的，将这个享受给予这个世界。为此
我们要去牺牲，必须去承受痛苦! 当你们被感染，当你们有麻烦、这些、那些时，我承受多少你们的痛苦？有时因为你们，我会起
水疱，所有一切，但我不介意。因为这是我的生命、我的使命，我的存在、我的一切，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解放，甚至我最后的一
滴血都是为了人类的解放。我的满足感是很不同的。 请记住，你来自于一个非常勇敢的母亲！请努力升进，为你正在做的如此巨
大的任务感到自豪！有那种无比的勇气！唯有如此，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达成这个结果! 你们见过这么多的战争，看过很多的战
争照片，你们看到了人们如何为之奋斗，他们是如何牺牲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在做什么？ 让你的身体成为你的
奴隶。摆脱你的身体、制约、和荒谬自我的奴役。作为母亲我相信我还不错，但作为一名父亲，我想我缺少一些东西。请试着跟
上来，这样我将感觉对于你们我并不缺少父亲般的态度，那种敬畏，那种对父亲期望的认知。 我之所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因为
现在的某些情况，也不是特别因为某些人，或者任何现今的问题，这些都不是。而是因为我宣布的这个新纪元，我们必须向上升
进，进入新纪元。 正如在战争中，我们必须 宣布「现在向前进。」同样的，这是一个宣示。决不贬低你们，决不侮辱你们，也决
不说你们任何人的坏话，而是激发鼓舞人心，让成千上万和百万上亿的人为这更伟大的事业奉献! 所以现在，尊重你们自己，抬起
你们的头!你们是准备作战的人，你们是那些担负重任的人。准备好你们自己!准备好你们的身体，准备好你们的思想，要谨慎小心
!

这是我的....我不会再说是请求，这是我的命令!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让我们静坐

不需要提升你的灵量，不需要给你自己班丹，不需要做任何事。 如果你们此刻来到这个舞台，不需要举起手，为灵量打结。不需
要，什么都不用做，你的灵量已经打好结了。承担，承担这个工作，就这样，这就是你要做的。勇于面对，而不是愚蠢。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愿神祝福你们 尊重你自己，尊重！ 愿神祝福你们！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更重要，比起看到你们升进到了解
自己的重要性及价值并且明辨是非的这个层次。你们要成为甜美的、令人愉悦的人，而且非常、非常的强而有力。你们可以控制
自己，控制自己的舌头和所有，掌控，完全掌控好你们自己。

再次愿神祝福你们!

只是闭上眼睛，双手朝向我，

请静坐，闭上眼睛、闭上眼睛、

注意力放在顶轮，只把注意力放在顶轮。

此刻你们所有人就在我的顶轮中，注意力放在你们的顶轮。
没有任何思维，什么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你们的（顶轮）......提升至那个点：它没有任何戏剧，没有任何的虚假，这是真实的。
所有弱点都将被抛弃。让我们成为庄重、尊贵，拥有巨大价值，强而有力的人！
宁静，内在绝对的宁静。无需谈论过多，你们不应有过多无意义的闲谈，闲聊。
在你们的内心感受自身的尊严、荣耀和行为的宁静。
把注意力放在顶轮。

Chitta

aple

你们全都是圣人，而且是非常非常高素质的圣人，不是普通的圣人。
Sahasrara

tevaitze.（马拉地语：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顶轮）

如果出现任何思维，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愿神祝福你们

有时候，我想和你们所有的群体会面，一个个的，所有的领袖们，还有一些想见我的个人。 我们将会在这里举行婚礼，所有的事
情都会得到妥善地解决。但是不要太着急，保持清晰的头脑，要有完全的理解，婚姻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你们需要有很高质素的
孩子，其次，它必须是很吉祥的，它可以洗去这里所有的不吉祥。
我希望你们能够享受现在达到的高度，你们会享有荣光，并享受这份尊贵的工作。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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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高兴的看到，你们既为我庆祝生日亦举行全国性的活动，在三月，这是个很好的组合。三月印度是春天 - Madhumas，
即是你们所唱的Madhumas。你们都知道，三月二十一日是春分，是平衡的意思，在星象学里是所有星座的中心。有那么多能量
中心我要成就达致，我是出生在北回归线，而你们则出生在南回归线，艾尔斯岩(Ayers
Rock)亦在南回归线上，正正在中央。很多组合要去成就达致。 升进的基本原则是要在中央，要平衡，要在中央的分际(maryadas
)。要在中央的范围是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保持在范围内，在分际内，有什么会发生？我们会受感染。若能持守分际，我们便
不会受感染。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有分际？」就如我们有分际，在这美丽的灵舍的范围里；若有人从四面八方攻击你，从幻海
的各方攻击你，一旦你走出幻海，便会受感染。因此你要保持在范围内。但若你有两个毛病，一是自我，一是超我，那么要保持
在范围内就很困难了。 在西方，超我还不算是问题，自我才是问题。自我现在有非常精微的含意。我看到你们有复杂的自我，一
是粗糙的，像霍梅尼(Khomeini)般，那是枯燥的、明显易见，每个人都能谴责它。这种情况要么纠正它，要么让它完全灭亡。这
个自我，若在愚蠢人身上，他是不懂怎样老练世故地把它收藏起来，自我便会表现出来。但西方的自我却是非常老练成熟的；无
论是语言或一切都非常老练。像我们会用英文说：「我恐怕要掌掴你。」「很抱歉我要杀掉你。」就是这么不坦诚率直。你看，
当你说：「很抱歉」就等如在上面放巧克力，对吗？我们要知道这是伪善。我们是要面对自己，不是面对其他。我们逃避面对自
己，这正正就是老于世故的表现。今天是庆祝的日子，我们要以幽默的态度来了解这个叫自我的笨蛋。要采取幽默的态度而不是
严肃的态度，因为我不想你们再感到内疚。 我今早阐述了自我怎会变成左喉轮。我是说即使在我进场前，当我放注意力在会场，
我这儿肿起一大块—很痛苦，很可怕，极难受。从我来西方开始，肿块从未消退过，你能想象吗？肿块从未消退。因此这轮穴要
每时每刻都在工作，这可怜的家伙已经疲惫不堪—Vishnumaya(毗湿奴摩耶)轮穴。实际发生了甚么，我们应该看看它的生理方面
，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从小开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受教育︰你要外向，要有成就，要取得成功等等，你被灌输了这种强
者的概念，容忍是被视为软弱。 试想像在基督教国家，最精彩的是：「很抱歉我要杀掉你」或类似的言行举止。在基督教国家，
他们的理论是：容忍是软弱，受人操控是弱点。如果你是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除非有鬼附着你，否则你不会服从。就是如此
。要有人附着你，完全附着你，像希特勒，那么你才会服从。否则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很大。就如我告诉过你一个倒垃圾工人的故
事。每个人都有很大，很大的自我，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你们在孩子还小时就已经太纵容他们，你们纵容他们，把他们宠
坏。你们时常拥抱他们，抱着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孩子因此被宠坏。他们自以为是，更甚的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不要容忍任何
事情，他们便会变得不服从。你因此不懂怎样服从他人。自我不懂怎样服从，因为这是缺点，服从是缺点。 这个可怜的自我是局
限的，局限的家伙。自我像一个汽球，那是局限的；当它爆破，你便会瘫痪或出类似的毛病。但它同时也是有弹性的。当自我在
超我之上膨胀得太多，超我可以到达某一限度，仍能存在。为了摆脱自我，人们酗酒、吸毒，只为令自我减退，增加超我来压制
自我。你游走在两者之间，你生闷气，日复一日，解决了。这是人们对付自我所采用的现代方法，对吧。否则自我会太大。当某
人对你说了某些话，你不单没有面对它 — 你发觉自己不能…例如，为我找个杯子，简单如这样的事情，接受它吧。你却生闷气，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生闷气？因为当你消气了，自我可以走往另一处地方，你看这里，它在喉轮交叉。当自我在另一面被压迫，
它便会走往喉轮。那么，你的左喉轮便会有阻塞，那纯粹是自我。相信我吧，纯粹是自我。因为它没处走，便走往那里；这就是
为何你又生气又思考，思考令你的自我更大，把你的左脉充满了，你只是生气，不肯去面对。 巩固中脉最务实的途径就是在实相
中。你要养成习惯：假设某些事情出错，告诉自己：「是的，出错了，因为我犯错。好吧，为什么我会犯错？因为这样那样，下
次不要再犯了。」这样做轻易而举，你逃避一切，就这样，享受你的自我，感到悲伤。这是种纵容放纵。其他人也感到：「噢﹗他
感到『很抱歉我杀掉你。』他为此而内疚。」没错，我见过这种情况，西方人的脑袋走向太极端，竟然有些法例原谅一些不该原
谅的人。因为沈迷于左脉的这个荒唐的左喉轮，他们试着原谅同情一些不该原谅的人。就如有个家伙杀了很多人，他把很多人放
进毒气室杀掉，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现时他被拘捕了，他是个负累，很大的负累，因为他是囚犯，他们要很严密的把一切都封
闭来监管他。 对英国人来说，供养这头狗是很困难的，他们却要供养这个囚犯。我忘了他的名字，总之是个可怕的家伙。他现在
老了—让他死在那里吧，他有什么值得怜悯同情？把他上吊就完了。他杀了那么多人。不，你们怎能这么做 – 虽然他花掉我们那
么多钱，虽然他在毒气室内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我们仍然必须供养这头狗。对这种可怕的家伙不应有任何怜悯同情，上天的律法
是应该实时把他了结，他在随时日消散。即使到今天，我还读到同情他的文章︰「他还能做什么错事？为何不放过他？」这就是
可怕的人怎样透过左喉轮玩弄误导你，此其一。 左喉轮纯粹是自我，你像这样垂下头，像这样走路。虽然左喉轮令你出很多很多
生理毛病，但最差劲的要算是疯癫。那天有人告诉我，在美国，四十岁的人会突然变得疯癫，那是很严重的疾病。就像他们那个
可怕的叫作艾滋病的疾病，就那样传播开去。作为你的母亲，我要清楚的告诉你，是可怕的左喉轮在玩打戏，不要沉迷下去。如
果你有自我，就是左喉轮，面对自己吧。像今天华伦来告诉我他的想法：「无论我们到印度任何地方，无论我们建议什么，人们
第一个反应都是『不、不』」。其实那「不、不」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面对它吧，我们就是这样成长。因此印度人
从来没有内疚感。如果任何印度人有内疚感，他一定是西化了。他们从来没有内疚感。当他们对任何事说「不」，百分之九十九

—不是城市人，他们与这里的人是同一模式，因为他们得到你好好祝福—而是乡村的人。你看他们告诉自己：「不，不，我怎会
这样做？好吧，如果是我做的，我最好把它纠正。」 「不、不」，以「不、不」开始。西方人或许听过「不、不」后会想：「他
在打击我的自我。」因为自我仍然操控人，仍然认为他们是最佳的组识者，仍然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清洁，比其他人高尚。自我就
是这么想，抬高你使你活在顶峰，就像吹胀了的气球或环形物，你浮在表面。因此你不想让空气释放出来，因为你知道，这样你
便会打回原形。 就这样你开始感到你对它认识多一点，任何人对你说了些话，你便感到受伤害，这是因为左喉轮。如果母亲说了
一些话，再次源自左喉轮。你们在西方已为自己这里制造了一个小袋；我们要面对自己。这个袋就在这儿，我说的任何话，即使
我现在说的话，你也不应感到内疚。让我们看看，不感到内疚。依靠你的灵去面对自己，你能洁净它。如果你从灵的角度来看，
你能洁净积压多年的毛病。我告诉你，西方现在的问题是左喉轮。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左喉轮，但并代表它有减轻缓和，相反左
喉轮随时会胀大成为自我。你要明白，我在西方常常见到这种情况。人们端正往前走，一切正常妥当。即使在印度的市区都见到
—你让他们成为信托人，他们就会突然跳上马。我说：「他们从那儿跳上马，这个自我从那儿来？」它们全都积存在这里，一旦
他们成为信托人，全都回来了。他们像骑着马的John Gilpin，跑得很快。我望着他们，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就在那里，不见了，
玩把戏消失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当深入了解问题后，我明白到单是走进会堂，你的左喉轮便受感染。看看小
孩子，你要明白，从他们孩提开始，不要教他们时常说：「对不起、对不起。」 印度的帕西人（印度拜火教徒）对你们很装模作
样。所以我们在早上都不想遇见帕西人，因为一大清早他们会来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不吉祥的。「Maafkaro、 Maafk
aro。」你看到人们说：「巴巴，你下午才来，现在不是时候，早上不要这样开始。」我们不会这么说，这是不吉祥的。你一开门
就看到有人站着说：「Maafkaro。」为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要这样说话，时常抱着歉意，为了什么？你不想在
早上见到有歉意的面容，对吗？只想见到有人愉快友善地跟你打招呼。这个「Maafkaro, maafkaro，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通常我们在早上都不想遇见帕西人，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如果你在早上遇见他们，整天心情状态都会不好。你曾经遇见抱着
歉意的人，这不是歉意，他们的自我极之大。如果你们研究他们的性格，他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开始
处理我们的自我，要直截了当。我们不是自我，而是灵。直截了当的说︰「噢﹗我明白。这是错的，这不是我做的，是这个身体做
的。现在来吧，不，不，没事了。」你告诉自己：「不，不，没事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处理它，因为令我害怕的是左喉轮。当
我想起这疾病，我的注意力便会走往左喉轮。试想像人们变疯了。我发觉大部分自我的人都是因为这样才变蠢。他们是蠢人，表
现得愚蠢，言行也愚蠢。只有自我的人吸毒酗酒，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承受。若某人超我很大，或某人被鬼附而酗酒，他很快会死
，活不了，因为他更会被抛向这一面。但自我的人却能承受。我是说不自我的人，就如若印度人饮伏特加酒，他会被抛到海岸，
再找不到他，失踪了，即使在失物认领处也找不到他。是你的自我在抗衡着超我，就是这样，你才能应付。你要明白，这就是为
何人们能喝酒，这与天气冷或其他无关，是与你的自我更有关。 有时，你以为自己是偏左脉是大错特错，你不是。你活在幻象里
，这样你才能为你的自我找借口。西方人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要接受这事实。我们并非西方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因
此不要内疚。你们不再是西方人。对我而言，你们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英国人或澳洲人，你们是我的孩子。但这些事物仍然在你
们四周徘徊，所以你们要留意我告诉你们的事情，这些事情会一点一滴的在你们身上发生，不会太多。所以要小心，它是外在的
，你发现自己轻微的走出分际。 那些以为自己偏左脉的人只是被亡灵附着，他们被亡灵附着，所以才会偏左脉，否则他们不会这
样。他们的性情不是这样，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没有公认的制约，没有这些，任何形式的制约这里也没有。因此在西方很难找到t
amasikas(虐待自己的人)，极难找到。这里只会找到又自大又被亡灵附着的人。这些亡灵宰制你的自我，透过你的自我运作。因
此他们比一般tamasikas更危险。你要明白，一般tamasikas即使被亡灵附着也死得很早；不然他只会麻烦自己，身体还出各种痛
症，只会麻烦自己。但一个既自大又被亡灵附着的人却很令人头痛。 在印度，你们会很惊奇，酗酒的人变得很友善，非常平和，
很文静，很好。有些女士跟我说：「我们想他们喝酒，这样他们会好一点。」但这里却不是，他们变得暴力，为什么？因为自我
在这里已经有基础，这些家伙从左或右跳进来取代了自我，接着他们透过自我运作，所以这些人变得凶残，变得武断。我是说所
有德国人都是这样子。他们全都被超意识的亡灵附着，因此他们的行为都是残暴的。试想像一下任何人类，人类，把数以百万计
的人关进毒气室杀掉，你能想象吗？我是说你连在你面前杀掉一只小鸡也不敢看，竟然看到这么多人要被毒气杀掉？看到他们想
逃离毒气室。你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他们，你要明白这种残暴的程度，怎会这样？他们被亡灵附着，自我的性情附着他们，所以亡
灵利用他们的自我来做这种事。 我们是在中央，我们升进至神的层次，我们与左喉轮毫不相干。我们没有自我。自我在哪儿？消
失了。超我在哪儿？消失了。即使它仍潜伏着，只管面对它吧。你为什么要内疚？为什么？真荒谬？你就是要这样去除它。因为
我见过霎哈嘉瑜伽士会忽然眉飞色舞，忽然像这样说话，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怎么了？他是正常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话？」
原因是隐藏的自我突然跳出来表演。很多印度人也有这种表现，那些城市人自我大得很可怕。我说过，你曾经祝福他们，所以他
们也有同样的行为。因为有些国家，像中国，有保持在中央的传统，我见过，中国也一样。我不曾见过他们说：「对不起、对不
起、对不起。」他们甚至不讨论。俄罗斯人对他们那么差，我们却告诉他们︰「不要紧。」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与俄罗斯绝
交？」「忘记它吧。」他们从不批评，从不坐下来批评：「他们是这样做的。」或为此生闷气或思考，没有。像印度人，你会很
惊讶，我们竟然有法例不能制作反对英国的电影。你能想象吗？因为他们有尊严地离开我国。即使湿婆神的照片也不准放，因为
它或许会显示穆斯林是坏的，就是到达这种程度。 忘记它、忘记它、忘记它，当你开始想及这个人，自我便会受打击，是自我受
伤害。你或许也知道，这个气球可以用两种方法吹胀，把它吹胀或从外边除掉所有空气，或甚至打它。受伤的自我是当外边腾空
了，气球便胀大，另一个自我，自我胀大是当气球充满了气。两者都是一样；我是说无论你用这种或那种方法，结果都是一样的

。当你明白这是自然法则的表现，你不单会患上所有这些疾病，还会在很年轻时精神失常，因为你不懂怎样面对自己。如果你做
错事，最佳方法是马上原谅自己：「马上原谅自己，不要紧。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这样做—不要紧，我不应这样做。我不会再这样
做了。」只要这么说便能完全中和。除非你中和它，你仍会在这里储存着它，就是这意思。 第二件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西方的女性
改变了她们的行事作风，这样对她们的社会十分危险的，因为她们也学了男士那自我的一套。如果男人走了十尺，她们追上了八
尺，把男人拉下来，走得比他们更远。这完全超越了自我，因为女性通常都不会有这种自我。跟男士比试自我，女性便完全丧失
作为女性的分际，没有了女性的分际。男人有男人的分际；若男人的行为像女人，他便不是男人。同样，如果女人行为像男人，
她们便不再是女人。她们失去了分际，出了界，所以她们被亡灵附着。因此当女人是自我的，她们就变得可怕，她们的面容变得
可怕，样子看来很可怕，一切的言行举止都可怕。她们变得像豆茎般干巴巴，可以硬得如用铁棒打你。他们说：「这个女人有铁
棒在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有分际，我们有某类作风模式。如果它是玫瑰，它就是玫瑰，要为自己是朵玫瑰而高兴，
玫瑰却想变成刺，我们因此便失去了分际。 今天我会在开始前向早来的人说，告诉女士们她们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要知道西方的
困境不是源自男人，而是女人。女人破坏了西方社会。印度的女性却令社会保持完整。我真的十分感谢她们对人生采取积极的态
度。这个国家的女性却破坏了一切精致的、富情感的，美丽的，爱、感情、慈悲。女性应给予整个社会喜乐、幸福、感情上的安
全感。当她们接管：「这样做，给予那个，那样做，这样做。」即使丈夫们也变成家中的佣人。「你没有妥当地清理，你没有妥
当地清洁厨房。」我到英国，很惊叹厨房及其他的清洁在英国做得那么好。你们有各式各样的清洁用品，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是男人，他们要干这些活，所以找出一切程序方法来做，要闪亮的，对吧，你想要闪亮的。我给你拿来这些物品，如果你把
它放在手上，手会烧伤，把酸性的用品每一处放，穿上大手套把酸性用品每一处放，一切便会清洁妥当。 接着儿童受苦，因为这
是园丁的工作，美丽的事物出现，要以慈爱来照顾它。但一开始你就过分纵容你的孩子。母亲要像园丁，她要去修整，去修剪，
这样植物才能正常地生长。如果你纵容孩子，便不是好母亲，一无事处。你把丈夫打扮好而不是你的孩子，情况刚刚相反。因为
自我时常向着你的丈夫打扮。「坐在这里，去哪里，这是什么？」钱银问题：「给我所有钱，我保管所有钱，」一切事情。有人
或许会说法规是如此。如果法规是愚笨的，女霎哈嘉瑜伽士就不应该遵守。我告诉你，这些法规摧毁了你们。因为这是生命的重
要元素，是生命的重要领域，不应让它受苦。当感情、爱、仁慈，一切这些需求都欠缺，你的人生便变得没有意义，没有目标。
你不知该怎么办，这就是孩子自杀的原因。爱是要修剪的，因此你要有智慧，但你仍未发展这份智慧，因为如果你追逐指责你的
根轮，又怎会有智能？你受人愚弄，他们完全愚弄你，是我说的。你必须保持你的智慧完整无缺。他们不只愚弄你，还不惜降低
身份来愚弄你，用迂回的途径，并不直接。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都超越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到达它之上，我们来是要纠正这
个社会的错事，因为霎哈嘉瑜伽面向社会，不只是面向自己。在这阶段，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做的是︰首先我们要有这种理解。即
使是现在，这种霎哈嘉瑜伽运动的理解，女人意识不到她们要像女人，我见过她们仍然说︰「有甚么错？」这种情况持续着。男
人也不明白他们要像男人，即使(经历了很多事/过了这么多年)。若他们真的变得像男人，女人会欣赏他们；若你真的变得像女人
，男人也会欣赏你。你要明白，异性相吸，这才正常。我们却活得不正常，男人是女人而女人是男人，你该怎么办？要男人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会迟一点才跟女人说—男人要变得像男人。他们要把事情纠正，他们要作决定，统治的是他们，这些都是
外在的，事实上源头是女人。女人是潜在的而男人是活跃的。例如，风扇在转动，你可以说风扇的转动是活跃的力量，但潜在的
力量却是内在的电力，那才是源头。那个力量比较高，转动的风扇还是源头？就让女人来决定而男人来理解。若源头干涸了，想
变成风扇，风扇便不能转动，本末倒置。若你意识到你是源头，是你给予男人所有的shakti(力量)，你的行为便不会再像男人。不
是说你不能出外工作，不是不能工作，而是要做一些比较适合女人的工作。就像我不喜欢女人做巴士司机或货车司机，又或摔角
手。不，不是我说的，是经验说的。
一次我出门，那时我还是学生，在拉合尔，我坐火车，在一些火车站，火车晚上停下来，有个女士来说︰「开门给我。」
我说︰「火车挤满了人，好吧，我试试，我试试。」 她接着说︰「若你不开门给我，我便破门而入。」 我说︰「你怎能这样？」
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Ahmida

Bhanu。」

我说︰「谁是Ahmida

Bhanu？」

她说︰「女摔角手。」 「噢﹗巴巴，感谢天。」我说：「妳是女摔角手，为什么来女士的车厢，而不去男士的？」她很猛烈地推开
门走进来，我望着她，我说：「哗！你这个人！」她坐下，你要明白，她的面容，她的一切，她的步伐和坐姿，一切都是那么男
性化。 她那样子坐下来，说：「那些说我不应坐在这里的人来吧。」 我说：「没有人想坐这里，女士，妳舒服的坐下吧。我们会
从另一个车厢找些想摔角的人来。」接着她静下来，她真是，我见她全身肌肉都很发达，我可以说她看来像头西方的母牛。这里
的母牛像水牛，不像母牛。某些很有趣的情况，令我毕生难忘，我当时很年轻，我真的…我也不知怎的，很想笑，却不敢笑，怕
她会打我耳光。 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儿停下来，我们要知道自己要到达怎样的程度。我们是否要成为摔角手？就是这样子。我
们要了解这种情况存在已久，我曾经见过，也曾读过一些书，旧的书，亦看过一些电影，即使是从前也有显示，女士们经常拿起
扫帚打她们的丈夫。印度亦有幸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数量非常、非常少，很少女士是那样子的，数量不多，但数量或许会增加，
天晓得，不要管它吧。我要说这些事正在发生。男士的自我太大时，会偏向左喉轮。他们说：「不，让女士处理，不要紧的，满
足一下她们吧。她们不再专横，随她们喜欢吧。」她们做自己喜欢的事，男士并不感到困扰，接着他们偏向左脉，享受不到婚姻
又或享受不到爱。 为着你孩子的福祉和好处，昨天我们有另一场婚礼，你们要做好男女的角色。你们的角色是女性或男性，你们
会享受。争论是要在角色上，当男人想为妳做一些事情时，妳要说：「不，不，不，你怎能这样做？我承受不起。让我来做吧。
」我曾多次告诉你，当我的丈夫生气时，他会自己洗内衣；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怒气。又或是当他非常生气时，他会清洗浴

室。他做得很差，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洗的。我想大笑，但却不敢；因为我要维护他的心灵。然后他会以非常尊敬的态度与每个人
说话。「您」(Thou)，他叫每个人「您」。「您」他说：「您是这样，您是那样。」我便知道他真的为某事而生气。他却不会说
为何生气。我们要找出他为何生气。若是如此，不要内疚，只要去纠正。 接着他发现—你要明白有很多方法可以中和愤怒。自我
最先的表现就是愤怒。你们昨天结了婚，你们一定要懂得怎样中和愤怒，因为自我仍然存在。找出怎样中和他人的愤怒是很美丽
的事情，我从未见过你们的作家处理这个题材；在印度却有很多作家处理过这种境况。你要先找出你的丈夫或妻子的弱点；什么
会令他生气不安。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不要令她不安，不要令她生气。妻子的态度亦一样，丈夫更甚。有哪些地方会令他真的不安
？研究一下，就是这样简单，拿它来开玩笑，不要太认真，只要小心避免它；还要找出有什么会令他高兴。例如我有时真的—我
从不生气，你们都知道，我从不生气，但如果我表现得生气，只为了…该怎样去显示愤怒，怎样去中和一个人的愤怒？假设我现
在很生气，如果你放一个孩子在我的大腿上，就这样，怒气便会全消。当孩子坐在我的大腿上，我无法生气，就是这样简单，所
以你要找出来。像我的丈夫，如果他生气，我知道若我跟他说：「为我买一件漂亮的纱丽吧。」呀！就这样，他就非常高兴。呀
！我给了他最大的恩惠。如是者，你要找出有什么能讨丈夫的欢心，有什么能讨妻子的欢心，再中和它。 你们要明白，要学习这
些生活的细节。这是生活的艺术，是霎哈嘉瑜伽士生活的艺术。这是生活的艺术，透过一些生活细节，你看到我是怎样处理。你
见过我演说一些严肃的话题，在你们的笑声中它便在你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你就是要这样做。因为幽默是其中一个最了不起的
方法令事情顺利解决，也使人明白了解，亦不会伤害人。当你见到自己平和下来，事情就是这样得到改善。夫妻首要是能和睦相
处，孩子才会感到妥当，每个人都感到妥当，那么事情便能渐渐得到纠正。你们没有责任互相纠正。如果你与非霎哈嘉瑜伽士结
婚，而他又是糟透了，这又是另一回事。若两个都是霎哈嘉瑜伽士在我面前结婚，应该是最容易的事。互相保护，互相照顾，要
充满信心。在印度，我要说我们的婚姻制度的确有其特别之处。 什么发生了，你会很惊讶，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在早期，我到美
国，有一个极讨厌的外交官妻子带醉来到静坐班。因为她喝醉了，我们劝她离开。她却告诉我们的首相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这个女士(锡吕‧玛塔吉)在做这类工作，她不应做这工作，她是个外交官妻子，地位崇高。」说三道四。
英迪拉‧甘地不明所以地对她的主要助手Haksar说：「你告诉锡吕华兹塔瓦先生，她不能这样做，把她带回来。」
总理收到英迪拉‧甘地的讯息，就如同受到致命的打击
。他传召我丈夫，致电给他说：「我们认为你要叫你的妻子回来，这就是发生的事。」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叫她回来？她
不喝酒、不抽烟，没有犯任何错。她是位最正派的女士；她很有尊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不问报酬的在做好事，没有犯任何
错；你要我辞职也没问题，但我不会叫她回来。」 他听后很吃惊，因为如果他辞职，谁来做他的工作？他是那么能干。单单说：
「我会辞职。」他们便全都吓呆了。他是那么有自信，我是从其他人得知此事，虽然总理因为接到首相的讯息而被吓死，吓过半
死。 他之后退一步，同时亦内省，说：「我非常了解这位女士，她很有尊严，很正派；她坚守正道，我们不应干预她。」那个传
口讯的家伙Haksar亦吓了一跳，把惊吓带回给英迪拉‧甘地。从此之后她没有再干预我的工作。你会很惊讶，她不曾再干预。我丈
夫就是这样对我的工作又有信心又了解。你也应该有这份信心和了解。你要了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他们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
情。 对孩子也一样，你要对他们有绝对的信心，要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情况，他们能到达的程度。这份信任，这份内在的了
解是通往祥和、爱和情感的道路。要彼此完全的信任，无论他们在哪里，我都能有信心的说，无论你送我的女儿到哪里，她们都
不会过违反正道的生活，我的女壻亦然。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女儿不会想过违反正道的生活，无论你怎样考验她们。你对自己
的孩子就是要有这份信任。

就如她们还小时，邻居来说：「你的女儿，用我们的花园来做早晨沐浴。」

我说：「什么？我的孩子，即使你带她们去，她们也不会进你的浴室 。我实时给你二千卢比，现在。你叫他们进你的浴室，就这
样。」我十分了解他们。如果有人说：「你的女儿拿走了一些东西。」我十分了解她们，她们从不碰别人的东西，我十分了解她
们。她们永不那样子接受他人的恩惠，我十分了解她们。 你们也应这样了解你的孩子。不要在别人面前侮辱他们，建立他们的性
格和尊严，说：「来吧，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很了不起，你会成为这样，那样。」引导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让他们保持在那
里，尊重他们，不要纵容他们。我们通常都会纵容孩子，要么是我们过分被溺爱，要么是你过分溺爱他们，两者都是错的，这再
次是自我在作祟。你要告诉他们怎样与人分享，告诉他们怎样分享。如果他们与人分享东西，你高兴的是他们为别人付出，给东
西别人。「把这个给他人，让他人也能一起玩。」你要显示你因他能与人分享物品而高兴，你自己也要给予别人，孩子自会学懂
这种待人处世的态度。 对霎哈嘉瑜伽而言，婚姻是很大的连繋，我们藉婚姻连系在一起。这个社会的人的婚姻生活都十分愉快。
如果有人未能拥有理想的婚姻，最好忘掉它吧，没关系。我见过一些六十岁的女士，我这把年纪，还要求结婚。没错，六十来岁
的男女︰「母亲，我只是六十岁，我想结婚。」我说：「什么？」我六十岁时拥有上千个孩子，你怎能说这种话？我是说你不应
该一生都当新娘。你应该是个母亲和祖母。 我认为四十五岁后不应再想结婚，这是荒谬的。四十五岁后，所有已婚的女士要知道
，她们是母亲，亦会成为祖母，但她们却常常想当新娘。这就是婚姻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在三十岁或三十五岁之后，不
再是新娘了；你是母亲，绝对是个母亲。你是父亲，你们是孩子的父母。在我们的国家是那么称呼的：在三十岁前，人们叫你们
新娘，如doolai，但一旦你长大成人，没有人再叫我的名字。他们只会把你叫作「卡巴那的妈妈」或「莎丹娜的妈妈」。即使我丈
夫也被叫作「卡巴那的爸爸」，不会再叫他的名字，因为你成为父亲或母亲，接受这身分吧。但你却不接受，这把年纪你仍想当
新娘，你想要一张新娘要的床，睡房里要有一切新娘有的物品，那不成的。因为妳不再是新娘，接着你想：「噢！这个男人变得
无趣」，「这个女人变得无趣」，你便找另一个女人，另一个男人，情况持续着。之后你找孩子，破坏人的纯真。 如果你接受，
正常地成长，成熟得如霎哈嘉瑜伽士，如父亲和母亲，如有尊严的人。夫妻关系并不是爱的唯一来源，还有很多关系是爱的更大

的来源；但要视乎你处于甚么位置。当你是条小河，那还可以；但当你成为海洋，就要成为海洋：当你成为大海，就要成为大海
。当你成为海洋，你就要成为海洋。大海不能仍然像细小，细小河流的开端，它能吗？每个人同样都要知道，要从这关系中成长
，不应时常纠缠着夫妻的事情。像四十五岁还找丈夫，他们疯了吗？这种情况在霎哈嘉瑜伽应该停止；那些超过某个年龄的人不
要再为婚姻来烦扰我。他们应要成为母亲，有那么多孩子要照顾，我们快有幼儿园，去哪里吧。什么是同伴？同伴是孩子，是孙
子，是曾孙。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男女都要明白。男人也一样，男人也不想成为父亲。如果你是个成熟的父亲，你不会有结婚的
念头，忘记它吧。如果与一个女士相处不了，忘记它吧。不要紧，没有这个需要，你已经受够了。 完全没有需要有这样的事情，
它在非霎哈嘉瑜伽士的社会起作用，所以它也应该对你起作用。印度人在社交方面很不错，但经济和政治上就不行。不要学他们
的政治，糟透了。我是说我想不到有比印度政治更差劲的政治，最差劲的。如果你听到这些事情，真是啼笑皆非，这样的笨蛋。
所有蠢驴都参政，绝对是蠢驴；比差劲更差劲。他们叫喊像驴子，行为像驴子，还互相攻击，使用各种技俩，你能想象吗，真的
很可怕。我是说如果你想听笑话，你可以以笑话的角度去看，蠢驴的行为，犹如他们在主管打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大部
份都是蠢驴，我没有碰过多少个是明智合理的。那些明智合理的人都想成为蠢驴，该怎么办？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这样，试想
像圣人竟然想成为蠢驴！要明白优点就是优点，我们不应丧失我们的优点，但任何缺点都要去纠正。这是对自己中庸平衡的看法
。因为得益的是我们，没有人会得益；霎哈嘉瑜伽士对此要自私点。我们是获益者；如果我们获益，整体都会获益，霎哈嘉瑜伽
整体都获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有关你的社交生活，你的自我，这些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当你在顶轮，你便成为我的脑袋，你
真的成为我的脑袋。因此你们要非常小心，不是想着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你的家居。不是想着墨尔本也不是悉尼的灵舍或澳洲
，而是想着全世界、全宇宙，和它的福祉。当你成长到这个状态，你便真的成为我脑袋的一部分，我的脑袋关注着更大的远景，
更高层次的事情。它也在较低层次运作，这是它的好处；它可在你们个人的层次运作。我放注意力在你们的个人问题、个人的建
议，放注意力在任何你们说的话；但光却是为着全宇宙。因此我们进入普世宗教的领域，我们要唤醒它，成就它。除非你们到达
这层次，你仍不能称为全面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要到达这层次，你们必须很努力；又或我们可以现在称呼你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会成为伟大的瑜伽士(maha

yogis)。因此，我们要到达伟大瑜伽的状态。从这到那是很简单的，它自然成就。试想想，四年前

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能成为我的子女，但今天却实现了。四年间能有这么漂亮动人的成绩，是很了不起的，明年的成就会更
大，我从这里的人身上可以看到。 我们要明白，在霎哈嘉瑜伽，服从母亲的说话是对的。但有些人有宰制人的坏习惯：「看在母
亲的份上这样做吧，是为了母亲。」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有人会说为了母亲的原故而做一些事情？或这是母亲说的。不，当你成
为灵，便会明白母亲讲的话，所以你要了解你的灵。这是成就它的最佳方法，而你会很好。我想我所有的孩子从这个高度成长，
让他们能在较好的基础和层次开始。因为我们过往从较低层次开始，我们出问题；让我们的孩子从较高层次开始，我选择了墨尔
本来让孩子成长。我希望妇女们要做好她们的角色，男士们也要做好他们的角色。这里会建立很好的家庭制度，很好的社会。 这
是什么？关上它吧。我知道，我对光十分清楚。我知道它们怎样行动。毗湿奴摩耶(Vishnumaya)，这是毗湿奴摩耶，我们利用了
毗湿奴摩耶，我们就是从祂哪处取得光，毗湿奴摩耶藏在哪里？你要明白，今天我们就是需要毗湿奴摩耶，我们要以精微的方式
去了解毗湿奴摩耶是怎样来。看看这是多么自然而然，因这东西来了，所以我能谈毗湿奴摩耶，要把话题转到毗湿奴摩耶不是件
容易的事。你们一定要看这场戏剧，你们一定要看这场戏剧。这位毗湿奴摩耶，祂是怎样来的？祂怎能那么漂亮的透过我作事？
怎样，发生了什么，祂从哪里来？水力发电，水力发电是什么，在水中，是导师原理在水中。但当它下来，当导师原理来到你身
上，在这层次，毗湿奴摩耶起作用，祂解放，祂起作用。为了什么？为了开悟人。在粗糙层面发生的亦在精微层面发生。因此需
要有降世神祇，导师原理要藉降世神祇才能降临地球。所以毗湿奴摩耶起作用，令人开悟，就是这样，整件事就是这样成就。你
们看到我怎样突然转换了话题，你感觉不到。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母亲是怎样转换话题，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在某处发生了，所
以我转换了话题，这话题看似很顺畅地继续。 我要告诉你们另一件事是你们一定要透彻了解霎哈嘉瑜伽。很少人真正懂得灵量，
真正懂得生命能量。他们不知道幻海在哪里。要开设定期课堂，即使稳定的霎哈嘉瑜伽士也要参加。幻海在双脚哪个位置，轮穴
在双脚哪个位置？当我叫他们按摩我的双脚，他们不知道它(轮穴)的位置。你们可能没有受过教育，不要紧；但你们要受霎哈嘉瑜
伽的教育，受霎哈嘉瑜伽全面的教育。你要知道这些疾病从哪里来，怎样医治它。你们每一位都要在这儿受教育。在上静坐班之
余，你们也要上课学习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有什么东西该做。有一本书，他们写了一本关于儿童的好书，可是却欠缺自发性，所
以我要下点功夫。不单只是书籍，还有很多我的录音带。当你们聆听我的录音，要把母亲所说的话记下来，帮助你去了解。教育
在霎哈嘉瑜伽很重要，否则你的聪明才智会生锈。你要受霎哈嘉瑜伽全面的教育，不单要给人自觉，你们也要拥有知识，让他人
知道你们拥有丰富的知识。 从来没有人受过你们这个程度的教育，连圣人也没有。所以你们要好好利用这优势。不论你的年龄，
教育程度，全都没有关系，你们要知道霎哈嘉瑜伽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它怎样起作用。向自己提问并找出答案。你们要知道，
你们仍然是霎哈嘉瑜伽的学生，仍是霎哈嘉瑜伽的学生。你们要掌握它，要了解它的每字每句。单单享受霎哈嘉瑜伽是不够的，
你也要明白它。就像你享受别人造的蛋糕，你也要知道它是怎样造的，那么你便能造给他人吃。但如果你不懂怎样造，便没有人
会相信你。我曾经见过这种情况。 我见过有些霎哈嘉瑜伽士不停的工作，他们很活跃，只因他们一向都如此；但有些人却怠倦疏
懒。你可以在两个印度人身上见到同样的差异；虽然一个在这里一个在哪里，不需要这样。每个人都要有同样的热诚干劲，不只
是一个人。若只有一个人是这样便作用不大。有时这个人会很支配他人。每个人都要工作，整个身体都要工作。如果我们能这样
发展，会对整体发展提升大有帮助。对吗？ 今天在我寿辰的日子，我想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要知道，我在世的年岁在我的每个
生日后都在减少，因此你们要成长去接班，这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成长是很重要的。我的所谓年龄，虽然看不出，但是在减少。

你们要知道，因此要加快行动，争取成就它。当人们来，跟他们好好地谈，给他们喜乐，切勿给他们任何…给他们喜乐，照顾他
们，友善对待他们，这样做比实时告诉他：「你是亡灵，你离开。」较能吸引他们。当他们已在霎哈嘉瑜伽，当他们在这里，我
自会告诉他们。他们仍有问题，我知道有些人仍有问题，我们要告诉他们：「你有问题，你最好离开。」这是可以的。他们需要
离开灵舍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就是要这样，否则他们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这些人也要欣然接受，他们会好的，他们要改变。
这样比因为自我而让他们继续下去好得多。 所以尽量与自己合作，因为它想变得更好，越来越好。我会要求那些人，我会告诉华
伦，那些我认为不妥当的人要离开灵舍。灵舍并非任何人都可以留下来。只有纯洁到某程度的人才能留下，要符合起码的标准。
如果他们不符合标准，便要离开。即使爱支配人的女士，或像女人的男人，也要离开。你们要做正常人，否则其他人来到，看到
有人像一块这里切下来的鸡一样，该怎么办，他们不会留下好印象。我告诉你，就如我展示给你看的那位痛苦悲惨的基督，无力
地站在哪儿，我不知道有谁会被祂感动。要像在西斯丁教堂(Sistine Chapel)的基督，站在那里像一座塔(听不清楚?)，男人本该如
此，要有尊严、尊贵、仁慈、有威严。女士则要既甜美又和善亲切。这样的回报是又多又大，很多，很多的，你不会知道我获得
多少回报，今天却很轻易的得到。 你要明白，我不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时，我天性是对人很友善，我的本性都发挥出来。举一个
例：在伦敦，有一个人来，他的名字 ...那个专员叫什么名字？浦那的专员，他现在是浦那专员，对吧。他来见我们，我们在我丈
夫的办公室之类的地方会面。我丈夫CP说：「我会叫他们来吃晚餐。」我说：「好吧。」我在家煮晚餐，有大约二十五人来吃。
他们用餐，不管如何我也要照顾他们。当我来浦那，Mehrotra告诉我这个专员非常焦急，他要以会长或主席又或接待委员会的身
分来迎接我。

我说：「我记不起这个男士是谁。我只记得这个名字。」

他说：「不、不、不、不、是另一位。」他们其中一位来了，他很赞扬我。我很惊讶他见到那些事情。 他说：「这位女士的丈夫
地位崇高，却仍很谦卑。她十分仁慈，像母亲一般。」他回家告诉妻子：「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性，多么完美的女性。」我不知
道自己做过些什么。我必定是煮得很好，一定是，我也必定照顾得他很好，我必定对他和所有人都很亲切。我一定是忙着打点而
什么也没吃，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事情，连我也忘记自己做过什么。我只是依照自己的本质来行事。不单是今天，我见过很多这类
情况。只因为我是这样，只因为这是我的本质。 你知道我们驻英高级专员，第一任及第二任的专员，第二位专员叫B.K.Neru，他
们对我都极之尊敬，实在难以想象。因为你要亲切、为人设想和亲切友善。你在这里照顾我，我照顾他们。因此他们印象这么深
。我告诉你，我丈夫的朋友和每一个人都对我非常尊重敬爱。我们跟印度法律部的首长和情报科的领导见面，他以皇室的待遇接
待我们。海关首长获悉母亲的孩子会来，他亲自到机场，你知道吗？他就是坐在这里，我不知他有没有出来见你们。那只是我跟
他们的私人交情，不然有谁会关心谁是谁的妻子？ 很多人跟随我丈夫，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太太。这次我跟丈夫到中国，他在日
本和其他地方如檀香山的助手都专程来见我。他来则没有人来见他，他说：「你来了，他们都来见你。」你相信吗？对他们来说
我只是一位女士。这是很有力量的事情，是很有力量的事情，女性要懂烹饪，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懂烹饪，她们便不是女性，
我也不认为她们是女性。女士们全都要懂烹饪。你们要学习烹饪，每个人都要学习烹饪，这是很重要的。女性的潜在力量就是她
怎样煮食。你要明白，我们的男人不会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的烹饪功夫很到家，他们都回家吃饭。他们记挂着食物。这就是你
们拥有的力量。 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们只会有一个简短的崇拜。在生日举行的崇拜应该是更深入，更真诚，更喜乐，不宜流
于仪式化。不需要有太多仪式，因为我们都满怀喜乐地庆祝母亲的寿辰。我们已经在这里，令你到达这里的条件已不再需要了，
因为你们都满怀喜乐，对吗？所以我告诉他，在今天我的生辰，做一个很短的崇拜。不需要有盛大的崇拜，只要邀请所有神祇，
祂们都已来临，在上面，看看祂们散发的生命能量！祂们多么高兴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们在每一个崇拜都要唤醒祂们，请求祂
们对你们慈悲等等。虽然祂们都在我之内被唤醒，你希望祂们这样。现在祂们都在你们内里被唤醒了，根本不需要盛大的崇拜，
完全没有这个需要。我就是如此告诉穆地，你们做一个很短，很短的崇拜，一个很短的崇拜已经可以了。 今天的讲话就像崇拜一
样。请记着当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它是对你说的。今天不是说你们，所以不要感到内疚。你们先要记着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
是我的孩子，我很爱，很爱你们。所以请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充满信心，好吗？这是你们今天能给我的最大的礼物。
愿神祝福你们！

(锡吕玛塔吉用印地语讲话。)

你们替我洗脚五至十分钟，洗手约十分钟；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太多人，把那东西放在这里。 崇拜开始。 第二部份 首先，你
要记着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我的孩子，我很爱你们，很爱很爱你们。所以请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充满信心，好吗？这是你今天
能给我最了不起的礼物。 愿神祝福你们 马拉地语 所以你要为此清洗我的双脚十…五分钟，清洗我的双手约十分钟，就是这样，
很简单。我们现在不需要太多人。把这东西放在这里，这东西，对，好吧，把它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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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maya Shakti. Birmingham Seminar (UK), 20 April 1985. Part 2 Shri Mataji: 请坐 这个可以用吗？ 你录了吗？ Sahaja Yogi:
是的 母亲 所以这就是摩诃摩耶如何的运作，他们计划了所有一切。他们已安排所有一切而莎丽不见了。好吧。所以他们来告诉我
，莎丽不见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呢?你不能让崇拜没有纱丽，按照他们的看法。所以我说，“好吧，我们等着吧。如果它及时到，
我们就会用它进行；否则我们可以稍后再进行。但我是最不受干扰的，最不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没有思维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有
思维的概念，“哦，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这样做了，现在都没了。”不要紧。没有什么损失。[笑]
但那是我们所不能做的。因为你们今天问我，“什么是摩诃摩耶？”这就是它。

你必须学会接受任何来到你面前的事。这只是其中

的一件事。在这，我们感到沮丧，愤怒，不安，破坏了我们的喜乐，其中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做了思维的投射。思维上我们计算
些事情。必须是这样。这真的是一个精微的自我感觉。因为我想，“这是注定的，好吧。我们明天就有了。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
样，我告诉Srivastava先生，我会大约二点才回来。

他说：“为什么不在早上呢？“

“我不认为这是可行的。”

这是你如何成为avyagra – vyagra意思是一个担心的人– 一个不担心的人。所以我们担心是因为两件事。首先，我们担心未来会发
生什么？未来不存在。如果你下定决心这件事未来会发生，那你就会心烦意乱。这是一件事。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思维想法，你会
看着来到眼前的事。你会看着任何出现的。那么你就不会担心，因为你急于看到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方面，你会感到受伤，你
会担心。 其次，你担心，当你建构了一个迷思，幻想着，噢，我们将有一个崇拜，而我们没有。”所以你难过。这有什么区别？然
后你不能享受今天我的讲话和明天的崇拜。因为今天你想着会有一个崇拜。我们都打扮得很好。非常地好[笑]。

我们花了那么多

时间准备崇拜。是吗？我们明天再做。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真的把自己装扮得很好。我们都准备好了崇拜，我们坐在这里为了崇
拜，现在发生了什么！ 为了崇拜我没穿我的纱丽来。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笑]。所以，看到你们像这样很好。因为通常在
崇拜，我从不会看到你穿成这样，我忙着我自己。现在我可以看到你穿得很漂亮了。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而这些思维的东西是让
我们沮丧的主要原因。就像我告诉你关于金钱一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印度，人们来了。他们存这么多钱为了买东西。你看，
有时他们装载着货就像你所说的贸易商。海关是那么地好心，我的意思是，霎哈嘉瑜伽士有个免费通行证，无论是在印度，还是
在英国或是任何地方。然后他们有一个想法画面，“我们就买这个。”好吗？然后看看

我们会花这么多钱，如果他们得花钱买别的

东西，他们就会沮丧，因为他们决定就花这么多钱。那么他们可以去花些钱。这也是，你看摩诃摩耶如何运作，你看到了吗？这
事发生在你们所有人身上。所以他们去买东西。 我告诉你加文曾经买过一个雕像。我不知道他付了多少钱，我想500卢比-不，你
大约付了多少钱4000，还是…我不知道？。你为此付了多少英镑？ 加文：四十英镑 四十英镑。他花了四十英镑买那东西。我甚
至不愿付五英镑买那。我说：“这是什么？”你是怎么买的？“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母亲。我们在阿格拉买的。”

我说：“它来

自尼泊尔。如果你在阿格拉买的话，我认为这是非常昂贵的，真是一种浪费。”但最糟糕的是能量非常差。他们认为他们买到了了
不起的东西。能量非常差，我注意到它。于是他说：“好吧，母亲。我会把它放在您的房子并且您来提升能量。“我试过了。这行不
通。我说：“加文，现在该怎么办？你把它沉入泰晤士河。”然后，幸运的事发生了。C.P.说，“我要带一些佛陀的礼物给日本。”我
说，“这些日本参展商一无是处。没有亡灵去麻烦他们。”他说，“我能买些东西吗？
我说，“佛陀的东西意思是在这不易取得”“但我有avlokhiteshwara。你想要那个吗？他说：“是多少钱？”“ 我说，“四十镑，”他说，“
好吧。好吧。我就要这个。他花了四十英镑买了它。我说，“好吧。将它给那日本家伙。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我说：“对他有好处
”，我发现，你看，因为我知道它将有某种用途。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想法是如此死板，我们的理解没有灵活性。如果你开始变
得灵活一些，这是很早期的阶段，当加文去到印度。很早。现在他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变得灵活，那么任何发生的事会看到它
的喜悦。你看到事情如何调整。但如果它是死板的，那么你就陷入了自己的死板。你永远不会享受它，因为没有了摩诃摩耶力量
的变动。这就是你感到沮丧的原因。你看这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这思维投射是你的创造，并且这破坏也是你的创造。没有人需要
为此负责。你要负责。而那是摩诃摩耶做的，“Sankalpa vikalpa karo，你是能决定些事。 你说，“今天我要去伯明翰。我必须去
伯明翰。我不能来冥想。我必须，经过一些时间你会发现不可能去做某些事，而是去做霎哈嘉瑜伽需要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
想做某事，你都会发现它使你沮丧，它会使你烦恼。如果不是，那么它会让你意识到什么是重要的，你错过了什么。有时你迷路
了。你认为，“哦神呐。我们迷失了方向。怎么办？现在去哪儿？“
如果我是你，我会说，“好吧。我们迷路了。一定是在找些东西，然后在那我找到了我一直在找的东西。我就在那看到它。 如果你
信任你的灵能带来喜悦的特质，无论如何，你将不会失去灵的特质，你就不会不惜任何代价失去灵的特质。然后以它做为一个指
引，然后你会了解所有这些世俗的短暂事物的灵活性。他们都是多变的，只有你不会改变，因为你是灵。 今天我想谈一谈根轮，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想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但在西方，我必须说，因为我们错误的态度还有接受其他很专制的人的思维投射
，我们严重毁坏了我们的根轮。 尽管无论我们根轮是多么弱，昆达里尼还是升起来，且支撑着它自己。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始终落
入到我们先前创造的不同分歧的陷阱。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根轮已确实受损，我们创造了路径，让我们的注意力过去，如
果我们没有非常小心。现在假设如果有一个不诚实的人，或一个吝啬的人，或是金钱取向，这非常明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
看着你自己，你会感到震惊，“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但是，当它涉及到左脉的荒谬，违背母亲的罪，这是一

个隐藏的行为，只有存在于你和你自己之间。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你私下要做什么，在你独处的时候。
没有人能看透你，除了你的母亲。我也只能感觉你的根轮。

坦白地说，这是一个(我自己很难去感受到的)轮穴，我觉得我自己很

难去感受到。原因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根轮，它这不那么敏感，我必须这么说。它不受干扰。我的根轮的注意力不会
去靠近任何其他根轮。它只是退回来，它总是这样运作。所以我也，除非它很糟糕，我指的是那个人离我很近，那么我感觉很强
烈的根轮。但我仍然可以。如果你给我些你用过的东西，立即地我能感觉到。因此，根轮的修正完全要靠你自己。没有一个强壮
的根轮你无法升进更高。随心所欲。做你喜欢做的事。 现在印度人，他们尊重他们的根轮，有很多方法和途径，说明如何去提高
根轮的力量。但这不适合西方人，因为这是一个已损坏的。这是一个破损的，而不能作用在根轮的生理层面，但在情感方面我们
称之为Mana，左脉。所以，就算你不会那样说，但你的脑袋仍然在那领域。你仍然在那领域思考。即使在思维上，你也在其中。
或者你看到的东西，想要看到这样的东西，想要享受这样的事情。那种潜在的注意力还在那。你的根轮不能增强。我们必须知道
，我在跟西方人说。我不会向印度人说同样的事。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更加地努力。要提防当心，去处理你自己。它更多的是一个
思维的活动“思维”意指，我是指–情感方面。你必须注意你的脑袋。英语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脑袋mind”，但情感“Mana”，
通过它，我们迎合我们情感方面的需要，我们的欲望。它去到哪里？我们脑袋的这个动向跑去哪里？它在做什么？你必须去对抗
你的脑袋，对抗你的欲望，或者你可以面对它，你自己清楚地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由你来决断。没有人会在这点上纠正你。我知
道你们有人对我忏悔。我从来没有读过你的信，很坦白地说。无论你寄来什么样的信，我不会读它。不论你有什么样的忏悔，我
烧了所有的信件。你所做的我没有任何概念。我也不想知道它。那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现在你不是停留在同样的想
法，同样的层次，或是任何不论什么层次，我们可以说。 在无思虑的觉醒中你可以战胜从错误根轮来的思绪。 也许你们有些人在
你的根轮有亡灵。我们有一些身体方面的治疗针对这样的亡灵，改天我会告诉加文，你可以问。但你不能总是说，“这是亡灵，我
很好。我是远离亡灵的。你不是。每当你说，“我有亡灵，”意味着你 你自己站在亡灵这一边。 你看着一个人就像一个旁观者Saks
hi。这意思是你看着那个人，但是你不去反应，反应是喜悦的杀手。你自己可以很好地感受到你的根轮。你也可以在指尖感受到
它。对它保持警觉。如果你想善待自己，要知道你必须转移你的注意力到健全的婚姻生活上。但也不应该太过。因为我现在知道
，在西方人们想出方法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不同类型的思维技巧他们想出来去破坏他们的纯洁的注意力。不要玩弄这些。 还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表现出我们仍是套入一个不良根轮的陷阱。你打扮的方式，你走路的样子，你坐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你举止的行
为，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我得给其他在霎哈嘉瑜伽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唯一该给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 更高的升进 如其他
人已达到。你可以做到，这并不难。既然昆达里尼可以与所有这些虚弱的根轮一起升起，我相信你可以完全地治愈你的根轮。但
你的问题首先是加强根轮，为此我认为你都必须进行一种苦行。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说，西方人应该少吃肉，尤其是红肉和牛，
马，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你吃。[笑]吃更多的蔬食。我不是说素食主义，你明白。多，吃更多不会给你的身体更多热力的东西。
甚至鱼也是很[degrading?]。因此，采取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但不要吃这些可怕的健康食品。我不能忍受它们，我告诉你。他们
不是给人类吃的，而是给动物的，我认为。他们完全翻搅你的胃，很可怕。这个乡村商店的东西我吃过一次
我说，“这真是够了！乡村商店–整个乡村都进到我的胃。 [笑] 所以你们这些人能好到哪里去? 那些因根轮问题受苦的人，必须知
道食物会对根轮的力量造成差异。所以，如果你必须治愈它，首先你必须舒缓它，它过度活耀，过度活耀。任何男人你接触的，
任何女人你接触的，任何女人你都看，我就是不了解，这比猴子还糟。好可怕.你必须舒缓它，凉化它，好让格涅沙赐予祂的祝福
在你的根轮。没有恩典。这不是外在的 我可以说 “你必须尊重你自己”，这没法用那些话成就 我知道。你必须坐下来，静坐，试着
舒缓它。我会告诉加文，我会告诉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不能像这样在公开场合告诉你。但这些都是身体的。思维上
你必须看着这个脑袋去哪里–去到脏东西。为什么它总是去到这些感官？看看鸟儿，看看花儿，看看自然，看看美丽的人，仅是去
看它们。 西方另一件可怕的事是，女人必须暴露身体让男人兴奋。我想男人也一样。他们总是试图激起对方，生活在一个愚蠢的
兴奋。你要露出美丽的东西，像花朵，美丽的装饰。好吗？但你不是一件物品！那是你的私人财产。你不会穿戴你所有的金子在
街上，你会吗？最好试一下，有时。你会介意人们掠夺你的黄金，但你不介意你的贞操被掠夺。每个人都用污秽的眼睛看着你。
你不会感到受辱。因为自我是一个肮脏的东西。它不介意。它感到高兴，有人看着你。他们在抢夺你。他们在掠夺你的贞操。但
霎哈嘉瑜伽士不是这样的。仍然我必须说，你必须洁净你的心灵，净化你的脑袋，让你自己摆脱它。 这脑袋非常滑稽地被放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最大的混乱在脑中。他们很困惑，很迷茫的人。因为这种生活是没有智慧。你变成了一个性取向的人。事实上
恰恰相反。如果你是金钱取向，你想保留的钱。如果你是物品取向，你想保存它。如果你得到一个小古董你想保存它。为什么不
去保有你的最高的财产，去装饰，去敬拜呢？ 我很担心在这点上，人们偷偷地沉迷在这种事情。他们有时是虚伪的，他们不介意
虚伪。他们是霎哈嘉瑜伽修行者，好吧，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肆意妄为。有时有人说“母亲说这没关系”，我从来没说
过这样的话！这点我不能妥协，这是。你必须要对你自己有一个贞洁的观点、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存有、对你的个性。你们是圣
人。如果一个圣人没有一个好的性格——我称之为性格，个性的本质——不是圣人。 所以必须保持这纯洁性。对此不可能有任何
妥协。你不能攻击所有一切的根源。如果成就了，在集体层面，没有人欺骗自己，没有人欺骗自己，把脑袋放在正确的升进的轨
道上。想想升进，你将如何升进，想想你拥有快乐的时刻，想到你第一次遇见我的那一天，想想所有其他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你
的脑袋就会被净化。每当有这样的想法出现时，你必须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告诉你，更多是在思维(mental)
而不是身体上。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你能得到自觉，为什么这不行？ 你要明白，对这点没有妥协。也许有一天，如果你持续这

样做，你就会被完全被抛弃，就像其他魔鬼被扔掉一样。所以没有妥协。告诉自己，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自己。你不能升进
，如果有任何潜伏的东西在你内在。你会被拖下去，因为那是你的弱点，你会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 唯一的问题是“你的
注意力在哪里？”“转移。转移注意力。首先你需要一些锻炼，一些努力，然后它会自动地到来。你不需要努力，你不需担心。相反
地，它会变成为难以对付，如何被其他。有这么多制约。我们被制约掌控着，我们毁了我们自己。这种制约是最精微的，最糟糕
的。在霎哈嘉瑜伽里是不可能的战胜，除非你个别单独承担起关注它的责任。 根轮是最精微的轮穴之ㄧ，和最强大的轮穴。它有
很多褶皱和它有很多维度。如果你的根轮不好，你的记忆会衰退。如果你的根轮不好，一开始，你的智慧会消退。你会没有方向
感。精神错乱现在已到了美国四十岁以下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根轮不对。其中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疾病是由于衰弱的根轮
在身体层面上的。在心理方面，大多数心理问题 我们看到，最多，我会说百分之九十，是由于衰弱的根轮。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强
健的根轮，强大的根轮，它就不会惹上麻烦。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强的支撑的根轮在后面。[锡吕玛塔吉女士伸手摸她的后脑勺]后
。 当你的脑袋消退了变不灵光，你责怪大脑。这不是大脑，大部分是因为根轮的问题。因此，为了身体的健康和你的心理的健全
，你必须对根轮有明智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渴望你们都应该结婚，婚后，几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婚
姻生活的其他问题上了。 但如果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因为煽动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旋律。你被抛来抛去在所有这些人们
的蓄意的行为中。媒体，书籍，思想，所有一切，创造了这个可怕的易激动的性情在你的内在。
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耐心，没有任何平衡。其实他是虚伪的，有一个非常坏的左喉轮。如此多的混乱产生。在自觉之前，忘记过去
不管你做了什么，忘了它。不忧心。但是记住一件事，你已经损坏了你的根轮。所以你要好好的照顾它，你必须舒缓它，你必须
把它带回正常。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健康、平衡的中心，这样锡吕．格涅沙才可以统治它。
说到锡吕．格涅沙，你知道，能量变得对我来说太多了。 我们谈论纯真，但为了唤醒我们内在的纯真，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让我
们脑袋保持警觉。它在想什么？它要去哪里？这个小偷要去哪里？他是不是在耍花招？他有什么花招吗？好吧！你必须保持警醒
，非常警醒。 许久以来我一直想谈论它。但现在我必需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会被揭发出来。这是另一个摩诃摩耶的特质。她会揭
发你。你会被揭发，如果你想跟我玩把戏。“与我”指的是你的昆达里尼。如果你试图跟你的昆达里尼耍把戏，你会被揭发出来。你
会为自己感到羞耻。所以请小心，非常小心地对待它，你要再让你的根轮非常强健，和强大。

愿神祝福你！

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请让我们的根轮健康和强大。”就这样了。让我们祈祷。 有一些根轮的运动。我会向加文解释 他是你们
在英国的领袖。然后他会把它传授给你们。这应该是口头上传授。不应该被写下来。灵舍和其他地方的领袖应来见他，每个月的
某个时候，这些事情应该被讨论。因为这是私秘，不可公开讨论。这是个秘密，在你和你自己之间。它不应该写在任何地方。它
不应该被提到，但应该由你们所有的人成就，以这样一个方式，你们才能享受锡吕．格涅沙的福佑。更多在女性，我会说，相比
于男性。因为男人比女人受的痛苦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必须非常小心。发展很好的关系跟你的兄弟们。除非你真正建立起你
的高尚品格，否则男人不会被改进的。 你看过在印度的女性不喜欢，如果有人试图看她们，或试图触摸她们。她们不喜欢。女性
自杀，她们自焚，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她们认为有些人可能会来触摸她们的身体。这是如此关乎于你的灵，你的灵。宛若它是身
体，纯真是你的灵的身体。你们所有都可以像那样，因为现在你已成为女瑜珈士。她们不是女瑜珈士，但她们知道一件事–她们的
贞洁的力量。对这里的女士们来说更是，她们应该努力产生那种高贵、贞洁、圣洁的感觉，使男人们尊重她们，并且在他们自己
内在发展出那样的感觉。 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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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轮崇拜 奥地利维也纳 1985年5月5日 Today,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created by the Queen of Austria,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
perform the puja to the Sahasrara. When we enter into the realm of Sahasrara, then only we have a right to do the Sahasrar
puja. Before this nobody talked about Sahasrara, nobody did any puja to Sahasrar. This is your privilege that you are in the
realm of Sahasrara and that you can do this puja, perform it, it’s your right, you are chosen for this. 对你们而言，进入宇宙大我
的顶轮，成为脑袋里的顶轮细胞是很大的恩典。让我们看看顶轮细胞有怎样的质量。这些细胞都是透过腹轮的运作而特别产生的
，它穿透所有轮穴，当它们到达顶轮，装备妥当，在没有牵涉入任何身体的元素下，处理脑袋的活动。同样，霎哈嘉瑜伽士也要
不牵涉入任何细胞

—

人类

—

这个宇宙的身体的细胞。

在顶轮层次，最先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士身上的是他变得超越

—

“ateet”，他超越很多事物︰”kalateet”— 他超越时间，时间是他的奴隶。若你想到某处地方，忽然你发现一切都同时发生，令你能
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就如你想赶火车但迟了到达火车站，你发现火车也为你迟开了，事情的发生让你感到他们是为方便你而运作
，因此你超越时间 — “kalateet”。 接着你超越dharma(本性)(译者按) — “dharmateet”，意思是dharma变成你存有的一部分。不用
人告诉你︰「你要这样那样做。」你就是不会这样做。不管什么你须要去做，你也会去做。当你超越所有这些dharma，这些人类
的”dharmas” — 人类的dharma是注意力受贪欲、贪婪或是什么吸引，因此他不能把注意力抽离。现在注意力变得”dharmateet” —
即注意力失去了它的dharma。注意力的dharma是我们要以先知教导的”dharmas”来控制自己，因为我们来自最低层次，所以这些
dharmas存在于我们的存有，开始显现，当它侵袭我们，我们要有一些方法来控制它。因此我们建立自己的dhamas，自己的规章
制度，来控制它。dharmas是来自低层次的制约。这就是人类了不起之处，他们在低层次的dharmas上建立自己的dharmas。就如
碳有四个原子价，它必须是四个原子价，也必须依照四个原子价来运作，不能把四变成六。但人类却能制造代表人类dharma的原
子价，”manavdharma”。一旦顶轮升进，注意力就失去了这个质量，意思是你不需要dharmas，不需要用dharmas来限制自己，
虽然不用规限自己，却自动受到限制。这是属于nirmal(纯洁)宗教的人第一个征兆，就是纯洁。 注意力不依恋或不受任何事物侵袭
，注意力很纯洁。就如荷叶，水点不会停留在荷叶上。你变成”kalateet”，变成”dharmateet”，变成”gunateet”，即你出生的三个状
态︰左、右和中，你超越它们。左是你的注意力有情绪上的执着；右是你对肉身和思维的执着；中是你对dharma的执着，执着于
要正直，也要令别人正直，亦要律己律人，那是”satvika”，即人想控制他的贪欲、愤怒、骄傲、虚荣心、执着和贪婪这些敌人。
这些注意力的限制全都消失，你变成拥有智慧的自由人，你的注意力变成”dharmic”，你因此失去你的”gunas”(德性)，变成”satgun
is”，即正直善良，不是因为受教条规则限制，而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的变得正直善良。 有时这些人对你有点不解；就如基督
赶走在神面前，在庙宇前售卖货品的人。按照法律，我们不应有脾气，但这个脾气是”gunateet”的脾气，自然流露的脾气，不用分
析，必然会发生的。女神对恶魔的脾气，杀死恶魔。克里希纳的samharas(杀戮)。克里希纳告诉亚周那，你要杀死所有这些人，
他们已经死了。因为你已经超越，所以他们都取得解释。这是超越制约的”ateet”。只有能控制的人才能超越，身处其中的人是不
能控制它，若你要拉动船，你必须要在岸上，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你超越，这是”ateet”。当说到这个人的知识，你不能想，因为
他是超越思维，你不能描述他，因为他是难以描述，你不能说︰「为何苏格拉底要服毒？为何基督让人把祂钉上十字架？」这些
都是超越人类的理解。你就是要有超越人类理解的行为，你不是要从人类拿到证书，你要拿的证书是来自大能的神，不是来自低
层次的人类，这种情况就像狗写人类的事情。 你到达的层次能以”a”来形容，即「无」(without)。这样的人没有思绪，没有贪婪，
没有贪欲，就是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ashesh” — 什么也没剩下。就如你想制造一个真空的空间，你不停的在造，制造真空，
你到达任何阶段，真空总是不能完成，因为你发现不管在那个阶段，仍然有一点东西剩下来，就是造不了完全的真空。但他能完
全真空 — 对负面力量，侵略的质量的真空，什么也不存在，完全的真空。这个人是永恒的存在体，没有人能杀害他，没有人能伤
害他，不受任何人的愤怒，任何人对他的不敬影响，不管有没有侮辱他，他都不受骚扰，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赞赏而得意扬扬，因
为他没有「享受自我恩泽」的能力。 当他到达第三个层次，就得到”nihi”的祝福。”nihi”是我的名字最先的字句。梵文里，当nihi与”
mala”结合，就变成”nirmala”。”是”nihi”这个字，”ni”摇一点，”nih”即纯粹，或加上”i”，最先的”nihi”是无

—

没有，”nira”是纯粹。就像当你说”nirananda”，”niratma” — 纯粹的“atma”(真我)，纯粹的喜乐，”kevelam” — 唯一，只有喜乐。就
如我告诉你，”nira”或”nihi”运用在两种形式，其一是无，其二是唯一，绝对的。因此喜乐变成”nirananda”，绝对的喜乐，只有喜乐
，它是完全的自由。

你拥有各种喜乐，就如我告诉过你，你有”Swanand”

—

灵的喜乐，接着你取得”Brahmananda”

—

安康的喜乐，你亦有”Leelananda”，”Krishnananda” — 你拥有戏剧的喜乐。当你到达顶轮的状态，那是”Nirananda” — 意思是纯
粹完全的喜乐。虽然”nira”是我的名字，它也解作绝对，所以当你把这个形容词放在任何字句之前，它就变成绝对，你因此变得绝
对。当你到达绝对的状态，什么也容不下，只能容纳你自己。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绝对，即是说不是相对，没有相对的品质，绝对是无可比拟，”atulaniya” — 它是不能作比较，不能与什么有联
系，它是绝对的。人不能理解它是因为它没有连上什么，因此我们不能透过其他事物来了解它，它是绝对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去理解它，你都远离绝对，无论你想怎样分析绝对，你也在远离它，这是你在顶轮取得的

—

“niranand”。

在霎哈嘉瑜伽的不同阶段，我们要从”shariranand”开始，意思是身体的anand，”manasanand”— “manasa”的喜乐 — 精神上的，

你也可以说是”ahamkaranand”，即要有自我的满足。现在你内在要建立的状态是Niranand。恐惧出什么问题？谈论它有什么问题
？你不能谈它，因为你怎能与它有联系？我不能说︰「它是这样那样的。」没有任何字句能描述它的全貌，只能透过否定︰「不
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剩下的就是绝对。你到达绝对的状态，这是完全建立沟通的状态，在这沟通里，你内在已经拥
有绝对。 你就是为着这个原因来顶轮崇拜，这也是你要渴求向往的状态，这种升进要在我们内在建立好。我们不用到喜玛拉亚山
，不用有任何极端的行为，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变成绝对 — 唯一的，”kevalam”。没有「怎样」能做到？你只是变成，就像花
朵变成果实，全都建构好，在你内里。只要顺服委身，让它自然成就，把它交托，你会很惊讶，你会处于享受绝对的状态，这是
绝对的爱，绝对的慈悲，绝对的力量。言语停止，描述停止，你只是变成绝对，透过合一来感受绝对。若某人没有与你一起，你
不会在意，不需要有同伴，你独自一人，享受绝对，你也能享受别人的绝对，最好是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绝对。
愿神祝福你们。 译者按︰Dharma这个词汇是印度文化的中心思想，或许可译作宗教、责任、道德、正义、法律、规则。Dharma
不单外在于人类，还包含万事万物的精粹或本性，因此，它渴望能安置在每一个恰当的位置，它不单存在于人类，还存在于每一
个境况中。例如，老师的Dharma是教导学生；太阳的Dharma是照耀大地。Dharma渴望能在稳固的道德基础上建立人类社会。(
节录自Dr Ithamar Theodor的Exploring the Bhagavad Gita) I’m just in dhyana, I don’t know how to get out of it.

1985-0530, 美国圣地亚哥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美国圣地亚哥公开讲座 圣地亚哥（美国） 1985年5月30 日 很抱歉我来晚了……发生了点事，但无论发生什么，也只能接受它。
这就是上天运作的方式。任何事都事出有因。刚才他们必定向你们说明了，我们内在有哪些能量中心。他也向你们讲述了我们内
在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都是在我们进化的不同阶段，于我们内在建立起来的。每个能量中心都是如此建立的。 现在，所有
这些都已建成，像一条通道。通过左边和右边你们创造了升进的中间通道。当你们愿望的纯粹能量升起，被唤醒时，它穿透我们
称之为顶轮的最后一个能量中心，意思是千片花瓣的能量中心，即是大脑，或我们可以说，是覆盖大脑边缘系统的部分大脑。灵
是全能上帝的反映，住于我们的心中。当灵量触碰到顶轮——灵的宝座，反映在我们心中的灵被唤醒。这不是说灵被启发，而是
注意力像一件纱丽，它像这样推过去，当它触及（顶轮），穿透（顶轮）时，我们心中的灵（灵的宝座安置在顶轮）开始进入我
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你得到的第一个感觉是头顶有凉风，那是第一感觉。你得到的第二个感觉是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上天的
大能，因为你现在进入了觉知的精微领域。人类的觉知原先是粗糙的，但当你接触到灵，你拥有无思虑的觉知，完全没有思虑的
。因为思维消失，粗糙的觉知也消失。你变得更精微。这种精微赋予你某种力量。你得到的第一个力量是你成为，你的觉知成为
集体意识。你可以在你的手指上感受另一个人（的能量状况）——那意味着你变得拥有完全的觉知。 就像今天我来到墨西哥，我
能够感觉到整个国家（的能量状况）。以前也知道一些，但那时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那么深入在此。我能够感受到整个国家有非常
糟的左脉的问题，而左脉的问题甚至影响着整个区域。你能够清楚地感到左脉的问题，你的左脉变得沉重，所有轮穴都能够感受
到热力。然后你开始感受到整个氛围、国家、人民和个人，还有你自己。由此你知道了某个特定地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开始你
可能感受不到那么多，你可以从只感受你自身开始。 然后你开始感受别人，这样觉知成长得越来越多。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你开始
感受到其他人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但你感受他们不是好像痛苦或者麻烦的感觉，而是你感受他们如同有点热力，或者有时是
一点痛，非常轻微，你如气压表般记录它。当你感觉到了，你便想清除它，就好像它们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知道如何清除它
，你就可以那样去做。这便是我刚才做的，也是我迟到的原因，一些集体层面的东西。如果你正做着某事，你会想先结束这个工
作再去开始其他的工作。不想要半途而废。 对人类而言，一开始会很难，因为你要从人类的觉知上升到超人类的觉知，或可称之
为超级觉知，进入一个更精微的觉知状态。所以一开始觉知是粗糙的，随后你的觉知变得精微。但由此你并未感到任何不适或不
安，因为你变得极其有力。这种慈悲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致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没有痛苦，没有问题，幻象完全消失。头脑
中再无幻象。 就像人们说，当你面对什么时，你会充满贪心，贪婪或色欲。但当你的眼睛变得纯洁，便没有了贪求或色欲。会发
生的是，你开始感到与外物合为一体，无论那是什么，透过一种给予喜乐的方式，就像你看见某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对那
人没有了那种[疯狂]的冲动，那种感觉消失了，而你开始感受到人或物之创造的喜乐。

像在墨西哥，人们手工制造了很多东西。

当你看着它们，你可能会想它价值多少，价格多少，何人制造。但如果不去想，那么你看着什么东西，会看来非常喜乐，因为你
能感受到生命能量。而且你知道有人制造的它，那人可能是位自觉的灵，可能是位非常伟大的上帝的信徒，或曾有如此想法的一
个人，“哦上帝，这是您的创造。”那人怀着如此感激的心情制造了它，你感到应当买下它。物质只有一个功能，便是给予他人时带
去喜乐，由此你能表达你蕴藏其中的快乐。这样你对物质的觉知变得非常精微，你开始理解物质，它有何内涵，一件特别之物有
何用途。 同样的，当你遇到人们，新人，完全不认识的人，你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存在什么问题，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
，在集体层面上的问题，而且你也知道一件简单的事，在墨西哥有些人正追寻着上帝，他们将获得帮助，被给予他们想要的。他
们自己可能并未清楚觉察到，但我们开始觉察到他们。一种非常精微的和谐关系建立了，你被他人吸引，不是经由任何色欲，贪
婪或任何目的，而是通过与他们内在的喜乐——灵的喜乐——合为一体。你看着他们你感到：“此人是如此优秀的一个人。”你如何
知晓？因为你开始在手掌上感受到那人清凉的生命能量。你只是因其人自身的缘故去享受他，而非任何别的原因，无论是贫是富
，是美是丑，都不重要。你接近另一个人的灵，因为你已成为灵。 人们谈论大事，组织和平任务，这任务，那任务，目的是创造
更好的关系。所有粗糙层面的关系，都会产生问题，因为背后都有某种潜在的自私。但一旦成为灵性关系，你只是享受别人，不
会沉溺于去讨论，通过接近那人，你会有何获益，你会有何得着。由此你变为喜乐的接受者，如湖水不波，宁静如镜。完全倒映
出周边创造的一切，散发出创造的完全喜乐。 同样，充满了灵体之光的心，反映了另一个人创造的完全喜乐。无论存在什么，你
都以一种精微的方式享受。而时间，你不会去看，你超越时间，你超越时间，你不再受时间所困。一切都有适当的时机，你开始
明白，这就是时间的本来面目。你不会成为时间的奴隶，你不会成为任何习惯的奴隶，你不会成为任何诱惑的奴隶，而你完全自
由地享受喜悦。 例如，我们总是非常紧张地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这必须成什么样。但接下来你开始看见生命的目的所在。就像
有一天，我们要做一个普祭或者崇拜。他们说：“我们要9点开始”，像今天一样发生了一些事。我说：“好吧，我们9点开始。”但是
我知道9点不会妥当，所以我11点到达那里。当然那些必须留下的人会留下来。因为你需要人们明白，如果是灵的话，时间没有任
何意义。我说：“现在，去看看Panchanga，那本查询时间的书。”他们说：“今天是暗夜，无月夜（Damasya）。”“什么时间结束
？”“现在。”我说：“那就对了。”所以每件事的时机，一切都得依据灵体的需要来安排，而非粗糙层面的需要。一旦如此，你能轻松
明白地[进行或了知]上天成就事情的整个模式，这样你便明白了时间的活力，因为你活在当下，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

实际上

往者已逝，来者未至，我们不知未来将如何。来到当下你必须成为灵。当你在灵体之中，你才意识到当下才是实相，其余皆为虚

幻。当灵量升起，她将注意力推入或穿透进入一个静默存在的领域。因为一个念头升起落下，另一个念头升起落下，在这两个念
头之间存在当下这个领域。现在……但我若说你停在这一刻，就在此刻，你无法做到。你的思维在过去或未来间跳来跳去。而唯
一能让你停在当下此刻的便是灵量，使你不想及过去和未来，只享受当下，当下全部的活力，你变得充满效率，充满活力。你能
够完成一千零一件事，那些通常情况下你无法做到的事，你会惊讶它是如何成就的。 上天有祂自己的计划，有祂自己的认识，我
们不能要求上天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运作。无论上天做了什么，组织了什么，我们要去接受，然后我们会看到上天的奇迹，我们会
惊叹祂是多么高效、多么美丽，像一台机器。我们感到上天的高效，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到上天的慈悲、爱和理解。但首先我们必
须升进到那，为此需要在灵的觉知上获得成长。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灵的觉知，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要到达的那个维度。所以自觉后
我们要尊重的是灵，因为祂赐予你真理。 要理解真理，你必须成为灵，否则不论你怎样理解都是谬误，都并非真理。由于你头脑
的投射，你认为那是真理，并非如此。比如现在，我正坐在这张椅子上，你将永远不会知道我曾在这张椅子上坐过。但是假如有
个自觉的灵前来，他会立即知道有位像我这样的人（在这坐过）。例如我们说莫扎特是个自觉的灵，我如何知晓?

他现在已不在

世。因为你可以通过生命能量感受到他是个自觉的灵。我说：“亚伯拉罕.林肯是个自觉的灵。”并不是因为他生活的方式或所作所
为——那只是他伟大的某种表达或征兆，而是因为当你想到他时，双手上出现了凉风，巨大的凉风，令人抚慰，轻拂过你，“哦，
那是亚伯拉罕.林肯。”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把时间花在哪，什么人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直到我们成为灵。我们把时间浪费在迎合

完全无用的东西，忽然间我们发现：“哦，上帝呀，多么浪费时间，多么浪费精力，多么浪费金钱。这人是个骗子。他欺骗了我。
这个工作完全是虚假的。为什么我要在那里浪费时间？”得到自觉后，你变成了绝对。没有相对的价值，你不会相对地去判断任何
事，你只是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一旦你知道了绝对，你会非常确定，不再摇摆。那么你就成为一个极有力量的人，你知道每件事
的真理。 真理非常简单，即，你是灵，你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头脑，不是这个自我或你的思想制约，你是个自由的灵，那便
是真理。但它并不只是思维上的一个真理，而是事实如此，还必须得到证实。第三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除了你的觉知成为真
理、完全的知识，你成为喜乐之源，你不单接收喜乐，你还成为喜乐之源，祝福之源，平安之源。这样的人无论去到何方，都能
令人感到慰籍。

昨天你们看到一个女士，她的手指非常僵硬，不能活动……当我一说：“你的手指怎么了？”她就开始活动手指了

。她很惊讶她怎么就开始动了。只是我的注意力，只是一个提问。我说：“你的手怎么了？”她就可以开始活动了。她说：“我被治
好了？”开始她说是一些神经问题，然后她看到：“噢，手在动了，它好了，手被治好了。”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从内在获得慈悲的
力量，这力量没有期盼，只是工作，默默成就。只要放注意力在在那人本身，就足够。只需看那人一眼，就能把他从任何疾病中
解救出来。它是能成的，但当然，对那些根本不应得到的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残酷的人，例如希特勒，你确实不能给他自觉
，能吗？他必须受苦。 所以，我们这些对人的谬见，如我们应该善待每个人，我们应该和蔼可亲。上天对恶人的仁慈不是我们看
待的方式。对待恶人的仁慈便是惩罚，那是愤怒的上帝。祂惩罚恶人。许多人觉得，我是说，有一种思想态度说一切都是幻象，
所以骗子也是一种幻象。并非如此。对你而言它只是一种思想态度，仅此而已。对那些船上的人来说海洋是个幻象当然没问题，
但对那些水里的人就并非如此了。他们所认为的这是或不是个幻象不过是一个思想问题，，对他们并非事实，对他们并非真实存
在。但一旦你升进超越它，对你便可称其为一个幻象。但对上天而言，祂有责任去纠正它。上天照看着你，上天所有的祝福开始
洒向你，你很惊讶祂如何运作、如何帮助你、如何使你获益。你会惊讶你是如何得到你渴望得到的一切，你的愿望变了，你祈求
什么，你便得到什么。那是因为存在于此的这些愿望都是基于上天的愿望。 就像我们有一个在利雅得工作的医生，他有种感觉他
应该到阿巴（Abba）去，这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地方，他认为霎哈嘉瑜伽在那里会运作得更好。所以他非常渴望、他给我写了
一封非常热切的信，说：“母亲，请让我能去阿巴。”他刚寄了这封信，他尽了最大努力。他才寄了信，我还没收到，即便这样他也
得到了任命。所以，对待生活的整个态度改变了。像今天如果你问霎哈嘉瑜伽士，他们说：“母亲，我们必须去墨西哥。”我说：“
有多远？”“十五，二十分钟。”“可以。”原因是他们想让我把注意力放到墨西哥。他们不只局限于美国。现在对他们来说墨西哥也很
重要。让我们做些什么来成就它吧。 否则人们可能会有其他愿望，其他事情。小的愿望像有个房子，有辆车，有份工作，很快就
能实现，没有丝毫问题。克里希那曾说：[印地语]当你得到瑜伽，当你获得自觉，你得到你的福祉，你的健康会改善，你的头脑会
改善，最终你成为他人恩赐的施予者。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充满吉祥。你是如此的纯洁，你的纯洁令整个氛围充满了吉祥。当
这吉祥行动时，你惊讶于通过你，人们怎样获得帮助，被赐予美丽的祝福。而你能觉知到这些，你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基督以及
所有其他来到地球上具有这样伟大人格的人生中，我们能够学到，他们如何为他人做事，他们如何应允他人，无论他们愿望何在
。就创造而言你变得完全地充满活力，若你的兴趣于此，你变成伟大的创造者，你变成他们所称的伟大的疗愈者，不是向别人收
钱、或谈钱来治疗他们，而是出现在这些人面前，你便治愈了他们。 你成为一切纠正的源头，而这纠正并非思维上的，你对他们
演讲：“现在你们不要再做这，不要再做那，你们不应该做那。”只是去成就，人们就融化到你的慈悲之中了。你不必与任何人斗争
，你不必去争斗，它自然成就。它如此有力量。最强大的力量是爱，纯洁的爱。当这份纯洁透过你散发出来，你会惊讶为何人们
不运用这爱的力量？他们只运用仇恨的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脱落，你家庭的问题，你城市的问题，你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
题，统统脱落。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那些仍很自私、很孤僻、极其狭隘的人类。 整件事情如此美丽地成就着，我们必须去创
造这样的人格。因为上帝已将那些伟大的人送到这个地球。我随处都能见到，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人，非常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明
白他们要在上天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他们成就的方式就是奉献于整个宇宙的福祉。美国，我不得不说，一直是这方面被关注最少
的国家。我必须说就进化而言美国是最差劲的。我很抱歉，但的确如此。他们这里有各种假导师，各种事物。而在霎哈嘉瑜伽，
我发现他们却不在那。对此我非常惊讶，他们的兴趣是如此滑稽，他们对生命或者我不明白的事物有如此狭隘的兴趣。 我到过这

个国家很多次，当然比不上我去其他国家那么多。每次我到这，我都感觉他们仍需要提升到某个程度才可以明白：真理必须要去
接受，必须去接收。因为将真理展现给那些尚未准备好的人，可能全都会错失。就像基督的一个故事，里面祂描述那些种子撒落
在岩石上，一些落在合适的土壤里。现状正是如此，也是我正面对的。有时我感到像印度这样伟大的国家，面对霎哈嘉瑜伽它现
在都很好地觉醒了。或者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却常常被忽视，视作一无是处，也
正赶上来，因为灵高于任何其他事物。政治、经济对灵而言什么也不是。 现在，让我们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看有什么
可以唤醒他们。我不知道什么能激发他们。因为他们也被放置在喉轮。这是美国被安放的能量中心。这也是个最重要的能量中心
。如果这个能量中心没有被唤醒，那么人们一定会看到它有些事要发生。上天可能会震撼你，冲击你，告诉你，最好接受你的灵
性生活，那才是重要的。那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将上天拥在怀中，尝试去接受。人们还未意识到，过着平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仍
是不妥的。人们应当想到，对那些不接受真理，想不到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人，是可能会出现更深远的影响的。真理必须被
接受。 你们看看这些消失的国家，像古罗马曾是多么伟大的国家，他们没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过着一种毁灭性的生活，到了
极限。我曾听有些人说：“我们，我们有权毁灭我们自己。”你们根本没有权利。你们不能创造自己，你们也无法毁灭自己。所以人
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权利，那唯一的就是去成为灵，成为那种力量，也可以使别人成为灵，成为喜乐之源，他们原
本的样子。这是我们进化的缩影。 这就是我曾说过的最后的审判，灵量会审判你们，灵量会审判你们。不是任何人来称下你的体
重，然后说：“你是这么一个重量所以你没问题了”或者“你的头脑有如此的重量所以你没问题了。”而是，当你灵量升起时，审判将
会降临。你将审判你自己。你将通过是否接受灵性，与上天合一来审判你自己。那是个事实，我必须向你声明。因为这是非常重
要需要理解的，作为一位母亲，我感到非常担心，非常的担心，这么大量的人口不应该被荒废，完全浪费了，因为他们意识不到
他们存在的重要，他们生命的重要性，作为灵性存有他们自身角色的重要。愿神祝福你们！
这个讲座还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于灵，我必定至少……我不知道，仅就灵相关的主题 迄今估计至少上百场讲座了。所以这是一
项无止尽的工作。而每一次我说什么的时候，人们就说：“母亲，您又讲了一些非常新的内容。”所以知识是无止尽的，但你成为知
识，你自身成为知识，你开始了知它。唯一的便是，你必须视为一项责任，尊重你自己，以及你必须成为灵的责任的重要。这是
你作为人类，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球的原因。这个时代非常珍贵，成为一个求道者并不是时尚，而是必须在你们所有人身上发
生的。 昨天你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想我已经回答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我认为其中一些是非常好的问题，而有一些问题我想也有
点太简单了，但没有人具有攻击性……但总体上我认为圣地亚哥可能是一处我们开始能够拯救美国的地方。我没有在洛杉矶或者
其他地方进行任何讲座，而是来到了圣地亚哥。但你们要知道，这或许是我们必须要找的具有那种素质的人的地方。我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找到他们，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具备那种质素的人。即使一枚小小的别针也能将纱丽夹住。同样地，像圣地亚哥这
样小的一个地方也能拯救美国。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现在要开始体验了。需要花费你5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若是所有轮穴都已
经过讨论，注意力就已在其上。非常简单，把你们的手掌朝向我。

霎哈嘉瑜伽士：每个人都把鞋子脱掉，好吗？

锡吕玛塔吉：这样更好。[向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做得很好。 只是把你们的手朝向我。像这样。 左手，现在，把左手对着我，右
手垂向大地母亲。我们要做一下平衡。现在你们不需要闭上眼睛，让我们看看。把你们的右手朝向大地母亲。就像我昨天和你们
说的，左脉是我们的制约，制约，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对这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是情绪的一面。
现在把你们的右手对着我，左手对着天空。右手对着我，右手像这样对着我。

霎哈嘉瑜伽士：把你们的左手朝向身后。

锡吕玛塔吉：你们在手上感受到凉风了吗？你们已经无思虑，没有思虑，看看手上是否感受到凉风。
霎哈嘉瑜伽士：好些了[后面听不清]。 锡吕玛塔吉：好多了，对吗？让我们看看 [锡吕玛塔吉对着麦克风吹气] 可以吗？ 你们手上
感受到凉风了吗？好的，现在把你们的左手放在头顶上，就在这儿，脑囟门的位置。感觉到了吗？这是非常精微的。感受到了吗
？专注在那里。 锡吕玛塔吉：[对着瑜伽士]。起作用了，对吗？很好。 现在，换一个手。看看左手，用右手（到头顶）。只是把
注意力放在那儿，看看。相信你们都是灵。所以只是在心里说：“我是灵”，在心里说。说七遍，就会起作用。
出来了吗？都感觉到了吗？你们感到有热力散发出来？一点点热。好的，现在换一下，变一下，现在看看。右腹轮。

好了吗？

霎哈嘉瑜伽士：右腹轮 锡吕玛塔吉：[听不清] [锡吕玛塔吉用水洗手] 现在，看看，是否有凉风…… [锡吕玛塔吉吹着她的手] 感受
一下。像这样放你们的手。很好，你们都无思虑了。如果你们能了解，你们的头脑里没有思绪，完全的静默。享受它。这一刻将
要转化你们的生命，相信我说的。今天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啊，停下来[你们的思绪]。相信你

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漂亮！现在，所有那些在手上，头上，从头顶感受到凉风冒出的人，请举一下手，所有人，双手像这样。
你们能相信吗？你们大部分人（都感受到了）。愿神祝福你们。 除了一两个人。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来。你们是第一次来吗？好的
，可能是，我们会看看你的情况，这不难。今天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天，都成就了。现在你们已经找到了，但是需要去稳定你们自
己，稳定非常重要。幸运的是你们在这儿有一个很好的中心。我们需要通过圣地亚哥从这一边去成就，从新泽西是从另一边。我
们必须成就出来。 你们所有人一定记住你们已经得到自觉。我不想接受你们的任何承诺，因为我依靠你们的灵。尊重它，尊重你
的自觉，尊重你自己。现在你会发现你生命中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去理解上天的力量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如何管理它、控制
它，我们可以如何利用它，以及它如何在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利益、更高尚的利益，正道的生命中发挥作用。你成就了，其他人
也成就到。愿神祝福你们。是时候开始启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理解为何有人迟到、为何有人早到。好了。这两位男士还
有这儿的一些女士还没得到自觉，所以我希望霎哈嘉瑜伽士去帮助他们，因为我要下去与你们握手。
那些没有得到自觉的人，请举起手，别穿上鞋。他们这就下去看你们。请坐好。再只需要五分钟。五分钟。不要太着急。 （她说

什么）很抱歉，我刚说你们要等五分钟，我会下来，我们会看看，那些没有得到自觉的人会得到自觉。不要着急。现在什么时间
？我最好问一下，因为大家似乎都非常急。为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在全世界到处旅行，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我没从中赚取丝
毫，像金钱这块，明天我要去纽约，然后是瑞士，然后是西班牙，遍及各处。但我是如何做的呢？因为我以我们所谓超越人类意
识的方式获得报酬：喜乐。而那是我们必须达到的。所以不要着急。没什么可以从圣地亚哥跑掉的，我可以告诉你。让我们看看
。（他们没有那么急，他们不像纽约那么急……）
神圣的锡吕玛塔吉 涅玛拉 德维

[备注：锡吕玛塔吉下来会见所有的人，个别跟他们说着什么。听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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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崇拜 美国圣地亚哥 1985年5月31日 愿神祝福你们。 (马拉地语)

请坐下。 能到圣地亚哥的集体静室是件乐事，这是一处很

漂亮的地方，一处很能表达神的爱，上天的爱，表达神想帮助你的每一步的地方。若你想拥有集体静室，想拥有一处合适的地方
，想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想做神的工作，这些一切都会被照顾，都会达成实现。若它不能达成，你又怎能做你的工作？所以全都
能达成实现，这是那么明显，我们拥有不同的集体静室，这样舒适的地方，都是以很合理的价钱，你能负担的价钱便得到，我们
都能快乐的住在一起，这是用爱为你们创造的住所。

我们先要记着，我们之间要有完全的爱。(马拉地语)我们不要信任任何想分

化我们，想给我们错误想法的人。只要用心，我们能轻易分辨谁是霎哈嘉瑜伽士，很容易把他们认出，你只要敏锐点，便很容易
分辨出他们。任何狡猾的人，都很容易被发现。没有人能违反神，因为一切都会被发现，被找出。 我们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母亲
上，有些人确实有点狂热，因为他们很执着依恋，但不要紧，你会清醒过来。狂热总比怀疑好，所以那些做事有些过分的人，他
们应该把人生交托…无论他们看到什么，无论他们对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理解，无论有什么发生，他们都会毫不焦虑的接受它。 就
是这样，我们要建立自己霎哈嘉瑜伽的形象，我们不能建立…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我们不能把霎哈嘉瑜伽的形象建立成我们认
为它就是这样的样子，霎哈嘉瑜伽就是这样，它不是那样。你不能妥协，你就是不能妥协，它本来是怎样就是怎样，它不是你想
它这样就这样，你不能塑造它，因为它的形象很久以前已经固定了。现在它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何它能成就得那么好
，那么有效率。要令它更有效率，你要接受它的运作。 就像昨天，你要明白，我知道必定是有些什么，还不是时候。这次我在这
里花的时间本是用来提升你们的灵量，但却不必要的浪费掉，取而代之，我用了五分钟给他们自觉，就是这样。所以一切都要以
这种方式来理解，你会渐渐看到上天的戏剧，看到事情是怎样成就，看到它是怎样帮助你。 就如神已经把一些东西带到你面前，
华医生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财富女神和教育女神有点小冲突，你也可以说教育女神或莎娃斯娃蒂。若她受忽视或受过分的
爱慕，便会令你自我中心，某程度上若你不停的学习、学习、学习，你便会偏向一面。 这位女士想测试财富的力量，她对拉希什
米说︰「好吧，让我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个乞丐，他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因此拉希什米把很多钱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
，我们称这个大容器为handa，再把容器放在他会走过的通道。这家伙走在路上，莎娃斯娃蒂进入他的思维，当莎娃斯娃蒂进入
他的思维，他变得很自我，他甚至看也没有看那些钱便走开了，虽然他需要钱，他却走开。 这反映当人变得自我，他便开始有自
己的计划，自己的提议，自己的形象。那么，上天提供给你的需要，你的要求，你的答案便会消失无踪。结果是我们不容许上天
的戏剧上演。这不单适用于物质层面，也适用于感情层面，亦适用于肉身层面，而最适用的要算是灵性层面。所以我们不要错失
重点，就让上天扮演它的角色，我们必定能看到。 就像克里希纳曾经说︰” Karmanyevadikaraste”---「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做这工
作。」现在我们做崇拜，做摇灯礼，我说︰「好吧，若我们能做，很好；若我们不能，我便乘黄昏的飞机走。」我不介意，不论
我坐早上的飞机或黄昏的飞机都不要紧，我绝对很轻松自在。我们讨论了一些重要事情，要花点时间，这是必须要做的，是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记挂着我要乘一时起飞的飞机，没问题，我可以乘晚机，这对我是毫无分别。
就是要采取这种很放松的态度去迎接什么会发生，人们不必要的…(马拉地语)…所以…

当我们明白上天有它完整的戏剧，它自己

的运作方式，全部事情都是为我们，为你，为霎哈嘉瑜伽士而作的。一旦你意识到这样，你便感到绝对的轻松自在，处于喜乐中
。但一旦你开始︰「噢！这应该是这样的，那应该是那样的。」一切都会违反喜乐，无论事情是以何种途径来都不要紧，一旦你
采取这种态度，你的喜乐便是完全的。 我曾经见过人们在感情上受很多苦，原因是你对一切都开始思考。现在在印度，结婚很简
单，你要明白，我们从小便被教导︰「你会结婚，所以你必须学习怎样与丈夫相处。」男人常常被告知该怎样对待妻子，虽然他
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丈夫和妻子只是某种记号，他们不知道是谁，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你一旦接受她为dharma，便
会为你带来惊喜，你只要去享受。事情要建立到某程度，某时刻，那必须也是祥瑞的。当然他们先占卜，这很重要，因为若你不
占卜，后果会是颇灾难性的，所以他们占卜。若占到很多点，他们说二十六点是最理想的，那么他们便会结婚，不然便不会。他
们见面或不见面都不要紧，有时人们会见面，大家交往一年，或许这样他们的婚礼会延期，没有吉祥的时刻，他们要花点时间一
起，但不是单独的，他们从不单独见面。当你要见你的丈夫或妻子，这个时刻是很神圣的时刻---这是很神圣的时刻，你要集中精
神。 忽然下了决定，你要保持这神圣时刻。即使有时婚礼举行前还有点时间，在决定后，还有颇多时间，你或许还继续有种感觉
，想见这个人，但你不会分心，完全集中精神，决定了，便只要接受。 在这里，人们同居三年，接着他们结婚，然后离婚，我是
说我不能理解。即使你们同居三年，七年，十年，他们仍会这样做。那么互相认识了解这么多年有什么用呢？仍要离婚。但若你
灵光一闪，明白这是专心浓缩的运动，你对一切都很集中，你遇见这个人，接受这个人作为你的伴侣。或许有一两个会失败，若
你不想及它，便不会那么失败。因为在婚后，你便开始想︰「噢！我期望这样，我期望那样，我以为是这样的，但却不是。」常
常找对方的错处，不是找自己的错处---这是最精彩的，不是看自己怎样适应对方。一旦你开始对婚姻有要求，婚姻便会完蛋，完
结了。就如你生小孩，你完全不会想这是个怎么样的孩子，你只是爱这个孩子，同样，婚姻也要发展这种专心浓缩的感觉，这样
的婚姻才会成功。 但这里，你看，就像当你购买了一些物品，买了一些东西，好吧，你便想︰「噢！这个不好，我应买那个，那
个会更好。」诸如此类。你因此拿另一件物品。对象是不同的，对象是对象，人是生物，不像死物那样能把这个换成那个，「我
可以要这个或那个。」对人类你不能这样---不然你就是在玩弄上天。 这是重点，你感到霎哈嘉瑜伽士要学习接受喜乐，接受快乐

，而不是投射荒唐的想法念头，这样你的喜乐才会是完全的，不然是不行的。若你来，比如就肉身方面而言，就像在这里，若妇
女是很瘦的，她想有像这样的腿，这样的手，这样的身体，为什么？我是说试想像每个人都严格控制成某一个特定的模式，这样
的腰，这样的…这会是很可怕。我是说你会很讨厌，很厌倦这样，你是想要像这样。 现在的潮流是就外表而言，我们全是美国先
生，又或你怎样称呼它也可以。每个人都练习慢跑，每个人都像疯子般跑，为什么？你有自己的个性，要保持你的个性。你的身
体有某些需要，你有自己的风格作风。当然，若你身体不适，便要试试把轮穴治好。至于外表，你以为︰「我要像这样，我要像
那样。」完全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另一种疯癫开始，人们因此很不快乐，你要明白，你走到那些所谓精英优秀班，那里大部分的
男人都很高薪，受过高等教育，上等人；女人也受过教育，他们只谈︰你吃了多少卡路里的食物，只谈这些话。你不能理解，这
些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层次是这么低。这是很体面的说话，若他们说些不体面的话，也能说得很过分。这些都显示这些人没
有进化，他们只想着这些言词，这就是为何他们变得那么认真严肃，很认真的讨论这些东西。你感到像耻笑他们，耻笑他们那么
愚蠢。这些事情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被视为很重要，这能显示他们是那类人。 我是说在印度，没有人会那么介意身材，至少在我这
把年纪的人，从不喜欢瘦的女孩，因为他们认为瘦女孩必定是很易发怒，脾气差，常常胡思乱想，我告诉你，他们从不喜欢瘦女
孩，即使现在我的丈夫也不喜欢。他说︰「你看，男人在愚弄女人，这就是为何女人会做着这些事情。」你要明白，他是个单纯
的人，所以他认为男人愚弄她们。就像这样，她们要腿像这样，牙齿像这样，鼻子像这样，造一个假鼻，放上去，为什么？ 当我
们开始思考，肉身也会不平衡，因为当我们思考，会与另一个思绪相撞，我们形成了一般的思考，接受一般模式。当人们接受这
种模式，说︰「好吧，让我们也拥有它。」首先他们习惯穿很窄的衣服，有个女孩向我自吹自擂，她穿上这些衣服八天了，现在
她已不能把它脱下。

我说︰「怎会这样，你怎样处理？」

她说︰「这些衣物，你能穿上跳进桶里，它便会收缩，你不能把它脱下，你可以与它一起沐浴，与它一起做任何事。」
我说︰「它很脏。」

「不会，不会，你可以好好擦净它。」

但我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会令你身体内的血完全凝固。」 现在他们开始受苦，所以他们现在都穿上寛松的衣服，
你看，瘦长短裤，便装，这种衣服。当你不停的想着它，他们便从这个跳到那个，设法想出新的方法。 传统却不一样，传统是当
人很传统，实际上什么会发生，明智的人才会变得传统，因为他们明白什么该丢弃，什么不该丢弃。他们想明白我们该怎样去升
进，不是只接受一面，而是两面，我们要平衡自己，迎上前去。该丢弃的便要丢弃，好的便要接受，从错误中测试学习。你要明
白，你犯错，不要紧，放弃它吧，试别的---不要紧，放弃它。无论什么是好的，你们都要保留，还要继续做，你就是这样建立恰
当的传统，好让其他人能跟随。 常常想着新事物，常常想有新事物的人，他们是大错特错，我们称他们这种做法为愚蠢的举止。
因为新事物令他们一团糟，这种情况正正发生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就是他们尝试一切新事物。现在的时尚是可卡因(毒品)，没错
，是可卡因，我是说即使菲腊王子或任何人吸食这种毒品，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是说每个人都想尝新，若你说你不要试，他们
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这是西方思维的一大问题。 你们所有人都要明白，不要在霎哈嘉瑜伽试新事物，霎哈嘉瑜伽是从
传统建立而来的，不要在霎哈嘉瑜伽试任何新东西。我们拥有的已经足够，不要试新东西，人们试新事物便会出问题，所以不要
试新东西。 就像有人说现在，你要明白，我听到在伦敦有些人开始授课，以新方法教授霎哈嘉瑜伽，忽然，他们全都疯了，我是
说他们的生命能量很古怪，我不知道对他们该怎么办，我很惊讶，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试这种新方法？有何需要用新方法？」
「噢！」他们说︰「我们以为用这方法是最好的。」 但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所有的方法，你们有没有尝试，有没有好好掌握
这些方法？最好还是用我告诉你的方法，你可以问我后才用新方法，你要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 我也看到平庸的霎哈嘉瑜伽士
常常这样做，尝试新方法，结果是︰「我现在告诉你怎样令你的呼吸循环」为什么要呼吸循环？他们忽然发现新方法。这是很普
通的事情，但有时这些人是有恶意的，所以要小心，根本没有需要试新方法。现在你已经跳进新的知觉，你只要在那里安定下来
，不要试新方法，只要稳定巩固自己，令自己平衡稳定，这才是最重要。 其二是每个人都要在霎哈嘉瑜伽博学，但有些人很滑稽
有趣的博学，我有时也很惊讶。就像有个同性恋荒谬的家伙，他告诉人︰「对，你看，母亲说有时这样也没问题。」我从没有这
样说，我不会说这种话。有人说︰「喝酒，可以，母亲说的。」我怎会这样说？这种事是不能妥协的。有人说︰「好吧，你可以
做点生意。」我从没有这样说，没有，你不能，不能这样，他们不是对你说的，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做，对吗？ 有这些想法的人，
你告诉他们︰「不是这样。」没什么是这样，在霎哈嘉瑜伽是不能妥协，没有妥协。无论我们学了什么方法，让我们练习这些方
法以巩固自己，也巩固别人。你要保持分际(maryadas)，保持界限，不要尝试去飞。有人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霎哈嘉瑜伽士，
他们会这样那样做。要记着，这是错的，你要谦卑下来，记着当你谦卑下来，你便知道只有谦卑的人才是稳定的人。
所以必须完全谦卑，尝试学习更多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有很多途径取得我的录音带，还有很多霎哈嘉瑜伽的书籍，”Nirmala Yoga
”亦已经出版，有很多途径让你能明白理解霎哈嘉瑜伽，若有不明白，你们可以互相提问，试试去分析以令自己明白母亲在说什么
，她是否这样说。我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讲话，极之简单易明的言词，尽量避免专门名词，当然，有时我也要用艰深的字句，
但通常，语言的背后是很精微的知识在流通，所以要明白有时或许有点困难，你或许尝试从中建构某些东西，或许尝试诠释它，
若有这种问题，最好询问一些你认为有能力给你意见的人，你要接受他的意见，不要提出你的见解，这会是很错的，这样你便会
像出轨的火车，偏离轨道。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有自己的轨道，你要知道，无论你喜不喜欢，不是自由的问题，而是升进的轨道
，你不能超越这个轨道。若你以为只是跨越了一点点，享受下流肮脏的事物一会儿，再回来霎哈嘉瑜伽，你不会被接受。若你这
样做，我便要更加努力的洁净自己，这样那样洁净自己。要保持自己洁净，你最好在轨道内，不要偏离它。不要尝试做些不必要
的新事情，为什么要这样？我是说，很简单，你要明白这是浪费精力，我已经为你找到了，你为什么还要再找一次？ 就像这个款

式的衬衫，我已经最少穿了…我想有五十年或更长，这个款式的衬衫。现在我的裁缝已经知道我要穿这款衬衫，是这样那样的，
他有我的尺寸，我只要告诉他︰「你为我造一件衣服，造一件衬衫。」他便懂得怎样造。在最近的很多年，大约二十五年，只有
一个裁缝为我造衣服，他完全没有头痛，我也没有头痛，没有问题。若每一天我都要转换款式，造新的衣袖，新款的衬衣，我便
会头痛，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用呢？谁会去看，谁会因此受影响？我们不必要的浪费精
力在这些事情上。我不是说你要严密管制自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任何事情能节省思考的精力，你也要去做。对细
微琐碎的事情，没有需要多样化。而这个国家，我也曾告诉你，每一个水龙头，每一个把手都要不同款式，每一片砖也要不同，
有什么需要呢？需要多样化的是富艺术感的事物。需要不同的是纱丽，因为它很富美感。至于衬衫的针线，完全没有艺术可言。
所以富艺术感的事物可以不同，但任何世俗的就没有此需要。对于机器，为何你要有不同，你会变疯。你走进店子里，有二十种
不同的物品，你不知道该买那一件，全都是由机器制造的，这个好，那个也好，接着另一个人走进来，他说︰「不好。」你感到
受伤害，若你要拥有世俗的物品，只需拥有小量就可以了，这样你便不会有太多头痛。 所以最佳避免这些问题的方法是运用你新
的生命能量感知，那么你便可以节省精力，必须节省精力。若你不放注意力在不是你行事作风的事物上，不去你不该去的地方，
便能节省精力。只看生命能量。若我购物，我现在购物是为了好几个原因，你也知道，其一是把我的生命能量放在那里；其二是
把生命能量放在市场的人；其三是看着一切，那么我的注意力便能放在他们身上；其四是买一点东西给人。若你喜欢某些物品，
只是因它有生命能量，不知怎的我便买下它，因为要把它送给别人，又或它迟些才有用，我只是把它买下，拥有它，很方便随意
的就把它买下。 你就是要采取这种态度。相反，若你只是不停的︰「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关于你的妻子，你的工作，
你的一切，你都会不肯定。这些日子，美国人对他们的工作的态度是很稀奇古怪，我要说有关这些事情，因为你们要面对这个问
题。今天他们做一些工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不喜欢我的老板。」另一份工作，他们转换了工作，接着第三份工作，又转
换了工作。他们喜欢改变，常常都是这样，真是要发疯了。我告诉你。转换你的妻子，你的房子，你的一切，为什么？最好只有
一个妻子，最好一生中至多只转换两份工作，最好至多搬三次屋，多于这些次数你便会头痛，我是说对我而言，因为我丈夫的品
性，我曾经转换过四十所房子。但我不同，因为我就是那种绝对不会因任何转变而受困扰的人，但你却不同，所以不要浪费精力
，要明白这些是很重要的，不要不停的转换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我告诉，因为这也是一种时尚。 我告诉你有关德格的事情，他
常常转工，每一次他出现财政问题都是因为转了工。有天我告诉他︰「德格，若你转这份工…」因为我感到生命能量妥当---「若
你转这份工，你不用再来见我。」今天他拥有房子，拥有车子，银行有存款，他做得很好。 所以这也是我要头痛的事情︰「母亲
，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我该怎办？」每一次有人到印度，他们都会说︰「母亲，我没钱，很抱歉我不能付你钱。」好吧，不要
紧，最少…这次最少有五个人，之前我想是有二十个人，每一次都发生这种事，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有工作，我们要是
个值得人尊重的人，要有恰当的学历。若有可能，要取得一点学历，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都能取得学历，你们在社会里要受人
尊重，不然，他们会想，这个母亲是乞丐的母亲。 所以你要在你的工作，你的房子里稳定巩固自己，要稳定巩固自己，要学懂不
要改变，改变令你不稳定，你明白吗？改变不是问题︰「我会克服它。」若有需要，若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便要改变，这适用于
一切。现在，导师搜购只是改变，你有越多导师，我便越头痛。若你只有一个导师，一个可怕的导师，还可以，我很容易把你洁
净，但若你有二十个导师，我该怎么办？ 一个常搜购导师的家伙，我不能明白他的个性。我说︰「你怎么了？」每一个问题，你
把问题说出，问题就在这里，我说︰「这是个怎样的家伙？」 所以我说︰「好吧，把所有你到过的导师的名字写下。」他写满整
整三张纸，底面都满满的，我说︰「很抱歉，先生，我帮不了你。」

他说︰「母亲，你要帮我，因为这是实时的问题。」

我说︰「什么是实时的问题？」

我说︰「吓？」

「我现在要变成女人。」

「医生说我要变成女人。」

我说︰「这的确是实时的问题。」「我只能做到这样，你需要大量的洁净。」 他有时看来像哈奴曼，有时像个疯子，但常常什么
都像，因为有很多导师在他身上运作。他最终把自己洁净，他的问题便解决了。即使是现在，我也不会说他是个霎哈嘉瑜伽士，
虽然他很博学，懂梵文，因为他曾经到过很多导师那里，各种类型的导师他都到过，就是因为要改变︰「有什么错？」一旦你来
到霎哈嘉瑜伽，便要停止，停止一切。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一旦你来霎哈嘉瑜伽，把你的焦点先放在我身上，放在霎哈嘉瑜伽
上，然后才放在其他事物上。就像基督徒，当他们来霎哈嘉瑜伽，他们不能接受格涅沙；印度人来霎哈嘉瑜伽，则不能接受基督
；穆斯林来霎哈嘉瑜伽，不能接受崇拜。每个人都背负着某些担子来，所以最好还是把担子放在我的莲足下，就这样。现在你透
过我的棱镜去看他们，透过我…最好以这种方式去理解。那些以这种方式理解我的人，就能以完美的方式去理解霎哈嘉瑜伽。对
过往没有狂热，对霎哈嘉瑜伽也没有，所以他们与母亲的理解是一样的，不会贴附着任何一种事物。这不代表若你称呼我为女神
迦利，便是侮辱我，又或你称呼我为玛塔吉‧涅玛拉‧德维，便是抬举我，全都在这里。

你们要明白，这全都与我们的区分有关。

神没有这种区分，祂脑海里没有美国，没有任何区分。我们是否只是像这样︰「现在我只是我的喉轮。」我们会否像这样存在？
或「我只是我的鼻子。」我们会否这样？我们是拥有整个身体。所以神是…虽然祂有鼻子，有耳朵，祂有一切，但是祂是神，祂
不是只有鼻子，分裂的，祂的存在不会像分裂出来的美国，祂是整体的，一切都与整体有关。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
是我们现在与整体，原初的存在体连上。我们不应因为我们的制约而把自己本土化，不应把自己局限于本土的特质，我们应该是
流动的。我发觉很难要天主教徒以同样的虔敬去敬拜格涅沙，因为他们受制约所限，所以要试着把基督放下一会儿，完全把基督
放下，来霎哈嘉瑜伽，那么你便能对祂有恰当的见解。因为问题在于，除非你往自己内里看，一切途径道路都走向同一目标，全
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任何分别。先要向内，放弃一切，进入内在，你便会知道一切都是一样的，这是很重要。一旦你看到这样
，这是那么漂亮美丽，你毫不复杂，不属于任何特别的教派，特别的导师，或特别的东西。你可以看看，即使所谓的宗教也像教

派，它们像教派，它们有制约，只会为你带来制约和幻象，我们不要活在幻象里，要活在实相里。实相就是所有这些精粹都是一
体，你要进入它们内里，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它们都是一体。 我感到对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太多分歧，太多
分歧，我也感到很惊讶。任何你能说出的事物都能在美国找到。几天前我发展了一种叫摩门教的东西，摩门或某种摩门，只要说
出它的名字，就能在美国找到。我不知道这些不同种类的东西怎会在这里聚集，每一种导师，我是说你都能在这里找到，我从未
听过这样多名称。每一次我来这里，也会发现有新的导师出现，为什么这些事物能在美国昌盛，像蘑菇一样，你明白吗？蘑菇般
在生长，这是…它是否腐坏的东西？只有蘑菇生长为菌类，它是否在腐蚀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就是人类的脑袋思维
，这里的人类脑袋常常想要新事物，供应便应运而生。他们因此变得不稳定，美国人的品性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很不稳定。 . 你问
他们︰「你好吗？」他们会说…以你喜欢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从不会说︰「你好吗？」…你对此有何理解？我是说印度人就不能
理解，若有人这样说，一个印度人，你明白，若你问他︰「你好吗？」他却像这样回答，他们会说︰「你疯了吗？」
若你问他们︰「你明白吗？」

「我很混乱。」

印度人从不说这种话︰「我很混乱。」他确信︰「我很混乱」代表你是疯子或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混乱？你脑袋出问题了？ 所有
这些想法，都令你不稳定、无聊、虚假肤浅。你真的被虚假表面的东西轰炸着，我能看到，从每一处，你看，媒体，这个那个，
都是虚假肤浅，它真的杀掉人类内在的胚芽种子。你想与它一起生活，那么你便想以这种方式思考，你真的失去真我，与自己的
一切联系也失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知道一个漂亮的事实，就是很多求道者在这个国家出生。我最先探访的国家就是美国
，我肯定圣地亚哥是它最先开展的地方，我感到…(马拉地语)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我很高兴你们安排这个美妙的崇拜，我们要做
这个崇拜，我可以肯定我们会有时间，特别美好的时光会来临，一方面美国会进化，另一方面，墨西哥，都能从圣地亚哥成就到
。 这是美好的一天，你请求作这个崇拜，我很高兴，今天是女神的日子。(马拉地语)—trayodashi。Trayodashi是最好的，第十三
天。(马拉地语)，看看生命能量，你不需要任何崇拜，没有需要作崇拜，真的，今天生命能量是那么多，所以今天是个了不起的日
子，我很高兴他请求在这里作崇拜。 所以从现在开始…若你有任何问题，任何问题，要让我知道。有一件事，霎哈嘉瑜伽士不应
是个严肃的人，此其一，霎哈嘉瑜伽士没有必要严肃。你要常微笑，大笑，享受一切。若他是严肃的，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
不能保持严肃多于五分钟，最多五分钟。即使我要责骂人，我也要准备好才来叫骂，五分钟后，若我不走开，你会发觉我再次笑
，不能…全都是笑话。 所以没有人要严肃，此其一，没有人要严肃，你要常微笑，做个快乐人，因为你内在有喜乐，有什么？只
要想︰「我很悲惨，我很悲惨。」你要明白，这是法式的，法式的。当我首次到法国，他们告诉我︰「母亲，你看来太开心。」
对法国人而言。

我说︰「我该怎么办？」

回答︰「你看不看到，他们都是非常…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很痛苦不幸的人，诸如此类。」
我因此说︰「好吧。」我说︰「现在你看，你们全都是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你也知道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写了「悲
惨世界」，我说︰「好吧，你是悲惨世界，我却是个完全不悲惨的人。无论如何，若每三幢房子有一所酒吧，每十幢房子有一个
妓女，你会是很不幸，什么会发生？我是说你便深陷其中。」就是这样。 即使瑜伽士马哈赞也告诉我︰「母亲，我们想找张你一
脸严肃的照片，但却很难找到，我们想把你严肃的样子的照片摆放出来。」最终他找到一帧我很可怕的照片。当他告诉我︰「这
是张好照片，你看来很平静安祥。」这样、那样的描述。当我看到那照片，我说︰「照片很可怕。」

他说︰「真的吗？」

我说︰「好吧，让我告诉你是谁拍下的。」 他说︰「谁？」我告诉他一个名字，他很震惊。 我说︰「就是这个女士给你的，你知
道她现在在哪里。」他对我告诉他的名字很震惊，「珍妮」我说︰「你就是寄这张照片到美国。」 我知道美国人会受这张照片吸
引，因为他们都是悲伤不幸，但受这张照片吸引的人会很快离开，他们不会贴附着…你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不是那种会贴附的类
型。

就像在苏格兰，我到哪里，我看到有张照片，令我很震惊，我们到饭店用餐，我看到我的照片，我说︰「是谁拍下的？」

他们说︰「其中一个澳洲人。」

我说︰「是谁弄来的？因为照片不好，很差。」

他们说︰「这是某人很突然的拍下。」

我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名字。」我告诉他们谁拍下的，希拉里，他们都很惊叹。 我说︰「这张照片不好。」但他们却把它
放在每一处。我说︰「算了吧。」很多人来我的讲座，各式各样滑稽可笑的人。有些只有一只眼睛，有些只有一只鼻子，有些有
某些不妥当，全都有缺憾︰「天啊！」我说︰「就是因为这张照片。」没有一个再回来。最少有五、六百人来讲座，就像这样，
你看，(马拉地语)，没有一个回来，全是亡灵(bhoots)，被亡灵吸引，我能看到他们是被我的照片驱走的。 那个为我照相的人也反
映在相片中，你必定曾经看过雷拍的照片都很好，我不知道这里那张照片是雷拍的，雷拍的照片通常都是很好的。这次的雷，他
有个很滑稽可笑的妻子。他到印度去，有印度人告诉我︰「母亲，我不知道雷是怎会这样堕落。」这样是不会发生在印度。一旦
他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便会改善，但这个家伙却刚好相反，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说︰「母亲，他在走下坡，该怎办？」 我说︰
「必定是有些不妥，该怎办？」当我回来，你明白，雷带来了三四张我的照片，当他向人展示这些照片，每个人都很惊讶，「这
些不是母亲的照片。」他要把它们拿回，就是这样。同一个雷，怕下这样漂亮的照片的雷，今天却拍下这种可怕的照片。 你做的
一切，你的一切成就，你都能分辨出来。你忽然变得极优雅，你也可以说，很巧妙地，一旦你是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一切都正
常的流动，你可以分辨出来。以很简单的方式，这个人也能令人喜悦，令人舒服。 在这方面我已经向你们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
在完结前，我要说因为喉轮，你已经变成sakshi，即旁观者。你要变成旁观者，要成为旁观者，你必须毫不执着，这并不表示你
要以很小钱生活，而是要尝试不执着。 感谢天，这次来自美国的霎哈嘉瑜伽士的体验并不那么坏，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能好
好的调节自己，自得其乐，这很好。我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会来，也能自得其乐。你们也知道，有新的讲座举行，最好告诉我们你
来不来，但不要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这样会为我们、为每个人带来问题，所以请不要改变主意，若你不来，不要紧。你要订

一个限期，到时才决定，但不要改变主意。你看只有美国人才会这样，其他人不会，我告诉你︰「现在不要再这样了，让更多美
国人有机会来，我们要给他们多些机会，所以不要来，你会不来。」 可怜的家伙，他们来了十天、五天，因为我们没法为他们安
排，所以你不要改变主意。若你来，你能决定来与不来，若你不来，只要说︰「对，我们不来。」又或若你来，只要说︰「对，
我们来。」你就是要这样，最少这样，不要改变。 所以我再次要求你们按照你们本来的计划程序行事，因为这真的会把事情弄糟
。现在我们是随着上天的韵律工作，所以我们没权干扰这韵律。你或许是美国人，但你也知道，在霎哈嘉瑜伽，美国人并非被安
置在很高的位置，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视意大利人就好得多，他们喜欢霎哈嘉瑜伽就像鱼喜欢水。所以美国人要多努力，他们
要多做一点以适应这调节。 该怎么办？这样伟大的国家，那么多求道者，但他们已被摧毁，我该怎办？尽我的力量，你们全都要
帮忙，亦要明白个中的困难，你要对新来者仁慈友善，要看到自己把他们弄妥。从圣地亚哥，我们想到我们的升进，从这个角落
，我们会照亮整个美国。

为了务实的原因，我已经决定华医生主管东面(马拉地语)…西面。对我们，纽约已是西方，好吧，东面

是…纽约由他来管，因为那里是…就像两个国家，两个国家，两个，不同类型的事情，就是这样去管理。 金钱的问题，你要取得
他同意才能处理金钱，所以我告诉他我是怎么做的，钱是以注册的名称存放在银行里，又或无论是怎样的途径，他们保管支票簿
，但是要我才能签署。你保管支票簿而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么他便知道你怎样用钱，这就是制衡。你也可以同样的这样做。她保
管支票簿而你来签署，那么你便知道花了多少钱，这就是制衡，当然，对你们，我知道是没问题，但仍要…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事情，只为令你明白，就如你给我崇拜的钱，我把它保管，把它存入一个特别为它开立的银行户口里。没有需要︰有谁会问我怎
样运用这些崇拜收来的钱？但我的确，我的确保管着这些钱，我把崇拜的钱用在购买崇拜物料，崇拜的东西，礼物等等。所以我
保管钱，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是我的钱，最少这是我的，但我的喜乐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知道，若母亲对钱很严格谨慎，为什
么我不能？ 在崇拜中你要付钱，毋庸置疑，因为就是要这样。我们首先拿一个”p”(编按︰应是英镑)，接着两个”p”，再接着五个”p”
，十个”p”，钱就是这样累积起来。对这些崇拜…对主要的崇拜，我们将会举行的崇拜，一个在纽约，他们已经决定收取某个金额
，这是你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只要最少一镑，我在那里，接着我也不知道，我也有点迷失。无论他们有任何决定
，就是这样，是以崇拜名义收集的钱，是我为脐轮收取的，你们要真心的去做，就像Shabari形式，一切都会恰如其分。

所以我

们可以说霎哈嘉瑜伽并不极端，我们的确要付钱，但只有霎哈嘉瑜伽士才能捐钱，例如你要付食物的钱，付房租，你的确要付钱
，你不能活得像寄生虫，我们都不想周遭有寄生虫，这不是说你要洗劫霎哈嘉瑜伽士一空，令他变成贫民来为自己购买劳斯莱斯(
车辆)。 同样，你们不是要抢劫我。所以我们要明白，霎哈嘉瑜伽是付出和拿取，以正当的态度，要以感恩、体谅、漂亮的感觉去
做，我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美国是有责任，因为美国要成为宇宙大我(virat)，喉轮要成为宇宙大我，这是何等的责任！
所以你们不要争吵，丈夫和妻子不要争吵，尝试完全合一，享受共处，这是很重要的，对吧！
愿神祝福你们。(马拉地语︰这是宇宙大我的地方)即使现在，喉轮也还有阻塞，好吧！ [Marathi – directions for puja] 现在，我想
那些还没有为我洗脚的人来，上前来。一个接一个。让他们来处理…。可以这样做，丹尼，你也来这里。现在，两个人一起做。
这是很冷的水，很好，很好，很好擦它，擦我的双脚。 现在只看你的生命能量，好吧？好？愿神祝福你。现在来吧，应是暖的，
来吧，你们两个。愿神祝福你们。擦它，把它放在这里。擦它，完成了。现在，来吧，看看你的生命能量。现在，保持微笑，会
没问题的，没问题，纱丽会干。愿神祝福你。在双眼和头，擦它，来吧。好吧。愿神祝福你。用一只手拿它，拿紧，另一只手，
大力擦呀。好，你能好好的感觉生命能量。你的右…，左手，擦它，尾指，把它拉出来。尾指，拉它出来。得到了。现在，看看
你的生命能量，愿神祝福你。在双眼和头，来吧。你的脸跟它转，对吗？好，愿神祝福你。很棒。
就这样，来吧，这比较好。对，现在紧握它。用整只手去擦。你看，手，要擦你的手，不是我的脚。拉它出来，紧紧的拉呀！
好，我想我们都妥当。现在只要坐下，在这边，好吧？你不能拿着它。把它放在头上，在头上，接着擦你的眼睛。愿神祝福你。
我想你与他一起来，不要紧，不要紧。一点水，现在，你可以用同样的水，来清洗我的脚。来吧，愿神祝福你。 现在，…拿着它
，大力擦，大力擦，现在看，现在，好吧？看看左边，一点点，好吧。坐下时，把左手向着我，右手放在大地之母。好？愿神祝
福。 你好，现在，只看自己。你好吗？好吧？还没有感觉？好，非常好，愿神祝福你。把左手放在这里，擦它。 好吧，你现在看
看。好吧？愿神祝福你们。把它先放在你的头上，再放在双眼。好，很好感到好吗？辛尼，呀！从这边提高一点，这个这边，对
，可以了。完成了。你自己现在看。愿神祝福你。他洗了没有？她的丈夫？他有没有洗我的双脚？你们两个？两个都洗了，好吧
。那么，你想多洗一次吗？好吧，现在来。积，好点吗？好一点好吧。 让他来弄水，把双手合上。叫他来弄水，这样好一点。在
水里。叫他把脚浸在水里，把它放在我上，清洗我的脚好，好，好。接着触摸我的脚。现在把他的手放在我上好。喂，好吧。
愿神祝福你们。他现在妥当了。你洗了，你们两个都洗了。 放多一点水，把这些全倒下。要更多，这样比较好。 Ya Devi sarva
Bhuteshu. 108个名号，你说你有108个名号。108个名号。你向我显示千个名号。这是108。这是摩诃迦利的108个名号？噢，念
诵100个名号，是从Shri Mata开始念？拿走这个，好吗？Sahasranama.对，我们有Shri Lalita。 这是赞颂，在女神杀掉两个叫作
Shumba，Nishumba的恶魔后。他们都回归原来的位置。所以现在对神的赞颂，你也要做同样的赞颂。现在，我们会开始，你也
知道他会念到某一限度，接着他们告诉你，你要说︰“Ya Devi sarva bhuteshu。” 他会告诉你︰ “Buddhi。” 所以你要放它，“Ya
Devi sarva bhuteshu Buddhi rupena samsthita.” 你知道 – “Namas Tasyai namas Tasyainamas Tasyai namoh namah.”
他会先说它的开始。这就是神怎样…怎样赞颂女神。当她杀掉 Shumba，Nishumba。所以…，你要先用…，你们称为酥油。这里
没有匙酥油，最少要有匙。也要有月亮，她喜欢月亮。脸像月亮…。只是水。 “Sarva”是精粹。是她统领万物。极之温和，极之严
厉。我们是聪明才智。她是每个人类的聪明才智。她表达为聪明才智。每个人的纯粹才智。所以你只要说“Shraddha.”

你现在重复一次，现在你说︰“Shraddha”，现在说：“Nidra。”

应该是糖，接着是水。

现在未婚女孩，未婚的她。通常在孟买常做。你也同样这样做。现在，你应说“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 Shri Mata Sakshat Shri …”你说什么？只说︰“Om twamewa sakshat Shri Mata,” 就这样 “namoh namah.”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练习者︰Mahadevi
所以现在说“Pataka

nashini。”

在”Shri

Lalita

Sahasranama里千个名号中的108个)。

最先是“Shri

Mata.”

罪孽的杀戮者。这就是为何我说，不要内疚。她是所有罪孽的杀戮者Maha-pat:

最伟大的…Maha-pataka nashini. “Nistula”–意思「无可比拟」。你应先触摸这里。最先去洗手。未婚女士，未婚的。以Para-shak
ti，看着所有事情工作发生。“Yogada.”我给了你们瑜伽，即联合。 “Labdhaa. Punya-labhya”– 透过功德(punyas)。你要明白，若
你没有功德，你不能找到什么。所以若很多人迷失，你不用担忧。他们没有功德，你能怎办？“Punya-labdhaa.”
“Shobhana-sulabha-gati”

–

“Shobhana”

意思是「慈爱体恤」。“sulabha”

意思是「容易」。而借着它“gati”

…

「移动」你得到，你透过“Shobhana-sulabha-gati.”
得到自觉。没有不光彩的行为，或它漂亮的完成。“sulabha”即容易。“Shubha-kari” – 祥瑞的赐予者。 不是红的，不是，不是红的
。现在，两个未婚的。一个，一个人。好吧，你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要把它拿在手中。现在，拿它在手中，你们所有人。现
在，从顶对，拿着它，右手，用右手拿着，这里，一个人拿。现在，把它放下。谢谢。“Pasha-hantri,
–你看，他们是受奴役。她停止一切奴役。愿神祝福你们。

Pavana

Krutih

(marathi)

Pasha-hantri”
“Vandaru-jana-vatsala”

那些向她顺服的人，她是…，她对他们像母亲般仁慈。她照顾他们，那些向她顺服的人，她照顾他们。愿神祝福你们。 Sorry. I’ll
tell you how it’s to be done, you see. Now all right? You have to go from forward backwards, otherwise the hairs start coming
forward. Is it all right for you people? Just hold it. This is rather a big one, you see, just – just a minute, I’ll take it. Hold it, eh? I’ll
just put it right. Just hold it. In Krishna’s – this is Krishna’s country, you see, and it has to be everything upside-down. All right.
Big problem! Now let Me see. Now it’s better. Yes, it’s better idea. Put it that way. I look like a Red Indian lady; Inca, Inca-style.
All right? Both hands. Somebody should take a full photograph. I hope you get some miraculous photographs. Aarti … [Marathi]
Just give a bandhan there. Kundalini’s just clear-cut. No, anti-clockwise. No, no, there, at …. Just bow down. Let’s see. Keep
bowing down. We want to see your Kundalini. It’s all right. Now you try on him. Just move it. Swadishthan. Center Heart. So hold
it tight, hold it. He’s all right. You just see his Kundalini, at Nabhi. Just bow down. Is he all right? Left Swadishthan and the Nabhi.
You come now. Bandhan there. Now you are all right. You are all right. Everybody. Let us see everybody. It’s better to watch it.
You come along just one minute. I want to see everybody’s Kundalini. Now, it’s good. Now Doug, you are all right. You are all
right. But in the Vishuddhi, throat, little bit. All right, now, let’s see, one by one. Now just put both the hands forward. Just see, his
Kundalini. Come along. See, his vibrations. Ah. All right? No, left – not all right. We’ll see, now. Michael. Hold your breath. Hold
your breath. Hmm. Leave it. Leave it. Ah. Nabhi. All right? Are you all right? Let’s see. Started now. You are perfectionists, all of
you! He himself is a perfectionist. Heart. Done! Been worried a bit too much. Nothing to worry. It’s done now, all right? She’s all
right, now. She’s all right. Are you all right? Why? Hold it, hold it there. Hold your breath for a minute. Leave it now …. You come
here. This lady. Yes, you come here. She’s catching on the center Heart. Now, hold it. … Sit down, sit down. Now, bow. Hah!
Leave it. Center Heart … Void … She’s been to some gurus? You have been? …. I don’t know what is it …. What is it? (Lady:
It’s called Builders of the Adytum). Builders of the? (Adytum). Atom? (I think it’s a Greek word) …. Center Heart you are catching.
Hold your breath, please. You leave it. Again hold your breath. Hah! Leave it. Again hold your breath. Are you better now? Hah!
Leave it. How are you? Left Agnya. You’re all right. Is she all right? See her vibrations. She has to work it out on her left. Left is
problem, I think. Center Heart [Marathi] Ah! Now it’s good … Now. All right. Have you got one like that? Smaller one? … Are you
all right now? You got caught up with others. Don’t get worried. Nothing to worry. First class!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that.
That’s right. 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Now. Why do you hear so many things? Just now take it …Very good, excellent. Tell her
how to do it. Little this side. You tell her, little this side. Put it, hah ….Left Nabhi. How is he? …. left Swadishthan. Better? How
many days you did that? Not for a long time? About how many years? Put it next to the light. Higher. Fixing the light there. In
between, you have to hold your breath. Marathi] Ah! Good. You’re all right now. All right? What happens in Vancouver? Must
meditate regularly, that’s the real way. Now, let’s see …. Patricia. She’s from a very strict ashram – of Bala the great! You are
perfectly all right. You are all right. No problem. Bala is coming here, like Hanumana, to America very soon. But you see, when
he starts all correcting and all that he’s all right, but then sometimes he gets so tired, then he becomes a complaint master, you
know – isn’t he? So I have told him next time you don’t complain to Me about anyone, otherwise he’ll get …. … is done. All right,
he’s done. Excellent! You are right, all right, come along. You are perfectly all right. Yes, now come along. If you want Me to see
you again…. You are perfectly all right. Very good. For trade (?) you have to now stick onto your job, all right? It goes from right
to left, right to left – that’s not good, eh? Just try My trick! May God bless you. I think, you’ll be all right. But you see, your Heart
catching, all that is because, if you start changing jobs, it works on your –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You are all right, James,
and despite Santa Cruz! May God bless you. I’m really very happy about it. I didn’t know you worked there in Santa Cruz. That’s

something I’m very much worried about. May God bless you. I’m very happy that you are there. Something is working out. It’s
good. You are very good. Santa Cruz otherwise could be – [Yogi: I should stay in Santa Cruz?] Yes, I think so, you can. Very few
people can, without catching, so you’d better stay there. So may God bless you. Now, who else? So everybody has been?
(marathi) Very good. Excellent .…Now. Better take out the … if you can. It’s mine, all right, take it out, doesn’t matter. Better?
That’s how you can treat people, you see? Ah, now. Left … left Nabhi, left Nabhi. You are all right. Hah, now, better? Better.
[Yogini: Should I not wear the other rings?] Better not, because sometimes your chakras are not all right. They give a pressure
…. What? Yes, that’s what is needed. Who else? Come along, come. Nabhi … Swadishthana …artistic? Hah! It’s all right.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so you can have …! She’s all right. Come along now, who else? Ah, better, isn’t it? I’m saying that you
search a husband for her; because I searched yours in no time! It was such a fast thing, such a fast thing, wasn’t it? Those who
tie it up put their hands like that. Wah, wah, wah, wah, wah! I think you just take a photograph. So, Alex, everybody has got it?
Come forward. Let’s see. Are you all right now? Better? Better now. Let it work out. That’s all right. Hah, now, is he? Left. Right
to the left. Right to the left. Ah, that’s it. Hah! …. Hah! Done! All right? How is he? Bring him. Where’s the other baby? Where is
he? Shaun. Shaun, come here. I wanted you to come and make Me wear this. You have to make – good, you’re all right now.
God bless you – now, now, Shaun, you have to put this in My neck; she’s feeling shy, you see. Now, this one is not feeling shy.
Now, let Me have this one. This one doesn’t feel shy. Ohoho! This one doesn’t feel shy. Oh! You are crying, so he’s also crying!
He’s also … See now, they have done the puja, they have done everything for Me, you have done nothing! Shaun, you have to
put some – All right, let’s – don’t disturb her, they are all sleeping. [Yogini asks about a name given previously to her child] You
put it “Narasimha”, who gave her the name? (Yogini: You did) Where was that? (Yogini: At the Krishna Puja in New York, last
year). Narasimhini. I gave you the name! She was born – when was she born? [Yogini: On July the fifth.] Ah, that’s why, because
she’s a Leo. You can give her another name also, a simple one. That’s a power of Goddess, you know. Oh! Somebody’s coming
up! Ah! You can call her Kesar. Kesar. “Kesar” means “the power of the lion.” Kesar. “Kesari” is the lion, and the “Kesar” is the
power of the lion; same thing as Narasimha. That’s easier, Kesar. What does she want? K-E-S-A-R. Kesar. All right. He wants to
have something more. Whatever you want, Shaun, what do you want? Shaun, what do you want to have? You want to have
this? Which one do you want to eat? Which one you like? You’re hungry. Whatever it is, have it. Everybody has been? Hallo.
Come along, come along. What do you want? All right, all right. Let him have something there. They all like grapes. There. So
let’s see you. You have to bow. You – she has to still come, yes. What about you? You have, I see. So sweet. He’s shy, that’s all.
He’s excellent, Shaun is excellent! Very beautiful, excellent, see now! Now slowly open the eyes. He’s a bit shy. [Yogis: Butter.]
You made it? You made it here? Really? It’s great! Now, take it, it’s all right. Good. May God bless you. Come along, now let Me
see. Are you all right now? Not yet? I think you sit more comfortably. You’re very tight. Be comfortable, that’s important. And now
let’s see. What’s the matter? His left side is so tight today. Left Agnya is still there. And right Swadishthana, Heart … chakras.
Now come along. David, you put this light on his back. Here. And now you put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The light
you take it in your hand, that one, that one. The one that is before you. Now, she’s all right. She’s all right. You’re all right. May
God bless you. You are all right. Now, who else is left? In Marathi also we say “I” is “me”, “I”. Better? Now – it will work out. [Yogi:
Shri Lalita.] It’s catching. Put right hand on the Mother Earth. Hah! She’s all right. You are all right. May God bless you. Come.
Now you grow up fast; you have to give realization! Hah! All right. She’s all right. You are all right. You come along now. You
have been. All of you? Now, right. Heart. Right Swadishthan. Left Swadishthan. Heart. Both sides. Heart. Combination is funny –
left, right Swadishthan and Heart; center Heart now. [Marathi] Hah! Hold your breath. Do like that, do like that. Hah! Better?
Better now. Now better. Better, but she has to work. Hallo! Work it out, because a funny combination: left Swadishthan, right
Swadishthan, Heart, and Sahasrara. E-G-O. As simple as that. Rub My foot, right? Still. Now, what you do is to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left hand up. Let’s see, one by one. Are you better now? Still the left is catching. Why don’t you both get some
lemon and chillies? Would be a good idea.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Have you been –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been
doing. I just don’t understand. You had right side, but this left you didn’t have it. Left Nabhi. Very hectic liver. That way you’re
much better. Left Nabhi’s all right, but left Swadishthana. That is your psychology. Do you meditate? You see, I just thought that
right-sidedness could be down in a place where it is quieter, so that your speed at least should come down first of all. And then it
will be all right. Just put down your speed. “I don’t do anything,” you should say. All right? Put it everything into the hands of God.
Still there? Better now. It’s very surprising. What’s that? A gift? That’s all right. Thank you. What’s this – two? Two things not
allowed! What’s that? I did not see the gift! That is his trick, I tell you: I was buying it, and he bought it! Oh, it’s beautiful. So we
quarrelled for quite some time. It’s not easy to win over Mr. Danny! But this one is a trick you played. This one is, this is not. This
one was tricky. For the other two is all right, but this one was tricky. It’s a beautiful piece, though, isn’t it? These are magnets?
Beautiful. Very good. We should get a suitcase where you can keep all these things, in several boxes. You see, in that if you put

this …. No, he was saying, doctor was saying he has got a box which he’ll vacate it. But so far they have not telephoned, these
people. Ah, he is worried on that. All right now. Better? Are you better? I think first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should improve, then
you’ll be all right. I think if you really go to Mexico, that would make some money also. And she is also very clever. May God
bless you. But to establish, how will they do it, suddenly? They have to ask the government here to employ them, or something.
But there is no job problem there. All right. That’s a good idea. May God bless you. I don’t know how also his boss is. Might be
he’s caught up with his boss, or something. How is he? [Yogi: Terrible, Mother.] Ah, that’s it. [Yogi: Garam’s uncle.] Because you
are not so bad. I know. I heard. Must be, must be him. So better change him now. As he says, they can find out something for
you. Better try. Because that will bring down her speed also, I think, because your country is very, moving slowly, yes. It’s a very
speedy place also; America’s extremely speedy. Those who have no speed can come here, but those who have speed should
get out of this place.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you go to New York, but New York is no less, and that won’t suit. So if it
could be arranged in Mexico, nothing like. Once they are all right then there’s no problem, once they are balanced; but both are
caught up. And they are good people there, they’re nice, they’re not horrible people in that country. Except for this black magic
they do, which can be corrected. Slowly they’ll be all right. Things are so much cheaper there, so much cheaper …. Handmade,
yes, that’s also a good thing, compared to machinery. So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May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for the
purse. May God bless you. Now as you have given Me purse, you must have lots of money here! In this ashram you must get
lots of money. So far, nobody gave Me a purse, for your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gi: For auspiciousness we should
have put a dollar in.] Ah, it’s a good idea – one dollar, then. Five dollar is too much. One dollar. No, no, no, no. This is the puja
money? So this you give it in the general puja there, when they have it, eh? Now I have got this purse, that’s all. You don’t have
one dollar, isn’t it? All right. But he’s given twenty-one now. He’s another difficult person! All right. Now what I’m saying, that this
puja money whatever you’ve got, you count it and put it in a packet, give it to Me in the general puja money, but from your side –
all right? So for the real puja it’s going to be there. It’s of course a real puja too, today, it was a great puja, but the Krishna Puja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rather smart for Me. Very good. This time, you know, four forces/purses
(?) I have got, luckily. We must give a bandhan to that gentleman.

1985-0604, 只有在你们达到了你们灵，真我的境界，你们才会获得任何成就的满足感
View online.
只有在你们达到了你们灵，真我的境界，你们才会获得任何成就的满足感 1985-06-04 美国纽约西十八街人文学院第二天公开讲座
昨天我告诉你们，在现时人类意识的状态下，真我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当你们处于人类意识时，第一件应该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
情就是感受你们的真我。正如克里希纳所说，“阿特曼·阿特曼·图什塔哈。”除非并且直到你们达到你们的阿特玛，你的灵
，真我的状态，你是不会获得任何成就的满足感。 因为昆达里尼，你在这里看到的，座落在三角骨里，我们称之为骶骨，意思是
，希腊人知道它。希腊人知道骶骨。否则他们就不会称之为骶骨，意思是神圣的。甚至当我去雅典的时候，我也很惊讶阿西娜这
个词来自梵文，意思是原始的。她手上拿着一个蛇形的东西，还有所有的脉轮。所以希腊人知道了。当我和他们交谈时，他们告
诉我，印度人比亚历山大来得早是事实。早在亚历山大之前，我们就和印第安人有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太初之母和
祂的三种力量。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真是令人惊讶。然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因为性格外向，远离现实。 所以这骶骨包含，
或者在这里存在着呈现三圈半的昆达里尼。这就是我们纯粹欲望的力量。纯粹的欲望是一种欲望，当它表现出来时，它应该给你
们完全的满足。 例如，有些人寻求权力。他们沉迷于权力。有些人追求财富。有些人在其他方面寻求它。但所有这些追求并不能
让他们感到满足。如果他们能够满足，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一旦你买了一辆车，你就会想买别的东西，然后你就会买……想
买别的东西。你开始从一件事移动到另一件事。正如经济学所说，特别是一种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不是一般的。所以我们必须
明白，我们所拥有的欲望，我们所拥有的欲望，不是纯粹的欲望，而是不纯洁的欲望。当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时，我们永远也得不
到那种满足感。 例如，有人想做某事，但他做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满足。你们能得到满足的唯一途径就是与神合一。这种欲望的力
量，是一种纯粹的欲望，存在于每个人的三角骨中。但是我们迷失了。我们在错误的事物中寻找我们的快乐喜悦。我们认为，透
过这样或那样做，透过购买或成为什么，我们将完全满足于我们最终发现的东西。在进化阶段，这些人发现快乐并不存在于所有
这些事物中。这种事没有幸福可言。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一旦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会成为一种特殊的人群。而这些特殊
类别的人就是求道者。 当然，现今我发现太多的求道者迷失了。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在各种途径中迷失了。我们会说，在所有的
邪教中，或在所有其他事物中，如毒品、同性恋或任何不管你称它为什么的事物中，他们迷失在这些事物中。许多人沉迷于暴力
。或者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他们的提升，而是有辱人格的，会把他们带到地狱，而不是他们的追求。但它今天
正在发生。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人类不明白人类的意识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你们必须超越它。而那超越的阶段，我们
必须到达的阶段就是你灵，真我的阶段。 首先，你们必须先得到自觉。意味着你们必须重生。为了重生，你们必须让昆达里尼人
来运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正如人们所说，我昨天告诉过你们的，这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不须花钱。它只是自然而
然发生的。现在就像一支点燃的烛光可以去点燃另一支蜡烛。同样地，我可以给你们自觉，但你们可以再去给许多其他人自觉。
就像在印度一样，我们有一个人给了一万人自觉，为人们做了很多好事，这是令人惊讶的。甚至有像印度总统这样的人，我们也
可以说是高等法院的院长……豪格高等法院的法官，世界高等法院的院长……他已经得到自觉，他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所以我
们有这样的人，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感受到了能量，他们已经得到自觉。但是他们是非常谦虚的人，非常谦虚的人。 印度
人基本上是谦逊的，他们知道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他们非常敏感，知道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但在西方，我们现在已经失
去了感觉一个人圣洁的能力，我们不知道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因此，要想了解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你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得到自觉。 如果灵 [真我]没有在你们的意识和注意力中表达出来，你们就无法分辨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就像他们无缘无
故地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们崇拜希特勒。犹太人，他们拒绝接受基督，他们拒绝。他们说，不，我们不接受基督。因为
基督说我为你们的罪而死。他们说，不，我们不相信。我们必须受苦。所以他们受苦了。他们遭受了痛苦。如果你们要求受苦，
你们就会受苦。但如果他们接受了基督，至少会发生一件事。他们不会受苦的。他们要求受苦。他们认为除非我们受苦，否则我
们不能去见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基督自己是犹太人。他自己是在……犹太人中间出生的。他就是要来拯救犹太
人。但他们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是盲目的。他们不想明白这一点。 在每一个世纪都是如此。任何一位神祇降世，人们都不愿意接
受。我可以说，在印度是不会的。印度人对灵性更为敏感，因为他们不是那么物质取向。他们理解……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寻
求……从传统中寻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要追求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和他们谈论昆达里尼并不困难。在那里，
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开始。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一切，他们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可能不在人们已西化的都市。但他们知道
。但对于其他人，我必须从最基础的A到Z开始。这就是昆达里尼。我们知道了。三圈半，它有一个数学算式。 现在只有印度人和
印度的佛教徒相信非存有。他们相信有一种非存有。存有与非存有。什么是非存有的状态？当你们成为非存有意味着当你们超越
你们的习惯制约和自我时，你们就成为非存有。一旦你们成为非存有的人，那么没有什么能影响你们。正如我昨天告诉你们的那
样……站在水里的人害怕被淹死，但是如果你们上船，你们就会发现水在船下面，它不会碰到你们。这种状态必须达到，也就是
非存有，这是我们内在的第四个维度。这是…在梵语中也称为Turya dasha。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是在印度，这些人发现了
这一切。知道吗原因是印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在那里，我们没有这些你们来美国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你们必须首先面对大
自然。我们…我们的本质很善良。你们可以住在树下，吃森林里的果实，享受生活。在那个国家，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报导，也不
需要太多的细节。所以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内里，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在浪费生命吗？我们

是否正在伤害自己还是他人？作为人类是可以的，还是还有其他超越的东西？这种搜索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正是因为这种寻求，
他们才能够得出结论，写下我们内在存在着昆达里尼。这个昆达里尼将被唤醒。如果她被唤醒了，那么你们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灵[
真我]。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工作。为此，我必须努力工作好几天，才能理解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的排列和组合。我想我
是设法做到了。现在大规模给自觉是可能的。 昨天，尽管有些人捣乱，你们还是得到了自觉。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将继
续下去。不管是不是有人来找你麻烦，都没有关系。它们就像蚊子。他们来了又走，毫无意义。因为你看，上帝的工作比他们对
自己的看法要伟大得多。所以…发生了什么，人们说了什么或说了什么都不重要。上帝的工作将继续下去。但你们必须知道这是
一个活生生的工作。它不是塑料制品。你们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塑料花，但你们不能生产出一朵活生生的花。因此，
当这种生命力必须行动时，它需要时间。这需要时间，它会逐渐成长。你们会惊讶地发现，渐渐地，它会变得如此美丽，以至于
突然间，你们会发现很多人都出现了，且改变了。因为在霎哈嘉瑜伽中，你们成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是真实。你们所属的不是
某个证书或某个组织。有些组织或者有一些证书。但这就是你们变成的样子。你们的内在改变很重要，如果你们不能成为什么，
那么你们在霎哈嘉瑜伽而言就不够好。 很多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我们发现他们进步了很多，他们也变得非常伟大。但有些人并没
有。他们只是浪费时间。无论你们尝试什么，能量都会被浪费掉，而他们不会。有时，他们的条件制约，我们无法改善。在那里
，我们对他们感到无助，因为他们也不想合作。而且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压力。但是百分之九十
的人表现得很好，他们展示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机制存在于我们的内在。 这种能量存在于我们体内
。这对你们来说就像一个假设。你们不必接受它。这是一个假设，就像一个科学家所说的那样。但科学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思想
。他们不应该闭门造车。如果他们有障碍，你们不能在他们面前展示任何东西。如果他们是科学家，他们会以开放的心态倾听我
的假设。如果可以证明，如果可以证明，那么你们必须接受它。如果它是…不能证明，那么你们可以说，好吧，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证明，好吧。所以你们必须耐心等待。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不能强加给你们的东西。它在以前是不能谦卑的??。你必须要求它
。没有人能强迫你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昨天我说过的我不能保证。这是事实。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感受到了凉
风，感受到了头脑中的凉风。这是你不能做的。所有其他的事你们能做到但你不能做到的事，就是从你们的脑中带走凉风，这是
一件真实的事情，也是能经验到的。 但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们生活在心志意向上比生活在现实中要多得多。心理投射可以是任
何类似于谋杀某人的人。他有正当理由——我因为这个和这个理由谋杀了一个人……但这种正当理由不允许你脱离法律。是吗？
不，你会被法律抓住的。你不能。 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你们都不应该这么做？但这是人类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也是如此。如果你
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就会受到惩罚。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其他意识。你们可以知道的。我说的是我们
头顶上的超意识。但是，当注意力过多地转移到左脉或右脉时，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因为
当我们不了解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知的东西不一定是神圣的。一点也不。 现在，当你们开始变得极其顺从、奴性，或者你
们开始盲目地追随某件事时，你们开始变得狂热起来。也不去想你们所做的不是对的或错的，你们就跟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
称之为注意力的左脉活动开始于你们开始抑制你们自己于某事。使自己服从某事。接受某些思想的奴役。接受某种理论的条件。
现在，一旦你们开始接受这样的理论，你们的注意力就开始向左脉转移。而且有些人有能力像那样控制你们。他们可以支配你们
，可以这样做，你们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你们变成了那种人。 然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你们开始从你们的意识转移到潜意识
，然后转移到集体潜意识。如果你们转向集体潜意识，那么你们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们进入集体潜意识，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附身
。这种附身是通过我们在医学术语中称之为蛋白质52或蛋白质58而来的。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容易患癌症，那么它是由蛋白质52
或蛋白质58的存在或进入引发的。这些是医生给的引发疾病的名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人就无法摆脱癌症。因为触发开始
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糟。这是蛋白质52和蛋白质58，你们在哪里找到的？根据医生们的说法，你们可以在这个区域找到蛋白质
52和蛋白质58，这个区域自我们被创造以来就存在我们体内。你们可以看到，该区域位于我们的左脉。有人可以过来指出来。 该
区域位于左脉。这个区域很容易进入。假设你们继续说某人的名字。现在，给你们一个咒语是一种时尚。现在开始学习咒语，继
续说咒语，咒语，咒语。结果发生了什么，你们没有与神联系。然后你们开始取一些x，y，z的名字。所以你们没有联系，你们只
是在使劲用你们的头脑去联系。但是它不能，因为昆达里尼没有上升，所以你们转移到左脉。在那里你们会被感染，这就是为什
么你们知道在邪教中人们如此被催眠的原因。在每一个邪教中，人们都会因为向左脉移动而被催眠。被这些大师和事物所控制。
因为他们想从中赚钱。然后他们就想不出别的了。他们只是认为这是正确的。 令我惊讶的是，一些邪教中他们的上师甚至不懂梵
语。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出狱，成为了大师。他们也会念一些非常有趣的咒语。有人被教导 inga的咒语。没有一个词像inga，除
了这个词在口语中被称为inga，当一只蜘蛛或什么东西，你可以说，蝎子被称为inga的螫刺时。而这只蝎子，当这只蝎子击中它
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它被称为inga。意思是咬人。这是很多人被教导的咒语，我感到震惊，他们并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
。所以，如果你们告诉任何人，他就会开始大笑和爆笑。 我听到的另一个咒语是thinga。意思是当你们向别人展示这样的东西时
。在口语中，不是在梵语中……在梵语中没有什么比动名词“ing”更好的了。这没有意义。在梵语中，一切都是有意义的。甚至每
个音节都有意义。所以这些人来到这里，成为了伟大的大师。他们会给你们起名字。可能是一些存在的蛋白质的名字，它们会进
入你体内，你们就被附身了。 所以这种左脉活动是很常见的。一旦你们走到左脉，你们就无法摆脱它。这很困难。因此，那些曾
经接触过这些人或受到这些诱惑的人，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寻求自觉时，会立即表现出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因为如果你们
告诉他们，‘你们要忘记你们的导师’，他们不喜欢。他们进行扭曲，他们的身体开始扭曲。他们感觉糟透了。他们坐不稳。他们不
能向上移动。但如果你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仍然在继续这个想法。他们不想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错误的。他们必须要提升。即使他们要提升，也需要时间。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由于左脉活动，你们会患上大
多数不治之症。 比如说，你们的艾滋病是因为左根轮和心轮的组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当然，它必须有腹轮，左腹轮。
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能治愈那个人的这三个中心，那个人就可以治愈。 硬化症来自于同一种疾病。如果有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同样的问题……它来自于根轮、幻海，有时还有右心轮。硬化症……大多数肌肉疾病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有了癌症。癌症可
能是由于任何…任何在左脉的轮穴。必须是左脉两个轮穴的组合，这取决于问题所在的位置。但当癌症问题进入轮穴时，它就开
始上升。然后它开始移动，你会得恶性肿瘤。你可以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它可以结束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得了癌症。 现在
，当一个人很脆弱的时候，就像我想说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总是处于震惊之中，非常活跃和忙碌，假设他是一个早上起床
的人，看报纸，起床洗澡，然后不知怎么地准备……然后上车，然后以一种非常忙碌的方式出门……他生活在震惊之中……因为
他正在读可怕的新闻，然后他看到街上发生了一场大堵塞，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他充满了焦虑，这样的人是另一种叫做血癌的
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左脐轮，这边，也受到了攻击。如果左脐轮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攻击，这样的人可能会得血癌。 假设你们的
母亲是像那样的，她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她试图…她试图同时做很多事情，她是那种天性，那么孩子也可能成为创伤。如果一
个母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或者经历过那样的冲击……我见过一些经历过战争并走出困境的人。他们的孩子也很容易出现大脑
问题。他们也因为左脉活动而得到它。 但是…当你们向上走的时候，当脉轮在左脉向上走的时候，比方说左额轮受感染了，左腹
轮受感染了，这意味着这个人完全被附体了。但是如果心轮受感染了，或者如果喉轮受感染了，那么你会变得疯狂。这样的人也
可能在那里。但是他们变得疯狂，他们变得好了，然后变得疯狂，就像那样继续下去，最终他们变成了疯子。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
中，人们可以治愈那些疯狂的人，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治疗。通常情况，我们不会在我们瑜珈中接纳任何疯子，因为很难治愈
和改善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想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就说，好吧!以这样方式来进行。试试看是否你们能痊愈。但是有很多人处于
中间阶段，比如你们可以称之为精神分裂症，或者一些人处于不平衡状态，他们很紧张，处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间。所以，即使
你忘记了，也绝对是疯了，但是有那么多人看起来一样，但内在却有问题。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透过霎哈嘉瑜伽治愈，如果他们
能按照我们告诉他们的方式来做的话。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中，练习非常简单，因为它涉及平衡问题。左脉感染了…如果左脉感染
了，你们就会遇到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能平衡它，如果你们能平衡左右脉，麻烦就可以解决了。 例如，如果你们有一个左
脉的问题，你们做了一些右脉的自我发展活动，你们会惊讶于你们的癌症可以治愈。但是当你们走向右脉，这意味着你们变得自
我导向。你们变得野心勃勃。你们变成了未来派。你们开始支配别人。这就是希特勒的做法。他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了这些知识
。他在书中说，他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的——如何控制人民的思想，通过控制他们，你们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魔鬼。他就
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变得如此雄心勃勃，他们一开始就变成了种族主义者。他们变得种族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他们
是最高的。他们有权杀死任何他们喜欢的人。他们有权报复。他们有权虐待他人。各种各样好笑的想法涌上心头，这些偏右脉的
人士。 当他们走向右脉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他们…一旦他们发展右脉，他们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就像他们可能患
上高血压，他们可能患上肾脏病，他们可能患上心脏病。心脏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心绞痛，而是慵懒的心脏。但是过度活跃的心脏
，他们可能会突然发生大规模的心脏病发作，并可能因此死亡。所以这些人也患有各种各样的肝病。比如肝硬化。肝脏…其他肝
脏问题，皮肤问题，皮肤问题，所有这些都来自右脉。 因此，当你们开始过度向右脉移动时，你们可能会被过度活跃的人控制。
就像一个自我导向的人，如果他与另一个自我导向的人变得友好，他们两人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组自我本性。
当他们变得利己主义时，他们试图控制，一个大的群体可以形成……一个疯狂、恐怖、暴力的群体，可能试图杀人。 在印度，我
们有一个这样的团体，他们以女神的名义成立了这个团体。在印度，他们都被称为阿南德玛格。当然现在已经被禁止了。这家伙
受到监督，但仍在美国有追随者。出人意料！他们被抓到杀害大使等等。而领导人不得不一起在监狱里呆上几天。除了追随者，
一切都发生了，因为他们有一种想法，认为自己是负责人，他们必须杀死所有人。他们必须变得像希特勒一样。现在你们无法阻
止它。这很难。但是你们可以，如果你能提高他们的昆达里尼，那么他们就会明白这不是现实。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不现实的事情
。不是为我们的受益人…受益人或…也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我们对自己做的事是如此危险。这对我们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毫无益
处。因此，只有当你们向外移动时，仁慈才会到来。 第三，我们可以说是对地狱的意识，那里的人天生就是恶魔。你们不能改变
它们。他们是魔鬼…魔鬼般的，占有欲很强的类型，极端傲慢，侵略性，他们真的是魔鬼化身在人类的形式。这些人必须下地狱
。因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狱意识。他们总是想到毁灭，想到毁灭别人，想到压倒别人，想到毁灭自己。你们知道有很多人自杀了
。就这样他们自杀了。这些人都处在提升的另一边。 因此，当你们开始因为这些脉轮而提升越来越高，当昆达里尼通过所有这些
脉轮上升并超越顶轮，正如你所说的梵天穴，在这里，你们成为一个更微妙的存在。就像你们人类的注意力所说的……我们可以
说这里就像布一样。现在昆达里尼把它向上推，向上推，就像这样。所以你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从外面转移到了里面。当它从这里
穿透时，这种穿透使注意力变得微妙，因为你们通常感觉不到的微妙开始穿透它。它开始掩盖你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你们的注意力被启发了。现在它是开明的。不仅仅是谈话，而是集体意识的启发。你们变得有集体意识。这样的人说话的
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个性，这样的知识。它们变成了知识。他们没有问题。它们成为知识，因为它们成为绝对。 但这是你自己决
定的。你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你们在生活中想要什么？你们的生命值多少钱？如果你们想贬低你的生命，把它浪费在一些非常
便宜、普通和无用的东西上，那么你可以继续。但是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生命作为一个人是重要的，那应该是因为你们已经从阿
米巴虫变成了这个阶段的人类，而不是浪费它。不是毫无用处地把它扔掉，而是成为灵。这就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也是
你们应该发生的事情。现在人类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障碍。接受任何我们有障碍的东西。但没有什么可以接受的。在霎哈嘉瑜伽

中，你们不需要接受任何事情，但你们也不应该否认。如果你们否认我就不能提升你们的昆达里尼。我不能。你们应该敞开心扉
去得自觉。因为有一个原因，你们为什么要做得更多。因为你们不知道昆达里尼。 人们告诉我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得自觉。想
象一下，在印度，当我的孙子出生时，我们的占星家在我丈夫的位置，离孩子出生的地方大约两千英里。他发了一封电报说这个
孩子在家里找到了她的导师…萨古鲁。找到一个能让孩子得自觉的萨德古鲁真是太好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在占星术
中，他们会问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这辈子能不能得自觉？”然后他们会说，“好吧，这辈子留下了（不清楚的文字）。也许是下辈
子。”然后他们会想，“哦，上帝，我们必须再等一辈子。”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这一点。
你们必须试着检查你们的注意力的整个行为。Chitta nirodh，试着去检视你们的注意力所在。不管它想去哪里，就把它挡在外面。
在这里，“怎么了？那又怎样？“如果你们想跳进海里。那又怎么样？你们要告诉谁？不是那样的。就是这样，你们必须控制你的注
意力。控制你们的注意力。保持注意力的纯洁。如果你们的注意力在意识到的时候不是纯粹的，那就有问题了。这是一种完全不
同的生活态度。

如果有人在这里生气，人们总是说：“我恨你。”我的意思是在印度，如果一个孩子这样说，他会被打两个耳光。

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像那样去恨任何人。恨任何人都是人格堕落的表现。我的意思是这在印度人中很常见。不管你们对印
度人了解多少，他们都是为了赚钱而来这里的人。他们是不同的人。它们是经过筛选的。但是在印度的人，……我们至少有20%
的人去过印度。你们可以问他们。对他们来说，慷慨是一种质量。正义是一种品质。纯度是一种品质。安静是一种质量。平静的
自然是一种质量。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愤怒，也从不夸耀自己的仇恨。我的意思是永远，永远，永远。即使有人恨你们，他也不
会说我恨你们。我的意思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对人们说这句话……好像这是被禁止的。因为…你们的舌头被弄坏了。如果你们
的舌头坏了，不洁，那么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们的舌头必须纯净。你们不应该说不真实的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并
不意味着假设某人在你们心目中不是好人。你们不应该那样说。不用说你不是一个好人。你们只是保持安静。让他发现。因为如
果他是坏的，他会自己受苦。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我不是在为印度人说话。但我必须说，灵性生活必须向他们学习。他们中的
一些暴徒一定是来这里抢劫你们的。那是另一点。我的意思是我很抱歉。我很抱歉。但我也怪你们太天真了。我早就来了。但我
说过你们不能给任何人钱。没有人听我的。我那样说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喜欢我。所以你们…你们不得不忍受。我知道这是错
误的，但它发生了。 现在至少人们应该意识到，纯洁只能透过得自觉来实现。在你们的第一个脉轮上，纯真可以被唤醒。在第一
个脉轮，你们发展出纯真。在第二个脉轮中，你们发展创造力。我知道以前从不唱歌的人现在唱得很好。从未创作过任何东西的
人开始创作美丽的绘画。他们已成为伟大的画家。现在，非常有名的画家，音乐家。那些从不做建筑的人已经成为了伟大的建筑
师。而那些从未做过任何室内装饰的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要说我们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我们必须知道你们的能量是
有限的，为此你们必须连接到电源。所以…能量一直在流入你体内。 然后在上面是第三个中心，这是你们追寻的中心。所以无论
你们在寻找什么都不好。但你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很好。毫无疑问。你们确实得到了你们的物质享受，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对它
感到绝对满意。你们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你们也得到了尊严和神性的巨大祝福。你们对自己的存在有了正确的理解。你们变得
像个国王。作为一个我们称之为皇帝的国王，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例如，你们知道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这是一个皇室
家庭，我丈夫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没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但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我可以在
街上睡觉，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我不在乎我住在哪里，我做什么，我如何移动。我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们是皇帝，你们什
么都不要。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有食物…好吧，如果你们没有…好吧。如果你们喜欢一些食物，或者不喜欢这些食物……有人
说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早上吃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吃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吃过午饭。如果我有…好吧…否则你们可以做
你喜欢的事。就这么简单。你们的身体变成了你的奴隶。你们可以躺在你想躺的任何地方。你们可以做任何数量的旅行。你们可
以做很多事情。你们变得很有活力。当你们的Laxmi

tattwa出现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体内有四个Laxmi

tattwas。这是第一个，是laxmi tattwa，在这里你们成为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拥有物质享受。但是杀死你的安慰并不存在。舒适
意味着你们在物质上不再烦恼。你们有工作。在伦敦，我们有那么多失业的人。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中，所有在场的人都有工作。
都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得到这份工作的人。此外，在霎哈嘉瑜伽中，那些留在灵舍的人必须有一些工作。我们曾试图允许一些
人不带这些东西来，但我们对这些人有过非常糟糕的经历。所以，所有那些靠救济金或类似的东西生活的人，我们不允许他们进
入灵舍。你们会惊讶地发现，一旦他们加入霎哈嘉瑜伽，他们就找到了工作。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好的工作，因为奎师那说过瑜伽
克希玛·瓦哈姆亚姆。当你们练瑜伽时，你们的健康会得到照顾。他没有说kshema瑜伽，他没有说我会照顾你们的健康，然后你
们就连结，不，首先是连结。连结：克希玛·瓦哈姆亚姆。首先你们要连结，然后会做瑜伽。这就是你们在脐轮上发生的事情，这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拉贾·拉克斯米右脐轮，那就是你们变成了一个国王。 你们成为Gruha Laxmi或Gruhassa意味着你们成为房子
主人。你们成为了一个好妻子和好丈夫。你们对彼此产生了适当的感情。你们也会对你们的孩子产生适当的感情。如果你们天生
就懂得良好家庭生活的重要性，那么你们就可以透过这种本质来改善你的社会。这会自动发生。你不必告诉任何人。只是那些在
来到霎哈嘉瑜伽后彼此憎恨的人已经开始彼此相爱、理解和享受。霎哈嘉瑜伽的婚姻生活非常棒。百分之九十的婚姻生活是如此
美好，以至于美国的人们在第三年离婚，每三年，我们都看到人们在婚姻生活中做得很好，甚至在美国。即使在这里，你们看到
精神投射，妻子不够好，丈夫不够好，都消失了。你们变成了灵 [真我]。你们开始享受婚姻更深层次的意义。 然后是Laxmi 原则
的第四个面向。第四个面向是提升面。那些有钱的人受够了，现在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同样，在霎哈嘉瑜伽中，当你们开始向上
提升时，你们会发现除了灵性生活之外，没有什么能带给你们真正的喜悦。所以你们只在乎灵性生活。霎哈嘉瑜伽的灵性生活是
，你们成为光，你们也给别人光。无私地给予，不收任何费用。仅仅因为你是光，你就变成了光，你看不见光，你就变成了光。

你给别人光明，无私地去做，不收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要求，你只是开始付出你所拥有的。自发的，不付钱的。你只是用一种圣
洁的方式去做。圣人总是用自己的钱，总是用自己的钱给别人带来喜悦。他们从未从任何人那里拿钱。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
听说过任何一个圣人建造过大宫殿、大地方和大组织，从来没有。那不是圣人的象征。 圣人只会散发出慈悲，而这种慈悲不会说
话。它是沉默的，这种慈悲会运作。它不会说话。它起作用了。当它运作时，就会产生奇迹。这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当基督被某
女士触碰时，他说一些能量从我身上流过。就是这样。能量开始在你们之内流通，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
用做任何事，你们就能得到它。 所以今天我想我已经来到了脐轮。明天我将以更好、更详细的方式告诉你们其他轮穴，让你们理
解这些轮穴的本质。这就是你们可以成为的。他们已经向你们描述了轮穴，但为什么是这些轮穴。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些是我们
内部已经跨越的不同进化里程碑，最后一个是你们现在必须跨越的里程碑。就这些。 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是为此而生的
。上帝为此创造了你们。最好是你们能做到。这就是我昨天问问题的原因，人们现在告诉我，“母亲，请不要问问题，因为这是浪
费，这是浪费时间。”那些问问题的人没有问任何合理的问题。他们不担心自己…为什么…他们如何度过他们的生活。当然，有些
人问了一些非常明智的问题，我必须说，但没有必要问这些问题。让我们看看它是否在你们体内起作用。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
一个好主意。现在你们想先得自觉吗（人群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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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真理是有两面 我们看到的幻象可能看似真理 幻象的本质亦可能看似真理 另一面是绝对 必须透过
中枢神经系统来感受 来体验 它既不是我们以为的 思维的投射亦不是感情的想像 实相就是如其所如，它是不能改变 不能妥协
我们要谦卑下来去了解真理 我们谦卑地藉着科学发现了 很多我们从来不懂的事物 任何从外表了解的东西，像树木是必定有根
单从树木的外表 你是看不到它的根 因此，当有人谈到根 我们便感到震惊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根的知识 我们的制约让我们只看到树
却不能令脑袋明白 树必定有根 我们可以说 人类在科学上进步了不少 进步至成为先进的国家 他们却不知道，如果他们不追寻根
便会完全的灭亡

现在，我在你们面前

你们不应感到我在冒犯你们

我来是告诉你们关于根

这个你们内在伟大的财产

我们知道围绕在我们四周科学范畴的能量：像电力 地心吸力。我们要以科学家 谦虚和开放的心 去了解 我们内裡 精微的能量
我们要了解西方

面对什麽问题

当我们藉着工业发展演进

有在美国的人问我：「西方出了什麽问题？」

我们发展了某些性情，某些价值观

因此，我们必须看看什麽发生在我们的进化

工业化虽然是好

但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分辨该在那裡停下来

这就是为何当我们走到很工业化的国家 以为自己在吃着化学品而不是食物 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但该怎样保持平衡？ 就是要了解根
我感到西方人的第一个问题是
每一刻想要出售货品
我们用思维来投射

他们是思维的存在体

要有新时装

思维的容量已经发展到失去平衡

否则机器就要挨饿停产

每一刻都想着新事物

就像工厂裡，每一刻都要

我们的脑袋同样开始生产新事物

无论什么是新的，我们都欣赏赏识

製造新产品

这就是为何这些东西都是人造的

我们是要接受新事物

但不是接受完全丧失

传统价值的事物 我之前说过： 佛洛伊德(Freud)有什麽特别 为什麽你们接受他而不是荣格(Jung)？ 原因是他给我们非常新的想法
但新不一定是好

例如塑胶曾经是新的

你们都知道发展了塑胶有什么后果

当我们追寻真理

我们不断尝试新方法

我想是基于这种需求

突然间一股关于

根源知识的新思想，新浪潮兴起

(Puranas)裡，也没有记载在任何东方知识的典籍裡
或所罗亚斯德(Zoroaster)的著作裡

它跟古代

如果对物质而言，这是真确的，那么灵性又如何？

邪魔才能以

假导师的形相出现

他们说的没有记载在吠陀经(Vedas)或

亦没有记载在任何基督之后的
关于根的发现毫不相干

基督来到世上---你迟一点会知道---

在七十至一百年前的印度，

我们对宗教也有着同样的问题

是为我们创造对灵的感知力

一个独特的能量中心，我们叫这个能量中心为额轮

往世书

著作如圣经，或穆罕默德之后的可兰经
举基督教为例
祂住在我们内裡

印度经典则描述它为摩诃毗湿奴

祂最纯粹的形相是

Omkara(太初宇宙的声音--唵)或 Logos(道) 在西方知识的 思维层面上 有很多关于祂的描述 实际上印度哲学 亦有很多发现
你不能以思维投射来了解基督

因为祂是超越思维

祂曾经说：「你们要重生。」

当尼哥底母(译注︰基督教圣人)说：「『重生』是什麽意思？
祂说：「不，任何肉体所生的都是肉体

莫非我要回到母亲的子宫裡？

你们要从圣灵而生

什麽是圣灵？

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
他答：「我来工作。」

访问他的人就说：「好吧，我也在工作。」

(向翻译员：不，是你刚展示给他们的灵量
对灵量都描述得很清楚

圣经说：

下面----

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问

访问他的人就问他：
两个思维投射的互相了解

你来这儿干什麽？

圣灵是你内裡的反映

不，不，你指给他们看的灵量，在圣骨之内。)

我会以火舌在你们面前出现

这些是能量中心

被描述为生命之树

是灵量

印度很多经典

可兰经描述它为Assas

在这些古老经典裡 又或不足 四、五百年前的 Kabira时期 都没有说灵量会带给你麻烦 我却看到，在之后很多人写有关 灵量的书籍
有一本像这麽厚的

我很惊讶读到

有个德国作家描写灵量

说灵量会令你发热，令你生病

令你跳舞，也令你跳跃

他们就是这样令你们受制约限制 阻碍你们的进化 在伟大的降世神祇之后出现的宗教 也玩着同样的把戏 保罗就是圣经裡开始
灌输这种制约的人 事实上，保罗与基督毫不相干 由孩童时起 我也不明白他怎会在圣经裡 他再生为奥古斯丁 再次製造宗教
组织宗教，制约宗教 很惊讶在今天 人们却挑战基督的降生 挑战祂创造神蹟的神圣力量 他们以思维投射 想证明祂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还说了些 基督和祂的母亲的污秽下流的说话 这是我们以思维 创造的地狱 我们何等斗胆 竟向基督那麽伟大的人物说这些话！
是我们的自我令我们那麽斗胆专横
这亦是追求时尚新事物的结果

挑战这些人物

亦即让自己步入灭亡

因为脑袋时刻都想找些新东西

那令自我发展

而他们实际却是来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升进
如果你到美国

最好问问他们怎样开浴室水龙头

因为每个水龙头都不一样 你可能按了某处，便会被溅湿 他们要每一处都有新鲜感 因此花了很多时间来决定 采用那种水龙头
若你坐进美国的车子裡

最好问问他们怎样把车门打开

因为如果有意外发生，你未必知道怎样开门

可能要用新方法

这种选择的力量已经发展得太过分 让人们真的看似愚昧的孩子 自我阻碍人的成长成熟 来自自我的制约是最差劲的 不能把它清除
如果你受超我所制约 你会有痛症，会有麻烦 但如果你有自我 你便会麻烦他人，压迫他人 他们尝试以 某些思维的程序去克服自我
他们想穿得像原始纯朴的人

穿得像原始人

如果你到英国，你会发觉人们
我因此询问一些来我讲座的人：

并不会令脑袋变得原始

我是说情况已经到了极限

使用滑稽可笑的颜色，头髮染上奇异的颜色
为什麽你们要这样？

他们说这样使人变得有吸引力

要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了
他们叫自己庞客(punks)

我却认为他们像小丑

他们却以为

大家都受他们吸引

所以我发觉第二个咀咒

是我们想吸引每一个人

那有什麽用？

那是一种毫无喜乐的追逐

如果每一个人都被我们吸引 他得到什麽，或你可以从那人身上得到什麽？ 我真的不懂 你反而会惹来麻烦 我是说如果你变成庞客
会染上可怕的眼疾

或许

头皮也会出问题

你的眼睛时常东张四望

去留意有多少人被你吸引

最近出现的Altmiser’s[锡吕玛塔吉可能指「“Alzheimer’s”」(老年痴呆症)]

你知道会得到什麽？

是早期神经错乱的现象

现时在美国，他们发现

在三十五岁前 五分之一人会精神不正常 五分之一人，你能想像吗？ 五分之一 是我今天在读者文摘读来的 会变成，会变成
他们叫Altmiser’s[锡吕玛塔吉应指Alzheimer’s]病症 他们称为Altmiser’s的疾病 是新的疾病 Altmiser(Alzheimer?
)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或诸如似类 他们归咎于若你活多于三十五岁 这个疾病便开始繁殖 在纯朴简单的国家如印度 或其他国家
人们不流行眉来眼去，所以没有这种疾病
我很抱歉要向你们说这些话

基督曾说：

你不应有淫邪的眼光

因为我发现在西方到处都有这种现象

实际并非如此，它有很深层的含意
给人自觉，基督藉此在你的

眼睛要纯真到

没有任何

中枢神经系统中被唤醒

上教堂的人会只想要这种东西

这个很严重的疾病正在爬升

贪婪和色慾

祂住在额轮裡

难以了解为何

它看似是很锁碎无聊

我发现唯一能解决这个毛病的方法就是唤醒灵量

那是在视神经床上

是视神经床

假如一个人缺乏纯真

额轮就有阻塞 这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最重大的洁净 试想想，人们自称是基督徒 这些是基督教国家 他们做着的都是反基督的行为
这是很令人惊讶

无论传扬些什麽---

这些学者要明白

他们丧失了对洁淨的重视
而是来自内里

就像在印度

他们不能以理性来了解神

人们说每个人的内在都住着灵体

他们不喜欢我

不是肉身上的洁淨

也不是外在的清洁

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推向灭亡

不要沉迷于无意义的堕落
你会很高兴的知道

否则一种会

那个像蛋的结构的

自我和超我就

为了洁净我们而死

你可以医治所有疾病
被吸入

破坏并非来自外在

我告诉他们：「不要接受佛洛伊德的理论
你们都知道爱滋病已经开始传播

因为在唤醒灵量之际

它发生在每个轮穴上，特别是在额轮
自然地

却忙于种性制度
今天西方的问题是

亦不是你如何表达自己，而是内在的

我在1972年首次到美国

发生的最了不起的事情

在额轮，当她开启额轮

因为灵量是有生命的力量

祂为此受苦，被钉上十字架

伟大的降世神祇和经典的时候到了

以变得纯真

杀灭整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的疾病会发展形成

透过唤醒灵量

是无论你做过什麽，都已完全完结

但愚昧的印度学者

告诉他们要洁淨自己

它把你完全洁净

所以祂能穿过自我和超我

现在，当我们谈及神祇，人们会感到颇为震惊

基督这位神祇便被唤醒
然后你便会相信，基督是

之间的小小的罅隙
因为他们从未听过这些

验证所有
神祇是里程碑

来拯救我们的人物或领袖 祂们拥有神圣的力量 祂们每次降世 都想给我们新的感知力 我们可从第一个轮穴开始 那是碳原子按照
化学的周期法则形成的地方

透过碳的形成

接着是生命的来临，你们也知道，亚米巴
我们有什麽独特之处

有机化学及

从亚米巴到今天的人类

为何只有我们才能变成人类？

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原因而出生

那么你便知道你是多麽神奇

多麽有活力

真诚诚实的求道者身上才会出现

所有工具的缩影

你成为真正的工具
拥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

成为

再从氨基酸形成生命
起因，我们为何成为人类？

生命是否只用来看手表

在神的眼中，轻佻无聊是种罪

你们是你能想到的

一旦这个起动发生，你便会得到完全的净化

我们为何不想想原因

我们的生命有什麽目的？

不用尊重自己吗？

看看你内裡的七层结构

接着的氨基酸便产生

浪费时间去赌博？

要知道你们是有深度的品格

现在，要发生在你身上的是最后的起动

每一种工具都要与总机连上
但这不是为无聊

你们同样也要连上

没有自尊的人而设

神的国度的子民

只会在真正诚恳老实

要取得自觉，真我的自觉

佛陀甚至说：

不要谈神，只谈真我 即使摩诃维瓦(Mahavira)亦这麽说 禅宗更甚 祂说只谈无思虑的觉醒状态 这是灵量被唤醒 的第一个体验
你完全有知觉却没有思绪

就如你看到波平如镜的湖

我们从来不知什麽是喜乐，那不是二元性的
要取得实相，我们要成为真我
就如一台开动了的电脑

真我是超越自我和超我的

你手中只感到凉风

「对，很好」；热风就是

我们要明白

都完全能以逻辑来理解明白
这不是思维的投射，而是你成为

四周的环境

你了解自己

你不再活在「相对」这个词藻里
当你的手向着任何问题

被鬼附的人，你甚至

‘saha’

而是活在绝对之中
所有资料都是来自无意识

所以你从无意识

出现的第一件事，是你变成

这是霎哈嘉瑜伽的简介

取得的任何资料

我再说一次，你变成，集体意识
如果你知道怎样医治这些能量中心

即是「一起」，

它也有另一个意思，意指

这是我们的幻象

你可以取得答案，凉风就是

会有涨破的感觉

因为你了解你的能量中心

「联合」是，“yoga”的意思是「联合」

带给你完全的喜乐

当自我有点崩塌，我们便不快乐

你的无意识已经变成，要变成有意识

你的中枢神经系统

你便是完美的，完全健康，在完全的喜乐中
它是自然而然的

你与上天关系密切

「不好」。如果你走近一个

在中枢神经系统变成有意识

湖面清楚映照

我们知道快乐只是自我的纵容

‘yukti’

即是

‘ja’即是「与生俱来」--「把戏」

它亦指熟练灵巧

如何控制这个开始在你内裡流通的力量 要知道它的一切；所以要把它解码 全都是你的 一盏已点亮的灯点亮另一盏灯 没有义务
全都是你自己的

你要取得它

巩固它

全都是免费的

因为大自然的恩赐，生命的过程

是不能购买得来的

你不能付钱给大地之母使种子发芽 你有付出甚么吗？ 我们付了多少钱令花儿开花结果？ 大自然不懂金钱 神也同样不懂金钱
我们以往的生活模式

说到做神的工作，就只是付钱

贫穷是人类製造出来，不是神
并非做着神的工作

特别在瑞士，人们相信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却受别人统治了三百年

这是人类的问题，是人类製造出来的

也要由人类来解决

如果你捐款给一些国家
它变得贫穷又有何惊奇呢？
神的工作是纯粹的慈悲

就是做神的工作
这显示捐钱

慈悲是不用说出来的

也不能用钱来衡量 它只在流动，散发和在运作 它没有什麽期望 不受控制 也没法摧毁它 它不需要任何保护 神的工作就是这样

因为对神而言，谁是其他人？
就神的工作而言，实相与
使你享受你的美善

虚幻的分别

上天的素质

它给你能带你的灵

令你时常陶醉在如微雨般
是优美的姿态

我们都是祂存有的一部分

的喜乐中

当有人给你奖牌

起立鼓掌，演员也要弯腰鞠躬
我们的自我和制约

就像水能解渴

到更高层次的引力

是你的权利去取得它

你要怎样垂下头

向观众敬礼

发了芽的种子

若我们感到某人的轮穴有些不妥

它给你光来指引你

你要得到它

你要在上天前垂下头

–

对吗？)

也希望后天当我谈及灵的时候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该怎样保护自己？

给你慈悲

它给你里里外外平安祥和
但要谦卑

这是很重要的

当观众为你鼓掌，为你致敬

我们同样要向神敬礼
你们都能抽空来

你想我…想提问？

自我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明白

给你力量使你坚守正道

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意义

当你同样被赐予奖牌

没有长根

又有何恩惠责任呢？

它在虚幻的海洋中找到所有珍珠

(向翻译员：他向观众敬礼

我希望你们今天都获得自觉

否则就如基督说的寓言

如果这隻手帮助另一隻手

我们自动交托的是
你往后要完全巩固它

好，让我们现在体验吧

呀，呀，好吧

这就是你要学习的

得到自觉前你也会受别人感染 只是你感觉不到 得到自觉后你才感到，但只是暂时的 这就像一个指标 所以你要学习怎样保护自己
若你到我们的集体中心 他们会很详细的告诉你一切 无论我到瑞士或 其他地方，我通常都看到整个房子坐满人 他们喜欢听我的话
但却有一件事情他们不听我的 就是不去实践它 不去理解它，不让它发生 没有课程，没有课程会教授的它 你要自己从已达致的人
那处去明白 你自己也可以成为导师 唯一是你要给自己时间 瑞士很懂制造好的手表 他们想人节省时间 但他们却没给时间神
就如日本人，他们很懂造錶 也没给时间神 他们为别人造表，不是为自己 他们忙于造表 现在你们也要自私点，必须看看自己
最好是既为神

也为自己省点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要…若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常到这个中心，与这些人会面
也寛恕我，无论我说了些甚么

你应该知道我们在

你们能从他们取得你一切的答案
因为我不想你为任何事

瑞士有一个中心

现在，我先要请求你们

感到内疚

西方最大的障碍

寛恕自己

就是人们为每件事内疚

我是说即使你穿了一些不相衬的衣物， 人们也会内疚 我们内疚的程度是太过分了 所以我要谦虚的请求你 请不要有任何内疚
无论你做了些甚么

无论有甚么在这里

你要知道

你是全能的神的圣殿

你的灵量有能力

给你自觉，把你完全洁淨

不要对任何事感到内疚 这是首要的条件 我们要愉快的对待自己 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 其二，我请求你们 利用大地之母
虽然我知道是有点冷，但不要紧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脱掉鞋子，把双脚放在地上

极之简单，因为我们只要准备好

因为有时鞋子有点紧

令你接触不到大地之母

它是极之简单，因为你只要准备就绪

现在，我们先看看

试试感觉我们的轮穴 把它们洁淨 因为若有任何障碍，你可以把它们清除 我会告诉你，你的右手该怎样放 左手则像这样朝向我
象征你想得到自觉 右手用来按着 左面的能量中心 很简单 当我告诉你，我们首先把手放在心脏位置 接着把手放在上腹 跟着是下腹
再接着是上腹

心脏

再把手放在

当你感到内疚，它便有阻塞
对吧。现在，你要像这样把手

颈项和肩膀之间

在前面，像这样，不是在后面

看着它像看着某些滑稽的东西
放在前额

用力按。当我告诉你，你要顺时针方向

有甚么要内疚？

接着手放在后额

转动七次

这个能量中心通常是最差的

另一个思维的投射

跟着你要伸展你的手掌

现在，不要尝试停止你的思绪

是个幻象

把这部分放在脑囟

它自会自然的成就到

若有太多的思绪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脑囟 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你们全都要做 若任何人不想做可以离开 不要麻烦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会不自然
这不是法定的

现在每个人都要闭上眼睛

把眼镜脱下

因为你不用看甚么

把双眼闭上

现在

现在，把左手像这样朝向我

要对自己有信心 原谅自己，闭上眼睛 保持眼睛合上 闭上眼睛。把右手放在心脏位置 左手向着我 在你的心上 左手朝向我
右手用来行动。(向翻译说︰请告诉他们。) 现在，请把右手 放在心脏位置 左手保持在大腿上，手心向上 坐舒适点 你要感到舒适
现在你要问我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你的心裡住着灵

所以请问我三次

母亲，我是否一个灵？

你可以称呼我为「锡吕‧玛塔吉」，或「母亲」 那个称呼适合你便用那个 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 现在，把右手放在腹部 在左上腹
用力按

这是掌管敎导的能量中心

若你是灵，你必须是自己的指引
我是否自己的导师？

唏…三次

是由来到这个地球的先知所创造的

你要说︰「母亲，我是否我自己的指引？
现在，把手

放在下腹，按着它

这是

所以在这裡，你要问我另一个问题
我是否先知？

上天知识的能量中心

我是否自己的导师？

这知识不是思维的

是在你的

中枢神经系统建立的技巧 所以这裡你要说一些话 因为我不能强迫你 接受提昇灵量的程序 你要问自己 你是否想知道真正的知识
纯粹的知识

所以请说六次︰

母亲，我可否得到真正的知识？

我可否得到真正的知识？

这样说灵量便会开始移动

六次，请问这个问题六次︰ 母亲，我能否取得真正的知识 纯粹的知识？ 现在我们要让路给灵量，它已被唤醒 请保持眼睛闭上
提起右手 放在上腹 请闭上眼睛，不要张开眼睛 因为注意力要向内 在这一点上，就如我告诉你，是掌管教导的能量中心 现在你要
充满信心的说︰ 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 我是自己的指引，我是自己的先知 请说十次 说时请不要感到内疚 请不要感到内疚
你是先知

威廉布莱克曾经说︰「有神性的人。」--即求道者

你们会成为先知

呀，现在，好点了

会成为先知

是威廉布莱克来帮忙吧

他们有能力使其他人也成为先知
现在请提起手放在你的心脏位置

你们是有神性的人
你不要说话太快

要以理解和有深度的说 在这一点上，你要 再次充满信心的说︰ 母亲，我是灵。」请说十二次，请 现在，现在最好把它成就
现在请提起手放在 颈项和肩膀之间 把手放后一点，那么你便能按着骨头 在这裡你要 充满信心的说︰ 母亲，我完全没有内疚
你要知道，神除了是

爱和慈悲的海洋

还是寛恕的海洋

无论你有任何内疚

与上天寛恕的力量相比

你不能有任何内疚

所以请说十六次︰「母亲，我完全没有内疚。」 即使有些人不相信 自己没有内疚 为着惩罚自己，他们说它108次… 这样好一点
没有人想有这种惩罚，这样想很好

好一点吧？

现在把手放在前额

请用手心按着前额

用力在两面按

把手横放

我是说请把手水平地放 用力按 在这裡你要说，多少次没关係 但要真心的说︰ 母亲，我原谅所有人 有些人以为原谅人是很困难的

无论你原谅与否，

都是个幻象

若你原谅每个人

你便不会受误导---

当然是以虚构的方式

现在，把手放在后额

按紧它

把手放后一点按紧点 这裡你要说 或许为了满足自己 说︰「噢，上天，若我对你 犯了任何错，请原谅我 现在…现在伸直你的手
把手心放在

头顶脑囟，按紧它，按紧点，

顺时针方向转

说，你想得到自觉

因为我不能在这裡再次超越你的自由

所以请说︰「母亲，我想得到自觉 请给我自觉。」七次 用手掌按，不是用手指 现在把手慢慢放下 慢慢张开眼睛 右手向着我
左手放在头顶

不要想，不要想

看看有没有凉风走出来

请把手转换

用右手

看看有没有凉风走出来

不要紧张

它是很精微的，是很精微的 现在，再次用另一隻手 现在把手像这样提起，头向后 问一个问题 走近播音器一点 现在问一个问题︰
母亲，这凉风是否圣灵？

是否梵天婆罗摩力量？

是否全能的神的爱？

现在请把手放下

看看自己

不要想，你能否在双手上感到它？ 那些双手感到凉风的 它是很精微的---又或在头顶感到， 请举起双手 你们大部分人都感到
现在告诉你们怎样保护自己 你们全都要知道怎样保护自己 有些人感觉不到是因为他们这裡有问题 喉轮有问题 或许你们没原谅人
试试这个吧，右手向着我
把它像这样放在后面

左手像这样放，为了平衡

若你在下面感到

向着天空

我们现在要运用以太

那些很急躁的人，他们偏向右面

若你感到清凉，或在低一点感到

这是他们的问题

不要紧，它自会解决

想得太多

未来取向，他们是未来取向 只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把问题解决 不是思维的投射 而是面对它，只看着问题 你是灵，你不是问题
你是超越问题

在得到自觉后，「问题」这个字句

会从你的字典中消失

现在把左手像这样放

右手朝向大地之母…

好一点，好得多了 噢，不要想 你现在可以做了 现在我告诉你怎样保护自己，很简单 你要保护自己的气场 若你想戴上眼镜也可以
你们全都要这样做

无论你有没有感到凉风

你要像这样保护你的气场

你的左手这样放

右手绕着气场

手提昇过头顶，再像这样放下来 左手朝向我 好吧，请做七次，七个气场 一次，不要想 不要想… 三 四 五 六 七次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怎样提昇你的灵量 很简单 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灵量前面 你自己也能做到 必须往上移，向前，再向下 像这样顺时针，右手
左手要稳，左手要直 接着向下 这只手要向直移 注意力要放在左手 现在试试把手正常的移动 你要把它带到头顶 把它带到头顶
把头往后移，系一个结

系一个结，一个大结

现在把头往后移，系一个大结

结一个结

结一个结

我们再做一次，好好的做，请再做

现在同样的做第三次，三个结

再次

要做快点

第二次，让我们再做

把它，现在一个

再次

二个结

再结一个结，第三次 现在看着你的手 你感到更轻松 也去感觉你的头，凉风走出来 你会完全的感到轻松自在 你现在不能想
若你想，你也可以去想
双眼会有光

但不要想及它，你不能想及它

现在你不要想

只能去感觉它，你们全部人都得到了

不然当我下次再来，你会说︰

好！

母亲，我失去了生命能量

你会明白，你双眼会闪亮
若你想它，你便不能到达

好吧，现在若你想与我握手 我会为你们坐一会儿 你们可以来这裡与我握手 但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不用… 不然便没完没了
呀，呀，你可以来这裡看
他是在，他在右面多一点

你感到凉风吗？感到吗？现在我能看到
给他…

菲力，帮帮他，只看看…

好吧，好吧，只一会儿，只一会儿

这个男士感觉不到凉风

喂，你好吗？感到吗？你会享受它…

喂，你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 对，我会在这裡 不，我会……他甚么时候回来？ …噢，我明白，接着伦敦，他不会在那里吗？ 他得到自觉吗？
噢，我知道，对，我知道 好吧，所以他能来伦敦？ 我会到伦敦 好吧…好吧，好吧 谢谢，非常感谢你，谢谢 你得到自觉，好…
对，愿神祝福你们。我非常高兴
你必须有充足的信心，好吗？

现在你很妥当
很高兴它会发生，愿神祝福你们

她天生有自觉，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是个天生有自觉的孩子

他会治好她，告诉他找

你必须建立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甚么发生在你身上？

好吧

那么你便充满信心
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好

现在看看你的眼睛，你能否互相看到大家的眼睛？

不，不，她不能做到，它有科学根据
你叫那个有哮喘的女士来

你必须，你必须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那么你才能把它给每一个人

在一个讲座裡，你不能谈及每一位

他错了

那个有哮喘的女士

他错了，不会这样
(印地语)

就是这样

你必须拥有充足的知识，对吗？

你好吗？很高兴你得到它。

我会告诉这个，但你要明白一旦我们…

我已经谈及他们全部人

他们全都有灵性，他们全是我们的

谁跟她说话？
(印地语)

对，问题是，你要明白

耶稣，因为在这裡，他们多数敬拜耶稣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你学习它，你会听我其他

有谈及他们每一位的讲话，对吗？ 愿神祝福你们 …他是…的兄弟 你有个很好的姊妹… 这是你的兄弟？ 他们会妥当，你要明白
因为人们都是刚来的，当我来 我拿外交护照 他们只检查我的护照 我的机票，没有其他 他们就像这样，非常…人们，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你要让多一点印度人来… 他会没事，这是毋庸置疑 你也在孟买找到他们 喂，你好吗？… 信心 好吧，这就是我的感觉
人们缺乏信心

你所想的都受

我会引导你变得完全有自信，好吗？
叫你的朋友来

有疑惑的人播在你身上各种荒谬的种子所动摇
所以你要来，要看到这些人也来

我要令你们全都非常有自信

但肯定要来，因为…

你是灵，你要变成灵

这是…但我会在之后来…
哥伦比亚？呀

我会后天来，好吗？

你好吗？

只要享受，自得其乐。

你要有信心，你好吗？ 一次又一次… 你要跟进，你要看到… 对它有绝对的信心，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 你好吗？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来吧，你变得很勇敢，对吗？

告诉她是我说你要来

快点来，很感谢你

你还好吗？…

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这还好，你要知道它的一切 这很好 你要明白，你不应毫无分辨的去做… 我让他们来决定，他们全都在这裡 你留在这裡？是吗？
后天我会来 他们会给你地址 对，后天 你要带朋友来 你来自哪个国家？ 秘鲁？ 好吧，带他们全部人来，好吗？我要看到他们
你好吗？你感到怎样？ 你来自哪个国家？ 波多黎各！噢，很好的国家 我要到所有这些地方 我要去，我从未到过那里，我会去
让我们看看…

你在吗？噢，很棒！你好吗？…

现在，你好吗？…不，你有见过吗？
你要原谅每个人…你要原谅人

来吧！带你的朋友来，只告诉他们

…你不是玻利维亚人？
只说︰「我原谅。」

你好吗？…

他们必须来，对吗？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你要寛恕人

只要说︰「母亲，我原谅。」

你要说你要原谅人

只要这样说，真心的说…

呀，现在，明白吗？… 现在，建立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不会有信心。必须建立 多建立我告诉你的方向，静观自己…也…
接着你也要看这些人

呀，很好

他们很好，他们是很好的人

呀，很好…

我曾经到过这一边

我曾经把自觉给了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是很好的人，很好的…伟大的灵…

我会去…他们是首先得自觉的

在十四个星期内，我们从印度教导他们

他们很友善，很好的人 很容易的与他们和谐相处 我们能应付 我会试试从政府入手 我们可以做到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来吧…
建立自己 只要说︰「母亲，来到我头上，就是这样。」

1985-0629, 導師崇拜
View online.
導師崇拜
法國巴黎‧1985年6月29日
我相信你們都有這樣說，亦有用心聆聽，這些事情你們都是真心的說，只有與神連上的人才能敬拜格涅沙，而格涅沙則敬拜你的
母親。
首先，我們要明白母親和導師是怎樣的組合。因為導師是很苛刻的，他不容你有任何自由，而母親則很仁慈。啊！你們對母親沒
有任何感受，有嗎？
是否全是空話？你聆聽，說話進入腦袋，你就以為自己已經變成順服委身的霎哈嘉瑜伽士？這就像穆斯林相信他們委身於神，基
督徒相信他們委身於神，你是這樣那樣，全都只是空話，沒任何實際行動。你怎麽知道什麽話才是事實？你有否見過我雙手的太
陽？你還要什麽證據？
任何不善待你的人當然是有罪孽，這是毋庸置疑的，要跳進這種人的陷井？若你告訴孩子，母親要來，他會搶著說︰「我來了。
」會哭叫。你的生命能量又怎樣？你有否運用你的生命能量？你老遠來這裡做導師崇拜，誰是你的導師？你要敬拜誰？來自任何
地方的任何人忽然變得重要，怎會這樣？過去從未發生過，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可怕的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你也這樣，在我死後，
很多導師會出現，誤導你，你是否要接受這種情況？
所有神祇都拒絕我這樣做，祂們折磨我，不容許你有崇拜，絶對不容許，不能有崇拜，因為祂們愛我，尊重我，祂們有合適恰當
的禮儀，祂們不想成為導師，不想有這種不當的行為。上次我來時，我真的對法國人有強烈的感覺，我說過多次，法國是宇宙的
地獄。你是否要跌進這種陷井裡？這是超越意識，極之超意識，也很傲慢。我從不知道有這樣的導師崇拜，從不。印度人曾做過
一個導師崇拜，他們禱告，希望能至少再多一個導師崇拜。透過這些導師崇拜，若你只能有這種委身順服，最好完全不要再有導
師崇拜，你不配，你不能成為導師。我能清楚的看到，沒有順服委身，你怎能成為導師？
上天的所有祝福已經灑在你身上，你回饋了什麽？這種自我？你對某人有回應，因為他的自我更大？
這是很壞的榜樣，你要為印度人洗腳，再喝掉洗腳水，或許這樣你才能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你或許發展得很好。任何與你們同類
的印度人，也必須這樣做。為何你不看看自己的生命能量？當盲人回復視力，他不會閉上眼睛看東西，他會嗎？你們的領袖怎麽
了？他們全都不能這樣說，「我們這個時候不能有這種荒唐。」
只來機場，很多人的人生就已經提昇更高，為何你要來？你要抗議，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想到機場，懇求來機場，舉起手，老實點
，老實點。
這些都是愛我的人。願神祝福你們！
明天若有人要你侮辱我，你會否照辦嗎？你知道若一個小國的國王來，或來自小島的首相，班加拉姆島(Lakshadweep

印度西南

面小島)，馬爾代夫(Maldives)，這些小島的首相來了，英國首相就要接見他。若你的導師來，所有導師都會來迎接我，又或只是
在這裡聽一些荒謬的說話。我感到像從機場回來，我感到這種生命能量，你怎會有這種想法，你怎樣牽著手，除小數人外。
你的品質只會是你有多委身於我才能顯現，基督曾經這樣說。今天我也這樣對你說。其他事情霎哈嘉瑜伽士都會投訴︰這樣不好
，那樣不好，這已經做了，大家不滿大家，不滿一切，霎哈嘉瑜伽士拿了我們這麽多錢，這種事情不應發生。他們常常都向我投
訴，投訴，投訴，投訴，投訴。但對這種荒唐，他們卻沒有投訴，完全沒有。你們全是自我中心的人，喜歡自我中心超意識的荒
謬，就是這樣，你們全都是為導師崇拜而來，你們是為何而來？要老實！
我以母親的身分而不是導師的身分向你說話。作為導師，我做了該做的事情，我以母親的身分與你談話。你是要以這種態度去尊
敬她？我告訴你，這是你們最後一次的導師崇拜，或許也是你們最後一次崇拜，這很震驚！

你要尊敬你的導師，順服委身於你的導師。有人說，導師是Paramchaitanya(生命能量)，生命能量就是你的導師。Aagatah
Paramachaitanyam, dhanyo aham tav darshana.
當生命能量降臨這個地球，我感到那麽喜悅的看到我導師的darshan(真身)。你活在怎樣的世界？你身處何方？視一切為理所當然
？我知道母親有權懲罰你，即使是克里希納，祂的母親也會懲罰祂，但我對懲罰不感興趣。對不尊重我，侮辱我的孩子，我什麽
也沒做，若他們不愛我，我什麽也不會做。只有那些有異議，想到機場的人應來做我的崇拜

—

老實點。你應感到羞愧，你侮辱了給你自覺的母親，她為你做了很多事

—

我無私的工作，不分晝夜，為了你們，我忽略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孫兒。
只有那些想到機場的人，說，不要去，請走上前，請走上前。來，這麽多年後，他與我會面，你什麽時候來？
瑜伽士︰(聽不到說什麽。)
錫呂‧瑪塔吉︰想像一下，他們老遠的來到這裡，你卻告訴他們要聽這些荒謬的話，他們來不是要聽任何的荒謬的話，走上前，這
一邊。
瑜伽士︰(聽不到的問題。)
錫呂‧瑪塔吉︰對，當然，他們因為遲到所以不能來，我告訴你，晚上沒有節目，所有西班牙人，他們是那麽友善，就是那些在這
裡卻沒有來的人。
馬拉塔語
菊塔在這裡，菊塔，你什麽時候來？
馬拉塔語
對，你可以走上前。
瑜伽士︰(聽不清)
錫呂‧瑪塔吉︰在這裡卻沒有來的人，他們要明白，你們是活在神的國度，當這個國度的女神來，你必須在這裡，很抱歉我要這樣
說，這是我對所有神祇的承諾。
要知道你要給自己更多，要辛勤工作，要靜坐，但在這裡，你們卻沒有紀律。我也要原諒奧地利人，因為他們的領袖想走，要原
諒奧地利人因為他們的領袖想走，他們也能走上前。
一人能拯救，一人能摧毀，你們的領袖還妥當，直到他來到母親這一點上，當你到達這一點，你也要反對你的領袖。來吧，來這
裡坐，其他人要走到後面，回到後面，請回去，其他人到後面坐下。我要作出承諾，向神祇作出這個承諾。
他們不會接受，他們不會接受，你必須知道，每個坐在這裡的人身邊都有神祇和伽藍仙眾，祂們在我之前已到法國，祂們不眠不
休的工作，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知道這不是故事，你知道，他們在各方面幫助你，幫助你解決問題，對嗎？
嘉雲也不應做我的崇拜，因為他已經說了，嘉雲要回去，那些早來到這裡的英國人是為了参與一切，參與什麽？全是謬誤？嘉雲
說他不知這裡會有講座，不然他會反對。好吧，到機場又怎樣？英國人知道我與他們一起做了多少工作。所有沒有反對的領袖都
要回去，全都要回去，那些沒有反對的領袖。谷道，你有沒有反對？
瑜伽士︰母親，我有。
錫呂‧瑪塔吉︰好，意大利人可以留在這裡。
(瑜伽士說意大利文)
錫呂‧瑪塔吉︰谷道反對，他不明白什麽發生了，我們的母親在哪裡？
來這裡，其他人到後面，做這種事要怎樣的勇氣？
瑜伽士︰西班牙人可以上前嗎？
錫呂‧瑪塔吉︰當然可以，不然就是什麽都反對。我每天都收到人們寫給我的信，這不是好事，不能在澳洲成就到，也不能在這裡
成就到，這樣不會發生。每個人都有權批評人。
法國人過去很愚蠢，即使現在他們仍很愚蠢，他們就是這樣，只想著自己。西班牙人曾經很富侵略性，但在霎哈嘉瑜伽，他們不
是這樣。你必須學懂怎樣尊重人，你們沒有好的訓練，受很壞的養育，神就是要這樣說。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告訴你怎樣檢點

。沒有禮儀，你沒有任何禮儀的意識，就像乞丐。
今天你要解決，要請求神祇的原諒，要常常運用生命能量，解決了。不要再重複這種事情，這是最後一次，不要這樣了。我常常
很驚訝，即使在雨雪天，英國人也來，而這裡卻是一旦他們進地獄，他們就變得可憎，英國人怎麽了？他們沒有自己的個性？他
們常常跟隨法國，與法國人一起進溝渠裡。這個原則現在是否仍維持？法國的霎哈嘉瑜伽士說的，明天若法國的霎哈嘉瑜伽士說
︰「去殺掉你的母親。」你會否只因法國的霎哈嘉瑜伽士這樣說，就殺掉你的母親？沒有獨立個性，對任何事都不理解，愚蠢。
(馬拉塔語)
也斯在她小時已經來到我這裡，孩子常常老遠的來，你知道那個老德里在那裡，那個父親在大學工作的老德里？不管我是六時、
八時、十時或晚上十二時到達，這個父親和他的三個女兒都在這裡，他們因為母親來而充滿喜樂，情緒高脹。
(印地語)
很多人很久沒有見過我，不管你有否見過我，我都與你同在，我也很高興與一些人一起，一些愛我的人，作為一種象徵，我想把
這介指送給谷道。
什麽令我驚訝 — 帶領你們的導師們，那個想要勞斯萊斯(名車)的人，他們挨餓一年，只為買一輛勞斯萊斯來迎接他，那麽擠迫，
人們進不了機場。你就是想追隨這種導師？他會帶你進地獄，你不想進天堂，不想成為神的國度的子民。
現在，不管你唸誦什麽口訣，請聆聽，你說什麽都要進腦袋裡，你口中說什麽，聆聽，你說什麽都要放進心裡，不要偽善，不用
解釋︰「我曾經到過導師那裡。」，「我做過這種那種事。」沒有這些。過了這麽多日子，即使在這個階段，你仍未意識到，我
們相信什麽，都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我是說那些缺德的人，像基督徒和其他人，像印度教徒，穆斯林，他們沒有見過神，沒有自覺，什麽也沒有，但對他們，這變成
信仰，為此而戰鬥。但你們見過實相，卻沒有為此而戰鬥，我出了什麽錯呢？
害怕警察的人也害怕它，你已經進入神的國度，你也看過什麽發生在找我麻煩的人身上，你不害怕嗎？不要輕挑無聊，來不來機
場全都沒關係，所有伽藍仙眾都與我一起，他們把所有事情記錄下來，他們也在這裡，我很小心把你帶出來，因為你們看不到他
們，但你們很快就看到他們，你必須知道，不容易控制他們，我沒有控制你們，亦沒有控制他們。
所以現在 — 我不想對期望來見我，很愛我的人不友善。我想原諒你們所有人，因為這是你們犯的第一個錯誤。
沒有人能沒問過我，就安排講座，沒有人有這個特權，下次若再這樣，我什麽也不會做，我清楚的告訴你們。你為我安排講座，
我會拒絶，沒有問我，沒有我的允許，書面的允許，不要在任何地方為我安排講座。若你對我玩這種把戲，我會糾正你，你也知
道我擁有所有糾正你的力量，不要再對我越軌，我告訴你，我警告你，要明白你面對一位擁有所有力量的人，你知道，知道得很
清楚，這種情況即使穆罕默德也不像，穆罕默德只是說話，從沒給人自覺，他警告，他們沒一人，沒一人，他們沒一人有照片，
而你們卻已經見過我，對嗎？你還要更多證據証明我是誰嗎？現在，要檢點，我在警告你，摩訶摩耶的另一面是很可怕，要小心
。
只是為了我的孩子，我才降臨這個地球，我不是為其他人而降世，他們與我毫不相干，我的確嘗試把你們視作浪子般拯救，這不
同，很不同，但不要越軌，我現在要告訴你，警告你。
我感到我像一個受她的孩子侮辱虐待的母親，你可以接受別人這樣對待你，但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不能接受，很困難。
若你因為單純，或你什麽也不知道而不懂任何禮儀，不懂怎樣尊重人，那麽你最好好好學懂它。沒有任何堅信(Shraddha)，因為
堅信從來不存在，你不懂怎樣尊重人，或許你連自己也不尊重。
今天有很重要的大事，就如我告訴你，Guru 這個字是來自「引力」這個詞。引力是我感覺到，我沒有引力去吸引人，又或你們一
點重量也沒有，那我應令你受引力帶動而移動。任何有重量的人會自動隨引力而移動，它不會向自己移動，而是受引力吸引而移
動。物質之間也有引力，但那份引力與大地之母就沒法相比。你把任何石塊抛出去，它自動回來，沒法與引力對抗。
這份引力是你的堅信，你的奉獻，你的委身的整合。沒有這份引力，你不能滋養自己，不能成長。試想像根向引力生長，當它們
得到滋養，樹木才能向上生長。若根長得並不深，若你的根並不結實，你就不能深入。除非你能深入這份引力，你不能走上來，
不能滋養自己。

現在不應再浪費我的講話，請聆聽我的話。我在向你們全部人說，請記著，不要以為我對其他人說，我是對你說。
在霎哈嘉瑜伽唯一能昇進的途徑是把根深植，容許根生長。除非根生長，不然樹不能生長。我曾見過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對霎哈嘉
瑜伽大吹大擂，說他們能寫書，能寫很多東西。有一次我見到某人寫了對霎哈嘉瑜伽很了不起的單張，但這人卻毫無深度。這不
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徵兆，霎哈嘉瑜伽士內在必須有份吸引人的引力。
我們怎能做到？在1982年，我曾告訴你們有八種方法能做到，我告訴你我會遲些告訴你，快告訴你，但不是現在。八種你能昇進
的方法，因為你仍未在霎哈嘉瑜伽扎根，你們還未，我以為你會扎根，但卻還未。你要得到滋養，但情況卻相反，根在你們的頭
上。要變得無思無慮，要令任何細胞都不思想，要讓它們休息，要內在平和，這不是平和的表演，又或有些人為表演而看來很平
和，你要在頭腦裡去成就這種狀態，要扎根就要進入你的意識裡。怎樣才能做到？唯有靜坐。
有人告訴我豪恩斯洛(倫敦的靜室)沒有紀律，有人告訴我，那裡沒有任何紀律。我很驚訝豪恩斯洛人沒有早起靜坐的紀律。你在做
什麽？你怎能成長？樹木怎樣生長？它不會在白天生長，它在早上，早上很早時生長。你從沒看到，根怎樣在你的頭，你的腦袋
，你的jada生長？
你要靜坐，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沒有靜坐的人會變得虛假表面，他們不會有任何成就，亦會製造問題。若他們是偏右脈，就
變得超意識，變成亡靈；若他們偏左脈，就會變得偏左脈，會被趕走。你們也曾在西斯廷禮拜堂看過基督是怎樣把他們一個一個
趕走。因此你們不要責怪我，只聆聽我的話並不足夠，必須成長，真真正正的成長，這是必須的，你們明白嗎？
你們之前閱讀過各種荒謬可怕的東西，我知道你們讀過什麽。法國有各種施虐者，像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或稱他為Sad-e，怎樣稱呼他也好，還有很多類似的人寫了一些可怕的書籍，你閱讀這些書籍而不是「降世神祇」(The Adv
ent)。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沒有讀過「降世神祇」。只是閱讀對你並沒有幫助，它必須進入你的腦袋，腦袋代表什麽？即進入你的
中樞神經系統。
進入腦袋不是說進入你的思維，要進入你的中樞神經系統，你的中樞神經系統的細胞裡。這份光要進入細胞，你必須成長，成長
再成長。唯一剩下的方法是你要去喜瑪拉雅山而不是任何靜室或任何地方。要安頓在某處，什麽也不吃，什麽也不做，再次重生
。我想這是唯一成就到的途徑。
他們可以成就到，並不困難。若你內心有追尋，若你有理解力，有意識，有才智去明白你的人生已經有某些成就，你就能做到，
你們全都能做到。我們不原諒別人，卻原諒自己，這是我們做最差勁的事情。我們要每時每刻都想著原諒別人，這是成就事情的
最佳途徑。但我們卻不這樣，每時每刻只想原諒自己，不是原諒別人。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反其道而行。我們是霎哈嘉瑜伽士，
是瑜伽士，是聖人。
因此，你要成為導師，我是導師。導師有什麽運送工具？他擁有什麽動物？狗。你知不知道狗是怎麽樣？有什麽品質？牠愛牠的
主人，牠會為牠的主人犧牲，除非看到主人回來，不然牠不會睡覺，任何時候都是這樣。
我曾有一隻狗，每一次當我外出，每一次，牠會坐在門前等我，有些人用硬物打牠，一些素食者，牠快要死了，我們把牠送進醫
院，當我到醫院，我坐在牠面前，牠盡力把身體移向我，把頭放在我雙腳上，才死去。這是一隻狗，一隻動物，當我離開，離開
我的房子，牠什麽也不吃，直至我回來，我到另一個國家，牠就什麽都不吃，這些日子，牠什麽也不吃，直至我回來，牠不會騷
擾我，只會坐在外面等我來看牠，這就是紀律。
除非你變成好門徒，你又怎能成為導師？我告訴你導師的事情又有什麽用？你連令自己有紀律都不能，又怎能令別人有紀律？你
受各種誘惑，你又怎能工作？你是不是要別人明白你？你有什麽能耐能成為導師？你能給別人什麽？
所有聖人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花自己的錢。為傳播霎哈嘉瑜伽，你又花了多少自己的錢？你花了多少錢來傳播霎哈嘉瑜伽？他們
為節省金錢而捱餓，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花了上千元，你肯定的知道我在你們身上花了多少千元，即使崇拜而來的一分一毫，
我也用來買些銀器給你們，我要說，這些錢不應為你而花，應是為我自己而花，我卻這樣做了。
每一個聖人都花自己的錢，基督花錢傳播基督精神，不是基督教，祂自己的信息；杜卡拉姆(Tukaram)必須這樣做；

格尼殊哇也必須這樣做。不管祂們擁有多少錢，祂們都用來傳播霎哈嘉瑜伽。
我發覺最了不起的是每個人都得到那麽多福佑，他們擁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靜室，有各種方便，一切都那麽美好，他們得到那
麽多福佑，神照顧他們，他們的問題都得到解決，他們想有婚姻就有好婚姻，一切都安排妥當，得到處理，他們卻只享受福佑，
沒有責任。
首先你要問自己，你為霎哈嘉瑜伽花了多少錢？你給了霎哈嘉瑜伽多少時間？我給了多少人自覺？我有多善良正直？我做了什麽
為霎哈嘉瑜伽帶來好名聲？我在生活中，有怎樣的個人言行舉止？
我知道阿南花了很多錢，他和他的妻子，我知道每一個人。你要花時間，花金錢，花一切，你的工作，你要放棄一切。有人放棄
工作。我告訴過你有些人為一些普通的事情，例如為自由抗爭而作出犧牲的故事。
所以今天，就如我告訴你，你要解決 — 透過堅信，透過順服委身，你要內在成長。只有透過靜坐才能做到。「母親，我們全都要
成長。」我作為站在你們面前的導師，你要向我作出這個承諾，好嗎？
我們要做導師崇拜，不是母親崇拜，我感到不是做母親崇拜。現在開始導師崇拜，來吧。
當我說話時，你微笑，與我交談，你在笑，在講座中你也是這樣。在教堂裡，你保持安靜，當教皇的亡靈在，你們全都保持安靜
，不會沒教養，不會行為不檢，不會沒有修養。
就像變瘋了的狗，這隻狗會被人殺害，不會讓牠們到公眾地方。這樣友善的狗，一隻接一隻，你看，意大利人帶來這種漂亮的狗
來給你們看。
古道︰這些狗是錫呂‧瑪塔吉親自挑選。
對，我也親自挑選你們，我也揀選你們。看看牠們，那麽友善，那麽令人愉快，令人喜樂。我肯定牠們很合時吸收神祇的所有憤
怒，像神祇般坐下，很美麗。
(有人說︰德國狗可不可以？)
你帶來的這一隻狗要吠行為不當的人，把牠轉過來，德國狗，牠們很友善，很美麗。
不要原諒自己，要原諒別人，那麽你就能成為導師。
你的人生要是任何接近你的人都尊重你，你是那麽守紀律，很有紀律，我見過你這樣。我丈夫明天會來，我們會有講座。我在他
的人生看到一點，我要告訴你，這一點令他成為了不起的人，他是極之有紀律的人，極之有紀律。沒有紀律的人像有amuck的狗
，即狂犬症。在有自覺後，你要有紀律，要律己。我就是這樣說，在1982年我再說，不是現在，我會在印度說，下半部分，我希
望他們會把話傳給你們。

1985-0804, 锡吕‧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格涅沙崇拜 英国布赖顿 1985年8月4日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一个合适的时刻，一个非常吉祥的日子，敬拜锡吕‧格涅沙
。格涅沙是第一位被创造的神祇，所以整个宇宙都充满吉祥，平和，福气和灵性。祂是源头，灵性的源头。因此，其他事物跟随
。就像当下雨和刮风，你会感到空气中的清凉。同样，当锡吕‧格涅沙散发祂的力量，我们内在和外在同样感到上述的三种东西。
但很不幸，特别在西方，这位最重要基本的神祇，不单被忽视，还彻底地受侮辱、受迫害。 今天虽然我不想说任何令你们感到不
安的说话，但我必须告诉你，敬拜锡吕‧格涅沙代表你内在必须完全洁净。当你敬拜锡吕‧格涅沙，请保持你的思维清洁，你的心清
洁，你的存有清洁，也必须没有任何淫欲和贪婪的思维。实际上，当灵量升起，格涅沙必须在你内里得到唤醒，纯真也必然出现
，洗刷你内在一切低下的想法。若要升进，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要成熟。 现在人们病了，整个西式生活，他们感到他们病了，患病
是因为他们不承认锡吕‧格涅沙。若弗罗伊德来，并不是要你必须接受他，但你却接受了他，好像这是你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没有
比这更重要。今天，我们要面对我们升进的力量以及我们制约的力量。当弗罗伊德谈论制约，他不知道他正在把另一种可怕的制
约加在你身上，真是可怕。 性对人类是完全不重要，绝对不重要。只在你想有孩子时它才重要，实际上，处于最高层次的人类，
却沉迷在性、诱惑、罗曼蒂克，这些全是谬误，并不存在于纯洁的头脑内，全是人类创造出来。人们屈从于这些事情是很令人惊
讶的。这些都是来自你内在低下的品质，来自低下的人类，令人屈从于它，你必须是这些的主人。今天，当我看看四周，在西方
，那是同一创造的一部分，却染上那么多病，我真的吓呆了，该怎样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对性有成熟态度。 当性成熟，你成为父
亲，成为母亲，拥有纯洁的人格。当你听到一个九十岁的女人与一个十九岁的男孩结婚，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明白，它在这个世界
创造了怎样的社会，怎会有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们必须成熟，我不是说在年青时要行苦行，不是这样，这是另一种荒唐的行为。
当然，你必须成熟，为此你需要行苦行。当不重要的事情变得重要，不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拥有的事物，像我们的头发，就算你
失去了头髪，这代表某些意义，但若你失去了性，有甚么不妥呢？这很好，摆脱了坏的垃圾，这样浪费精力，那么多乐趣，那么
多宝贵注意力，那么多吉祥都花费在这种荒谬的事上。 所以敬拜格涅沙，我们要明白我们必须成熟，我们内在必须成熟，我们必
须更深入自己，我们的注意力必须更深入自己，自然地。若我们仍像寄生虫，我们怎能到达这深度？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或是
对人的压力。这种标签和压力对你们都是非常昂贵，非常昂贵，你们已经付出很多，已经经历很多，为何要这样？ 若要敬拜锡吕‧
格涅沙，先后次序必须改变。我们今天敬拜的是我们内在的纯真，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吉祥的，是纯真的，是深入我们内在，那就
是我们的质量，我们的本质，那是与生俱来的，是整个创造的基础，是这个创造的精粹。 当物质变得活跃，繁殖开始，动物的状
态来临，跟着来到人类最原始的状态，跟着是人类已经发展的状态。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已发展的世界，那是可怕的。我永远也
不会称呼他们为发展，发展并不是外在的，我们要看到的是内在的发展，我们内在生长了甚么？我们内在得到了甚么？任何粗糙
的，巨大的，是塑料，就是这类东西，内在的力量并没有生长。就如我给你一个芒果，我说︰「好吧，你现在吃吧。」 你只看到
它的外皮，内在却甚么也没有，你吃的是甚么？你会否吃这塑料？任何生长成这样的东西都是塑料，是死的。内在的物质是甚么
，让我们看看。我们内在是甚么物质？这是基督所宣扬的---道德。对基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法之后，是平衡，当然道德亦非
常重要。基督需要谈及天生的，有深度的道德，那是存有的一部分，不是来自教导，不是别人告诉你，或是因为惧怕神，惧怕神
的怒气而被恐吓而来，必须是你内在天生而来的光，所以基督谈及它，基督却被用作破坏纯真。 我不可以说人们没有受到警告，
弗罗伊德并不是唯一出生的人。某天我到西班牙的普拉多，看到一幅又一幅绘画地狱的油画，在这个现代，我们看到裸体，瘦长
的人四处走动，这类人展示他们在做着各式各样荒唐愚蠢的事情，这是博世(Bosch)。我感到很惊讶，这位博世的德国人，在这里
展示这些荒唐的东西，非常清楚，走往地狱的途径，以及死亡的攻击，所有这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近代人。若你称呼
威廉布来克为鲁莽的人，那么博世又怎样？每一个人都很鲁莽，除了那些愚蠢无用的人。很多警告已经出现。例如，我们可以说
，我们早已知道地狱。摩诃维瓦(Mahavira)以及所有的人都清楚的写下有关地狱，这是地狱。 在西方，先后次序却完全相反，甚
么是你的力量？只想想，想想你的内在，思维的力量是否重要？我曾经告诉你思维的力量毫不重要，因为它是直线的，它只向一
个方向移动，降低，再回来，并无任何实体，它只是思维的投射，塑料的。你的情绪力量又怎么样？情绪会把你带到哪里？你看
你有情绪，你甚至有好的情绪。例如，你很爱你的妻子，这可以把你带到怎样的境地？有一位名为Tulsidasa的诗人，他很爱他的
妻子，她到了她母亲的地方，他忍不住去找她，他爬上她的露台，把她吓了一跳。
他说︰「你放了一根绳子在这里。」

她说︰「你怎样爬上来？」
她说︰「我没有。」

他们看到一条大蛇在挂着。所以她说︰「若你对神的爱有你对我的爱那么多，你可以处于怎样的境地？」 这个情绪可以把你带来
甚么，带来挫败，带来不愉快，带来灭亡。思维的力量给你一种被称为自我的可怕东西，它摧毁别人。情绪力量只会令你叫喊，
哭泣，令你常常感到不快乐。「啊！我把很多的感情投资在这样的人身上，我得到甚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若你不能
摧毁别人，思维上你是零的；若你不能以感情去控制别人，感情上你也是零的。那么，你拥有甚么力量？你的力量位于何处？它
位于灵。在达至灵之前，甚么是你的力量？是灵量吗？她在沉睡，那么，甚么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贞操。若一位男士有贞操，他
拥有贞洁的气质，他支持他的贞洁，它起作用，那是可以成就事情。 首先，贞操在你的健康上支付红利。从他的面容，你可以说
他是一位有贞操的人。就像在Shastras，通常一位圣人或一位brahmachari，即从未有性的人，面容常常都闪亮。我们可以说最伟

大的brahmachari是锡吕‧克里希纳，他有很多妻子，因为祂没有浪费精力，没有浪费注意力在这些上，祂全部的精力是内在的。
今天当我坐车子来的时候，正下着雨，风很大，也很冷，但因为我们在车内，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在车内很暖和，我们通
过所有，没有甚么触动我们，没有甚么烦扰我们，我们离开了，每事每物都很好，怎会这样？因为我们在车内，我们的车辆就是
我们的贞洁。 我们是那么特别，别人必须尊重我们，必须对我们有敬意，若他们不这样，我们便会生气。你是否尊重自己？你是
否尊重自己？有时这就像母亲想向西方人灌输印度文化，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我必须要说，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我们必须
向西方学习其他事物，审美学，当然还有绘画和艺术，或许还有色彩设计，但在文化方面，你还是向印度人学习比较好。这里缺
乏文化，我发现完全没有文化。这是怎样的文化，妇女裸露她们的身体？是妓女文化，就是这样简单，面对它吧。一处妇女不尊
重自己的私处的地方，是没有文化，就算以上天的美学来说也不是，今天他们竟然为玛利亚制作一部描述她是妓女的电影，我的
意思是你必须到此为止。在印度若你这样说，你会被人狠狠的殴打，任何人都可以，无论他是穆斯林，印度人，基督徒。我的意
思是听到他们这样谈论基督，我感到很震惊。对印度人来说，这是一种震动。你怎可以说这种话，因为当你放弃你的贞操，你便
不会明白有人可以是完全拥有贞操的。 对一个贼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贼，因为你没有对贞操那份尊敬，所以你不能想象基督可以
是怎样。你不能想象，不能接受，他们对基督说了一些不能容忍的事情。我告诉你，不能容忍，我也不知道。我曾经面对祂被钉
十字架，那是不能容忍的。若你向其他人说这种事情，若你对一位印度女士作出这种评语，一位平凡的印度女士，她会自杀，不
能向任何人这样说︰「你看来很美丽。」你向你的母亲这样说，没有不妥︰「你看来很好。」是可以的，这就是分别。但你不能
对任何女士这样说，你必须要抽身而出。这就是为甚么人们那样脾气差的其中一个原因。 你内在的磁石是锡吕‧格涅沙。很多人都
知道我的方向感很强，这是藉由这种完美的磁石而来。这种吸力令你保持黏贴着灵，调节方向向着灵，或始终向着灵。若你没有
贞操的意识，你便会摇摆不定。今天你忽然变成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明天你却变成魔鬼，因为没有甚么约束你，令你保持向
着灵这个伟大的念头。让我们面对它，现在对我们来说时候到了，所有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内在的最伟大的不是性，而是贞操，
它令你成熟。

在Bordi，很惊讶的有些人有这样的言行，当我知道了，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怎能在Bordi的村民，一些纯真，简单

的人面前作出这样的言行？最精彩的部分是当你沉醉在轻挑和荒谬的行为，侮辱你的贞操，你真的落后了。就像没有电油，你的
车便不能动，就像这样，某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不停的扭痛别人，互相说些轻挑的说话，有甚么需要这样做，我就是不懂，
最后离婚收场。 有一次，我走到Selfridge，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一群人中有二个人，一男一女，常常都在接
吻，并没有因为在同一部电梯中有很多其他人在而受打扰。在电梯中他们接吻，在其他场合他们接吻，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折磨着
所有在场的印度人或其他人，又或是中国人，埃及人，这种展览持续着，我下一次遇见他们，他们没有接吻。
我说︰「发生了甚么事？」

「我们离婚了。」

我说︰「那天你们为甚么吻得那么多？」

他们说︰「因为我们将要离婚，所以想最后吻多一点。」 是甚么层次，试想像是怎样的层次，怎样的爱，你对任何人有怎样的感
觉，不会是这种吧，常常争吵，最终离婚收场，却炫耀这些。有深度的人格不会在外展示这些。当然，有人告诉我，在这里，这
里的公立学校说，你永远不要外在的表露你的情绪，但你却可以表露其他，真是荒唐或无耻，不能表露你的情绪，真是一处荒唐
的地方。我们像绵羊一样，接受所有这些价值观，完全没有去思考。
像我在法国，有一个女孩来，她正在哭泣，她说︰「我会…可怕，可怕，我永远也不会再到这些心理学家那处。」
我问︰「为甚么？」 「他们说了些关于我父亲下流的事情。」 试想像，人们接受可怕的弗罗伊德的那些想法，基本上是错的，无
论它们是否已经成为历史，或无论怎样，你还是放弃它吧，对上天来说，甚么是错的就是错，甚么是对的就是对的。 现在有真正
的反对，当人们走到国外，丈夫或妻子，这位或那位，他们接吻，互相讽刺，为甚么要这样？你吻这个人，跟着走来向我说些批
评他的说话，我曾经见过这样。若有甚么需要自卫的，就必定是你的贞操，你的私稳。这就是为甚么你没有意志力做任何事情，
没有意志力。当一些愚蠢的人来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会说︰「好吧，我接受。」你的品格的精粹是甚么，是你的贞操。在霎哈嘉
瑜伽，你可以重建任何你失去的，你可以，这就是为甚么缺乏深度，这就是人们的品性不能一致的原因，不能一致。今天有一千
二百人来到我的讲座，明天可能一个也没有，全部都遗失了。因为没有根基，就像松开了的联系，没有了联系，连接点就是你的
贞操。 没有一致，stjhaapayati(即可以建立的性质)不存在。若你告诉他们︰「你必须早上起来，先洗澡，再做崇拜。」这是非他
们的能力所及。但若你告诉一位印度女士或告诉我，若你说︰「你穿这样这样的衣服。」我就是穿不了，不，没有可能，是没有
可能。我可以整晚保持清醒，但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做不了，就是做不了。 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先后次序改变了，你内在拥有一
切，你是贞操的货仓，那是你的力量，所有在你内里，甚么也没有走出去，所有都在那里。所有芬芳都在你内里，全都得到保存
，不要责备自己，你是那么幸运的有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你是那么幸运的有我与你一起，你们明白吗？你不需要走到喜玛拉雅山
，不需要倒立，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你看，之前这些圣人通常都坐在，你不会相信，坐在冰冷的水里，或是在喜玛拉雅山，在
空旷处坐上很多小时，去冻僵他们荒唐的想法。现在不再需要这样了，很容易做到。你要改变你的先后次序，当注意力完全放在
你的灵上，你会很惊讶整个排行榜会完全改变。 甚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是每天静坐，我曾经见过有些人想报读一些课程，例如，
我告诉你︰「你还是报读一些课程比较好。」他们每天参加这个、那个课程，他们都有成就，他们这些课程得到合格，尽力去做
，去完成课程，但他们却不持之以恒的静坐。有一个小间隙你必须明白，当你感受到一点点永恒喜乐的迹象，我们便会开始向前
移，移得越来越前，把自己建立在这个喜乐的海洋中，一点点。当某人想你游泳，但你感到害怕，你不想游泳，你乐于在岸边，
不想游泳，有人把你推向前，你又走回来︰「不，爸爸，我做不了。」但当你学懂游泳，你享受游泳，当你喜欢上游泳，你便想
每天都去游泳，恒常地，虔诚地，这个小间隙，你必须跨越。 第二点是我常常说的，你们都是莲花，但却陷于污泥中，你们都知

道污泥是怎么样的，若印度是海洋，莲花很容易的从水中走出来，但从污泥中走出来却非常困难。就如你掉进污泥，若你踢它，
便越陷越深，你有任何的动作，也会越陷越深，最好还是只观看着，保持不动，最佳的途径，就是观看自己。若你的注意力不妥
当，你又怎能静观？注意力是某人走在这里，你看着这个人，另一个人走到哪里，你看着这个人，你看着每一个人，但却看不到
花朵，看不到树木，看不到母亲大地，甚么也看不到，你看到的只是一些于事无补的坏事，比你还要差。 今天是一个他们说不要
看月亮的日子，若你看月亮，它会变得不吉祥，你会得到坏名字。他们说锡吕‧克里希纳看到月亮，所以祂得了一个坏名字。祂是r
anchordas，意思是祂从战场中逃跑出来，这是祂的把戏，祂必须逃跑。你是不应该去看月亮，原因是，为甚么要这样说，因为今
天我们要会见锡吕‧格涅沙，祂是母亲大地，祂藉由母亲大地作出行动。我们大部分拥有的都是来自母亲大地，所以这一次我们必
须要去见母亲大地，灵量和锡吕‧格涅沙，即今天。母亲大地创造了锡吕‧格涅沙，所以你们不要看任何外在的东西，你甚至不要看
月亮，只看母亲大地。因为母亲大地藉由她的爱，她的慈悲，为你们做了很多事，你的灵量也为你们做了很多事，而她的儿子，
那是我们内在的纯真，是我们今天要敬拜的，因为祂为我们做的事是最多，尽管我们把所有侮辱，所有揶揄，所有脏话，各种荒
唐加在祂的身上，祂仍然像小孩子一样站起来逗我们高兴。 若你内在有锡吕‧格涅沙，你变得像小孩，像小孩般的纯真，你不会像
狗吠般生任何人气。我知道有一些霎哈嘉瑜伽士常常像狗或印度的乞丐一样吠叫。你变得像小孩一般非常甜美，常常想逗你高兴
，常常说些美好的事情，常常令你感到快乐，这是喜乐的泉源，这就是你怎样成为快乐的泉源，喜乐的泉源，满足感的泉源，常
常都充满笑声和快乐，充满美丽的东西。小孩子是怎样逗你高兴，你只要静观，他们的小手怎样走在你附近，他们怎能做到，他
们怎样知道甚么是对，一位已得自觉的孩子比成年人更加敏锐，我曾经见过这样。 就像我最小的外孙女，在她约三岁时，女佣在
折迭我的纱丽，但她错把纱丽放在地上。这孩子就是不能忍受，她把纱丽拿起，放在她的头上，再放在沙发上。 她说︰「你为甚
么把纱丽放在地上，你知不知道我的外祖母是谁？她是女神中的女神，你竟然把她的纱丽放在地上，狗会咬你。」她再说︰「你
要小心。」 她再把纱丽拿起，吻它，再吻它说︰「母亲，请原谅她，祖母，请原谅这个妇人，她不知道对你做了些甚么？」 这种
感性来自你深层的贞操，当聆听孩子的说话，你会对他们怎样说话，说了些甚么，有怎样的言行，怎样逗你欢喜，感到很惊讶。
我的意思是在西方的孩子是被过分宠爱，我必须要说，他们不大逗人欢喜，但却常常令你感到烦扰。同样的原因，若父亲和母亲
没有贞操，孩子便会感到不妥当，他们不会感到平和，他们变得不安宁，他们的内在同样发展了这种不安宁。一位贞洁的人永远
不会被鬼附，就像我，永远不会被鬼附。你可能非常聪明，可能是甚么，可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你却会被鬼附。但一位贞洁
的人，一位普通但有贞洁的人，永远不会被鬼附，亡灵害怕贞洁的人。若一位贞洁的人走在路上，所有的亡灵都会走开，他们只
会跑开。最少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三个人常常在晚上约十二时，坐电单车走在路上，有一些被鬼附的
人写信给我，说︰「请不要容许他们在晚上走在路上，不然我们可以往哪里去和留在哪里？」 我感到很惊讶，这些都是被可怕的
亡灵所依附的人，晚上他们常常都在这些树上休息，那些人坐电单车经过的树上。他们写信给我，那些被鬼附的人，我知道他们
，信上说︰「叫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不然我们可以住在哪里？」他们像疯子一样，一群疯癫的人。
我说︰「为甚么你要这样写？」 他们说︰「这些人走在这里，他们令我们感到烦扰。」 因着锡吕‧格涅沙的光，我们内在的负面
能量消失。你可以在另人一个人身上清楚看到，若你没有贞操，你永远也看不到谁人有贞洁而谁人没有，你不能。每一个人都是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人。」我的意思是真正被鬼附的人往往都是公认非常好的人，在霎哈嘉瑜伽有时也一样，我开始觉
得奇怪︰「甚么事发生了？这是甚么？为甚么这些人公认是这样？他们感觉不到它吗？」没有光，就算你已经得到自觉，就算你
的灵已经把你带到集体意识，就算你给予别人自觉，若你没有贞操，你甚么也成就不了。就像一片破的玻璃想反映某些物品，它
永远也不能反映该物品的正确影像。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现在告诉你，现在是告诉你们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障碍。首
先人们会问︰「我将与谁人结婚？」为甚么这样匆忙？当然，我视婚姻为吉祥的事，婚姻必须存在，必须有集体的认同，为甚么
要这样？就是去敬拜我们内在的贞操。因此，他们结婚，有孩子，跟着他们想有自己的房子，想拥有这些。这样超然的事情在继
续，继续不停，你生命中的光得不到传播。我知道有些在地狱的人，他们走出来，传播光，他们到达短暂而辉煌美丽的高度，我
曾经见过这样的人。 今天你们是敬拜你内在的锡吕‧格涅沙。我就是不明白为甚么敬拜我为格涅沙，因为我就是这样。当你敬拜我
，你希望你内在的格涅沙得到唤醒，就让祂在你内在被唤醒，让我所说的话变成唤醒你内在的祂的口诀，因此，作为我的孩子，
你享受贞操的祝福，就如我享受我的人类生活以及我的神圣生活。你同样享受这质量，这是我所希望的，对此你最少能有所体验
。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不曾听过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听过灵量，从来也没有听过自觉。今天很偶然地，完全以霎哈嘉的方式，
这个崇拜被安排在这里，我本想这个崇拜在孟买举行，已经安排好了，但人们却乐意来到这里作这个崇拜，我的意思是一个在英
国或在西方国家举行的格涅沙崇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还是有一个在这里举行，罗马没有合适的时间，那是其中一个基本的
原因破坏人类的贞操。首先是罗马人开始，其他人跟随。但必须在布赖顿，在至高显婆神的莲足作这个崇拜。英国人必须知道，
你们拥有这黄金土地，他们不值得拥有它，他们必须令自己值得拥有它。 试想像，你们是住在至高显婆神的土地上，哪里甚至水
珠，还有雪也像蒸馏水般清洁，清澈，洁白。在这里，锡吕‧格涅沙为祂父亲洗脚，而贞操则以你的母亲的形相住在这里。你必须
值得处于这个令人垂涎的位置。英国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尽力追上来，是英国人的相反方向，来自至高显婆神土地的却是相反，
他们有极大的傲慢，傲慢是很可怕，在显婆神的地方是不能想象有这傲慢。所有没有贞洁的人都是傲慢的。否则，他们怎能寛恕
自己？当你与任何妓女交谈，两分钟内，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妓女，因为她极之傲慢。「有甚么不妥？我是妓女，那又怎样？」傲
慢是没有贞洁品格的征兆，这个人变得超然物外，因为他感到羞愧，愧于面对其他人。一位拥有贞操品格的人是坦率的，他为甚
么要害怕任何人？他与每一个人友善地交谈，以纯真和直率的态度对待人，不会爱上任何他接触到的第三者。因此，你们必须知

道，给你这个国家是有目的的，若你不能到达这水平，你将会被丢弃。 尊重你的贞操才是真正的尊重我，因为我以贞操住在你的
内里。若锡吕‧格涅沙是吉祥，我就是你内在的贞操。贞操永远不富侵略性，永远不会苛刻，因为没有这个需要，你知道没有这个
需要，你是那么有力量，没有需要侵略任何人。为甚么你要富侵略性，你并不惧怕任何人。是那么慷慨，那么仁慈，那么漂亮，
常常保持清新和年青，而又那么崇高和有尊严。 在我首次到达这里已经过了十二年，再多二年，需要非常热切地工作，在内和在
外。在内，我们这二年必须非常勤奋地工作，我们必须行真正的苦行，所有人，不分男女。那么我们便会见到，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藉由小小的跳跃，勇气和信心，我们可以成就很多。对自己要信任，不是思维上的信任而是来自真正贞洁
的信任。贞洁巩固你的信心，当你对神有信心，你便有贞操，当你对自己有信心，你便有贞操，当你对妻子有信心，你便有贞操
。为甚么你对妻子有信心？因为你是一位拥有贞操的人，她又怎能没有贞操？你对你的孩子有信心，是贞操，因为你有贞操，你
的孩子又怎会是其他任何东西？贞操是信心的结晶，你甚至在未得自觉前已可拥有它，很多人也是这样。像樟脑，具挥发性，消
失在香气中，同样，你也可以说，贞操运作成信心。 若你没有贞操，你对任何事情也没有信心，因为你一是情感上依附于我，又
或是思维上依附于我，但若你有贞操的意识，信心便很明显。在你内里，你不需要有信心︰「母亲，现在我已经有信心。」你不
能，信心的性质是富挥发性，富挥发性的芬芳，是从贞操而来。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看星星或月亮，只看母亲大地。在宇宙
中，她代表灵量，她甚么也不是只是贞操，她只是贞操。你相信吗？有怎样的力量，母性，每事每物都是贞操，父性，任何关系
都是贞操。纯真也是贞操的芬芳，善良的，慈悲的，每事每物都来自贞操，贞操的意识，那不是思维而来的。若你只是思维上有
贞操，你可以很可怕，像一些尼姑或类似的人，一些禁欲的人，不是这样。贞操是天生的，灵量内置在我们内里，它能运作是因
为它明白我，她明白我，她知道我，她是我的一部分，她是我的反映。所以请藉由贞操来令你的灵量强壮。人们尝试做一些事情
令自己看来很吸引，不要这样浪费你的精力，你是圣人，要活得像圣人。从传统而来的生活，我们必须像这样生活，从传统中进
化，不要做些新的，可笑的和荒谬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吸引任何人，贞操就像花香，吸引蜜蜂的是花朵里的花蜜，也是我们存在
的精粹。 所以这一次，你们全都来到印度，我请求你们尊重我，不要言行不当，不要作出在电影中看到的幼稚和荒谬的言行，你
们全都高于这些。你的注意力和成就可以从你贞操的位置而看到，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座位，无论我们有否被赞赏是毫无分别的
，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座位，就像这些avadhootas，他们说︰「takiya soda sana」，意思是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座位，我们在我
们的座位里，这是我们的座位，在莲花里。我们不能离开莲花，我们是坐在莲花里，这是我们的座位。跟着你会放弃所有荒谬事
物，你会看到自己变成漂亮的存有，所有亡灵会跑掉，所有阻塞会跑掉。不是过着禁欲的生活，我要再次告诉你，这是对你的存
有的尊重。当你外在的尊重我，你也要内在的尊重我，就是这样简单。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敬拜锡吕‧格涅沙。祂是首先
亦是最先被敬拜的。当你敬拜祂，你必须知道你也是敬拜祂所彰显的，就是基督。任何对基督说些低下的说话的人，你必须厌恶
他，你不能把基督理性化，任何这样做的人，也与你毫不相干。基督是纯真，若你没有深层的贞操，你是不能理解祂，不能敬拜
祂。他们可以做的也只是令你的贞操完蛋，你因此不能把基督认出。所有这些成果都是藉由静坐而来。你必须静坐才得到成果，
就是这样。要恒常静坐，尝试保持静坐的状态，看事物，静观状态就是你处于入静的状态。 我决定明天早上与布赖顿的人见面，
若有可能，后天我会与全英国的人见面，告诉他们达致纯真的状态是何等重要，我想已经开始有成效。我真的很辛勤地工作，你
不会知道我工作得多勤奋。这也是他们说的，人们视别人必须做所有的工作，就像挽救英镑，挽救这些，挽救那些，也挽救劳工
，让母亲为我们做所有的工作，母亲照顾我们，她必须早起，必须静坐，拯救不是这样的，只要你知道怎样拯救你的灵，你便可
以拯救任何事物，只有你的升进是最重要的，当你升进了，一切事物便会得到拯救。但首先要拯救自己。为此你必须尽力，必须
辛勤地工作，必须深入自己，进化自己，你有足够能力这样做，不要责怪任何人，不要责怪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
的国家，或任何事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到，不要看着其他人，只看着自己︰「我走了多远？我有甚么贡献？让我走在前面吧
。」你们每一个人。 我很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来自英国各地，这是正确的事情应该这样做，这个国家必须被创造成这个层次，成
为每个人来朝圣的地方。相反，不应是当他们来到英国之后，他们永远也不再来霎哈嘉瑜伽，这是可能发生的，若人们都是傲慢
的，这是可以发生的，当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会说︰「不再要霎哈嘉瑜伽，已经够了。」在印度却相反，当他们来到印度，他们
黏贴着印度。我知道当有些人来到英国，他们看到一些霎哈嘉瑜伽士的言行，看到他们怎样管理集体静室，他们因此跑掉。「母
亲没有做些甚么，当我们在英国，一处你已工作了十二年的国家，看到一些已发展的霎哈嘉瑜伽士的言行，我们不会再来霎哈嘉
瑜伽。」 今天我们坐在这漂亮的英国土地上，在这个国家出生，我们需要还债，要还的债是我们必须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
你可以做到，非常容易，谁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当你说︰「把窗关掉吧。」你会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坐着看着其他人，我不是
说他们全是英国人，但可能是，不是要其他人做，你必须是非常委身，你仍未到达这程度，相信我，你仍未到达这程度。不要只
看着坐在这里的其他人，你是非常不同种类的人，你是特别的人，尝试有警觉性，尊重自己，因为你是英国人，要肩负一个特别
的任务。 愿神祝福你。 他把流经纳西克(Nasik)的Godhavari河流的河水带来。你们都知道锡吕‧罗摩，锡吕‧悉旦以及拉斯曼都是
住在纳西克。这河流被称为南方的恒河，Godhavari，他从Godhavari取水，看看生命能量在流通。在一处甚至河流是口诀，他们
的名字也是口诀的国家，荣誉归于圣人，归于人民，他们过着很虔诚的生活，充满着纯真，就算是河流，若你说出它们的名字，
生命能量也会到来，你看？为甚么泰晤士河有天不可以变成这样？藉由你的功德，这是可以的，只有藉由你的功德，这个地球的
每一个微粒才能得到生命能量。 现在，让我们看看锡吕‧格涅沙的状态。我们所敬拜的，让我们看看谁可以敬拜。这是非常困难的
处境。让小孩子吧，他们是最好的。来吧，Nira，来吧。是，你们两位来吧。非常好，十岁以下，好吧，坐下。他们全都必须十
岁以下，不是两岁以下，而是十岁以下。好吧，来吧，来吧，你们所有人非常好的孩子，我必须要说他们很棒，是吗？我们要做

的是为母亲清洗莲足，好吗？该怎样洗，她把水浇在我的双脚，你只要去按摩来吧，每一次四位，现在那四位？她会放些水，而
你则按摩，现在你去按摩，去按摩我的脚。

1985-0901, Shri Vishnumaya崇拜
View online.
Shri Vishnumaya崇拜
今天的Shri Vishnumaya崇拜，---她是Shri Krishna 的妹妹，并不是---像我们执行一场国际崇拜那样---预定的。但他们说，因为神
的爱，当所有信徒会聚一堂，神也会打破很多规例，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崇拜获准举行。
这个崇拜至少要做一次，我视这是个好想法，因为你们的爱和虔敬，它被愿望，所以这个崇拜准备被执行。
很自然地，我刚好在英国，若这个崇拜要举行，理应在印度，因为这是崇拜一位“神”，

Shri

Vishnumaya，她的种子不容易在西方国家栽种。
整个力量的编排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有母亲---太初之母，作为母性力量，跟着有三股由她而来的力量，如你们知道的--- Mahakali
，Mahalashmi和Mahasaraswati，接着有孩子（他们是兄弟姊妹）从她们而来。在创造---我们称为妻子或配偶的力量---之前，是
姊妹的力量先被创造出来。如你们知道的，梵天婆罗摩，毗湿奴，湿婆神为这三股母性力量而生，祂们都拥有姊妹，祂们的姊妹
亦都结婚了。比如毗湿奴的妹妹帕娃蒂，她嫁给了湿婆神。
非常重要的，你们去理解：这三种类型的力量，常常在轮穴上游戏，若你们明白这些力量，祂们如何游戏，那么你就明白了，Vis
hnumaya是何等重要，在一个家庭里，Vishnumaya是姊妹的力量，因此，女性是力量，男性则是活跃的力量，维护这三股围绕着
祂的力量，所以当男性的力量介入，所有这些力量变成有帮助的行动力，与那男性力量联合行动。
去理解Vishnumaya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母性力量是保护你们的纯真的，因为纯真是最重要的，保护你的纯真的是母性的力
量。而 Vishnumaya的力量是去保护你们的贞洁。有时你们可能不明白什么是贞节，什么是纯真。
纯真是一种---不需要做任何举动的---力量，就像我们房子里有电力，电力存在就如纯真存在于我们之内，设定它则是藉由贞节。
有人会说：“我非常纯真地做这件事。”不，他不能。因为无论你做什么若那是纯真的，它不会伤害你的品格，你的纯真或你的正义
。
所以，那些---说：我纯真地做这件事情的---人是错的，因为若你纯真地做任何事，它变成贞节，当纯真被实践，它变成贞节，你
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贞节，贞节是---内置于我们的---Vishnumaya的力量，哥维的力量，是纯洁的处女，她不会结婚。你们都知道Vi
shnumaya被创造，恰恰是在，康萨(Kamsa)---在她刚出生后就----把她杀死的时候。
要明白我们内里贞节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贞节是所有正法的基础，除非你有贞节的意识，你不可能有正法，不可能，因为贞
节是根基。就像用卡片搭成的房子，若没有贞节为根基，便会马上倒塌。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贞节在西方始终受到挑战，那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把贞节的种子栽种在这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它应该发生
，必定有上天的某些计划，我认为，所以这场伟大的崇拜，应该在这里举行。
这不是容易的崇拜，必须由那些纯真的人，过着非常道德的生活的人，非常贞节的人，尊重他们的贞节的人来做。
但是，现在因为你们都是圣人了，在你们面前的所有事物都是纯真和美好的，因为现在你们都过着圣洁的生活，那就是为什么贞
节已经在你的内里被唤醒了，贞节以哥维---即你的灵量的形式，在你身上运作。
因此如果你来到道德人生的本质，圣洁人生的本质，霎哈嘉瑜伽人生的本质，就是贞节，你不能把它多样化，现在这贞洁给你份
际maryadas，即界限，贞洁令你有份际maryadas，意思规限（限制）你。
（为什么你坐在这儿，上前来，坐在前面好些。你们不是正在做崇拜，如果你们正在做崇拜，你坐在这里，否则最好坐下，在那
吸收我的生命能量，过来吧。）

因此，贞节是给你分际，给你界限的那个。它是怎样给你界线的，就像···天空中有闪电，当两片云相遇，就像霎哈嘉瑜伽士，我
们可以说，跑出海洋，纯洁的水在云内，它们必须倾泻下来，当两片云越来越靠近，超过了它们的自我的界限，或彼此争斗，或
互相碰撞，是贞节，---闪电，发生，闪电说：你错了，为什么你们在自己内部争斗？为什么超越彼此的自我？那是姊妹的工作。
昨天我们有（结拜）了很多的姊妹。姊妹的工作是不去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去显示：若你僭越了手足之情的界限，便会有闪电。
闪电是Shri Krishna力量的一部分，祂把这个力量从自身处拿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祂成了那么甜美，那么温和的一位降世神祇。祂
把那力量拿走了。祂说：现在你成了我的妹妹，每一次若他们行为不当，你去处理比较好。那就是如何地Shri Krishna成为那么温
和，正如他们所说的，浪漫的降世神祇，因为祂把姊妹的力量拿出来了，祂成功了。但是她一直都跟祂在一起，她与祂一起工作
。
因为在家庭中，姊妹必须看着兄弟不要互相争斗，他们被照顾得很好，因此他们不被任何人挑战，她令他们有份际，举止可以行
到什么程度。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所有人去明白，那个弗洛伊德和所有这些荒唐的人，带来什么理论，去挑战Vishnumaya，
我们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可笑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事情。
若兄弟和姊妹之间，有任何像那样的关系，七代，这个家庭都会受可怕的疾病折磨，七代！但若有像弗洛伊德类型的关系发生，
那么，一个家庭十四代的人必须受苦。
因此，Vishnumaya的限制的力量是这样的，你的自我受控制，你的超我受控制，你的家庭受控制，每一个人都受控制，在这---存
在于我们所有人内在的---纯洁的Vishnumaya力量引导下。最伤感的是，在所有西方国家，Vishnumaya病倒了，绝对病倒了，我
甚至失去了听觉，到了那一点，它去到了左边，因为贞节的观念是完全缺失。我们必须忘记那些完全没有这观念的人，而且现在
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只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说，很多人仍然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荒唐念头，像“我与那男士有份好交情。”或“
我与某某男士很友好”等等。那是没有份际。你们不能，男女之间不能，有友情，你们不能，那是绝对荒谬的。
在西方，整个文化是滑稽可笑的，因为若你到晚宴，你会被安排坐在别人的丈夫中间，很可怕。但在东方，不会这样，因为Vishn
umaya是反对这些事情，她要看到丈夫和妻子坐在一起。
现在在这里，如你们知道的，贞节遗失那么多，因此我们的左喉轮有堵塞。当我谈论它，它越堵塞。现在当你说你没有罪疚感，
你实际是向Vishnumaya---向你自己的姊妹承认，说：我没有罪疚。但是她确实不喜欢你被内疚凌驾着。
妻子或许希望你有内疚，她或许希望你应该有内疚，因为她以为她的力量受到挑战，有人是她的对手，但不是Vishnumaya，姊妹
没有说那。但一个兄弟与一个姊妹永远都不是朋友，现在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是一起坐在这里。像这样，在任何团体，一个兄弟
，一个姊妹，他们知道他们作为兄弟身份和姊妹身份存在，他们不会缠着一个人，他们不会只与一个人交谈，也不会只与一个姊
妹交情好。
就像有一次，我们与一些基督徒有一次大的聚会，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定有最少三十位表兄和四五位兄弟。我们到达会场，在印度
基督徒中，我们有来自不同阶层的基督徒。有一些声名狼藉的人，对我们有一些评语，对姊妹们，你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么
多表兄弟，他们全都弹出来了，你看，就像魔术盒。他们都来接管，开始揍那些男孩。
那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这么多表兄弟，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某处，我们并没有与他们说太多话。我们自己，和朋友们--我们女孩儿们之间互相说话，忽然我们发觉我们有这么多表兄弟，那么多兄弟，最惊讶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这么多表兄弟
。他们立即跳出来，保护他们姊妹的贞节，因为她是他们贞节的根基。但是平时你不会与你的兄弟说太多话，你的兄弟也不会与
你说太多话，你们不会很交情。但是在困难时，在份际的关头，当咨询起家庭中关于某个亲爱的人的事情时，姊妹介入。最近我
的弟弟，最小的弟弟，写了一封信给我，因为家中出了些情况，因为我母亲不在，通常姊妹处理较好，因为她比母亲更容易迎合
你。母亲是那么忙于整个家庭，整体性的工作，你们知道她正在做什么，所以这种姊妹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试想想我们的左喉轮那么差，当然，因为我们从不关心我们的贞节，不尊重我们的贞节。在印度不是这样，男女都非常尊重
他们的贞操。我曾经问过那些到外国的男孩，他们说：我们虽然像他们一样做着错事，然而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着错事。我

说：怎会这样？他们说：有某种---像姊妹关系的---东西。
但现在我可以说，印度的男子也已经变得像你们一样，已经丧失了他们的能力去保持他们的贞操。男人必须尊重他们的贞节，因
为他们认为他们对贞节没有任何亏欠。
若你的灵性存在的根基不再存在，你很快垮掉，为此我曾多次说过：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大地之母处，那绿色的，绿色是颜色，
若你把注意力放入那里，你便可以从这些错误（偏差）中得救。你正犯通奸罪，---一直地，你看着别人的姊妹，别人的妻子，别
人的女儿。
所以现在要表达的关系，你们都知道，作为女儿，作为姊妹，和作为母亲，都是非常非常纯洁的关系。因此···假如你用脑过多，
为什么你的心轮有阻塞？你想过那吗？当你运用右脉过多时，为什么你的心轮会阻塞？什么原因你的心轮会阻塞？必须明白这个
，一回事，就如湿婆神和毗湿奴的关系是在2条线上。（首先，毗湿奴的妻子，---那位姐妹，他娶来了。好吧！）那么，谁是湿婆
神的妹妹？湿婆神的妹妹是Saraswati，若你运用Saraswati过多，心轮会堵塞，有份际·界限的。这就是近亲结婚的情况是如何发
生的，通过这种姊妹关系得到成就，去保持你们的轮穴的你们的份际。若你越过那，你忽然偏左或者偏右，因为你越过了那的份
际·界限。
这种姊妹式的关系，也存在于其他化身那里，像默罕默德·萨希卜---有一个姐妹关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祂的姊妹（Guruha L
akshmi，化身为法蒂玛）是阿里（Ali）的妻子，但是她却以祂的女儿的身份出生，所以她们可以以女儿或者姊妹的身份出生。她
以Nanaka的妹妹，即Nanaki的身份出生。她以默罕默德的女儿的身份出生。
所以她可以是降世神祇的姊妹或女儿。但是女儿或姊妹是纯真的，纯洁的贞节。现在试想想，那些不能明白贞节的重要性的人，
他们怎能谈论任何法律？因为法律即份际，通过Vishnumaya的力量，法律才有正确的意义。
现在你会说，偷窃别人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别人的，但是谁会告诉你？谁是---准备告诉你这是错的---那一个？当然，有
警察。但谁告诉你的？是制定法律者。扮演“无意识”这部分的是Vishnumaya。因为当你偷窃，你感到内疚，法律也常常用“有罪gu
ilty”这个词。内疚来自左脉，来自Vishnumaya。所以，有贞节的观念是何等重要。
但是我们都是非常分裂的人，那些在道德上贞节的未必在物质上贞节；物质上贞节的也未必道德上贞节。首先要有道德上的贞节
，非常重要，因为那是天生的。若你道德上的贞节得到完美的滋润，自动地，物质上的贞节就出现了。
但影响是一样的，在霎哈嘉瑜伽，无论你是金钱上欺骗别人，或是道德上欺骗别人，你的左喉轮都会有堵塞。整体的问题是从左
喉轮开始的。例如某人想在霎哈嘉瑜伽里行骗，想拿走霎哈嘉瑜伽的钱财或某些类似的事情，立即地，他的左喉轮会阻塞，一旦
他的左喉轮阻塞，他的行为便开始有趣，整个的阻塞便会暴露出来。若你变得不道德，左喉轮也会堵塞。
现在整体的罪疚感部分来自那里，罪，违抗母亲也可以是一种侮辱，无论如何正回报给母亲。 很多人有个习惯，我见过，他们说
：不，母亲。“不”是永远不能说的，因为若你说“不”，代表你去到了左喉轮，Vishnumaya力量根本不容忍你，对任何事情的“不”，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说：不，母亲。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当你的左喉轮有堵塞，你左边的所有轮穴变弱。因为是贞节---所有轮穴的
根基---变弱。
所以去理解左喉轮的价值，是多么重要。我们全部人的左喉轮都有阻塞，我们却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而且我们说：“哦，‘
左喉轮有阻塞’，意思是‘我感到内疚。’
我们不明白：我做过什么？我越过了界线，那就是为什么这样显现出来，我忽视了某种道德规范，我走到了一条违抗天父和圣母
的路上，那就是我的左喉轮为什么有堵塞。
左喉轮是过失，错误，和罪的指标。我们负担不起左喉轮有阻塞，霎哈嘉瑜伽士负担不起左喉轮有堵塞。
更添麻烦的是，他们吸烟，吸食各式各样的东西。在印度，他们吸食一种你们称为tomakhu的植物，那是一种叶子，一种烟叶。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但左喉轮是堵塞的。
左喉轮，是你自己的各种问题的入口，所以要小心不要对任何事感到内疚。此外，那是非常恶性的···，很大的恶性循环。

例如，某人做了些错事，我已经决定，我必须当面告诉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做错了，已经到底线了。
当然，我尝试对他们玩一些把戏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还不懂，我正说给他们听的，到了某一个点，我会告诉他们：现在你还
是离去吧，我不能再有你在我的身体里了。我把他们抛出霎哈嘉瑜伽，一旦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至少我的头痛结束了。
现在我看到的是，当这负面力量开始行动，人们不但不是面对它，面对这些错误：我错了，我不应这样做，我做了这些错事。还
做出辩解。一旦你开始辩解，你的左喉轮变得一个大大的肿块，不可能得到医治，不可能得到清洁。所以人们开始辩解：“我为什
么这样做，我为什么做这个。”一旦说是错的，错误的，去接受。“好吧，下次我不会这样做，我非常抱歉。”说“抱歉”看来至少对西
方的霎哈嘉瑜伽士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字眼，一些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也是。去说：对不起，我深感抱歉。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
从不感到内疚是好的，但他们却从不说“对不起”，所以是一样的。
现在一个人必须明白，当你犯错，你是人类，人类去犯错，神去原谅，但你必须知道你犯了错。若你不停的辩解，那么肯定的一
件事是，你不明白---神知道一切。若祂说：你犯了错。就是错的。你怎可以挑战？怎可以说：这是我这样做的原因，那是原因？
！这是人们必须明白的。因为这是电磁的力量，你必须明白，它令你震荡，它震动你，跟着你意识到，---我犯错了。所以不要为
你自己制造震动，不要做出最终令你结束于震动的言行。
当然，母亲的力量是那么宽恕，至高湿婆神的力量是那么宽恕。你获准，再获准。在获准一段时间内，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但已
经告诉过了，已经向你解释过了---这是错的，但若你僭越了你的界限，完全的僭越了界限，突然Vishnumaya显现，整件事情被揭
露，在霎哈嘉瑜伽你被揭露。所以，一个人必须知道，虽然这力量帮助你，指引你，令你得到改善，滋润你，保护你，仍然，---到某一限度。否则，是她，只有她，会揭露你，因为她不能再容忍来自你的任何荒唐。所以，若你仍然继续这样，只能看着，她
把你揭露。
你见过人们过去一直做着各式各样下流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国家的元首，国家的总统，这个，那个，当他们死后，被揭露。没有
人会说这样那样的人是贞节的，极少的国家领袖得过【他们是非常贞节的人】这证书，非常少的国家元首，得过这证书，说他们
是非常贞节的人。
贞节是他们得到的非常非常特别的证书。
因为当你在生活中得到权势，于是你以为你有了一只自由的手，你可以是，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你可以是个有贞节的人，亦
可以是没有贞节的人，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受“我已经得到所有的本事，我现在被安置在很好的位置。”这想法所控制，这想
法完全把你迷惑，令你忘记贞节的重要。所以生活中，若一个人被安置在越高的位置，他的职位越高···你可以说令他自我膨胀的
东西越多，他便越压向左喉轮，所以这个人逃避到左喉轮，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在他的无意识里，他感到内疚。
整件事变成在左喉轮的内疚。当变成左喉轮的内疚，那便处于困难的境况，因为这样的人，变得极之敏感，当你对他说任何话，
他感到更内疚。你想把他的左喉轮治好，他变得更差。对偏左喉轮的人，这是坏的境况。偏左喉轮的人，常常都在辩解。
偏右喉轮的人很傲慢，但偏左喉轮的人，用非常狡猾的方式，回答问题和给出解释。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也会说：“不，母亲，是
这样的，是那样的。”这是一点，不单这样···不是这样就完结，他向你说嘲讽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永远都不会直话直说，常
常语带讽刺，直话直说被视为愚蠢，没有才智，除非你以讽刺的态度说话。
有时，你们也知道，很难那样，这就是他们怎样以很扭曲的方式说话，那种扭曲经由左喉轮的问题而来。
若你的左喉轮好差，你不能甜美地，漂亮地，表示赞赏地办好任何事情。偏左喉轮的人永远不会赞赏。那些左喉轮受苦的人，永
远不会欣赏别人，永远不会。他有他自己的说法，他会想：我是最好的。因为那必须存在，问题必须存在，如何？是一种歪曲的
自我，令他不想接受任何人可以比我好，我必须跟随任何人，我必须从别人身上学习。
我有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我看到，特别是与我一起的人，我发现他们很快跌入左喉轮，因为他们缺乏礼法。当他们开始缺乏礼法
，他们便会跌入左喉轮。
能与我在一起是一种祝福，毫无疑问地，但你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要僭越礼法。不要尝试扑向前，只管昂首阔步。有些人习

惯僭越界限，当你僭越界限，左喉轮问题就出来。
必须敬畏你的母亲，要尊敬你的母亲，她是受左喉轮守护的。
这是格涅沙的一种很隐秘的力量，就是你们所称呼的格涅沙的力量，如同贞节是左喉轮的行动力，格涅沙的力量全部藉由左喉轮
显现出来。所以相信格涅沙，相信纯真的人必定知道，你每一天的举止，每一天的行为，必须有贞节。格涅沙表现为贞节的花朵
。
只要看看，上天的律法若没有贞节，你怎能规限人，你怎能令一切妥当，你怎能洁净他们，你怎能令他们进化？假设一棵树正在
生长，它内在不受限制，任性的生长，没有限制，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要令一个人越来越高，你必须限制他。
我父亲过去常常给这一个好例子：若你想拿一点小麦···
（请你不要再骚扰别人，若你想出去，你可以出去，但不要骚扰别人···）
另一样事情是，所有这些都不为什么，只为令你的左喉轮升起。你看，所有这种爱炫耀的，或烦扰人的，强势的人，或自夸的，
所有这些都来自左喉轮。因为你想控制你的左喉轮，所以你才这样做。跟着上述这些特点附加上去，你越想控制它，附加上去的
越多。
现在，我父亲的故事我一定告诉你们。他说过：你有些小麦，若你把它散开，只会像注意力一样浪费掉，但若你把它放在袋子里
，堆积起来，它能到达一个高度。同样，若你没有贞操的浪费你的注意力，它便散开去，没有界限，没有形状，毫无形态。但是
若你限制它，你就变得越来越高，在灵性生命中，你可以升进地更高。你们都是想过灵性生活的人，你必须明白左喉轮要得到纠
正。
你怎样纠正你的左喉轮？我有时对他们也感到很厌倦，真的是···我感到，我真想放弃他们，因为他们有阻塞，若你告诉他们“你有
阻塞。”他们变得更差，多么恶性的循环！怎样才可以把它治好？怎样才可以打破这恶性的循环？就是通过“面对它”，要说：为什
么，你为何感到内疚？
你一再地犯着相同的错误，你仍然继续做那！你必须给你自己注射所有的预防针！
他们却开始告诉我：不，母亲，不，母亲，不，母亲。你告诉对你自己：不，我自己！今天我做过这了，明天我准备做这，后天
我准备做这。现在就停止，停止，到此为止。
你是在那儿发挥你的Vishnumaya的力量。Vishnumaya的力量必须得到缓解，如果那样，是通过你的错误，但是若它必须被带回
它的力量里，你一定使用Vishnumaya力量，---通过给你自己震动。那么只有你可以做那，所以在那关键点上，在Vishnumaya这
关键点上，我真的向你称败。你不得不！
那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想这崇拜，当你们正向我做这崇拜时，我说任何事情，那会在你们内在制造更多的Vishnumaya。但，那是处
理事情最容易的方式。你看，“我感到内疚。”---你便完蛋了。“我接受到了惩罚，我称自己有罪。”就像在法庭里，陪审团说“你有罪
”，好吧，接受那吧，“我有罪。”但是没有惩罚，接受不到惩罚。若你做错了，惩罚你自己吧。
有两种途径人们惩罚，一种是像某些人惩罚他们自己，说：“我不会吃东西。”但是那些习惯不吃东西以及这类事情的人，和那类藉
“不吃”来麻烦别人的人一样，也可以变成一种宰制。
我意思是人类是非常的扭曲，他们知道怎样利用一把扭曲的小刀来宰杀他们自己，所以那不是你纠正你自己的方式。若你必须纠
正你自己，你必须以正确的方式面对你自己。例如你做了一些错事，你便不会去做些你通常会做的事情，以惩罚自己。比如，纠
正你自己，说某人很喜欢园艺，喜欢花朵，当你犯错，你便一段时间不看花朵，就是对花儿闭上你的眼睛。又例如，有个喜欢唱
歌的人，若你犯错便停止唱歌，那就是为何你必须震动。
你一定知道Vishnumaya是一道闪电，所以告诫必须像闪电那样，不能像Shri

Krishna那么温和，我正告诉你们的是一种很有力量

的东西，愿神可以把你们内在的Vishnumaya的力量唤醒，这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最吉祥的东西，你变成神性的人
格，这是得到神的觉悟的途径之一。

一个好问题在昨天合适的时间恰当地发问，就是，去建立你的贞节，不是靠做灵体保护，从母亲处吸收生命能量，然后迷失。不
是那样的。是：你自己从早到晚，纠正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不感受内疚，并学习新事物。一直地是这位姊妹教导你们，一直地
，如何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是母亲。因为对母亲，你可以说：不，母亲。对一位姊妹—电力，若你说，···
好吧，试着把你的手指插进插头，（停顿长时间），你便会知道，勿需解释。
以这种理解力，我们今天准备执行这场---建立我们的贞节，我们情绪的贞节和思维的贞节的---崇拜。现在，无论你做过多少什么
，忘记它，忘记过去。忘记过去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知道那是非常好的解释方式，“因为我有这些，所以这就发生。我的妈妈像这
样，那样···我的爸爸像这样···妈妈，爸爸，现在你忘掉所有人，现在你属于这个家庭，这个神圣的家庭。圣人们坐在这里，你在他
们之中，自动地，这些律法开始运作，我不用告诉你，是否要对那个人友善，不要对那个人友善。
你看，一直地对另一个性别感兴趣，不是贞节的标志。我意思是这是可怕的，绝对荒唐，你变得愚蠢。就像很多男子知道那么多
女士用品，像香水，这，那，有什么用？你是否女人的奴隶，还是什么？他们变成这些荒唐物品的专家。你是男人，活得像个男
人。
女士在她们自己内在必须有贞节的观念，因为她们是力量，为什么你想成为男人？我意思是你是男士背后的力量。女士必须好好
照顾她们的贞洁，为此我必须要说，我必须为此向印度女士鞠躬，她们谦虚的方式，她们贞节的方式，我们必须学习。当然也有
很多印度女士不是这样，但她们有谦卑。
只有一类不应有谦卑的，那就是降世神祇。我不能谦卑，抱歉这样说。某些品质你们可以有，可以享受，并珍视，我不能。我不
能令我自己谦卑，不能这样做，抱歉我不能假设这样做。没有降世神祇是谦卑的，祂们不能，因为祂们没有内疚。我把太多有内
疚的人放在我的左喉轮里，因正努力地清洁他们，我的耳朵受感染。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内疚清洁干净，我的双耳会打开，我的
麻烦会消失。所以请，我请求你们保持你们的左喉轮妥当，不要感到内疚，保持在中脉，保持在中脉，省察你自己，面对你自己
，震动你自己，纠正你自己，只有这样的人会升进。
另一途径是入静，把你的左手朝向照片，点亮灯，右手按在大地之母，你可以成就到。把光放在这里（母亲示意左喉轮处），向
着你的左喉轮做班丹，你可以把它清洁掉，但若不是发自真心的去做，便会变成形式。所以首先面对它，思维上完全地面对它，
跟着做这些动作，情感上也要理解那，你在情感里应没有内疚。因此为了所有我们的实用目的，我们不使用那类显示你内疚的字
句，而是谦卑的。
谦卑的人与内疚的人是很不同，内疚的人是迫于威胁，迫于压力，而谦卑的人是自由的，他在他自己的自由里，自己的繁荣丰足
里谦卑。就像树木，当它负载果实时，就只是向大地之母垂首致敬。就像你走到海边，你会发现环海的所有树木---特别是椰子树
，全都垂向海洋，因为海洋给了它们那特质。椰子里的水来自海洋，所以它们全都有朝向海洋的那种尊敬，那种谦卑。
同样，只有没有内疚的人，才有真正的谦卑。因为内疚的人，正如我告诉你们的，受到他们的----爱讥讽嘲笑的语言习惯，下流污
秽的言辞，他们回话的方式，他们的解释---宰制。
但一个谦卑的人是自由的人，自由地成为谦卑，自由地成为友善，成为优雅温柔，成为仁慈的，你必须成为那样的霎哈嘉瑜伽士
，当人们遇上你，他们因你的谦卑而印象深刻。
但，谦卑里没有任何奉承，---只是纯真和谦虚。
我···我完全缺乏那种特质，我不能谦卑，你们绝不应该试图迫我谦卑下来，因为那是不该做的，但当他们遇到我时，没人能评说
我的行为是不谦卑的，我表现为很谦卑的人，我可以表现为很谦卑的人，但坦白说，我内里完全没有任何类型的谦卑，没有谦卑
。
慈爱和谦卑是很不同的。谦卑是人类的特质，只有虔敬者才有的特质，只有虔敬者才有。接受---赐福者的祝福---的人才有的如此
美好的品质，赐予祝福的人不可以是谦卑的。因为它不能拿取什么，只有谦卑的人类才能拿取它，企及它和领取它。

不可以拿取的人是那么孤独，那么寂寞。这样的一个人得不到任何人的相伴，因为他必须付出，付出，再付出。那么孤寂地，必
须独自面对所有事情，只有谦卑的人类可以%C，因为这是常常发生的，你的谦卑不应是同情心，谦卑的人是抽离的，那是一种抽
离的品质，不是依附着一个又一个人的那种品质，这是生活的一种谦卑的风格，处在那种状态，你不会不必要的傲慢，不会向别
人叫喊。
但在印度，我们说牛是非常谦卑的动物，牠奉献出奶，提供一切，牠不攻击任何人。所以谦卑是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护卫。当然，
有时人们利用谦卑的人，不要紧，只要你没有失去谦卑，一切都会妥当。
但是人们丧失了他们的谦卑，当人们试图烦扰他们，他们变得偏向左喉轮，跟着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谦卑。那是一个人不能失去的
一样东西。因为若你想与神保持联系，你必须谦卑，没有其他途径。若你不是谦卑的人，你不能保持这关系，这两种特质，就像
插头和插座，插头必须是插头，而插座必须是插座，同样若你想从神拿取一些东西，你必须是谦卑的人，藉由傲慢你不会得到，
藉由压迫你不会得到，藉由任何···
有些人也感觉“我爱母亲”，但那种爱要通过完全的谦卑被表达出来，那是唯一途径。那是唯一你可以接近我的渠道，没有其他方式
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以很高的层次结束今天的交流，这是神的自觉的开始，但你们一定与我保持速度一致，要保持与我同速是不容易的。所
以你们必须跟上我的速度，若你们必须朝着神的自觉前进，首先建立你们的贞节意识和谦卑。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我们开始崇拜，你们可以洗我的双足，如果你们愿意，SHRI GANESHA 崇拜一定要有，一遍格涅沙颂。）
为此你必须评判你自己，意思，你必须评判你自己，不去接受内疚，而是去评判你自己，我是一个先锋型的人吗？我一直有朝前
前进吗？我总是坐在其他人的前面吗？我试过傲慢地对待母亲吗？我对母亲说“不，母亲”了吗？我行为像···
看看你内里的所有这些问题，不为别人，为你自己看看。“我有多进步？我放肆吗？我自夸吗？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了吗？”你
像那样继续探索这件事。
这些是症状，症状来自内在，一旦你明白了你的症状，“哦，我是那样的，好吧，不会再有了！”面对它，告诉你自己。你说“我没
有罪疚感”的时候，不表示你不面对它---你面对它！
（好的，我们开始洗莲足吧。）
今天很抱歉，只有童贞的女孩可以崇拜我，只有真正的处女可以崇拜我---小女孩儿，如果有。哦，她们来了。上前来，上前来，
所有的孩子，上来吧。漂亮的罩衫，漂亮的外套，雅典娜！来吧，啊！其他的在哪里？上前来，所有的孩子。只有小孩子可以做
那，好吧，坐下，坐下，向前一点，哦，还有个穿着纱丽！所有的孩子，坐下，所有的孩子必须坐在这儿，好了吧？小心这灯，
你可以把那拿到边上一些吗？为了孩子，我担心，然后再点着它。姆···啊，谢谢！！！
未来更多，他们就要来了，很快我们会有很多他们，也许你们都不得不坐在外面，现在他们坐在外面，一段时间后，你们全部不
得不坐在外面！那会是最好的！他们都会说：出去，出去！让他们长大。一支新兵团正成长上来。
我想你们最好去吃午餐。
Shri Mataji的莲足一直踏在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的左手掌，
他留下眼泪：母亲，过去的24小时，心轮严重感染。
（Shri

Mataji表情凝重了一会儿，大大的莲花眼充满力量，对全场）说：敞开你们的心才是重点。你们为什么不敞开你们的心？

敞开你们的心。我们为一些琐碎，荒谬的事情开放我们的心，为什么不为神？敞开它！你们被创造成莲花，但是是盛开的莲花···
啊！···啊！

是时候英国要有湿婆神崇拜，让那样的日子到来。但是去做湿婆神崇拜不是易事，你们都知道，你们已经到达一个阶段—Vishnu
maya，···敞开它吧，除非你敞开你的心，你的梵穴不会打开，你的顶轮不会开启。你们担心些什么？···午餐？···若你想，我可以
令他们所有人的手表停顿···，（母亲忍不住笑。）Shri Mataji和众人大笑。
Shri Mataji顽皮地捂着嘴笑不停：“刚才我把他们的手表停顿了！···”
Shri Mataji看着一副大大的照片：
“Vishnumaya，哈，这是Vishnumaya，彩虹是她的标志，彩虹出现后，便不会有闪电，这是肯定的，我不知该说什么，很漂亮，
非常感谢，愿神祝福你们！”
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给Shri Mataji看另一张照片，并读出照片下面的诗。
母亲对此照片班丹，说：
“这是很好的照片，对外人来说，很有母性。”
Shri Mataji：“还有礼物？”
有瑜伽士递给母亲一杯茶水。
Shri Mataji顽皮地笑：“好吧，让我有它吧。”
（这时一群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霎哈嘉瑜伽士走上台来。）
Shri Mataji ：“我认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我很高兴你们全都能来。这是最重要，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们都能今天来，来到这个伟
大的崇拜。华伦说，布鲁塞尔人和荷兰人都很谦逊。在灵性方面他们都很谦卑。媒体也很好，所以我想今天的崇拜，实际上是因
为你们而作的，他说他们都是很谦逊的人，媒体也很谦逊，某种谦逊正在这里成就，所以现在，这是什么···来吧，来吧，
多明尼，你好吗？···你拿着的是什么档案？这是什么档案？···”
Shri Mataji倾前身体听对方说话，···“谁写的文章，报纸的人？他们喜欢它？好，好，这就是他们说媒体很帮忙的原因。”
Shri Mataji浏览一份档案：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法兰德斯语的翻译，不是法文，母亲，这是一份好文章，很好，实事求是的报导，没有失实的报导!”
“Shri Mataji，2年前我们在法国影印了你的莲足的照片，我们把这张海报拿到影印铺影印，你知道吗，他们把你的莲足的照片四处
贴，只为显示他们能对影印本做些什么，···”
Shri Mataji大笑。
“法国人把你莲足的影印本带到印度，广泛的分发---这是影印本，同一个影印本，他们也用来做宣传的材料。”
“是那张一只脚叠着另一只脚的照片？”
“不，不，母亲。”
“哪一张，是哪一张？”
“有白色地毯的那张，你可以看到一切，所有的崇拜，你的双脚有闪亮的金。”
“哦，我明白，···真的？ 那么这是他们在布鲁塞尔做的？”
“是，我想，每一处地方，全世界都有这所名为HAPPY DOOR COLOR的法国公司。”
“他们从法国把它送来？”
“是，应该是，看看他们给的产品样本，你的双脚是样本。”
“是吗···” Shri Mataji大笑，
“这样的玩笑，啊！因为是我的双脚，所以必须要做好。···你看，他们运用广告的概念，我们不用花钱，却得到好处，很好，四处
都有我的莲足是好事。
···真的很美妙，真的！”
众人笑。

霎哈嘉瑜伽士：
“这是很不凡的，母亲，关于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现在来的人都有专业水平，这真是霎哈嘉瑜伽很有趣的趋势，来的人不再单是嬉
皮士和反文化的人，这是一个大转变···”
Shri Mataji：
“不，我们还是有一些嬉皮士，我想他们都很友善，他们都很友善，真的，能到这里是很有福分，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它
成就的很好。现在你要介绍是吗，开始吧，一个一个地。”
霎哈嘉瑜伽士：
逐一介绍坐在Shri

Mataji面前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和他们在霎哈嘉瑜伽里成就的奇迹。Shri

Mataji总是甜蜜慈祥的微笑，谦卑地向每一个人合十，问候，每个人都感恩地留下眼泪。
Shri Mataji：
“你们全部在哪里丢掉的？我不知道，忽然地，我发现我的孩子全都回来我身边了，很好！”
当介绍到一位正骨医生时，Shri Mataji说：
“它受各方面袭击，肌肉的毛病，骨骼的毛病，很多负面能量引致的毛病，这是医学不能解释的，他们不能明白，很多毛病是来自
根轮，很多很多，他们不懂怎样解决，要他们接受这样，对他们来说，去了解这知识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知识中的知识，要到
达它的精髓，你要明白—跟着整件事情得到改变，它是很不同的，它会成就，我们需要整骨医生。每个人的喉轮都很差，只有可
怜的华伦在纠正每个人的喉轮，现在你们也能做到。
瑜伽士：
“母亲，她叫Chandra，她有段精彩的故事，···她在霎哈嘉瑜伽发现印度教的实相，这是个很美好的故事。”
Shri Mataji：
是真的，毋庸置疑。你看，每一种宗教都陷入某种困境，只有透过霎哈嘉瑜伽，你才能明白它们是真的，全是真的，每一种宗教
都是真的，正确的，能互相融合。但做到那，你必须成为灵，否则你不能明白。印度哲学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由始至终，不
谈别的，只谈论灵性的解放，与灵合一，没有其他了，首先之先。他们也谈论神祇，但佛陀甚至没有说那，他说：“不要谈论神祇
，不要谈论神，不要谈论任何人，只谈论灵。”他特别指出，人要放注意力只在他们的灵上，一开始就是，然后我们会知道，Mah
avira也是这样，他们两位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在哲学上它不是某种“一个什么东西”，整个印度哲学的主要概念是：无论是印
度教，佛教，耆那教，或在印度的任何一种宗教，首先一件事是：得到你的自觉，你所有的世代都是为了奠立那件事。
例如，你的注意力必须受到控制，你不应允许注意力分散，涉入任何事情，那些想法，浪漫的想法，是错的，把注意力放在你自
己身上，不要浪费。你的注意力---chitta nirodha，当你能这样，你看，人们会看到，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身上，你便看到你
自己的注意力升的更高，不会浪费掉。所有宗教的精粹都是一样，是自觉，这是最先最重要的，若不是这样，就如你们所说的“没
有生命力”，我们只是“已死的躯体（行尸走肉）”—nishpran。没有生命力，不管你跟随什么宗教，都是没有意义的。全是没有意
义的，错不在这个宗教，只是没有生命力，他们把生命力拿走，没有生命力，它变得破损，生命力是霎哈嘉瑜伽···愿神祝福你们
！
是的，现在我要回家了。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一次非常成功的研讨会，把一只手朝向所有这些人都来自荷兰和比利时的人们。我想
给他们....沃伦...那里有些照片，你们都可以散发，因为有这么多。因此，那些准备离开先得到，应该先得到，然后逐渐地....所以
，我要离开了，那么要散发照片了。现在，我要谢谢所有邀请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们，它是那么美丽。我希望你们没有受到任
何罪疚，当我告诉你们关于Vishnumaya。那是力量，记住，那是力量。你们全部必须内在地拥有那力量。所以当你说话，哪怕一
个字，它像一个闪电行动，接着像一道彩虹。两者都是Vishnumaya的力量。
当彩虹显现，那意味着就不会有任何闪电了，有闪电时就不会有任何的彩虹。因此，你也是彩虹。那意味着你可以从一个白色创
造出美丽的颜色，那就是你有能力做到的。所以，你必须展示那魔法，有时，你也展示闪电效果。但是，更好地是把闪电收在内
在，彩虹展示在外，那会更好。愿上帝祝福你们全部！
愿上帝保佑英国人和其他人，你们所有，愿望在英格兰建立耶路撒冷，---非常重要的。让英国人也明白和意识到这，并成就出来

。不仅英国霎哈嘉瑜伽士，而且所有的英国人。愿上帝祝福你们！

1985-1019,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第六天
View online.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第六天 1985年10月19日 瑞士 今天是女神拉特利节的大日子，现在你们身在女神伏魔日来临之前，这一天摩诃
拉希什米完成了降魔的工作。而且从这一天开始，太初母性力量开始降世，女神展现出祂的力量。最初展现为摩诃迦利和摩诃莎
维德丽，这都是最高湿婆神的力量。女神首先展现为摩诃迦利，那是愿望的力量。这些力量不是别的，而是神的浩爱。在神的浩
爱之下，太初母性力量首先要成为愿望的力量。同样，获得赋与这个力量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要在心中有完全的愿望，那是去
爱的愿望。这种爱和你们所知的人类其他方面的爱很不同，在人类其他方面的爱，当我们与人建立关系时，我们都有某种期望，
此之所以我们常常陷于失望。我们的期望常常高于现实，因此我们常常遇到失望和挫折，那种被爱的需要常常得不到满足。 人类
有一种要求被别人爱的需要，而不是去爱别人。人人都可以爱你，但问题是你爱他人有多少。通常人都是单方面的，因此事实上
没有人真的去爱。但如果在真爱之中，那么牺牲奉献便是它的本质。我们亦不会称之为牺牲，而是视之为一种尊贵的权利，那是
一种去付出的尊贵权利，能够去爱是个很大的机会，是我们很大的幸运，上天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去爱。当你不只是明白，而是能
知晓爱的力量，那你便会开始付出，那是我们展现出来的第三种力量。那个人开始变得有活力，于是便能开始去落实那种爱，我
们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活跃，我们开始认为自己需要去爱别人，并付诸行动。 但爱会走向极端，我们要求别人要爱我们，别人要尊
敬我们，别人要认为我们伟大，别人要承认我们的地位。如果这样想，我们便开始爱上别的东西。首先是金钱，钱变得很重要。
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有钱，别人便会爱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有钱，我们便变得很有力量。于是我们千方百计积累财富。但金钱不是
真理，当我们渴望金钱的时候，便会为钱而忧心，而且变得吝啬，甚至对神也变得吝啬。其实这类人不会有钱，因为如果他们不
懂得正确地使用金钱，便不会有钱。如果不懂得使用，要那些钱有甚么用？因此他们会有问题，因为他们爱钱，而不爱神。他们
担忧得不到钱财，却不担忧得不到真理。 他们第二样想有的是权力，希望成为总统、首相，政府官员等等，他们认为如果有了权
力，别人便会尊敬他们，爱他们。他们其实时刻在恐惧之中。因此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便是恐惧。甚么是罪？便是不爱真理。所
以如果你开始担心你的地位，好像一个总统怕失去职位，首相害怕下次大选落败，而那些官员害怕失去工作，不获升迁等等。他
们都有严重的恐惧，他们没有任何自由。这些人所有的恐惧，比那些有钱的人更多。如果他们一朝失势，便会一蹶不振，永不能
东山再起。一旦竞选失败，别人眼角也不看你一眼。我曾认识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一朝失势，再没有人会看他们一眼。他们在位
时，有一百辆汽车迎接他们。一朝失势后，便像普通人一样在街上走路。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但他们不依从这个真理。他们不明
了这个真理，他们也许有一会儿明白，但很快便离开了真理。当一个有钱人死了，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但当一个有权力的人死亡
，便会有许多书出版，揭露他的私生活，揭露他做过甚么肮脏的事情。他们的生命没有香气，甚么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晓得对自
己和对公众的责任，而且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因此他们死后，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很知名的演员
，他是个生来便是自觉的灵，但他完全堕落了。他说：「饮酒有甚么不好？赌博有甚么不好？吸烟有甚么不好？人反正是要死的
，为甚么不趁生前享受这些生命的乐趣？」因为你们死后，你们所作的都会显露出来，人们不会喜欢家里有你的相片。你们的生
命不是这短短的几年，不是你们视为成功的十数年，而是在你们死后。那时你所有的成就都没有了，人们开始议论你，这就是知
名人物的下场。这种知名度形成的人格，不会被人崇拜，不会被人接受，不会被人视为伟大。他们可能在一时间受欢迎，但在整
体中，他们对人类一点贡献也没有。 这些便是摩诃莎维德丽的工作，使人活跃起来，获得权力。但这力量应用来发现真理，摩诃
莎维德丽的力量，应引导你找到真理。我们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看见那些可笑的事情，便知道那不是真理的道路，那道路在别
处。我们可以从别人、从历史、从父母那里、从社会、从自己的经验、从你们的孩子那里，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们想学习，摩诃
莎维德丽的力量会带你找到真理。吠陀经一开首便说，如果一个人读吠陀经，但却没有知觉上的开悟，那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通
过阅读，通过使用摩诃莎维德丽的力量，我们最后要知道，那是不足够的，我们要脱离出来，这时我们的摩诃拉希什米力量便会
发生作用，我们的第三原理，便会发生作用。摩诃拉希什米力量便开始展现她的爱，通过人类进化的过程，展现她的爱。人类进
化的同时，学会知道两边的事情，而且学会使用摩诃拉希什米的力量。 摩诃拉希什米的第一个力量，使我们脱离家庭的束缚，金
钱和权力的束缚，欲望的束缚，使我们达到更高的高度，使我们明白甚么是为人接受的，那就是接受真理。因为摩诃拉希什米的
力量，能使我们发现真理，表现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后还表现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当摩诃拉希什米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时
候，我们便开始关心他人。但不是在物质上关心，例如给他们救济品等。他们会直达问题的根源，他们不只问：财富分配是否平
等？那只是表面的，那些没有钱的人不开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自由。那些有钱的人也不开心，因为他们过着魔鬼般的生活
。他们有自由时，便生活得像魔鬼一样，完全没有整体的意识，完全没有集体的意识。他们这样做时，甚至不晓得自己变得像魔
鬼，一切都变得像个战场一样。他们争夺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妻子，他们把别人毁灭。今天的问题都是由西方世界，由倾向右脉
的大国造成的。而东方则走向左边，很奇怪，那些那么重视贞洁的国家，如印度，却会走向左边，变得很穷。而瑞士这地方则人
人有钱，因为这里的人，都是金钱取向的。因此那些倾向右边，妄顾贞洁的人，会有右脉的问题。很奇怪，那些重视贞洁的人也
会出问题，原因是他们过了头，例如他们作崇拜，却整天由早到晚的作崇拜，完全没有活动，这不是作崇拜的正确方法。一切都
由人家准备，自己则只坐在那里，接受能量，完全没有活动，完全没有平衡，他们以为作崇拜便好了。 不是的。如果你倾向右脉
，则崇拜对你有益。如果你倾向左脉，则对你无益。当然对我作崇拜对左右两脉都有好处，因为我不属左，也不属右。在印度，

人们要很有勇气，才能对女神作崇拜。那些对女神像作崇拜的人，常常被亡灵附身，他们都不明白为甚么。好像有些人对某些庙
宇的女神像作崇拜，跟着便被亡灵附身。为甚么？因为有许多庙宇，都是被亡灵占了的。那些人在庙内作性力的方术，于是前去
崇拜的人，便会受亡灵侵袭，变得更倾向左边。此外有些人崇拜神的无形相方面，他们走向右边，他们认为人人都是神，甚么都
是神。这样说并没错，但他们走向超意识界，变得像魔鬼一样。他们互相争斗，因为邪魔就是要互相斗争，否则便不能存在。他
们变得富侵略性，到别的国家去侵略人家，他们常常想着去侵略人家。西方的传媒正是这样，有各式各样的侵略方式，对他们来
说，侵略别人是很合乎道德的。他们专门发问那些攻击性的、侮辱性的问题，而且很残忍。他们变成残忍的人，此之所以我们使
用摩诃莎维德丽的力量或摩诃迦利的力量时，会引起这么多的问题。此之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作崇拜前有那么多的活动。 你们要
预备那些花朵，布置场地，然后才坐下来作崇拜。就好像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一样。就好像先爬喜玛拉雅山，然后才静坐一
样。先要疲倦，你才要休息。否则好像瑞士的人，老是定不下来，你要用绳把他缚住。所以在崇拜之前要有活动。妇女要照顾她
们的纱丽，把花摆放好等等，有许多活动。而且要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还要盘算旅费等等。他们要作未来取向的计划，才能来到
瑞士这里。 瑞士是个过份活跃的地方，因此要在这里作一次崇拜，好使他们不致太过活跃，然后他们才可以升进。女神是使你们
升进的力量，因此在霎哈嘉瑜伽，女神拉特利节崇拜是最重要的崇拜。有些人认为顶轮崇拜是最重要的崇拜，因为从顶轮，你们
得到了自觉。但从进化的历史来看，是女神把你们带到顶轮。如果不是女神带领你们，通过进化的每一阶段，你们不可能有今日
的自觉。因此过去所作的一切，我们今天都对之作崇拜，就好像是一个感恩节那样。如果没有女神的工作，一切都不会发生。 当
我读有关女神的记载，她如何降世拯救她的信徒，拯救那些希望上升，通过幻海的人，她如何单独对抗那些邪魔等等，女神负起
帮助人类通过幻海的责任，是女神把你们拯救出来。当时由于邪恶的力量，连那些遵守正法的人，都不能脱身出来。女神独力与
邪恶战斗，把人类带到这个水平，然后她以摩耶幻相的形相，降生世间。她先后降生为阇拿迦王的女儿、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
，那些形象都是支持导师原理的。之后她以摩耶幻相的形相降生世间，帮助人类升进。 所以今天是感恩的日子，就好像导师崇拜
是感谢导师的日子。你的导师辅导你，给你真理，给你得到自觉。而女神拉特利节崇拜，是对女神的感恩。她独力拯救了你，就
好像一个母亲，用纱丽保护着孩子一样，打退一切敌人，解决一切的问题，最后把你带至顶轮，给你自觉。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
母亲，女神拉特利节崇拜就好像是母亲节。女神不眠不休的为孩子工作，母亲的工作比导师的工作还重要，导师教育你，使你变
得有用，但母亲却宽恕你，养育你，教你如何去爱。她付出巨大的爱，却不要求甚么回报，完全是无私的。那是一种扩张的爱，
你犯有甚么错误，母亲都把它吸收。 对于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来说，女神是个很伟大的神祇。她后来又降世为悉妲，即罗摩的妻子
，受了不少苦。其后她又降世成罗陀，及克里希纳的五位妻子。跟着她降世为玛利亚，眼看着儿子被钉十字架。她要通过这一切
，因为你们都要通过宽恕轮。眼看儿子被杀，对父亲来说容易一点，对母亲来说是很困难的。你们许多都知道，有孩子是怎么样
的。做了这一切之后，便来到这个阶段，要给你们自觉。她有无比的信心和谅解。 人类经过长时期的进化，已到了可以获得自觉
的阶段。但有的却进化为可笑扭曲的人格，变得很愚蠢、很麻烦。有时候真是很难原谅他们。虽然如此，你们今天有许多坐在这
里，你们都得到了自觉。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光荣和喜悦。看见你们接受各种力量，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原理，使事情发生的是爱
的力量，是爱的力量使你们达至这个阶段，是爱的力量使你们展现你们的潜能。 来到霎哈嘉瑜伽以后，你们遇见的试探越来越微
妙，有时你们练习霎哈嘉瑜伽是为了权力，有时是为了有更多朋友，有些人也许是为了扩大权力。有的人当了领袖，便出现自我
。所谓领袖不过是人为的，连报纸都没有报导。人们争着做领导，便变成一种微妙的权力斗争。然后是钱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大
可利用霎哈嘉瑜伽赚钱。有些人参加霎哈嘉瑜伽，是认为母亲会保佑他们得到钱财，但他们一点钱也不肯捐出来。我们看见一样
事情很矛盾，在印度的人很穷，但每个人都捐钱，每个地方要筹集五千卢比，才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当然我不会拿一分一毫，
我自己也捐了很多钱，才成为基金会的托管人。你们是要捐钱的。如果吝啬，便变得依然故我，你们的财源会枯干，最后会一无
所有。你们应当付出多于接受，这样便会得到利息，不会负债。不用存款，便得利息，会有银行这样做吗？连瑞士银行都不会。
你们应时刻追溯至源头。 还有一样很微妙的，就是人们依恋他们的子女，因为他们已是得到自觉的灵。难道这些小孩是神吗？但
父母愚蠢的依恋他们，从前他们忽略儿童，现在却依恋着孩子。除非你给他们自由，否则孩子无法正常成长。那些孩子是尊贵的
，生来就是自觉的灵，父母应教导他们如何作好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告诉他们行为应如何，不是如胶似漆的依恋着他们，这不
是正确的方法。如果你像胶水一样，依恋着他们，他们甚至在生理上都不能正常成长。现在西方有一种新理论，认为孩子一定要
依恋着母亲，但那样会使孩子走向左边。他们年龄长大，但头脑不会长大。孩子应有离开父母的时间，不必经常抱着孩子。这不
是孩子希望这样，而是母亲希望这样。我曾看见有些父母，依恋着孩子，然后对我说：「母亲，我的孩子被宠坏了」。但如果过
份让孩子独立，他很快便会被亡灵附体。好像有个七岁的小女孩，每天早上给我们送报纸。她每天五时便起床，骑自行车走远路
送报。我跟她妈妈说：「怎么搞的，她不过七岁大。」她妈妈说：「不，她需要自立」。所以一方面是忽略孩子，另方面是依恋
孩子，都是占有的表现。 他们要悉心照顾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是个得到自觉的灵。在霎哈嘉瑜伽，不单是你的孩子是个得到自觉
的灵，其他人的孩子也是个得到自觉的灵。你又怎样照顾其他人的孩子呢？如果你为自己的孩子买一样东西，便应为别人的孩子
买两样东西，给别人的孩子多买点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少买点东西。让你的孩子与别人分享他的所有。如果你要给他买点甚么，
买一些可与别人分享的，然后教他如何与别人分享。虽然他们是得到自觉的灵，但如果有糟糕的父母，便会变成和那些吝啬的人
一样。他们会和别人打架争执，所以你们要小心。在印度，父母交托孩子给别人照顾，都是很普通的。这样能培养儿童一体的观
念，儿童很自然能和别人联系在一起。如果你老是说：「这是我的孩子。」把门关起来，这样你便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你们要明
白这一点，你们不必追求那些无用的事物，那些人生的享受，而是要负起责任。你们作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有甚么义务？是要

献身于他人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你们。如果你们像发了狂的，只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是没有帮助的。但如果你忽略你的孩
子，也会产生问题。因此你们要处于中央，而且要静观一切。 来练习霎哈嘉瑜伽的人，初期常常告诉我，父母亲五代之中，有那
个远房亲戚病了，叫我把注意力放在那人身上。我尝试做时，一个接一个的找，结果追溯不下去。开始的时候这样还可以，但你
们要知道，这样做会把你们拉低，不能在神之国度升进。没有一样你们的东西不受到照顾，甚至是你们一条头发，也是由神看管
的。你们明白了吗？每一样事情，都是由太初母性力量亿亿万万的力量所造就的。你们能做甚么呢？一点也没有。因此你们要相
信，你们都在天国之中，这个力量是主动的恩赐。如果你有病，那是为你的好处。如果你没有病，那也是为你的好处。如果你有
钱，那是为你的好处。如果你没有钱，那也是为你的好处。在神的国度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不要以你们的标准来
衡量。你们想想，谁在世上受到祝福？好像一个有钱人，他受福赐吗？他自己开心吗？他受人尊重吗？最少他要成为得到自觉的
灵，才会得到福赐。如果你要在神的国度升进，你便要知道，一切在神的力量之中。无论是你行动或不行动，一切都是由神的浩
爱力量成就。爱永不伤害，爱永不毁灭。 要知道你们的本质，比如你是倾向左边的。现在倾向左边的人，爱给我作崇拜，而倾向
右边的人，则作为组织者，应该倒转过来。要使你们得到平衡，这样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背脊负荷过重，便
要把部分重量放在头上。如果头部负荷过重，便要把部分重量放在背脊。你们其实每天都这样做，好像这只手倦了，你们会把重
量放到另一只手。在机场我看见人们一只手倦了，便会把行李放到另一只手，他们甚至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同样，如果你太
过倾向任何一边，便应该多用另一边，使自己得到平衡。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便是给你们平衡的节日。那些右手倦了的人，应把负
荷交给左手。那些左手倦了的人，应把负荷交给右手。这样那些有金钱问题的人，会解决他们的金钱问题。那些有睡眠问题的人
，会解决他们的睡眠问题。但如果两样问题都有，那怎么办？我的确看见过，有些国家的人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有金钱问题，便
干脆去睡觉。至于两样问题都有的人怎么办？我不会告诉你们，但肯定他们要做一点事情。你告诉他们。他们会说：「我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甚么，你也没有甚么话可说。那种阻碍就好像一座大山那样，把你彻底毁灭。 你们每一个都要工作，不
要只是一个人在工作，其他人都不帮忙，这是一项集体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完成。就像今天的女神拉特利节崇拜，不单只是母亲
在工作，每个人都要工作。如果我能单独完成这项工作，我会把那些邪魔都锁起来，放在某处，但这是不可能的。你们每个人都
要负起责任，这是你们的尊严。不要像被宠坏的孩子那样，你们要成熟起来。要视之为集体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也许人很少，但
一旦有了集体，你们便要自己做工作，自己解决问题。今天的霎哈嘉瑜伽，便是这样给你们自觉的。你们要成熟起来，一旦种子
发芽起来，就要变成大树，否则便是无用的。你们要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互相了解，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起来，即使你们其
中一人受苦，我也会受苦。女神已变成是集体的，这是一项冒险，但没有其他办法。这就像身体的每一部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钉上了十字架，但我没所谓。 所以今天女神节，你们要充满勇气，充满热情。要这样说：「母亲已给我们力量，我们定能完
成工作，没有甚么可把我们拉低，我们要互相帮助。」现在如果有一人工作，其他人都不帮忙，然后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没
有工作。我里面有个亡魂附身，不让我工作。」这样你先要驱逐那亡魂，所有这些借口都愚蠢的，没有价值的。这表示你不了解
霎哈嘉瑜伽的意义，这表示你不了解内在真我的意义，那表示你对爱没有尊重。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你们要答应自己，你
们要充满热心。 ﹝看表﹞ 时间到了。这样你才能成为真正的瑜伽士。你们看其他那些人在做甚么？他们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为
甚么我们不可热心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为甚么我们不可积极起来？我们出了甚么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出贡献。不只
是住在灵修的静室，享受舒适廉价的生活。住一段时间以后，你们都要搬出去，让出空间，给其他兄弟搬进去，而自己则住另一
个地方，把霎哈嘉瑜伽传扬开去。过去在灵修的静室，有些人认为这是他的房子，他的家具，没完没了。你们不如学习如何在一
条绳上生活，作你们的苦行。但有些人又会说：「母亲，我在作苦行。」你们要享受你们的苦行，否则便不是自然而然的。你们
看那些人，他们也有苦行吗？如果你说他们是被亡灵附身所致，那么你最好也被霎哈嘉的「亡灵」附身。这样你们便会活动起来
。因此要告诉你们的思维，不要用任何借口，你们要行动起来。如果你的注意力，只是在于吹嘘自己，或只是要我多看顾你，不
断要接近我，写信给我，那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一面镜子，你在我面前看见真正的自己，而且这面镜子充满幻相。一个邪恶的人
也许会在镜中看见自己是圣人。对于一个倾向左脉的人，他可能将自己看成巴尔伐亚的降世。如果他是真诚的，便会看见自己是
霎哈嘉瑜伽中最高的。除非你这样看见自己，否则要知道，那只是个幻相。 因此要知道，通过得到自觉，你们已得到许多。那些
思想，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都不及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对神的国度，连一点点知识也没有。在经济学中他们谈甚
么？在政治学中他们谈甚么？你们知道吗？每一样事情后面，都有一个奇妙的力量，掌管着整个宇宙，照顾着每一个细胞，永不
止息。时间配合得很好，一切都合乎情理，好像个奇迹那样。看看我们多快找到这个场地，我多快便来到，让我们能作这个崇拜
。看这个奇迹的力量如何工作。你们成为上天行事的工具，但我也告诉过你们，有两个力量。向心的和离心的，你也许会被抛出
去。你们要发挥全部的力量，不要被自我蒙蔽，不要被超我压制。你们要成为上天浩爱力量的有力工具。你们会拥有许多力量，
你们会惊奇，那些我们视为低下的事物，里面有多么大的力量。就好像大地之母，她是多么简单。我们把她踏在脚下，她把我们
吸在地上，然后又作自转。这个母亲大地做着千千万万的工作。她这样简单，却十分有力量。同样，你们是用格涅沙的原理造的
，有很大的力量。你们已有七个轮穴的力量，跟着你们成为自己的师傅，跟着你们自己成为力量。 愿神祝福你们。 Comments
on a name during the Puja protocol While the 108 Names of Shri Mataji were recited, Shri Mataji commented on the name
Shubhakari with these words: "Benevolence - Shubha, Shubha. Shubha is also auspicious mixed with a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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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制约
美国新泽西州‧1985年10月27日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历史上、传统上，自我是怎样折磨人。当你看到这个自我的显现，你便知道，假若你的自我在扮演着任何角
色，你可能是毁灭力量的一部分。你们现在先要看看，当自我在人类中生长，首先，因为要保护自己，所以它才生长，脑垂体，
在我们抬起头时，它开始在我们内里生长，就像这样。当我们还是动物的时候，我们的头是像这样，那时候，那个被称为松果腺
的器官是非常强大。他们说人类的松果腺不起作用，不是真的，松果腺的确起作用，他们只是不知道它怎样起作用。我们内里的
松果腺，在我们仍然是动物的阶段时，是非常活跃的。

当我们开始抬起头，一种化学变化在我们身体内发生，我们的脑开始生长成锥体。我曾经告诉你，以平衡四边形的力量(parallelog
ram

of

forces)，所有这些是怎样生长成锥体。当它变成这样，首先，直至动物的国度，是松果腺照顾着超我(super

ego)。在动物的国度，当动物变得更人性化时，自我便开始生长。

只有人类懂得运用物质，人类亦是唯一的动物知道怎样运用物质。人类懂得运用物质，并非动物。动物不会为自己而运用物质。
当他们开始占有物质，自我便开始发展，我们发展了被称为「脑袋的锥体」的东西，我们开始生长，越来越像这样。当它到达最
高点，我们便越来越多运用自我，我们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停下来，我们开始向另一边移动，它向下移，把它遮盖，像这样完全的
把它遮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为人类的松果腺没有运作，它在运作，毫无疑问，它在运作。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自我在生长
，人们因此感到极之有自信。什么地方出错？事情在多年前已经开展，自哥伦比亚时代已经开展。就如我曾经说过，若哥伦比亚
来过印度，他不会看到我在这里，他会令所有印度人完蛋，不是他，他很友善，是他的随从。

同样，这个自我开始毁灭人，他们有着要取胜的念头，杀害人，占领土地，积蓄财富。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在这个层面开始，
不停的持续着。当婚姻制度以合适的途径开展，同样，野心也在妇女身上发展。现在女士压迫男士，就像这样，所有事物都变得
那么压迫性。当你富压迫性，你看不到自己在压迫别人，这是自我中心的人的问题。虽然他可能是求道者，非常真心的求道者，
但若他处于自我的领域，他永远感觉不到自己的阻塞，因为自我就在其间。实相就是这样︰他看不到自己的阻塞，看不到自己怎
样压迫人，看不到他是怎样伤害人，找人麻烦，折磨人。这样的人可以是极之傲慢，傲慢的程度就如被人称为「令人窒息」那样
。

这种情况就像你生癌，当你生癌，什么会发生。癌症毫无疑问的从左边开始。当人患上癌症，那个人变得对疾病很脆弱，癌症是
富侵略性的人患的疾病。身体的细胞首先发展侵略性，我们称它为恶性。当恶性细胞接触到其他细胞，其他的细胞亦变成恶性，
恶性细胞就是这样扩散开去，当它扩散，什么会发生？例如在鼻子内有一些细胞变成恶性，它们开始阻碍其他器官的生长，鼻子
就像这样生长，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它们开始变得富侵略性，你看，侵略性开始，他们对整体完全失去控制，因为它们与整体
已经没有了协调，他们看不到整体必须一起生长，不单只是鼻子，不单只是眼睛，是不是？这种从集体里分裂出来的情况，当你
发觉某个霎哈嘉瑜伽士有古怪有趣的言行时，便是先兆。若他从集体里分裂出来，他便是自我中心的人，这是毫无疑问，不用争
辩的。

超自我(super ego)的人会黏着集体，会尽量非常接近集体静室，他会非常非常接近我们，常常就在附近，就算我们说︰「我们不
需要你。」他仍然会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它是很富侵略性，很狡猾。所以当偏左脉的人进入集体静室，他可以非常友善、沉
默、甜美，诸如此类。但那个媒体，那个在他内里的亡魂，会鬼鬼祟祟地侵袭人，折磨人。很容易能把他们治好，因为他们只麻
烦、折磨自己。但自我中心的人则很难从中走出来。这就是为何我昨天和今天都在谈自我。

看到所有侵略性的行为出现，什么地方出错？例如现在，我正在谈论化学，你们是怎样发现化学品？是藉由自我，藉由科学。若
科学没有连上神或连上整体，你的言行就会像这样，你能制造原子弹，制造可怕的化学品，你称这为「有勇无谋」。你进入每一
个领域，每一个地方，控制一切，你不知道它有什么能力。就如今天你制造了计算机，明天计算机可能把你吞噬。

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我发现一种在人类身上新的疾病，就是他们有意识的脑袋控制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人，他非常自我中心，
不相信神，他是印度人，他遇上了意外，他的妻子是医生，她是我的朋友，她把他带来找我。他在我面前站起来，好好地走路。
若他一个人独处，无论他怎样有意识的去做，却连腿也抬不起来，你可以想象吗？这些自我中心的人，出现一种新的疾病，在有
意识下，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不能做任何事。现在，我向你们作出承诺，或我警告你，这种情况将会出现。我警告偏左脉的
人，你将会染上一种可怕的疾病，一种针对自我中心的人的新疾病，就是在有意识之下，他们不能移动，他们变成哑巴，只能坐
在这里，他们的自我会接管。当你在这个时代出生，你必须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时代。

我们很不稳妥的处于一是找到神，一是入地狱，只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新的疾病将会来临，不是神经错乱，不是。你非常有警觉
性，却不能移动双手，你的整个神经系统拒绝运作。这种情况将会来临，很快会出现。我曾经见过这种自我中心的人，像希特勒
，他们摧毁全世界，对我们的价值观作出那么多伤害。在精微层面，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战争，令他们为我们创造了这二十五年像
地狱般可怕的生活。但就算你有机会避过战争，若自我仍然存在，那种生活仍会自动出现。若你可以外在的避过，它会在你内在
出现。你发觉你不能动，不能眨眼，不能睡觉，不能移动双手。就算是现在，很多人也睡不着觉。我不想霎哈嘉瑜伽士受这种可
怕疾病的折磨。西方人更要为这种事情负责。那些想离开集体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他们正以亡魂的名义维护着他们的自我，他
们必须明白，有这种情况出现，百分之九十九是因为他们内在的自我，必须要面对自我。

「啊！我有自我，我感到内疚。」好吧，你把它收回这里，在你的耳朵里，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做。今天你很活跃，努力工作
，明天你却不动，你不能动。这个国家的人却不关心，就算是没有问题的人也一样不关心，你变得像老人家一般，不会动。他看
到一切，知道一切，他是有意识的，这种情况在很年青时便会发生的，只要是很微细的意外，很微细的骚扰，便会启动，令你进
入这个领域。在那里你像哑巴一般坐着，不能移动你的手指，不能拿任何对象，你并非在昏迷状态。昏迷状态只会在吸食毒品的
人身上出现，他们偏向左脉，毒品之类的东西把你带到左边。偏右脉的人不会处于昏迷状态，那是咀咒。你看到一切，你很有警
觉性，你知道各样事情，但你却连头也不能转动。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会很快来临。

你或许还会说话，或许已经不能说话，你是可以到达这种状态，慢慢地，慢慢地，你发觉你的身体不能移动。人们不能明白自我
对我们是多危险，不是外在的压迫，因为它进入了喉轮的左面，左喉轮会产生这种可怕的疾病。我们要明白怎样控制我们的自我
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把你的名字写下，用鞋子拍打你的名字一百零八次。

第二，要律己，对自己要有纪律，早上起床，静坐，右手向着相片，左手像这样放，完全不要用光，也不要有阳光，完全不要走
向太阳，必须避免太阳，只用月亮。阅读描述左脉力量摩诃卡利的书籍，不要阅读像Abbaduta这类的书籍，永远不要阅读这类书
籍，不然你会视自己为Abbaduta。他说︰「我是无所不在，我是这样。」人便开始感到「我是这样。」

我曾读过Abbaduta的书籍，我是说这本书，它指出我们的降世神祇有什么不妥，不妥之处是降世神祇完全不认识人类，不知道人
类在什么层次。你告诉他们︰「我是无形相和有形相的，我是这样那样的。」那又怎样？若你是这样，我便是慈悲、爱心、和平
，我又是……那又怎样？若你要代入这些身分，你必须降至人类的层次，他们没有这样做过，所以这是一种浪费。但相反，每一
个人都视我为神，视我为梵天婆罗摩，视我为湿婆神，就是这样。跟着他们争吵，那种成长，成熟还未出现，那是非常肤浅，整
件事件变得非常肤浅，你变成肤浅的人，你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我告诉你，首先最实际的是用鞋打法拍打自己，说「我不是这样
」。最先要做的是你要这样告诉自己。若你是求道者，真诚的求道者，老实的求道者，我建议你这样做，你在镜中看着自己，告
诉自己︰「现在你这个甲乙丙自我先生，请你离开我，我知道我是谁，请你离开。」你必须这样做，嘲笑自己，向自己微笑，找
自己乐趣，这是最佳的途径，不要感到受伤害。若有人说︰「你很自大。」你可以说︰「我知道，我知道。」若你知道自己很自
我中心，你又怎能有进步？

自我能以很多途径出现。借着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嘴巴，你的鼻子，各种途径，因为你违反神，违反集体，违反克里希纳
，违反你的喉轮。自我首先就是这样显现。现在，没有人会像这样去打人，你看，我们在自我的显现中，变得更精微。我们运用
我们这个部分，不是双手。你可以借着眼睛显示你的脾气，又或你的眼睛充满挑逗，你变得淫邪，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不要
变得淫邪。」

现在艾滋病能透过眼泪传播，那很好。人们常常亲吻对方，好吧，现在没有人会再吻了。到目前为止，你们用喉轮去表达所有猥
亵的东西，所有猥亵的行为都倾巢而出。所以在第二阶段，当我们明白是透过喉轮，即美国，我们表达自己，表达我们的自我，
那么，我们该怎样做？首先，停止说话，这里的人说话的方式，我的意思是你看，你像这样开合你的嘴巴，你继续这样而别人也
不停的说话。你只要告诉他们一些琐事，他们便马上把他们所知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数据告诉你，像他们什么都知道，从头到尾
，你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你怎样能停止说话？我告诉你一点实用的东西，我为你们带来了一些果仁，我已经给了它们能量。把果仁放在口中，若你要说话
，把它从口中拿出，不然，把它留在口中。那是神圣格涅沙，不要把它拿出来。停止说话，若你停止说话，你的造作便会消失。
透过我们的脸孔，我们是伪君子，每事每物都是藉由喉轮成就。极之有野心的人的言行可以是非常非常友善、甜美的。若他们想
剥削你或利用你赚取金钱，他们的言行也可以很友善，我们的言行是藉由喉轮表现出来，你的反应是「你是很温和，你是非常好
。」实际上你却不是，你很具侵略性。所以你要明白，少说一点话可以减少一半的造作和伪善，那么剩下的一半该怎样处理？

剩下的一半，我们必须知道那一个轮穴需要对自我的显现负责。其一是明善轮，明善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轮穴。当我们要显示我
们的脾气，或表示我们不在乎，便会运用明善轮。他想︰「神啊！我对这个人做了些什么？」这就是我们怎样显示我们的脾气，
常常都是这样。这就是明善轮。这是为何我们常常用我们称为酥油或某些含油质的东西来清洁我们的耳朵和鼻子，眼睛则用kajal
，这个部分也是用kajal。必须把酥油放在热水或热奶中，再把它吸入，你的神经便能得到舒缓，它也能抚慰你的喉轮，亦能抚慰
你通常称呼的腹膜，那是内里的东西。当我们的手指和双手干燥，油能滋润它们，我们必须令它们得到滋养。在这里那里擦一点
酥油，这里那里和头则用油。现在的新方法是头不用油，你的头会变秃，秃头的男士，当然，你仍可以这样做，像犹伯连纳(Yull
Brinner)，他是因癌症而死。他的妹妹是我的门徒。你发展出有趣的髪型，因为这种时髦的髪型，不再用任何油了。我不知道这方
法从何而来。孩子也说︰「不要放任何油在耳朵里。」是医生，他们想制造病人，不要听他们的话。在出门或到任何地方时，放

一点油进耳朵里，放进鼻子的则是酥油而不是其他油。透过明善轮来控制你的腹膜，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轮穴真的能帮助你大大
的舒缓。在梵文和其他俗语，称酥油为「mir」，而「sneha」是爱，「Neha」也是爱。所以我们要用油来滋润它，那么摩擦力便
会减少。我们知道在大自然，当我们想减低摩擦力，都是用油。

就如我们想把一艘船启航，我曾经为船只启航，所以我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他们把润滑油加在对象上。当船接触到润滑油，便
会移动，顺畅地移进海里，漂亮地移动。在印度，他们用香蕉，因为香蕉随处都找到，所以他们用香蕉。在这里，他们用润滑油
，在英国，也是用润滑油。同样，我们亦要润滑自己。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音调，我们的说话都必须润滑，以爱来润滑，爱是那
么有力量，可以吸引任何人，连希特勒都会被吸引。当你与别人说话或你说某些事情时，必须有如巧克力般的爱的外层，你甚至
连菎麻油(用作轻泻)也可以用，我就是有这样做。你们要理解这些事情，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变得愚蠢，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必须
拥有理想的人生，在各方面显现活力，不要浪费我们拥有的这个了不起的祝福。

另一个时常有阻塞的轮穴是额轮。在额轮的层次，我们要变得无思无虑，但我们却做不到。若我们静观自己的思绪，便会知道我
们想着的大多都是伤害我们，找我们麻烦的人，偶然我们也会灵光一闪的想及一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但一般来说，我们都
只会想及伤害我们的人或类似的事情。现在，耶稣基督，祂是神圣格涅沙，祂拥有所有杀害我们的力量，祂能令我们完蛋，能完
全毁灭我们，但祂却给予了我们最伟大的武器，就是宽恕。所以额轮的口诀是宽恕，你需要明白去宽恕别人，任何人说了任何话
，宽恕他们。当你宽恕，神便会接管。祂懂得怎样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应付处理这个人，对这个人做祂喜欢做的事情。这不是你的
工作，你只需要宽恕，你只要给他一张门票，让他到神那里去。我原谅你，你必须做到，就是这样，你便可以好好地享受额轮，
可以说︰「我宽恕，我宽恕，我宽恕。」说三次来提升灵量。你要念诵Nirvichara这口诀，没有思绪。额轮带给你思绪，那就是为
何基督那么重视双眼，「我们不应有淫邪的眼睛。」尝试把你的双眼集中在母亲大地上一段时间，她会把它吸入，那么你的注意
力便不会那么分散，注意力变得集中和平衡。当你这样做，你的双眼便会变得有力量。你只要看一眼，便能把人治好，纯真开始
进入你的眼睛，你不会有淫欲和贪婪。

人们现在正玩弄非常危险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们在玩弄些什么。在西方，我看到每个人都看着女孩，这是何等毫无喜
乐的追逐？为什么要把你的眼睛看着一些你完全不享受的东西。男士看着女孩，女孩也看着男士，这是何等荒谬？为什么浪费你
的精力。我常常只看离地三呎的地方，这样你能看到花朵，看到孩子。某天，有人问我︰「你像不像看着英俊的男士？」我说︰
「我不是蠢才，我只看最英俊的东西，在三呎高度以内的。」他说︰「你必定是蠢蛋才会这样做。」我不是，就是这样。这样做
会给予你巨大的精力，因为你透过眼睛保留你所有的精力。眼睛是这个力量的窗户，若你想把它保存，它会妥当，否则，就像现
在，他们说︰「节约用水，因为你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水，所以现在必须要节省用水。」

在祝福的骤雨下，若你的眼睛是纯真的，你会享受这祝福，你不需要看着任何人，不需要说任何话，只是享受，感觉这喜乐完全
倾泻在你身，因为自我已经消失。像这样看着每一个人是一种压迫，这是压迫。我知道有些人催眠妇女或男人，我知道有妇女是
这样。我在宴会中看到，我曾经看到亡灵从这些妇女身上走出来。她们看着男士，男士受吸引，爱上那个女士，直至他变成乞丐
，她是以私刑把他处死。这是一种男或女的卖淫，很可怕，对你的眼睛是种污蔑。所以要保持你的双眼稳固，尝试把他们稳固，
若它们想走到这里或那里，你便要说︰「看着这里，这是大地之母，是它给你所有漂亮的东西，看着这里。」那么，大地之母的
漂亮便会进入你的眼睛，洁净和纯洁便会净化其他事物，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要对抗自我，我们必须准备妥当，要有适当的意志力，因为自我会完全握杀人类的意志力。自我大的人没有意志力。他只会做自
我要他做的事情。他可以杀人，可以很暴力。在美国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都是自我的显现。这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不单不尊重
人的法律，也不尊重神的法律。人们的言行就是这样，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染病，这是可怕的事情。并不自我的人不会染上癌症
。你必须是很自我才会染上癌症，虽然癌症是左脉的东西。你必定有自我，你才会很脆弱的透过自我而令癌病作出行动。若你是

很自我，便很容易受癌症的侵袭，所以就算你能从癌症中存活过来，另一种东西仍会在等着你，你会被亡魂逮获。

你会变得像我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有人给他们一些人工化的东西，他们变得像机器，像机器一样移动双手，像这样走路，他们
看来像人类，像这样走直线，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你会变得这样。因为自我把你带离情感，带离左边，你变得真的像一部机器，
变得像机器。我曾经遇过一个牙医，他来找我说︰「母亲，我现在不能运用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感觉，当某人死了，我没有坏感
觉。」我说︰「那么你做什么？」「我跑步。」跑步的意思是逃避。跑了多少时间？五小时。在他清醒的十小时中，他离开了五
小时，跑步去，还有什么会发生。

这些人工化的东西出现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某人的自我在彰显，即使是毒品也来找我们，因为有人想赚我们的钱，所有灵性导师都
想赚我们的钱，你看，他们对赚钱更感兴趣，所有自我中心的人都是金钱取向的，他们不能摆脱钱，无论你给他们多少钱，我是
说我已经以成千上万的卢比、上万的物质来祝福他们，他们仍挥不去对金钱的喜好，接着他们很快就失去所有，就是这样失去，
像这样失去，自然地，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份祝福，现在你必须去分享它。

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有一个来霎哈嘉瑜伽的男士，他没有钱，真的在崩溃的边缘。他曾经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一夜之间又打
回原形。这是一个例子，他来找我，来霎哈嘉瑜伽，他变得很富有，忽然他失去一切。即使霎哈嘉瑜伽士也说︰「母亲，我们来
到你那处一段短时间。」跟着他们离去，变得很富有，我说︰好吧，看看一年之后怎么样，之前和之后，他们现在在哪里？这个
男士变得很贫穷，连乘巴士的钱也没有。灾难就像这样来临，他们不明白。我告诉你，除非你谈灾难，人们不会得到教训，要使
他们感到震惊，否则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自我，他们不能，他们与自我一起生活，他们不想明白这是会发生的，当他们看到它发
生，他们最好是行动起来。

有一个例子，一个男士为所有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带来一个很大的教训。他们都在说︰「你要来霎哈嘉瑜伽一段短时间，然后离
去，那么你便会变得很富有。」他们都作出这个结论，但现在他们都不会这样说，因为若你失去透过它你才得到神的祝福的媒体
，你便会失去它，所以不要对与你一起生活的可怕自我有完全的信心，它会控制你。正如你看到亡灵结合在一起，自我中心的人
常常也结合在一起。两个自我中心的人，通常都互相非常友善，因为两人结合在一起，他们是一模一样。当他们都不动时，有什
么会发生？他们坐着像塑像一样，我视他们就是塑像，接着有什么发生，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死了，仍是活生生的，但他
们却不能进食，他们看着食物，却不能吃。若你为他们注射营养液，或许副交感神经或交感神经仍在运作，自动系统仍在运作，
其余的身体功能却都已经完蛋。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完蛋，这种情况可以突然在某人身上发生。把我今天告诉你的疾病写下吧。

尽量保持在集体里，尽量分享你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用你那些狡猾聪明的方法，狡猾在欺骗着你。格哥曾经告诉我︰「母亲，聪
明才智，人类的聪明是那么明智，它可以欺骗自己。」这就是我看到的，你们为什么想欺骗自己，你是否疯了？这是你们需要意
识到的，一旦你明白这一点，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大部分的问题都会消失。你们怎样有原子弹，你们怎样有所有这些东西？科学
从来没有说︰「你要制造原子弹。」科学是为了建设，为了节省时间让你能静坐而设，不是为了制造原子弹去杀害你，不是，他
们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制造了一些原子弹，苏联也制造了一些原子弹，这两个国家，像是坐在对方的头上，他们现在不能把手都放
在按键上。这是个好主意，他们都害怕自己制造的恶魔，就是这样压倒性，所以若你想避过自我毁灭，就必须小心，对自己小心
，不要自我吹嘘︰「我知道，我知道。」不要，你有怎样的言行？

有些人这样说︰「我们不能住在普通的地方，不能睡在普通的地方，诸如此类。」即是说他们是乞丐，这是我对他们的感觉，因
为若他们是国王，像我是皇后，我应说︰「我什么也不想要，若你要我睡在这棵树下，我可以，我可以睡在任何地方，我可以以

我喜欢的方式生活。」你们都知道我住在王宫里，真的是王宫，那又怎样，这座王宫对我不重要。不管我到哪里，我都能令那地
方成为我的王宫，因为我不在意舒不舒适，舒适不能爬上我身上，没有什么能控制我，没有什么可以抓住我，没有什么对我是重
要的，因为我是女皇。若我是乞丐，我便想要舒适，想要这些那些，我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当你到达这个状态，你便
能享受霎哈嘉瑜伽，享受你的灵，他们来印度时，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对来的人感到很惊讶，他们第一次来，我们花了四万元，有五个美国人来，四或五个，应该是四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五
和四个都跑掉了，想象一下是多么昂贵，四个跑掉，我们尝试，他们来见我︰「不，母亲，我们忍受不了这种不舒适，我们不能
忍受。」你们想在这里有怎样的舒适？我看不到有任何舒适，自从我来到这里，这里已是很可怕，你可以看看我的头，我在这可
怕的地方曾经生病，你想有怎样的舒适？他们在这里过分自我吹嘘，他们跑掉。所以你们要明白，时常都有很多要求的人，乞求
物质并不能令他们的人生有任何成就。

这一次你来印度，生活会是更简朴刻苦，除了在 Rowdy，我们都不会住在大厦里，或许连Rowdy 也不会。是住在外面的大营幕里
，絶对是在森林里，森林有老虎、蛇会爬上你身上，你要在水流湍急的河里沐浴。你也可以享受晨早鸟儿美妙的歌声和漂亮的香
气，那是那么美好和舒畅。哪里令生命精粹在滋长，我们就这样决定，我是说我能住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不能？我不能明白，你
们有何特别？我是个六十三岁的老妇，我的人生，我的父亲，我的丈夫都过得极之舒适，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很奢侈，
我从来都不知道怎样坐的士或坐巴士，也不知道怎样买车票坐火车，我从不独自乘坐飞机，我的意思是我不懂怎样独自乘坐飞机
，我是说我常常都是这样，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可以独自出门远游，可以到任何地方，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感到害怕，不感到
有问题是因为只要与自己一起，有什么要担心？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到，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旦我们达到这种状态，这是那么漂
亮，你会尊重自己，爱自己，我们就是要这样爱其他人，尊重其他人，不懂尊重自己的人是不懂尊重别人。

自我中心的人不尊重自己，若他们尊重自己，就不会有自我，自我是那么令人感到羞愧。若你对人说︰「你非常自我中心。」这
个人会打你，你说别的话，他们不会打你，他们会吗？但若你说︰「你很自我。」他们打你是因为他们感到受伤害，若他们不喜
欢，为什么还要有自我？把自我从头脑中移走是非常困难，你很快从一处阻塞走到另一处，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能理解怎会这样
。

印度的天气和养育人的方式令印度人不会自我中心，我并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他今天是好人但明天却想打人，我从未在印度见过
这样的人，印度人都是非常穏定。你现在看看坐在这里有一个医生，他错失了诺贝尔奖，像这样的人，你相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坐
在这里？他是另一个，你不会在印度找到另一个像他一样行为的人，他们都有自我，非常精微的自我，我必须要说，官僚和政治
家也有自我，一旦他们到国外，就变得更差。通常在印度，一个人的地位能从他的谦卑程度看出，不然他们不会相信你是来自皇
族，你是来自皇族，你是极之谦卑，这就是征兆。就像舒莎，我只和她说了五句话，她就说︰「这位女士非常尊贵，必定是来自
皇族。」我的确是，我是说我从未告诉过她，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但她却说︰「她必定是来自皇族。」

有什么需要侮辱人，有什么需要向别人叫喊，有什么需要以这种态度与人说话？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以甜美和美好的态度说话，
这样看来很美好，也比较好。别人最好能看到你的品格，至少为着和谐协调，请你克服你荒谬的自我。自我令你在喜乐的界线之
外，在你要拥有的喜乐海洋之外，你只是极不愉快的生物，令每一个人不开心。要面对它，面对它，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左喉轮，
「啊！我很自大，我很不开心。」那么你就完蛋，我不能把你治好，你要明白，我也在受苦，我常常这里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
辨。自从我来到西方，我这里便出问题，因为你们的左喉轮全都出问题，我把你们放在我身体内，你们不知道你们怎样令我受苦
，虽然我不介意。我现在必须请求你们好好照顾自己，你们的言行要令这个美国自我消失，因为有另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锡吕‧克
里希纳的时刻，我不想现在用这方法。最先的毁灭会在美国开始，接着才开始建设，毁灭是不可能，毁灭之云会消失，完全消失
，凉风会把它吹散。你们必须很真诚，很体谅，没有自我，这是你们要对你的孩子，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国家的责任，这是你们

的责任，对吗？

愿神祝福你们

1985-1128, 关于威廉‧布莱克的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关于威廉‧布莱克的公开讲座：

1985年11月28日

英国伦敦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能向这位伟大的诗人、画家和先知--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致敬。我初来英国时，有人告
诉我，英国是学术文化荟萃之地，有很多博物馆，可以看很多展览。一次心血来潮，我对那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说，我想去Tate
展览馆看威廉‧布莱克的画。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很少去看展览，特别少去图书馆及看书。去到那里，我看见这位伟大的诗
人、这个了不起的人，以其如此的真诚关切，以其对上天如此深切的了解和感知，倾诉着心声，告知英国人民，上天的力量何等
伟大。但让我惊讶的是，有些滑稽的人拿着放大镜在看画中人物的私处，我说“看看这些卑鄙无耻的人，他们看不到威廉‧布莱克想
要描绘的崇高的、至高的东西。”他们还拍照，我对人们的反应感到惊诧。于是我意识到，布莱克在世时，与那些对上天一无所知
的人在一起，一定受了许多苦。他曾经一定在荒野里痛哭过，也一定曾默默抽泣过。那时的人根本不可能接受他，那些低俗的心
灵根本没可能接受崇高和伟大的东西。我心如刀绞。主啊！为什么他要降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叫他受尽折磨，叫他说一些人们根
本不可能接受的言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因为从书里你理
解不了他是谁。 他是神祇巴尔伐亚(Bhairava)的降世，又称为天使长圣米迦勒(St. Michael)或乔治的降世。这位正是你们所说的英
国的守护天使。他因此而降世，对他而言这就是他的角色，他要在世上毫无畏惧地公开宣示上天的知识。他必须要用象征性的语
言，如果你是个已得到自觉的灵，便不难理解他。你将浏览他试图解释的一切，你能随着他时而笑，时而哭，跟随他观赏整出戏
剧。 当阅读他的作品时，我惊叹于他的幽默感，他如此公开地发表这样的言论，感觉他就像印度的诗人默根迪亚或迦比尔。他们
总是勇敢无惧地抨击社会使之回归正轨。但同时有很温柔的一面。如果你读泰戈尔的诗歌，会感觉如此柔美；他们都是相同的类
型，极为公开、直接，你甚至可以说既炫目显眼又极其温柔平和。 他所描述的基督形象，是他用开悟的眼睛所看到的。他所看到
基督的形象完全被世人扭曲了，与基督的本性截然相反。我也有同感，我出生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基督教家庭，我对基督徒的行为
感到震惊，不禁要问：这些是基督徒吗？他提出的观点非常清楚，你能很好理解。有些人的温和只是矫揉造作。 “我很抱歉”“我恐
怕…”“我猜…”。看看这些。我们经常使用这种语言。布莱克说，基督不是那种绅士。我也常常说：我不是在作竞选，不是在讨好
你们，我来是让你们取悦自己，享受自己，享受并彰显自己所有的财富。他也正是如此将基督的形象呈现在你们面前，基督不是
那种绅士，基督不会四处造访，表面上对人极其温和友善，矫揉造作。但基督对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很温和，祂在渔夫身上建立了
神性，可以说他们绝对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基督把他们拣选出来，让他们成为圣人。基督并没有去
找那些部长、总理和州长，祂没有。你们看那些大人物,本该负责照管人们神性的信仰部分，却只是忙于拜见州长、国王和王后，
向他们鞠躬礼拜。他们只是政治活跃份子。 一个神圣的人，怎会卷入人类所制造的混乱政治中呢？但是我们都不明白这点，因为
我们试图将一切都理性化，幸好布莱克出来批评这种理性，反对知识分子把基督贬低为凡人的所有思想，因为布莱克本身就属于
上天，所以能明白基督。布莱克常常受人迫害，有时会陷入情绪低落之中。他也有金钱的问题，他无法说服自己的兄弟姐妹，每
个人都试图令他不安。 这样一个优美的灵魂来到世上谈论耶路撒冷。他所说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去耶
路撒冷朝圣，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那里出生。当基督能在这里降生时，英国也将成为耶路撒冷。但如今，有多少英国人关心灵性
（spirit）？英语本身就是一门滑稽的语言，你们用spirit这个词来代表喝酒，把酒精称为spirit，把四处游荡的亡灵称为spirit，这里
还有更多（类似的）。而spirit代表真我atma。当他来到这个世上，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中。人们仍会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些“工厂（译
者注1）”，他看到文士（译者注2）的所作所为，他看到整个宗教的幻相。他不知道所有的宗教在每一处都在做相同荒谬的事，并
不仅仅是基督教。你去任何一个国家，会看到每个宗教都一派胡言。这与先知们告诉他们的，与降世神祇告诉他们的，与所有伟
大的圣人告诉他们的完全相反。 虽然不仅只有基督教才这样，但依然没人能够原谅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有特别的虔诚，有特殊的
角色作用，有种特殊的含义，这也是布莱克想说的，即摩西来到这个世上制定了道德、行为规范。他也描述弥尔顿，说弥尔顿描
写的神祗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清教徒式的神祗。而布莱克则描绘神圣的人性。他也描绘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解放人类，而
不是告诉人类“不要做这，不要做那”。起初制定法典这种方式在摩西时代是可行的，布莱克称之为“道德的”基督教，这意味着“不道
德（的基督教）”也一定存在。因为在现代这个时候，，如果你通过相应的法律和规则强迫别人做某事，人类是不可能去遵守的，
他们会跌入其它的一些陷阱里。 任何的严厉规则施行在没有得到自觉的人身上，都会使他们产生一些问题。他们起的反应是变成
罪犯或变得暴力。这些起反应的状况如今仍持续发酵中，整件事的虚伪暴露无遗。像在印度或任何其它地方，他们会说“你不要执
着于金钱，要把钱捐献给教堂，给寺庙，给清真寺，给所有人享用”。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所过的生活并没有成为任
何人的榜样，这是为什么像他那样的诗人一次次降生的原因。在黎巴嫩，一个伟大的诗人卡里.纪伯伦降生了，然后在印度我们有
那么多类似的诗人，他们抨击社会，抨击知识界的所有这些思想，以及抨击试图束缚他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没有真诚，没有诚意
，如果我们是真正意义上诚实的人，那么让我们面对事实，亲眼看看我们要实现什么。 这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杰出诗人出
现的原因。他押韵的方式，他所拥有的幽默感，以及他展现的语言之美就象任何诗人应有的一样。在梵语里是这么说的，vakyam
rasatmakam kavyam—充满rasats的诗歌；rasats代表精华，从文字中迸发出的精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的魔力被称为诗
歌，而这就是你们在布莱克这个伟大诗人身上发现的。诗歌只有在谈及上天时才伟大，当它谈论的是低俗事物，就会将你带向低

俗的事物。几天前我听到一位澳大利亚诗人在浴室唱歌，我非常惊讶，太可怕了，你怎能将歌唱生活的卑贱之物称为诗歌，这样
的歌曲会将你带向低俗事物和感官欢娱。但他很明确的说，如果你能理解他所说的，“这些书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从中赚钱.”。
那么你如何赚钱呢？通过利用人类的弱点，纵容他们的自我和贪婪。如果所有这些事你都会做，你可以非常巧妙的愚弄他们，他
们会感到非常快乐，感觉良好。心想“哦，这是怎样一本好书。”

这个国家曾经也有一些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就是一位高度进化

的灵。但你们看到后来情况恶化了，出现了类似海明威这样的作家，我也不知道在萨默塞特毛姆之后，怎么突然这些可怕的像海
明威那样的作家一下都出现了，他们的书成了抢手货。我们失去所有的锚定和根基。这种恶化也有好处，它引导着弗洛伊德的路
，使他被视为基督一般，所有这些导致了问题的产生。人们这才意识到，为什么有预言书，为什么布莱克是先知。他警告人们将
会发生什么，但谁在意呢？他被视为疯子。如果你去疯人院，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疯子。这就是疯子看待健全人的方式。他的智
慧受到责难，人们认为他产生了幻觉，认为他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没有脑子去理解，他们没有开悟，他们感知不到，这是他们那
样对待他的原因。现在他死了，当然他们会兜售他的书，赚取暴利，卖他画的盘子，但当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他。现在他
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他了。 我在这里遇见过一些人，从他们对布莱克表现出极大兴趣的方式来看，非常可笑。他们说“布莱克说
裸女是最美的。”我说：“在哪里说，他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他是纯真的人！现在我们也不理解他的纯真是什么。就像默根迪亚
如孩童般描述他的母亲，她的乳房以及一切，一个小孩不会在裸体上看到性，他看不到。布莱克描述的是一个女性的美。“这意味
着现在到处都行走着裸露的女人”（他们说道）。你是在激发人们的纯真，还是刺激人们的卑劣本性？“我们必须自然”，你是自然
的吗？ 所有这些反常和分化的出现是因为人没有一个简单的头脑，却带着奸诈。这种奸诈必须从思想上消失。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我这么说，我就不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知道。我很清楚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基督为什么说那句话“宽恕，宽
恕他们”。否则神怎么可能会见这种“奸诈”的、极为狡猾的人类呢，没有宽恕，神怎么可能接触人类？如果基督听了摩西的话，祂
不可能接触人类，对吗？祂不可能。如果祂要走向人类，祂不得不宽恕，霎哈嘉瑜伽的初期就是这样的。我们说“你必须宽恕每个
人，你要宽恕你自己，不要有罪疚感。”而现在基督教恰恰背道而驰，让我们面对这些，你自己要知道，你不得不去向神父忏悔。
神父也因你的忏悔而变疯，你早已疯了。在宽恕的海洋中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只是消融。 基督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多么重要，我们
所拥有最强大的武器是宽恕别人，宽恕自己。因为神宽恕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信息，我们要宽恕自己。而不是对我们所
有犯的错，对所有我们做了违背灵体的事，而心怀罪疚。尤其是如果你们被这样教导，“你最好有罪疚感”，那你们就会总是感到罪
疚，左喉轮总是堵塞，以致于在西方我无论去到哪里，我都要告诉他们：“首先你们只要说一句口诀：母亲，我没有罪疚感。”摆脱
它！当神那么爱你时，你凭什么感到罪疚？祂把你塑造成进化的典范，你在最高点，为什么你要审判你自己而感到罪疚？是祂没
有能力宽恕你？你对祂爱的海洋没有信心？而这些正是以基督的名义所犯错误的根本。我要告诉牧师，现在这里谁才是牧师，来
自神学院的人？你能否在神学院里学到神性？基督去过任何一所神学院吗？祂是怎么得到神性的，祂是怎么得到知识的？通过开
悟，必须要有开悟。祂清晰的将这一切都说了出来，这种方式没有人喜欢，因为有既得利益者。每个人都有既得利益。没有人是
真诚的，诚实的，他们想剥削别人而赚钱。你不能以神的名义来赚钱，这是犯罪！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基督
为什么说“你会一直称我基督，基督，但我不会承认你”，这是事实。
而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人，只是一个真实的人，就不要对此感到罪疚。不要觉得你犯了罪。印度有个小故事 ，一个传教士去到一
个村庄，印度乡村的人非常质朴，你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复杂。因此当他离开时，他们大肆赞美他“神父，非常感谢你告诉了我们什
么是罪恶，我们是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犯罪。这也是布莱克给我们展现的一个点，即基督带来了摩西没有传达过的新信息。
当然在犹太人不得不奋起的那个时候需要摩西，正是他们需要律法的时候，摩西带来了这些沙里亚律法。这是由摩西创制的，而
穆斯林一直遵循着。现在我们处在二十世纪，我们坐在这里，必须要理解这个伟大的人威廉.布莱克的预言。你能想象到吗，他的
生日在这个月，导师那纳克的生日在这个月，穆罕默德的生日在这个月，所有这些伟大的人都在这个月出生。我们也要在这个月
庆祝光明节。这是一个如此了不起的月份，在这个月出生的这些人是伟大的人。 在对布莱克的整个理解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孤独
的人在这片土地播种着智慧的种子。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收获。布莱克是播种者、灌溉者，你可以说莎士比亚为他做了准备；你们
这里有许多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确实是另一个有魅力、出色的人。我想华兹华斯一定是看到了威廉.布莱克的命运，他说最好还
是描绘大自然，忘掉人类吧；他一定考虑过，认为在这个不可救药的地方他不可能播种任何东西。但无论怎样，布莱克所做的是
给予你一个新的视野和新的理念。因为在西方，基督被抑贬为普通的凡人。他们对基督的描绘，令我感到震惊。他们从哪里获得
这个形象？他们到底有没有眼睛？还是他们眼盲了，要这样说祂？你们的主教、大主教都这样说。他们对神毫无敬畏吗？如果你
们这样评论基督，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现在有些绘画和电影，把基督描绘成毫无道德的人，把祂的母亲描绘为赤身裸体的，没
有任何尊敬。就算布莱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留意到，他把人画成赤裸的，但神不会是赤裸的，他从来不会以那种方式来画神祇
，那是一种尊重。而我们，当代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玩着各种把戏，这只会让上天降怒于我们。 关于他的第二点是，布莱克是个
印刷工，为什么他要做个印刷工呢？为什么布莱克喜欢画画？他曾亲自描绘过书籍是在地狱中产生的，他也描述过我们如何在每
一个轮穴中制造出一个魔怪，然后把它们放在图书馆中。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反对书籍的原因。但他为什么要做个印刷工呢？这点
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他写了那么多关于印刷的东西呢？你们看今日的媒体，这便是布莱克所说的魔怪。那些媒体完全
毁了你们，相信我，它们只是为了赚你们的钱，利用你们的弱点，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女变得越来越弱，社会正在受到彻底、系统
地摧毁。布莱克希望打击这些传媒，因此他才降世并成为印刷工，他可以降世为任何身份。在英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没有诗人
是印刷工。只有布莱克是这样。原因是他要揭露这个媒体并从根源处去斩断它们。不论我们是否喜欢，邪恶力量正日渐壮大。我

们无法明白，今日的传媒对我们的根基，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所有崇高而正直的理想摧毁到了什么程度。 我自己曾被你们电视
工作人员邀请作访谈。我很惊讶，他们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神才知道谁制造了这个脑袋，无法明白与钱无关的事情。我
说你们先要得到自觉，否则我便不来参加你的节目。 你可以从基督的受难里看到胜利的骄傲。他不在乎，他本可以跪下求情，就
像我们的政客一样，从早到晚，四处奔波。祂本可以跑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译者注3）那里请求“哦，请宽恕我，我一生都会服侍
你，我可以出卖一切。”。祂不会接受贿赂，祂带着胜利的骄傲走上十字架，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什么？我们这些愚蠢的
人把一个伟大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可以不再把祂钉在十字架上吗？ 因此我说布莱克是个伟大的先知，他预言道：如果你
不选择正确的道路，如果你不选择更高的追求，所有这些都会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必须理解，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是要发生
在我们身上的，要发生在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国家之中的。让我们勇敢面对并明白，对于那些可怕
的、充满怒火的、对灵性没有任何理解力的心灵来说，上天的慈悲是没有效用的。 霎哈嘉瑜伽很久以前已来到世上，远在我降世
以前就已来到。如今它来到英国，应该说是在12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布莱克花了十四年时间写出耶路撒冷诗篇，我想如果也
在十四年后，在这片他希望建立耶路撒冷之地，能对他做出一些公正的评价，我真的为此感到满足，我将对你们所有人感激不尽
。 但现实并非如此，令人非常失望。人们什么都不想听，他们只听自己想听的。你不得不利用他们的弱点，一直要告诉他们：无
论你做错了什么，都是好事情，继续吧。基督的爱与慈悲可以成就奇迹，这毫无疑问，事情可以成就，因为基督是为我们而来，
整个宇宙为我们而创造。我们要去接受上天所有的祝福，我们都要成为灵，就像他所说的：“你们将获得重生。”但从历史，环境、
氛围等等而来的这些精微的制约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必须向上看。 我觉得布莱克的一
生是另一次受难，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有时会泪流不已。真是伟大天父的好儿子啊！布莱克说基督不为祂的父母烦恼，十二
岁那年便离开家。结果现在十二岁的儿童都离家出走跑去吸毒，这是我们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从家里跑出去吸毒，因为基督12
岁时离开家。布莱克说：“这是我天父的事业，”他这么写道。“我为什么要担心我的父母？”那不是说你们不要尊重父母，而是：“我
正进行更高的寻求，我有更高的寻求，我要转向另一个方向，你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生活了，无论你们怎样平衡了生活，而我必
须升进。”显然，这是他要展示在你们面前的讯息，非常显尔易见、清晰明确。无论他表现得多么炽烈，多么有同情心，多么温柔
，多么谦逊，核心只有一个：取得你们的升进；变成更高的存有；成为那样（的人）。他在英国这里为我们打下基础。正如我多
次跟你们说过的那样，英国是宇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有多少英国人清楚，英国是宇宙的心脏。它很小却那么重要。 但
我们从心脏这里得到了什么？我们的心里有什么？种族歧视。如果基督今天来这里，你们会向祂扔石头因为祂不是英国人，还是
你们相信祂就是英国人？ 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杀害我们的孩子，我们虐待他们。你们正坐在宇宙的中心
，这是宇宙的心脏，你们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是灵。灵存在于你的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克说英国必须成为耶路撒冷。因为英
国是（宇宙的）心脏。意思是灵要来到宇宙的注意力之中，否则事情便不能成就。但它将从何处而来呢？这个灵，将在哪里得到
唤醒呢？灵将在人类中得到唤醒，而那些在心脏处的人类在哪里呢？他们住在哪里 ？就算是移民来到这里的人，他们也迷失了，
一点用处都没有。而那些土生土长的人都早已昏沉怠惰，以致心脏疲弱得无法泵出任何血液。 这心脏曾经是过度活跃，试图给世
界留下深刻印象，现在风光过后，跌入低谷。这个心脏要得到唤醒，使整个世界变成灵性的存有。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吗？我们
理解这一点吗？作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必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们现在必须发挥作为一个属灵之人的作用，但我们却没有，而
是忙于所有其他无意义的事情而忽略了灵性。我已辛苦工作了十二年，如我所说，我想我需要在这里多呆两年，达十四年，只有
那样，我希望可以，也许耶路撒冷在这个国家才开始显露其建成的端倪，你们可以做到，你们是唯一能成就这事情的人，没有其
他人能做到，你们被授以这样的资格。上天选择你们出生在这里是有目的的。 但你无法和任何人谈论宗教，他们不讨论宗教。这
是怎样的宗教？这种包含了世上所有宗教的宗教；代表你内在的平衡，内心的宁静，给你升进的宗教，我们却不讨论它。出于礼
仪，我们可以谈论世上所有的酒鬼和酒吧，但我们无法谈论像宗教这么吓人的事情。宗教是我们内在与生俱来的呀。你在报纸上
无法看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但出版人已经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所有的假导师和所有邪恶的人，并让你都可以看到，乃至成千
上万的人追随这些荒谬的人，付出金钱，成为乞丐。但他们不想来到实相。为什么，我问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找任何
借口都没有用。这里曾有个人给了你们许多的解释。他说到圣灵，圣灵是什么，你问任何人，（得到的回答是）圣灵是一个真空
。 我很惊讶，当问到某位大主教，“你是怎么理解圣灵的？”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然后拉宾问他“那你在这里做
什么。”他说：“我在做我的工作，就像你一样。”拉宾明白了，然后就沉默了。 他是个无神论者，对圣灵一无所知。圣灵是什么？
威廉布莱克说过：“祂驻于你们内在。”我们为什么不找出祂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想办法去找出来？圣经不能囊括基督，整个宇宙
也不能囊括基督。让我们走出去，看看别人是怎样的看法。但我们非常封闭且自负，伟大的人们完全昏沉怠惰的坐在这里。我们
没有时间！对此，我们不要去考虑其他人，让我们自己走出去看看。圣灵是什么，非常简单：圣灵是灵量。看，你使用逻辑而不
是理性，这是不同的。如果你使用逻辑，就会看到我们有神圣的三位一体。我们有全能的神，好吧，我们有圣子和圣灵。你们听
说过只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儿子吗？那么圣灵是谁，就是太初母亲。你自然而然地会得出结论，但（圣经里）却不能提及母亲。
这就是布莱克为什么要提到
阿尔比恩（古时用以指不列颠或英格兰）的女儿，因为他知道女性在这个国家受压迫的方式五花八门。梵语里有说“Yatra
naryastu pujyante ramante tatra Devata ”，“哪里有女性受到尊崇，哪里就有神祗所驻留”。在她们被尊崇的地方，而她们必须值
得被尊重，她们不是妓院的妓女，不是那些赤裸地走在路上，炫耀她们的裸体来刺激低俗人性的女人，而是那些值得被尊重的人
，她们住在哪里，神祗就驻留于那里。 女性受到如此大的压迫，以致于任何地方的人都不愿意把神当做女性来谈论。因此，圣灵

是种抽象的东西，是一只鸽子。好吧，祂是只鸽子，然后怎么样？祂做了什么，那只鸽子？为什么我们应该得到白鸽的祝福是如
此重要？没有人解释，这是一个谜。我们不得不带着谜而生活；一切都是谜，这里的银行制度是个谜，钱去哪里了也是一个谜。
它和黑手党有关，那也是一个谜，然后共济会的人组织的瑞士银行也是一个谜。一切都是神秘的，被隐藏着，被搁置一边，“哦，
这种事不好说的，只说是海外银行业务就行。”名字倒是起的挺好听。“什么海外银行业务”诸如此类的。我们持续着这种虚伪，我
们持续着所有这些错误的观念，“哦，这没问题，那没问题，那个部分没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对于这些狡猾的人怎么宽恕？对
于奸诈的人怎么宽恕？对于撒旦怎么宽恕？ 我们谈到宽恕时要有明辨力。宽恕是针对那些认为自己犯了罪的人，只是你认为自己
犯了罪，如果你不这么想便没有。看看狗，还有老虎，看看所有这些人，如果老虎不得不吃掉牛，它就会去吃；它犯罪了吗？它
并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不知道什么是犯罪，”它会这样说：“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罪，我只是吃掉它，何罪之有。” 只是一直谴责某人
：“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你犯了这个罪，你犯了那个罪。”人类，是神的圣殿。他们被极致呵护，带着爱的情感，精心微妙地创造
出来，为了什么？这朵莲花已经从幻相的污泥中脱离而出，为了什么？是为了被谴责和糟蹋吗？要受这样的虐待，还是以神的名
义？ 莲花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奉献给神的，用它们的芳香去照亮整个世界。正如布莱克所描述，他们是神的诗歌天才。而我们看到
人类被剥削，被压制，被压迫等等，就像他说的，有两种人，他给那些想压迫别人、毁灭别人的人起了可怕的名字，他认为现在
宗教已经成为两者之间的妥协。而纯真的人、纯朴的人、求道者、好人都在受苦，事实如此。 现在且让我们联合起来，获得自觉
，并成为永恒的灵。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圣灵，即灵量，就在你们之内。灵量潜藏在三角骨处，可以被唤醒。有些人或许会问：
布莱克为什么没有谈到灵量？因为无论他说什么，有谁愿意去听呢？谁愿意去了解他呢？就算今日，我也找不到多少人能了解他
。他所呈现的，有谁愿意理会？如果他曾说了更多什么，那也一定会是非常隐晦的。他说：「我一点都不介意。对于那些白痴，
我说的话当然显得模糊不清。」他只用过三次「白痴」、但讲过很多次「笨蛋」、「傻瓜」。在我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女
，但我知道布莱克为什么这样愤怒。我很了解他。他要在霎哈嘉瑜伽来临以前，給世人以棒喝、以重击来打开他们，使得他们做
好准备。 但在对他的批评里，我读到，他们说他不被接受是因为他违逆大众。我也一样，人们不接受我因为我不迎合大众。我必
须要讨好他们。难道我是为了得到你们的选票，所以应该讨好你们吗？我必须告诉你们真理，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我想要你们接
受真理，因为这是我在这里的原因，就是你们接受并得到真理。我会尽力而为。我可以为你们煮食，我可以给你们美食，我可以
给你们礼物，一位母亲能为孩子做的所有一切，我都可以为你们做。而当事情不能成就时，她有时不得不吼叫。 她必须要把事情
说得很明白，因为你们必须要得到自觉。现在你不能强迫别人（得自觉），这是最大的问题。你不能强迫别人得自觉，你不能用
强迫的方式去进行。象俄国人告诉我，他们对霎哈嘉非常感兴趣，毫无疑问，而如果他们告诉我：“你来我们的政府机关给他们自
觉。”我无法做到，你必须是自由的人。当你自由时却恣意放纵，看，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人是自由的，如果行走在
纽约（街头），我得拿掉所有因家庭（地位）需配戴的首饰。我不能带钱包去那里，我得把钱包藏起来，否则他们会抢劫，没有
什么是安全的。 因此这种自由导致暴力、屠杀；事实上我们杀害孩子，杀害长者，侮辱他们每个人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与所谓的
自由息息相关。这不是自由，这是我们内心那个残酷自我的极端放纵。不管你去俄罗斯还是在这里，霎哈嘉瑜伽都有会问题，不
管你是偏左还是偏右，我只是不明白。哪里的人们以智慧和尊重来使用自由，那里的霎哈嘉瑜伽就将繁荣发展。如果你不尊重别
人的自由你就完全没有自由，你们从未懂得自由，你们从未享受自由。因此人类的自由必须被尊重。只有这种自由被尊重，你才
能得到自觉，你才能进入到更高的自由，进入到布茉克所描述的完全的自由意志。 在这个国家有那么多求道者，而那么多人都迷
失了，那么多人都迷失了。有些一直吸食毒品的人被霎哈嘉瑜伽拯救，他们一夜之间就放弃了，一夜之间，如何发生的？这是神
在你内在建立的一个机制，当灵的力量启发你，你变得那么强大，你戒了（毒品）。但如果我事先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你们做不到，（因为）你们没有灵的力量。在基督之前的大多数降世神祇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人类没有得到觉醒，他们内在
没有灵的力量。基督意识到了，他公开地说：“你要重生。”不仅如此，他还说：“首先要宽恕，谈论宽恕。”这样他们会安定下来，
他们不再偏执，他们不再沮丧。让他们在平安和慈悲中安定下来，然后唤醒他们的灵量，让他们得到自觉。 这样你就有力量，就
没有诱惑之类的东西存在了。你会用什么试探基督吗。你不能。同样的你摆脱任何诱惑的束缚。你在自己的美丽、荣耀以及力量
中升进，你不需要屈服于任何东西。这就是自觉。12年前我来到伦敦，霎哈嘉瑜伽也来到这里。你们要知道，我完全不是为了移
民，应该说只是偶然的机会，或者说是上天的安排。我丈夫从134个国家中当选，他被选中，我们来到这里只是因为他被选中，甚
至不是指定，而是当选，四次全票当选。他是最高级别的秘书长。因此我们不得不来到这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否则我
可能永远不会来伦敦来传授霎哈嘉瑜伽 对于布莱克，他感到有必要去努力建立耶路撒冷，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有多失望，不管
有多厌恶，都没关系。他不得不做。他对英国的土地充满信心：我们必须建立耶路撒冷。但首先，在这里的每个人必须得到自觉
，在你的自觉前谦卑下来。你们对此不可妄自尊大。他说基督在人类面前并不谦卑，但在神面前谦卑。在祂的天父面前谦卑。同
样，你在你的灵和自觉前要谦卑，你要到达更高的状态。让人惊讶的是在印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拥有所有这些知识，但我们
被认为是异教徒，我不知道他们还叫我们什么。我们被认为是奴隶。没有人想了解这现存的根源知识。我们的知识份子也从来不
为此困扰，他们总是追随牛津和剑桥的传统。随着这种对牛津、剑桥的推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人们这个在我们国家所具有的伟
大知识，一切都沦陷了。 这个知识不是为印度准备的，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地方准备的，而是要服务全世界的，就像你们的科学知
识，所有的知识之树都是要服务全世界的，你们将它给了我们，或者给了所有的东方国家，人们接受了。接受对你有好处的知识
有什么害处呢，只是因为它来自东方你感到不安全？基督从何处而来？祂来自美国吗？我想祂一定会逃走的。尽管这样，我必须
说在所有（西方国家）当中，英国是最为成熟的。但我们跟着美国人跑，我们跟着法国人跑，我们跟着每个人跑，我们不知道自

己是谁，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是代表宇宙心脏的人，时光流逝，从布莱克到今天，我们现在要成熟，我希望我们足够成熟去
明白必须要有一个突破。 当他们印制我的宣传单时，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脸在传单上显得很黑。我说：“完了，没有人会来我的讲座
，如果呈现的是这样一张黑皮肤的脸孔他们会说：哦，一个来自非洲的人试图教我们什么是耶路撒冷。”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印刷
，显得我没那么黑。皮肤颜色深有什么关系呢？颜色来自于心，美丽来自于心，你存在的美丽是通过内心的丰富来表达的，真理
的美丽在于，它行动，它工作。它不装饰自己，它不试图用什么方式去引诱人们，而是去行动。不管你是否喜欢，它行动。让我
们把它成就出来。这是简单的。不是通过你的大脑进行智力上的工作，进入有限理解的方向，让我们走向无限。这只有当你到达
你的灵才有可能，它是无限的，它创造内在的集体意识。它创造，我的意思是，它创造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你经由大脑所获知的
，而是经由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所获知的。你可以感觉到它，你可以在指尖上感觉到每个人的轮穴。默罕穆德说过：“当复活的时候
你的手会说话。”但是看看那些穆斯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复活，古兰经的大部份内容都是复活。他们谈论的却是世界未日因为
他们要通过恐吓人们来赚钱。当心世界未日，你给钱我们就救你，我们会给你一张证书，在世界未日你会凭着证书而得救。在世
界未日首先是他们下（地狱）。 每个宗教都是这样，人们为了非常低贱的目的而利用它，赚钱、创建政治思想。我无法理解钻石
是怎么像这样被扔到了土里，被掩埋了，芳香变成了污秽。这超出了我的理解。人类的力量有时超过了神的力量，你可以看到人
们改变形相的方式，他们改变美丽，将一切实相改变成某种荒谬和愚蠢的东西。他们能忍受，不想探个究竟，他们甚至享受其中
。“我们非常快乐，有什么错。”你会感觉这是对创造巨大的浪费，籍由上天何等强烈的渴望和愿景，这些人类才在地球上被创造出
来！我们要做些什么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谁，让他们以上天的这种感知、这种视角来觉知自己到底是谁？有时我也在荒野中哭泣，
深切感受到所有那些来到这个世上的诗人的悲痛，他们一直在受苦、受难、受折磨。 带着所有这些悲痛，我希望，不管今天我告
诉你们什么，你们要试着去明白，真诚是理解你们自己的唯一方式。没有书籍，没有任何事物，没有制约，没有否定，没有什么
可以使你信服。只有真诚地去认识你内在的灵，我把这个真诚称为纯洁的愿望。如果你有这个纯洁的愿望，它是你灵量的力量，
你会得到自觉。此刻、就刚才这一刻、灵量启动了，这就是所需要的全部，成为灵的纯洁的愿望，仅此而已。而当它被唤醒后，
它需要被照顾，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被照顾，它必须保持燃烧，它必须被调遣并保持在一个点，至此你开始成长得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所有关于霎哈嘉的知识，你们会一下子消化不了，而布莱克是如何为我们工作的，那么多诗人都在做这个工
作，而现在新兴的了不起的诗人是来终结我们的，他们取悦媒体，赚取钱财，愚弄我们，华丽的词藻，取巧的句子，将我们直接
带向地狱。当心他们，要当心，拯救你们的孩子远离他们，拯救整个社区，整个英国要被拯救。因为如果心脏死亡，整个宇宙也
会死亡。 愿神祝福你们！ 译者注1：布莱克严厉批判资本家们的残酷剥削，他曾说“黑暗的、撒旦般的工厂让人们失业，让孩童丧
命，让妇女被迫沦为娼妓。这里指这种工厂
译者注2：关于文士：在基督的时代，文士与法利赛人一同工作，研究律法、摩西五书，作注释。
译者注3：关于法利赛人：一个犹太人宗派，曾在基督的时代很流行，但过于强调摩西律法的细节而不注重道理。

The

Sahaja

Yogis didn't want Me to allow you to ask Me questions, but I think better ask Me some questions.Q.....about the chakras.... Shri
Mataji: Yes sir. That's what I said, that I didn't talk about them because it would be too long a lecture but we have got a book on
this, a little book and there it is all written though I say that before realization don't even read that book, can create problems.
You can know all about the subtle side, the chakras and everything without paying anything, without any effort. There are people
now in Engl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so many of them are excellent Sahaja yogis who are experts and they w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very clearly. We have got books to explain. As you see there are seven chakras are shown here. The lowermost is the
Mooladhara Chakra, is the innocence. Q:...can you see it with your eyes, outside the body, can you see it?Shri Mataji: If you see
something then you are not that. And people have seen it because they were not that, because they moved on the sides, on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what we call the Ida and Pingala. When you go on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you can see it from
outside. Like this building you can see it from outside, but when you are in it you don't see it, you see only the inside. So that's
what it is, when you ascend, you need not see anything, you become, you get the powers. People have seen it no doubt, but that
one should not ask for. I can see the glass - better to drink the water. Now what else? Q:....what do You do with all Your wealth,
all your money?Shri Mataji: My money? Are you from the bank? What I do with My money -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hat
sort of a question is this? Ask a simple straightforward question madam I don't understand what do I do with My money, I don't
do anything with it. Actually My husband manages his money, I ask him whatever I like. Of course he earns a lot no doubt, he
earns very much. I sometimes tell him, "I'm ashamed the way they give you money," because he doesn't even pay any tax you
know. Of course I do spend some money on Sahaja Yoga, I must confess I have to sometimes, what to do? One has to and
these people have their own ashrams, where they stay, and look after it. For this hall they must have collected some money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do they do with their money,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I've never seen that. They are honest
people, they all know all about it. I don't know anything,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s the aggressiveness, "What do I do
with My money" Just look at this. Yes sir? Q....a man has mental illness, he wants to know whether he'll have it after he
dies....Shri Mataji: No, no, no, just now you can cure it. Why to think of death? You can be cured of your mental illness at least,
minimum, that could be done. Q....How can you tell that it's Self-realization? You feel a breeze but how does it become...Shri

Mataji: You see, when you feel the cool breeze is the beginning of it, all right? Now you have to see what this cool breeze is, all
right? Now if you go to a college of science or a college of medicine w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see what it is, isn't it; and to see
whatever it says does it prove. Now, when you see the cool breeze in your hand, what happens that it is, as I said, is the
compassion of God say for example, you just believe in the hypothesis just now. Now what is this compassion doing, is made
you a computer. On the fingertips you can tell what centers are catching, of yours and of others, so you become the diagnosis.
Now if you know a little few gestures by which you can handle this power, you can cure them. That's the minimum, all right? You
can know from this whether you have mental problem or you have emotional problem, or you have physical problem and of what
nature. This is how is the self-knowledge starts, from the very basics. What's your problem with you, first let us see the problem
on the centers, all right? Then you move forward when you go with it, then you understand what's the problem with others; then
what's the problem in the collective; then what's the problem of this country; and if you know how to solve them, sitting down
here, you can do it, you can solve it. But this is the breeze which has to be felt first because this is the breeze which we call as
the all-pervading power of God. Now, just because I say you should not believe Me, because blind faith is of no use, but you can
experiment and see for yourself. Even little children know. They can tell you what is catching in you, what chakras are catching.
You can have ten children, ‘fold' their eyes, put them before a gentleman, immediately they'll raise this finger or this finger.
Supposing they raise this finger, means this person feels terribly guilty. He must be a Catholic that he feels so guilty. That the
children won't say but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is the chakra is caught up here because he's feeling guilty. Like that you can go on
finding on your own being like a laboratory the whole thing becomes like a computer because it is knowledge, knowledge
through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rough your evolutionary process. But you have to practice and understand what it is. If I
give you a car, how will you know it moves unless and until you get into it and know how to drive it, isn't it. You have to give some
time, not much, but you enjoy, best part of it you enjoy doing the whole thing. It just flows automatically,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But one has to learn, little bit, what it is. Before realization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it just forms
spontaneously as the seed is sown in the Mother Earth, all right? Then when it comes out, then you have to look after it; the
same way you have to look after your realization, respect it. Then you become the masters. We have one master standing here
and we have so many. They are just like you to look at, but they know so much and they are so humble. They don't go about with
a big plate on their heads "I am the master of this and master of that" nothing. They are doing all their jobs, they are doing very
well, they are blessed and also they are helping people to get their realization. You'll be surprised in Sahaja Yoga very difficult to
get an unemployed person. All of them are employed. If they are unemployed they get employment with God also. Basically they
are employed by God. All right? Q... is this the only way to get realization?Shri Mataji: Yes, of course; there cannot be another,
God could not make thousand and one, could He? That would be too much of a headache , like as you sprout the seed, how do
you do it? Spontaneously. Sahaja Yoga means spontaneous, living process is always spontaneous. Now supposing we want to
sprout a seed and we take out the primule, push it out and push it inside the Mother Earth, will it sprout - no. You hav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wers of the Mother Earth, to sprout a seed, isn't it? Q. ...saying she has not come across Sahaja Yoga in the
religions, that there are many religions.Shri Mataji: In the religions there's no ... religions are no religions, that's the trouble is. I
have told you all this just 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they will never mention that is sensible, but it's not so. I would say Sikhism,
we can say is the latest religion. I mean there are so many verses about, much later than Islam, Sikhism came on this earth and
they have said that, complete description, I mean you don't understand Hindi otherwise I would have told you - Ida, Pingala,
Sushumna - everything they have described - Kabira has described at such length that we have in India a great poet
Gyaneshwara and He has described all about kundalini. If you go in Maharashtra and tell them that somebody is going to
awaken the kundalini, they'll all rush, they know all about it. How many years did Christ live? How many times He could talk to
people? How many of them accepted Him and how many of them understood Him? He went to a wrong place, I tell you; all were
deaf, dumb and brainless. How will they understand? How could He talk about Kundalini when everybody was after His life? But
He did talk of Holy Ghost, He talked of the Comforter He was going to send. He talked of so many things in that short time. Do
you know for four years I was struggling with seven hippies in London; for four years. I must say, it's very creditable for Him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to talk so much. How many years Blake had to work hard to talk to you? Is it easy to talk to people about
truth? Very difficult; everybody is extremely intelligent and wise, nobody want to listen to anything, do they? But in India we have
a tradition; we know it; that you have to ascend. The whole thing works out that way. If they talk of kundalini, not in the North so
much, but in Maharashtra, if you go, if you go in the South, you'll be amazed six thousand people, seven thousand people come
in a village. They have seen it, these people have seen it, they come in bullock carts, they come in, any way that is possible for
them, buses, and trains, and they walk miles together when they hear I'm there. Once I was coming from a program in the night
and suddenly I found lots of people lying on the road. I said, "Who are these people?" They said, "Mother we couldn't reach Your

program, we were late, You give us realization here." I said: "All right, have it." They had it, they are the ones who'll get much
faster than anyone else, I know, that's why I don't mind spending some time here. Once I go there, you will see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be ablaze, I'm not telling you lies, you ask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there.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type of people, to them
most important is their spirit. If you tell them what, the way we talk about Christ here, so disrespectfull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y are shocked. Any Indian who is a Christian or a Muslim or a Hindu, doesn't treat the way you treat Bible. The respect they
have has come to them traditionally. Of course you don't judge Indians by the Indians who have come here. They like your
company, they are this type, they are materialistic, they want to have money, they have come here to earn money, but the
people who are in India in the villages, not in the cities, are still seeking, seeking God, they're very simple people, humble
people. Traditionally we have know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 talk of Markandeya who was there twelve thousand years back,
who incarnated here as William Blake. Twelve thousand years back He said the same thing which is said in England after twelve
thousand years, because that time I don't know what was here, may be only jungles, I think. And that is also waste, isn't it, tell
Me, isn't it? How much could Christ talk about kundalini? He talked of Holy Ghost. But why stick on to that, now I have come to
talk to you. Better take your realization; when He came, they talked of Moses, when Moses came they talked of Abraham. What
about the present, I am with you, why not have your realization? All religions were built for this day, that you get your realization,
to give you the balance, to give you that property by which you ascend. Like when we have an aeroplane, we fix it up properly; in
the same way they wanted to fix you up, but the religions went astray, they made people crooked, the things they fixed, wrong
bolts into wrong places, the whole aeroplane is in a tattered condition if it flies, it will all fall down. Better give up all those ideas.
But kundalini is such a great force, it's such a great force; it comforts you, it cures you, it builds up all your centers and slowly
moves upward and when if you get realization, also it goes back, attends to all these problems that you have. It's such a mother
she is. Any other question, please? Q. Why are you to be known as Mataji, Mother?Shri Mataji: I didn't follow.Yogi: Nor did I.
Why are You to be known as Mataji?Shri Mataji: As Shri Mataji? That's the title they gave Me, what can I do? In India. You have
to be an Indi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described, about Shri Mataji. If you have read any books, of Adi
Shankaracharya, or of Markandeya Himself, then you will know and the qualities described there of such a person, if they find it
in someone, they call that person by that name, isn't it? Like Gandhiji was called as Mahatma Gandhi. Mahatma means a bigger
spirit than others, because he had that. He didn't care for himself or his own family, everything for his own, but he thought of the
whole country; that's why he was called Mahatma. Now, but I didn't call Myself; if others want to call I think is all right, I have no
objection. You can call anything, whatever you see, you can call that. By calling that, what is your objection? Can I ask you this
question? Beg pardon? [No objection] No objection.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See, then it's all right, if you understand that it is
must be some reason also.(Further question from same person) Q. Do you have some divine power?Shri Mataji: That you better
find out; I am not going to be tactless on that. Christ said what was the truth, that He was the Son of God, all right, but they
crucified Him. I don't want to get crucified so soon. [INAUDIBLE Q:] But the one who is an Indian, who is an Indian and
Englishman. [Hindi]. You see it is for an ... Indians understand it better. [Hindi]I'm sorry I'm speaking in Hindi because I have to
little bit chastise the Indians here, I hope you don't mind. [Hindi] Now, what is another question please? Yes please? Q. Yogi:
Mother, she is asking if you can cure physical ailment, I mean the answer's yes, that comes from Self-realization, no
question.Shri Mataji with your permission, the majority of people have come for the experience and are anxious to have, I may
be mistaken,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like to stop questions and ... Shri Mataji: But sometimes you know those who want to
ask, let them ask, otherwise the brain will again put out a question. Now madam, what is it..? (SY. She's asking You, Mother,
what life was like for You as a child)?Shri Mataji: As a child? I mean that's another story; you come and see Me,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about My past and future? Let us at the present time to get your realization; makes no
difference what I was as a child, or what I was as an old woman. Yogi: ... She's asking whether you have an opinion about the
growth of interest in spirituality in England...Shri Mataji: What spirituality?Yogi asks questioner: spiritualism or spirituality?
Questioner answers: spiritualism.Shri Mataji: That's the witchcraft, revived; very, very dangerous. Ah, is very dangerous, never
go near that, all this parapsychology and all those things. We have described all these things in our book; you can have a look at
it. Is a very comprehensive thing, Sahaja Yoga is. Is the witchcraft, you may call it spirituality, because a spirit can be also a
dead soul as I told you, in English language. There is no ‘ism' about God. It's infinite. ‘Isms' are all finite things. Q. SY: she's
praising Your lecture, Mother, and saying now that....she'll go back to read Blake again.Shri Mataji: I'm very happy, I'm very
happy that you say that, madam, it's really such a great poet, but you'll be surprised in India, none of them brought Blake. We
never read Blake there, never; you see we studied English language, we studied Shakespeare, we studied so many things, but
never they mentioned Blake, you know. I don't know why. In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of India, they never mentioned Blake.
[another inaudible question ...] Shri Mataji: That's very nice, such books you must read. Such books you must read.[Here

someone disclaims in Sanskrit]You see there's a Sanskrit scholar here, but the greatest Guru is the Mother, don't you think so?
The Mother is the Guru of the gurus. But it'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guru is a hard stuff, you see. A mother has to be very soft,
kind, gentle to manage the show, but the guru can be very hard and they are very hard people, but Mother as a guru is a difficult
task, it's very enjoyable. Now I have given at least eleven lectures on Guru tattwa, all right? So you can take tapes from them,
you can read it and you will enjoy it very well. Here the Guru tattwa is expressed in the Void, there, where the ten Gurus actually
incarnated basically and they reincarnated. Say we can start from Adi Nath, then we can come to other ones like Nanaka,
Janaka. Janaka was much earlier, then we can say Abraham, Moses. All these were Guru tattwa, Socrates, all these were Guru
tattwa people, the people who came as Prophets; the ones who came on this earth to teach us balance, to teach us the code of
life. That was also important part, but that was forgot. Why? Why the code, why the religion? Religion is for the ascent, to build
you up. Q. ?TattwaShri Mataji: Tattwam assi, that's what is the tattwa there; tattwa is there; tattwa is nothing but your kundalini is
your tattwa, is the principle.... Q: [INAUDIBLE] Parvati, Shiva; She's also called as Kundalini.Shri Mataji: Of course. Yes, yes, it is
all over, same thing. I'm just giving you the gist of it. SY: She's asking, Mother, who was Mother Durga, she's asking about who
was Mother Durga?Shri Mataji: A very direct question; I told you, I'm very tactful, I'm not going to confess anything. You better
find out, it's better to find out. It's nice, isn't it? To find out yourself. Yogi: ...I'll explain, Mother, the program is that tonight will be
the experience of realization and we have another program on Saturday evening,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hich will be for this
knowledge part; after realization, the knowledge makes more sense, so it's better to get the experience...Shri Mataji: But our
experience is very funny, I must tell you that for My program, even if there may be one thousand people, for getting realization,
after that they just get lost, never grow. That's only more in England, they just don't ... they'll get lost, I think they must be going to
the pub after that. I can't explain why it happens but they just get lost, they do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anymore. I don't know
why, I cannot explain, I mean, is something I cannot explain. All right, let's have it now. So now, if we are all settled down, it's
very simple, Sahaj also means simple, Sahaj; saha means ‘with' ja means ‘born'; is born with you, this right to get this union, this
yoga, is born with you, is within you and is the living process of the living God so it is spontaneous. Everything that is living is
spontaneous and should happen to all of you, no doubt about it.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s I said but you have to receive
the power within yourself, to invite the kundalini to rise. Now first thing I have to request, I hope it is not too much of it, that we
have to take out our shoes to touch the Mother Earth.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Mother Earth is the one which sucks in, for a
while. I don't know, is there a carpet there? Be in a mood of reception, and also of well-being, in a happy mood, because this is
the greatest moment of our lives. Now as I said that these fingers, here five, six and seven, on the same way this way, represent
the two sides of the chakras within us, the sympathetic sides, so we have to put our hands like this, just like this, simple as that.
And sit, not crossed legged but putting both the feet with respect, towards the Mother Earth, in parallel to each other. Now
maybe some of you must have started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I don't know, might have, because today's lecture was rather too
terrific and William Blake must have worked it out I'm sure. But otherwise is very simple. Now we have to do is to ourselves
awaken our own kundalini, which is very simple, which I will tell you. In the heart resides the spirit so first we'll have to put our
hand to our heart. I will tell you one by one. And then in the upper part of your stomach where the guru tattwa is here, the
principle of guru is there. Then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abdomen, where it is the divine, or we can say the pure knowledge that
exists and which works. This is the center through which the pure knowledge, the pure technique, works. Then we take this hand
again back, same way, up to this point where, it is here, when we are guilty we catch this chakra. Now here works our
self-confidence, our faith in God that He forgives us. Then we put our hand on top of our head - this is the Agnya Chakra,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Here we forgive everyone; then at the back of the Agnya Chakra again, where we have to say that, "If we done
any mistake, oh God forgive us". These are the two sides of the Agnya Chakra. And then you put your hand, stretch it, put this
part o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the soft bone which was on top of our head and press it hard and move it hard, for a while. That's
all one has to do. I'll tell you one by one.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is, we have to close our eyes, because eyes take out our
attention; but attention will be sucked inside our body in the sense it will go through the - just like this cloth - it is spread out, but
as kundalini rises, She sucks it in and then pierces through this attention, enlight[en]ing all of that. It's a happening that takes
place without any trouble whatsoever. As a result of that, what you get is the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r head; you can also
feel the cool breeze in your fingertips; then later on in your hands and you get that shine on your skin. Christ has said, "The face
that does not shine cannot become the star." And then you get that glint of shine of the spirit in your eyes. That's all, is not the
point, is much, much, much, much more but just a wee bit that we have to today testify and later on to find out have we got
realization all right, then can we work it out, can we do this, because later on we have to play our role now as a spiritual being,
that's the point one has to understand. So now, have respect for yourself first of all; and not to feel guilty at all. You are the
temple of God, really believe Me you are made that way, only the light is to be kindled and that is in your heart.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she's something like an energy that does that because when she pierces through,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God Almighty resides, who is reflected in our heart as the spirit and the all-pervading power, which is the Primordial Mother, the
Holy Ghost, this vibrations that you feel, the power of God, the love of God which is represented within us as the kundalini, rises
and unites u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vine. The spirit enlightens the attention and by that enlightenment you know, on your
fingertips,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rough your new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bout yourself and about others. Through
Sahaja Yoga you know how to cure, improve, and through this happening, through the spirit you enjoy because spirit - the nature
of spirit is satchidanand, means it is the truth, it becomes the attention and it is the source of joy. Without getting realization you
can be happy and unhappy but you cannot be joy, which has no dualism. You become the source of joy. Such a person, when
he meets someone; he sees someone, he looks at someone, just a kataksh is sufficient to raise the kundalini - just a glance is
sufficient to cure that person; just a thought, can give comfort to the other person. Miracles after miracles, so many miracles that
as Sahaja yogis say, "miracle' has lost its meaning Mother, in Sahaja Yoga," that's true. So miracles of miracles and every
moment you feel that God is looking after you. When this great volcano burst, exploded in Mexico, a miracle happened they say,
that the children were saved. The wrath - no this was not in Mexico but later on more in Colombia, because Colombia is sending
all kinds of these horrible things all over the world, making money out of it. The wrath of the Mother Earth poured that mud and
the people were drowned but the children survived. Their heads were above the mud, the body inside the mud. The same
Mother Earth looked after them because they should not be burned so She covered them with the mud, why? Because of the
innocence in them. Those who have even the slightest innocence in them will become realized souls, no doubt about it slightest, a very wee bit. All the seekers are a special category of people and they have to become realized souls. So forget
about the past, forget whatever you have done in your seeking, whatever you are told, whatever you are branded with, just forget
it and forgive yourself, once for all. This is I am telling you this because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of the West that
everybody sits down with a bad, horrible trouble here and sometimes I feel it so much that I can't even hear people. Is terrible.
This portion is so bad here so I have to request you that please forgive yourself. You are the glory of God, without you God has
no meaning also. It is He who is anxious, much more then you are, to give you realization. Just help Him out a little. All right. Let
us see. So we put our both the hands like this, close our eyes. Now you have to keep the left hand all the time towards Me,
because is the desire, is expressed through it is the power of desire in the left hand which expresses that you want to have
realization. The right hand is the power of action so you move your right hand but don't open your eyes. You have to keep your
eyes all the time shut, just the opposite of mesmerism as you can see.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now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Now here you have to say, or ask Me a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You may call Me Shri Mataji or Mother,
whatever suits you. "Mother am I the spirit?"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and if you are a computer it will answer. "Mother am I the
spirit?" Ask the question three times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properly, please close your eyes; everybody should do it, please.
It's uncivil not to close your eyes; please close your eyes because others may feel self-conscious so please close your eyes, to
be courteous. Now you have to take down your right hand on the upper part of your stomach, on the left hand side, we are
working only on the left hand side. 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master. If you are the spirit, automatically you have to ask the
second question,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Mother am I my own guru?" Please ask this question, you have to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again, without fear, with all confidence you ask this question,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your master. Now
move your right hand on the lower part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lower part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is is the center of the divine work, of the divine knowledge or the pure knowledge, of the technique of divine manifestation. At
this point I cannot force you to do anything, as I told you, you have to be free, I can only request you and here I say that you have
to ask for the divine knowledge, you have to ask for the pure knowledge and when you ask for it the kundalini will start moving.
Here with sincere heart, in a humble way you have to say, "Mother may I have the pure knowledge, Mother may I have the divine
technique?" Ask this question six times because this center has got six petals. Now to make the way easy for kundalini, we go
along the same centers upwards so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he upper part of your abdomen, to make it easy for the kundalini
to rise you have to open this center by asserting, by saying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by saying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ten times because there are ten petals, ten Sat gurus basically who incarnate ten times, of Prophets, the Masters.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press it. With the same confidence you have to say twelve times "Mother I am the spirit, I am
the spirit, I am the spirit". Just assert, that's a fact, that's the truth. Press it with your fingers. Now, twelve times,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you, believe Me you are the spirit, you have to just become in the sense it has to come in your attention on to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Now raise the right hand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your neck, in the corner where the neck and the
shoulder meet, press it hard, take it backwards, press it hard.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center in the West, as I told you, that we
feel guilty all the time but as I have told you, God is the ocean of love, ocean of compassion, but above all He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He'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When He'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what guilt can we have that He cannot wash
away or dissolve it? So just you have to say sixteen times because there are sixteen petals, to say sixteen times with full belief in
yourself, "Mother I'm not guilty, Mother, I'm not guilty, Mother, I'm not guilty" sixteen times will you please say that "Shri Mataji I'm
not guilty". If you still feel you are guilty and you can't forgive yourself, better say it to punish yourself hundred and eight times, if
that pleases you. When you forgive yourself you have to forgive others and so the greatest message of Christ, that we have to
forgive others you have to put your hand to the center which is the adornment or we should say which adorns Christ, on the
Agnya Chakra on your forehead,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across,. Press it hard and here you have to say with full belief in
yourself and in your powers that, "Shri Mataji I forgive everyone". Some may say that's very difficult but what do we do when we
forgive or not forgive - no logic in it. But when we say that, then we are out of the clutches of other people, so please say, "Shri
Mataji I forgive everyone. Now say it with your whole heart, how many times is not the point, please say it with your whole heart.
Now you move your hand backwards onto the back side of the same center - Agnya - press it hard. Now here, you have to say
once only without feeling guilty at all, without feeling no remorse, no condemnation, to God, one for your satisfaction, "Oh Lord, if
I have done anything wrong, please forgive me" but don't feel guilty, that's very important. Even without saying He has forgiven
you. Better.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stretch your ... stretch your palm, press it hard o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ich was the soft bone in your childhood, press it hard, move it seven times. Again here I cannot force anything on you.
You have to say that you want your Self-realization that, "Mother, please give us our realization. We want our Self-realization.
Please give me my Self-realization" and press it hard and move it seven times and say that. I'm sure it will work out. Now bring
down your hand, slowly, and bend your head a little bit and feel with your left hand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r
fontanel bone area. Try to bend your head a little, little bit and about four inches above the head, bend it a little, that works out
better sometimes. With your left hand,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with the left hand you see the breeze.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then with the left hand you see, you can feel it better, with the lef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first with the left hand. Aah. Now
put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with the right hand just see if it is blowing because it should come in both the hands. Open your
eyes, open slowly and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Let us see if you can do it - just without thinking, just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There's no thought in your mind, no thought. Now just put your hands like this, are you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in the
hand? Now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like this, and in your heart ask a question,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Ask the question, put it up nicely, ask the question three times: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Is this the brahma
shakti? Is this the all-pervading power of God? Ask the question. Now put down your hands and see for yourself if you feel the
cool breeze.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the cool breeze on the head, coming out of the head, or on their fingertips or in the hands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both the hands. That's Blake. You all have become Blake. May God bless you. So many. May God
bless you. But I must warn you, after this do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it is beyond reasoning. Secondly you must come back, must
all of you come back and work it out. Those who haven't got realization will also receive it. Those who have got it, will establish it.
Please come back. You will enjoy the silence, the stillness within. But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of it. We have to go further.
Otherwise you won't be able to manifest it properly. It has to be looked after. It's just a shoot that has come out, a little shoot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May God bless you all. Thank-you very much. Why not sing Jerusalem to them ... will be good idea. Yogi:
Mother with Your permission the music group would like to sing one song for You but before that we have a little memento of this
evening which we would like to present.Shri Mataji: You want to sing, all right? You have all the arrangements here. All right. If
you don't mind, just sit down for five minutes. Yogi: So Garuda take wing.While we were preparing the program of Blake's
Birthday Festival Mother, we found out there was an Exhibition of Blake's work in London in one of the galleries and we very
much wanted to give You something that was made by His own Hands and with the good wishes of all the Sahaja yogis of
England we've been able to do it for You.Shri Mataji: Oh that's too much, that's too much Gavin, that's too much. Yogi: No it's
something special Mother, we hope that it'll be our pledge to try to do some justice to You as You've tried to do some justice to
Blake.Shri Mataji: I'm so proud of Him, really. Can you - I am not good at opening. Done so well. Ohh. What a beautiful one.
Trigunatmika. Do you see the trigunatmika is there? What a vision. I mean how can you understand Him without Sahaja Yoga ...
picture, you cannot ... May God bless you. Thank-you very much Yogi: This is the engraving of the Daughters of Job from the
illustrations to Book of Job.Shri Mataji: What is?Yogi: Daughters of Job.Shri Mataji: Trigunatmika. Three Powers - the Comforter,
and the Counselor and the Redeemer, three Powers, which you will know, later on. We have those three Powers within
ourselves. Go ahead. Yogi: [INAUDIBLE]Shri Mataji: Thank you very much.[The mike is not all right. Loudly.]Song: ‘Seek and
You Will Find'. Song: ‘Jerusalem.' Yogi: We'd like everyone to stand up to sing Jerusalem.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all
and bless this country.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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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崇拜 印度—巴摩普雷 1985年12月27日 （叫她来。娜塔莉，来这里。牵着谭雅的手来。雷，还好吗？为每个人点上红粉(即额
上的吉祥痣)。把那个，像这样，点在这里。所有的女士，把它点上。）
昨天有个男孩站起来问我︰「我们是如此的一片瑜伽之地，如此神圣的国家，为什么所有科学上的发现都在西方？」 「非常好的
问题。」我说。我回答：「这是树的知识，我告诉过你，这是树的知识；他们（西方）成就的是树的末梢，现在他们想知道根的
知识，所以才来这里。」 要了解根的知识，我们先要抱谦虚的态度。我们还未认识这门知识，也从不知道神的国度有什么。正如
克里希纳所说，这棵树是向下生长的，根在脑袋里—很清楚。所以这是朝向根的升进，是以不同的方式。灵量必须向上升到达根
，要到达根，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了解它。 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像我昨天说过的，你要在额头点上红点（bindi）。现在这也是—感
谢天，尽管有人把圣经窜改，圣经里仍有写下「你身上的标记代表你」。现在让我们看看，即使在印度，有多少人勇于点上这标
记。那就是为何你们那么快受感染，其中一个你们受感染的原因。 首先，眼睛闪烁不定。你们不习惯有稳定的眼睛，你看，印度
人就有很稳定的眼睛。他们从小受教导：「你的注意力哪里去了？」每时每刻都有人问他们：「你的注意力哪里去了？」[马拉地
语︰有一些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站在后面。请给他们椅子，让他们坐下，他们不习惯坐在地上。]你的注意力哪里去了？现在，注
意力无时无刻都受到干扰，这就是你很快受到感染的原因，若你的眼睛受感染，它会从额轮进入。这是保护额轮；你实际上是点
上基督的血，人们应当有这份勇气去点上它。他们会穿戴十字架，却不是这个。 在西方国家，人们很难有勇气点上这个。他们藉
多嘴多舌︰「母亲，我们会丢掉工作。」这样、那样。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若你有勇气，你就会开始点上它一段时间。或许你先
在晚上开始，然后在白天。慢慢你就会接受它。我想那是你们唯一要带上的东西—那是非常重要的。 点上它会是个好主意，你因
此不会受感染。因为你外出，你的注意力在外，你看到外面有什么事在发生，那种氛围并不好；更何况，如果你额上点上红点，
它不单保护你，也保护其他人。他们就会有新的想法。 毕竟，你打扮得与他们一样，你就像他们—你必须如此。不过你得保护自
己，为了保护自己，你必须要点上像那样的东西。当我第一次来英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常常嘲笑我，盯着我的红点。我是说他
们涂上口红就没问题。即使是小丑、嬉皮士、奇装异服，全都没问题；但若你点上符合科学且正当的东西就有问题，即使那是最
科学化的。 要了解根的科学，你必须了解它代表什么，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样的：因为它较朝向根，而不是移向树。那么这棵树
，终点在哪里？超越根轮。所以现在他们都调回头了。要从叶走往根是很困难的，但从根走往叶却比较容易。所以为了升进，我
们必须谦卑，以便了解根的知识。现在他们全部人的额上都点上红点，这是为了保护额轮。首先是没有入口，这就是为何印度人
一旦得到自觉，就会升进，不会再受到感染；我是说这样的事情在这里不会发生。这是其中一件我们必须做的事。 其二是崇拜。
按照每个人的深度，崇拜对每个人都会起作用；因此你必须有shraddha(坚信)，信念。如果你的脑袋仍在思考，你不会在崇拜里
有多少得着。对印度人来说，参加崇拜是件大事。 无论我讲什么，他们都不会计较；如果他们错过了某场节目，不要紧，任何音
乐会也不要紧，任何不舒适也没事—只要他们能够参加崇拜。今天人们老远从二、三百里来崇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根的知识。
为此你必须做崇拜。 如果你要升进，就得做崇拜。可是你还是在同样的层次；如果你仍是想着树的模式，便会往下掉。要往内移
，你必须有这些工具。其一是崇拜。 现在，我们是否已经为崇拜准备就绪？我们心里是否在想，不论崇拜何时开始，随时都能开
始？首先，我们把手表绑得紧紧的。感谢天，昨晚我遗失了手表！手表把我们绑得这么紧，如果说崇拜在十一点开始，就必定得
在十一点开始。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开始是随缘的。 这是我们的存在体自然的成长，我们的成长是自然的。当我来到这里，你
会感到惊讶，我的右边身体麻痹了，完全麻痹了。右脚麻痹了，我的腿就是不能动，整只脚掌好像成了化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回事。原因是，大家都想得太多了。 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专注在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这些才重要；我们有
什么成就。可是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却受很多事物干扰。其一可能是婚姻，比如说要办婚事，有什么会发生，诸如此类。在崇拜
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比发展自己更重要，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发展你的根。要发展你的根，是
另一门完全不同的科学。 另一件事是你能以逼迫、强迫的方式来达成树的运动。可是当脑袋有逼迫人的想法，你便更加走向根轮
，走向地心吸力，走向死物；物质主义就开始冒起。 因为它是倒置的，人类就以倒过来的方式来成长。你知道脑袋在这儿，不是
在双脚。它是从脑袋开始，生长是从脑袋开始；作为一个医生，你知道整体是在这儿，神经是往下走的，它们不是从双脚开始。
所以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在你外在的成长，便会自自然然的走向物质主义。跟着你发现物质对你一点作用也没有，你把自己石化了
，所以你才回来。

现在你必须完全改变你对这新的学习抱的态度，你的态度先要谦卑。其二，透过学习不同的tantra，即机制，

神圣的机制，我们能怎样提升自己—怎样能把它成就。 精通其他领域的人很可能对这个领域一筹莫展，完全无用武之地；被鬼附
、欺压人、一事无成、坏脾气、脾气差，还丧失了爱心、情感、慈悲。比如说当听到在英国有人杀掉自己的孩子，他们(印度人)感
到震惊，没法相信。 他们不能相信有人会杀掉孩子。他们以为英国人是完美的，怎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对印度人而言，他们(英国
人)是非常完美的。印度人没法想象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所以当我告诉他们：「你们错得很离谱，他们是很不开心的人。不要
以为发明了收音机和其他东西，他们就会快乐。他们全是疯子。」 他们坐在电视机前面，生活不能没有电视，他们变成电视机。
电视机在剥削他们，把错误的想法灌入他们的脑袋，他们被洗脑了，令他们有很多思想制约。他们不能相信，不能相信西方人能
这样残忍，因为生长是朝向物质主义，所以他们变得粗糙、反应迟钝、不道德、也丧失了一切怜悯和爱。

那么首先，正如我昨天提及，你应说：「我不是法国人。」— 你应说：「我不是西方人。」让我们看看，这样可能会成就到，成
就得更好：「我不是西方人。」或许当你进大学----就如你从牛津大学转学到剑桥大学，你必须带上剑桥大学的校徽。 你现在同样
已经改变了国籍，我想你该说：「我再也不是西方人。」或许你的护照可能仍是那样，不要紧。在印度，你知道作为霎哈嘉瑜伽
士是享有特权的。政府就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而接纳你。如果你想永远留在这里，他们不会反对。 所以，我们认为能在树的层
面成就事情的想法必须改变。在这里一切都融合一致、聚合在一起。整棵树聚合在一颗种子里。所以如果你要成为根，便要谦卑
下来，下降至一个能聚合的位置。联群结党是错的。如果你归类自己为英国人、这个、那个、或印度人，又或其他什么，都是错
的。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相信所有这些。这个霎哈嘉瑜伽士和那个霎哈嘉瑜伽士毫无差别，因为那是普世正法。当我们说这是
普世正法，我们却还没有跳出来，仍未到达我们应该到达的同样的pendal层次。我们仍是分裂的，仍是有差别的，我们仍要与各
个不同的国家融合一起。我们必须全都融合在一起，互相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西方的问题。 这右脉运动的结果使我觉得人们
真是变成白痴了。我把他们归类为白痴或笨蛋，诸如此类。我是说我不知道之后他们会归入什么类别，一个以往未有的类别。我
是说，他们可能组成一种新的笨蛋类别。 这就是我的感受，除非你现在学懂这个新的yantra，新的方法：就是你不会理会身体的
舒适，不会理会所谓的情绪娇宠，你不会理会这些；你会往哪儿去—走向纯真。物质的本质是纯真，是精髓。所以质量，我应该
说，你成为万物的精髓。你成为精髓。为此你要往内移。当你了解、尊重、并且因能做这些事情而感到荣幸时，才有可能往内移
。 不过你应该了解我为何要告诉你。我从你身上不会有什么得益，不要以为我想把你变成印度人，试想一下，你穿上三件式的套
装，结上领带，有什么会发生？我是说，你的身体会沸腾起来。你的衣着应该随着气候而转变，你享受这种服装，因为穿上它你
感到舒适。你享受在河里沐浴，因为沐浴令你舒服。在这个国家里，这样对你是最合适不过。 所以在我们进入这新生的同时，也
必须了解外表并不重要，内涵才是最重要。因此，无论外在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也要去做。我们要学习它，了解它，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因为你是科学家，你是西方人，我可以说你比印度人有优势，在科学方面有优势，对吧。但这门科学他们(印度人)却比
你优胜，不要紧，没问题的。他们选这里来，你们选那里来；我认为你们都很勇敢，此其一；其二，也许你们想做些好事，不过
为此你必须学习。

就像我们说这里的科学家都很勇敢，他们(印度人)尝试学习科学，想到国外学习，然后把学懂的科学知识带给

我们。你们(西方人)同样是来自这些国家的使者、神性的，神性的使者。你必须具备神性，因为它在这个国家已经有所成就。正如
你也很清楚地看见了它就是这样，接受它吧；对它没有什么坏感觉。因为你执着于你的国籍，执着于所有你在意的事，没有必要
有任何坏的感觉。在印度，人们会因为能到国外学习科学而感到很自豪。即使他们是素食者，他们也不介意做生物解剖、或类似
的事，就因为它是科学、是知识。所以为了学习，你必须做这些事。一旦你意识到你是为了知识而把它成就到，便会对你大有帮
助。 这个，今天这个崇拜，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昨天是 Datta Jayanti，即达陀陀里耶(Dattatreya)的寿辰。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达
陀陀里耶的故事，就是梵天婆罗摩、毗湿奴、湿婆神(Mahesha)想通过太初之母的测试，叫做【Anasuya】。祂们来到她的地方，
要求她施舍(alms)。在印度，施舍他人被视为极大的荣幸，我是说，照顾客人是很大的荣幸，慷慨是很大的荣幸，分派物品给他
人是很大的荣幸。那是很大的荣幸。 就像昨天，你看，我把这个崇拜的纱丽留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为这里一些女士买了纱丽，她
因此说：「我希望这纱丽能在崇拜里送出。」

可是我说：「我会把它还给你。」

她说：「这也算是个很大的荣幸。」他们不在意纱丽被遗留了，他们说这是极大的荣幸—看看她的态度。 所以要改变态度，到目
前为止我们一直往下跌，现在要抱的态度应是往上升。为此，我们要了解该用什么方法往上爬。就像你要爬山，便要懂得爬山技
能。你不能就这么说：「现在我要去喜马拉雅山。」没人会让你去。所以你要具备资格，为了符合资格，你必须要谦卑，不然是
成就不了。 我要非常清楚的说明：你要把你的国籍从世俗的国籍转为上天的国籍。无论需要做什么，我们也要做，也要接受，亦
要处理。因此，你不需像这样改变什么，你只要把自己转化成新的人格；新的人格，那么你便能安全。 现在只要看看，把那个点
上，额轮降下了多少—只看看。我双脚都麻痹了，当我进来时，双脚完全麻痹，我走不动。我不知道我能怎样洗澡。我要按摩双
脚，双脚才能松弛下来。所以看看，只是点上它，它是多么有力量。看，生命能量开始流动。 可是西方人不知何故非常害怕会失
去自己的国籍。我是说，因为…我感到是因为他们倾尽全力去摧毁整个世界，摧毁自己，把他们的国籍强加在他人身上。如果你
到美国—就像昨天我说过的：「感谢天，哥伦布没有来印度，他去了…。」我说：「感谢天，哈努曼把他推到另一边。不然我们
全部人都会完蛋，这个…。」 你看，可怜的家伙，他没想过要这么做，可是他的随从却把一切了结。你找不到一个土著，连一个
阿根廷的老印第安人也没有。我到阿根廷，他们说：「你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他们。」试想像。不单阿根廷，其他地方也一样，就
像我到智利：一个也没有。我只能在玻利维亚找到他们，就只有这么多了。可是那边也是混种的，因为我想人们是逃到山上去，
找方法过活。 他们无论怎样都会被人家描绘成残暴之徒。可怜的家伙，白人确实杀掉他们全部人，毋庸置疑。杀害他们是很可怕
的，进入他们的土地，占领他们的土地，只因为你们(西方人)拥有机械，拥有一切，你们能把他们全杀掉，这一切已成定局。

如

今我们在进入需要去爱的新时代。我们不该欺压凌辱人，而是要包容接受人。这是个全新的时代，拿破仑的强横霸道的年代已经
过去。我们开创了新天地，必须让更多人来，将整体融合为一。挑衅侵略的行为令你开始分析，没有什么需要分析。
(你现在感到好点吗？额上红点画大一点。你的额头宽大，就画大一点吧。为何画得那么小？…在她的额头。)

这些事情不用追潮

流，就宗教的礼仪而言，你不应该讲究时尚。时尚是人为的，不是上天的。看看这些树木，它们如何令自己时尚？它们都朝向太
阳，每片树叶都暴露于阳光下，因为它们要吸收阳光来制造叶绿素，它们必须取得太阳的能量，所以每片叶都向着太阳。它们有
否追逐时尚潮流，有吗？ 另一点，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是荒谬的。夸耀自己为「与众不同」只会令你变得愚笨。真正的个人主义
是你能与每一个人融合，化异为同。能配合每一个人是最好的，这却是很难做到，因为自我太大。有些人的自我总是伤害人，而

有些人则是自我受到伤害—两者都一样。我们要去掉往下坠的态度，才能克服这些问题。就升进而言，我们需要仰望神，以绝对
的坚信仰望神—Shraddha(坚信)。故此我不用碰你，你也不用来见我。它无所不在，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得到祝福。你不必煞费苦
心，只需要坚信。为此你必须纠正内在某些系统，尤其是额轮，要好好的修补它。这个轮穴已运作不灵，必须修补它。 昨天，帕
坦伽先生对那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很愤怒。问题出在他们是受英语教育，而英语的性质就是如此，令他们自以为是。他说：
「他们不会触摸你的莲足。」他们若学习英语，便不会触摸我的莲足，因为在英语里，触摸别人的脚被认为是件可怕呕心的事。
我想这就是为何帕坦伽先生感到十分难过。 这些建筑技术都是来自英国，一切都是来自德国或法国。印度的电话是法国制造的，
怪不得这么差劲。全是从法国购入，他们还订了很多。如果我遇见首相拉吉夫，我会告诉他别向法国人购买电话。他们已向法国
订了大批货。直升机则是向英国购买，幸好现在没有再买了。天知道从英国送来印度的直升机会如何。就像这样，西方国家的发
展进步都依赖「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机器制造出来的货物，该卖到哪里去。他们做事的方式，我是说试想想
我们的电话，全是法国人制造的，不是印度人，为何要为此责备印度人？是法国制造的，真差劲。他们一直以来都如此，一直都
没变。如今我们仍向他们订购，因为我们以为只有法国人才能修好法国的电话。我不知他们能否公平的对待我们。 就如机器需要
修理，我们内在的系统也一样要纠正，因为它在走下坡，让我们把它提升起来，在臣服与理解中升向神，因为你们在这方面是特
别被挑选出来。就像莲花一样，你要脱离污泥，不要在污泥中越陷越深，尽量把自己挤出来，那么神性的芬芳才会弥漫四周，令
整个西方社会变成美丽的园地。过去所发生的是无法挽回，但我却知道，没有宽恕，一切都无法改善。已经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犯错是人之常情，不要紧。无论他们犯了怎样的过错，原谅他们吧。宽恕是唯一能提升他们的途径。他们获得宽恕后，也必须明
白要升进，因为他们所创造的世界确实摧毁了他们。如果他们能升进，整个社会都会变得芳香，就如我所说，像莲花般出污泥而
不染。 这里的人(印度人)对西方抱有十分错误的想法，以为你们(西方人)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西方人)最好告诉他们：「不，
我们并不快乐。」你们拥有的是更珍贵。他们也想跟随你的步伐，这样太极端了。或许有朝一日，你们要回来教导他们霎哈嘉瑜
伽，因为他们在背道而驰。现在他们都想学习英语，掌握英语，想变成了爵士，他们甚至学穿燕尾服，而你要告诉他们最好还是
穿印度服饰！ 我们要既有智慧又合乎情理，必须放弃愚昧的性格。我见到有些人如泡沫一样冒起，你要明白，这是缺乏平衡。当
你平衡，你的成熟稳重便会流露出来。你应该感到快乐。但如果你一直笑嘻嘻，装模做样，忽然说些滑稽愚蠢的话，这都显示你
还未够成熟，你必须成长，在霎哈嘉瑜伽你要成长成熟，若你未能做到，那么霎哈嘉瑜伽对你并无任何益处。这点你要十分留意
。 我希望我能把想说的全都告诉你。 马拉地语：我现在该对你说什么？我刚才称赞你们(印度人)，在他们(西方人)面前称赞你们
。我告诉他们不要表现得像蠢人。我必须告诉你们不该盲目的模仿他们。我们已经拥有非常伟大的文化遗产，必须用心妥善的保
存。看看这些（西方）人，若我们模仿他们，这会是很愚蠢的行为。他们活得不平衡，偏向极端。我在哪里住了十二年，我花了
十二年在哪里，我只想告诉你们别盲目地模仿他们。虽然古老的都是有价值，但古板陈旧的习俗(马拉地语即junnat)却并不好。古
板陈旧的思想概念最近又再出现。例如，我们从穆斯林学会欺压妇女，从英国人学会给予嫁妆。如今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新规则，
按照新规则，我们是不用给出嫁的女儿嫁妆。我们的女儿已经获得一半的财产，女儿应得一半财产的新规则是正确的。但这里的
女儿既不接收也不付出。因此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些习俗。我们的言行要保持谦虚简朴，过着先辈所教导的平衡生活，丢弃
古板陈旧的习俗。仍有许多古板陈旧的风俗习惯缠绕着我们。 例如，我们不应接受婆罗门教士在庙宇里专横的作风。他们愚弄我
们。其二，以神的名义来断食的习俗应该丢弃。我已经多次说过别断食，要吃身体需要的食物，但有人却告诉我：「我们无法停
止断食。」我们学到最腐旧最肮脏的习惯是抽烟。因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我们无法戒掉烟草。把烟草与Mishri (烟草与柠檬一起
咀嚼)—是谁把它们带入我国？”tobacco”(马拉地语是tambakou)这个字从那里来？梵文没有tambakou这个字，它是从外地引进的
。我们早年没有种植烟草，是英国人把它带来。故此我们称烟草为tambakou，因为此字源自英文
tobacco。马拉地语那有tambakou？ 它是从外地引进的。最初穆斯林在我国少量的种植烟草，但英国人却把香烟与类似的东西大
规模地带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广泛的使用。他们也把烟草与大麻出口到中国。我从未听过马拉地语有ganja(大麻)与charras
(一种毒品)这些字。若你想吸食大麻与charras，你会变得像英国人一样。无论给你甚么，你自己来决定吧！ 你会感到很惊奇，印
度以往从未有烟草。梵文也没有烟草这个词汇。引进烟草部分原因是，我要说部分原因是穆斯林把它带来，抽烟却是英国人教我
们的。我们从前不懂抽烟，不懂抽烟这玩意。穆斯林的确有抽少量的烟，但却是近代才开始。事实是香烟和抽烟是在英国人来后
才大规模的开展，他们令烟草「便于使用」。他们以往抽水烟筒，不过那是很难弄的，所以只能少量的吸食。早年伊斯兰教的文
化里已经有这种习惯，但真正的香烟恶习，这个自我表现的恶习，毋庸置疑的是来自英国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也教我们这些东
西。我是想告诉你们，古板陈旧的习俗必须丢弃。虽然古老的是有价值，但古板陈旧(junnat)的习俗却必须丢弃。 马拉地语：我们
(印度人)有穿宽长饰边的纱丽的习俗，这是个好习俗。宽长的饰边象征分际(maryadas，即界限)。穿着寛长饰边的纱丽表示我们
保持在分际内。少女可以穿任何她们喜欢的衣饰，但年轻的妇女，特别是已婚的妇女，应该穿宽长饰边的纱丽。如果你们丢弃这
个习俗，纱丽的艺术会失传，织布者也会失去纺织的手艺。若我们不以旧风格来建筑设计房子，我们会失去古代美丽的建筑艺术
。这些人（西方）喜欢我们的古代建筑风格，不是现代建筑。原因是旧的风格很优美。如果我们胡乱草率的建筑设计房子，这种
优雅的建筑艺术会失传。即使是旧的茅舍建设也比较好。一旦古代建筑艺术失传，便无法挽回。因此，我们必须保留古代艺术的
手艺，因为它很优美。 比如，我们有…有一种称为bugdya的纱丽。现代的妇女连这种纱丽的名字也不知道，因此我们应该穿着自
己纺织的纱丽，它们是很好的。我想宽长饰边的纱丽会比较适合已婚妇女。若纱丽的饰边不宽长，便不适合她们。已婚妇女应该
常穿宽长饰边的纱丽。这不单不是陈旧的习俗，还是很优美的习俗，因为它看起来既美丽又适合女性，温文优雅，让妇女穿起来

显得又高贵又有教养。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不该丢弃我们的文化而变得像他们（西方人）。 我们不应该想学习他们（西方人）
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很崇高伟大。如果我们明白他们的文化如何迷失方向，便能为我们铺平道路，让我们稳步前进。我们
可以学习他们科学上的成就，但如果这样做会令我们丢弃自己的文化，我们会变得像他们一样。他们杀害自己的子女。夫妻婚后
不足两年就闹分手。孩子都留在孤儿院里等死。我们要保存维护我们的社会的美善与仁慈，但我们却去学习吸收他们的短处。我
们先从穆斯林学习，现在我们又向这些人（西方）学习。如果我们吸收他们的污秽，我们的住所怎能保持清洁干净？我们原本是
既清洁又有礼貌，如今我们却向他们吸取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丢弃这些东西并洁净自己。 我已经告诉他们(西方人
)崇拜的重要，你们(印度人)都懂这些事，所以我没有向你们解释。在崇拜时，我们必须有坚信(shraddha)，不应在崇拜时有争执
。谁带领崇拜都不要紧，因为每个人都会平等受益，全依你的坚信而为。你的水罐会按照你的坚信程度而注满。 女士们可以来这
里坐，那里你会感到很热。移向前面，尤其是很躁热的人不应坐在那里。最好坐在…[请让那些女士在这里坐。她们受不了烈阳，
让她们坐在这里，她们是我们的客人。] 移过来这里吧。 如果你在那里放置(遮蔽的)东西，你或许能应付得来。我们至少要明白一
点：所有事都是他们做的，我们也应该帮点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而我们像诸神一样只过来坐下，这不是好事，对吗？你刚
才可以—这么长时间在这里，你为何不放置些东西来遮蔽自己？并不难呀！
来吧。[马拉地语︰请让位给他们坐。]

关于这些。你也来这里,

你可以来这里,

来吧。你们站起来，你们三个站起来，到这里来。那些女士们—我想你们没事吧。你们还

好吧？好，你们后面。你们后面的人可以坐过来这里，移到这里来。[马拉地语︰不是在烈阳下，她们已经在阳光下。我们不如在
这里放一些遮挡阳光的东西…] 那里如何？ [马拉地语︰让位给他们坐。那里有荫凉的地方。坐到前面来，这里有荫凉的地方。请
就坐。]你过来这里，来这里，这里有位，过来这里。女士们不要到那里，过来这里。[马拉地语︰让位给她们坐。]
男士们可以来这里。不，不，你最好来这里。你不如移过来一点？ 我们也要想想自己能安排些什么，能帮什么忙。像昨天他们是
如何处理，如何安排一切—当我走时，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当我回来，他们是如何东奔西跑为我安排。我的意思是，我也
是你们的母亲，对吗？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事情—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怎样帮助他们；每人都应该这样想。[马拉地语︰
这样行了，就这样行了。既然他们没有作任何的安排，还能做什么？就让他们坐着算了。] 你可以移向这里一点, 请你移向这里，
你也可以移来一点。我不想你们顶着烈阳，你会有麻烦。不，他们可以把音响系统移向这里一点。移一点…太阳一旦升上去便没
事了，但…[马拉地语︰坐在荫凉的地方吧，尽可能坐在荫凉的地方。如果那里不荫凉你可以到前面坐。在崇拜时，最好坐在荫凉
处。我总是坐在前面，在你之上。别担心。请坐在我面前。坐在荫凉处比较好。有没有人来念口诀？请叫加文。]
(昨天你没来到我的莲足—你应该来。)

[马拉地语︰这样行了，要不然会很迟。如果没法安排荫凉处，就让他们坐在烈阳下。]

(左心轮与左腹轮都阻塞了。昨天你应该来，我的意思是，你会在崇拜里做事，所以…)
[马拉地语︰这里有没有人念诵口诀？戈拉先生来了吗？请叫他来。他知道吗？ ] (心轮与左腹轮都阻塞得很严重。) [马拉地语︰念
格涅沙颂。戈拉先生还未到。他去了哪里？他还没来吗？请叫他来做崇拜。请以念格涅沙颂来开始崇拜。请现在就开始。] 41:00
Atharva Sheersha 52:45 Shri Mataji: 108 names have you got? So you read it out first name, all right? And then they all should
repeat it. Just tell them how to do it. Sahaja Yogi: Firstly I will read a name like Shri Mata, and we’ll take the mantra: “Om twame
wa sakshat Shri Mat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ahaja Yogi: Shri Mata. Sahaja Yogis:
Om twame wa sakshat Shri Mat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ahaja Yogi: Shri Maha
Rajani. Sahaja Yogis: Om twame wa sakshat Shri Maha Rajani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Sahaja Yogi: Shri Deva Kary Samudyata Sahaja Yogis: Om twame wa sakshat Shri Deva Kary Samudyat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 [108 Names of the Devi are recited. Cut in the video] Shri Mataji:
Don’t close your eyes. Don’t close your eyes. Please, don’t close your eyes. Watch Me. You’re worshipping Me, so no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now. Just watch Me, put Me in your heart. You all must say clearly. Is important. This is all in Sanskrit. Must say
clearly and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All this is in Sanskrit. Say it with your heart. Now you can sing some song… In the end
Sahaja Yogis say: There is only one God and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is the Shakti of God! Shri Mataji: Inaudible. Gregoire: Shri
Mataji says: “It has to be made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but there are many deities, which ar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God”.

1985-1231, 孩童的纯真以及格纳帕提普蕾的存在意义
View online.
孩童的纯真以及格纳帕提普蕾的存在意义 摩诃格涅沙普祭前夕的晚会 1985年12月31日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 我到格纳帕提普蕾来，
带着特别的目的，撇开我到来的目的不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而且让大家都很放松。这样说是有理由的，首先，我
发现这个地方的能量可以轻易地将你洁净。不过你要非常热切地渴望得到洁净。你应有此愿望，否则灵量不会升起。这是非常重
要的一点，你要渴望升进，其他别无所求。
这不是你来度假、放松、享乐和睡觉的地方，你到此处是为了苦修(tapasya)，以彻底洁净自己。

这是一处锡吕·格涅沙的神庙，

不常有人光顾，所以这儿仍然非常的纯净。我想格涅沙原理会在你之内得到觉醒，这个原理是万物之源。 如你所知，锡吕·格涅沙
原理，从很大程度或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称之为“纯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原理运作、实现过程的复杂性和细节问题。

格涅

沙的纯真蕴藏着一种净化人类的巨大力量，使人类变得神圣，变得吉祥。一个格涅沙原理得到觉醒的人，他的存在就是吉祥。这
样的人，无论他何时行动，事物都会朝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变得极其吉祥；没有锡吕·格涅沙的帮助，无法得到吉祥。现在，我们
霎哈嘉瑜伽士都相信这种吉祥；通过这种吉祥，所有事情都得以顺利实现。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来自神的力量——每时每刻我
们都得到大自然的呵护，还有环境和大气的爱护。

但只有当你内在拥有纯粹的愿望——“你必须灵性升进”时，才能领悟到这些。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灵性升进，不是为了享乐或度假之类。 在这里的本地人身上，你会看到这个纯真原理得到很好的唤醒。他们多
么简朴，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日夜不眠不休，但仍然非常放松，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他们就是在那种热情之中，做好这一
切的。 来自格涅沙的第二个祝福是：祂是爱嬉戏的，祂是开心愉快的（prasanna），性格总是那么令人欢喜。祂跳舞，祂会让你
开心。祂有各种办法让你开心。同样地，格涅沙原理在内在得到觉醒的人，性格总是非常令人欢喜，不会拉长着脸，不会有令人
反感，令人不快的表情，性格随和、易理解，很讨人喜欢，你会发展出这样的性格。 但就我在国外的生活而言，我所看到的情况
会很不一样。人们既好胜又好争吵，可以说是过度地使用这种彼此伤害的能力，以致你不得不想方设法完全臣服于格涅沙的吉祥
。 因为所有工具，本应用来传播霎哈嘉瑜伽，或是传播神的爱和神的吉祥，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并使其符合神的意愿的律法，
我们本应以这样一种方式打造我们的工具，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工具打造成绝对有益的。而我们却反其道行之，滥用了这
些工具，糟蹋了工具，并彻底使它们变得不神圣。 因此这是另外一点：在这里，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我们
有什么必要让自己变得不神圣，为什么我们要变得不神圣。当锡吕·格涅沙在这里，我们能够使自己变得非常的神圣和吉祥。 坚信
自己完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坚信自己完美的人不能升进。每个人要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我应当去克服和发现自身的
这些不完美。”只有在锡吕· 格涅沙的纯真之光中，你才能够看清（这些不完美）。 一个小孩子就能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笨拙多愚
蠢，让我们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你一定多次看到孩子们会说这种让长辈们感到羞愧的话，因此，如果我们唤醒自己内在的格涅
沙原理，便会发展出孩子般的性格。格涅沙是极其有力量的，祂是非常有力量的神祇，一位非常有力量的神祇。 因为，假设丢了
一个孩子，比如说一个孩子跑丢了或是在树上某个地方挂着——整个社区都会火速赶去抢救孩子，大家都会去关心。即使在西方
国家，我曾看到，如果一个小女孩遭受折磨，每个人都会担心那个孩子，每个人都会阻止这种做法。也许会有些可怕的人，毫无
疑问，也许这种可怕的人在西方会比在这里更多，但有人会去关心孩子。因此，孩子本身就是从四面八方获得保护的根源。因为
孩子在成长，他们正在成长。每个人都想帮助孩子。 因此，同样地，当这个格涅沙原理在你内在得到发展，你会意识到自己必须
成长，你仍旧在成长中。小孩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学会这么多词语，长大成人后却无法学会了。比如说，六十岁以后，就算
你要学会哪怕是三句话，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孩子正在成长，他的好奇心和求知力也是非常敏锐的，会开始学习更多的内容。
他不会认为自己知道一切。自以为知道一切的人，他们自出生就是有问题的。“我并没有知道一切！我要知道这个，我要知道那个
。我必须知道那个。目前为止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一定见过，孩子们很容易做到。你稍微这样做那样做，他们会立刻跟着学。 因
此你们要做的是明白自己仍处在孩童阶段，你们正在成长。我们必须谦卑下来，必须知道很多。不管必须从哪里知道，我们都要
去知道。这种骄傲自大的想法“我们知道很多”本身对于成长来说就是十分危险的。那也是我们必须摒弃的，应该明白，我们什么也
不知道，但我们要去知道。

许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安心于“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但对霎哈嘉瑜伽却一无所知。有很多这样的

人！特别是女士，我对此感到惊讶。她们对于霎哈嘉瑜伽知之甚少。这太让人惊讶了。 在霎哈嘉瑜伽中，并无男女之分，每个人
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女士的工作不仅仅是唱歌。不，并非如此！她们必须知道有关霎哈嘉瑜伽的一切。她们必须知道都有些什么
疾病，该如何治疗，都有些什么精神问题，这些轮穴是怎样形成的。她们必须了解这一切，了解医学以及心理学，了解上天的力
量，了解这一切的运作。对这种无知将永远得不到宽恕，因为必须由你们来对他人讲解霎哈嘉瑜伽。 第三点是：孩子从来都不是
愚蠢的人，从来都不愚蠢。他决不会做蠢事。然而你会看到很多人在极为严格的教养方式下长大，到了老年会突然变得很蠢，非
常愚蠢。这种现象我在西方国家见得更多。忽然间，他们会努力表现得很年轻的样子，像这样拍手，行为滑稽可笑。我曾纳闷，“
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事实就是如此，我认为他们太过压抑，于是突然想要表现。但孩子们都不会这样。孩子从
来都不是愚蠢的人。相反，如果有人很愚蠢，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小丑！”他们会来告诉我，“他是一个小丑，你知道吗，他不正
常！”或者说“他是一个滑稽小丑！”不管他们知道哪些词语，都会说出来。他们不喜欢这样，开始纳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此
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必须在一种稳定的、能洞察的觉知中成长。不是你在霎哈嘉瑜伽中如何

表达自己，如何做事，而是你在内在如何意识到这一点。 同样以感性的方式，当我说到某件事，我觉得人们并不理解我的意思。
比如我说过，“你们应点上红点（bindis）”可我发现你们还是老样子！至少在这里你们应该点上红点。这是格涅沙的标志。他们不
想点。我已经说了许多次了。我想说，点上红点会花多少时间呢？这样的事很常见，并且还在继续发生。 另外一件事是：孩子压
根就不想衣冠不整。今天，有个孩子去洗澡，正要回来。他的父亲想让他来见我，他说，“不行，我还没穿好衣服，头发乱糟糟的
。我怎能去见母亲呢？”因此他回去了，头上擦好油，穿戴整齐，非常得体。在我们年少时，我们一直都知道西方人衣着得体，讲
究打扮。他们绝不会头发乱糟糟地出现。而这个孩子却会这样说，“不行，我的头发乱糟糟的，我怎能去见母亲？”因此，我们必须
放弃诸如时尚等等滑稽的想法，因为这些都会淘汰，你会掉头发，你会变成光头，看起来很可笑。时尚里面没有智慧。但一个孩
子拥有智慧！他不会衣冠不整地来见我。他会穿戴整齐再前来见我。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的外表是我们内在存有的表现，我
们为此要有所行动，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像孩子般去接受各种事物，如何像孩子般去做事。 若你告诉一个孩子任何事，他都会
听话顺从。不然这个孩子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在印度，如果一个孩子不听话，他们就会狠狠地打他，把他关进屋子里三天，
让他挨饿，把他纠正过来，就这样，没别的。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人对孩子过于严厉。没人会杀死孩子什么的。但你必须非常慎
重地对待你的孩子，你不应让他们变得令人讨厌，邋遢懒散，呆滞倦怠，像那些贪图安逸或没有智慧的人。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
士，你们都要表现得像名霎哈嘉瑜伽士。 孩子另一个特征是他总是直达每样事物的本质，总是直达本质。孩子会看到每样事物的
本质。而且有时他们问的问题具有如此明显的集体性，以致我很惊讶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从来都不会在无关要紧的事
上浪费时间，从不。从不会在无关要紧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谈论无关要紧的事。决不会那样。我从没见过孩子谈论他们的衣着，
他们的席位，或者他们的房屋——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忙于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非常忙，你们看。你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呢
？”“你看，我们正在试着提升机场所有人的灵量，”或“或者我们正在试着提升孟买所有人的灵量”，他们会像那样回答你。

他们都

是很忙碌的人。如果你看到那些觉醒的孩子，他们总是为集体操心。你们的状态应当如此，你们应该像孩子一样时刻为集体操心
，“我该如何帮助集体呢？”而不是担心自己，“我是什么样的性格，我让人印象深刻吗？如果我到人群中去，他们会相信我是个了
不起的人吗？相信我是一个觉醒的灵魂吗？或是我像其他女士或男士那样，到理发店去做各种发型，穿着各种滑稽服装以给别人
留下深刻印象吗？我看起来像一个圣人吗？我的行为像一个圣人吗？”这些问题对你来说应当是很容易回答的。假如你告诉一个小
孩，“你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会说，“我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我不会那样做！” 所有的荒谬都是在他们发展出自我后开始出
现的。他们开始表现得很滑稽，而且在西方，自我会发展得更早一些，在这里则需要些时间。孩子们只接受神所赐予他们的一切
。对于他们来说，警觉机敏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有飞机要起飞，他们会说，“飞机再见。”有船要启航，“再见”，他们对大海说，“好
吧，大海，我们明天会来看你！”一切都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在那里。他们过来，你问他们，“你觉得它怎么
样？”“哦，我们非常喜欢草地，它很好。”他们会告诉你一切，还有所有的细节。多么的警觉机敏！然后他们会问，“哦，你为什么
没做这个？你原本可以放些花在这里，你原本可以做些花，整间小屋看起来会更加漂亮。”他们会给一些建议之类的。对整洁，对
一切都特别讲究。 童年时期孩子们会很早起床。所有的孩子童年时都会早起。这是一件让妈妈们伤脑筋的事。不过，因为孩子们
会起的很早，这就是为何我也会早起。 早起是一种孩童般的行为。因为鸟儿在歌唱，太阳升起来了，天空如此美丽，那么“为何我
还在睡觉呢？”他们会吵醒全家人！但人们不喜欢这样，有时候他们会打孩子，但在印度不会这样。在印度，人们会尽量早起。这
被看作是非常合乎正法，非常美好的事情。即使我们睡得晚，我们也会早起，这是其一，接下来你可以在白天睡觉。但没有人会
睡到早上九点十点，没人会睡成那样。我想说，我有个难题，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想弥补夜间睡眠问题，你可以在白天
睡上一会儿。然后你就会精神饱满。如果你白天睡一小会儿，到了晚上也会感觉很好。 但一个孩子不会想得太多，也不会计划太
多。他会从一切事物中找到乐趣。你可以把他们带到任何地方，比如说，带他们去机场。那里什么玩的东西都没有！他们会在某
处找到一些凹槽，他们会跳进去，躲在那里，在那里玩耍。他们还会利用那些我们认为无用的粗俗东西来玩，他们会利用这些东
西。他们富有建设性，喜欢嬉戏，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在生活中找乐趣。每件事都可以找到乐趣。你看，与人见面，与他们交
谈，这些都应该自然而然，而不是矫揉造作。 我还看到一些人，他们习惯总摆出一种表情，比如微笑或皱眉等等。孩子们从不像
那样。他们的面部肌肉很柔软。他们时刻都会做出反应，时而开心，时而不开心，每种情况，面部肌肉时刻都会作出相应的表情
。没人紧绷着脸。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面部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总是保持一种面部表情。而且如今是你表现得越忧伤，人们就会
认为你越帅气！这下就完了！ 或者有人一直像这样微笑，这很糟糕。或者时刻感到十分不开心。你应当允许情绪的活动表现在你
的脸上。有人告诉我，人们说，“在你的脸上不应显示任何情绪。”我要说，我不能理解！不流露出任何情绪，这种性格有什么用？
我是说，你不是块石头，对吗？ 所有我们应该放弃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我们应当自然地微笑、大笑，以自然的方式与人交谈。
孩子是非常有尊严的。锡吕·格涅沙带着尊严跳舞。祂不会做无关要紧、无意义的事情。在祂的起伏、动作和舞步之中，祂所表现
的只是祂的重心力。祂不会做低俗的事。我们同样应处处都有尊严。我们的行为举止也应体现出尊严。 现在你要评判自己，你在
多大程度上成为了自己内在的锡吕·格涅沙？你纯真吗？你会想着欺骗别人，毁掉别人。比如说，我的电视，我很惊讶！我是说，
我从未想过要毁坏一台电视，毁坏这个那个。这些想法是从哪里进入你们的头脑中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一生都没做过这样
的事。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缴纳所有物品的每项税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毁坏电视，弄坏它，让它看起来
更像便宜货，为什么？你会从中省多少钱？但所有这些想法会进入你的头脑，我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欺骗？我们是
霎哈嘉瑜伽士。我们不能欺骗任何人。我是说，你可以告诉海关，“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允许，我们就通过，否则我们就留下
。”欺骗是一种负面的态度。绝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他们是如此的单纯。 一次我们走到.....，我必须告诉你孩子是多么的单纯，

一次我们走进一个港口，我们随身带着侄子给的两罐奶酪。我的女儿当时还很小，当我们来到海关，工作人员问，“你们带了什么
东西吗？”我说，“我们带了两罐奶酪。”女儿说“是的，是的，我们正打算吃这些奶酪呢。看，我们已经打开了一罐，我们在吃这一
罐！”那个海关人员被她的纯真打动。他问，“这是你们用来自己吃的吗？”“是的，是的，用来自己吃的，我们吃过这罐了。可以吗
？”他说，“可以的。” 你看，简单和纯真本身就是你们的凭证，而非这些狡猾的办法。会有什么事呢？我想说，在电话里我会清楚
地告诉他们，“噢，巴巴（语气词音译），看在上天的份儿上！我会支付所有的关税，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在
那里，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需要做任何事。申报就是了，这个那个。”为什么？我们的心思去哪儿了呢？不要紧的！我
们在那上面会损失多少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多少钱呢？我们拥有什么？这儿省钱，那儿省钱。孩子们不会那么做！不会
，他们不会。 就像我的外孙，他会说，“您为什么要留在这么糟糕的地方呢？伦敦的能量好差！”我说，“你看，你外公要留在这里
赚钱啊。”他说，“钱吗？您要这么多钱作什么呢？您为什么需要钱呢？您为什么不来印度呢？”我说，“你们需要钱呀。”所以当我丈
夫回来时，外孙拿出两便士硬币，说到，“您需要钱吗？拿去吧！现在把它放您头上！您为什么想要有钱呢？”我的丈夫一脸茫然。
“您想要钱，好吧，给您，把钱放您头上吧！”他是个小男孩，你看！

但对金钱的兴趣是后来才开始的。一旦有了钱，我们就开始

关注它，这是在我们长大后才会这样，否则我们不会。所有这些对金钱的兴趣都是在长大之后开始的。金钱对于格涅沙来说算什
么呢？金钱只是祂莲足下的尘土。金子对祂来说是什么？所有这一切对祂来说算什么？无论佩戴金冠或什么都不戴，对祂来说毫
无分别！祂就在那里！祂的头还是那样。出于尊敬，出于崇拜，人们也许会献给祂金子或任何东西，只是为了自己感到满足，这
是可以的。但对祂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任何一个真正的孩子都不会从他人那里接受任何物品，什么都不会。但如果他接受
了，他会想，“我该怎样归还呢？”总是这样！我知道我的外孙们都这样做过。如果你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会做一个心形卡片，里
面工整地写上字，当我从浴室出来，他们会给我那个心形卡片，你看，写着，“为这为那，非常感谢您”。

但我们长大后，我们甚

至会忘了感谢他人，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应时刻评判别人，“那个不好，这个不
好，本来可以更好！”我们从不会想，“这个是送给我们的，太感谢了！”数一数你们所得到的祝福。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不会这样
。假如你给他们一个小物件，他们会保存着，“这个是外祖母送我的！”我在我的外孙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最大的那个外孙女，当
她还很小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件小纱丽，很小的一件，是给她穿的。然后，当我去到那她里时，她说，“您看，外祖母，我要告诉
您一件严重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您看，您送给我的纱丽，我很小心地保存着，但我的妈妈却拿它开玩笑！”我问，“怎么了？”“
您知道吗，她不把纱丽送给任何人，却展示给一些人看，她不应该给人看的！”说得好认真！ 他们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的甜美，那么
的动听。比如，有次我送给她一个温蒂屋(供儿童玩耍的小游戏屋)，她把它装扮得非常的漂亮，她叫来她的妈妈，“我为你布置了
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快进来吧！”我的女儿相当高大。走进屋子对她来说有些难度。她走进温蒂屋，坐在那里，说到，“哈！那么
你有什么给我吃呢？”外孙女说，“妈咪，当你去别人家时，你不能说这样的话！”然后我女儿大笑，她笑得太厉害，把外孙女的整
个温蒂屋给弄塌了。于是我的外孙女走了出来，对我说，“外祖母，您没有好好地教育您的女儿！首先，她来到我的房子，问些可
笑的问题，然后弄塌了我的房子，您会对别人也这样吗？”他们是多么的纯真和简单呀！我可以给你们讲我所看到的像那样的很多
事情。孩子们说话和表达的方式等等，是那么的单纯美好，那么的有集体性，那么的动听，我们也应如此。 另一点是，孩子没有
任何恐惧。他们没有任何恐惧。格涅沙完全没有恐惧。同样地，你们应该无所畏惧，完全没有恐惧，不应有恐惧。既然你的母亲
与你同在，为什么你要有恐惧呢？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好害怕。”“我不能做这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孩子们从不这样，
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会尝试每样事物。你们应该无所畏惧。我都不知道恐惧是什么。同样地，你们也应无所畏惧，对一切都不
要害怕。你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不能做坏事。如果你做坏事，恐惧会使你退缩，它会在你身上起作用。但是不要做坏事，为人
要坦率，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没什么能伤害你。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每个地方是如何为你作好准备的，每个人是如何照顾
你的。有这么多的神祇在为你解决问题。但你们要非常小心，不要产生这种恐惧。因为恐惧让你偏向左脉，一旦你偏向左脉，你
们知道左脉的问题——首先是——你违背了格涅沙。格涅沙驻守着左脉的根基。于是你会患上癌症，会出现所有这些问题，接二
连三的恐惧，还有情绪问题，所有这些都会相继出现。 在情绪上，你应当洋溢着喜乐。喜乐是你的情绪。在行动上你应当无思虑
。在灵性升进上，你应当交托顺服。仅此而已，非常简单，这三个口诀非常简单。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就是那样的状态。 今天
，在锡吕·格涅沙的山脚下，我们必须考虑唤醒我们内在的锡吕·格涅沙原理。为此，我们必须冥想。我们要好好考虑下这件事情，
我们要对此投入时间。实际上，如果我是你，我也许根本不会睡觉，我会去海边，坐下来，一直冥想！ 在打开顶轮之前，我有两
个夜晚都没合眼，我只是独自一人，独自坐在海边，整夜都是一个人，用了两个夜晚把顶轮打开。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总考虑
自己的舒适，我们为这样那样的事考虑。不应该这样！你们在这里！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感到累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我们
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疲倦及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到这里来对于你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我之所
以把你们带到这里，主要是因为它会突然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提升，而且你们也许会升进得很高。否则，我也许真的无法安排这种
可能的升进。 许多印度人以前甚至没有见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他们很惊讶，在印度我们竟会有这样美丽的地
方！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感受到了所选地方的美丽、吉祥和智慧。这个地方多么可爱，多么美丽。但我希望能够在你们身上看到
这个地方对你们的影响。 现在你们可以去吃饭。我们有位非常慷慨大方的先生在为你们做饭。你们要小心，不要吃坏身体！特别
是那些还要跟着我们继续活动的人。要非常小心！他们非常的慷慨大方，我弟弟和这位正在为你们做饭的先生——他们两位在比
赛谁更慷慨大方。因此你们要小心哦！
现在，只有来自国外的瑜伽士以及非素食者可以先去用餐，然后是素食者，之后我们会有一些音乐活动。就这样安排。

明天早上，我期待你们早上五点左右去冥想，然后在大海中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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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锡吕‧格涅沙。格纳帕提普蕾(Ganapatipule)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祂是摩诃格涅沙在三角骨里的格涅沙变
成摩诃格涅沙宇宙大我的摩诃格涅沙，即是脑袋意思是这是锡吕‧格涅沙的宝座锡吕‧格涅沙在这个宝座掌管纯真的原则你们都知道
，它是处于视神经床后面的位置他们称呼它为optic lobe是眼睛纯真的给予者当祂降世为基督在前面这里，在额轮祂清楚的说︰我
们不能有淫邪的眼睛。这是很精微的说法人们不明白不明白通奸的意思通奸这词泛指不纯洁眼睛的任何不纯洁，我们都不应该有
要做到是很困难的祂并没有说你要得到自觉和洁净你的后额轮只是很简短的说我们不应有淫邪的眼睛人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祂不被准许活得长久实际上祂公开只活了三年半所以无论祂说了些什么，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你不能有淫邪的眼睛若有纯真
，就没有淫邪意指没有不纯洁例如，藉由你的双眼你看到一些东西，你想拥有它我们便开始想思绪就像链子一样一个接一个跟着
我们陷入可怕的思维罗网变成这些思绪的奴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的双眼转到一些非常粗糙把我们拉下的事物上锡吕‧克里
希纳曾经说，意识之树是倒生的它的根在脑袋里树枝却向下生长物质取向的人向下生长向着神性的人则向上生长，向着根生长根
的主体部分，他们称呼为主根主根是纯真，是锡吕‧格涅沙祂在格纳帕提普蕾变成摩诃格涅沙在这里祂被父亲原则，海洋的导师原
则海洋，印度洋所包围就是这样，在这里，祂变成导师当一位霎哈瑜伽士建立他的锡吕‧格涅沙原则他仍是小孩子当然，他的双眼
变得越来越清纯越来越有力量和越来越闪亮你必定看到当灵量给予你自觉时你的双眼开始闪亮眼内像有火花般你可以制造火花因
为自我，它被遮蔽因为自我，它变得盲目因为超我，它被眼泪所遮盖当双眼变得清晰你看到眼睛的漂亮格涅沙藉由你的眼神而闪
耀注意力开始藉由锡吕‧格涅沙神庙的窗户而流通当你成熟你变成摩诃格涅沙当摩诃格涅沙被建立你变成一位Satguru你变成一位
神圣的导师，你可以教导别人就算小孩也可以做到有些成年人或许仍很愚蠢这是无关年龄，肤色，教条或阶级这是大家随时可以
到达的状态就像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有格涅殊哇文集(Gyaneshwara)祂在很年青时创作了伟大的格涅殊哇文集就如你昨天
看到在十二岁时，Gourkhnath建立了他的摩诃格涅沙若你不想升进就算你已经一把年纪你仍是处于同一状态所以成熟是一个指标
在这里，在格纳帕提普蕾，锡吕‧格涅沙是在祂完全的，成熟的形相所以我们内里也发展了摩诃格涅沙我们的眼睛变得纯洁，有力
量和神圣若妥当地成就我可以肯定你们都可以在内里建立这个状态今天我们来到格纳帕提普蕾，这是有很大的意义在Asthavinaya
ka(八个锡吕‧格涅沙的天然圣石)这是摩诃格涅沙的地方摩诃格涅沙是Pithadhish(所有pithas的总督)祂是坐在这pitha祂保护所有格
涅沙的天然圣石祂拥有所有Omkaras的知识因为祂已经到达Guru Tattwa(导师原则)若你看看四周看看海洋，是那么漂亮和清洁把
格纳帕提(Ganapati)的双脚清洗因为海洋代表导师原则以这导师原则，它清洗锡吕‧格涅沙的双脚这是必须发生在所有霎哈嘉瑜伽
士身上向格涅沙的赞誉(stuthi)已经做了，跟着锡吕‧格涅沙被建立之后藉由摩诃拉希什米原则你必须变成摩诃格涅沙这种状态，小
孩子，大孩子年长的人，女士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若你们的行为正直以马拉塔语来说，我们称呼这为Saraliya，或他们说的A
bhodita或纯真，当我们内在吸收了它我们便可以到达导师原则任何一位导师，若没有这种正直和纯真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位导师只
能是一个假导师一个人，他的注意力常常放在上天的力量只有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导师常人的注意力是扭曲的是不洁净的。为此基
督曾说︰你的眼睛里必须没有淫邪意思是若你把注意力放在某些事物我们开始胡思乱想，奇怪的念头在我们脑海中出现就如我可
以怎样买到这东西我为什么得不到这东西另一些思绪是为什么和不为什么若你看到某些事物，然后开始思考我们便知道自己还未
跨越额轮无论你看到什么，你必须变得无思无虑特别是如天堂般的财富和昌盛那里有无数的神和女神最少在看到祂们时，我们变
得无思无虑当我们到达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我们的注意力不再被扭曲扭曲的思绪不再出现扭曲是怎样影响你们就像基督所说︰我
们不应有淫邪的眼睛它们必须很清纯，像阳光一样当阳光照射在树上，它不会吸收污垢只会滋润和养育树木，不单如此它还给予
树木力量同样霎哈嘉瑜伽士的眼里必须有闪光他们有能力在全世界创造一个非常清纯的环境在每一处，清纯的环境是我们今天需
要的因此平和，喜乐和上天的力量可以遍布全世界只赞颂锡吕‧格涅沙未必足够锡吕‧格涅沙必须在我们内里被唤醒祂必须进化到摩
诃格涅沙的状态只有到达摩诃格涅沙的状态我们的国家才可以得益，藉由我们的国家其它国家也可以从这状态得益我们将带领别
人但若我们不肩负这责任我就说不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请把你眼中的所有淫邪移走为此，霎哈嘉瑜伽有Nir
vichara(无思虑的入静状态)的口诀不要容许思绪控制你若思绪涌现说︰「yen

neti

neti

vachane」(它不存在)或说「kshama

keli，kshama keli」(我原谅，我原谅。)那么思绪便会被摧毁当到达无思无虑的状态扭曲的思绪便会停止每一个人都必须尝试你的
眼睛并不淫邪︰若因为你的眼睛而令思维扭曲我便不想要这双眼了。」，圣人Tukaram说︰「还是盲目比较好。」一方面盲目比
有扭曲的思维好当然最好还是有内在的眼睛去看神圣当这两个原则走在一起我们便可以说霎哈嘉瑜伽士已经到达导师原则我祝福
你们，在格纳帕提普蕾摩诃格涅沙的地方，藉由祂特别的恩赐你们全都可以很快的到达你的导师原则他们首先念诵锡吕‧毗湿奴的
二十四个名号那么中脉便会打开跟着你念诵Shri Sukta是唤醒你内在的力量跟着你念诵母亲哥维(Mother Gauri)的一百零八个名号
在崇拜后，在崇拜结束后我们要做一个我们有十一个毁灭力量我们向这十一个毁灭力量做火祭因为摩诃格涅沙是统治者是十一个
毁灭力量的统治者，所以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献身和虔诚去做我提议先完成这个崇拜你可以吃一点食物跟着我们再坐下做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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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都享受留在格纳帕提普蕾。问题是我们未能安排在你居留的地方附近煮食，所

以你们要走很远的路。我想步行也不错，对你们很有帮助，对腹泻和其他毛病都有帮助。 事实上，我到过这地方，却并未到过酒
店和居住的地方。我告诉你，有人把一亩地捐给我，免费的，是在另一面海边附近的地方，真的很漂亮。请你们每人都要寄一封
感谢信给他，我肯定明年必定可以安排得更好，以更合群的方式来安排。

你们也知道，跟着的行程会是经浦那、Rahuri

和

Akluj。这些地方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先祖曾经统治过Rahuri，所以这地方很有力量，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Devi bhakta
s(女神的虔敬者)。还有所有的Naths，像Machhindranath，Gorakhnath，所有被称为avadutas已进化的灵，伟大原初导师的降世
神祇，都曾在这地区工作，是祂们最先公开的谈论灵量。你们也知道，被称为Punyapattanam的浦那，长久以来都是神圣的地方
。跟着你会到一处称为Nira的河流，它是以我的名字命名。我们购买了很多在这河流附近的土地，会用作耕种。你也看到你早晨
沐浴的Bhima河，你会享受这河流。 他们会邀请你到这里的一个宴会，一个二天的盛大宴会。这就是我为甚么不来的原因，因为
期间不能有任何讲座，你们在这里都会很享受，跟着你会到一处很有趣名为Wani 的地方，这是一个山区车站，很漂亮的，哪里还
有一个水坝，跟着你们便回来。我要争取这个机会与你们谈话，因为我很少能有时间与你们谈话。 外在的事物都应是用来滋润你
的升进。你必须看到自己内在有多少成就，你发展了何种品格，你有多不执着，多合群，多慷慨，要让人看到你这些质量。你要
评价自己，不要叫他人评价你，你有多平衡，有多智慧，因为所有这些令你好好安顿下来，给你平衡。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年
能这样，我认为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感到大家能量上的分别—即使在格纳帕提普蕾之前直到现在—都有极大的差别。事实上，我
是从你哪处取得凉风。 所以升进是你们最关注的，也是你们全部人最关心的。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升进，我知道必定有很多困难，
很多不便，有些人还矖伤了皮肤，我很抱歉。在这个国家，极端的行为是被视为不恰当，所以你们要避免极端的行为。做得过分
实际上是偏向右边或偏向左边，所以请你们做任何事也不要过分。就如你们或许很喜欢在Bhima河沐浴，在浅水里沐浴是很好的
，但你们不应到深水处。我因此有些担忧因为它是静止的，你们仍要明白怎样控制自己，不要到危险的地方。除此之外，对你，
对整个霎哈嘉瑜伽运动，也对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若你出事，我会既担忧又失望。 重要是你要保持在中央，任何事也不要走向
极端。若你在中央，每个人都会尊重你，若你走向极端，他们会以为你有些不对劲，基本上是你不对劲，整个讲座也会被你弄糟
。我的意见是你要保持在中央，任何事也不要过分，一切都要保持正常的状态。因为像这样出门远游，你们都要大费周章，面向
太阳。现在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寒冷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还能做些甚么，我是说我们要以最理想的组合取得成效。 很抱
歉那些被矖伤的人，因为要医治他们，所以我迟到了，讲座也因此要延迟、延迟、延迟。我是说太过分了，不要再这样了，请不
要再走在太阳下，没必要这样。你已有足够的太阳，太阳融化了你的脑袋，令这个国家的人疯癫。若你们走在太阳下，最终都会
变成疯子，脑袋也必定有某些事情发生，所以还是完全不要走在太阳下比较好，就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只一会儿就行，不要坐
在太阳下。这是很吸引，我知道，因为你不能取得阳光，但这房间每一处都充满阳光，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坐在太阳下。坐在太阳
下可能为你带来麻烦，因为Akluj的太阳是太猛烈了。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未必能与你们同行，所以请好好照顾自己，这是你们
唯一可以为我做的事情。 你必须要静坐，必须为升进而忧心，不要随便把自己的东西四处放，要小心。我很高兴他们在摩诃拉希
什米庙宇里对你们那么欣赏，他们尊重你们，给你们oti，他们真的很可爱的接受你们，接受你的个人风格，接受你进入他们的小
区。他们还说︰「我们分辨不出谁是印度人，谁不是。」因为我想在格纳帕提普蕾，或许你们的皮肤变得没有那么苍白，他们说
︰「我们分辨不出谁是谁。」那很好，现在事情正在成就，我们的性情品性越来越相似。 至于崇拜，之前已有三个崇拜，第四个
是在格纳帕提普蕾，这里也有三个崇拜。这三个崇拜，我可以肯定会是更安静，更有成效，事情会更好。若你有任何问题，可以
告诉我，我们可以安排。但要紧记，不要让自己疲惫不堪，不要挨饿也不要过饱。任何极端的行为对这个旅程都是不好的。因为
我想第二组人会比我们之前成就得更多。所以第二组人要尝试保持正常的生活，多放注意力在灵，在升进上。 最后，好消息是你
们很多人都想订婚，我很高兴他们可以在浦那或Rahuri订婚。对想订婚的人来说，这会是个好主意，若有任何人仍想结婚，请告
诉我，我们或许能在Rahuri作一点安排。但最好还是那些想订婚的人，这是很容易办到，这会是个好主意。任何人想订婚，在离
开浦那前，请让我知道。 现在若有任何问题，或你想说些甚么，请说吧，因为我不会再有机会与你们交谈，现在这里很少人，否
则，在崇拜里常常…在浦那，人数最少有这里的五倍。
问题︰她想知道怎样令注意力安顿下来，怎能进入深层的入静。

是？她说甚么？注意力不妥当？甚么？甚么？
重点是你放注意力在哪里，你要多放注意力在周遭…。你要明

白，在静坐中，你先要讨论这些，还有很多人可以告诉你，他们会把它成就。第二，你的双眼最好是看着大地之母，最好是全神
贯注在大地之母上。当你走路，要看着大地之母，当你与任何人交谈，也要看着大地之母，你自会明白，你所吸收的一切都会比
较好，你的专注力也较好，对吗？ 想想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注意力是很好的，你渐渐的安顿下来。我想大部分第一次来的人都会
感到，在开始时把注意力稳定下来是有点困难，但你慢慢会做到。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先放在一些小事上，琐碎的事情上，例如我
要坐在地上，或你要坐巴士来，或是某些你在某处看到的不洁的事情。我们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别人的缺点，漏洞或不洁的事情上
，因为注意力本来就是这样。跟着注意力开始放在漂亮的地方，小小的事情你开始看到它漂亮之处，一些琐碎细微的事情你开始
看到上天。这个时候你便知道你的注意力享受一切。 通常我们的注意力，特别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事情上，这里有任何

漏洞？我们开始评价每一个人，评价每一处地方。看看这里，若你坐在这里，对我来说，这地方真的很美妙，对你，可能这些只
是一些劣等的事情，你们只会想着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它是很漂亮，因为我看到这件漂亮的纱丽在这里张开，花朵安排得很漂
亮，很美丽的花艺，是那么的特别，还有这个背景，一切都是做得那么仔细小心。他们怎样来到这里？怎样把这些东西系上？这
是很不凡的。我一想到所有这些事情，便会感到极之喜悦，我的孩子很辛勤的工作，把这里布置得很好，这是非常好的，他们是
怎能安排得那样好。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些，令我感到很振奋。我看不到劣等的事物，看不到其他。无论你看到甚么，你的注意力
便在哪里。 所以尝试看一些美丽的事物，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看。我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孩子的心，他们真心实意的做
这些事情，不是吗？若你有深度，你便能看到他们是怎样甜美的张开纱丽，怎样把花朵撒开，怎样做这些事情。是注意力，注意
力放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是︰「我怎样可以舒适点？我要拥有这些，我要拥有那些。」你便没有喜乐。喜乐是来自你深层的看
到他们为我们做了些甚么，他们是怎样为我们工作，怎样为我们带来物品，怎样以爱心为我们烹调食物。毫无疑问，相比他们，
你甚么也没有做。你真的像王室人员那样走动…他们必须要这样做，特别是格纳帕提普蕾是一处很艰苦的地方。人们要老远从那
格浦尔来，五十人来这里为你们煮食，钱不是万能，即使你想付钱，也办不到。是爱心，是感情，是注意力，是慷慨热诚的照顾
客人。 我们必须享受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是那么享受，这就是你的心怎样变得越来越有深度。但若你的心是扭曲的，只看
到错事、坏事，或类似的事情，或对一些事情︰「我该买些甚么？我该买些甚么？」只是这样，你便是昏了头。若你真心的想买
些好东西，你便能找到你想买的，也可以很快的买到。当我昨天为所有中心购物时，我想这个价值的东西只需一卢比，我很快就
能为所有印度的中心购买到需要的物品。因为是为他们购买，我会更好，若是为我自己，我想我不会办得那么好。你会很惊讶，
我从不为自己购买甚么，我没有时间，你们已经给我很多东西，我不用再购买甚么。 这是你怎样对待事物，怎样办事，怎样把事
情成就的方式。昨天我到过的商店是充满芬芳，哪里的一切都有香气，每个人都嗅到，原因是我享受一切，享受为别人办事，不
是别人，谁是别人？对我来说，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别人。我是为自己而做，我的更大的存在体，更高的存在体。你就是要这样看
待事物，对吗？那么你便会享受。
锡吕‧玛塔吉说马拉地语︰(*我现在要对Sangli人说，我们很久以前曾在这里作过一个崇拜，最近也有一个崇拜，在Sangli

的报章

里有很多报导，因此有很多工作已经做了。霎哈嘉瑜伽能在这里建立，因为氛围很美好，很宁静。这里所有人都准备帮忙，所以
我想给Sangli人一份小礼物，请他们要接受，这是我的请求，还有另一份礼物，但仍在市集里，当礼物到达，我也会送出，谁想
要它？*) 我买了很多东西，但仍未送到，所以我先给他们一件东西，(*把它带来，现在吧。*)这位霎哈嘉瑜伽士是他达先生，他是
这里的高级官员。是他做的…这位是马力先生，他是区域…我能说区域吗？他是这里的区域农业部长，管理整个区域的农业，他
在1975年得到自觉，被派来这里，因此他参加了崇拜，他的家人也在这里。他达先生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请为他鼓掌。还有耶
达先生，他是出版报章的，耶达先生，请为他鼓掌。 他们都位处高位但仍很谦虚，只看看，他是这里的总管，他是工程师，管理
这个地区的所有农业活动，他是负责的官员，另一位是报章的编辑。 当人有自我，他们没法与周遭有任何联系，他们不明白自己
的程度，就如你推一个气球，它会升上天空，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充满空气的气球，这就是为甚么称呼这为自大，明白吗？
所以有实力的人，经过实质的训练，实实在在的成长，他们不会跌进自我的陷阱，他们不会跌进这种陷阱。他们先变得很谦虚，
学习，更谦虚，再学习然后更加谦虚。就如牛顿曾经说︰「我像个小孩子，在知识的海岸收集小卵石。」连牛顿这样的人也这样
说。现在我发现，很难找到像牛顿这样的人。那些在西方很有学问的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他们的言行举言都很谦卑，你
可以看到他们是很谦卑的人。谦卑是知识的征兆。当树木负重，它会垂下，当它负载满果实，它会垂下。同样，有知识的人会垂
下，会很谦卑。 马拉地语讲话︰(*今天的崇拜真的很重要，因为今天要敬拜摩诃拉希什米。在霎哈嘉瑜伽，摩诃拉希什米的重要
性是其他力量没法相比的，因为摩诃拉希什米是我们称为中脉的力量，她在中脉里，透过她副交感神经得以启动。要令摩诃拉希
什米力量强壮，在我们的进化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中重要的事件是摩诃拉希什米的降世。摩诃拉希什米曾多次降世，她很有勇气
，以人类的形相在这个宇宙出生，做了很多工作。 没有关于摩诃拉希什米的这些降世神祇的资料是很令人惊讶的，没有人曾深入
而详细的描述她。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是建基于拉希什米原理，即是说拉希什米的母亲是摩诃拉希什米，应是说，拉希什米的母亲
，意思是当拉希什米降世为人类，她很平衡，女神形相的一位女士。她是那么平衡，因此她能站在莲花上，手上拿着两枝莲花，
一枝是粉红色的，莲花代表温柔。粉红色的莲花代表这个人是lakshmipati，他会拥有拉希什米，这个人的性格会有这种粉红色，
意思是他性格很可爱，不是干巴巴的人。 其二是若你看到莲花，即使蜜蜂来到，牠也能在莲花里找到安身之所。蜜蜂有很多刺，
即使是这样，牠也能在莲花里找到安顿的地方，即莲花也欢迎牠。因此，拥有拉希什米的人会欢迎每一个人，无论是怎样的客人
。他要让每一个人感到舒适，不论是大人物或小人物，他们按照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照顾他，平等的招待每一个人。 其三是—(锡
吕‧玛塔吉的双手︰左手付出的手势，右手保护的手势)—意思是我们要慷慨。若他不慷慨，他就不是lakshmipati。Danat(慷慨的品
质)是一种很令人喜乐的质量，这种喜乐不能与购物带来的喜乐相比。任何达到慷慨力量的人，我想这个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
已经到达人类进化的顶点。我们必须能慷慨。因为拉希什米以左手付出，同样，一个lakshmiputra(拥有拉希什米原理的人)的人也
要以左手慷慨的给予，即使右手不知道。以左手给予表示毫不费力很霎哈嘉(自然而然)的给予。一切欲望必须只是慷慨。这个世界
真的有很多物质的事物，我认为一切事物唯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给予别人甚么。透过慷慨，我们能表达我们伟大的心，能表达
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温暖，这就是为甚么物质是那么重要，不然，一切物质都毫不重要。

天然圣石(swayambhus)有很多身分，

在霎哈嘉瑜伽，最重要的是摩诃拉希什米的身份。藉由她的恩典，我们的灵量能有通道上升，或她赐予升进的渠道。这渠道，摩
诃拉希什米的渠道是高于拉希什米原理。右手，就像这样，这只手是保护的征兆，它有双重意义︰庇护，庇护每一个人，这只手

保护每一个人。在现实里，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Lakshmipatis令每个人感到有压力和恐惧，相反，拉希什米只是安静的站在莲
花上，完全没有卖弄自己。否则，人们会要求汽车，要求这个那个，去炫耀他们很富有，高人一等。 另一方面，她没有给人重量
或压力，她很轻巧的站着，那么优雅，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真正的lakshmipari只会坐在某个角落，充满自信安静的坐着，安
静的离去。即使他想付出甚么，他也只会付出后说︰「锡吕‧玛塔吉，这是我的捐款，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无论如何你也要接受
，我在你莲足下给予我的捐款，就是这样，这再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当我告诉他我不接受捐款，捐款是给信托基金(因此捐款者
名字必须透露)，他会说︰「你可以以任何名义捐赠，我不会反对，我把捐款给你，我不想透露我的名字，我不介意你向税务局透
露我的名字，不然，我不想透露我的名字。」他谦卑地请求不要透露他的名字，这个人才能称得上为真正的lakshmipati。 拉希什
米的右手是像这样向上指的，意思是你的注意力要往上，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当一个人成为lakshmipati，他的注意力会是这样
︰「我现在成为laskshmipati，但现在，我可以怎样到达神？」当人到达这个层次，他便拥有财富，拥有很多财富，变得富有，但
却感到内在并不富足，我们可以说他内在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已经被唤醒。透过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灵量被唤醒，当灵量被唤醒
，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说︰”Udo，Udo，Ambe”。即「神圣的灵量，请你醒来吧。」我们在摩诃拉希什米的庙宇中这样说，因为她
只能通过摩诃拉希什米的渠道才能得到唤醒，她在摩诃拉希什米渠道被唤醒，跟着她穿过在其上的所有轮穴，升上来，穿透顶轮
。 让我们看看摩诃拉希什米曾以多少位神祇的形相降世。首先，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与导师非常接近，一种很多爱和纯洁的关系。
若你从最初开始看，所有原初导师，她以女儿或姊妹身份出生。就像阇拿迦(Janaka)的女儿是悉旦，她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形相，
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原理，悉旦是摩诃拉希什米，她是阇拿迦的女儿。接着是那纳克(Nanaka)的妹妹—Nakaki，她是摩诃拉希什米
，她是位妹妹。同样，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她是摩诃拉希什米。她之后是罗陀(Radha)，罗陀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形相
。她之后是玛利亚，玛利亚是摩诃拉希什米，她的关系是纯洁的。她是那么纯洁，她以她的纯洁生了耶稣基督，所以她的形相是
纯洁的处女，因为她的纯洁，她是处女的形相，她有纯洁如耶稣基督的儿子，所以她也是摩诃拉希什米。 因为这些摩诃拉希什米
的降世神祇，我们上层的轮穴得到修补，意思是罗摩的轮穴在心脏的右边，她在这里的形相是悉旦，她在哪里的形相是罗陀，而
她在这里的形相是玛利亚。在这个位置三个轮穴相遇，这就是为何摩诃迦利、摩诃拉希什米和摩诃莎娃斯娃蒂这三个力量相遇。
当这三个力量相遇，它们构成一个力量，即太初之母。太初之母住在顶轮里。有人说，在顶轮，太初之母的形相是摩诃摩耶—太
初之母存在着，她的形相是摩诃摩耶。因为这三个力量就是太初之母以摩诃摩耶的形相出现在这个世界，她能渗透每一个人的顶
轮。你们也知道，她就在你面前，你全都知道，我不需要再说甚么了。 就是这样，由于摩诃拉希什米，太初之母降世，她拥有摩
诃迦利、摩诃拉希什米，摩诃莎娃斯娃蒂这三个力量，她内在拥有这三个力量。只有透过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我们纯粹的欲望—
那是安巴(Amba)，实际上是摩诃迦利的力量—才能被唤醒，她能办到。这就是为甚么太初之母是很重要的，因为透过这三个力量
，即使万事俱备，最后的工作仍要去做，所以需要太初之母，即是说要透过这三个力量事情才能完成。即使我们能轻而易举的办
到，能很轻松的得到，我们仍要很努力的工作，否则事情是没法做到。它是颇为困难，若只有太初之母能做到，就不需要有这些
混乱了。 你必须辛勤地工作，我要有你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任务。现在在台上的是你，不是我。你可以拿取我的力量并且运用它，
你要知道自己已在台上，所以你是值得受敬拜，你是很特别的，我又怎样？无论我拥有甚么力量，我已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拥有它
，对我这力量毫不特别，但你必须运用它，必须接受它，必须达成它，并且要掌握它，这是太初之母的真正欲望，是她纯洁的欲
望。为着这纯洁的欲望，她每时每刻都很努力，而你们只是赚取它，成就它，以爱接受它，迎上前，你已在进步中。对我这是极
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令我忘记一切，忘记我过往受过多少苦，在过往很多年，我受了很多苦。悉旦要受多少苦楚，罗陀要受
多少苦楚，玛利亚要受多少苦楚，我忘记过去，我感到过去好像从未发生甚么，无论现在发生甚么，都会是很特别的。 这些降世
神祇，我们要记着，摩诃拉希什米降世为人类—人类的形相。女神摩诃迦利从未以人类的形相降世，她的形相常常都是女神，以
女神的形相出现是很容易的，但以人类的形相出现却是困难的任务。像人类般奋斗，像人类般生活是很困难的，受人类的局限来
生活更加困难。是诸女神以人类的形相来完成所有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能享受她们过往工作的祥瑞成果。 在格纳帕提普蕾所做的
伟大工作是值得写入历史，很伟大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每一年都会继续发生，我热切期望能继续这样最少三年
、四年。若这能发生，你们对这些工作也会有点概念，我们从格纳帕提普蕾开始，完美的到达顶轮，所有这些是那么aditi(原初)，
没法用言语来表达，你们全都要接受，接受属于我的一切，这是我唯一的纯粹欲望。当这样能成就，我甚么都不想要了。*)

(*就

像这样—放一点东西在双脚下，放红粉在双脚上，放红粉在脚上，叫一些人，一些妇女来。拿一点东西，为双脚放点红粉，下面
要更多，现在叫人来，叫女士吧，来吧，来吧。
来吧，拿一只匙，也拿一个碗，拿那个边沿有曲线的碗，在这里，叫女士来，拿一个碗，坐下，拿碗来。 你来，你来吧，让女士
做崇拜，我会告诉你该怎样做，让他们来做，不要触摸它，不要用手触摸，小心点，你甚至不能触摸碗，不要用手来触摸，拿着
边，只拿着边，现在放下，说Shri

Sukta，念诵格涅沙颂(Atharva

Sheersha)，说吧，放下，放下。

开始念诵口诀，这是对的，让他们来做，不要用手，拿着这里。
现在是，所有男士都在这里，先把这个移到这里，告诉他们清洗我的双脚，倒水在脚上，清洗它们，念诵Shri
Sukta，放…移开它。

不要用手，移开这个，在这碟子上。*)

这红粉很好，因为它有生命能量，你们都拿一点(*与一只匙一起给每个人*)迟一点才拿。
你妻子不在这里？

你来吧，留在这里

(*拿水来，现在男士可以来

不要用手触摸，只拿水来，不是热水，现在你要等两分钟，当女士来了，我们会叫你。

用碗来倒。 崇拜要很宁静，很平和的来做，这样便不会出错。 现在你明白我们不用「贫穷」这个字句，”alakshmi”，即不是拉希

什米原理，他们不会说”daridrya”(贫穷)，他们不说摧毁(贫穷)”daridrya”而说”alakshmi”。你看这是多精微，全都不吉祥，不是拉希
什米原理，全部—它涵盖的范围很大。这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才写出来，清晰和恰当的思维，你看看它的生命能量。 噢！不是这样
，之前它有水，是吗？现在来做，我们做些甚么，现在已经发生了。这是我说的，现在把它倒下，现在没用了，没有分别了，现
在像这样做，听我说吧，把水倒在我的双脚，把它放在旁边，不要触摸到水。*)
它从Kamal到Vishwa，不是二者之间。(*你明白吗？
*)对摩诃拉希什米的描述是她喜欢莲花，也喜欢宇宙，不是两者之间。(锡吕‧玛塔吉不停的笑。)
(*用手来擦，现在念诵108个名号。你们还有甚么是摩诃拉希什米？*)
你们要明白，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变成Viratangana，即觉醒(buddhi)，脑袋—知觉，我们应该说，她变成Narayani
Shakti，或Viratangana是宇宙大我在脑袋中的力量(*所以最后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
*)某程度上，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Tattwa)。 (*现在她成为摩诃摩耶，因为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她成
为摩诃摩耶。当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升起，她变成摩诃摩耶。意思是对女神—摩诃迦利和摩诃莎娃斯娃蒂，她以此作为掩护，变成
摩诃摩耶，意思是这是宇宙大我，克里希纳的戏法。成为摩耶(幻象)是克里希纳的戏法，上天的摩耶(幻象)，摩诃莎娃斯娃蒂和摩
诃迦利，当这二个力量和摩诃拉希什米相遇，便构成摩诃摩耶，摩诃摩耶的形相便彰显出来。因为有聪明才智，万事俱备，是透
过克里希纳戏法而发生的，像克里希纳，克里希纳的力量。女神迦利或其他摩诃迦利的降世神祇，每个人都能看到，她没有任何
隐藏，你看到面前的一切，她手拿利剑站着，你看到她所有的手，这里的摩诃莎娃斯娃蒂是纯洁的，就如她从未结婚，从未，即
像一位妇女，一位处女，完全的纯洁，知识的形相，穿着白纱丽。当摩诃拉希什米力量与这二个力量相遇，她便有了颜色，即她
变得多样化，摩诃摩耶形相便显现，摩诃摩耶显现是因为这些力量，这是克里希纳。*) 我在向他解释，是这样的，摩诃拉希什米
原理在拉希什米原理彰显后才开始，即拉希什米藉由富裕和从富裕而来的满足彰显后，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便开始在我们身上发展
，令我们想到自己的升进。它是这样发生的，在我们脑袋里有三个力量，即摩诃迦利、摩诃拉希什米、摩诃莎娃斯娃蒂—在额轮
之上。刚巧这二个力量，摩诃迦利和摩诃莎娃斯娃蒂，祂们是受祝福，受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祝福，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基本上是Nar
ayana原理。Narayana是毗湿奴，毗湿奴变成克里希纳，克里希纳力量就在这里变成宇宙大我的力量，就是Viratangana。

当她

与这两个力量结合，摩诃摩耶力量便开始彰显。因为她是—你也知道克里希纳是怎么样，祂常常玩把戏，这样，藏起这个，这样
做—这些事情都是从这个力量开展。所以它并不开放，像摩诃迦利力量是那么开放，摩诃拉希什米力量是一个隐藏的力量，像玛
利亚。没有人会相信玛利亚是摩诃拉希什米，或是罗陀，是悉旦。很简单，这力量是隐藏的但却很有力量。在顶轮的时候，它变
成摩诃摩耶，人们不懂怎样找出太初之母的实相，你们明白吗？
是她支撑着整个宇宙，她变成灵，整个世界(Vishwa)的灵，Vishwa
Gyaneshwara(格涅殊哇)也曾把它纪录下来。他说︰”Vishwatmake Devi”—宇宙圣灵的神，她变成宇宙。 两位外国来的已婚男女
可以上来，李察，你不要来，其他人请坐下，你们常有机会，那些没有这机会的人才来，他是最先站起来的，我告诉你，请坐下
，不要来自英国的，因为英国人常有这个机会，必须是来自澳洲或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英国人要把机会让给其他人，你们常
常都遇到我，你在这里清洗我的莲足，来吧。她的丈夫在哪里？他是英国人吗？是吗？愿神祝福你们。好吧，叫一些澳洲人来，
我是说即使你不是与同一个女士结婚，没有此需要，让澳洲人，或澳地利人或一些没有这个机会的人来，西班牙人也很好，好吧
，愿神祝福你们。我要说英国人是最有特权，对吗？ 你想擦我的双脚？你从未擦过我的双脚？好，来吧。现在，用右手拿着它，
用左手来擦。你已经擦了我的双脚，是吗？你已经擦了它，你已经擦了我的双脚？你有否擦我的双脚？你有否以水来洗擦我的双
脚？你已经做了，好吗，让他来做，这个也…你看现在的生命能量，你把手放在这里，好一点吗？现在好一点吗？好吧。
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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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追寻者致敬。今天，有人向我提问，为什么我们的注意力会散乱迷失；在现代，为什么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向着神；
为什么人性每况愈下。这些问题指出一个单一的事实，就是我们注意力正受现代所挑战。注意力正在受一切我们称为现代的事物
所挑战。我不是说我们要变回原始人。
印度这个伟大的国家，它是Bharatvarsh。我们拥有高素质的品格，高素质的管治能力，高素质的国王与女王，所有这些并非虚构
幻想出来。我们拥有罗摩，克里希纳，仁爱厚道的国王和很了不起的外交神圣力量，这全是事实。但今天，我们发觉这些事实看
来却像杜撰出来，因为我们身处的水平层次，我们以为这是真理，这是实相，实际却不是。这全是由人类创造出来。这是怎样被
创造，怎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现在就向你们解释说明。
过往创造我们的注意力时，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印度)并没有太多事物。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得到自觉，没有人介意关心他们要取得
多少财富，取得多少物质，除国王外，他必须为社会的福祉而取得财富，也为了保护社会而取得权力。之后我们变成两种文化的
奴隶，一是伊斯兰，一是英国文化，英语文化。
我认为我们真正的衰落是在英国文化来到印度时。虽然他们是穆斯林，他们相信神。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们都相信这些错是
以神的名义作出的。至于注意力，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仍放注意力在获取更多物质上。我们说奥朗则布(Aurangazeb)是很差劲
的国王，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杀死很多印度人，因为他相信伊斯兰是唯一的宗教。我要说这是他的愚昧，虽然他既无知亦十分暴
力，但却非常节俭。他通常自己制造帽子，在市场里出售，赖以为生。他不会用人民的一分一毫。
当英国开始统治印度，英语开始在印度出现，我视这不是祝福而是诅咒。因为整个文学充满违反神，违反基督的文化。他们相信
基督是在英国出生。很多基督徒仍然相信一旦你是基督徒，你便是sahab。英国文化，英语文化强加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前往
絶对不应接受的相反方向。就是这样，我们处身在三百年历史的奴隶制度里，人们却要盲目的接受它。
克里希纳曾经清楚的说，意识是向下生长，根是在人的脑袋里，意识是向下生长，长成树木。而西方文化却令你往下生长向着物
质主义。不管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都是毫无区别，整体上你必须向着物质。所以西方的文化或西方的科学的目标
首先是夺取物质。五大元素都是用在令人类感到舒适，肉体上的舒适。这种文化令我们对自己完全失去控制，像只在空中飞舞，
没有手指控制着的风筝，就这样漂往不同方向，不同领域而迷失了。
当我们放注意力在某些事物上，若注意力是清纯的，它会净化物质，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清纯。若我们注意力不停的想着这些物
质如何令我们得到舒适，我们便迷失在物质里，注意力被卷入物质里，亦被物质糟蹋了，我们得到的只是思绪，“该怎样拥有它。”
拥有物质，利用物质，坐在物质之上是我们犯的最先的错误。在任何情况下，物质都是你的奴隶，任何情况下物质都是你的奴隶
，你可以不需太在意它而得到它。视科学是科学家发现是很自我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出于你的自我。除非神的恩典降临在你身上
，否则你是不能有什么发现。是神的恩典令你可以解说阐述祂的力量。即使爱恩斯坦或牛顿这些人物也这样说过。爱恩斯坦曾清
楚的说︰“我感到既厌恶又疲倦，我不能找到相对论，我只是坐在花园里玩气泡，从某处不知名的地方，令我顿悟相对论。”
印度人三百年来以奴隶的心态活着，盲目的接受这种状况而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知识和科学。我们的国家拥有航天科学，拥有无
人驾驶飞弹，拥有各式各样的事物。但为什么我们只是接受它而不去根源找出为何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我们开始怀疑印度过往
的一切，不回顾过去，却开始向下移向西方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国家的衰落，带来这些荒谬的事物。当钱变成一切，金钱取向，
经济取向。这是哲学家的国家，圣人的国家，现在经济主导了这个国家，我们却不明白我们完全不能把西方的经济制度运用在印
度，我们就是做不到。这是慷慨的国家，人们喜欢为你服务，他们喜欢这样做，即使今天他们也喜欢为你做点事。

当你走到村庄，即使他们没有拥有什么，他们也会为你带来一点牛奶，让你坐下。“请喝点牛奶，你来自国外，请喝吧。”在西方国
家，即使你送他们任何数量的礼物，他们也不会回赠一件礼物。毫无羞耻的他们拿你给的所有礼物，以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
没有这种敏锐度，没有敏锐度去明白慷慨，他们不明白，他们视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受人奴役。我感到很惊讶，村里的
人告诉我，连西方来的动物也是愚蠢的。我问︰“怎样愚蠢？”他说︰“拿印度的母鸡和西方的公鸡为例，若小鸡受袭击，若是印度
的母鸡，牠会叫喊，或尖叫让牠的所有孩子走在牠的翼下；若是英国母鸡，牠会毫不介意，只会平静地，stithaprAgnya，不受影
响的看着所有事情发生。”他接着说，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公牛，若你告诉牠往这里走，或往那里走，牠能明白；但若你告诉一
只西方的公牛，牠只会一直往汽车走，往货车走，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完全没有任何方向的概念。你不能让牠们独处。若你告
诉牠们往这里走，牠们会往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在这成长过程令你那么粗糙？注意力放在物质上而非灵性上。
物质时常都想控制灵性。就如一棵树倒下死了，你就用它来造椅子，那是用死物创造出来的死物。你坐在椅子上，变成椅子的奴
隶，不能再坐在地上，那么你必须常常带着椅子。若你以汽车代步，你便变得不懂用双脚走路。
明天你开始拥有计算器…你会感到很惊讶，我住在伦敦时，我很惊讶人们即使要计算二加二，也要用tambaaku，即使二加二，他
们也不懂计算。因为计算机的出现，他们已经没有脑袋。因为这些机器，创造了…我们称为“机械年代”。这是怎样的年代，发展的
年代。在没有控制下，若机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是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向这方向走得太远，我们会变成机器的奴隶
，机器就像魔鬼，它要求，像魔鬼一般，无时无刻都必须吃某些东西。就像，你…在英国，你没有可能找到新鲜的食物，你必需
到主要的市场才能找到。在美国更差，在大部分的国家，他们把所有食物都包起来，全用胶袋包起来，每一种食物都计算重量。
你走到店铺里，买这些，买那些，全都不是新鲜的。食物没有味道，现在他们用化学品。他们把化学品喂养供人食用的动物吃，
把化学品放在他们吃的食物里，因为机器必需达到一定的数量，因为要有数量，所以要这样做。因此你吃的全是化学品，你取得
的发展就只是步向灭亡。
所有这些外在的注意力，对外在的物质的注意，渐渐地把你推向灭亡，注意力变得破碎松散。例如，你与某人交谈，这是很时尚
的做法，我曾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你与某人谈话，他却看着其他地方︰“你看着什么？”“啊！我正在看这幅图画，我想我应该把
它买下。”我在与你交谈

—

我的话他完全听不进耳。他看着其他事物，或某些女士或某些男士

—

那全是一些毫无喜乐的追逐。我们做这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完全没有警觉该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
有个男士告诉我，他有四个孩子在英文学校念书，一个则在印度学校。他说他那四个孩子说话不多，他们只是不自觉的不停的想
着自己。你问他们要走多少路程才能回家？他们不知道。他们走路像蒙着眼罩的马，像这样走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读
报章，对我们拥有什么完全没有任何慨念。我最小的孩子，他是以印度方式教养，在印度学校念书，他有一只小鹦鹉，一只小狗
…他要照顾所有的母牛。他告诉房子里所有人有关一切动物的消息，他也知道所有人的关系。他知道谁是谁的亲人，谁人在受苦
，问题出在那里，厨房需要什么？他是那么有警觉性，他的注意力是那么有警觉性，因为他的注意力并未破碎散乱。
现在为了方便，我们想把孩子送到英国的学校。我告诉你，若你这样做，他们长大后没有打你，你不必惊讶。我见过西方的孩子
打他们的父母，他们还回咀。在过往，来自良好家庭的孩子常常称呼他们的父亲为先生而母亲则为夫人。但现在，我曾经见过孩
子以各种荒谬的说话响应他们的父母，他们知道全世界各种污秽的事情。他们知道那么多污秽的事情，令你也感到很吃惊，这些
事情连你也不知道。传播媒介所采取的态度，我必须要说，某程度上令这种态度产生，时刻把我们的孩子放进这些污秽中，把他
们带进污秽中。
我们的人也是 — 我在电视中看到，这里也一样 — 广告里展示可怕的裸女。所有广告和传媒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推向粗糙的层面。
他们玩弄我们的弱点，他们就是这样令你变得虚弱，当你变得虚弱，他们便变得强大。若传媒变得十分强大，你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的心并不纯洁的去做善事，做好事 — 我们称为janahith，这完全不在他们的思维里。不知怎的就是要赚钱，赚钱怎会有错呢
？令人很惊讶的看到人们为金钱而作出妥协。金钱不能给你喜乐，我必须告诉你金钱不能给你喜乐。不要追逐金钱，对钱要有整
合的态度。金钱是拉希什米的祝福，拉希什米是非常漂亮的女士，她拥有慈母般的品质，她是母亲。有钱的男人必须拥有慈母般
的品质。
她手上拿着两朵莲花，粉红色代表她是爱。她用双手表达她的爱，亦代表粉红色的莲花。莲花即使是有刺的bhavraa(甲虫)也会招
待照顾，我们称它为黑色有刺的大甲虫 — 莲花柔软的花瓣为牠提供一处休息的地方。有多少这个国家富有的人，特别在海外的富
有的人会提供地方给ashrayaa，支持像甲虫(bhavraa)的人。另一方面，就像这样，必须是daan。你必须施予，若你有钱，必须把
钱捐出来。他们有多少人知道该把钱捐到哪里？他们会把钱捐给会欺骗他们的人，像Rajneesh。他们不会把钱捐给穷人，不会恰
当地为穷人做点事。某天当我到浦那，我感到很惊讶，那里我们有很好被称为JanaShanti的制度，只需付二个卢布便能取得食物

，一餐非常好的食物，既美味又足够的食物，只收二个卢布。他们说所有人，总统以下，人们来这里。我们必需花钱来招待他们
。我们给他们这些，花圈等等，每一个人都演讲。没有人愿意把租来的房子给他们。没有人想他们来，因为他们认为你会与其他
赚钱的人竞争，而又得不到选票。
整个制度就是这样滑稽可笑，最后变成他们付钱只为想得到选票，想在选举中获胜因为他们想赚钱。我的意思是我来这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说︰“什么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取得土地？”
因为人们都想吃钱，这里每个人都吃钱，paishe khaata。Te paishe khata，te paishe khata，te paishe khata。为什么他们不是
吃食物而吃钱？印度有这种麻烦是源于钱对他们变得最重要，没有人认为这个身体，这个存在体，这个集体存在体是重要的，这
是samoohik的存在体。对我们的小区作出这种伤害是不会快乐的。所有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们七代都会被神所诅咒。你们必须明
白，剥削穷人来赚钱的人会受永远的诅咒。你们不应加入他们，即使你要受苦，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刻，人们没法只靠收入
来维持生计。但若你下定决心，也能靠做正确的事情而活得有满足感。
当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们多次被关进监狱，我们有十一个孩子，我们曾经很富有，但却住在小屋里，有时多天也没有食物
，而我们曾经…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们为国家的自由牺牲了一切。现在这样的人那里去了？你不会想到他们，他们都是传奇人物
。没有人愿意犠牲什么。这是一个运动，新的swatantra(自由)运动，swaatantrya还未完成，你能清楚的看到。它不是，你们的自
由仍未完全完整。若你的自由要完全的，你必须取得swatantra，你必须知道你的swa的技巧，你的灵的技巧。除非你是完全自由
，你仍不是个自由人。你是金钱的奴隶，权力的奴隶，自我炫耀的奴隶，对我来说，还有各种坏习惯，你是一切的奴隶。我从来
也不知道像现在有那样多酒鬼。我们都变成所有坏习惯，所有坏事物的奴隶。位处高位的人没想过有什么不能做，为什么这样的
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会拜倒在无趣无用的人面前？什么发生在印度人身上？就是他们仍未意识到最了不起的东西
就在我们脑袋里。是根，这些根就在这个国家里，在马哈拉斯持拉邦里。这些根就在这里。灵量必须开悟这些根。我们却从来对
它不在意，对它漠不关心，我们只时常担心怎样取得更多钱。所以那些高薪的人，或那些高位但薪金不多的人，也或许，他们透
过吃钱来赚钱，另一些则是为任何事也罢工的人，所为何事？为钱，再次是为钱。
因为罢工，孟买已是半瘫痪。我问他们为何要罢工。你是酒鬼吗？是的。你喝酒吗？你也抽烟吗？是的。你吃tambaaku(用来咀
嚼可上瘾的草)吗？是的。你吃槟榔(paan)吗？那表示你有钱。否则，你怎能负担喝酒抽烟？当人们在罢工时要求多些钱，你最好
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的人。如果他喝酒，有钱买酒喝，你就不用再给他钱以便他喝更多的酒。任何母亲见到儿子喝酒，都不会给他
钱，因为他会用这些钱来买酒喝。他还能做什么？他还能拿钱来做什么好事？当注意力开始移向金钱，我们就变得盲目，看不到
为何我们要追求金钱。
要钱来做什么？我并不认同资本主义。我知道他们是多么可怕。我想说的是为何要破坏机器。现在你要想办法告诉他们马上终止
罢工，看在老天的份上，好好享受自己。在乡村有些人实在非常贫穷，不是在孟买。孟买没有穷人。他们上戏院，做各样事情。
他们怎算得上贫穷呢？但他们有时间，他们有多些时间。因此他们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你容许人们罢工，他们很快会弄垮孟买
。这是愚昧，绝对是愚昧，来自西方人的 — 并非来自圣雄甘地。圣雄甘地没有教你们为金钱而斗争。他有吗？你叫你们为swaat
antrya(自由)而斗争。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肯定他会谈及霎哈嘉瑜伽。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想见到机器摇晃不定。我们要有另一个系统，一个平衡的系统，可以打倒这愚笨的，令我们不断下坠，下坠
，下坠的机器。女孩要拥有十种纱丽，穿十种衣服；像克什米尔的女孩，她要穿得像旁遮普邦的女孩；她要穿得像英国女孩。有
这个需要吗？我是说我们一直有…我们是富裕的人，我应该…十分富裕。我们通常只有两件纱丽。一件用来 — 人们叫它作thevni
— 一件在特别场合穿着。我们生活得很好，受很好的教育；专注在学习，而注意力是向着神。若注意力迷失，就会变得散乱。
注意力会迷失、会破碎散乱，没有延续性。一旦注意力散乱，这个人就会变得表面虚假，十分表面化。他没法进入深层，那么他
怎能感受自己的灵？这种表面化绝对使你变成一个硬壳，内里空空如也，完全是我们所谓的空洞，kokhlapan，完全是空洞的。若
你打破这个人，你会发觉他没有个性，不可靠，他不会说人家好话，他会把你拉下。你的注意力就是这样，你变成极之低层次的
人类。你们会惊讶，我来这儿之前到过四条村庄，那里比孟买多五倍人。他们来，他们没有汽车，没有公交车，他们走路来，坐
牛车来。这样的一大群人，全都获得了自觉。感谢天，因为他们不懂英语。
我们从西方学会这些无聊荒谬的观念想法。我们不用跟他们竞争；反而是他们要跟我们竞争。他们没有什么能给你们。你要坚持
理想。但我们反而学会了所有坏事和不良的传统；如收取嫁妆、折磨我们的妇女和做着那些不文明的事情。那些事情上，我们并
不先进，我们仍是非常非常原始落后。以往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往没有人会折磨妻子。我们从不知道印度有嫁妆制度。没有

人知道。我们完全不明白这个制度是从何而来；我发现它是来自英国。因为他们说对待孩子要公平；不应把钱只留给男孩。他们
为此争吵，应该把钱也给女孩。
你要明白，因为全部遗产都会留给男孩，土地留给男孩，你必须也要给一些钱女孩。这样做是很合理明智，但我们却走向极端。
因此出问题，我们称它为社会问题。我们出问题，我们称它为家庭问题衍生的情绪问题。如果你想跟从他们，我会向你描述他们
的家庭生活状况，你就明白你必须禁止那些念头走进脑袋。一个家庭是这样的：一对夫妇所谓结了婚；不出一两年就闹离婚。他
们的一生至少有八个丈夫和八个妻子。最后是老年时住进老人院；孩子亦住进孤儿院；父亲住在老人院；母亲也住在老人院。所
有母亲、父亲、所有人都住在老人院。没有爱。我觉得在英国(只是伦敦)没有任何感情。
有两个孩子被父母所杀。没有慈悲，没有daya(爱)。他们内里没有karuna(慈悲)。这样的事情今天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孩子
也走上同一条路；我们的父母也走上同一条路。就如我妈妈时常说：“lakshya kuthe?” — 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你会说，不，我的注意力不在任何地方。不在任何地方是什么意思？注意力应该放在神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应该放在神上
。Devaa kade lakshya thevaa. 保持你的注意力在神哪里。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即使他们在教音乐时也常说：“先想着神。”无论做
任何事，想着神。当你想着神，你不会想其他无聊荒谬的事情，只会想明智合理的事情。
我们的注意力就是这样分散了，因为当注意力溜走，它打击现代社会，因为挑战，因为争斗令注意力化成碎片。没有…只剩下碎
片。你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你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要往哪里去，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亦不理解。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不懂。
他们忘记了。你爸爸叫什么名？“不，我不知道爸爸的名字。”这就是他们面对的境况。你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鬼地方。如果你想带
自己和孩子去那地狱，跟随他们吧。但并不代表你要找这些bhajjis和给他们钱，或去找可怕的导师。并非那个意思；从来都不是
那个意思。
你要避免那些荒谬的事情，因为你的父母去这些导师那儿是愚蠢的。这些事只是几百年前开始。我们从来都不认识这种人。之前
，我们不认识这些bhondoos。几百年前，除那纳克外，人们不谈其他人；那纳克说要避免bhondoos。“Sadguru che lakshan he”
这些东西Ramdaasa都有写下。谁人会读Ramdaas？因为他是婆罗门，非婆罗门不会读。谁人读Tukharaama？因为他不是婆罗
门，婆罗门不会读它。如果他们的种姓度是那么重要，阅读某些书之后，种姓制度就变得不重要，倒不如不要读吧。种姓制度现
在是牢牢种在我们的脑袋里。那么牢固；从未试过如此牢固。很奇怪，早期并没有种姓制度。有根据你的业报(karmas)，你的行
为而不是根据你的出生而衍生的种姓制度。否则，Valmiki怎能成为brahma

rishi(梵天忍士)？捕渔妇的私生子广博仙人(Vyasa)又

怎能成为最伟大的伟人呢?所有这些错误的想法都要消除。为此，我们要开展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是要透过有联合(瑜伽)的人来建
立。
克里希纳曾清楚的说：“yogakshema vahamyaham” — 一旦你得到瑜伽，便会得到kshema(福祉)。祂经常谈及瑜伽士，为此，祂
用“瑜伽士”(yogis)这个字。瑜伽士要来，你们曾经读过Pasaydaan，也刚听过，在森林里的这些伟人是kalpatarus，他们是你的欲
望的赐予者，会走在路上。他们是瑜伽士，这些在说话的蜜液的海洋会谈及神。这些是瑜伽士；其他都是平凡无用、会消散掉的
人。只有瑜伽士会在神的国度受到尊重。我们要把神的国度带来地球。首先带到印度，然后是每一处地方。这事情快要来临。
现在人们会说马克斯主义，这主义，那主义。Tukaraama(印度诗人)曾说

“ava

ghaachi

samsaara

sukha

cha

kari”，他这样说过。同样 — 马克斯亦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全世界应是十分…十分快乐的地方，十分快乐的地方应该没有国界。至
于如何能做到？就没有人问他。他谈及进化。怎样进化？进化是如何发生？问他。问问那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好，
他们有吗？谁变得更好？谁人透过那些主义转化了？一个也没有。有些人是这个男士的门徒；有些人是那个男士的门徒。有些人
追随这种政治理念；另一些人追随那种理论。全都只是理论。
马拉地语有这种说法︰“bhola cha tsa baata bhola chi tsa kari”。无论你有什么理论，你都要记着。你会因此转化吗？有些事情必
须在你内里发生。如果你想达到马克斯和Tukaraama说过的状态，parivarthan的状态；这个改变，这个转化必须发生，只有透过
唤醒灵量才能做到。有些人阅读有关灵量的书籍；他们来问我：“母亲，您谈及的灵量，有人说灵量会使人疯癫，诸如此类。”他们
甚至说不应该阅读格涅殊哇文集(Gynaneshwari)的第六章，因为第六章谈及灵量。很自然的

—

因为他们对灵量一无所知，所以最好不要碰它。灵量是纯粹的欲望(shuddha
iccha)，是真正的欲望；是你生而为人的目的。之后你便别无所求了。
它不像经济学：今天你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你的欲求永远都得不到满足。它完全…你想要的是完全满足的泉源。移动是向
上的；灵量不会向下走向地心吸力，走向物质，它往上走；它向上走，穿越脑囟骨区，你就得到自觉。你应该向任何导师都作出

这个欲求，其他的欲求都是没用的。你怎能用钱购买它呢？你可以给灵量钱吗？那是生命进化的活生生历程，必然要发生。你要
藉此达到生命的缩影。你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要倒立吗？
任何生命过程都像种子发芽。你该怎么做？你把种子放在大地之母，她有能力让种子发芽生长。同样，必须发生的是它发芽，自
然的发芽生长。霎哈嘉(sahaj)。霎哈(saha) — 一起 — 嘉(ja) — 出生。这是与生倶来的。得到瑜伽是你的出生的基本权利，得到
它吧。对印度人来说，他们有很特别的福份很快得到它。就像他们没费气力，没有太多奋斗挣扎就取得独立。其他人都比我们奋
斗挣扎得要多才能取得自觉。一旦你得到，也很快失去。
明白灵量的人明白万事万物的精粹。他们明白所有宗教都源自同一精粹，都是同一棵树的花朵。我们却愚昧地争吵斗争。基督说
，那些不反对我的人就是与我同路。那些是什么人？基督徒不想找出来。他们追随基督。印度教徒不想了解它。没有艺术可言。
在奥朗加巴德(Aurangabad印度城市)有问题出现，而人们攻击。他们不应攻击。我们要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那里出错。我们要
看到自己的错处。在masjid(清真寺)，不管如何，那是神的地方。是神的地方；如果有人在清真寺静坐，你不应发出声音。如果你
作出侮辱的行为，就是侮辱Vittala，在Vittala

mandir，有另一种摇灯礼。摇灯礼进行时，如果有人跳的士高舞，你喜欢吗？同样

，如果那是ibaadat(崇拜)的地方，是人们dhyana(入静)祷告的地方，此刻我们很安静，四周却很嘈杂，但一切都很安静，因此我
们在享受。如果那是他们静坐的方法，我们是否要打扰他们？告诉他们有人在找麻烦？我们能否尊重点吗？为着显示我们的不凡
，khorpana，我们要这样做吗？在这个时刻，要用besura

和

betaala

乐队是否那么重要呢？我们为何不看看自己，不管是任何地方的任何神，我们都要尊重，这是我们犯的过错。
我们以宗教的名义侮辱神。当他们说：“Allah-O-Akbar

(神啊！您真伟大)”他们是指宇宙大我(Virat)，即克里希纳(Shri

Krishna)。当你来霎哈嘉瑜伽，你会知道祂们是互有关连。穆罕默德只是maha
medha，祂亦是达陀陀哩耶(Dattatreya)。这是medha，祂在那儿安顿下来。我知道人们给祂服下毒药，折磨祂。同样 — 当我们
这样做时，却说穆罕默德是错的。错的不是祂，那么谁错了？是穆斯林。谁错了？是印度教徒。谁错了？是基督徒。他们全都违
背所有先知，所有伟大的降世神祇，亦为祂们招来恶名。
让我们开始了解；让我们开始尊重；让我们成为伟大、尊贵的人。让我们成为有爱心、慈悲和明白事理的人。让我们成为这样的
人，就现在开始吧，像那样开展一个核心。若你能做到，我们就能把下坠的人拉上来。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建立；整个制度已在
印度建立好，就是我们要升进。很久之前已很美丽的建构好，只是在现代生活的洪流中迷失了。因此，我们应欣赏传统美丽的事
物，所有传统的玩意都是美丽的，所有传统都受人尊重。如果你失去尊重的心，你就是百分之百失去人性。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
尊重，你就算不上是印度人。你不是印度人。不要称呼自己为印度人。你要学习怎样尊重，尊重令你变得了不起，使你谦卑

—

像Tukharaama说：“anurenu uni thodkaa, tukha aakaashaye vadaa”。
当他变得比anurenu还细小，他就成为aakaashaye vadaa。如果你察觉到，vadaat树的种子虽然十分细小，却能长成最大的树。
Shastriji曾说，即使小家伙也能成就伟大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一件小东西，只要你变得谦卑，神的恩赐就会包围你的谦
卑、包围你的性格。你真的成为获神授权的人。那是神的伟大之处 — 在谦卑中，它能成就，它自会成就。
获得自觉后，注意力得到开悟。透过注意力，你只要看着任何人，就能唤醒他们的灵量；只是看着他们，就能医治他们。你的一
切力量都通过注意力彰显出来，你不会在物质中迷失。接着你成为Baadshah。Baadshah是对任何事也不介意的人；他什么也不
需要。你也知道，我是生于富裕的家庭，而我的姻亲也很富有，我的丈夫很富有，但我可以住在这里，睡在这里。我曾经住在森
林里，住在河边，这样也没问题是因为 — 为何我有所求？没什么能控制我。你可以睡在石头上，可以做任何喜欢的事情。只有当
你成为瑜伽士才能做到。一旦你成为瑜伽士，你就能做到。
这四百人，外国来的，他们都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十分好的家庭。他们拥有你能想象的各种舒适享受，但他们却想在天空下，在
河边居住。他们就是不愿见到头上的水泥。他们现在处于较高的层次，他们不想见到粗糙的事物。他们想要这泥土，想要这国度
美丽的泥土。Kya deshachi maati bokha lagait。Tithe baslaat tumhi，你们坐在上面；你们正在做什么？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
的注意力在哪儿？你要把注意力放在神；一旦你能做到，你就成为瑜伽士。一旦你成为瑜伽士，便在神的国度，天堂的国度里。
一旦你得到所有的祝福

—

你不用再有任何欲望。就在你面前，你不会知道怎样容纳包容神赐给你的一切，祂给你的福祉(kshema)。
除此之外，你的注意力是那么有力量的工具，你能用它来改变整个宇宙。为何我要请求你们？因为你们是印度人。由于poorva su
krutaas，因为你们前生所作的事，你们生在印度。这就是你们生在这伟大的国家的原因。可是，就如有牙齿的人没有chanas吃；

没有牙齿的就有chanas吃。就是这种境况。情况是非常坏。你们有条件成为最伟大的瑜伽士，你们却没有。但是西方人

—

他们对神圣，对吉祥没有任何概念，他们是那么无明

—

他们比你们发射得更快。所以我谦卑的请求你们，你们的注意力不要被物质迷惑，虽然物质是神创造的。
尽管人类沉迷于物质的进步，今天物质对霎哈嘉瑜伽也帮助很大。例如，这麦克风很重要，对传送我的生命能量很有帮助。它传
送生命能量。照相机显现我周围的光，展示我的不同形相。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上天借着物质发出光芒来告诉你们神是存在的。
但若你把神圣从物质中抽出来，你就会受苦，并淹没在既无明又肮脏的海洋里。因此，你们要把神放在心中，然后才与物质打交
道，你就会明白物质的用处，我们该怎样运用它。
明天我会用印地语继续余下的讲话 — 有关真理，因为今天我已谈了注意力(chit)。明天我会谈真理。真理-注意力-喜乐(sat-chit-an
and)。第三天我会以马拉地语讲喜乐。我希望你会坐下来对我所说的话作静坐。我不想贬低任何文化。我只想保护你，避免你重
蹈曾经发生令我们的文化迷失的事情，阻止你走错路，把你带回自己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文化。他们的文化是十分，十分新；有
天他们也会拥有像我们的文化。我们为何不走快捷方式，把自己溶入这伟大的文化？那是建基于神；而非建基于金钱或自我。让
我们都达到瑜伽士的状态。我希望今天它都能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都获得自觉。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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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歌曲他们是在喜玛拉雅山上唱，在这里唱真的很不平凡，对吗？你们老远把它们带来这里唱。 我想我已经给你一个很长很长
的讲座，你称它为讲话。有些人的反应很好，有些人吸收得很好，但有些人，他们说睡着了。发生这种事情是源于负面能量，你
要对抗负面能量，因为负面能量会发问。我说的都是真理，绝对的真理，但它却提问，它反映。一旦它开始反映，什么也进不了
脑袋，因为你只想着之前的句子，不能处于当下。所以一切都归结为逃避，你逃避，所以才会睡着。我今天已尽力让你进入你有
意识的思维，你要有意识知觉，要有警觉性。重点就是除非你有意识知觉，否则你不能升进，任何不正常的人都不能升进，你要
让自己正常。 你们很多人有很多反常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已被带出和带走，很多已经得到洁净。但若有些人现在仍受这些反常的
行为缠绕，他们必须把它摆脱。他们不能只不停找借口为它辩解。通常负面的人吸引负面的性格。若你内里有任何一种负面力量
，你永远不应坐近负面的人，不要接近这类人，要与他们保持距离，要贴近正面的人。就如我所说，你要毫无怀疑的贴近和支持
你的领袖，不要质疑他。问题出在你开始对抗你的领袖。若领袖向你说了一些话，你便与领袖争吵，与他争辩，那么便会完蛋。
我透过领袖说话，所以你不要质疑他。若你质疑他，便会出问题。你要贴近你的领袖，他是正面的人。若你开始质疑他们，你便
毫不…与我没有任何联系。 这种情况每一处都有︰有人告诉我瑞士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好一点，但过往也是这样。每一处都是这
样，除意大利外，我想意大利最有成效。所以不要对抗你的领袖，不要与他们争辩。不要反映霎哈嘉瑜伽—你能说什么，你知道
什么，你又怎能反映？你有什么知识？当你的化学老师说氢有两个或一个原子，你有没有质疑他？有没有？ 当你用自我来做这种
事情，你便会被抛离进化的领域。所以不要有反应，只聆听，尝试把它收摄入内。这些全是口诀，把它们收入内在。但你却开始
质疑领袖，与他们争论，给他们意见。请不要这样做，现在就停止这样吧。这不是政治，政治是每个人都能给意见，每个人都能
说些话。大部分亡灵都是这样，邪恶的人不停给意见，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持续不断反对领袖。 现在特别是年长的人，我这样说
是因为你们一些人比领袖的年纪还要大，便以为自己有权纠正领袖，不是这样。在霎哈嘉瑜伽，不是你有多年长，而是你有多进
化。所以当你质疑领袖，反映他们的行为或做类似的事情，响应他们或给他们你的想法，你便迷失了。 这就像一种联系，假设，
轮穴与细胞的联系，这样假设，若你否定轮穴，我们又怎能成就它。因为我与它们连上，透过它们，你也连上。一旦你否定它们
，便会失去联系。我知道该对领袖做什么，是我拣选他们，安排他们，统筹他们，改变他们，我知道该做什么。你们不要挑战他
们，这样做只是出于自我。在印度，这种事情完全不会发生，不会发生。一旦母亲委任某人，大家都会欣然接受。因为对他们而
言，他们追寻的就是这个真理，其他都是荒谬的，全是复杂的，因为你是那么复杂。对你而言，其他事物看来很美好，你以为你
在把你的品格交托，完全没有。是发展，把自己交托于生命的元气、活力、生命力。委身，接受更多，接受更多。这个自我永远
不容许你向内拿取什么，为此你要小心。它不容许你睡觉，不给你和平，不容许你成长，不容许你到达你的目标，所以顺服交托
你的自我吧。 我要告诉你一事，不要抗争，不要争论，不要质疑，首先不要反映你的领袖，不然你便会被割断。要对他有好观感
，尝试支持他，问他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帮助。你越贴附着他，越与他接近，便取得越多。 但你要明白，人们是很浪费的，他们
把生命浪费在毒品上，这些那些事情上，全都是荒唐的事物。妇女则有另一个坏习惯，就是说三道四，他们说闲话，说这个人闲
话，批评那个人。说闲话是妇女很坏的习惯。我从不留心注意任何说闲话的人，也不喜欢他们，所以不要对任何事说长道短—下
贱的，轻浮琐碎的谈论别人。你不一定要受教育，不一定要来自有教养的家庭，没有什么是必要的，只要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便
是一颗钻石。要容许自己被切割成钻石，容许这样！ 有些人的反应是很好的，他们吸收理解我说的话，把一切收入内里，一些人
却睡着了。现在，那些那时候挣扎的人未必明白，这是一个艰深的课题，我告诉你，这是很精微的课题，不要紧。那些像这样的
人要照顾自己，要找出。我发现偏左边的人，若他们把一根蜡烛放近左腹轮，远一点，也放一枝蜡烛在照片前，左手向着相片，
右手放在大地之母上，这样很有效。在后面的蜡烛要保持远一点，因为它发出声音，它会走向这里那里，它燃烧。 吸食毒品的人
，不是吸食LSD而是其他毒品，他们都昏昏欲睡，昏睡了，毒品破坏他们的脑袋，所有这类人都能透过这样做得益。每天都要做
。沉迷于毒品不会令你感到你顺服于毒品，不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沉迷会完全毁掉你。你也知道很多人怎样被杀，很多人垂死，
但你仍然要这样做，我也不理解。因为你的自我说︰「好吧，照做吧，试试这个，你会没事。」自我就是这样提议，所以你照做
，好吧，不要紧，已经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让我们洁净它吧，因为我们都是求道者。 所以在讲座里真的感到合一，没有疑问的人
，应知道自己做得很好；有疑问，有反应的人，应知道自己有自我；打瞌睡的人，应知道自己偏左脉。偏左脉比偏右脉更差，因
为纠正右脉轻易而举︰它显示，显示在外。人们不喜欢它。这类人被批评，每个人都说他很自大，他是这样那样。人人都知道这
类人会显露出来，像希特勒。但偏左脉的人，你要明白，是很令人怜悯，你会对这类人很怜悯同情，会迷失于这类人，他们更加
危险，很难治好他们，很困难。所以这不是一份容易的任务，你要把它解决，我尝试尽力去做，你也要帮助我。 我在想晚上在你
的头上擦点油会是个好主意。霎哈嘉瑜伽士要这样做。我想霎哈嘉瑜伽士要改变发型，那种时尚潮流的发型不适合我们，因为这
样会，这样我们有天会秃头，我告诉你，你会看到顶轮这里有一个很深的窝，最好用一些上好的椰子油，好好按摩你的头，在晚
上和早上，不管如何，这样做不会太显眼，好好的梳理头发。因为我在想，若你穿得像亡灵，头发像亡灵，亡灵便会想︰「噢，
有个亡灵坐在这里，我最好附在他身上。」 所以穿着得…前额完全不要被头发盖着，要直发，把它弄好，前额要绝对清洁。我们

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改变衣着，改变我们的风格，不能像愚蠢的庞客(punk)那样追潮流。我们是一类型，透过我们的发型，
人们应知道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在你变秃头前，最好在头上放点油。这是霎哈嘉瑜伽士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若你喜欢，
可以用有能量的油，我想用橄榄油会很好，我发觉比橄榄油好的是椰子油，它对头发生长有帮助。有时你用杏仁油也很好。用杏
仁油，若你感到精疲力尽或你需要注意你的神经，你是很紧张的人，那么杏仁油对你会很好。 牙齿有毛病的人，他们便要照顾牙
齿，不用找牙医，因为牙医会制造问题。最简单是用橄榄油和盐，每天睡前好好按摩牙肉，这样能保持你的牙齿健康。你会很惊
讶，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用找牙医，从未找过牙医，我希望我不用找牙医。但我有某些坏习惯，其一是我常常擦牙，不要用电动
牙刷，要用牙刷或用手指，最好是用盐和油来按摩，这样对你很好。这样便能令不洁的东西走出来，再把它冲掉。 我发觉欧洲的
第三件事是你们不清洁喉咙和舌头，这是另一件违反喉轮的事情。这必定是为何你们的喉轮那么差的原因之一。虽然西方这样并
非那么流行，但最重要的是把你两根手指放在口中，擦你的手指，不是其他，手指，清洁你的舌头，那么早上一切都会清洁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洁的东西积聚便会腐烂。所以必须这样做，或许你会以为这样做会发出一些声音，不要紧，你要清洁喉
咙，我是说这样你便能保持喉轮清洁，此其一。

另一件事是你要尽量常用水，用来清洗，在早上(去洗手间时)…，必须用水。用

纸张是很肮脏不卫生的习惯。即使你用纸张，也要用水。你要尽量常用水是很重要的。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这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 对一些发现他们处于精微层次的人而言，他们正处于崩溃边缘，某程度上，他们仍有想与其他女人睡觉，他们仍想做这种
事，他们应放弃霎哈嘉瑜伽。最好是离开我们。我们不要有这种一无事处的人。他们应放弃霎哈嘉瑜伽，不要烦扰我们，因为我
们在印度有上千人，没问题。对他们而言，这并不困难，他们已在状态。所以那些仍然是这样的人，想与其他女人有关系，仍注
视女人的人，注意所有女人的人，你要明白，所有这类疯子，我称呼他们为疯子，他们必须放弃霎哈嘉瑜伽，放过我们吧，这是
肯定的。 现在，我们常常说负面的人要离开霎哈嘉瑜伽，这种日子会来，所以我们很需要洁净自己，不要与负面的人坐在一起，
不要与他们为友，要多帮助正面的人，清洁自己，洁净自己，照顾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活得有尊严。下贱的，轻挑的，无
用的事情不应做。要挑战你的自我，让别人侮辱你，要看到自己没有响应反应，只看着自己，不生气，要尝试你的自我没有反应
。你能轻易的对着镜子做到，看着自己，取笑自己，找自己乐趣。你想自己是怎么样？你是谁？你拥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今天
的讲座真的是，不单是个了不起的讲座，也像口诀，对脑袋好。我要说这个讲座要一次又一次的聆听，要接受，不要质疑。不要
质疑，要接受，要吸收。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在这个顶轮崇拜后，我希望你们能保持你到达的位置，我期望得到你们全部人
的支持，去荣耀你的领袖，絶对不要贬低他们，不要与他们争论，要给他们意见。我已经说过，即使妻子也不要与领袖争论，这
样就像互相推拉。
就像他们说有一些蝎子从不同地方送往调查，他们看到其中一个瓶子被打开，他们说︰「这是什么？所有蝎子会跳出这个瓶。」
他们说︰「牠们不能，因为一只跳起，另一只会把牠拉下。」 我们有同样的行为。若有个领袖，自我令你妒忌他，这是自我，自
我说︰你更知道，你最好给点意见。你不是不能提意见，人们告诉我一些事情，若他不接受，好，不要紧。这是对你的自我的一
种挑战，他最好向你说不，那么你便看到自己︰「我的自我仍坚持这个立场？」 我说过的第二件事是我们不应受传统牵着。传统
就像，例如现在，这次英国人感到，英国的领袖感到—这是个大错—若他们留下，意大利人会感到不方便。意大利人是很有量度
的，像印度人。若他们留下，他们会极之开心。这是英国人的思维，英国人不能忍受某人多留两天，他们会马上叫你走︰「你什
么时候走。」 他们的思维让他们感到这是不方便的，因为他们会不方便。虽然有人告诉他们︰「你可以留在这里直至星期一，没
问题的，只要付十镑就行。」但「我认为」—就像这样。你要明白，英式的形象是要对他人好，因为对他们而言，任何人留在他
们的房子，就完蛋了！他们甚至不让人进入他们的房子，即使外面下雪或什么，他们只看着，与你交谈，他们会说，我也看到。
有一天，我外出，正在下雪，我看到有个女士推着婴儿车站在阶梯上，婴儿车里有个婴儿，有个年长的女士在屋内与她交谈，门
只开了一个小缝隙，即是说门没有全开。当我一小时后回来，他们还站在外面谈话，里面的女士完全没有「请你进来」的意识，
站在外面的女士也毫不介意，因为她必定也会这样做。 他们不会明白对一切都要寛宏体谅，此外，没问题，你可以留在这里，你
可以在这里。今天我们要快一点，事情颇不方便，我们要这样做。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他们应先问我，我以为你们会留到星期一
，因为这很合逻辑，很合情理。因为「我们应不会感到不方便」这个概念…。 不单英国人，任何人也会。当你想︰「我以为」，
你便迷失了。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这些概念真的是很危险。我经验过这种愚蠢传统。「我以为」，他们想做好，最终却使人难受，
他们令人难受。即是说他们对事物的传统习俗肯定是有某些出错。这就是为何人们，当他们思考，若他们对，这个世界会是很不
同的。他们思想的层面是一切都在走下坡，你在往下走。一旦你开始思考，你便往下走。这是你思考的缺点，因为它被你的传统
习俗所约束。当你思考，你便受传统习俗所束缚，往下走。 今天我没有说我可以说的很多话题，像艺术，我是说︰「我很诧异，
这种繁茂丰盛，像这样的花朵令我很高兴的看到花园。对世故的头脑，则如石头或某些荒谬无意义的人，对他们而言，只容得下
一朵花，因为其余的空间要容纳他们的自我。 他们因此看不到美︰「这太过了，太过了。」即使霎哈嘉瑜伽︰「对我们太过了。
」你是谁，小婴儿或是什么？什么是太过？你要明白，就如把瓶子给婴儿，很多奶，很多奶，所以「霎哈嘉瑜伽对我是太过了。
」你是侏儒还是什么？这种谬论是站不着脚。这就是「这是很世故」，「这很好」批评每个人。人们即使装饰他们的房子也很害
怕，因为怕受批评。「最好让它保持简朴，白色，只是白色。」他们甚至不喜欢鼻子，他们想把鼻子、眼睛，一切都切下。只为
保持简朴清淡！试想像，是自我的计谋要有个人的特征，他们怎样与他们想做的并列，要看清楚。 若你走到花园，他们拥有一棵
，你要明白，一棵树挂在空中。这个应是花园，你问︰「花园在哪里？」他们说︰「这是花园。」麦克风︰「花园在哪里？」 「
噢，不！每一处地方，我们都只放一棵树，所以它变得很重要。」只有一棵树在这里，你再往上走，另一棵小灌木在那里，再另

一棵树。一切都太多，为什么？因为脑袋有太多自我，因此一切对他们都是太多。 这种愚蠢的想法现在要摆脱，任何好的你都要
拿取，要拿取太过的，放弃任何对你太过的事情。你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各种愚蠢的想法。就像你想买
一所房子，没问题，你可以买一所房子，我四处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高约七呎半，但他们喜欢。我说︰「为什么？」「这是所
老房子。」我说︰「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是所老房子，是这样那样的，老房子…。」我说︰「为什么你会喜欢它？」 新房
子是八呎高，最高八呎，所以没有选择。为什么你要一所老房子？他们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那么
保守，也不那么追时尚，你必须拥有一所你要折断颈项的房子，笨拙的走进浴室，你甚至既不能坐下亦不能站立，只能半挂在空
中。这是很有性格的房子。这性格令你很笨拙，感到可笑，这个人「有性格」。我是说若他可笑、古怪、怪誔、奇怪，他便是很
有性格。这就是今天的境况。他很有性格，他怪誔，绝对是奇怪的个性，怎会这样？
你也知道，他穿着短裤骑着单车来。我说︰「真的吗？」「他很有性格。」他会因此患上关节炎。 古怪、可笑、愚蠢被视为有性
格。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要意识到你不会这样愚蠢，你是以真我加冕自己。你不要有这些蠢人的行为，这些他们的时尚，放弃
这些吧。他们取笑你，你取笑他们！若你到疯人院，所有疯人会说︰「噢！你也来加入我们，是吗？」他们全以为自己是最有智
慧，你也与他们一起迷失，开始想︰「我也是疯人？」所以你们全部人，若你看到这类人，你也要取笑他们。 就像有个女士，她
以为自己很合潮流，她穿衣很开放，连身体和骨头都露出来，穿得这样那样。我们刚来看这房子，我和我的丈夫。当他看到她，
他回来呕吐。我说︰「什么事？」「我看到她，便想吐。」 我们进车子里，我们甚至没有进房子，便走了。她以为自己很追潮流
，裸露骨头、身体，很可怕。试想像，像死尸般站在你面前！死尸却被视为时尚，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想象死尸。现在你应意识
到这是什么，不然你便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看到这种荒唐在持续，你不应有这种荒唐的个性。 所有这些事情，若你以新的
角度来看，就如我现在告诉你，你拥有更高的品格，你的轮穴已有新的知觉，你会很惊讶，你的反应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若
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呀！你会说，「漂亮」！虽然之前你有这种可怕的传统，你不能。 一所荒废的房子，绝对要塌在你的头上
，它却是「有性格品味！」整个品味会塌在你的头上！人们就是有这种荒谬的想法，他们想要一些绝对古怪荒谬的现代事物。有
一个女士，她建了一所房子，现代的房子，我们要爬上阶梯，她把每一级阶梯分成很小，很小的一步。我们都很担心会跌倒，你
要明白，每一级都很小，很小很小的一级，每一级都造成几小级。当你把脚踏上，你不知该把脚放在哪里。她必定花了很多钱来
做这种荒谬的东西，而她却向每个人展示︰「现在，来吧，看看这些阶梯。」我拒绝走上去，我说︰「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
回去。 对，对，不要紧。当你感到厌恶，便要把这种厌恶的感觉表达出来，真愚蠢！它不吸引我，这些东西不吸引我。我看过这
种东西，却不喜欢。花朵就是这样摆放，我看到的任何东西，我都不喜欢，完全不享受。若我是评论家，若我能评论事情，我会
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些荒唐的事物。现在人们穿衣的模样，对我而言，他们像小丑，像疯子，也可以说像顽童，或你可以称呼他们
…你怎样称呼他们？流浪汉。你分辨不出谁是谁。他们不洁的裤子，他们穿上祖父的裤子，上衣则是祖母的。女士们走在路上，
看看，你感到很有趣，古怪的人走过，他们却认为这是时尚潮流！我想我们应把印度所有旧衣服带来这里，以高价出售。

这是

很古怪的，你只要看着它，从这个角度看，站在山顶看着这些疯子，看他们有多疯癫，多愚蠢，他们有怎样的行为，有怎样的时
装。我是说在古代，人们通常穿得很好，衣服有各种褶边，各种样式，他们却不喜欢这些服饰。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用
它来装饰，也必须尊重它。我的意思是，昨天他们装饰会堂，我是说今天他们装饰会堂和所有这些，是那么漂亮，那么美好。但
有人会说︰「噢！让我们为母亲装饰得完全简朴清淡，后面有一些快要塌下荒废的墙壁，这才是真正有品味。」霎哈嘉瑜伽士怎
会接受这些想法？我就是不理解。 他们为此付费，他们支付这些传统习俗，支付所有这种奇怪的东西，他们的确为此而付费。就
如今天剪发有潮流，像把上面剪掉，他们要付钱。你以另一种方式剪发，也要付钱，所有这些错事你也要付钱。潮流是︰就如你
邀请别人到你的家，你必须有不同种类的杯子，一个为这个而设的杯子，不然你便是不妥当。你会发现什么？另一组嬉皮士来了
，他们的肮脏怪相，令你什么也喝不下。这种荒谬，你一是接受，一是不接受，这是完全荒谬的！你也知道，我看到在英国的印
度人，他们就是不理解，他们就是︰「取消他们，好吧，取消他们，他们是疯子。」 品格是非常非常低下，非常低，我说的，很
低下。你或许有自我，或许有自我，但它在这里很低下，接受它吧。没有纯真，没有吉祥，没有清洁，简朴的吸引力消失了，是
那么人为虚假。即使简朴这个想法也是那么虚假。这种人为虚假，你怎能拥有有质素的人生？你怎能？你变得虚假，因此放弃所
有这些传统习俗。我来这里不是要传扬印度文化，但我要说，若任何是有文化的，那必定是印度文化，因为这不是文化。全都变
得…若你四处走走，我是说你看来像…当你看看在你四周的人，他们像疯子般行走，你看到他们在路上，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
美国更甚，他们必须这样那样做，没有一个人有正常的脸孔。我告诉你，这是事实！透过霎哈嘉瑜伽，你的质素会显现，它已经
显现，你现在已经变成那么了不起。 这就是为何你在这里不感到有拉希什米。你拥有金钱，却没有拉希什米，没有漂亮，那么荒
芜孤寂，像贫瘠的土地。你的自我吹走一切漂亮美丽的事物，你不能忍受任何人的艺术，所以你的房子没有任何艺术品，你完全
不用拥有很多物品，所以你拥有塑料。美在你的人生中跑掉，当你说话，傲慢也是潮流时尚。试想像，傲慢，干巴巴，没有美，
全是捏造的表演，没有勇气，没有崇高。在精微的层面，你失去它，所以在粗糙的层面，你看不到它。任何你内在失去的都显现
在外，破产，完全破产。 当你看到别人是这样，当我说︰「你」，我是说其他人，仍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西方人，要尝试明白他
们比你的层次低得多，不要接受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处事方式，只要保持警觉，你便会看到他们在追逐着你。自我就像驴子，若
任何人在牠们前面，牠们知道有人在前面，便会把头垂下；若牠们看到有人在后面，牠们便会踢。 你有尊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你以特别的风格生活。不要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要正当的穿衣，你或许只有两件衬衣，或许只有三件衬衣，你不需要拥有很多
衣服，但衣服要实用，正常，舒适，不刺目。我们要鼓励艺术，要把失传的带回来，我们不能再拥有林布兰特(荷兰画家)，不能再

拥有达文西，不能再拥有米高安哲奴，他们全都已经完结。但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米高安哲奴！我们甚至不能拥有，例如高尔基(
Gorky)，我们不能拥有威廉布莱克，我们能有这份勇气吗？我们不能有林肯，我们能有吗？ 所有小丑、无用的人，你抓破他们，
发现他们一无事处，毫无价值。现在，所有伟人都是来自你们。他们的独特之处，就是有自己的个性，不会对任何潮流时尚让步
，也不会对低下通俗让步。你们拥有这些了不起的品格，所以对你，对你的后代而言，你要想想，我们能为这么伟大的工作做些
什么。不单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有讲座，有美好的音乐，美味的食物，美好地方。我们来，只为享受，不是这样。享受只是广告
宣传部门，你内在必须认真的辛勤工作，不是外在，不要有任何争论，争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简单的东西，若我说我要带…例
如这个箱子，有人会走出去，说︰「好吧，我想我们要一辆货车。」「不，货车太过分了。」「那么我们该怎办？」他们不停的
争论，直至箱子被运走，一切已经完成了，我回来说︰「你们在做什么？」他们仍然讨论该怎样运走箱子，箱子却已经被运走了
！我们要放弃这种浪费的习惯。 我们内在要有新的智慧，所有这些旧的智慧，你们只是把它们抛掉。除非你能这样做，否则你的
自我是不会走。自我不会离开，除非你决定摆脱这些对你看来是自我的想法。你要像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新事物。我们要开
放自己，时刻都在学习新事物，你要学习—你已经失去它。你拥有一些东西，你已经失去了，失去很多东西。没有往前走，你已
经失去它。你做得妥当，若你仍在正常的道路上，你会成就到，因为不管如何，有些国家传统上是很古老，他们也迷失，像希腊
，你可以说它迷失了。可怕的希腊悲剧，我是说，你坐下，不为什么而哭泣，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很完美。人们来，坐下，哭
泣。就像你令某人说︰「这个已经死了，让我们现在去感觉他已经死了，坐下，我们全部人都要哭。」就是这样愚蠢！ 全是人为
的问题，人为的黑暗，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黑暗，没有真正的问题。你有食物吃，拥有一切，因此你要为自己制造问题，这就是为
何你需要精神病医师，需要药物，需要这个那个，因为你没有问题，所以你想有问题，就是这样简单。那些有问题的人必须与问
题对抗，他们没时间花在这些荒谬的事情上，你却有太多时间。就物质而言，你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但你仍然泥足深陷。 所以
现在面对它，清楚的面对它，我们不再是这样，我们与别不同，不再是泥里的虫，而是莲花，我们拥有芬芳，拥有力量，特别受
祝福，还拥有喜乐这独特意识。让我们享受它，把它给予别人，受它的赞美，感受它的尊贵庄严。我肯定这次会成就到，我已经
尽力做到最好，我想，这个讲座真的能让你们全都能经历体验到。 好吧，有没有问题？(请拿点水来。)你们有没有问题？(水)他们
或许想我可以从这里喝水！现代的想法是我能从这里喝水！所以不需要用杯，母亲可能喜欢从这里喝水！好吧，有没有问题？ 在
无思无虑中，保持这个状态，保持在无思无虑的状态。你绝对要突破，要保持这个状态，要保持自己在爆发。这个自我，仍有一
点点自我，最初期，要拒绝自我进来，这是静坐，不再有自我，你处于无思无虑中，绝对令人惊叹，不要思考。我能做到，却不
太好，应该是你来做。我就是要评论这一点，要有自己的风格。若庞克(punk)能有这种言行，为何你的言行不能明智点？ 我要说
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有怎样的言行举止，因为作为母亲，要看到她的孩子不能没教养。人们不应说霎哈嘉瑜伽士没有教养。没有教
养的孩子最先的征兆是他的床一团糟，他的一切物品都是一团糟。我来时看到所有的床，我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做。
对自己要有纪律，要过整齐的人生。作为母亲，我要告诉你这些，不用花多于十至十五分钟，只告诉自己这是静坐，入静的状态
来做。印度人以为西方人是极之整洁整齐，真的！他们不能相信，他们以为你们处于世界顶峰，你们必定是曾经活过最整洁的人
。他们会说十次「多谢」，即使一次，你也不会保持床铺整洁。你的东西要整齐，要保持自己整洁，看来整洁。 我曾经看到的第
二件事情，注意这个，很多人也说过，我也有留意到，就是你到别人的房子，没有教养的人在没有询问下用别人的电话。有些事
情要明白是很重要的，就像进厨房，吃东西。人们留意这些事情是很普遍的，你拿食物，像乞丐，他们像乞丐般走进房子。我有
最少二十一瓶别人送我作礼物的蜜糖，当我的女壻来，我连一瓶蜜糖也没法给他，谁吃光我的蜜糖？所有霎哈嘉瑜伽士来都吃蜜
糖，我是说吃没问题，但你们要问。你把房子的一切都吃光，好吧，你来，若食物是为你而烹调，你可以吃。若你进食品室或到
任何地方，你发现什么都不见了，你从市场买来的东西，你发现一切都吃光了。 你能像这样把有教养的人分辨出来，你会很惊讶
，受良好教养的人，即使这么多要留给别人，这个人也会保留它，直至把它交给别人。我告诉你我的丈夫，他本来不用担忧这种
事情，但若他知道我保管别人的东西，他会把它锁好，每时每刻都看看它是否仍在，直至它归还给人。我也可以说有关我的孩子
做着同样的事情，或任何我认识的人。你拿别人的东西，滥用它，喜欢就抛掉它，破坏一切，这些都是乞丐的行为。 我曾经看过
我自己的东西，所以当领袖向我投诉︰「他们来我的房子，吃光冰箱里的一切。」就这样。我不感到惊讶，霎哈嘉瑜伽已经变成
全世界乞丐和穷人的渡假胜地，因为它是免费的。所有穷人都来霎哈嘉瑜伽，你要养育他们，照顾他们，不应是这样。你或许很
穷，但你要有尊严。即使印度的仆人也比较好，他们不会在不问你下碰你的东西，他们更有教养。没教养的人是粗鲁无礼，傲慢
的人。你能以恰当的态度说同样的话。 作为母亲，我真正感到光荣的是人们说你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某种制度必须存在，斯巴
达制度(译者按︰简朴刻苦的制度)，这是斯巴达制度，不是某种不洁讨厌的制度，是斯巴达制度。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要整洁，
整齐，常常保持清洁，只拥有很小物品。就像在印度，人们很惊讶，你们带这么大的袋子，袋里装着所有—特别是女士—所有化
妆品，这些那些。在村民面前，这些化妆品有什么用？他们真的不明白。 我们要看看自己这些东西，我们要有尊严，要有个性。
就如有位圣人，他可能很穷，但你能透过他的尊贵把他分辨出来。有位称为Tukaarama的圣人，你也曾听过他，"Amhi

Bi

Ghadalo"是来自他的音乐，他很穷却很慷慨。他常常送出一切，只留下很小物品给自己。 所以湿婆神(Shivaji Maharaj)，伟大的
湿婆神降临他的地方，带来很多饰物，物品和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外出，她很高兴穿着这些饰物，因为是祂送的。 当
然，开始时她也说这并不妥当，但祂说︰「不，我只想向你致敬，这样那样，所以才送出这些物品。」她便戴上这些饰物。他回
来，说︰「不，我是圣人，你接受这些，你是国王，要活得像国王。好吧，作为国王，你可以拥有它，但是作为圣人，我不需要
所有这些物品，我妻子也不需要这些物品。因为你要活得像国王，你或许是有自觉的灵，你是国王，要活得像国王。」 我们要知

道，在霎哈嘉瑜伽，你的个性行为不要沈闷无趣，你要有恰当的服饰，恰当的外表，不应像乞丐，要像社会上有尊严的人。 例如
，你们也知道我是女神，女神必须佩带…我也不知道要用多少饰物来装饰她的轮穴，我是说我有很多饰物，我自己拥有的，只在
崇拜时戴上，不然我是不会戴上。我理应穿戴很多饰物，为什么？因为这或许不…好吧，或许因为尊严，或许常常穿戴上饰物是
不怎样妥当。我应常常戴上它们，就如你的手应戴上很多饰物，双脚要戴上脚环。你常常佩带金…你怎样称呼它…你这里没有我
们像腰带般戴上的饰物，我没有这样做，我穿戴最小量的饰物，只在崇拜里才佩带一点饰物。 你要有这种辨别能力，要佩带什么
，怎样佩带，佩带多少，怎样看来有尊严，怎样有教养，这样你才能荣耀母亲的教养。这一次，我希望当你来印度，你会留意印
度人这些事情。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进食，看不到他们沐浴，看不到他们睡觉。你不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在哪里生活，怎样完成
一切。当你来到这里，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对吗？他们沐浴，完成一切，早上约四或五时，他们便外出，斯巴达(Spartan)。常常
都很清洁，无论他是村民，是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是婆罗门或是什么，他们都穿着整齐，你分辨不出他们，他们穿上清洁的白色
衣服，戴上清洁的白色帽子，衣服从来不肮脏。 这是另一面，对你而言并不大崇高，不大精微，但它却很重要。因为不管什么是
精微的都显现在外，都在你的行为里闪耀，就如钻石的千个琢面。你现在参加了顶轮日，让我们看看，这千个琢面怎样显现。相
亲相爱，互相尊重，尊重自己。每时每刻内心都说一句口诀︰「我是霎哈嘉瑜伽士。」它包含你一切责任，你的志向，你是谁。
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是太初之母让你得到重生。 任何个人的问题，你都要写给我，我会尽量解答。若我不回答，这问题我已经处
理；若我不回答，你便想我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但若有任何提议，我肯定会告知你。有没有其他问题。 像有个女士今天来，她
为她的丈夫而哭泣。她之前也曾这样，她今天再次哭，快疯了。霎哈嘉瑜伽士不应哭，要克服你的问题，要尝试处理好你的丈夫
，处理好一切。我不大喜欢离婚，但若有人迷失，还可以。若我说这是迷失的个案，你离婚吧。若只是大家还未有充分的了解，
那就没有此必要了。不要哭，哭泣或做类似的事情。相反，你要尝试克服你的个人问题，因为你拥有力量。 你可以写信给我，不
是长信，我会感到迷失！是，真的，我会感到迷失！早上我要看很多信，一封比一封好，我的丈夫也有很多信，但他说︰「没有
人给我爱的信，他们给我的信只说有账单要付。」

我说︰「我的也是。」(葛莱瓜，若他们想，你或许可以翻译这些。)信件…充

满问题…。我说︰「我要为他们的爱而付出。」就是这样。孩子却写很甜美的信给我，他们只画一点东西，一些花朵或小事物，
就这样。他们造一个心，把我放进去，或类似的东西，很甜美，他们做了些很令人心甜的事情，只有喜乐和快乐，你要明白，他
们表达。他们从来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孩子没有问题，他们并不复杂。我们却捉着问题不放，麻烦就在于此，他们没有任何
问题。
你们没有告诉我，你们任何一个，告诉我你想我做什么。现在只有一事，我希望你们能听听华伦读出这个夏天我们会有的节目。
上前来，对，现在…不，不，不，我要到侯斯顿…对。再造访伦敦，就这样…对…我想第二十七次，我去，对，二十七次…。
不肯定，但我们看看。 W.: Then in July She goes to Austria on the 5th, Guru Puja is to be held not on the 13th but on the 12th,
on Saturday the 12th. Then on the 14th She’s there or possibly goes to Germany, but in any case on the 14th and 15th there are
to be programmes in Germany. On the 15th there will be a puja in Germany and then She returns to the UK on the 16th. Then in
August She goes to Belgium and Holland. On Saturday, not Sunday but Saturday the 10th… In the evening. W: In the evening…
There is a puja on that day?) Puja. That’s the puja for Belgium and Holland. W: On arrival in Belgium, or Holland, wherever You
decide to have the puja… No, better to have puja at a place where we have the Monday program. W: Then it will be in Gent, is
it? In Belgium in any way) In Belgium. W: So on the 10th evening there will be a puja in Belgium. Then on the 11th, 12th and
13th there will be three public programmes, one in Gent, one in Brussels, and one in Antwerpen. Then on the 14th and
15th there will be public programmes in the Hague, and then on Saturday, which is what they wanted, there will be a seminar, a
follow-up seminar for all the people of Belgium and Holland to attend, to follow up and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then Shri
Mataji will return to London in the evening. We celebrate Raksha bandhan in the UK on the 19th, and on the 23rd She leav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tour will be from the 23rd until the 14th of September. That takes in Krishna Puja on the 27th of August
and Ganesha Chaturthi on the 7th of September. Then Shri Mataji probably will return to the UK then, and then She proceeds to
Spain at a time yet to be decided. No, just after that. W: Immediately after? About fourteenth I come back? W: You come back on
the 14th. So that is what, a Saturday or a Sunday? W: Not sure, Shri Mataji. 14th of September. Spanish people are here still?
Or they are gone? W: Two here. So 14th is a Sunday. So, they would like Me to be there for a weekend, or for the weekdays?
That’s the point to be decided. W: Don’t forget we have to go to Montpellier as well one day. One or two days. One day. So, what
is – Spanish people, are they more available on weekends or weekdays? Weekdays, weekdays. So I can fly on, say, Tuesday.
On Monday I can fly, and Tuesday we can have a program: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 three days, all right? Yes. And
then I can – we have to have a puja, so on Friday. Or I go on Monday would be better: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I can go to W: Montpellier. You see, Shri Mataji has to go from Spain to the south of France, to
Montpellier. I can come Sunday evening, and Monday morning you’ll have the puja, it’s better. And we have programs after the
puja; it’s much better to have programs afterwards. Then My vibrations are also released. So Monday morning we’ll have puja.
W: So that’s Tuesday.. what is the day?) Have you given them the saris and things like that? W: Yes, Shri Mataji. 16th of
September Shri Mataji will fly to Madrid…. No, no. No, no, no. W: Sunday is the 14th. Sunday I’m coming back. W: When did you

wish to go to… No. Then next Sunday is what? W: Ah, the following, I see. What is the following Sunday? W: The following
Sunday is the four…the twenty-first. Ah, twenty-first. W: I see. So twenty-first you’re flying to Madrid. Puja on the Monday?
Monday. Puja, morning Monday. W: Programmes: Tuesday, Wednesday… Or you can have it Sunday night if you like, puja,
which will suit better – Sunday night. For puja, Sunday night would be better. So Sunday morning I’ll go. Twenty-first Sunday
morning I come, all right? All right. Then Sunday we have puja,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I could be there. Thursday I’ll go
to Montpellier, and I can return from there to London. How many days? Three days are sufficient? Three. W: How many do you
want, She’s saying? Keep it four now. So I’ll reach there on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 it’s all right, four days. W:
Twenty-first until Thursday, then She goes to Montpellier… Thursday morning I’ll go to Montpellier. Thursday evening we’ll have
program there, and then … W: Twenty-fifth to Montpellier. Then from Montpellier back to London on the 27th. Is there a direct
flight? W: Any flights from Madrid to Montpellier? Find out. But is there a flight from there to London? It’s a rather out-of-the-way
thing. W: I’m told there’s a flight from Montpellier to London, yes, Mother. Is there? W: Yes. So why not do Montpellier first…? W:
Sorry, Patrick told me there’s a flight from Montpellier to London. So why not do Montpellier first, and then go to Spain? W: Is
there anybody from France here who knows, confirm…But Patrick did tell me there was a flight to London from Montpellier. But
from Montpellier to Spain, is there a flight or not? That you find out first of all. But you keep it that time, about that time; definite
we’ll let you know, once we have done with the Montpellier. …. No flight? W: Juan Antonio will find out and will be in touch, we’ll
let you know. Because it depends now on the flights to and from Montpellier. But in any case you keep this program with them.
Otherwise I’ll do it earlier or later, whatever it is. First of all keep this program, definite. See, Montpellier even if I don’t do, France
is there, it’s all right. I can do it later on, doesn’t matter. But this I have to do, Spain, properly. All right? Rather awkward, I think,
to go from there, isn’t it? There’s no flight. It’s too much for Me. Then I have to travel back, you know; I’m coming from America
all the way. So forget about Montpellier. Somehow or other try to tell them that let’s forget about it. See, I must also think how far
I can go. Then I have to go back to India … W: On the sixth… Shri Mataji: Sixth or so, fifth or sixth, so hardly any time for Me to
prepare to go. Also better keep it like that. Just tell them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so I come back on Friday, it would be better.
I can come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we can have the puja, if you like. And Saturday arrive, Sunday puja,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And Thursday morning I go back to London. Because, you see, I’ll have hardly two weeks left for Me to
go to India. It’s too much strain. So I won’t be able to do this time. They can all come to France. They can come to Paris. Yes.
They should bring all the people. And we have place there for people to live. During that time there’s no problem. France, when
am I going? Seventeenth? W: Seventeenth. Will it be cold now? Not so. Yogis: No. Not at all. After some time it will happen that
I’ll settle down in one place, and you’ll all have to come there; because I won’t be able to travel so much, I can tell you this much.
It’s all right for the time being. You must also understand that now, the Mohammed has gone to the mountains; now the
mountains have to come to the, to Mohammed. All righ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haven’t told Me any one of your
problems, so I think there are no problems! Tomorrow morning I may not be able to meet you, so may God bless you all. Give
yourself a bandhan now, all of you, properly, with full attention, with full dignity, with full movement. See, full. Nothing should be
done cheaply. I don’t need anything, but just doing it to please you all. In India they asked a question that if She’s the Goddess,
why does She say namaskar to everyone? They can’t understand the Goddess saying namaskar! Guido: We’ll have a public
programme by 6 o’clock in Milano (…) ten… Shri Mataji: OK. Nine or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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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告诉你崇拜的重要。

即使早期的基督教，也常常对神像作敬拜，或许还敬拜相片，或你可以
说，敬拜圣母和耶稣基督着了色的玻璃雕像。但之后，人们变得比较理
性，他们不明白崇拜的重要。当他们不能解释崇拜，就放弃常常做崇拜。
即使在耶稣之前，他们通常用一种特别为崇拜量度建造的教堂，来敬拜

他们称的

Yahovah(耶和华)。

在霎哈嘉瑜伽，Yahovah(耶和华)就是至高湿婆神(Sadashiva)，而圣母
玛利亚则是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她之前曾降世为悉坦(Sita)，
在一本名为

Devi

Mahatmayam

接着降世为罗陀(Radha)，然后再降世为圣母玛利亚。

(女神经典)

的书中，清楚记述耶稣基督

的出生。祂是罗陀的儿子，罗陀就是摩诃拉希什米。耶稣基督以蛋这另 一 个 状 态 出 生 ， 蛋 的 一 半 仍 是 格 涅 沙 ； 另 一 半
变

成

摩

诃

毗

湿

奴

(Mahavishnu)，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对耶稣基督的描述都与描述

摩诃毗湿奴完全一致。

现在，摩诃拉希什米降临在这个地球上，她以无玷成胎把她的孩子带来，
她过往以罗陀的形相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因此，基督是宇宙大我(Virata)
伟大存在体的儿子。实际上，毗湿奴，摩诃毗湿奴，毗湿奴变成宇宙大
Tattwa)变成宇宙大我，祂也变成罗摩和克

我。现在毗湿奴原理(Vishnu

里希纳，然后是宇宙大我，意思即

能量。除耶稣基督外，所有降世神祇都以大地之母的原理或精粹来创造
Omkara，这个土原素的存在体是格涅沙。

Akbar。耶稣基督是

Omkara，是生命

祂们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絶对是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降世神祇格涅沙的力量。这就是为何祂能

在水上行走，祂是神圣最纯粹的形态，因为祂只是生命能量。
当你敬拜我，因为我亲身在场，没什么是不真实的。若他们向耶稣基督
作崇拜，耶稣基督在世时，他们必定曾向耶稣基督和祂的母亲作崇拜。
十诫中说，凡是天堂和地球创造的对象，不应再重新创造、复制和敬拜。
降世神祇是天堂所创造。只有现代才能为降世神祇拍照，过往是做不到 的 。 现 在 ， 不 管 大 地 之 母 创 造 了 什 么 ， 都 是 来
自

大

地

之

母

，

即

是

Swayambhus(天然圣石)，是大地之母创造的。现在我们各处都能找到

Swayambhus。还有，有些有自觉的灵也制造了一些漂亮的雕像。
我到过葡萄牙，他们有石头女士节。我去看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非常
小的圣母玛利亚雕像，这样高，最多五寸高。她的面容跟我一样，一模
一样。他们说这雕像是两个小孩无意中发现，他们追着一只白兔来到一
处隠蔽的壁龛，小孩看到幽暗处有光，他们跟着光到了大石下，到达光
的源头，就发现了这个雕像。他们把它取出来，再借着雕像发出的光走
出来。外面的人，外面聚集了很多人，都很惊奇的看到小孩把雕像从里

面带出来。他们因此在这个地方敬拜这个雕像。

现在，这些雕像给你们生命能量，就如我给你们生命能量一样，但它给
你们的生命能量没有我给你们的多。或许还有很多其他雕像能给你们生 命 能 量 。 在 印 度 ， 你 们 也 知 道 ， 你们 有 些 人 到
过

格

纳

帕

提

普

蕾

(Ganapatipule)，格涅沙已经到了哪里

来自大地之母，摩诃格涅沙。你看这里，身体的下半部，头是整

—

摩诃格涅沙，祂就是耶稣基

督

—

个山脉。哪里的海水是甜的，亦有很多甘甜的泉水。

若你还记得，我有一帧相片是在哪里拍下的。很多人在哪里拍照。有一
些照片，光从我的心照射出来。有些人告诉我，我的某些照片没有光，
但当他们重拍，我的意思是把底片重新再晒新的相片，再把新的相片拍
下来，再次有光从这里射出来。所以你们要知道，上天的领域有各种奇

迹。

崇拜也一样。当你作崇拜，你首先是赞颂格涅沙，因此你内在的格涅沙
会被唤醒，得到确立。当你敬拜我为格涅沙，你的纯真就得到建立。你
会看到生命能量升起，你的生命能量会增加，会感到内在非常隠定。现
在，当你念诵格涅沙的名号，你会知道，祂拥有什么质量，祂给你什么
力量。当你赞颂这些质量，这些质量的力量会通过你散发出来，上天就
接着你赞颂女神，太初之母。现在，太初之母已经唤醒内里的七个轮穴，
她必须与这七个轮穴一起工作。第一次，这样的神祇降世。就像你先建
造第一间房，接着第二间，再第三间，第七间，整所房子就这样建成。
你拿到锁匙，打开房子，房子就是你的。我就是这样大规模的给人自觉，

是这样运作，你就像注满了这些质量。

这是不能早点发生，但现在，因为这七个轮穴的组合，才有可能发生。
(Mahamaya)。我的样貌

所以当你现在赞颂太初之母，我也是摩诃摩耶

像你，言行举止像你，我让自己与你一模一样，这是非常困难才能做到，

但我已能做到。我的身体要承受很多，才能令你明白霎哈嘉瑜伽，令你
明白自己的力量。例如，若你对我无礼，对我不敬，耶稣基督就会很生
气，因为祂说：「祂不会容忍任何对圣灵的不敬。」我的轮穴，额轮开始
释出愤怒，移动得很快。现在我必须忍受它。我不能以耶稣基督想我采
用的态度来告诉你，因为祂非常直接，而我必须小心翼翼，你才不会感

到失望。

无论如何，当你作崇拜，若你怀疑，或你反对崇拜，就没法吸收生命能
量，而我亦会出问题。因为生命能量在流通，你却没有吸收它，我不知
道怎样把生命能量储存在我之内，你不把生命能量吸入，我就要花时间

把它们拿出来。

所有这些都是有象征性意义。无论我们做些什么，都是种象征，这种象
征确实起作用。例如，若你给别人花朵，那人会感到极之喜乐和快乐，

感激之心就油然而生。

所以当你向我奉献…例如花朵或其他任何对象，如水或其他，那些元素
会感到高兴，在轮穴内的神祇也会感到高兴。祂们会向你发放祂们的品
质和祝福的生命能量，赐予你祂们的质量和祝福。上天就是这样作事。

渐渐地，在崇拜后，你会感到事情正在解决成就。

现在，我们在这时间作崇拜，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正在这里作崇拜，所
以他们也坐下入静，亦同样能得到祝福。他们期待崇拜开始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订下一个时间，例如十一时正开始崇拜。十一时前，我们必须
坐下，崇拜在十一时开始，他们得到同样的福佑，虽然是我们在作崇拜，

他们在入静中也得到福佑。

若你仍不是大聪明，仍不知道崇拜中所有细微琐碎的事情都是重要的，
不要紧，因为若你是出于愚昧无知，神是知道的，祂会原谅你，祂并不
介意。若你犯错，不要介意，只要以一颗谦卑的心，以你喜欢的方式来
做。你自会慢慢学懂。但若你懂却故意犯错，就不大好了。正如我们原
谅我们的孩子，神也原谅纯真的孩子。所以你应该放轻松点，只为你内 心的喜乐而作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

1986-0706, 神圣导师崇拜 1986年7月6日
View online.
神圣导师崇拜 格蒙登市（奥地利），1986年7月6日 请就坐。 我迷醉在你们如此美丽的爱的表达里。这样美好的注意力和创造力
。能看到户外的大自然在这里如此美丽地再现，我一定是最幸运的导师。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象，没有导师的心能避免完全地被融
化。 实际上，我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他们能中和任何导师，所以那个导师用来管束学生的权杖也融化成为一朵莲花。 每次看到
霎哈嘉瑜伽士如何与上天合一都是如此美丽的惊喜。他们喜乐的表情，上天的计划，你们都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要你们所有人都
坐在神的国里，就如同今天我所在时。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现在就是那宇宙意识本身（即梵天）的一部分。祂创造、协调、计划所
有的细节，祂通过创造来爱，通过祂的表达，祂就是那宇宙意识。
我们不仅在那宇宙意识之中，而且我们也能运用它。我们能调校它，能使用它，我们也能成就它。 这就是那个状态，当我们在宇
宙意识之中，我们就是导师。导师的意思是比地球重力高或比地球重力强的人。地球的重力是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明白重力
是一种作用于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保持在地面上的力量。大气层对我们的头也有个荷载，就像许多头大象站在我们头上的荷载。加
上大地母亲有重力把我们拉向祂自身。

那就是在粗糙层面我们对重力的理解，我们有时也在粗糙层面理解导师原理。

在粗糙层面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导师是一个把你吸引向他自己的人 – 身体的吸引，也许其他粗糙的吸引。那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
走向肤浅的假导师。但是那个高于大地母亲重力的人，粗糙的、精微的、更精微的、最精微的
那就是那位，是导师。

–

超越所有这些吸引的

–

所以在非常粗糙的层面，我们一般会看到人们通过身体的元素被吸引向其他人，重力通过身体起作用。

一个看起来像电影演员的导师很被欣赏。他们不能看见整体的美丽，而只看见一个方面的美丽。
在印度，早期的导师，作为假导师而来的，甚至都常常会装扮自己的脸。 或者他们会到特别的装饰者那里，把他们的头发弄成像
商羯罗那样的发结，用大的黑煤炭把眼睛画到这。整个身体会用奇怪的粉铺满。 或者他们会穿着一个袈裟，就是一块藏红色的布
，但并不是用藏红花染的。你用二卢比就能买到。人们会被这样一个人吸引。为了增加肤浅的重力的习性，他们会运来一头大象
，坐在大象上，行走在大街上。人们会向他们鞠躬，并且给他们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不能提升任何人。任何身体的吸引会让
你成为奴隶，不能给你自由。它会给你成为身体的奴隶的习惯，如果你的导师知道怎样以各种方式保持吸引力，也会让你成为导
师的奴隶。

对宇宙意识的整体理解能用一小句话概括：祂不能被任何星星、地球、月亮或太阳的重力所吸引。

另一来自于大地母亲的吸引是所有对食物、贪婪、色欲的引力 – 物质主义最糟糕的一面。它来自于物质。 所有来自于物质的，一
旦你开始习惯于那些，你就成为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导师。所以任何人第一步尝试的应该是：要成为一个好的导师要克服物质的
吸引。 在精微层面我们能看到它是像这样发生的：一位女士或一位先生在霎哈嘉瑜伽买了一所灵舍，然后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开始
住在那个灵舍里，这个灵舍的物主开始担心这个房子以及房子中所有物质的东西，而不是考虑门徒或者在那里的霎哈嘉瑜伽士的
解放。

整个注意力是朝向房子的物质保养，而不是朝向霎哈嘉瑜伽士的解放，这些霎哈嘉瑜伽士是要上升到宇宙意识的。

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开始相信他是导师，或者他无论如何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他可悲地错了。 关键点是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如果你是一个导师，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如果你的注意力在纠正和滋养你自己和其他人，那么首先你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一
旦你超越了物质主义的引力，你就能被称为是导师。 任何生物都有能力上升对抗重力，直到某一个点，那是有限的。就像我们看
到树，它们从大地母亲长出来，向上生长，直到一个有限的空间。 每一棵树，每一种树，都有它自己的局限。雪松会长成雪松，
玫瑰会长成玫瑰。都被地心引力所控制。但有一种东西能够上升并对抗地心引力，她没有限制，那就是你的灵量。 地心引力不能
控制她，除非你想要她被控制。没有什么能控制她，只有你和你的真我能控制她。所以，一旦你能掌管你的灵量，你就向前跨了
一步，于是你就能克服地心引力的力量。 然后所有五大元素的循环是绑在一起的。所有五大元素必须进入一个循环，通过这样的
方式，没有浪费没有变质，万物都是有组织的。只有通过灵量的唤醒才能打破这个循环。因为你进入了最高之中的最高者，那就
是宇宙意识，你知道如何调节你自己。

那个宇宙意识是至高原理（Param

Tattwa），是所有原理的原理，控制所有原理。所以祂也控制所有五大元素的原理。祂也控制心智的力量（Mana
Shakti）。祂控制进化，也给你力量让别人进化，所以，这个伟大的梵天力量（Brahma

Shakti）就在你的脚下。

也许霎哈嘉瑜伽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达致的成就。我会说，一位原始宗师（Adi Guru）、一位导师（Guru）和一位真正导师（
Satguru），唯一的区别是，原始宗师知道祂就是那控制的力量，祂知道祂与梵天原理、与宇宙完全地合一。祂讲话具有权威，带
着完全的自信。祂的大脑没有任何疑惑。在祂任何一个教导中，祂会说，“我真实地告诉你们那种自信，我与梵天原理合一，我就
是梵天，我控制所有的原理。”使祂成为一位先知。
因为无论祂说什么，作出预言，就是真理。无论祂谈及过去什么，就是真理。而且祂知道那点，祂没有疑惑。
摩西谈话具有权威，苏格拉底谈话具有权威，老子谈话具有权威 – 所有这些伟大的原始宗师，从原初之主到赛巴巴，祂们不会说
，“如果你这样做会好，或那样做会好。”不，“这就是如其所如的，你最好这样做！”这是如其所如的。 But in modern times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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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代那些导师也许不能成就。那就是为什么母亲不得不来临。首先要给你们自觉。 因为这些导师没有意识到另一点：他们
的门徒根本不理解祂们。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出于敬畏在做。但是敬畏之中没有理解。或者早期的门徒可能明白，但后来的一

代并不明白。 所以他们把导师变成了门面，而把整个建筑当做他们自己的所有物。引起各种问题，毁掉了普世性和集体性，因为
梵天原理（Brahma Tattwa）就是集体的力量。祂存在于万物之中 – 在原子之中、在分子之中、在人类的心中。依赖反射镜，它
反射到各个地方。而且祂控制。祂们有这种理解力，但是祂们也许没有人类的理解力。如果你今天告诉祂们一些事祂们可能会听
我们的，但是明天祂们就会忘掉。 所以，你们应该得到自觉，这是必须的。否则，若没有得到自觉，那有什么用呢？跟那些没有
眼睛的人谈论颜色有什么用呢？所以必须给予自觉。但是不应该没有自信地去做。当一个导师不能正确地感知生命能量，那么他
给人自觉时就会没有信心。甚至当他明确地感知到生命能量，他也不会说出具有权威性的话。权威绝不意味着咄咄逼人。权威是
因为你拥有它，所以你能表达出来。
它必须发光，所以它照耀着。

就像这光此刻照在我的脸上，它在发光，它不具有侵略性。因为那就是它的特质

–

同样地，一位导师在门徒面前也是发光的。要理解“发光”这个词是很容易的。当你有些脏东西，就

不能发光。虽然黄金永远闪耀，永不褪色，如果你把它放进泥里，它就不会闪耀了。所以你必须清洗它，洁净它，好好地擦拭它
，好使它能发光。 但是在导师原理里，你必须从基础开始。在黄金进入黄金自身的状态之前，它跟许多其他东西混在一起。所以
它必须要被加热、融化、过滤，要经过这么多的程序，它才能成为黄金。所以，当你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便成为了黄金。
然后，第二项工作是保持这黄金发光，第三项是成为母亲王冠的一部分，好使你能永不褪色。 任何人都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首
先要评判自己是否是一个导师，你必须有你自己的重力，不能被大地母亲的重力所约束。那是最起码的。 那并不是意味着你外面
穿着袈裟，这个衣着表明你是一位苦行者（sanyasi）。而是从内在你应该是一个苦行者。那么一个内在是苦行者的人可能有一大
笔银行存款，但他却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漠不关心，随时都可以舍弃它。 一位苦行者必须是个超越色欲的人。应该不知道色欲是
什么，色欲的吸引力是什么。通过他的灵量和根轮，他能够达到这点。因为现在你有能力去超越重力。
你的注意力被这个色欲完全给毁了，你现在拥有那个力量超越这个色欲。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有各种人。 就像在印度大街上，
你会看到有最现代的车，劳斯莱斯，奔驰–梅赛德斯，也会看到公牛车，但也会看到很多奶牛和水牛，一切都在那里。同样地，我
想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也有各种类型。 我们有一些人非常棒，试图达到不褪色的状态，投入他们的注意力，成就出来。但是我们也
有一些人是完全无用的，仅仅依附于霎哈嘉瑜伽，利用霎哈嘉瑜伽为了自己的名气，也许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不知道他们为了什
么。 我曾经见到有人以霎哈嘉瑜伽的名义做讲座，被严重地感染了。这就是那个重力在你身上工作，记得那点。大地母亲的重力
。某种重力应该在那里。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虫子，他们不能提升。外面的人只看到这些虫子，试图说霎哈嘉瑜伽一点
都不好。 你们的灵量拥有力量，祂拥有所有的力量让你达到最高中之最高。一根普通的小草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那是没有限制
的。但是你必须对自己和霎哈嘉瑜伽有信心。如果你对自己或霎哈嘉瑜伽没有信心，没有事能成就。但是在所有当中最高的是真
诚，谁也没法灌输给你。关于一位导师有那么多的描述，一位真正的导师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是在西方，我未曾在西方见到过，
因为我想他们从不相信导师，但他们有很多导师，像坐在这里的教皇就是一个可怕的假导师。还有另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坐在
那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假导师，对灵量一无所知，对梵天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想要抨击印度的观念，不是因为祂们是印度的，而
是因为如果霎哈嘉瑜伽建立起来，他们会失去所有的收入。他们从哪里得到金钱和王冠呢？所以他们想要提议说他们就是解决方
案，但却一无所成，只是破坏了基督的名声，愚蠢地说了各种违反基督的东西，对上天一无所知。 然后在伊斯兰教我们有很多可
怕的人，与穆罕默德恰恰相反，却以穆圣之名做着各种错事。你会明白，就像一个小偷成为骗子，举止像一个国王，来表明他不
是小偷，并完成他的偷窃。他们所有人就是这样的。恰恰在印度也有很多婆罗门是同一个类型。这个神父职业必须结束。无论哪
里有一个神父，就知道他是一个黑手党，是一个复杂的黑手党。 没有霎哈嘉瑜伽士导师打算赚取任何金钱，也没有人要向他们鞠
躬。他们也不想要得到某种特殊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灵舍，那里的导师或女导师变得非常重要，她会要求把
茶摆在一个合适的桌子上送到她的床上来。她变成了一个小型玛塔吉

–

或者一个更伟大的玛塔吉，因为我从不需要她要求的很多东西。我从不要求任何东西，无论你们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很棒了。 这
就是他们如何通过要求这个特权或那个特权，来觉得他们是伟大的导师。导师要遭受最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指挥。他必须成
为苦行和不执著的榜样，他就是如此得到尊重。在霎哈嘉瑜伽没有人会尊重任何从瑜伽士中赚取大量金钱的导师。
但是霎哈嘉瑜伽士放在金钱上的注意力本身就表明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比如，当你想要收钱

–

我的意思是，我从未要求过房子或任何东西。一些霎哈嘉瑜伽士有了这个念头 – 应该有一个给我的房子。谁能给我房子呢？只要
想一想。这可能吗？可能给我房子吗？没可能。所以，带着这个目的和用我的名字，我们本来可以在宇宙的中央做成一些事，在
宇宙的中央每个人实际上都在沉睡。我们必须要在那里做一些有活力的事。我听到一些愚蠢的人开始为此而争论。那又是不理解
的标志。如果母亲说，“是，”她不会无缘无故地做。

所以，只有当我们成为宇宙意识的力量，理解的力量才会来到。因为宇宙意

识了解每一样事物，不出户而知天下，你不需要到那里去。所有事。因为你的母亲是摩诃摩耶，可能不会显现，但总有一天会暴
露出来。所以你必须依靠霎哈嘉瑜伽的那部分，那是摩诃摩耶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扰乱或不安，它会显现出来。 所以，
你们得到了双重的祝福。首先你们得到了你们的自觉，他们说得到自觉是难中之难的事。你们已经超越了重力。第二，你们的母
亲是所有原初导师的母亲。祂是教导所有原初导师的那位。祂创造了原初导师，祂会从你们之中创造原初导师。 但是品质必须是
金子的。导师自己必须要接受所有的挑战，一切，并且战胜挑战。成就出来，洁净他自己，审视自己达到了什么程度。他不能只
是依靠你们普通人做的某些证书。那不是人工化的，那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当你到达实相，你必须知道你必定对你自己感到
满足。然后自信随之而来。这就是权威如何来到，你确信自己，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实相。只有实相没有其他。 这个力量就在你内
在。灵量在你之内，她是你自己的母亲。所有之前的人生都被你浪费在做各种事情。人们已经进入了大量的自我惩罚，做了反文

化的错事，做了很多毁灭和摧毁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获得了什么呢？然后他们开始做另一类事。他们现在忙于又一个征程，明天
他们会忙于另一个征程。或者无论他们做什么蠢事，他们都做得很认真。

这是最令人惊讶的事。你们知道吗?所有的细节，都不

能有任何遗漏。必须用完全的真诚以达致完全的愚蠢，那是最让我惊讶的。然后 – 何等的自信！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说，“有什么错？”你会很惊讶。应该有一个比傲慢更合适的新单词来形容这种事。你切掉自己的鼻子，医生问你，“你为什么
切掉呢？”他说，“有什么错？我切得很好，比你做的更好。”

人性就是如此愚蠢。但当来到实相面前，你会怎么样呢？

我们非常讽刺地成就了我们的毁灭。我们的建造和我们的升进 – 我们是否坚持不懈地，带着谨慎、细心和详尽的了解来升进呢？
最美之处是当你升进时你得到喜乐 – 立刻得到奖赏。 例如，做这一切你们一定都享受，毫无疑问。任何你以神的名义做的事都立
刻得到奖赏，精微之中最精微者以喜乐为形象，而粗糙之中最粗糙者则以各类事物为形象。
所以为什么不升进呢，带着完全的了解，一丝不苟地谨慎地做。为什么不呢？带着完全的注意力和专注。因为奖励就是喜乐。 我
们最终追寻的不是其他只是喜乐。理性上我们明白，但不是从内心明白。它不容易进入内心。现在人们说，“母亲，打开我的心。”
我如何打开呢？只管告诉我。有人得去做一个开心手术，我想，用这样的方法。要打开你们的心，导师必须宽宏大量。无论这些
别的假导师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恰恰相反。你们给予了什么呢？ 例如，有一些人和你一起在你家 – 你是导师。你给了他们什么呢
？在物质层面，让我们看看。在身体层面，你曾经按摩过他们的头吗？我按摩过这么多人的头。至少你们中的50%享受过我的按
摩。你给了那个人什么身体的舒适呢？如果你是导师，你给了那人什么情感上的自信吗？如果你向那个人咆哮，“你为什么把它放
在那里？为什么你不把它放在这里？” 在人类中反之亦然。如果你试着对某人亲切，那个人就变得自我导向。危险的家伙，你知道
。你对某人亲切，你对那个人友善，你给他一些钱，或你给他某样物品，他们就会说，“你来看看那个人，”我有时很惊讶，怎么会
这样？但确实发生了。我的意思是，我成了这样荒谬的受害者。人们只好说，“母亲，你宠坏了那个人。”但是我只是不知道，我是
怎样宠坏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人类有另一个重要的品质，他们不明白任何人可能关心他们，因为他们不会关心任
何人。当任何人关心他们，他们就变得自我中心。 我知道有些印度人到国外，人们想印度人来了，就像原初导师来了。他们可能
比你们更糟糕。他们确实比你们更糟，毫无疑问。然后你们就崇拜他们。然后你们明白你们只是带来了一头来自印度的驴子，他
总是踢你。 印度美德的形象不在那里了。因为这个问题，导师无法应对这些弟子。 但是有一个解决方案：交托给母亲，我会纠正
他们。所有这样的问题你们都可以交托给我。当人们开始试图利用你或走向自我，告诉他们，“现在我要把你们交托给母亲，我不
会再照顾你们了。”那会让他们变好。 他们不知道这个宇宙意识也是很危险的。当祂隐藏有很多灾祸。祂能做出如此的灾祸，以致
于人们既震惊又骇然。所以，所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不了，就交给我。另一个是他们的灵量，告诉他们这个轮穴或那个轮
穴有堵塞。你有责任要告诉他们“你的自我有堵塞，最好纠正。”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导师，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导师，

可以发展那伟大的能力，与宇宙意识合一，完全脱离地球重力（即物质主义）的掌握。没有达到那一点，你就没有权力对任何人
说他要做什么。 首先应该是你在自己的生活中践行和遵循训诫，以你自己作为例子。然后你作为榜样就足以让他人信服。 现在，
理解到你必须超越物质主义的引力，这是当今各处的宗教，无论他们称之为什么。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民主或
是魔鬼集权，无论是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毫无意义的事

–

所有那些只不过是物质主义所有荒谬的形式。就像莲花的梗一样，灵量是唯一能够带你超越物质主义的污泥的东西。 And that is
what one has to achieve, specially in the West. It goes in the subtle and subtler and subtlest forms, so be on the lookout, and
ultimately

it

expresses

itself

as

ego.

那就是每个人要去达到的，尤其是西方人。物质主义进入精微、更精微和最精微的形相，所以要提高警惕，最终它表现为自我。
所有的物质主义者都是自我中心的、种族主义的

–

他们是劫匪和掠夺者。他们去到别的国家，例如南非，好好地定居下来的劫匪和掠夺者。榨取别国的财富。
所有这些都能变得非常复杂和被美化 – 我们要与之战斗。但是要战斗，我们必须完全地摆脱物质主义。否则当我们身处其中我们
没法战斗。所以我们所有人应该试着完全摆脱物质主义。那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全体脱掉你们的衣服并且说，“我们已经放弃了一
切。”那是现在开始的另一种风格。那意味着你尊重所有美丽的，尊重所有美好的，但你不被任何事物所控制。你不在任何事物的
掌握之中。 如果我想我可以带一条金链子，否则可以什么都不带，我不烦恼，也不在乎。应该是那种态度：如果我有，或者如果
我要带，那我就会带。 没有什么能控制我。没有什么能给我地位。我保持我自己的身份、我的位置、我的权威。因为我就是那纯
洁的意识。没有什么能宠坏我，没有什么能让我消沉，没有什么能让我屈服。我也不能让任何人被我宰制。
这就是我们如何要成为伟大的导师。

想象一下

–

这里有620个人，一个导师就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有620个导师，神现在就能拯救这个世界。
有一个商羯罗写的美丽的颂文，涅槃的六段颂文（Tad

Nishkala），关于梵天原理。我就是那梵天。你们有这个颂文吗？让我看

看。那是最好的方法去明白你们是什么，把它带来吧。那首颂文是非常著名的。你们有这首颂文吗？ 霎哈嘉瑜伽士：是Dakshina
Murti吗？

锡吕玛塔吉：不，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把它带来吧。你们有那本书吗？

就是这首颂文。这篇就是这首颂文。我们来用英文读一下。
吉多朗读：

当你得到你的涅槃，你会发生什么

唵，我不是此思维，不是此聪明、自我，或注意力。

–

这首颂文讲的就是那个。

我不是此耳朵，不是此舌头，

我不是此以太，不是此空气，不是此火，不是此水，不是此土，我是永恒的喜乐和知觉。

不是此嗅觉或视觉，

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我不是此生气， 也不是五种呼吸， 我不是身体的七个元素， 也不是这五层外壳，我不是这双手，不是这双脚，也不是这舌头，

我不是任何行动的器官，我是永恒的喜乐和知觉。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我不是恐惧、贪婪，也不是错误的见解，

我无不喜，亦无所喜， 我无骄傲，无自我，无所谓正法与解放，我不是思维的欲望，也无欲望的对象，我是永恒的喜乐与知觉，
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我不知何所谓快乐与痛苦，道德与不道德，我不知甚么是咒文，什么是圣地，什么是吠陀经，什么是
献祭，我不是吃食物者，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吃的行为，我是永恒的喜乐与知觉， 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我没有死亡或恐惧
，也没有所谓阶级种姓，我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我甚至无所谓出生，我无朋友，也无同道，我非门徒，也非导师，我是永恒
的喜乐与知觉，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我没有任何形相，也无幻想，

我是无所不在，

我存在于每一处，我超越此感官，我非救赎，亦非知识之对象，我是永恒的喜乐与知觉，我是湿婆神！我是湿婆神！
锡吕玛塔吉：你们就是如此。你们是永恒的喜乐和知觉。是意识，纯粹的意识。我想，这首诗必须
每个人都必须用心记下来。并且在所有的灵舍中念诵。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们记得你们是什么。

–
愿神祝福你们。

霎哈嘉瑜伽士唱Satchitananda Rupam Shivoham Shivoham。 锡吕玛塔吉：现在所有的领袖都要上台来帮助做普祭。 昨天我还
不能说出所有很好的领袖的名字。他们最近才加入进来，也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像泽维尔，只是几个月前在米兰任命，他做了这
么好的工作。也有其他人，例如在威尼斯。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牟罗兹和蒙彼利埃任命了一些领袖，他们也做了很棒的工作，我得
到那个地方非常棒的报告。我很惊喜新的中心的进展如此之好。甚至在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很多新中心，他们做了很棒的工作。 在
英国有很多新中心开始使用，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一些旧人退出了，但是加入的新人是很好的。我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现在到
处都是这样的事。人们出现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领袖阶层，我很惊喜最近较小地方的领袖加入了进来，他们在每一个国家都做
得很好。 甚至说到所有的名字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中的那么多人做了如此好的工作，只有上天能解释。 这是上天巨大
的祝福让我们拥有所有合适的人。霎哈嘉瑜伽确实在前进。它不应该比上天要它发展的速度更快，所以我们应该接受那个速度。
但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因为尝试、尽可能多的成就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是我们的工作。 愿神祝福你们！ 所有那些在较
小地方工作的领袖，每个人都给了我报告，我理解他们，对他们所有人都有极好的感觉。但是有些地方只有较小的灵舍等等，问
题突然出现，我很惊讶这些问题还在那里。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试着纠正自己 – 应该成为一个有慈悲心、爱心和理解力的榜样。 我
希望我至少不会收到关于领袖特别是他们的妻子的报告。妻子是一个大问题，我希望我告诉过你们一些关于妻子的事情，也许今
晚我可能会谈及领袖的妻子。我总是在谈到她们。因此，妻子们有更大的责任，因为她们是慈悲心的源头，而不是管束的源头。
她们是喜乐的源头，而不是控制的源头。她们是母爱的源头，而不是导师 的源头。所以她们必须要有非常特别的人格。她们不应
该这么想，“我们是导师的妻子，所以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能宰制人们，训斥人们，能自己安排一切。”不，她们必须完
全低调，身处不显著的位置。关于这点我会说她们中的大多数是非常好的妻子，她们表现了对于做为女霎哈嘉瑜伽士的角色极好
的理解。 所以，我想要求你们不是自己成为导师，而是成为女导师（guruvis）。她们是那些照顾导师另一面的人，这一面也许因
为导师必须自律的天性而被忽略了。她们是那些成为水泥系数的人。如果导师是砖块，那么她们就是水泥。但是有时候也会反过
来。所以，我不曾谈太多关于女导师的，但是我希望今晚我会谈到一些关于女导师的东西。 愿神祝福你们！

1986-0713, Shri Kartikeya崇拜
View online.
Shri Kartikeya崇拜 19860713 德国 Munich 很抱歉我迟到了，我不知道这个讲座是在这样漂亮的地方举行。你在这里看到一幅米
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表达上天的愿望，你的父亲，你得到拯救，得到帮助以及可以成事的油画。

德国正在发生很巨大，富侵

略性的事件，为西式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价值观被摧毁，正道被扰乱，女人的言行开始像男人，很多人死亡，非常，非常
年青的人死去。他们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生命只能为他们带来战争。是某种热浪来临，摧毁所有精微的事物。当大自然
想喘息，或当它感到愤怒，它只会摧毁粗糙的东西，但当人类开始摧毁，他们连一些精微的东西也会毁灭，像你们的价值观，你
们的品格，你们的贞操，你们的纯真，你们的寛容。 现在的战争都是在精微层面，我们必须明白，所有这些对西方，对西方的品
格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首先，我们要尽力去修补它，修正它，并且令它可以独立。因为人们失去了他们的个性，失去了他们的
传统，他们没有精神支柱，没有根，他们开始朝向任何可以带给他们理性经验的方向走。女人变得非常独立，她们以为自己能解
决所有的问题，她们以为自己可以变成像男人一样。在这里，问题更严重，因为女人始终是女人，但一种细小被称为在她之内的
男人的品质存在着，当她逃避她的本质，而去发展她拥有很少的品质时，她就变得荒谬。她可能是被很多已死的男人附上了身，
她想成为男人的欲望，吸引很多想进入女人脑袋的邪灵。当邪灵附上女人的身上，它们的装扮是女人但思维却是魔鬼， 那位女人
看不到这些，或许因为在俗世，拥有这些邪魔的品质令她们很成功。她们可能比较富裕，她们可能可以控制每一个人，她们可能
变得像男人一样一丝不拘，实事求事，非常整齐，清洁，但却缺乏美丽和甜美。这些妇女最终变成像吸血鬼一般。因此，虽然战
争己经结束，它仍然藉由德国的妇女作出行动。 我之前也有听过这种侵袭，有些女人被称为Amazonic，现在历史又再重演。有一
次我与一位德国女士有一个面谈，我对她的态度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感到仍有纳粹主义在她之内，一些纳粹党的邪灵在她内里。
她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她说话很甜美，另一方面她是一位纳粹党人…， 他们很狡猾地抓住一些论点。首先他们说你偏向受压迫的
人，像印度。印度人是雅利安人(Aryans)，我们是雅利安人，我们同情雅利安人。印度人是有灵性的人，他们感到他们像印度人
，你相信吗？ 一是生活的质素必须改善，我曾经告诉你们很多次，男人的品质与女人不同。若女人想象男人，她们便不能恰如其
分的有任何成就，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们都见过毛泽东的妻子，也见过蒋介石太太，以及现在那位名为艾美黛的第一夫人
，她的名字是马可斯(Marcos)，很多女人都是这样，当她们想象男人，事情都变得一团糟。
历史上，我们有很多妇女，印度的妇女都装备完善，我们有像Jhansi Ki Rani 的女士，她对抗英国，她是一位寡妇，她背着她的孩
子与英国抗争。他们说她的马从一百八十呎的堡垒中的炮塔跳下，英国人也有把这记录下来。虽然他们捉拿到Jhansi，得到胜利
，但荣耀却归于Jhansi Ki Rani。 印度有很多伟大的女士，像Nur Jahan，她是另一位伟大的女人，我们还有Chand Bibi 和Ahalya
bai,她们全都是女人，她们没有男人的自我。她们可以工作，在办公室与男人一起工作，但并无需要变得像男人一样。我以自己为
例告诉你，我必须在勒克脑（印度北部城市)建造一所房子，我以女人的作事方式建造这所房子，我建了一所很好的房子，比任何
男人建的好，以非常非常便宜的价钱建成。若是男人，他们通常会找建筑师先去量度，跟着他会预先把所有东西装配下去，他的
自我令他到一些昂贵的地方购买需要的物品，所有要买的东西都很昂贵，他被这些所欺骗，同样因为他的自我，令他支付昂贵的
工资，顾用某些人，他主管每事每物，他是主管。 我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有金钱，我会找最好的人，拥有最好砖块的人
。房子是由砖块所建成，那么你还需要甚么？就如女人烹调食物，你也需要沙粒，跟着你需要水泥，铁枝和劳工，我不会像男人
那样，我只要找出谁人出售最好的砖块。他说：「我没有钱，因为我做了这个砖窑，把它填满砖块，因此你需要付订金。」我说
：「好吧！我要购实一整个砖窑，需要付多少钱？」他说：「五千卢比就够了。」但他说： 「若这砖窑告吹，或它有任何不妥，
或它不发火，这是你需要小心的。」我说：「没有关系，这砖窑是我的名下了。」我从他哪处买下了整个砖窑，
一整个砖窑，是一种他们把所有砖块放进去的东西，跟着用泥把它遮盖， 在下面点火。有时整个砖窑会完全浪费掉，或完全粉碎
。我说：「若这样真的发生了，也只花五千卢比。」但当它好好地起火，它的价值比五万卢比还要高。 跟着我到达河边说：「一
份要多少钱？」他们称呼一个大面积的沙粒为一份。他们说：「在这个时候，在夏天，只需要用很小钱，但在冬天，要的钱就相
当多。」一个男人走来说：「好吧！现在你需要这么多， 把它带走吧，跟着你会需要更多，你可以再带走它。」我不是这样做，
我说：「夏天是很好的时光，可以便宜点，为甚么不把整份买下？」我把整份买下，整个面积的沙粒。跟着我去找五金商。我说
：「铁枝又怎么样？」他们说：「你必须订购，若你大量购买，我们可以算便宜点，你需要支付大量现金。」我说：「好吧，我
订购。」全都准备好，就像我们准备烹调食物，所有食料都准备好。
跟着我们需要木材。他们说：「木材是来自尼泊尔。」我说：「好吧，
有没有来自其它地方？」他们说：「也可以来自其它森林。」我走到一处在印度中部名为Jabalpur
的森林，在哪里订购木材。整块木材被切割， 被好好地切割，在一处拍卖会，我购买了大量木材，我全部都在哪里购买的，我还
在哪里购买大理石，这些大理石从未在任何地方用过。我说：「很简单，这些大理石我可以作任何用途。」我在同一地方购买了
木材和大理石。 跟着是劳工，我问我的朋友有没有好的石工技艺的工人。他们说： 「有，这位很好，那位也很好。」我召集了他
们所有人。我说：「现在你们可以与我一起在这所房子，我会好好的为你们煮食，给你们食物，好好照顾你们。」他们与他们的
家庭都安顿好，我常常都为他们煮食。因为为他们煮食，我赢得他们的信任，因此他们乐意为我做任何事。他们对我很仁慈，他

们会制造新的…他们所知道新的技术，他们会做一些效果, 在水泥中的大理石，他们把各式各样的工艺都放在哪里。 这所有二十
间睡房，五个客厅饭厅的大屋，只一年时间便建成，不单这样，没有人相信这所房子的造价，只是建筑师所要求的十分之一。那
是好好的被记录下来，每样事情都做得那么好。因为我不懂会计帐目， 所以我是这样做的，每一天我会说：「好吧，今天我拿出
这个数额的金钱，这个金额已经用完了，每天我都把数目记下，没有缺少任何一个卢比，所以没有人能控告我，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有建造房子的官员都资历很多问题，他们的收入要缴税，这些问题，不曾发生，没有甚么发生： 我可以用这样小的金钱去建
造一所这样大的房子，人们说就算泰姬陵倒塌，这所房子也不会倒塌。因为我建的地基很好，我购买的砖块是那么便宜，我以很
便宜的价钱购买了整个砖窑，因为剩下的太多，我把剩下一半的砖块出售。我购买的沙粒，有一半要出售，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们
， 我以双倍的价钱出售，因此我用的沙粒是免费的。在哪里购买的木材恰当地凿刻，我有一个小水箱，我把木材放在里面，令它
完全的防水，我把它拿出来，只用了一半来建造数以百个窗以及六十只门，余下的我把它们出售，甚至木屑我也出售，用作木材
的燃料，你看到燃烧的木，你们怎样称呼它？你可以想象，一些木材用来出售，一些则用来做小屋。我必须为他们煮食，我必须
照顾他们的舒适，我为他们准备好毛毯和睡床，这样和那样，所以他们都很快乐。 这就是为甚么女人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感到
很惊讶，他们找不到我任何错处，我的帐目也没有任何错处，任何事情都找不到错处，我告诉我丈夫的所有朋友，要远离我五里
之外，因为我丈夫是为首相工作， 人们会说：「好吧！她必定收了贿赂。」事情就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走来告诉
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远离他们，因为他们好争辩，男人只会争辩，女人则会生产成果，没有讨论，甚么也没有。我
说：「不需要做甚么，就让我来做这工作。」与这些人愉快地一起把房子建好，一所漂亮的房子，我想他们会把它拍下，你或许
可以看到我建的这所房子。 作为一位女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发展自己，发展这些特别的品质。因为她非常富直觉，女人是非常富
有直觉，若她是真正的女人，她常常都很快作出正确的结论。但若她一半是男人和少部分是女人，我就不知道她是甚么种类的人
。所以女人必须是女人，她是很有力量，像母亲大地那样有力量，母亲大地可以容忍各种事物，她可以付出她最好的，极之牺牲
，极之付出，寛容，有爱心，懂原谅人。当男人发展了女人的特质，他们便会成为圣人，不是因为女人这些特质而去追逐她们，
这种荒谬并不存在。他们必须是合格的虔敬者(viras），他们必须是直正的人，勇敢的人，为此他们必须发展慈悲，寛恕。在德国
却是相反，我发觉在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普遍也是这样，女人发展了可怕的自我。 在印度，妇女工作，她们做各样的事情。长久
以来，我们都有很伟大，很有名的演说家，他们没有自我。我的母亲是一位优秀生，那个年代，只有二至三位女士可以做到这个
程度，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有任何自我。我的女儿，其中一个是从事建筑，也从事室内设计，她现在没有工作，因为她的丈夫工
作，但她为别人建房子，为别人画图，自由地帮助别人。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女士该有怎样的成就？很多人围绕着她，
人类的力量，她有更多人围绕着她。 男人有怎样的能耐？他们要支付全屋的账单，支付保险费，要修理气车，就让他们做这些烦
厌的工作。女人则只去接收来自孩子，来自丈夫，来自每一个人的爱的信件。她们受爱护，受照顾。但因为她们现在变得很男性
化，所以不再拥有这些好处。就像以前，若她们在巴士上，

别人会让座给她，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做了。

一次，一位年长的女士旅游， 有一位年轻人就坐在这里，我说：「你为甚么不让座给这位女士？」他说：「为甚么？她穿裤子，
我也穿裤子。」她是…一位穿裤子的年长的女士。他说：「我为甚么要让座给她，她穿裤子，我也穿裤子，有甚么分别？」 因为
变成男人失去甚么？我们失去这些好处和特权。我们得到甚么？实际上相反，我认为在现代，妇女比过去更加是男人的奴隶。她
们感到很失望。例如一位女霎哈嘉瑜伽士，当她阻塞得很严重，她必定有些问题，她首先会想：「天啊！我的丈夫会离开我，他
会把孩子带走， 我该怎么办？」她永远也不会想及霎哈嘉瑜伽。我曾经遇见一位不凡的女士，我必须说她是真正的女人，她说：
「母亲，因为我有精神分裂症， 所以我要离开霎哈嘉瑜伽，与我的丈夫离婚，我不想再见我的孩子，霎哈嘉瑜伽比我，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重要。」我说：「这才是女人。」她说：「我从小已经有精神分裂症，现在我发现这病症又再复发。」大部分的妇女
都只担心自己。「天啊！我必须离开我的丈夫！」代表她们很依赖她们的丈夫，「我会离开我的孩子。」但离开霎哈嘉瑜伽又怎
样？若你认为霎哈嘉瑜伽是最重要的，也可以把你的精神分裂症治好。为甚么神要帮助你？我们都像普通妇女一样思考，只担心
自己，并不担心霎哈嘉瑜伽。 一些男人也一样，但男人并不怎样惧怕，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独立。女人必须知道，她们是霎哈
嘉瑜伽士，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母亲会照顾她们。但若你只担心自己，只担心你的丈夫，你的房子，你的孩子， 那么你便无可救
药，你不再是女人，这不是一个好女人的征兆。真正的女人爱所有的孩子，她爱的能耐很大。若她变得吝惜，变得眼光狭小， 她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我告诉你有关我的外孙女的事情，我问她们：「你们想做些甚么？」她们还很小，她们说：「我们想成
为护士或空中服务员。」我问：「为甚么？这些职业有何伟大之处？」她们说：「祖母，只有这两种职业可以喂食人。」没有其
它职业是可以真正的喂食人， 喂食人的喜乐比在办公室书写档案大得多，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在办公室书写档案是可怕的工作
，还是做一些可爱的烹调工作好，只要想到有很多人可以开心地进食和享受食物，比做这些厌恶的工作好。但妇女丧失了她们的
头脑，她们现在不再头脑冷静，变得愚蠢。 在德国，你们必须非常小心，在奥地利，你们必须非常小心。奥地利妇女是很伟大的
，但我必须向德国妇女说，不要想成为男人。首先最佳停止这种想法的方法是不要说太多话，若你开始像男人一样说话，所有亡
灵便会进入你，令你像男人一样说话，跟着你会看到男人是怎样被控制，我们印度妇女比你们更加懂得怎样控制男人，但为甚么
我们没有离婚？为甚么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会吵架，这没有关系，我们的男人不会追逐别的女人，我们不会穿得像…我的意思是
不会过分，我们没有走到理发店，我们没有这些美容辅助品，没有这些。所以要发展你的自尊， 你们是Shakti，你们是力量，若
你令你的男人漠不关心，你们可以有怎样的孩子？同样是漠不关心。尊敬他们，令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享受他们的男子气概，
那么他们便永远不会离弃你，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竞争。 我发现德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妇女失去了她们的意识。我完全感到德国

妇女是这样的，就像在音乐方面，在艺术方面，在很多其它范畴上。但在今天，谁人还会记着她们？就像在这里，谁人还会被人
记着？ 一位音乐家，莫扎特，每一个人都记得莫扎特，甚至是一片巧克力，你也可以找到莫扎特，我不知道这可怜的家伙有没有
吃过巧克力，又或他们还记得，他们有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或他们有达文西(Leonardo) 或类似的人物。没有人还记得那
时有那个官员上上下下的拿着妇女拥有一些永恒的价值，她们必须发展这些价值。妇女最伟大的是爱心、爱心和爱心。当她变得
自私，自我中心，开始担心自己，她的爱便毫不漂亮。
今天，我特别要说出这些事情，因为今天你向我的卡提凯亚形相敬拜，卡提凯亚是帕娃蒂(Parvati Umar)的儿子。她是两个孩子——格涅沙和卡提凯亚一的母亲。一天，作为父母的商揭罗(Shankara)和帕娃蒂说：「你们两人谁可以最先绕着母亲大地走一圈
，便可以得到一份特别的奖品。」卡提凯亚完全拥有男子的力量。祂说：「好吧，我以我的坐骑开始。」那是一只孔雀。格涅沙
则对自己说：「看看我，我是一个小孩，我不像祂，我的坐骑是一只小老鼠，我可以怎么样？」跟着祂想：「我的母亲是高于全
宇宙，这母亲大地又算甚么呢？」卡提凯亚跑出去，围绕着母亲大地走，而格涅沙则围绕若祂的母亲转了三圈，得到了奖品。对
祂来说，母性的特质是最高的，甚至高于至高湿婆神。但很惊讶，至高湿婆神也很喜爱祂这样，祂很喜欢你尊敬你的母亲，尊敬
在你之内的母性。神只会住在一处妇女值得尊重和受人尊敬的地方。 女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必须谴责西方的男人，他们不
好好对待妇女，令她们远离宗教，还常常羞辱她们…，在印度，有些穆斯林也是这样的，他们是非常世故的侵略者，他们都很坏
，他们羞辱所有人。不要紧，你们仍然要寛恕他们，尝试成为一位真正的女人，非常有力量， 妇女的力量是爱，是神的力量，运
用这爱的力量，比运用其它好争辩的理性主义好，那些全是谬误，不要这样浪费你的精力。我希望，特别是在德国的女霎哈嘉瑜
伽士，变得越来越像贵妇般雍容，这不单指有好的厨艺，而是指对生命的态度。以更阔的层面去想，整个霎哈嘉瑜伽依靠我们爱
的容量，我们要极之有爱心，极之仁慈，去照顾霎哈嘉瑜伽士， 给予他们喜乐。否则，在这个国家，她们可能会变成吸血鬼，所
以必须小心，对男人我会说，若有这样的妇女，你们必须尊重，必须给她们所有的特权，好好照顾她们。她们照顾孩子，给她们
所有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金钱，不要查问帐目，让她们自己处理，你最多也不过是破产吧， 你必须这样。但首先要看看她们以
怎样的态度对待霎哈嘉瑜伽。我曾经见过，在一个家庭里，若是妇女管理钱包，霎哈嘉瑜伽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这比男人管理
钱可以得到的多得多，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当控制权在男人手上，他们会想着他们的车，想着一些大事，但若控制权在女人手上
，她们懂得怎样节省金钱，就如我向你们展示怎样节省金钱，男人不懂省钱，他们永远也不会省钱，只有女人懂得省钱。但若她
们沉醉在其它的兴趣，她们的钱便会完全花在商店里，花在为男人购买衬衣以及为自己购买纱丽上。她们可以这样做，但若她们
有更广泛的兴趣，有更大的兴趣，她们可以很聪明地运用金钱，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我是怎样做的？无论我的丈夫给我多少钱去
持家，我必须说金额也颇大，我到主要的市场，在哪里购买所有需要的物品，尝试在这里，在哪里省钱，
金钱节省在我的衣物上。我， 第一次把我的毛衣拿到一所好的店铺干洗， 这就是女士怎样节省金钱，她把钱花在对大家都有好处
上，因为这才是她真正的满足感。若我们在婚姻生活中，社交生活中发展了这种平衡的观念，我们便是世上最完美的人。在学校
也一样，我曾经非常清楚的这样说过。若你现在想听听，我想请求，你们有没有这个小册子？是否想阅读它？你们没有，就像男
士，他们自己说想在这里阅读，若你要求男士煮食，万事都会缺少，所以…。
锡吕•玛塔吉女士，我可否谦卑地请问你，是否有任何好处作为男人？
没有男人，女人不能表达自己，她不能表达自己，因为她是潜在的， 而他却是动力。这完全是相对的言词。你不能没有男人而存
在，你不能。甚至，就算你拥有母亲大地的所有芬芳，除非有花朵，你又怎能知道母亲大地有芬芳呢？男人是最重要的，否则他
们可以做甚么？他们所有的精力便会腐坏。所以若女人是母亲大地，男人便是花朵，有甚么好处？ 你们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你。
像卡提凯亚一样绕着地球走。 我们可以怎样做？你们就像这样，你不能只坐在家中，你甚至不能只坐在火车上，若你走去，你会
发观当火车停下来，所有男人都会离开车厢，他们不会坐在车厢里。就像，我问我的丈夫：「你为甚么常常都不在家？为甚么你
不能在家中坐一会儿？你必须坐下。」他说：「不，作为男人，坐在家中的男人被称为ghargusana」意思是「有谁会常常在家。
」我说：「他们怎样称呼那些常常不在家的男人？」ghargusana意思是跑掉，一个跑掉的人。必定有某些在二者之间的，但这是
男子的，没有甚么不妥。以霎哈嘉瑜伽，我们可以做的是两者之间作出平衡，这就是霎哈嘉瑜伽，它给予你平衡。跟着你开始享
受大家的相处，无论在屋内或在外面也享受。你们可以一起在房子里，也可以在外面。大家的兴趣都一致，因为兴趣变得一致。
就如花朵掉在母亲大地上，令母亲大地芬芳，我们可以说母亲大地是芬芳的，就像这样漂亮。
在教育方面，我已经给了指示，我已经有谈及它，不要采用玛莉亚蒙台梭利教育法(Maria Montessori)〗来订定很高的目标，来建
一所霎哈嘉瑜伽学校，这全是荒谬的。因为我曾经见过以这种教育法教导出来的妇女，她们变得很可怕，我很惊讶在她们身上发
展出很大的自我。你要变成霎哈嘉瑜伽的老师，将会有一所霎哈嘉瑜伽学校，在雪梨，或在墨尔本。我们己经在墨尔本开设一所
学校，现在他们同样要在雪梨开设一所学校。公开地，这是一所霎哈嘉瑜伽学校，不用有任何惧怕，这是公开的一所霎哈嘉瑜伽
学校，你们已经成就了很多，为甚么我们仍要装扮成这样？我们必须全力去介绍这所霎哈嘉学校，所以你，作为老师，也要成为
霎哈嘉瑜伽的专家，他们也必须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男或女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必须不会自我中心，必须没有自我，没有阻
塞。任何人有阻塞就不是好的霎哈嘉瑜伽老师。不像一所玛莉亚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学校那样，在晚上，那些老师喝酒，吸烟，但
在早上，他们却是玛莉亚蒙台梭利教育法的老师。在这里，你必须首先是霎哈嘉瑜伽士，只有你才能在这所学校授课。你必须冇
这种质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有已得自觉的灵，或可以得自觉的灵作为学生。
好吧，今天的崇拜是特别为卡提凯亚而作的。卡提凯亚代表伟大， 我们可以说是所有伽蓝仙众的首领，像一位总司令。格涅沙是

国王，而祂则是总司令。德国的特征是指挥所有事情，我们将会在一处男人掌握他们的灵和男性的特质，而女人掌握她们的女性
的特质的地方，作这个崇拜。作为司令与作为主人是不同的，主人拥有它，统领的人不拥有它， 他并不拥有它，这也是失去，占
有是失去，我们只是统领它。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到达的状态，从格涅沙的状态到达卡提凯亚的状态，或是相反。
格涅沙很好，祂是国王，好好地与祂的所有力量一起坐下，好吗？ 纯真就在这里，卡提凯亚则是统领纯真，给予你统领的力量的
那位，祂作出领导。在导师崇拜后，我们必须拥有统领别人的力量，这种统领的灵藉由他们的说话，藉由他们的动力，藉由他们
的个人成就来到男士身上。而女士则藉由她们爱的力量，她们的忍耐力，她们的亲切的言行，
寛恕之心，慈悲之心而临到她们身上。所以让我们今天发展这种特质，
那么我们便可以统领它，意思不是要你拥有甚么，而是你处于统领的位置，我希望你明白甚么是卡提凯亚。

愿神祝福你们。

让我们开始崇拜吧. 谁造的？这个格涅沙是你造的？这样美好的东西，我必须要说，你真好，愿神祝福你。 Aside: Get some
German people to do it also. 也请德国人来吧。让这里有多一些德国人。当然，也要女士。 Shri Mataji aside: Let us have other
ladies. 谁制造这个格涅沙，她是德国人吗？这个也要洗洗。那些写信给我，要我来德国的人，请上前清洗我的莲足。愿神祝福你
们，愿神祝福你们，谢谢。

把这个从里面拿走，现在拿走，不需要了。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称呼她为Kamala，是女神的名号，对吗？Lakshmi，Kamala。愿神祝福你们。
你们可以唱一些歌曲，因为多两位女士。Hugo仍然要做，好就是这样，愿神祝福你们。
到另一边吧。现在有哪几位女士？有没有多几位女士？完成了？Good. Rub it hard. Rub it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好用相同的水。Rub it hard. Rub it hard. Rub hard. Rub it hard. May God bless you. Now you both can come here. Thank
you. 他们可以用相同的水，因为这里已经有太多水了。 Now you both can come here. Thank you. 1:04:38 Shri Mataji [to the
Yogis who are drying Her feet]: Hard, hard. See, the Vishuddhi is to be wiped off more a little bit. Still hard. 现在我们可以念诵卡
提凯亚的一千个名号，不，一百零八个。我想一千个会是个好主意，就一百零八个吧，让我们看看一百零八个可以怎样成就到。
大声的念大声一点。

Shri

Mataji:

No,

it

need

not

be

so

big.

还未清楚。不，还不行。

给他另外一个，给他多一个，因为必须要清楚，不然便没有意义了。
这一百零八个名号，若你有留意，它们显示卡提凯亚是纯真，在右脉运作，这也是与生命力(Prana) 紧密相连它。赐予你生命力(P
rana)，Prana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呼吸。吸入和呼出。所以它与右边有关连，也与永恒有关连。Anantari是蛇。Shesha，他是毗湿
奴的兄弟，在这里他以卡提凯亚的形相作代表。他被称为Anantar。所以他是火。他点燃你内在消耗的能力，指挥别人的能力和变
成聪颖的人的能力。

你明白，一位纯真的人可以非常聪颖。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在卡提凯亚Swarupa的状态中显现出来。

今天，藉由敬拜卡提凯亚，我们必须知道，卡提凯亚已经在我们内里被唤醒。藉由这些能力，我们必须去抗争。 最终，他是Nish
kalanka，他是一位战士，从格涅沙到基督，再到Nishkalanka。这是纯真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从格涅沙到卡提凯亚，现在到基督
，再从基督到Nishkalanka。
在Nishkalanka的形相，他是纯真。没有Kalanka，他是没有污点的，他是完全纯洁的，完美的，也是炽热的。他拥有Ekadasha R
udra的所有品质，即十一种毁灭力量，或湿婆神的力量。那是富杀伤力的，所以他有杀害，摧毁邪恶，赐予祝福和勇气予他的追
随者的能力。 这是最后的降世神祇，被称为Kalaki。通常被你称呼为Kalaki的，实际上是Nishkalanka在白马上。卡提凯亚骑在白
马上，现在纯真在你内里生长，直到卡提凯亚这一点。今天它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你们也称这片土地为德国(Deutschland)
。在那里，卡提凯亚将会在你内里出生，在你内里被唤醒。愿神祝福你们！ 若你们想，也可以唱一些歌曲，就像Ya Devi Sarva B
uteshu。那一首你们喜欢。希望一些女士可以来到这里，七位已婚的女士来帮帮我。首先是在这里的小女孩，请小女孩走上前吧
。 迟一点，当你们为我戴上花环的时候，好吗？现在女孩子走上前，女孩子在哪里？所有女孩都走上来。这里的女孩是谁？好吧
，走上来，对，走上前，你也来，你们两个好吧，你也上前来。

你们两个坐下，坐下。

若有任何未婚的女孩，年长的未婚女孩，请上前来。那位还未结婚的，来吧。拿去这个，请你们拿走这个。 Now, where is that
Sharminda gone? Or Evelyne, anyone. Maggie? Come along. Sit down here. Let her play. 锡吕‧玛塔吉女士，在我们向女神唱赞
美歌前，我们想为你念诵一篇修订版的主祷文。我们在地上的母亲，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求您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能量，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掉了别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陷入迷茫，教我们脱离
邪恶，因为您是天父圣子与荣耀，直到永远，阿门。 真的很美好。

1986-0803, 大地之母崇拜
View online.
大地之母崇拜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作大地之母崇拜我们称为Bhoomi

Puja(大地崇拜)，Shri

Dhara崇拜她被称为Dhara你们都知道“dha”

即是「支持」Ra-dha –支持力量的是 RadhaDhara本身是支持她支持我们我们亦是依赖她而活你们都知道大地之母以高速转动没
有她的引力我们便不能在这里生存除此之外很大的大气压力压着她你只有成为觉醒的灵才察觉发现她既体谅、思想、配合统筹，
也创造当你们光着脚站在她上面当你尊敬她，当你面前点亮光在我的照片前请求她吸掉你的负面能量你便看到她是如何吸掉你们
的负面能量她认识我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可以说，她是你们的祖母这就是为何她滋养你们，照顾你们当我们清早起来把脚放在
她上面时；要说：「噢！母亲，请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用脚接触您。」不要紧，孩子可以用脚或手触摸母亲 – 都不要紧是她创造锡
吕格涅沙的身体她在我们内在以灵量为代表她以螺旋形围绕太阳移动太阳亦上下移动她以螺旋形围绕太阳移动但由于他们的移动
都是相对的所以你看不到太阳在移动大地之母和所有星星、行星和星座的关系都是非常小心地保持稳定和多变说到物质主义我们
便违反大地之母我们不单没有学习她的精微品质还剥削利用她，开发她运用她来实现个人自私的目的她为我们做了什么？她创造
这些美丽的水果供给你们食用她创造美丽的树木供给你们制造家具建造漂亮的房子她给你绿草舒缓安抚你的神经她的存在体带着
很多河流和很多巨大的海洋她永远比最大的海洋还要大她是这么了不起我们对待她却是完全轻率任意利用剥削她因此反作用便产
生大自然美丽的循环因为我们具有攻击性绝对轻率的态度而被破坏折断大地之母不会为此做什么，即使做也不会多但以太(ether)
开始行动你们便出问题。我们称作酸雨塑料，各种问题都源自这轻率的创造当我们开始制造机器毫无平衡的像疯子般生产制造机
器结果是我们现在成为机器的奴隶我们不能用自己双手来做任何事情因为有了机器，人们失业我说过很多次，是机器服务我们不
是我们服务机器但今天情形却很不同我们完全落入机器手上同样是源自这种轻率不平衡的行为大地之母教导我们平衡若她不平衡
我们全都已经完蛋她教导我们地深吸力教导我们怎样在他人不知情感觉不到下吸引人没有奴役，没有催眠没有勉强下去吸引人，
没有期望下去给予在没有期望下，她给予我们不论我们有否尊重她不论我们如何对待她不论我们给予她什么当她感到很失望，就
如…你们曾经听过，她在墨西哥爆发你知道墨西哥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你，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用各式各样巫术生产制造各种毒品哥
伦比亚也做着相同的事情若你做着这种事情去伤害人她便进入火山的状况火山便开始爆发你也知道，在洛杉矶和美国西岸很多地
方仍受火山威胁各种导师到那里安顿下来各种巫术仍持续着巫术是正式受承认他们正式登记没有人介意你做什么因为他们说人类
有自由去做各种魔鬼般邪恶的事情以自由人权之名他们做着各种可怕的事情因此，母亲稍作喘息常常都是集体的喘息常常都是集
体的喘息，请你紧记这一点当悉旦想离开罗摩她打开自己，把自己藏进自己内里这是母亲的接待处不是毁灭或爆发爆发却会伤害
集体，有时一些无辜的人也因此被杀就上天的语言而言，死亡并不存在死去的人也能重生有时死亡也可以用来惩罚人摧毁人，把
他们带离现场大地之母就是做着这种事情有时她的愤怒是那么大，大到指定地她可以摧毁成千上万的土地摧毁很多极之不虔诚也
不合群的人在霎哈嘉瑜伽也是那些不合群想不合群的人，会被她伤害他们要明白是以很隐秘的途径又或我们可以说，以很精微的
途径当霎哈嘉瑜伽士变得不合群，说︰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这是我的隐私这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东西我不能来崇拜
因为我有这些问题我不能为霎哈嘉瑜伽做这工作是因为我有这个问题。」当他们不合群这个在我们内里以灵量来代表的大地之母
便会很失望当她失望，她便开始以对人很危险的方式行事占有欲不是大地之母的品质她不占有任何人例如，若你是个印度人你可
以来英国，可以到任何地方住在任何地方她不会占有任何人只有人类把这个世界分成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全是我们愚蠢的想法主
意只有一个世界神只创造了一个世界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很难操纵，好吧，现在好一点她没有创造这些国家只是大河流流经这些
深谷有时，当她把自己升起便有山脉她的不同扩展，不同的变化多样只为创造美的事物就如若整个世界像一个光头的男士，什么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首先，我们全都会溜走，我是这样认为的！又或什么也没有只有树木或只有山脉或只有河流？为了创造美的
事物，她运用所有这些东西只为令我们快乐，给我们喜乐，娱乐我们她为我们创造这些漂亮的舞台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我们把她
分成不同部分这是我的国家这是你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国家当我们去世，我们是什么国家？我们全是死尸不论你埋葬在教堂里或
在旷野里你们全都在大地之母里我们是什么国家，我们是大地之母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身体是从我们要前往的大地之母所创造
我们却那么愚蠢，以为自己属于这个那个国家当然，这是幻象的最大的奇迹人们知道有幻象却仍不想相信他们知道很多实相他们
肯定，他们知道却不想相信又或他们相信实相，却不想接受即使他们接受却不想知道这是很有趣可笑的人类奇迹他们知道没什么
是属于他们当我们来到地球，我们双手像这样放当我们离去，一切都像这样尽管如此，尽管理解明白会这样我们仍戏弄自己，欺
骗自己尝试相信我是这个国家我是那个国家，我很了不起，诸如此类人类在某些国家出生比其他国家早这肯定对传统和对人生的
理解会截然不同，这就是人生艺术保持不变，但这个却有改变气候可能不同因此水果或许不一样这全是一种调节对整个宏图大计
这是很好的调节没有争吵，没有问题，原因再次是为了多样化就如若香蕉能全球生长生产谁会关心介意它们？例如，若你把香蕉
给印度人他们会发笑。若你给他们苹果他们会说︰「噢！苹果，等等！」英国人则相反若你把苹果送给人作礼物他们会看着你︰
「这个人出了什么毛病？」这再次是她玩耍的风格个性给你不同的气候不同物种你因此享受不同的事物若没有变化多样，你便不
能享受它她对你有多了解你又对她有多了解？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从这里拿走什么这个什么也不

是，只是泥泥会留在这里，也会永永远远消失我们能带走什么？我们能与什么同行？每时每刻都只是我们的进化，现在是我们的
灵所以我们是灵我们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灵我们绝对不会受那个被叫作物质的东西所污染所以我们要看大
地之母的精粹就是大地之母运用物质带给人喜乐同样，若我们运用她来给人喜乐你便是追随她的步伐相反，若你想剥削她像制造
洞穴或掘起她谁是你的母亲若你想把她分成不同的部分即你把她的身体切割成不同部分所有这些人类的概念都是反母亲的但最差
劲的是我们不尊重我们内在的锡吕格涅沙是大地之母创造他锡吕格涅沙，他是我们内在的纯真我们不尊重他我们不尊重我们身上
的纯真折磨、残杀、虐待儿童的方式途径是很令人震惊这样对待儿童的国家的人怎会不害怕有天大火山或许会在这种国家爆发？
这种情况下，大地之母会摧毁有这种行为的人类她会把这些可爱的儿童放在她的大腿上再在其他地方再创造他们我们要明白，除
非我们尊重我们内在的格涅沙我们的纯真，我们的贞操我们是不容许自称为霎哈嘉瑜伽士这是最初第一步走向升进除非这个根基
能在大地之母建立我们什么也不能谈这就是为何我决定今天在英国作大地之母崇拜我希望藉此纯真能在这个国家受尊重受爱戴，
受保护，也受滋润因此，成年人的纯真会被唤醒优于其他事物，他们会尊重自己的纯真尊重自己的贞洁借着大地之母崇拜，我们
尊重大地之母的精粹即我们内在的灵量我们也尊重我们的自觉我希望今天所做的事情能转化这个国家，把它真正的形相显现即我
称为宇宙的心脏因此，我希望大地之母能融化这个国家石头般的心，把它转化成散布四周的漂亮的莲花芬芳的雏菊花愿神祝福你
们今天的崇拜会是很小型我们不会有一个长的崇拜只敬拜格涅沙和歌维，不会是个很长的崇拜唯一的是今天要集中精神你们要坐
下，左手向着我右手放在大地之母上在大地之母上，右手在大地之母上若你坐在椅子上你可以把左手向着我右手向着大地之母

1986-0907, 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建立巩固格涅沙原理 格涅沙崇拜 美国圣地亚哥 1986年9月7日

今天我们在克里希纳的土地上，庆祝格涅沙的寿辰。在克里希纳

的土地上庆祝祂的儿子的寿辰是前所未有，别具意义的。你也知道，格涅沙以摩诃毗湿奴的形相降生在这个地球，祂也是以主耶
稣基督的形相降世为罗陀的儿子。所以今天透过庆祝这个寿辰，你在确认一个极之了不起的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克里希纳的
儿子。 若你阅读女神经典(Devi Mahatmayam)，有一个关于这个太初的小孩怎样以蛋为形相的故事，蛋的一半仍是格涅沙，一半
则变成摩诃毗湿奴。在进化的过程，所有这些古老的事件都有被记录下来。今天我很感恩，在人类的层次，人们已经明白，基督
是主格涅沙的降世神祇。祂是永恒的孩童，当祂以基督的形相来，祂是克里希纳的儿子。 帕娃蒂创造格涅沙，祂只是帕娃蒂的儿
子，没有父亲，帕娃蒂想拥有自己的孩子，就如有些天使只顺服委身于一是毗湿奴，一是湿婆神。像伽篮仙众只顺服于湿婆神。
因此她想拥有一个能把她的力量散布渗透这个地球的儿子。首先，当太初之母(Shakti)创造这个宇宙，至高湿婆神(Sadashiva)静
观她的创造，她最先在这个地球创造的是纯真，纯真的体现化身就是格涅沙。

整个宇宙被纯真包裹覆盖，我们称此为Omkara。

纯真保护全世界的受造物，纯真渗透入所有物质，物质是纯真。若你打击物质，它会反击，因为它就是这样被建构。它怎样也不
想伤害你，除非你打击它，它才会反击，这是它的本质，这是被称为Jada，指根据内在的本质作出反应。 动物的纯真是另一类型
，动物不知道牠们在犯罪。当动物说，杀掉这只动物，杀掉那只动物，或擅自进入别人的土地，弄得一团糟，牠们不知道自己在
犯罪，不知道自己在不遵守法律，牠们活在自己内在建构的法律，这就是为何牠们被称为pashus，即束缚，pasha。Pasha指束
缚。牠们受神的律法束缚。湿婆神被称为Pashupati。直至这个阶段，纯真仍保持完整无缺，因为动物还未发展自我，所以牠们是
纯真的。老虎可能吃掉一只牛，仍是纯真的；大象可能践踏人的身体，仍是纯真的。 当来到更高的层次，母亲力量，太初之母想
创造一种个性品格，以保护人类的纯真，这种品格超越物质，超越动物，她就创造了格涅沙。你们也知道格涅沙怎样取得大象的
头颅的故事，这故事象征格涅沙虽然是人类，就祂的头颅而言，祂像动物，也是Gajanana。某程度上，祂取得动物国度里被视为
最有智慧的大象的头颅。拥有这个纯真的头颅，自我便不能发展，没有自我，处于毫无自我的状态。 创造人类却以另一种方式手
法，当放置安排碳原子来创造氨基酸，它也令它们运作，一种新的人类进化发生，就是在喉轮层次，人类像这样抬起头。动物的
头是向着地面，因此能量是流向大地之母。当人抬起头，对抗地心吸力，能量的流通便出现新的复杂状况，这就是为何喉轮出问
题，问题出在灵量不能滋润或照顾这个有问题的喉轮。 原因是当你从大地之母抬起头来，你便把自己带离大地之母的自然力量。
当你像这样抬起你的喉轮，你看到这个代表喉轮的国家有什么结果，就是你开始走向机器，违反大自然，榨取剥削大自然，借着
制造原子弹，改变破坏原子而骚扰麻烦大自然。这是指你单单抬起头，便违反大自然。但若这样做是在完全顺服委身于神下，你
的头垂下向着大地之母，就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一旦你与慷慨寛大，亲切体恤的大自然完全割裂，你昨天也看过围绕着这个国
家美丽的大自然相片，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像美国，却对它的创造者毫无感激的抬起头，这就是为何喉轮问题开始浮现冒起。
生命的每一步，整个社会架构都是以违反大自然来建构，而不是与大自然同步。所以最先受攻击侵袭的是纯真，是根轮。根轮的
自然途径被放弃。婚姻制度在基督之前，在阿伯拉罕之前，在摩西之前都已经存在，圣洁的婚姻长久以来都是受社会所祝福，所
接受的。但人却傲慢的高声说反对婚姻，反对过自然明智的生活。 若人过的生活是合乎自然的，为何他们会染上各式各样的疾病
？若你是个合乎自然的人，便不会染病。因为你违反大自然，这就是为何在这个国家，很多男女因妒忌而被杀；若爱上十个男人
或十个女人是自然的，为何会有妒忌？你应是快乐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喉轮处抬起头而没有顺服委身于克里希纳，这是违
反生命，违反生命的氛围便开始滋长。这种生活把这个伟大的国家带到完全灭亡的边缘。 纯真受攻击侵袭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弱点
，追逐潮流时尚的人犯的最大错误是不珍惜贞洁的力量和贞洁的生命。格涅沙是创造的根，当你违反格涅沙，你便开始失去根，
完全没有根，你便会流向愚昧，流向新事物。这就是为何弗罗伊德这种人会被敬拜。他们忘记基督，基督说︰「我们不应有淫邪
的眼睛。」格涅沙是到达这个层次，即使眼睛也要纯真，眼睛要完全没有贪婪自私。但傲慢却令他们感到︰「有什么错呢？这样
有什么错呢？这样有什么错呢？」现在整个国家正面对极大的危机，因为傲慢的企业，他们仍然从富毁灭性的事物中制造苦难。
生活在格涅沙的土地上的霎哈嘉瑜伽士肩负很大的责任，但对生活在克里希纳的土地上的人而言，他们绝对要承担起责任，你不
能抽身而出。除非你明白纯真对你的人生的重要，无论我怎样尝试怎样做，也不能拯救这个国家。只有你才能拯救它，只有你能
做到。当灵量升起，唤醒你内在的格涅沙，那位你从来不尊重的格涅沙从静止状态，从伤害打击中慢慢站起来，祂仍能站起来，
但我们仍…我们该怎样滋润它？怎样照顾它成长？ 美国的霎哈嘉瑜伽士肩负极大的责任，他们再不能欺骗自己，不能再满足于自
己的傲慢，他们犯的错是极之严重。你要像十字军一样负起责任，对抗错误，完全建立巩固你的格涅沙，那么祂才能给你必要的
平衡，给你根来滋润你。首先是震动，我是说你只是不能理解，不能明白你怎会接受这些荒唐的想法，怎会接受这种可笑的、绝
对可怕的事物。你是否意识不到某些如妓女的字句？意识不到他们用的各种粗言秽语，我现在不想说这些骯话，又或他们失去他
们的意思？我们全都意识到，知道它。 (不要这样做…在这里，你不应，当我在说话，必须保持安静，好吗？)

我们是否失去智

慧，看不到我们对自己做了些什么。我们没有自尊，傲慢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危险，极之难以预测。天知道当我们进入这种困境，
要经历怎样的历险旅程。 我要说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我已经给你们指示—他们要怎样尊重自己的私生活，特别是美国妇女。若
她们要成为力量(shaktis)，便要尊重自己、尊重贞洁。很令人惊讶，当我们往外看，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即使是来到霎哈嘉

瑜伽后，我们一些人仍然想成为进地狱的人的一份子。若你要拯救他们，便要好好固定自己身处的位置，恰当的。 格涅沙有四条
手臂，我们要小心祂手上拿着富破坏性的武器Parasha。这是祂的任务，若我们忽视祂，这些力量便会作出行动，猛烈的作出行
动。即使你已经得到自觉，或许也没能力拯救自己。你不要视得到自觉为理所当然，除非你的格涅沙安顿下来，自觉对你是毫无
意义。静观自己，你是否有淫邪的眼睛？你是否有淫邪的思绪？你对霎哈嘉瑜伽有甚么期望？很多人以为在霎哈嘉瑜伽便得到神
的庇佑，你会拥有健康、财富、权势。 你最先要请求的是纯洁的格涅沙，你内在的Nirmal Ganesha(纯洁格涅沙)。「噢！母亲，
请赐我建立我的格涅沙原理的祝福。」尝试透过与人的关系、态度、言行举止来判断自己是否纯真？基督曾说，祂或许能容忍任
何反对祂的言行，但却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太初之母的言行。作为母亲，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真的，任何反对我的或许会被容忍，
但反对基督，反对主，反对格涅沙都不会被容忍。在得到自觉后，仍然做出反基督的行为，你会被抛离神的国度，降至下等人。
这种事情是不会被容忍、不会被原谅、不会被接受。无论你过往做过什么，都已经完结，因为你现在已是新人。当你变成新人，
若仍有这些错误的想法，仍沉醉其中，我便完全帮不了你。不管如何，格涅沙是我的儿子，因为祂是纯真。 祂不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有很多儿女，我创造你就如我创造格涅沙，都是没有父亲，全是由我一个人来创造。对你的母亲而言，只有纯真的心，纯真
的身体才能取悦我。任何不纯粹的都要丢弃。我的名字的意思是纯洁，你也能做到，你获准这样做，你拥有灵量去这样做。你最
先要做的是洁净，其余的便不用担忧，格涅沙自会照顾。只要保持一个轮穴清洁，其他轮穴便得到照顾。任何不治之症，从像mel
litus这样的肌肉毛病、从癌症的不治之症、从精神分裂的身心病，一切都源于根轮受骚扰。当根不妥当，你又怎能治好树？若根
妥当，药物便能到达任何中心，任何地区，任何地方，任何果实。若根不妥当，你又怎能解决？ 今天是你叫我来这里敬拜我内在
的格涅沙，我内在的格涅沙是个很有力量的身分。在敬拜祂的同时，你要知道，你要建立内在这么有力量的东西，透过建立巩固
它，你要彰显格涅沙的力量，格涅沙的力量最了不起的是祥瑞，它是种共同作用(coefficience) ，它是程序，以科学的术语来说，
它散发吉祥，它是大地之母的磁石，你内里也拥有同样的磁石，那就是格涅沙。你让我独自一个人，我也能告诉你东南西北的方
向，即使我闭上眼睛，仍能告诉你。你们也知道有很多雀鸟能飞到澳洲，飞到西伯利亚，因为牠们内在拥有磁石，拥有纯真；有
很多鱼儿，实际上有磁石安置在内，科学家应去把这些事物找出。 同样，我们内在的格涅沙也是富磁性的，所以任何内在的格涅
沙被唤醒的人，都会变得富磁性。磁石吸引钢铁—不是枯叶，不是—是铁。因为铁像导师原理(Guru Tattwa)。是坚强如铁的人，
如「铁人」—有个性，有信念，不受诱惑的人，就是铁人。磁石吸铁，铁只有一个缺点，它的坏处是它并不柔顺，颇为干巴巴，
但磁石富引力，指的是它创造铁这种特别的质量，令它移向磁石。 同样，当这磁石在你内里被唤醒，你会大为惊叹。人们从集体
静室跑掉，取而代之却跑向你，我发觉这种境况是不可能发生。我到任何房子，若他们知道我在，天要拯救我，任何地方，每一
处。所以这磁石是什么？是纯粹的爱，是纯粹的爱，纯粹的爱的概念是它什么也不用依靠，只依靠自己。它自己支撑自己，就如
光的本质是它只是散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期望，只散播到每一处，开悟人的心，这就是为何能吸引他们。 即使没有见过
我的人，对我毫不认识的人，只要看到我的名字，我曾经见过，任何地方，像加尔各答，我们有这种问题，这样的一大群人，他
们说︰「我们要叫警察来。」我说︰「不用叫警察，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应付处理。」 在浦那，有那么大群人。借会堂给我们的人
也大吃一惊，他说︰「母亲，我会借你很大的地方，你们可以坐在一处很大露天的地方，但很抱歉，我的会堂会完蛋。」我说︰
「不用担忧，一切都会妥当。」我们有很大群人，他们坐在地上，坐在楼梯上，坐在每一处，直至我说话，没有人移动一寸，像
一幅图画。我说了一个半小时，只像一幅图画。手、脚、眼睛，完全没有任何移动，只像图画般坐着。拥有会堂的男士从未见过
这样的事情，整整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移动。是甚么，是甚么在运作，是磁石。即使你是钢铁，它会被吸引；若你是磁石，它
被吸引的方式是它再也不能离开磁石。 所以，就瑜伽而言，你要把你像孩子般的格涅沙的磁石稳定稳固。孩子，有孩子在，每个
人都受孩子吸引。任何孩子在空中被困，无论你是俄罗斯人，美国人或阿拉伯人，每个人都担心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了？他
们不会想︰这是阿拉伯孩子，或美国孩子，不会这样想，除非他是魔鬼。 为甚么孩子那么吸引？因为他们的磁石完整无缺，他们
的自我仍未发展。我们的自我却已经发展了。自我必须要发展，因为我们要自由的去作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此发展自
我是妥当的。某程度上我们要发展自我，但我们却过度发展自我，过度发展它，也与超我重迭，没有制约，甚么也没有。我们喜
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我们穿短裤，明天穿长裤，好吧，接着我们剪短头髪，又或这样那样做。没有任何制约限制，全部超我
都被遮蔽…自我，若你能维持你的格涅沙原理(Ganesha Tattwa)，这个自我便会妥当。 这就是格涅沙智慧的力量，格涅沙第二种
力量是祂赐你智慧。若你遇到一个农夫和一个教授，又或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你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农夫比疯狂的博士有智
慧得多，为什么？因为农夫每天都与大地之母打交道，他知道生命的过程，他知道大地之母的纯真。因此纯真的人是最有智慧的
，一个纯真的孩子比十个自大的人更有智慧。 格涅沙的第二个能耐是你变成有智慧的人。你一开口说话，人们便看着你。你说话
时像卡比尔(Kabira)，像那立克(Nanaka)，你的说话令人感觉到他们的灵，这就是我称为霎哈嘉瑜伽士的人。任何没有智慧的霎哈
嘉瑜伽士都是一无事处，他来霎哈嘉瑜伽，笨手笨脚，不停的碰撞人，撞到这个那个人。当你问这三个受伤的人，他们说︰「是
这公牛，同一只公牛。」每个人都报告同一只公牛︰「噢！就是牠，对吧。」所以它授予你智慧。 当你拥有格涅沙的力量，你双
眼光芒四射，眼睛闪亮，眼中有光。当祂开悟你，你便不能以贪婪自私的目光看任何人。这个眼神是那么有力量，即使被祂瞥了
一眼也足以洁净上千人。必须张开眼睛，你会发现从完全的黑夜变成漂亮的清晨，只一眼便能唤醒灵量。 灵量母亲不会移动升起
，除非获得格涅沙的准许。祂像副总理般坐在轮穴上。祂要证明确认︰「好吧，合格，上升。」祂在对每一个轮穴说。当灵量升
起，格涅沙便被唤醒，不然灵量不能升起。接着当祂躺下，灵量被吸入，被祂吸入。 现在我们以为自己失去纯真。纯真不会这样
容易失去，它是不灭的。你只是以某些东西把它遮蔽，令格涅沙原理不能在你身上彰显。你把它推下，给它带来压力，你把各种

荒唐的担子加在它之上，只是这样。纯真是不灭的，它是整个宇宙永恒的原理。 一个被赋予格涅沙力量的人的另一种质量是他能
移除各种障碍困难。只要有这种质量的人在，即使有任何致命的意外、或富毁灭性的问题出现，在他附近的人都会获救，他们全
部人都会获救，你会发现这种情况都在发生。 祂是Ganapati，祂是所有伽蓝仙众的主人，祂指引你，霎哈嘉瑜伽没有格涅沙是成
就不了，祂就是霎哈嘉，是祂创造这个世界的自然发生，是祂把你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是祂轻而易举的给你一切，是祂创造所有
Chamatkars，所有魔法，所有世界的奇迹。祂是Ganapati，是祂坐在伽蓝仙众上，某程度上祂像是所有伽蓝仙众之主。任何能取
悦格涅沙的人都能取悦诸神，因为诸神都在取悦格涅沙，有甚么需要呢？格涅沙是很聪明的，祂知道取悦祂的母亲是最简单容易
，要拥有全世界的力量，只要令母亲高兴。有很多格涅沙的质量可以描述，是祂给我们吃的喜乐，若吃一些食物，你或许喜欢它
，或许不喜欢它，但祂会告诉你这些食物是霎哈嘉瑜伽士烹调的，母亲烹调的。这是指祂令你尝到为你而烹调的食物中的爱，因
为祂就是爱，祂令你拥有该怎样表达爱这个概念。 有一次，他们叫我唱歌，我通常都唱得很好，但在多次演讲后，我想我失去了
声音，我想我不能唱得很好。一次他们请我唱一首歌，我想到一些歌曲，便唱了这些歌曲。一年后的讲座里，他们说︰「母亲，
我们想为你唱一首歌。」这首歌没人懂，我不知道他们从那里取得这首歌，从那里取得音调。他们开始唱同一首歌。这种喜乐，
我是说全都变成我双眼中眼泪的波浪，我控制不了我的喜乐。 这种喜乐的感觉来自格涅沙制造的装置，祂忙于创造关系，漂亮的
。怎样创造？在生日，孩子的生日，我们对他说什么？「好吧，明天早上会有鸟儿把礼物空投给你。」孩子早上起来，看不到任
何鸟儿。是格涅沙出的主意，我们可以说祂是圣诞老人，祂给你途径方法，告诉你怎样纤细精妙去建立关系，纯洁的关系。你该
怎样隐藏，怎样把小礼物包好，只放在这里，有人会拿到它，看到它︰「噢！天啊。」接着看到你突然拿出来的花朵，你放下它
们，全是格涅沙的努力，祂的风格。祂的建议。 所有创造之中，花朵是表达格涅沙的精粹。格涅沙的精粹来自大地之母的精粹，
是芬芳。一个受格涅沙赋予福佑的人拥有芬芳，有时是chandan，有时是玫瑰，有时是栀子花。你就是不知道香气从何而来，香
气是从格涅沙而来，就是你内在的磁石。这类人是芬芳，常常都有绝对的香气，格涅沙透过这个人散发各种香气，这只能在你的
格涅沙妥当时你才能感觉到。要描述这个在你内在的伟大神祇是能持续不断的，祂就是安顿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在这里，等着被
洁净，为祂抬起头，像污泥里的莲花。你只要透过尊重来帮助祂，祂会在那里，你内在的芬芳。 这个国家是那么重要，我们在没
有顺服委身于宇宙大我，顺服于集体，顺服于克里希纳下抬起头。我们已经抬起头，以格涅沙，我们则垂下头，神已经赐予我们
慷慨大方。所有傲慢会在格涅沙的莲足下消失，祂赐予我们智慧，赐予我们去理解的意识，祂赐予我们力量去克服我们内在的自
大傲慢，是祂赐予我们知识，赐予我们光。 很多在印度的人也敬拜格涅沙，不停的︰「锡吕格涅沙，锡吕格涅沙，锡吕格涅沙，
锡吕格涅沙。」做出各种可笑的行为，这就像毫无必要的欺骗自己。在你内在建立格涅沙原理是轻易而举，但要明白霎哈嘉瑜伽
士必须建立格涅沙是很重要的，这是你内在宁静的力量，不用说话，这是宁静的力量，它作出行动。是一种没有声音，没有显露
，充满活力生气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我真心的说出这些话，霎哈嘉瑜伽士会建立巩固内在的格涅沙。从你那处，你会
散发这种力量，令其他人也能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格涅沙。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称呼她为哥维(Gauri)。今天是格涅沙日，所以哥维是名号。 喂，在光明节庆祝格涅沙，同一天也庆祝拉希什米。所以今天在
敬拜格涅沙的同时，我们也敬拜拉希什米。所以今天我也称呼她为拉希什米，对吗？ 谢谢，看看这个小婴儿，不要哭，你已是个
大女孩。看看小婴儿，没有哭。你是个大女孩，为何你要哭？你脚上戴着什么？让我看看。它们会发出声音吗？不会？我们能给
你一个更好的。让我看看你的脚有多大。让我看看，你的脚很小，是吗？你是个大女孩，还是个小女孩？小女孩？不，不，她很
大，她能站起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喂，来吧，来这里。她怎么了？她常常都这样？我们叫她Siddhi，这是力量。Siddhi是个
好名字。好吧，愿神祝福你。她会妥当。

看看这个，拍张照片。

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

起来吧，好吧。你要起来，来这里，来这里。呀。现在我们称他为Vinayaka。这是格涅沙的名号，Vinayaka。还有谁在？来吧。
喂，我们叫他为Ganapati。愿神祝福你。
你能来吗？格涅沙另一个名号是

来这里，我们叫他们为哥维和格涅沙(Gauri
Omkara，我们叫他为

Omkara。

and

Ganesha)。

愿神祝福你。来这里，好，你现在是

Omkara，好吗？Omkara是个好名字。顶轮是热的。
Ramma是女神的名号，帕娃蒂的名号。是格涅沙的母亲的名号，Ramma。Ramma是那位在心中玩耍的。

所以现在Ramma.
Janaki.

Janaki。

Sharmila, Sharmadayini, Sharmila, Sharmadayani。 Sharmadayani是福佑的赐予者，福佑的赐予者。祝佑的赐予者。Sharmila
是女神的名号。她是祝福的赐予者。Sharmadayani,是赐予祝福，愿神祝福你。 你可以来这里帮忙崇拜。 And send the children
…. Now come along, wash My Feet. Come along, both of you, come along. Now put up your sleeves first of all, put up your
sleeves properly. Good. Both the hands…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Shri Ganesha by Sahaja Yogis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ncarnates as the past. Sahaja Yogi 2: Bhuta Bhava. Shri Mataji: All the left side. He’s at the base of the left side,
so you’ll understand what is he telling. He’s the left side, the past. Sahaja Yogi 2: Bhuta bhav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ta Bhava Namo Namah Shri Mataji: “Bhuta” is “past.”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the
emotions of that so far created. Sahaja Yogi 2: Bhuwah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waha Namo Namah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the expert in all vidya so far. Sahaja Yogi 2: Bhuta Karan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ta Karana Namo Namah Shri Mataji: No, Mika, you first say the meaning. Then he says it, so they
will understand; it goes into the head, all right? The first you say the meaning. Now, second one you say it.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the cause of all created. Shri Mataji: Now Bhuta Karana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the within of all created. Sahaja Yogi 2: Bhuta Sakshin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ta Sakshina Namo
Namah.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enlightens all that is created. Sahaja Yogi 2: Prabhut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Prabhuta Namo Namah.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resides with all that is created.
Sahaja Yogi 2: Bhuta Sangha videha manah Shri Mataji: “Bhuta sanghana videha manah” “Bhuta sangha” means the collection
of all that is created. “Bhuta sanghana videha manah”: “videha” means “in the body”, “manah” means “in the heart of that,
precise, in the, as a heart”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resides with all that is created. Sahaja Yogi 2: Bhuta
Sangha Videhe Manah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ta Sangha Videhe Manah Namo Namah.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of whom resides the spirit of all that is created. Sahaja Yogi 2: Bhuta Manah Shri Mataji: Bhuta Manah.
Atma is the Spirit. “Bhut” means “created”, whatever is created, He resides them as the Spirit.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Bhuta Manah Namo Namah.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truth. Sahaja Yogi 2: Satya Namo
Namah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atya Namo Namah. Shri Mataji: Now here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hri
Ganesha who is the Omkara, who is the vibrations. So He is the truth. What He says is the truth, so, what vibrations say is the
truth. He’s truth. So Omkara is vibrations, that is Shri Ganesh. Shri Mataji calls married ladies… Sahaja Yogi 1: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at the highest abode. Sahaja Yogi 2: Parayadame… Shri Mataji: “Paramadhama”.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Paramadhama Namo Namah. Shri Mataji: Says in Hindi to say Maha Ganesh mantra four times. Collective: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Maha Ganesha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Nirmala Devi Namo Namah x 4 After Puja: Shri
Mataji: No no, I’m saying from the front, take one big photograph. You got a lens na. Better take one with …. Now, you have to
tie up this …. Just let them take photograph of my Feet you see. India will have high demand. Now, just wait… Be careful. Now,
Can you tie up? Did you avoid in the photograph these things? Did you avoid? Yogini: In some they were showing, they were
showing. Shri Mataji: No, no, take it out, take it out. Take a good photograph, all right? So that it’s a formidable photograph, got
…the head of Shri Ganesha. May God bless you all. Opening of Gifts: Sahaja Yogi: Only company in the world makes this Shri
Mataji. Shri Mataji: Oh God…Wow! This is the limit of things. From Italy, from the people of Italy. This is the limit. It is too much
for M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What is that? (a crystal heart) Heart, it’s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And what is that?
A chair… Wow, beautiful, from where did you get it? Oh, I see, is very good. Its very beautiful for anywhere to be seated. What
is this? She’s come from Austria all the way? … From Austria! Thank you very much ….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beautiful it
is,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

1986-1225, 耶诞崇拜 印度普尼1986年12月25日
View online.
耶诞崇拜 印度普尼‧1986年12月25日

今天，我们都期待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这里有耶稣

出生时的小屋，风从四方八面吹进来，因此屋内很难保持温暖。若祂不在十二月出生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祂出生在温暖的月份，
不那么冷，或许不是你知道的那样，或许今天的气候是颇重要，祂必定也感到这种气候。对你们而言，这种气候，这种环境，这
种简朴的生活，你感觉不感到任何不舒适。祂从没有感到不舒适，祂的母亲也没有。 当我们的注意力在灵上，就不会感到大自然
或世俗的事物为我们带来的不舒适。当霎哈嘉瑜伽士开始投诉不舒适，就是他仍未是霎哈嘉瑜伽士的第一个征兆。首先，我们要
完全适应这种气候，享受这种风格，享受这个速度，享受它用这种途径打造我们。大自然与我们的肉体并无冲突，因为灵是同步
的装置，它帮助你与大自然合一，享受大自然最精彩的部分。你享受大自然，就显示你是伟大的瑜伽士，这是归功于我，我想，
你们都已经视不舒适为享受。 基督的降临是件大事，就如我曾经告诉你，是为了建立额轮。祂出生在地球的时间比祂的意识出生
早得多，这个绝对的意识以耶稣基督的形相出生。只有你是有自觉的灵才能解释祂的一生，不然你不能解释基督

—

祂是谁，祂如何成就事情— 你也知道，很多事情仍很难在霎哈嘉瑜伽中解释，你只是不停的看到事情发生。今天，你看到湖中有
喷泉涌出，没有人能解释为何会这样，即使工程师也解释不了，没有人能解释为何会这样，它就是发生了，水受激发，感受到上
天，就开始活泼地倾泻它的爱，你能想象即使水也能感觉到它吗？ 你曾经看过光怎样能感觉到它，同样，每一种元素都能感觉到
它。这些元素全都在你内里，我们可以说，最高的要算是光，因为光有效用，它受耶稣基督管理。光有效用，光显示正确的事物
，亦是它令我们明白世俗事物的不同面向角度，最终，光来自灵，灵开悟了光，你开始看到事物的不同角度，这样有时会令你发
笑，有时会令你微笑，有时也会令你哭泣。你透过霎哈嘉瑜伽已经成就了这个漂亮的面向，全在你内在构建好，你要达致它。另
一方面，人们要努力工作，就如耶稣基督出生在小马槽里，这显示神圣不需要出生在皇族，可以出生在马槽里，也可以出生在任
何地方，对神圣而言，这是毫无分别的。 但这样却令人有很可笑的想法，他们说︰我们要令自己悲惨不快，我们要把拥有的一切
都捐献给神。神不需要这些，祂亦不能拥有这些，你不能给予什么。你要成为贫民，把一切都捐献给神是错误的想法。神不要这
些，祂只要你快乐、喜乐、享受，这些才是重点。还有是若你给少许，给神少许，祂会以百倍回报。这就是为何你只要给神少许
物品。你不用把自己挂在树上来证明你想牺牲。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这是祂一生漂亮之处，就是从祂出生开始，祂已经向
人展示，祂享受没有物质的舒适

—

我们称为的物质。祂从未享受过我们所知的世俗事物，这只是说明，祂为我们这样做，是让我们明白，不用追求世俗的事物

—

它们会追求我们。你不用担忧这些事，你只要担忧你的灵，灵是最重要的。 我要说，祂的生命很短暂，祂都在尝试，祂对评价人
很感兴趣，因为祂不知道这些人类是什么，对人类而言，祂是外来的，所以祂想作出评估。在评估中，祂说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祂的话，其一是祂说不要把珍珠抛给不想明白你的人。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你不应向反神的
人谈霎哈嘉瑜伽。他或许是你的兄弟，或许是你的姊妹，或许是你的父亲，或许是任何人，不用说服他们有关霎哈嘉瑜伽，因为
他们不是你的亲人。很多人只担忧怎样说服自己的丈夫，或兄弟，你完全不用说服他们，只要放弃他们就可以了。 祂告诉我们其
中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宽恕，祂已经给了我们最了不起的武器，就是「宽恕」。宽恕是那么实际。你
只要宽恕，这个人就不再存在，他不再麻烦你，亦不再在你的注意力下，宽恕是最简单不过，亦是我们能做到，最能解脱折磨我
们的世俗事物或思维的方法。
祂的一生是灵性的故事，祂经历各种混乱，各种折磨，灵能经历的各种麻烦，这显示没有人能杀掉灵，就如博伽梵歌说︰Nainam
chidanti shastrani, nainam dahati pavakah, na chainam kledayantya apo, na shosayati marutah。不能杀掉它，它是永恒的生命
。祂尝试透过祂的一生来证明永恒，从开始到终结，祂显示灵超越物质，没有什么能控制灵。祂为我们做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为我们的灵创造很大的信心，毫无怀疑，祂已经证明了。我希望你们会明白，不会在一些细微锁碎的事情上令我费心，亦令
自己费心，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你们要要求一些重要的，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我很高兴你们喜欢这个地方，自得其乐，今天
我们已经宣布很多配婚，在这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圣诞节前夕，我祝福你们，希望你们有很快乐的圣诞和新年。 [Shri
Mataji continues in Marathi for another 15 minutes]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Today intentionally I have spok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Since all Pune Sahaja Yogis know English, I do not have to explain further. On the Christmas day something has to be
told to them about Christ. Therefore, I have spoken to them. Owing to our conditioning, we do not have much knowledge about
of Christ, but it is not correct. It is no use following the past conditionings. These people have come from the Christianity religion
but have learnt all about Divine incarnations that were born in this country and work they did here. In some respects, they are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we are. So we should also learn about Christ, Mohammad, and other great Satgurus. The reason for
you to have this knowledge is, when you become Gurus in the future and you are dedicated to the Brahma and you know what
the Brahma is, this knowledge will enable you to talk to someone. Then you can clearly tell about each of them and correctly
explain stories about them. Without you being knowledgeable about them, Sahaja Yoga cannot spread in the modern times.
Sahaja Yoga’s advent is in modern times when all the people know about all. All people know about great personalities. Now that

we are not in our individual ponds, but have come in the big ocean, all Sahaja Yogis should acquire information about all the
peoples, about the people from all communities, about the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about the people from all religions, and
understand where they have gone wrong and where we have gone wrong. Only then can we become real Sahaja Yogis and
Satgurus. A little study is necessary for that and I adivise you to do it sincerely. My blessings to all. We shall have today’s Puja
with vocal music.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Radhaji, meaning Shri Mahalakshmi was Christ’s mother. Although She was Shri
Mahalakshmi, She silently bore everything so that example that Christ was going to set up was absolutely without any flaw or
shortcoming, which people would attribute to his mother. The way Mary, the form of Shri Mahalakshmi, bore everything, the way
She sacrificed Her son, the way She witnessed Her son’s crucifixion, and the way She endured all these things. From Her
example we should realize that we should give up our attachment to our children, like my son, my son and instead observe,
“How much my son has progressed from the view point of Spirit, what he has gained in Spirit”. All of us have become Sahaja
Yogis and have gained a lot on coming in the Sahaja Yoga. So, now we should see, “What do we have which we can give to our
children.” Only thing that we can give is the knowledge of Spirit. All should give that and all should receive it. I have purposely
called you to this far away place, because I wanted you to see what hard work the people have to do for their living. You are
troubled by small things. You are not ready to make even a little sacrifice.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to be cajoled to do this and
that. With this nature, how will you become experts in Sahaja Yoga and how will you grow further? The people are not prepared
for even a small sacrifice! This is not correct. I hear a lot about the Pune- Sahaja Yogis that they want everything for free and
they never spare even a paisa. Unless you change your attitude how will other Puneits change? You are their examples; they will
see and take you to be special people. And when they see you haggling for small amounts of money, they will think,” What is the
use of practicing Sahaja Yoga? These people are also like us”! Secondly, as I hav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feuds among
brothers. It is a curse to us and I find it is there again. They quarrel over money. “Where has money gone? Why did they spend
so much money? Why this, why that?” All disputes are over money. I am surprised. I am ready to do all for you but you want it
free! One should have self- esteem. Shri Mataji has to spend on our food! It is not correct! Money can easily become available by
saving small amounts through the year. These people spend money and I also spend, but it does not look good and is not in
keeping with self-esteem. If you go to any village, like I had been to Narayangaon on the other day, the people over there had
cooked all food and kept it ready. They seated me and offered food. Nobody asked for money. Such was their hospitality. When
guests come we have to keep our attention at them. I am astonished; even now Sahaja Yogis appear to be under the curse of
quarrels amongst them. The people quarrel over small issues. This has happened about this and that has happened about that!
Suppose a leader is told that he is not thenceforth leader and another Sahaja Yogi is leader their feud starts. If a Sahaja Yogi is
told that he has no vibrations and hence he should stop going to the collective he starts squabbles. In everything they are
cantankerous. They fight in marriages. The people think that when there are quarrels at auspicious place like a marriage, there is
nothing bad in quarreling. However, it is very bad. It is very bad in the eyes of God and it should not be done. Christ has used the
words,” Murmuring souls” for such persons. They indulge in backbiting; speak against this person, that person in their absence.
They also play one against the other. They are extremely mean. I call the city of Pune as the Punyapattanam. I say that all the
Punya has been brought to this city and praise it and despite that this situation persists. Next year all Sahaja Yogis should make
vigorous efforts. Children of this place are wise. They collected money in which all have contributed. Then they gave the amount
to me. I was so overjoyed to see them. How sweet they are! They are your children. Then what happens to the elders? Why do
they behave the way they do? Let your hearts open a little bit in Sahaja Yoga! You have no burden of Sahaja Yoga. I do not take
anything from you and do not want anything from you.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given you so much materially! Even if you see
the material gifts that I have given you it is quite a lot. In spite of it, when I have to hear about such things, it makes me sad. So,
please do not crucifix your Spirit again. Think that today is the day of your second birth and resolve to live with your hearts open
and with your self- respect. Please remember that you have to keep your self-esteem. Today’s auspicious day I have to tell this
again since I cannot say when you and I shall meet again. So please take care in this respect. You should not behave this way,
otherwise all will go down. On this day all should make vow that since Christ sacrificed his life and we have taken him as our
elder brother, what we should do to be befitting to this relationship, how we should work it out. We have received so much in
Sahaja Yoga. So what should we do in Sahaja Yoga? I do not ask for money from you. But what shall I do if you do not want to
pay for your own food and transport? On top of it you pick up quarrels. The next time it should not happen. The peopl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asked for money to foot the bills of your food and transport nobody came forward. If you are so poor that you
cannot pay even Rs 40-45, you should not continue in Sahaja Yoga, since you will be a burden on us. We have not taken a
contract to take care of beggars! If they are in such poor circumstances, they should not continue in Sahaja Yoga at all.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even this much and want to have free food, we are not distributing free food! If these things are not corrected

in time they are never stopped and keep comtinuing. Even your leaders are fed up and do not want it. That has brought the
deficit. However, those people think that the leaders harass them and do not allow them to meet Shri Mataji. All these things
should be dispensed with. “We are now united. So far we have not done anything for Sahaja Yoga.”I remember, during
Gandhiji’s time, my mother gave away her bangles, bracelets, and whatever was available in the house. And today people
cannot pay a few rupees! Is there so much financial distress? No , ther is not! These people come here from faraway places.
You also have assembled in the equal number. But you are not sharing the expenditure. Does it become of you? Pease tell all
the Pune Sahaja Yogis that Shri Mataji has told every Pune Sahaja Yogi to do anything but come for the program. The people go
to the Himalayas to have a glimpse of God. This is not the Himalayas and you did not have to walk so much as the people over
there had to walk. All arrangements are in place. Yet the number who attended the Puja over there has not come here. The
people here will come only if the program is in Pune and will not attend if held outside. The people who behave this way shall
never improve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 Now you should come to Ganapati Pule with appropriate preparations. A good number of
you should come. It is not very expensive. I have made all the calculations. Contribution is essential minimum to meet the food
requirements. It is just that and not more! You have to pay only once a year. You are not in such bad shape and can collect a
small amount by saving a few rupees every month. If somebody is in such poor state we can bear his expenditure. However, if
everybody takes this position nobody will go. This question never arises in villages. It is quite different there. It is only on moving
to cities, starts, “ We want everything. We must watch movies every day. We must have bangles, we must have bracelets, and
we must have armlets. Does not matter if we do not go to pay obeisance to God, or do not attend a Puja, but we must have all
these.” Our attention is more with food, which we must have in plenty and of our choice too. Our attention is never on God. Find
out why we do not progress. Today everybody should decide that we will save some money instead of squandering it away.
These people have given up all, given up their habits and vices. So they have now plenty of money. Similarly, you all should
shake off the slavery which you have accepted all these years and get fully deep in the kingdom of God. I am sorry to tell you this
today. But all the history comes back to me and I feel that if not corrected it will go on and on, Hence it has to be put end to.
These things have to be stopped. Moreover, quarrels amongst you should completely finish. One against the other and the other
against some other should never happen. All should unite and intermingle. Look at these people, who have come from fourteen
countries have mingled and are staying together. Whereas here the people who have come; not from one country, not from one
state, but from one city, cannot come together! It seems, we were born with battens in hands and we started fighting soon after
the births! It is so bad in Pune.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things in Pune. A number of Sahaja Yogis,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 are very beautiful. The girls are also very sweet. I appreciate them a lot. All are so loving! However, the old ones
need to work little harder on themselves. So today, all should make a vow that we are Sahaja Yogis. We have joined the path of
Sahaja Yoga and sha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progress on it. Should make a vow and God shall help all. May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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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格涅沙崇拜 印度格纳帕蕾普提 1987 年 1 月 2日 今天，在这个受祝福的摩诃格涅沙之地，我们聚首一堂，深入我们的存
在体，享受我们的荣耀。要记着，神最先在这个地球创造的是格涅沙，
形式存在，你也知道得很清楚，

chaitanya

因为祂能散发圣洁，祂以

以能量的振动(振荡频率)存在于原子里，分子里

chaitanya
—

对称和等

量。能量振动其后以生命能量在这个生物王国开始彰显，你能看到他们
怎样受到约束。芒果树只会长到一定的高度，椰子树亦只会长到某特定
的高度，全都受到控制，接着它在动物彰显，约束他们，因此称动物为
pashus，即受到约束。在人类，它以吉祥显现，最终以典范，以神圣彰

显。我们既要明白神圣的精粹亦要明白它的内容。

神圣是天生的品质，人会拒絶一切不神圣，不吉祥。自我没有扮演任何
角色。直至动物的阶段，自我仍未存在。在人类的阶段，你有自由选择
要不要神圣。人有自我，他或许会说︰「有什么错呢？」他或许不服从
所有上天的规章制度，喜欢不神圣的行为，他就是这样走向狂乱。
今天，我们能在短时间内看到结果，这种蔑视神圣的结果。特别是西方
国家，他们发现不能回头。首先，人们取笑他们，在他们身上寻开心，
的女士常常牺牲性命，

但神圣是我们内在的力量。你们也曾听过，Rajput

因此没人能摧毁她们的圣洁，她们的贞操，因为她们知道贞操背后的力

量。这种对贞操的意识已经大大帮助这个国家的妇女过着很有活力，很

圣洁的生活。

有人说，没有圣洁，你不能成就什么。即使我，也曾听过，在印度，有
人相信若你要摔角，摔角手要是个神圣的人，不然他最终会没命。玩其
他游戏的人也要像哈奴曼般神圣，不然他们不能继续游戏，或许还会出
某种问题。战场上对抗敌人的战士，必须过着很圣洁的生活，不然他们

会受苦。你也曾见过，从越南回来的人都变成疯子。

在生命的每一个轨迹，神圣是最重要的，亦是最要照顾的课题。与湿婆
神一起作战的人不会有反应。当我看到一些国家对战争的反应，我颇为
惊讶。原因是作战时，他们跌进自我的陷阱，不在意他们的贞操。贞操
不单对妇女重要，这是很错的想法，贞操对男人也很重要。过着贞洁生

活的人是很有光辉

—

我们称他们为

tezapunja。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最重要是过圣洁的生活，一切都是世俗的。基督
降临这个地球，就如我告诉你，与格涅沙一样，是神圣的降世神祇，祂
甚至说︰「我们不应有淫邪的眼睛。」即使你的双眼，也要是神圣和纯
洁。纯洁令你神圣，就如孩子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是那么纯洁。
有很多要向孩子学习的事情。他们的简单，他们的纯真，他们不会沈迷
于不神圣的事物。神圣不谨是关于你的婚姻生活，也关于你的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国家的生活。贞操是唯一改善问题的主调，甚至能解决全部
问题。贞洁的人唯一的危险是他们或许变得极之干巴巴，也可以脾气很

差，有时也会自我中心。

正正相反的是在左边的格涅沙。格涅沙的神圣就如孩子，永恒的孩子，
是那么甜密亲切。祂身体的移动是那么优雅，那么迅速，那么充满魅力。

祂吃的

modaka

是一种很甜密，很容易做，很美味的食物。这显示我们

要有甜美亲切的个性，甜美的质量。贞洁的人是既粗鲁又脾气差是很错

的想法。

这特别对女士重要，若他们要明白霎哈嘉瑜伽，就要知道格涅沙在左脉

工作，而不是右脉。当我们开始在右边运用祂，这是个大错。
透过神圣来表达我们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爱。这伟大的质量是没法说完，
我们都要吸收这些质量，并且尊重它，敬拜它。当你入静，只要相信你 的 吉 祥 和 神 圣 要 吸 进 你 的 神 经 ， 你 的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

因

为

这

是

chaitanya(生命能量)的典范。Chaitanya

四处流通。若它处于神圣的状态，

即使只看一眼，你也能带来美丽的水果，带来和平和慰藉。所以纯真和
圣洁给予和平，减少冲突和紧张，因为你享受你的贞洁，享受你的荣耀。 请渴求成为圣洁的典范。 愿神祝福你们！

1987-0114, 桑格兰提节崇拜
View online.
桑格兰提节崇拜 印度1987年1月14日 今天是我们庆祝太阳的轨道移向北回归线的日子。北回归线代表母性，大地的母性。 与南
回归线不同，北回归线经过大片土地。它在经过的土地上，创造彰显大地母性的各种优美质素。我们庆祝这个转变，因为太阳现
在已移向新的范围，使全世界都覆盖在它的温暖下。 太阳的温暖代表神爱的温暖。因此我们庆祝这个节日时，会送上用芝麻制成
的糖果，送芝麻是因为它提供热量。现在寒往暑来，某程度上是较热的季节，为了准备迎接太阳的温暖，这种特别的食品是用芝
麻来造，代表将临的暖意和太阳的温暖。虽然印度是非常热，人们仍然期待这天的来临，他们以热切的心来庆祝这个日子。据说
这时候他们给你吃芝麻和糖，你必须甜美地说：「gudd gudd bola」意思是你要说甜美的话。 甜美地说话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
以为说话粗鲁很豁达潇洒，或向人叫喊很醒目聪明。可是没有人喜欢这种行为。你可能有聪明才智，可能很机警醒目，可能人们
只喜欢在电视上看到你；他们不会想你成为他们的伴侣和朋友。甜美地说话象征良好教养、良好文化和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从不
向别人粗鲁地说话，因为同样的灵也在别人身上发光闪耀。我们为何要向另一个同样是大能的神所创造的人严厉或发怒。 特别是
来霎哈嘉瑜伽后，我们的关系是充满爱和美丽。让我们用甜美的话来表达这种关系。有很多方式可使我们甜美。很多细微琐碎的
事也能制造甜美。你不需要说话尖锐，但要有敏锐的记忆。我这样子试过很多次。 有一次，一个很好很活跃的霎哈嘉瑜伽士与我
一起坐车。司机或其他人偷了他的刀，他生司机气。我说：「算了吧，他是穷人，所以他偷东西。不要紧，忘记它吧。」他说：
「不，因为那张刀是一个瑞士人送我的礼物，是瑞士刀，我经常带着它，失去了它我感到可惜。」当我到瑞士，我买了一式一样
的刀给他。当我把刀给他时，他说不出话来。他说：「母亲，你怎么还记得？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怎样得到这刀子？」我说
：「我的记忆力很好。」这是我的烦恼。 有时候记忆力好到，在我不知情下可能会令一些人尴尬。我的记忆就是这样好，让我不
会忘记任何事。当然，我忘掉一切坏的事情，因为记着它们没用，想着它们也是没用。由于宽恕的力量，你时常都能忘掉坏的事
情。如果你记着好的事情，你的喜乐会倍增；如果你记着坏事情，你的喜乐会减少。每当你见到任何人，尝试记着这人对你做过
的好事，他有什么优点。如果你只记着好的事情，便会有很美好的时光。 今天你们即将离开印度，有些人后天才走。不管如何，
我要告诉你们：任何可以为你们带来喜乐和欢欣的事情，在这里都为你们做了。当你回去后，尝试记着所有对你们讲过的话，记
着一切都很美好，记着人们如何称赞你，如何爱你，如何善待你，你如何遇上好人，如何有美好的经历体验。但不要为无谓的事
情担忧。总会有人对你说一些严厉苛刻的话，或你对他人说了些苛刻的话，忘记它吧。要了解你是在浪费享受生命的机会。没有
人因此而受伤，所以要极之高兴你能遇上那么多人，能有婚礼，能出席参与那么多婚礼。 我们共度美好的时光，每时每刻都充满
喜乐的能量。当然，今天你们部分人会有点不开心，我能理解，因为你们的另一半要离开。有些人的丈夫要离开，有些人的妻子
要离开。我见到有些人为此颇为悲伤。但这是好事，因为是出于爱，出于彼此的吸引力，享受大家结伴同行。我认为这是一些很
好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毕竟你们会再见面，会记着一切互相说过的好话，你们互相享受，要怀着喜乐的心情，因为这些日子过
得很快。 在霎哈嘉瑜伽，你会忘记时间，忘记一切。时间飞快地过去，这一切亦会过去。不管如何，你会再与你们的丈夫或妻子
重聚。所以没有需要为这些事情悲伤，要保持微笑，继续开怀大笑。好使他们离开看你最后一眼时，看到的不是你泪流披脸，而
是记着你一脸自信和勇气，期盼着，我们很快又再见面，没有什么要悲伤。今天是制造喜乐、享受一切和感受围绕四周神的祝福
的日子。太阳光荣地回归，我们祝愿祂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因为你们都知道，这部分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没有降雨。他们遇到
一些问题，我们祝愿祂能成功以太阳的能量，为这个国家带来雨水和一切所需。 当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要如太阳一般照耀。你
们的国家既没有我们的那么热，亦没有那么多温暖，所以你会发现为何人们那么温暖和有爱心，因为太阳伴着我们。现在你们带
着太阳，给他们爱、感情和温暖，让他们能感受到你们已经把太阳从印度带来。 无论我到哪里，到任何国家，太阳都照得很亮，
所以他们说，有一个说法，印度人带着太阳旅游。当然你不能把太阳放在口袋里，但我们要心里带着太阳。这必定是太阳照耀得
那么好的原因，人人都穿着好的衣服出来，万事俱备，都享受着。情况就是这样。今天你们要带着太阳，甜美地说话，永远都要
彼此友善，互助仁爱，因为你们都是瑜伽士，不是普通人。你们是瑜伽士，代表着一类正义、良善、慈悲和爱的人。我祝愿你们
好运，享受你们的旅程，享受一切，把你们在这里获得的喜乐传播给其他人、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传播给甚至尚未成为霎哈嘉瑜
伽士的人。 愿神借着它赐福你们。 锡吕‧玛塔吉以玛拉地语讲话。 今天是吉祥的日子。在今天，我们给人芝麻，请他们说话甜美
。在告诉人要这样做的同时，最好还是告诉自己，因为叫他人说话甜美较容易，但：「我会说话苛刻。」我们这种习惯…对自己
产生错误的观念。我们不了解神赐予我们什么祝福。神赐予我们这个国家很多祝福。可是印度人却不大注重清洁。印度有各种细
菌和寄生虫。我感到全世界的寄生虫都在印度，这里甚至有一些其他地区找不到的寄生虫。如果这些寄生虫去别的国家，牠们会
死掉。因为牠们抵不住寒冷。因为太阳，这国家有很多寄生虫。 有一次，一个科学家问我：「你的国家有那么多寄生虫，你怎能
生存？」我回答：「在印度，人们不单活着，还活得又喜乐又快乐，充满喜悦和欢欣。」原因是太阳。太阳教导我们开放我们的
家，开放我们的心。在英国，如果你要外出，最少要花十五分钟穿衣。就像穿上护甲一样，不然可能会着凉，影响你的头部，那
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你们坐在户外露天的环境，在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 因为这些国家的天气很冷。即
使在印度，也有些地方(城市)，例如，若你到像Bhowali或另一面的Nainital和Dehradun，这些城市很接近喜玛拉雅山；你会遇到
像其他国家的寒冷天气。那里像英国和美国那么冷。这些国家，甚至鸟儿或昆虫也不能存活。哪里有很多长满美丽花朵的森林，

他们称作花谷，有很多美丽的花朵—就像地球上的天堂—但这种美好的感觉只能维持片刻。那里冷得我们甚至不能张开眼睛去欣
赏这些美丽。我们要架上眼镜，否则眼睛会因寒冷而受伤。尽管天气冷，这些国家却发展得很快。他们与大自然，与寒冷的气候
抗衡，强化他们的国家。 虽然拥有很多阳光，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个优势。我们可以生产太阳能。如果我们好好利用太阳能，就不
会缺能源。即使汽车亦可使用太阳能来行走。可是印度的政客的注意力却放在别的事情，我们不旦没有利用太阳的优势，还反而
因此受苦。如果我们不走向极端，便能做很多工作。我们能从太阳主要学懂的是施予的能力。它永远都在施予，它不单不拿取什
么，还永远都在施予。基于太阳这种无比巨大的施予力量，我们有雨水，有农作物，有生物。如果没有太阳，我们什么也没有。
这全都纯粹源于太阳这种施予的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到达这状态。我们应该向太阳学习施予的力量。若我们看看四周，便会看到
人们常常想：「我怎样可以为自己省点钱？」 即使我捐款给一些活动，有些人仍会想怎样能省点钱。即使我给他们钱，他们都倾
向于一切都要省钱。为什么？因为他们倾向对一些事情都有保留。 若有人到市场，发现加价了，若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回
答：「其他人都加价，因此我也要加价。」若来货价没有增加，为什么出售的货品的价钱要增加？他们常常倾向于吸掉他人的能
量。即使我想为节日举办小型庆祝活动，有人告诉我︰「锡吕‧玛塔吉，你办不到。」当我问：「为什么？」答案是人们贪污，他
们吃(抢)钱。我吃食物他们吃钱，或许我们是相处不来。这是那么荒谬的事情。

负责国家的福祉，负责行政管理，被神赐予权力

的人，连他们也不明白要施予。我们要向太阳学习这种施予的质素：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施予而非拿取。我们要明白，内在的彻
底转变只能透过施予而非拿取才可达致。我们要有施予的热忱。就如当母亲知道︰「今天我的儿子会来。」她会热切的想：「我
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可以为他烹调什么食物？」这是母亲的热忱。即使她没有食材，她会问邻居借来为你准备甜食。她时常感到
自己做得不够。 除非我们内在有这种集体的热忱，这种对他人的感受，否则没有国家能进步。我们常常有冲动要拿取他人的东西
，掠夺他人的东西，向他人借东西或欺骗他人。因为这种冲动，我们的孩子受苦，我们也受苦，连这个国家也不能有任何成就。
在我姻亲的村子…去建一个湖，政府为此给他们数千元。但湖始终没有建成。他们说他们掘了一个洞来建湖，因为找不到水，所
以封了那个洞。事实上，从没有掘过洞。钱那里去了？他们汇往瑞士银行，银行又再从瑞士借钱过来，然后再把钱汇回瑞士。若
太阳这样做，我们一天也不能存活。若他独自吃光(消耗)一切，我们还能吃什么？ 今天我们庆祝桑格兰提节(Sankranti)，Sankran
ti即kranti(革命)，藉此我们养成施予的习惯。每个人都说我们要有施予的习惯，但大部分人相信捐献给神父，很多人宣扬施予的艺
术只为自己赚钱，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常常都有施予给谁，为何要施予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拥有自主自由，我们要看看
自己为国家，为兄弟姊妹，为邻居施予了什么。我们不应自私，真心的施予令我们感受到施予的喜乐。当我们真心施予，从中取
得的喜乐是其他喜乐没法相比。 若你想感受这种喜乐，我们便要今天庆祝桑格兰提节。我们的质量要变得像太阳。不管它做什么
，也不会感到它在做什么。它做任何事都会是akarma(不感到在做任何事)，不断地燃烧自己，给你喜乐，给你光，给你生命的精
粹，还滋润你。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很多人常常namaskar(跪拜)，我们跪拜却没有吸收它施予的质量。 我告诉你一件小事︰每
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都要在自己的花园种植一棵菩提树。我们为何要为此拿政府的钱？种植一棵树，再用篱笆围着它并不需要太多
钱，即使抽烟花费也比植树多。尝试做这种小事，那么人们便能看到你至少有做一点事。取而代之，我们却常常想可以怎样拿别
人钱，怎样掠夺别人，怎样在别人付出下节省金钱。因为我们有这种倾向，国家永远都不会进步。过往，我们没有这种倾向。 我
告诉你，在我年青时，我看到人们只相信施予，不会拿取，我只看到他们施予，不喜欢拿取。即使是父母，也不喜欢他们的孩子
拿取别人什么，会要他们把东西还给人。我仍然记得在我父亲的房子里，他们制造了一些椅子和雨伞，用银造的。每个人都问︰
「你为何要用银来做物料？」答案是︰「当我们庆祝结婚周年，除了借用或租用它们，最好还是拥有它们，因为若是租来的，有
时未必能及时租用，因为之前租用的人没有准时归还；有时这些雨伞会遗失，因为还未归还，所以它们丢失了。 我想说的是若我
们有钱，便要集体的投资。若你想建一个羽毛球馆，让每个人都能来玩。我们不应说只有我的孩子才能来玩。若有人买了汽车，
我们便能把所有孩子载到学校，我们要买一部大车，便能把所有孩子载到学校。这种集体的，利于每个人的习惯，我们应向太阳
学习。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可以向太阳学习，我们要承诺︰「我要做一些集体的事情。」 我不明白为何有人会进食时不顾其
他人，你甚至不关心邻居，没有为大家做任何事。我告诉你一件小事，就是种植一棵树。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很多瑜伽士，即使每
个人只种一棵树，照顾一棵树，肯定对每个人都大有帮助。所以我请你们集体的做点事，这会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我们不应想这
样我们可以从中获利多少，从中赚取多少，也不应像我们给钱神父那样，我们要开放心扉，以爱为集体做点事，从中感受个中喜
乐。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 我不是说一切都是免费的，不是说你要免费为从外地来的人办事。若你看看他们，你会看到他们从外
地买了很多物品给你。当然，我也付出很多，他们自己也买了很多物品来。当我看到这里的礼物，我想这是我为你在罗马购买的
礼物，他们却告诉我，这是他们买的礼物，他们没有带我买的礼物来。他们感到为你带来礼物是极大的喜乐，他们甚至不知道这
些礼物在意大利是送给谁，他们就是不介意。他们让我决定这些礼物该送给在印度那些霎哈嘉瑜伽士。 在印度，我们倾向只想着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母亲。母亲步行来，用一条腿走来，你便开始说︰「我的母亲没有好质料的纱丽。」因为我没有，所以我给
她一件简单的纱丽，这是这里的倾向。但与来自海外的人一起，情况刚刚相反，当他们来，他们带来很多礼物，他们好像从海外
带来二吨礼物。因为要送出这二吨礼物，我的双手开始痛。 我是说他们没有期望任何回报，但你的行为要成为他们的榜样。你要
向他们显示，你完全不比他们差，「我们在这里是为你服务，欢迎你，不管什么能为你们做的，我们都会毫不犹疑的去做。」这
样既不花费亦不用努力。唯一我们要做的是改变看法。若来霎哈嘉瑜伽后，我们仍未能改变我们的质量，我不认为我们能以霎哈
嘉瑜伽转化整个人类。 我们最重要的质量是能为别人付出，我们必须吸收这种质量。在霎哈嘉瑜伽，你的灵量已被唤醒，你能意
识到你的灵。灵的精粹就像太阳，这个精粹是施予。若你有看过我的一帧相片，我的心有颗太阳照耀着，事实上，我的心真的有

颗太阳，因此我从不感到我要拿取你们什么，又或掠夺你们什么。我不明白要掠夺别人这种想法从何而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行
为，霎哈嘉瑜伽士不应有这种想法。相反，每一天，我们都要想我们可以怎样施予，怎样为别人做事。
在Rahuri，我开展了一个名为”Sahaj Stree Sudhar”或” Samajsudhar”(为妇女谋福利的组织)的组织。透过基金会，我们不能为妇
女的福利而用它的钱，所以我们要成立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已经注册，来自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人已经准备向它捐款。但在这里
，我找不到人为这个组织工作，若本地妇女能负起这个责任，它便会成功，我们已经购买了土地和所有设施，但我们没有为这个
组织献出时间，所以我们怎能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记着，捐款给这个组织的人是来自海外，他们为这里的妇女购买了十四部机器
。你看到妇女游手好闲，你可以叫她们工作，那么她们便能赚点钱，也能有点成就。我们最少要想想这些事情。取而代之，我们
却只想着自己。在霎哈嘉瑜伽的人要知道，霎哈嘉瑜伽是不容许有这种自私的态度，我们要想着宇宙的利益。圣人的生命(vibhout
i)是为着拯救世界；也是为着拯救圣人的生命，这个世界才会存在。所以圣人会因为这种态度而受祝福…(vibhouti即湿婆神用作装
饰的灰)。 现在你已成为圣人，所以你的言行要像圣人。圣人最先的品质是施予。你从未听过有圣人掠夺别人。若圣人想诈骗，他
便不再是圣人。所以我们应常常想着我们能付出多少，付出什么，能付出多少爱，能帮助多少人。我们的注意力全都要放在这个
目的上。现在很多福利机构只为选举而设，我们不应创造这种福利机构，而是创造我们能无私的工作的机构，我们的爱应是nirvaj
ya(不自私)，不应期望任何回报。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是无限的爱。一旦拥有这种爱，我们自会知道该做些什么。改善应是渐进
的，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都要为集体的福祉而奉献。为此目的，我们要献出时间，努力工作以实现这个目标。不应是「锡吕‧玛塔
吉来了，她讲话，一旦她离开了，什么都完结。」这些人(来自海外)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开展学校，开展社会福利，我们也要开展
一些同样事情。 霎哈嘉瑜伽不应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灵，在喜乐中畅泳但全都是懒骨头，不应这样。我们要看到自己能怎样帮助
别人，要张开眼睛，以爱心看四周，看看自己能怎样帮助别人。我仍未能回到印度，一旦我回到印度，你会看到我能令每个人工
作。因此我建议在我回来前，每个人都要开始工作。霎哈嘉瑜伽不是只坐下来静坐。若只为静坐，你为何需要霎哈嘉瑜伽？你可
以到喜玛拉雅山。若你想留在这里，留在霎哈嘉瑜伽，那么大众便要得到霎哈嘉瑜伽的帮助。霎哈嘉瑜伽不应变成这种现代福利
机构，我们要以完全的真诚去实现达成我们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霎哈嘉瑜伽。 我听到很多对我的赞赏，我
听到歌曲。他们给我很多喜乐和满足感，就是人们承认我。但你要记着，要认识自己，便要工作，因为你不能只在镜中看到自己
，你要看到自己有什么成就。就像早年，你常常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同样，若你不能为集体做点事，我的意见是，你透过霎哈
嘉瑜伽完全没有任何成就，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完全没有进步。 明年当我再来，你要能告诉我你种植了多少棵菩提树；其二，
你应能告诉我什么集体或社会工作你完成了。若你尝试看看四周，你肯定能看到一些你能和你应做的集体工作。我肯定你能做得
很好，不需要花钱，只要真心的作出决定。当我开展霎哈嘉瑜伽，那时候，我只给了一个女士自觉，开始时我没有钱，没有任何
人支持我，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开展了霎哈嘉瑜伽。因为对工作的诚实和坚持，它传扬得很广。现在你们每一个人，不管男女都
有责任，当你向大众介绍霎哈嘉瑜伽，你要能向他们证明霎哈嘉瑜伽对大众有利，为此你不用违规，不用犯错，或做任何不合法
的事情。只需以很简单的方式，若你张开眼睛，便能看到你能为大众福祉做些什么，你怎能帮助人，我在这里给你所有的力量和
能量去做这工作。我们既不需要投票亦不需要花钱，又或需要什么。你只要向我承诺，没有期望任何回报，你会开始为大众的福
祉而工作。 有时，当人开展一些福利的工作，他们会四处找资金，这是错的。开始时我们不应要求金钱，你要先开展不需用钱的
工作。每个人都认为没有钱，什么也做不了。你已拥有力量，为何还需要钱？若有人病了，又或你的邻居不舒服，你可以探望他
，抚慰他。取而代之，我看到的却是你把病人带来找我。几天前，有人把一个受伤的人带来，他的手臂断了。霎哈嘉瑜伽士能两
分钟内为他医治，令他妥当。在公开讲座期间，他们却带他来找我，要我医治他的手臂。你们这么多人，所有力量都在你的双手
流通，你们却仍不运用它。若你连这些小毛病也不去医治，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又有何用？有人说，我母亲病了，我父亲的腿断了
，除了把他们带来给我，你能轻而易举医治他们，你的确拥有力量，试试运用它们吧。 在没有期望任何回报，完全喜乐下，你应
有能力去帮助人。当你感到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神的工具时，便会感到很喜乐，你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你给予别人一些
特别的东西，这是种大事情，大的理解。透过这种感觉，若你们全部人都决定工作，便能为别人做点事，别人也能看到什么是霎
哈嘉瑜伽。现在人们以为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只是每个人一起静坐，只是这样。即使国家出问题，霎哈嘉瑜伽士也只是静坐。有
人告诉我︰「我的妻子没有煮食。」我问︰「为什么？」他说︰「她只是静坐。」我说︰「是这样吗？谁告诉她要这样？」
首先，她要煮食，花五分钟静坐就已经足够，我给你力量和能量去好好煮食。 因此我们要有信心，你有能力工作，我在给你力量
，你能吸收这些力量。若你每天只静坐是不足够的，你要看到你能给别人什么福祉。但你却只想着自己的福祉，还找我医治你的
儿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要我给你一份好工作。你也想我来你的家吃饭，做这些那些事情。这样的话，你想把你的意愿加
在我身上，你能做什么？ 你要常常记着，你要做点事。「我要向锡吕‧玛塔吉展示我有什么能力，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要
马上作出决定。我面前有一个形象，格尼殊哇(Shri

Gyaneshwara)曾说︰Bolte

Piyushanche

Sagar。(说话像海洋的甘露)这是什么？我想看到它。 在这个祥瑞的日子，我赐予你甜美的祝福，你会帮助每个人，照顾他们的福
祉，会以爱心对待每个人，向他们说美好的话，充满爱心对待他们。 杜马先生︰每个人的手都要像这样放，给锡吕‧玛塔吉一个承
诺︰锡吕‧玛塔吉，我们会遵守你今天的祝福和爱的承诺，保持这个手势一分钟，以便向锡吕‧玛塔吉作出承诺。
锡吕‧玛塔吉︰他在说你的手要像这样放，说你要遵守母亲的说话。我们要尝试对别人好，也要互相友爱。
杜马先生︰在这个吉祥的桑格兰提节，每个人都要真心的向锡吕‧玛塔吉作出承诺。
锡吕‧玛塔吉︰他在说你的手要这样放，你要遵守母亲的说话，我们要对别人好，也要互相友爱。 我告诉他们不单要与霎哈嘉瑜伽

士合群，也要与其他人合群。我们要看看四周有什么错，我们怎能帮忙。我们有很多社会责任要实践完成。现在你们已经不用建
立任何社会组织来收集金钱，在不用有圣人和做类似的事情下，也能把事情办好。但你要看看四周，有谁有需要，有谁需要帮忙
。这样你才能真正为霎哈嘉瑜伽带来正面的形象。

马拉地语

我把这些水给你们，给领袖，也给…你可以拿这些水，它对所有根轮的疾病都很好。

Rahu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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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神崇拜后的讲话

1987年2月26及27日

我一开始便知道霎哈嘉瑜伽，我生下来便有这种独一无二的知识。要向人类宣示这种知识是很困难的，但我希望找到方法。
首先我要打开第七个轮穴，在1970年5月5日，我终于把它打开了。这可说是一个秘密，在此之前宇宙的生命能量(Brahma Chaita
nya)在潜伏(A-Vyakta)的状态，没有显现出来。就算有些人能达到自觉，连接到这宇宙的生命能量，但都像点滴消失在汪洋之中，
我们叫它Niraka Ka Guna。 因此没有谁能够告诉世人这最后境界的知识。那些从那宇宙能量的海洋中出来的降世神祇，已经很努
力的找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门徒，无论这些人怎样少，然后教导他们此整体大有的知识。但由于那时宇宙能量不在活跃的状态，
那些降世神祇最后都回到海洋那里去。 就像格涅殊哇(Gyanashwara)，他很年轻便进入涅盘。人们说他不能用言语来传道，那是
要去经验，因此很少人愿意去尝试，那时没有人可以在指掌上或感觉上体认这种经验，甚至在思维层面去了解都做不到。这是个
大问题，那些降世神祇所能做的只是预备好了基础。 现在我来到世上，我是那宇宙大有的整体能量的降世。现在那能量之海已变
了一片祥云(Saakar)，具有了形状。那些过去曾经降世的神祇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现在以全体的面貌来临了。天上的祥云降
下了雨，这雨水能滋润世人的头脑，他们会慢慢进步，直至他们的灵量能够升起。现在他们都得到了自觉，在指掌上感应到一切
。这是过去没有人能够清楚说明生命能量的原因，他们只能够谈论 Chaitaya Lahiri，因为那时宇宙能量还不在活跃的形相，只是
一种状态(State)。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形相，只有喜乐，进入这个状态便可以超越试探，超越愤怒，我们都知道有这些人。
但他们是怎样达到这个状态的呢？那个宇宙的整体能量是甚么呢？他们都不能显示它整体(Pratyaksha)的形相。他们只能多方设譬
，或说一些寓言故事。 这是我要完成的，便是把宇宙能量的整体形相从能量之海洋中带出来。现在你们都不溶化到能量的海洋去
，我把这个大海变成大云朵(Matka)，而你们则变成小的云朵(Matka)。换言之，我把你们变成我身体中的细胞，养育你们、照顾
你们、清洁你们，让事情顺利发生。但由于我是摩诃摩耶(Mahamaya)，我要很缓慢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刻，适当的阶段，事情才
会发生。 那宇宙的整体能量便是太初母性力量(Adi-Shakti)，而最高的主湿婆大神(Sada-Shiva)则在我的心中。但由于我成为人的
样子，你们很难发现出来。你去告诉那些现代人，他们是不懂的，只有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能听得懂。要承受这个真理是困难的
，现在你叫这些人去承受很多钱他们都会觉得困难，更遑论叫他们承认自己的位置。他们的根基完全动摇，因此叫他们承认所有
降世神祇都在我之中，那是难乎其难的。 有一天，我到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去，有个小孩子说，他曾经在书本上读过，宇宙
能量是超越感觉与非感觉的。我说书上说的没错，但现在应该抛下书本，只管试试能不能感应到它。那时我便决定将这个知识告
诉一小部分人，宣示这种知识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宗教都是只占部分和未曾整合起来的，现在这个整合要来临了，我
现在可以向你们解释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及其他先知和降世神祇，因为他们都是整体能量的一个部分。 你们不要对科学家说，你
们只须说这是个很独特的方法，虽然有点难以明白，但确实是有效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只要这样说便够了。如果
你向他们说我，他们会感到震惊。你们至多只能说，这个知识是由锡吕‧玛塔吉女士教给我们，真的能够使灵量升起，但她怎样能
够做到，我们却不大了了，可能那是个秘密，但真的作用于我身上。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能说明一颗种子为甚么发芽吗？我们要
做的只是把它放入母亲大地。同样，你们可以说，我一切都交给锡吕‧玛塔吉女士，我们的灵量便生长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
，我们亲眼看见它发生在我们身上。 过去，没有人能够给予他人自觉，也许只有一两个能这样做，多数人都是通过洁净身体的方
法来达到自觉的。例如佛陀便是这样，洁净了身体，诚意要求衷心祷告，这样宇宙能量便进入了他，但他跟着便进入那种「状态
」，之后便没有任何的沟通了。现在这种知识进入了集体之中，因为那个状态开始展现它自己，所以集体的工作现在便开始了。
譬如你发现了电力，但不公诸于世，世人又怎会知道电力这回事呢？不是以往那些伟大的圣贤不愿意去说，而是没有任何沟通的
方法。就好像你跟没有眼睛的人说话，你怎样向他显示呢，怎样跟他说呢？那时还没有人好好地处理那种「状态」。 那些得到自
觉的人，他们的自觉轮是打开了，但他们却消失于其中，整个经验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现在这一切都终结了，现在都变
成是集体的了。到了某个阶段，一切都要成为集体的。 即使到了这个阶段，人还是陆续的受到考验。但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穆罕默德、那纳克(Nanak)和Tukaram等都被害死了。且看他们受到甚么待遇，他们都来自天国，却受到这样的看待。那时事情
还不能顺利成就。 我知道天国的一切事情，但直至现在我还没有把这些知识宣示出来，因为世人还未准备好，未能吸收这些知识
，我只好慢慢的，一点点的宣示出来。就好像要做一个米团，要煮一段时间。你们都在这批人之中，现在你们这些人的质素，就
像过去先知那少数的门徒一样。就在此时此地，你们都是命定要到我这里来，但却是慢慢的、稳定的来。那些来到这伟大的厨师
手中的都会预备得很好，至于没有来的，都会被弃置。这是超越时间的，每个人都要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去达到，就好像很难说要
多久一个人才可以学会骑自行车，要多久一个人才可以成为医生一样，有些人很快，有些人很慢。 时间的束缚是人自己做成的，
事实上这个身体并没有时间。时间是由人的习惯造成的，有了习惯，时间的束缚(Kaal)便形成了，如果没有习惯，便没有时间。练
习霎哈嘉瑜伽以后，你们的许多习惯都没有了，但这亦需要一点时间。你们要是希望改变那些习惯，就不要找理由把它合理化，
你为它找理由，习惯才会存在。你今生之中便得到了自觉，开始失去那些习惯，那么在此生中，你是有可能达到那个所谓「状态
」的。如果你此生还是半生不熟的，那你便要再回到世上来使自己变得完全。在霎哈嘉瑜伽的过程当中，我还是看见有人走向相
反的方向，我感到诧异。我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但幸好这些人都离开了霎哈嘉瑜伽。这些事情是有的，但你们不要沮丧，你们

要把事情弄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们要常常处于中央，不要担心你的升进，一旦你在中央，便自然能够生长，我自然会养
育你。每天你们都左摇右摆，在习惯之中，你们便摆向左边，在事业心当中，你们便摆向右边。把我放在你们心中，这是一种感
觉(Bhav)，就像你们左边可以发展出习惯，你们也要惯于把我放在你们心中。如果你们能够很易的养成其他习惯，为甚么不养成
这种优美的习惯呢？这只是一种感受上的转变。所有习惯都是很容易去除的，那只是思维的一种状态。 一旦你将我放在心中，我
便能长驻在你的身体，带引你到达永恒，但这要看你能利用多少，就好像你在房间中点起蚊香，所有蚊子都会跑掉，因此最重要
的是你在心中能容纳我多少。 跟着的问题是：如何在心中稳定这种感受？答案是：要常常停住你自己的注意力(Chitta)，要常常持
守你们的注意力(Chittanirodh)。比如你们到外边看见很多事情，但却不要让注意力随着事物而转。这种能力是经练习得来的，要
把注意力收摄在内，这便是不执着于物。记着，与外界的联系(Samparka)都是通过注意力的，因此要时常看管着你们的注意力，
你们可以时常问自己：「我的注意力到那里去了？」 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力是分割的，分为意识与知觉两部分，如果我们的意识
能与知觉合一，那便变成对生命能量的知觉了，这种力量能使我们获得平衡，使我们处于中央。这时，只要你的注意力跑到错误
的方向，你便会立即感觉到热力，这便是那无所不在的能量在你们之内工作，使你们生长的方法。 所有那些习惯(Samskara)都会
在脑袋中卷缩，在大脑中形成弧度。当这些弧度打开，大脑便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大的吸收能力，这时大脑便能微妙地打开，与
上天的联系便能建立。 如果你告诉科学家这些知识，他们会感到震惊，就好像在一间医学研究所，我告诉他们副交感神经系统的
知识，他们都无言以对。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 Stiponilan Adenaline 的运作，但我们却能够。就好像碳这个元素，你可以从左边去
看它，也可以从右边去看它，从左边看你看见是α的形状；从右边看则是奥米加Ω的形状；如果从上边看，则像一个十字架。这是
事实，而他们都惊讶得哑口无言。这就像你们要接受一个假说，即在大脑之上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能量，人类的大脑呈棱柱体的
形状，那无所不在的能量可以从所有角度进入，在胚胎形成时，便进入它的脑袋。 跟着发生的是：在棱柱体形的大脑尖端，那无
所不在的能量不受阻碍，一直进入脊柱的底部，即三角骨的位置，形成一个三圈半的力量，那便是灵量。在进入的过程中，形成
脊柱中间那个「真空的管道」。至于在三角形两边进入大脑的能量，则要穿透大脑的灰质和白质，这过程受物理学上的反射定律
所控制，生命能量从右边反射到左边，左边反射到右边，这叫棱柱体的反射效应，此现象存在于人脑之中，在动物界则是很少的
。 在反射的过程中，人的注意力被拉往两边，带到外面去。我们的注意力和反射的能量都通过宽恕轮，形成另一个力。这时我们
便要应用力学上的用平衡四边形来计算合成力的原理。那合成力分为两部份，互成九十度角，分别在左边和右边，合成力自身则
在中央。这个力量的一部分向身体下降，在胚胎中形成左右两个交感神经系统。这个力量的另一部分则通过我们的感觉，把注意
力分别带到左边或右边，此便是我们在外在世界的行动。在外在世界，行动会带来反作用，这也是物理学上的著名定律。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的通道是同一的，在左边形成了一个人的思想制约，在右边则形成了一个人的自我。 简言之，我们的注意力，伴随着
反射到外界的生命能量，自外带回反作用力，在左边形成了思想制约，于是便形成我们的心智(Mind或Manasa)。作用力和反作用
力都通过宽恕轮和喉轮。注意力的本质是能够外延的，它能流通我们的整个身体。在左边的反作用力是愿望(Desire)，它形成阴脉
(Ida)或左交感神经系统。同理，右边的反作用力是行动(Action)，形成右边的阳脉(Pingala)。阴脉能量过剩，积累起来，在宽恕轮
后部形成气状的气团，叫做超我(Superego)；同样，阳脉的能量过剩，积累起来，便在宽恕轮的前方形成气状的气团，叫自我(Eg
o)，宽恕轮则在自我和超我中间。宽恕轮前部受脑下垂体(Pituitary)控制，后部则受松果腺(Pennial)控制。 当灵量上升至宽恕轮，
便能照亮它。在你之内的耶稣基督的力量便会被唤醒。耶稣基督会吸入自我和超我这两个气球，这时整个宽恕轮便会打开。这便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去的意义。于此，自觉轮也会同时打开。我曾亲眼看见宇宙大我(Virat)的自觉轮是怎样开启的，就好
像巨大的火舌一样。若你们把人的大脑切开，它的横切面看起来就像花瓣和火焰；在中央，看起来像个火焰颜色的孔。自觉轮的
打开是很突然的，「澎」的一声便打开了。这就好像从一支望远镜望另一支望远镜效果一样，通常如果宽恕轮和喉轮都打开了的
话，自我和超我便被吸进去。我们的心智(Mind)是超我，Ahamkara是自我。我们的灵或真我被五种元素包围起来，此外还有灵量
。那些元素主要是土和水，因果身(Casual)则只是光(Jyot Matra)。 当一个人得到自觉以后，他体内的神祇便会被唤醒，能量中心
得到滋养和清洁，同时这些中心会打开，放射出能量，在大脑中有和这些轮穴相应的座位(Pithas)，这时这些座位都起作用，作用
于不同的能量中心，于是能起协调作用，所有能量中心都整合起来。就好像有时你们的心智(Mind)想这样做，但身体却想那样做
，而你们的头脑(Intellect)却要别一个做法，那便是没有整合，在得到自觉以后，此三者便会合一。 再举一块手帕作例，它就好像
我们的注意力那样。在得到自觉以前，它向平伸展到每一个方向。但现在我把手指放到手帕底下，从中央处把它弄高，有何不同
呢？手帕会越弄越高，到最后包裹着手指。同样地，当灵量升起，便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把它提到自觉轮的位置，于是它便能受
到宇宙能量的启发，然后它就停留，包裹着中脉(Sushumna)，即灵量升起的通道。意思是说，在得到自觉以后，我们的注意力会
收摄在内，不受外界世俗的事情左右。我们的注意力于是便受到启发，这便是那个所谓「状态」的意思。但事实上，人类是习惯
的奴隶，就因为这些习惯，我们不让注意力永久地停留在那个状态。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力不应放在外物，我和你们一起时，你
们却拒绝帮助，老是把一只脚放回水中。你们的注意力是很可笑的，你们要去除这些习惯，把脚拉回来，要知道，我正坐在这里
，要把你救起来。有时我看见你们腿被鳄鱼咬断了，但由于你们的习惯，你们变成盲目，看不见这些鳄鱼。你们想象一下我的窘
境，我的感觉会怎么样？ 此所以我说你们要与别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在一起，目的是要把你们的注意力保持在中央。经常将注意
力保持在中央很重要，在得到自觉以后，我们的左脉和右脉松弛下来，接受上天的能量。由于舒缓了紧张，轮穴更能打开，这是
一个循环，同时更多的灵量能升上来。在此阶段，注意力便能保持在中央，然后你们便能引导注意力往外做一些事，做完了，不
会有任何反作用，注意力又回到中间的位置，这时注意力便不会附着于任何事物了。 我的情况和你们不同，如果我的注意力在你

身上，我会清洁你的身体，把你的问题带到我身上，这样我会受一点苦。但这要是愿意我才会这样做，因为不论好坏的人都变成
我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我要治理这些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我会受一点苦。在这点上，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就像一个晴雨表，他
们不会像我受这样多的苦，也许会受一点点的苦，因为无论他们吸入些甚么，都会进入那浩瀚的海洋去。
现在俄国正在进行物质第五次元(即生物光 Bioplasma)的研究，这完全是倾向右边的活动。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或光场(Aura)，这
个光场的颜色要看他在三态(Guna)中那一个状态而定，颜色代表这些状态的改变。你们作灵体保护(班丹)时是对甚么而作呢？那
便是对这些气场而作，去保护它。只有物质性的东西才有气场，那完全是物质的层面。所谓第五次元其实是微观界或照相机的向
度，因此你们看见我的照片中有光，那是气场的一种。宇宙能量有祂的光芒，只有我能看见，如果有些人的宽恕轮很坏，也能够
看见，因为他们在外面，所以便能看见。

那道理是如果你在光之外，你便看见光，如果你在光之中，你能看见甚么呢？

当你的灵量通过宽恕轮，你便会毫无杂念，进入无思虑的入静状态(Thoughtless Awareness)。开始时要有意这样做，慢慢这便变
成你的一部分，笼罩你的身体，你进入那种状态，叫无疑惑的入静状态(Doubtless
Awareness)，这样你便成为那整体能量的一个部分，或那个所谓状态。 到了这阶段，你们不要进入那涅盘状态，你们都要为我工
作。如果你说我没有给你自觉，你也能做到，那么当初你为甚么要求得到自觉呢？你要知道，你已经到达了彼岸，那是毫无疑问
的，这已是最后的阶段。事实上这种状态是很易到达的，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我希望你们尝试这样做。但如果你到达那个状态
时，只是为了自己，我只能说你是自私的，是个逃兵。你首先要合群，否则到了天国你会迷路，你甚至找不到我。要知道，在那
个状态，你是会溶入那汪洋大海的。你们从海洋进化而来，然后回到那汪洋大海，那又有甚么了不起。但如果你能够变成海洋上
的云朵，让你的雨露浸润每一个人，那才算是伟大的成就，这是我的目的和工作。就像每个游戏都有它的目的，我玩的这个游戏
也是有其目的。 要停留在中央，你们要成为向神顺服的人(Sharanagat)。你们要说：「母亲，你是万有，你成就万事万物」，这
便是完全的顺服。 对于那些浸润于科学的人，你们要逐步向他们宣示这个知识。如果一个杯子很小，你便不能注入它所能容纳的
。因此你们要有信心，你们不能一下子便给他们整个海洋。记着，科学只是这整体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而已。你们可以向他
们介绍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先让他们有所接触。他们来练习时，便观察他们，还记得你们要多少时间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首
先有所经验，然后打开得越多，是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也是科学的。 在世俗的事情上，每当你们要赚取金钱，便会遇见摩耶幻
相(Maya)，你们只要记着，这些钱你是为我而赚的，这样便好了。你们大可放心到外面赚钱，你能赚多少便赚多少。不过这一点
我只是在物质层面上说的。 那些通过你们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来到的人，比通过我来到的人更好，因为那些通过我来到的人，常纠
缠在我的摩耶幻相之中。你们看，在那些新来的人眼中，我不过是个平平凡凡的人。

1987-0712,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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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了不起的日子，你们在宇宙的心脏领域敬拜你的导师。若我们

能在自己心脏领域这样做，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今天，我要告诉你霎哈嘉瑜伽和它的价值。霎哈嘉瑜伽与其他古时受全

世界接受的瑜伽是互有关连。他们称呼它，其一

，称它为瑜伽(Yoga)，

不是霎哈嘉瑜伽，是瑜伽。它以不同式子的「阿斯汤加」(Ashtanga)练习 开始(Ashtanga 即八个阶段，八个部分。另注一)瑜伽 —
八倍瑜伽

—

与

导师一起练习。人们要经历很多困苦，阿斯汤加瑜伽(AshtangaYoga)不

接受已婚的人，他们要捐弃家庭，捐弃他们的关系，要完全没有任何执
着依恋，才能拜师。他们的物业、财产都要捐弃。不是像现代那样把财

产给导师，而是送给别人，这就称为瑜伽。

另一种风格的瑜伽叫作

Samkhya(数论派，注二)。数论派是你一生毫不

执着的收集物品，然后把它们全部分发出去，再拜师，完全委身顺服于
导师，接着得到自觉。数论派(Samkhya)是左脉的行为，而瑜伽却是右
Mantra(伽耶德利口诀)，因为他们偏左脉，

脉的，数论派念诵

所以他们常常念诵伽耶德利口诀。他们过分偏向左脉

收集财物，收集物业，结交各类朋友，建立各种关系和小区

Gayatri
—

即是收集物品，

—

忧或许会因此完全迷失，他们会进入伽耶德利，伽耶德利口诀教导你所

有轮穴的精粹

他们担
—

能量中心。我之前也说过

—

Bhu，Bhurv，Swaha。 Bhu 代表本质或根轮的 Bija(本源)；Bhurv 代表被创造的宇宙，即腹轮 的 Bija(本源)；Swaha 是脐轮的
Bija(本源)；Manah

是心轮的本质，接

tapasya(苦行)，捐弃，行苦行

着

—

Janah

是人，集体，是本质或喉轮的

是额轮的本质；接着

不是我们以为的真理，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达

Satya

Biji(本源)，然后

是真理，

Tapah

是你行

是顶轮的本质

—

显现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在顶轮第七层被发现。练习数论派的人并不大

受尊重为灵性的人，因为人们以为，他们做的事都牵涉世俗的事情，世
俗的财产，世俗的事件，所以人们认为他们为次等；又或认为作为导师
的瑜伽士地位更高，因为他们已经捐弃一切，为拜师而捐弃一切。但在
这里，那些导师自己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发觉捐弃一切来找他们的人
Ashramas

(僻静住处)，

—

毫无疑问

—

仍有些潜在隐藏的执着依恋。他们的

他们发现，这些人对物质仍有执着。虽然表面上他们捐弃一切，但内在

仍未放弃，他们仍然依恋着一些想法︰「噢！这是妥当的，我们仍能拥
有这种细微琐碎的东西，这样做不要紧。」就像这样，这种小的妥协仍
然持续，就像我们这里的女修道院。某程度上，两方面都是虚假的。一
方面，数论派想背负所有行李来升进，另一方面，却又背负所有升进的

雄心下跌。

所以，这两种风格的瑜伽，各方面都很有趣古怪。就如你现在看到，若
你到美国，你会发现︰「噢！天啊，美国怎么了？管治它的不是民主制
度，而是魔鬼制度(demonocracy)。」若你走到另一个国家，像俄罗斯，
你发现，这是什么？你在压力和恐惧下工作，但一旦俄罗斯人离开俄罗
斯，他可以变得比美国人差，怎会这样？一种理论在这里奏效，另一种
理论在那里奏效，那种理论是对的？宗教亦然，例如一种宗教相信多神
Bhoots(邪灵)，亦追随亡灵附体的路径。

论，像印度教，他们现在也相信

若你上庙宇，每一座庙宇都有些好安排令邪灵附上你，甚至教堂，或回

教寺院

一

这些都是神住的地方，你忽然发觉自己受袭击，走出来后，
感到完全困惑，最终要进疯人院。这些是什么敬拜的地方，你到那里找
寻神，却受可怕的撒旦力量袭击？这就是为何在现代，人变得那么困惑

迷乱。

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真理

—

任何思想体系，任何哲学，任何开始… 例如，孔子提倡人道主义，苏格拉底提倡另一种理论，穆罕默德亦提倡 另 一 种 哲 理 。
像

穆

罕

默

德

说

︰

让

我

们

不

要

敬

拜

神

为

偶

像

，

就

以

Nirakara(无形相)来敬拜神吧，无形相的神。你明白无形相吗？他们是怎
样互相杀戮？我是说看到穆斯林国家，你不能相信有任何无形相或有形
他们这样互相打斗杀戮。接着你看基

相的神存在

—

神必定都跑掉

—

督教国家，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想控制支配非基督徒，就像只是因为他

们是基督徒，就有权支配别人。基督的门徒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要为基督徒说同一样的话︰「原谅他们，他们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你对这些事情感到震惊，你必须坐下来想想，
所以这既不是数论派亦不是瑜伽，那么你要成就什么？就是霎哈嘉瑜伽。
霎哈嘉瑜伽先不告诉你理论，而是你手中的光让你自己去看，二者看来

要做些什么，问题出在那里。

好像是一样。例如，这所漂亮的房子是为母亲而建造，但母亲却连钉一

颗钉子也不懂，这是很有趣的情况。

每个人都必须提醒我︰「母亲，这是你的房子。」

「噢！我明白。」

我需要别人提醒我，我必须感谢你们，特别是英国人，英国霎哈嘉瑜伽
士的领袖，感谢他们全力为我建造这所房子，但我接着想，为何我要感
谢他们？这房子不是我的，是他们的，就是这样。新的混乱产生，我感
到这混乱是很甜美，很漂亮，事实是没什么属于我们，但一切却都属于
我们。当我想到你们为这地方做的一切，它属于我，好吧，这所房子属
于我。英国属于我，除此之外，全世界也属于我。我们就是这样看到，
「数论派」和「瑜伽」在霎哈嘉瑜伽里变成一体。有人说一旦你看到数
看到的人，即旁观者。

论派和瑜伽是一体，就是

Sapashyati

—

所以，一般人的想法可以是这样︰你的母亲怎会是导师？她戴上全部的

饰物。该做些什么？她既是母亲也是女神，这是另一种困惑混乱，怎样
把两者结合？你理解的导师要是愤怒的人，只穿单衣，上衣或下裳，我
大笑还可以

—

是

不知道是怎么样，手上拿着一根大棒，从来不微笑

完全不能见到妇女，我是说我甚至不应看到自己的脸，就像这样。所有
妇女是否容许做灵性的工作，试

—

微笑。导师必须有张长长的脸，长大胡子，不能是女士。在这种情况下，
经典都有争论

—不是经典，是评论

—

想象，不单在基督徒之间，你会很惊讶，即使印度经典，也有争论妇女

是否容许做灵性工作。现在你的母亲是女士，也是你的导师，你该怎么
辨？这是另一个困惑，因为这是错的，整件事都是虚假不真实的，完全
没有根据基础。你或许想说妇女与灵性生活毫不相干，你或许想争辩，

全都失败告终。

有天我在大学遇见约翰，他是身型高大的家伙，我或许应说他是很难缠
的人，他开始说︰「我们基督徒不接受女人作为神。」我问︰「为什么？」

「因为…。」

要纠正这些顚倒混乱的想法，你的母亲必须以导师身分降世，我作这个
结论是源于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混淆。有天，有人追着我要我买一只手
镯，我说︰「我没钱，不想买。」「好吧，我们会在崇拜送给你。」我
说︰「现在只有导师崇拜。」他答︰「好吧，我们就在导师崇拜把它送
给你。」我说︰「在导师崇拜买手镯是我做的一件可笑的怪事。」
不管如何，在导师崇拜，你不会送手镯给你的导师，你会吗？你可以给…
你怎样称呼它

—

Chappals，

例如，一根大棒，或许给他檀香的

Khada

—

或给他一件披肩。但这里是…我问过…好吧，在导师崇拜送出，为什么？

我意识到自己的混乱，我想及它，说︰「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要这样发
生，在导师崇拜，你要给你的导师手镯。」让我们有所改变，整件事情
就是这样发生，一切都面对实相，所有这些错误的观念都要放弃。就如
若你把地毯倒放，整个设计就颠倒了。但若你把地毯放好，一切都井然
有序。这就是为何你要母亲给你自觉，导师作为母亲来教导你神的升进，

没有人能禁止。

这就是今天为何霎哈嘉瑜伽能发展，各方面，你发现把颠倒的事物纠正，
把它暴露在实相下，带出所有真正的价值，废除所有腐坏的价值观、政
治观、经济观、神学、心理学，把一切荒唐的观念带回正轨，一位降世
神祇怎样把它做好，你能想象，一位降世神祇怎样把这些荒唐的观念纠

正。

另一个想法在印度教存在，就是若你是属灵的人，就必须吃素。所有婆
罗门都相信这个想法，即使不是婆罗门也相信。有一个婆罗门在我住的
地方工作，他们说，我们要给母亲肉，她什么也不吃，她要吃些蛋白质，
她说︰「对，对，当然，对母亲而言，她必须吃蛋白质。」不管是否婆
Rakshasas(恶魔)

罗门，全都明白母亲要吃蛋白质，因为她要喝掉所有

的血，她怎能吃素？若她要杀掉那么多恶魔，她又怎能不暴力？所以你

看到，对母亲的描述有这么大的悬殊差别

—

说到杀掉负面的人，杀掉

想破坏她的创造，她的孩子的人，她有最残暴的性格；但说到她的孩子，
她是最亲切，最温和的人。你要看到这两个对比。即使在动物中，你同
样能找到这种对比，在降世神祇身上能找到这种明显的差别。今天，透

过霎哈嘉瑜伽，我们能证明数论派和瑜伽是一样的。

不管你有否收集物品，不管你有没有财产，不管你是否施予，对内在不
执着的人都是毫无分别。若你为别人收集物品，那就更好；若你为自己
收集再转送给别人就更加好。因为你先为自己收集，再想︰「噢！这件 物件对我有用，我会把它留作自用，这种想法很好。」 —
所以，这个

「我」存在

—

接着，你把它送出，即是说你的不执着已经完成。或第

三种品格像…

只是不停的收集，亦不停的送出，没有想收集，也没有想 送出，因为「想」不是我的工作，有一事我已经放弃，就是想，我不想

再想

—

这是你的工作，不是我。在没有思绪下，我们透过霎哈嘉瑜伽

成就了多少事情。瑜伽和数论派二者都是思考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
Saablogs。我带着一

些

Saablogs

这所房子是自然而然的产物。我是说就如英文说的

四处去看房子，他们想找一些有特色的房子，即是说有些事

情要发生，有些事情不正当，就是没有简单直接的，我说︰「拜托，我

不能再忍受这样不诚实。」

所以︰「不，不，但它有特色。」 我说︰「现在，我不想要这种不诚实的四处观看寻找。」要直接老实的， 所 以 他 们 对 我 颇
失

望

。

而

Saablog

也

有

其

他

想

法

。

例

如

，

若

你

到

Windmere(英国湖区)，这是一处奢侈的地方；若你到北面，不那么奢侈；
若你到东面，就一无事处了，就是这样。我说︰「让我们到北面，到最
Dakshinamurthy，她必须身在北

方

—

北的地方。」因为你也知道，女神要是

双眼看着南方，这就是为何她要…我是说我们不可以在苏格兰，

对你们这太过分了，但也是对你们很理想的，因为我们的

Drishti(视野)

是向着…我们的视野是向着南，在我们漂亮的视野下看到整个宇宙，这
说︰「是，不，不，是。」

就是自然而然，我们找到这个地方，而

Saablog

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得到它，之后我们发现它有段历史，也感受到它漂亮

的生命能量，亦找到它的潜能。任何自然而然取得的东西，都是充满潜

能。

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几句话，这很重要。我要说数点有关自然而然的事
情，这是很有趣的，人们以为自然而然是成就事情的方式，就如很多人
都是出于自我的说︰「这是自然而然。」特别是旧的霎哈嘉瑜伽士，他
们以为自己是自然而然的权威。就如我们在维坦那(Vaitarna)拥有一片土
地，有个旧的霎哈嘉瑜伽士到哪里，说︰「这片土地散发生命能量，这
里却没有生命能量。」每个人都因此接受他的说法，「好吧，好吧，好
吧。」接着他们说︰「没有人能在这片土地进食。」这种知识从何而来？
进食并不是罪孽，对吗？在这里进食犹如是罪孽。他们很虔敬的跟随一、
二、三、四、五、六…的方式行事，也跟随霎哈嘉瑜伽的一、二、三、
四方式行事，就是到达这种程度。我开始想，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类狂热
的霎哈嘉瑜伽士，狂热主义是绝对违反霎哈嘉瑜伽。现在他们会问︰「我
们要念诵这句口诀多少次？」我答︰「一句也不用念。」
他说︰「噢！我不应从左脉而来，我应是从右脉来。」

「要滴多少滴酥油进鼻子里？」我答︰「一整瓶。」
接着我会说︰「你只要跳起。」

你要像孩子，但这些想法在霎哈嘉瑜伽已根深柢固，当然，已经多年了，
他们不应安定下来，若他们安定下来，就不是霎哈嘉，不自然而然。「你
这样做是错的，你那样做是错的。」没有这种事，没什么是错的，若你
做错任何事，就失去生命能量，完蛋了。为何要那么小心谨慎？就如有
人说︰「我不想看见香烟。」我说︰「为什么？」「看着香烟是邪恶的」
我说︰「看着它会怎么样？」「我会感到我在抽烟。」我因此说︰「最
好抽一次烟。」或「我不能拿酒瓶。」「为什么？」「拿酒瓶是有罪的。」
我是说你可以在酒里畅泳，要以这种态度理解事情。虽然我常常说，若
我说一件事情，你会紧握着它不放，所以我常常说相反的意思，那么你
就不会依附着任何事情。霎哈嘉瑜伽不是要依附着什么。就如有人学懂
一些知识，例如，在霎哈嘉瑜伽初班，他学会一些口诀，他们仍停留在
同一起步点，不、不、不、不，你要走上前，这里只是楼梯，不要滞留
在这些梯级上。我们这里有太多这种情况，就如他们说，人们真的太保
守陈旧。他们不停的告诉你很多荒唐的想法︰「你看，若你这样做，就
会这样。」首先，你不要为别人出主意，此其一，若你决定我们不再对
别人那里出错给意见，你已经完成一半的任务，因为你就如我，什么也
不用做。任何人来︰「你是亡灵。」你最好得到它，有人向我报告，他

们说霎哈嘉瑜伽士是缺德的人，我说︰「为什么？」

「噢！他们告诉你︰『你是邪恶的』；『亡灵附着你。』；『你是这样

那样的。』，他们都很缺德。」

我感到很震惊的听到有人这样说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怎会缺德？若某人
在受苦，他们在电话里会说︰「噢，你最好有自觉，这是为你好。」不
是要这样。若你想多些人来，对待新来的人，你不谨要谦虚，还要机智
圆滑和友善。但若你决定不需要再有任何人来，因为你不想再建另一个
帐篷，我就没话可说了。若你想有人来，最重要是与他们交谈时，你要
友善，要说漂亮的话，要让他们能明白你在说什么。粗鲁、傲慢、炫耀，

全都没用。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完全享受霎哈嘉瑜伽，你只是沈醉其中。
为何要记着要为自己做多少次班丹？有什么需为自己做班丹？对你这全
是笑话，也应是笑话。小孩子吸吮瓶里的奶，因为他没有牙齿，但你们
为何要这样？这是很幼稚，显示你完全没有成长。霎哈嘉瑜伽必须内在
的成长，你不应再被视为不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我要说︰「成熟的霎 哈 嘉 瑜 伽 士 能 结 合 很 多 事 情 ， 以 美 丽 的 线 ， 细
小

的

线

，

保

持

分

际

(Maryadas︰行为的法则)，你不能反其道而行。

例如，你不应说︰「好吧，我现在会友善，接着我会发怒，然后我再友
善，我会是这样那样。」这会很混杂，古怪的个性。忽然我生气，像这
样(母亲作生气状)，接着就这样(母亲有另一个表情)。人们以为你在跳
，一种印度古典舞)或做类似的事情，表现你的

婆罗多舞(Bharatnatyam

情绪，五分钟内有十种情绪。这显示你内在成长的程度。我们必须成长，

为着成长，让我们内在保持宁静，让我们对别人的行为不作反应。「这
个人是这样，那个人是那样。」你自己又怎么样？这也是…其他方式，
像，我告诉某人，你有这个问题，这个人马上找另一个人说︰「母亲告
诉我你也有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好好关注照顾这个问题。」我没有说另
一个人，我只说你，所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只留给你自己吧，不要说「母
亲说。」絶对不要说这句话。若母亲要说，她自会说，为何要你来传达？

为何要你说？我从没有要你这样说。

要明白霎哈嘉瑜伽是很简单，极之简单。一旦你明白︰你要保持自己的
纯真完整。现在，「怎样变得纯真？」人们会问︰怎样变得纯真？这是
恶性循环，怎样变得纯真？这是恶性循环，我们要变得纯真，怎能做到？
透过你的自我或超我？你怎能变得纯真？母亲说︰「不要提升灵量。」
我是说我坐在这里，人们却在提升灵量，怎么了？我坐在这里，你的灵
量已经升上你的头顶，你在提升什么？现在问题是怎样处理，非常简单，
开始时我说︰「让你的导师在你心中。」怎样处理，为什么？让母亲来
处理，母亲在处理我，就这样吧。当你说︰「没有人能控制我，但母亲
能。」你的右脉就得到洁净，左脉也得到洁净，左右两脉一起洁净，事

情会成就。

感谢天你有我，我就坐在这里，谁会像我这样告诉你。想想那些从没有
人这样告诉他们的人，或在他们面前说︰我能处理这种事或你能处理那
种事。现在你可以处于平衡，让你的灵量成长，一切都能成就。就像我
购买这所房子时，或他们购买这所房子时，或任何人购买这所房子时
怎会这样？怎会这样？怎会这样？但一切

—

那么多问题，那么多障碍

—

问题都解决了，房子在这里，完整无缺，没缺少什么，没出什么问题。

我要大叫一次，好吧，让我大叫吧，你不用开始叫喊，一旦我说完，他
们就会拿扩音器来，叫得更大声。「母亲这样说，你是这样那样。」我
在说你，你在教训谁？你要知道，当我给你忠告，请你照做，照做吧，
你要明白，我知道很多，因为我是导师，是你的导师，因为我是所有导
师的导师，真正的导师知道母亲知道一切，她就是知识，若她说什么，
就是什么，即使或许有时我会测试你，不要紧，你就是这样才能成为导

师。

湿婆神有位名叫罗摩德剎(Ramadasa)的导师。那些日子，导师常常测试
他们的门徒，我却从没测试过你，但你要测试自己，就这样。这位导师
有天说︰「我要雌虎的奶，我要喝雌虎的奶。」一半人不理睬他的说，
大部分人当没听到，湿婆神说︰「好吧，我拿给你。」他走进森林里，
看见一只雌虎和牠的幼虎，幼虎躺卧在一旁，他走往雌虎，对牠说︰
「Namaskar(问候语)。」再说︰「我的导师想要你的奶。」就这样，因
聆听他们的命令。「我

为导师们是

友善的站起来，站在他面前，他榨取牠的奶，带回给他的导师，事情就

是这样。你是否明白

一旦你与你的导师的欲望完全合一，就能到达导师的位置，但若你仍有
Alpadhrishtapay…(听不清)，

Parabrahma(大能的神)，Parabrahma

的导师，罗摩德剎想要你的奶，所以请求你能否给我一点奶？」雌虎很

看看你这份小小的勇气

它弄妥。」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办好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

当然，我常常用英语说︰「请问可否这样做？」我甚至会说︰「请问你
可否这样做？」怎样说都毫无分别。另一天，当我们到卡的夫(英国城市)，
我说头等车会在另一边来，但所有在月台的人都说︰「不，是这边来。」

Gurupada(导师的地位)的意义？

自己的想法，那么，罗摩德剎曾经说过，神
—「好吧，去做吧，头破血流，再回来，我会把
就是认真的对

待母亲的任何要求。

我说︰「好吧！」我们坐下，听到广播说头等车会在另一边来，我们因
此再次走回头路，对这些人还可以，但你们又怎么样？你曾多次见过，
在导师询问下，事情也会出错，要常常接受这是上天的法律

—

因为导

师是上天法律的赐予者，不是俗世的法律，祂给你上天的法律。一旦你
明白上天的法律，就会委身顺服于上天的法律，你就是这样成为上天法
今天，就导师崇拜，我可以不停的说，但今天，我请你明白，伊斯兰所
若神是你的导师，让祂指引你，事情自会

律的主人。
说的委身顺服是很重要的

—

成就。不要让自己指引自己，有时，他们连导师都想指引，那么，导师

就会玩些把戏，你就会跌进这些把戏的陷井里，接着，你会发觉这是太

过分了。

最好是聆听导师告诉你的话，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不管导师说什么都是
妥当的，导师们什么也能问你，我是说我是个颇友善的导师，就如罗摩
德剎问他的门徒︰「我有个很腐坏的大疮，请你吸走它的脓汁。」试想
像，他们不知该怎么办，要吸走导师大疮的脓是太过分了，但湿婆神走
上前，除掉帽子，坐在导师身旁，开始为他吸吮大疮的脓。人们问︰「怎
么样？」他说︰「很甜，很好。」实际是导师在那里系上一个芒果。导
师会给他的门徒很多测试，我却从未测试过你们，你也不用测试别人，
留给我来做吧，我自会一个一个的处理。不管什么要发生自会发生。在
霎哈嘉瑜伽，以为我们絶对会是很富有，很强壮，处于世界的顶峰，这
全是谬误。若我们富有，就会有经济衰退，因为其他人都会很穷；若我
们很强壮，没有人会走近我们；若我们像摔角手，谁会走近我们？若我
们很有智慧，人们会害怕这种有智慧的人；没什么会…他们什么也不明
白，这些想法爬进他们的头脑。让我们处于中央，我们应该富有，但不
要太富有；我们应该强壮，但不要太强壮；我们应该有智慧，但不要太

过，到目前为此还好，我们就是要这样前进。

我们要保持分际(Maryadas)，成为漂亮的霎哈嘉瑜伽士，能与每一个人
和谐相处，能带其他人来，能投射富吸引力的品格形象，我们就是要这 样。若我们想炫耀 — 就如我见过人们无必要的炫耀 —
没有这个需要。

只留在背后，若你太多时候留在后面，就要走上台前，要平衡自己，审

察自己，指引自己，告诉自己，「成为自己的导师」。审视自己离中央
有多远，成长得多深，成长了多少，你是否仍依恋一些细微琐碎的事物？
仍受小事困扰？「母亲，我要有八十分，却只有七十五分。」噢，天啊！
因为他只拿到七十五分，所以一些事情要发生，他要受到教训，或许，
或许他要上一些课程，或许一些有利于他的升进的事情要发生，若你要
成为导师，就要看到这种情况。若你看不到，别人又怎能看到？我们必
须意识到，不是只在思维上，而是心里真的知道，在心的领域你要知道，
你必须在心的领域知道明白。我们在英国真好，在宇宙的心脏我们说打
心是爱的海洋，要盛载这爱的海洋
界大，比这个宇宙大。

愿神祝福你们。

—

开心扉，若你要把我放进心里

—

你就要有一颗很大很大的心，比你的品格大，比你的国家大，比这个世
注一︰阿斯汤加瑜伽(Ashtanga

Yoga)的特色是强烈的体位法操练，强调

动作和呼吸配合。 注二︰数论派(Samkhya)是古印度哲学的一个派别，被认为是最古老最重 要的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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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1987

年

10

月

4

日

今天胜利日(Dassera

Day)，我们在瑞士庆祝罗摩的加冕典礼。很多事情

发生在胜利日，最重要的要算是罗摩在这天加冕为王，祂也在这天杀掉
拉伐那(Ravana)。很多人或许会说，祂怎能在同一天又加冕又杀掉拉伐
那？那时候的印度，我们有超音速飞机，这是事实，这飞机名为
Pushpak，速度极快。在杀掉拉伐那后，祂与妻

Pushpak

子来到阿约提亚(Ayodhya

以取得力量，Shakti

，

即「花朵」，它被称为

印度古城)接受加冕。在第九天，祂敬拜女神
即祂的武器；在第十天，祂杀掉拉伐那。所以你

可以想象，罗摩时代的人和罗摩的王国是那么先进，原因是国王是降世

神祇，祂也是苏格拉底所描述的仁君。

罗摩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很有趣，现在印度的电视台，拍摄了一系列很漂
亮的描述罗摩的特辑，卖得好价钱，或许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播
一集给你们看。他们说罗摩的故事是在祂出生前已经写好。先知蚁蛭仙
人(Valmiki)在罗摩还未有任何痕迹踪影时，已经写下祂整个故事。罗摩
(Surya)王朝。既在

是从

Agni(火)而生，即从火而生，他出生在太阳

Agni(火)的祝福下出生，亦出生在太阳王朝，祂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位

最温和的

祂是以…我是说以英语说…合乎礼节正统的人，某程度上是

avataras(降世神祇)。
sankoch，即

祂能独自承担任何问题而不要求别人做什么。印度仍有很多这类人。就
如印度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若他与其他人坐在房间里，
灯亮着，而他想关灯，他不会叫其他人关灯，只会自己慢慢站起来，走
到开关处，把灯关掉，因此，他是没有任何要求。这是罗摩最了不起的
品格之一，就是祂不会要求任何人或命令任何人或利用任何人为祂做任
Surya。我们发现，那些出生
他们出各种问题，有可怕的额轮，可怕的

何事。你要明白，祂受火祝福，生于太阳

在…或许出生在低下家庭，负面家庭，就如我们说的偏左脉的家庭的人，
Suryada。

生于太阳的人要极之谦虚，祂要显示没什么能影响祂，亦没什么能令祂

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当我们再深入看祂的一生，祂是很谦虚。你看到现
在，人看不起别人︰「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这样不好」，
「这很困难」，这些都显示这个人的品格极之低下，毫无个性，品格低
下。任何人的品格都是显现在他能否对人寛容。任何不寛容的人，都是

极之自我中心，自视过高，有虚荣心的征兆。

罗摩深受祂统治下的人民所爱戴，祂拥有最美丽的妻子，最受人尊敬的
父亲阇拿迦(Janaka)，祂是祂的父亲最至爱的儿子，祂是那么谦卑，祂
的品格你只看到漂亮。就如祂只乘一只小船流徙异乡，载着祂的只是普
通船夫，这个船夫，因为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就坐在阿约提亚王面前，

感到很苦恼沮丧，因此罗摩自己也只穿上

valkalas

，一种村民或住在原 始地方的人穿的衣服，是用树叶来造的，祂只能穿上这种衣服，因为祂 的后母要求祂父亲给她这个恩赐。
罗摩因此告诉船夫︰「为何要苦恼沮丧？我也穿上这种衣服，我不再是
国王，只是像这样坐在你面前，你要安心，我真的不懂怎样驾驶这艘船，
但你懂，那么你为何还要担忧介意？」就像这样，即使被社会视为低下
的人，祂也把他放在受人敬仰的高位，这样显示祂尊重人类。祂被称为
，即代表祂知道怎样与人相处，Mariadas(分际)

，

Mariada

Purushottama

怎样与人交谈，怎样接近人，同时我们发现有人对待…即使是他们的丈

夫、妻子、孩子或任何人都有不当的行为，这些人也控制人，这都是绝
对违反罗摩。像拉伐那，即使拉伐那也不是这样，他本质也不这样，因
为他也遵守他内在某些正法规则，他本来是有自觉的灵，但却变成恶魔，
因为他傲慢。但他的傲慢却不能与很多我见过和听过的现代男女相比，
很令人惊叹，他们竟然胜过拉伐那。拉伐那只有十个头，但有时我感到
现代人，特别是女人，或许有一百零八个头。那种傲慢，那种仇恨的表
现，是那么荒唐，令这个人看来一无事处，但我却四处都能看到这类人，
他们在霎哈嘉瑜伽以某种形式蔓延着，实际上，大能的神绝对鄙视这类

人。

你再深入看罗摩的一生，祂到村庄里，哪里有一个很少牙齿的低下层老

妇，她拿来一些水果，一种称为

ber(一种浆果)的小水果，她把这些水果

带给罗摩，「罗摩你看看，我带了这些水果给你，我什么也没有，只有

这些水果，我尝过它们。」实际上，在印度，若你放什么进口腔，即是
，没人会再触碰它。但她说︰「我用牙齿咬破它们来尝味，它们

utishta

没一颗是酸的。」她知道罗摩不喜欢酸的水果，所以︰「没一颗是酸的，
你可以吃。」我是说，某程度上，若任何人对西方人这样做，他们一定
从她的手上拿来，吻她的手，

会狠狠的打你。罗摩立即走上前，把

bers

说︰「好吧，好吧，我会吃这些水果。」祂很热情的把这些水果吃掉。

但拉斯曼(Lakshmana)却有点生这个老妇气︰「这是怎么样？」悉旦说︰
「噢！你很喜欢吃吗？」祂说︰「是，我不会给你。」她说︰「不，我
是你的另一半，你要给我。」祂因此给了一些给悉旦，悉旦吃完后说︰
「啊！何等甘甜！我像在吃天堂的甘露。」拉斯曼很妒忌，他说︰「妹
妹，能给我一点吗？」她说︰「不，不能。你问你的哥哥要，我不会给

你，我只有很少，为何你不问你的哥哥要。」

他因此问他哥哥，他说︰「可以给我一点吗？」罗摩笑着给他老妇用牙

齿吃过，触摸过，咬开过的

水果，根据印度的婆罗门律法，实际上，

ber

社会已经排斥遗弃了这个老妇。

罗摩这份亲切温柔，祂常常令人感到舒适，就如蚝壳里的小石子，蚝会
分泌一种磨光的液体把石子包裹着，令石子变成珍珠，让自己感到舒适。
现在祂却没有想到自己舒适，罗摩是有点与众不同，祂想令每个人变成
钻石，或变成珍珠，因此其他人都能闪亮，都看来美好，这样祂就感到

舒适。

若你要吸收祂的质量，我们要先明白罗摩内在的情况。罗摩是被安置在
我们心的右边，右心轮，祂是安置在那里。人类却没有右心脏，若你告
诉任何人有右心脏，他们会说︰「什么，有两颗心，或三颗心？」在霎
哈嘉瑜伽，我们有三颗心，一颗在左边，一颗在右边，另一颗在中央。
右心是很重要的，右心照顾整个肺，两个肺、喉咙、气管、鼻子、内部、
外部也受照顾，我们可以说，克里希纳赐予我们五官容貌，而罗摩则赐
予我们的内在各部分。祂们都是一样的，一位照顾我们的内在，一位照
顾我们外表。从内在罗摩给你双耳，给你双眼，双眼的内在部分。内在
妥当比外在妥当重要。罗摩就以身作则，祂从不关心人的外在或外表，
祂在克里希纳来之前已经到来，想建立人类的内在，所以我们可以说，
虽然祂是在右心轮，祂却是透过你的明善轮和部分喉轮在内在起作用，

因为克里希纳，内在是罗摩，是毗湿奴。

所以，就西方的标准而言，这个人样子不好看，但我却认为西方标准是
颇为有趣滑稽，因为这些标准既不像克里希纳也不像罗摩。像罗摩的人
ajanabav

的人，祂很

是很高大很健康，双手及膝，ajanabav，意思是有

丰满，祂们两位都很丰满，祂们都要是丰满的，虽然祂们都生于火，祂

也是生于火，水却是毗湿奴的主要元素，所以祂们都是丰满的，不像现

代的想法，瘦得像柴枝，瘦得像柴枝，像肺结核病人。

并不是说所有丰满的人都是好人，若母亲这样说，我们常常推断以为丰
满的人必定是好人，重点不在于此，我是说内在，内在正好相反，它的
内在是绝对美丽，絶对充满爱，情感和温暖。没有这些品质的人就是非
霎哈嘉瑜伽士的征兆，此其一。大声说话，大声谈话，在不适合的场合
若罗摩的温柔走向极端，我称这为
。祂有一次与拉伐那打斗，祂用

笑的人必定是半疯癫，不可能是霎哈嘉瑜伽士。

sankocha，形式化，这是英语，不是

「形式」(formal)这个字，是

sankoch

箭，一枝接一枝的箭射掉拉伐那的十个头，祂射掉第一个头，在再射第

二个头时，第一个头又再生出来，因为拉伐那有份福佑，没人能因砍掉
他的头而把他杀死。拉斯曼因此说︰「你肯定知道不能因砍掉拉伐那的
头而杀掉他，为何你不攻击他的心脏？」祂说︰「原因是这样︰现在他
的心有摩诃拉希什米，悉旦，悉旦在他的心里，她在哪里，我怎能攻击
他的心，这样做或许会伤到她。」他说︰「那么攻击他的头又有什么用

呢？」。

祂说︰「因为一旦我很快的射掉他的头，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当他把

注意力放在头上，我就可以攻击他的心。」看看这个

sankoch？看看

sankoch，祂说话的方式。现在，接着有什么发生，祂很仁慈，有一次，

一个名为

Shurpanaka

很丑的女人想诱惑祂，她来诱惑祂，说︰「罗摩， 为何你不与我结婚？」我是说，对像罗摩这种 Mariada Purushottama，问
这个可怕的问题，任何人即使不做什么，也会痛打她，罗摩微笑说︰「女 士，很抱歉，我有妻子，我相信一夫一妻制，aika patni
vrat。很抱歉我

不能与你结婚。」但祂很挑皮的说︰「好吧，我兄弟在这里，他的妻子

她就去问祂的兄弟︰「拉斯曼，为何你不与我结婚？」她变得很美丽，
她把自己变成美丽的女人，她必定是光顾了美容院或是什么，让自己变
成这样，她就在这里。他很生气的看着她，说︰「你，丑陋的女人，为
何要问这种问题？」他切掉她的鼻子，他就在纳希克(Nasik)切掉她的鼻
子，所以纳希克解作鼻子，这就是为何你到过纳希克，他在那里切掉她

留在阿约提亚，你可以问他。」

的鼻子，他很生气，罗摩却没有生气，祂以很有说服力的态度说︰「我

有妻子，我相信只能拥有一位妻子。」

祂的另一种性格是祂始终如一，祂不像克里希纳那么反复无常。克里希
纳是外交官，外交手腕就是要多变，克里希纳是另一种风格。在霎哈嘉
(持丫罗摩)，不然事情

瑜伽，你不能像罗摩，有时你要像

是不能成就。以罗摩的漂亮性格行事，你发现祂是始终如一，不管祂说

什么，祂一生都遵循。例如，祂说︰「我相信只能拥有一位妻子，
毫无疑问，祂拥有一位又好又美丽的妻子，她去了拉伐那，留下祂一个
yAgnya，即被全世界征服，

Parashurama

aika

patni

人。当他们想开展一种称为

vrat
Rajasurya

。」
yAgnya

的

他们就问祂︰「你要再婚，因为你必须有妻子。」祂说︰「不，我不能

再婚，没有人能像我的妻子，我不能再婚，我只能放弃这种

yAgnya

，因

我不能再婚。」他们就说︰「好吧，你唯一要做的是建造一尊金的悉旦
雕像，你要用这尊雕像来代表妻子。」祂说︰「我同意。」祂拿走祂所

有的饰物，用来造这尊雕像，来开展

，不管祂说过什么，祂都贯

yAgnya

彻始终的实行。祂的正法是完美的。

另一事是当悉旦失踪，祂从不睡觉，从不睡在床上，常常睡在大地之母
上，从不睡在床上，只睡在大地之母上。印度很多诗歌，都有详尽描述
祂失去妻子的痛苦。悉旦很神秘的离开祂，她从大地之母消失，因为大
地之母给她生命，所以她消失在大地之母里，罗摩变得非常失落，祂跳

进

Sarayu

河里，在祂来自的水元素里消失。

这个男人必须放弃妻子，这种对比，你能看到像波浪般性格上的起伏。
祂生活的社会，祂统治的地区，对与拉伐那同住的妻子有反感，大家开
始谈论，因此，作为贤君，祂决定祂的妻子要永远离开，祂把她用漂亮
的战马与祂的宰相和兄弟拉斯曼一起送走，拉斯曼带她离开她，告诉她︰
发生了这些事情，罗摩要我们把你留在的蚁蛭仙人(Valmiki)的静室。她
因此很沮丧，她说，她是太初之母，所以她不介意，她再说︰「你留我
在这里吧。」很有自尊的人，她没有说︰「不，不，不，不，我要跟着
祂。」或「我要控告祂，到法庭控告祂，拿走祂所有钱，祂竟敢抛弃我。」

她完全没有这样做，这是女士的优雅寛容之处。

她亲切优雅的说︰「好吧，现在你听从你的兄弟的话，我是你的嫂嫂，
也是长辈，现在你要遵从我，我告诉你，作为你的嫂嫂，你现在可以走
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吧，我不想与你再到另一处地方，不想你与
我和其他人一起放逐。」她已经怀孕。若这种事在这里发生，当然，可
怕的事情可以发生；若这种事发生在印度，妻子会自杀，或她没法忍受
承受这种事情。我想这两种情况如出一辙，是一种逃避。若没有敌对的

行为，就是退缩。

但她说︰「不，我要让这两个孩子出生，我能照顾自己，好吧，祂很仁
慈的这样做，我没事，请告诉祂不用担忧我。」她告诉拉斯曼︰「好吧，
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要好好照顾祂。」接着她告诉宰相，mantri(宰相)，

说︰「你必须好好看顾这个王国。」

看看这种尊贵，这种平衡，这种个性，罗摩的品格。祂被称为

Mariada

Purushottama

。看看祂的妻子，她各方面的表现都与祂一样出色。当拉 伐那拘禁她，拉伐那很害怕她的 Shakti(力量)，因此他没有触摸她，他
常常恐吓她，说︰「我会对印度的妇女做这种事情，我会对全世界的妇
女做这种事情，我会做这种可怕的事情，我会再次出生，我会有不当的

行为。」她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不能碰我。」

他不能触摸她的手，他很害怕。哈奴曼带来罗摩的介指，把介指给她说︰
「这是罗摩的介指。」她说︰「是，我知道，祂怎么了？」他说︰「还
好。」她询问有关她的问题。他因此说︰「母亲，你骑上我的背，我很
容易就能把你带走，爬上我的背，我载你走。」她说︰「不，我不会跟
你走，罗摩是勇敢的国王，他应该自己来，与拉伐那战斗，杀掉他，因
为他是邪恶的，战胜拉伐那后我才会光荣的与祂一起走。」
她什么也不害怕，对她，最重要是杀掉拉伐那，邪恶的拉伐那，罗摩要
杀掉他。对妇女这是一份很大的勇气。你看到她这两方面的表现，你会
感到惊讶，妇女的个性怎会那么有力量，这并非反动，「我丈夫就像这
样，因此我也是这样。」；「我丈夫不为我这样做，因此我就像这样。」；
「我丈夫走了，我完蛋了，没有丈夫，我该怎么办？」悉旦不是这样，
她向哈奴曼说︰「不。」站起来说︰「当罗摩来杀掉这个恶魔，从地球
除去这个恶魔，那么，只有祂才能带我走，我不会跟你走，我不会逃走，
不会跑掉，不会这样，我要在这里面对自己。」对一个妇女，这是太过

她坚贞独立。

分了，要关进这种可怕的监狱，关进对她来说很危险的地方，还能说︰
「我不走，不管你怎样尝试，不管你用什么把戏，不管你说什么，我都
不会走。」试想像，拉伐那是可怕的家伙，他会对她做任何事，但她仍
保持平和宁静，等待她丈夫回来，你能在现代想到有这样的妇人吗？那
么满足于自己，那么平衡，那么充满信心和力量，这就是悉旦一生带给

我们的信息。

罗摩的仁厚在祂开始管治人民就显现出来。祂关心人民的需要，对他而
言，最重要是在祂管治下的人民要快乐，要喜乐，祂以极大的爱心照顾
他们。祂有两个儿子，祂只照顾了他们一段短时间，就失去他们，因为
教导祂的儿子怎

他们与他们的母亲悉旦一起失踪，蚁蛭仙人(Valmiki)

样唱诵罗摩衍那(Ramayana)。他们走到阿约提亚唱诵罗摩衍那。罗摩与

yAgnyas，当他们捉住罗摩的马，哈奴曼发

他们一起去。有天在其中一个

觉不可能战胜这两个男孩，他不明白为何会这样。现在，我们要描述伟

大的哈奴曼的性格。他告诉罗摩︰「我不明白，我面对不了这两个男孩，
罗摩因此走到哪里，这两个男孩拿着箭站者，接着悉旦出现在男孩的面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前，说︰「你们不能打祂，因为祂是你们的父亲。」

这让哈奴曼知道，他说︰「好吧，现在，我要打罗摩，为何祂要像这样
离开你们？」看看哈奴曼是那么善解人意，是伟大的虔敬者，罗摩的虔
敬者，他能看到︰「祂做了些对我母亲不公正的事情。」他为此而站起
来支持母亲。哈奴曼就是这样甜美，哈奴曼是，你也知道，是纯真、单
纯、有活力的天使加比奥(Gabriel)，他的活力可以表现在当他出生，他
说︰「最好吃掉太阳，因为太阳正使在印度的人感到灼热。」所以他跑
去大口的吃掉太阳。人们要说︰「你要明白，虽然太阳会灼伤我们，但
它对我们却大有帮助，请释放太阳，为何你要把它吃掉。」他因此释放
哈奴曼的一生都在服务罗摩，他对罗摩是那么虔敬。这里的对比是哈奴
siddhis，九种

siddhis(大能)，anima、

ganima、raguma

了太阳。
曼有

navadha、navadha

siddhis、navadha

和各式的大能。他能变小，能变大，能做很多事情。虽

然他拥有这些大能，能力和力量，罗摩有一次问他︰「有人袭击我的兄
弟拉斯曼，他病得很重，我是说他快死了，你去找一种特别的

sanjeevani，

一种草药，我想用这种草药来擦他的头。」他因此走去找草药，他把整
座山放在手上，带给罗摩，「现在你来选，我不知道是那种草药，我找
Shakti)，虽然他拥有这些大能，却仍是那

不到。」

这是哈奴曼的力量(Hanumana

么谦虚，那么虔敬顺服，这是有力量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征兆。任何有力

量的人必须很谦虚，毫不暴戾。圣雄甘地常常说︰「什么是弱者的非暴

力？」

弱者非暴戻，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他处事的手法，或一种保护。弱者
非暴戻只是因为他不能面对，没能力作出抗议。有力量的人毫不暴戻才
是真正非暴戻的征兆，拥有力量的人若不暴戻，即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力
量颇有信心。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人，为何他们还要压迫控制其他人？
他们只要站起来说︰「好吧，来吧，你想怎么样？」即使只是这样说，
人们也会跑掉。所以那些暴戻的，愤怒的，脾气差的，控制人，折磨人，
麻烦人的人，才是最软弱的人，他们品性软弱。若他们品性没问题，就
不会做这些事情。这样做的人，不是鬼附上他，就是他受亡灵的影响，
或他太软弱，受他的愤怒控制，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承受一切。
最有力量的要算是大地之母，因为她有承担忍受的能力，有能力承担忍
受的人是最有力量，不能忍受的人︰「我不能忍受，我不喜欢这个，我
这样…。」对地球而言，这类人是一无是处，我有时感到︰「为何神要
创造他们？」有这类人在你四周是件头痛事，「我不能吃这种食物，我
不喜欢这个。」那么为何你还要在这里？别人也不喜欢你，没有人喜欢
这类人，这就是为何他们常常说︰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我…。
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忍受事物的程度，你能忍受多少，你能毫无感觉承担
忍受多少事物？就如在森林里，你快乐，在王宫里，你也快乐；你是这
种那种肤色，这个那个种族，过这种那种生活，你全都能忍受。这种忍
受力给予你才干能力，有能力质素拥有霎哈嘉瑜伽。这些都不是外在显
现出来的，不是在受什么折磨，不用说︰「我受苦来变成这样。」不是
这样，你没有受苦，这只是附带而来的。对各方面都要求要舒适，要过
奢侈豪华的生活，不要各种不足缺失的人，我要说，就文字的各种意义

而言，他们全是乞丐。

我是说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要与他们一起。某程度上，现在我不驾
驶，所以我没有驾驶的问题，我没有…我从不打电话，所以我没有电话
的问题；我不到银行，所以我没有银行的问题。最好要算是︰我没有收
入，所以我没有付税的问题，不管什么困扰你，你只要不要它，为何你
要拥有它？拥有它，受它困扰？这看来很有趣，你很容易能在这个世界
抛掉任何困扰你的事物，那么你就不用让这些事物骑在你头上。但当「问
题」(problem)这个字，特别是欧洲小区，「问题」是个很普通的字。就
英语而言，我们从没学过「问题」这个字。「问题」这个字句，你只用
在学习几何学，几何学的问题，但你从不知道生命会出问题，稍后当你
与欧洲小区有接触，他们会说︰「这里没问题，这个才是问题。」至少
每天他们都会说「问题」上百次，所以就问题而言，解决方法就是不要
拥有带给你问题的事物，你可以放弃一切，放弃任何要求，若你知道怎

样不执着，你就能放弃一切。

很多人来告诉我︰「母亲，我们有自我，这就是问题。」我说︰「那么
放弃自我吧！」我是说很简单，你为何还要拥有它呢？就如，他们想说︰
「这事带给我们麻烦，但我们仍然黏贴着它。就如我们害怕鳄鱼，但仍
把脚放进鳄鱼的嘴巴，我们的问题是鳄鱼会吃掉我们的脚。现在放弃吧。
他们却会找寻鳄鱼，张开牠的口，把脚放进去，再来找我说︰「母亲，

我们有个问题，我的脚在鳄鱼的口里。」

要找到问题所在，你必须面对它，没有面对问题，你怎会有问题？就如
有人有很可笑愚蠢的问题，某人最先的问题或许是︰「噢！我要把衣服
熨好。」「有这个需要吗？」没问题，就如衣服本来的模样穿上它吧，
谁会看你的衣服？你看，这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熨过的，不用介意，若
衣服没有熨，是他们的问题，就像这种蠢事，你会看到很蠢的事。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你的手表。在瑞士，我不应这样说，你看到问题就
像这样，现在你要到机场，一旦你告诉某人你现在要到机场，我要去，
你不要…每个人都跳起来，就像站在跳板上，你看到他们全部人就像这
样跳起。「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你要到机场。」「好吧，我要走，
你们怎么了？」「出问题了。」我说︰「什么问题？我要走了，我只知
道你不用到机场，若飞机不来接我，我不会回来骑在你头上，我会留在

酒店，不用担心。」

为什么你为此那么兴奋？人们因我要乘飞机而感到兴奋，有时令我感到
他们想摆脱我，所以，这是拘泥于小节的人的问题。现在，若我说︰「我
知道飞机不会离我而去。」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所以我没有
问题，但即使你或许坐不上飞机，那就坐不上吧，能坐上这班飞机，好，
坐不上也没所谓，还有什么问题？你是能坐上飞机，或不能，什么是二
者之间？问题出在那里，我仍是不明白，它不是能解决，就是能解决。
要保持二种可能情况，亦只有这两种情况出现，什么是带给你问题的第

三种情况？你告诉我。

就如有人欠我钱，好吧，他不是还我钱，就是不还我钱，问题出在那里？
问题是你称呼它为「问题」，想逃避面对真相，若你面对真相，你便会
知道，看现在这个男人要给你钱，好吧，我要面对它，我会告诉他︰「先
生，你要给我钱，你要付我钱，这是你的责任，若你不给我，你在做错
事。」你找他，面对他，告诉他，但若你不这样做，只坐在家中︰「噢！
天啊！，这是问题，我必须…你看，这个人不会给我钱…噢，天啊！这
是个问题。」只坐在这里，时常拍打自己的头，又怎能拿到钱？
若你面对它，你会感到很惊讶，不再有任何问题。若你的车子坏了，你
就下车，自得其乐，直至有人来载你；又或没有人来，你便留下过夜，
怎么了？不会有老虎来吃掉你，若真有老虎来吃你，让牠吃吧。问题出
在那里？我仍然看不到，看不到任何问题。若老虎要吃你，牠命中注定
要吃你，任何情况下，没有人会死，你会重生。若你能从这个角度看事
情，你会很惊讶，大部分的问题都不存在，它们就像你的思维，像你的
思绪波浪创造的气泡，「这是问题，这是问题。」像今天，他们说这天
那天租不到会堂，好吧。「你想租那个会堂？」「这里的。」「若没有

会堂，让我们在外面吧。」

罗摩就是显示给你看，怎样运用当时的情况条件做到最好。现在，祂怎
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看看，罗摩透过祂的品格，祂的平衡，祂的平和，
祂的温文，祂的甜美已经向我们显示，祂既是仁爱厚道的国王亦非常有
爱心的丈夫和父亲，祂亦遵循正法，除此之外，祂走到马哈拉施特拉邦，
安排各种事情，因此祂能赤足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土地上，使土地充
满能量，因为霎哈嘉瑜伽士有天会到哪里，因此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土地
必须是充满生命能量。在阿约提亚，祂从不脱掉鞋子，因为祂是哪里的
国王。但当祂和悉旦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祂们都脱掉鞋子，让土地有生
命能量。在路途上，祂看到一块大石，是一个受咀咒的女士变成的，Ahilya，
祂只是触摸她，她就回复生气，就像这样，祂只是在途中顺便的一件一
件事去做，就是这样做了，祂生命的目的就是到哪里，罗摩在我们内里
，即我们维持生命呼吸的空气。有生命力的空气，一

成就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罗摩代表

pranavai

旦这些空气热起来，我们就知道罗摩不再与我们一起。通于你的鼻子和

嘴巴的空气必须是清凉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每时每刻都是这
样。当你生气，鼻孔就会向上，胀起来，热空气，刺激人的说话，一切
都是火热的，激怒的眼睛，一切都像这样向上，蜷曲向上，你变成凶残

的拉伐那，因为你已经忘记罗摩漂亮的本质。

祂为我们心轮中部做的事是最了不起，祂在你内在给你父性，因为罗摩
代表父性。现在，你要决定，你是那类型的父亲，不是好父亲的人右心
轮会出问题，不是好丈夫的人右心轮也会出问题，右心轮很重要是因为，
特别在西方，西方的气候很有趣，你必须常常留在室内，门户时刻紧闭，
常常关在室内使你干巴巴。若你没有罗摩的甜美，温暖，仁慈，就会染
上哮喘，西方很多人因哮喘而死，除此之外，你与妻子对抗，不善待她
们，拿走她们的钱，欺骗她们的金钱，各方面折磨她们，情况就变得更

坏。

所以这是与钱有关，某程度上，因为悉旦是拉希什米，她也是罗摩的力
量，因此当你是坏父亲或坏丈夫，拉希什米也感到困扰沮丧，这就是为
Lakshmi)很重要。妇女必须是古哈拉希什米，她

何古哈拉希什米(Gruha

们不能是泼妇，丈夫也应该善待她。这样会是很糟糕，很坏。妇女必须

成为古哈拉希什米，美丽的女士，有很甜美的本质，以甜美的态度与丈

夫说话，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照顾所有访客。

若你鼓励和追逐这种坏女人，即是说，集体而言，她们要是好的，若她
们集体地言行为不当，集体地富侵略性，集体地折磨人，这种妇女完全
所说，她们应该挨打。

在现代，若

不应鼓励支持，还有，就如

Tulsidas

有人以这种态度说话，这是种很坏的事，任何有这种品质的妇女应挨打，

她们没资格成为古哈拉希什米。当然没必要打她们，我是说你要把附在
这些妇女身上的亡灵赶走，这很重要，不然，若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带回
正轨，你的右心轮或许会有阻塞，最终染上哮喘，因为你和你的妻子是

小区的一分子，小区要有一定的法律规则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像锡吕‧正法(Shri

dharma，一些像

dharma)，一些像

pati

mata

dharma，pita

dharma，一切都有其正法规律。折磨妻子的人有很差的心 轮，同样，受妻子摆布的人也有很差的右心轮，你必须处于平衡，你是
丈夫，她是妻子，你们两个人要保持良好的家庭关系，不是单方面，不
谨是丈夫或妻子的责任，你们两个人都要按照女人和男人的本质来行事，
互相尊重，相亲相爱，互相分享，让人看到你们就像车的两个轮，一个
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没有不平衡。我多次告诉过你们，你们是平等但

不是一模一样。

以罗摩为例，祂离开妻子；说到悉旦，她也离开丈夫。她是作为女人离
开祂，而祂则作为男人离开她，虽然，她离开祂是女人该做的事，祂离
开她则以作为国王该要这样做。同样，妇女做任何事，都要以女人的行
事态度方式来做，同一件事，男人或许也有做，但她必须以女人的身分 来做，而男人必须以男人的身分来做。 这就是 Mariada
Purushottama，是男人中最高，全都是 Mariadas(分际)， 即他要遵守的界线。界线是你不要控制别人，不要侵占别人的位置。例
如，我曾经见过富侵略性的人也来我们的讲座，他们会坐在我面前，我
一打开门，他们就站在门前，他们什么都是最先的，这就是没有分际
的表现，你应在后面，应该…我们有领袖，他们可以坐在前面。
尝试在后面，「我想做最先。」我曾经说过︰「最先的最先。」，你也
知道最先的最先的故事。当你想炫耀，你就变成最先的最先，就会有这
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知道他们全都像这样。成为背景是最值得尊
敬的事情。若母亲要来，最先走上前，最先跳上前，站在最近门前的人，

Mariadas

你要明白，一旦我看到这个人，我会说︰「噢！你走到后面。」有人做
摇灯礼只为炫耀，有人抛掷花朵亦只为炫耀，他们必须要第一，不知为
何，因为他们请求，就取得这个位置，领袖们要小心，不要把责任交给

这些人，他们的傲慢，想炫耀，真的令我很失望。

今天我要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决定，若领袖们的妻子不谦虚，没
有仁慈，没有爱心，不像古哈拉希什米，对集体不亲切甜美，我们就既
要取消这个丈夫亦要取消这个妻子的领导地位，我们不能有可怕妻子的
领袖，不能，因为领袖的妻子就像母亲。我曾经描述过有五类母亲，其
一是导师或领袖的妻子，若领袖有这样的妻子，他最好还是辞任领袖，
纠正妻子，做可以做的事情，除非她妥当，他都不应当领袖，这很重要，
我曾经见过这种妇女把丈夫拉下，不单如此，连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
伽士和整个神的组织都会被拉下。所以我们要小心，妇女也要明白，若
她们的丈夫是领袖，她们要极之好，极之慷慨大方，会与人分享一切，
照顾人，要有絶对的母性，也不应容忍荒唐的事情；当人犯错，也应纠
正他们；她也不应向她的丈夫举报任何人，不要担起本来不是她们的责
任。若她们不是这个层次，她们就一无是处，毫无理据基础以作为领袖

的妻子而自豪。

我们从罗摩和悉旦的一生学懂了很多，祂们两位都为我们做了很多事，
为我们带来这么了不起的人生，祂们一生都在受苦，不停的受苦，祂们
住在村落里，森林里，当还是国王和皇后时，他们从不知何为不舒适，
祂们每时每刻赤足四处去，经历各种折磨苦难，悉旦被可怕的拉伐那掳
走，她要与恶魔一起生活，你能想象吗？她与恶魔生活，这就显示她伟
大之处。不同本质的品格，像悉旦和罗摩，祂们在显示互相补足的特性，
互补不足，若能这样，那么夫妻间的关系在霎哈嘉瑜伽就很漂亮，亦理
应如此。我发觉有些人很好，有些领袖极之好，但妻子却可以很冷酷，
很严厉，挑拨离间，很麻烦，很自私，有这些品质，你是不能在霎哈嘉
瑜伽成长。你是何等幸运，能有这个机遇，拥有一个领袖，一个在你的
国家里霎哈嘉瑜伽最高位的人为丈夫，你也必须拥有他那样的能力，才
这就是为何在胜利日(Dassera)，

能和名声，不然，你不该有任何权力。
我要告诉你，让我们下定决心，在霎

哈嘉瑜伽，我们要拥有大师罗摩，祂有仁慈、爱心、慈悲，安全感、平
和、喜乐和内在的纪律规则。整个纪律在我们内在，我是说罗摩把自己
放进分际的纪律里，同样，我们也要把自己放进分际的纪律里。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应发生在瑞士，因为瑞士最需要罗摩的祝福。这
个国家的行事方式是很自私，不仁爱的活动在进行，以这种自私，这种
狭隘、这样低层次的态度对待贫穷国家的钱，都在摧毁很多贫穷的国家。
今天对我们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祈求解放人类像刽子手般的心。在现
代，没有战争，他们却在经济上屠杀人，他们以剥夺别人的钱，别人的
福泽来杀掉他们，所以，若罗摩要降临，祂要出生在位于领导地位的人
的心里，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向罗摩祷告︰「要仁慈，要有爱心，那么我

们才能在这些人的心中出生。」

愿神祝福你们。

1987-1004: Talk after Deshera Puja, Les Avants, Switzerland From Sahaja Yoga Book Project And meditate,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evening. Then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llective temperament. If you are not very collective, if you cannot talk to others
well, if you cannot be friendly with others, if you find this kind of an inhibition in you, or a kind of a barrier – then know that you
need more of collectivity. It’s not how much you adore Me and love Me, it’s what how much you are a sahaja yogi.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all of you. That you have to be great Sahaja Yogis. That’s my aspiration is. That’s my only asking is. Actually
as you know, I am a lonely person, lonely in life and I want companions. The companions can come out of you but you have to
have a level to be my companions. I am sure you will definitely achieve that level. Through humility, love, compassion, openness
and softness of temperament, warmth in your utterances in your heart. A day will come when I will see you all, beautifully knit
together. No quarrelling at all, no arguments, no analysis – nothing needed. There is nothing to argue. If you find somebody is
quarrelling with you, you better report it to the leader. Not that you quarrel with each other and next day you say sorry, sorry,
finished. It’s like any day mundane sort on a street. You are not to fight. You are not to quarrel. At the most you can pull each
others legs a little bit. You should live in a open way, no doubt, but open way doesn’t mean that you take to all bad ways and
indecent ways and misbehave here. Know that you are yogis. It’s very special category of people who have to have that dignity

about themselves. You can’t cheapen out yourself, you cannot. Whatever may be your backgrounds, past, everything, forget it.
At present, before Me are sitting great yogi janas (people) and I bow to all of you. May God bless you all. I want to thank the
Sahaja Yogis of Switzerland for organizing this so beautifully, the whole. I am still wondering if they have done this pillar for us. I
mean, I can’t imagine how it’s done. And whole thing has worked out so well. I’ve been wondering about this great Singhasana
(throne), they have made for me.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with their heart. Full of love for Me. I mean even if they bought the
gold, it is alright. Like because they have done it from their heart. I am going to leave all that for the European and the English to
be used for their pujas. Because I know what belongs to Me is you, nothing else. So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give you
all the strength, all the courage, all the wisdom to be great Sahaja Yogis of today. [A Sahaja Yogi says something] Shri Mataji: I
know, I know that. All those who want to come to India must give your nam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ose who want to get
married also must give your names and fill up the forms with honesty. Nobody should try to hide anything. It is better to be open
in Sahaja Yoga. Thank you. Sahaja Yogi: Shri Mataji, it’s a little adventure that we did but I hope You will agree. We have the
feeling, Shri Mataji, that only as an individual, let us say [UNCLEAR], let us say anybody else, we can’t express our feelings of
gratitude towards You, because You are too much higher than me, us. So it’s impossible to express through words what
greatness You have given us. So we thought we have to have, all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ause in the combined
collectivity, the combined hearts, may be the quality of the expression of our gratitude should be such that You will receive that
anyway. And because it is the crowning of Shri Rama, it’s of course Your crowning Shri Mataji. And the crown there was some
little jewels Shri Mataji, we didn’t tell You. Shri Mataji: I saw all of that. I won’t miss anything. Sahaja Yogi: So it [UNCLEAR],
should be little bit other than heart of Your childre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gratitude for Your protection, Your love, Your
greatness and I don’t know. And the second thing, what we feel through this coronation is, You are the Queen. You are the
Queen of the universe. And we are Your devotees, we are Your disciples. So if we are allowed to crown You,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have complete adherence, allegiance and surrender. Otherwise how can we crown You? We are not even able to reach
Your head because your head is reaching the Universe. So in our heart we have tried the songs, little poems, give some little
things, Shri Mataji. And some pictures and photographs from You. And through this, whatever may be the quality Shri Mataji, I
am sure that all of us will be able to make this pledge of complete obedience, complete adherence, complete gratitude for You.
And finally, we thought that through the image of Your photographs, through some poems and through music, we could express
what I cannot express, our love for You, Shri Mataji. Shri Mataji: Thank you

1987-1224, 印度之旅--为了升进
View online.
印度之旅

印度蒲那1987年12月24日

你们到来是为了你们的升进，这是一个朝圣之旅。要记着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先看到自己思维的消失。我不介意受苦，但我受苦对你们的帮助也不大，所以我必须请求你们不要说：「我想。」
我见到人们继续在拖拖拉拉，没有活力，只有非常懒散的活动，非常缓慢的活动

就好像他们吸食了一些鸦片或者毒品一样。你

应该见到，所有印度人都是警觉的，特别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tra)。他们是非常警觉的人。你们就是要达到这种警觉
不是仅仅在这儿闲逛，在那儿闲逛，在那儿站着。每个人都要前去及呼召。我们在这儿没有做什么的工作，而他们做着所有的工
作。我抱歉我要这样说，是他们去解决事情。我们只不过由一处转往另一处，但那动作还是那么缓慢。有时候无论怎样去说服你
们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小朋友去叫唤这个，又为某些事去叫唤那个，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迅速。你们一定要非常迅速地去解决
事情。你们正如他们所说，每样事情都一定要以非常巧妙的方法去办妥。但相反，我发现人们都缺乏那种速度。你们全都不是瘾
君子；该是未堕毒海的人去救出那些瘾君子。相反地，未堕毒海的人就表现得像瘾君子一样，使人吃惊。仅仅是步下梯级，他们
也用上半小时。 从今以后，你们必须警觉，绝对地警觉。清楚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往哪里去；怎样去生活；什么在四周；谁是
那些人；找着他们，查问一下，跟他们做朋友；尝试认识他们；同时尝试去做一些事使你能装备起来，并且警觉。警觉是非常重
要的。梵文用语是「daksha」，我发现这警觉只存在少数人之中，其余的人亦尝试将他们拉下去。我同意有些时候你们睡得少。
你们可在日间睡觉，可在日间休息。但我们那种时常倦怠的习惯使我们的灵量不能上升，不能让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灵体上。 我还
看到另外一点，你们在某处坐下来，比方说在音乐节目中。你们突然会开始做班丹，这是疯狂的。或者你们会突然开始提升灵量
，这是愚蠢的。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必须坐得有尊严，有智慧。其他人正看着你们，而且我正坐在这儿，不用做班丹。什么是班
丹？我时常给予你们班丹。所以不用去做班丹或做什么。 我们已为一些人婚配达到最后安排。只是一些人的婚配，不是全部人，
我们要多些时间，因为所有名单都是相当迟才送来给我。所以我或不能前往Brahmapuri去，但我会在Kolapur直接接见你们。

或

者在Brahmapuri的节目中，你们可以享受及静坐。现在不要浪费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你们花了所有金钱来到印度，不要
浪费时间，或只是为了渡假。入静吧。每天早上坐下来入静，试试早点睡觉，早点起床。把工作快一些完成，试试再快一些，不
要懒散地转往别处。你们学懂稍稍跑一点，这会好一点。在美国，人人都在跑。但当他们到了印度，我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事，他们全部……就好像(锡吕‧玛塔吉女士以姿势示意)。不该这样。我们要尊重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很重要。在某些
事情进行得很好的时候，你们来到这儿。宇宙是非常帮忙的。昨天，我刚提升了右脉(Pingala Nadi)，天气就变得较为暖和了。看
，今天颇为温暖。两天前天气非常寒冷，现在已变得较为暖和了。所以整个宇宙都尝试去帮助你们。人人都尝试去帮助你们。但
是，若你们仍在同样静止的状态，或同样倦怠的状态，他们都会放弃的。所以请明白，争取早点起床；争取早点洗完澡；争取做
妥各样事情。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巧妙和迅速的做妥各样事情。 而且，你们不应做所有这些外在的事情；不应将注意力放在无意义
的事情上。这是我仍留意到的，就是注意力不好。你们一定要改善你们的注意力。当你们步行或在任何地方，尝试将你们的注意
力放在大地之母上。这样会好些。最好将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大地之母上。有思维来到你那儿。没有问题，只要察看直至停止了思
维。即使现在我看见有些女男仍拥有摇摆不定的目光，那是非常错误的。你们不能在霎哈嘉瑜伽内这样做。如果仍有摆动的目光
，尝试压止你们的双眼，因为这样的眼睛不能让你们的灵量上升。你们一定要有纯洁的眼睛，目光不要带有情欲及贪婪。我常常
说：所有罪孽会被宽恕，但不是在得到自觉后。它们会加起来的，有时候会以倍数递增。得到自觉后，若你们再次开始做这些无
意义的事情，你们会沉沦得十分快速，沉得十分低，低下得连我也不能再次把你提升。所以要小心。我们以为所有罪孽会被宽恕
，所以将注意力放在任何一些地方；看看这边、那边，又看看每一个人，那是不好的。 请看这个女士。她看着哪儿呢？问她吧。
她的注意力完全分散了。你看着哪儿呢？你看着这儿、那儿、那儿、那儿。这是不当的。你一定要保持你的注意力。当灵量上升
，让你的注意力放在中间。不要让它在这时候或那时候离去。你们遇到很大的阻滞才能来到这里，现在不要浪费时间。外在没有
什么可看，所有的都尽在内里。没有问题吧？所以请不要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周边，只要试着将它放在内里。 现在在崇拜中，它
当然发挥作用。你当然感觉很好。突然间，你提升了。同意吧！但我发现在崇拜中，仍然发生的是：生命能量不被吸取。原因是
在崇拜的时候，你们必须尝试不要去思考，尝试多些吸取我的生命能量，放多些注意力在我那儿。以往，我发现当念诵口诀时，
你们的注意力就会分散。所以我说：「好吧，现在你们唱歌。」……你们的注意力却不是放在崇拜上，而是在音乐上，一种娱乐
发展起来。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怎样令你们的注意进入得更深。我们必须努力。你们看这男士是疯癫的，或是什么也好。他受了
多少的苦。我们是那么幸运，齐集一起，对一起升进有完全的理解及尊严。即使你在霎哈嘉瑜伽只有三天，你也可以做到，只要
你有决心。 记着罪孽根本不会被宽恕，它们会以倍数递进。要小心，要小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你们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
时间，你们所有人来到这儿。我不是说其他人，我在说你们。坐下，入静，将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中央。每时每刻，都要看着你们
的注意力在那儿。 当你们谈话时，也只要谈霎哈嘉瑜伽，不要涉及其他话题。最好就是谈霎哈嘉瑜伽。尤其当你们在城市，你们
会发现注意力受干扰。但如果你们用双脚站立；如果你们有各自的个性；如果你们有各自的深度，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动摇你们，
没有什么可动摇你们。所以要发展你们的根基，深入一些，深入一些，再深入一些，同时支持自己。不要因为这些发生那些发生
而受到干扰。 而且，你们任何一个都不必在这阶段说：「我之所以受感染是因为有人是这样，因为有人做这些。」没有需要这样

说。你们要保持妥当，没有什么可破坏这情况。假若你们并不是全没问题，你们将被糟蹋。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你们要去看顾
，我相信你们的领袖会告诉你们。但我感到其一是：你们正开始同情不该同情的人，却不去看看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只尝试
去找别人的问题，这并非我们改进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自觉，我们要尊重自己，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个性。我们全都是
圣人。透过这神圣，天堂所有最好的东西都会降临地上。我们有巨大的责任，我们要成为纯洁的人，我们要成为简单的人，去除
所有复杂的情况。我希望我的话有如口诀一样，作用在你们身上。你们全都尝试去跟随升进的道路，而非沉沦的道路。不要谈话
太多，尤其在静坐之前及之后。尝试保持安静。处于安静本身是非常伟大的。当有思维时，你要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
是这个。」不应受干扰使你们心烦意乱，不论那是什么样的干扰。
我希望这一次我们将成就许多，因为这次我有一种感觉：在所有的崇拜中，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的努力。假如你们能慢慢

下定决心：我们来这儿并非为了享受，为了买衣服、纱丽或其他；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升进。如果你们在心里已有这份决心，我肯
定事情会成就。请尝试控制你们的注意力

控制它。”Chitta niroda”控制它。它往哪儿去呢？观看：「我的注意力往哪儿去呢？」

问：「注意力往哪儿去呢？」问问自己：「我在那儿，还是只在外面呢？」否则，你们将会有非常古怪的觉知，非常古怪的觉知
。不是说你们没有头脑，不是你们无法明白我说的话，只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记录下来，即使记录下来，都用于其他人身上：
「母亲是那样说的，所以你是那样，并不是我。」如果你能看到这弱点，那便好了。」 每个人来到霎哈嘉瑜伽都改善了许多，每
个人在内里都有很大的平安和喜乐。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最高点：没有人可触摸你；只有你可触摸别人而不是别人触摸
你。他们会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你要拉起他们。我希望我们在这时候能建立以上种种。实际上她所唱的歌指如果导师赐予krippa(
意即祝福)，那么你会被宽恕一蓝子的罪孽。这是事实，这是真的，但不是在得到自觉后。没有人说得到自觉后，罪孽会被宽恕。
那是得到自觉之前。而得到自觉后你不应相信罪孽会被宽恕。尝试减少它们，减少错误的事情，减少有违你升进的事情。尝试减
少它们，尝试减少它们。逐渐尝试，所有自我和超我，我执与所知障，这是我们会犯的唯一两种罪孽，把它们减少，你将感觉好
得多。 我希望你们离开这儿后会感觉非常舒服。今天你们一定去过一些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曾到过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到过Tu
karam这个地方？现在关于婚礼的安排，人们一直在追问。我们可以读出他们的姓名。 如果有人得到自觉后犯错，整个身体都感
觉得到，尤其是你们的母亲，所以要小心。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好吧！今天你们答应我吧！因为明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答应
我：不论集体或个人做任何事情，你们都尝试找出这样做是对或错。今天我已很清楚地告诉了你们。没有问题吧？愿神祝福你们
。 有谁在打喷嚏，有谁感染枯草热(hay fever)，以及诸如此类的不适，只要试试去医治你的肝脏，那么便没有问题。凡是患上伤
风或感冒 ，你们可以说是打喷嚏或打冷颤，你们应知道这是肝脏问题。清楚吧？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们是那么珍贵。

1988-0110, 桑格兰提节——太阳神崇拜
View online.
桑格兰提节——太阳神崇拜 19880110（印度 孟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你们即将离开这个国家时，让我今天在孟
买这个特别的崇拜与你们重逢。这是敬拜太阳的崇拜，称为“Makar Sankrant”。 “Makar”是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南回归线
是“Makar”。现在太阳正从南回归线移向北回归线，因为与太阳有关，所以这日子是固定的。按照印度历法，这是唯一固定的日子
，因为它与太阳有关。这一次，我不知道为甚么，甚么发生了，他们把它定在这个月的十五号，它通常都在十四号。 今天，它正
在改变，我是说季节将会转变。因为这种移动，有六个月，太阳移向南半球，令南半球暧和，明天太阳会移向北半球，所以今天
是最后一天，以印度人的理解，今天是最寒冷的一天，之后热力便开始增长，我们可以作任何吉祥的事情，在这个崇拜后任何吉
祥的事情都可以做，在夏天。虽然夏天很热，人们仍想受太阳支配，想太阳给我们温暧。只因为有太阳，所有田地，所有蔬菜，
所有水果，万物都在生长。这就是为甚么当太阳不在这里的六个月，我们称这时候为“Sankrant”,意思是灾难。当然在欧洲，例如
英国或美国，没有太阳的日子也是灾难。在这里，今天是Sankrant完结的日子，意思是灾难完结的日子。他们会吃一些混入芝麻
的甜蜜的食品，因为芝麻给我们热量，所以在今天这个最寒冷的日子，他们想给予芝麻，也想你保留热量，调节自己去适应即将
来临的炽热。 这样想是非常粗略，非常粗糙的层次，我们必须令人保持足够的温暧，也有人说，温暧的爱必须在这时候向人表达
，因为这是最寒冷的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给你这特别的东西，让你能说一些甜美的话。」就是“goad goad bola”，意思是你
要对我们说一些甜美的话。住在温暧地方的人比住在寒冷地方的人可爱，因为大自然对住在寒冷地方的人很苛刻，我不会责备这
些人的品性，因为大自然真的很严酷。 在印度，你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可以住在树下，住在森林，任何地方你也可以快乐地生活
，只要有水喝，有水沐浴。居住在印度，不用面对居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哪里若你要外出，便要花十五，二十分钟穿衣，
这里你立即可以走出屋外，在夏天，你可以门户大开，大自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在夏天，大自然变得很友善，因为树木
苍翠繁茂，非常青绿，人们在这时候都感到很快乐，所有活动都与太阳的能量有关。 在西方，阳光少得多，因此，人们大多留在
屋内，只利用人功化的热力或其他热力，门户都关上，心扉也关上，因此他们很难与人沟通。当你越往你的国家南面走，你发现
人也越热情，越单纯，非常好客。因为太阳，心扉也越开放，一种邀请你的心。你现在看看霎哈嘉瑜伽，太阳代表右面，月亮则
代表左面，偏向月亮的人有欲望但没有行动，除此之外，若过于偏向月亮，可以很具毁灭性。因为若你坐在屋内无所事事——例
如这些日子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你会想得太多，这种思考只有欲望，却没有行动，不作出行动，这种力量可以变得非常富
毁灭性。这就是我们发现，当他们说：「空洞的思维，空洞的思维是魔鬼的工作室。」当人只有欲望而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可以
很富毁灭性…。 温暧的国家的情况与不温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在非常温暧的国家，例如非洲，因为太热，情况就很复杂了。就
像我们有回归线…我的意思是赤道通过一个地方，把那地方加热，那地方因此有很多热带密林，非常高的树木，树叶遮蔽整个地
方，令阳光不能穿透，因此哪里很黑，充满黑暗。这种极端也在极之寒冷的季节发生。居住在哪里的人，很自然因为没有太多阳
光，也不太生长，他们可能是很原始的人，也可能是很有野心，就像他们从动物身上学习事物，因此他们可能变得很富侵略性。
所以必须要平衡，平衡就是欲望与行动兼备。问题是在人类的氛围下有分歧，这个国家的这部分只有思考，另一部分则只有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甚么也成就不了。所以必须有平衡，要处于中脉(sushumna)。我们可以说中脉是赤道——不，不是赤道，是大
地之母的轴心，大地之母的轴心就是中脉，它必须行动，当它来到轴心，我们要明白自己必须处于轴心。我们在轴心，才是平衡
。 实际上，大地之母内没有像一支大柱被我们称呼为轴心的东西，大地之母内没有任何物质能被我们称呼为轴心，这是一种能量
，当宇宙扩张，这能量令地球有巨大的旋转速度。它不单在移动，还创造了日与夜，所以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这样令我们
平衡。也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动，令一半的国家在夏天取得阳光，另一半的国家在冬天取得阳光，轴心就是这样成就万事万物
，除此之外，这个轴心令各星球和各个在宇宙间移动的物体保持恰当的距离。
这个轴心是大地之母的聪明才智，不单是聪明，还是芬芳，除此之外，它是中脉(sushumna
imdi)，你可以说，大地之母的中脉。透过这个轴心，一切的天然圣石(swayambhus), 一切的地震因此发生。轴心在移动，它是能
量，我们可以称这轴心为能量，它令熔岩流向不同方向，穿越不同区域令地震产生，也令…火山，火山。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
因为轴心知道甚么该做，这轴心爱我们，因为这轴心，我们有四季，它创造漂亮的季节令我们有多样化，不同种类的食物，多样
化的事物。若大地之母的热力消失，地球便甚么也没有，全都冻结了，
大雪纷飞，我们便没有食物，甚么也没有，就像居住在月球一样。 特别被创造的是：首先是大地之母，当它透过太阳的热力被创
造，我们因此可以说太阳是大地之母的父亲，跟着太阳被带到接近月球，它因此冷却，完全的冷却，并铺满了雪，之后它被带到
接近太阳， 带到生命可以开始运作的位置，这就是整个事件怎样的漂亮的统筹， 令生命可以在这区域生长。当生命开始生长，我
们渐渐知道碳如何形成。碳是由同一个轴心所构成，因为轴心内有热力，热力把植物转化为碳。迟一些时候，我们可以说，这碳
构成生产碳水化合物的根基， 你也可以说，构成所有的有机物的根基。要创造生命，我们必须有其他的帮忙，是氮，你会很惊讶
，氮也是由同一个轴心，同一个移动所创造。当它创造了氮，氮令我们有氨基酸，当氨基酸在我们内里被创造，我们的生命便从
亚米巴原虫幵始。当然，这是在海洋里创造的， 因为海洋里的移动，创造了氮，也创造了生命，跟着透过海洋它扩散开去，这就
是怎样有氨基酸。氨基酸的形成令我们有组合和排列，也有不同的物种。在整个进化过程，大地之母透过它的轴心扮演着很重要

的角色。 同样对人类，轴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生命主要的原则，是我们的轴心，我们要依赖轴心，不依靠轴心的人，不是偏向左
就是偏向右，都是步向完全的毁灭，因为他们会因过分偏右或偏左而被毁灭。所以我们的轴心必须妥善的处理。没有妥当轴心的
人，他们不同的轮穴，不同的质量都可能会出问题。过分伸展自己的轴心，把他的头像这样放的人，是非常偏右脉，他是藉由他
的自我制造问题。完全屈曲自己，卑屈的人也是向着毁灭。这两类人有一个大问题，一个想控制另一个，
当他们想控制别人，实际是在摧毁自己，也摧毁受他支配的人。 例如，我们曾经见过统治我们的英国人，我们也见过法国人走到
一些地方，统治哪里的人，跟着是葡萄牙人，走到一些地方，统治哪里的人。一切他们想支配的都会有双倍的反效果。首先，因
为受他们的控制，例如，印度人变很卑屈，印度人…就算是现在他们也是极之卑屈，他们没有应有的独立轴心，他们是极之卑屈
的人。我的意思是，特别是我在西方见到，我很惊讶从这里来的印度人，我发觉他们都是极之卑屈。他们做尽各种取悦白种人卑
屈的行为，在印度，白皮肤的人变成很值得敬重的人，这样令白人的自我更加膨胀，今天你看到甚么在发生，这个自我在摧毁他
们，因为自我，他们处于毁灭的边缘，

所以这是很不自然，很表面，我们要明白人类内在最佳的是他的轴心，

每一个人都有轴心，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轴心。 在霎哈嘉瑜伽，我不太认得你们的样貌，我只知道你们的轮穴， 你们的中脉
，你拥有怎样的中脉，若你拥有深层的中脉，我便知道你是有深度的人，若你拥有表面的中脉，我便知道你是个很表面的人。就
算你想扮成非常友善非常好，谈论霎哈嘉瑜伽，对霎哈嘉瑜伽很认识，说一些通常令人困惑的话，就像你是霎哈嘉瑜伽的导师，
但我知道你的程度。 所以轴心的深度比甚么都重要，你的轴心必须非常有深度，你会说：「母亲，轴心就是这样，怎样可以令它
变得有深度？」人类的轴心，像一张卷曲成三圏半的纸，内在的是BrahmaNadi(梵天脉)，梵天脉是非常非常细小，我们可以说它
像头发般非常微细，只有像头发般的灵量才能通过。有深度的人，他的梵天脉会大一点，其余互相卷曲的部分都是很细小的，没
有深度的人，他们外在我们称为可折迭的比内在细小的东西大，这类人表面可能精力充沛，看来很聪明，很精明， 外表漂亮，不
管他们的外在是怎样，他们的内在却没有深度。若他们内在有深度，他们的态度是很漂亮，能给人喜乐。若你遇见另一类看来很
喜乐的人，他可能想给你喜乐，但这种喜乐并非真的那么深入， 只能像是喜乐的屠杀者。 所以要令我们的轴心有深度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就是缺少了适当的刻苦，适当的努力。现在有些人自动拥有很有深度的轴心，另一些人则拥有你所说非常非常…狭隘型
的轴心，轴心必须生长。当你来我的崇拜，我所做的就是扩展它，我同意这只能是短暂的。要保持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在家
里，在集体里做点工作。必须在家里多静坐，认真的去做，不能当是玩笑，不能轻挑，不能愚蠢，不能这样。必须很认真的去做
，意思是这是一种虔诚的工作，要入静，可以说是对神的祷告，对神的崇拜，要以崇敬的态度去做，因为崇敬是成功的钥匙， 若
你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尊敬，便不能去做。首先你必须尊重你的人生。「我对我的人生做了些甚么？我在哪里浪费它？我为甚么
要浪费它？我为甚么不能有深度？无论如何，我的人生必须有目标，我是否向着这目标，我有否这样做？」 若所有这些突然出现
在你的脑海中，你便知道你是很容易与你的自我斗争到底，因为人们通常都为一些小事争吵，我曾经在霎哈嘉瑜伽见过，人们为
一些无用的，完全没用的事情争吵。就算提及他们怎样为一些小事争吵，我也会感到很愚蠢。一个有深度的人，即使他说话不多
，即使他不大炫耀，即使他不坐在前面，.他会透过他的深度表达自己，因为我更能藉此成就事情。 要发展这些质量，我们必须静
坐，静坐是最重要的，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你或许不吃一天，不睡一天，不上班一天，不做一天你每天都做的事情，但你
却必须每天静坐，这是很重要的，要把中间狭窄的部分发展成更大的区域。当这样发生，你开始发展它，你首先发现的是你不再
介意任何舒适，不再受任何物质困扰，无论如何，你已超越它，你就是不受你的思维困扰，让它去吧。你只是不想把你的脖子放
在不再属于你的东西上，你抽身而出，你想：「天啊！这对我太过了，我不再介意它了。」 你的态度现在向内移，当注意力开始
向内移，它扩展得更多，这是内在的，被称为梵天脉(BrahmaNadi),它开始扩展，再扩展。微细的事物也一样，就如若我没有提及
某些人，他们便感到：「啊！为甚么母亲没有提及我？」这都是不要紧的小事，只要你拥有深度的轴心，你就与我同在，我也与
你同在，完全的在一起。这些外在的事物：「啊!我把一件很漂亮的纱丽给了别人，她从不给我们纱丽，她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样
做。」若你的脑海里有这些事情，代表你有某些缺失，又或你想投诉：「啊！我到哪里去，必须坐巴士，我必须依靠这东西。」
这显示你不感到舒适，这扩展令你感到舒适，这是舒适的东西，它真的令你在任何境况，任何位置，任何生活模式下都感到舒适
，你不想有任何其他的舒适，你必须透过静坐，发展这些。 第二，我们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到今天是集体的事件，我发觉，特别
是印度男子，他们从不用双手做任何事，这是错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运用双手，因此他们的集体很穷，非常穷，印度人有最糟
的集体。若你拥有集体静室，我不知道我们为甚么要建造一所集体静室，没有人会留在哪里。他们想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对集体他们是最差劲的。原因是印度男子从不用双手做任何工作，他们不懂怎样钉钉子——很多人都是这样——
更不要说其他维修的工作。他们只会把双手放在臀旁，告诉别人该做甚么，你明白吗。马拉塔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常有趣，就
是：「坐在骆驼上，驾着山羊。」这就是典型印度男子。他们不懂修理，不懂做任何事。若现在有人散播某些东西，他们只会站
着，只在看，从不动手去做。
所以对每一位霎哈嘉瑜伽士，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称为shramadaan。他们必须做一点shramadaan。

"Shramadaan"的意思是付

出一点劳动，这是我们缺乏的。就算是要清洁你的房子，你最好也清洁房子的外面，尝试在房子周围种一点花草，把房子重新刷
上油漆，用双手做点事，就算你没有房子，你也可以整理一下头发或做类似的事情，只要你认为是最容易做的。就从容易的事情
开始吧，因为我不认为有人会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刮胡子，要别人代劳，我的意思是他们绝对懒骨头。 现在却相反，你看到在西
方，人们运用他们的双手，因此你便明白，因为他们运用他们的双手，所以他们很合群。他们因为合群而得分，而印度人却是因
为他们是印度人，他们祖先的遗产，他们知道甚么是灵量，知道格涅沙，他们知道一切而得分，他们是在这方面得分。左面是欲

望，右面则是行动，我们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处于不平衡，就是西方有行动，这里则只在想，「好吧，我们会去做。」只
是计划，每样事情都只是在计划，甚么也成就不了。你不停的计划，计划，计划。在过往十年间，我们在德里建造一所集体静室
，像泰姬陵般，我告诉你，这是很困难的，你要明白，他们为甚么花这样长的时间，那不是一个大的地方，完全不是，不单因为
霎哈嘉瑜伽士，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每一个人都像这样，每一件事情都延迟，每一件事都明天才做。「我们明天才做。」一个人
来了，另一些人却没有来，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通常都是这样，我们拿到这个数目，或我们这样解决，有房子要建造，三个人来工
作，一个人走了，跟着两个人来工作，一个留下，其余两个跑掉，五个人来工作，两个跑掉，这所房子又怎能建好？永远不能，
人这样跑掉，房子怎能建好，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欠缺的合群，我在说所有印度人都必须找找有没有可以种植花草的地方，找
一处可以种一些榕树的地方，一起浇水，一起把事情做好。现在的印度妇女已经能这样做，她们在烹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
其他工作仍然不行。其他是聪明才智，还有是思考。若他们每时毎刻都在想：「啊！我丈夫喜欢这些，我要为他烹调这些。」若
丈夫进食时要有…例如拧檬，现在家里没有柠檬，这位妇女便会四处去为她的丈夫找柠檬，否则他不会进食。不要紧，有时他不
进食也没有不妥，但妇女仍会尝试，因为她们想，她们明白，你必须要保持他们的味觉妥当，在印度，她们都很合情理，因为在
这里，他们是真正的老虎，所有丈夫都像老虎，所以你要不停的喂食他们，否则你便知道，天知道他会何时跳上你的身上。在英
国或美国却是相反，丈夫像山羊，妇女则像老虎，西化了的印度妇女也是一样，当她们走到西方，即使是很单纯的女士也会变得
像老虎。真的很令人惊讶，她们怎能立即改变，就算并非穿上牛仔裤，她们就是变成这样。当人类不明白自己是大地之母的轴心
——不是南回归线或北回归线一人类便会不平衡。平衡是藉由我们的深度而来，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深度，不是透过空谈，空谈霎
哈嘉瑜伽，而是认真的静坐，认真的入静。 第二，我们必须做一些集体的工作。现在在印度，例如，我们有建筑师，他们从不用
双手触碰任何东西，只坐着绘图，你明白，只是这样。绘画后，喜欢怎样就怎样。现在他们有问题，实际的问题，他们甚至不懂
钉一颗钉，他们就是你所称呼的白领…对用手做的工作完全不懂，他们不懂做任何手工艺，就算要他们抬起一张椅子再把椅子伸
展也办不到。在这情况下，对集体来说，我们是来自一个绝对富毁灭性的社会，所以我们要合群，让我们一起做点事。印度的集
体是太可怜，可怜到他们甚至没有善待他们的妻子，没有与他们的妻子，与他们的孩子好好说话。对他们来说，善待他们的妻子
是完全不合乎正法(adharmic)。 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人对集体过分关注，无论如何，他们也会尝试妥协，尝试令家庭生活妥当。所
以这是两个极端，尽管如此，不知为何，感谢印度妇女的智慧，令家庭生活很牢固。若你在英国看到这种男人，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人能忍受印度男人对他们的妇女所做荒唐的事情，绝对容忍不了，他们这种言行是绝对不能原谅。男女之间的平衡，甚么是
轴心，就是家，家就是轴心。在家里，你有怎样的言论？ 你想着甚么？你有甚么问题？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你在讨论些甚么？
你要清楚的看到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你因此能知道甚么发生在你的家庭。例如你们互相批评，若你向你的孩子说些批评丈夫的话
，丈夫亦批评妻子，告诉孩子这些批评的说话7若这种情况持续，甚么会发生，这不可能是妥当的轴心。轴心是爱，没有剥削，没
有溺爱，只有爱。 像我们的国家，你看到，我们拥有怎样的轴心？我们的国家的轴心是adhyatma。我们现在要克服对金钱，对社
会发展，对这些那些的渴求，首先要有adhyatma。若人在得到自觉后社会才发展，那么，在这里创造另一个美国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们不需要成为共产主义者， 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共产主义者就像美国人，他们本质上毫无分别。若一个美国人获准留
在俄罗斯，他的言行与俄罗斯人会完全一样，若送一个俄罗斯人到美国，他的言行便与美国人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分别。
若adhyatma的轴心，对任何国家的灵性升进有成就的人来说， 变得最重要，亦已经成就了，那么，任何的社会发展，任何种类的
发展也不能摧毁这个国家，也不会有战争，处处都很和平，处处都有乐所以在今天这Makar Sankrant的日子，让我们现在就说Sa
nkrant(灾难)已经结束，我们期望新的年代的新月能祝福我们，伟大的太阳来到给予我们需要的能量，庆祝霎哈嘉瑜伽黄金年代的
来临。

愿神祝福你们！

至于崇拜，Makar

Sankrant是一个小崇拜，是对太阳神苏利耶(SuryaDevata)的崇拜，我也不知道…

来自国外而十一号之后仍留这里的人，在十二号吗？在十二号，十二号之后？

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样吧，谁会在十一号后仍留在孟买？这些人
甚么时候走？有谁在十一号后还留在孟买，他们甚么时候走？
你要去普拉蒂斯坦，好吧。约翰，你又怎样？想留在孟买吗，又或你想留在普拉蒂斯坦？ 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为你们作任何安排
，所有在十一或十二号，或短期内不离开的人，有多少人想多留一会儿？大约三十四人，有多少男多少女？ 我们决定男士到普拉
蒂斯坦，女士则到Alibagh。因为普拉蒂斯坦纪律性仍然很强，完全不适合女士，我住的地方只有一间房间，所以最好把所有女士
送到…让她们到Alibagh，她们要支付留在Alibagh的费用，付给照顾她们的人。有多少人到普拉蒂斯坦？大约五十位男士，五十位
，好吧。 你们甚么时候回来？你要明白，这是一种负担，若想拍照，你可以到普拉蒂斯坦，但对我们这是一种负担，你要明白，
除非你回去，这会是我们的负担，所以最好你可以到普拉蒂斯坦，拍一点照片，或做你想做的事，最好是你自己安排，因为这将
是在国外，不然，这将是我们的负担，他们跟随着我们。我很抱歉，你必须与…带走你带来的东西，你们要在三四天内完成，把
照片拍好，快准备吧。
那些留下来的女士，可以到瓦西(Vashi)或Alibagh,到Alibagh较好，他们可以到Alibagh留下，有约十三四位女士。

好吧，就这样

吧，现在就让…AtharvGanesha(格涅沙颂)…来自美国的二十一个人要离开，我们要尽快完成崇拜，他们便可以走了。

1988-0508, 顶轮崇拜
View online.
顶轮崇拜 1988年5月8日 今天是第十九个顶轮日，那是从第一个顶轮日开始数算的。我要告诉你们关于顶轮日的故事，有关这一
天是如何决定的。很久以前，我还未降世的时候，在天堂上开了一个大会，所有三十五层天界的神祇都有出席，去决定要做些甚
么。这是对人类要做的最终极的事，那是要打开他们的顶轮，打开他们对永恒的灵的知觉，对上天真正知识的知觉，去除无知的
黑暗。而且这一切要自然地发生，因为这是生命的工作，而且要很快地进行，故此所有神祇都要求我，就是太初之母，降生世间
。祂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已做了祂们可以做的。祂们所创造的圣人，为数很少，而且祂们降世以后，人们为祂们所建立的宗教
都被歪曲了。在这些宗教中没有真实，这些宗教不是追求金钱，便是追求权力，没有神圣的力量在工作。相反，在这些宗教内全
是反神的力量在工作。如何告诉人类离开这些只得表面的宗教，这歪曲毁灭的力量？如何告诉他们有关这些建立已久的宗教？因
为历代以来，他们都在统治，去掏钱，去得到权力。这是巨大的工作，要有很大的耐性和爱心才可做到。做这工作也要十分小心
，因为相信这些宗教的人，都是简单纯良的人，要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无稽的，这些都不是宗教，它们都是违反降世神祇，都是
违反过去的先知，违反所有根源的，故此所有真正的圣人都受了苦。要做的是一件要有巨大力量的工作，故此太初之母要降生在
这世上，而且要在五月六日之前，因为在那一年的五月六日是末日，故此五月五日是时间的限期。 这是一早已经决定了的。所有
神祇的工作十分繁重，这些神祇都十分有效率，十分顺服，祂们完全认识我，完全的虔敬及忠诚，祂们完全认识我，甚至是我头
上的每条头发，祂们都认识。我不用向祂们教导对我的礼仪，因爱能生出应有的礼仪。上天的爱是从不自私的，不是说要爱「我
的儿女」、「我的丈夫」、「我的衣服」。这爱是从上天而来，从内心深处生出尊崇，就像真理的光。这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因
此在顶轮处，我要成为摩诃摩耶(Mahamaya)，我要成为摩诃摩耶，我要使世人不能轻易地认识我，但神祇会认得我。摩诃摩耶必
定要降生在世上，而不是太初之母(Adi Shakti)，因为太初之母的本来形象对人类是太多了，故此太初之母要加上一层摩耶幻相。
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十九年来所成就的事情，现在有很多瑜伽修习者坐在我面前。圣人和瑜伽修习者不同的是，圣人本身是公义的
，本身是神圣的，但他不认识灵量，而瑜伽修习者则知道灵量。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和一般瑜伽士不同的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具
有力量，这力量能使他人得到自觉。一般瑜伽士能清洁自己，却不能清洁他人。而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却能清洁他人，以及清洁自
己，这是你们所成就的境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历世以来不断追求真理，现在你们就在这里，在霎哈嘉瑜伽里得到收成。所有
美好的事发生，你们甚至不知道正在发生甚么事情。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在你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力量，且在一瞬间内成就。
你的注意力变得专注，当然你们当中有些人并不能做到，即使现在我还看见有些人的注意力在飘浮。但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达到
这个阶段，即商揭罗大师所称的清凉的境界。 你们很多人都像商揭罗了，但我仍然是摩诃摩耶，我的生活像你们一样。我有家庭
，有子女，你们可说是我的子女，你们也是我的子女。若你们够成熟，第一个表现就是你们懂得辨别是非，从上天而来的明善察
理的能力。但你们当中仍有许多人毫不介意向我说：「母亲，我的额轮阻塞了。」为甚么？你不懂得清洁自己的额轮吗？你不知
道应怎样做吗？为何要这样？为何不去清洁？这就是摩耶幻相。首先的问题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我的兄弟」、「
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于是你便失落了，之后这幻相会微妙地出现，慢慢地你便会失落。有很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迷失，
是因为有一个坏丈夫或坏妻子。你要独自升进，不能依赖任何人，那些不让你升进的人都会被赶出去，没有甚么比你升进得更高
更重要，因为这是关于上天终极的目的，那是要使所有人最后都透过你的升进成为圣人，你要去使事情得到成就。 在这境界，你
看见一千块花瓣，这是在你们里面宇宙大我的力量，故此说顶轮的光是梵穴，也就是你们的心轮。但心轮也可被严重的误解，而
这误解是来自摩诃摩耶，是为了考验你。例如，我们说，我们要有家庭，有好的家庭，好的子女，于是摩诃摩耶便立即工作，你
开始担忧你的丈夫，你的家庭。你们要有家庭，就如梵文有句话说：「具有圣人品格的人，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庭。」你们担忧个
人的家庭，集体的家庭便被忽略。不要担忧个人的家庭，以免集体的家庭受苦。若有这样的枷锁，便要抛弃。你们要作牺牲，其
实也不算是牺牲，只是要去除这毛病。我们浪费时间在孩子身上，家庭身上，这都是十分小的事。这样情况才会改变，才有慈悲
、爱心和亲爱。我们要相信自己是爱护霎哈嘉瑜伽的。我叫一些人离开，是因为他们向我说谎。于是那些负面的人便把注意力放
在那人身上，他们要照顾这负面的人，而不是其他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的慈悲与爱心是否比我更多？为甚么要被离开霎哈嘉
瑜伽的人吸引？为甚么要同情负面的人？你们不是要去帮助贫苦堕落的人，你们不是降世神祇。你们不是要去帮助终日流泪的女
子，或要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你们就像在医院里的病人，要得到医治。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人要医好另一个病人？是医生才去做
这工作。但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起初总是这样想法。好像有一个坏苹果，有很多好苹果，好苹果怎能医好坏苹果呢？即使你把一万
二千个好苹果放在坏苹果之上，只会把其他的好苹果也弄坏。这不是你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你能做到的是令这人知道，他在
集体之中做错了，他是错的，错的，这样你便没有问题了。但不知从何而来的想法，认为世界上并无所谓邪恶，认为世界上并没
有坏事物，事实上是有的。若你的能量正确，若你的判断正确，很容易你便知道，因此不要浪费精力于那些没有可能被纠正的人
，你不但不能纠正那人，而且你也会被败坏，这表示你还不够成熟。 在顶轮打开处，我没有一件没有做好的事，这是完美的工作
，你们从不会受伤害，你的脑袋不会受伤，这是灵量的强大力量在工作，是如何美好、温柔地提升，使你能与上天有联系，在中
枢神经系统里得到舒畅的感觉，那美丽的轮穴是如何被打开，得到生命能量。而且也教导你们如何做到，你们知道一切的技巧及
知识，但你们还不知道的是，你们现在还是不完美的机器，你还要使自己完美。而且这是摩诃摩耶，她不会把事情看成理所当然

，她会小心地把你们放在试探之中，会小心地给你位置，去当领袖、世界领袖。你开始变得自满，自以为是，跟着顶轮处便出问
题了。为了考验你，她可能要你和一个可笑的人结婚，她要做考验的工作，这是摩诃摩耶的工作，所有人都要被考验。黄金、钻
石要被考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被考验。没有被考验，如何去证明？不是像在教堂里，有人把水洒在你头上，说好了，你已
受了洗。一切都完了，当你去到神面前，神问你用这水如何受了洗呢？故所有事情都要有正确的了解，才是真正的升进，才会对
我们有好处，使我们升得更高。但我们要知道，先要准备好我们的意志，当人们要爬上喜玛拉雅山，他们要做甚么？他们会把绳
结放在最高点，打好结，然后沿绳上爬，不会向下看，然后再吊上另一结，再上爬，他们就是这样爬上喜玛拉雅山的。 在霎哈嘉
瑜伽，我们先在最高点打个结，然后降下，你首先要得到自觉，经验奇妙的事情，然后一步步向下。但如果你是聪明人，你会问
自己，如何预备自己？例如，你十分喜欢喝牛奶，你便对自己说，除非你达到某一高度，否则你不喝牛奶。但不要将它看成是种
牺牲，而是一种充满喜乐的升进，那些爬上喜玛拉雅山的人，他们会否认这是一种牺牲呢？若你开始说：「神啊！我牺牲了牛奶
。」这样你便完了，你便开始向下了。若你喜欢某东西，你要对自己说，你喜欢自己的升进比这东西更甚，除非你达到升进，否
则你不会要这东西。故此要有一种决断的力量，否则你如何能胜过那些可怕的怪物，那无知的巨山呢？ 事实上，你们得到自觉，
是我把你们放在山顶上，但你却要向下堕，故此你要时常把自己保持在高处。我已告诉了你们一切，你最好去问问所有圣人和降
世神祇，他们是否同样知道这么多有关灵量的知识？若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写了下来，但他们没有写过有关灵量的事情，即使有
，也是很少。但你们却可以在手指头上感应出来，现在你们把真理的科学带到现实，那真理，那上天的事情，像科学那样可被验
证及解释，达到完满的整合。霎哈嘉瑜伽是最合乎科学的验证，但我们内在的计算机一定要接上电源，那些计算机是要去工作的
，否则我们会失败，甚至会带来灾难，十分可怕。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十九次的顶轮日，而我已经工作了十八年，你们要明白自
己的责任，我们要解放人类，我们不想有任何些微出轨的事。顶轮日在五号，但我们在今天庆祝，因为人人都想有星期日的假期
，为了我们的方便，便要这样做，那不是甚么问题。那些神祇二十四小时工作，每个月，每一年的工作，因为祂们有不绝的能量
。你们也可以有，你们的升进比起十八年来的成长是微不足道。 在西方国家，十八岁后被视为成人。你们现在每一个都要变为成
人，但我不知道你们成长了多少，不知你们还是大婴儿，抑或是真的到了成人的阶段。你们在这段时间内被给予很多让步、自由
和权利，你们已经没有甚么阻碍。若你们想上天堂，或下地狱都可以，你们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没有问题。但一个成人有判断是
非的能力，知道生命的目的是甚么，而且也能达到这目的，有力量去对抗，去明白。我看到一些成年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的行为
，真使我惊讶，他们受那些表面化的人吸引。若单看表面，那人说话故作甜蜜，便是好人。但属于上天的人不是这样的，相反，
属于上天的人说话不会是这样，那种甜言蜜语只会令人作呕。但你们却像那些喜欢自我吹嘘的人，说甚么甜蜜话，若是如此的表
面做作，有甚么意思？要以生命能量去判断一个人，但只看表面不能知道生命能量，你们只关注那些没有意思的人。你们要接受
一点，是你们还要变得成熟一点。若你们不接受，你们的自我便出来，或你会感到罪疚。你如何变得成熟呢？你们要做的只是留
在船内，但你们总喜欢把脚伸出，放在鳄鱼的口里，若你把脚从鲨鱼的口里逃出来，那船便会把你移开，那便成了。人模拟鲨鱼
及鳄鱼更糟，因为他们不会向你显示那利齿、那眼睛。他们会用欺诈的手法和外表去蒙骗你，他们的愚蠢行为你看不见，除非你
是得到自觉的灵。因此现在我们要走向成年的阶段。一个妇女若能正常地成长至成年，她会发出光采，有贞洁，就像小孩一样不
会知道那些不好的事情。但现实却是相反，人们一到成年阶段，便混浊如泥，人人都是这样，我真的不明所以。 但我们是霎哈嘉
瑜伽修习者，我们有霎哈嘉文化，我们要活出此文化，并引以自豪。这是我们的宗教，我们有纯洁的宗教，不会去改变，但我们
要改变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行为是要去改变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们是为这世界而被拣选的，你们是真正被拣选的，真正纯
洁的人。你们要改变这世界，要知道你们的责任，你要知觉到你的力量。你们得到最大的力量是上天的爱，不是那些愚蠢的爱，
或那些男女间的恋爱。无论我们说话、生活及做事，都要是圣洁的，这才是真正有生命的文化，美丽的工作。就如雀鸟中有天鹅
，懂得将水和牛奶分开，在人类中则有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 到了二十一年后，我们将会建立得很好，变成成熟、美妙的霎哈嘉
瑜伽的修习者，带领这个疯癫的世界脱离无知，你们成为具有爱的力量的人，懂得去明辨是非，并懂得谦逊。我希望在我有生之
年看到这一天。我希望能使你们明白，你们要知道，在神祇开会时只坚持一点，此点我不能越过。他们说会容忍任何无稽的行为
，「但任何人若不爱你，任何人若侮辱你，任何人想利用你取利，任何人想剥削你，我们便要重重的惩罚他们。这个惩罚一定要
施行，否则我们便不会联合起来。」这我必须接受。我已十分小心，我告诉你们，不要冒犯我，要小心，有些人触摸我的纱丽，
不要这样做，不要用我的钱弄把戏。要小心，我已尽可能告诉你们，一方面是摩诃摩耶，另方面是那些神祇，中间的就是那些可
怜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我很同情你们，但你们最好要小心。若你们明白这两件事，这是摩诃摩耶，现在周围有很多神祇坐着，
所有神祇都能看穿你们，裁判你们，在天上的大会上说，那人的注意力在那里，他究竟在做甚么。但同时他们有花朵，你们是花
朵，是祝福。所有天使都在四周，可用摄影机拍摄出来，在相片中你们看见所有神祇坐着，这是早就预言过的，全世界都要俯伏
在母亲莲足之下。你们要决定这世界的未来，虽然在四千年前已有写下，而且也有预言过你们。 故此你们要醒察，你们的注意力
在那里？你们忧虑的是甚么？你们终日花时间在那里？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吧，把你们的家庭交给我吧，你只要守住自己，其余
的一切，一切的忧虑都交给我吧。但不要向我玩把戏，摩诃摩耶知道你们一切的把戏，一切的事情，无论在内或在外。要是我想
知道，我便能知道你们的一切。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受到支持、照顾。把事情实现，都十分容易。我知道那些霎哈嘉瑜伽的修习
者在做甚么，我知道每一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他在那里等等。你们都受到照顾，那些首相只得五六个贴身保镖，但你们每个都
有百万个。没有人可以碰你一下，只有你才可以伤害你自己，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都要这样起誓：
「我唯一关注的是我的升进。」这样便能发生作用，其他一切都会受到照顾。我们都是一些机器，首先要交给机械师去做，要清

洁你们的轮穴，不要说甚么，只要去清洁，要知道自己是如何弄出这些问题来，使自己的轮穴受伤害。早上黄昏都要清洁，我肯
定会发生功效。希望明年听到好消息。 愿神祝福你们。 你们要保持顶轮打开，不要关闭，这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知道自己是十
分特别的人，因为我们得到了自觉。在照片上我们可看见我们的头上有光，每一个都有，这是十分显明的。在我们头上有光，证
明我们都是得到觉醒的人，你们要相信。这些小孩都是得到自觉的灵，我可以从他们的头上看到，他们都十分美丽，十分纯真。
因此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入天国。
你们要纯真，纯真是不能勉强的，是一个境界，是心灵的境界。你感到纯真，你知道自己纯真，而且也享受这纯真。 我发觉有些
人认为，对别人残忍，对别人苛刻，你便可得到成就，但这些都是短暂的，不能长久。你们要成就的是进入天国，你们便要像个
孩子一样。在孩子当中不知何谓虚假，他们知道甚么是公义，若他们是自觉的灵，这特质便更加明显。你们可以写书，描述得到
自觉的孩子是怎样的，是如何有趣。 我们顶轮的中央是心轮所在，即你们的心要打开，这就是孩子的心，好像美丽的莲花。若你
们的心关闭，有习惯制约，有错误的思想，那么你便会受苦，在霎哈嘉瑜伽内受苦，也令别人受苦，有时你甚至不能得到绝对的
知识。因此不要害怕打开自己的心，不要以为打开自己的心会对自己有害，别人会对你不利，因此要表面化地与人相处，不公开
自己。你要公开你自己，没有甚么可怕，心轮是美丽的，是莲花般美丽，心轮里有永恒的钻石。若你不打开你的心，那钻石如何
发出光芒？你的面容如何发光？人们怎知道你是得到自觉的呢？因此要打开心轮，当你看见小孩子，心轮便自然打开，因为你不
会害怕他们，也不用在他们面前做作。在孩子中间你完全表现得自然，这对我们很重要，没有害怕，没有习惯的制约，没有自我
，只要无惧的打开你们的心，心里要说甚么便说甚么，你便会感到惊讶。有时你或许感到不愉快，不要感到罪疚，之后你会变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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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灵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每一位先知都曾预言十一种毁灭力量(Ekadasha
Avtara的降世将会来临，毁灭所有负面力量，毁灭所有反神的活动。

Rudra)的降世。Ekadasha

十一种毁灭力量(Ekadasha) 原理实际是在幻海里建立。当

圣人通过静坐，想超越虚幻的海洋，负面的力量阻碍他们，找他们麻烦，折磨及残杀他们。负面力量借着人类的缺点而来。当人
类受到挫折，当他们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看到自己在各方面都比不上别人，或当他们愤怒和生气时，邪恶的品性便在他们内里生
长，形成在幻海这种反神的负面力量，所以幻海实际上令邪恶的行为成形。

正如你在霎哈嘉瑜伽中看到，我们必定多次看到，

当你走到错误的灵性导师或错误的人那里，或当你作了不获授权的崇拜时，你幻海的左边便有阻塞。在你幻海的左边，所有的毁
灭力量都发生作用。

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植物、动物被毁灭。因为它们不在中央，很自我中心，有些很狡猾，有些太大，有

些太小。它们全被抛掉。当它们被扔掉，它们作出反应，进入了集体潜意识，以更精微的媒体，伤害在升进的人。就像我们在这
些日子里，看到攻击我们的病毒。它们是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的植物。过一段日子后，我们发觉烟草在进化过程中走出来，很多
毒品从进化过程中走出来。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内里形成某种违反生长、违反发展、违反自由的力量。

这可怕的负面力量在

幻海中形成。很多人类出生，当他们想维护自己的自我，掉进这自我的过程，以为自己可以宰制别人。他们占据的领域可以是全
人类，他们可以压制整个世界。所有这类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很有力量的机构。今天，很多这样的力量正在形成。这些力量每时每
刻都在建立和毁灭。它们在我们的幻海中建立，跟着被毁灭。那些来自右脉，幻海的右边的人，我们称他们为超意识；那些来自
左脉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潜意识的媒体。这些媒体确实存在，正如人类是神的形象，它们也存在于全能的神的集体潜意识和超意
识之中。这些力量，直至进入地狱，仍然存在。同样，在我们内里，在人类当中，这些力量也存在，它们想压制我们。

在奥地

利作这个崇拜是非常不平凡的。因为地理上欧洲是幻海，在奥地利，我们必须建立反负面力量的力量，以抗衡负面力量。这里是
作这个崇拜的合适地点。我真的非常感谢选择这里作十一种毁灭力量崇拜的霎哈嘉瑜伽士。

现今的世代，就像现在所看到的，

那些力量以非常精微的形态在起作用。以人类不能明白的形态出现，它们仍在那里。若你看到我们是怎样从实相中溜走，怎样被
肤浅，无意义的事物所诱惑，可怕的疾病如何在我们的门前等待着我们，我们便会察觉自己正站在泥潭的边缘，随时会掉下去，
可能永远不能爬上来，不能从那里走出来。
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什么在我们内里，可以永远毁灭那些违反发展、违反进化、违反自然前进的品质。

在大自然，每样事物都

有秩序地循环不息。例如，在冬天，树叶落下，因为树叶的氮需要进入大地之母以滋润树木。无论如何，大地之母必需得到阳光
照射，没有树叶，阳光才可以穿透树木，滋润大地之母。当树木得到滋润，再次变得青绿茂盛，树木吸收阳光，制造叶绿素。它
们还从大地之母中吸收水分，把水带到大气中，令雨水来临。这样，雨水在雨季来临。树木得到雨水滋润，跟着失去叶子。整个
大自然的循环漂亮地进行，没有逆转，且不断地、漂亮地循环，创造和再创造。但因为人类的干扰，大自然受到骚扰。同样你也
可以增强大自然，把它拯救出来，那可以是非常自然的方法。

当你得到自觉，以你的生命能量，你可以拯救因受现代影响而腐

败的大自然事物。首先，我们看见得到自觉的效果。它怎样以十一种毁灭力量作事，它摧毁想毁灭大自然的负面能量。

有一天

，我可以肯定，你们会进化到某一阶段，只要你看一眼，已经足够令树木生长、果实变甜、花朵芳香。这是有可能发生，因为我
们的生长正在显现成效。慢慢地，它会显现成果。你不应感到惧怕，不应感到惊讶，那么你才可以看到你是什么，你正在成就什
么。

容许这力量在我们内里生长，首先我们必须好好内省。我们尝试看清楚有什么正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看顾自己的每

一步。我们是否正稳步前进或步向毁灭？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我们内里的十一种毁灭力量是很有威力，它是那么有威力，它不单
对大自然，对人类也一样发生作用，令你震惊和称奇。

有一位男士，我已经给了他自觉，他非常委身于霎哈嘉瑜伽。但他并非

处身在可以来到霎哈嘉瑜伽的地方，有些人想找他麻烦。他告诉我，那些人都遇上了意外，他们全都躺在医院里。所以，我说，
我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做的事，已经超越了界线。若你超越了善良的界线，你必然做了些我们称为邪恶的事情。若你掉进了邪恶
的沟渠，你必会受苦。

这力量对霎哈嘉瑜伽士也起作用。我知道有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对金钱有些滑稽的想法，我不认为他要受

到惩罚，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他要受惩罚。真的，但它们发生作用，他自己的力量对他产生作用，令他生病，他病得很重。当我在
他面前出现，他摇摆得像一块枯叶。我从来也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正在做着些什么。

当你进入霎哈嘉瑜伽，你应该知道你正缓

慢而稳定的攀上一条很险峻的道路。因为必须快速地前进，所以这升进的道路非常险峻。当你正在升进，你必须知道，若你不前
进，便会滑落。若你在旁边走动，也会掉下去。你或许会说︰「母亲，我们在旁边走动，也有移动。」因为正在掉下去，所以你
们感到在移动，这是毁灭的移动。

你必须有正确的判断力。我们正在上升还是正在下跌？我们是否迷失了脚步？我们是否步向

更高？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身处在宇宙历史中，可能是最差的负面力量中。以往，在同一时期，只有一个恶魔(Rakshasa)
需要应付。应付一个恶魔非常容易，但要应付很多很多恶魔需要很多工作。最坏的是现在，那些恶魔已经进入了人类的脑袋。因
为恶魔的敎导和迷惑，人们都接受了他们。那些人是我的孩子，他们是求道者，真理的追求者。就像利用孩子作为赎金，他们把
孩子放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该怎样做。若我杀死那些恶魔，我的孩子就在面前。

所以在现今的世代，什么是最佳毁灭他们的途

径？当然，可以杀掉他们，他们可以死，但我可以怎样拯救被他们污染，被他们误导的人？这是非常困难及微妙的工作。

为此

，把他们带到某一点，令他们完全暴露是唯一的途径。他们被贬低，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模样。所以，除了在外面打
击他们，或只是要求夜摩天(Yama死神)杀死他们，最佳的方法是令他们落入十一种毁灭力量所织造的圈套里，那么他们的恶行便
会在人前完全暴露。这是好处。一种我可以说，是这虚假的丑陋游戏的一部分。
虚假常常被揭露，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面貌，他们的伪善，他们邪恶的意图，以及他们撒旦般的计划。

正如我所说，现今的

世代是作出这种攻击的最差时间。我们必须更加警惕，更有意识，更有洞悉力。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全都装备充裕，但我们
时常忘记了自己有生命能量。我们已经拥有生命能量这新的知觉状态，我们拥有生命能量的知觉。这生命能量的知觉是一位使者
，是绝对的，能沟通的，能告知你别人有什么不妥，自己有什么不妥。

若你在作出决定时，仍然用你的思维，你的情绪，那么

你肯定被误导。因为这样作出的决定，是片面的决定。思维的投射就像直线般落在你身上。同样，情绪化的决定也一样，甚至在
身体上也是一样。当你透过生命能量来看，你要做的是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与你的灵沟通，灵是绝对的知识，那么你便不会顺
从你的思想制约，或你的自我，或你其他的知识，或其他的导师，而是你自己作出决定。明白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在作出决
定时，不要从思维层面，而是从生命能量层面。

有很多人以为，若我谈及某人，或许是因为别人向我报告。但若我是生命能量

的源头，我有什么需要别人向我报告呢？为什么别人要向我报告？若他们想向我报告，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能准确地知道事情
的状况。

有一次，当我在Rahuri的旅馆等待时，有五、六个教授坐摩托车到来。他们告诉我︰「母亲，我们因为那个男士而来

提醒你。」我说：「那男士是谁？」他们告诉了我那男士的名字。他们说我要非常小心，他是政治家。我说：「好吧，这就是你
们知道关于他的全部？」他们说：「是，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我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有关他的事情。他并没有与他的妻子
结婚。她是别人的妻子，他与这个女士私奔，那孩子是他的，但他强奸了这个女士，他就是这样有了这小孩。」当我这样告诉他
们，他们全都抬起了眉毛，张开了眼睛。他们说：「母亲，你怎会知道？」我说：「你们去查查看，我说的对不对？」他们全都
被吓倒，他们回去，然后向我报告：「母亲，很惊奇，你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运用生命能量，你知道一切。没有运用生命能

量而作出决定的人可以犯错。当你到达不用伸开双手的阶段，你会知道。但要到达这阶段，你首先要把你的辨别事非的能力交托
于生命能量。有些人没有妥当的生命能量，他们的喉轮或许很差，他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喉轮。若他们的喉轮妥当，他们可以
从内里感觉那个轮穴有阻塞，以及有什么事发生在这男士身上。

因为我们身处现世，那些被鬼附的人一般看来比没有被鬼附的

人漂亮得多。一次，有个女士来我的讲座，她是被鬼附着的，瘦得像一条豆茎。每一个人_______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的开始______
_都感到怎么有这样漂亮的女士来。我告诉他们：「请她暂时离开这会堂。」他们不能理解。跟着她被治好，现在她看来有很大分
别。对我来说，她非常漂亮。那时人们看到她的漂亮，是负面力量伪装出来。就像你看到电影里的女演员、艺人和小丑。他们言
行像总统，你们看到他们一脸认真，他们真的很可怕。除非你也到达那层次，有那样的诚恳，不然你是不能分辨出来。

今天我

们要做的是唤醒我们内里的十一种毁灭力量，祂会帮助你们对抗你们内里的负面力量，对抗全世界的负面力量。现在我们有很多
双手，很多不同的人，我们称他们为ayudha，即武器的意思。所有的武器就在你们内里，你们肯定可以运用它们。首先，你们必
须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武器，怎样运用它们。有太多盲目的相信，太多错误的观念，太多有组织的堡垒被建立，各种荒谬的事情正
在这个世界发生。这些都会完结，没有人再知道他们，除了知道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恶毒的生物。最后，生命能量仍然存在。

我

们必须知道生命能量的存在，非常肯定的知道。对它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能量，那么在我们内里的十一种毁灭
力量便变得非常强壮。任何人想找你麻烦，将会被重击。任何想征服或伤害霎哈嘉瑜伽的组织，将不会有好光景。你们知道我去
看Merv Griffin的演出，他行为不当。一个星期后，他的表演停止了，不再有演出。

在印度，有一份报张刊登了一篇对我不敬的

文章，这报社被关闭了数个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并没有说什么，事情是这样惊奇地发生了。这十一种毁灭力量是怎样产
生作用。

最重要的是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只在斗争期(Kaliyuga)，在这现代，才会作出行动。在早年，它并没有行动。因为那时候

，没有灵性导师。今天的灵性导师必定是那时候的撒旦。若只有一个可怕的恶魔，很容易杀死牠。要杀死金沙(Kansa)，克里希纳
不用花太多时间。杀死拉伐那(Ravana)，罗摩并不用花太多时间。当祂们杀死那些恶魔，所有事物都得到洁净。在这里，他们像
蚊子一样，很多很多，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他们也进入人类的存有，把疾病、各种问题及苦难带给人类。所以现今的问题更
深层，更复杂。这就是为甚么Ekad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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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一种毁灭力量。我们说有十种力量或方向，你也可以说，这是第十一。十种在外面，一种在里面。

所有这十一种力量，都

可以对想阻碍霎哈嘉瑜伽士进步，反对霎哈嘉瑜伽，反对我或反对你的人起作用。任何人想麻烦你，它都会起作用。在身体上，
它在你的前额显现。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在你前额显现，你感到像肿胀一样。你必定见过有些人有一条深痕在那里，很巨大的东西
由那处上升。

大部份癌症病人，若你留心看他们，他们从左边升起至右边，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一块肿瘤在右边。有些人则在

左边，从左边升起，到右边，有些从右边升起，走到左边。
最危险的是那些走到右边的，因为那是非常狡猾，我们看不见，它隐藏着，可以伤得你很深。

若我们发展内里的十一种毁灭力

量，所有对我们起作用的可怕事物，可以完全摧毁它们，它们并不那样有力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足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他。他们
甚至不能伤害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他们在你们面前真的毫无力量，他们不能折磨你们。若你是有力量的人，他们会全部消失
，永远消失。有一次，有三个霎哈嘉瑜伽士在印度，他们喜欢路过一条村的某一条路。他们其中一个女士被鬼附着，她开始做像
这样的动作。他们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她说：「我们附在这女士身上，想告知你们那三位霎哈嘉瑜伽士，不要再走这条路
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些村庄，在这地方居住，若霎哈嘉瑜伽士在这里走过，那么，一整晚，我们会到处跳动，所以，最好
请那三个霎哈嘉瑜伽士不要再走这条路，我们至少可以有地方居住。」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已经死了的人

。 那些死人，以他们精微的身体，进入我们，形成一些媒体。这些媒体，可以抢夺我们，支配我们。受他们支配的人看来很正常
。正如我今天所说，同性恋、过度性爱，以及没有性爱；还有，没有美学，或太多美感的倾向；跟着还有，吃得太多，或过分饥
饿，或什么也不吃，禁食，任何人也不害怕。有什么不妥呢？不害怕神或甚至连一只蚂蚁也害怕。另一方面，有些人任何时候都
感到内疚，或有些人令别人感到内疚，像别人一无是处。还有，有一类人非常残暴，他们可以进入别人身体，令他们成为他们的
奴隶。他们也可以用言论，煽动任何事情，令可怕的战争发生。而有些人却屈服于这些邪恶的人，受他们的控制，毁灭其他人，
以荣耀这专横的品性。

来到没有人能进入的霎哈嘉瑜伽的境地，在这里你感到完全的快乐。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就在你的附近，

在你的前额上，照顾那地方。祂们守护着，祂们是守卫，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你很妥当地在顶轮安顿下来。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甚至没有人能把污点放在你的身上。祂们很警觉，祂们有很多面向。每一位神祇都有很多面向。祂们把光照亮着这地方，没有入
侵者可以进入。

这是你内里已经得到。任何人若进入这顶轮的范围，祂们立即作出行动，可以伤害那个入侵者的程度，令你感

到很惊讶。你也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

要发展这种力量，我们必须真诚地静坐，以开悟的态度，不单只是坐在母亲的相片前

说：「母亲，我委身于你，这样，那样。」真诚地，因为神祇知道谁人真诚，谁人天生的，谁人真正想升进。那是一种挣扎，那
是一种挣扎，但不是那种不会带来成果的挣扎，其他的挣扎不会给予你成果。那种挣扎非常简单，已经被解释过和成就过，你不
用担心太多。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所有十一种毁灭力量，毁灭在这斗争期的所有负面力量。祈求若有任何负面力量在我们内里

，也必须毁灭它们。若有任何负面力量反对霎哈嘉瑜伽，亦必须被毁灭。若有任何负面力量在我们的性格上或在我们的理解中，
也应被毁灭。这就是今天这十一种毁灭力量带给你们的信息。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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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默根迪亚与湿婆神的故事

锡吕·玛塔吉·1988年6月09日，维也纳灵舍

你们知道默根迪亚的故事吗？我给你们讲默根迪亚的故事。 他的爸爸没有儿子，爸妈都耿耿于怀。所以他们向湿婆神祷告，祈求
有个儿子。湿婆神说：“我会给你儿子，但我会在8年之后把他拿回。所以他只会存活至8岁。”所以他们的本愿得到了，但加上了
这种诅咒。父母两人十分忧伤，[我们的孩子八年后就死了。]不过，他们发觉这小孩十分出众，光芒万丈，而且很虔诚。有一天他
向父亲说：“为何你要如此忧愁呢？毕竟，我是你儿。” 所以他们就和盘托出，说8岁或16岁之类.“现在我快要失去你，谁能超过湿
婆神呢？”他这样说：“我不能想象谁可以为我们解开身上的诅咒。假如你不是生于我家，我们就不会如此依恋你。如今你既生在我
家，我们就很依恋你。” 他是个有智慧的人，就说：“不，我认识某某，我认识Adi Shakti（太初之母），就这样他去了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去过的Saptashrilinji(萨塔施灵基)。在那儿，他向她祷告。从前没有人会向Adi
Shakti祷告。人们只会向杰格丹巴或其他诸天神祷告，他就是向Adi Shakti即上帝祷告。她就现身，容貌就跟我一样。祂叫萨塔施
灵基正因为她有七个轮环（chakra）在她头上。Shrilinga的意思是在头上；即如你们所称的Shikara，顶峰。[七峰]。她就是生下
来有七个峰。她到来，由大地之母那儿现身。她现身时他就向她祈求。因他向她的祈求整个地方变得充满能量，以至连湿婆神也
不能碰他。 然后他写下所有默根迪亚的东西。我是说他是那个最先写出有关Adi Shakti（太初之母）事迹的人。你们所读所有商
羯罗（Shankaracharya）大师的文字，其实都是他取自默根迪亚的。他是首个描述灵量（昆达利尼），首个描述自觉的人。即使
今天人们仍说两座山之间有个山峡，从前要乘牛车渡过这山峡，把牛车带到山的另一边。现今，当然你们有好路可走，但当年什
么都没有，所以要乘牛车上山，而太初之母把牛车牵上去，没有丝毫绷紧。她是那完满者，因为，即如你们所知，有摩诃迦利（
Mahakali），摩诃拉什米（Mahalashimi），摩诃萨勒司娃蒂（Mahasaraswati），三者都在马哈拉斯特拉邦。摩诃迦利在图尔贾
普耳，摩诃拉什米在哥拉普耳，而第三个就在马赫耳。在马赫耳有座山，那就是摩诃萨勒司娃蒂。太初之母（Adi
Shakti）就是Artha Mata，凌驾所有事物之上，就是了。默根迪亚其实就是太初之母最心爱的儿子，因为她是籍他来降世。 他有
如小孩，绝对的。所有一切他都描述了，我的手及一切，我的身躯也在某程度提及。好像小孩抓紧母亲一样。这种全情投入和真
诚真伟大，我的意思是，太初之母必须把他提升起来。是他把我引进来。之前没有太初之母会降世之类的思想，没有人这样想过
，只有一次她来到高古耳，她是在高古耳城被创造的。就是这个高古耳，后来到今天这地方在印度是有反映的――－高古耳就是克
里希纳在哥洛卡玩耍的地方。就在韦昆塔那里。她被创造成一只里面坐满神祇的牛。她本来从不下凡；是他给她形象。她要用什
么形象来呢？千手，好像我的脸和七个轮（chakra）。这方面印度的确有很大的福分我要说，有这些各式东西。不过，圣人与普
通百姓的分野太大了，凡人从不明白。他们只知道萨塔施灵基是个伟大的地方。在普纳（Puna）我们也有萨塔施灵基，但只有那
儿，近纳西克（Nasik）那个众人都前往之地才是。所以，那就是默根迪亚伟大之处。后来他转世为佛陀，又然后是商羯罗大师，
其实都是同一人。不过首先他是罗摩（Rama）的儿子。他就是卢夫（Luv），后来他去了俄罗斯，故之他们被称为斯拉夫族（Sl
ava）。他统治过俄罗斯，故此被称为斯拉夫族。另一个儿子库什（Kush），他去了中国，所以他们被称为Kushan。后来他们不
断降世，又以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ain/Hussein)，又以摩诃毗罗(Mahavira)和佛陀的身份到来，然后是商揭罗大师和格
涅殊洼(Gyaneshwara)等等。.看，多平静，凉风。我想Makus（马古斯）这名字也可能来自默根迪亚。默根迪亚是个独特的名字
，当然他就是儿子的名字。默根迪亚，就是儿子。

（译注：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ain/Hussein)即穆圣两个孙儿，阿里

和法蒂玛的长子和次子，什叶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伊玛目。公元624－669和62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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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与静坐 1988-0618 美国剑桥郡苏第营 由于有一些情况，今年我想我们将不会在英国有公开讲座。无论何时有改变了我们活动
计划的情况，我们必须立刻知道在这所有的改变后面是有一个目的存在的。并且，你必须立刻以一颗开放的心来接受它，上天想
要我们做出改变。假设我正走在路上，人们说：「您迷路了，母亲。」没关系，我从不会迷失，因为我与我自己在一起！但关键
是我必须要走访那段特定的路，我必须要这样做，这就是我被认为不该走那条路以及我迷路的原因。 如果你有这样一种理解，如
果在你心里有这样的满足，那么你将发现生活比你预想的要有价值的多得多。现在的状况，我在想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年我们
已经明确决定要举办公开讲座，而我们却不能有公开讲座呢？理由是我们必须要加以稳固。在一棵树，一棵生机勃勃的树的生长
中，刚好它会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往上生长到某一点，直到它不得不改变。原因是没有太阳照射那边，或者也许水不能到达，所
以它们开始改变。同理，一个人要明白我们是在上天的手中，如果某些计划被改变，它反过来让我们反思。那么这个的原因就是
我们必须稳固下来。 霎哈嘉瑜伽士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要使你自己稳固下来，首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内省。你必须内省，向内反
射光。自己察看自己。目前为止，你为霎哈嘉瑜伽做过些什么？你进展到哪里？你已经前进了多少？你还需要走多远？你内在缺
乏的是什么？你会感到意外。当你用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开始审视自己，不为自己辩解，不抱怨任何亡灵，也不需要归咎于你内
里的附体或任何其他人。如果你开始审视自己你到底哪里出了错，使你不能让自己好好的稳固下来，你会感到惊讶。有一些必须
要被纠正的问题，仍然一直残存着。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在灵之光的照耀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我的错。我注
意到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是，霎哈嘉瑜伽始终布满了某种幻象。这种幻象就是无知。有时候是彻底的无知，有时是部分的。当你
进入霎哈嘉瑜伽，你得到祝福，你被祝福，也许你的家庭被祝福，孩子被祝福，你的身体获得一些好处。在经济上，你得到工作
，你挣到钱；你获得了某种独特的，奇迹般的东西。现在人们很深地迷失在这些成就中并且开始漂浮，认为：看，这就是我们已
经得到的祝福，我们不用再多做什么，认为到目前你所做过的一切你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回报。并非如此，这只是对你到来的一
种支持，以使你的信心可以被完全地在霎哈嘉瑜伽中立足下来，特别是你应该认出我，知道我是谁。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漂浮，
或许一些祝福结果会变成诅咒，你或许会感到一个诅咒已经来临，并怎样在错误的路上前行。对一些人来说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体
验感受到祝福。举个例子通常按照现代人的想法，我们认为得到更多的金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许多人得到了它。但实际上不是
这样。获得你内在的平安，达到旁观见证的状态，知道你的生命能量状况稳妥在升进中，始终保持在中间，这是真正的祝福。 因
为获得这些，你就拥有了其他一切完满要在你的内在洋溢着完全的喜乐时才成为可能。毕竟一切只是为了获得喜乐、感受喜乐。
它不是终结。如果是的话，那些有钱人，那些身体健康的人，那些所谓成功人士，他们应该已经拥有幸福和平安了，但他们并没
有。他们在受苦，他们非常痛苦，他们以某种方式在毁灭自己，日复一日。因为他们恨他们的生活，他们不能忍受它。他们不明
白为什么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降临在你身上的祝福，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改变，所有这些向你敞开的新领域，你必须知道
它们都是为了你的好处。每一样都是为了你的福祉，你的福祉就是你的升进，不是其它，而是你的升进。其它的都没有用，没有
结果。 一旦你明白这正是你要在生命中去达成的，去享受的，那么就会实现如你所见。霎哈嘉瑜伽它是慈悲与爱，它没有很多限
制。你的进展取决于你自己，只有你的灵会指引你，没有人总是劝导和纠正你，留待你自己去认识自己，去省察自己，去成就出
来。 其中一个准则应该是，我为霎哈嘉瑜伽做过些什么？我为母亲做了什么？理解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我能为霎哈嘉
瑜伽做点儿小事也是重要的，如果你是智慧的，你会明白能够为上天工作是件最伟大的事情。目前为止这是人类参与的最重要的
事情，是人类可以有机会参与的最高级别的事业。多么大的机会！你或许会说“母亲，我们是平庸的，我们不好，我们是不行的。”
可是你被拣选。你被拣选一定是由于一些与你有关的东西。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在你之内要将神的伟大工作成就出来的那部分。 所
以你要找出并发现“为什么我被霎哈嘉瑜伽所选择？我能在霎哈嘉瑜伽里做什么？我可以在霎哈嘉瑜伽里成就什么？”这会不断地提
醒你，“我已被霎哈嘉瑜伽拣选，我想尽量参加霎哈嘉瑜伽。”设想某人没有钱，他期望霎哈嘉瑜伽应能给他钱，应该有工作，应该
给这个给那个，应该有孩子，有好的健康，所有那些。有那些期望是可以的，但“是我为霎哈嘉瑜伽作过些什么？”，这是要内省的
另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为霎哈嘉瑜伽作些事。 不是金钱不是工作，不是去想，不是任何一种支持。但其中最
重要的是你令多少人获得了自觉？你要数算，你有能力给多少人自觉？你跟多少人谈论过霎哈嘉瑜伽？你或许觉得你令一些人获
得了自觉，他们来了，又消失了——这不要紧，他们最终会来。今天你对一些人尝试，他们会迷失。明天再试，你应坚持不懈的
为此工作。 如你所知，我在英国工作非常努力。我来英国本身就是预先决定好的。有一种需要令我来到这里，以使这心更好的工
作。但心却在昏睡，你知道这点 并且这昏睡的心还有各种的问题。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每一年，我挤出时间用于霎哈嘉
瑜伽士，为他们的问题，为霎哈嘉瑜伽，为他们微小的问题，为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帮助，每一样我都尽力去完成，直接的，或间
接的，你们都被祝福。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怎么样？你们是圣人。 你们一定见过我有一张照片非常有意思，照片中你们都被证明
是圣人！你们见过那张照片吗？还没有？最好看一下，让我们看看这照片。在我的盒子里，我想。是的，你们都被证明是圣人，
是被上天，不是被红衣主教或任何人。那么所有这些圣人在做什么？被教皇人为地认可为圣人是一件大事，你知道的。何况你是
被全能的上帝认可的人，你怎么样？

你仍忙于你的工作，你仍忙于小之又小的事情，你仍忙于你的小日子和小家庭。

作为一个圣人，有一句梵文「Udhara charitonow yesudeva ukutu」—是说对于具有慷慨本性的人意味着是一位圣人，他将整个世

界作为他自己的家庭。你是否仍在担忧你自己的家庭，那么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神圣。一个圣人不只是担忧自己的妻子，自己的
孩子，自己的房子，他挂虑整个世界。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是强大的存在体。你是非常有力量的人。我们在整个世界都有问题
，你非常了解这一点。你不必成为伟大的学者或成为某种政治家，或什么人物。但你必须警惕这些问题，这些在烦扰这个世界的
问题。你一定要。你不能只生活在你作为圣人的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处于纯粹喜乐中！”这不可能。你不能只在纯粹喜乐中。你
要知道你必须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的所有问题。你也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不只是自己的问题“母亲，我怎
样才能做这个？我怎样才能做那个？”你要挂虑整个世界。你要思索，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你对此负有
责任。 不仅如此 你还要祈祷。祈祷中你一定要说，“母亲，请解决这个问题。”以集体，以个人你要将你的注意力从自身，从你小
的生活转移到更广大的事物——你是一个圣人。
你必须想到，请求上天的帮助是你的义务，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被解决。这就是你被拣选要做的工作。 你请求你要将工作成就，因
为你知道，我是无欲的。你要渴望它。你请求的都会完成。母亲的保护，慈爱与慈悲与你在一起。但你一定要照顾这世界，显示
出你的关心，不要只以有限的方式活在有限的范围。

像英国人认为，这里是英国，好的。“英国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不！你

的问题要扩展到所有的有霎哈嘉瑜伽的无论什么地方。你要挂虑所有的问题。我们正在说，澳大利亚有些问题。那里有个人非常
麻烦。你要处理它，鞋打那个人，使其妥当。你的领袖会说要鞋打谁。将其解决，不论问题在澳洲或在美国还是在印度，不论在
哪里。你看到有关于霎哈嘉瑜伽的问题，有对霎哈嘉瑜伽的攻击，你们所有人都应放注意力，并将其解决。 你们看见有些问题普
遍存在。我们看到美国现正变得愚蠢可笑或无论你可能怎样形容它你要将你的注意力放在美国。你要伸展你的注意力向外，不是
内。不只担忧你自己你的家庭、
你的房子和你的孩子。你一向外扩展你的注意力，你的问题就会在家里，在细微处得到解决。你一定要放注意力在外界。 现今有
了电视，在哪里，我们起初说不要看电视。因为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看电视是无用的，当他们看电视他们只是被卷入。但目前有
重要的事情在发生，你可以自己看看这些，你可以浏览一下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自己看看，你要将注意力放在哪里。 你应
该意识到你的品性不是会被完全卷入到非常小的领域的。你这样的人格应是进入到宇宙所有问题所有存在的问题之中。你会惊讶
于每件事都以集体的方式成就。当你在这台子上你可以亲眼看到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在他们的头上得到了生命能量。你们都想
看看，看看吧！你们都坐在Ganapati。 所以向外延伸你的生命能量，向外伸展你的注意力，你将会惊奇你身上所有其它愚蠢的问
题都会结束。现在看一看，让孩子们先看。只是看。你们都有生命能量。 所以对待我们自身的态度要意识到我们的荣耀，我们自
身的位置，知道我们都是圣人。我们到达了一个阶段，我们在最高处，现在我们成为了光，我们要将光给予其他人。 如果你看过
圣经基督说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应将光放在桌子下面。就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将光放在高处。那就是指你要将你的光
放在一个非常高的点，将其他人照亮。这是双向运作的。如果你开始明白你是什么，你要去认识到什么，什么是你的位置，什么
是你的力量，在霎哈嘉瑜伽你已经达成了什么，对于霎哈嘉瑜伽你应有什么回报，什么是你必须要给予霎哈嘉瑜伽的，霎哈嘉瑜
伽是如何令你有才能，那么棒，那么好。你够正直吗？你的行为得体吗？你在做所有这些必要的正当的事情吗？因为那只有你才
能做。你们是一些有着非常非常特别的能量并且与灵性生活有着特殊联系的人。如果你的行为与其他普通人无聊的人一样，将自
己局限于家庭，你的孩子以及先前荒唐的生活，你将会迷失。失去自己失去每一个人。 问题要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你要能理解到
这一点，母亲已经令我们成为瑜伽士。我们是圣人。我们一定要向世界展示这正确的道路。她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我们要
让人们看到前行的道路，怎样走得更深远。而不是好像每个人都是问题，好像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漩涡里不停的转圈转圈转圈，
怎能这样？ 我已告诉你们很多次，看看那些假的导师。他们没有生命能量，他们不知道关于昆达利尼的任何事，不知道关于霎哈
嘉瑜伽的任何事。但他们做那么多！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仍旧挣扎于我们自身，挣扎于我们的问题，挣扎于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小肚鸡肠。现在是你要去明白，是你要对自己做出决定，是你自己的愿望是，你自己的大小，你的宽宏大量，这些都要向
前一步。省察自己你有怎样的才能，你能做什么。人们很容易说，“哦，母亲，太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或有人说，“母亲，我
正忙家里的事儿。”或有人说，“我正忙于我的孩子。”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是为这个吗？我给你自觉是为这个吗？所有的祝福给予你
是为这个吗？ 所以令自己稳固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我们没法有公开讲座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在英国稳固
下来。可是我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人们把我在这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在这儿因为我待在这里，如果我们去机场他们便
觉得完了！我们已经做了所有朝圣的事情！你已经来过机场，见过母亲。 可以了见我有什么用处？什么是我已给予你的？你的光
在扩展吗？多少人由于你而获得自觉？看看有多少人学会霎哈嘉瑜伽是由于你或是由你的生活,你的智慧你的行为?这才是途径这
才是标准。而不是说——“好了，我已经为母亲的旅行付了钱。”这还不够。

你看看，在印度与我同龄的妇女拄着拐杖走路，不能

爬哪怕一级台阶。印度妇女不行，因为她们的热力。而我却在旅行，你知道我是怎样在旅行，我做了多少。我的家庭怎样？他们
失去我的陪伴，我的丈夫没有我的陪伴，每个人都少了我。我在旅行，旅行每一天，你知道得很清楚，我非常努力的工作。有时
两点睡，有时三点钟。这次Hersh与我在一起，我看到他被累坏了！

所以我说你们是接力赛。我在澳洲，好——澳洲人在工作。

我在奥地利——那么奥地利人在行动，他们正在那儿度过美好的时光。我在英国，好，极少的工作完成。他们很舒服的坐着，享
受着。我又怎样？我正在跑一场马拉松！ 你要以同样方式去体会我究竟获得了什么？从中得到了什么？我有一些收获——我使我
的孩子们恢复了正常，我将他们带入了上帝的国。你要做同样的事。你要将他们带入上帝的国。 但如果你自己卷入自身的幻象之
中，你就会每一天下降、下降、下降下降。我或许大声喊，或我会说些什么都不会进入到你的脑中，不会令你突然醒悟。不论在
何处，你们都将被困在那儿因为你们不想去明白。 对此我愿说，特别在英国你们有一个优点。你们是非常聪慧的人，你们有才智

毫无疑问，你们不是像美国人一样的笨蛋。你们是聪慧的。在从前这种聪慧变成了狡猾，而现在你们厌倦。你们的狡猾印度人从
你们那里学会了狡猾，他们变得真是非常狡猾。而你们却厌倦了狡猾，所以你们现在累了，烦了累极了，意兴索然。用你的智慧
你会明白母亲正在做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工作。 你将载入史册！你所说的每句话，你所提的每件事，你的每一个行为方式，所有
的都将载入史册！而不是你有多少个孩子，有个怎样的妻子，而是你为霎哈嘉瑜伽做过什么。请记住。历史将记录所有的这一切
，无论你做过什么，无论你在霎哈嘉瑜伽里成就了什么。 这不是炫耀。这不只是一个证明。不是吹嘘。不是这些。它事实上，真
真正正，完全是你所成就的，这是关键，将被记录下来。至少神了解伪善，神了解夸张的秉性。是神祂会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忙
些什么。你不能愚弄神——这点你必须明白。但是当你在欺骗神，你就在欺骗你自己，你的灵，你的觉醒，你自己的升进！我们
一定要小心。
作为母亲，我想说请尝试非常认真地内省自己——我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为那些还在漂浮的人做了什么？我们对待其他
霎哈嘉瑜伽士的行为怎样？我们有多少的平和 爱与慈悲给予他人？我们对其他人显示出多少的理解与宽容？ 如果某人给了这里多
一点钱他变得如此夸夸其谈，如此咄咄逼人，变得那么粗鲁。我不能相信金钱怎能诱惑你陷入这些恶习。你们不是普通人，你们
是脚被恒河水洗过的圣人。尝试明白你的光荣，试着了解你自身的力量，你作为圣人的地位。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是在一切圣人
之上的。因为你懂得如何给予自觉，你知道关于昆达里尼的一切，你知道关于觉醒的一切。有多少人知道它？ 否则，我会开始认
为我把所有这些知识传给了一群不知其价值的笨蛋。基督曾说过，“不要将珍珠扔在猪的面前。”我不认为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不
能相信我已经犯了这个错误，我将珍珠扔在猪的面前。我没有这样做过。
但要你自己去判定你立足于何处，归入哪一类。很显然，我们正渡过 一段非常不稳定的时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奋战到底
。它远远超过你所经历过的任何战争，它远远超过人类所经历过的任何斗争，已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世界。我们一定要转化
它。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你必须以一种极其诚挚内在的方式去完成。 我确信这一天会到来，在这世界的历史中霎哈嘉瑜
伽士的名字将以金字书写其中。我确信这将成就。我确信这一定成就。你们都必须集体共同去完成它，齐心协力。“我该奉献些什
么？我该做些什么？我该怎样帮忙？我的贡献是什么？”我希望我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那些日子。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内省。那么
，我们都进入静坐吧。我们所有的人？请闭上眼睛。你们全都闭上眼睛。现在我们要像在礼堂的公众聚会那样静坐。
首先，把一只手放在心脏部位。我们会作用于左边，请把左手向着我。 现在首先把手放在心脏部位。心脏部位居住着湿婆神，是
灵体所在。所以你们要感谢这个灵，是他把光带入你的注意力之中。因为你们都是圣者，有光在你们心中。你们要以这光照亮全
世界。现在请在心中这样祈祷：「请让上天浩爱的光芒照遍整个世界。」你们要诚心了解
你们已和上天建立联系，无论你祈求什么都会发生。你要对自己有完全的信心。 现在将右手放上腹位置，在左边左边上腹。这里
是正法的中心。在这里你要这样祈祷：「愿普世无玷正法传遍整个世界，让人们透过我们合乎正法的生活及公义看见光，愿人人
都能接受普世无玷正法，并由此而获得自觉，得到慈善的更高的生命，并且愿意向上升进。」 现在将右手放在左边下腹位置，用
力按住。这里是纯粹知识的中心。这里你要说：「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母亲已教会我们所有关于上天的知识，她教我们所有的口
诀，所有我们可以 接受和了解的纯粹知识。」让我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我看见过一些人，丈夫是领袖但妻子却一点都不认识霎哈
嘉瑜伽，又或者妻子了解霎哈嘉瑜伽而丈夫什么都不懂。这里请说：「请让我精通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好使我能给予他人自觉，
令他们明白上天的律法，明白灵量和各个能量中心。请让我的注意力更多在霎哈嘉瑜伽而不在那些世俗的事情上。」 现在把右手
放在上腹，闭上眼睛。在左边用力按住并说：「母亲已唤醒我的灵体，灵体便是我自己的导师，我是我自己的主宰。愿我不会被
离弃，愿我性格之内有尊严，愿我行为之内有慷慨，愿我对其他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有仁慈和爱心，愿我不会自夸，愿我对神的爱
和
祂的作为有深刻的了解。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愿我能向他们讲述霎哈嘉瑜伽，愿我能用谦卑和爱向他们解说这伟大的知识。」
现在右手放在心脏部位，这里你一定要感谢神，因你能感知那喜乐的海洋宽恕的海洋，而且能够像母亲那样作出伟大的宽恕。请
说：「愿我的心能够张开，以至包藏整个宇宙；愿我的爱回响着神的名号；愿我的心时刻都表达出上天浩爱之美。」 现在把右手
放在喉轮左部，即颈和肩膊交汇之处，并这样说：「我不会陷入罪疚感之中，因为我知道那是虚假的。我不会逃避我的过错，我
会面对它们清除它们。我不会挑他人的过错，却会用我懂得的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清除他们的错处。我们有许多方法静静地清除他
人的错处。愿我在集体中能够合群，以霎哈嘉瑜伽士的集体为我的大家庭，为我的子女，为我的一切。愿我能完全感到，内在地
知道，我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有着同一个母亲。愿我关心整个世界，知道世界的问题何在，并知道如何用我真诚愿望的
力量解决这些问题。愿我心中知道世界问题之所在并于形成这些问题的内在根本处把它们消除。愿我找出这些问题之根本，以霎
哈嘉瑜伽的力量作为一个圣者的力量去清除它们。」 现在将右手横放在额头上，这里你首先要说：「我要原谅所有那些没有来到
霎哈嘉瑜伽的人，那些还在边缘的人，那些来了又去走进走出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原谅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每一个都比
我更好，只是我试图去挑他们的错处。但其实我是最卑微的，我要原谅他们，因为我知道我还要大大的改进自己，我还是十分不
足，我还要改善自己。」我们内在应有这种谦卑，因此这里你要说：「愿我内心有真正的谦卑，不是虚假的。」成就出这种宽恕
的感知。「好使我能顺服于真理，顺服于神，顺服于霎哈嘉瑜伽。」
现在你要用手按住你头的后枕位置，头向后仰。你要这样说：「母亲啊，无论我们对您 曾犯下怎么样的过错，我们头脑中有什么
过错，无论我们在您面前心地显得如何的狭小，无论我们如何烦扰您、挑战您，请都原谅我们。」你们应该要求宽恕，以你们的
智慧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不必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们。 在顶轮这里你们要感谢我。把手放在顶轮上，转动七次并感谢我七次

。这里说：「母亲，很感谢您让我们得到自觉。母亲，很感谢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的伟大；很感谢您带来上天的所有祝福；
很感谢您把我们提升得更高比以前高了许多；很感谢您支持维护我们，帮助我们来改善自己、纠正自己。母亲啊，最后我们很感
谢您来到世上，降生成人，而且不断的为我们辛勤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要用力按住，你们的头很热。现在让我们为自己做
一个很好的班丹，在母亲的保护当中。让我们从左边移向右边一次，好！要明白你是什么，你的光环是什么？现在再来作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现在提升灵量，慢慢地提升灵量，要很慢的提升它。第一次，你们要慢慢做，现在
头向后仰，并打一个结。第二次，让我们来做慢慢做，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你是个圣者，要恰当地去做，认真做，好好的做，
不要匆忙。带到你的头部头向后仰，在这儿打两个结，一个， 两个！现在做第三次。在第三次，你要打三个结。非常慢地做，非
常慢好好做，现在头向后仰，做第三次，打三个结。现在感应一下你的能量。真美妙！我正从你们那里也得到能量呢。
愿神祝福你们！ 非常感谢！现在你们能传看那张照片吗？看看那些人他们怎样是圣人?那张照片在哪儿?谁有那张照片?是的,传看
一下,让人们看看你们所有人怎样被证明是瑜伽士.那现在我想你们应该晚餐了。晚餐之后我们会有音乐活动。

1988-0723, 佛陀崇拜
View online.
佛陀崇拜 1988 年7 月23 日 美国圣地亚哥 今天，我们决定要庆祝佛陀 Jayanti，这是佛陀诞生的日子。在整个时间谱系中，佛陀
降世的那刻，他的到来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那时，特别在印度，我们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及其强调仪式，力求极致地严格
守纪；另一种人则是制约太多，循规蹈矩，并且充满了对神所谓的虔诚。所以这两种人占据了求道者的领域，因此
有必要中和这两种风格的求道。 佛陀与大雄，本质上是以哈奴曼和巴尔伐瓦，也就是天使长加百利与圣麦可为基础的。这个降世
的原理是门徒原理。这个原理在更早之前就是以罗摩的两个儿子的形象降世过。这个原理被带到世上，一来是来克服人类的自我
，另一则是要克服人类的超我。 当佛陀降生后，祂发现到处是苦难，而苦难，据祂说是源于我们的欲望，无欲望是实现涅槃的最
好方式，这就是佛陀的结论。但是该如何变得无欲望呢？你坐在沙上，你看，那沙子并不会依附任何东西。你把任何东西放在沙
子上，沙子都不会破坏它们。除非你倒些水，沙子才会沾在东西上；你若想把沙子抛出去，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发展这
种不执着，或无欲无求的生活是祂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祂是门徒原理。 因此门徒原理必须去找出方向与方法，而导师原
理就是那些已经找到（方向）的人。因为佛陀必须创建出一条路径来，祂博览群书，去到许多地方，祂研读《奥义书》，然后祂
看到人们忙着研究《吠陀经》，做各种崇拜仪式。借着这些仪式他们从未得到自觉，而事实上，《吠陀经》开宗明义说：籍由阅
读《吠陀经》，并做各种《吠陀经》中的仪式，倘若你不成为Vida--意思是自觉，Vida
的意思是了悟知识，如果你没有在中枢神经系统上认识神，那么你就错失了重点，对你来说阅读《吠陀经》是全然无用的。 所以
佛陀多方探寻，就类似如今我们发现的许多求道者那样，拜见了很多人以找寻真理。然后祂累了，非常疲累，祂觉得所有的追求
、祂所有的辛勤工作、祂所有的努力、每件事情就只是让祂疲惫，祂认为一切都没有用。于是祂躺在一棵古榕树下（从此这种古
榕树被称作菩提树)，在那里，太初之母赐予祂自觉。 当你们的各种追求都完结，比如对金钱、权力、爱，以及各种东西的追求。
人们最终又开始去追寻各种团体、教派、导师……各种东西，毒品、酒精，各种的可能他们都会去尝试。但是当人们试着追寻某
些东西，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不是进入左边就是到右边。然而，佛陀，作为一个如此热忱的求道者，一个如此真诚的求道者，
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不是正途，向左或向右都不是。应该要向上升进才对，但要如何达到？谁来给祂自觉？带着所有的疲惫
，佛陀将自己躺倒在树下，而突然之间祂得到了祂的自觉。 当祂得到自觉，祂开始了悟为何会有这些制约与自我的问题。祂发现
，当人们过度阅读并尝试透过仪式去了解神，那么他们会发展出自我；另外一方面祂发现，当人们只是带着某些欲望而不断地向
神祈祷“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们变得疯狂。当祂了悟到这个道理，只有在祂疲惫的那一刻，祂得到了祂的自觉。

这恰恰

就是当今正在发生的情形。那些曾经的求道者，曾经在左边或在右边追寻神的人，现在他们就像在慢跑，我不知道他们通过慢跑
能达到什么目标。他们就慢慢跑着，跟着了魔一样。然而那些狂热的基督徒、撒旦、回教徒，在世界各地争斗，为了他们的宗教
、为了他们的神、以穆罕默德之名、以克里希纳之名、以各种名义。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岌岌可危。我的意思是没这回事。“任何
先知或降世神祇都不会陷入险境，完全不会，他们怎可能有危险，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会陷于危险中。但这些只有在佛陀得
到自觉之后才能了解。但祂的追随者并没有看到重点，即佛陀所说的归根到底就是自觉。实际上，在倾注所有的心力之后，佛陀
发现人们应该要先得到他们的自觉，然后才做其它事。 首先祂说：你们不要去崇拜我。就像你们知道的，我们不允许人们来参加
我的崇拜，除非他们在霎哈嘉瑜伽中全然地稳固下来。所以佛陀首先说：“你们应该在你们的自觉之中全然地巩固。这就够了。”祂
不去谈论神，因为一旦你开始谈论神，那么所有这些可怕的宗教就会以神的名义建立起来。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你们会感到惊
讶，我没有谈论神，我没有谈论亡灵，我没有谈论任何宗教，我只谈论自觉。理由是，我认为如果你们得到了自觉，那么你们就
会了解其余的部分。对你们谈论神或上天，是没有用的。因为首先你们要有慧眼，你们内在要有光，否则谈论这些事情有什么用
。但佛陀并没有给予任何人自觉，祂可以谈论灵，而不谈论神或宗教。就是因为这样，人们说佛陀是个无神论者，祂不相信神。
不，这是因为祂的策略就是不去谈论神。 但当我来到美国时，我发现这地方充满各种东西。首先他们拥有惊人的自我，其次有许
多的制约。有许多的巫术和邪力，我指的是，他们公然宣称“这是一所巫术学校”，或者“这是一所邪力学校”，各式各样。我很惊讶
，竟然如此公开宣扬。 当我第一次到达圣地牙哥，我独自前往，而邀请我的人有个“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的组织，里面
都是亡灵。他们带我到一个很大的圆形礼堂，有许多人就坐，我看到都是亡灵。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办？我是否应该说实话？他们
可能会生我的气。但我想最好是告诉他们，因为一旦他们迷失在亡灵之中，我该拿他们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他们：“这全是错的，
这全都是亡灵，这全都是胡说八道。你们不能成为这些事情的牺牲者，这是不对的，你们最好得到你们的自觉。”一些人的确得到
了他们的自觉，一些人也离开了那个组织。 当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发现在1983年，那位女士，她是召集人，已经发疯了。而那
位组织活动的男士，破产了并去到澳洲；而那栋建筑也已经崩塌了，这必然是亡灵所为。当时对我来说，与所有这些荒谬的事情
唱反调，真有点棘手。 然后他们邀请我去了一些教堂。在教堂里，突然我发现八到十个被邪灵附身的人起立并开始手舞足蹈。我
说，我这是在哪儿呀？[锡吕玛塔吉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他们灵的知识，然而看看这里的情况。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狂热地相信我就是神的代言人，当然是喽。但他们的“神”指的其实是亡灵。我无法理解人们可以离谱到什么地步。就在那时
，所有的假导师开始攻击我，当我说你们不能为此付钱时，，他们说：“妳最好回去，我们不需要妳。”所以我离开了，九年之后才
回来。 所以佛陀试着只谈论自觉，而完全不谈论神。但祂的追随者总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试着制造出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佛教。

这些佛教徒，无论佛陀教了什么，他们都不遵守。一开始，佛陀认为如果他的追随者在得到自觉之前，就参与仪式与崇拜等等诸
如此类，最终他们会一无所成。所以祂说：“好吧！你们不要对我做任何崇拜，你们不要以我的名义建造任何纪念碑，你们不应该
作任何崇拜。”所以祂的追随者怎么做？他们崇拜祂的牙齿，崇拜祂的指甲以及崇拜祂的头发。举个例子，如果你拿了我的头发，
而你不是一个自觉的灵，我的头发和别人的头发又有什么差别呢?不都一样。

没有得到自觉，所有这些崇拜将他们带往非常邪恶

的境地，这是为何我们发现佛教徒一点也不像佛陀。如果你去了日本，你无法相信他们是佛教徒，他们本应该是佛教徒。佛陀是
慈悲者。然后还有追随佛教的中国人，他们也无法理解佛教。此外还有西藏人……我们有这些恐怖的喇嘛，以及在印度拉达克列
城的那些人等等。他们除了运用那些亡魂术、招魂术、墓穴术之外，什么事都不做。把佛陀降世的意义，变得好像跟常人一样了
。 佛陀说过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去遵行是很有用处的。祂说：“皈依佛（Buddham sharanam gachami）
。”——我将自己顺服于那觉醒者。这指的是什么?我将自己顺服于那觉醒者。在这个例子中，觉醒者可以说是佛陀；对你们而言
，则是你的灵。你将自己顺服于你的灵。

“皈依佛（Buddham

Sharanam

Gachami）”，这里“佛（Buddham）”意味着知晓者。佛陀还说了另一件事——“皈依法（Dhammam sharanam gachami）”，意思
是将自己顺服于真实的宗教，也就是平衡。而今就如你们所见，所有这些人为的宗教，都滑稽得很，你无法从中获益多少。你无
法说明这些是宗教还是黑手党。这原因是，当佛陀说：“你将自己顺服于正法。”佛教徒以为顺服于正法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变得像
个佛教徒，是指穿得像佛教徒、像佛陀平常的穿着。你不会因为穿着僧袍或袈裟而成佛，你会吗？或者那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要做
的更多一点。一些佛教徒拿了法轮，因为佛陀曾提到生命的轮回等等。我想说，这绝对是非常不明智的了解佛陀的方式。他们会
持续不停，发疯似地拼命摇着法轮。你无法和他们说话。你说：“现在路在哪里？”“佛陀”
(母亲做摇法轮状)。“我们要如何去到那里？”“每件事都有答案。”我说：“请回答我吧。”

(母亲做摇法轮状，并指指法轮)“这就是答

案。”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然后这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找些新方法，所以他们一些人又回到《奥义书》，开始使用这本书，编出了
《生本经》、《卡塔奥义书》，内容像是一些故事，非常荒谬、滑稽、诡秘，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
同时，印度教扮演着另一个滑稽的角色，他们受到性力派术士(Tantrikas 谭崔教徒)的巨大攻击。这些性力派术士带来了各种丑恶
恐怖的东西。大约是从第六世纪开始，始于加尔各答上面朝向Dwadika发展出来的一个完整的带状区域，这个完整的带状区域都
被卷入性力派中。因此，这地区的那些佛教徒，之后也追随同样的性力派方法。他们试着将这里那里的各种方法混合进来。所以
现在如果你问：“你的宗教是什么？”祂说：“我是个佛教徒。”“哪种佛教徒？”“Dinayam……小乘佛教…我是禅宗……这个那个。”各
种的佛教都有。真的是无法理解在那里哪还有真正的佛教。所以那些人怎么做呢？有人会剃光头发，有人会剃除胡髭，另一个人
会有这种穿着，这是这些佛教之间的唯一区别。但是共通点是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可以欺骗你，他们可以说谎而不感到不自在
；他们是非常狡猾，非常奸诈，自取灭亡的。他们可以非常暴力，而他们拥有的唯一欲望就是杀掉每个碰到的人。这就是佛教徒
、佛陀、佛教的终结处。

所以现在我们要与佛陀面对面。但祂所谈论的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觉，祂说：“你要准备好自己”。祂始

终在说：“准备好你自己，以便得到自觉，并试着没有欲望地观看每件事物。”佛陀所提到的就是为霎哈嘉瑜伽做的准备。但如你所
见，今日所有的佛教徒……如果你看见他们，你会感到惊讶，他们跟佛教毫不相干。你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辨认他们，如何理解他
们，如何让他们感受到佛陀的教导或禅宗的教导。他们根本不在状态，无法理解任何教导。你看，当一个人的脑袋装满各式各样
的思维，像是所有的小卵石在一个小罐子里发出噪音般。天知道是哪一个石头发出哪一种声音。 这是为何今日你发现有个喇嘛是
希特勒的导师，想想看……希特勒的导师是喇嘛。现在这个喇嘛先生走遍全世界，祂的皱纹可以一条一条地被数算，并向人要钱
。祂要钱做什么？祂就是从西藏拉萨逃亡到印度的那位，在逃亡时，祂带着很多的金子，多到祂拿不动。所以他把一半沉到河里
，而另一半带到了印度。只用一半金子，祂就已经造出了一尊巨大的金佛像。祂有太多的金子，而其它被捞回的金子被带到俄罗
斯、中国。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令人惊愕的情况，他用金子打造了你们所说的那种啤酒杯，巨大的，大物件，类似这些。纯金的
，用纯金打造的大盘子来吃东西。 想想看……佛陀谈及无执着，而他们拥有的每件东西都是金或银的、或非常昂贵的质地。如果
你见过他们的僧袍、法衣，诸如此类，你们会惊讶，虽然他们穿着那些代表弃绝的僧袍，但无论何时当他们置身于他们自己的庭
院、场地之中时，里面穿的都是很重的由真金所制的衣服，并镶嵌珍珠等等。因为我曾经亲眼目赌，非常令人惊讶。 这就像有人
说：“噢！我必须要无执着，现在我要去海边，我要坐在那里静坐。”他去了那里并在自己四周筑起围栏。问他：“你为什么要筑围
栏？”“你知道的，也许会有小偷来。”“如果你无执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个小偷来把你带走，那又怎样？你就在那里，你
可以跟一个小偷走，这无所谓，你可以跟任何人走。为何你要担忧小偷？你是无执着的啊。”“不，你知道我还担心也许会有扒手。
”“那为何你要担忧扒手呢？”“因为也许我随身带些钱，我有银行账号以及其它的……随身物品，所以我挺担心的……小偷可能会来
。”“那么为何你要谈论无执着，为何你要谈论出世修行（Sanyasa）？” 所以，在佛陀去世后，这种荒谬的出世修行开始兴起，令
人十分惊愕。这让人们认为，任何时候，穿上橘红色的僧衣，你就可以成为出世修行者。如果你穿了橘红色的僧衣，就会变成佛
陀，而且你有了无执着的人格，然后就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个无执着的人。”当人们问到这人的背景是什么？“没什么！我就只是
从大地之母而生，并在此像佛陀一样端正地坐着。”所以人们开始愚蠢地给他们金钱，如此他们便得到了金钱。但事实上这家伙的
背景可能是从印度监狱里来的盗窃犯或其他类似的罪名，而现在却以佛陀的身份坐在这里。这要如何去辨别？

“皈依佛”，所以我

们要做的是，建立自己的觉性，也就是在内在稳固我们的灵。只有当我们稳固了自己的灵，才能了解周遭所有无明的错综复杂。
所以了解霎哈嘉瑜伽的最佳方式，是稳固自己的灵。但那些没有智慧的、那些愚昧的、那些自私以及贪婪的人看不见这个重点。
他们不喜欢领袖对他们说：“你要在霎哈嘉瑜伽里稳固自己，要让你的灵性彰显出来。”他们不想要听这些，他们想要待在霎哈嘉瑜

伽练习者之中，是因为他们不愿孤单。他们喜欢唱歌、音乐、霎哈嘉瑜伽中的每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要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想要
一个身份，可以自称为霎哈嘉瑜伽士的身份。但这个身份是虚假的身份，你要认同你的灵，即是“皈依佛（Buddham

Sharanam

Gachami）”。

sharanam

第二个是“皈依法（Dhamam

gachami）”，“法（Dhamam）”就是正法。我们的正法是普世无玷正法（Vishwa Nirmala Dharma），意思是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整
体的存有。我们不再是印度人、不再是非洲人、不再是英国人、不再是法国人，我们现在都已经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是神的国度
里的公民，我们没有其他的身份。这是我们的正法，我们现在过着一个整体的生活。但不是每个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是如此，有
许多人仍然认同于地方性的生活事物。说到整体性，我们必须明白，不只是宗教或是国家分隔我们，还有某种特性。例如，如果
有非常激进的、活跃的、右脉的人，他们会联合在一起，他们可能之后会打架，但是他们会联合在一起。然后左脉的人们会联合
在一起，但两者都会攀附到那些想要升进、在中脉的人，而这就是我们经常失败的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对彼此的了解，都
被我们的无明所蒙骗，我们无法了解谁是为了我们的升进，谁是为了我们的福祉。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以多种方式出现。 我们是
整体的存有，我们的文化是霎哈嘉文化，我们已经放弃所有荒谬的文化。在每个宗教、每个国家，我们看见我们的文化荒谬里的
部份，所以我们相信霎哈嘉瑜伽自然而然的文化。所以我们是整体的存有，而身在整体存有的境界之中，你要建立你的集体意识
。 首先讲到的是针对个人，“皈依佛（Buddham Sharanam Gacchami）”，我向内在的佛性(觉醒者)臣服。其次是我将自己顺服于
集体。进入正法之路，就是集体的本质。我们这个集体的本质是什么？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普世无玷正法，宇宙的纯粹宗教。
所以当你了解这是将你们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你就会知道遵守普世无玷正法是多么的重要。在许多方面，我已经告诉你们什么是
普世无玷正法。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追随的正法的全部内涵，并且还要反观自问：“我们是否真的遵循这个宗教呢？”
但在虚假伪善中，我曾看过像基督徒，每个星期天祂起床、打扮好、上教堂、站起来三四次、唱歌、做这个 [母亲做画十字架状]
……做每件事。付钱给教士，付钱给教堂，为这为那付钱，然后祂觉得自己尽了本分，也会非常虔诚地去忏悔。回教徒，会非常
虔诚的做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如同在西班牙，有人告诉我有些人试着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是演戏，但他们这么做就只
是为了保护基督教，我想，这钉上十字架的……天知道是什么。然后有些印度人追随印度教，但印度教最首要基本的原则，是所
有人皆有灵性。所以你如何能够有种性与次种性等等的制度。如果所有人皆有灵性，你不能有种性与次种性制度，你不能有像那
样的宗教。 所以我们在每个宗教中都发现许多有问题的事情，但一旦你来到这个纯粹的宗教，你就会看见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
，我们全都是永恒纯洁的灵，而且我们都彼此相联，我们是整体的一部份。因此你来到集体，所以最后祂说：“皈依僧（Sangham
sharanam gachami）。”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是“皈依僧(Sangham Sharanam Gachami)”。 例如，我们说将自己顺服
于集体，指的是什么？如同我对你们的领袖说的，在此你们全部都应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僧团（Sangham）。所有的领袖都
要知道，他们从心底里爱母亲，而他们决不应该分割彼此，只因为有人去挑拨离间。他们应该要彼此相爱。例如，这个X
先生是领袖，现在负面力量来到世上，并来告诉这领袖X 先生说：“你看，某位领袖是我的支持者。”因此这领袖心里对那人开始有
了不好的感受，然后接着另一个领袖，又有了另一种不好的感受….这是违背僧团的。首先，领袖集合成的僧团，应该要彼此完全
地欣赏。我很享受当所有的领袖相聚时，亲切地拍拍彼此、享受彼此，开开彼此的玩笑、彼此相爱、保护照顾年轻的一辈，这是
僧团之始。如果领袖们不在僧团之中，我们还能形成什么僧团？所以首先是领袖的僧团。所有试着去破坏僧团的人，必须知道他
们是负面人物，他们会捅我们一刀。对于任何试着要这么做的人，我们要十分小心。 第二个僧团的集体，是在霎哈嘉瑜伽士之间
。如同我对你们说的，现在我们不是印度人，我们也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或诸如此类，所以我们不应该形成小团体。你总会
发现，如果有五个美国人，他们会彼此黏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被胶水黏在一起。他们无法离开这个团体，他们全都黏在一起。如
果有印度人，他们黏在一起。如果从其它国家来的人，祂们全都黏在一起。现在我们不再是那样了！这结束了！彼此黏在一起是
要做什么?但还是这样，我们总是彼此黏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必要非那样做不可？在印度，我们常常会看到，人们行
事非常滑稽。去年我还不知道，上次人们告诉我有些团体前来，那些人总是说：“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我们是伟大的国家！”

他们

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的国家是神的国度，而我们的国王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没有其他的国王，没有其它的国家。如果你无法
超越那些愚蠢限制所造成的阻碍，你不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但这是在非常粗浅的方面。但在非常精微的层面，我看见一个有感
染或是有亡灵（Baddha）附体的女士，她会立刻趋向另一个有感染、或有亡灵问题的人身边。她可能来自于任何一个国家，没有
差别，你看见一个亡灵附体的女人，比如说，来自印度，她会聚到另一个有亡灵附体的澳洲人那儿，径直前进。只要看看她去了
哪里。噢！我的天啊！就是那样。 亡灵（Bhoots）是非常团结的，是一个很大的兄弟会，庞大的兄弟会。如果他们看见某个被附
体的人，这个有亡灵附体的人会立刻前往。非常令人惊讶地，邪灵是非常团结的。除此之外，他们非常知道我，他们非常了解我
，即使是一个幼小的孩子，若他受了感染，他会开始在我面前哭叫，在我面前颤抖，不到我面前来。但即使当人们得到自觉后，
他们还是不认识我，甚至不了解这简单的原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与我们的灵合一。所以他们应该更加紧跟于灵性成长深刻的人
。但是对那些人而言，反而某些三流角色，远比灵性高度发展的人还更加重要。 这是我们集体中失败的地方。这些负面人物找到
了非常微妙的方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怕的团体，来攻击我们。如果你这么做，你失去你的生命能量。一旦你失去生命能量，
你会说：“噢！这太过分了，我们必须要慈悲，我们必须要有爱，毕竟我们全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但这是对亡灵的慈悲与爱。
那些人彼此谈论慈悲，甚至对我他们也说：“母亲！妳要仁慈。”我说：“你比我更仁慈吗？你要来教我吗？”如果我对这位女士说任
何事，对她灌注我的气息与精力，我是为了她的福祉而这么做的，是我的慈悲在运作。而你所做的不是为了福祉，而是为了毁灭
。 支持负面的人是无用的。许多负面的人被要求离开霎哈嘉瑜伽。他们有时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噢！母亲，您知道我这么的好

，但他们折磨我，他们一直找我麻烦。” 现在我看见一个亡灵在那人身上，我可以清楚的看见，我可以看见这负面，但如果你看不
见，你会直接选边站：”噢！天啊！看看这个可怜的人被折磨了。”你会失去你的生命能量，你将无法察觉。

所以不要中了基督所

说的喃喃自语的灵的诅咒。祂说：“喃喃终日的灵是最危险的。”我曾在霎哈嘉瑜伽看过，那些人在背后喃喃地说别人闲话，一直抱
怨，对霎哈嘉瑜伽来说是最危险的，最终对他们自己非常危险，因为他们会被识破。这是另一种我们缺乏集体性的情况，就是当
我们形成集体，并不是为了升进的力量而聚集。这是令人惊讶的，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人如何自取灭亡，某个程度上我们也在这么
做，当我们不了解集体是什么，就会净做些破坏霎哈嘉瑜伽本体的事。 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应在佛陀诞辰日
停止。佛陀掌管你的自我，如果你开始过度炫耀而逾越了佛陀，那么祂会将你的自我推入左喉轮，你的左喉轮就发展起来了。当
你发展左喉轮的特质，会发生什么事?你开始感到愧疚。其实愧疚的意思是你一点也不想去面对那情况，你反而说：“噢！我是个
非常有罪恶感的人，好吧，我有罪恶感……我杀了你……我感到愧疚。”我们从不面对情况，这是自我走入左边并制造出左喉轮的
问题。这并不是你面对事情的偶然的作风，或是说你受了压迫，其实不是，是你压迫了祂人，是你自我中心，你的自我是如此的
庞大，以致于挤入了左喉轮，所以你试着找借口。 现在我会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霎哈嘉瑜伽，要先了解你自己，你要看着自
己：“现在我的内在层次到了哪里？”一些女士习惯说闲话聊八卦是非，她们来到霎哈嘉瑜伽后，都还妥当，但有时候她们会想：“
让我来说说那位女士的闲话吧！”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另一个上辈子一定也说闲话八卦的人旁边，去议论别人，说些别人的闲话…
… [母亲笑] ……然后他们还会找到另一个说八卦闲话的人。爱说祂人闲话的人会聚在一起。 我发现三个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女练习
者，在那儿坐着并说别人闲话。我说：“你们在说什么？”“噢！不！母亲，我们在讨论霎哈嘉瑜伽。”我说：“真的吗？”议论霎哈嘉
瑜伽练习者，绝不是讨论霎哈嘉瑜伽。如果你议论别人，你就不是在讨论霎哈嘉瑜伽。讨论霎哈嘉瑜伽，与议论一般人、或议论
已经自觉的灵一点关系也没有。 感谢神，你们不议论我，因为我一定犯了许多错误。由你们的文化看来，由你们的风格、人类的
风格看来。例如，你要说十次“谢谢你”，我可能只说个三四次，或者你会在电话中说：“对不起（sorry）！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起！”。即使到现在，我也从不说对不起，我说“请原谅（I

beg

your

pardon）”，但你看到人们会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开始想：“是我错了呢，还是他们错了？” 所以当我们开始议论祂
人，我们真正在做的，是以你们自己的局限，去质疑某个人。而你开始思考：“祂应该像这样做……祂应该……”那么你呢？所以最
好是你跟自己去讨论你自己，而跟别人讨论霎哈嘉瑜伽。这是摆脱闲言碎语集体最大敌人之一的最好办法。我想，说别人闲话是
人性吧。 我们当中有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一种非常微妙的侵略性，佛陀都曾试着要控制它。就像是我玩的其中一个游戏，是让
某人成为领袖。这是个游戏，请记住！即使我告诉你我是摩诃摩耶，你还是忘记……即使我告诉你我在玩游戏，你还是忘记。瞧
，你们成为了如此严肃的领袖。不要觉得你们是领袖。这里没有领袖，在霎哈嘉瑜伽中没有领袖这回事。但我接着要表扬一些领
袖。现在我打算表扬一些人，因为昨天的公开讲座。讲座安排的方式妥当，最终如此漂亮地成就出来，有这么多人来，真是太出
色了！但接着我考虑是否应该说出来，如果我说了，下一次，天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所以像这样的鼓励是否会有帮助？所以我依
然要对此慎重。当然，我要说昨天的公开讲座非常棒，我们真的必须给戴维和这里的领袖，我们的卡蓝鼓鼓掌 [掌声] 。 不管所有
愚蠢的反抗与胡闹，他们表现出他们如何将如此多的人带入霎哈嘉瑜伽；他们如何用完全的专注力使许多人在霎哈嘉瑜伽之中稳
固。所以你们要从中学习，尽管有很多的问题和其它的琐事，都不要觉得糟糕。只是看着你自己像头大象一样，朝着给予祂人觉
醒之途迈进，造就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在美国造就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 那些以给予人们自觉，以实现霎哈嘉瑜伽的建立为人
生目的的人，他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绝不要降低你自己的水平，总想着“看！食物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家伙在
折磨人，那家伙在做这事。”忘记它，这不会帮助你，不会帮助任何人，什么成绩都不能给你。最终来说，如果你要进入上帝的国
度，要知道你要有一些成绩才行。否则上帝会说你失败了，而你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为什么不准进入？”你认为你自己是如此聪
颖、如此伟大……但你看看你制造了多少闲话?你制造了多少麻烦?
你拖垮了多少领袖，你怎样地去愚弄母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然后突然间你发现：“我失败了，怎么会这样？”

所以不要欺骗你

的真我。真我是灵。不要欺骗你的真我！如果你欺骗你的真我，最终你就会被欺骗，尽管你曾经是霎哈嘉瑜伽士，曾经来做过我
的崇拜，曾到过这里，你曾被认为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头上有光环。但他们仍然会说：“重新投胎，然后再回来。再来一次。你看
，你失败了。你必须要再多花一年，试试再次投胎重生吧。” 所以成为优秀的霎哈嘉瑜伽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欺骗你的真
我。静观自己：“我的思维跑哪儿去了？我在想什么？我的思维在运作什么？这人走过来了……我能够给祂自觉吗？我应该开始对
祂谈及霎哈嘉瑜伽吗？”坐在火车上，观察某人：“哈！这个好，让我们来设法搞定这个人。”你随时要像在抓鱼一般捕捉着人们，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要这么做。持续地去捕捉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并创造一个更大的集体。如果你的注意力就像刚刚说的如此专
注，那么，我会说你的举止像佛陀一样。因为佛陀就是这么做的。祂从每一处搜寻人们，告诉他们去追随一条无执着的道路，要
求他们穿戴表现出无执着的衣服和物品，并且要求你应该除去对自己的家庭与每件事的执着。 祂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同一件事而来
，让他们为了这一世的生命做准备，让他们完成这些事情。现在我们不用穿上橘红色的衣服，我们不需要做这些错事，因为在这
时代已经是不需要了。在那些日子或许无妨，但今日这么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不需要它时，为何你还要顶在头上
？像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头顶着一艘大船，我说：“你在做什么？”“我在扛一艘船。”“为什么？为何你要扛艘船？再说……你看看
，在这里没有必要扛艘船，因为这里没有海也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是要扛着它。”“为何你就是要头顶着这艘船呢？”“
因为我在扛啊……你知道的。”

我们就是如此，我们带着不需要的东西。像是“母亲，我一直练习哈达瑜伽，我应该做一些哈达瑜

伽吗？”“为什么你想要做？对你来说是没有必要的。”“不，不，母亲，但我一直这样做的。”“那我们现在能怎么做？”它就像是在你

的头上扛着一艘船一般的愚蠢，这些没有必要、不需要，只是浪费你的时间，“我曾经习惯于这么做，母亲……我曾经习惯于这么
做，所以我必定得做。” 在霎哈嘉瑜伽里，每件事都为你打造得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你不需要挨饿，你不需要禁食，你不需要吃
素，你不需要去坐在太阳底下或在喜马拉雅山中静坐，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去静坐，每件
事都变得简单。你一旦发觉你的灵，你可以享受每件美丽的事物。一般来说，或许有些人是受不了的。当你坐在撒哈拉沙漠中，
每样东西都往你头上吹。“怎么这样？我们怎能住在此地？如此艰苦的生活。”但你并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内在有灵的舒适。这是灵
的舒适。你不需要任何东西来造就灵的舒适。这是你所具备的。所以不要继续做些无意义的事情。 因为佛陀兜兜转转、四处探寻
，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这公开讲座一样。我就像佛陀一样思考着，从这头走、再从那头走……在那头我找不到，然后再走这边，最
后我们到达这里。他们说路堵住了，我说：“给个班丹。”搞定了，路通了。

此路不通、那路不通，走这条路、那条路，对祂来说

路都走不通，所以祂兜兜转转。但对你们而言，路没有堵住，为何你要再次兜兜转转？但今日，每个人都还想以佛陀同样的方式
行事。“我们必须牺牲、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我们必须做那个。”在霎哈嘉瑜伽你要牺牲什么？有什么好牺牲的？我想要知道。当然
，我想大部分的人牺牲了他们的脑袋。当没有什么需要牺牲的时候，为何你想要变成献祭的羔羊？ 所以从佛陀的生命中，你不需
要学祂去到丛林，不必学祂出家求道，不必放弃妻子。不！现在那不需要了，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失败之处，而我们无法向那
些说着“但我们要遁世出家”的人们解释，我们是要于内在脱离世俗（出离心），就像我所提到的沙子，我们的无执着是内在的。但
这是慈悲，纯粹的慈悲是最大的无执着。最无执着的事，就是纯粹的慈悲，或者任何纯洁的东西。它们之所以纯洁，是因为它的
无所执着。这是妥当的数学运算，任何纯洁的东西必须无执着。如果它是有所执着的，那么它是被污染的。看这逻辑性，绝对符
合数学运算，如果你有纯洁的爱，那么你是无执着的。 假设你爱母亲……好吧，就以这为例。现在你如果对我有纯洁的爱，那么
如果我不去你家你不会生气，如果我不能坐你的车你不会觉得失望，你不会因为我不能碰你的纱丽而感到不悦。因为我只是爱母
亲，只是这样，就只是这样而已，只是纯洁的爱。当然我知道你们这些弱点，所以我试着去取悦你们。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爱我
时，就会认为“我爱母亲而祂爱我，只是如此，不管祂来不来我家，不管祂有没有给我礼物，不管祂有没有拍拍我，不管我能不能
见到祂，不管我能不能遇到祂，没有差别，因为我爱祂。”那是爱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期望，只是我去爱。爱是享受的海洋与福佑
的海洋，只是如此。 这是你所能做的最简单的事，就是去爱，只是去爱。你的心如何地像海洋一样，就只是爱。海洋不执着于任
何一片海岸，当它需要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当它需要回去的时候，它就会回去；当它需要变为水来降雨，它就会下雨。水升
腾形成了云，然后成为雨落下，再次回到海洋，它不停留在任何一处。同样的，如果你只是想：”我有的感受是我爱母亲。何等美
好的感受！”这应该是每件事情的终点，绝对的终点。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否则我会每天都有罪疚感：”噢！我没有向那位微笑，我
没有给这一位礼物，我应该要为那个人带些特别的东西，我在公开讲座中迟到了。” [众人笑]但我没有罪疚感，因为全部的事都被
妥善地处理。如果我早到些，所有那些讨厌鬼会在那里找我们麻烦，所以所有恐怖的人消失后，我们就会有适合的人。然后我在
这里坐好，我没有说要回去了，你们也没有必要紧张。如果母亲迟到了，一定有些计划；如果祂早到些，一定有些计划；如果祂
搭这架飞机而不是别架，那么一定是有些计划。不要去怀疑！如果祂正在做某事，一定有某些计划，你知道的，母亲有祂自己的
计划。你要这样去想就好了……祂有祂自己的计划，你知道的。一旦你开始这样感受，这样的安全感和如此美妙的宁静会在你的
内心之中扩散，你将会感到相当满足。

现在每个人都带了食物给我，你们看看，当我看到时我感到害怕……

……看一看，我似乎应该要尝尝它，但即使是尝尝也都太多了。

[众人笑]
[众人笑]

但我必须要吃，你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不碰其中一个，那么他们会想：”为何母亲不碰?一定是有些问题。” [众人笑]，让你们快乐
而且让你们安心，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但我向你们保证我非常爱你们所有人，不论你们带食物给我、或是带花朵给我、或任
何东西，都没有差别。 当我离开波哥大时，我的心像被揪住一样，我看见我心中的痛苦。因为我要离开那里所有刚获自觉宛如新
生婴孩般的人们，就是这样。我不想面对，我的意思是我感受到，“噢！天啊！眼看着我要离开他们。”但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明
白，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感到心痛，这不要紧。这心痛的感觉一点也不要紧，因为我爱他们，我享受这痛是因为我爱他们。然
后我来到这里，看见你们全都站在机场，整件事情再度圆满，不是因为你们来到而圆满，而是因为我为爱你们而来。多么美丽的
机场、多么美好的情感。我想要你们所有人都享受这一刻，而不被那些细小琐碎的片段破坏你们的享受。琐碎的事情会虐杀喜悦
。最大的喜悦杀手是荒谬的自我，自我告诉你们”为何母亲不做这、做那？”。这是自我的部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思及佛陀，并在
我们的内在庆祝祂的诞辰，建立觉性，由此才能说出：自我无法夺走我们的喜悦。任何时候这样的念头出现，你只要说：”自我先
生，现在我可是非常地了解你。”在佛陀的光芒之下，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你的自我，祂是你自我的杀手，佛陀是终结自我的那
一位。 所以今天你们要为全美国祈祷，这个国家真的为那荒谬虚无的自我所苦，被每个人剥削。人们都在愚弄他们，传媒在愚弄
他们、所有的医生在愚弄他们、所有的心理学家在愚弄他们、所有的政府部门在愚弄他们。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被愚弄是因为他
们有自我。如果他们没有自我，他们就不会被愚弄。所有这些广告与骗术能持续不停，是因为人类拥有自我而无法看清这些。所
以我们要说：“母亲，请从美国人与美国身上带走这自我的诅咒。”这是为何我们举行这个崇拜，它是清除这诅咒的好方法。
愿神祝福你们！

1988-0731, 导师崇拜，导师的重力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导师的重力
安道尔Andorra 1988年7月31日
我们今天聚首一堂，敬拜你的导师。你们也知道，导师原理是在幻海，这原理给你平衡，给你重力。大地之母的重力就是透过导
师原理彰显。首先，重力是你应该有一种个性，一种品格，一种性情，令人看到你不会被世俗的事物融化，不会因生命里一些小
冲突而被打垮，而是一种导师的品性，深入他的存在体，这种品性不容易受骚扰或受任何事物融解。这是导师的第一个原理，就
是重力。就如我告诉你，是一种不会融入任何事物的品格，这种品格深入你的个性，因此它不会在水里浮起。

现在你看看，在发展得很好的国家，我们以为自己拥有很有力量的个人成就，我们是绝对自由的，可以做任何我们喜欢的事情，
这就是为何个人的自由变成民主国家追求的目标，因而疏忽了集体。当然，个人是重要的，他要妥当才能滋润集体，但若个人没
有重力，他们只会浮在表面，任何事都能使他们留下印象。因此我们发现，人们受潮流影响。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智慧，没有
任何合理的原因要追逐潮流。

没有任何潮流是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的发展有任何好处。有时你看来有点古怪，有点有趣，有点愚蠢。那么你就要问自己︰「
变蠢变笨有什么错呢？」原因是你有自由，但你的个性却没有成长，零成长，你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不能为自己作任何决定。
不管潮流是什么，你只追着潮流走。这是否西方国家的情况，但在一些像印度的国家，现在也有某种时尚，但他们仍要有你们拥
有的所谓富裕，才能追逐时尚潮流。就如有人看到某人拥有漂亮的地毯，他们全都赶紧去买这种地毯，他们为能拿到物品而愿意
做任何事，因此，他们追逐物质主义，就如你们追逐时尚。

个人主义只能到某个程度，之后它就变得疯癫。特别在西方，人格是那么低下，那么迷失，任何企业都能发展任何时尚，任何品
牌，每个人都追逐它，都对这些时尚品牌感兴趣。就像一个愚笨的伙家，他可以称呼自己什么名字，例如他可以称呼自己一个有
趣的名字，如「毒品」。现在，对每一个人而言，购买「毒品」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这是某个笨人起的名字，因此每个人都要
买它，其实它并无特别之处，毫不特别，没什么值得注意，亦没什么让你了不起，但人们就是会买这个特别的品牌，因为每个人
都接受这个牌子，「噢！是来自这个特别的品牌。」这是那么疯狂，你追逐的可以是发型、脚型、颈型、手甲、眉型，我是说什
么也可以，对你的身体做各式各样的愚蠢事都有，人们却接受，因为他们没有重力。

有重力的人不会有这种改变。他们会先以合理的态度去了解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改变，若这个改变只是时尚，是潮流，他们就不会
接受。这是有重力的人的征兆，他不会像吸管般浮起，但它停留，像漂亮的珍珠，停留在理解的深岸。所以今天在这里敬拜导师
的人，他们是要敬拜自己内在的导师，亦要先明白，我们的个性气质要有重力，为此你不用受教育，大学教育，亦不用阅读书籍
，什么也不用做，唯一要有的是你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当你有正确的价值观，你就能明白什么对社会好，什么对你好。例如，莲
花不会散发污秽；若是玫瑰或是任何芬芳的物品，常常都在散发香气，只会散发芬芳，它不会散发污浊。现在，那些以为自己是
导师，已经达致这个重力的人，他们不会写一些丑陋或污蔑的文字，也不会用他们的头脑去欣赏任何污浊和错误的事情。这是显
示你的价值观的第二个征兆。

你的价值观，你先要明白什么是祥瑞，什么是上天的漂亮，什么是灵的道德。你要知道到这三件事情，这是你存有的一部分。因
此，当人看见你，他们应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人有重心力，这个人有这份漂亮。」它里里外外在起作用。内在有这份庄重的

人的衣着也会很庄重，他的装扮衣着不为引人注意，不为炫耀，也不为隐藏或展露什么，只为尊重自己的身体。当他与人交谈，
他说有智慧的话，他既不说轻挑无用亦不说恶劣卑鄙的说话。在他的企业里，我要说，他有份正派端庄。

就如有人想变成专家，有个敬拜导师的人想成为他行业的专家，有个工程师，他不在意钱，不在意名声，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赞赏
，他在意的是他是否真正明白他的目标主旨是什么，这并不平庸。音乐家要成为完美的音乐家；艺术家要成为完美艺术家，他不
是运用一般专业技术，而是运用他的灵，在他的灵的指引下，他想有改善。就如有个诗人，他想在灵的层面改善他的诗，不是在
钱的层面。一般人会写一些取悦大部分人的东西，那么他们的书就有好销量，或一些对社会，对他的名声没有好处污秽的东西，
他们不在意，毫无羞耻之心。

不是导师自己的价值观，而是透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教诲，他的行为，向其他人投射他的重力 — 他向其他人发射重力。因此就
能建立我们的价值观，平衡的价值观。这不是说若某人想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他就疏忽了另一方面，要平衡，必须平衡，有人说
，例如，音乐家不能明白画 — 他不是画家。若你是画家，但你仍不明白霎哈嘉瑜伽，你就不是瑜伽士。

若你从你的灵的中央点开始，你会惊讶于你接收的知识，或任何你给予的都是绝对的整合，都是从一点投射出来，因此，你各方
面、各个课题都变成专家。任何人问你问题，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你尝试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你知道，
你放弃任何无价值的事物，你不想认识不同酒精的名字，你不想成为酒的专家，你不想为了要做专家而去了解各种地毯的名字，
你或许不喜欢知道各种不同种类的纱丽，或许不喜欢知道各类相机的名字，你或许知道，但不用认为自己不知道。不管什么对人
品格的重力重要的，你都会知道。若你想简单点，你可以知道祥瑞，什么是祥瑞？你会知道什么是公平对待，公平对待其他人，
你会知道神的眼中什么是公正。

你会知道能提升灵量的上天音乐，这份重力令你有明辨能力，你知道自己有怎样的个性，围绕着你是什么境况，你知道怎样辨别
，这份明辨能力实际是天生的，来自导师原理。一旦你因很多不同的原因，像你追随错误的导师，追随假导师，你有错误的想法
，你遵循错误的信条教义、错误的理论、错误的书籍，你的导师原理就变得古怪或陷入困境或混乱，因此，你头顶就会发展十一
种毁灭力量(Ekadasha Rudra)。

若你的生活没有节制，若你是极端主义者，若你过份辛劳工作，或完全不工作，又或你只不停投射自己在一面，完全没有注意你
生活的另一面，因为这些不平衡，肉身上，思维上，情绪上和灵性上的不平衡，你的导师原理就会出问题，因此，你会发展这十
一种毁灭力量，这是你步向灭亡的开始。所以好好照顾你的导师原理是何等重要，你能看到，大部分的疾病都是这个原理引致，
当你忽视它，最后它到达某个程度 — 当它到达十一种毁灭力量的层次。

作为有自觉的灵，你已经超越了界限，你已经从你的顶轮走出来，亦已经透过梵穴通道(Brahma Nadi)超越所有这些事物，这并不
代表你已经发展了这份重力。你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层次，若有花朵在哪里，你把花朵放进水，它会浮起，但当花朵成为果实并且
成熟了，你再把它放进水，它就不会浮起，只会往下沉，不会融解，它保持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现在要做的，你要成为霎哈嘉瑜
伽的果实。开花期已经结束，你要成为果实，人们看到你应知道你完全没有不平衡，你拥有一份特别的重力。因此，当你与人交
谈 — 当有任何霎哈嘉瑜伽的活动，你的行为不幼稚，亦不愚笨。我曾经看过，人们坐在我面前提升灵量，这是愚蠢的，或为自己
做班丹，这是愚蠢的。所以即使来霎哈嘉瑜伽，你们仍有这种愚蠢的行为，这种没有重力的行为。即使来霎哈嘉瑜伽后，若你的
行事风格仍与过往一样，那么，你就必须成长，成熟，要变成果实，这是你真的拥有导师原理的征兆。

我们要知道大地之母的重力是很重要的，她怎样以这种巨大的速度转动而仍能把我们抱住向着她的心，接着她透过围绕我们不同
的美丽事物来散发她漂亮的上天的爱，现在你可以看看。特别是我看到大山，我感到它们就像伟大的圣人坐在那里静坐。只有他
们能抓住海洋散发的导师原理。你也知道海洋是导师原理，他们是那么高，因此能抓住导师原理。尽管实际上，你拥有这份重力
，你们都是很高水平的人，你亦超越任何引诱，任何愚蠢的、令人堕落、糟蹋人的想法，你站在每个人之上，结实健壮的，就如
这个地球有很多伟大的人，我已经告诉你他们的名字，我们说有十大宗师，从Adi Nath 到孔子，苏格拉底，之后阿伯拉罕，摩西
，赛巴巴，我们有十大宗师。现在很多人坐在这里，他们全是导师，也必须有导师的言行，做伟大导师的工作。若我们能发展这
份内在的重力，明白这份重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当我们内在有平安，你就真的能感受到，能明白到，能享受到成为霎
哈嘉瑜伽士的喜乐。

愿神祝福你们。
这是狗的象征，因为导师常常都带着狗，狗只知道有一个主人。这是导师的门徒原理，门徒原理就像狗，牠指引导师，完全顺服
委身于导师，每时每刻都守护导师，因此错误类型的人不应来找导师，相反，我想有时在霎哈嘉瑜伽，人们常常带一些不对的人
来找我，他守护和忽视，有这份辨别能力，他知道该怎样做，有怎样的行为，门徒就是要有这些征兆，你们全部人都要明白这个
征兆。

今天为了这个崇拜，你们都以很顺服委身的态度坐在这里，因此这个原理在你内在被唤醒，没有人需要提升灵量或做什么，一切
都会很畅顺，很美好的成就，没有人要站起来，每个人都要坐下，以你喜欢的姿势坐下。这很重要，因为我说过，这是重力，要
安顿下来。很重要，就如我们称呼的Gruhasta，安顿在家居的人是Gruhasta，我们印度语称它为Batock，是坐下的能耐，你能有
多少能耐在事物上安顿下来。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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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崇拜(Shri Fatimabai Puja)
瑞士 1988年8月14日

法蒂玛(Fatimabai)是象征古哈拉希什米，所以敬拜法蒂玛就是敬拜我们内在的古哈拉希什米原理。家庭主妇要完成所有工作，所
有家务，才去沐浴；同样，这个早上我要做很多事情，才来崇拜，因为今天很多家务，我要像好主妇般做完所有家务。

现在，古哈拉希什米原理已经由上天演进发展，它不是人类创造，你也知道，它在左脐轮。古哈拉希什米代表穆罕默德的女儿，
法蒂玛的一生。她常常出生在与导师的纯洁关系下。她以姊妹的身分来，或以女儿的身分来。法蒂玛一生漂亮之处在于︰穆罕默
德去世后，一如过往，狂热分子以为他们可以玩弄控制宗教，使宗教变得狂热，注意力并不大放在人的升进上。即使穆罕默德亦
曾向他的女婿多方面描述，祂是唯一的，或有另一位梵天婆罗摩(Brahmadeva)的化身降世，阿里( Ali)来到这个地球，他就是梵天
婆罗摩的化身，他的另一位化身是苏宾地(Sopandev)。你到访普尼(Pune)，就能看到苏宾地的庙宇。

我们有阿里和他降世为左脐轮原理的妻子法蒂玛，她留在家中，留在家居中，她遵照你称为purdah

或他们称为

niqab的规则，即掩蔽她的脸 — 象征家庭主妇为保护她的贞操要遮蔽她的脸，因为她很美丽，而她出生在很暴力的国家，若她不
穿上这种衣式，她肯定会受到袭击。你也知道，在基督的时代，虽然圣母玛利亚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化身，她也必须有很隐藏的品
格，基督不想任何人知道她是谁。虽然法蒂玛留在家中，但她是力量，所以她容许她两个儿子，实际是她命令他们对抗否定她丈
夫权力的狂热分子，你也知道，她的儿子，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ein)就是为此而被杀。悉旦(Sita)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
只为了建立家庭主妇美丽的原理，而以毗湿奴摩耶的形相显现是件美事。她很有力量，毋庸置疑，她知道她的孩子会被杀，但这
些人却不会被杀，他们不会死，也不会受苦，这是一出要显示人们是何等愚蠢的戏剧。因此另一个制度开始，他们尊重圣人。像
在印度，什叶派的人尊重aulias，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有自觉的灵，像Nizaamuddin Sahib，还有 Chisti(苏非派圣人)和Ajmer Hazrat
Chisti。

什叶派教徒都尊敬这些伟大的圣人，但他们仍不能超越笃信宗教的界限，因此他们也变得极之狂热。首先，他们看不到别的宗教
也有圣人，他们不尊重别的宗教的圣人，即使是伟大的圣人如悉地的赛巴巴(Sai Naath of Shirdi)也不尊重。赛巴巴最先是穆斯林
，有人说，是法蒂玛在他还是孩子时把他放在大腿上，之后把他交给一些女士，有人这样说。就印度教徒而言，我们不否定他的
神圣圣洁，但穆斯林却不接受他，另一位有自觉的灵，他住在很近孟买的地方，名为Haji
Mullah，他也意识到什叶派教徒的狂热，什叶派这个词来自在U.P. 的Shia。 悉旦的(Sita's)被称为Sia ，悉旦(Sitaji)也被称为Sia，
他们意识不到，虽然有些圣人虽然不是所谓的穆斯林，他们实际上却是圣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有另一位印度教徒敬拜的圣人
名为Haji Mullah(注一)，有些穆斯林也敬拜他，毫无疑问。这位Haji Mullah对什叶派教徒的狂热有点担忧，为了作出平衡，他委派
了一些印度教徒去敬拜他，他们曾经做过各种事情，很多圣人都像这样。
我曾到博帕尔(印度城市)，有一位伟大的圣人埋葬在那里，但他的所有门徒都依靠这个地方为生，这是很坏的事情，即使Hazrat N
izaamuddin(苏非派圣人)的物品，也如这些印度教徒那样，被人利用来谋生，他们全都藉此赚取生活，我是说这是一种商业活动
。这位圣人去世，埋葬在那里，当我到达那里，很多人依靠它为生，我只是顺便的问他们︰「你信什么宗教？」他们答︰「我们
是穆斯林。」我说︰「这位去世的圣人是什么宗教？」他们答︰「圣人没有宗教。」我因此说︰「那么你们为何要追随宗教？为
何不追随他的宗教？」「他是…他们没有任何宗教，即使在梵文里，隐士(Sanyasis)是没有宗教，他们是dharmati，他们超越宗教
。」这种事情却发生在每一位降世神祇身上，发生在逊尼派教徒(Sunis)身上，印度教徒身上，穆斯林身上，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使他们变成狂热偏激的派别。

狂热主义绝对违反宗教，违反你内在的宗教，因为它制造毒素，是充满怨恨，令你憎恨别人。一旦你憎恨别人，就会在你身上产
生反作用，就如可怕的毒药把你内在的美善全部耗尽。憎恨任何人是人类可以做最差劲的事情，但他们却这样做，做他们喜欢的
事情。动物不会憎恨任何人，你能想象吗？牠们不懂怎样去恨，牠们咬人是因为这是牠们的天性，牠们切割人是因为这是牠们的
天性。牠们从不憎恨任何人，牠们或许不喜欢某人，但这种仇恨的毒药，只有人才有这种想法，亦只有人才吸收到这种特质，只
有人类才会憎恨。可怕的仇恨在穆斯林之间安顿下来。卡尔巴拉(Karbala伊拉克城市)是为爱而不是为恨而创造。在每一个宗教，
一切为爱而创造的都变成恨，整件事情最坏的是一方以为另一方是最差的，而另一方亦对这一方有相同的想法，是什么规则章程
，什么法例逻辑他们作出这种决定，决定自己要小心留意，他们因此联群结党。为何要特别创造古哈拉希什米原理来克服这份恨
，来抑制「恨」这个冷酷的家伙，来把恨从人的脑海中移除。这位拉希什米，创造古哈拉希什米原理，怎样创造？在家庭里，古
哈拉希什米原理要抑制孩子之间，丈夫与孩子之间的仇恨，若她享受仇恨，她又怎能镇压仇恨？她要是压制恨的平安源头。

现在在印度，我们有合并的家庭，你们也有叔叔，婶婶，不同类型的亲戚，家庭主妇的任务是要排解调停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冲
突纷争。现在男人要敬拜家庭主妇，有人说︰Yatra Narya Pujyante, Tatra Namante Devata"。不管哪里的主妇受尊重，那里就有
神。在我的国家，我要赞许家庭主妇，因为我们的经济、政治、管理都不行，男士们都是一无事处，他们不懂做家务或做什么，
妇女只能自己来做，我们的社区却是一流的，家居是由妇女维持，所以男人要尊重家庭主妇，这很重要。若他不尊重家庭主妇，
古哈拉希什米原理就不可能维持，这就像保存家庭主妇原理。但有些男人，我是说很多男人，以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不善
待他们的好的妻子，折磨她们，说三道四，对她们发脾气；但若她是爱唠叨，亡灵附体，他们就很克制，对妻子完全克制，若妻
子是亡灵，丈夫则常常想取悦她，我是说对她极之好，他知道她是亡灵，不管如何，最好要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亡灵会像
蛇一样爬上你身上，若她懂怎样喋喋不休或好争辩，他们也害怕，完全没有爱。他们对她没有爱，没有尊重，只有畏怯或惧怕，
他们害怕这种妇女。现在有些妇女以为，若她们爱向人调情，就更能控制丈夫。她们失去基本的原理，失去了她们拥有的基本力
量(Shakti)，她们迷失了，最终只会让自己陷于困境。所以古哈拉希什米的基本原理是尊重她的贞操，尊重她内在的、外在的贞操
，这是恒久不变的。当然，很多男人利用这一点。若妻子是温顺听话的，他们就控制妻子，对吗？这个女人，这个家庭主妇，必
须知道自己并不是温顺易控制，她只服从于自己的正直，自己的道德，自己的品质，若丈夫是愚蠢的，好吧，像孩子般愚蠢，那
就完蛋了。丈夫要知道，他必须尊重妻子，不然他就会迷失，完蛋了，一无事处。

首先，他必须看到，尊重家里的女人就如尊重古哈拉希什米，那么祝福才会流通，他不能侮辱她，对她不仁慈，提高他的声线来
与她说话，妻子则要值得受尊重。我说过多次︰「若你的妻子专横，给她两巴掌吧。」当然，毫无疑问，她不应是专横的，她要
移除别人专横的力量，她是平安的源头，喜乐的源头，她要制造和平，若她是麻烦的制造者，那么你就要好好的打她巴掌，让她
知道羞耻，这样做没有不妥。古哈拉希什米原理是相互的，不能单靠妻子或单靠丈夫，双方面都有责任。一旦你令你的妻子受苦
，你的左脐轮永远不能改善，又或你是差劲的妻子，你的左脐轮也不能改善。

现在西方妇女的问题出在︰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力量。八十岁的老女人也想看来像新娘，她们感受不到自己的尊严，不享受自
己内在的尊严，她们是家庭的女皇，却想言行像下贱、幼稚、年轻、轻浮的女孩，她们感觉不到自己存在体的尊严，她们说话太
多，没有作为家庭主妇应有的行为举止，就如她们与人说话时，双手的姿势就如卖鱼的女人推销她们的鱼，或她们想与人争吵打
架，又或有时她们会叫喊，她们叫喊，我也是说…我曾经听过他们叫喊，有时还打她们的丈夫，这是极限。她们常常与丈夫比较
，开始时，像︰「我很有钱，我是财主的女儿，我是来自这样那样的家庭，我的丈夫来自低下的家庭，他没钱，一无事处，他没
受过教育，所以我待他很差，不尊重他。」这种女人会失去她们所有力量，她也会感到内疚，因为首先，没有人有权看不起别人
，特别在霎哈嘉瑜伽。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真是难以置信，他或许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好吧，他或许未到达某个程度，但透过你的
行为，你的力量，你的一切，你能拯救他，但为何你也迷失了？ 透过控制别人，扼杀别人，令自己丈夫像井底之蛙，告诉他︰「
噢！我们两个人，不管如何，我们要享受，让我们有自己的家，不要让人来我们的家。」即使老鼠也不会进这个家，即使说︰「
噢！这是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也是违反霎哈嘉瑜伽，是负面的理解。这些都是荒谬的事情，不像是霎哈嘉瑜伽士或

女霎哈嘉瑜伽士会做的事情。所有这种自私，这种隔离都是违反霎哈嘉瑜伽。

我在想及家庭主妇…「噢！现在，我要准备多少…，例如，有五十人要来。」丈夫就说︰「只有十个人会来，为何你想五十人来
？」「或许来的人想多吃一点。」「那么你为何准备了五十只碟子？」「或许他们会带朋友来。」她想着她的慷慨，享受她的慷
慨。我认识很多人就像这样，他们甚至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会说︰「嫂子，你来吗？来吃晚饭吗？」「噢！我不来，你煮太
多食物，我不来了」「不，不，我只会煮几款食物，请你来吧。」她立即想市场里有哪种蔬菜，我要买什么，什么是最好的，我
是说我不是他们的导师，亦不是他们的母亲，我只是他们的亲戚，但他们想透过食物表达爱，他们是食物的赐予者

Annada，他

们是Annapurnas安那潘娜(食物女神)，这是其中一种品质，慷慨。若女人没有这种品质，她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是我说的。丈
夫可能有点吝啬，不要紧，妻子要非常慷慨，有时她会秘密的给人钱，不是给她的孩子，而是给其他人。霎哈嘉瑜伽必须有这种
漂亮的妇女。我感到很抱歉，有时一些对我的攻击是来自女霎哈嘉瑜伽士，不是来自男人，我自己也是妇女，我对这些女人能这
样攻击我感到很惊讶，为何要这样？
霎哈嘉瑜伽没有这种专横控制，所有这些所谓的奴性专横的想法都是来自你错误理解你的尊严，你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谁，不知道
自己是皇后，没有人能控制你。谁能控制管理家中一切的女士？就如丈夫说︰「我不喜欢这种颜色。」好吧，把事情放下一会儿
，接着有人说︰「这种颜色真好。」「啊！这颜色真好看？噢！不要换掉它。」女人必须理解男人，他们有大眼睛，不会细微的
看事物，他们都以广阔的角度看一切，你要明白，今天他这样说，明天他就忘记了，他们没有显微镜…他们也…超越这些事物。
他们是超越这些事情，你必须明白。若他坐在马上，我也必须坐在马上，再跌下；若他滑雪，我也要滑雪；若他锻炼肌肉，我也
要锻炼肌肉，就是要做到这种程度，我是说女人开始看来微不足道，你不知道这种肌肉发达却没有胡子的是何种女人。

我们有这些愚蠢的想法，但这种附属次等的东西却不存在，你只是附属于你的尊严，你的贞操，你的荣誉感，除此之外，还有你
的正义，因为这些全是你主管控制之下 — 那个主管的男人也要照顾这方面，你制造了多少纷争，你理应是调停者，又怎能好争吵
？就如我们派两个调解员到一些国家进行调停，但他们却互相割断大家的喉咙？你会怎么说？你是要把一切理顺，你是要表达这
份爱，这种甜美的事情，因为你是母亲，整个家庭都安躺在你的怀抱，因你而感到安全，家庭要因你而感到安全，这份爱是你的
力量，你的力量就是要能给予爱，在给予爱的同时，你会发现你常常都在充实自己。

我是说试想像，我送出的礼物与我收到的礼物相比，我也不知道，我要建另一所房子，我告诉他们︰「不要送我礼物，我不会收
你们个人送出的礼物。」现在仍然是这样，虽然如此，我不知道，我以爱心，以关注拿到某些物品，这份爱，你知道，自会彰显
，像诗歌般回到你身上，你有时会感到很惊讶。

我告诉你我的亲身经历，这例子告诉你，爱是怎样把事情成就。我由始至终都是家庭主妇。有一次我在德里，我的女儿快要出生
，我坐在外面的草地上为她编织一些衣物，有三个人走进我的房子 — 一个女士和两个男士 — 他们来说︰「看现在，我们都是家
庭主妇，我是家庭主妇，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丈夫的朋友，他是穆斯林，我们是难民，希望你能给我们栖身之
所。」我看着他们，他们看来都是好人，看来颇妥当。我说︰「好吧，请安顿在我的家。」我给他们外面有厨房和浴室的一个房
间，我对那个男士说︰「有另一个房间，你可以留在那里，丈夫和妻子则可住在这里。」黄昏时我的弟弟来，他开始大声叫喊，
他说︰「这是什么？你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可能是贼，可能是这样那样…。」接着我丈夫回来，加入他，因为他们是朋友，他因
此告诉我…男人全是一样的，你要明白！他说︰「你看，她不明白，她要留这三个人在这里，天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说自己是难
民…她不知道他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天知道，她可能有两个丈夫，一个丈夫像这样…。」你要明白，各种想法。明天早上，
他们都忘记这件事情，我说︰「好吧，让他们留一晚，好吗？」今天我不能赶他们走，只一晚。「之后的另一天早上，他们都忘
记了，因此他们仍留在这里，男人就是这样。先是有这种爆发，我说︰「好吧，只一晚，现在不要叫喊，他们会感到受伤害，让
他们留一晚，安抚他们，明天他们离家工作，他们没时间，他们只在平常日子在家里活跃，不然他们是不活跃的，他们离家，就
这样这些人与我一起一个月。

那个女士找到工作，她与她的丈夫和那个穆斯林朋友一起离开。与此同时，在德里有很大的暴乱，很多印度教徒和锡克教教徒在
旁遮普地区(Punjab)被杀，因此在德里有反扑，他们开始杀死很多穆斯林，有三四个锡克教教徒和一或两个印度教教徒来到我的
房子，他们说︰「有人说你让一个穆斯林留下。」我说︰「没有，我怎会？」他们说︰「有穆斯林在，我们要杀死他。」我说︰
「看，我穿上这种大 tikka，你怎会相信我会留穆斯林在家？」他们以为我必定是个真正狂热的印度教徒，你看，他们相信我。我
说︰「看看现在，若你要进我的家，就要踏在我的尸体上，不然我不会容许你进我的家。」他们害怕，跑掉了。这个家伙听到我
的话来找我，说︰「我很惊讶，你怎能冒生命危险？」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因此得救，这个男士，这个穆斯林男士，
现在成为名为Sahir Ludhianvi 的伟大诗人，那个女士就成为出色的演员，常常扮演母亲的演员 — Sachdev Achala Sachdev。我
就是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有成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说，现在，若他们知道我在孟买，必定会对我失去理智，我说我没时间
。

我们为年青人开办了一个电影中心，让他们有好电影看，但之后却变成一场闹剧，他们不听我的话，不管如何，他们说我们要请
这位Achala Sachdev来扮演母亲。我说︰「好吧，但不要告诉她是我说的，不要说这事与我有关。」很多年过去了，我想有十二
年了，他们找她，她像演员般吵吵闹闹说︰「不，不，你能付我多少钱，我不能免费演出，每个人都要求免费，我怎能免费为你
们演出，你要给我一件纱丽，你要给我这个金额的钱…。」他们说︰「好吧，至少先来muharat，来 muharat，先来…muharat是
你的起点。」她因此来了，我在那里，她看着我，不能相信十二年后会再遇上我。她的眼泪开始流下来，她什么也不能说，只跌
进我的怀抱里，她说「你在那里？这些日子，我都在找你。」接着她开始描述我，Sahir

Ludhianvi也在那里，他说︰「这位女士

怎会在这里？」他说︰「这是她的工作。」「噢！天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会为她而死。」他们都很惊讶，他们怎会改变
态度，她说︰「不用钱，什么也不用付，我要为这个计划付钱，什么也不用做。」看看现在，我是家庭主妇，只是平凡的家庭主
妇，我对我的丈夫的财产物业没什么话语权，还有我弟弟，另一个好控制人的家伙，他们两个人那晚的脾气和愤怒足以杀掉我，
我安抚他们，你也知道，当我告诉我丈夫和弟弟，他们都很惊讶，我说︰他们就是变成这样，看看这种改变，他们拥有多少，他
们接着说︰「我们不会再对任何慈善机构说不了，这是我们犯的最后一个错误。」整个赚钱的想法，这样那样的想法，全都塌下
来。她为慈善演出了很多电影，这个Ludhianvi也为慈善写了很多作品。

一个女人可以令男人的品格变得宽容慈悲，因为她自己也是宽容慈善，她拥有那么多漂亮，她是个艺术家，可以在她四周，在她
的家居，在她的家庭，在她的社区，在每一处创造漂亮，但女人却想像男人一样去抗争。她们会有社团协会，有…你怎样称呼它
？— 工会，她们想工会为她们争取权益，我同意有些男人是极之残忍，有些法津是极之残忍，这样那样，有人就是这样告诉他们
，但不是这样，有另一种方式改善想摧毁女人的男人，因为女人有很了不起的品质，伽蓝仙众会与她们一起，格涅沙也会与她们
一起。若女人是贞洁的，不炫耀她们的身体，不炫耀美貌，不利用美貌从中得益，他就不会站在男人那一边。

这种女人是极之有力量，极之有力量。当面对某种情况，她们是极之勇猛，就如Jhansi
Raani，她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她对抗英国人，英国人也惊讶于她的勇气，他们说，你们有Jhansi

ki
，好，但荣耀归于Jhansi

女皇。就如我们拥有很多Noor Jahan ，我们有Ahilya Bai，因为习俗，印度有很多伟大的妇女，我们有 Padmini，Chaand Bibi，
我能说出很多是家庭主妇的伟大女人。女人的品质就像大地之母的潜质，或任何潜在的力量，如电力有其潜能。你看到这里的光
，一个光或两个光是没有任何分别，潜能很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拥有潜能，要维护保护我们的潜能，我们内在要有尊严、荣
誉、正义感。现在男人要尊重这种女人，男人却是另一种笨蛋，因为他们不尊重爱他的，贞洁的，好的，想他合群，想他付出，
想他宽容的女人，这个女人也想宣扬霎哈嘉瑜伽，想她的丈夫开心喜乐，想他来霎哈嘉瑜伽，取而代之，他们却追逐一些可笑愚
蠢的女人，这些亡灵附体的女人有何吸引之处？必定有些亡灵附着她们，我也不明白怎会吸引他们。因为男人这种不当的行为，
女人变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她们感到不安全，男人因此受苦，女人也受苦，男人疏忽他的妻子，这样对待女人，就会患上血癌；
若女人有这种行为，不善待她的丈夫，就会患上哮喘或很严重的硬化症，可能破坏脑袋，可能瘫痪，身体可能极度脱水…因为左
脐轮是很重要的。

若透过兴奋的四处跑跳而令左脐轮很繁忙，你就会患上血癌，我常常看到瘦的女人，她们的丈夫都是焦虑不安的，为什么？因为
妻子常常要他走上走下，做这事做那事︰你没有带这件物品给我，我要你带我一瓶可口可乐，你没带来，你没有这样做…每时每
刻，他就像罪犯，男人因此心惊肉跳，常常都担忧，他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不安，她也因此有些东西给她折磨，没有爱，没有喜
乐，没有快乐。那种所谓身材的疯癫现在正在减退，感谢天，它是来自美国，正在减退，这种身材的疯癫令你变得滑稽，女人必
须安定下来，她们必须是gruhastis
，即安顿在家的人，她必须满足于在家里。若她常常四处去，不想留在家中，她就不是家庭主妇，只是女佣。

有人说有个女士以前是女佣，之后她成为家庭主妇，但她不能停止往外跑，因为她曾是女佣，她不能安顿在家里。家是谁的？不
仅是她的，也不仅是她丈夫的，亦不仅是她孩子的，而是每个人都欢迎来。就如大地之母把所有漂亮的东西撒播四周，让你来，
来坐，来享受。在霎哈嘉瑜伽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发觉，人们婚后变得只专注于丈夫或妻子而失去霎哈嘉瑜伽，因此，他们
的孩子受苦，孩子变得爱挑剔，滑稽，受不听话折磨，他们也出肉身的毛病，这是一种惩罚，不是我惩罚你，而是你自己的本质
惩罚你。就如你把手放进火里，火会烧伤你。我是说，谁惩罚你？是你在惩罚自己，孩子变得滑稽。只有你的家庭，你的食物，
你的家，这种自私的想法。若这种想法爬进男人身上，那么，天就要拯救这个家庭；若是女人，还可以，至少好一点，但若男人
迷失…我要拥有自己的房子，我要有份工作，我要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家庭，我是说我们的家庭不只是属于一个男人，不只
是属于一个女人，而是整个宇宙是我的家庭，我们不是独自的，若你变得专横霸道，与世隔絶，我要告诉你，我今天要忠告你，
那些孤立自己的人，有天会染上可怕的疾病，不要责怪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有自己漂亮的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你要合
群集体。

坏的妻子能制造问题，因为她…(录音中断)，她会制造问题，会分党分派，组成一组女人，把附在她身上的亡灵不停的传给每一个
人，又或许她对她受的教育很在意，或许在意她的位置或她的金钱，她也尝试冷漠的对待她的丈夫。她们要付上代价，不是神惩
罚她们，而是她们要为所做的事情付上代价。

古哈拉希什米原理在霎哈嘉瑜伽是很重要，那些来霎哈嘉瑜伽后才出问题的人，大部分是他们疏忽了他们的古哈拉希什米原理，
因为若古哈拉希什米出问题，心轮中部就有阻塞。那些妇女要立即放弃玩这些把戏，因为这是很不尊贵，没有人会尊重这种妇女
，这对领袖的妻子和领袖都是很真确的。领袖的妻子或领导权都是很微小的所谓地位，是最没价值的，你得到的比这地位高得多
。若你请圣人成为国王，他会说︰「什么？你想把海洋放进杯子里？」这是最低限度，最低的最低。以为自己的生命是服务人的
人是另一些笨蛋，他们的生命是享乐，不是服务人，服务人本身就是享乐。若你只想着服务是︰「啊，噢！我在牺牲，这是我的
苦行。」你就完蛋了，亦最终如Tapasvi，像豆茎般，可以用作十字架。霎哈嘉瑜伽是享乐，除非你的一切都有享乐的本质，不然
这还不是享乐。若你把蔗糖的本质拿走，还剩下什么？同样，所有所谓的服务，seva

和

tapasya(苦行)，完全没有甜味，全都完蛋了。这是种甜美，是妇女所产生的。

他们也很严厉，「不要破坏这个，要把它放好，好好保存！」丈夫回家像个…像个罪犯。他要像在瓷器店里的公牛，必须像这样
，某程度上这是件好事。他什么都不懂是件好事，对你就更好，使他每时每刻都是奴隶 — 「做这件事，你没有为我做这件那件事
。」这不是家庭主妇的工作，她的工作就如大地之母…，大地之母有投诉吗？没有。她给你一切，这是她内在的持守…那么…那
么尊贵，那么有力量，她怎会介意任何人给她什么？若我今天告诉你，你会感到很惊讶 直至今天… 直至昨天，我从没要求我的丈
夫为我买什么，我第一次要求他为我买一部相机，看看黄昏时会怎么样，他说什么︰没有任何期望，一生从未发生过。他曾经说
︰「你要告诉我想要什么。」我第一次说要什么，看看会怎么样，因我从未对他这样说，这类女人要知足，自我满足，因为她要
付出，要付出的人又怎能有任何要求？她要付出爱，因为她被人爱，她要给予所有服务，给予所有财产，要给人安慰，这是种怎
样的责任。我告诉你，怎样的责任，比总理还要重，比国王还要重，比任何人还要重的责任，这是妇女的责任，她要为此而自豪
，能肩负这份责任，家庭主妇的责任比霎哈嘉瑜伽的领袖重要得多。领袖的妻子可以很可怕，因为她们以为自己已经是领袖，但
这是最低限度的付出，我是说，就如海洋流进小小的杯子里，她们的行为变得可笑荒谬，我很惊讶，我嫁进一个有上百人一起生

活的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敬重我。

若我去勒克瑙，他们所有人都会来看我，但若是我丈夫去，没有人会来看他，他常常投诉，他是他们的亲戚，我不是，他们却来
看我，不是看他。若我没有给他们爱，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怎会来看我。所以他们是受保护，受别人保护，他们不用为
自己保存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愚蠢的女人与我们一起，我告诉你，很多愚蠢的女人，印度语称他们为budhu，budhus 是因为她
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力量，不知道自己肩负什么责任。我是他们的例子，对我是个大问题，实际上，有六成领袖有可怕的妻子
，我必须说，很可怕。霎哈嘉瑜伽因此停滞不前。她们没有住进静室里，她们有自己的食物，丈夫必须看到她们有自己的食物。
我是说她们应该是︰让每个人吃饱，每个人都必须得到照顾，最终他们都要吃，每个人必须有地方睡，她们必须看到每个人入睡
，她们要为每个孩子盖好被子，然后才去睡觉。但她们却坐下，变成小型玛塔吉，或比玛塔吉更了不起，「给我拿这个，拿那个
，做这事，做那事。」她们大部分人不懂煮食，每个领袖的妻子都要煮食，或学懂煮食，现在这是规定要做的。她们要煮食，真
心的煮食，她们要懂煮食，把爱给别人，作为Annapurna

安那潘娜(食物女神)，这是最低的要求，丈夫不要找她们的错处。开始

时，她们或许会犯错，要鼓励她们，赞赏她们的品质，赞赏她们的善良，赞赏她们的美好。我也曾见过一些很好的女士，她们在
霎哈嘉瑜伽很活跃，但婚后却迷失了，丈夫本来是霎哈嘉瑜伽士，也迷失了。他们有时会来，有时若我在，他们会来，不然就不
来。今天我在问阿里，他告诉我这里很多人也像这样，即是说丈夫出了点问题，因为他们婚前是比较好的。

我们内在的古哈拉希什米原理是那么重要，要我们常常在一起，要我们一起成长，要我们常常感到我们内在的合一。就如我昨天
告诉你有关ragas，Ra是能量，ga是梵文的gagayeki…意思是渗透、进入一切。这是以太的品质(空元素)，我们把任何东西放进以
太，也能在任何地方接收到它。所以raga是进入以太的能量，它触碰你的灵，这是raga，这些raga，我可以说，就像家庭主妇。
就如你与军团站在一起，你会感到很厌烦 — 左、右、左、右、左、右 — 却是很优美的韵律，很优美的韵律，韵律，这种韵律使
人联想到漂亮。家庭主妇装饰房子，她使每个人感到抚慰，感到快乐，她在照顾每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她就在这里。试想像，现
代的模式，就如你邀请人到你孩子的生日会，因为你是主妇，因此你先把生日蛋糕切开，这会是怎样的境况？我告诉你，主妇站
在每个人前面，就会出现这种荒谬的事情。主妇要在背后，因为她们要照顾，照顾所有人。raga就是这样，她顾及我们各种笨拙
僵硬。就如有人很沮丧担忧，他从办公室回来，坐下，播放raga，raga抚慰你，使你安静下来。就如人回家，整整五天活得像…
我不知道怎样说，甚至不是住在酒店，像住在帐蓬里，第六天他们走到海边，或到酒店住下来。没有人想留在家里，因为两人间
没有古哈拉希什米原理。Raga需要baithak — 是坐下来，安顿下来，除非你安顿下来，你是不能享受raga。试想像人怎能在心惊
肉跳下聆听raga，所以我们要安顿下来，令人安顿下来是家庭主妇的工作，而男人要作出行动，就是要安顿下来。

就如我告诉你多次，在现代，你的左脐轮有更多阻塞，很多孩子也在忙乱的妇女中出生，过往的印度妻子会否常常这样忙乱，你
看到丈夫起床，沐浴，他的妻子常常不与他一起；妻子为丈夫煮食，照顾孩子，常常黏贴着丈夫也是无聊的征兆，丈夫感到厌烦
，妻子也感到厌烦，接着他们离婚。妻子要有其他兴趣，例如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来霎哈嘉瑜伽，做像这样的事情。然后她看
到他沐浴回来，坐下，在印度坐在地上，现在我们坐在台上，好吧！至少坐在台上，不是坐在台上而是椅子上，渐渐地。这次她
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这个女士在争吵。」或「我遇见另一个女士，她告诉我你是这样那样…。」不，她说
︰「让他吃吧。」这就是为何在印度，若丈夫要发脾气，他就不吃，或他自己洗内衣，他们就是这样做来显示他在发脾气。

她就缓慢的为丈夫扇风，告诉他一些好事︰「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儿子起床说『我很爱父亲』。」他说︰「真的？」「真
的，他真的这样说…。」她的丈夫知道她说谎，但你看到所有美好的事情，我想最好是你的母亲现在感到更好，我想我会照顾你
的母亲，你的妹妹要来，我想买一件纱丽给她…所有这些好事，她会对他说美好的事情，那么他会愉快的进食，接着他洗手，走
进一部牛车，不是通常都是很拥挤的汽车。好吧，现在再没有牛车，也不用再扇风，你要很快速，因为现在的生活很快速。这些
快速的事情，就如我告诉你，速度是在车轮的外围，却不是在轴心，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处于轴心，丈夫和妻子就如马车的两边，
必须在轴心，左是左，右是右。现在女士要花多点时间才能准备好，不是说我，我花的时间比我的丈夫少，通常我花的时间比我
的丈夫少得多，他们就是有这种习惯，忘记它们吧。

女人有自己的习惯，她们是女人，女人仍然是女人，男人仍是男人，男人必定看表十次而女人或许只看一次，或许她们失掉了手
表，或手表坏了，若她们是真正的女人，她们不会像男人那样急速，她们与别不同，她们是女人，你是男人，神创造了男女，若
要创造不分男女的单一性别，祂自会创造，但祂没有。我们因此要以感恩、漂亮和尊敬的态度来接受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你必
须知道这是女人的聚会。在印度我们有这种事情，就如，你也知道我嫁进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他们甚至常常遮盖着脸孔，有天我
丈夫做收藏家的朋友告诉我的大伯︰「为何我朋友的妻子不能来看我？」他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为着使我容易安排事
情，他请假，到另一个城市，他告诉他的妻子，看，她去看那个收藏家。看，这是何等美好，何等美好，我从不感到他在控制我
，因为不管如何，这是这个家庭的规矩，好吧，好吧，为此你需要有纯粹的才智。若丈夫是笨蛋，他会拖累妻子；若妻子是笨蛋
，则是她拖累丈夫；若女人很精明，很懂说话，她知道怎样说话令人留下印象，这都不代表她很有才智。我称呼那些能看到善心
，看到升进，看到最终目标的人才是最有才智的人，这类人最敏锐，最有才智。所有其他才智是Avidya，即无用的。就这个课题
，我可以写一本书，所以最好把这个课题留给我写进书本里，让我们今天做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

有什么问题？

这表示我会花一点钱，我也不知道，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花钱，我喜欢花钱，我是说每个人都应喜欢花钱，这是钱
存在的目的。我们必须对别人付出，要明白为什么有物质，物质是要给别人，享受给予别人，给别人一点东西是很享受的。

注一︰这个讲话说的Haji
，Haji

Mullah，可能就是Haji

Mullah可能是Haji

Malang，所以母亲或许是说他。

Ali，他的墓在孟买。相关网址是︰http://www.hajiali.org。在orkut(网上讨论区)

Malang，他的墓在Thane，这地方亦是在孟买附近。有人说锡吕玛塔吉之前也有提及H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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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之母崇拜 关于无执着 1988-12-11 印度拉胡里 普祭需要在应该开始的时候开始。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然后意识到，依据
日历，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但不应在早晨，而是必须在新月第三天，因为月亮在白天会改变它的相位，我们必须等到第三
天开始。我认为，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包括偷盗以及所发生的一切，或许都是为了推迟普祭到这个它应该开始的时间。 所
以在霎哈嘉瑜伽，我们都超越了时间，我们不需要担心时间，除非在正式的社交聚会时，因为人们多是刻板的，他们不理解我们
的风格，所以我们必须准点出现，除此之外，我们就应该随时间顺其自然，而我们则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而对于我们的长
途跋涉之旅---这趟旅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将不执着的状态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我们的状态必须提升到这
样的境界，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周遭的一切，都不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开心或怀有偏见，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起反应。相反，我们
应当超越这一切。（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灾祸，你就无法看到上天超越的品质。 如果要看到上天超越的品质，我们势必遇见阻
碍。例如，如果有水流淌且流动顺畅，没有“Ghatana”，就是说没有发生任何事，但如果水中有一块石头，水流经时会溅起水花，
创造出一幅水花越石而过的美景，这就是上天超越所有应该出现的困难的标志。 现在我们将前往浦那，在那里我们会为婚礼设置
一个合适的会场，在那里我们必须下决心，我今天必须说，意志坚定对于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或你只是心
血来潮，你最好不要结婚，因为这不符合印度人的性格，一旦他们决定结婚，他们永远不会离婚。 但是如果你的心思还在摇摆不
定、上上下下，这是你的头脑想要和别人开玩笑，并在其中享乐，这是自我的标志，绝对是自我的标志，然后你开始玩游戏，你
乐在其中，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你不断地享受这些游戏，后来你沉迷其中，以至于你的婚姻永远不会幸福或成功，这
意味着你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结婚。要结婚，你得变得成熟。 我发现，在西方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你们没有受过培养，父
母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如何对待你的丈夫，如何对待你的妻子，如何使婚姻成功，这（结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努
力在婚姻制度中建立自身，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好玩的恶作剧场地，我们忽略了重点，谁是输家？如果你继续耍这种把戏，玩弄
你的自我，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将拥有什么类型的婚姻，你永远不会幸福。 在西方，我也过着另一种生活，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不管他们来自任何国家，他们的婚姻似乎都不幸福。这非常令人惊讶，似乎每个妻子都发现丈夫有问题，丈夫也发现妻子有问
题，他们的脸都显得滑稽又悲惨，他们看起来不像已婚人士，而像是罪犯，或者他们像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脸上没有笑容
，看起来很可怕，因为他们搞错了重点，婚姻是用来享受的，是给你享受的。

假设有人给了你神的食物，他们称之为Amrut，然

后你开始玩弄这些食物。谁是输家？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达至成熟，去享受爱。基本上除非是特别错误的，或没有可能
实现一个正常的婚姻，在霎哈嘉瑜伽中我们有安排来放弃它。你可以更换你的妻子，更换你的丈夫，这没问题，但背后一定要有
原因。如果只是为了好玩，如果你想毁掉你的生活，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告诉你，不要毁了你和他人的人生。 但是人们有时也会享
受破坏别人的生活，当人们变得自我的时候，自己无法享受，却“损人不利己”。狗躺在堆满稻草的马槽里，自己不吃草，却朝着想
要进来吃草的牛狂哮，就像这样的情况，他们不享受，也不允许其他人享受，这就像那些愚蠢的夫妇。我一直感到烦恼，一直在
调解他们，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这里成为了婚姻所，有时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要再有霎哈嘉婚姻
，我受够了！ 实际上我从中得到了什么，没有人尝试去理解。我想要让你们获得幸福，让你们拥有好丈夫、好妻子，你们应该拥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促成更多伟大的人诞生于世，我们应该拥有的社会，将超越当前所有的荒谬社会，这样的社会将非常伟
大，可以在我们之间，基于纯粹和神圣，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大家庭，而不是为了琐碎、荒谬的事务。不断的斗争，真的让人受
够了。当然人们要尝试下，但是如果你们决意要削掉鼻子，我怎能不断把鼻子装回去呢？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你要跟75个
人结婚，（那就是）你享受其中。
现在，假如说了是印度洋，但然后你又开始想太平洋，还哭哭啼啼、大呼小叫，以及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 所以我再说一次，现
在我们要去浦那，所有的婚姻即将在那里确认，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为配婚而来却一而再地拒绝配婚结果，第三次我
不会问他们了，因为这个笑话会持续进行下去。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个晚上来选择和匹配，因为你们来自25-30个国家，昨天你们
也看到了，你们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风格，一切都不同，身高不同、年龄不同、面孔不同、能力不同，要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并非易事。我有时在想，如果你受了过多的教育，那最好给你配一个单纯的女性，这样你的压力就会减少些，你可以和她分享
，但如果你们受过同等的教育，那就都想要做主。 所以我必须考量很多事情以及生命能量，但不知何故，你们会违抗，你们尝试
去违抗，没关系，都不重要。但关键谁是输家？今天我必须和你们谈论此事，因为在霎哈嘉，我们需要顺其自然，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应该接受，而不应当说“我坠入爱河了。”没有人在爱里坠落，在霎哈嘉瑜伽里，是在爱中提升。认为人必须要坠入爱河，
是多么可笑的想法，因为你明白，那意味着你必须做一些罪恶的事，或一些荒谬的事。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母亲，我没有和她
坠入爱河。”你怎么会坠入爱河，你会掉进沟里，或者你会掉进河里之类的。我不明白你如何坠入爱河，爱是坚固的东西，所以必
须放弃“坠入爱河”这个荒谬的想法，如果这意味着你感觉到了爱，或意味着你对爱的感受非常敏感之类的，我能理解，还稍微说得
过去，但是“坠入爱河”这个事情不断被提及，现在我要求你们在霎哈嘉瑜伽中停止使用这个术语。

所以婚姻的问题不应该出现在

霎哈嘉瑜伽，你有一个月的机会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找到答案，多些调整和理解，为自己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它就在那里等
你，但你突然间在某处做了决定，忽然我发现你好好的，但又忽然间，我发现你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说，“不。”我问发生什么了？

那匹马走得好好的，突然发生了什么让它转过头来？人们可以了解马，但我却不了解人类。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无论我说什么都
是一句口诀，它最终会变成现实。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会没有失败的霎哈嘉婚姻，但是你们都要和我一起携手合作，并应该认识
到我是多么努力促成这些事件，婚姻不应该使你们开心或不开心，因为婚姻不是生活的终点。 但人们经常会在结婚后迷失自我，
就不来霎哈嘉瑜伽了，然后他们会在起初的三年一直享受蜜月，那些出色的霎哈嘉瑜伽士领导人也突然迷失，或许也坠入爱河了
，我不知道，但是这种荒谬的事情即便出现一两件，就足够让我头痛。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不认为有什么问
题，唯一的问题是你已决定不享受任何事物。 如果你不想享受食物，可以在你的舌头上放一些奎宁（苦药），然后说我不喜欢这
些食物，诸如此类。这是如此荒谬，所以试着在这方面帮我，否则我会放弃配婚的安排，因为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快乐或享受，
即使有一个人像这样失败了，我也不明白，没有任何理由，你不应该说“不”。

首先你必须照照镜子。你是怎样的？你的教育水平

是怎样的？你的才华是什么？你对另一个人有什么期望？你有多少钱，对方有多少钱，不管你想看到什么，先看看自己，接着再
比较，但你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多少生命能量，对方有多了解霎哈嘉瑜伽，你结婚是为了你的升进。如果另一个人
的能量比你的多得多，那么你就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吹嘘那些荒谬和粗浅的东西；如果这个人更精微，你就要去享用这点，无论是
女性还是男性，但我只是说，看看你自己在哪里？ 特别是对于刚开始接受霎哈嘉瑜伽的初学者来说，最好嫁给一些成熟的霎哈嘉
瑜伽士，这样他们才能提升得更好更快；而且如果对方不太好，也许会这样，我们必须工作，我们必须拯救那个人。毕竟他们还
没有成熟，但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想要成熟，所以试着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想你会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这是迄今为止
在这个地球上出现的最重要的工作，你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过神祇们亲自祝福你的照片，因为我的许可，因为我的选择
，他们都出现在你的婚礼中，他们是如何向你致敬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给新娘送花的。你看过照片。如果你没看到我可以给你看
。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求道者，如果你没有寻求你更高的升进，那么就会进入荒谬的事物和想法中。所以最好小心，不要做这
样的事情，不要为自己想太多，另一个警告是，你看到印度人宠爱他们的女婿的方式，所以不要生气，他们也非常宠爱他们的儿
媳。 在印度这么做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太多自我的膨胀。而在这里，一旦有人关注你，你就忘乎所以了
，所以最好小心，在这儿照顾女婿、照顾儿媳是种习俗，这种习俗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但并不意味你是神，或者你条件好得不得
了，这只是他们照顾别人的方式，他们通常细心照顾儿媳或女婿，你不应该想偏了，我必须告诉你这点，因为我看到西方没有这
种做法，他们不在乎。一旦结婚，他们就完事了。不该是这样的，所以请小心。 当你和印度人结婚，你会发现父母很宠爱你，照
顾你，他们会叫你到他们的房子里，给你钱，给你装饰品，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你仍然需要明白，这只是一种习俗。你
不应该被宠坏，相反，你应该感到幸福。但发生这一切时，我看到他们突然忘乎所以，只为自己着想，他们的价值体系消失了，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没有接受过婚姻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很抱歉我不得不当着很多印度人的面这么说，但你看，印
度人有时也是非常期望你们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例如昨天有人给花环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自己戴花环，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把
花环戴到自己身上，他们认为这样绝对是不礼貌的，但就是这样。所以在印度时，我们必须了解印度人，而在西方时，我们必须
了解西方人。 例如，在西方你只是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时是如此令人困惑，我们要和这
么多人握手，我有一次与九百个人握手，当他们回去时又要与九百个人握手，而我认为“合十礼（Namaste）”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想想看，要和每一种人握手，就会从每个人那里受到感染，但这是一种习俗，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种习俗，它不应该被憎厌
，也不是什么糟糕的习俗。它没有什么问题，也许没有逻辑。例如，给自己戴花环是没有逻辑的，你不应给自己戴花环，必须由
别人来戴，女士们也不会把花环戴在自己脖子上，因为任何男人都不能给女士戴花环，只有丈夫才拥有这个权利，所以任何人都
不会（给女士）戴花环，不过儿子可以给母亲带花环，但男人都不能给更年轻的女士或者给还没有结婚的女士戴花环，即使她结
婚了，也必须像我这样年长才可以，所以这些习俗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基于逻辑的，你不能自己戴上花环，然后走在大街上。即
使这里的领导人被戴上花环，他们也会立即取下。除非是给神的花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佩戴着花环，但我也把它拿下来，所
以这些习俗，我们必须理解，这其中没有什么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任何不合逻辑的习俗我们可以放弃，任何合乎逻辑的习俗我
们必须接受它和理解它。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们，昨天他们都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外国的瑜珈士）给自己戴
花环，就像对自己做Aarti，你知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笑。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你的意思，但这里的
体系就是这样。 现在来说霎哈嘉瑜伽，昨天是左喉轮太重了。也许是早上我说你们参加正式活动太晚了，我不知道，不管我说什
么，你们听进去就可以了，唯一的问题是下次正式活动时我们不应该迟到，但似乎左喉轮堵塞很严重，我这里都肿了起来，我知
道这是什么。所以母亲对你们说的事情，不应该伤害到你们，你们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但你应该明白，下次我们不应该这
样做，你们都是很棒的人。 你们是美好的人，我爱你们，我喜爱你们，不仅如此，我也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为你们感到极其骄傲
，但我有时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一点事，然后你变得沮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
那么严重。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般来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应该理解它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的喜乐，一切都是为了
增加你的喜乐，甚至你在霎哈嘉瑜伽的升进也是为了增加你的喜乐，你对快乐的敏感性，所做的一切都让喜乐越来越多。
母亲用马拉地语讲话： 现在，我必须要对我们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说，我们需要向国外的霎哈嘉瑜伽士学习很多东西。我告诉他
们不要给自己戴花环，当然这不是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必须在习练霎哈嘉瑜伽的过程中观察自己。 在
这里我发现我们仍然受到“我的家庭”、“我的房子”、“我的孩子”这样观念的限制。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关注他们的需求，这是正
常的，但典籍里说“Udar

Charitanam

Vasudhaiva

Kutumbakam“（意思是对于有慷慨品性的人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家庭）。慷慨的本性在哪里？ 他们说，Mataji，请您为灵舍

贡献一片土地，请您买下一栋灵舍。但是首先，要明确谁准备住在那里。先明确要住在那里的人，然后我会买一块地用来建灵舍
。所以他们说：Mataji，您将住在那里。我是否要住在那么多灵舍中呢？你想让我住在灵舍中？我为什么需要灵舍？我为什么需要
霎哈嘉瑜伽？我为什么需要灵舍？我已经拥有所有的事物，我即所有（我是全能的）。

然后他们说，好吧，Mataji，我们会安排

您住在灵舍。我说，请不要这样做。首先，你先做一个清单，了解哪些人将住在灵舍，我再为灵舍捐助费用。如今我已经在德里
设立了一座灵舍，我为此捐献费用，但没有人准备好住在那里，甚至出钱让他们住灵舍都没人，情况就是这样。 这意味着这些事
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都受到制约。其中一个制约便是，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样会有很多好处，丈夫可以对妻子大喊
大叫，他可以说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道菜，我不喜欢那个，然后妻子会依照他的选择煮食。 而在灵舍里，他不得不吃为所有人
做的食物。虽然什么都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到他们喜欢的食物。那么，丈夫又如何宰制他们的妻子呢？
再次，妻子同样会说，我喜欢这个房间，我只喜欢这个，我更喜欢我的房子，我将宠爱我的孩子，而忽视其他的孩子。
这样如何继续下去？所以实际上是关于世界大家庭的概念尚未深植于我们内心。 这些人（国外的瑜伽士）很好的一件事是，他们
与父母保持无执的关系，很幸运的是，他们住在一起享受着我们新组建的世界大家庭，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自己的母
亲，我们自己的父亲。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地生活。看看这一切是如何良好地运作，看看集体性是如何美好
地彰显。

如果Guruji展现一首歌，你们（印度霎哈嘉瑜伽士）将在一年之后听到这首歌，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每一位（外

国霎哈嘉瑜伽士），都将准确地唱诵着这首歌。但在这里（对于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而言）大家却做不到，对于任何歌曲，甚至
对于摇灯礼，你们需要对着拜赞书。为什么在马哈拉特斯邦（Maharashtra）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应该说什么？你连一首歌都唱不
齐。那么在灵舍一起居住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像一个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因为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其中很快乐。 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孩子们需要离开他们的家庭，一切都会变得妥当。我看不到其他
的方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印度男生的妻子们，在结婚后到其他国家生活，会不断抱怨这些丈夫们不知道如何做家务，他们无法
在灵舍里生活，他们想要离开灵舍。直到现在他们还习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因此他们认为很难安居在灵舍那美丽无限的世界里
。对于生活在有限世界里的人来说，这是很难的。 但我们必须记得，如果我们想习练霎哈嘉瑜伽，我们将不得不住在灵舍中。所
以，我现在找到了折中的办法，对于印度人来说，知道他们不能持续住在灵舍里，无论哪里有灵舍，他们只能周末去住。对此他
们说，摩诃婆罗多的电视剧在早上播放，母亲，我们该怎么办。我说，那么还需要一台电视机看摩诃婆罗多。
我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实现远大理想的方式吗？典籍里说“Yerya

Gabalyanche

Jatiche”（意思是霎哈嘉瑜伽不是给那些反复无常的人们准备的，我们需要为它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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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监狱里度过很

长的岁月（为印度独立运动而斗争），我们一共有11个孩子需要被照看。莫罕达斯·甘地是怎样做到的？他用了什么技巧来获取自
由？他为什么让人们遭受困境也要实现印度独立的目标？为什么你们都不能顺服我？这是什么原因？ 甘地和我之间唯一的差别在
于，甘地让人们从一开始就直面艰苦，打扫清洁，冲洗厕所，扫马路，而不是去请佣人。他们习惯如此。如果他们有愿望加入实
现自由的斗争，他们就不得不牺牲一切。他们都是牺牲的化身。所以，我们看到人们争相牺牲。 在霎哈嘉瑜伽则相反。在霎哈嘉
瑜伽里只有祝福。他们会说，Mataji，我们现在很好，但我们的一只母鸡死了。像这样的事在霎哈嘉瑜伽里持续发生。这意味着他
们的母鸡不应该死，某种程度上我要为他们负责。他们的母鸡怎么会死呢？他们的母鸡不应该死？Mataji也应该照顾到这一点。母
鸡怎么会死呢？我们在练习霎哈嘉瑜伽，我们的母鸡怎么会死呢？他们会把这个结果归咎于我。那就是说，既然霎哈嘉瑜伽里只
有祝福，即使是很小的不幸，我都不应该让它们发生。更不用说灾祸，甚至一点擦碰都不应该发生在他们身上。每一个人的每一
个要求都应该得到满足。Mataji，我的儿子应该找到一份工作，他们需要得到这个那个，他们应该有一个孩子，哦，他们已经有一
个女孩了，他们必须要一个男孩，那意味着我有很大的责任实现他们所有的愿望，如果他们在练习霎哈嘉瑜伽的话。他们质疑我
，你是否会给我们那个，他们问，用马拉地语说，我们相当直率。 他们直率地说，你没有为我们做这个事，没有为我们做那个事
，你必须为我们做这个事，必须为我们做那个事。但为什么我应该为你做这个事？是我需要霎哈嘉瑜伽，还是你需要霎哈嘉瑜伽
？ 在古代，人们通常要到喜马拉雅山上，在寒冷中颤抖，他们的导师要求他们坐在冰上，仅有一条缠腰带裹身。然后他们将经受
考验，如果失败了，就会受到导师的鞭打。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会做这些事。你们一开始就被安置在宝座上，接受许多祝福。
但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给霎哈嘉瑜伽带来什么？ 事实便是，没有人为霎哈嘉瑜伽的工作提供任何资金。他们不想为他们的食物花
钱。实话告诉你，这次在浦那，我说，好吧，我将查看账户，看看为什么我们没有拿到钱，发生了什么。上一次，有75个人没有
为他们的食物花一分钱，他们整整七天白吃白喝。 因此，我制定了一个规矩，这次我将把钱存进银行，我会查看它。所以发现大
概有750卢比的缺口。这很多了。我不得不支付，但我说没关系。你们这些人只会因为吝啬而遭受损失。尽管如此，我还是说，作
为补偿我会为你们每一个人支付100卢比。但他们还在等着看，我是否会多支付50卢比，并再次降低食宿费的价格。我所做的这
一切真的只是小事，但他们仍然在寻找省钱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你从来都没有为霎哈嘉瑜伽做过一个馅饼。我不知道你们是否
都在定期地贡献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你们必须意识到你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祝福，但是你们有没有为霎哈嘉瑜伽贡献过什么
呢？你努力过吗？ 你为神做过什么吗？我什么都不想要。 你们给我太多纱丽了，没有必要。我有太多了，但是没人听，不管我怎
么告诉他们不要给。我不想要你们的任何东西，我甚至不想要你们给我的纱丽。无论你们在普祭中给多少献金，我都会给你们买
银质的普祭用品。我什么都不要。
但是你们都应该为霎哈嘉瑜伽努力工作，为自己努力工作，和其他人交往，女士们可以邀请其他女士参加Haldi
Kumkum仪式（女士们在彼此的额头上涂上红点），跟她们讲讲霎哈嘉瑜伽。 其他导师的追随者做了很多事来宣传他们的导师。

当我坐飞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导师的追随者。他在头等舱里举着横幅，做关于他导师的演讲，赞扬他的导师。他们甚至站
在路上不停地传道，这也是霎哈嘉瑜伽没有传播的原因。 你们都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你得到了所有的祝福，但是你准备好为霎
哈嘉瑜伽承担责任了吗？还是一切都要我来做？当你们都坐在这里冥想时，所有的印度霎哈嘉瑜伽士都应该下定决心并祈祷，Mat
aji，请赐予我们力量去承担责任。 士兵们甚至准备为Shivaji Maharaj（马拉地国王）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马拉地人，他们现在
在哪里？只是无所事事？他们现在在哪里？或者只是为了炫耀才来找我？你不需要去打仗或占领堡垒。但你必须意识到传播霎哈
嘉瑜伽是你的责任。
就像醉汉想要别人加入他们的派对一样，同样，你们也应该想要去传播正在享受的祝福，你应该感到这是你的责任。 我也要对女
士们说这些。女士们应该邀请其他女士。他们说男人是理性的。然而，女士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必须通过她们工作，一切会更好
地成就。邀请她们来为大家的额头点上红点（Haldi Kumkum）。拜访她们。告诉她们你是如何受益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给她
们看奇迹的照片，然后她们就会把她们的丈夫带进来。

甘地也是这样做的。甘地说，他正在为提升印度Harijans种姓（以前的贱

民种姓）的社会地位而努力。他呼吁女士们捐出她们的手镯（饰品），她们马上就捐了。 我没有要求这一切，没有这样的要求。
邀请女士们来点红点。你们所有人相聚在一起，然后做传播的工作。这既不麻烦也不需要花费什么费用。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霎哈嘉瑜伽，因为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同样，我一直也在和你们谈论更微妙的方面。 母亲用英语讲话： 今天我给你们讲述
一些粗糙的小事，它们看起来也很重要，当然我总是谈论精微的事物，精微之中的精微，但粗糙层面的事物也需要得到照顾，这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整合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精微的事物悬在空中，它必须来到粗糙的层面，光必须照射到粗糙的层面。
愿神祝福你们。

1989-0423, 哈奴曼崇拜
View online.
哈奴曼崇拜 英国马盖特‧1989年4月23日 今天极之喜乐，整个气氛好像都充满这份喜乐，就如天使在歌唱。哈奴曼特别在祂是天
使，天使就如天使般出生。他们是天使，不是人类，带着天使的品质出生。现在，你们都已从人类变成天使，这是霎哈嘉瑜伽很
了不起的成就。天使出生时的特质在他们孩童时就已能看到。
在左边，我们有伽蓝仙众(ganas)，右边则有天使，梵文或其他印度语言译作devdhoot — 意思是他们是诸神的大使。你们现在也
一样，全都是天使。唯一的分别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天使，而他们却在孩童时已经知道。若你知道自己是天使，你的所有特质会开
始闪耀，你会很惊讶，对你而言，不惜一切坚持真理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已获授权力，已赐予你特别的福佑，你特别受上天的保
护。若你支持正确的事情，支持正义，支持真理，就会得到一切的帮助，一切的保护。 天使知道会这样，他们亦肯定会这样，他
们肯定，很肯定会这样，但你却不肯定。你有时仍会想，或许不会这样，这种想法持续。相信我，你们是天使，你们拥有所有力
量，你有什么权力，人类不能超越你，这是天使特别之处，不是圣人。圣人会受人摆布，受人折磨，有人找他们麻烦，降世神祇
，或许也一样。降世神祇会接受这些摆布折磨，他们想行这样的苦行，那么他们就能在生命中创造事件，以更有活力的途径来表
达自己。若没有拉伐那(Ravana)，就没有《罗摩衍那》(Ramayana)；若没有金沙，就没有克里希纳。所以降世神祇担起问题，与
邪恶作战。所以有时表面看来他们在受苦，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受苦。 天使是属于特别的类别，他们不会担起任何问题，他们只会
解决问题。若有问题，天使就来解决，既为圣人亦为降世神祇解决问题。有人有时会告诉他们︰「现在不要跳进来，我们在台上
正在解决问题，我们要求你们时，你们才跳进来吧。」他们站在门前，准备就绪，很渴望想跳进来。他们有固定的数量，你能完
全依赖他们。 就以哈奴曼为例，你们也知道他作为天使，有很大的能耐，很大的力量，这是他的权利去运用这些力量，他亦完全
知道自己的力量。他很有趣的做一切，很有趣的运用他的力量。就像他烧毁整个兰卡城(Lanka)，还取笑它，接着他伸展他的尾巴
，用尾巴缠着很多恶魔的颈，祂只是玩弄他们，再飞上天空，恶魔全都悬吊在天空里。 这是天使开的玩笑，因为他们都很有自信
，完全知道，完全认同于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力量，也完全认同于自己。在这里，霎哈嘉瑜伽士有时不明白，我已经创造你们成
为天使，我不是创造你们成为圣人，而是天使，你们常常受到保护。我只能制造天使，不能制造圣人。 圣人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
成。不用花力气的就如格涅沙，如卡提凯亚，如哈奴曼，同样你们全都是同一模式风格被创造出来。因此你们要尝试明白，我说
关于你的都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圣人，却仍受各种制约限制，仍不懂怎样伸展你的翼，仍然，有时，我感到他们已经重生，全都
变成有翼的天使，但作为小鸟，他们仍要学习怎样飞。你要透过在霎哈嘉瑜伽的经验，取得信心。 就如你们昨天唱的歌曲 — 每
一天都有奇迹，奇迹围绕着你。这些奇迹都是天使创造的，他们想说服你︰「你们是我们的一份子，只要加入我们。」我们有那
么多天使现在坐在这里，为何我们不想想转化这个世界。你们比天使拥有多一种东西，因为天使不提升灵量，他们不能，亦不在
意，他们来只为杀戮、烧毁、镇压，移除围绕你们身边邪恶的人。他们不能转化，天使不能转化人。所以在神的国度，你比他们
有更大的权力 — 就是你能提升人的灵量，能给人自觉。 但人类的制约仍黏贴着你。例如，有天我戴上戒子，我的女儿嘲笑我︰
「现在你必定只会向人展示这只手指，那么他们就能看到你的戒子。」在俗世，不管我们拥有什么，财产，或许是权势，例如，
某人处于某个地位，你立即能从他的嘴脸，他颠倒事非的态度看出来。你已经拥有力量 — 你却害怕彰显它，谈论它，运用它。
试想像，有那么多天使，整个英国应该很快的得到自觉，但我们仍在学习我们是谁。哈奴曼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祂自孩提开始就
知道自己是天使，要做天使的工作。我们生而为人类，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天使，我们发现，像其他天使般那么有活力是很困难的
。即使你的思绪，集体的思绪，甚至你的思绪，也是很有力量，你的注意力亦很有力量。因为恐惧，或许是你称为的思想制约，
又或许是你仍黏贴着自我，仍与虚假的事物混在一起，因此，这份力量，这份动力仍未彰显。 我们可以责怪任何事物，像我们可
以责怪一些国家的倦怠，一些国家的自我。但现在，你已经完全抛掉你的国家，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身处没有国界，没有限制
的国家。那些仍然缠绕着你的制约不应再困扰你，你亦不应为此感到沮丧，也不应因为它而阻碍你做你要做的工作。 现在试想像
作为右天使长加伯利的哈奴曼，祂要告诉玛利亚，她会生下一位降世神祇，一位救赎者。她是年青的处女，以那时候的制约相比
，要说出这个可怕的消息，祂说了︰「我要告诉玛利亚，我对她说了。若这是命令，我就照做。」因为祂知道执行命令是祂的本
质，这种本质已建构在祂之内，祂对此毫无怀疑，祂不会等候，立即就告诉玛利亚，祂做了。 我们内在要有很了不起的理解，就
是我们内在正在成长，但若我们不彰显，不彰显我们的质量，不在我们的生命里，言行里，目标里，我们生命的意义里显现我们
的质量，霎哈嘉瑜伽就不能传播，对你亦帮助不大。 你要做的工作没出什么问题，是我出问题，不是你，你不用面对问题。你可
以与任何你喜欢的人说，他们肯定会聆听你。即使他们不聆听你，也不能伤害你。这是你最大的保护，他们不能阻碍你的工作，
来霎哈嘉瑜伽不在于我们已经得到什么，取得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那么多工作，霎哈嘉瑜伽给了我们什么
？」霎哈嘉瑜伽给你自觉，给你天使的地位。我是说不管你怎样尝试，你能取得天使的地位吗？你不能，霎哈嘉瑜伽已经给你这
个地位，你还想要什么？从来没有人拥有这个地位，相信我，这是不可能的境况。若这有可能发生，格尼殊哇(Gyaneshwara)
就不会在那么年青就进入三摩地，而伽比尔亦不会说︰「噢！天啊，我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是盲的。」 你内在拥有精微的力量，
你甚至在别人不知情下，提升他们的灵量。当你坐下入静，你必须承认︰「我是天使，作为天使，除了神的工作，我什么也不依
恋执着。」 有太多依恋执着，我在霎哈嘉瑜伽仍看到人有执着，就如执着于…因为他们已婚，因此依恋着妻子，因为依恋着妻子

，很多人已经离去，接着他们依恋他们的孩子，因此很多人离去。若你依恋着自己的孩子，就如我昨天告诉你，这个世界所有霎
哈嘉瑜伽士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你是所有孩子的父母，不是说若你的孩子睡着了，你为他盖被子，不是，你为所有孩子盖被子
，你要照顾所有躺下的孩子。你想想哈奴曼，若祂在这里，当孩子睡了，祂会只为一个孩子盖被子吗？因为祂是宇宙存在体。你
要爱每个孩子，照顾每个孩子。 其他依恋执着像财产、地位、工作 — 我没有任何一种，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除了当
我看到你们充满爱的来到车站，我整颗心变得像海洋，像一个大浪涌来，像这样，我看到这个浪，当我要离开你们，它就像海洋
退去，现在它正在退去，就像这样，你要明白，月亮和海洋对月亮的漂亮作出反应，月亮的喜乐，月亮的爱，接着我看到爱，那
份在鸟巢里鸟儿喂食小鸟的爱，你看到这份爱在天空里，再看到这份爱在你心中，唯一你能描述的是你内在有份如巨大海洋喜乐
的感觉，只在流出。 依恋执着不能给你享受海的能耐，若你站在海岸，怎能享受海？你要跳进海里，你却把锚停泊在不同事物上
，因此你没法跳进海里。你是那么安全，你懂游泳，懂怎样杀掉鲨鱼，即使只看牠一眼已经足够。但因为你仍未知道，它仍未活
跃，絶对是这种情况。我曾见过有人得到小小的位置，就开始吹嘘 — 「我遇过这个那个人，遇过这个那个人，这种事情发生，那
种事情发生。」你对这个人只感到可笑，你已经遇见霎哈嘉瑜伽，藉此你已经成长，已经得到滋润，已经变得了不起。 藉此我们
要跟随哈奴曼的光。祂认为太阳很自我中心，想烧伤人，有时有太多热力，太阳的敬拜者也太过自我，他们有太多自我，若你以
他们的语言，或他们的习俗说错任何话，例如你用错的手拿义子，你就完蛋了，你是全世界最差劲的人，犯下最大的罪孽。所有
这种细微愚蠢的想法都是来自堕落的自我。自我是那么堕落，当你只想着自己︰「我是一切，我知道一切。」和「这个习俗是最
好的。」或「地毯是最好的，我，我，我不喜欢。」好吧，你是谁？谁叫你喜欢它，或不喜欢它？「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
个。」 另一方面，自我中心的人常常变成奴隶，我是在查看过很多遵守某种社会准则的国家，才必须这样说，这些制约只是自我
的默写。就以艺术家为例，艺术家为个人的喜乐而创作，但他必定受到每个人的批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喜欢这个，这
种颜色不好，这个不好。」你们就是有这种职业批评家，但他们却连用铅笔好好的画一条直线也不懂，更不用说画点什么。他们
立即会说︰「我认为这是…，这是…。」你要明白，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书籍，提出这些理论。我是说艺术是用心创造，不是
用脑袋，这就是为何你们握杀了很多艺术家。每一个绘画的人都要想，什么人会说我的作品。因此，一些絶对荒唐的作品滋长，
这些作品没有表达任何精微，却能在今天获得赏识。 这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压制了我们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活生生的思绪，亦
压制了我们的艺术和生命。我想这比我们谈及的污染和生态问题更差劲。是人类的头脑产生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因此没有人能
表达什么，自我最大的人控制一切︰「这本书是某某人写的。」你与这个人见面，你感到像跳进海洋里。一切写下来的都不是圣
经，写书的人大多是若你没有撑篙，就不应与他见面的人。 所以任何要表达的，就如衣服，或与你的孩子的关系，与你老师的关
系，与任何人的关系，必须要像这样。你必须说「谢谢」很多次；也必须说「对不起」很多次。我们被困在虚假的措辞表情里，
我想一段时间后，再没有艺术创作，没有生气勃勃的活动，他们没法创作，他们害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任何
到博物馆的人，或去看展览的人，我想他们全都有了不起、上天的个性去评价每一个人。我们是透过额轮评价人。这是哈奴曼一
次过想吃掉的。额轮往右又往左移动，令我们表达那个所谓荒唐个性的自我，祂就是想控制自我，把自我吃掉，就如我吃掉恶魔
，或许祂也吃掉了太阳。对天使而言，要知道你内在没有自我是很重要的。 有些霎哈嘉瑜伽士说︰「母亲，我不想做太多霎哈嘉
瑜伽的工作，因为我不想自我出现。」很多这样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不想自我显现出来。」为何你想摧毁自我，为什么？为了
能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对吗？这是何等的邪恶循环，我们说我们想保持在背后，因此自我不能发展，你只想着自己，霎哈嘉瑜
伽又如何？现在的趋势是︰「噢！最好处于安全的位置。」因为他们见过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人，这些人对霎哈嘉瑜伽很有冲劲，
想炫耀

—

都要退去。所以另一趋势已经开展，我感到，在霎哈嘉瑜伽︰「最好站在安全位置。」

—

你看，在这两者之间，霎哈嘉瑜伽会迷失。 若你知道自己是天使，就不会有自我。任何人知道这是他的本质做一点事。就像今天
，我丈夫赞赏我，说︰「是你做这件事。」我说︰「不是我，不是我。」他说︰「你怎么说不是你？」我说︰「因为这是他们天
生内在已经建构好。一颗种子，若把它播放在大地之母，它自会发芽生长。同样，他们内在已经天生建构好灵量，它发芽，所以
怎会是我做的。」他说︰「大地之母也要让它发芽。」我说︰「不是，是大地之母已经建构好的质量，种子必须发芽。」他因此
说︰「那么是谁做这些工作？」我答︰「是太初之母，同意吧！」霎哈嘉瑜伽不是太初之母创造的，她已经在每一个人身上创造
了能成就事情的力量，不是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透过在大地之母的天生质量，即在种子内的质量成就事情。我来这里，不是
以太初之母的身分，而是以母亲的身分，以他们神圣的母亲来。作为神圣的母亲，我指引他们，你可以说，我像大地之母，令种
子发芽，因此另一种不执着临到你们身上，这是你内在的力量，它开悟了你灵量的天生本质，你是自己授权自己，所有力量都是
在你内里，我只是告诉你，你内在已经拥有这些力量，你自己看看，我告诉你，就像照镜︰「你是这样，你自己看看。」因此，
又怎能归功于我呢？ 所以你甚至能不执着的去明白，我们拥有的力量是为霎哈嘉瑜伽而设。就如母亲有力量为霎哈嘉瑜伽工作，
你也有力量为霎哈嘉瑜伽工作，就如她工作，我们也要工作。但有这样的执着︰「母亲在做一切，我们能做什么？」不，你要去
做。我想说，这是很重要的不执着，你要为自己而做，不是母亲要做

—

「不管如何，母亲在做一切。」对，某程度这是对的，但你是工具。在这里，电力在做一切，但这个工具也必须运作。 源头或许
在这里，但运送货物则要用工具。就如哈奴曼，你是工具，你要工作，你要做这任务，这是我们要完成事情很有活力的方式。哈
奴曼另一个了不起的质量是祂很有警觉性，祂超越时间。当你吃掉时间，时间在哪里？祂超越时间，因此，祂做的一切都很快速
。例如，我们在准备一本霎哈嘉瑜伽的书籍，在过去十六年都在准备。「母亲，这能做到，能做到。」我们尝试作出安排，把运
用霎哈嘉瑜伽治好的病人记录下来。「这样在发生，很好，在发生，在发生。」 我们要到俄国传播霎哈嘉瑜伽。「呀！在成就。

」所有恶魔都到达那里，天使仍在成就它。很有耐性，很有耐性的天使。哈奴曼其中一个质量是祂很快速，祂会在别人做这份工
作前就把工作完成，祂抢先一步。在特拉法加(Trafalgar)

作战，要战胜，要打败拿破仑没问题，但在正法的领域，在霎哈嘉瑜伽

的领域，我发觉人们不明白时间的重要。我们都是迟到大师，都有拖延的习惯，「好吧，我会打电话，我们会找出来，它会发生
。」这是我们最大的缺点，因此，我们要向哈奴曼学习。罗摩想下命令，祂命令哈奴曼带着祂的戒指去办这件事，罗摩没法做得
那么快，所以哈奴曼走去把工作办好。罗摩想要sanjivani，一种草药，祂派哈奴曼到一个特定的山脉去拿，哈奴曼说︰「为何要
浪费时间找草药，不如整座山拿来。」祂把整座山拿来。最好是快速地，马上去办，现在就是要把事情办妥的时间。 可是︰「母
亲，明年我们会看看，你也知道，在格纳帕蕾普蕾之后，我们才会考虑，我们要商量一下，接着，我们会有争论。」这样那样。
我们对哈奴曼的个性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当我们敬拜他，我们要有这种快速的脑筋，要现在就做，不能再拖延，我们已
经很迟了。我看到女孩子穿长裙，小家伙现在长成大女孩，快要结婚，所以我想，我的一生只会嫁给霎哈嘉瑜伽士。 要看到成效
，你就要快速，不要徘徊，亦不要只满足于其他事物，要正面，我们在做什么？例如，这很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有这样
美好的戏剧、表演，我全都很享受，对每个人这也是很好的娱乐，但仍有工作，我们都要去做，去做这些工作，注意力要放在工
作上。就工作而言，我们做了些什么？我很高兴，有个来自美国的建议，是关于电影制作，和类似的事情，接着有些障碍，我们
怎样拿到资金，什么要发生？你只要开展工作，就会拿到钱，你拥有力量，一切都会恰当的同步发生，你只要开始做就行。但若
你像人类般行事 — 先想想，再计划，接着取消计划 — 这将不会有任何成就。 虽然哈奴曼每时每刻都在右脉奔跑，祂做的事情却
是令我们的计划泡汤，因为我们取代祂在右脉奔跑。「好吧，你在奔跑？我会纠正你。」所以祂常常转移我们的计划，就这样我
们所有的计划都失败告终。我们在意时间，在意不重要的事情，但却不在意掌握我们在霎哈嘉瑜伽的进度。我们必须有目标，有
固定的时间 — 好吧，这个时间我们要达成这个进度，快一点更好。其他事情可以代你处理，但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人会代你去做
，这是你的工作。我是说你不用追火车，不用追飞机，不用追逐任何管理，不用追逐这种愚蠢的政治，但你要做霎哈嘉瑜伽的工
作，要传扬霎哈嘉瑜伽，要把霎哈嘉瑜伽带到让人们能看到的层次。 现在，十八年已经过去，今年是第十九年。今天是哈奴曼崇
拜的第一天，我必须说，你要历险，无畏无惧、集体地、个别地去历险，忘记什么会发生，我是说你不会进监狱，不会被钉上十
字架，这是肯定的。我是说即使你失去工作，也能找到另一份工作；若你找不到工作，可以拿失业救济金，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人
类通常坐下来就担心的无用事情，虽然如此，他们完成工作，做他们的工作，我很惊讶是他们怎样深陷于工作的罗网里。我在我
的家庭见过，他们怎样陷进工作的罗网中，他们要做这份工作，他们要早上起床，做这事情做那事情。 你没有意识到，你既是天
使，这亦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做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我希望借着今天的崇拜，借着这份热诚，这份好冒险的本质，
让你的右脉充满生命能量，让你没有任何自我的感觉，只感到如哈奴曼那么谦卑，你会做这份工作。
哈奴曼，试想像，有人给祂一条漂亮的金项链 — 项链上有很大很大的球，要祂戴上 — 悉旦给祂的，祂把球一个一个的打开，说
︰「罗摩不在球内，我要这些金有什么用？」她问︰「罗摩在哪里？」祂打开心，让她看︰「看，罗摩就在这里。」若罗摩在哪
里，我们就不能有自我。那么有活力，那么谦虚 — 这是怎样的结合。你就是要彰显这些质量。你越工作，越能坚持自己，你会发
现只有谦虚能帮上忙，唯一能帮你执行工作的是服从，你会变得越来越谦虚。但若你想︰「噢！是我在做。」那就完蛋了。若你
知道这是上天做的︰「Paramchaitanya(上天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成就万事万物，我只是件工具。」谦虚油然而生，你会是很有
效率的工具。 今天在这个国家，很需要也合时机，全都是天使统筹，我们要在这里做崇拜。这对你们全部人都是好事，你们真的
要探访这些传媒人，这些部长，探访他们，例如韦尔斯王子，去探访一些人，与他们见面，成立委员会，看看你能做什么，把心
思放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能做什么？」 但这里的人却︰「我母亲病了，我孩子病了，我这些事情出问题，我朋友病了…。」仍
然有这些问题。若你开始做神的工作，你的担忧会被接管，你不用担忧什么 — 担忧都被接管。这不是自我宣传，不是！是宣传集
体。我希望今天你们都已经明白，你存在体精微的一面，它就在这里，在展现，我能清楚的看到它，你们全部人都会在入静中意
识到你内在拥有什么，这是你能取悦上天最了不起的东西，你亦会得到上天的照顾。如天使哈奴曼一样拥有同样的信心，你要再
进一步，把它成就。 愿神祝福你们。 我要说到自我，这真的是西方国家的问题，为何他们有比印度人更大的自我。其一是右边，
就如我多次告诉你们，像加速器，左边像煞车器。若根轮不受控制，若煞车器不妥当，加速器自然不受控制。所以基本上我们的
根轮要恢复过来，要得到纠正。为此你要很努力工作。若你建立好煞车器，不管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什么工作，都不会有自我，自
我不能再控制你。 这是很重要，特别是西方，他们很危险的摧毁吉祥和神圣的观念。因此任何天使的力量必须在你内在完全建立
，那么这个力量就能成就事情，给你辨别能力，令你毫无自我。我希望今天两者都能在你内在建立，让你真的变成完全自信的有
自觉的灵，我称这些灵为现代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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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是他们称为Amavasya的完全黑暗的一夜，就在此刻，月亮开始再次出现。今天在这里，我们庆祝顶轮在这天被打开。你也已
经在照片看到，看到的实际是我的脑袋，照片在显示怎样打开顶轮，现在能拍下脑袋的光，这是现代能做到很了不起的事情。
现代为我们带来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能用来证明上天的存在，亦能证明我，也能用来说服你我是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现代
，要确认这个「降临」，要完全的确认，这是成为霎哈嘉瑜伽士的其中一个条件。
现在让我们看看现代发生什么，什么发生在人们的脑袋里。现代人的脑袋，若你去看看，顶轮是受到侵袭，这种侵袭由来已久，
不过现代的侵袭却是最差劲的，他们想令人的边缘系统感觉迟钝。压抑的小说，压抑的思想，压抑的音乐，你也可以说是像希腊
的荒唐悲剧。所有这些都是来自中世纪，直至…你应说，新时代已经开展。新时代对我们的边缘系统没有好处，它令我们很沮丧
，因此，我们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以逃避所谓的痛苦不幸。
接着来到现代，人们变得过度活跃，过度活跃开始，因此脑袋也变得过度活跃，加上过往的呆笨迟钝，它走往另一个极端的过分
活跃。为着要令脑袋再次迟钝，他们服食药物，听可怕的音乐，他们就是用这些方法令边缘系统变得很迟钝。药物本来只是用作
刺激，却越用越多，他们接着要服食更强烈的药物，情况就是这样持续着，现在我们知道，人们以为服食药物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
原因是他们谈的精神紧张。现代有被称为「紧张焦虑」这东西，过往从没有，人们也从不谈焦虑，现在每个人都说︰「我很紧张
焦急，你令我紧张。」什么是焦虑？因为我的出现，边缘系统想认识我，灵量也想认识我，随着霎哈嘉瑜伽的增长，灵量想在人
们内提升，因为你们变成管道，无论你到哪里，都能产生生命能量，生命能量挑战灵量，或给它一个信息，在不同的人里，它升
起，它未必升至顶轮，又或即使它到达顶轮，因为没有认同，它再次跌下。所以每一次，他们做了一些事，灵量就升起，给他们
一点压力，因为他们的顶轮未打开，顶轮的门未打开，门仍然关闭，令他们的头有种压力，他们不明白原因，所以称这种压力为
紧张焦虑。实际是灵量想推开这扇门，却没法推开。得到自觉的人，若他们不令自己的顶轮妥当，就会不停的焦虑不安。所以虽
然顶轮已经打开多年，我们仍要先洁净顶轮。
首先是打开顶轮，顶轮打开后，梵穴(Brahmarandra)就会打开，我们就开始感到恩典，它移到我们的左脉和右脉，是恩典，不是
灵量。恩典即生命能量散发四周，抚慰我们的左右脉，令我们的轮穴开启得更多，更多灵量的线能一丝丝的升起穿透。
我常常告诉霎哈嘉瑜伽士，最重要是静坐，若你的顶轮妥当，你全部的轮穴都会妥当，因为你也知道，Pithas(宝座)或所有轮穴的
控制室都是在脑袋里 — 在边缘系统周围。所以若你的顶轮是清洁的，一切事情都会以非常不同的途径成就。
人们常常问我︰「怎样令顶轮妥当？」这个大问题，你也知道，我是在顶轮，我降生在莲花的千片花瓣上，所以我能打开顶轮。
就如今天，你看见我，当然，他们说这是顶轮的幻象。对你，每时每刻这都是幻象，难以理解。就是要这样，不然你不能面对我
，来自我各种光芒，或如昨天你看到顶轮，某种…抽象难懂的颜色投射向各方，光线投射向外。
我说话时请不要拍照，好吗？迟些才拍吧，不用急，只要留心我的讲话。请留心，这很重要，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崇拜时不要
拍照，因为这是很热切的事情，我们要好好成就它。请留心，即使你不明白我的话，对你也会起作用，所以请你在我说话时要全
神贯注，这样会成就得更好。
现在顶轮是受你照顾，它是母亲的圣殿。当你说把我放在心里，实际你是把我放在顶轮，因为你也知道，梵穴是在那里，是脑囟
，有pitha(宝座)，能量中心，它们控制心，是至高湿婆神，你也可以说是湿婆神的宝座。所以当你把我放在心里，你实际是把我
放在那里。对两类人，要把它从心提升到这里，或把它从这里带到心都是个问题。
有些人的心很敏锐，我要说，在欧洲，意大利人的心很敏锐，他们一看见我，最先做的是把手放在心上。若你想在心里感觉我，
最先就是要这样做，这样做能较容易在你的心里感觉我。你或许会说︰「该怎样做？」
你们要像我爱你那样爱我，要相亲相爱，因为你们全都在我体内，你不能教导任何人怎去爱，心是内在的，你只要打开心扉，就
能彰显爱。我们要审察什么令爱停止。
其一是制约。在西方，表达爱被视为一种罪孽。要花一点时间他们才会说︰「我爱你。」但说︰「我恨你。」即使是小孩也能不
停的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憎恨人是种罪孽，对任何人，憎恨人是种罪孽。所以说︰「我恨你，我恨你」是罪孽的
行为。我们因此要说，要不停的说︰「我爱你。」不管如何，要爱一个你重视的人，任何对你做了一些好事的人，你爱这个人。
若太初之母已经给了你重生，这应是最容易去爱的事情，若她说︰「他们全都在我体内。」这样你们应更容易相亲相爱。
透过爱来洁净顶轮，这份爱没有制约，没有羞愧，不想抑止，也不期望任何回报，nirvach，却有太多制约。制约最先出现是当你
想︰「这个制约令我恨某人」或「我不能爱某人，因为这是种制约。」若你一个一个的看制约，它实际是那么荒谬。

简单点，我想你们明白什么是制约，我读过一篇文章，很有趣的文章︰「谁杀掉浪漫？」他说︰「理髪师。」我奇怪他怎样把浪
漫连上理髪师。因为我们常常去理髪，有一个人喜欢一种髪型，他因此说︰「我喜欢这种髪型。」假若他的未婚妻或妻子的髪型
是另一种，因为每天都要有新事物，丈夫马上就说︰「因为你的髪型，我恨你。」他就是因为喜欢某种髪型而爱这个人，不然，
他恨你只因你的髪型是另一种，「我不喜欢它。」说︰「我不喜欢和我喜欢」就显示你受制约限制得太多。你有恰当合适的髪型
，穿得恰当合适，你走出来，人们忽然说︰「噢！我恨你。」你是谁？我们有什么权利向任何人这样说？你不是法庭委任的法官
，为何你们要说伤害人的话︰「我恨它。」
相反，你应该要说︰「好吧，我喜欢你这样，但你能更好。」这是爱的征兆，你想人装扮得可爱动人。我们就是在这样根基的层
次看人。接着我们再进一步，看他有多聪明，多精明，多迷人 — 这是另一种虚假不真实用来描述人的字句。
你以为某种类型的人很可爱，这也是你思维的一种制约，你因此爱这个人，这份爱是那么表面外在，又或有些人扮作爱这个人，
全因这个人有钱，实际上并不爱，他只是不想与钱分开，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爱他因为他有钱，或他有一辆好车，或他穿上漂亮
的衣服，不管是什么原因。
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爱的杀手，若爱已被杀掉，喜乐也失掉。没有爱，你不能有喜乐。我是说喜乐和爱是一样的。它变得越来越精
微，我们开始说，爱我们的孩子，这是很常见的，我是说，当然，有些人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爱，你要明白，有各式各样的人，他
们不停的说︰「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再次是爱的死亡。我告诉过你，树的汁液向上升，到达每个果实，每
片叶子，到达树的每一个部分，再回来，它不会依附停留在树的任何部分。若它依附着树的任何部分，或因为这朵花漂亮而依附
着它，那么树会死亡，花朵也会凋谢，这就是爱的死亡。所以你要有爱，爱不会纠结，不会依恋，每一次当我这样说，他们都会
说︰「我们怎可以做到？」
灵的爱就是这样，与有制约的头脑的爱是不一样的，有制约的头脑的爱是有限制的，因为它受限制。
爱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内在的自我，它像个在你头顶上的气球，这个自我令你紧张不安。制约当然是像…就如你看到一张地毯，依
他们的制约而言，这张地毯不好，他们会说︰「噢！这是怎样的一张地毯。」或是什么，这种制约是非常低层次。
最高层次的制约至多只是你爱你的国家，因此，我的国家是最好的，不管它是否在杀害人民，是否在摧毁世界和平，它也是没问
题的，因为我属于这个特别的国家，它是最好的，我从不批评我的国家，我的国民。
它变得越来越精微，就理性方面而言，它甚至更差。因为理性上，若你已经明白某些好的事物，没有人能改变你。因为你是透过
脑袋去明白，这实际是很令人惊讶。我曾经读过一本泰戈尔写的书，一个英国人为他的书写了很好的序言，一个介绍，他说︰「
西方已经杀掉了创造力。」他问一个印度的评论家，说︰「你们不批评你们的诗歌，你们没有批评家？」「有，我们有批评家，
他们也会批评。」「你们批评什么？」「噢！他们批评…这一次，他们批评没有下雨，因此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说︰「不、不、不、不，我是说诗人，他们有没有批评诗人，批评艺术家？」
他回答︰「批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创作，他把他的感受创作出来，若他创作一些粗俗下流的作品，我们当然不喜欢，但这是漂
亮的脑袋创作出来的作品，必定是漂亮的。」「那么你们不批评。」他说︰「不，因为我们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那么你们
想创造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理性，我们对一切都有标准，对艺术，对每一种受造物，我们不喜欢这张地毯，为什么？因为它不迎
合我们理性思维的标准模式，与我们自己制定的框架不一致，所以「我们不喜欢它」，你能否制造这样的地毯？甚至只造一吋？
这个自我给你不获授权的行动，Anadhikar Chechtha，没有得到授权。你没有权去批评，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要批评，最好还
是去欣赏，你要明白，自己并未获授权，也不配去批评，若你不配，为何还要批评？
你也要知道自己是自我的奴隶，当你的自我支配你和你的才智…所谓的才智把你带到某一点，到某个标准，就变成特定小区、特
定国家、特定思想体系的集体自我，集体的自我。所以他们说︰「噢！我们，你看，我们认为没有艺术。」
这就是为何我们不再有艺术大师，我们不能有林布兰特(荷兰画家)，我们不能有，可怜的林布兰特必定受很多苦。你也知道保罗‧
高更(法国印象派画家)受很多苦，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受很多苦，即使是米开兰基罗也受很多苦。不单金钱上，不单是金钱，还有其
他，批评、批评、批评，我想人们已经放弃艺术。
我遇过一个很多产的艺术家，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你的作品？」他说︰「我不想给你看，我是为自己而创作。」我说︰「我
想看看。」我看到他的作品很漂亮，非常漂亮。我问︰「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他说︰「没用的，人们只会批评，我为自娱而创
作，他们只会破坏我创作的喜乐。」
所以，我们最基本是避免批评人，最好是批评自己，批评你的兄弟姊妹，批评你的国家，批评所有习惯，取笑自己，这是最好的
。若你知道怎样取笑自己，就不会反对或阻碍别人的创造力。
透过自我，你变得越权，什么也批评，自以为有这个权利，我们要问自己︰「谁给你批评权？」我们怎能批评任何人？作为圣人
，你们现在已是圣人，当然，你能分辨出谁有阻塞，谁散发坏的生命能量，谁有问题，你全都知道，你知道自己有这种分辨能力
不是来自制约，不是出于自我，而是真的能在指尖上感觉到，这是种内在实在的感觉。你是透过Bodha(感觉)知道，接着，你该怎
样做？在爱中，你要告诉人，可能的话，说︰「你这样做是错的，最好纠正它。」某程度他这样做，若你这样告诉他，他反而变
得更差，你对这个人完全没有爱心。让每个人成长吧。
霎哈嘉瑜伽有很多很好，很好，很出色的人，这是毋庸置疑，但也有很多我们称为难缠的人。我想他们的脑袋有某种瑕疵，有一

部分缺失，有些螺丝钉松脱了，我们知道，有些人有时的言行像小丑，我们帮不了他们，虽然他们可以是很有聪明，很敏锐。在
霎哈嘉瑜伽，他们不能降至你可以说「有可能成长」的层次。
若大地之母像太阳那么热，什么也没法生长，又或它像月亮那么冷，同样什么也不能生长。大地之母要处于中央，热和冷有恰当
的比例，才有生物能生长。同样，人类也要保持温和平衡，要明白不要走向极端，当你爱人，你就是在学习这种平衡。
在霎哈嘉瑜伽，你也知道我们要求一些人离开霎哈嘉瑜伽，这是出于爱，因为一旦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就得到改善，我曾经见
过他们有极大的改善。
当他们进入霎哈嘉瑜伽小区，就变成一种滋扰，因为自我，他们想成为更大的滋扰，或许制约也扮演着部分的角色，不管如何，
他们想成为滋扰，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说︰「请你们现在离开一会儿。」若这个人再没有滋扰的价值，他就变得老实，不再是种滋
扰。理论上，若你告诉这个人︰「这是我们要你离开的原因。」他会接受，但他也可以是很讨厌麻烦，我知道这种情况，你要有
耐性，要体谅，说话的态度要有爱心。
爱有种力量，令人不会做一些没有爱心的事情，爱是很有力量，它能以很漂亮的形式连系人，令人想做一些事情。就如你想给我
花，因为你知道我喜欢花，你想给我花以显示︰「母亲，我爱你。」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我知道你爱我，你只是想加强你对我
的爱，让我更能知道你爱我，所以你想给我花来显示你对我的爱，表达你内心对我的感受。
所有这些物质都能用来表达你的爱，能更容易向另一个人表达什么是爱，顶轮的整个力量就是爱。
若你看到这种情况，脑袋要去爱。从现在开始，你要透过脑袋和才智去验证霎哈嘉瑜伽的力量，若你能明白「不，分析、合成，
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要出于爱，简单的爱」，过往用来分析，批评，做各种荒谬的事情的同一个顶轮，同一个脑袋，现在却
想用来爱，享受爱，脑袋的顶点只是去爱，我们就是要到达这种境况。它只有爱，只知道爱，因为它看过爱的力量。你总结某种
理性的结论，就看到重点，像商揭罗大师有很多作品，像Vivekachudamani这些作品，还有很多契约，他却放弃再写这类作品，
说︰「不，什么也不是。」他只写赞颂母亲的作品，就是这样。
一旦你到达这一点，你可以说自己是处于无疑惑的状态(Nirvikalpa)，因为没有Vikalpa，你没有疑惑，因为你有爱，在爱中，你不
怀疑，不质疑，只有你有怀疑才会质疑，但当你爱，你不会怀疑，只有爱，因为你享受爱，这就是为何爱是喜乐，喜乐是爱。
经过那么多日子，顶轮终于打开了，我们要透过静坐，透过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再次打开顶轮。或许理论上能到达这一点，没有
其他途径，我们现在要到达最终，逻辑推理要完结，跳进爱的海洋，就是要这样。一旦你跳进爱的海洋，什么也不用做，只去享
受，享受它的每一个波浪，每一个色彩，每一个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是霎哈嘉瑜伽什么也不是，只是爱。
愿神祝福你们。

1989-0520, 佛陀崇拜
View online.
佛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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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聚首一堂，在这里敬拜佛陀。

你们也知道，佛陀原名乔答摩，他生长在帝王之家，后来成为苦行者。
因为他看到人类受三种问题之苦，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得出的结论
是，这三种问题都源于我们有欲望，所以他说︰「若你无欲无求，就不
会有任何问题。」他研读吠陀经，阅读奥义书，学习各种知识，去找很
多圣人，找很多不同的人，却都不能得到自觉。实际上，祂是降世神祇，
降世神祇要以不同方式到达自觉的不同高度，祂的整个潜能才能发挥出
来，而降世神祇有极大的潜能，只有门户打开才能显现出来。
佛陀意识到人类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因为自我，他们走向极端，从一个
尽头走到另一个尽头。佛陀因此在我们的整条右脉工作，自己则停留在
我们的自我上，控制我们的自我。若你看看额轮，中央是耶稣基督，左
面是佛陀，右面则是摩诃维瓦(耆那教的大雄)。祂们都是额轮之主，因

为祂们是这三个区域的统治者。

额轮这个区域是

Tapas，Tapas 即苦行。因为祂们已为我们作了苦行，因 此我们不用作苦行了，意思即他们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可以做的，这就
是为何霎哈嘉瑜伽士不用行苦行，他们在漂亮的地方享受美好的生命能
量，不用到丛林里，远离社会，不用在可能有蝎子、蛇、老虎，任何危
害生命的东西的地方躲藏起来。再没有苦行，佛陀在祂的一生

—

当祂

仍然在世，常常说︰「不需要过禁欲苦行的生活，完全不用过苦行的生
活。」若你读过佛陀早年的教诲，你会很惊讶他说过︰「不要有苦行。」
祂自己却经历各种苦行，但是在那时候，Samayacha，那时候，需要有人
尽力去宣扬祂的思想学说，所以他们要过这种生活，但祂却不相信禁欲
生活，此外，佛陀不是素食者。祂的死是因为一次祂走到村庄里，很饿，
Kiratas，「我想现在吃，因为我还

就问其中一个猎人，我们称呼猎人为

有工作要做。」他们说︰「早上我们杀了一头野猪，但要花点时间，肉

还未熟。」祂说︰「不要紧。」这意味深长，偏右脉的人吃了野猪还未

冷却的红肉，吃后佛陀就死了。

祂们做的一切都有象征性意义。就如我们发现基督一生的意义，也发现
佛陀一生的意义，这就是为何佛教徒变成素食者。因为佛陀吃未熟的肉
而死，所以他们变成素食者，这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要成为素食者。我们
知道得很清楚，有自我的人最好吃素，偏右脉的人最好吃素，左脉的人

则要多吃蛋白质。

祂想以爱心和温柔亲切来控制与祂一起的人，我们要明白祂的信息的重
点。有一个男孩来找祂，问︰「先生，你能否传授我佛教的知识？」那
时候并没有什么「主义」。「你会否把知识传授给我？」祂说︰「孩子，
只有婆罗门才能接受知识。」即有自觉的灵才能。「你是什么出生？」他
说︰「先生，我不知道。」他回去问他的母亲︰「母亲，我是什么出生？
谁是我的父亲？」她说︰「孩子，我很穷，我不知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有很多主人，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父亲。」「你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
她说︰「不知道。」他到佛陀面前，佛陀问他︰「谁是你的父亲？你属
于那个种姓(阶层)？」他说︰「先生，我没有种姓，因为我的母亲告诉
我她有很多主人，她也不知道我生于那个种姓，我不知道父亲是谁。」
佛陀拥抱他，说︰「你是婆罗门，因为你说真话。」佛陀的人生就是真

理。

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发觉，有些人很难对自己诚实，他们懂怎
样逃避现实，他们懂怎样处理。为着逃离实相，他们会争辩，或作一些
只是向自己。你的灵在你内里，在你的注意力
所以基督的信息可能是我们要让自己复活，但复活又怎么样？你要对自
己非常诚实，此其一，要先知道，你的种姓是婆罗门，你知道婆罗门，
你知道全能的力量，你感觉到它，你是真正的婆罗门。作为真正的婆罗
门，你必须是斯巴达人(Spartan)。我是说印度的说法，我们有婆罗门。
他们或许不是真正的婆罗门，却出生自婆罗门家庭，他们的祖先或许是

辩解。你在向谁辩解

—

下开悟了，现在你是向谁辩解？向你的灵？

婆罗门或类似的阶层，他们称自己为婆罗门。好吧，他们有何特别？他
们早上四时起床，所有婆罗门，你就是凭这样把婆罗门分辨出来。以这
个标准，我也是婆罗门。接着他们沐浴，完全清洁自己，再坐下来。

就如在印度的

shudra(种姓的第四阶层)，他们九时起床，传统上，他们 穿肮脏的衣服，把双手放进嘴巴，很不清洁，围绕他们的全是垃圾，他
们甚至嗅不到污物的臭气，因为传统上，他们都是做这种工作。很多婆
的家庭。因此，不是以出生，

而是以他们的习性，以

罗门，我们发现，真的是出生自
chati

shudras

来决定他们是否婆罗门。传统上，这是受他

们的社会接受，他们的头发蓬松，你立即能分辨出来，头发没用油，此
其一，头发没用油而又很蓬松；第二，他们不介意性生活，等同于恶魔
(rakshasas)，只有恶魔才对女人感兴趣，看着女人。实际上，根据往世
书(Puranas)，我很抱歉要说，这是恶魔的品质。因为当要炼制奶油，就
要有搅动，Amruta(蜜液)就制造出来，即来自海洋的神仙美食，毗湿奴
Kumba(宝瓶)，即盛载神仙美食的宝

瓶，恶魔强行把宝瓶拿走，因为他们更强大，更自我中心，也很狡猾，

所以他们能把宝瓶从天人手里拿走，在他们要喝掉宝瓶的美食时，毗湿
Mohini(迷人的女人)，他叫自己为美女，

就知道这是恶魔的弱点，他们拿了

Mohini

奴知道恶魔的弱点，他打扮得像

的意思是她的服饰，她的身材吸引你，所有恶魔都对她倾心，我

是说对「他」倾心，立即，我是说你能分辨谁是天人谁是恶魔。
例如希腊，他们把天人变成恶魔，问题就解决了。一旦他发现有人拿走
了什么，神话是这样说的，他傻笑的变成恶魔，他喜欢像女士般傻笑，
不要对他傻笑。他试着像恶魔般抓他发痒，自豪的说︰「美丽的女人来
抓我，令我发痒，哈哈！」他真是笨蛋，他很痒，然后就吐出来。他们

说大蒜是来自海洋的美食，我是说神话是这样说。

我在霎哈嘉瑜伽看到对自己不诚实的人，他们要先知道，自我是非常非
常狡猾，它使你成为另一个自我的奴隶。就如现在女士都上美容院，好
好打扮，穿上这样的衣物，全都打扮得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她们为何要
这样，但三四小时后，她们看来却和我一样，我不知道她们花了多了钱，
很令人惊讶，现在的头发以不用方式来修剪，所以你问︰「为什么你要
剪这个发型？」「这是潮流。」即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主
意，不管什么是时尚潮流，你就追潮流，不管潮流是否适合你。自我因
此受支配。就如有个企业家，他比别人聪明，比别人狡猾，当然，很多
人也是这样，这个企业家说︰「你可以在头上放一个果酱罐，把头发像
这样束上，你就看来很好。」他做了很多宣传广告，他的果酱罐头全都
售罄。我完全没想过能这样用果酱罐，我是说你完全没有自己的风格，
什么是自我？自我应能使你有自己的风格、个性和气质。当你遇见他们，
你分辨不出谁是谁。就像锡克教徒，你不能分辨这个锡克教徒和那个锡
克教徒，因为他们全都长胡子，你不能分辨这个或那个女士，每个人，
谁开展这种潮流？有些狡猾的家伙想赚钱。在印度，我们有种称为

不管是发式、服式或其他都一模一样，因为这是潮流。
tokni

的东西，是一种篮子，小篮子，但它忽然从市场里完全消失，他们不知
道它去了哪里，我是说不可能会这样，你能怎么办？这是小事，在美国，
为什么？女士用它来弄头发。我说︰「怎样用的？女士是怎样用小篮子
来弄头发？」「不、不、不、不，看现在，他们的头都不用油，所以他们
都秃头。」毫无疑问，若不涂油在头上，你们会秃头，我现在告诉你，
你会秃头，我们都是简朴的人，你也知道，我们不涂油，自动会秃头。
那么，你可随意参加任何佛教组织，就不用麻烦去剃头了。因此他们说︰
「我们现在都秃头了，要想想办法。」所以他们把这些小篮子放在头上，
篮子上还放假发，真奇妙。但为什么，为什么头上不能什么也不放？不
能，你必须有蓬密的头发，为什么？这是潮流。有天，有个女士告诉我，

她的小篮子掉下，假发也掉下，我就是这样才发现。

所以什么是…你们要明白，若你有真正的自我，你应有自己的品格个性，
理解力，有自己的特质，自己的气质，但这些质量却并不存在。佛陀做
了些什么？祂说︰「摆脱这一切，你的头发，你的睫毛，任何可以剃去
的，双手，双脚，一切，都剃去。」试想像若你追随佛教，什么会发生
Kashaya。」只穿一件僧袍。只穿

在你身上。祂说︰「好吧，只穿一件

僧袍来，剃掉一切，女士可穿两件衣物︰一件上衣，一件纱丽，就这样，

没有衬裙，不管你是女皇，或是做打扫的，都是这样。他们看来全都相

似，不用再追潮流了。但佛教徒却是你想及最时髦的人。若你到日本，
看到他们的时装，你会发疯，是那么人工化。我不知道佛教去了哪里，
佛陀常常赞赏自然的人，所有佛教徒都像这样迷失了，迷失在荒野里。
此外，偏右脉的人出问题，因为若你过于偏右脉，就忽略了左脉，忽略
了根轮，你要明白，什么出错？什么出错？直至你染上艾滋病，没什么
出错；现在，有某些出错，直至你生癌，吸烟有什么错呢？我是说，即
使在印度，他们宣传，若你手上拿着雪茄烟或香烟，看来就很棒，你像
个烟囱，但好吧…。他们就是对你说这些话来纵容你的自我，你开始照

样做，在做这事情的同时，忘记自己只是个傻瓜。

若我们听信这些狡猾的企业家行事，我们会失去美丽，是我说的。我们

有蒙娜莉萨(Mona

Lisa)，这些日子里，我们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她，只找

到蚊子(Mosquitoes)，真可怕。他们以为自己很美丽，却没有生命能量，

从任何审美角度来看，他们都不美丽。他们四十岁时，看来却至少八十

岁。

什么发生了？我们受自己的自我玩弄，我们的根轮迷失了。根轮是剎车
制，就像剎车制；右边则是加速器，左边是剎车制的根轮，有什么出错？
Brahmacharya，独身主义。因为若你过于偏右脉，

这就是为何佛陀宣扬

就有很多复杂情况出现。我听过很多过度活跃的人不能生孩子。首先︰

「有什么错呢？」接着，性格完全是干巴巴的，他们不能有孩子，若他
们意外有了孩子，孩子或许只会变成恶魔。过度苦行的生活会把你带往
右脉，所以佛陀说︰「不需要苦行禁欲。」是佛陀说的，虽然围绕祂，
受祂照顾的人都是过独身生活，佛陀却给他们平衡，照顾他们。所以一
旦你偏右脉，就自动变成傻瓜，没法生孩子，不能活得长久，就像吸食
可卡因(毒品)。你可以说，你加速得很快，变得很快速，你真的…要与
他们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速度如喷射机，而我
的速度则只如大象，我看着他们来来往往，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们有任何

联系。

要帮助这个自我，我们要敬拜佛陀，但最先的原则是尊重自己的贞操。
尊重佛陀即尊重你的贞操。你不用捐弃妻子，除非她们是可怕的，不用
捐弃丈夫。他们全都没有妻子。佛陀有妻子，祂捐弃了她；摩诃维瓦没
有妻子；基督从未结过婚，但在霎哈嘉瑜伽，毫无疑问，你可以结婚，
可以有孩子。就如我们在说，因为有自我，某程度上，我们对自己很执

着依恋。

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有三类人，一类是不管他人死活的人。禁欲主义者。
(印地语或马拉塔语)佛陀带来最先的信息是要对自己诚实，而我们最先
要诚实的是我们的贞操，你可以结婚，可以有妻子，可以有丈夫，可以

有孩子。

这个自我，最先存在着，创造了一类人，这类人只想着自己，只想着他
的野心，他的计划，他的工作，他的妻子，最多只是想着这些，又或想
着他的孩子，他的房子，他的车子，或许他的马，他的狗，至多只是这
样。除非他能扩展，不然，若你告诉这类人︰「我有点担心某人。」这
个人会告诉我︰「看，你完成你的责任，若他不想做，为何要担心他，
你要快乐。」「我又怎能快乐？我不是你的类型。」这类人也会说︰「这
是我的房子，为何我要担心没有房子的人，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的地
毯，任何人来我的房子，噢！坐在这里，把东西放在这里。」这样苛刻
可怕的人。我和我的东西，只想着我和我的东西，这个自我蔓延开，越
来越蔓延扩散。我相信是一种思想意识，就如希特勒，一些犹太人必定
曾伤害他，因为这种伤害，他的自我为他建造了一所很可怕的监狱，使

他想杀掉每一个犹太人。

这类人只想着自己︰「我，我，我的东西，我是最好的，其他人全是笨
蛋蠢材，我是最有才智，最聪明，我什么都知道。」就如有一个说法，
我在路上来时，看见一个盗贼，我走到一棵树隐藏起来，我是那么了不
起；接着盗贼来恐吓我，我给了他一切，我是那么了不起；接着盗贼再
来，带走我的妻子，我是那么了不起；自我认同确认，他非常快乐。每
个人都厌倦，都不满这类人。若这类人从这边来，没人喜欢，他们大部
印度有这类人，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很有名，很知名，每个人都知道他
们。所以现在早上，人们到公园散步，看见这类人从那边来︰「噢！天
啊，我们今天不进食。」我问︰「为什么？」「今天我们遇到最不吉祥的

份人都会跑掉︰「噢！他来了。」

人是他，就是他。」但他却准备妥当，像这样走路，「有什么错呢？」没
有人喜欢这类人，你或许只关心自己，但没有人会喜欢你，一个接一个
有时，当你看到西班牙人

—

国家都有这类人，有这种集体的荒谬。

即现在的霎哈嘉瑜伽士

—

曾经杀掉很多

美国人，你不能相信自己是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我是说你是与众不同，
那么美丽。什么令他们那么残暴？是自我，他们内在的自我，令他们看
不到︰「我们杀害的是人类，我们侵略他们的国家，我们在这里杀害他
们，我们没有权留在这里。」葡萄牙人也一样，他们全都在巴西消失，
虽然他们是属于葡萄牙，但在葡萄牙，只有二十分之一人留下来，他们
一点也不关心很贫穷的葡萄牙。西班牙人也一样，走到美国的西班牙人
说︰「那又怎样？我们赚到美国，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样那样做，我们
杀掉很多人，西班牙人没杀任何人，为什么要照顾西班牙？」这就是他

们的自我怎样带来这种毁灭。

我到过哥伦比亚，第一次，有个男士认识我，他问我︰「母亲，你是否
那位以灵性闻名的灵性领袖？」我说︰「是，我是，怎么样？」他在宴
会上遇到我，我很惊讶他称呼我为母亲，他说︰「你可否祝福我们国家？
让我们能以机智胜过美国人，让我们能用一些来自大自然的东西战胜美
国。我们有麦，生产麦，他们却以低价购买我们的麦，令我们难以维生，
出价那么低，我们真的即使很节省也不能做到，我们只能挨饿来把麦卖
给他们。」所以现在，在哥伦比亚的坡哥大，过往满是简陋木屋，现在
却变成发展得最好的城市，他们出门旅游全都坐头等，美国人吸食可卡

因(毒品)，还为他们洗脚。

这就是自我的回报，你要付红利，为你的自我付红利，重重的付。试试
戏弄你的自我，它会回赠给你。当然，在霎哈嘉瑜伽，这是最恶劣，最

恶劣的，我很怕看到人被欺骗。

旁边︰请下来。

我也要说说另一类人，他们偏左脉，常常抱怨︰「我头痛，我这里痛，
那里痛，我这样那样。」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就如我读过一本书，
Jerome，书里说有个人阅读，我希望你们不赶时间。书里形容这家伙看 医生，说︰「先生，除主妇膝外，我患上药物论(Materia
Medica)描述的

所有疾病。」医生问︰「你为什么没有患上主妇膝？」他说︰「因为我

不是主妇。」医生说︰「你怎会染上所有疾病？又怎样知道？」他说︰
「因为我阅读药物论，发现我患上所有疾病。」医生说︰「好吧，我开
药给你，但你不要立即吃，要走到五里之外才吃药。」他把药用纸包着，
在五里外打开纸，他发现什么也没有，在最后一张纸上写着︰「笨蛋，

不要读药物论，你没有病。」

在抱怨的人是另一个人，他们真的是亡灵附体，有时他们很麻烦，实际
上，若你只说︰「你好吗？」我只是说错话，他们就会向你说一张清单
的问题，「天啊！为何我要向这个人这样说？」这张清单，一张接一张，
「这样事情发生，这个早上，发生了这样，黄昏，发生了那样。」什么
事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食物那么差，他们待我那么差，霎哈嘉瑜伽士
那么差，他们没有带我来，他们找我麻烦，只留下我独自一人，没有人
理会我，他们待我很残忍，这个领袖对我很苛刻，他待我不好，诸如此
类，请换掉这个领袖，他这样那样做…。」他做了什么？「他不准我拿
水。」「哎！他为何不准你拿水？」他们就是告诉我这样的蠢事。
有时，我感到了不起的圣人迷失了，他们是第三类人，不关心自己，对
自己不费心，却理会别人的事情，为别人费心。别人有什么麻烦？我们
的领袖有什么麻烦？我对领袖的态度该怎么样？我要怎样对他？我对他
有什么帮助？我有否给任何人自觉？我有否恰当的给他钱？我是否合情
理？又或我是否常常麻烦他？我是否不停的埋怨母亲？这些人从来不满
足。一是过分满足，一是永不满足。处于中央的人是最不在意自己是否
满足，他只想看到别人满足，我们在佛陀的一生就能看祂是这类人的典
所以今天敬拜佛陀的人要知道佛陀真理的信息，这个信息，我们是透过
右边，透过我们的注意力知道，我们先要运用在自己身上。人们会告诉
我︰「母亲，他的生命能量不妥当，这房子的能量不好，这里没有好的
能量。」但说这些话的家伙却在我面前颤抖，像这样，我说︰「你的生
命能量又怎样？」「噢！我取得太多。」我也取得太多，拜托吧。

范，祂是怎么样，怎样尊重人。

有时霎哈嘉瑜伽士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重要，意识不到自己的重
自我，自我的精粹是

要。若他们的自我是对的，在这个

Ahankara

—

Ahambawa，就是︰「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是霎哈嘉瑜伽士。」现在要

老实，「诚实，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是宗教的追随者，普世的宗教，我
内在天生的宗教。」没有任何欺骗，「这是我的经验，我完全相信它，它
Ahambawa，我不知道怎样用英语来说它，

是我内在天生的。」这就是

可能是「我」，「我」，接着︰「我现在在地球上，这个生命是为神工作，

为此我必须纯真，因为我属于普世无玷正法(Vishwa

Nirmala

Dharma)，

我必须纯洁。我要透过静坐，透过观察自己来达至纯真，我要是纯真的
人，若我是霎哈嘉瑜伽士，若我与上天无所不在爱的力量连上，我必须
是给予爱，给予慈悲给其他人的媒介，我没有时间做其他事，其他事情

都是没有价值，我的注意力要纯洁，我的生命要纯洁。

虽然我这样说，但我做的却不是我说的，从早到晚，我都在欺骗自己，
我没有「我」，没有自尊。若有可能，为何不使用一些免费的东西？例如︰
「若母亲有所房子，让我们到这房子享受一些美好的时光。毕竟这是涅
玛拉的房子，免费的。」没有自尊，「让我们省点钱，有可能的话，在这

里那里省钱。」没有自尊。

我知道有这类人。例如，我们来印度格纳帕提普蕾两天了︰「母亲，你
会否只收我一天钱？」这很普遍，谁来付钱？我至少要付食物费，住宿
费，我必须付费，不像佛陀的时代，他们要捐弃整个王国，捐弃一切给
pai，捐弃一切，即使是他们的头发也要捐弃，捐弃一

切给

Dhamma，每一个

Dhamma，没带什么来，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父亲，什么也

没有，这就是佛教，佛陀的风格。佛陀的门徒就像这样，他们常常走千
里路，上千人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传教，人们看到这种境况必定留

下深刻印象。

今天的崇拜很重要，因为我感到自我使西方国家走远了，他们很需要佛
陀，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所谓的佛教，因为你要明白，他们能隐藏在佛教
伪装的后面︰「我们是佛教徒。」他们担心阿富汗，担心喇嘛，担心所
有人，因为︰「你看，我们是佛教徒。」佛教却没有真理，不是真理，
霎哈嘉瑜伽要建立真理，建立奉献。佛陀曾说︰「Buddham Sharanam Gachami ( 皈依佛 ) ， 我 向 所 有 有 自 觉 的 灵 礼 拜 ；
Dharmam Sharanam Gachami (皈依法)，我向正法(Dharma)礼拜，这个法是普世无玷正法； 最后是︰Sangham Sharanam
Gachami

(皈依僧)，我向集体礼拜。」

佛陀运用这三句口诀来解决三类人的问题。首先是

Buddham，有自觉的

灵，要尊重，要顺服委身于所有有自觉的灵。我发现一个霎哈嘉瑜伽士 以 很 有 趣 的 方 式 说 另 一 个 霎 哈 嘉 瑜 伽 士 ， 视 他
如

无

物

，

没

有

尊

重

。

Buddham

Sharanam

有八尊，我们却有很多人…所有觉者(Buddhas)都坐在这里，他们是知道
(vidjanas？)，全都坐在我面前，

Gachami，我向所有开悟的人(Buddhas)顺服。我数过，
的，他们是真知派(Gnostics)，是

我向他们顺服委身，就如祂说︰「Buddham

Sharanam

vidas

Gachami。」你必

须尊重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不管他是黑人、白人或什么种族的人；不
管他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印度或其他地方；不管他追随犹太教，伊
斯兰或任何宗教；不管他是合法或非法的孩子；不管他是来自贵族、有
钱人、皇室家庭或最穷的人；不管他有钱没钱；不管他妥当与否；不管
他过往曾经很差，忘记一切，忘记过去，他们全是开悟的人，必须尊重

所有开悟的人，顺服委身于他们的愿望。

我是说，我每时每刻都顺服委身于你的愿望，我现在变得无欲无求，我
要告诉你，你最好有欲望，不然我就毫无价值，我没有欲望。就如我欲
望的力量已经跑到你头上，我什么也没剩下来，所以你必须有欲望。
Gachami，这很重要，我们为普世无玷正法做

接着是

Dharmam

Sharanam
了些什么？

凡是为普世无玷正法的工作需要的，不管是金钱，你的房子，任何财产，
劳工，各种劳工，我看到有些人会做各种工作，有些人却什么也不做，
所以我们真的要编制执勤人员表。例如，第一天，所有打扫由领袖来做，
第二天，打扫由所有女士来做，或她们做点事，那么你就能知道该怎样
互相尊重。一旦你开始做点事，就真的得到尊重。批评很容易，批评别
人很容易，我见过有人连两行诗也不懂写，却批评莎士比亚，批评杜卡
拉姆(Tukaram，马拉地圣人)，批评格尼殊哇(Ganeshwara)，连两行诗都
不能写，你在批评什么？即使一种颜色也不懂涂上，却批评这个，批评

那个，我是说，他怎能批评任何人？

没有给任何人自觉，什么也没做的人，只批评领袖，领袖却给了很多人
自觉，你又给了多少人自觉？请你像这些人那样做一点事，你就能批评
人。一切都是透过批评完成，我想批评是对自己做最差劲的事情，因为

批评是最堕落的自我，没有

Ahambawa，没有「我」。好吧，他曾写下这

样漂亮的诗句，我也会写，不，祂已经写了，有点不对，巴巴，你像这

样写开始的两句︰「母亲，他的英语还可以，但仍然…。」你的英文又
怎么样？或你的西班牙文？你懂西班牙文吗？不，若他不懂英语，你为
何要批评？批评握杀所有艺术，就如我曾经告诉你，握杀一切，握杀我
们的创造力，握杀我们的品格。你每时每刻都在颤抖，不会再有如林布 兰(Rembrandt，荷兰画家) 或米开兰基罗，或 Barbini
这样的人，再没有

这样的人，因为你什么都批评。

在澳洲，他们建造了很漂亮的…我要说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创造，你可以

称它为船，要启航，一座建筑物，歌剧院。直至今天，他们仍然在批评，
但当他们要向人介绍澳洲的照片，他们却展示这所歌剧院的照片。就如

玛丽‧安托瓦内特(

Antoinette，法国路易十六的妻子)，若你要看

Marie

什么是漂亮的建筑，就要看她的王宫。

若你是专家或大师，批评没问题，对吗？大师当然有这份权利，但你，
你甚至一丁点艺术也不懂，你怎能批评？这个邪恶的自我。在佛陀的一
生中你能看到，祂是光，祂是开悟，祂是慈悲，祂是知识，祂是喜乐，

在祂一生中，你看到祂从不批评人。

祂把批评所有亡灵、恶魔、魔鬼这份可怕的工作留给我，祂只做较容易
的工作。为何要打墙壁？别管它，我希望我能做到但不能，我曾经尝试，
我在首三年尝试过，但你就是帮不了忙，你就是要抗争到底，但你不互 相批评，我感到受伤害，就如我的一只手批评另一只手。
我可以不停的谈佛陀，不停的说，祂以祂的一生教导我们很多漂亮的事
情，若你真的要内在吸收祂的精神，我们就必须从内在开始不执着依恋。
每一个宗教都是被它的追随者摧毁，佛陀说︰「不要敬拜，甚至不要谈
神。」祂说︰「不要谈神，只谈自觉，先让他们有自觉，不要敬拜什么。」
祂说︰「就是不要敬拜。」因为祂知道没什么值得敬拜，但他们却弄些
佛塔来敬拜，敬拜这敬拜那，没完没了。他们说这是佛陀的牙齿，我是
说你怎能有佛陀的牙齿？当佛陀去世，你是说祂拔掉牙齿或是什么？他
们在敬拜佛陀的牙齿，牙齿没有生命能量，我见过，它什么也不是，我 理解为何敬拜头发或指甲，但四处却都在敬拜祂的牙齿。
我知道霎哈嘉瑜伽士不能伤害破坏霎哈嘉瑜伽，若他们这样做，会失去
生命能量，所以要小心。但自我，我见过人们即使失去生命能量︰「不，
我没事，噢！我有生命能量，我没事，这里是那么大的…。」愚弄你是

自我的工作，所以要小心，「我没事，我没有问题。」

今天这个伟大的时刻，让我们想想佛陀经历的危险时刻和祂怎样为我们
创造了霎哈嘉瑜伽，让我们能沐浴在慈悲，辛劳，奉献，牺性的真理之 光下，真理使我们变得美丽。 愿神祝福你们！ 印地语
你是否感到很热？好吧？把双手向着我，就如冷气开放，我这里感到很
冰冷。我在想着你给我那些美丽的东西，佛陀从来不曾拥有过，祂从来
都没有任何舒适。所以现在我们要显示我们配得上，这是祂用的字句，
Arahant，配得上，你是否配得上？配得上霎哈嘉瑜伽？我们要配得上霎
我们现在开始崇拜？

印地语/马拉塔语

哈嘉瑜伽，就是

Arahant

这个字。

印地语

谈佛陀使我完全冷却下来。做崇拜时，把双手这样放，你们全部人。崇

拜时，不要闭上眼睛，这很重要，也不要垂下头，因为你们全是霎哈嘉

瑜伽士，真的很冷，你们又怎样？感到热吗？

很好，我试着改变，有时我做得过分，我做了二十一次，好吧，崇拜要 以西班人开始，祖，来吧，你没有妻子，好吧，没关系。
要暖一点，呀？做完我双脚，好吧。

把它拿到这里，倒水，你怎样处理？不，不，好一点，很好…你要…孩

子怎么了…他们全都长大了，是吗？我们要所有国家的领袖来，又或每
悉哈达，你好吗？没有痛楚，没有…今天我们要庆祝悉哈达的寿辰。

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好吧，来吧。

1989-0617, 摩诃迦利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迦利崇拜 温哥华 1989年6月17日 今天在温哥华这个城市，我们聚集在这里为这国家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祈祷。我们要知道
，有许多负面力量在运作，必须要举行些崇拜，针对摩诃迦利的力量。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做摩诃迦利的崇拜。摩诃迦利的崇拜
如同你做女神崇拜一样，而首先摩诃迦利的力量来到这个地球。太初之母以摩诃迦利力量创造了锡吕﹒格涅沙。然后，祂上升到了
摩诃莎娃斯娃蒂Mahasaraswati，以这力量祂创造了整个宇宙。以此祂创造了这个世界，以一种非常美丽的方式，伴着伟大的安
排和组织，人类因而诞生，因为对人类来说气候和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和谐。 因此，气候也在人们的性情上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在
人们的追寻上。就像在印度，我们可以说，气候非常适合冥想。从很早的时期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国家，而从一开始我们有先知们
在丛林中追求真理。原因是，在印度，它的气候非常好，你可以住在丛林里，没问题。所以他们很容易摆脱生活中所有的肤浅并
且严肃地去到丛林，致力于他们自己，寻找真理。因此他们发现了真理，那就是昆达里尼，它是我们内在的力量，祂使我们得到
自觉。 但这形成，然后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并且他们形成的学校，被称作，或大学，称作同一宗系gotras，从孩子五岁起就送他们
到这些学校。到五岁前，他们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这些孩子被送到了那里，接受了所有关于日常生活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制度
很不一样。通过他们的教育他们使孩子觉知所有的一切，专注，和一个完全的独身禁欲，因为所有在同一宗系里的都不能结婚。
即使在今天，假如我属于这一宗系，我不能嫁娶同一宗系里的人。所以即使今天，它更是如此维持。就像在大学里你不能彼此结
婚。所以孩子们维持像兄弟姐妹一般，他们总是这样感觉着，兄弟姐妹们的感觉。 Gotra=lineage 以同样的方式，你看，在许多
方面，在印度建立了很强的根轮，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像中国，我们有古老中国和埃及，然后我们有希腊
和罗马。所有这些国家不重视他们的根轮，那是摩诃迦利的力量创造了根轮。摩诃迦利创造锡吕﹒格涅沙散发出圣洁、吉祥、智慧
、神圣的智慧；并且祂建立了锡吕﹒格涅沙在我们的根轮。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我们的根轮，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弱，我
们开始感染负面得多。那些有良好的根轮不会那么快被感染。而我们被感染，我们更会被那些负面的人伤害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
不好的根轮，他们可以影响我们。 现在所有的导师和所有那些假导师都来到西方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会比在印度有更
多的影响。像Rajneesh一样，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人。佛洛伊德，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人。但在这里，佛洛伊德已经对人们
造成了无法避免的伤害，他们准备来伤害这些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人来到这里开始行动，他们非常成功。所有这些都被发
现是非常松散的性格，他们正暴露出来，这是很好的，无论是负面，无论是虚假都被暴露出。 但仍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有
一个强大的根轮那么我们内在的摩诃迦利力量是最强的，因为我告诉你，首先祂创造了锡吕﹒格涅沙因此祂所有的力量实际上表现
在\ Omkara，那就是锡吕﹒格涅沙；而这个在我们内里锡吕﹒格涅沙的力量，代表着摩诃迦利完整的爱和祂所有摧毁邪恶的力量。他
们连手，我们应该说，每一个光有它的光辉围绕它，或周围有辉光；以同样的方式，摩诃迦利Mahakali光有辉光，如同生命能量
，那不是别的

就是\

Omkara和锡吕﹒格涅沙。现在锡吕﹒格涅沙面向，我已告诉过他们，如果你从左边看那是碳，从右边看那是Omkara,
Aum，像这样写\。如果你从右到左看，你会看到它就像swastika卐。如果你从下面往上看，你就会看到它像是一个十字架È
。现在他们已经证实过了，他们已实验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并且宣称它是这样的。 所以，Omkara\这个面向在我们内里的右边
。而左边是swastika卐。swastika卐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工具，如果你使用它右边的面向
那么当然是好的，它作用于建设；但如果你使用它的左面，我是指的反时钟的方向，那么它是破坏的 毁灭的。所以swastika卐，
当它以正确的方向移动时，顺时针在前面，和逆时针在后面，如果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移动前进，所有的负面被抛出到周围去，绝
对不能进入。但是如果它往左手边移动，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因此，即使你移动swastika卐，现在看看，创造了一种开口。
如果你做一个swastika卐并去看，它是打开的。但是如果你移动它这个方向，就没有开口了。它持续关闭，一个接着另一个。因
此，往左边移动，它开始向这些负面力量开放。这正是在西方发生，他们的根轮向左边移动，逆时针方向。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
道德原理，完全地违背基督，让所有这些亡灵进入他们自己。 现在霎哈嘉瑜伽有一个问题，在西方，人们不想听到你应该道德。
他们发现这很困难。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必须有道德，他们认为我们是原教旨主义者或类似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我们
必须成为有道德的人，现在他们看到了结果，他们得了艾滋病，他们得到了所有的疾病，所有这些麻烦；从那他们已学到我们的
根轮应该要良好，否则，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来到。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他们犯了错误。所以这是另一个自我的问题他们认
为的：“哦，他们是很荣耀的，他们应该被荣耀的，他们做了一些新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割鼻子，你就不会去颂扬这
些人。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的荒谬仍然是稳固的，人们不怎么反对它。 但是苦难太多了，无论你怎样尝试，苦难
都存在，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做错了，他们做错了，这是他们应得的。但无论是什么，尽管他们–可以说鲁莽或愚蠢的举动，不管你
怎么称呼它，他们得救，而必须为他们做的，毕竟他们都是求道者，他们值得被救。但他们却不了解自己的仁慈。对他们来说，
仁慈就是他们的自我应该得到满足。 霎哈嘉瑜伽不是这样的，你只是把灵注入某人然后这人感到绝对兴高采烈一段时间，随后就
结束，它是要成长，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它在我们内里成长，它需要时间，有时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
知道我们是基础，我们是在灵性史上做最重要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做过。因此，我们正在做一件大事，我们
应该对我们自己非常满意，并且应该有信心，因为这需要有质量的人。你不一定要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应位居高位；尽管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也许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可以成就，假以时日。如果土壤不好，那么树就得深入地向
下。同样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 但是不要感到沮丧；不应该感到不安，因为即使你一个人你是一个圣人，而圣
人为那国家带来所有的好运，所有的吉祥，所以不须感到任何的绝望或不愉快。而是试着建立你的深度透过冥想和在集体中稳定
下来并且互相交谈。我相信这会成就，摩诃迦利的力量将会彰显出。在这崇拜之后我相信会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正如你所知道
的，所有这些假导师已暴露出来，现在他们多数露出台面。他们当中的一些已经死了，其中一些已经暴露出——已经发生了。渐
渐地，他们都会消失。我们不必去担心他们。我们应该担心我们自己那些负面不应该落在我们身上，负面落在霎哈嘉瑜伽士上令
人沮丧。他们觉得：“我们很少，别人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这么少？”' 我的意思是这没有关系。必定是如此，没关系。有更多的人
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应该有的是质量。我们应该有很好质量人的那是很深入的，那是明白霎哈嘉瑜伽，那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即
使是你有许多的人而他们不知道任何霎哈嘉瑜伽，他们是无用的。所以你不仅要有这份对上天神性本质的爱并且也要有霎哈嘉瑜
伽知识。这两件事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知道那个人的一切。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将
接受霎哈嘉瑜伽，许多将会开始公开地谈论它，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即使是些国家没有能取得许多成果的，或者我们可以说
些城市，都会突然跃进。 我对多伦多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多伦多会发展得很好，我相信今晚也是，我们会有很多人坚持下去。
因为有上千的人没有用，最终出现两个，像那样的事，一般经验。所以这会是个很好的主意。今天的祷告应该是，发自我们内心
，让我们得到非常强大的格涅沙力量，让我们获得。其次这个力量应该是要摧毁所有那些负面。即使不集体那也是负面。所有集
体的问题，或是所有这些负面问题都必须透过我们展现出的摩诃迦利的力量摧毁。 愿神祝福你们

1989-0719, 生命能量崇拜
View online.
生命能量崇拜 1989年7月19日（德国） [(A noise is made by the loudspeaker. Babies start crying.) Shri Mataji: I think better take
the children out for a while. Just it would be better. Hello, hello, hello! I think better take them out for a while. They didn’t like.
Stops.

(Babies

suddenly

stop

crying.

Laughter.

Shri

Mataji

laughs)]

有人问我：

「今天我们要作什么崇拜?」我保持神秘。今天我们是向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 ，神的爱的全能力量敬拜。 我们知道生命
能量成就万事万物。思维上，我们起码知道万事万物都在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的恩典下成就，那是太初之母的力量。但
这仍然未在我们心里，未在我们的关注下。我们可以视生命能量为海洋，像海洋一般，包含所有事物在它里面。所有事物、所有
工作、万事万物都在它自己的限制里。所以祂不能与任何事物相比，你不能拿祂作比较。 例如，你看到太阳，那来自于太阳的阳
光必须照射工作。若你看到某人，例如一位有权势的人，他的权力只能外在的表现出来，在他内里没有什么作为。又例如，一颗
种子只能由种子里长出树木，结出果实，果实出售后，人们便可以吃到它，所有这一切都在种子里面。这就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
量。 我们都包含在生命能量之内，我们看到波浪，是因为我们在波浪之上，才能看到它。在不正常的位置，被分离了，就像我们
感到「这是德国」 或「这是英国，这是印度。」 生命能量就像被叠起的纱丽，祂看来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并不，祂是连续的。所
以这种连系是绝对完全的。若我从这里抽出一条线，整条线会被拉出。同样，这生命能量是在内里运作，绝对不是在外运作。若
你是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祂对你会特别关注，或我可以说，祂变得与你绝对的合一。无论你有任何欲望、任何要求，也全都来自
同一生命能量。 如果你与祂合一的话，就像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洋，数滴海水被抛至飞扬于空中。它们想：「我们在上面，我们离
开了世界，离开了海洋。」但是再次的，它们必须跌回大海。这无形相的能量拥有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协调、所有的组织、所有
的电脑、所有的电视、所有你可以想及的沟通、统治和管理。最重要的是，祂是爱，祂是神的爱，以及你母亲的爱。 所以，要与
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合一，你们必须变成实相。就像你拍摄我坐在这里的照片，虽然只是照片，我的照片却发放生命能量。但
若是其他人的照片，它不能成就霎哈嘉瑜伽。原因是这人并未变成实相，就像你们看到的一幅绘画，下雨的图画，画中的雨并不
能滋润花朵，也不能弄湿各位的衣衫。雨是静止的，在无明中，我们就像在图画中的雨，对实相静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为自
己可以成就所有事情的理由。 若现在有任何人说：「我看到这图画好吧，我会令雨变成真实。」你不能，为什么？就算你用不同
的颜色画图，可能出现不同的效果，但它没有实相的能力或品质。人类常常在处理不真实的东西时，以为自己正在处理某些伟大
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把真实的花朵摘下；我们可以感觉它；我们可以制造塑胶的花朵；我们可以把花朵绘画成与真实的完全
一样，但我们不能靠自己生长出花朵。我们必须求助于实相，是母亲大地生长出花朵。而太阳亦会帮助母亲大地。 所以，你们所
有霎哈嘉瑜伽士必须知道在实相中，你们什么也没有做。每事每物都是生命能量所成就的。这是非霎哈嘉瑜伽士与霎哈嘉瑜伽士
的分别。一位非霎哈嘉瑜伽士并不知道，就算他知道，这也不是他真心相信的真理，也不是他存有的一部分。但一位霎哈嘉瑜伽
士却知道，实相是生命能量，是这实相成就万事万物，这实相就是上天的爱。 我们常常把爱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对我们来说，爱
是对某人作出某些疯狂的行为，并没有关键技术指南，教导我们怎样去爱。没有任何人能解释：爱是怎样运作？当我们爱某人，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怎样做？我们以为自己爱你。但明天我们却说： 「我恨你。」这怎能算是爱？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
的家庭；爱我们的朋友；那全是那么不真实。若这是真实，那是永不衰败。所以我们不能肯定，你今天可以为你的儿子做一切的
事情，可以因为你的儿子而变得很自私，但你不能肯定明天他怎样对待你，或你怎样对待他。 但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知道，祂知
道怎样去表达祂的爱。不只如此，那是永恒爱的感觉，祂可能改变祂的色调或颜色，但祂对爱的关注，却是一样的爱的精粹。是
关心，甚至，例如某人犯了错，上天只关注该怎样去纠正他，关注我们说是「Hita」，是福祉，这种对福祉的关注常在。无论祂
是以怎样的模样显现，祂可以表现得残酷，可以表现得亲密，可以表现得纵容。无论祂以怎样的模样表现，就像波浪一样。无论
祂看来是怎样，但实际上，祂是为你的福祉，为你的福祉而工作，不单为你的福祉，也为集体的福祉。祂完全知道必须去做什么
，怎样可以成就事情。祂并不需要从别处学习。因为完全知识的关键技术，就在祂之内。那是智慧、知识和爱的宝库。所以祂不
会有任何偏差。 当你成为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祂常常关心你的福祉。你是否被惩罚？是另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得到工作，另一
些人可能没有工作，一些人以这个途径成就，另一些人却不能以这样成就。有人会说：「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怎么会这样？
」那全为把你纠正，那是极大的翻腾。无论怎样的改正，都是为着你的福祉。若你明白这一点，你将永远不会感到失望。 祂不会
关心自己的福祉，因为祂本身就是完全的福祉。祂从不想及怎样可以令自己更有利益，和对自己更有帮助，因为祂并不担忧这些
。例如某人已经拥有所有世间的物质，但他仍会关心怎样去得到更多，这是贪婪。但因为生命能量是完全的Purna，祂没有贪婪，
祂感到完全的满足，因为祂是那么有能力，那么有见识。祂没有怀疑，没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没有人可以伤害祂，祂没有恐惧。
你们全都应该感到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令你有一个毫无恐惧，平和和喜乐的人生。就像当一个孩子找到他的母亲，他便停止
哭泣，不再哭泣，是因为他找到他的母亲。同样，你已经找到生命能量，以及与祂连接了，所以你不再有任何忧虑，不用再想及
任何事，不再需要计划任何事。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跳进去，只跳进去并知道，你已经变成实相的一部分。若你明白这一点，我视
我们已经成就了一件伟大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德国，你们都知道，在德国曾经有人想粉碎人类的希望。虽然这种事情曾经发生，
所有这种可怕的事情曾经发生，很多人因此死亡。当然，他们再次出生，这不再是问题了。当这种情形发生，他们认为整个世界

将会完结，他们是那么忧心，以为整个世界将会完蛋。但世界并没有完蛋。 这场战争给我们上了一课，令我们更加集体，令我们
互相了解。不然，你们怎能从无明中走出来。我们是这个国家、我们是那个国家、种族主义。那些所谓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
，所有这些分裂的力量，分裂的东西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全都是人类。我们必须被以人类来对待。 若你看看历史，每一次战争
之后必定有一个快速的运动，朝向全球一体化的知识而去。这像你拥有一艘太空船，有一个内置的太空仓，一个接一个的发射。
当到达相当的速度，处于最底部的太空仓，便会爆发或爆炸。当它爆发，它令其他太空仓产生更高的速度。那么速度便会加速，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到达太空。同样，所有已经发生的可怕事情，像爆炸一样，令我们知道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活在不真实
中。 现在问题，今天的问题就如生态问题，艾滋病，毒品，所有这些现代的问题以及贫穷，若你像旁观者一样去看，你会感到很
震惊。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事物，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必须真正的令我们思维上产生震动。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问题？一
些愚蠢的领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可以以赚更多的钱来解决。若我们有更多的钱，我们便可以保护环境。我们污染环境，是因为
我们会有更多的钱，我们为着保护自己。所以每个人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面具，我们必须赚更多的钱，以保护自己生态问题，
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像在一个充满难闻气味的地方前进。 所有这些愚蠢的念头，全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人类的尊严，人类
是高于所有事物，所有机器，所有这世界中的物质。他们不会谈论怎样令机器平衡，不,他们所谈论的，只会令人变成机器的奴隶
。因为他必须拥有金钱，他必须拥有更多的钱。因有更多的钱，我们便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生态的问题，那真是荒谬。若你明白
人类的尊严，你必须明白作为人类，我们必须采取正面，有智慧的步骤，去阻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所有荒谬的事情。 就像现在大
部分法国的海岸海滩自然而然地都受到污染。因为他们开展那可笑的，称为「到海边渡假」的活动，这就是后果。「你喜欢怎样
做，便怎样做。」 现在你不应做这种事情，必须停止。但人们的脑海，不单不明白， 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们还说：「我们会
开展另一新的方法去清洁它。」因为他们对这种在海边可笑的生活，像吸毒般的沉醉。令他们永远也不会谴责自己。这是错误的
。 现在的艾滋病在美国，你会感到很惊讶，他们说单单在洛杉矶七十万人，为自己树立艾滋病烈士纪念碑，只为他们过着这种荒
谬的生活。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大革命，非常非常伟大的革命，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支持艾滋病，以艾滋病为荣。你相
信这种言论会被接受？人们会因此耻笑你，但所有事都是那么金钱取向，他们喜欢宣扬它，他们谈论支助金钱。他们想说，这样
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们想有更多的钱，他们想吸食更多的毒品，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他们偷窃。我们必须给予他们金钱，那么
他们便可以吸食毒品，或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整体上，你看看，人们活在虚幻中，绝对的不真实。当到了面对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不该犯的错误时。他们从现在的生活模式中撤出，但却进入另一光荣形象，人工化和虚幻的生活模式。说：「啊！我们很伟大
，

我们是烈士(martyrs)」就是这样，我们称为斗争期(Kali

Yoga)。在斗争期每事每物都是不光彩，令人憎恶。所有我们从中得到保护的事物，会变成人们想达成的目标。

我希望你们明白

，在你们四周那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正在成就霎哈嘉瑜伽。是祂带领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是祂给予你所有的祝福，是这生命能
量成就万事万物。所以，今天的祷告我们要更加意识到：我们是这生命能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感觉祂，我们可以运用这力量，
我们可以成就祂。若你们今天有这样感觉，我想很多工作已经完成。愿神为此祝福你们！ （当你在作这个崇拜时，请紧记你是向
我的生命能量形相敬拜，你只要想着你正涉及实相本身，以这样的理解来做这个崇拜。愿神祝福你们！） Can we have the…
(While) talking Paramchaitanya went out of My head. Yogi: The vibrations are incredible. Shri Mataji: It’s tremendous. I just
can’t…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So…

1989-0723,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普祭讲话 1989年7月23日于意大利Braies湖 今天我们不得不比平常多花一点时间，才来到这个舞台，真正地崇拜导师。当我
们对我们的导师做崇拜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实际上正尝试唤醒我们内在的导师原理。你不仅仅是在这里崇拜你的导师，你也许
做过很多次崇拜，也许生命能量会流动，也许你会被它充满，感到被提升、被滋养，而且这种滋养必须存留在我们内在。因此，
要永远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崇拜任何外在的原理，都是在试图崇拜你自己内在的原理。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所有人内在都有导
师原理。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导师原理被美妙地画在脐轮的周围。我们从未看到任何轮穴与导师原理相连。你们看，环绕
脐轮的部分是幻海（Bhavasagara），这个迷幻的海洋不可能是导师。因此隐藏在我们内在幻海（Bhavasagara）的这个轮穴要
得到唤醒，要去显现，要得到彰显。正如你们所见，这个原理的范围是由腹轮的移动来界定的。 腹轮首先给予我们的是创造力，
一个导师本质上必须有创造力。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你就不可能成为导师。比如，面对那些需要你去转化的门徒时，
你要创造一种上天神力般的言词去触动门徒，或者面对那些受你吸引，将你视为导师的人，你要显示出你比他们有更多的神力。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非常普通，无法创作出美丽的词句，或者幽默诙谐的语言，或者美丽的绘画、挂毯或建筑；如果你
缺乏创造力，那么你也会缺乏导师原理，因为一位导师必须在普通人身上创造出特别之处。他应该能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一个
新的人格。因此你要明白你内在首要的原理，就是，你要能在一个人身上创造出新的人格。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你有提
升灵量的能力，你有治愈别人的能力，你有侃侃而谈的能力。尽管如此，如果你不能从你交往的人身上创造出新的人格，那么你
就不是导师。而这新人格必须是一种特别的由慈悲和活力的独特组合而成的人格。因而在你的创造中使用慈悲的能量是很重要的
。你只能通过仁慈而不是愤怒来塑造一个人，也不可能是通过压迫，或者通过炫耀你导师的力量来塑造。除非你非常小心地处理
好情境与人的个性，对你要给予自觉的人表现出所有的尊重、关心和爱；不然只是炫耀你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只会让人对你产生
畏惧，一段时间后，人们会不愿再见到你。 因此导师原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去创造。许多人得到了自觉，在那之后他们也许呆在
一些灵舍里，他们参加普祭，享受音乐，他们也许还会跳舞，他们欢笑，他们很合群，但他们的导师原理仍未得到唤醒，除非他
们创造出更多、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因此，一个导师的愿景应该是“我会创造多少霎哈嘉瑜伽士？我如何运用创
造力去创造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 ” 尽管腹轮的基础或者本质是美学，但它的力量和能量来自注意力。如果你的注意力摇摆不定
，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如果你的注意力只会批评别人，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的注意力显示出你是一个轻浮、荒谬的
人，那么你的导师原理就浪费掉了，霎哈嘉瑜伽的成果浪费掉了，你的导师工作也浪费掉了。 最起码，首先注意力必须纯粹，但
是纯洁的注意力并不意味着苛刻，不意味着苦行主义，不意味着你约束你的眼睛，象眼罩约束马匹一样，而是在完全地自由下你
的注意力被集中起来。我们最关注什么呢？据实而论，在人类的层面，我们的注意力大部份时间放在我们所爱的孩子、妻子、丈
夫、家庭以及亲人上。因此只有当你对他人的注意力有仁慈和爱时，你才能给他人带来自觉。如果你让他人得到自觉，就必须对
他有强烈的爱。如果你（的爱）没有达到这个强度，你只是移动你的双手提升灵量，以为你的母亲已经给予你力量，这样不能给
自觉。这个强烈的爱只会让你在纯粹的注意力下获得成功，我认为纯粹的注意力只能去爱。不纯粹的注意力不可能去爱，因为所
有不纯粹的注意力都是自我取向的。他们不是”真我”取向、不是灵性取向的。而灵性的就是爱，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新的观念
。他们认为灵性意味着一个人像豆干那样枯燥，没有人能接近他，没有人能与这个人沟通，因为这个人“太洁净”了，如果肥皂无法
清洁你的身体，那它还有什么用？如果肥皂害怕接近你，那最好别称之为肥皂。

因此来到我们的重点--创造力，如果我们的目标

（lakshya）是创造，那么我们应该用爱和慈悲净化注意力。同样，充满爱与慈悲的注意力会给予你活力，给予你力量，你会得到
不竭的热情。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你的反映，这种喜乐是非常美妙的，无法用词语来描述。实际上当你给别人自觉时，你想要的
是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你的样子，就好象你将一块普通的玻璃变成美丽的镜子，从中看见了自己。这就是你创造的方式，你创造你
自己的反映，并且通过反映物得到净化，一旦你理解了，如果没有创造力，这个导师崇拜对你来说便毫无用处。如果你只是为自
己而活，为你的家庭、丈夫或只是一处静室而活，那么你完全没有扩展开来，你还没有对你的导师尽职尽责。 当然，一旦你开始
建立这个原理，你的内在就会发展出许多的品质。首先你发展出智慧。因为你意识到你哪里犯了错，为什么不能成功，为什么有
问题，为什么你的创造力没有发挥作用。这些变得显而易见，你开始学习。你有智慧后就会明白，智慧是你意识到错误并可以改
正它们，从而你发展出与另一性格的人相处的平衡和理解力。我总是以车子为例，车有油门也有刹车，你首先在毫无了解的情况
下去使用他们，你仍不是导师，你甚至不是一个司机。所以，当你了解了（油门和刹车）你自然会驾驶，你成为一名司机，但主
人仍坐在后面。而现在你必须成为主人，当你成为主人你能平衡车子，你能看到司机，油门和刹车，并且你能以一种非常简单的
方式来管理。 所以这个导师原理是有限的，然而它就像地平线一样，不断地扩展它的边界。随着你创造力的提升，你会创造出更
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导师原理的中心是脐轮，它是一个中心，关键点，整个运动从这一点发生。一开始你从你的母亲那里得到脐
轮，因此导师必须成为母亲，他必须有母亲的特质，不是现代的母亲，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也就是说，一个导师必须爱她的
孩子，必须有力量和勇气去纠正她的孩子。他最诚挚的愿望应该是指导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帮助他们成长。因此最初的滋养
是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所以你是母亲，尽管你可能是男性或者女性，但你要有母亲的品质。无论你想
什么或做什么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你的行为方式，你的说话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一切都与孩子的成长息息相关。同样的，假如

一位想给别人自觉的霎哈嘉瑜伽士是一个伪君子，如果他是一个错误类型的人，如果他不尊重他自己的导师，孩子也会有一样的
行为举止，他们会更快地接受错误的东西，他们最先看到错误的东西。 因此你们对待自己的导师的行为举止必须要完美，你们必
须完全地尊重自己的导师。重要的是你们要完全地顺服自己的导师，然后他们（孩子们）会看到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导师的，他
们就会怎样地对待你。如果你对自己的导师不敬，对待导师没有如此的理解和顺服，那么别期望你的孩子或者你指导的人会尊重
你。 我们内在的这个导师原理必须像一个伟大的圣人或者先知。他超越那些普通世俗的人，他正确看待事情，正确理解自己所看
到的并传达给门徒，而不是给他们扭曲或者错误的观念。你可能会说“母亲，我们如何表达爱并且告诉他们真理？“你必须照顾门徒
的善行（hitha），你必须照顾门徒的善行，看起来他可能并不喜欢你今天所告诉他的话，但有一天他将明白”感谢神，导师纠正了
我，把我带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如果门徒的目标不是（灵性）升进，只是为了某种目的，那么最好不要接收这样的门徒。不要接
收任何那种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升进，而是为了获取完全无用的利益的门徒。

有个问题时常会出现，就是“怎么去爱？”这是一个

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爱别人。我们能爱自己的东西、爱自己那些无用的东西，能爱某种美丽的景色，因为它给予我
们愉悦。我们能爱一些好餐馆，因为你能在那享受美食，或者是某些诸如此类的低级的事情。但就爱而言，当你真正为爱而爱，
你试着将爱倾注在别人身上，你会让别人也像你一样可爱。 如果你理解了我们所有的进步，所有的爱，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理解都必须基于爱，那么整个系统会变得不同。否则你的导师原理会很虚弱，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霎哈嘉
之外。 任何有执着心，有偏见，有制约的人都不能成为导师，不能；因为即使他成为了所谓的导师，所有这些东西也会反映在这
个人身上。或者说如果他充满了自我，只想着自己，总是想着“我是个伟大的导师“，那么这个自我也会表现出来。假如这样一个导
师说话太多，他们会发现门徒也同样如此。如果他是安静类型的，门徒也一样的安静。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我们必
须发展自己的导师原理。如果不能，那么做多少导师普祭都是无用的，因为它只是暂时的，除非你真的下决心去滋养、发展和建
立你的导师原理，否则它不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所以今天你们对我做导师崇拜，你们必须清楚无论我说再多的话，我给再多的祝
福什么的都不会起作用，除非我们真正发展了自己的导师原理以及深度。因为导师使他的门徒跨越幻海（Bhavasagara），他就
像一艘船，用爱带着他的门徒在正确的航线上穿越大海。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如此。因为你们全都是自觉的灵，我告诉过你们，你
们所有人都是天使。但如果你们没有建立好你们的导师原理，你们知道天使是怎样堕落并永远消失的吗，因此要小心，成为天使
容易，但维持住却是困难的。成为神和女神是困难的，但维持却是容易的。 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我非常高兴，你们把我当导师
来崇拜。我期望我的孩子能成为我这样（的导师）。我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我的孩子们应该感受到和我的形象合而为一。而我作
为一位母亲将为拥有那么多来自许多国家的孩子，感到骄傲。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这里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孩子，我们可以让
所有的孩子洗莲足，之后我们需要一些女孩子，大约在16岁到21岁之间。然后是一些女士来崇拜力量（Shakti），女神。如果没
有力量，什么都做不成。因此孩子先要上来洗莲足。 我希望世界领袖们也在这里，他们现在是导师的形象。领袖必须有些与众不
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类型的人，那么你就不是领袖。
音乐家在哪里？音乐家在哪里？好，你们先唱颂格涅沙颂，然后唱Ganesha Stuthi，或者是其他你们知道的关于ganesha的歌。

1989-0806, 巴尔伐亚崇拜
View online.
巴尔伐亚崇拜 1989年8月6日 意大利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对巴尔伐亚作崇拜。我们还不大明白。巴尔伐亚的重要。祂在我们左
脉上来回工作。左脉即是月亮脉，这脉能使我们凉化。巴尔伐亚的工作，是使我们凉化。例如有些人由于自我过大，或肝脏不好
，会有很大脾气。如果一个人脾气很大，巴尔伐亚便会和他玩一些把戏，将他凉化下来。一切在祂控制之下，通过格涅沙和左部
群仙之助，祂把你凉化下来，使你获得平衡。如果一个人脾气很大，超越了限度，巴尔伐亚便会在得到哈努曼的帮助下，让那人
知道，那样的愤怒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情绪低落，走向左脉，当然哈努曼会帮助他们挣脱出来，但巴尔伐亚所做的，比哈努曼
还要多。倾向左脉的人不能合群，倾向左脉的人，经常愁苦担忧的人，很难享受集体的乐趣。当然脾气暴躁，倾向右脉的人，也
不能享受集体，他亦不会让其他人享受集体。但他会留在集体，指东划西，因为他要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其实他是不能享受
的。而那些经常情绪低落，认为没有人关心他、爱护他的人，经常要求别人给他甚么的，也不能享受集体。那种倾向左脉的人，
在任何事情上，都会看见不愉快的一面。 好像有一次，我到莫斯科，看见一个倾向左脉的练习霎哈嘉瑜伽的女士，我们正要一起
出去吃点东西，但不久便下雨，我们找不到出租车。幸好很快有一辆公交车来，我们便坐上去，后来因为我们迟了，要坐到餐厅
另一边，而那边的价钱较贵。这时那个女士便发起唠苏来：「天又下雨，又没有出租车，到了餐厅又没有座位。」我说：「这是
种乐趣，不是甚么难题。」我们应舍弃「难题」二字，「难题」二字是我后来才学晓的，因为小时候上数学课，才会用到「难题
」这两个字。这种事事看负面的态度，最能伤害我们的左脉。后来邀请我们来的男士出现，对我们说：「我一直在餐厅的另一边
等你们呢。」于是我们到那边，享受一餐，一切都很顺利。我说：「你们看，你们只懂得数算负面的事情，却看不见有趣的一面
。」那个女士问我：「那我要怎么办？」我说：「念诵巴尔伐亚的名号吧。」左手向着相片，右手按在母亲大地，这样你左边的
亡魂，左边的负面力量便会离去。 因此巴尔伐亚经常在手中拿着火把，在左脉上下来回，把左脉照亮，让你明白，根本没有甚么
负面力量。负面力量通过许多方法，进入我们。其中一个负面力量，便是认为某些东西是属于「我」的。好像说：「这是我的孩
子。」「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房子。」一旦你们有这种执着，你们的孩子也会变得负面。如果你们想走向正面，那是很
容易的。你们只要留意，你们的注意力放在甚么地方。你看见的是难题，还是你看见的是乐趣。有些人在甚么事情上，都不能看
见乐趣。如果天气晴朗，他会说：「天啊，为甚么这样晴朗！」如果天上密云，他会说：「天啊，为甚么这样密云！」没有甚么
能令他们欢喜，但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却有能力在任何负面的事情上，看见积极的一面。 邪恶负面的力量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
种无明。其实无明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切都是这无所不在的力量，怎么会有无明呢？但如果你逃避这无所不在的力量，你便会
说，有负面的力量存在。就好像你把自己关在山洞里，然后说：「并没有阳光。」因此那些不能合群的人，不是倾向右边，便是
倾向左边，但更多的是倾向左边。然而倾向左边的人，可以在负面力量中合群，妖魔鬼怪都是相亲相爱的。就好像一群酒鬼聚在
一起，其中一个说：「看，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要到何时才结局？」另一个说：「我听说这个世界快要毁灭了。」第三个
说：「感谢主，我们快完了。」第四个说：「到那时，我们的酒吧怎么办？」他们之中有一个回答说：「人都死光了，还有甚么
关系。」这就是那些鬼怪的亲密关系。他们看不见乐趣，完全不能享受，他们若参加静坐，便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但这些都是在
负面力量中的。这些人到最后都变得疯疯癫癫﹔而那些倾向右脉的人，到最后会变成白痴。 有一次我到精神病院，看见一个女士，
她看来是好好的，于是我便跟她谈起来。她告诉我许多事情，头头是道。她说自己很好，但没有人爱护她，她说自己没有安全感
。突然医生来到，那女士立即对医生狂呼大叫，大肆羞辱。我说：「甚么事啦？」医生马上叫人把她捉住，然后对我说：「这个
女士是最具暴力倾向的病人，为甚么你要和她说话？」但我不知道她是精神病人，也许在我面前，附在她身上的亡魂也退避三舍
，然后又再回来颠三倒四。 因此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不应该把生命浪费于执着于某样事物，执着于某个人，诸如「我的孩子」等
等之上。如果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不能合群，那么他便不算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因此我们要知道，这是巴尔伐亚在我们之内所做
的工作。他另一工作是在黑暗中给我们光明，消灭我们之内的亡魂，以及所有那些邪恶的想法，那些执着和情绪上的低落。 今天
我们很高兴，能够对巴尔伐亚作崇拜。因为祂和格涅沙是很有关连的，我们知道格涅沙在根轮处，而巴尔伐亚则沿着左脉而上，
直去到右边。因此借着巴尔伐亚的帮助，我们可以克服所有的思想积习，所有那些坏的习惯。在赖普尔，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巴尔
伐亚的像，是由大地之母所造的。那里的人都比较倾向左边，因此都害怕巴尔伐亚，如果有人有偷窃的恶习，人们便会将他带到
巴尔伐亚面前，用火向着他，叫他在巴尔伐亚跟前认罪，那个人便会认罪。因此巴尔伐亚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犯错，做一些宵小
行为。那些我们暗中做的，以为可以隐瞒的事，都不可能向巴尔伐亚隐瞒。如果你不改变，祂便把你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就是这
样把那些假导师完全暴露出来的。 因此我们今天聚集于此，对巴尔伐亚作崇拜。祂后来降生世上，成为大雄摩诃维亚。祂站在地
狱的大门口，不使人堕落到地狱去。但如果你希望落入地狱，如果这是你的意愿，祂便会说：「去吧！」 不过你们也知道，地狱
已有人满之患。我们不如试试，抵抗那负面的力量，在各样事物中找到乐趣，享受对方，相亲相爱。不要担心别人怎样对你，只
要担心你可以怎样帮忙别人。 是以今天我们献上对巴尔伐亚的崇拜，好使我们能欢笑，能享受，能得到乐趣。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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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涅沙普祭讲话 1989年8月8日 瑞士迪亚布烈斯 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崇拜我锡吕．格涅沙的形象。在每个普祭之前，我们都会唱
颂锡吕．格涅沙的赞歌。我们对锡吕．格涅沙怀着极大的崇敬，因为我们发现锡吕．格涅沙是我们内在纯真的象征。除非祂在我
们内在得到唤醒，否则我们无法进入神的国度。即使只是待在那里，享受锡吕．格涅沙的祝福，我们也必须让我们的纯真之花完
全地盛开。所以我们赞颂祂，且祂是很容易接受颂赞的。无论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前，我们曾做错过什么。祂都会完全原谅我们，
因为祂是永恒的孩童。 你们都见过小孩子嘛，有时，你会生他们的气，揍他们。他们会忘记这些，他们只会记得那份爱，而不是
他们曾在你手上所受的痛苦。直到他们长大，他们都不会记得曾发生在他们身上不好的事情。从最开始，一个孩子来到母亲肚子
里，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渐渐地记忆开始发挥作用，他开始修复自己内在的东西。但在一开始，他只记得发生在他身上
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总是喜欢追思我们的童年，那些我们享受的童年时光，但当我们渐渐长大，我们开始记起我们所经历的所
有痛苦和磨难。我们所经历的所有苦难，即使已经过去了，我们仍试图把它放大来看。童年的时候，孩子只会记得曾经爱过他们
的人，而不记得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或许他们不想记住。看似如此，但当他们长大后，他们只是试图记得那些伤害或困扰他们
的人。这就是他们令自己非常痛苦的原因。 但格涅沙的原理是极其精微的，是精微之中最精微的，且它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以
生命能量的形式存在于物质中，万事万物中皆有生命能量。甚至在所有物质的原子和分子中也有生命能量。所以锡吕．格涅沙同
样也是第一位被创立于物质之中的神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祂存在于太阳之中、祂存在于月亮之中，祂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
祂存在于所有创造之中，祂也持续存在于人类之中。只有人类有本事以某种方式掩盖纯真。然而，动物是纯真的。人类拥有自由
，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掩盖纯真，他们可以关闭锡吕．格涅沙的门，并且说，祂并不存在，他们可以遮盖自己的纯真。那就
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人类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来躲避锡吕．格涅沙的存在。 但锡吕．格涅沙会行动，祂会揭露我们的错误行为所
造成的必然结果。好比如果你们做了使锡吕．格涅沙不开心的事情，祂会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你们。接着祂就开始以疾病，身体疾
病的形式显露出来，对女人来说，就会变成心理疾病。这也可以在自然界中产生问题，自然灾害也只是锡吕．格涅沙的诅咒罢了
。当人们开始做错误的事情，集体性地以错误的方式行事，那么自然灾害便会降临，给他们一个教训。 所以在本质上，虽然祂存
在于所有事物之中，但祂也有能力去坚持自己的意愿，带来整个世界的毁灭。我们将锡吕．格涅沙想得极其微小，我们认为，祂
可以骑在小老鼠上，那就一定非常微小。祂既微小又伟大。因着祂的智慧，祂超越所有神祇。祂是智慧的赐予者，祂赐予我们智
慧，祂令我们能学习。祂是我们的导师，在这方面，祂是伟大的导师。因为祂教导我们该如何行事。如果你试图逾越祂的界限，
试图不守规矩，即便母亲都不会支持你。因为母亲知道那些越过锡吕．格涅沙的人，也永远不会尊重母亲。所以祂是尊重母亲的
典范，祂并不知道其他任何的神，祂不知道至高湿婆神。祂也不知道其他任何人，祂只知道尊敬母亲。所以祂奉献与完全交托于
母亲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众多神祇之中祂是最有力量的。，没有人可以在祂的力量上超越祂。 我们必须要了解，随着孩子
长大，锡吕．格涅沙也开始在他们内在成长。但因为他们是人类，他们可以以某种方式试图压制越锡吕．格涅沙。所以这是身为
霎哈嘉瑜伽士父母的职责，以一种不执着的方式，去照顾他们的孩子，让锡吕．格涅沙在他们身上安顿下来。锡吕．格涅沙在孩
子身上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智慧，如果孩子没有智慧，如果他很令人烦恼、如果他不懂如何妥当行事，那代表锡吕．格涅沙正受到
他的攻击。在现代，孩子经常遭受攻击、纯真受到侵害。对于人们来说，很难就对孩子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划定明确的界限。 今天
的讲话更关注于，就孩童而言，锡吕．格涅沙（原理）应该达到什么深度，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锡吕．格涅沙是智慧的赐
予者。所以父母必须明白：“如果祂是智慧的赐予者，那在我之内就应有智慧。如果我有智慧，那我就会处于平衡之中，我就不会
对孩子发脾气，而是以有效的方式试着让他们改正错误 。”相反地，如果你试图对孩子特别严厉，他们很可能起反应，有可能会步
入歧途。或你试图对他们限制太多，那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行为表现，所以，你要教孩子的一件事就是像锡吕．格涅沙本身所做的
一样，“尊重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是指你的神圣母亲以及你自己的母亲，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父亲不教导孩子尊重母亲，那孩子
永远都会有问题，权威无疑来自父亲，但母亲必须受到尊重。但为此，非常重要的是，母亲必须要尊重父亲。所以在孩子面前，
如果你们开始争吵、行为不端，以不恰当的方式说话，同样会严重损害孩子的格涅沙原理。养育孩子在霎哈嘉瑜伽中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神的恩典，你们的孩子都是自觉的灵。所以你们必须知道孩子能达到什么深度，为了使他们更智慧、有道德、有正义感
，首先你们应该试着去保护他们的智慧。如果他们说了有智慧的话，你们要表示赞赏。但他们也不应该出言不当，谈吐粗俗，所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应该去容忍这种不良行为，也就是说，无论内在的智慧是什么，都必须如同光一样，在外在表现出来。 现
在我们再进一步看看锡吕．格涅沙的影响多么深远，就像我说过的，祂存在于最精微的精微之中，但你必须要唤醒祂。举例来说
，你所见的能量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格涅沙原理在那水之中得到唤醒。所以当能量水进入你的胃或眼睛，或任何你想要的
地方，都会发挥作用。其作用方式就是在你想要的任何事物中，激活格涅沙原理。现在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开始有农业的奇迹，
农业的奇迹是如此令人惊叹。但这非常简单，一旦你开始在种子中激活格涅沙原理，它就会十倍、有时百倍地增长，即使我们认
为大地母亲是没有生命的，也可以赋予其生命能量。假设你们霎哈嘉瑜伽士，赤足在地上行走，大地母亲就能获得生命能量。这
样大地母亲就会将其作用于树木、草地、花朵和一切事物中。事实上，霎哈嘉瑜伽士不断告诉我，在他们的灵舍，所有的花朵都
长得特别大，而且非常芳香。像雏菊在伦敦，或在英国都从未有香味、从来没有。雏菊原本这么小，现在变得这么大。你们到处

都能看到如此芬芳的雏菊，这是一个奇迹。当我第一次告诉别人，雏菊有香味，他们无法相信，当他们看到这种芳香的花，都感
到惊讶。 同样的，如果格涅沙原理得到唤醒，它自会理解、思考、组织和成就。如果它在沉睡，那就一事不做了。因此格涅沙原
理可以发挥作用并取得成就。就像一颗发芽的小种子，在种子的顶端有一个小小的细胞，其拥有被唤醒了的格涅沙原理。所以这
个种子知道要如何往下延伸，如何绕过石头，如何生根，如何到达水源。但是这个小细胞只是知道，它生长到何种程度，才能存
活；生长到何种程度，才能够滋养自己；在物质层面上，如何使树木茁壮成长。 但此格涅沙原理，在额轮的位置开始变得非常精
微、极其精微。在额轮时，格涅沙原理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灵性的维度，格涅沙原理可以在植物根部的小尖端起作用，同样现在也
在灵性上发挥作用。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冥想时会闭上眼睛，因为他们不想看见任何其他东西，他们只想在他们对灵量的冥想过程
中，锡吕．格涅沙能发挥作用。 在冥想的过程中，当我们闭上双眼，格涅沙原理就发生作用。但假设一个人睡着了并且正在作梦
，你们会看到，他们的眼睛会一直在动，眼睛会转动。这个格涅沙原理现在由你们的注意力控制，如果你们的注意力，总是在这
里、那里飘移不定，那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当我们开始一直看男人、看女人，那我们的格涅沙原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样的
人要灵性升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额轮出了问题。 如果你太过物质主义，这个格涅沙原理也会被削弱。当你总是担心自己的东西
，就像你担心家里的东西，你盯着所有的东西，总是试图加以修正，总是担心物质，那么格涅沙原理也会消失。因为你总是担心
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去商店，看着每件物品，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该买什么？买什么？如果你做得太过了，也将失去格涅沙
原理。 但假设你出于美丽，美观而购买东西，你想要买东西来美化你的家。这意味着你正试着做些事情来取悦别人，你为了使别
人开心而这么做。反过来，这会增进你的灵性升进，但只有在为了他人的快乐而做时，无论你买了什么、拿来什么，都是在分享
其美丽。 但假设你是为了使别人感到忌妒而买东西。我最近也了解到，某些人就有那种能耐，买东西是为了让别人嫉妒，而不是
为了取悦他人。如果有人只是为了让人感到嫉妒而买东西，那么他们的格涅沙原理也会遭到破坏。你应该买什么，任何你要买的
东西都应该让你家变得漂亮美观。当有人来到你家，你应该说：“喔，我们眼之所见是多么美好啊！”，你不再执着于物品，而是转
而关注于人们的感受，关注他们感到如何喜悦和放松，关注他们如何感受内在的锡吕．格涅沙，也就是美丽。当这股感受出现时
，那我们可以说是格涅沙原理在起作用。这是一种如同慈母般的感情。 就像一位母亲总是想要给予她的孩子甜美的东西、美丽的
东西。同样地，在你拥有人们所说的vatsalya，就是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你所拥有的是那种精微的感情，“有人来到我家了，
看看他们现在有多么快乐，有多么享受和欣赏。”这样，你强大的格涅沙原理也得到了满足，因你也品味到了艺术。 尽管艺术家们
通过腹轮，从物质创造出所有美丽的事物，但如果没有锡吕．格涅沙统管腹轮，就不会有美丽可言。现在如你们所见，艺术家们
都在制作各种各样怪诞和非常不道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今天人们买了，明天他们就会将之丢弃。 只有那
些内在有精微格涅沙原理起作用的事物，才能安抚你、使你感到平静，使你感到快乐，那才是值得欣赏的。所以锡吕．格涅沙在
你的内在建立了更高的真我。因此享受生命中所有低级事物的低等的我，正在受到缩减、正在得到削弱，有时低等的我会彻底被
锡吕．格涅沙所摧毁。 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看蒙娜莉莎，我不知道，我认为她不可能是一名演员，她不可能赢得任何选美大赛。
她的脸很安详，很慈祥，她的眼睛非常纯洁。为什么她会永远受到人们的欣赏？原因是，她内在有格涅沙原理，她是一位母亲。
故事是这样的，这位妇人失去了她的孩子。于是她不再微笑 ，也不再哭泣。一个小孩被带到她面前，当她看到这个孩子。由于对
孩子的爱，微笑渐渐爬上她的脸庞。这样的微笑被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描绘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欣赏她。 你可以看到在西
方，即使人们并不太关心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无论你去到哪里，母亲与孩子都是最佳主题。他们会给你看幅画：“这是母亲与孩子
，这是基督的母亲与孩子。当基督降临时，母亲就在这里。”他们一定要有母亲与孩子的原理运作，否则，那幅画就无法被称为伟
大的作品。或者你必须要显现基督，事实上基督本身就是格涅沙原理的显现。我所看到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幅绘画 无一不含母亲与
孩子原理，甚至毕加索也有使用，就连非常现代的人也都使用这些原理并广为推广。但有些人推广的，不是格涅沙原理，而是反
格涅沙原理。所有这样的东西都会化为乌有，我现在看到，渐渐地，一切都在不断地向下向下沉沦。 尽管事实是，人们已经失去
了道德，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伦勃朗，想要达芬奇的作品，他们会喜欢这些描绘过《母亲与孩子》的艺术家。这非常令人惊讶。甚
至我这次去奥地利，我说：“你们有什么雕像？”他们说：“我们有很漂亮的圣母玛丽亚与圣子的雕像。” 所以此原理是最令人喜悦的
原理，其喜悦就在于人们可以看到孩子，与他们一起游玩，享受他们的陪伴。为什么？因为孩子是那样的甜美。每当你看到孩子
，应该说，你的内心真的会洋溢着喜悦，你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得不同。我告诉你，我曾经看过一只鳄鱼压裂她的蛋，我是说，
电影上是这样播放。你应该看看，当时那只鳄鱼的眼神，她多么小心翼翼地压，她的眼神如此美丽，她的眼睛充满着爱。你无法
相信，这是同一只鳄鱼的眼睛，她慢慢地用嘴巴压破所有的蛋壳，小鳄鱼们爬出来了，接着她把它们带到岸边，不停地小心翼翼
地用嘴巴将它们清洗干净。，你看，她把嘴巴当作浴室。 你们应该看看，动物都如何对待它们的孩子。但当你们变得有点所谓的
现代之后，你们的行为会非常古怪。有人在谋杀孩子，有人在虐待孩童。我是说，这简直比罗剎魔(rakshasas)还恶劣。甚至罗剎
魔都没有这样做过，毕舍遮(pishachas，食血肉鬼)也没有这样做过，连伽蓝仙众都感到惊讶，这个新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
们对自己的孩子毫无关爱，他们可以杀害自己的孩子，谋杀他们、折断手臂，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都
这样，那他们会怎样对待别人的孩子？ 所以爱孩子是绝对重要的，但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们首先不应该只依恋自己的孩子。其
二，必须知道如何为你们的爱留有空间，这样做才是仁慈的。我对孩子的爱仁慈吗？我是否过于溺爱我的孩子了呢？我是否过份
鼓励孩子？我是否受制于孩子？或我能妥善管教孩子吗？因为在童年时，父母必须要管教好孩子。他们必须引导孩子，孩子必须
服从并听父母的话。 但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服从，其原因在于他们发觉自己的父母彼此都不服从对方。而且，他们发现这个社会上
的孩子都令父母烦扰，所以他们也变得一样，但这没关系。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们应该怀着如鳄鱼对宝宝一样的爱来养

育自己孩子，让他们成为顺从、智慧、通情达理的人。 现在，我们深入到格涅沙原理的更精微的层面，祂透过我们的眼睛表现出
来。当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会将它看作能给予喜乐的东西，只是散发着喜乐。如果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我会想：“好，我可以买给
某个人，他会喜欢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我会给他买这个，或者，如果我想给家人买什么，我也会这样想。 就像我
现在要建一座房子，房间里我可以摆放你们送我的所有物品、所有礼物，就像博物馆一样陈列出来，接着，我要邀请所有的村民
前来观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不能到瑞士来旅行，更别说英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我正考虑建造
这样一座房子，让那些从没见过美丽物品的村民前来观赏。在印度，通常纯朴的人不太会忌妒，只有新时代的物质主义者才养成
了这种忌妒的习惯。然而，他们总是会说：“多好的东西啊！多么美丽啊！多么好呀！”

就像你们在浦那唱霎哈嘉的歌一样。事实

上，我必须说，你们已经学得非常好了，但音乐大师就坐在那里，看着你们演唱，他们是戏剧大师，是印度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于是他们说......如果你们记得，在浦那你们也看过他们的戏剧，他们跟我说：“母亲，我们想要来庆祝您的生日。”我说：“这对你们
来说太远了，太困难了。”他们说：“不不，我们会来。”他们一整夜都在赶路，实际上整整一天，想象一下他们到的时候大约五点
，他们在大约三、四点钟结束他们的戏剧演出。接着他们长途跋涉了一整天，从贝尔高姆

(Belgaum)出发，大约在五点时抵达。

而节目演出的时间是六点半。他们都盛装前来，多么鲜明的对比！他们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过去认为我们马哈拉施特拉邦人非
常擅长音乐、非常擅长塔拉(talas：古印度音乐的传统节拍组合)，诸如此类。但我们感到惭愧，这些外国人唱我们的音乐如此出
色，我们无法唱得像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唱我们的音乐，而我们却无法唱他们的音乐。我们都感到很羞愧、很尴尬。他们如何能
唱得这么好？”他们如此地赞赏。他们这样讲，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些人都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导师做了什么？他们的
导师做了什么才让他们可以唱得这么好？他们的赞赏和整件事情是那么令人欢喜，我们有磁带，我想是录音带，我不知道你们是
否有录像带。如果你们有，请拿来。 他们如此赞赏我的孩子们的歌唱，这很有意思。我从他们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因为他们是如
此优秀的大师，他们的欣赏方式得到了提升，就像他们在欣赏孩子们唱着伟大的歌曲一样。看到了吧，这是非常和谐的关系，非
常甜美的Vatsalya般的关系，有种慈母般的关爱。看看这些孩子们，他们唱得这么好，这种特质存在于很多人身上。当某些艺术
家来，你们知道的，当他们看到你们如此地感激并歌唱时，他们有同样的感受。这些孩子，这些人是如何能唱得这么好？他们如
何有这么多知识？所有那些美丽的感受，所有的欣赏，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氛围。我们有些非常棒的艺术家，而他们是如此欣赏你
们。而不是说：“噢，这是什么？没有任何音乐价值。”不是这样！他们如此地欣赏，你们从未学过印度音乐，却能唱得这么好。
那样的欣赏中，有父爱、母爱在其中。也有慈母般的爱(Vatsalya)在其中，这是非常美丽的，即使像拉维·香卡(Ravi
Shankar)这样大师级的人，当他与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起演奏时，胡迪·梅纽因在他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但我也看
到拉维·香卡是如何地照顾他，如何地保护他，在印地语中我们称作samhala，一直都在照顾他，管教他。我们也看过在音乐会上
，假设有一个塔布拉鼓手坐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资深的音乐家、大师坐在旁边，他会说：“请多多关照，Samhala，请多关照。”
总是带着十足的孩子般的感觉：“请你照顾着我。”

所有这些对于在生活中我们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间，

与那些年轻人之间，与那些不是很富有的、那些不是很有才华的人，与那些不是很了解霎哈嘉瑜伽知识的人，或与霎哈嘉瑜伽不
是很资深的人之间都要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们必须像父亲一样，或可以说，像母亲一样照顾其他人。他们不是很有能力，没关系
。我们有格涅沙原理，所以唤醒他们的格涅沙原理。他们应该感到可以依赖我们，以达到精通，或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导师原
理，绝对受制于格涅沙原理。 如果一个导师没有格涅沙原理，他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极其可怕的家伙，没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
他们都会逃离他。虽然导师可能会给予惩罚，他可能也会对门徒生气，但基本上他认为：“他是我的后代，我在帮助他成长、我在
塑造他！” 但现代的思想是：“让他们个体化、让他们独立。”所以父亲和母亲不再那样照顾他们的孩子。“看，这是我的儿子，我有
这样的天赋，我应该要教他。他必须茁壮成长、他是我的延续。”所以这种个体性的想法，你是一个个体，十八岁之后你就离开家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是这样的，生命的本质是延续，不只是“你独立过活”。个体必须无时无刻与整体连接。
除非你们与整体完完全全地连接在一起，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集体的纯洁性。我有时会看到这种纯洁的集体。我很开心，某人的孩
子非常甜美地坐在另一个人的腿上，就像他是自己的父亲一样，走过来，坐在他的腿上，却不知道“他不是自己的父亲”。他没有那
样的意识，这能打破“我的”感觉和占有欲，“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什么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具，或
可以说一个器具、一个媒介，藉此我们可以四处彰显格涅沙原理，格涅沙原理就是生命能量，所以你所问的就是生命能量本身。
这些生命能量本身就仅仅是锡吕．格涅沙的原理。祂是唵(Omkara)，而当祂是唵时，又是什么呢？祂就成为如同我告诉你的慈爱
般的感觉（Vatsalya），就是母子之间的那份爱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母子之间的生命能量。母子之间的距离就是生命能量。这
就是你们必须去感受的，他仍是个孩子，有母亲在，母亲在养育孩子，给予孩子所有的力量、抚育孩子长大，关爱孩子，了解孩
子的局陷、照顾孩子等等。孩子所有的甜美和智慧都值得赞赏。这就是生命能量，如果你能看到事情的精微层面，这不是“我的”孩
子，不应该是---生命能量不是有限的，因为它是永恒的，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不可能限制它。 我曾看
过西方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我们印度人也需要向他们学习。（停下问观众）怎么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如何处理美好的事物，
如何照顾美好的事物，如何经营美好的人际关系。你们不应该严厉，不应该刻薄，不应该说一些侮辱别人的话，从而导致关系破
裂。 所以，介于人类与神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要通过格涅沙原理。因此当格涅沙原理成为你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时，就有了生命能量
。然后，同样的关系应该延伸到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你们要判断事物的好坏，找出任何有生命能量的事物。 今天我想告诉你
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关于我们听过的，无所不在的上天能量。这不过就是生命能量，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achaitanya)就只
是生命能量的振动，在那里所有的身份都消失了——没有母亲、没有父亲——可以这么说，当只是纯粹的生命能量时，就只有这

精微的母性的爱(vatsalya)存在着，其他任何东西都荡然无存。只是这样，生命能量是唯一的事物，万物出自于其中又留存于之中
。就像，我们可以说，有了太阳光后，它们制造出叶绿素，但我们不能将太阳与叶绿素相提并论。或我们可以说，云朵从海洋中
生成，接着它们试着滋养大地母亲，云朵与海洋一样不能相提并论。所有事物都在生命能量之中，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蕴涵着万
事万物。所以我们可以说，万物只是知识、真理和光。 但当生命能量的叠层开始出现，我们陷入生命能量的叠层中，然后我们变
得无明。但绝对没有无明，无明并不存在，无明并不存在。就像黑暗存在，是因为没有光，一旦有光亮，黑暗便不存在，黑暗并
不存在，所以无明并不存在。但是，当人们进入生命能量海洋的叠层，而无明就此消失了，这时发生了什么呢？因此我们清楚地
明白一件事：即我们处在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之中，我们是由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创造的，无时无刻我们都被无所不在的生命能
量所围绕，只是我们有时会迷失在生命能量的叠层之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迷失在生命能量的叠层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意识
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即我们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的一部份。这整件事情被称为chitvilasa、是vilas，是神的注意力的
嬉戏享受。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举例来说，我们看太阳，只是藉此做个比喻。我们看太阳，然后我们再看水，我

们看湖中的水，好吗？那里有水，是因为太阳，我们才能看到那里有水。接着，假设我们看到了海市蜃楼。我们看到海市蜃楼，
然后我们以为这是水，我们追逐着那水，但无论这是海市蜃楼、是水、还是太阳，这一切都是太阳的游戏。 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
量，也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而我们迷失在其中，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这就是戏剧开
始的原因，戏剧开始了。就像前天的普祭，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坐在那里，接着开始下雨。所以那是为了证明，证明我能控制雨
。所以开始下雨，有些人开始拿东西遮雨。我给了一个班丹，过了一段时间，雨水开始从普祭处移到了后面，你们坐着的地方没
有下雨了。之后变成了太阳，而且乌云密布。太阳出来了，就变成了晴天，所以你们必须意识到生命能量的力量。 所以当你们给
班丹时，你们所做的就是让生命能量付诸行动。“现在在这里起作用，在那里作用、又在这里作用。”假设你们在生命能量的海洋里
，海洋无时无刻都在你们身上起作用。你们却不能对海洋发挥作用，你们不能要求海水做这个做那个。但当你是觉醒的灵魂，你
被赋予权力。现在你可以请求海水：好，溶解这个、做这个、你做那个。但要达到那样，成为导师是非常重要的。要成为导师，
你们看，就像物质演变成人类，而你们必须从人类发展成为能够支配物质的导师，并且你们可以掌控物质，所以我们要回到同一
个点。就像农业，我们可以掌控它，只要给它生命能量。我们可以掌控水，我们可以掌控太阳，我们可以掌控月亮，因为这是一
个和谐融洽的关系。现在我们意识到，和谐的关系已经建立。所以所有的戏剧，在我看来都是非常美丽的。我在看戏。 但现在你
们都必须知道，你们都已经成为觉醒的灵魂。而且你们拥有这些力量，所以你们所学的所有荒谬的事物，你们所沉溺的所有荒谬
的东西，最好都放弃。那样做毫无意义，你们应该要做明智的事情。因为锡吕．格涅沙就在你们的内在，祂绝对明智。祂只是明
智本身，祂是明智的给予者。所以，正如人们所说，祂是恶魔的毁灭者，祂是所有苦难的消除者，怎么做到的？藉由提升我们的
意识，虽然有磨难也不会持久，因为你们给了班丹，它就会发生作用。 现在我请一个叫菲尔的人写下这些奇迹，他说现在已经累
积成了一本卷帙浩繁的书了。会这样的，因为任何在得到自觉前看起来如奇迹般的事（现在）都不再是奇迹了。奇迹已经失去了
它的意义，因为现在你们就是力量，而且你们可以做到，它可以作用于一切事物：作用于你们的天赋，作用于你们的理解力，作
用于你们的教育，作用于万事万物的方方面面，就像有些男孩说：“母亲，您看，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给了班丹
。解决方案马上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把它写下来。”他们往往最先站起来，这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 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件
事情，无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都应该知道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在起作用。唯一需要的是你们必须意识到你们自己并且意识
到这股能量，是它在起作用。你们只要跃升至这意识，它就会成就。你们已经见过了，但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有很多人还
是认为他们是透过大脑认知事物的，没有在心里认识。还有很多人，即使他们在心里认识了，也不会在注意力中采取行动。 所以
只有三件事你们需要改善，一是你们的头脑，二是你们的心、第三是你们的肝脏。如果你们可以改善这三个器官，无所不在的生
命能量就能发挥作用。但若所有的注意力依旧在金钱上，那么多人还是金钱这个那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生命能量都会为你们创造一切。它可能创造不了金钱，因为它没有铸币厂，但它会创造可能性。而这需要得到很好的理解，现在
知道这些是非常大的祝福：你们可以觉知到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且可以精通它，。精通它的意义不是要支配它，但你们可以
请求它，好象它是个神灯精灵，你们知道，你们可以说：“好，做这个、做那个”尊敬地说，心怀敬意才就会起作用。但有时候我们
并不尊重生命能量，这也非常令人惊讶，我们总是以不尊重的方式行动、待人处事。像是有我在场时，大家会坐下来，闭上眼睛
，或他们会开始对照片做崇拜，而不是对“我”。有时，他们对待昆达里尼的方式（没有尊重）。有时，他们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
方式（也没有尊重）。 你们都要明白这些事情，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也就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的国度，那么我们就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公民。如果人们能明白这一点，那我认为，霎哈嘉瑜伽可以算是非常成功了，所有事情都会奇迹般地成就，所
有事情都会成就。所有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达到的人都会被抛出去，也就是他们会陷入波浪中，陷入无明、陷入黑暗之中
。当他们明智时，可以再次回到光明之中。所以要原谅他们。如果你们明白，这也有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希望今天的演讲
能融入你们的内在，被好好消化吸收，消化吸收，知道你们就在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之中，这非常重要。这样你们会变得非常甜
美、非常体贴，充满爱心，富有感情和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 愿神祝福你们！ 关于这点，一些领导人已经说过，你们个人不买
我的磁带。然而，你却来到灵舍，想要一遍又一遍地听我的磁带。你把磁带弄坏了，这是错误的。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
你们必须尊重。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获得这些磁带，并且应该慎重、尊重地使用自己的磁带。因为有些人还拿走了灵
舍的磁带并使用它们。不要这样，它非常珍贵。你们都应该把它当作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拿着由灵舍制作的
磁带并使用它们。但是在灵舍你可以偶尔使用一下。但在你的房子和车里使用，（就不合适了）——我在其他可怕的假导师的弟

子身上看到过，他们只放磁带，从不播放任何音乐，不播放任何其它内容，他们只是在播放磁带。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做到，
因为我的演讲不容易一下子就听懂。你必须单独坐下来，聆听它，译解它，自己看看是什么内容。
因为当我听讲座的时候，我也迷惑了。

1989-0817, 女神崇拜
View online.
女神崇拜

芬兰

1989

年

8

月

17

日

我们现在在芬兰。这里是否土地的尽头？所有问题来到以及安顿在尽头。

有很多求道者在这里，因此吸引更多负面能量来袭击求道者。
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像光一样，渐渐向你显
示你所拥有的一切。就如在黑暗中，你手上拿着一条蛇，你不知道要把
牠抛掉，一旦有光，你看到那条蛇，就会吓倒，立即把牠掉弃。有些人

可能视那条蛇是从霎哈嘉瑜伽而来。

来到霎哈嘉瑜伽的人可能也一样，他们对自己失望，他们不想面对真实，
所以你必须对他们非常有耐性和非常小心，因为他们是来自完全的黑暗
和无明。你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思维状况，他或许是半疯癫的，或受着
可怕疾病的折磨，或追随一些可怕的灵性导师，又或许他已受了太多苦，
使自己感觉不到正在受苦，这是非常复杂的境况。霎哈嘉瑜伽最先的原
则是永远不要感到失望。有时你必须幸勤工作，我在人身上工作了二十
小时，但发觉仍不奏效，就像一块石头，我至少可以用石头来创造锡吕‧
格涅沙，但你发觉努力却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在霎哈嘉瑜，没什么需要
感到灰心，什么应该做的，我们都要做，我们不需要担心有怎样的结果，
这是薄伽梵歌(Gita)的主要的原则︰「作怎样的业，不需要担心怎样的
果。」这会让你保持在正确的路径上，否则你便会感到灰心。
曾有一次，在波士顿，他们十分忧心的问，他们是否会全部进入地狱。
我说︰「你们至少也不要放弃希望。直至最后，你们也要尝试拯救他们。」
现在事情开始有进展。同样，你必须知道，开始时是没有太多人，因为
太多没用的人参与。首先必须有真正好的霎哈嘉瑜伽士，那些称呼自己
为霎哈嘉瑜伽士的人，必须视自己为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来建立自己。没
有阻塞，他们的注意力非常好。当他们已经巩固，我们便可以在他们之
上建立整幢大厦。否则，若根基仍是脆弱的，整幢大厦便会倒塌。
所以我们只须拥有小量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负受不起拥有太多霎哈嘉
瑜伽士，虽然在每一处我到的地方，都有如潮水般的人来。在意大利，
当我到达米兰，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我，或不知道我是谁，却全院满座。
那么多千人来到，你必须超越他们，但我却看到未来。在上千人中，约
十人留下。跟着再十人，然后再十人，就是这样开始有聚会。因为在霎 哈嘉瑜伽，你必须是「变得」。否则对霎哈嘉瑜伽不好。
这是一个大课题，你必须永远不要感到灰心失望。若某人对你说了些什
么，你必须对他有怜悯，因为他是盲目的，不要生气。有一些狂热的人
反对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不想拥有真实。你要表现得有耐性，完全的
寛容，不要感到灰心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有多少人来，我们都必须尽量
完美，就如这样做便会巩固我们的根基，根基必须非常强健，当根基强

大，你便可以走在前面。

开始时，不要谈论我太多。你必须说，暂时我们不要谈论她。
因为让我们先认识自己，那么你便会知道她。你要令他们明白，那是为
他们的福祉，他们的精力，他们拥有控制权，他们必须为着自己，他们

会快乐。

不要向他们提及我太多。

对霎哈嘉瑜伽的奇迹，现在不应描述或谈及。一般都不要向他们展示奇
迹的相片。他们会说这些相片是被你伪造或调动过的。你必须控制自己，
只谈论霎哈嘉瑜伽，灵量等等。保持只说一般的事情，他们也不需要知

道崇拜。

你可以说轮穴，可以说怎样使它们保持平衡，你必须提升灵量。你只是
说，让我们暂时用母亲的相片，迟些时候，当你变成専家，便不用用母 亲的相片。跟着他们便不会放弃相片，或因相片而抗争。
第三，他们害怕集体，所以你必须说，因为我们并不集体，所以我们害
怕，若好的和正义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便不会害怕来集体，你看，只
有贼才会结合在一起，好人不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结合一起，
那么他们便会理解，不会生气，否则若你说我们必须合群，他们会有疑
惑，你通常看到没有人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若他们结合，只为憎恨或

争斗或某些不吉祥的东西，若你说我们是为爱而结合，他们便会说我们

知道什么种类爱的故事。

若你真的想从谈论和争论中把他们带来，你要先以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好
好装备自己，你必须处于让他们感到，你有某些特别的态度、状态和品
格，他们才会更容易接受你。不要感到有挫败感，那只是乐趣，就是这 样。若你得不到这些，你会得到另一些，怎样也没关系。
我曾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我第一次到达意大利，它现在是伟
大的瑜伽国家，我支付我们举办会议和记者会的很大的会堂的租金。当
我们到达，连一只蚂蚁也没有出席，在此之前，我把海报贴上，因为只
有我，我走到各处张贴海报。虽然如此，一个灵也没有到来，你看，这
就是乐趣，因为那是在那时发生，所以你们今天可以取笑它。
这是他们怎样在往后知道，当他们来霎哈嘉瑜伽，他们在做着些什么， 他们是何等愚蠢。 How they were. And they’ll enjoy it to
themselves. So all humans are important in Sahaja yoga.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gives a variety and an interesting theme.
So everything has to be taken as fun. I wish everybody could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is, and relax completely on this point.
Never get frustrated. If somebody is not all right, doesn’t get vibrations, you should just smile a little bit, “All right, next that will
be.” All right? So may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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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Kalwe

1990年1月14日 Hindi part: Today’s auspicious occasion is being celebrated

everywhere in India.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un which has left us, has left India, and had moved towards the Tropic of Capricorn,
has now returned. And along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and the Sun all the vegetation, all the crops, fruit and other things
are growing.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ir growth. And all those trees whose leaves were completely removed in the cold
weather, appeared as if they have completely died, all those trees are again awakened and started to become green. And that’s
wh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ime is that the Earth will again become green, and activities will start again everywhere. Especially
in Northern India, where it gets very cold, it is a very special festival, that the sun has arrived and all the work dependent on the
Sun will be completely fulfilled now. So today I transmit best wishes to everyone here. And on today’s auspicious occasion, I
could meet you all here. This is also a great joy for Me, I feel. As we consider Sun's appearance as a very great thing,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the Sun of Sahaja Yoga comes on this Earth. Because whatever creativity is in this Universe, the creativity
is nourished by the Sun. The Sun gives it the energy, and the creative power of the "Paramchaitanya", its aspect of action, has
got activated through Sahaja Yoga. Till now Paramchaitanya was not successful in any task. The reason was, that the Sun had
not yet appeared in its courtyard. But now this Sun has risen in the courtyard of Paramchaitanya. And because of that you all
have the light of it within you. Because of that light, your Kundalini has awakened, and within you, the field of creation has fully
blossomed. And this field of creation you all are developing, in a way that the whole world can benefit from it. And it's a very
great and divine thing. This could not take place earlier. In our country many sages have expressed many ideas about, that such
a day will come, when collectively this creation will get awakened. That creation has awakened now. And that’s why this is not
only an occasion for Earth's creation but a great occasion for Sahaja Yoga's creation also. This year specially is considered to be
a very important year for Sahaja Yoga, and the light of Sahaja Yoga will establish very deeply in the people. When something
starts to establish deeply, then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along with it, some other important events also take place. Like those
who are evil and want to destroy the world, and those who are creating terror, destroying the best things of the world, all such
people are consequently destroyed. As soon as saplings start blossoming and if they carry truth within them, they will wreck
havoc in the place they cannot blossom and they will destroy everything. In the same way, all the evil temperaments, all the
devilish forces, will be destroyed. Like after the Sun appears, all the gloom, all the darkness, is destroyed. Similarly when the
light of Sahaja Yoga emerges then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and wickedness, is totally destroyed. So today we are at the brink
where we have to take a very high flight. And in this fligh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should give up all the burdens within
us. We have many types of beliefs, we have many types of wrong faiths, and also there are all types of ignorance within us. We
should renounce all this ignorance and with a complete detachment, we should take this flight. And those who cannot detach
from ignorance, those who do not get rid of it, such people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this flight. All of you know the significance and
divinity of Sahaja Yoga; you are not ordinary people. And that’s why I want to say that those who want to fly higher and want to
raise higher, should give up the burden of the many shackles of traditions. Similarly within us, ego and vanity are like a very big
mountain. We should destroy this mountain completely too. And we can accomplish that, through meditation, and by completely
immersing in Sahaja Yoga, by completely surrendering to it. The person who doesn’t surrender to Sahaja Yoga, is still
incomplete, and it's possible to be left behind during this flight, to go to the same hell where others are going. So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one strives thoroughly. All those who put efforts and try half-heartedly, I want to tell them, "Please renounce this half
hearted effort". Because of this half hearted effort, you cannot achieve anything. Then how can you achieve that great state for
which people used to cleanse by pen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 is no need to belittle or punish yourself, but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oday we are facing a mirror, and we have to completely remove all the defects visible in us. When you observe
yourself from outside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to destroy all these things. By this happening, you will notice that
you receive many blessings from God. And receiving those blessing human beings will think that, "I have achieved everything".
This is also a great fascination, that I have received this or that, all the worldly things. And like this, when we want to get
something, at the periphery of this there are some things which can also mesmerize. But we shouldn't stop there. We have to
achieve a great speed. This is the result of good deeds of your many lives and you have to achieve it completely. And we have to
renounce those small, petty desires within us, and become completely surrendered and give full contribution to Sahaja Yoga.
Only the one who will do this, will achieve it. The one who will not do it, because of any reason, I can tell you openly, that there is
not much place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ose who want to go there, should think, if they really want to reach there that they have

to get rid of all the burdens. And we have to take just one path, our full efforts should be in one direction, that we should
somehow march in this direction and keep progressing. Every year you need to introspect and see how much you have
progresses since last year. Are we making excuses and thinking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this is important, that is important", or
from our heart we want to ascent? And many people also think that through Sahaj Yoga, they will get rid of illness or will get their
problems solved, that this will happen, that will happen…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olution for all the problems,
that we should reach that state which is absolute. Then all the things get solved by themselves.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So today I have shared with you my opinion. But I want that you should also take a resolution in your heart. What I am saying
appears to be very simple, but the temperaments and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are so strange that I am also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m. They say "If you can understand Him, then how can He be God?" but I say "If you can understand him, then
how can he be human?" Because human beings are so complicated, so complicated, that to understand them is very difficult. I
request all of you that if you have to achieve divinity, the complicated nature should be completely reprimanded, and it should be
renounced to. An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want to achieve that divinity by which anything that you touch gets nourished,
vibrated and beautiful. Your life will also become very beautiful very ideal, very joy giving, full of love, and of a very high level.
Infinite blessings to all of you. English part: 在印度，今天是要好好庆祝的日子，因为太阳运行至南回归线，再从南回归线到达北
回归线。当太阳回到地球，母亲大地的所有创造力便开始起作用。她创造了漂亮的东西如花朵，具滋养性的东西，以及使人满足
的东西如果实。她所创造的草木令我们的眼睛安静下来，太阳的出现赐予我们多方面的祝福。 同样地，霎哈嘉瑜伽的太阳已经升
起，到达最高点。它肯定显示了大地原理的成果，那就是你的根轮。你的根轮的创造力便是你的灵量，它不停地上升，上升，开
启你们的存有(being)，显示你生命的成果。它令你的生命非常漂亮，非常喜乐，非常快乐。现在我们正身处将要发动的新的跃进
，那新的飞跃的起点。为着这飞跃，我们必须在观念上、思维上和制约上变得轻巧。我们的思想充满着制约，我们身上有着各式
各样的思想制约。它们是那么牢固，令我有时也不能明白人类。我不能明白为甚么我们可以因为执着于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的事物而迷失。在将要发生更高的跃进的时刻，很多人会落后，不能从中走出来。所以在这阶段，我请你们全心全意去静坐，顺
服委身于集体。在每一天，黄昏时，你必须想想，我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甚么？我又为自己做了些甚么？请你明白你将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跃进，那跃进必须启动，为此我希望你们准备妥当。你须要完全的准备就绪，因为在这跃进中，你可能会迷失，很多人
可能落后，因为他们不能克服自己的思想制约。

思想制约是各式各样的_________无知、盲目的相信和各种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还有，我们对国家、种族、个人风格，以及种种判断别人的制约。我们必须判断自己，我们是否在霎哈嘉瑜伽文化之中？若你不
在霎哈嘉文化之中，对你将会是非常困难，你像登上一艘不会启航的船。我现在忠告你，那么你之后不能怪责说：「母亲，很多
人落后了！」若你发觉任何人落后，请帮助他，请以清晰的理念，肯定的语气，清楚的指示去纠正他。若你真的发觉有人犯错，
你最好先忠告他。我今天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将要起程，你必须告诉你的同行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没有人能把霎哈嘉
瑜伽视为理所当然的。 所有其他的事物只是幻象，使你感到世俗的事物没有问题，你可以掌握世俗的事情。神并不关心那个人富
有，那个人贫穷，祂只看那人灵性上是否富足。祂并不介意你受过甚么教育，你的程度如何，你是否华而不实等等，祂只看你是
否纯真。 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了多少工作？你为神的工作做了些甚么？所有这些先后次序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明白霎哈嘉瑜伽以非
常精微的层次审判我们。在这最后的审判，你们被判定为好人。在你将要作的第二次跃进，你们必须非常小心。或许你们之中有
些人在心里以为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但可能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在将要发生的大跃进中会被遗留下来。 太阳已经升起，这
是非常重要的。它已经到达最高点。当太阳到达最高点，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给予我们漂亮、青绿草木的太阳，同样会给予我们
烧焦的热力，所以要小心。我们须要醒觉，必须每时每刻在霎哈嘉瑜伽的指引下，明白我们犯了些甚么错误，甚么令我们感到那
么沉重，那么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非常高兴，无论我告诉你们甚么，教导你们甚么，你们都很平静，很甜美地接受，亦尝试把
我的教导融入你们的生活中。事实上，一段时间之后，我想我不须要告诉你们甚么。你拥有自己的光，分辨甚么是对，甚么是错
。但我仍要说，特别是西方人，在崇拜中，在音乐中和在每样事物中，你们必须开放你们的心。若你们不能开放你们的心，事情
是不能成就的。因为它借着住在你心内的灵成就事情。所以，请对任何事物开放你的心。当你决定为霎哈嘉瑜伽开放你的心，你
所有的自我、所有的思想制约都会消失。 愿神祝福你们 [The puja begins.] Shri Mataji: You don’t sit this side… (continues in
Hindi or Marathi)… leave this side. Leave this side… (Hindi or Marathi) Yogi 1: All the children have to come forward. All the
children, please. Yogi 2: All the children till the age of five. All the children till the age of five please come. Five to twelve. Yogi 3:
We take the mantra of Shri Ganesh four times. [Shri Ganesha’s mantra is recited, then Ganesha Atharva Sheersha] Yogi:
Sanskrit page 11. (Other yogi: “Ganesha Sthuti”) Yes. [Bhajan: “Ganesha Sthuti”] Yogi: Sanskrit page 13. (Aside) “Jai
Ganaraya”. [Bhajan: “Jai Ganaraya Shri Ganaraya”] Yogi: English page 1. [Bhajan: “Om Bhur Bhuvah Swaha”] Another yogi: All
leaders. All leaders please come. All leaders to please come for Puja. We’ll start the Devi Puja now with Mahalakshmi Stotram.
We’ll start with Saraswati Vandana. Yogini sings “Saraswati Vandana”: “Yā kundendu tushāra hāra dhavalā Yā shubhra vastrā
vrutā Yā vinā vara danda mandita karā Yā shweta padm’āsanā Yā Brahm’āchyuta Shankara prabhṙutibhir Devaihi sadā pujitā
Sā mām pātu Saraswatī Bhagavati Nishesha jādy’āpahā”. [“Mahalakshmi Stotram”] Yogi: Sanskrit page 2. (Bhajan: “Ai Giri
Nandini”) Yogi 1: Hindi page 5. Yogi 2: Seven young girls please, seven girls, unmarried girls – from age twelve to sixteen.

Twelve to sixteen – twelve girls. (Bhajan:” Tere Hi Guna Gate Hai”) Yogi 1: Fourteen married ladies who have not done Puja
before. Married ladies. (Hindi) Yogi 2: Hindi 39. Yogi 3: Can you sing the Marathi song… Hallo. Can you sing the Marathi song
we sang yesterday, “Tujhya Archaniye”. (Somebody: Tujhya Pujani). That was sung yesterday night, “Tujhya Archaniye”.
(Somebody: “Tujhya Pujani”. Lady: “Tujhya pujani”) Yogi 4: Marathi 36. Yogi: (Hindi) All those who got married in Ganapatipule,
all those who got married in Ganapatipule, also to please come, the ladies. Musicians - any song on the Goddess, Ambaji, or
Shri Durga. Musician: Durga, Durga, Durga – Durga. Yogi: Hindi 33 (Bhajan: “Durgati Harani Durga”). Yogi: (Hindi) Mrs.
Ubadyaye will sing one – two songs of the Goddess. Now Sahaja yogis may like to sing “Ude Tu Ambe Bai Ai – Ude Tu Ambe
Bai”. Yogi 2: Marathi page 20. (Bhajan:“Adi Maya Amba Bai”) Marathi page 11: “Hasata Ali”. (Afterwards) Yogi 1: “Namostute”.
Yogi 2: Marathi page 1. (Aside) “Namostute”. (Afterward, bhajan “Sarva Mangala” is sung) [Video ends here]

1990-0312,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奥克兰 1990年3月12日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离
其他人很远，但你们总是在我的心中，你们不应该担心距离。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你应该手这样
放，不要挂着，如果你要坐得坐得端正。你必须了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度，我们的文化必须改变，我们的风格必须
改变，我们的理解必须改变。除非我们改变，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我们。 并且，那是很难去触发些事，如果没有完美的工具。正如
你知道，我去了俄罗斯的第二次瑜伽研讨会，在那我们有来自东欧地区的人。那是我的主意，让他们去到那。他们来自每一个国
家，大约有两到三个人。很强大，很深入，非常具有理解力。我讲了仅仅30分钟，如此的奇妙，在十五分钟内，我给他们自觉，
大约十分钟和五分钟，我在那里，他们所有的人确实得到了自觉，所有的人。很惊人。 如此地深入，当我走出房间时，他们都跟
着我。你在西方国家看不到这景象。他们都走在我后面，追着我，他们想给他们的地址，他们希望我去到他们的国家，这和那的
。我说：“好吧，我会来的！“我们拿了他们的地址，甚至从罗马尼亚，每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回去了。在8天之内，一个人可以触
发这样的事。它成就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深入，因为他们是已如此地装备好来引发这些事发生。这就是他们如何触发了他们的
国家，以及他们是如何成就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生活在霎哈嘉瑜珈的肤浅层面上，那么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或是国家做太多，
只是浪费了生命，不在这也不再那(无关紧要)。就像一粒种子，它发芽但还未长成为树木。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我们必
须成为非常深入的人，非常深入，你必须来教导我们的深度。我听说有人来到崇拜，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食物。当崇拜结束时你就
赶着去拿食物。你怎么可以这样？在崇拜之后你进入一种状态，在冥想后你进入冥想本质的状态，你只是想坐着，你不会想起身
，因为你落入了源头，像那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起身走去吃蛋糕或食物。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评判你自己，你是如何，你有
多深入。你必须去成就你的能量，因为你要在这个国家创造出美丽的愿景，为你的孩子们，为了你自己和整个国家，最终为整个
世界。但是如果你不谨慎待之，只是顺便，霎哈嘉瑜伽只是顺便做的，它不会成就。它必须是生活的方式。在你做的每件事必须
成为霎哈嘉文化。在霎哈嘉文化很多事情必被理解，这是自然的，这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接受它的。 许多发生在西方的事，我认
为就是破坏的，对社会是绝对地有害的。这里社会一点也不管。也许我会归咎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妇女，妇女不理解她们的责
任，不明白什么是她们的[荣耀]，她们没有自尊。前几天我坐飞机旅行，大部分的女士都在抽烟，男人们没有抽烟。男人们在照顾
孩子们，女人们像男人一样忙着抽烟，你看，看起来像半个男人半个女人。真是令人惊讶，这是非常破坏性的。 因为正如我所说
，男人和女人就像一辆战车的两个轮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左边的不能去右边，右边的不能去左边。因此，我们必须明
白，我们的角色比其他的更重要。就像男人有个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女性亦有更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母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伟
大的事。上帝为什么给予你母亲的身分？因为上帝认为你像大地之母，你照顾，养育孩子，滋养家庭，做所有这些事情。不要试
图循着男人的方式，像吸烟，酗酒，举止像他们一样。 你只是看到了潮流，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自尊是如此之低。现在，对女性
，前些天，我是说，我告诉过你他们谈论性感，性感的女人。我的意思是，人们应该去为了这样说女人的事而感到羞耻。因为女
性应该反对：“我们不是妓女，每个男人都应该看着我们，享受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卖给了他们吗？还是我们是某种展示的？“女
人没有了自尊，她们抗争在错误的事情上，她们没有抗争在对的事。对的事情是，你应该得到尊重，你不应该被视为秀场上的东
西，任何男人可以看你，男人应该看你，然后你得到些价值。 这是荒谬。这不是产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孩子和良好的家庭的方
式。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都取决于妇女，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工作，这是扎根，她们不会想炫耀。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
好的女人，就会有好的社会。我必须说，荣誉是归功于印度妇女，在印度。她们不在意这些事情，你看，她们不担心她们的外表
和荒谬的性感。如果有人说她们：“太性感了”，我的意思是她们会打你，觉得很伤害：“这是什么，你认为我们是什么？”为你所做
的工作感到骄傲，当然你必须在外面工作，做一些别的事情，但谁来照顾孩子，谁来管理家庭，谁来保持家庭的宁静是可以看到
的。 所以在霎哈嘉文化中我们必须了解女人要有女人样，男人要有男人样。但男人必须学会尊重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澳大利亚人
确实如此]非常尊重他们。如果他们不尊重自己的女人那么她们也会反击，他们会有报复rebellier所有这些妇女[叛乱]开始。是男人
的错误多过于女人，因为他们挑战了她们的个性，所以现在她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行为。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尊重妇女，我们允许
他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相信他们并且我们平等的对待她们。他们必须是平等。他们可能不相似，但他们是平等的。这两个轮子都
是相等，否则这轮子，一个小，一个大，那么战车永远不会向前移动，它会绕着圈走。所以这是要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现今在
西方，因为我发现逐渐地人们出轨是走向地狱。所有这些思想都将无法带着人们去到任何地方，因为没有人承担塑造道德的责任
，为孩子们创造道德价值。你必须给予适当的教养。 这些天，我发现孩子们在这里很散漫。因为我们不敢面对他们。你必须面对
他们，你要告诉他们：”不该是这样，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表现得像个霎哈嘉瑜伽士”他们要谦逊，要谦虚。对父母应该有一
种敬畏。如果他们不敬畏他们的父母，他们怎么会对我或上帝有所敬畏呢？他们不会。不论你怎么告诉他们，他们不会有。如果
他们不敬畏父母是霎哈嘉瑜伽士，意味着这些孩子会变得非常的野像其他孩子一样，你正在运作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依靠着
这些天生自觉灵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失控，就因为父母没有照顾他们面对他们。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必须了解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以及你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现在，如果丈夫不尊重妇女，那么孩子们将不会尊重她，那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应有任何人的控
制欲,不应有任何的支配欲，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妻子有关的方面，她应该决定，和先生有关的，应该由他决定，人们

必须尊重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方各自生活不同的领域

任何地方只要这平衡消逝，它已经(也会)在我们的国

家消逝，也应该说，在印度，我必须说，现在有有趣的(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这要感谢穆斯林( 这要责怪穆斯林)，他们住在那有这
样的影响，我们有嫁妆的制度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有。但也有些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努力工作，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但却成就它，他们正在改善，他们正试图改变他们的方式和方法，这是以前的人看到的东西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女人们手里
拿着某种武器，开始殴打所有的男人，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看，你们是互补的。 所以，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的角色在霎哈嘉瑜伽
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自尊，我们要尊重自己并且我们要尊重他人。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圣人，圣人必须尊重他人……我一直在强
调此事。因此，你必须尊重圣人，你是一个圣人，另一个人也是圣人。我总是举Namadeva的例子。Namadeva是个裁缝师，是个
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圣人。他去看另一位名为Gora Khumbar他是个制陶工人。当他去看他，Gora Khumbar忙着按织粘土(让黏土
紧密结合)去制作陶壶，你看，正用他的脚按织粘土(让黏土结合)。他看着他。当他看着他，他进入无思虑。然后他说出美丽的话
语，他说：“我来看看Nirakara无形像的，Nirguna，思维…无形的，意指能量。我来看能量，但是在这里它是有形像的站在那。
什么是欣赏，什么是敬慕，从一个圣人到另一个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另一人。“But I see the whole of this Nirakara, the Nirguna is
in the form of you.”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我们不能相爱，我们不能彼此理解，意味
着我们是低下的，比别人还低下。有些人一直有一种批判的习惯：“这样是不对的”。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内在的出错，老在责备他
人。 所以在霎哈嘉瑜伽一点也不要去批评，第一件事情是，你应该看看你自己 你是个怎样的人和你站在怎样的立场，首先你如何
帮助自己。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但根本不需要把批判的眼光放在别人身上。因为你会变得一无是处，你做了所有一切不好的事
，你看到其他人所有的坏处而你所发展出的是一种反集体的个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如此头痛的问题，最终你不得不离开霎哈嘉
瑜伽。 正如我所说的，有两股力量在霎哈嘉瑜伽运作。第一个是你被吸引的，被称为，称为向心力，向心力，它吸引着你，另一
个力量称作离心力。假设你有一块石头绑着一条线，你以速度移动它，你看，然后你保持它的速度，但一旦你稍一松手，它便偏
离了原来的路径。以同样的方式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我们被霎哈嘉瑜伽吸引着，我们保持它，我们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另一个则
是我们走出。现在我发现，出走已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很担心它，不仅是你出去，而是你带着非常大的问题出去。而这
正是我在澳洲看到严重的事件。 首先，如果有人说了反对我或霎哈嘉瑜伽的话语，你就是闭上眼睛。仅仅说：“我们不想听到任何
反对它，因为我们受益，我们得到了所有的好处，现在你不要告诉我们任何事。我们不想听到它，“只要闭上你的眼睛，捂上耳朵
说：”我们不想听到它。而现在我们有三个例子人们遭受癌症或这或那，他们听了这些。说的人也许不会得到，他不会，但是这人
…因为他已经出去了，但这个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他听了这事是非常危险的，不应该听任何人像那样，那些说我或关于霎哈嘉瑜伽
的坏话。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一点。 然后那些挑剔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缺点也会有麻烦。你不应该找其他霎哈嘉瑜珈士的缺点。
如果你认为有任何霎哈嘉瑜伽士出错你可以去告诉领袖。如果你发现领袖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写信给我，立刻的。你必须写信
给我。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我与你的关系是连结的。领袖只是某种形式的迷思，因为我只是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因为我
不能打电话给你们所有人。就是这样。这是个迷思。所以，任何你想做的事，你必须试着直接通知我，如果他们是对你很严厉，
如果他们是傲慢的，如果他们是虐待，如果他们是拿了钱，任何你发现是不正确的，请让我知道。并从你的信中，我立刻会知道
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让你知道哪里出错，无论是你的错误的或领袖的错误。但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么我自己会发现。届时等我
发现后，我发现很多伤害已造成。 所以最好的事情是，你应该让我知道。因为现在，今天我在这。现在我不能保持注意力在哥伦
比亚，我曾去到那，我不能保持注意力在美国，但当我去到那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里。但如果有人有任何问题，他们应该给我写
信。就像这样，我看到了我们有很多问题，许多霎哈嘉瑜珈士已经离开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我甚至不明白为
什么他们不写信给我，为什么他们不打电话给我。但对于小事情他们会写，某人的妻子生病了，或者某人的岳父在医院，或所有
荒谬的事情，这些他们会写。但他们不会告诉我，有些领袖出错了，直到我发现它，直到整个霎哈嘉瑜伽在那城市被摧毁。 因此
，这是我的谦卑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是你的母亲，直接地。我和领袖们没有什么(关联)，就你们所担心的。任何领袖对
你苛刻，找你麻烦，要求你过多的纪律，或试图把他的想法强加在你的头上，或任何类似的事，那些你认为是扭曲你自由的成长
，你必须给我写信，你必须知道。这是没有理由去说领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走了，你为什么要走？有这个必要吗？ 并且我发现
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澳洲和新西兰。要么他们变得像完全的奴隶，要么他们变得完全反叛。不外乎这二者。所以你必须知道
，如果你发现有什么试图控制你，你必须让我们知道，我总是要去改正他们，并当面告诉他们，所有的领袖，我认为他们。因为
他们也知道我坐在那里看照这些。当然，关于领导我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次，很多讲座和东西，每次他们来到甘纳帕地普雷，我们
尽量见面和谈论它，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必须找出它指正。 但在这里，我不知道，但在澳洲，特别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领袖
做了什么，同样的事情渗透到许多霎哈嘉瑜伽士，成为某种半领袖并且他们过去习惯有点支配着人们，说一些非霎哈嘉瑜伽的事
情。像去年那样还好，在这之前他们开始说澳洲是伟大的，我们是最伟大的事情，这些那些，，，然后一半霎哈嘉瑜珈士离开他
们。吹牛和夸张，甚至印度人都很惊讶，他们开始看着他们，想着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向我报告说：“他们不会听任何人的，
我们告诉他们：'拜托，最好停止，我们现在必须走了，他们不听。他们说：“我们的领袖必须告诉我们。”。他们说：“母亲说过”。
“母亲，不，我们的领袖。”

因此，即使是领袖已经完全取代了我，因为这些少数人与其他人连手。我们可以说，像俄罗斯的官僚

制度。没有官僚主义，在霎哈嘉瑜伽没有神职人员，每个人都是平等。他们都是圣人，是受人尊敬的，所有的领袖都必须尊重你
，理解你。当然，如果你的轮脉有任何问题，必须告诉你，这是他们的工作，为此你应该感谢。而不是感觉不好的，你应该感谢
他们：“是的，是这样，我们会试图改正自己。”

现在更好的部分是，现在突然间我发现有一个霎哈嘉瑜伽大的扩张在不同的地方

进行着，至少预期像[不清楚]我们有其他地方像土耳其和俄罗斯。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霎哈嘉瑜伽正在享其成果，也
许这些人会成长得更快，你要小心，你不应该落后。因为我曾给过些暗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上次，甘纳帕地普雷会
有另一个跃进，另一个触发。 我总是给人一种空间的模拟，你看，航天飞机，就像我们可以说人造卫星或什么的，那样的原理，
同样的适用于我们的进化。就像首先是一个容器，它里面还有三个，四个容器。因此，第一个容器走到一半，然后发生爆炸，然
后其余的被抛出。因此，第一个速度，那是它有的速度，得到绝对加速，然后随着一个更大的速度。然后第二个爆炸，然后同样
的事情发生，这是他们如何最终可达到非常高的速度。以同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在霎哈嘉瑜伽正在发生的，是时候让你知道，
会有另一个触发。在那个触发你必须赶上。为此你应该准备好，否则你将被留在容器里，(只是)不会被用来运作。

因此，一个新

的触发，一个新的跃进必须完成，为此你必须抓紧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
跳到新的触发，这将会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因此，我必须警告你，虽然你们是少数，你们必须有一个质量，数量没有关系，因为
这么多的数量可能会下降。所以那些真正想要升进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必须在早上，晚上静坐，我们必须是绝对的有集体性。如
果我们没有集体性，那么那是我们内在有一些严重的，我们内在有些错误，我们必须纠正它。这些都是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我必
须说，现在的集体成长非常快速，因为我们所做的，今日的奇迹已在发生。 昨天我们有很多人，每次我来至少有三百人，我知道
这一次也会有。但有什么不同，当我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之后他们就不来，甚至如果他们来了，他们也会消失。他们一定要
对你有信心。首先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你必须靠近接触他们以一种让他们觉得自信的方式。他们不应该觉得：“一些愚笨、愚蠢
的人坐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这些东西”。而是你必须有尊严，你必须有那样的接触，你必须有那样的理解，那么只有这样它才会成
就，否则你不能成就。我自己的想法是，无论哪里只要有很深入的霎哈嘉瑜伽士人们就可以坚持住。像奥地利，我会说。在奥地
利，我们有相当多的[新]人，[米兰]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我注意到，霎哈嘉瑜伽士是一个非常好的质量。他们
都是全力以赴。 就像有一个男孩从古兰经找出了许多，在德国，从古兰经，一些关于霎哈嘉。他们说有一个叫苏拉叫沙斯塔瑜伽
，那个苏拉是对应我。因为我们会……有人说：“我们将会发送并且发送者，你不会接受发送者。你会否认，你会反抗。这一切都
被描述了，即使是在这重生的时期你的手会说话，所有的在苏拉都被描述了。这是非常有趣的，在苏拉里。所以，他们试图将我
所说的定位出。许多的事，以不同的方式，他们正在窜出，并且他们试图创作些非常美丽的绘画和素描，可以去解释。他们也有
电视节目。因此，在电视上，他们陈述他们的经验，这些和那些。但如果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你无法影响任何人，即使你去上
电视或任何地方。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你。所以你必须更认真地对待它，更认真地做你的冥想。 现在，霎哈嘉瑜伽的另一个面向
，我们希望人们结婚。结婚，但结婚不是最终目的，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个帮助，我们可以说，一个辅助，从另一个角度使你
更好地发展你自己。但在婚姻中的任何某种的阻碍都会阻碍你的升进。所以不要理会这样的阻碍，就是从中走出，试着保持你的
真我，因为只有它，你的真我，能给予你喜乐和升进，不是其他任何人。它将终会成就，如果你保持你的真我，明白你是重要的
，你必须照顾你的升进，以及，霎哈嘉瑜伽集体也是重要的。这对你们每一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是如此之少，它必须在这
个国家成就以一个大的方式规模。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在新西兰的人还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变化，为什么没有进步。但我相信
，现在更多的事情将发生，事情今日的已触发的，它将会成就。 因此，现在这是我的表述，如果你认为有更多的事情，我应该说
，你想知道你可以给我写信，我必定会回答这样的信件。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信：“我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跑了这些
事，那些事”。这些并不重要，在你前世的生活中你已结过很多次婚。那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跑了，让他跑，要怎么办呢。你是
霎哈嘉瑜珈士，在这个世界上多少女人或多少男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是如此的特殊。这样的特殊的人不应该困扰在世俗
的和无用的事情上。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你将承担起所有新西兰人的解放。而这你必须明白。你不应该降低你的自尊。
尝试上来，并且成就它。 对每个国家都是重要的。有些人非常警觉，有些人不是。但现在我相信它会更快的成就。我们有很多的
人，现在试着给他们，给他们些茶，以些事情开场，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在食物上，但你不要开始吃[不清楚]，要不然他们会认为
没有用的人，他们只是试着……你应该表现出所有的尊严或殷勤待客。殷勤待客是很有帮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要
明白。就像在印度，如果你来了，他们会来看十次，看你吃了你的食物没，他们会叫你，有人不在那里，你在哪里，一定要来并
吃点。但我听到的是，在这里，没有人会叫任何人，任何人[不清楚]你有你自己的食物。直到客人到外面，所以没有人说：“好吧
。你要吃些……吗？你有你的食物吗？你吃了早饭了吗？“不该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关注我们应该有些习性是非常美丽的去殷勤待
客，看看他们需求… 我的意思是，客人要以不同方式对待，同住的人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这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孩子们
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行为举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文化在我们之中，藉此我们去理解他人的价值，以及到来的客人，那些还不
是霎哈嘉瑜伽士，尚未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刚刚获得自觉的。他们要被非常小心对待，就像我们可以说一个种子，那是刚刚发芽
。它是如此的纤弱。这植物是以如此纤弱的型态。现在你必须适当地移植它到霎哈嘉的领域。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发芽的
，慢慢地一个接着一个，在他们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将他们好好地种植到霎哈嘉瑜伽领域。 但如果你有特定的价值评断，如果
你取得了某些成就，那么你不应该看不起他们，或你不应该时常去取笑他们，因为有些人是嘲讽的，有些人总是微笑的，所以他
们认为：“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吗，为什么他们总是在笑？“。因此，没有必要有做作的微笑，也没有任何必要有某种的批评或者有时
[如果]有种荒谬的笑容，你知道的人们会有些想法，他们会误解。或者说：你的这个亡灵感染，那个亡灵感染，人们有时会说：“
这个轮穴感染”。没有必要。“渐渐地，你应该说，一切都会解决的。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凉风，好吧，让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就像
这样 但是你不需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这些话言，这不应该暴露给新人，他们会害怕，我们这个轮穴感染，那个轮穴感染、造成
很大的恐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他们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建立起了他们的信心，一旦他们开始感觉到能量和一切

，他们必会信任你，他们必会相信你。所以这是非常小的概念，我想要新西兰赶上来以一个更是灵敏觉知的态度，那么人们会说
，在霎哈嘉瑜伽里新西兰人是最睿智的。 愿神祝福你们 Imagine Greece Sahaja Yoga is only two years old. Only two years old.
Greece. But that’s a traditional country, see, it’s an ancient country, and the way the Greeks have really fallen into Sahaja Yoga
is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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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充满着热忱! 我想整个悉尼的花朵都被剪下来了。贺卡、信件、美丽的诗句，这些

话是多么甜蜜，儿童们在美丽地歌唱。这种欢腾，这种快乐是语言表达不了的。 你需要母亲的照顾、保护，以她的智慧来改造你
。因此，我发觉在每一个我的寿辰，霎哈嘉瑜伽士的心都在扩大，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水滴，而是海洋的一部分。海洋会强化
他们，照顾他们，亦会滋养他们，指导他们。因此，水滴和海洋的连系必须完全建立。水滴的限制要完全溶化在伟大的海洋中。
凭着关怀、凭着甜美的说话，凭着恳切能合群的欲望，我们可以改善集体的深度。合群的欲望要非常恳切。胸怀开始扩阔。首先
需要的是：对自己真诚。因为我们本是滴水的状态，一滴水、细小局限的水滴；在这状态，我们一再受这个限制所吞没。可是我
们必须看到自己的远景：「你会成为甚么，你想成为甚么。」因此，你真诚的想合群会打破所有障碍。如果你对任何目标，任何
事诚恳，你会忘记时间，忘记花了多少劳力，忘记一切，你想达成它，即使只是小事。 这种真诚是从何而来？真诚是从两件事而
来。第一，你要理解甚么是霎哈嘉瑜伽，它给了你甚么。它给你自觉，扩阔了你的视野，也给你集体意识，给你无思虑的觉醒和
无疑惑的觉醒状态，它为你塑造了新的个性，就像蛋变成鸟儿。现在你是鸟儿，再不能回到蛋壳内。你意识到霎哈嘉瑜伽对你做
了些甚么，意识到你成就了甚么：就是你已经取得知识，灵量的知识，这从来是隐秘的知识，绝对是隐秘的知识。没有人认识它
，完全是隐秘的。你们不用进书院、学校、大学，任何地方，便清楚知道灵量的一切；你们也不用进实验室，便能体验到它；你
已经发现甚么是灵量。你亲眼见到，见到灵量的升起，你给人自觉。你不单体验到圣灵的凉风，也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还有，你
理解事物的方式与过往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你与这知识溶合，你获授权提升别人的灵量，这连过往的圣人、先知和伟人也不能
做到。这些年来，只有很少、很少数的人有能力像你那样去提升灵量。你明白甚么是轮穴，懂得诊断它，即使小孩子也能。我们
甚至意识不到这是很伟大的！在人类的层次，我们对它一点认识也没有。我们甚至连「灵量」这个字也没有听过！你们却能在一
瞬间变得博学！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给你的祝福。 当你看到：你拥有这么多知识，你的注意力得到启发，它是怎样起作用，你便知
道自己拥有很多祝福，自自然然的就拥有了。你甚么也没有做，便能取得成果。你很惊讶亦不明白它是怎样发生，怎样成就到。
忽然我在这里，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忽然我在哪里，那些事情就发生了。怎会这样？这个海洋每一刻、每一环节都成就事情。这
些事情能让你们看清楚自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智者，是圣人。 因此，我们的态度要改变。很多人类依然是动物：你看到他们怎
样杀人，有怎样的的言行____他们甚至不是人类。我们与他们一起生活，每天都看到他们：他们不只是罪犯，文化程度也很低。
我们简直可以称他们为动物。有些人是半动物半人；有些人是真正的人类____ 他们就是求道者。 当你了解你在霎哈嘉瑜伽成就了
甚么时，你立即意识到你是谁。当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会很自然的对此很诚恳，你必定感受到你真正成就了甚么，某些伟
大的东西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诚恳，思维上你也同样要这样。首先你要理性地去感觉，感觉这是很重要的____这是很重要，很
珍贵的，你因此对它很真心实意。 第二部分是很不同的：你看到一些东西，知道一些东西，你开始敞开你的心扉。第二是你必须
开放你的心。真诚来自开放的心：如果你的心扉没有敞开，你是不能真诚。 你的心扉没有敞开是甚么意思呢？让我们看看，你重
生了，获得自觉了；这亦是你的生日。在知识和理解力增长的同时，你的心并没有与你步伐一致。为何会这样？甚么令你的心这
样？你可以很容易发现你的心控制身体，控制脑袋，控制一切。因为如果你的心停顿，一切都停顿。但如果你的脑停顿，心并不
会停顿。因此，心是最重要的，它掌管你的生命。这个特别的器官是很纤弱的，它在运行，像石头一样。它怎样跳动？当我们说
：「扩阔你的心」，即是说要溶化你冷漠的心。可是，它怎会变得冷漠？我们要寻到根源：它变成冷漠是因为心控制着脑袋。脑
袋有七个光环；同样，心也有七个光环。这些光环控制着脑袋的光环。你们都知道，脑袋内有自我和思想制约，它们压迫着脑袋
，因此，这些光环亦受压迫，围绕着心的光环也受压迫。但是脑袋想：「是的，这很好。我懂得提升灵量，我懂得怎样做，我懂
得所有事。」它只说到一部分。 他并非就此变得冷漠，他能思考。每个硬心肠的人都能思考，像希特勒。脑袋不会受思想制约或
自我的影响而变得像石头般不能思考。如果自我太大…如果是自我，人或许会变得愚蠢，但他能思考，能正常的思考。他真的变
得愚蠢。任何自我的人，他们的额轮会阻塞，都会变成笨蛋，这是毋庸置疑的。你看到他的言行，无论他说甚么话，做甚么事，
都爱炫耀，他变成笨蛋。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到他是个笨蛋。 我们发现思维是受超我所遮蔽，但超我不会令人的脑袋变成石头
。相反，它令人变得愚蠢，而非像石头。这个愚蠢的人可以继续说各种话。你可以毫不费力的立即认出这个蠢人。 另一方面是思
想制约，这是很差，很诡秘的。由于某人有制约，他不能摆脱这制约。他没有炫耀，但很诡秘，他的脑袋满是一些非霎哈嘉的念
头。好像某人在崇拜看见我把我的洗手水给了别人；他问：「为什么你要拿母亲洗过手的水？」那人说：「母亲的手充满巨大的
生命能量，当我们用这些水清洗时，能量就出来了。」噢，他不能相信！因为制约是当你用水洗手，只会洗出污垢。因此，他们
不会想到生命能量。这些制约全都在人们的脑袋中。由于这些制约，他们不能用心去感受事情。他们用很诡秘的态度去思考事情
，还说谎，说荒唐的事情，只为想说服你他们是对的。他们不是笨蛋，却是白痴。他们说话像白痴。但你却接受这种白痴的事！
这并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是蠢人，那个是白痴。两者之间就是霎哈嘉瑜伽士。 这制约令脑袋变坏，但不会使它变成石头。只有
他是先天精神错乱才会令脑袋变成石头，他因此不能思考，不然，脑袋会不停的思考。无论是因为思想制约还是自我，脑袋会不
停的思考。这样的脑袋不应影响心，因为是心影响脑袋。从心彰显出来的光环开始变得暗哑，又或会消失。围绕着心的光环是很
敏感的，它们感到：「把光投射到脑袋是没有用的。」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心就是这样变小。因为它们再没有生存的意义，所以

变得越来越小。心因此变得细小。你称某人为心眼小的家伙、怯懦的家伙或我们时常说的这人是「铁石心肠的人」。 发生这些事
情全因人类的思想制约和自我，结果是心变成石头；因为心是敏感的，脑袋并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你把一些软的东西放在水里，
它会变硬；但是如果你放一块石头进水里，并把水煮沸，它不会变硬。既敏感又脆弱的心变得像石头般硬，就如你被热的脑电波
煮沸，他变成很硬的石头，甚至不懂怎样说一句好话。他时常都冒犯人，说些不应说的话，时常都在想：「我应说些甚么话去伤
害人？我应怎么去误导人？」这是诡秘的态度。 说到自我，心再次被自我所冻僵，心在想---不是在想，心不能向脑袋发放光环。
脑袋开始想：「现在心已经完蛋，心不能再控制我们了。」心则在想：「我会自己做所有的事。」我的意思是脑袋开始说。心开
始变小变硬，不再运作。脑袋因此接管，脑袋开始运作。脑袋开始以我们不能了解的方式运作，他们的言行举止像动物，像恶魔
，变得残忍，他们不懂怎样向别人讲好话。他们有种假虚荣，这类人不停伤害人，侮辱人，直到他们遇到另一个像他们的人，跟
着他们都会崩溃。这是整件事中意料不到的障碍。否则，你们现在已经完蛋了。两个自我中心的人不能一起，他们会彼此中和。
感谢天，我们因此得救。 这两种制约其实是在脑袋里，它们把心冻僵，令心再没有任何空间，脑袋因此要维护自己。这就是我们
为甚么不懂善待别人，不懂怎样对别人好，怎样帮助别人，怎样可以温柔点，怎样安慰人，保护人。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一切。当
我们来霎哈嘉瑜伽时，我们的心有如铁石一般，脑袋不是充满自我就是充满超我。 现在你的灵量已经升起，首先你的脑袋得到洁
净。当灵量升起，触摸到你的梵穴(brahmarandra)，这个心的宝座，心便会扩大，你会变得真诚。心就像皇帝一般重临，开始控
制脑袋。当心回来，你立即发觉，你与那些你生他们气的人，不与他们谈话的人，不与他们来往的人友善起来，不再有任何问题
了。人们曾用各种方法伤害你。一切这些伤害都消失了。你变得又和善又美丽。当灵量接触梵穴，这个心的宝座，甚么会发生。
当梵穴打开，你的心扉也敞开，它被唤醒。它想：「啊！甚么？我竟然容许脑袋管治我？它竟敢管治我！」心责骂脑袋。你曾见
过一些人，忽然间，他们转变了很多，这是很了不起的。 一位在美国的男士，他说：「母亲，有自觉后我变了很多，我变得很温
和；我从不问候我的叔叔或任何人。」他在一个节日中遇见他的叔叔并对他说：「叔叔你好！」叔叔望着他：「你有甚么不对劲
？」他从不会这样说。然后他说：「叔叔，你好吗？你还好吗？我可以为你做些甚么吗？」他说话亲切。叔叔说：「你做过甚么
？你喝醉了还是甚么？你怎会对我说这些好话？我真的不能相信。」 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何我们可以轻易摆脱所有这
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学懂了。它们可以完结，因为我们已经学懂。他们不一定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我们的亲人。一旦你的心被
唤醒，你便能击退自我和超我。 与人相处，我们要以亲切的态度与人沟通，以便打破隔膜。就如告诉自己：「不，我不相信这个
人是这么坏的。让我来照顾他吧，他可能是不错的。你看，我不认为他是这么坏。」人类是很容易接受某人是坏人。当他们有这
种处事态度，他们便活在自己建立的堡垒内，认为除了自己，没有人是最好的。因此，整个社群，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受这种
想法侵蚀。只有霎哈嘉瑜伽可以把它治好，可以结束这想法。这部分要由你们去演译，要明白只有你一次又一次提升灵量，打开
你的梵穴，你才会变得真诚，你的心才会提升。你会有一个唤醒了的人格，它会掌管你那个不停像疯子一样思考、思考、思考的
脑袋。当这样发生，你会意识到自己已跳进无疑惑的觉醒状态。 因此，你要完全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初，心的操控权，或我
们可以说心的国王地位受挑战，被拉低至零。这脑袋变成国王，开始管治我们。「我想…」，「我觉得…」代表脑袋，即自我。
若你能放弃︰「我想…」，「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妥当。你应该说：「不是『我想…』，而是『身体想…』。」你把自己分
隔。渐渐地你从说︰「我想…」这种境况中分隔出来。你应该说：「这个身体…」，「这只手…」，「这个头…」你开始分隔。
当你能把自己分隔，所有自我和超我的障碍都会消失，就是这样，要消除自我和超我是很容易的。消除它们是很容易的，只要提
升灵量，打开你的梵穴。打开你的梵穴，把灵量与无所不在浩爱的力量连上是你最大的成就。这就是我为甚么常常说你们要静坐
，处于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一切都会成就到。不要放太多注意力在外在的东西。当然，你某程度上对霎哈嘉瑜伽是有责任的，因
为你对它真诚。你不能勉强自己。我要一再说，你要衡量你的真诚。「我对霎哈嘉瑜伽有多真诚？」 有些人只是抱着轻率的态度
，说：「母亲，我胡涂了，我迷惘了。」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因为是你欠霎哈嘉瑜伽，你欠霎哈嘉瑜伽一切。这是你的新
生命。你不能说「我迷惘了」或「我胡涂了，我是笨蛋，我做了这事。」你要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母亲真的真诚地辛劳工作，我
们不可以对它不真诚。我们不希望是虚伪者。这是虚伪，完全虚伪。你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感激和自尊，你永远
也不应说︰「母亲，我不小心做了这些事」或「我迷惘了，我愚蠢了，我是笨蛋。」那表示你仍是平凡人，你对霎哈嘉瑜伽，对
自己都没有感激。 最好的当然是我不需要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也不需要你。你需要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是完全的，它不
需要你，它是完全的，它绝对会维持这种状况。它会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尊严，一切都是完整无缺的。但若你要
从中拿取一些东西，你便要去成就它。像恒河，若你要打水，必须有足够深度的水壶去盛水。但若你只带一块石头，你可以从中
取得甚么？恒河是不停的流动，它就是这样，有自己的容量，它不会因为有人拿走石头而有所改变。 你必须明白，在许可的情况
下要不断提升灵量，尝试把注意力每时每刻都放到灵量上。看看哪里出问题，把问题清理，完完全全的把它清理掉。找出问题所
在，不断提升灵量，直到你感到灵量在你脑囟顺畅的流通，那么你的心便能扩展。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即使只是这样
做就可以了，人们也不肯去做。若你有这样做，你的心扉便会打开。你自会说：「母亲，我的心像亚洲那样大。」你便看到心的
奇迹，它怎样散发能量，你变得这么慈悲，这么活力充沛，这么美丽，对霎哈嘉瑜伽这么诚恳。 请你们为这崇拜敞开你们的心扉
。你是既欢腾又高兴，你的心必定已经打开，因为我看到霎哈嘉瑜伽士对我很寛容，但对自己却不。他们会为我做任何事，但却
不为自己做甚么。他们从早到晚布置会堂，做所有的事，为我送来我也不是从哪里来的花朵。但若我告诉他们：「请为自己静坐
吧！」，他们却不静坐。或是，「为自己做点事」，他们也不会这样做。情形就是这样。 所以，与其浪费精力布置这些那些，你
应该装饰你的内在。以真诚，想想你美好的一面：你是有能力，绝对有能力的人，你可以运用想象力，运用聪明才智，还有理性

，任何你拥有的，找出你的路。我再说一次，要保持心胸寛大。 这是今天我的生日给予全世界的讯息，因为我感到全世界今天像
一个巨大的心在跳动。我接过最后的来电才来。来电从各地而来，花朵像微雨般洒下，他们都在说漂亮的话。万事俱备，我沉醉
在内，只能沉醉，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这些从孩子、从女士、从男士而来的美好的东西。我很惊叹在今天我的生日，他们能这
么享受。 同样，请把每一天当作是你的生日，你要时常提升灵量，保持你的灵量越来越高。你越开怀，越多条像线般的灵量便会
升起，你的心也越能敞开，心会被唤醒，它会变得更有力量。以一个敞开、巨大的和有力量的心，你可以控制时常带给你奇怪想
法的脑袋。 我希望这样可以在今年发生，人们要尽量有寛容的心。寛容的心不代表愚蠢，并不是这样。寛容的心是可以把我放进
去。我的身体是颇大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心才能让我住进去。就是这种很大的心，你们全都要有这样大的心。若你能做到
，所有事都会成就得很好。 说到交托：你要知道怎样交托顺服，你要知道怎样去保有仍未交托的。你交托的方式是把你的心扉完
全敞开。把我放进去，请你把花儿留给自己，直到你能完全控制自己才送给我。 你的情绪、你的感觉，要像花儿那样为自己保留
，这是你的心同一个海洋的一部分。当你准备好，一切都能做到。若全屋已经准备好，请把花儿、情感、美好的、美丽的东西带
来，并滋养它们。我们要学习，我想必定有一些书籍教人如何对别人说好话。我们要找一些这类的书籍，或写一些该怎样说好说
的书籍，怎样照顾别人，怎样让人感受我们的爱，怎样去表达爱，这是可行的，这些书真的能帮助人去明白说这些话是美好的。
当你向别人说些美好的话，那种美妙的感觉会回来。就如我曾告诉你，像波浪拍打岸边后再回来，你感到很快乐。请你继续说些
美好的，令人喜悦的话，别人会很欣赏你。若你诚恳的说，不取笑别人，不是为说话而说话，又或说些伪善的话，像「谢谢，谢
谢，谢谢」，而是真心话，你会很惊讶那人的心会打开，而美丽的情感花儿会从他的心流向你。 一方面你要扩展你的心，另一方
面，你要保存和保护所有你内在美丽、美好、娇弱的感觉，每一处都吸收一点，在合适的时候把它们倾倒出来，这是一种艺术。
像这些花儿先在花园中栽种，它们在合适的时候被带来。它们会因能在合适的时候被使用而感到更光荣。这就是我们真心与自己
相处的方法。因为人类是很柔弱，很美丽的，要令他更美丽，你要说些美丽的话。舌头不是用来说刻薄的话，不是取笑别人，捉
弄别人；而是用来说一些美丽的话，令别人也能吸收这些美丽。当我听到人说一些美好的事时，这些事会时常萦回在我脑海里。
我说：「我甚么时候可以对别人说这些？」请你想一想，「这是很好的句子」，「他们这样说是很可爱的。好吧，我可以在哪里
用上这些话呢？」当我走入商店，看见一些东西：「呀！这件物品很好。它很适合某人，把它买下吧。」同样，若你有这种美好
的感觉，美好的感情，美好的东西，你会怎样做？你收集它们，所有这些，把它们保存，在适当的时候，合适的场合运用它们。
这是格涅沙的智慧。纯真的人是最真诚、最天真的。聪明和狡猾的人不能真诚，因为他们享受自己的狡猾，他们享受他们认为的
「聪敏」，他们不能真诚。简单，有爱心，重视爱的人才能真诚地说美好的话。 今天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我要说我对这个在澳
洲的生日的感受。但我告诉你，这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因为_____你看，澳洲是个遥远的国家，能有这么多人济济一堂的唱「A
gata Swagata (欢迎母亲的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我没有付你任何钱，你也没有付我任何钱，你没有责任说这些话。你们
不单这样做了，还很享受。这是很伟大的。你在享受，就是如此：当你的心很寛大，无论你为别人做些甚么，你也会享受，你享
受做好事，享受说好话。因此我们要选择最美丽的话来说，选择彼此都能表达的情感来表达。 从今天开始，我要说：从1990年开
始，我们要时常说些美丽的说话；让耳朵张开，让眼睛张开，只要有机会，只要听到美好的事物，把它收入你的脑海中，还要运
用它。 今天很令我着迷，对我来说这是太多了，真的，要相信在澳洲这个遥远的地方，有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现在这是你们的
责任，你们的责任是要对霎哈嘉瑜伽真诚。若你真诚的做任何事，你便不会想及我之前听过的荒谬的争论。你只会想︰「我们爱
母亲，我们已经在一起，要在一起，要彼此相爱，每时每刻都要互相说美好的话，那么，爱便会增长。」任何其他的，任何人想
说坏话，想破坏，想伤害人的心，都是在做邪恶的事情。这是罪，伤害圣人的心是最大的罪，他们会因此受惩罚。 现在你们都是
圣人和智者，你们要彼此尊重，还要享受你的真诚。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要享受你的真诚。当你的脑袋出现愚蠢念头时，丢
掉它们吧。我到处都听到很多争论，我想：「这是甚么？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还是在街上的普通人？」这正在发生，然后小朋
友，这样发生，那… 关于孩子，我已经告诉你：送你们的子女到印度。你们对他们太自私了。你们知道他们发展得不妥当，因此
送他们到印度吧。这样做你才能开放你的心，因为全世界都是你的亲人，全世界都是你的家庭。无论你到任何地方，都会找到爱
你的，关心你的，会为你做任何事的人。我是说你要知道在每处都有人在等着与你见面！这一刻我在想：「这些音乐家会去新加
坡。甚么会发生？他们住在哪里？」这是个大问题，试试这样那样吧。突然间，我做了个班丹，就接到巴拿的电话。他告诉我：
「完全没有问题，我会告诉我妈妈，她会照顾他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任何问题，因你的真诚，你的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
你不真诚，你只会遇到不真诚的人。你自降了自己的人格，也降低了别人的人格。你在霎哈嘉瑜伽不再占任何席位。霎哈嘉瑜伽
是没有位置给不真诚的人。因此，尝试发展你的真诚。尽量不断提升灵量，把灵量保持在哪里，保持在顶轮上，要看到你的心敞
开，这是最好的方法。他们都在问我「怎样打开我们的心？」我说：「用钥匙吧。」现在，我不知如何告诉他们。「打开你的心
」即是提升灵量，把灵量维持在梵穴，直到你的梵穴打开。不只如此，透过扩大你的心，对人友善，你有甚么感觉。有些人说话
不多，不大与人来往，对人有保留。他们好像活在空气中，这类人必定是有负性能量、亡灵坐在他们的头上。不然，对霎哈嘉瑜
伽士来说这是很不自然的行为。 今天我告诉你很多东西，因为我想大家吸收关怀、爱心、热情、智慧和忍耐这些素质。若我是你
的导师，若我是你的母亲，你必须吸收这些素质。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忧心，若有人有麻烦，我会担心。我会尽量解决那人的
问题。任何人有问题，我就_____问题就会附着我，直到我把问题解决。我会坦白的向你说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这
样不妥，要把它纠正过来。」因为我关心你。这是对霎哈嘉瑜伽士，对霎哈嘉瑜伽应有的态度。这样会大大的强化你，因为你关
心人，别人因此也关心你。 你能否想象我这样的印度女士，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他们为甚么要关心我？当然，你们是霎哈嘉

瑜伽士。但有些人并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告诉你，他们并非霎哈嘉瑜伽士，我从小就认识他们，我的亲人_____他们全都关心我
！只因一个原因，因为我关心他们，我对他们费心。任何人告诉我他的问题，问题就在我脑海中，像邮票般贴在哪儿，直至问题
得到解决。我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它。而我自己却没有任何问题。同样，你也不应有自己的问题，只有你才能处理。
明白吗？愿神祝福你们！ 我希望明年你们都能来到我在印度的生日。我们会安排像这样的旅游行程，或者可以做到。我们会看看
你们来这里的费用可否便宜一点。我们要处理很多事，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崇拜前你要为自己好好做班丹，做七次，然后提升灵量，那会好一点。

1990-0617, 摩诃维亚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摩诃维瓦崇拜 1990年6月17日 西班牙 巴塞罗纳 今天我们要做摩诃•维瓦的崇拜。以前我们从未做过这个崇拜，原因是摩诃•
维瓦一生都过着苦行禁欲的生活，就像佛陀一样，甚至超过佛陀。因为在祂们两位出生的时代，印度教中的婆罗门教采用了很滑
稽的形式。人们变得极端的仪式化，他们敬拜各种石头、各种物品，而不是只敬拜天然圣石(swayambu)。
锡吕•玛塔吉：普祭时谁在吃东西？有一位男士这时正在吃东西，请和他说一下。 摩诃•维瓦的苦行生活非常非常极端。祂出生在
一个武士家族，是刹帝利。祂也结过婚，还有一个女儿。祂决定——因为祂知道自己要做上天的工作，因此祂决定出家修行。于
是祂征得了祂兄长的同意，因为祂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祂是一个国王，于是祂捐弃了自己所有的物质财富，所有的一切，成为一
名完完全全的求道者。祂离开自己家庭，离开祂的房子，把一切抛开，独自拿着一个小碗去乞求布施。跟随他祂的人非常少，祂
要求他们，“你们也要成为苦行者，圣人。”

祂是左天使长米歇尔的再次降世，驻于左脉。祂照顾整条左脉，从根轮向上一直到顶

轮。左天使长米歇尔降世为摩诃维瓦，意思是“最伟大的战士”。而在祂出生时，整个地方变得非常繁荣，这就是为什么祂首先被称
为Vardhaman（令我们不断进步和进化者） 。祂的苦行生活是因为那时候婆罗门教盛行，人们完全沉溺其中。 在克里希纳之后
，这两个人，佛陀和摩诃维瓦，都降生在印度。如你所知，祂们的历史追溯久远，因为祂们是罗摩之子，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叫
卢夫(Luv)和库什(Kush)。而罗摩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国王，仁慈的国王，有很多限制： 祂是正义的最高彰显者（Maryada Purushot
tama）。于是，由于人们追随罗摩，就变得极其严肃，也非常封闭。当然，每一位降世神祇之后，因为人们没有得到自觉，他们
就会偏离方向，开始走向极端。他们走向极端，变得非常非常地沉默，不与人交谈，变得非常形式化，因为罗摩一生过的就是这
种生活。由于罗摩离开祂的妻子，那时很多人感到不需要放太多注意力在妻子身上。 克里希纳因此降世。实际上，是罗摩以克里
希纳的形相降世，来破除这些制约。祂说︰“所有的都是戏剧，这全是一场戏剧。”这是一场戏剧，你要有纯洁的心，才能演好这出
戏剧。只要你拥有纯真的性格，你随意与谁在一起，也不会出问题。 在克里希纳之后，人们开始变得非常放肆无礼，他们创造关
于克里希纳爱情故事的诗歌之类的东西，这些全都是虚构伪造的。因为克里希纳是在五、六岁时与罗陀在戈库尔(Gokul)一起生活
的。而所有这些有关祂的虚构故事都被利用，成为人们的放荡的理由。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地方都陷入不道德的境地。神父、
婆罗门他们自己都变得极之不道德，沉溺在各种腐败行为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灵魂之类的东西来进行密宗（tantrik）显
灵，变得非常地自我放纵。在佛陀的时代，主佛陀和摩诃维瓦出生的目的，就是要令人破除这种极端行为的制约。因为不管降世
神祇如何尝试，人们总是走向极端。 于是，他们发现人们一直肆意杀生来吃肉。若你吃过多肉之类的东西，就会变得右脉，那么
你就变得很有攻击性，开始杀人。此外，那些过分依恋家庭或孩子的人是不会完成上天的工作的，这是摩诃维瓦必须去做的一项
高强度的工作。于是，像摩西一样，祂制订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祂说，首先，任何人都不应该杀掉任何动物并吃掉它。那些要成
为圣人的人或者说比丘，甚至不应乘坐任何牛车；他们要赤足行走，甚至不应穿鞋子。他们须彻底剃光头，只应有三件替换衣服
，三套衣服，穿一件束腰长袍之类的衣服。不管是晴天或雨天，都不应打伞。他们要在六时前，日落前进食。他们只可以睡五小
时，每时每刻都要静坐，升进，尝试做上天的工作。只有他们才能做上天的工作。在他们得到自觉后，被祂称为KevalAgnyan，
即只是知识，只是知识—即纯粹的知识。他们会发展出samyak darshan—意思是整合的人格和集体意识。 祂谈及所有这些，所有
这些事情。但是由于祂属于左脉，祂曾非常清楚地描述过地狱。根据祂的说法，基本上有十四层地狱。阅读祂描述的地狱是可怕
的，因为祂想告诉人们，“若你做错事，你就会进地狱的。”祂说的不是有形相的神，而是无形相的神，因为祂不希望人们再次开始
走向仪式化，而是希望人们找到正确的位置，从而得到他们的自觉来洁净自己。 所以你能想象在摩诃维瓦的时代，即使成为得到
自觉的候选人都是何等的困难。这对你来说太可怕了！这就是为何我从不做这个崇拜。因为要做所有这些事情，首先你要变得绝
对纯洁，只有那样祂才会给你自觉。我好奇有多少人能得到自觉！祂为人们制订的纪律非常严格，没有人愿意追随祂。祂告诉他
们，若不追随祂，就会进地狱。人们因此很害怕，才加入祂，开始追随耆那教。Jain意思“是知道的、开悟的人”——‘gyan’；和“gn
ya”是同一个字，意思是“知道”；Ja的意思是“知道”。就和Jews一样，与Jew是同一个字，意思也是“那个知道的人”。

摩西也是做

了同样的事情。他没说你不要吃肉，但他说若发现有人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他就应被杀掉。穆斯林遵循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是
摩西为犹太人制订的，因为犹太人变得过于自我放纵。因为当摩西带来十诫时，他发现犹太人沉迷于各种荒谬的事物。但犹太人
很好地把它束之高阁，而穆斯林却拿来遵守。 于是摩诃维瓦的风格一如既往地走向极端。甚至佛陀也一样。摩诃维瓦说你不应杀
生，所以现在在印度，有些人完全不杀虫子，甚至蚊子都不杀。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人类愚蠢到什么程度。现在在印度有一个习
俗很普遍，他们找到一个婆罗门，把他放进小屋里，再把所有虫子都放进去。当这些虫子完全吸饱这个婆罗门的血时，虫子就会
掉落。这些富裕的耆那教徒会给这个婆罗门一大笔钱。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以至于都不愿意去厕所，但他们却会去某种开放的
空间，这样就不会有动物死亡——他们做的事情如此荒谬。他们一边做着这类所有的禁欲之事，一边却极度拜金。在印度，耆那
教教徒就像犹太人一样。对待金钱，耆那教徒和犹太人是一样的。因此耆那教徒甚至不会杀掉一个虫子或一只蚊子，却不介意为
两卢比而把人折磨至死。 而这种极端禀性在每一个宗教都能看到，这是因为人类像钟摆一样从一端摆到另一端。一个神祇降世，
试图把他们带回中央，但他们却又摆到另一边。他们不能保持在中央，这是人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看起来都那么
滑稽。当你看到耆那教的行事作风，我是说，你会很惊讶，不能相信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或是博士，如此愚蠢。但他们永

远不知道，他们从不明白自己是愚蠢的。这是摩诃维瓦的故事，祂想带来一种…… 琳达请你坐下来。那位女士是谁？不要走动。
当我在讲话时你们不要站起来走动。好吗？告诉她。他们在吃东西，他们在四处走动，请告诉这些西班牙人注意自己的表现。 当
我开始霎哈嘉瑜伽时，如果我像摩诃维瓦那样行事，有多少人会加入我？即使我们已经提升了灵量，你们已经得到了自觉，却没
有太超脱。修道者(Sanyasi )的意思是他与他的妻子没有关系，与他的孩子没有关系，与他的家庭、房子或财产没有关系——没有
任何财产。只给他们吃一点点食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食物只是煮熟，仅仅煮熟，非常严格的要求。 但在霎哈嘉瑜伽，首
先我提升你们的灵量，没有告诉你任何仪式，或任何你可以称为严格的东西：只是，不管你怎么样，好吧，给你自觉。我想通过
提升你的灵量，通过给你自觉，我不需要告诉你地狱的事。只有这么做，他们才会变得超脱而有智慧。但即使现在，你仍然发现
有些人在霎哈嘉瑜伽里结婚却迷失了。要么妻子专横，要么丈夫专横，要么两人都一起迷失。通常在西方国家，人们一结婚，第
二天就开始吵架，一星期内他们就开始谈离婚。但在霎哈嘉瑜伽，他们一旦结了婚，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然后就没有其他兴
趣了，一直想着妻子、妻子、妻子，或者丈夫、丈夫、丈夫。有些人想去度蜜月，有些人办盛大的婚宴会之类。如此重视这些东
西，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来霎哈嘉瑜伽过往所抛掉的东西，翻倍的又回来了。 我们在印度建立的婚姻制度，现在令我很头痛。要
么他们像往常一样争吵闹离婚，要么他们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没有两者之间的路。他们不明白，他们是为霎哈嘉瑜伽结婚，
而他们的婚姻只能是为了霎哈嘉瑜伽。 但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这种态度很令人惊讶，因为我一直感到，在得到自觉后，他们从内在
自动会成为修道者，他们自己就会像摩诃维瓦的门徒一样。但我发现，他们仍然总会掉落回他们上船时曾经所在的那片海洋。 例
如，有人喜欢看电影，或看足球——足球是一切！于是他们仍忙于足球，对足球狂热！又或是野餐，度假或者去海边度假。在自
觉之后，你怎能仍那么享受这些事物？这代表你仍未触摸到你内心深处，仍未触摸到喜乐的深处，你还得去触及它。一旦你触摸
到了，你就真的什么也不介意了，你不再被任何事打扰。你是如此自我满足，你只是享受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告诉你
们关于地狱的事情来吓唬你们，或者我应该限制你们。而这是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回避摩诃维瓦普祭的原因。 即使女士们也必须
把头发全部剪掉，只穿白色的纱丽和上衣，只有这些——没有鞋子！也必须走路，连牛车也不能坐，更何况汽车了。他们必须四
时起床，只能在六时前进食，然后去睡觉。有四十天的净化，你只能喝水为生，只有水。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则刚好相反——全是
乐趣。你享受一切：你享受其他人的陪伴，你享受音乐。一切都是给你的乐趣。但没有触摸到你内在的喜乐，你不能升进。你必
须触及到你内在的喜乐，然后你才能享受其他一切。
他们若说了任何难听的话，即使只是一句难听的话，他们都要悔改，因为一句尖刻的话，他们也要一同禁食好几天。 但是人们在
这里走路，我发现，忽然他们走得好好的，忽然他们又骑上自我这匹马，开始跳到别人身上。我告诉你，整个场景是那么滑稽，
我只是静观：突然间他变成什么了？现在他是个正走路的好人，突然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他就开始像这样了。
我从不想谈地狱去吓唬你，但我必须说，地狱的确存在。所以你们必须更深入自己内在的享受，这样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 而关
于摩诃维瓦的说法，走向了极端：有一天祂在静坐，身上只有一块包裹着的腰布，祂用一块布把自己包裹起来。当祂静坐完走出
来的时候，祂的布被树枝缠住了，所以祂不得不把布撕掉一半。然后克里希纳装作乞丐走过来戏弄祂。克里希纳说︰“你是国王，
你总是有衣服穿，但是我在发抖，你为什么不把你这块布给我呢？”祂就把身上那块布给了克里希纳，用一些树叶遮掩着自己，回
到王宫里换了衣服。祂走进自己的房子换了自己的衣服。 而这些可怕的耆那教徒把祂完全赤祼的照片放得如此巨大——一百五十
呎高——赤裸，一丝不挂。他们让照片展示全部的细节，愚蠢的东西。有一些祂所谓的追随者，祂从未有这样的追随者，但他们
却称呼自己为‘Digambaras’，意思是他们没有衣服，他们的衣服是方向—Digambara
。“方向”是他们的衣服！他们走在大街上，走在村庄里的每一处，一丝不挂。我是说人们以摩诃维瓦的名义做着可怕的事情。

现

在既然你们都已得到自觉，我肯定你们都不会走向那种极端！但你仍然要学会自律。如果你们不自律，就不能跳进这个深度，那
里是完全的Kevalgnan——意思是绝对的知识，绝对的爱和绝对的喜乐。所以自律非常重要。当然，你现在不需要到达摩诃维瓦
的那种程度，因为很幸运，我已给你们自觉，但是不要重回你已经抛弃的积习中。 如同男人也会做愚蠢的事情，女人也会在霎哈
嘉瑜伽里做蠢事。令人惊讶，人们告诉我他们带着这么多的化妆品到印度！有什么用呢？我就是不明白。我是说对印度人，这绝
对是无用的，对你们也是。你们是圣人！没必要给自己装上这么多不必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又沉迷于你曾经做过的荒谬的事情
：到理发店，或者把头发弄得滑稽，如果你还做这类的事情，那么来到霎哈嘉瑜伽又有什么用呢？又或追逐时尚之类的。如果你
一次又一次的做着同样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来霎哈嘉瑜伽。我只能说这些。我不能像摩诃维瓦那样说：你要剃光头发，或者你只
穿一件白色的纱丽，但我只能说：请尝试解脱你自己。 我以我的经验确信，一旦人们得到自觉，逐渐地他们会超脱。你们全都与
我配合，看看自己的注意力在哪里。你整天在做什么？我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我们给了多少人自觉？除了霎哈嘉瑜伽外
，每件事情看起来都重要。但在摩诃维瓦时代的人不做任何工作，什么都不做：他们必须住在森林里，他们不得不四处乞讨食物
，耆那教就是这样传播开的。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耆那教! 所以除非你触摸到你的深处，否则你就会变得
像其他宗教一样，因为你不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只是名义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工作，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明白
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要努力地升进。我不需要告诉你。你，你自己要以这种态度来成就，你触摸你内在深处，你自己内在变成一
个苦行者。然后只有你才能以正确的理解，真正正确地做上天的工作。 霎哈嘉瑜伽是所有伟大的先知、伟大的降世神祇的整合。
因此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些事情，不管你有何种制约，摆脱它们，你必须离开这个虚幻的海洋。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讲的摩诃维瓦的
事情。但有很多关于祂的事情可以说，因为祂掌管过去。祂过往的生命的一切都有被描述，但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今天，
当下此刻。 我希望我的讲话进入你的头脑，并能安顿在你的心里，你明白对自己、对你的升进必须要做什么。你必须真诚，只有

这样才能在全世界展现出成果。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磁带传给所有人，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做过摩诃维瓦的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1990-0624, 锡吕·拉希什米普祭
View online.
锡吕·拉希什米普祭 1990年6月24日 希腊伊兹拉岛 今天我们将举行锡吕·拉希什米的普祭，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拉希什米来自大海，
而希腊则是宇宙的脐轮。无论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锡吕·拉希什米（所祝福）的财富，他们都是从那里的航海贸易中获得的。所以
在希腊非常适合我们去敬拜拉希什米，去了解拉希什米的意义。你们都能听见我说话吗？虽然我已经讲述过很多次，但我还要再
讲一次给你们听。拉希什米天生就是母亲，所以，一方面一个拥有拉希什米特质的人，一个拥有财富的人必须有种慈母般的气质
。另一方面祂站在水中的莲花之上，所以一个拥有拉希什米特质的人必须保持平衡。若一个人移向这边或那边，偏左脉或右脉，
都会立即掉入幻海之中。 另外，祂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像这样作保护。所以一个拥有拉希什米特质的人至少在金钱方面应该是
慷慨的，他应该去给予，右手应该保护所有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或和他有关系的人、他的亲属或相关事物。或与其有关的任何组
织或事物，他都应该努力资助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种危险。 第二部分是拉希什米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而另一只手，不对，第二部
分是拉希什米举过头顶的两只手，拿着两朵莲花。这说明一个富有的人应该拥有莲花般的心。莲花般的心就像这样，即使一种非
常多刺的昆虫晚上想爬进莲花睡觉，莲花也会打开自己的花瓣，让这种多刺的昆虫非常舒服地睡在花冠上，由此它就能在那里安
睡，并得到抚慰。 同样，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应该有能力让客人来家做客，并让客人感到舒适，无论该客人是什么身份、处于什么
境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你的客人，你必须好好照顾他。不论他要求什么，你都要提供给他。当然在现代，这一切都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在印度，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有一次一位客人来到国王家里，说他想吃国王孩子的肉。于是国
王说好吧，你可以吃这肉，然后国王就烧好了肉给客人。这个客人不是别人，而是锡吕·克里希纳，或者你可以说是锡吕·毗湿奴。
然后五分钟后，祂呼叫这个男孩的名字，男孩就出现了，跑向他的父母。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哈里什昌德拉
（国王）的，他来了一位叫伐摩那的客人，这又是锡吕·毗湿奴所设的考验。伐摩那要求取走他整个的王国，哈里什昌德拉就献出
整个王国，然后和妻子一起去了森林，受了很多苦。而通过这些苦难经历，他得到了解脱，重新得回了他的王国和一切。他得到
了完全的净化。 还有一个故事，锡吕·毗湿奴化身为侏儒伐摩那，来到国王跟前。祂要求说：你要送给我丈量三步的土地。巴利是
国王。他说：“好的，如你所愿。”然后锡吕·毗湿奴第一步就跨越天空，第二步踏足母亲大地，第三步踩到了巴利的头上，把他踩
到阴间。这就是伐摩那降世的故事。在印度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当客人到来，我们应该如何招待他们，我们应该如何绝对地顺
从和照顾他们。 看看我们霎哈嘉的文化，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荣幸。这就是我们的霎哈嘉文化。但是我发现，在现代，因为
人们变得非常自私，人们并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但这总是相互的。如果你家里来了客人，你照顾他们，然后总会得到回报，
以很多方式得到回报。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我已经看到即使给予别人最微小的帮助，你也能得到很大的回报。例如，有…… （列
宁能坐好吗？是列宁吗？谁的孩子？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这是谁的孩子？她是新练习者？如果你的孩子行为不当，我们会让他
们离开普祭，好吗？你们所有的孩子们必须守规矩，安静地坐好） 有一次在德里，我坐在屋外编织东西，来了三个人说：“我们是
难民，无处可去，您有这么大的房子，您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会十分感激。”在我们的屋外有一个房间，与屋子完全不连通。所
以我说：“好的，不要紧。你们可以呆在我们这里。你们的生命能量显示你们是好人，你们没有说谎。”晚上我弟弟和先生回来了，
两个人都说，谁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天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说这说那，非常生气。我说，好了，我已经把房间给他们
了。由我来负责好了。

一个月里他们都非常担心。他们不能进屋，他们都在外面。“有什么不好，他们是难民，让他们留下来吧”

他们继续住下来。实际上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其中有一个男人是穆斯林。而且还发生了暴乱。在这整个动乱之后还发生了一
场性质非常恶劣的暴乱。
所有的锡克教徒都来到我家，他们说我们听说有穆斯林住在这里，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说：“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说：“你看我点着这么大的吉祥痣，我自己就是印度教徒，我为什么要在家里留一个穆斯林呢？ 你们离开这里吧。 如果你们行
为不当，我会报警的。”所以这个人得救了。后来我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他们离开，找到了工作。后来，来过的那位女士成为了一
位非常出色的女演员，还有那位男士，那位穆斯林先生是位诗人。 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过了很多年，我们想拍一部电影，他们
想让这位女士在那部电影中饰演一位妈妈。我说我不会找她的。她不知道是我，我在这里，否则因为她觉得对我很感激，她将不
得不同意。我只是不想说什么。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去找她，但是不要告诉她我的名字。所以，当他们去找她时，她说“不，不，
我不能演”，这这那那，你知道。然后他们说那你来参加开幕式吧，我们再看看你是否喜欢这部电影。她又说：“我要一件沙丽，你
们得送我一件沙丽”。她要这要那，还要很多钱。等她来到那部电影的开幕式，她看到我正坐在那里，她马上走过来，拥抱我，而
且哭起来。
“您怎么在这里？您在这儿做什么？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在这儿遇见您。”诸如此类。他们说，“就是祂想制作这部电影。”

“天

哪!”她说：“您不告诉我。我犯了多大的罪啊，我愿意为这位女士付出生命。”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惊奇，这就是那部电影如何制作
的故事。你看，不管你对别人做过多么微小的善事，都会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即使你善待了不那么良善的人，我想事情也会像
我遇到的那样成就…… 有一个男孩受了很严重的伤，到处绑着绷带，他站在那里，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我可以来和您一起工作
吗？”我说：“好，来吧。”然后我让他上车带他回家。像往常一样，我的兄弟和丈夫对我很生气，说：“你带回家的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是谁？毕竟……”，他们说这说那。我说：“没事的，我会治疗他，把他治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正在治疗这个孩子时，他们

说：“你应该报警，你应该送他去警察局。也许，他可能是从警局逃出来的。”不管怎样，大约8天后，他痊愈了。

我说：“让他治

愈后再离开吧”。他好转了很多；有一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的住处。因为他们一直在逼迫他离开。他拿走了我先生所有的钱，他
的外套、西服和我弟弟的所有东西，但我所有的首饰就在那里，他什么都没有碰。早上他们两个起床，说：你侄子逃走了？我说
：“是啊，怎么了？”他们说：“他带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鞋子、外套、裤子，但他没有碰你的任何东西。”甚至我的首饰，就放在
桌子上的金首饰，他都没有碰。我说：“这就是你们要学习的，你们为什么要追究他的问题？毕竟他现在表现良好，你们却要追究
他的问题。” 所以他就证明他这一点，“好，你们去报警吧”。但是，这正是你们做事的方式。在生活中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看看
如何发生是很有趣的，你突然遇上某个人，他告诉你：“哦，你不记得吗？我是这样、那样，你曾经帮助过我很多。”所以如果你一
直慷慨大方，就一直会有回报。就像如果你打开一扇门，就不会有风吹进来。如果你打开第二扇门，才开始有风吹进来。因此，
这是拉希什米王者风范的特质之一，有钱也会用于分享给予和提供保护。 现在大多数有钱人对待他们的仆人----那些依赖他们的人
，极其苛刻，显得盛气凌人，并开始尝试去折磨人。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得不偿失。我曾经见过。看看你是否非常小心，像在我
家，我的仆人从来不愿意离开我。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都常说：“我们的仆人跑掉了”。有的人会说：我有三五个仆人，
他们不想留下。如果我有一个仆人，他会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真的离世。我过去常想知道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实际上，一开始
他们来的时候，都非常饥饿，我会把一切都留给他们，随便吃。他们吃过所有东西后，就会感到非常满足。 哦！这太多了。无论
你在冰箱里放什么，没有人会吃了。所以我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放开的，不会锁。他们想吃米饭就吃米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成为家庭中的一份子，开始好好地照顾一切。他们再不会偷东西，也不会像那样吃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别人家锁上所有东
西，甚至连盐都要锁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要数算，对仆人特别严格，他们的仆人在三四天后就会跑掉。他们会有仆人的问题。我
不管在哪里住，从来没有这问题。所以这就是人们必须明白的：你如何对待那些与你亲近的人，如何对待你的邻居、朋友以及那
些依赖你的人。现在有人依靠你，你就开始对那人居高临下，总表现得让人感到非常羞耻。然后，当那个人离开你家时，他就要
报复，他虐待他们。因此那里必须有这种保护措施。 现在拉希什米站在莲花之上，意味着祂站在美妙天成，又精致娇嫩的东西之
上。所以祂待人非常细致入微。而且祂在平衡之中。现在那些有钱人很容易陷入不平衡中。你给某个人一些钱，他马上会去一家
酒吧喝醉，身边会有五六个女人。或者如果她是个女人，她就去追逐男人，做各种事情。所以应该说，金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东
西。因为它让你失衡，让你严重地失衡。如果你有钱，很多的钱，那么你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不平衡状态。人们必须非常小心。
你一定看到过那些有钱人，他们的孩子如何被宠坏，他们的丈夫如何被宠坏、妻子如何被宠坏。各种各样的事都有。因此，金钱
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所以祂站在莲花上，任何不平衡的人都会掉进幻海中。因为如你所知，拉希什米是毗湿奴的伴侣。祂住在海
里，现在的单词“海洋的（Marine）”一词就来源于此，因此我们称祂为Maria，Maria 就是摩诃·拉希什米. 祂，（Maria）这个词来
自于“海洋的（Marine）”，因为祂出生在海里，这就是我们称祂为Maria的原因。这是祂的诞生，Mahalakshmi是更高的原理。当
一个人达到平衡并且行为举止拥有拉希什米的王者风范，各方面都很富足，合乎正法且明智，那么他内在发展出的另一条原理就
开始显现，即摩诃·拉希什米原理。 摩诃·拉希什米是你开始寻求灵的状态。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十分重要，副交感神经系统也是由
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所照顾，整个中脉就只是摩诃·拉希什米。因此当我们内在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得到唤醒，你们就开始追寻。成
为满足的人，不渴求别人的东西，不会变得贪婪，我们现在也不会试图获取别人的财产，更不会为得到金钱从事其他非法活动。
现在这些人，我看到这船正在搜查走私毒品的人，这都是疯狂的事，因为这没有用。他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呢？但是贪婪是无止
境的，会不停地发展。这就是人们为了赚钱去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的原因。但金钱永远不能给你喜乐。如果金钱可以给你喜乐，那
么那些人就该高兴才是，但他们并不高兴。所以在你努力超越这些后，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才会升起。当然你遵循摩诃·拉希什米原
理，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安慰和祝福。总之你都会得到祝福，但你并不贪求。你不会剥夺别人的财产，也不会向他们征税。 你不
会（为钱的事）烦恼，但钱却会追着你来。当你在摩诃·拉希什米状态时，那么就像拉希什米来到你家，并给你家注入水一样。那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赐予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会获得所有，比如名誉、胜利、成功、满足、尊严， 还有Aisw
arya则是有尊严的财富。如果你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得到唤醒，所有这些你都能拥有。而且只有通过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你才能
得到自觉。因而比如说在现代印度，有三个庙宇：摩诃·卡利, 摩诃·拉希什米, 摩诃·莎维德丽。摩诃·拉希什米的庙宇在戈尔哈布尔
（Kolapur），是块天然圣石，意思出自大地母亲。在那儿，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就在那儿。在这座摩诃·拉希什米庙宇里，人们来
到唱Namadeva的歌，唱

“Jogwa”作瑜伽祷告，因为只有在摩诃·拉希什米经脉（即中脉）中，“Ambe”即灵量，才会升起。

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在摩诃·拉希什米中脉的地方唱这首歌，这会让灵量升起， 唱诵“Ude Ude Ambe”，意思是“哦，灵量，请升
起来吧”。但他们在摩诃·拉希什米寺庙唱歌，不是在其他庙宇，不在摩诃·卡利或其他神祇的庙宇，只在摩诃·拉希什米的寺庙歌唱
，人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在摩诃·拉希什米庙里唱歌。因为只有在摩诃·拉希什米的庙里，只有在摩诃·拉希什米中脉，灵量才会
得到唤醒并升起来。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第一次是在锡吕·罗摩的时代以悉旦（Sita）的形象显现出来，然后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以罗
陀（Radha）的形象显现，Ra dha这个词，Ra意思是能量，dha意思是支持能量的人。所以它显现为罗陀（Radha）。再接着显
现为基督的母亲玛丽亚（Maria），祂也是罗陀（Radha），但祂创造了自己的孩子。
当罗陀（Radha）创造之时，你看与祂相关的一切都描述在《女神颂》（Devi Mahatmyam）中，罗陀Radha，祂如何创造了这个
形象，祂也创造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如何最好地展现在玛丽亚的一生中。而玛丽亚一
直保持静默。祂从没有说过祂是谁。但基督确实谈起过祂，在十字架上祂说：“注视着母亲”。即注视着摩诃·拉希什米。摩诃·拉希
什米……应该注视着摩诃·拉希什米。摩诃·拉希什米，有很多含义，祂也意味着：“注视着太初之母”。 它也意味着“注视着摩诃·拉

希什米”，在这条经脉（中脉）中。也意味着你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这是祂（耶稣）说的。因为在十字架上祂非常痛苦，但祂说
：“注视着母亲”。这句话的意义是这些人应该照看他们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也应该照看自己的升进，照看太初之母。而摩诃·拉
希什米原理就在我们内在，现在已被唤醒，因为他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灵量已升起来了。但有时我们仍然会失去平衡，我们偏
左脉或者右脉。在霎哈嘉瑜伽有一些人，来到霎哈嘉瑜伽赚钱或做其他事，然后跌落了。即使来到霎哈嘉瑜伽后，我们还继续做
那些荒谬的事。如果你想升进，你必须知道我们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必须绝对的纯净。 我们必须达致这种纯洁，我们应把注意力
完全放在顶轮上。因为在顶轮摩诃·拉希什米成为Viratangana，即宇宙大我的力量。宇宙大我，你可以说是宏观宇宙。所以在大脑
中，祂（摩诃·拉希什米）变成了宇宙大我的力量。在那里是祂来看顾大脑的。所以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进入大脑赋予你的觉知一个
新的维度，还会给你很多知识，你会知道很多知识，成为真正有活力的人。所以伴随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会变得
非常聪慧，开始掌握很多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 例如，唱印地语和马拉地语的歌并不容易，但你看到霎哈嘉瑜伽士是如何如
此轻松地唱颂。除了霎哈嘉瑜伽士没有人能唱。这表明祂给了你一个新的维度。而且你知道许多在我面前表演过的音乐家突然变
成了非常伟大的音乐家，成为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人。所以印度的所有音乐家都十分尊敬我，他们总是希望我能听他们唱歌。 这也
会发生在我们奇遇的各个领域，甚至于在你们的生意上也有所帮助。我们有一些来到霎哈嘉瑜伽的商人，现在他们变成了企业界
大亨。所以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不仅仅在财政金融方面、物质层面起作用，也对我们的创造领域起作用。我们在艺术、文学和其他
方面都变得十分有创造力。 所以我们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理就是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我很高兴今天我们在此庆祝做拉希什米普
祭，这最终会成为摩诃·拉希什米普祭。但问题是人们仍然会迷失在这些非常危险和有害的事物上。首先是酒精，酒精是违反拉希
什米原理的。他们说如果酒精从一边来，如果酒瓶从一扇门进来，那么拉希什米更快地从另一扇门离开。所以你看到酗酒的人如
何毁掉他们的家庭，而且落得身无分文。 另一件事是你们所说的赌博。赌博绝对是违反拉希什米原理的，因为这是对拉希什米原
理的不尊重。因为不能通过欺骗、敛财或者某类花招或游戏来到达拉希什米，不应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就是不尊重拉希什米
，那么祂就会离开。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陷入竞争的人永远不可能富有。今天他有钱，明天就可能成为乞丐。所有这些都在霎哈嘉
瑜伽中发生，甚至有些人在股票市场中玩弄这些把戏，这是违反拉希什米原理的，是不会成就的。因此拉希什米原理如果有效运
作，你就会摆脱金钱问题。为此去冥想和清洁你的脐轮是很重要的。在右脐轮，我告诉你，是罗阇拉希什米（Raja
Lakshmi），应该这么说，祂是尊严，是女王。但在脐轮左边是古哈拉希什米（Gruha Lakshmi），是家庭主妇。当古哈拉希什米
，家庭主妇们不明智，如果她们不能明白自己的责任，在梵文中有一句谚语：只有在妇女值得尊重并受人尊重的地方，才有神存
在。 现在的情况是，当家庭主妇们失去了她们的尊严，失去了她们的目的，失去了人生目标时，当她们试图与男人竞争时，她们
也会变得非常任性和愚蠢，那么社会也开始迷失方向。逐渐地你会发现社会就这样快速地衰退、腐败堕落。我们发现现代的西方
是一个腐败的社会，非常腐败。我认为西方妇女对此负有责任。如果妇女一直脚踏实地的做事，那么社会永远不会变得如此腐败
。但是现在这已经发生了。所有的女霎哈嘉瑜伽士都有责任成为一个良好的家庭主妇，维护正法，友善待人，照顾其他霎哈嘉瑜
伽士。我今天已经告诉过你们，她们如何对待他人，她们在这里是为了维护社会。他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维护这个霎
哈嘉瑜伽士的社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有祖辈，曾经做过非常符合正法的事，或者是很虔诚的信徒，或者非常敬畏神，因此
我能来到这里，做这个普祭。正是因为他们的美德和善行，将这个普祭带到这里，我相信他们在这里会受到祝福，他们的灵魂会
高兴。因而他们将会重生并得到自觉。所以来到这里成就这个普祭是十分美好的。 我十分感谢来到这里的你们所有人，因为此地
离雅典有些远，但对普祭来说是十分宁静优美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今日是新月第一天，是十分吉祥的日子。他们说，拉希什米
是在“Manthana”的第一天晚上出现的。所以祂出生在海里，拉希什米生于大海，是海里出现的十四样东西之一，其中之一就是拉
希什米。希腊人理解这一点，而且他们非常努力地组建船队，只靠航运赚钱，表明他们非常明白拉希什米原理。这里有雅典娜女
神，我有一次去参观博物馆，那里的人说他们一直信仰雅典娜女神，只相信一个女神。但当一些印度人来告诉他们一个女神有三
种面向，这三种面向是摩诃·卡利, 摩诃·拉希什米 和摩诃·莎维德丽，也是三种力量。从他们摆放蛇形的方式看，他们一定也听说过
灵量。因此对我们来说，开启新的传统、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社会类型十分重要。人们将会看到一种新人类，并知道这些是真正
致力于建立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的人。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Children have to come up to wash My Feet. All the children, all
right. Com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it, still not there. Be careful; there's a light behind you. My photograph is there, but
photograph is missing. Vibrations here This is how what happens to people. This little light passes on to them. They are all
Sahaja Yogis sitting. The lines are tying up everything. Mother says that the lines are tying everyone. They form Omkara. Omkar
looking like heart later on. Here the Omkara has taken the form of a heart. This is Ganesha. Here the light takes the form of
Mother's name. You are all become one with Me. Mother says we all have become one with the Mother. All other lights don't
show also. See how many lights from Mother and other lights don't show on the photo. Omkara.............. [UNAUDIBLE] I hope
you have seen My last Sahasrara's where the whole [UNAUDIBLE]. All of you should see them I think. I should carry them with
Me. I know.. deities, once there are so many photographs. Temple of Athena and Surya; too much of Surya heat. Zeus. So it is
very good today because after all Lakshmi is a...... Zeus is the Parashurama Avatar and the Mahalakshmi. These are the vases
from Italy. Hello! What is this? Such a funny present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ere is a door It has a center Nabhi and full of honey
like you. which You have been giving all the time. What is this inside... is honey? Oh a bottle of honey. There is Nabhi there. It is
beautiful. It is not funny. Very interesting. The Finnish Yoginis baked some bread for you themselves. But because the puja was

delayed, so it got dried little bit [UNAUDIBLE] Can I have? It is just a symbolic gift for You, Mother. I can have.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autiful. What is this for water? Sharbath [SYRUPY COOL DRINK] This is coral. That she didn't know how
to paint and suddenly she asked Me. She didn't know how to paint she just asked My [UNAUDIBLE] Spontaneously she painted
this. She didn't know how to paint and what to paint, and suddenly she has the Dolphins symbolize Shri Vishnu. Shri Mataji! The
dolphin symbolize friendship and this is from Greek, from Knossos. Not only.... evolution Dolphin was the first fish which came
out of Mother Earth. See Vishnu took the form of dolphin also. No let her also hold, come along, all the children have to hold it.
Every child has to hold it, all right. It's beautiful. This is from children? Thank you very much. Who is Shailaja? What is your
name? Janaki. Janaki come! Shri Mataji is calling. Who is Radhika? Beautiful Radhika! You have done so well! Isn't it? Who is
Radhika 5 years? Who is Kamala? Where is Kamala? She's not here? She's sleeping. Who is Ganesha? From Spain. What was
the fight going on? Where is Niranand? That’s Radhika? Ah! Beautifully you have done it. Where is little Shakti? She is sleeping
Where is Jain? They're all sleeping? Who is Vidya? What's your na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nice p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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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1990年7月2日 莫斯科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在医学上截至目前为止，发现的都已记录在案。但人类
知觉所能发现的，有其限制。我们知道人类的身体，会排斥外来的物体，但如果移植胚胎，却会受到照顾，至适当时候才排出来
。又例如肾上腺素和acetocholine，一增加，一放缓，有许多事情都不能以现在的医学解释，因此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还要去
找寻答案。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些超越界的事情。直至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知道的。我希望你们有科学家开放的头脑，去判断我
说的是否正确，就好像判断一个假设一样。 霎哈嘉瑜伽给你们有关意识界的整全图像，当你们在霎哈嘉瑜伽中越升越高，便能明
白，并能善用这个系统。首先你们要接受，我们不是这个身体，不是我们的情感，也不是我们的自我和超我，我们都是纯洁的灵
。此外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存在，造就一切有关生命的工作，使花朵开花结果，使我们成为人类。然
而在科学里面，人们并不谈爱。但医生要爱那些病人，否则便不能忠于自己的工作。首先医生要成为永恒的灵，能感觉得到他身
边的这种力量，这种感觉便是上天浩爱力量存在的证明。 你们要利用这个系统，首先清洁你自己，然后清洁其他人。在医学上我
们可以，中脉照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而左右两脉则照顾左右交感神经系统。在霎哈嘉瑜伽，左右交感神经系统是两个不同
的能量，左边的力量安慰我们，右边的力量辅导我们，中间的力量则救赎我们。所有这些都是得到自觉后发生的，因为你们必须
得到纠正。在人类的身体，那些能量中心在脊骨处，也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它们好像个圈圈，左右两边合起来便形成中脉。灵量
在三角骨中，在医学上叫做 Sacrum，意思是神圣，这表示希腊人已有这个知识，所以用这个字在医学名词中。 在霎哈嘉瑜伽，
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三类人，有些人倾向左边，有些人倾向右边。左边是我们的欲望，这些欲望不论能否实现，都进入我们的潜意
识，然后进入集体潜意识。左边掌管我们的心理，左脉从第一个轮穴开始，向上经过视神经交叉，在右边脑袋形成我们的思想积
集，在心理学上叫「超我」。最底下的那个轮穴滋养我们的盘骨神经，照顾我们的排泄功能和性功能。我们对性要有健康的想法
，因为左脉从第一轮穴开始。弗罗伊德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他不教人有良好的性观念，保护掌管纯真的这个轮穴，却教人完全相
反的事情。弗罗伊德把一切都归咎于性，好像人类除了性之外，便没有其他事情。同时他自创一套理论，说人人都有恋母情结，
他把整套理论建筑在这种变态心理之上。于是人们认为自由性爱，便是自由的体现。在西方，甚至没有人批评他，弗罗伊德在人
们心目中比基督更重要，因此现在便出现艾滋病、梅毒等。现在各种的性病，有六成在美国出现。这些病都与性器官有关，性器
官又被称为私处，但人们没有真正明白其意义。 左边引起的是心理问题，而右边引起的是身体的疾病，或两方面都有的身心病。
如果我们工作过度，或过份未来取向，便会透支右脉和第二个能量中心。此中心供应大脑的能量，如果一个人思考过度，便会透
支此中心的能量，以致忽略了其他功能。右边的问题是由过度活跃的肝脏所引起的，那个人便会得糖尿病，因为他的胰脏得不到
照顾，也会得白血病，因为脾脏也不好，也会有高血压，因为肾脏也会出现问题。肝脏的热力上升，你便会得哮喘病。人的大脑
好像一块海绵体，热力会使它干枯。当热力到达肾脏时也一样，尿液便不能排出，在体内及血液中循环，产生便秘。因此热力是
一种病征，而凉气则是健康良好的征象。科学家曾用氦气作实验，当气体加热时，那些分子便互相碰撞，当凉化下来后，那些分
子便安定下来。 第三类疾病是身心病，是左右二者兼有的疾病。但有身心病的人，其实心理方面的问题比身体方面的多。癌症便
是身心病的一个例子，所有那些病毒，其实是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已经死去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停留在集体潜意识界。现代
的医生对此有一点点了解，他们称之为52号和58号蛋白质，是它们引起癌症的。他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受到打击，那些物质便会
入侵，而那些物质存在于我们体内自创世以来，就有的一个区域。这便是我跟你们说的集体潜意识界。存在过的事物都在这里，
有些死去的人也停留在那里，成为亡魂。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也许与医学不兼容，但我希望你们得到完整的图画。 我们有一
个灵魂(soul)，是由因果身所有元素造的，附在我们身后，像些圈圈的样子，它在所有七个能量中心及灵量的三角骨处。有七个这
样的圈圈，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有些人在得到自觉以后，会看见身后这些圈圈，有时许多个，有时只有一个。同时会看见一些小
逗号，那便是生命能量。 我告诉过你们那些亡魂，它们反映在我们细胞的接收区域。直到最近在美国才有人拍得细胞接收区域的
照片，形状就如得到自觉的人所看见的圈圈一样。当亡魂附在人身上，便会反映在细胞之中，影响着细胞的接收区域。那些亡魂
可附着某一个能量中心，甚至所有能量中心，影响那个部位的细胞，引起各种左边的疾病，如癫痫症、神经失常，艾滋病、癌症
等。如果一个能量中心受病毒感染，问题还不大，但那些病毒会从一个能量中心，跑到另外一个能量中心去。如果是亡魂附体，
便会蔓延得很快。 刚才有人给我一张疾病的清单，问我怎样用霎哈嘉瑜伽来医治，我现在逐项说。 高血压症(hypertension)、心
脏病、癫痫症是来自左脉的问题。偏头痛(Migraine)或头痛可以是左、右脉皆出现的问题所致。所有骨骼的疾病都是心身病。白血
病、肿瘤(Tumors)、纤维变性(Fibrosis)也属于心身病。停经(Menopause)不是疾病，而是正常的状态。胰腺发炎可以是心身病。
坐骨神经痛(Sciatica)可以是心理或心身病。所有精神病都是由于左脉有问题。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是左脉的问题。酗酒来自
右脉的问题，并会产生左脉的问题。关节炎(Arthiritis)是心身病。吸毒、吸烟、同性恋及滥交、耽溺性欲，所有都是左脉出问题，
或是心身病。 吸烟引致左脉问题，因为吸烟的人会有罪疚感。变态的性行为、淫邪的目光、艾滋病、纵欲或禁欲是因为左脉出问
题。这些是亡魂附身的一种。多样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是真知轮的问题。神经机能病(Neurosis)可以是左、右两脉的问题。

老人痴呆症是左脉的问题。风湿病(Rheumatism)来自脐轮的问题。肌失养症(Muscular distrophy)来自左脉问题。优皮病(Yuppie’s
diseases)，即那人极端勤奋、十分未来取向、思考过度、读书过度，这样思考的意识便会完全瘫痪。那人好好地走路，突然意识

到自己正在走路，便会实时跌倒下来。在八年前我已在美国指出会有艾滋病，但没有人听，现在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糖尿病大
部分是由于过分倾向右脉。当你使用右脉过度，便会令右脉枯竭，你会变得脆弱，突然从左脉处出现甚么问题，整个人便承受不
来。这些蛋白质53、58是十分自我中心及专横的。它们接触到甚么细胞都会变成恶毒，这些恶毒会存留下来。故此妇女会患上乳
癌。心轮的中部是母亲的中心。若一个妇女的母性受到破坏，例如丈夫不忠，有情妇，或她缺乏安全感，这个中心便会受影响。
这个中心到十二岁便在胸骨内制造抗体以抵抗疾病，然后把抗体散布全身。若有恐惧时，胸骨便会颤动，就好像摇远控制，把
信息传到全身的抗体去作战。若你能透过提升灵量(Kundalini)建立那女士的安全感，她的癌病便能够医治。但若病情已到达后期
，那人没有多大的意志力，这样便要先切除有病的乳房，然后再建立她的安全感。 有些疾病是由于器官衰竭所致。若心脏衰竭，
那人便患上心绞痛(angina)。若喉轮左部受感染，你感到罪疚，这个地方便有阻塞，血液便不能流通头部，这样便回到心脏，心脏
便慢慢感到疲劳，渐渐衰竭。在霎哈嘉瑜伽，器官的状态可分成两种，一种是衰竭，另一种是过度活跃。 医生首先要好好地建立
自己，保护自己，然后才可以学习去医治别人。使用我的相片，因为我的相片含有生命能量。医治心身病首先要清理左脉。有些
儿童过度活跃，糖尿病也是由于同一原因。母亲在怀孕期间不应过分操劳，她要多休息，也不要过分思考，但要看一些令人舒畅
及美丽的东西。最好是静坐。若在那时间母亲过度活跃、思考将来的事情太多，孩子出生便会有疾病。或她十分紧张忙碌，孩子
便会患上白血病。脾脏是在紧急情况下制造红血球。但若你十分忙碌，经常都在紧张状态，匆匆忙忙，可怜的脾脏便不明白要怎
样做，脾脏便会变得反复无常，发疯了。这情况可以在儿童或成人身上发生。 若那人有些问题从左脉而来，并受突然而来的打击
，例如过度悲伤、发生意外等，这样便会引发白血病。更糟的是，一般人难以明白，有些恶性的力量在工作，他们透过负面力量
工作，他们透过假导师、超心理学、催眠术等去工作。这些都是把一些亡魂放在人的灵魂身上。人们要十分清楚知道，不能为灵
性的升进去收取费用，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例如你去播种，你不用给大地母亲金钱，她会使种子成长，这是在种子内及大地母
亲处已建立好的，我们都把一切有生命的过程看作理所当然，并不存在任何责任，但所有这些可怕的人都是金钱取向的，他们没
有纯洁的心，没有纯洁的眼睛，他们对女性、男性、对所有污秽的事物有兴趣。他们不能解释他们怎样做出来，他们不能连系到
医学或任何科学。 在霎哈嘉瑜伽，若是有需要时，我们会做一些哈达瑜伽(Halta Yoga)的练习，若轮穴因身体问题受损坏，我们
便给人做一些特别的运动瑜伽练习。但现在人们练习哈达瑜伽却像实时把所有药物吃下去。在哈达(Hatha)瑜伽，Ha和Tha是代表
利用左、右两脉。但现在的哈达瑜伽只用右脉，这会使你的身体产生极大的不平衡。这些人会变得十分枯燥乏味、脾气暴躁，或
与妻子离婚，或离弃孩子。 我们应在中脉处，灵量要固定无间断地与无所不在上天的力量联合，生命能量时刻流通你的身体。人
们除了身体、精神及情感的生活外，还有灵性的生活，这是充满神迹，十分喜乐的，若你明白爱的力量如何照顾一切，你会感到
稀奇。

1990-0708,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法国 1990年7月8日
在霎哈嘉瑜伽，导师崇拜与其他导师崇拜有很不同的意义。当你敬拜你的导师，你也敬拜你内在的导师，这不是其他导师门徒制
度，因为在你内在，你的导师已经被唤醒。因此，当你敬拜你的导师，你亦同时敬拜你内在的导师，你尊敬它，荣耀它，唤醒它
，亦彰显它。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在霎哈嘉瑜伽，你就要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导师的品质，首要是他能让你遇见神︰即是说他提升灵量，亦建立与无所不在的力量的关系。因为你的导师是太初之母，
你令这个人遇上太初之母。因此，你有双重优势，在给他们自觉的同时，你不谨令他们感到与上天力量的合一，也令他们遇见神
圣，即上天力量的源头。因此，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有很了不起的责任，因为你内在有导师。
现在我们念诵口诀︰「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当念诵这句口诀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若我是自己的导师，这个「我」和「
我的导师」两者之间，我取得什么？我身处何方？我能否指引自己？我的注意力是否有灵之光？而这份灵之光是否已经好好建立
和彰显，能让我指引自己，亦能之后指引他人？首先，在导师原理，你观看自己是很重要的，即内省。我能否成为自己的导师？
我是否已成为自己的导师？
现在，你的情况是你的导师是你的母亲，一个女人，因此，在女人之间，导师的品质要好好的彰显，但却不是这样。对她们而言
，她们仍是母亲或仍是妻子，又或仍是女霎哈嘉瑜伽士，她们意识不到你也是导师，因为你的母亲是导师，她是女人，你也要有
这种品质。那么人们应该说︰「看看这个女人，她是这样的导师。」但仍然，我听到不同的领袖说︰这些女士仍离得很远，她们
很少有人能被称为真正的女霎哈嘉瑜伽士。听到这些话是很伤感的。因为或许是出于专横，出于她们在人前表现得自己地位比较
低下，因此你仍保留所有女性的世俗事物，仍有女性的缺点。特别是基督教，他们从未被视为神圣。他们有这种懦怯，他们不明
白女人比男人更能建立正法，而导师的工作就是要建立正法 — 在社会里，在家庭里，在各种关系里。
所有这些导师都代表这里的所有符号，他们唯一已做的是建立正法。首先，在建立正法之前，我们要审察自己，我们内在是否有
正法？
首先，有正法品质的人是他会聆听别人，会服从别人。这是西方妇女出错的地方，我想，她们已经忘记怎样聆听别人，怎样服从
别人，这就是为何她们的孩子也不服从她们，若你没有服从，就没有人会服从你，你要先学懂服从。
像伽比尔(Kabira)这样的人，因为他出生在不知名的种姓，人们不知道他从哪个种姓阶层出生，因此他不能直接找任何导师。他听
说那时候的伟大导师Ramanand，每个早上都会到恒河沐浴，因此，有一天，伽比尔躺卧在他会经过的阶梯上，因为天很黑，导
师看不到他，所以用脚触碰到他，他说︰「你是谁？」伽比尔回答︰「我是伽比尔，是你的门徒。」接着他握着他双脚，当他握
着他双脚，Ramanand说︰「好吧，来吧！」伽比尔之后变成印度很伟大的圣人，人们认识他比他的导师更甚，他变得那么伟大
。
基本是谦虚。昨天你看到音乐家(Nishat Khan)是怎样谦虚，他时刻都很谦虚，每一次，他都不懂怎样表达他的谦逊，他时刻都很
谦虚。因为只有在谦虚中，你才能接受祝福，才能接受你导师的品质。
现在，就如你看到的导师，以我的方式，我的形象，你要迎上来。首先，你的生命要完全透明，透明是霎哈嘉瑜伽的精粹。每个
人都应知道你在做什么，要到哪里去，过怎样的生活，有怎样的言行举止。我见过作为导师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们称呼他们为领
袖，或你可以称他们为暂代导师，但他们不能被称为祭司，但我可以说，他们是「通讯中心」。你发现他们是很挑剔的人，常常
想着自己的身体，想着自己的舒适，也常常埋怨没有人照顾他们，就像他们是受迫害躁狂者！又或他们会埋怨食物︰「我一天也
没有进食。」不要紧，对导师而言，最好是好好的捱饿三、四天，那么你就能克服饥饿的想法。你会很惊讶，我来这里之后，没
吃太多，只渴了一些饮料，因为导师是不会肚子饿的，因为导师的胃里有生命能量，很多生命能量，因此你感觉不到要吃什么。
那么，你吃什么，怎样吃，所有这些我们来霎哈嘉瑜伽就已经放弃。即使领袖也有这种像我们要吃什么的荒谬想法，我是说这是

基本，绝对是！当我听到有人告诉我，啊！他们吃了什么，他们怎样吃，诸如似类，我感到他们像霎哈嘉瑜伽的游客，像游客般
来霎哈嘉瑜伽，你看，看看地方，四处走走，想知道自己拿到什么，在哪间餐馆可以吃到既美味又便宜的食物。
所有这些是很基本的，完全不是导师原理的彰显。现在，你看到你的导师就如她本来模样，我不知道自己吃什么，他们给我什么
，我有什么要求。他们不停给我他们以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些物品，或这些是什么物品。若他们问我
︰「母亲，你想要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所以要没有选择。首先不要浪费注意
力在选择上。当然，要用生命能量，我是说，就如你到餐馆，感到各种古怪的生命能量，人们喝醉，那么你就要说出来。要用生
命能量而不是物质的东西来作出选择，这样你才能拿到一些好东西。「让我们到哪里。」他们会到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吃些荒谬的
食物，对霎哈嘉瑜伽士这应是完全荒唐的事情。当我说「霎哈嘉瑜伽士」，亦包括女霎哈嘉瑜伽士。
食物这部分是aswadha。你不应对任何特别的食物有味觉。特别在法国，这样说人们或许不喜欢，法国人很诚实认真，或他对食
物认识很深，我不知道他们离制造真正好的食物有多远，但至少他们认为他们吃得很好。
所以，要吃好的食物是一种嗜好，是一种瘾，就像吸毒 — 你一定要吃好的食物。因此禅开展了他们称为茶道的制度。在茶道里，
他们做什么，我是说我曾经体验，这真的对人是种考验，对我还可以，但却吓怕其他人。在茶道里，不管有什么仪式，他们都给
你茶，那些茶是很苦的，我们可以说像奎宁，提升至力量108，就像这样，他们很友善的给你，以这种仪式应对你，你必须拿它，
他们先说︰「看着杯子，不要思想。」他想透过杯子令你有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做到，但这种茶，你只要
喝一口，你的舌头就不好受。为补偿你的不好受，他们给你一些甜点，再次很甜的提升至力量108，这种甜味甜得变苦，那么甜。
这样做只为征服舌头。禅必定想最好给他们这种没有茶的茶道，只为令你的舌头真的感受到这种震撼，因此，在此之后，你能吃
任何你拿到的食物。这就是为何你必定知道，日本人什么都吃，他们已解决他们食物短缺的问题，因为他们什么也能吃，他们只
要钓一些蟹或一些虾，把牠们像花生般剥掉壳，再吃掉。我想禅已为他们解决这问题，因为他们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他们就是这
样能什么都吃，他们能吃树皮，吃蛇，吃蜥蜴，吃青蛙，什么都能吃，所以禅解决了这个国家吃的问题，我想，因为你已经没有
味觉。
但说到吃，我想全世界最差要算是印度人，他们对食物是最挑剔的，因为他们的女人宠坏他们，她们都有好厨艺，她们知道怎样
用烹饪来好好操纵丈夫。她们为丈夫煮食的方式，你要明白，男人都想吃印度菜。即使他们旅游全世界，也要吃印度菜，他们不
能克服舌头，这是对印度菜很大的制约，我也不知道他们怎能摆脱这种制约。绝对的，基本是重要的。圣雄甘地在静室中曾尽力
尝试克服，他常常提供难吃的食物，煮沸的食物，上面加芥末油，没有人能吃，生的！他常常都要人吃这种食物，不单如此，他
还要人清洁浴室，厕所，清洁一切，那么你就能克服鼻子，你就是需要这一切。
因为很多人在印度进食时会放点东西进鼻子，他们能闻到一切气味，所以他们的舌头和鼻子都是过度敏锐，却不是眼睛，不是他
们的眼睛。就眼睛而言，我要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是最敏锐，西方人也很敏锐，因为他们不喜欢看到任何肮脏的、污秽的，丑陋的
；印度人则不介意看到肮脏的、污秽的和其他，就像狗和你称呼的…马匹或水牛。他们能走过任何污秽和肮脏的地方。他们什么
也不介意，任何丑陋的，丑陋的建筑物，丑陋的衣服或什么，对他们都可以，不介意，对他们的眼睛完全没问题。唯一的是厨房
必须清洁，他们时刻都在厨房。因此，我们不要向印度人学习这些坏事物，他们有些好东西，但也有些很坏的制约。印度人以外
，次之我想要算是法国人。但若你吃英国菜，你能变得颇好，因为英国菜是没有味道的。
我在任何地方也没问题，因为我想我完全没有味觉，我能吃任何食物，也能吃以任何方式烹调的食物，都没问题，我不在意有什
么食物已经煮好，什么还未煮好。但若你与一些法国人在餐馆里一起吃晚饭，他们会花四十五分钟来决定吃什么，这是何等浪费
精力！只为决定吃什么就花四十五分钟。不管如何，吃什么有何了不起？食物全在这里，每个人也只能吃这么多。因此，对霎哈
嘉瑜伽士而言，放弃「我要吃这个」这种想法是很重要的。首先，没有人应该问︰「你想要什么？」对我也一样，我不喜欢人问
我︰「你想要什么？」这种问题，因为这样我就要想想怎样回答，我只想处于无思无虑的状态(Nirvichara)。
因此，这是一种我们不能明白的大考验︰我们对食物有太多依恋。食物进入胃，不单如此，它也破坏我们的导师制度，也破坏我
们的肉身，所以我们要试试不看食物。有人告诉想发展Gurupada的人要禁食，因此他们不应禁食。他们通常都没有禁食，因为他
们想着食物，所以没有禁食，我是说，禁食即是你进入nirvichara(无思无虑知觉状态)，没有想着食物，但他们却时刻都想着食物
，那么禁食就没有意义了，不管你有否进食，都没有分别，你的思维不停的想着吃，你开始想︰「我什么时候结束禁食？我到哪
里吃，吃什么？」
所以最基本的是我们要摆脱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制约 —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吃什么。我们要恰当合适的训练孩子吃的习惯 —

没问题，有时没有盐，有时没有糖，不要紧，有时什么也没有，不要紧。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没什么是重要的，你可以多天没
有食物而活下去，没有问题。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没什么是味道和饥饿，唯一的饥饿是要净化，要清洁。这是一种污染我们思维的东西，我们要说，我们时
刻想着食物。即使在俄罗斯，我发现人们带着所有印度物品，他们煮印度菜。而我，这个可怜的家伙，什么也不能吃。所以他们
为我煮食，为我带来一切，以为我是印度人，但他们不知道我是禅，我不能，我没有味觉。
我们要克服味觉，这是对你自己的实验。除非我们内省，做实验，不然我们不能升进。因为虽然灵量已尽它的最大努力，但你的
制约太大，它不能穿透，不能令你进入导师层次。
若你看看所有这些导师的人生︰他们结婚，生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就他们的个人生活而言，他们绝对是不执着的人。因此
，最先的不执着应是来自食物，不管你喜欢什么食物，你就要不吃这种食物，这是最佳途径。因为已经因为喜欢某些…就如若有
人喜欢冰淇淋，他必定已经破坏他的肝脏，因此，现在就放弃吃冰淇淋吧；若你喜欢意大利面，放弃吃意大利面吧；若你喜欢什
么，就放弃它吧，不要要求要它，完全不要吃它。因此，你看，你的思维就会对它有点不执着。我想，若你以合理明智的方式来
做，要实现这种不执着是很容易的。只要试试惩罪你的身体。你要明白，若你是自己的导师，最好是完全控制你的身体和你的制
约，你要以这种方式对待你的身体。有人告诉我，很多嫁到外国的女孩仍煮印度菜，也仍吃印度菜，这很可恶，她们应挨饿。若
她们挨饿…例如约五、六天或甚至八天，她们就会什么食物都吃，这就是为何要禁食。
我们要调节自己，适应任何食物。若你想生存，就什么都要吃，当这是问题去摆脱这个简单的制约 — 即吃你喜欢的食物，而不想
吃其他。我想，作为女霎哈嘉瑜伽士或霎哈嘉瑜伽士，连摆脱这些小事也不能，又怎能称呼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不知道，他
是很asahaj。因为有天我遇见一个女士，我说︰「什么事？你到过哪里？」她说︰「我到处找某些印度食材。」我说︰「你怎能
在西班牙找到？你不会找到。」「为什么要找？」「他们想我煮印度菜。」「好吧，没有这些食材，你不能煮印度菜？有何需要
老远的花一整天去找一种名为hing的小食材？」它有一个大名，只是很小的东西，为找它，她到不同的地方。对霎哈嘉瑜伽士而
言，若他们是霎哈嘉(Sahaja)，任何在手边的食材，他们也能煮出美味的食物来吃，这显示什么？这显示sagacity，显示trupti(满
足)，显示你的满足感，这是导师的一种彰显，即他是满足的灵，他自我满足，不介意。
现在，例如，有些人，特别是西方人，感谢天，他们没有被他们的妻子过度宠坏，他们没有太多制度，什么都吃。我曾见过，当
他们来印度之旅，所有印度人说︰「他们提供难吃的食物，这些可怜的家伙在吃这些难吃的食物，说三道四。」我问他们︰「你
最喜欢哪个地方？」他们说︰「巴摩普雷。」我说︰「呀？他们说巴摩普雷的食物最难吃，每个人都在投诉。」「不，不，巴摩
普雷最好，因为我们可以在河流里沐浴，可以唱歌，我们都很享受那里。」你看，这是一事的征兆，要摆脱你对食物的坏习惯。

第二部分是你的身体想舒适。我必须祝贺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命轨迹，我必须说，印度人要向他们学习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位置或身份地位。在旅途中，他们全都享受灵的舒适，他们没有要求︰「我没有椅子坐，我没有床睡，这里
我没有恰当合适的物品。」就这样，你要明白，你会意识到肉身的舒适不重要，我们只是宠坏我们的身体，没有需要这样，完全
没有需要。你把身体放在任何地方，它自会睡着，若你两晚都不能入睡，好吧，就如我们这里，一晚或两晚放点音乐，你自会入
睡。(笑声和掌声，因昨晚Nishat Khan表演时，全场的人都睡着了。)
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放弃肉身的舒适。而第三点，我想西方人在摇晃的是他们唯物主义的态度，唯物主义的态度和他们对眼
睛的喜爱。因此，他们其中一个是最差的，我是说差中最差的是你永远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污点，就是你有色迷迷的眼睛，诸
如似类，这是毋庸置疑，对男人或女人都是毫无疑问，他们完全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必须有很洁净的眼睛。
这部分还可以，第二部分是贪婪，淫欲和贪婪。当然，当你拥有霎哈嘉瑜伽，或许没有淫欲，但仍有贪婪，很多人因此迷失了。
我可以说印度人没有淫欲的问题，但他们仍有贪婪，贪婪的问题，即是说他们想买一些像收音机或必须买的电器物品。若他们到
海外，他们一定买一点什么，这还可以。若你买到，好，没问题；若买不到，也好，没问题，就是要有这种取态。但对西方人，
你要明白，他不喜欢放弃他的家具，这些家具是他曾祖母拥有的，虽然他不能坐上去，因为家具太旧，若他坐上去，家具会破裂
，但为了炫耀，他必须保留它︰「我的曾曾祖母给我这张独特的椅子。」就印度的标准而言，这是件废弃的旧物，绝对是件废弃
的旧物。因为它没用，你把它放在绘图室，没有人会坐上去，它看来质地很差。但按照西方的思维，物品越旧越好，不管它是垃
圾还是什么，他的房子会有很多废弃的旧物，像它们会很畅销。因为他们对物质有很精微的唯物主义取态︰「若我出售它，会很

畅销。」因为必定有另一个疯狂的西方人喜欢买这件垃圾，你明白吗？你最好把家里的这些垃圾抛掉，因为天知道有多少人用过
它，它就像在你房子里的坟墓，它是坟墓。
还有古董珠宝，古董珠宝是另一种疯癫，古董是…你可以说是西方人的一种时尚或癖好 — 古董。对我们而言，没什么是古董，因
为我们仍然制造古老的，漂亮的物品，所以印度人不明白古董的价值，他们不明白为何这些人会疯狂的追逐一些破烂的，损坏的
，肮脏污秽的物品。但西方的思维就是以这种方式养育成长。现在，在这些古董，我曾看到…有次我到某人家里，他以极大的荣
幸请我坐他的椅子，我一坐下，我想有蛇和蝎子在咬我，我吓了一跳，站起来，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我的曾曾曾祖
母的椅子，你看，她给我这椅子。」我说︰「它会破损，我还是坐在外面。」
这是对古董的过份狂热，这些人怎会有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印度有个笑话，有个名为Premchand
很伟大的作家，他写两个英国人走在Benares 的路上，他们被lota(金属壶)碰撞到，这金属壶是用在浴室里，壶跌在他们双脚上，
它跌在他们的双脚上，他开玩笑的说︰「所有官僚都拜倒在双脚前。」意思是那时候的所有印度官僚，通常都拜倒在英国人脚前
，他开玩笑，但不要紧。那个英国人看着这壶，很生气，他们立即想诉诸法律，「你要上法庭，你要到警局，我们要因壶跌下撞
到我们而报案。」有个很聪明的人，他懂英国人或西方的思维，他说︰「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个金属壶很值钱！」他说︰「什么
？」「因为这壶是伟人Akbar用过，是古董。」他说︰「真的吗？」「真的，你知道，你只要不与他们争辩，要他们给你这个壶。
」他用印度语告诉他们︰「我愚弄了这些人，告诉他们这壶是Akbar的，你们要用这壶来愚弄他们。」接着他们说︰「好吧，我们
会原谅你，不会告上任何法庭，只要你给我这个壶。」他们说︰「不，不能给你。」他问︰「为什么？」「因为这是古董。」在
印度，你不会找到任何人爱护尊重古董，特别在Benares，没有人会在意。所以他们说︰「真的？」「真的，它曾是Akbar的，我
父亲和我先祖曾与他一起工作，所以他给我们这个壶，很抱歉，我们不能给你，你要明白。」「不、不、不，请给我，我们不会
抓你到警局。」「好吧，你出个价吧，什么价钱也可以。」就这样。那时候，他们付了一千卢比，这金额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卢
比。他们付钱，这些英国人付钱给他们，买了这个与Akbar或任何人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壶。
所以这种对古董的狂热要从我们思维里消失，这是种我们内在建构好的思维，我们常常谈古物，或许是因为战争或是什么摧毁一
切，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古老的东西就很漂亮，很好，而现在我们不能制造好东西，或许是这个原因。但现在我们在制造好物品
，我们能制造好物品。现在在英国，我很惊讶古老工艺再次兴起，我到的每一处，古老工艺都在兴起。所以爱护古物，即是说你
只是停止令古老工艺复苏，因为你要付很多钱买古董，今天制造同样的物品不能卖同样的价钱。这样就摧毁我们的创造力，我们
的手工艺，亦摧毁我们的整体…我想是我们生命的品质，就是因为我们疯狂的追逐古董。
任何古董都是好的这个想法要从我们脑袋里消失，这只是很表面虚假的价值 —

若你真的看看它。因为人们以为古董是很贵的，

这只是销售手法，人们感到这很贵，那很贵，所以穿戴一些愚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还说︰「这是古董珠宝。」四处走动。我
是说天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它，穿过它，那个人有什么感觉。
我们要明白，这种在我们脑袋里的制约︰「我们要有一些古董，要保留一些有这种价值的物品」，我是说这些问题过往从未出现
，因此没有任何书籍有记录过，任何导师的书籍从没有写下︰「不要在意古董。」他们有写下︰「不要喝酒，不要吸烟。」和其
他会破坏你的脐轮的事物。他们有记下这些事物，但却没有记下︰「不要对古董太过在意担忧。」你要明白，我发现现在有这种
狂热，因此我们要告诉人，要小心。此外，我感到人们对毒品趋之若骛，或许是因为他们用太多古董，那些古董里的亡灵必定逮
住他们。就是不明白人们为何那么忧郁，时刻都在哭，哭泣。
所以我们对这些物质的制约要完全清除，当然，我是说在某些国家，我们要说一些古董造得很好，不要因为这些物品是古董就必
须爱护尊重它们，但若是因为它有审美的真正价值，这还可以。我们要先看看任何物品的生命能量，若生命能量好，我们才接受
，不然就不要接受，因为我们有生命能量的语言，我们要运用生命能量的语言。一旦你开始运用生命能量的语言，你会很惊讶，
你如何知道应做什么事情的完整图像。
所以要摆脱这三种制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最差的是以为自己病了，这样会令霎哈嘉名声受损。
若你仍感到自己生病，最好离开霎哈嘉瑜伽。因为你一是痊愈，一是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二择其一。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
要看到自己痊愈，若仍有某些问题，不要紧。现在，例如，我知道自己有些问题，因为霎哈嘉瑜伽，因为我作为母亲的身分，作
为太初之母的身分，我要面前一些肉身上的问题，副交感神经运作的问题，但我经历了，我接受了。你要接受你的身体就是这样
，你不要像这样说︰「我不舒服。」和「我有些不妥。」像老太婆般不停抱怨，首先，永远不要想你老了，永远不要想你已经变
老或你不好。看看你的母亲，我从不这样想。昨天你们一半人都在睡觉，我却仍很留心听音乐，今天我再次在这里很留心。

若你有导师，你就要有这个形象︰「看看我们的母亲，她那么老，她频繁的出门远游，她做了那么多工作！」好吧，你或许会说
︰她是太初之母。但你们也有少许力量，这少许力量透过你充足的活力显现出来。若你没有活力，仍感到很弱，即是说你不是霎
哈嘉瑜伽士。所以只要请求，请求任何数量的精力，你就会有精力，这份活力，必须要有。
现在，我会说，就肉身而言，你要知道，你们全都越来越年青，不是愚昧的年青，而是引力，年龄的引力。实际上，我见过出生
已有自觉的孩子，他们很严肃，不会做任何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从不会…我从没有听过他们说一些…女霎哈嘉瑜伽士之间有闲
聊的坏习惯︰「吱喳、吱喳、吱喳、吱喳、吱喳。」这是很坏的习惯，这显示她们仍有很多缺失，只穿上莎丽或额上点上红点不
代表你就变成女霎哈嘉瑜伽士。首先，什么是引力？你只是有需要时才说话。我见过生来已有自觉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像这样
站在我面前。他们说话不多，说的都是漂亮的话，还会说些你时刻都能记起的话，他们只是不会不停的浪费什么，他们极之顺从
听话。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知道他们是生来已有自觉，以及导师原理是怎样运作。我们是否有同样的言行举止？还是我们在做着
一些对我们升进不好的事情？因此，即使来霎哈嘉瑜伽后，若你不努力内省，你就错失重点，你要时刻都与你的导师作比较。
一切事情都要以新的观点来理解，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首要的是要有爱。首先，对别人有爱，不是对自己，若你
时刻只担忧自己︰「我的身体是这样，我的事情是这样，我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你就是不爱人。你有否看到别人的舒适
？你有否感受到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怜悯慈爱？你有否感受到︰「我可以为他们带点什么？他们缺少了什么？」你有否成就到？
你有否尽力帮助他们？首先是所有霎哈嘉瑜伽士。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是不同的，我见过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支持非霎哈嘉瑜伽士，还想贬低霎哈嘉瑜伽士，这是很错误的。你属于这
个新族群，不属于这个新族群的人，若他们袭击任何人︰这是你的双手，你的双脚，你的头，若他们袭击你身体这些部分，你有
责任帮助他们而不是帮助别人。这个人或许有点出错，不要紧，这里你不用显示公平竞争，在这地方，你要完全支持霎哈嘉瑜伽
士，你或许迟些才纠正和告诉这个人︰「你不应这样做，这是错的。」
这份尊贵，这份理解体谅只能透过沉默而来，若你时刻都吱吱喳喳，不停的说话︰「吱喳、吱喳、吱喳、吱喳。」这样永远不能
令你成为有深度的人，你只会在空中飘浮。所以现在女人最好mauna，保持沉默，只保持沉默，她们时刻都想说话，我听过所有
领袖都说这是女人的大问题，她们只是不停的说故事，说故事。若你请她们来演讲，她们就开始颤抖。你们多少人能演讲？女人
？若你明白你没能力演讲，最好也不要说话。你应有能力演讲 因为你的母亲是女人，她能演讲，为何你不能？你就是不能。
若我要你站在这里，你会颤抖，我知道会这样，但若说到喃喃终日的灵，你就会出现在那里。这是女人要很小心的事情。因为今
天是导师崇拜，我要告诉你，不是以母亲而是以导师的身分，就是若你要升进，最好是停止说话︰「Maunam sarvatha sadhana
m」。「Maun」是保持沉默。它给你各种才能，只要保持沉默。若某人说话太多，只要保持沉默；若某人想批评别人，只要保持
沉默。这是你的沉默，你的权利，你的领域，就是你能保持沉默，只静观这个人。若它来了，就回答，那么你就能好好的回答，
若某人想攻击批评你，你只要保持沉默，要建立这份沉默，我们只有不要说太多话才能建立这份沉默。我见过，即使我坐在这里
，女人之间也不停的说话，这是很错的，你要学习沉默安静。就如昨天，我看到很多女士不停的进进出出。在教堂里，你会否这
样？你不会。
教堂里没有基督，只有可怕的祭司坐在那里，但你什么也不会做，只保持安静，好好的坐下，我从没见过有人走出走入，做各种
事情，把孩子像这样放在前面，让他们睡觉，从没有！你能否在教堂里这样做？在教堂里看到这样有纪律的人，而教堂却是虚假
人工化的地方。你现在在哪里，这里要有这份安静静默，这份理解体谅，这份深度，这份敬畏。但因为我们仍未发展这些导师的
品质，若我们已发展它，事情就能立即成就，你能在你的言行里看到你的引力。
不要浪费我们的注意力，讨论某人，讨论其他人的性格，这些事情与我没任何关系。我们有否与这只手讨论另一只手的性格？讨
论有关婚姻这类事情？婚姻只是…在霎哈嘉瑜伽，并不是那么重要，有些人放太多注意力在婚姻上，你看，婚姻变成件头痛的事
，接着︰「我的婚姻又怎样？」十分钟后再遇见这个人︰「我的婚姻怎么样？」十分钟之后，「我的婚姻怎么样？」你想跑掉，
我是说，你看，这样令人变得像躁狂，「我们该怎么办？」
整件事情是视乎情况而定，整个编排视你怎样成婚。你已来霎哈嘉瑜伽，你是sanyasis(隐士)，某程度上你不是已婚的人，你只与
霎哈嘉瑜伽结婚，它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而所谓的丈夫和妻子就在那里。若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就是未结婚，这是肯定
的。在霎哈嘉瑜伽，太多注意力放在婚姻上，我曾经见过，婚姻，在来霎哈嘉瑜伽前，婚姻是个玩笑，每三天就有人离婚，人们
会跑掉，做各种事情，当他们在来霎哈嘉瑜伽之后结婚，他们是全世界已知最浪漫的人！我是说他们全是罗密欧或朱丽叶，我只

是不明白，即使在印度的村庄里，也有人投诉︰「这些是什么人？我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常识，他们四处走动的方式，他们是圣人
吗？」
这份神洁，这sanyasta，这种禁欲主义要表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我不是说你不能与你的丈夫有关系，是要以很隐秘的方式，
要是极之隐秘，不应是这种浪漫主义了不起的事。若你做这种荒谬事，你会破坏西方的整个霎哈嘉瑜伽。因为那里有这种想法，
你要明白，你堕入爱河，你就会下跌，此其一。你会下跌但你却想上升。对丈夫和类似的事情的执着依恋和担忧，我是说，若你
是霎哈嘉瑜伽士，可以与各种类型的丈夫和妻子相处，你应能做到，我是说，我知道这是很简单，这是…丈夫是习作，妻子是习
作，就这样。你研究一个人，他是那种类型的人，但为此，你要处于旁观见证的状态，你要观看，你要不依恋执着，所以，在婚
姻里，你要不依恋执着。
但相反，我发现，刚结婚，他们立即为自己安排某种蜜月，或类似的事情。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怎样爬进来，这是来自对事物旧的
制约。蜜月后，他们来说︰「母亲，这段婚姻不会成功。」所以最好还是慢慢和稳定的发展，然后才作决定。因为你只是跳进蜜
月的状态，回来后说︰「母亲，这个，我已开始去想，而我不去想。」我认识一个女士，她与一个印度男士一起跳进婚姻里，在
前往澳洲的途中，在新架坡，她打电话来︰「母亲，我不认为这段婚姻能成功。」而在这里，每个人都向我投诉︰「母亲，这两
个人的言行举止令印度人颇为尴尬。」因此，你要向印度人学习羞耻心，他们从不…在印度，丈夫和妻子从不坐在一起，这样做
是被视为坏行为，你也不要有这种行为。即使在崇拜里，或其他场合里，他们公开的坐在一起，有什么需要在公众场合展示你们
的关系？这只是私隐。此是其中一件事情我们…若你开始明白事理，就会有恰当的调整。在公众场合，男人要与男人一起，女人
要与女人一起。
但女人或男人，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都不应带回来。就如我会说男人有嫉妒，他们权力取向，他们讨论领导地位。若你告诉他
们，你不会是领袖，他们会感到很震惊，好像他们认为领导是很实在的，从来最大的虚幻就是领导地位。在霎哈嘉瑜伽没有什么
是领袖，这只是个玩笑，而你的母亲是很懂耍大把戏，所以要小心，不要对此有幼稚的想法，你要明白，这个大把戏持继不停，
这只是测试点。若我错误的测试你，你可以告诉我，但我想这运作良好，因为我能好好在这层面测试人，当人骑上自我的马匹，
我立即就知道。
因此，你思维的态度要不同，你的先后次序亦要改变，我们的先后次序要改变。什么事情对我们是优先的？首要是我们的升进，
这是最优先的。为我们的升进，什么需要做就要先做。若你要惩罚你的身体，没问题；若你要惩罚自己，没问题；若你有制约，
摆脱它们吧。只要内省，这是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当你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紧握着什么，只要完全移除它，以你喜欢的方式
解决它。你要明白最重要的是你的肉身、思维和你的一切都应是你的奴隶，没什么能控制你，你应在一切之上。你的身体竟敢要
求什么？你的思维竟敢告诉你什么？这些制约怎样在你身上运作？「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超越一切。」就像莲花从池塘里长出
来，你亦已经迎上来。
我们有那么多证据显示你是有自觉的灵，我会向你展示一些照片，照片里有光，我能把光射在你身上，他们全是开悟的人。当我
在场，若你变成光，你也要把光带到外面，不单只是我在场，当你出外也要有光。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当我告诉人一些事情，
他们会想︰「母亲在说谁？」却从不会想︰「她在说我。」若你看到这一点，这是你唯一能渗透你内在的途径，「母亲在说你，
她亲自纠正我，她在告诉我。」只有这样才会渗透，才会成事。优先次序要改变，首要是你的升进，你的灵和霎哈嘉瑜伽。其余
都无关重要，没什么是重要的。
接着是对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的信任，这份力量照顾我们，它是很重要的。这次音乐家老远的来，我要告诉你他们旅程中的故事
，他们来，说︰有来自基辅的火车，他们买了火车票上火车，却要在匈牙利的边境前下车，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没有签证，
钱也不多，他们想︰「我们在火车上。」他们说︰「不，我们要走到布达佩斯。」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就站在马路上，但他们全
都在笑，很享受︰「必定是有某些补给品给我们。」没有人感到自己有麻烦或什么，那么顺服委身︰「但忽然。」他们说︰「海
关人员来了并包围他们。」他们问︰「什么事，你们为何带着这些袋和行李来这里？」他们再问︰「你们为何要来这里？」他们
答︰「我们为一个演奏会而来，我们是音乐家。」他们一些人开始散去。
接着他们给他们自觉，有六个人得到自觉，现在你能相信︰爱的力量，那些海关人员给他们自己的车辆，把他们带到另一边，这
种事从未发生过，试想像！这就像削去他们的权力，我告诉你，你是否能以这种态度对待海关人员！但事情的确发生了，他们到
另一边，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想去布达佩斯，要走约两公里才能到车站，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等，他们说︰
「母亲，或许是你派来的，两个南斯拉夫人坐在可以坐四十九人的巴士来，全是空位。」他们截停巴士，说︰「这是什么，你们
为什么在这里？」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走。」他们走上巴士，当他载他们走，他们想和他交谈︰「为何不载我们

到米兰？」他们懂应对，就这样，他们到了米兰。这是那么不凡。
所以你要对自己，对这份围绕着你的力量有完全的信心，一旦你有信心，你会意识到它对你是那么有用，那么仁慈。与此同时，
若你想想，它也可以很富伤害性。
所以不要听信任何导师ninda，意思是任何说你导师坏话的人，只用手掩着你双耳，绝对要立即做。我知道有个人这样做，他得了
癌症，另一个现在则在监狱里，再另一个则在那里。所以任何人说这些话，你只要掩着耳朵，因为现在你知道谁是你的导师，所
以你永远都不要倾听任何批评你的导师的人。
有天有个男士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记者，他说︰「有人说你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城堡。」我说︰「我付钱买的，我也要建造它，那
是个可怕的地方，这毋庸置疑，那里只有霎哈嘉瑜伽士能留下，我不在那里，这是最精彩的。」我就只是说了这些话。相反，他
们却从不会去问任何导师这类问题，因为门徒会说︰「是，那又怎样？我们想给我们导师钱，想给他这些那些物品。」他们从来
不问。但透过霎哈嘉瑜伽，或透过我，我治愈很多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我可以这样赚钱，只要治好一个癌症病人，我就有足够的
金钱建造一所城堡，只靠自己。所以当有人这样说，你应该要问︰「你知否她治好多少人？若她是医生或假导师，你知否她能收
取多少钱？她能从这些病人赚取多少钱？」那么，他们就会明白。你要明白，因为他们是物质取向，所以才像这样说话。他们的
态度很不一样，所以请他们离去是最好的。因为我见过这些报章的人不停受假导师的门徒烦扰，他们只是不能批评，不能说一句
这种假导师的坏话。而我发现，霎哈嘉瑜伽士仍缺乏对自己的信心，仍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什么要坚持的事，你就必须坚持。
例如，若有人冤枉我，你要坚持，说︰「没可能，不是这样。」我见过有些问我有趣古怪问题的人，他们也是霎哈嘉瑜伽士。
所以第一部分是我们要看到自己对灵性有多敏锐，我见过霎哈嘉瑜伽士支持一些负面的人，你甚至不能忍受这些人。对他们而言
，这个人很了不起，而一些很好的人他们却不能分辨出来。那有什么用？你的计算机是那么靠不住，你会做…我是说作为霎哈嘉
瑜伽士，若你有这种计算机，飞机就会上上下下。因为他们只是用颠倒的方式来判断事物。在霎哈嘉瑜伽的好人，他会有生命能
量，他或许很单纯，或许很谦虚，或许并不大富有，或许没受太多教育，或许不是来自好的大学或什么，但你必须看看这个人的
生命能量，这个人有怎样的生命能量，那么你才来判断。取而代之，若你以一个人是否很能说话，能说好话，很有学问，或类似
的事情来判断，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怎样的生命能量。一旦你看到这些生命能量，以生命能量来判断他们，你就是霎哈嘉瑜
伽士，不然，我完全不会称呼你为霎哈嘉瑜伽士。对导师而言，这很重要。我见过有时即使是领袖也支持极之可怕的人，这个人
我甚至五分钟也不能忍受。但这里，导师派他来找我︰「啊！母亲，他是那么好，你知道吗，他捐了很多钱，」不要紧，你捐钱
，那又怎样？谁要他捐钱？现在他应停止再向我们捐出亡灵，我们不想要他的亡灵，就是这样。
当你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时，你要有正确的判断。但大多数的导师都被逮住，他们很有野心，若某人不听他们的话，或某
人想在错误的时间演讲，有人说︰「你不应这样说话。」诸如似类，他们就会生气，他们脾气很差，会挑衅人，有时会说一些事
情，一旦有人有反应，他们会说︰「你是坏的霎哈嘉瑜伽士。」不能这样。
首先，导师或领袖要很温和，很和善，很好，他要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要求什么，从不要求什么。任何有要求的人不可能是导师
。尊重是赢得来的而不是要求得来。因此，若你明白，一切都会好好成就 — 一旦你在升进中，智慧中，意识中和你的灵中升起，
这些事情自动发生，你不需要要求什么，不用请求什么，不用投诉什么，一切都会成就。你得到所有迦南仙众，所有天使照顾，
祂们就在这里，你在台上。但若你只是在半路，他们就会戏弄你，你看，他们玩把戏，令你犹豫，令你出问题，你到这里那里，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你就会问︰「母亲，这些事情怎会发生？」因为祂们也是爱开玩笑的人，所以他们向你玩把戏，为你制造问
题，只为令你明白你在做错事。
我们在台上，那里漂亮安全，一切皆备，我们要给全世界这种了不起的东西像霎哈嘉瑜伽，它是为解放全世界而设。就如你所知
，我也希望你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很多事情要知道明白，作为导师，我们要是怎么样，要有怎样的言行，要怎样成就事情。
现在，我在很多讲话里告诉了你很多导师的事情，但今天的讲座，我只说，首先，要有导师制度，你要完全谦卑。现在，而我，
我要说，我太简单，我是摩诃摩耶，所以你要非常小心，不要对我太随便，你不能这样。若你对我太过随便，即是说你不是门徒
，门徒要与导师保持距离，你就是不能太随便，每一次走进我的房间，长时间坐在那里，与我闲聊，不能这样。你没有这份权利
，只有我呼召你，要你来，你才能来。
你不应强迫导师做什么︰「请来，听我这些话。」或「这样做！」不应这样说话。例如，昨天没有人告诉我会有这些音乐节目，
或一切已经安排好。你要向你的领袖报告一切，或向我报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要完全透明，就如这只手知道那只手做的一切
，另一只手知道那只手在做什么，同样，每个人必须互相认识。

导师亦不应互相嫉妒，我这样告诉你是因为我发现有某些嫉妒。当他们谈话，有一点点︰「哈，虽然他很好，但这样那样。」当
他们享受共处，因为他们已经到达某个层次，他们明白。「我们就是在这个层次。」当他们完全享受共处，比任何人都欣赏对方
，导师的陪伴，与领袖一起，若他们享受共处，就没有嫉妒，没有争吵，不会出问题，只享受共处，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已
变成导师。
他们所有人都从未争吵，他们互相支持，实际上，是一个原理一次又一次诞生。只有邪恶的人才争吵，不是似神的人。他们亦会
批评有自觉的灵，或降世神祇，但却不会互相批评。很令人惊讶是邪恶的人虽然互相争吵，还互相嫉妒，但却不会互相谈论。但
在这里，我发现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有自由，是自由，不是离弃，是有上天完整规章制度的自由，与我们一起，我们要知道这是
上天的律法。
我们现在坐在像一个大vimana里，像飞机，我们要在美丽的地方着陆。首先，我们要在心里发展谦卑，完全的谦卑和顺服委身，
这很重要。除非你有谦卑和在心里顺服委身，不然你不能唤醒导师原理。首先你要是门徒，然后才是导师，你要发展谦卑。若你
爱我，尊重我，谦卑就很容易到来，这不单有爱，还有尊重，必须要有尊重，那么别人也会尊重你。
愿神祝福你们！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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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对霎哈嘉瑜伽士是极之重要，是他们要遵守的日子，我很高兴

我在这里，因为今天对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如我告诉你，向你说过，亚力山大(Alexander)与波罗斯(Poros)的战争，是怎样因
为一位姊妹的介入而结束。我也说过克里希纳怎样老远的从Dwarika赶来，拯救祂妹妹的贞操，祂的妹妹是Draupadi，毗湿奴摩耶
(Vishnumaya)以Draupadi的形相出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集体意识中升进，我们在喉轮集体生活，集体会面，这都是克
里希纳所建立的，或是祂彰显这种姊妹间的纯洁关系。 在集体的生活，在我们一起居住的集体静室里，我们的言行必须像霎哈嘉
瑜伽士。若我们内在没有这种基本的原则，会是一片混乱，完全的混乱。当这种纯洁的关系被建立，除了妻子外，其他女子都是
我的姊妹或我的母亲。美国社会一片混乱，不是妥当的社会，全因他们对这种纯洁的关系毫无认知。 当你称呼某人为你的姊妹，
她就是你的姊妹。当你称某人为兄弟，他就是你的兄弟，你们不单不需要来自相同的父母，并不需要，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则，就
是要拥有非常纯洁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和地在哪里生活。在西方，我看到很普遍的情况是，一个妻子的女朋友来到妻子的
房子，丈夫应该待她如姊妹，但相反，你发觉那个男子却以淫邪的目光看待这个女朋友。原因是若你从孩童开始，对你的姊妹就
没有这种纯洁的注意力，你不可能对其他女士有这种纯洁的感觉。 最先是你的亲姊妹，儿子出生，跟着是女儿，或是女儿先出生
跟着是儿子。在他们还年幼时，还很纯真时，最重要的是这种姊妹般的纯洁关系已经发展，虽然处身的社会是那么腐败，那么坏
。在还很年青时，例如在十八岁时，因为这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概念，第二部分是兄弟对姊妹的责任，要尊重她们的贞洁，保护
这贞操；而姊妹的责任则是保持兄弟的道德，确保他道德上妥当。 十八岁便自由了，姊妹可以与任何男子一起，与任何男子一起
住，男孩应该不能说甚么，若兄弟与任何人一起，姊妹也不能说甚么，她不能干涉。在印度却相反，有些人告诉我在中国和埃及
，甚至是在伊斯兰的国家，若他们发现他们的姊妹与别的男子一起，在伊斯兰的国家，他们会向那男子开枪。在印度，他们未必
会开枪，但他们要看到他们的姊妹得到好的对待。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兄弟身上，他们也会这样做。我可以说在印度，他们会这
样做，在中国也是。若兄弟不道德，他走错路，姊妹会尽力把他带回正确的道德轨道。 若男士犯错，他的妻子跑到他的姊妹那处
是非常普遍的，他的姊妹因此非常忧心，还很失望。她会尽力去纠正她的兄弟。我们内在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洞悉力。每一个人，
无论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出生，若兄弟犯错，若他吸烟，或做了一些错事，他的姊妹会比他的母亲更能感觉到。他的姊妹想把他纠
正过来，她会尽力去战胜它。而母亲或许只懂哭泣，跟着便放弃，但他的姊妹却会坚持对抗她的兄弟。她会用尽力气，把她的兄
弟的错纠正过来。还有，若兄弟犯了法，做了些错事，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是他的姊妹拥有权力，上天的权力去纠正他。 一个
社会，若这种关系非常纯洁，这个社会便会很安定，大部分的问题都不会出现。若姊妹犯错，姊妹做了些错事，例如姊妹离家出
走，为某人而放弃她的家庭，或她想控制她的丈夫，或她在家里犯错，她的兄弟会告诉她对她所做的错事有甚么看法，会去纠正
她。 这种兄弟与姊妹之间互相纠正的情况的确存在着，这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与生俱来的，是格涅沙原则在起作用，在喉
轮处，无论我们怎样沟通，我们拥有这种与姊妹或与母亲的关系。克理希纳有一位养母，你们都知道，她和克理希纳的关系就如
母子一般。所以，若你称呼某人为母亲，这必须是絶对纯洁的关系。你与女人只能有三种关系，首先是母亲，跟着是姊妹或女儿
，最后是妻子。 女儿不能纠正父亲，女儿没有权力去纠正父亲，所以她不会纠正她的父亲。相反，若他犯错，她只能支持她，站
在他那一面。有时她甚至为了支持她的父亲而对抗她的母亲。这是本性，这是自然而然的。儿子却可以纠正父亲，若他做了些反
对母亲的事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男性的力量支持着女性的力量，或是女性的力量纠正男性的力量，若能这样，这样社会
便能保持洁净，正常地成长。

根据经典(Shastras)，只有野蛮人，只有恶魔才会常常沉迷在不纯洁的关系。若社会没有纯洁，这

种不洁的念头会爬进我们的脑袋。思维上，我们接受这是正当的，不然，并无需要以贪婪和淫邪的目光盯着女子，或以淫邪的目
光盯着男子。基本上，这种放弃纯洁的关系已经开始，弗罗伊德也这样说。当与母亲、父亲以及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孩童时因为
外在的环境，因为其他很多原因而受破坏，当这些关系受摧毁，格涅沙原则在你的喉轮便被摧毁。在霎哈嘉瑜伽，要令这类人保
持进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现在我们的集体静室有这样的问题，你们都知道，你们住在集体静室但却行为不检，已婚的女子也一
样。我们曾经有这种经验，我的意思是这种极不纯洁的关系，是可怕的。甚至未婚的，也会这样。我在澳地利曾经有过非常差的
经验，在这里也曾经发生过。对我这是很可怕的经验，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是求道者，但
这种软弱，不能在集体中出现。就像一个坏苹果，会毁坏其他的苹果。所以只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也不能容忍，不单如此，因为这
是非常恶毒，这种关系会摧毁我们的集体。 在印度，我们有一个被称为”Gotra”的制度。意思是无论我们在那一所大学念书，那所
大学就是你的”Gotra”。例如，我的先祖，先祖的先祖，他们全都是在同一所大学念书。从Shandily Muni开始，他们都是从不同的
地方来到集体静室，你可以说，他们一起念书，一起做其他的事情，来自同一个”Gotra”的人不能通婚。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因为我们都属于”Shandilya Gortra”，所以我们不能与这个”Gotra”里的任何人结婚。到达这种程度，当到达这种程度，它植根于我
们思维里，我们便不会想其他，其他的都不能入脑。 我们现在有伊斯兰的社会，穆斯林的社会也一样。在穆斯林的社会，因为有”
Pardha”制度，他们常常都怀疑，从不相信女人可以与兄弟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没有”Gotra”这种制度。他们很疑惑，因为
没有说话的自由，我在印度曾经见过，穆斯林之间有着颇纯洁的关系，穆斯林却也有同样的问题，女人有嫌疑，男人也有嫌疑，
所有事情都是秘密地，可笑的进行。 另一样事情是我们在集体静室必须拥有絶对的自由。我们不该对任何人有特别的兴趣。若某

人对另一个人有特别的兴趣，那是错误的。通常我们必须像兄弟姊妹般的自由，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非常的自由。有疑惑的人不
应来。当某人只对另一个人感兴趣时，猜疑便会出现，这便是纠正他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某人是领袖，你照顾这个
领袖是没有不妥。若某人是你的结拜(raksha)兄弟，照顾你的结拜兄弟也是没有不妥。但若你超越了界线，还是改正自己比较好，
那是错的。但若你真的想欺骗自己说︰「不、不、不、没有任何错误。」你便知道不是这样。你来霎哈嘉瑜伽，为升进已经放弃
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但现在那些荒唐的事情却慢慢再次爬回你的身上。 你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必须是一样的。一个理应是精英的
社会，人们却互相调情，这又有甚么分别，他们可以很自由的调情，他们与这个，那个人调情，就像这样，又或对任何人也不感
到兴趣，当他们与别人交谈，与别人沟通时，怀有甚么目的呢？我们必须追寻自己的灵魂，我们必须找出自己本性，这是非常重
要的。灵魂的追寻是非常重要的，我为甚么对这类人那么友善？若你认为自己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对这样的人友善，就像有人说︰
「啊！我没有不妥，因为我与她一起工作。」或说类似的话，为甚么你会感兴趣？ 追寻灵魂对这些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在这里，
与妇女相处时该有怎样的言行，并无准则，所以，我们必须有绝对的自由，就如兄弟姊妹般的相处。妇女应有的界线，都必须遵
守。就如当我与我的兄弟一起坐时，我不能看浪漫的影片。若我的女儿在，我的丈夫便不会坐在这里看浪漫的影片，这是非常精
微的。与兄弟一起，你通常都不会与他讨论有关性或类似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你只能与你的丈夫谈论。假若他是你
的兄弟，你发觉他想以你不懂的方式去吸引人，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与他对立的位置，为了你自己，看看为甚么你要这样做？这种
轻挑、荒唐，毫无喜乐的追逐，为甚么我要这样做？你们要明白在霎哈嘉瑜伽，你只能透过纯洁而升进，没有其他途径。任何牵
引你的事物，都会令你下跌。无论你做了些甚么，把它摆脱吧。无论那是自我、超我或其他。对性来说，最高的要算是你的思维
上的纯洁，我把它定位为最高，这是我们称为纯真的，这是唯一令你前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尝试寻找我们的灵魂。 现在有些男女
常常互相猜忌，持续的互相猜忌，这是另一种没有喜乐的追逐。我们必须审察自己而非别人。我们会因猜疑别人而摧毁自己与别
人的人生。若发觉任何这种错误的关系，妻子和丈夫都有责任彼此纠正，必须有这种明辨能力。通常我看到的，若他们是疯癫的
，他们会互相猜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被鬼附。若他们对自己的妻子有猜疑，他们会猜疑她一生，若他们对丈夫有猜疑，她们便
会猜疑他的一生，这同样会破坏你的集体。这种人不可能会集体的，也不可能是霎哈嘉的。我可以说这种人必须被抛离霎哈嘉瑜
伽，或必须受隔离，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精微的侵略，一种精微的折磨，一种非常差劲的关系可以在霎哈嘉瑜伽士之间发展。 我曾
经在澳洲看过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一个印度女子，她背着丈夫做了这种事，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人
因此离开了霎哈嘉瑜伽，但没有人知道他们为甚么离开，因为她通常都做得很精微。这是来自她的自卑情意结，或无论是何种原
因，当她来到印度，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当我与她谈话，那位她猜疑的男士是我认识的，我感到很震惊，她怎可以有这种想法，
我发现她的母亲也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知道，思维必须纯洁，非常清洁和开放。以这开放的思维，你必须看到思维上的清
新。若你的思维并不清新，你便应该思考，并且要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天我说这个课题，是因为美国有这类问题，美国也是处
于这种荒唐处境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甚么时候可以停止这样，现在还是没完没了。要建立正派的集体，这是极之重要的你必须
作灵魂的搜寻，必须藉由生命能量，藉由你的洞悉力去理解。因为我不能这样说︰「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你必须自己去找出
你内在是否有某些错误，令你不能好好的建立这种纯真的关系。若你们真的尽力去做，真心的祷告，我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一半
问题便会获得解决，永远得到解决。你看到人们因染上各种疾病而受苦，我的意思是，我问他们︰「为甚么你们要这样做？」他
说︰「因为女人是不可靠的，当你回到家中，你看到她与另一个男人的戏剧在上演，与男人一起比与女人一起好。」我的意思是
他们在做着荒唐，不自然，无意义的事情。女人也是。 说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忠诚的真正意义，我们再次来到实相，这种忠诚的
真正意义，男人和女人必须变得像鸟儿般自由。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像童年时兄妹一样的关系。我可以说，在孩提时，无论你
与任何人有着何种关系，你可以看到，小孩走到叔叔哪里，跟着又到另一个叔叔哪里，对她来说，每一个都是叔叔，婶婶也一样
。他在孩提时已经发展了这种纯真。但若你常常控制这个小孩︰「不、不，这是我的孩子，他不可以走到这个人或那个人哪里。
」孩子便会发展了这种困局。当孩子接触到这个世界，渐渐地，你不需要向他出主意，他自动不会做不道德的事情，你不需要教
导他关于性，甚么也不需要做。因为，不管如何，在印度我们不会告诉孩子这些事情，我们不会与他们谈及这些事情，只让他们
自然地成长。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他们独自留在任何地方，没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例如我有二个女儿，她们现在都
有丈夫，她们可能有时会争吵，无论是甚么事情发生，让她们自己处理吧。我想她们不会在不当的情况下，被另一个男人吸引。
她们可以自由的与任何人一起，与任何人交谈，与每一个人谈话，她们就是不可能犯错。我从来也没有与她们谈及性。我的意思
是我甚至感到害羞的向她们谈及这个字。她们怎能天生的内在建立得那么好，因为在印度社会，兄弟姊妹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希腊这个古老国家，现在已经变得很现代化。我们有史提马田，他是个有趣的人，一个在雅典的律师，你也知道他是非常有趣的
。他告诉我一个笑话︰「母亲，当我们变回年青…」我的意思是他仍然很年青，我却认为他变得更年青。「当我们变回年青，全
部男人决定顺应潮流，与女孩子一起共渡美好的时光。」他们全部人立即说︰「不能与我的姊妹一起，啊！放过我的姊妹，放过
我的姊妹，不能碰她们。」因此我说︰「那些姊妹有没有兄弟？所有女孩都有兄弟。」我说︰「不，你看，事情做不了，在希腊
是办不到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说，没有兄弟喜欢他们的姊妹受任何男人欺负。 这是原则，你为取悦你的兄弟而保持贞洁，
又或你为取悦你的姊妹而保持贞洁。这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力量，是天生的，我要再次说︰「这是天生的，不是受社会压力迫出来
的，是天生的。」在虚假的社会，这种想法不停的在你的脑海里，不停的把你洗脑。你开始想必定有某些地方出错，这是不正当
的，是愚蠢可笑的。就算动物之间，我曾经看过这种情况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但人类之间又怎么样？这些质量是我们内在天生
、漂亮的质量。那些我们称为被宠坏，受破坏或衰败的社会，就是那些建立了很好的洗脑制度的社会。 一百年前，这个国家，这

个社会不是这样。甚至在五十年前，也不是这样。若你看电影，与生俱来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但现在人却被洗脑，他们所有天
生的质量都被摧毁，取而代之是人为的品质。霎哈嘉瑜伽是我们内在天生的宗敎，其中一种天生的宗教，或我们可以说其中一种
天生宗教的质量，就是我们明白兄弟姊妹纯洁和漂亮的关系。 例如，甲是乙的妹妹，乙有一个朋友。当这个朋友来到甲的家时，
甲开始对乙很友善，就是这样，美国式的。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去得多远以及以何种方式。这令兄长很困扰，他不喜欢这样，这也
困扰着妹妹。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自处，她很紧张，不肯定该怎样处理，他们的关系变得很混乱，他们不懂怎样相处，怎样
去表达自己，怎样的言行可以令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正常。大部分的社会都是被人遗弃，若你认真的审视这些人，你会很惊
讶的发现，他们都是极之紧张的人。他们说若你要从一千个人中把美国人分辨出来，是非常容易的。他的鼻子在抽动，他的眼睛
像这样转动，手像这样移动，当然不会是霎哈嘉瑜伽士，很容易把他分辨出来。原因是他常常触摸自己的手，他不知道他的妹妹
在做些甚么，他的母亲在做些甚么，他的妻子又在做些甚么，或可以说他不知道其他妇女在做些甚么。这就是为甚么最多美国人
染上乳癌，这样的发达社会，若你看过统计数字，最多病人就在哪里。 除了自我和超我外，在这现代社会最差的要算是他们丧失
了天生对纯真的理解。你们现在已经有霎哈嘉瑜伽的天生的理解，所以要发展它，令它繁盛，那么这种纯真的芬芳会令大家都感
到很快乐，产生一种安全感，令人感到很安全。这就是为甚么这是兄妹节(Raksha Bandhan)，是来自兄弟以及姊妹的保护。你知
道你的兄弟常常都在这里，无论如何，我的姊妹就在这里。一种非常纯洁，漂亮的感觉，我感到有人在保护我。这种漂亮的感觉
，若得到滋润，得到照顾，以霎哈嘉瑜伽更广泛的方式，你便会感到絶对，完全的安全。 就如有一个女士来到西西里，她是霎哈
嘉瑜伽士，有另一个瑜伽士从另一处来到西西里，她们在餐厅里各自坐在不同的位置。她只看着她，另一个她也看着她，她们都
感到她们都是得到自觉的灵。所以她走到她哪里说︰「顺便说说，你有没有听过锡吕‧玛塔吉‧涅玛拉‧德维？」她说︰「你是否霎
哈嘉瑜伽士？」她说︰「是。」「我也是。」 她们互相拥抱，互相亲吻对方。通常若女士这样做，人们便称呼她们某个名称，但
她们描述︰「母亲，我们开始哭泣，我们在这里都感到寂寞，我们开始哭泣。」这样漂亮的关系。若有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我
的意思是我感到惊讶…或许有些人来到印度说︰「天啊！这里所有女士都牵着手！」我说︰「为甚么？甚么，他们该牵着谁人的
手？」起先我不明白，他们感到很惊讶。她们怎样牵着手？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是目标，每一个人被看成是污秽不堪的人，无
论是男是女，无论男人与男人，或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那是污秽的，肮脏的，所以我们要抽身而出，要抽身而出
，我们必须明白，只有纯洁的关系，我们才会享受。 例如，树液向上升，树液应给予树叶叶绿素，但它却把叶绿素给了花朵，花
朵变得青绿。我不知道树叶会否因这种错配而仍能生存。所以无论你与别人保持何种关系，都必须是纯洁的，对相互的关系必须
极之谨慎。 就如我是你的导师，所以我与你的关系是很精确的。若你说︰「有甚么关系呢？我可以坐在母亲的大腿上。」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做，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洁，但你仍不可以这样做；又或我可以双脚向着母亲，我不可以这样，因为所有
这些关系都必须以它纯洁的形式来理解。以电力为例，若想电风扇开动，你必须有插头，若你把插头插进你的鼻子里，电风扇会
动吗？这看来很荒唐，但就是这样。所有现代的想法都像你把插头插进鼻子里，手帕却用于插头，而不是用来抺鼻子。这是那么
荒唐，那么一无事处，这也显示人变得何等白痴。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彼此之间该有怎样的关系，在集体里该有怎样的关系，该
有怎样的言行举止。当然，集体地，女孩常常拉男孩的腿，而男孩亦常常拉女孩的腿，这是可以的，他们之间可以继续这样做，
是可以的，只要有纯洁，没有人会介意，他们全都很享受。但当这种关系变得堕落，在霎哈嘉瑜伽中，问题便会产生。这种毫无
意义的问题浪费我太多的精力，令我感到很厌倦，真的很厌倦。 这里有人写信给我︰「母亲，我忽然与某人堕进爱河。」最近有
一个男士，他已婚，来自英国，与一个来自印度的女孩结婚。另一个已婚的女子，我不肯定该怎样称呼她，她不再是淑女，她与
一个法国人结婚，来到法国，与他一起生活，跟着回来。现在，他是英国的男孩，他们在结婚之前只是朋友，这是可以的，当他
们各自结婚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我不能理解，在结婚前，他们从未想过有这种关系，但在结婚后，为甚么他们却有这种关系
。 「母亲，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明白吗，那个法国男孩感到厌倦，他说︰「事情的发生与我无关，对这个印度女孩，我该
怎样做，该怎样告诉她？」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因为印度人不会这样，那种把插头插进鼻子的荒唐类型的人。她不能理解，也不
知道该说些甚么，我也不知道该告诉她甚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这个法国男孩立即找她，只是放弃，
现在真的很头痛，这样…这男孩走来见我，这英国男孩，与我讨论这个问题，直至深夜二时半，我直接的说︰「若你现在不走，
我会打你。」所以他跑掉。他进来，直接的进来︰「现在是深夜二时半，请你离开这里。」他告诉我︰「我知道，这是错的，我
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我在把插头插进我的鼻子里。」「对，那又怎样？」「我已经挣扎了六个月，我不知道对自己该做些甚么
。」我说︰「你是否被鬼附？」他说︰「不，我知道不是。」 他们以为在这些西方的社会，当他们说︰「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知
道我犯错。」事情就可以结束。你已经向神承认了，你已经向每一个人承认了。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仍然这样做。」深夜二时
半，仍只向我说这种话。我说︰「有甚么解决方法？」「我知道没有解决方法？我知道无论我做了些甚么，我是明白的，我是知
道的。」「你明白甚么？现在给我解决方法吧。」「我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他︰「我真的对你很厌烦，所以我决定不再有配婚
，因为你们对婚姻没有正确的意识。在你结婚前，你们都很妥当，你对她很好，你写信给她，但现在，你们怎会忽然在一起？」
他说︰「是很自然，很自然的发生。这个女孩刚好来到我办点事的地方，我遇见她，就是这样。」他之前认识这个女孩，他们在
一起，却没有甚么发生。但忽然，甚么发生了？ 现在我发觉西方的社会都建基在违反婚姻，违反家庭上。他们认为结婚是一种罪
。当你已婚，要脱离罪恶，你必须做这种事情。因为这些日子他们住在一起，当他们结婚，他们立即想离婚。因为现在的婚姻与
房子、金钱，各种荒谬的事物连在一起。整件事变得那么粗糙，在结婚后，再没有爱，因为谁该拥有金钱，谁该拥有房子的那一
部分，有多少物品是我的，有多少？整件事情变得那么物质，这样的婚姻永远也不会成功。 在霎哈嘉瑜伽，婚姻是为了我们的升

进。我们必须尊重婚姻，尊重与我们的兄弟姊妹之间的贞操。那些想尝试破坏集体纯洁的人，我向你保证，将有大大的麻烦。我
视每一种不同的上天惩罚会在不同的时段来临。凭我的经验，任何这种荒谬的不纯洁关系出现时，我不需要说甚么，便会有非常
可怕的上天惩罚。我曾经有过三至四次这种经验，我视惩罚已经开始。那很好，今天是我可以向你谈及这种事情的日子。我帮不
了甚么，我想一段时间后，上天的力量会开展新的惩罚。对那些作出这样行为的人，我曾经看过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请你
作灵魂的搜寻，找出任何不纯洁的感觉，尝试把它抛走，要知道你并未受这种可笑的念头依附着。 若你开始发展更深的理解，人
为的事物便不会吸引你。你不会偏离你的道路。有一个在印度的女孩，她肤色很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她是漂亮的。她很高但
非常非常黑。有一个与她的年龄相若的人，我向他说︰「她不适合你，但你可以见见她。」他见到她，说︰「母亲，我想与她结
婚，我感到与她一起很平静，感到漂亮的生命能量。」 所以当你发展深刻的理解，你不再看表面的事物，你只看那个人的生命能
量，当你以生命能量来看待事物，你会感到很惊讶，若这种关系不妥当，你的生命能量会停止，你感觉不到生命能量。你必须知
道，生命能量(Chaitanya)是活生生的力量，它懂思考，它知道，它理解每事每物。 所以若你对某人有某些错误的想法，若你以生
命能量去感觉，你自动的感到热。那是一部会思考的计算机，所有数据填满这部计算机，它自动填满，这样的一部计算机。当你
感觉这个人的生命能量，你立即感到没有生命能量，或有热力。但若你在无必要下怀疑，自找麻烦，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当然
你拥有自觉，你拥有伟大的质量。你甚至意识不到你怎么那么容易的拥有这些，你也很容易的取得知识，你不用走到学校或类似
的地方，你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但你必须紧记，你内在的力量比你聪明得多，若你想做任何不正确，不合乎正道，不神圣的事情
，它会纠正你。所以要成为有深度的人，要去理解这个人有甚么隐藏，拥有甚么灵性的质量，你便知道纯洁的关系是那么芬芳，
那么漂亮。 我真的很享受与你们一起，因为你们的关系是那么纯洁，那么互相体谅。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的崇拜。但从没有为此而作崇拜。今天的崇拜，我们需要的只是在我脚上作格涅沙崇拜。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因为这是格涅
沙的质量。格涅沙的质量是表达，是格涅沙的保护，这些都是祂做的。就算你的兄弟不在场，祂也会照顾你，因为祂是最先出生
的，祂是你的兄弟，你的最年长的兄弟。是祂的纯洁，祂的纯真给你保护。所以你今天该做的崇拜，就只是格涅沙崇拜，这已经
足够了，因为祂代表纯洁。我希望我能向你展示一张格涅沙的相片。 实际上，祂就在我后面，实际上祂以祂本来的模样在哪里，
因为你看到的是湿婆神崇拜，湿婆神，他在我背后已经做了各种喜玛拉雅以及所有，这是唯一祂显现的相片，是那么美好。看看
祂的眼睛，当他们说Niranjan，祂是那么纯真，祂只要把祂的身躯拉出一点，我就完全不会受任何伤害，我看不见祂，祂只是存
在于这张相片中。

1990-0811, 锡吕•莎娃斯娃蒂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莎娃斯娃蒂崇拜 加拿大温哥华 1990年8月11日 当他们问我应该在温哥华举行什么普祭时，我想起曾经听说过这里的灵舍，
它安坐在非常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因为大自然是用莎娃斯娃蒂的力量来创作的，我想最好在这里举行莎娃斯娃蒂的普祭。另外，
当人们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人们变得极富创造力，他们细腻丰富的情感保留下来，他们从不行色匆忙，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没有
你们所说的那样过于现代化，因为大自然让他们舒缓下来。所以莎娃斯娃蒂的创造力也让艺术家增多了，我知道，长久以来这个
国家一定诞生过很多艺术家。 我认为加拿大本身是喉轮的明善轮，但是当摩诃梵天婆罗摩(Mahabrahmadva)的力量（我们称之为
集体的梵天(Hiranyagarbha)）显现出来，莎娃斯娃蒂的力量变成了摩诃莎娃斯娃蒂。因为这个缘由，祂必须穿越明善轮。祂穿越
了明善轮后，成为了毗湿奴摩耶(Vishnumaya)的力量。我的意思是祂就是毗湿奴摩耶的力量。所以莎娃斯娃蒂成为了毗湿奴摩耶
。祂穿越了两个点——一个点在明善轮，另一个点在喉轮——所以她是锡吕.

克里希纳的妹妹。所以莎娃斯娃蒂作为锡吕.

克里希纳的妹妹降生，当克里希纳的妈妈允许祂的叔叔甘萨（kamsa）杀害祂时，她飞入天空，变成了闪电，祂宣告了锡吕.
克里希纳的降世，祂已经存在于此。

所以锡吕.

克里希纳和毗湿奴摩耶的关系是兄妹的关系。出人意料的是，另一个日子我们庆祝Rakhi

Bandhan,

Raksha

Bandhan，那也是说的兄妹关系。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庆祝的神祇实际是锡吕.
克里希纳的妹妹，之后她作为德卢帕迪(Draupadi)降生，并且这就是为什么锡吕.
克里希纳会前去挽救她的贞洁，因为只有兄弟会关心姐妹的贞洁和名声。 这正是昨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莎娃斯娃蒂的普祭，
毗湿奴摩耶，祂自己，昨天在这里打了十六次响雷，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知道祂会那么做的。除此之外，
祂也在华盛顿打雷了。这是件好事，因为华盛顿必须被唤醒。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精微的事情，非常精微的关系，只有我能讲这
些事情，因为我了解祂们，我知道这些关系是存在的。所以祂在这里我并不惊讶，但确确实实祂从温哥华的这个地方经过1600次
了，祂来这里是为了展示：对你而言，是时候理解霎哈嘉瑜伽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不坚持将自己完全地投入霎哈嘉瑜伽，毗湿
奴摩耶将会展现另一个形象，祂可能烧毁你们所有的森林，可能烧毁一切。现在你们必须知道那个闪电代表了所有的五大元素包
含其中——它有声音，它有光，它在乙太中，它在乙太中行动。它也包含你们称为水的物质，当水渗透进摩擦，即大地母亲。因
此所有这些物质都通过毗湿奴摩耶来行动。

所以昨天这个毗湿奴摩耶向我们展示“现在我在这里。请崇拜我。”并且到目前为止我

们从来没有崇拜过莎娃斯娃蒂，梵天婆罗摩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被崇拜过，因为祂创造了这个世界，祂创造了森林以及所有的这些
事物，并且祂们还创造了所有的海洋及陆地、星球、一个接一个的宇宙。但是我们不会像崇拜这棵树或者那棵树一样进行崇拜。
我们不会崇拜那一类的事物。只有大地母亲创造的东西，就像swayambus天然圣石，这才是我们唯一崇拜的。并且我们现在的崇
拜也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进行的，因为凡是他们显现之处，人们都从事着商业化的宗教，所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不去这些
地方。 所以你们能夠理解为什么昨天在我来了之后，这些事情都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从没有过这样一道闪电的光，人们都很惊讶
。这就是克里希纳的妹妹，祂充满活力、具有非常犀利——非常非常犀利的性格。锡吕.

克里希纳的精髓在于祂很甜美。

Madhuria是祂的潜在力量，罗陀是喜乐的赐予者(Ahlada Dayini) 的力量，意思是这个力量会给予你喜乐，祂创造……（锡吕.玛塔
吉插说印度语），祂让你的头发丝都喜乐得竖起来，用梵语说是pulakit,是pulakt这个词。

所以，锡吕.

克里希纳的美，即甜美，戏剧，创造了交流合一的美好感受——所有的那些都包含在锡吕. 克里希纳之內。但祂是那个警告的人，
那就是警告运作的方式。并且祂的个性犀利，警告每一人。所以一方面祂证明了我的到来，我在这里。也许那些土著人，他们可
能理解，这都是事先预言过的，现在已经发生了。另外你们这些人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你们不能允许霎哈嘉瑜伽以这样一
种方式隨波逐流，自生自灭，而你只是顺道在这里。 所以这是锡吕. 克里希纳妹妹，毗湿奴摩耶的警告，祂就是莎娃斯娃蒂本身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崇拜她的地方。只有霎哈嘉瑜伽士，那些得到开悟的人，可以崇拜摩诃莎娃斯娃蒂。否则，人们只能崇拜莎
娃斯娃蒂，因为崇拜莎娃斯娃蒂，你会阅读，你也能为人们的娱乐来创作舞蹈、音乐，但实际上对莎娃斯娃蒂的崇拜是给那些具
有一般意识的人准备的，意思是那些普通人的一般意识。但是对于霎哈嘉瑜伽士，摩诃莎娃斯娃蒂将被崇拜。正如我已经告诉你
们的，摩诃莎娃斯娃蒂变成了毗湿奴摩耶，并且祂就是毗湿奴摩耶，所以你必须成为你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你应该像毗湿奴摩耶
那样去告知人们什么是霎哈嘉瑜伽，通过言辞犀利的演讲、通过一些事情触动他们，告诉他们你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什么。但我所
看到的就是，大多数情況下，当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像锡吕.
我们曾尝试在美国这么做，本来应该对美国人起作用的，但没有。他们喜欢像Graham

克里希纳那样非常温和、甜美。
这样的人，或是言辞犀利的人。我认为这

就是我们必须从昨天的经历中学习的地方：你们真的需要一些言辞犀利的演讲者和犀利的人，因为他们对普通的情感完全不敏感
。你瞧，他们所有的情感都丧失，我认为他们已经麻木，然后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震撼。他们喜欢震撼，你知道的。报纸必须给
他们一些撼动，任何让人震惊的事情——只有这个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甚至连音乐都必须是能打碎石头那么猛烈的，必须是
那种可以打碎他们脑袋的那种音乐。所以他们真的已经变成了无情的人。并且你必须明白他们的冷酷只能由毗湿奴摩耶来粉碎。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温哥华举行这场普祭的原因，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加拿大，也同样对美国。 对当今
出现的所有疾病、服用的任何毒品，美国人都觉得理所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着一切自行毁灭的事。他们不知道正在

对自己做些什么，他们是如何摧毁自己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异想天开，为了所谓的自由，他们是怎样正在浪费自己作为人类的
宝贵的一生。 所以极为、极为重要的是，你应该试着采用犀利的方式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什么？为什么你要欺骗自己？为什么你
不理解这是错误的？”至少为了子孙后代，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做的是错的，你不应再这么做了！” 所有这类的讲座必须在这里举
行，人们必须准备好去做这类伟大的演讲和工作。但是，要说人们不喜欢，我认为这是另一回事，除非你吓到他们，否则他们不
会站到你这一边。 所以你必须告诉并且警告他们，这就是昨天毗湿奴摩耶所提示的：现在要采用新的策略。无论什么时候，当你
，比如说，你开展一个课程，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说“现在，你知道，霎哈嘉瑜伽不仅仅是上一堂课，而是为了你的
幸福，为了你的福祉。你必须要继续深入，你必须要成长。现在不要半途而废。这就好像，一颗种子不仅仅只是发个芽而已，它
必须成为树，否则谁都无法获益。” 所以你要明白，只是去告诉他们——在霎哈嘉中因为不正确生长或者成熟而导致的所有危险。
必须要告知，因为所有这种卿卿我我的事情在美国都没用。我已经明白这点。你们需要犀利的人，因为最近我正在听这个Billy Gr
aham的一场演讲，然后我说“这是个脑袋空空的家伙，他在用他的帽子说话”。但是人们还是如此着迷。还有另一个人，我想他正
在监狱。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可笑的人。我也看见过他，令我惊讶的是，他只是在说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像个空壳，人们却全
都疯狂地追隨他——成千的人站着、唱歌、做这、做那。
所以你们必须明白，这些人都需要被撼动，并且一定要告诉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另外一个组织，他们运行另一种撼动机制，就是Brahma Kumari。你看看，这个Brahma Kumari变得像闪电一样，他们告诉人
们——现在他们不这样说，“你们将被摧毁，”他们说什么“这个世界将会被摧毁，万事万物都将被摧毁，你要知道你们没有准备好
，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Jehovah Witness正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说到：“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我们所有都会被毁灭，所以我们
应该准备好，我们应该去到神那里去。”但这不是实相。尽管那些人正追求那些。你必须告诉他们实相：“不仅仅你正在摧毁你自己
，而且你也正在摧毁未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大多数美国人都将被摧毁。 毁灭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这里没有传
统——那不是关键，不是要点所在。关键之一是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安顿下来的时候，摧毁了很多的人。这是其中的关键。现在
这些死去的人的亡魂仍在四处游荡。他们想看看，只要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摧毁美国人。大量的巫术，大量的负面手段正作用于
美国，他们无孔不入。那些假导师不得不离开所有的国家，但他们却仍然好好地端坐在美国。原因就是这些亡魂给他们出主意。
不仅仅是他们需要来个当头一棒，还有那些亡魂，是他们出了各种毁灭性的、邪恶的主意，令美国人走向毁灭。 现今有些亡魂般
的念头是这样的：看见一个人从俱乐部走出来，摔倒在地，“这有什么伤害？你也可以试试，你不会摔倒，你进去，不会有什么事
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没关系，你完全没事。”那就是亡魂般的念头。

或者，如果你告诉他们“这是错的，我们不该这么做。”

“好啊，我们很坏。那又怎么样？”这些全都是亡魂的想法。这不是人的想法，人没有这么谈论、这样说话的。

所以对于所有的这

些人，唯一能将他们领回来的是毗湿奴摩耶的力量，没有别的。我现在意识到只有通过毗湿奴摩耶人们才能被治愈。那么，现在
毗湿奴摩耶自身已经离开去睡觉了，感谢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印度教，因为在印度教里面也有罪的概念——你已经犯下了这个罪
，你已经犯下了那个罪。那么，你只要给婆罗门这么多钱，你就会被拯救。我的意思是，每个宗教都有这些无稽之谈。但是这个
毗湿奴摩耶的力量，祂已经完全地被压制，祂已经在人的內里沉睡了，除非你能提升这个力量，并且告诉人们去挣脱这种麻木和
怠惰，你可以令他们投入更伟大的事业，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世界和平，我们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我们的目标是将人
们从错误和毁灭中解救出来。 假如你通过一个更大的平台来谈论这些事情，那么将会起作用。例如，现在一个好事情就是我曾经
和圣雄甘地在一起，人们对圣雄甘地怀有极大的尊重。当然圣雄甘地对我印象深刻，这点毫无疑问，即使我还是一个小孩，他过
去常常咨询我，证据就在他的拜赞歌中，他曾经用不同的方法给拜赞歌排序，从关于真我的心轮开始，之后从根轮开始往上，就
像那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这就说明了，他当时必然咨询过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可以利用他，锡吕．玛塔吉正在做的就是
圣雄甘地所说的那些。他谈论过sarva dharma savanatma，意思是应按照同样的尊重和同样的理解来对待所有的宗教。 一旦你开
始那样说话，那么，你知道，人们会明白隐藏在其后的高贵的传承，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从什么书上学习到这一切的。我没
有从任何一本书学习过什么，这点你们很清楚。但你们可以说“她就是那个伴隨着圣雄甘地的人”以及“甘地对她印象深刻”，以及“和
甘地一样，都持有和平及非暴力等这一切观点。”“她想采用的手段、方法和甘地一样。”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但是圣雄甘地是一
个非常热诚而有力量的演讲者。所有跟隨他的人也非常热诚而有力量。他们不会仅仅是说“好吧，来，一起喝杯茶”，这类东西是不
会起作用的。 所以美国人需要挑战，并且他们真的需要一个热诚而有力量的人来冲击他们。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如此行事——就
像有一天，我们在纽约有个公开讲座，来了有很多黑人和中国人，还有很多印度人，但是很少白人。
所以白人前来说到“哦，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知道。”

然后你必须要做的是，“你什么问题也没有？”

“是的，就是这样。”

“可以肯定，要么你有点问题，要么你犯下了某些罪，要么有其他的什么”。 这时他们得到了当头一棒。“这真让人吃惊，你还没有
得到。哦，这是非常不对的，你一定有些问题，你应该得到它，试着去得到它，你知道，这是非常不对的，我希望你没有得癌症
。”【笑声】或者你也可以问“你得了爱滋病吗？” “不，不，不。” “那么你正在受什么罪呢？你怎么没有得到呢？你看这个黑人得到
了，那个中国人得到了。为什么你没有得到呢？你是一个白皮肤的人，你应该第一个得到。” 这时开始奏效了。我一直在想，为什
么这些美国人是这么迟钝，因为你看到他们整体都是非常迟钝的人，极为迟钝。因为这种摇滚乐，你看，如果你在任何一个人面
前播放这些音乐，人们都会逃跑。“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昨天他们喜欢这种rap音乐的味道，他们想让我听。

我说，“发生什么

事了？”然后所有的东西开始晃动。我当时坐在一张长椅上，整个长椅都在晃动。当时，谁坐在我旁边，他在那，Karan也在那，
我们发现他——Karan和所有的人都那样跳——就像发生地震一样。心脏开始反向跳动。

所以，就是这样，这些人是非常非常迟

钝而且麻木不仁，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让他们麻木不仁。就像你去叫一头公牛，“来啊，袭击我啊”类似于这样，你看。他们心甘情愿
地、完全地麻醉自己，这个麻醉剂可能是酒精，可能是毒品，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结很多次婚。你结一次婚，就夠了。如果你
结五次婚，我的意思是你变成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像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的动物像这样。但是你看，你变得对事
物完全地麻木。因为首先你和一个妻子结婚，然后你爱慕她，你有了孩子，然后你——我的意思是毕竟你和你的妻子有这么多的
关系，然后突然你离婚了，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你不去感觉它。 这是极大的麻木，如果你告诉他们，“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
知道”他们知道，但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正在做错误的事情，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荒谬的，他们不会因此
而感觉到苦。任何其他人都会感觉痛苦。是的，他和妻子离婚，他变得很迷茫，应该会，通常情況下。但是在这你只会发现漂亮
的吹嘘“你知道，我已经和两个妻子离婚了，第三个马上就有了。你可以见见她。”这样毫无廉耻，没有廉耻，没有感觉，什么也没
有。我的意思是，你和一个女人结婚，你和她生活在一起，她是你的妻子，而你对她没有任何的感情。你和自己的孩子之间也全
然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当然，他们不像英国人，曾有英国人杀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里也不算太坏。但是在这里我也曾经听说
过他们杀死自己的丈夫、妻子，或者互相残杀所有这类似的事。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爱，当他们对一个丈夫不能怀有爱时，他
们如何能对另一个丈夫怀有爱呢？我不明白。爱是心的一种特质。 所以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到整个性格都是麻木的，那是因为
他们的举止行为不像人类了，他们的举止行为像——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那像什么，因为无论如何都没有参照物了。
所以并不仅仅是美国人像这样，全部都是。但是美国太过分了，太过了，并且所有的这些都兴起于美国。所有这些可笑的观念都
兴起于美国，并且每个人都接受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包装，他们知道使其流行之道。
有一次，我坐船旅行，有一个舵手来到船上，然后他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的兄弟是一个肮脏的魔鬼。 我说“发生了什么？” 接着
他说，他的哥哥控制了四个男孩，男孩们是披头士，然后他的哥哥成为他们的经理人。他开始了这个音乐，并且找来一些女人，
将她们灌醉，让她们吸毒。当他们开始演奏第一首音乐的时候，这些女孩开始尖叫、喊叫、失去理智。之后这音乐变得很流行。
通常应该是这样反应的“Ba，这音乐使那些女孩丧失了理智，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去听这样一首音乐。”正相反，
很多人开始追隨。你怎么解释这类的反应呢？她们越是叫喊，声音越是尖锐刺耳，按照他们的观点，就说明这是首很棒的音乐。
这意味着音乐背后有某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她们；否则，她们为什么要尖叫？说明这些无知的人被某种东西打动了是件很
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追隨。我们也无知，我们也应该参与其中。 现在你可能会问我“母亲，这种无知如何渗入人群
之中变成了这样的呢？”就像我曾告诉你的那么简单：他们已经如此使用了他们自由，将他们的注意力置于一个破坏性的追求中，
他们真的已经变得麻木。他们的注意力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当你把注意力放出去的时候，它会回应，它会回馈给你一些东西。但
是如果你一直不断地向外轰炸你的注意力，那么来自外在的某些轰炸就会让你所有的敏感性全部完蛋。没有感觉，没有依恋，对
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没有记录。所以因为那些缘故，我认为是需要的毗湿奴摩耶，这就是为什么祂被安置在左脉，因为毗湿奴摩耶
负责管理那些完全没感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祂安坐在那并给你情感。 所以，当祂在左脉散发出光芒时，祂给予你各种情感，然
后人们开始善解人意。但现在他们唯一有的就是內疚这样一种思维，仅此而已。这只是思维上的。如果只是一种思维的观念，“哦
，我很內疚”，那么你不会感觉到它。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假设你是疯子，当你不疯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疯子，你不会感觉到
。就像这样。所以他们完全不会感觉到，因为这全都是在思维上接受的事情，并且他们已变得麻木，“现在没人可以伤害你，这样
有错吗？”这类的态度。 现在我要你们都走出去，并且变得热诚而有力量，在报纸上写文章，并且说说正发生着什么，事情怎么样
。我现在正在用这种方法写一本书，书名是《超越现代》，并且我会尽可能地言语犀利，我会去那里告诉他们，他们出什么问题
了。并且他们应该会明白那些完全错误的东西。试图把这些称之为伟大是没有用的。就像现在爱滋病已经出现。我想有了爱滋病
，他们可能会被唤醒。所以现在爱滋病已经成为了一种受难。现在，雅皮士开始兴起。

我说“雅皮士将会得一种疾病。”

然后现在他们说“不，不，不，不，当雅皮士挺好，毕竟你看他们为他们的雅皮主义献身，他们是另一种英雄。”

就像你看到的，

所有一切的愚蠢都被粉饰为某种荣耀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人们接受了。这就是最棒的部分——他们接受了。所以很重要的
是，你要犀利，在那光之中向他们揭示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必须被揭示。这不再是灵体的些许光芒，而是闪电般完全耀眼、炙热
的光，将向他们揭示许多许多。 所以今天的普祭是为你们所有人特别准备的，去发展你们这方面的创造力：犀利地交谈、犀利地
在各方面行事。那会让他们恢复正常，没有别的。在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中也一样，当我们创作的时候、或是我们唱歌的时候、或
是其他什么的。如果你不断地唱歌，假如以我们的印度风格来唱，有些音乐是很慢的talas，这些不会奏效。他们喜欢像Ravi Sha
nkar这样的人，他们会不断加入一些音符，并且演奏一些非常非常不科学的东西（按照印度人的观点），这完全无法让人愉悦。
它不会打开你的心。但那就是可以吸引他们的事物，为了让曲风成为摇滚这类的——让锡塔尔琴融入摇滚，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
的。我不知道最新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能看到他们是怎样试图给人们震惊。他们也试图震惊人们，因
为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就像你进入超市，你可能发现某个人，他的裤子——甚至不能说是裤子，半条裤子——在错误的位
置全是破洞，而这，只是为了让人震惊。他们应该听说过——在美国，至少他们理应知道，你应穿着体面。你不应穿着不体面。
那正是他们希望的，但是你发现，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以一种能夠让你诧异的方式来装扮，他们只有一部分头发是白色的，他
们喜欢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只要是能让人震惊、吸引注意力，没什么不可以的。那么你得到了什么？一无所获。你花了
这么多钱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你得到了什么呢？那种注意力不会给予你任何东西，不会付给你任何东西，不会给你任何补
偿。 所以他们所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毫无喜乐的追寻。所有这一切破坏了他们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他们，他们成为没
有知觉的人。他们没有剩下什么知觉。然后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他们变得完全的金钱取向。所以金钱是莎娃斯娃蒂的另一面。

莎娃斯娃蒂不同于拉希什米，所以拉希什米和莎娃斯娃蒂从不会携手共进。这就是当他们追求拉希什米，过分追逐金钱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当头一棒的原因。因为会有——突然你发现股票暴跌，经济衰退，生意没有了，某个很富裕的人突然变成了穷人。这
全是祂的工作，全是莎娃斯娃蒂的工作。如果某人过度执着于莎娃斯娃蒂——读太多书，是个很有野心的艺术家，试图击倒别的
艺术家之类的所有这些——这样一个人也会从拉希什米那里得到回报，他的物品卖不出去，他再也无法得到钱，他挨饿，各种各
样的事情。 所以这两者只有在明善轮达到平衡，或者我们可以说当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时他们会处于平衡。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状
态，并且在平衡中这两者将联合，这样你既可以获得莎娃斯娃蒂的祝福，也获得了拉希什米的祝福。但是它只穿越明善轮这个点
以及喉轮这个点。所以为了恢复平衡，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我们赚取什么，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要用平庸的方
法去做。我们应该用一种强有力的、热情的方式去做。这两件事情应该在喉轮的层次得到联合。所以，现在，假设你将激情地做
一场霎哈嘉的讲座，然后如果你穿了一件看起来像嬉皮士或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衣服，没有人会把你当真。但是如果你穿着合体
，并且看起来很受人尊重的样子，形象也不错，然后你演讲风格犀利，每个人都会听。这就是在莎娃斯娃蒂原理的支配下使用拉
希什米原理。 现在莎娃斯娃蒂的另一个祝福是，你可以获得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我已经看到有一些女人，特别是在霎哈嘉瑜伽里
，她们都是瑜伽士，她们的能量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儿，但是她们不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她们不知道这些轮穴是什么。她
们不知道这些能量是如何出来的。如果你要明白今天的讲座，我会说，它相当复杂。为了理解它，你必须要拿上笔和纸，至少听4
到5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正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很愉快，但欢乐的背后还有很深刻的知识。我基本上还没有看到
女霎哈嘉瑜伽士拿着纸和笔坐下去弄懂母亲在说些什么，关于各种各样的事物及祂在授予我们什么知识。对她们而言，霎哈嘉瑜
伽意味着友善待人、煮美味的食物、帮助霎哈嘉瑜伽士，来参加普祭，所有的这些，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对她们而言，同样很重
要的事就是，她们还应该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她们必须听我的讲座，坐下，很好地研究和理解它。 另外一面就是男人。对他
们而言，霎哈嘉瑜伽就是出外工作，传播，观察事物这类的。但是只要一谈到关系，一谈到感情那方面，他们就很疏忽大意。这
就是为什么男人成就的霎哈嘉瑜伽是不同的，女人成就的霎哈嘉瑜伽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法国，彼此更是相差甚远。女人在一
边，男人在另一边。想像一下，在霎哈嘉瑜伽之中有这样的无稽之谈，但是我们发现了正在这么做的人，然后我们处理这个情況
，所以已经安妥了。现在已经改善了。但是女人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们应该彼此争斗，或者认为她们也知道
这些男人知道的。但这很普遍。我曾看到过男人和女人对霎哈嘉瑜伽持有完全不同类型的态度。一个是外向的，另一个就是內向
的。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之中，就了解霎哈嘉瑜伽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我自己就是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么多，所
以为什么女人就不该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呢？ 所以所有这里的和全世界的女性都必须知道霎哈嘉是什么。毕竟，看看毗湿奴摩
耶——祂是个女人，是那做事的力量。梵天婆罗摩并不工作，祂创造了所有的这些事物，因为祂擁有莎娃斯娃蒂的力量，否则祂
无法创造。所以一切都是通过力量来成就，力量就是女人。但是如果力量不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那她衪如何能成就呢？所以
女人，尽管她们有孩子，我知道——她们必须照顾家庭、廚房——但这是一个令人享受的事，阅读所有有关霎哈嘉的一切、理解
它、弄懂它是多么喜乐啊。当然她们中的一些也阅读了。我不是说她们都没有做到，而是非常、非常少的人，她们非常明智、非
常明智。 所以这就是我对今天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身处这样自然的环境中，我们受到梵天婆罗摩和莎娃
斯娃蒂杰作的祝福，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神祇的力量，祂们能创造到何种程度。大自然是完全与上天合一的。现在，看，我一来
到这里，大自然就知道我在这。它就开始自发行动。我没有必要给他们开讲座，他们也没有必要做普祭，完全不需要这类的事情
。它们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去洛杉矶，也是一样的。无论我去到哪里，大自然知道需要做些什么，“现在母亲在镇上，我们该做
些什么？”然后他们开始成就它。所以这就是麻烦的地方：我让你为人类解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的，做这，做那，做那。’但
我想说这应该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体的。就像大自然和我是一体的，你也和我是一体的。那都应该会发生，当你
将真的沉浸于霎哈嘉瑜伽的时候、交托于霎哈嘉瑜伽的时候，它都会发生。愿神保佑你。 莎娃斯娃蒂是学习之神，摩诃莎娃斯娃
蒂是知识之神，这个知识是纯洁的知识。莎娃斯娃蒂有四臂。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因为这是纯洁的标志。祂是处女。祂手持维纳
琴，这是一个乐器，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乐器，用来演奏古典音乐，或者你可以说供神享受的音乐。一只手持维纳琴，另外两只手
：一只手手持念珠，意义是一个博学的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不执着的人。一个圣洁的人不应该有太多执着，但也不该是这样一种
人（但这种事总是发生）：他博学，他受过太多教育、他对家庭很不感兴趣，他变得更懂审美，非常有纪律，很自律，他一丝不
苟，很有效率，非常右脉，你看，正如你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接踵而来。 在左手祂手持一本书，所以她——意味着莎娃斯娃蒂
赋予你完全的创造力，你可以用这个创造力来创造很多的书。那也意味着——假设你正在从事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说到一些
上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书中有些什么，这些书指的是经典。我们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与经典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它
不应该像个刚冒出来的新知识，但它必须和书本相联系，意思是它已经写下，它已经列印出来并印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个
书本知识，而是说，无论你发现了什么，无论你探究出什么，都必须要和书本关联起来，这就是祂给予你的力量，是她关联起来
。就像你读过很多书，书中有一些引用，甚至我也使用很多的引用，现在，我给予你的全部这些知识都是其中一部分，应该说不
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从书本而来的知识，描述了莎娃斯娃蒂和所有的一切。 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学习如何尊重书本，尤其是经
典。正是祂，赋予你穿透这些书本的力量，去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穿透的力量让你明白字里行间写了些什么，整个事
物精微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莎娃斯娃蒂的力量。她还有一个力量就是Vak的力量，凭藉这个力量你可以演讲，是她，给予你
说话的力量。是她，给予你表达的力量，通过演讲、通过写作、通过所有的戏剧或者剧本、或通过电影——通过莎娃斯娃蒂的力
量来成就的各类交流，都蕴藏着智性，而这个智性就是来自于她的力量。

所以，即使是锡吕.

克里希纳也一定要用到祂的力量，每个人都必须要用到她的力量，因为如果不使用莎娃斯娃蒂的力量，那么锡吕.
克里希纳的力量就无法彰显，锡吕. 克里希纳的力量之一，就是祂是个外交家，这种外交手腕就是来自于莎娃斯娃蒂的力量。所以
任何一个你发现才华横溢的人都被赋予了莎娃斯娃蒂的力量。那些崇拜莎娃斯娃蒂的人必须是不执着的人，因为那些博学的人，
那些艺术家，那些创造艺术所有这一切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回报甚少。所以如果他们不执着于拉希什米，如果他们不执着于事物
，他们就只是为了自己的喜乐去创造。他们就不会焦虑他们会获得多少钱。 所以拉希什米的力量是赋予你伟大的理解力，赋予你
伟大的智性的理解，赋予你某种超越他人的、非常有才华的个性。但是它可能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很多财产，但是它会给你那
种财产——不能偷走、不能带走的。并且祂是个谦卑的人，所以一个博学的人必须是谦卑的。如果他不谦卑，那么根据莎娃斯娃
蒂的原理这个人一定不会博学。祂使得——一个博学的人必须身怀学识的硕果弯下腰来，这样博学的人大多数认为自己还没有学
夠，是个不成熟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自我的人不可能是个博学的人。博学的人总是极为谦卑。这是一个标记。因为祂才会
给予你谦卑的力量，祂赋予你的不是个商人的谦卑，而是一种真诚的谦卑。有很多很多的特性，我想我会在某天把这些写出来。

1990-0826, 锡吕∙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格涅沙崇拜 1990年8月26日 奥地利 Lanersbach 今天我们庆祝格涅沙的生日。你们都知道他出生的故事，我不需要再重复讲
了。但是，因为他只是由太初之母创造的，以同样的方式，在祂之后你们所有人被创造了出来。 所以，你们已经在格涅沙的道路
上。你们的眼睛像他一样闪烁着同样的光芒，你们的脸庞像他一样洋溢着美丽的光彩。无论你们是小、大或老，没有分别。所有
的美丽透过格涅沙的光降临我们。如果祂感到满足，那么我们不必担心其他的神祇。因为所有神祇的力量是格涅沙，祂像一位副
校长一样坐在每一个轮穴上。除非祂首肯，否则灵量不能穿过。因为灵量是Gauri是格涅沙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现在我们必须

明白，西方社会有如此多的错。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愿照顾格涅沙，基督到来，并且他的消息传遍世界各地。他谈论的事情没有被
基督徒实行，不是所有事情。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开始就没有以真理为基础。真理是锡吕∙格涅沙降世为基督。如果这是事实，那么
他们需要认识到，基督是锡吕∙格涅沙的伟大化身。

也就是说，他告诉人们说，“你不可有淫邪的眼睛。”

其实，一个圣人，他不知道什么是淫邪，因为他只是看，他只是看。正如Shri Gyaneshwara的美丽的话 NIRANJANABANI，看，
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看。这是纯真的品质，此品质来自基督，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没有人吸取这些品质。现在，假设你今天来崇
拜格涅沙，那么，为什么你要崇拜格涅沙呢？你来崇拜，因为你的Ganesha必须被唤醒，你应在你内在具备格涅沙的品质，在你
的眼中，你应该感受到那份纯真。否则，你是一个伪君子。如果你坐在这崇拜格涅沙，如果你不能如格涅沙般试图将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升进上，那是没有用的。 他是永恒儿童，他没有自我，他没有任何制约，所以他是永恒的儿童。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母亲
的永恒的儿童。要达到那个状态，我们要做的很简单，提升我们的我们的灵量，修复它，冥想，更多的保持我们的注意力收摄向
内，不做反应。 所说的不反应，就是只是看。并且你看的时候没有思考它，那么那事实，非常诗意地将呈现出来。所以一个诗人
看到的比起一个普通人所能看见的更多。那个内在的美将渗透你的视力，而你将开始看到它。 所以，你看到小孩，无论他们来自
哪里，从哪一个国家而来，无论是日本或者英国、印度、澳大利亚，任何地方，看那小孩通常都非常美丽。 有一次我去到日本有
一个神舍，他们要我去看。然后我看见几个妇女走下来，三四个妇女。她们都是西方妇女，她们说：“别去别去，那里有几个孩子
，可怕。”我说：“为什么？”“他们叫你巫婆，他们叫我们所有人，巫婆、巫婆、巫婆。” 那些日本孩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
们一定是用日语说。”“没有，我们问了意思，然后他们跟我们说是巫婆的意思。对他们而言，我们看起来像巫婆，所以最好不要去
。” 我说：“没有关系，让我去。” 当我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跑着过来，扒着我，亲我，这样。他们不允许我去神舍，然后他们还走
到神舍，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什么的，那么的甜蜜。亲着我的莎莉，亲着我的手，他们这么甜蜜。而我也惊异为什么他
们会称呼其他的妇女为巫婆，但对我们，我和我的两女儿们也在一起。
我的女儿她们也非常喜欢小孩，所以她们就说，您看，何必要去神舍？我们就与孩子们玩。我说：“我们还是去神舍吧！”

所以我

们就上去，这些孩子也跟着。我们上去和走下来，而他们的母亲都很诧异。他们说，平时对所有的外国人，对所有的外国人，他
们会说“巫婆”或者甚至对于男士，他们也会说他们是魔鬼，魔鬼要来了。因为日本人是比较矮的人，而我们那些外国人的身材都是
挺高大的，所以有可能那是其原因。无论是什么，或者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他们甚至不会去跟他们说话，他们都跑走
，叫着，“巫婆，巫婆。”从窗口和从每一个角落，后来我发现，你看这些小孩，他们内在的格涅沙已经被唤醒，所有的人的格涅沙
在你出生的时候已经被唤醒了。所有的动物它们的格涅沙都是完好的。尤其是鸟，我们没有想过鸟，怎么大老远从西伯利亚去到
澳大利亚。它们怎么知道什么方向，从哪里得知？他们内在有着这个磁石，那是锡吕∙格涅沙，磁石就是锡吕∙格涅沙。所以，我
们这个内在的磁石可以吸引纯真的人和抵制狡猾、可怕，他们称为巫婆和魔鬼的那些人。所以这个磁石有这两种特质，它可以抵
制那些不好的人和吸引那些纯真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在霎哈嘉瑜伽里，我们发现无论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容忍一些人，我们试着，
我们试着，我们试着。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有一些难， 你知道。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因是格涅沙。现在在西方社会里，你知
道的不是他们没有注重格涅沙的特质，而是他们谈论太多对锡吕∙格涅沙的变态的东西。他们在电视节目上谈论，他们在这里谈论
，那里谈论，在每一方面。孩子们看了，然后很多很小的孩子，遭受锡吕∙格涅沙问题，
非常小的孩子。他们如何陷入这些问题是因为大气中充满着这些。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也有一些人，伪善且他们有格涅沙的问题。并有一些支持者，这家伙会说，“哦，
我如此虚弱，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或什么。”其他人开始支持。 这种同情心是十分危险的，极其危险。首先
这同情心毁了，那个不能克服自己问题的人，逐渐地你也会有一些问题，你不帮着他，而是对格涅沙冥想，你只是坐在大地母亲
上，念格涅沙颂。使用蜡烛，你的问题会走开，但他们不这样做。而是开始感同身受，这不是同情。这是sym-pathy
，sym的意思是分享，pathy的意思是痛苦。因此你自己得享了那人的所有问题。
因此，不要支持错误的事。如果你真的爱那人，关心那人，你就要告诉他，这是错的，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此外，在霎哈嘉瑜伽
，我看到七十岁的人仍想结婚，我无法理解，你知道。毕竟，孤独在霎哈嘉瑜伽是不可能的。你有那么多霎哈嘉瑜伽士，孤独在
哪里。我从不感到孤单，我有时很想。 如果你们没有和我在一起，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我从不孤独，当我真的一个人时也从不
孤单。当我独自时我最好地享受自己，因为我有时间回想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与你们大家相聚的那些美丽的时刻，所有这些同
你们一同游历的美丽的地方，所有的快乐。 所以这些根轮有问题的人，必须知道一件事，他们获得了通往地狱的证书，绝对的。

因为根轮两边的问题，引发的各种疾病是绝症。根据医生的说法，你得了多发性硬化症。 从多发性硬化症到肌肉无力，甚至是癌
症，都能从根轮的问题而来。为什么西方国家癌症比其他国家多？每个人都有一个解释。有些人说那没有那么多治疗癌症的医生
，这是原因，不是的。 现在，你看精神分裂的疾病，也可以从根轮的问题而来。当然，你知道艾滋病不是其他就是根轮的问题。
如果你想从中吃苦，说：“我们是艾滋病战士，等待我们的死亡。”

那么能为如此愚蠢的人做些什么呢？愚蠢也来自根轮，因为他

是智慧的给予者。你如何得到智慧？只能通过唤醒你的格涅沙，他是智慧的给予者。. 现在各类人做愚蠢的事，难以置信，难以置
信。像最近我想为这里那些手大些的女士，要些大些的手镯，他们回来说，这些天，所有大手镯都运去美国了。为什么呢？因为
在美国，男人决定带手镯。现在在印度，如果你把一个手镯给任何一个男人，意味着侮辱他说，你不是一个男人。
所有这些愚蠢，许许多多，我告诉。你看现在全世界全出于此，各种事情出现因为他们的根轮不好。例如，在印度，
我们都穿纱丽，没人知道为什么。逻辑上，因为纱丽由村民制造，他们以此赚钱，穿纱丽得以扶持此事。 在文化方面，我们喜欢
它是因为它令我们感到自己是羞涩的女人。我们不想过多暴露我们的身体，第三，它对母亲是有益的，母亲能够看护并照顾孩子
，因此，它有各种样子，没人去考虑它的逻辑。 他们认为它是非常实用的并且它已有传统。现在，假如你说，好，来，放弃你的
纱丽穿其它。他们会说，现在，告诉我们另外的，不
不，不行。我们该怎么办？没人会接受它。没人会接受它，因为他们认为纱丽更优雅，它们使你看起来像个女人。 有那么多漂亮
的衣服，这确实给了艺术家表达自己的机会。只有一些凭理智办事的人会思考，通常在农村，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变革，他们说：“
不”。 因此像时尚之类的无法成就，时尚无法成就，因为现在传统已经到达一个智慧的阶段。现在，这是最适合我们的。因此他们
不会接受任何荒谬的。哈，如果是不明智的人，我要说，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因为西方人已经失去他们的智慧，对于印度人来
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可理喻。曾经有过些好东西，也逐渐失去。 昨天你听到那么优美的华尔兹，现在谁还演奏华尔兹。数千人聚集
在噪杂的流行音乐，激烈的音乐，能刺入你的耳朵使你耳聋。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智慧，他们想要始终有某种兴奋的感觉。我曾告
诫来这里滑雪的人，现在我看到人们跳伞。若问一个印度人，他会说，你做吧，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断腿。他懂得智慧，“我的身体
比什么都重要，那种感觉有何用。” 滑雪，很多人看到了，他们失去了肾。失去了腿 ，他们会戴上假肢滑雪。这种兴奋感对那些
没有智慧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智者没有吸引力。因此，有智慧的人不会沉溺于愚蠢的事。虽然锡吕∙格涅沙是个孩子，但祂是
智慧的赐予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孩子是那个给予智慧的，如果我们保持他们在智慧的线上。你听听他们，如何说话，如何
有智慧地说话。有时候他们会和我有个会议，然后他们会告诉我，所有有关你们 你们在做什么。不要告诉这个叔叔或者阿姨，但
是我们会告诉你一个小的事情，他们会说，阿姨本来在穿着您给她的莎莉，然后，您知道吗？她把它放在地上。所有这些微小的
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是那么的甜蜜。看昨天他们如何跑过来亲我，那么甜蜜。没有他们这世界将会像一个没有花的沙漠，你知
道吗？所以 是锡吕∙格涅沙创造了你，因为有了祂你才能诞生，祂是那个当你在母亲的子宫里的时候照顾着你，祂是那个确保你在
对的时机出生，祂是那个照顾着你的营养，所有的一切。
祂是那个照顾着你胎儿的发育，大脑的发育和所有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由这个伟大的人 格涅沙所成就，我们亏欠祂多少。 除此
之外，祂给予我们基本的智慧。我的意思是一个村民，比如你和一个没有被暴露于这些乱七八糟的感觉的村民谈话，你会发现他
是非常的实际和有智慧的。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村民在火车上和其他非常华丽和自以为非常聪明的男孩在一起。他们想作弄那个
男士，所以一个男孩向他问了一个问题，现在如果那个奶油以一英镑售卖，那么以四分之一的英镑，下一站的鸡蛋的价格会是什
么？他看着他，他说，“好吧，那你告诉我。”“你不能够告诉我那个价格，你能告诉我这价格吗
你能说出我的年龄吗？”他看着他说道他回答说，“你一定是22岁。”

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有一个11岁的兄弟

是个半疯，而你却是个十足的疯子。”（雷鸣般的掌声） 一个普通的村民就回答了这个聪明的家伙，并令这个家伙无所适从。因此
，所有表面的聪明和机敏将全部被终结，一旦你建立纯真。 现在，许多人都感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纯真。你拥有永恒的品质
，你从未失去你的纯真。或许，云朵可以遮盖整个天空，或许是你的自我和制约以及所有的错误，掩盖了你的纯真。但是，它依
然在那儿，依然在那儿。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尊重它，以合适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尊重你的纯真，不必对你的纯真感到羞愧，
你的纯真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你的纯真绝对会给予你那个智慧，让你能够毫无困难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出锡吕∙格涅沙，祂是太初之母的孩子。她是从Omkara中创造了祂，Omkara是Logos 如你们所称
，是当至高湿婆神和太初之母为了创造而分开时的第一个声音。那个声音用为Omkara它是能量，它亦带着光，祂们拥有所有元素
的因果，只有在右边。 在左边，它有着情感的力量。 在中间，它有着升进的力量。 所以祂是一个我们所拥有的非常有力量的神
祇，祂也是爱玩的。小孩很少是残忍的，祂并不残忍。但是如果做了任何违背母亲的事情，那祂就会发狂了。祂会处罚，而那就
是神的正道如何被带到世人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交托于锡吕∙格涅沙，祂会保护我们。祂给予我们智慧，祂给予正确的理解，对
母亲的礼节。祂不知道任何神祇而只有祂的母亲，祂对其他神祇不会有所理会只有祂的母亲，祂也知道她是最有力量的神祇。而
这就是祂的智慧，我们应当吸收的。当你祷告时你要尝试去吸收它。 在西方，还有很多人还是急着模仿别人，陷回错误的理念中
。使他们远离真理，感谢上帝你们都已经脱离它。当你看到西方社会所陷入的地狱的时候，你会尝试明白和享受你处在一个完全
不同的境界里。 但是在你们之中仍然有些人摇摇晃晃，尝试把他们拖出去，不要把他们拉进来，并且同行。如果你怜悯他们，你
会和他们一起跌落。试着拉他们出去，告诉他们，“你必须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痛苦，没关系，他们会被拯救。所以你在这
里是救世主，拥有格涅沙的力量，要使用这些力量。
今天的普祭特别地举行，在你们的心里这样祈祷，格涅沙，请如您在我们内在显现的那样，和蔼 、仁慈和宽容，请让所有虚伪的

事情，所有的思想制约，我们所有的错误的思想，我们过去的所有错误的生活，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让由纯真而来的美丽的如
月光般的舒缓的品质，透过我们展现出来。 让我们展现这些品质，这是应该要求的。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很开心我们在奥地利
，这个我称为神圣武器的国家。这个一个很棒的国家，像我之前讲的，这里没有原教旨主义。很令人吃惊，我发现奥地利，有来
自全球各地的人。他们在这里结婚，这是一个小国家，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
听说它被称作圣地提洛尔，我们都亲眼看到了许许多多从天而降的恩典。每个人都能看到，从天而降的恩典，没有下雨，但是你
能看到那恩典。 此外，昨天，村民留意到这条河满溢，整个冰川倒下来，这条河流涨水了，但它并没有，它保持在它的份际内。
他们非常惊奇，它能保持在它的份际内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宏大的，绝对地
像火山般咆哮着的云，他们以前从没听过这样的演讲。雨下得这么大真是不同寻常。每件事都发生了，我们都很好。
只有在中脉当中它才能清理掉，也许因为我不得不通过那里，所以它才清理掉那部分。 但总体来说，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进行得很
好，我们都很享受昨晚的节目。音乐家也忘记了时间，他自己演奏了四个小时。我以为他只演奏一个拉格，他继续演奏，他想演
奏更多。但，感谢上帝，也许他想起了这个普祭，然后他停了下来。 因此，让我们的内在纯真，因我们的纯真而自豪。我们不需
要成为聪明的人，聪明是你的精神状态，而纯真是你固有的本质，与无所不在的能量相连接。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在普祭中，至少在外面或附近没有任何响动，如果孩子们坐下来，很好。否则，你们可以到外面 但你们不应打扰其他人，因为他
们的注意力会到你身上。因此，所有那些有任何响动的人，你们所有人也都应过来和你们的孩子坐在一起。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不
能坐下？他们会坐下，带他们进来，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坐下来你们可以到窗帘后面。因为他们受到打扰，你看，有些霎哈嘉瑜伽
士仍然很容易受到各处最轻微的响动的打扰。
因此，首要的事是对格涅沙打开你的心，正如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你的心是如何打开的。同样的方式，请打开你们的心。 好的。
看，其中之一是，祂手中拿着一个棍棒，如果你记得基督用一根棍棒，去打所有那些在寺庙附近兜售物品的人，祂也可能用其它
的武器，祂也可能用其它的武器。

1990-0831, 哈奴曼崇拜
View online.
哈奴曼崇拜 1990年8月31日（德国 法兰克福） You can sit here also, some of you, it’s good… I think you can come here, there is
room. Some of you can move here so that they can also come here, so it won’t be a problem. You sit in front here. They are
better, you see. Good. Open this door, would be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you can open the door if you like. It’s all right. Better open –
these doors cannot be opened? They don’t open? Oh, my God! You need a tall person. You need Hanumana! Take His name
and He’ll open! Keep a chair in front of that.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作哈奴曼崇拜。锡吕•哈奴曼是我们本质的伟大品格，祂从腹轮
跑到脑袋，提供我们计划或思考的必须指引，祂指引我们，保护我们。你们都知道，在德国的人是非常活跃，非常偏右脉，他们
用脑过多而又很机器取向。很惊讶有像锡吕•哈奴曼这样的神祇，祂是永恒的孩童，因为祂像猴子，祂有猴子的头，而不是大象的
头，祂是永恒的孩子，通常是祂管理人类的右脉。有人告诉祂：「你必须控制太阳。」祂必须先控制太阳，那个在人类的太阳。
若太多的太阳，祂必须控制它，冷却它或令它变得温和。不管如何，祂是小孩子，祂出生后一知道自己必须看顾太阳便说：「为
什么不把太阳吃掉？」祂跑上前，到达宇宙大我(Virata)的身体，吃掉了太阳神苏利耶(Surya)。

必须有人告诉祂：「不，不，不

，你只要控制太阳，并不需要把它放在你的胃里。」因为祂以为把太阳放在胃里会更容易控制它。祂性格上的漂亮之处是祂是小
孩子，锡吕•哈奴曼如小孩般的行为是用来控制右脉，控制偏右脉的母亲或偏右脉的父亲，通常偏右脉的人不会有孩子。他们过于
偏向右脉，即使他们有孩子，孩子也不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在孩子身上，还常常很严厉的对孩子，向孩子叫骂，他
们不懂怎样应付小孩。 又或是他们纵容孩子，因为他们常常以为：「我从未享有这些东西，让我把它们给予我的孩子吧。」这些
极端偏右脉的人，让他们有哈奴曼。因为祂什么也不是，只是个小孩。祂非常渴望，非常渴望为锡吕•罗摩工作。锡吕•罗摩的品
格，我可以说，非常平衡，完全的平衡。他就是苏格拉底描述的仁慈的国王，他需要有人常常与他一起工作，提供他的需要或帮
助他，你可以说这个人像一个秘书。创造锡吕•哈奴曼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祂是锡吕•罗摩的助理，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言语可以
描述祂，你或许可以说祂是锡吕•罗摩的仆人；即使是仆人，也没有这种对主人的奉献；你也可以说像一条狗或一匹马，但牠们同
样没有这种虔敬，这种对罗摩的虔敬。在祂的成长过程中，祂得到九种大能(Siddhis)，

Navadha,祂得到九种大能。这些大能，

令祂能变得很大，变得很重，因此没有人能把祂举起，祂变得那么Sukshma,没有人能看到祂，祂变得那么精微，没有人能看见祂
。 他得到九种大能，若有人过于偏右脉，祂以这九种大能来控制他。你是怎样控制跑得太快的人？祂是这样做的，祂控制他的移
动，令他的速度减慢，令他的双脚变得很重，他因此做不了太多事，又或令他的双手变得很重，那么他便不能用双手做太多事，
祂令这个非常偏右脉的人感到非常怠倦。祂的另一种大能是非常有趣的，就是祂能伸展祂的…祂并没有太多武器，祂的手只拿着
一个Gadaa，祂能把尾巴伸展任何长度，祂用祂的尾巴来对付人。祂不需要用双手，只要坐在这里，便可以把尾巴伸展到任何一
处地方。若祂想，祂能用祂的尾巴创造一座山，然后坐在上面，就如祂有各式各样你可以称为猴子的戏法，所有这些戏法只为控
制极之偏右脉的人。 祂能在空中飞，虽然没有翅膀，却能在空中飞，这表示祂可以变得很大，祂体内空气的体积比祂的身体还要
大，这正如亚基米德(Archimedes)原则一样，若你知道这原则。祂变得那么大，令祂的身体能在空气中漂浮，就像一艘船，你可
以这样叫祂，祂能在空中飞扬。在空中飞扬，祂藉由以太(ether)把信息传播。哈奴曼统率着以太的精微，是祂控制以太的精微，
祂是以太的主人，是以太的精微，或可以说是以太的因果。藉由以太，我们可以沟通。所有的沟通，像我们内里的内分泌腺，脑
垂体是藉由哈奴曼的移动而能运用内分泌腺，因为祂可以进入Nirakan进入无形相。

沟通也是，我们知道能这样沟通，我们或许

会说…我们有扬声器，有电视，有收音机，拥有所有这些，但当我们明白以太，便知道一切都是哈奴曼的祝福，赐予偏右脉的人
。只有偏右脉的人能发现这种在太空中，我们称为无线电话或没有线的东西，还有没有线的电报。就算没有任何联系，祂藉由以
太也可以处理，所有飘缈的联系都是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哈奴曼所做的。是那么完美，完美到完全没有挑剔的余地，你找不到祂任
何的错处，或许你的工具并不完全妥当，但以祂飘渺的工作来说，祂是完美的。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些，以为这是大自然的，
但他们永远不会想：「怎会是这样？」我们说这是以太，但另一面怎能接收到呢？他们视这些为理所当然，当我们在这里说话，
或我们在电视上转播了某些东西，另一面就能看到。他们从来也不会想或追寻这是怎能做到，是什么途径令这可以做到。这就是
哈奴曼的工作，祂成就了这样漂亮的网络，藉由网络，所有这些都成就到。所以，就算在右脉，我们的分子也有生命能量，你们
都知道，我们有分子如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若硫磺有两个氧分子，氧分子就像这样跳动，它们是不对称和对称的生命能量
，你们都必定知道这些。所有这种对称与不对称的生命能量是谁创造的？没有人想知道，没有人想找出，因为不管如何，在原子
中，在分子中，谁在做着这工作？是锡吕•哈奴曼以祂精微的途径所做的。 祂拥有另一种非常伟大的大能，我们称它为Anima。 A
nu代表分子，亦代表它可以进入分子或Renu，是原子，它可以进入分子或原子。很多科学家以为是在现代才发现分子，不是，最
古老的经典中，已经有描述Anima，是分子(Ami)， Renn已经存在，那些经典已经有描述它。 现在，无论你在哪里看到的电磁力
，都是藉由哈奴曼的祝福而运作，是祂创造了电磁力量。现在我们看到格涅沙拥有磁性的力量，祂是磁铁，祂拥有磁性力量。在
物质层面，我们可以称呼电磁力量即哈奴曼的力量。从物质层面祂走到脑袋，从腹轮提升至脑袋。在脑袋中，祂创造了我们脑袋
各个面向的相互关系。那么，祂究竟给予了我们多少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说，若格涅沙赐予我们智慧，哈奴曼便是赐予
我们思考的力量，祂也保护我们免于思考坏的事物。我们可以说，若格涅沙赐予我们智慧，锡吕.哈奴曼便赐予我们良心。 我希望

你们明白两者的分别。智慧是你不需要太多良心，因为你是智慧，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良心也是需要的，怎样控制自
己是来自锡吕•哈奴曼，那是人类的良心。这个良心是锡吕•哈奴曼的精微形相，它给予我们…梵文称为Satasa vivekabuddhi。 Sa
t代表真理，Asat代表非真理，Viveka代表明辨能力，Budhi代表聪明。是锡吕•哈奴曼赐予我们聪明才智来分辨真理与非真理。
在霎哈嘉瑜伽，若你说格涅沙是赐予者，祂是Adyaksha，意思是…我称呼祂为大学的校长，是祂颁授学位给我们。现在你们已经
跨越了这个，那个轮穴，祂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处于什么状态。格涅沙赐予我们Nirvichara
，我们可以称这为无思虑的意识，还有NirvikalpaSamadhi(无疑惑的意识），除此之外，祂还赐予我们喜乐。

Samadhi
那种理解：「这是

好的，这是为着我们的福祉。」这种思维上的理解是来自锡吕•哈奴曼。对西方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以思维来理解事物，不用
思维他们便什么也不明白。若没有思维，他们想象不到抽象的事物，必须用思维。用思维来理解这是好是坏，是锡吕.哈奴曼给予
我们。没有祂，就算你变成圣人——你们将会是——当然你是圣人，你会享受神圣…但这种神圣是否…好吧，若你生活在喜玛拉
雅山，或当你给予别人自觉，所有的审视，这Vivekabuddhi,所有的审视，所有这种明辨能力，所有这种指引，所有这种保护都是
锡吕•哈奴曼赐予的。 德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应该说是右脉精粹的国家。正因为它是右脉的精粹，所以在这里，向这位右脉的
保护者敬拜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Vivekabuddhi,在这明辨能力，哈奴曼只知道完全的驯服于锡吕•罗摩。谁是锡吕•罗摩？锡吕•罗
摩是一位仁慈的国王，祂为人民的福祉而工作。锡吕•罗摩是正统的国王，像Sankosha,我们是这样称呼它，以英语来解释是不大
好。锡吕•罗摩是不会把自己往前推，祂保持在后面，祂是非常平衡，非常镇定。哈奴曼常常都很渴望为锡吕•罗摩工作。若锡吕•
罗摩说：「好吧，你走去拿…」祂告诉祂：「走去拿Sanjeevani。」一种能令拉斯曼(Lakshmana)复生的草药。哈奴曼跑去把整
座山带来。「现在拿你需要的。」祂就是这样的，你看，祂把整座山带来。这种孩子般的行为，这种明辨能力，只要是锡吕•罗摩
的要求，无论祂要求什么，哈奴曼也会照办。祂们的关系，我可以说，像灵性导师和Shishya—样。不单如此，Shishya像顺服的
仆人，对神绝对的顺服，祂的大前提是顺服。这种顺服显示所有偏右脉的人都很顺服于神，不是向他们的老板顺服。通常偏右脉
的人都非常顺服于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工作，有时也会顺服于他们的妻子。但他们却臣服于错误的人，没有明辨能力，你常常都
发觉这样，他们没有明辨能力。若你接受哈奴曼的帮助，祂会告诉你，你必须顺服于大能的神而不是其他人，又或是向你的灵性
导师如罗摩顺服。无论如何，不要顺服于任何人，你是自由的，你拥有这九种力量，哈奴曼是你过度活跃、过度思考和自我的解
毒剂。祂是怎样完美的解除人们的自我，可以从祂烧毁整个Ravana的首都Lanka显示出来。祂是怎样找乐趣，任何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都可以找他乐趣，这样他便会变得妥当。祂首先去，当Ravana看到祂说：「你是谁？那只猴子？」祂把尾巴移近他，用尾
巴令他的鼻子发痒。 是祂在自我中心的人身上找乐趣。若有任何自我中心的人想找你的麻烦，祂就会在这个人身上找乐趣，你会
对这家伙怎么会像矮胖人(Humpt-dumpty)—般跳动，怎样跌倒，怎样打破他的皇冠而惊叹不已。哈奴曼的工作是保护你免受自我
中心的人伤害，祂也保护自我中心的人令他们的自我下降。例如萨达姆(Saddam),是我请求哈奴曼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祂乐意接
受这任务，祂把萨达姆处于不同的境况，令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若他说：「好吧，让战争爆发。」那么，
整个伊拉克便会完蛋，他会完蛋，科威特也会完蛋，汽油亦会完蛋，“每个人都会有麻烦。他又会怎样？他不会再在这里，因为若
美国人要作出攻击，他们会到他的地方去攻击，他们不会在美国作出攻击，他也不会跑到美国去攻击他们。只有少数的美国人会
死。所以哈奴曼在萨达姆的脑中运作，告诉他：「现在你看，先生，若你喜欢这样，这样便会发生。」 祂在所有政治家，所有自
我中心的人的脑海中工作。令他们有时感到晕眩，有时也改变他们的政策，让他们醒觉，让他们懂得怎样处理。哈奴曼另一个伟
大的特质是祂变成仲裁者，祂令大家可以碰面，两个自我中心的人，祂令他们能碰面，祂制造某个处境，令他们成为朋友，令他
们变得温和。在我们内里，祂的特质起作用，令我们看到自己的自我，可以分辨出「是我的自我在运作。」跟着你变得像孩子般
，很甜美，欢乐和快乐。祂常常处于舞蹈的心境，常常都在跳舞。在罗摩面前，祂常常都会下跪。祂也常常想为锡吕•罗摩办事。
所以若格涅沙站在我的后前，哈奴曼便是站在我的脚前，祂就在这里。同样，我可以说，若德国，正如菲利普曾经问我：「若德
国变得像哈奴曼，我们便会极之有活力，若他们变得顺服，哈奴曼的顺服竟然可以到达这程度，你们都知道悉旦(Sita)的故事，当
她给予祂一条项链，祂没有戴上它，因为项链里没有罗摩(Ram)。 悉旦发觉祂常常都在附近，她感到私隐受侵犯，所以她说：「
现在，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不用做每一件事。」祂为罗摩做每一件事，除一件事外，这件事就是罗摩必须在这里，选定他想做的
事情。祂说 ：「我想与罗摩一起，当祂打喷嚏，我也打喷嚏。」你明白，在印度，当我们打喷嚏，我们都会这样做。（母亲右手
三只手指互相摩擦而发出声音）因为打喷嚏，可以避免所有负面能量跑出来，所以我们喜欢这样，
又或我们感到很想睡觉和打呵欠，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做。所以祂说，当祂想打呵欠，请容许我这样做，我称呼这为Chutki, 我不知
道你怎样称呼它，请容许我这样做。悉旦说：「这是非常微细的工作，你看，跟着这家伙会消失在我的视线内。」祂站在这里，
她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站在这里等着，我又怎能走开？」她就是这样委派，首先她委派：「好
吧，这工作委派给你。」因为工作是她委派的，她不能把工作收回，祂常常像这样站在这里，只为锡吕.罗摩做这件事(锡吕•玛塔
吉在剪她的手指）。我的意思是整件事情的美妙之处是每一刻，每一分钟，祂都很顺服，很专注，祂都在这里。在霎哈嘉瑜伽，
我与你的关系就如一位灵性导师，一位母亲，是无限的。你们都知道这两种关系，我既是你的母亲又是你的导师。现在，作为你
的导师，我最关注的是你必须学懂霎哈嘉瑜伽的一切，你必须变成霎哈嘉瑜伽的专家，你必须变成导师，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关注
。为此，完全的顺服是必须的，「伊斯兰」的意思是顺服，所以你必须顺服。若你能顺服，便可以学懂怎样处理霎哈嘉瑜伽，哈
奴曼也有这种顺服。是祂教导你怎样顺服或令你顺服。若自我中心的人不顺服，祂会放些障碍物，或制造一些奇迹，或玩些把戏
，令门徒向导师顺服。若不是这样，他是不会顺服的，他发觉很难顺服，向导师顺服的动力是来自哈奴曼，所以不单祂自己顺服

，祂也令别人顺服，因为…因为自我令你不能顺服，祂抗衡自我，把自我降低，令你顺服。祂的表达方式，我可以说，祂显示有
一处非常漂亮的右边地带，若你想完美地享受这地带，你要像是这位导师的仆人，向他完全的顺服，无论你的导师有什么需要，
你也必须要为他做。 当然，你必定知道，你的导师必须给予你自觉，这是最低限度的，不然，他就不是一位导师。任何人给予你
自觉，你也要向他顺服，你必须像仆人一样，不要感到害羞。就像我有时坐飞机，不能穿上鞋子，因为双脚很肿胀，所以我走路
时通常把鞋子拿在手上，我曾经看过，有霎哈嘉瑜伽士拿着我的鞋子走，他们不感到害羞，反而因为拿着我的鞋子而感到自豪。
所以我们必须因为有机会为自己的导师做点事而感到自豪，你对这位导师绝对的顺服，你只关心怎能服侍你的导师，怎能取悦你
的导师，怎能更加接近你的导师。不是肉身上的接近，而是一种和睦、理解的关系。就算远离我，他们心中也有我。我们必须从
锡吕.哈奴曼取得这种力量。

现在，祂也保护所有神祇，祂保护。祂与格涅沙是有分别的，格涅沙赐予能量——力量(shakti)，但

保护我们的却是锡吕.哈奴曼。所以你发现，当锡吕•克理希纳当阿周那的车夫时，在战车顶部坐着的却是哈奴曼，不是锡吕•格涅
沙。哈奴曼就是坐在那里去照顾祂，一方面锡吕•罗摩变成锡吕•毗湿奴，所以祂必须照顾祂。 在基督教，你们都知道祂是一位天
使，我必须说，按照圣经，祂是一位名为加百利(Gabriel)的天使，加百利是带信息的，因为祂是玛利亚的信差。很惊讶，祂用的
字句是「完美无瑕的萨尔维」(aculate Salve)。这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Nirmala,意思是完无瑕，我的姓是萨尔维(Salve)。祂向
她说这些字句。今天当他们送礼物给我，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找到一套名为「玛利亚」的茶具和餐具。玛利亚的一生都与哈奴曼
有关连，这代表玛利亚是摩珂拉希什米，摩坷拉希什米是悉旦，悉旦跟着是罗陀(Radha)。哈奴曼必须为她们服务。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有时会说：「母亲，你怎会知道？母亲，你怎会知道？母亲，你怎去传达这信息？母亲，你怎样能成就到？」你可以想象吗
？这都是哈奴曼需要头痛的事情，是祂去做的。任何经过我脑袋的事情，祂都会把它肩负在身上，并且完成它。因为正如我告诉
你，祂整个系统是计划得很完美，所有这些信息，它们从何而来？很多人说：「母亲，我只向你祷告。」有一个男士的母亲病得
很重，他探望她，她将会因癌症而死。他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所以我只有向你祷告。母亲，请救救我的母亲。」作为霎哈
嘉瑜伽士，他的诚意，他的深度，哈奴曼是知道的。祂知道他的份量。立即，你会感到很惊讶，三天之内，这个将要死的女士活
过来，她再没有不妥。他把她带到孟买，医生说：「她没有癌症。」 很多奇迹都是锡吕•哈奴曼所作的，祂是奇迹的作事者，祂创
造奇迹是要显示你们是多么愚蠢，因为祂是在右边，看，祂走到自我的那一边。拥有自我令人类变得愚蠢：「啊！哪里出错？」
所以你发觉很多人在做着愚蠢的事情，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说：「错在哪里？」错在哈奴曼不喜欢，这就
是重点。跟着它退缩，当他们做蠢事时，它退缩，他们便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是那么愚蠢的。但有时要回头却是极之，极之困难
，就像疾病一样，我称为「雅皮士(yuppie)的疾病」，不可能再回头，因为哈奴曼已经把那些人的电磁力拿走，不能再运作了，它
不能与你有意识的脑袋有任何联系，因为你有意识的脑袋不能运作，它不能运作了。只有以同样虔敬去敬拜哈奴曼的人，他们才
能得到拯救。说服愚蠢的雅皮士并不容易，任何事情也是。他们说：「我们不相信，那又怎样？」那又怎样，你会死，还可以怎
样？这是唯一的界限，你唯一剩下的只有这样？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我可以告诉你哈奴曼的很多不同的面向，例如，祂的身体，
像湿婆神一样，被gheru所遮盖，我们称为gheru是一种…，你知道什么是ghem，是一种红色的石头，很热很热的。若你感染风寒
而出疹，用gheru便可以把疹治好，又或你染上某种皮肤病，也可以用gheru来医治，因为它很热，令你感到舒缓。 相反，格涅沙
是被氧化铅（lead-oxide)所遮盖，红色的氧化铅是极之冷的，氧化铅是非常冷的。若你接触铅，那是一种非常冷的东西。这种氧
化铅把祂的身体完全遮盖，用作平衡祂的热力或热力所产生的影响。梵文称为sindhura，马拉塔语或印地语同样称为sindhura。这
些东西通常都是这种颜色。我很幸运，在维也纳找到这件纱丽，在这个场合穿着是非常合适。这种颜色常常遮盖着祂，这是你们
称为sindhura的颜色。虽然他们说氧化铅可以致癌，人们说氧化铅致癌，但氧化铅是非常冷的，若它把你过度的冷却，你便会偏
向左边，癌症是身心病，这可能是生癌的原因，我们可以很牵强的说这是致癌的原因，因为它太冷，那么你便会走到左边。在左
边，你可能会感染病毒，那么你便有麻烦了。可是，同样的氧化铅对偏右脉的人是好的。对他们来说，若放它在额轮，可以冷却
额轮。把它放在额轮是非常好的，他们因此得到冷却，他们的愤怒会消失，脾气降低，那是一种好东西。 是祂把我们的愤怒医治
，是祂把我们的匆忙，我们的速度，我们的野心医治，这些都是祂做的。祂捉弄希特勒，怎样？希特勒想用锡吕•格涅沙作为标记
，swastika是顺时针方向的。哈奴曼向他玩了一个把戏，祂怎样做？祂令他们用来制造swastika(ffi)的模版，不知是什么原因，处
于某一境况，令他们说：「我们应该用另一面。」他们因此用了另一面，这是哈奴曼的戏法，是我向祂提议这样做的，我的意思
是祂在玩把戏。他们用格涅沙的另一面，同一位锡吕•哈奴曼所担忧的格涅沙，祂怎可超越锡吕•格涅沙？因为格涅沙是最年长的
，祂怎可以超越祂？格涅沙是神祇而哈奴曼则只是天使。所以这把戏，是祂们两位一起阻止希特勒取得胜利，这戏法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就是这些小小的戏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德国的崇拜，哈奴曼在德国玩了很多把戏，因为我曾经告诉你，德国是最需
要哈努曼，所以，在这里，在德国有一个崇拜。在崇拜里，他们错把swastlka(S)的方向反转了，我看不到，通常我都非常小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必定是哈奴曼又在玩把戏。当我看到，我说：「天啊！现在哪里会受伤害？哪里会发生事情？」哪一
个国家会受袭击？德国没有受袭击，但英国却有。因为我在英国辛勤地工作，他们却那么忽视霎哈嘉瑜伽，那么怠倦，所以英国
受到袭击。 祂跑得像季节风，速度极快和极富毁灭力，祂藉由电磁力量成就这些事情。祂控制所有事物，是祂创造雨水，创造太
阳，创造微风，为我们创造这些，只为能有一个恰当的崇拜，恰当的集会，每事每物祂都漂亮地成就。没有人知道是锡吕•哈奴曼
所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锡吕•哈奴曼。 至于今天，我的意思是若要谈论祂，要花很多时间，唯一我必须说的是，能在这宫
殿中敬拜锡吕•哈奴曼是一种福份，因为祂是非常尊贵的神祇或天使，在这样尊贵和漂亮的地方敬拜祂，万事俱备，祂必定喜欢。
祂不像出家人（sanyasi),也并非苦行者。通常偏右脉的人都是苦行者，这些都是偏右脉的人，他们想一切事情都很简单，若可能

的话，他们想把鼻子从脸上刮掉。 相反，哈奴曼不是这样，哈奴曼喜欢美丽，喜欢装扮，不行苦行，哈奴曼给予你这类东西。但
很多哈努曼的敬拜者通常说，女士不要向哈奴曼要求Darshan(显现神圣的形相），因为哈奴曼是一位Barahmachari(遵行禁欲者）
，是那位…祂不想女士看到祂，因为祂没有完全穿上衣服，祂穿得很少，所以祂不想妇女看到祂。若妇女视祂为小孩子，穿不穿
衣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种念头，我想人们没有这种祂是孩子的念头。对孩子来说，有没有穿上衣服，又有什么关系？祂是猴子
，猴子理应不用穿衣，因此无论祂穿上什么，都会是很多的，你不会感到祂是赤裸的，你只看到祂甜美的形相，这么甜美的形相
。 我希望你有祂的相片，就如你有锡吕•格涅沙的相片一样，你会真的爱上祂，祂是那么甜美，虽然祂是那么巨大，那么大，虽然
祂有指甲，但当祂抚摸我的双脚时，祂把祂的指甲缩入，祂是那么温柔，极之温柔，非常漂亮地抚摸我的双脚，我看到祂处理所
有事情都是极之温柔。这令我感到，现在德国在处理事情，处理人时，都变得非常温和。这种改变己经出现，我视这些都是哈奴
曼赐予他们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今天我们不用做格涅沙崇拜，虽然…，你可唱着歌来清洗我的双脚。因为，通常在崇
拜前，我们都做格涅沙崇拜，不需要这样复杂。 巴巴拉在哪里？叫她拿些热水瓶来，因为格涅沙在冷却我，哈奴曼完全冷却我。
是哈奴曼，你明白从背部开始完全冷却我。看看现在这里变得那么清凉，整个地方，谈论他。 这是俄罗斯的礼物，这里，看看，
哈奴曼的颜色，正像我的纱丽。这是哈奴曼，右天使长加百利，试想像，这是俄罗斯的民族故事，所以俄罗斯人知道他通常都穿
着这种颜色的衣服。试想想他坐在马上，也有说他是加百利，他告诉穆罕默德有关七…，他给了穆罕默德一匹马去看七个天堂，
是他给的。是，去看大能的神的伟大，就是七个轮穴，是哈奴曼给他的。正确，因为穆罕默德是在左边，他有chandra
ma，所以他给他。这一块很美丽，我们要把它保留在这里…。这是德国制造，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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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比利时已经做了巴尔伐亚崇拜，我想今天就让我们做摩诃卡利崇

拜，因为昨天的经验，昨晚的经验，是摩诃卡利的工作成果。
她每时每刻都扮演着两个角色，在两个极端。一方面，她充满喜乐，是
喜乐的赐予者，当她看到门徒喜乐，她就喜乐，喜乐是她的品质，是她
的能量。昨天你必定很惊讶的看到很多中年法国女士在微笑，在大笑，
我从未见过她们微笑，她们那么喜乐，那么快乐是很令人惊叹的，这是
摩诃卡利的能量，这份能量给你得到自觉后的喜乐，令你享受大家的共
处，这些全是摩诃卡利的质量，当他们念出摩诃卡利的名号，你就会知
道她的力量怎样在霎哈嘉瑜伽彰显，怎样帮助你浸淫沈醉在喜乐的海洋

里。

首先，我要告诉你在摩诃卡利崇拜里，你要感受内在的喜乐，来自其他
霎哈嘉瑜伽士的喜乐。若你感觉不到这份喜乐，即是说你仍未成长，仍
出点问题。问题或许出自你的父母，或许出自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
的国家，不管问题出在那里，是某些制约使你不能有这份喜乐。在霎哈
嘉瑜伽成长是很重要的，我想人们不明白，即使他们住在集体静室，仍
然不明白他们要合群集体。若你不合群，就会被赶走，渐渐被抛走。摩
诃卡利的力量有七条线，这些线把你抛进集体潜意识(接着的话听不到)。
就如西塔琴，为了能共振，也要有其他弦线，所以一旦你离开集体，摩
诃卡利就会亲自把你挑出来，把你抛走，渐渐的把你抛进潜意识里，那
么你就会消失，会出各种问题，我在每个国家都曾经看到，人们不来集
体静坐。就法国而言，我收到同样的报告，我想没有成长的人都会被抛

走。

霎哈嘉瑜伽，你也知道，有双重行动，就如摩诃卡利也有双重行动。她
是极之有爱心，充满喜乐，充满快乐，亦是极之残酷，极之愤怒。她诛
杀所有魔鬼、邪魔和邪恶的人。一旦你被抛进左边，你能想象，首先，
你可以染上各种左脉的疾病，根轮的疾病要算是最差的，你会患上糖尿
病，这种那种疾病，你必定听过因肌肉退化而引致的残障，所有肌肉的
退化都源自左脉，所以你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若你不在集体，不
明白集体的意义，离开集体，你会很惊讶，负面力量会联合一起把你拉
下，此其一，所以要非常小心，不要避开参加集体的活动。
关于摩诃卡利的另一个问题是她给你对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的感觉，就
是她给你这份感觉。现在这里出同一个问题，若他们两个人都妥当，她
就妥当，若她发现其中一个迷失了，她会把这个人赶走，另一个人，若
他/她依恋着被赶走的人，他/她也会被赶走。所以这种堕进爱河，这种
你堕进爱河的荒谬，文字的形容是真确的，你真的堕进爱河，真的有事
情堕落跌下。即是说当你堕进爱河，就会堕进摩诃卡利的幻象，你入迷
了，你的自我就膨胀，或类似的事情发生，你对妻子有某些想法，你想︰
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件事情会发生︰因为你爱慕妻子或丈夫，你一是完
全迷失，我是说你的性格完蛋了；一是情况更差，你们分手，互相憎恨。
这就是为何他们说，有爱恨的关系，爱怎会是恨？它变成，因为这位女
神的质量是一方面她极之有爱心，极之仁慈，极之温柔，她到达某一点，
就会把你抛进另一面，因此，为何在这些国家，人们常常堕进爱河，你
要明白，除非他们已经堕进爱河，不然他们不会结婚。他们因此超越所
有分际(maryadas)。因为堕进爱河，他们会与已婚的人结婚，会与还未
离婚的人交往，或他们会与同一个家庭的人结婚，他们做着这些事情，
年长的女人与年轻人结婚，或老人与年轻女孩结婚，做着这些荒唐的事
情，毫无分际。他们没有黏贴在一起，没有分际。结婚是要创造分际，
你的行为的分际，若你不保持这种分际，摩诃卡利就会出手。所以我们

「噢！就是她」。

先要合群，不合群的人，没有每一次参与集体活动的人，你或许可以给

他们一点意见︰你会喜欢来参加这种那种活动？

例如，我已经解释过，你们不要谈话，播放我的…我很多录音带他们都
没听过，让他们听我的录音带，再入静，然后做摇灯礼，才完结。这些
录音带要重复的听，若听过录音带后有什么问题，下一次听前就要讨论，
这样做很好，很有效。在印度，没有人说话，他们只放我的录音带或看
我的录像带，之后他们就静坐，做摇灯礼，就这样完结。完结后没有人
谈话。在开始静坐前，他们会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或讨论一些有关之
前活动的事情。因为你来不是要与某人结婚或要堕进爱河，亦不是因为
追随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你往世有很多丈夫或很多妻子，你来只为升
进。若你来只为升进，就要当心，你的思维是怎样运作？就如我说你要
有好的婚姻生活，当然，我真的有说你要有好的婚姻生活，但不是以失
去升进作为代价。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我要说，我们就这样已
经失去一整个城市，这种愚蠢的事情，发生在人身上，所以要小心，不
要迷失，你来不谨为有快乐的婚姻生活，快乐的婚姻生活只是一步台阶，

若这一步带你离开你升进的路径，你最好要小心。

我们也必须明白，纯真代表纯洁，思维上的纯洁。就如我昨天所解释，
我希望你明白纯洁的意思。欧洲人更需要明白纯洁，这很重要，特别是
法国人，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受苦。只有家庭纯洁，社会才会纯洁，不谨
如此，你们的关系也要纯洁。就如有人告诉我，有人在格纳帕提普蕾堕
进爱河，我是说你是来朝圣，就像你要买纱丽，却买了刮胡子棒，这种
情况就是这样愚蠢。你为何来格纳帕提普蕾？你来是为了升进，为了朝
圣。我从未听过有人来朝圣却堕进爱河，还结了婚。这种堕进爱河的亡
灵必须在霎哈嘉瑜伽放弃中止，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担子。你们必须明
白，纯洁即贞操，纯真的意思是贞洁，不谨肉身上的贞洁，还有思维上
的贞洁，你必须有思维上的贞洁，若你没有思维上的贞洁，是不能升进
的。实际上，在西方，思维比肉身更甚，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何他们的
脑袋不能运作，他们现在变得只像…我认为，像傻瓜。因为若你不停的
思维上想象，四处游玩，以这种方式成就事情，这絶对是很危险的，因
为全是来自想象，与实相毫不相干。你越陷入这种荒唐，离实相就越远。
不是说你要干巴巴，忽视你的责任，不是这个意思。就如我所说，树液
向上升，对吗？它以不同途径净化、滋养树的每一个部分。就如它是母
亲、父亲；是父亲、姊妹；是姊妹、兄弟，是兄弟。兄弟姊妹的关系不
能变成夫妻关系，怎可能这样？现在真正发生的是这种思维上的混淆，

令我们产生极大的问题。

树液滋养树各部分，再回来，它不会依恋树的任何部分︰「噢！她是我
的妻子，我的妻子有优先权。」因为我曾经说，家庭生活要妥当，你必
须好好照顾你的家庭生活，但不是说你让一切都受苦，不是说你的升进

要完蛋，不可能这样。

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圣人，对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升进，不是他们的
家庭生活，不是他们的财产，全不是这些，也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他

们的升进，一旦他们升进，其他一切都会一起升进。

对贞操的理解是，若你升进，你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恶劣的循环，
是一个恶劣的循环。现在，你先得自觉，对吗，你必须知道灵量就是摩

诃卡利力量(Mahakali

Shakti)，因为她就是太初，摩诃卡利力量是我们

内在原初的力量。灵量就是摩诃卡利力量，你仍是你内在的处女，意思

是她是纯洁，她有力量去净化。

当你得到自觉，这些全都会发生，她开始在你身上彰显她的漂亮。现在

坐在这里是格涅沙，人们不明白什么是纯真，格涅沙坐在这里，祂就在
根轮，祂即使母亲也超越，因为祂像警卫，是祂告诉她能否升进。除非
得到祂的批准，否则她不能升进。所以是格涅沙给予升进…好吧，你可
以升进，祂停止一切工作，你也见过我…我多个小时坐着，即使厕所也
没有去，什么地方也没去，因为格涅沙停止祂所有工作，只在意升进，
在每个轮穴，祂检查你的纯洁，然后灵量净化你。一旦它到达思维层面，
思维层面就有各种对浪漫可笑的想法，有这种那种荒谬的想法。我很惊
讶几天前，有个已婚的女孩，对向她的丈夫表达爱有点烦恼，婚前还妥
当，所以我告诉她︰「阅读一些描述丈夫和妻子间浪漫的书籍。」她说︰

「据我所知，没有这种书籍。」我就请一位教授帮我找，他说没有这种

书籍。

在霎哈嘉瑜伽，浪漫在婚后才开始，但也是有分际的，不以霎哈嘉瑜伽
为代价，不以什么为代价，不以你的升进为代价。所以西方人很多想法，
我知道你们受制于这些想法，所以，你说现在让我们看看(听不到母亲说

什么)，不管如何，我们都把利益归于他们。

现在我们拣选人，我们做一切，全是摩诃卡利的工作，因为你以生命能
量成就事情，这全是摩诃卡利的工作。有些婚姻也是失败的，原因是他
们不明白婚姻的目的。摩诃卡利首先是纯洁，絶对的纯洁。若我们内在
不吸收这份纯洁，我们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的头脑有太多制约，
我知道，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没有我们的制约。若你真的

成为纯洁的人，就能避免很多问题。

我看到很多社会，没有人看来是安全的，某人的妻子跟另一个人的丈夫
跑掉，某人的女儿与另一个人的父亲跑掉，男孩跟某人的母亲跑掉。之
后一天，你发现某人成为夫妇，或有时是很…有趣，你不能相信，怎能
这样？每一个人都身处险境，男人走到房子里，他发现妻子跟另一个男
人走了，或一个人出外工作，却与另一个女人跑掉。所以是她给你
即巩固。你的纯洁没有恰当的得到巩固加强，不要堕

stithi，

状况(state)，stithi

进浪漫的生活，你是不能升进的。就如我们制造飞机，我们先要巩固它，

好好安装它，因此，当它飞上天上，它的机件不会与乘客一起飞脱。同
样，当我们上升，格涅沙也这样做，祂停止一切排泄行动，升进就开始。
他们可以做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曾受人侮辱，被人疏忽，我们也曾行
为不检，不管我们曾做过什么，他们在做他们的工作，我能看到，很多
人得到自觉，但为此，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甚至不合群，不参加集体
活动。看看他们，是那么慷慨，极之合群，他们是极之合群，合群的程
度就如敬拜克里希纳，但他的心轮仍受感染，为什么？因为你也要敬拜

湿婆神。

他们是那么合群，与我有很好的联系，所以他们全都很合群。同样，你
们也是提婆(devas)，你们也要合群。一旦你合群，所有荒谬的事物会消
失，荒谬的想法也会消失。你不能合群是因为你仍未脱离这些荒谬的事
物，或你害怕把它们抛掉。让我想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升进，

这亦是摩诃卡利力量在为我们做的事。

她透过灵量给你升进，她是净化，给你所有力量，每时每刻都在保护你，
赐给你喜乐，我们又对她做了什么？她唯一的欲望是我的孩子要是神圣
的，要有圣人漂亮的质量，他不会拜倒在任何女人或任何男人面前，不
是那么低下，你要明白，特别思维上，我是说若顶轮受破坏，又怎能成
就霎哈嘉瑜伽？整出戏剧都是顶轮，纯洁要彰显，透过你，我们要改变
全世界，不是透过其他人，是霎哈嘉瑜伽士要去改变世界。
现在看看慷慨，我的身体那么慷慨大方。昨天有个女士来，我想她的肝
脏很差，她走下阶梯，我的肝脏开始有生命能量跳出来，很可怕，她的
肝脏很差，她吸食毒品，我是说吸食毒品的是她，受苦的却是我，我的
肝脏在受苦，她没有想︰「噢！母亲，她老远的来受苦。」生命能量注
入这个女人，它是那么慷慨，把祝福赐予四周，那么慷慨，他们是怎样

辛勤工作，怎样四处去，我们能给他们什么？

他们给我们喜乐，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一切，处理一切，

我们为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我听过当他们张贴海报，没有人来帮忙，很少人来帮忙，毫无体谅感激，
不感激他们。当我们有集体活动，所有神祇都会出席，很令人惊讶，旧
霎哈嘉瑜伽士比新来的更难缠，我是说这种情况很令人惊讶，他们是否
变得过时或是什么？基督曾说︰「最先会是最后。」我希望这种情况不
会发生，他们发展了某种信心︰「噢！我们是旧的霎哈嘉瑜伽士。」在
伦敦，这种意识想法的结果是可怕的︰「我们是旧人，我们可以做任何
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随意参与或不参与集体。」这是一种自我。
请你小心，基督曾清楚的说︰「最先会是最后。」我曾经见过很多人，
就这样离开了，即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样离开，以这种愚蠢的方式，
任何人都没法想象。就如有个在意大利的旧霎哈嘉瑜伽士，他只是站起
来说︰「我是伟大的玛塔吉。」每个人都看着他，「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伟大的玛塔吉，我要自己来做。」他们因此说︰「好吧，我们离

开集体静室。」「不，不，我没能力管理集体静室，我离开。」他走了，
与另一个女人一起住，那个女人，听说是反对我，她患癌，后来死了。
在集体里，例如你有一些问题，另一个人亦有一些问题，事情就这样成
就解决了，平衡了。一只切下来的手指，是没有用处，或剪掉的指甲亦
是没用的，它死掉，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统筹我们灵性的死亡，最终我也
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回来︰「母亲，我现在有这些麻烦，所以我回来，
我已经离开霎哈嘉瑜伽三年了。」我说︰「什么意思，离开霎哈嘉瑜伽？」
「我没有参加任何集体活动。」我在想着全世界的集体，这是我的愿景，
若霎哈嘉瑜伽士不合群，谁会合群？谁来实现我的愿景？」
所以你们所有人，那些称呼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士的人，必须参与集体活
动。其二是人们的慷慨出一点小问题，当然慷慨也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品
格个性，她很慷慨。一旦你很慷慨的给人生命能量，照顾人，做这些那
些事情，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就成就到。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不会给钱吝啬
的人，从不会给他们钱，这些人或许银行户口有钱，但他们从不享受。
所以若有需要，人们要捐钱霎哈嘉瑜伽，我已经捐了很多钱，你也知道，
一开始已经是这样。那些早年的霎哈嘉瑜伽士会知道我付了多少钱，现
在我们正在成长，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要付出，不管如何，这是我们
的责任，我们的钱用在那里，什么用途上？我是说我的家庭能感受到…，
不管我的钱用在什么霎哈嘉瑜伽的用途上，都是最好的，他们得到美善
punyas，你才能得到

更多财富，更健康，更昌盛，若没有

会来了又去了，只会消失，消失在空气中。

圣洁喜乐(punyas)，这是对他们是最好的，只要有
punyas，你是不能得到，一切都只

我很惊讶人们不慷慨，我们要知道，我们比很多人富裕，就如现在东欧

人金钱方面不怎样好，我不是说我们要帮助他们，而是要想想送他们一
些礼物，你能为他们做点事吗？物质有其价值，这再次是摩诃卡利的力 量，是摩诃卡利的力量，就是物质盛载着爱，表达着爱。
我曾经见过多次，他们是怎样亲切的给我一点礼物，我真的不用要什么，
除一些能展示关怀，展示体谅，展示爱的东西，我什么也不需要。你怎
样表达你的爱？对一些遥远的人，你只是尝试为霎哈嘉瑜伽给予，你会

惊讶于它是怎能成就到。

就集体而言，我们要知道巴尔伐瓦、哈奴曼和格涅沙这三位在我们内在
运作的原理，祂们全都是同时一起工作，互不干扰。若有任何需要帮忙，
祂们都会全力以赴，没有争吵，互相没有争吵，没有。若哈奴曼需要巴
尔伐瓦的帮助，祂就在这里；若巴尔伐瓦需要哈奴曼，祂也在这里，全
力以赴。集体合群只能在明白一事才会出现，就是︰明白今天我们在做
着怎样了不起的工作。人们却并不在意，他们只是顺便的去做。战争中，
即使害怕死亡，我们仍看到人怎样努力战斗。从前，在军中服役是没有
薪金的，但他们仍去战斗，或许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为了其他，他们常
常联合一起去战斗，容许自己被杀，他们互相帮助，他们就是会这样做。
当我们憎恨任何人，就有这些质量，但当我们想去爱，为什么不能互相

帮助，把这些质量显现出来。

这些都是摩诃卡利的质量，因为她是战争的专家，是她让人工作，让人
战斗，这些都是欲望，他们没什么欲望，只有做一点事的欲望，他们因
此联合起来，首先欲望很强，摩诃莎丽斯娃蒂帮助他们作出行动。现在，
我们内在的欲望必须很强，我们要解放全世界，我们是特别的人，我们
就在根基，没有比完全顺服委身于霎哈嘉瑜伽更重要。这份欲望必须极
之强烈和非常纯洁，有这份欲望的人，他们就像这样得到自觉，像这样
到达他们的深度，他们享受为霎哈嘉工作，每时每刻都享受，对他们，

没有什么比做霎哈嘉工作更重要。

就如我们说，有个说法是当你能喝到恒河的水，为何还要喝污浊的河水？
你的整个注意力放在这一边，你从这种浪漫，这种爱，这种那种事情而
Nirananda(极乐)，只有喜乐。婚姻里，

来的喜乐就变成零，因为这一边是

你看到妻子像这样说话，是那么多制约，有没有喜乐…。你的不同能量

中心有不同的喜乐，全都是摩诃卡利赐予的。在得到自觉后，最了不起
Nirananda，你要到达这层次，极乐(Nirananda)的层次。若你
在极乐的层次，其他的欢愉和喜乐都是零的。我是说很多人告诉我他们
很喜欢印度的棒球，他们说︰「母亲，我们不看现在的棒球。」我说︰

的要算是

「为什么？」「棒球已经再没有喜乐，那份享受已经失去了。」不然印
度人会为棒球而疯狂。看，即使在森林里，他们也在听棒球比赛。棒球
是英国人玩的游戏，英国人却不太感兴趣，反而印度人很有兴趣玩，但

现在若你问他们，他们会说︰不，我们不感兴趣。

很多人过往通常阅读七、八份报章，说︰「我们从不阅读报章，从没好
消息，完蛋了。」他们仍能处理事情，因为现在你整个注意力都放在霎
哈嘉瑜伽上，你只享受霎哈嘉瑜伽，你喜欢与霎哈嘉瑜伽士见面，你要
与霎哈嘉瑜伽士一起。我们曾有一个崇拜在英国，雨不停的下，是一个
能量很好的格涅沙崇拜，没有人介意，雨倾泻而下，他们架起帐篷，没
有人介意，好吧，雨水要来，让雨水这样流走，我们坐在另一边，每个
人只是享受，他们不想以任何代价放弃这份享受，雨不停的下，下了一
整晚，有人担心，因为有人恐吓我们，警察会来，我令警察睡着了，那

个想报警的人也睡着了，所以我们享受了一整晚。

若你的思维不纯洁，你是不能有这种享受，Nirananda，你能从其他事物

得到

anands，其他，其他轮穴。怎样带来纯洁，只要发展无思无虑的觉
醒，看着任何事物时都无思虑，为此你要合群集体。若你合群，我就在
此，不管你们在那里，只要一起，聚集在一起，我都会与你们一起，没
有比你们都来参加集体的活动能带给我更大的欢愉。你会感到很惊讶，
在澳洲，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中心，但他们全都参加集体活动，因为他
们知道集体是滋润的海洋，这是我们要做最简单的事情。亡灵却更加合
群，更加更加合群，你会惊讶于亡灵能有这种程度的兄弟情谊。
有个在法国的女士，她是个年长的女士，她的女儿曾经来过霎哈嘉瑜伽，
这个老女人变得疯癫，我是说絶对是亡灵附体，所以她把她送进老人院，
在老人院，她只知道，每个星期天上教堂，她会好好打扮，然后上教堂，
上教堂亦是唯一她能合理去做的事情，她把她送进有教堂的地方，她告
诉我这些，她女儿告诉我︰很令人惊叹，他们全都早上起床，好好装扮
自己，然后上教堂，教堂里有死人的坟墓，我是说他们有半疯癫或全疯
癫的老人，不然他们甚至不懂怎样穿衣，怎样进食，什么也不懂，一旦
说到他们要到教堂这种有亡灵的地方，他们全都会早上起床，好好装扮，
走到教堂，坐下，唱圣诗，再回来，就如亡灵附体，有这种亡灵的友情。
一旦一个亡灵来，最近有个亡灵来自澳洲，他把亡灵都聚集在这里附近，
即使是浦那的亡灵也聚集在这里，全部亡灵，立即招集来，接着他来到
这里，现在他招集这些亡灵，人们开始与他友好，你只要看到谁坐在他
身旁，就能分辨谁是亡灵。他们像磁石般受他吸引，磁石就是摩诃卡利

的质量。

亡灵认识我比任何人多，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过去，他们是在过去，他们
知道谁人被亡灵附着，知道他们怎样互相吸引，怎样在被亡灵附着的人
身上起作用，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有一个正面的集体，当集体变得正面，
一说到正面，他们就会不合群，不合群的人会渐渐与亡灵友好。今天我
们在说摩诃卡利，她知道亡灵的一切，她掌管亡灵，我是说她是所有亡
灵之主，她知道他们，照顾他们，管理他们。但若我们想进入这领域，
她能做什么？她把亡灵关在一边，但霎哈嘉瑜伽士却想进入那一边，从

后门进入那个领域，你能做什么？

当然，她保护我们，她不想任何人进入那个领域，她只是防止他们进入，
告诉亡灵不要到这一边，只有霎哈嘉瑜伽士能到那里，曾经有这样的报
在这种情况下，霎哈嘉瑜伽已经走远了，在很多国家，在法国，你昨天
是怎样在人们身上起作用，看到这种情

告。
也看到，这母亲的

ananda

shakti

况是很奇妙的，每个人都来找我，他们满面笑容，我从未见过这个年纪

的法国女人笑，从未，毫无疑问，即使你搔他们，即使真正的笑话，她
们也不会像这样笑，我从未见过她们的牙齿。昨天，整张脸孔都亮了， 他们很多人，这真是奇妙，摩诃卡利的 anandini shakti
昨天很漂亮的起
若你变得，你们全都变得…更高的品格，若你们都变得合群集体，变得
慷慨，变得完全纯洁，他们会说︰「看看这些人，他们是那么漂亮。」
你已经很美丽，你的脸孔发光，但这种光泽会消失，消失的效用并不简
单，所以要小心，我当然会以巴尔伐瓦的质量来祝福你们，因为祂是摩

作用，你们现在就是指引或误导他们的人。

诃卡利最了不起的门徒，祂走上走下，从早到晚，每时每刻，特别在晚
上，很努力杀死恶魔，因此才能有这样的成果。我们要加入祂，我们全 部人，把它成就。 愿神祝福你们。 (1) Mother is referring
to Shri Krishna puja 1990 1 thought on “Shri Mahakali Puja, Purity and Collectivity”

1990-0923,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View online.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瑞士日内瓦 1990年9月23日

按照历法，今年的女神节共有十天，不是九天。九是日数；在夜里，女神要对

付恶魔，拯救她的孩子免受邪恶的影响。一方面，她是爱与慈悲的海洋；另一方面，她如老虎妈妈般保护她的孩子。那时候没有
人能静坐，也没有人能念诵神的名号，更没有人能想到自觉。可是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那时候亦在那儿。你们都是为了今天，为
了这天而被拯救，所以你们今天都获得自觉。 那时候，女神并非以摩耶幻相，而是以她的真身出现，这令人感到极大的敬畏，即
使她的门徒也对她极之敬畏，因此，那时没法给他们自觉。他们先要被拯救。就像母亲要把孩子保育在子宫内九个月，九个月，
或说九个时期，九个时分。你们都恰当的被拯救了，在第十个月出生。
还有，每次都在九个月又七天后才出生，我们要等它成熟。今天是女神节的第十天，其实是要为太初之母庆祝。 今天其实是要敬
拜太初之母。一方面，太初之母是摩诃迦利；另一方面，她是摩诃莎维德丽；在中央，她是摩诃拉希什米，亦是安巴(Amba)，即
是灵量，可是，她也是超越这一切，她是parashakti，她超越所有力量。因为是她制造力量，所以她必须超越一切。今天我们敬拜
她，是要敬拜她的所有形相。你们要知道，我们是第一次在历法上有第十天的女神节，因为今天是敬拜太初之母的日子。 太初之
母从未被敬拜过。但是，这次当我来到加尔各答，我告诉他们：「今天最好是敬拜太初之母。」他们都很惊讶：「为什么母亲要
今天敬拜太初之母？」当我回到普那，他们告诉我太初之母，如你们所知，是萨塔施灵基(Saptashringi)，即七个山峰。她安顿在
七个山峰上，即在顶轮上，在七个轮穴上。祂掌管全部七个轮穴。 他们告诉我，当我们在加尔各答作祟拜时，同一时间，也是唯
一一次少数追随萨塔施灵基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全都来到这里。先是母亲那边的人来到。太初之母的母亲那边的人被称为Vaishna
vites，即追随毗湿奴的人；他们先来这里敬拜她，然后是岳父那一边的人来到，即湿婆神的一边，至高湿婆神的那一边来到。那
刚刚是我们作祟拜的时间，他们两组人也一起敬拜。 我们之中有两类人，我们可以称呼敬拜梵天婆罗摩的人是属于右边；敬拜湿
婆神的人属于左边。两者要在某一点相遇，这一点已经来了，我们要敬拜这些完全整合状态的力量，它已经在我们之内彰显了。
当他们说只有一位神，对，神只有一位，但是祂有头颅、有肝脏、有胃、有鼻子，祂拥有一切，就像人类。因为他们这样说，于
是神以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 祂身体有不同的部分，祂要管理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要有神祇，我们要了解这些神祇。除
非你了解和敬拜这些神祇，否则你是不能唤醒你内在的神祇，祂们都是太初之母的一部分，完全受太初之母控制。昨天你们听过
太初之母的力量，就像乌龟把整个身体收入龟壳内。同样我把所有力量收进内里。我是说你不容易察觉它们，不容易把它们找出
，除了照相机，它想欺骗你们。它们会向你显露我的不同形相，因为生命能量有光；当生命能量散发出来，你会在相机中看到它
。即使它并非很灵敏，但始终有人会捕捉到它。 你们都知道有很多奇迹的照片。你必定见过那帧钖吕‧格涅沙站在我后面的照片。
现在你不会看到任何人站在这里，也不会知道什么在发生。我们要明白，我们已进入一个神的魔法的新领域。祂的魔法在很多方
面都起作用。当然，有时你们会迷失，被过往的问题拉下，也会受试探，有时候也受负面力量控制而坠下。这是发生在任何霎哈
嘉瑜伽士身上很可悲的事情。 或许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不知道自己曾经怎样挣扎，怎样努力争取来到这个层次。来到这个
层次后，如果你不设法升进，便一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一是可能被扔走。要知道你的身份是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妻子、丈夫、
母亲、父亲；而是霎哈嘉瑜伽士。就像我是太初之母，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我的主要任务是给人自觉。因为我的全部亲属都已
经安排妥当了，我不用为任何神祇，任何神担忧，祂们都很有效率地成就一切。」 你们昨日读到关于女神的描述：她用手抛出利
箭的速度快得使人以为她在跳舞。这是事实，毋庸置疑，只是你看不到。你不会看到我每一根头发都像利箭，它在不断工作。对
你们来说，我只是像你们那样，静静地坐着，并非如此，事实并非如此，实际的状况比这样多得多。他们看到狮子或老虎作为我
的坐骑(vahanas)，你要明白你看到都是真的。牠们并非象征性，牠们实际就是这般。我曾多次告诉你，老虎是很有威严。因为我
骑着牠，牠是很有威严。如果牠要吃肉，会杀掉一头牛或任何动物；只吃掉肉，其他留给别的动物。牠是很有尊严的，每月只吃
一次。即使是这样的坐骑，牠也是要从亚米巴虫进化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则牠不会在这里出现。 你们都是这样子进化而来，你内
在全都有这些，这些坐骑也一样。牠们能快速地实现你的要求。当你想得到什么，你会很惊讶你的愿望很快实现。你的任何要求
，能马上达成，为此你必须对霎哈嘉瑜伽有完全的虔敬。当我说到霎哈嘉瑜伽，你便知道这是你的注意力与我的莲足的联合(yoga
)，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依然充满自我，依然有旧有的想法，仍然想：「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可以开展自己的霎哈嘉瑜伽，我们
可以这么那么成就事情。」或「我的妻子像这样、我的孩子像这样、我的丈夫像这样。」你必须搁置这些问题，否则，你便不能
升进。 给你自觉对我并不困难，因为你们都准备就绪。但若你要保持有光，便要努力。现在老虎仍然守着牠的位置，牠没变。狮
子也仍然守着牠的位置，他们全部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随时候命。所有天将诸神，各有特质，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祂们就在那里。
这些诸神，除了女神，没有一位曾被描述能给你解脱。她是唯一一位神祇能给你自觉，因为她掌管所有七个轮穴。她掌管这七个
轮穴，在这七个轮穴上，她能成就到。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所有这些都在宇宙大我的身体内进化，你们也是。因此你们要处理它
，若你们不能妥善处理它，它便不能成就。在西方，你们都知道，不应在任何霎哈嘉瑜伽士身上出现的愚蠢问题是_____依恋。之
前他们并不依恋妻子或孩子，现在却像胶水般缠着他们。不是要你放弃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而是你要依恋贴附着霎哈嘉瑜伽。
当霎哈嘉瑜伽的祝福降临你身上，福份自会流往你的孩子、你的妻子、每一人、你的国家，整个世界。 假如你依恋贴附着……[母
亲给大家看一些东西]，一件很简单的电器，如果它不是插在总电源上，而是插在其他地方，那有什么用？它不能发电。这是简单

的逻辑，就是你先要接通电源，简单的逻辑。然后，能量便会流向其他人。如果你自己并没有接上能量的源头，能量又怎能流向
其他地方？这样简单，我们在霎哈嘉瑜伽就是不明白。因此我们的联系开始生锈，连我们也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你并没有
连上源头！那是你唯一需要依恋贴附的，那么全部都会流向尽头。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依恋贴附。但我们却喜欢依恋着很多粗劣
的事物，这些事物只会令我们痛苦悲伤。 例如，我们依恋某些可笑的企业家时装，我们依附着它。不管它是否霎哈嘉文化，我们
都依恋着它。这些执着依恋没有连上源头，没有连上喜乐的源头、知识的源头、带你升进的力量的源头。这就是集体升进得这么
差劲的原因。太初之母的工作是先给你自觉，再给你生命，给你慰藉。如果你有生理的毛病，她会照顾你，会倾尽全力照顾你，
如果你有精神的问题，她会尝试助你解决。所以，她是安慰者，在给你安慰的同时，她亦保护你。 即使是现在，我看到很多人会
因一些小事而轻易受惊。为什么要害怕？老虎已站在这儿，你看不到牠，或许牠今天在图像中。你的母亲是这么有力量，你要明
白她是多么有力量。你的脑海中并没有这种理解。有时候你的妻子是更有力量或你的孩子更有力量。当你知道你的母亲是那么有
力量____ 她是你的母亲，你应该感到非常安全，那么事情便会成就到。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男士，约两、三年前我在印度马德拉
斯遇过。他是求道者，他马上认出我。之后他被调派到孟买工作。在接到他的母亲病得很重的信件后，他赶去探望她。医生说：
「她患上急性癌症，快要死了。」他知道：「我的母亲是太初之母。」他坐在我照片前说：「母亲，我没有什么要说；请你做任
何你认为对我妈妈合适的事情。」单单这么说，他就连上了。他们说三天后，「她快要死了。」三天后她出院了。他带她到孟买
，到治癌症的医院。他们说：「她没有癌症，她痊愈了。」 假如不让能量流通……你仍然担心你的妻子，你的房子，你的孩子，
担心「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妻子……」当你能放弃这个「我」，我便能工作。我不是说你要变成苦行者，不是这样。没有
圣人是苦行者，他们全都有妻子，有孩子。可是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母亲的莲足上。 导师那纳克曾说，一个小男孩在放风筝，风
筝在天上飞的同时，他跟友人谈天说笑，可是他的注意力仍放在风筝上。有一个女士清洁她的房子，她的腰间系着一个小孩；她
清洁打扫屋子，做各种事情，但她的注意力仍是放在孩子身上。在印度有些妇女，你都知道，她们扛着三、四个盛满水的缸，而
她们走路时双手是这样子的。她们知道怎样平衡。她们谈天说笑，互相嘲弄，但注意力仍是放在水缸上。 我的注意力常常放在你
的灵量上。你不能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要听信我。任何人想玩把戏都会受到很大的惩罚。所以请你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不
诚实，不要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我不会做什么，牠们却会！你已经看到……牠的牙齿。牠们都有特定的素质，我告诉了牠们。
牠们都有特定的素质，知道该怎样做，而牠们是会付绪实行的。因此，没有需要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霎哈嘉瑜伽士犯的另一个
错误，就是以为可以向我或向霎哈嘉瑜伽玩把戏。当这些魔鬼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它们会完全摧毁你。一方面霎哈嘉瑜伽
是一种祝福，对你的升进绝对是祝福，你到达某个高度，但你也要知道，当你到达某个高度，你要很小心，因为一旦你从这高度
跌下，你会跌得多深？可想而知你会跌得很低很重。 在这儿你享有祝福、所有美丽的事物、爱、喜乐、知识、朋友、关怀。在这
儿，若你不想留在这儿，只要玩把戏就可以了；若你想既留在这里又玩把戏，是不可能的，是不会成功的。你会马上被踢走；一
旦你被踢走，天晓得你会到那儿。那并非我们关心的，你会因此被踢走。 我们要知道诸神是非常有醒觉性的。祂们观察着你们所
有人，因为祂们要指引你、照顾你、帮助你，为你做各种事情，成就一切。祂们为你创造花儿，为你做所有的好事情。可是同时
，祂们全都只会贴附依恋着我，不是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祂们照顾你。当你行为不当，就会完蛋和下跌。可是你母亲的
爱是那么伟大，她常常都宽恕，给予机会，叫诸神不要作出任何行动。当然，祂们只会服从到某一限度。 若你想做下流，残忍、
邪恶的事情而同时又留在霎哈嘉瑜伽，你不能。这不像你昨日看到的任何宗教，你犯错、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杀人、欺骗人，
仍然能留下，不像这样。在这里你要成为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这一点你们要明白的。
[钖吕玛塔吉向旁边的人说话：有些霎哈嘉瑜伽士来了，他们进不了来，门应该关上了。]。

这个力量是那么强大，那么警觉，那

么充满爱心和慈祥。既是母亲又是你的导师，母亲以爱心去教导孩子。不单如此，你永远不感到我在教导你霎哈嘉瑜伽，你就是
这样学懂了，像小孩玩游戏般就学会了，这个既深奥又精微的课题，你轻而易举就学懂了。很巧妙地、美丽地完成了，你内在已
装设好。现在你知道这是霎哈嘉瑜伽，这不是霎哈嘉瑜伽。全部知识都那么甜美地给予你。你们唱印度歌曲的样子，连印度人也
感到惊讶，他们有时也不能唱得像你们那样。那些来我的讲座的人，一些音乐家，他们看见你们，说：「我们真的很惭愧，这些
人怎能唱得这么好？发音这么准确？」 你要完全信赖这力量！那时，他们遇到困难，常常受打击，他们仍未得到自觉，他们要常
常依靠这个神圣的力量，他们必须要这样。现在你们都已得到自觉，都已获得自由，但仍不要忘记信赖这个神圣的力量，它每时
每刻都在照顾你们。 他们怎样在霎哈嘉瑜伽玩把戏？有些懒骨头来到霎哈嘉瑜伽，绝对是懒骨头，他们一定是偏左脉，不管如何
，如果你告诉他：「你做这工作吧。」「不，母亲，我不能做这工作，不然我会偏右脉。」这是很常见的把戏，常见的把戏是「
我不能做这工作！」说到工作，他们就会跑掉。有多少人愿意工作？很少。那天我走进厨房，我问那个印度女孩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们都跑掉，没有人留下帮忙。」没有人想担起责任。在霎哈嘉瑜伽的把戏是这样的：「如果我做这工作，我会偏向右
脉。」但是如果你偏向左脉，牠就在这儿。(钖吕玛塔吉应是指那老虎的图像)把牠放在这儿很好，我很高兴。

所有怠倦散慢的人

，懒骨头，常常都是这样。有些人被劝说：「你要早起。」他们感到早起是很糟的：「噢！怎能起床呀？」但是当你想想你的过
去，你一定曾经吸毒，酗酒，吸食一切左脉的东西，那是你不能早起的原因！现在，你该如何戒掉或中和这些坏习惯？你应怎样
做？如果你开始早起，慢慢便能养成习惯，坏习惯自能戒除。让自己迎接清晨的阳光。酒精是很左脉的垃圾。即使女神亦曾经喝
掉全世界的酒精，你不会相信，所有酒精！圣人如赛巴巴曾抽光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烟草，但他们仍然吸烟。湿婆神把毒液喝光，
因为祂是生命的赐予者。祂们很真诚诚恳，全神贯注的做了很多工作。你看我也是这样工作，祂们也曾这样工作。 因此，不要视
一切为理所当然！我曾经叫你们写下自己今天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我会为自己做各种事情______我会为自己的屋子和厨房

漆上颜色，做一切的事情；我会裁好一件漂亮的纱丽，也做好上衣。那么，我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我送了多少礼物给人？
我写了多少封信给人？我写下自己的多少经验？最重要的是，我有多少次在心里感受母亲的爱？我要告诉你西方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现在才发现，当我发现霎哈嘉瑜伽，我亦同时发现今天我要告诉你的秘密。 女神力量的渗透力使人可以找出恶魔，它们怎样
在我们的思维中运作，怎样繁衍昌盛。我曾经告诉一些人，我会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还是小孩时，直到五岁，我们都是自我中心
的只顾自己。你把十件玩具给十个孩子，他们只会拿了玩具一起玩，不会与任何人说话，只会玩，不会骚扰其他人，各自生活，
互不骚扰。如果他们受骚扰，便可能会打人，可能会做一些荒谬的事情。原因可能是有某些小孩的亡灵附着他们。但当他们五岁
大，就如现在你问任何一个在这里的孩子：「现在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老虎，看到花朵，看到这些那些，我看到这些
。」但如果你要他站在哪儿，假设有人站在那边；他会看到什么？他仍然会说看到老虎、花朵，这样那样。试试吧。因为他不会
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事物。他只是忙着应付自己的自我。 整个西方文化，我现在发现____我也不清楚，过往不是这样的。父母
看管得孩子很紧，他们对孩子有责任感，他们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和以前不同，孩子们互相打架。他们有时会打架，但只限在睡
房内。我年轻时没有看夫妇时常吵架，闹离婚的电影，完全没有。夫妇之间的了解不是这样子的。但若是另一个女人或男人，他
们的脸孔会变成这样。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两个人像这样走在一起，你便知道他们不是夫妇。这是现代，这就是现代，西方是最差
的，连父母也未成长，未成熟，完全没有责任感。他们有孩子，怎样与丈夫相处，特别是这里的妇女是又专制又愚蠢。她们对烹
饪一窍不通，什么都不懂……任何事。她们只会送信，在银行做抄写，她们极之愚蠢；不懂怎样与丈夫相处，与孩子相处，她们
没有受过训练。她们的母亲没有关怀她们，对她们完全没有纪律。因此，这些自我中心的孩子仍旧是自我中心。没有爱，没有感
情。 我们可以说我的母亲是非常严格的人，极之严格，但同时她也极之有爱心____非常有爱心，非常严格，就像札格丹巴(Jagad
amba)。她教我们煮食，即使怎样拿手柄她都会教。她会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角度，这样不成，这样才成！为什么你这样子站
着？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不准提问。这些我们童年时学懂的纪律对我们今天很有用。还有是他们极之有爱心，无论他们做任何
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福祉。可是我认为，尤其是在瑞士，我经常感到那些母亲是没有受过敎育的，她们连自己的女儿也非常妒忌
。我们的母亲……我的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她的母亲却并非如此。她有智慧，有责任感，她知道自己是位母亲，所以言行
必须检点，不能孩子气和愚蠢。 因为这些女士没有得到爱，所以她们仍然自我中心，仍然是婴儿，仍然未成长，仍然未能从他人
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不，这是真的！」让我们现在面对它吧，今天的太初之母祟拜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像一
面镜子，让你看清楚自己，面对自己。宰制丈夫是件愚蠢的事，原因是你不懂怎样与丈夫相处。我可以说印度妇女在某程度上宰
制她们的丈夫是可以的。丈夫不能没有妻子，不能没有妻子。他们甚至连怎样收拾东西，怎样弄茶，怎样煮熟一只蛋都不懂，他
们什么都不懂，怎样锁门开门[钖吕玛塔吉在笑]，怎样开衣柜，怎样铺床也不懂，任何务实的事情他们都不懂。

我的意思是……

我丈夫经常来问我：「这领带行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现在他知道我是太初之母，虽然过往也是。他习惯来问：「这个好吗
？」「不，这个不好。」他便会更换。因为你们仍未成长，仍未成熟，你不懂怎样与丈夫相处。你想去宰制人，孩子也有样学样
，他们也宰制你。表面上，你要明白，这权力是从上而来的，像我常常说：「我不是神，至高湿婆神才是。」当我这样告诉葛雷
瓜时，他感到很震惊。我也是神，没有我，祂是谁？我是祂的力量，祂并没有力量。让祂成为神好了。因为如果你要怪责任何人
，你可以怪责祂。祂是神。我要努力工作去取悦祂，否则，你也知道，祂不会理会任何人，只会毁灭，祂只懂毁灭。任何人想向
我玩把戏，祂会毁灭你，祂会狠狠地毁灭你，令你很多世也不能成为人类。祂就是那样子，可怕的家伙。你要知道，这种事都是
祂做的。 因此，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长成有智慧的女性；因为，正如我告诉你，女性就像大地之母。当你问我：「母亲，你工
作得这么辛劳，但看来仍然容光焕发。」因为我享受，对我来说那是音乐，工作对我来说是音乐，煮食对我来说也是音乐，所有
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音乐，你会不会讨厌音乐？相反你感到很清新。你都看到，当我降魔伏妖，我变得更觉醒，拥有更多光，情
况是刚刚相反。 我要你们明白，今天请你内省，作灵魂的搜寻，找出自己出什么问题。不要纵容你的自我，因为自我令你变蠢，
这是你一定要看到的。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人是那么愚蠢，只顾自己。我们都知道，马戏班要有小丑，也要有狮子和老虎，但令人
着迷的是狮子和老虎，并非小丑。要内省，看看自己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有一件事我要恭喜你，因
为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做过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这样。我是力量，如果我拥有力量，只因为我就是力量，那又有什么值得兴奋
呢？我一点也没有兴奋的感觉。但如果我不运用我的力量，我就如人类一般。为什么我是女神？因为我能运用我拥有的一分一毫
的力量。如果你们因为一些废话、恐惧而不使用你的力量；又或因为任何诱惑，任何限制，或类似的事情，而不尽力去使用你爱
的力量，便不能升进。若你看清楚，母亲的整个力量是爱。她做任何事都是源于她爱她的创造物。 要反省，但不要太迟。我很久
以前也常说，他们制造这么多物品，正消耗大地之母的资源。你一定听过我这样说，十八年来，我都重复说着这番话。现在生态
问题像一个恶魔站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对策？你只能面对它。你自然就能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毁灭。内省，如果你不马上内
省，当再面对它时便会太迟了。所以不要单单满足于自己，满足于你已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就可以了。如果你来我的崇拜，就像你
跌进海洋里，海洋有能力吞噬你，也有能力把你抛回岸上。海洋在这两方面都能起作用。 为什么我未能在霎哈嘉瑜伽深化？藉多
嘴多舌：我没有时间、我很忙、我要工作等等。那么你便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的全部时间都是为了霎哈嘉瑜伽，因为这缘故，
霎哈嘉瑜伽给你充足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我不时在温哥华、圣地亚哥，或在这儿的崇拜遇见一些人，我问：「你怎么来了，你的
生意怎办？」他说：「我正是为了生意来这儿，正好在这天。」当你领会了解这力量有多伟大，你就会把所有事情交托给这力量
。它为你解决所有事情。今天我会谈到力量(Shakti)，女神的力量，我们仍未对它完全了解，它是很精密、很平衡和极之有效率的
。无论这些力量为你做了些什么，请你尊重它们。 请尽量吸收它们，好让自己成长。不要说：「我结婚了，」或「我怀孕了，」

「我有孩子，我要工作」，不能这样。当你变得完美，所有事都会变得完美；所有事情都连系到你有多完美。然后，你不再问我
：「母亲，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要成就什么？」不是这样。你看到自己的路，万事都会成就。 所有从前被杀掉的恶魔又重回他们
的原来的位置。最坏的是他们以导师的身份进入求道者的脑袋。他们化身为天主教、基督教、各种庙宇和各种原教旨主义。若你
看看他们，他们看来就像恶魔。当你受他们影响，他们便会进入你们的脑袋。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脑袋被洁净，你回复正常。
跟着要怎样，做什么工作，在洁净自己、传播喜悦的同时，还要做什么？你要把它给予别人，这是你的责任。首先，你们的个性
、行为、关系要纯洁到可以发光。就如一块很清洁的玻璃，光才能通过。但是，灵量作为纯粹的欲望，你要很殷切热烈，要像泉
涌般的欲望去给人生命能量。那么，给谁自觉，你把自觉给予树木、给予狗儿、给予任何人，你也可以给予人类，虽然是颇困难
。 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你作何事，要注意你是否连上。在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联系是很松散的，你在给予别人
什么？霎哈嘉瑜伽还是其他？你在给人黑暗？给人无明，给人疯狂。 所以，每时每刻你都要与这个强大的力量保持连系，让它高
兴。礼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看这里……(锡吕玛塔吉指向老虎的图像)牠们都懂礼法，因为牠们是固定的。你们也应该好好地
牢记礼法。对我来说，以人的身份去告诉你们女神的礼法确是颇为困难尴尬，真的。但我仍要告诉你，因为我不想你受到伤害，
你一定要遵守礼法，充分了解礼法。 当然，现在已好多了。在德里第一次为我做崇拜时，他们用胶碟来做摇灯礼，用胶盒子盛载
红粉。那时我很替他们担忧，我整个身体都收缩起来制止他们：「什么也不要做！」如果你看到我的照片，会发觉我看来很不同
。我很惊讶他们不知要怎样做。好吧，现在请你们注意礼法。就如有人在早晨穿着睡衣四处走，这是不恰当的。你们要穿戴得恰
当。你正要……你知不知道太初之母是谁？又或你知道什么？如果你知道要与太初之母见面，一定要明白礼法。幸好，在印度，
人们很懂事；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犯错。礼法是很重要的，若你不遵守礼法，他们会很愤怒。这是极之重要的。这就是基督为什么
说︰「祂能容忍不利于祂的一切，却不能容忍任何不利于圣灵的。」他亦说：「当心喃喃终日的灵。」因为若你在我背后窃窃私
语，我全都听到。他们随时向我报告。我知道所有你在我背后做的事情。我会给你时间，然后它就会作出行动。 这是为你着想，
为你的好处，为你历世争取的升进，你要尊重自己是求道者，你现在已经找到真理。用真理做一个王冠戴在头上吧，你就像王者
。除非你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力量、知道怎样取得它，还要紧记它，让真理成为你的一部分，否则你便很难成长。你不是在这里就
是在那里，只会像钟摆般在半空中不断荡来荡去。 女霎哈嘉瑜伽士会因为说：「我会偏向左面，或我会偏向右面」而感到羞愧。
你怎能这么不堪一击？只因你仍未成长。你要像直布罗陀石(Rock

of

Gibraltar)。你怎会受感染？好吧，如果你认为某人极之负面，不要走近他，这样你只是不能成为乖巧的宝贝。 我的孩子一定要成
为正直的勇者。你是我的孩子，不再是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不再是可怕邪恶的人。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勇敢、正义、善
良、有爱心、有活力，那是最起码的。我希望你们在崇拜后，坐下静坐和内省，找出：「我为何这样做？问题出在哪儿？」昨天
我看到有些人在打盹，这是因为左脐轮的问题，因此，要清理你的左脐轮。 如果你与上天的力量完全连上，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
会感到疲倦。你偶尔也有这种经验。但你的注意力必须放在这个力量上，放在与它的联系上，我们正拥有这力量，只能这样，否
则，很自然的你会很累。一切都是那么有逻辑，很有逻辑的。感谢天、感谢你自己、感谢你的运气，你们是很少数的幸运儿能与
这个力量连上，可以轻易而举的吸收这力量。 你是什么，为什么你的行为像普通的街上人那样，有着愚蠢的问题？你会惊讶地在
往世，女神从未像我那样说这么多话。她们只说一两个字就够了，像她说：「呵！」就杀掉这个；「吓！」就毁灭那个。她只说
：「呵、吓、嘻、唏！」就令这完蛋。她们从不给人自觉，没一位降世神祇给人自觉。她们说：「不、不、不、不、不是我，不
是我，很抱歉，我不会这样做。」祂们必定是看到人类是那么愚蠢。「天啊，没什么，我很妥当，我可以到森林十四年，我可以
与阿周那一起当车夫，我可以被钉十字架，我可以服毒；但千万不要派我去应付人类！不、不、不、不，我宁可去动物园。」因
此她们没有一位，没有一位，她们有些甚至没有提及自觉，她们以为：「如果我们提及自觉，他们会说：『为什么不给我们自觉
？』」没一位给人自觉。 这就是太初之母的慈悲、爱心和自信，你们都应该有自信。我不只给你们自觉，还给你们力量去给他人
自觉。从未有降世神祇做你们正在做的工作。虽然祂们很有力量，却没有给人自觉，你们却有，尽管你们的工具不太完备、不太
神圣，虽然如此，我们仍要迎上前，弄清楚你的人生有那些事情是重要的。对诸神来说，神圣的工作是首要的，没有其他。没有
人承担这任务，没有人，没有人上大学或念书，他们只做神的工作。因此，你做的任何事都要视作神的工作，那么能量便会流向
你。当你开始做神的工作，你做的一切工作都变成神的工作；即是说，当你决定：「我要做神的工作。」神就会接手，做其余的
事情，你只需做神的工作，祂会接管一切。我希望你们明白，试试吧！要有信心，也要感谢神能有一位像母亲的人，告诉你你哪
里出问题。感谢天！即使你的母亲也没有告诉你哪里出错，因为她们都害怕你。 不要说然后……然后，当你说了一些话：「母亲
，我的心轮受感染。」我的意思是你能做什么？如果你明白我这么做是为了令你能有所改进，是出于爱心，出于关怀；那么你就
能成就到。我不认为这是思维上的理解，是更高层次的理解，它成为你的感知的一部分。「它怎会出错？所有都是为我着想，为
我着想。」 还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清理的这七个轮穴，都是集体地在宇宙层面由我保管。Viratangana的质量是她在我们内里
创造宇宙大我的感知，即是集体。若你们不知道，在现代，我们集体地走在同一灵性的道路上，就是这样。由于我们已到达顶轮
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只能集体地成就，没有其他途径！你们要完全明白，任何人以坏行为或任何事情伤害集体，都会被赶走，这
是毋庸置疑的，也会跌落坏人的手中。 集体是太初之母的工作，因为在顶轮，宇宙大我掌管顶轮，而宇宙大我的力量是Viratanga
na，是它成就集体的。我们要明白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合群¾¾可能出于任何原因，或许出于嫉妒、自卑，或任何隐秘的原
因，像毛虫般爬进来，我们便知道错在自己，而不是集体。不要批评集体，我自会找出集体的问题，把它纠正。要参与集体，有
智慧和诚恳地维系集体。让大家合群，享受集体。不要互相批评，只批评自己。如果你惯于批评人，请改为批评自己吧。这样比

较好，因为这也是习惯。 人们，尤其是西方人，他们对任何事都有反应。若他们看到这地毯：「噢！我不喜欢它！」它并非属于
你的，不是为你而造的，它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我不喜欢它！」它不属于你，有什么问题？它铺放在这里，你为什么要不高
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这条裙子！」你是谁？「我不喜欢。」在霎哈嘉瑜伽是不容许「我不喜欢」。这是一种说话的
方式，不管如何，其实没有需要说什么。 这种狂妄自大是不利于集体的。我看到有些愚蠢的人总想替我拍照。你告诉他们：「不
要走上前，不要。」「不，我要，不做不成！」他们有些实在是蠢人，无药可救。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他们为榜样，也不要有样
学样。 跟着，我们来到这一点，太初之母的工作是整个创造最重要的。降魔伏妖已经完成，什么？已经完成；莎维德丽的工作亦
已经完成；她创造了恐龙，那又如何？摩诃拉希什米的工作已经完成；她把你们带到人类的层面，对，那又如何？现在是高潮，
你得到自觉，得到这特别的素质，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你的言行举止必须检点，也要有尊严去明白你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
。 有一次我要与印度总统会面，他对我来说与其他人没有分别。我从没有想到他总统的身份。我在走路时，与我同行的人突然变
得很拘谨，像这样[锡吕玛塔吉在表达人们很敬畏的样子]。我说：「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见到鬼还是什么？」走上梯级，有
些守卫拿着矛和一些什么东西站在梯级上，不管如何，我感到很可笑，这些人变得很拘谨。 当你们进入神的国度时，你有多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你要怎样，你的行为要怎样？只需要感受一下你已经在神的国度的独特之处。只要感受一下，如果你能感受到
，你就会知道，你取得一个多么光荣的位置，你应要有多尊贵、多美丽、多整齐清洁可爱。你必须认识要有多少分际。当你知道
你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或可以说你是神的国度中最高的国民，你便要证明你真的明白，真的感受到。你应该感到极度喜乐欢欣。
好像昨天，你们像街上的人为一些小事大笑；这并非霎哈嘉瑜伽。如果有大笑话之类的，尽管笑吧；要不然有人说话，你只在笑
，我会很惊讶，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想想圣人会不会这么？你们是圣人；你们以smanana
成为munindras，透过静坐你们都成为王者。你们的行为怎能不尊贵？现在，要做好本份，尝试感受它。

昨天，在唱最后一首歌

时，我知道它渗入感动很多人的心灵。这种我们称为nirananda的独特喜乐，我昨日真的感觉到它。要让它继续，要把它好好收藏
在你们的宝瓶(khumbas)，即灵量里，是她要升上来。今天我想不单敬拜khumba¾¾灵量住在哪里，khumba变得像花盆，就像这
样，事情已经发生，也会继续发生，就如有人说：「母亲，这些花盆可以变成枱灯。」我说：「看，你也这么说！」所以这宝瓶
变成花儿；花儿变成光，有香气的光。 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愿景，并且支持我，你们会成就到。我完全依靠你们实现我的愿景。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变成美丽的地方。为此不需要牺牲太多。你们已经受到祝福，不用做太多，只要把注意力保持在力量的源头。
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 马天娜说：「我们承诺。」你们都说吧。[所有瑜伽士都大声承诺] 十分感谢你们。 你要把奇迹，事情怎样
成就写下来。例如有一次我们去巴黎，他们想为哪里的女士买纱丽，但没有办法找到有四十五吋长的布匹，不是三十六吋，就是
五十八吋。当我们坐在车子里，我突然叫车停下来。他们说：「母亲什么事？在街上？」我说：「有人在街上售卖纱丽。」我们
便买到想要的纱丽。 另一次，你们在伽纳帕蒂普雷的格涅沙崇拜都看过我们怎样为礼物赢得奬金。你们时常送我昂贵而无艺术价
值的礼物，浪费很多金钱。即使是国家的崇拜，你不会得到什么，我们怎样取得它，也是一样。从机场来时我说：「这儿有些东
西！」他们说：「母亲，只有一家商店。」我说：「进去看看！」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哪里的货品都很便宜。同样事情在美国也
发生，我坐下说：「中国有麻烦，我们买些中国货吧。」我们走进一家中国商店，那儿的货品很贵，非常昂贵。我走到一个街角
说：「让我们走进这小巷吧！」哪里有一家商店，卖的东西都比其他商店便宜四成，全都与十分之四有关。我想只是偶然，在一
百米之外的商店便以五、六倍价钱出售，怎会这样？ 你们都可以试试；但你的愿望必须纯粹，理解也必须纯粹。我只在想这些霎
哈嘉瑜伽士花掉很多钱，浪费很多钱去购买这些无价值的物品。你们送给我的所有礼物，我其实已经要求他们不要再送了，停止
再送了。现在送礼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国家层面，即使是国家层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分国家，应该只有一个国际层面。如果你
们同意，你们明年可以这样。 不管如何，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卖掉，也不会转赠他人。我们要保存它们，好让子孙后代看
到你们给我怎样的礼物。它们的价值就在于此，不在于你花费多少。完全没有需要个别送我礼物，我知道你爱我。我也不清楚，
我已经告诉领袖们：「个别国家请勿再送礼物了，不要浪费金钱。」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未同意，若他们同意就可以停止送礼。
即使是国际的礼物也可以减少。 你们都知道，我什么也不需要，可是它会成就。像我说：「这次你们给我象牙吧。」象牙是很昂
贵的，我们再次能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象牙。当你给我象牙，你不会相信，我从报章中得知象牙一直都是五百元一公斤，现在在
美国却只售三元一公斤，真的吗？这样做是为了鼓励手工艺和艺术。我说过很多次，你们只要用一点儿黏土，便可以制造既美丽
又高价值的物品，那么，为什么还要耗用大地之母的资源？与其拥有很多东西，倒不如只拥有少量但有艺术价值的物品？ 现在，
你们不会在商店买到什么，你买不到丝绸，买不到这些，买不到那些。很难找到一些天然物料的物品，因为大家都制造不天然的
货品。无论是什么，你都要创出美丽。若你能创出美丽，我们便要保存它，珍惜它，这比拥有千件无用的、可即弃的东西好。迟
早会有可扔掉的人类。我们要扔掉他们。如果我们不懂怎样运用有限的资源来生活，怎能继续在地球生存？ 我已经多次告诉你们
要多用富艺术性，人手造的东西，但不要过分。最起码，即使你要买非天然的东西，也要挑有美感的。当你们有这个伟大的愿望
¾¾今天他们想全世界都祈求保护大地之母，因此我开展这个话题。我们应祈求能为自己发展艺术，作为给别人的礼物，也要使用
艺术家创造富艺术性的物品，我们只需要拥有很少，但富艺术性，而不是低俗的物品。在法国我看到这些人造物料不知不觉蔓延
一切，无论是绵质、丝质或羊毛物品中。除了人脑外，它可以进入每一处，非常可怕。 无论买什么，要买富艺术感而非平凡、可
怕和低俗的物品。明白吗？今天就说到这里，当你们做崇拜时，请向我祈求：「母亲啊，请拯救我们的地球，给人智慧，好使他
们检点自己。他们应要当心。」每个霎哈嘉瑜伽士都要当心，用多少电力、电话、水或其他。我们要节约。假如我们不负起这个
责任，它是不会渗透到其他地方。这是你们要做的。你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这个习惯要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尽

量节省大地之母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他们送上特别的祷告，当然，那是从教会之类的地方而来。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
日子，因为他们一定想到这是女神的日子，因此他们作出这个请求。 愿神祝福你们。

1990-1105, 霎哈嘉瑜伽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霎哈嘉瑜伽公开讲座 1990年11月5日 曼谷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你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你们不能
将真理概念化，亦不能组织真理。同时以人类的知觉，你们不能感知真理。你们要成为更精微的存有。真相是：你们不是这个身
体，不是这个思维，不是这个情绪，你们都是永恒的灵。另一个真相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存在。所有经典都
描述过这个力量，灵性上升进的目的，是要找到永恒的灵。你们要成为真我，除非你们成为真我，否则你们会感到某种空虚，你
会觉得十分不安。 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造就所有关乎生命的工作。看这些美丽的花朵，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不会去想这
些花朵，如何从一颗种子生长出来。我们内在也有一个系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使我们得到重生。这些你们不能用钱来买，就
好像我们不能给钱大地之母，来偿付她给我们孕育的万物，我们不能用钱来买这一切。但人们忘记了，这些都是无价的。而且有
许多假导师出来，招揽门徒，赚他们的钱。 所有宗教都是由那些降世的神祇和先知所开创的。但现在都变成人为的宗教，如果我
们是聪明的话，便应知道那些人不能为我们做些甚么。所有这些先知和降世神祇，都是来自同一棵生命之树的，都是来自同一棵
灵性之树的。只是人们摘下那些花朵，然后说这是他自己的，他们执着那些死去的花朵，互相斗争。因此那些先知和降世神祇并
没有错，我们要看清楚每一样事物的本质，每一个宗教的本质都是追求永恒，知道物质界的有限。物质界是过渡性的，因此我们
要明白这一点，才去利用物质。 现在到了人类这个时刻，有一点很重要，你们必须知道，就是有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个
集体得到自觉的时代。我很抱歉很迟才来到曼谷，我想好像这是近来我最后才到访的国家。现在已经在56个国家有霎哈嘉瑜伽在
发展，那些人不断在令其他人获得自觉，就好像只有已经点亮的蜡烛，才能燃点起另一支蜡烛一样。所以这时代真正算得上是全
世界得到光明启发(enlightenment)的时代。这并非一种人为、虚假的信仰，这转化必须由你内在的真我自己去进行。 今天是第一
天，我希望大家先向我发问。首先我要说明，今天我所讲的，你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你必须像个科学家那样开放的思想，自己去
判断这个假设。如果假设给证实，那么作为诚实的人，你就要接受它，因为那不只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正如这麦克风，若不是接
上了总机，它就没有甚么意思，同样，若我们不是连接上了生命的大源，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甚么意义了。 所以佛陀曾说，你要「
皈依佛」「佛」的意思是觉醒、开悟(enlightenment)，但那不是指一个思维概念，而是一个状态。另方面，他又说要皈依「法」
，法(正法dharma)，是存在于我们内里的，就像我们内在的十个原子价(valency)一样。你可以属于任何宗教，基督教、印度教、
回教，却可以作出任何罪来。人类可以有任何种族，但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内在得到唤醒的「正法」。那就是要「皈依
法」的意思了。佛陀又说要「皈依僧」，「僧」的意思就是「集体」，当你得到自觉之后，你就成为了整体的一部分。这不是一
个证书，你可以藉中央神经系统，从指掌上感应得到。亦可感到你自己，和他人的能量中心状况。若你懂得怎样去纠正那些能量
中心，你就可以医治自己和其他人了。你就可以在精神、肉身的医治上面，去帮助别人了。但最重要的，却是在为他人流露出灵
性的喜乐。 明天我会讲述灵体的性质，和潜伏在三角骨，或叫圣骨内的灵量(Kundalini)。但今天我希望你们问一些合适的问题。
问：Sahaja Yoga(霎哈嘉瑜伽)这名词怎解？ 答：霎哈嘉(Sahaja)的意思是与生俱来，你是与生俱来有这权利去达至瑜伽(Yoga)。
瑜伽的意思是「与上天的力量合一」。简单地说，Sahaja的意思是「自然而然」，即如生命过程一样。
问：可否用两天就学会这技术？

答：不必多久，不必多久。「觉醒」(awakening)不必多久，但你要完全巩固自己，有些人只用

上几天，有些人约一个月就可做到。但你不必付钱，你却必须对生命有价值观。而且，你是不能被勉强的。你必须通过自由意志
去渴求。 问：你说的enlightenment(觉醒)是甚么意思？ 答：觉醒的意思是你能用中央神经系统，去感应一切过去进化的成就。就
即如狗可走入污秽地方，人就艰难了。原因是进化过程使我们达到有感觉污秽的能力。但得到醒觉后，处于心里面，本来只是作
静观的灵(spirit)，就开始启发你的注意力。我告诉过你们，在你们的中央神经系统，你是可以感应他人，和自己的能量中心的状
况的。而且你知道绝对的真理，因为你可以感应到这凉风，任何事情你去问，都有「是」、「否」的答案，像部计算机。假如有
个男人装扮成赛峇峇(Sai

Baba)，又说自己是圣人，我们怎去判别他是真是伪呢？假如你找来十个已是得自觉的灵的小孩，蒙上

他们的眼睛，他们可以立刻回答出，他是真还是假导师。如果一个人在黑暗之中，手里拿着一条蛇。你告诉他是蛇，他未必会相
信，直至给蛇咬为止。但即使那里只有少许光，他也会把蛇抛掉。我见过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一夜之间戒除毒瘾和恶习。那时
，你知道绝对真理，你了解自己和他人，你的注意力变得十分纯洁。纯洁得连一个眼神，都能创造奇迹。眼神内亦再没有贪婪，
你变成一个圣人。你过普通人的生活，你变得极为有活力，但你亦十分有爱心。要描述下去就要讲一堂课，所以最好先自己去亲
身经验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还有其他问题吗？ That's good. I think if you all sit on one side, it will be a better idea. All of you.
One should not feel…I think that people are a little upset because of a few people, but one should not be upset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it's always so. See there is no end to knowledge and I must have give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ectures onl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ut when you come to this hall, I had just to tell you that you put on the one switch and all light is coming.
But it is all built-in within you; the system is all built-in just like as if this is built-in. So if I go on tell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electricity, how it came to Bangkok, it is quite boring. Best thing would be to get the experience. Now,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for our ascent. First one is that you have to forget the past and not to feel guilty at all. People might have told you that it's a sin
and all those things that you are sinners, so don't believe that. After all, you are human beings. You are not gods. You a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make mistakes. So please, do not feel guilty. Now if you feel guilty then the centre here, on the left-hand side,
catches very badly. It'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also because it gives you diseases like angina and all the diseases which are
caused by lethargic organs. Moreover, spondylitis is another disease you can get with this feeling guilty.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Most of the people sa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orgive; but whether you forgive or you
don't forgive, you don't do anything. But if you do not forgive, then you torture yourself and play into the wrong hands. That
means you live with a myth. So, in general, you have to forgive, it means don't think of each and every person, just say I forgive
everyone. You feel much lighter immediately. Then the third condition is that you all have to be extremely self-confident. You are
not to doubt yourself. You are all capable of getting Self-realization. So, please don't be diffident, don't count your mistakes. Now
you feel guilty and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This will help us a lot to raise the Kundalini. If you do not forgive then the centre
on the optic chiasma is like this, very tight and it won't open; it has to open out like that; otherwise, the Kundalini won't rise. So,
all your life you tortured yourself, now at least at this time you should forgive everyone. I mean to say you should be very
pleasantly placed towards yourself.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what Glory awaits you. You will only know your meaning and your
greatness once you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All right, now very simple things we have to do; [Yogi's name/UNCLEAR],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You can show them, come along. Now, he will show you how we are going to nourish our centres ourselves.
First, you see that, and then we will have to close our eyes; it will take hardly 10 minutes altogether. I'd be happy if you could
take out your shoes because this mother Earth helps us a lot. And both the feet have to be apart from each other because these
are two powers which work within us. Please, keep the shoes behind, it would be better. Now, please put both your feet away
from each other. Left side is the power of Desire; the right side is the power of Action. So you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like this
on your lap very comfortably. You have to sit comfortably, not bending too much or bending backwards, but you are comfortable.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suggests that it is your desire to have Self-realization; it's symbolic. The right hand we will use
for nourishing our centres on the left-hand side. All right; so now -he will show you also, you can have a look-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On your heart. Here resides the Spirit; but the seed of the Spirit is i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ich was a soft bone
in our childhood. Then we take our right hand on the upper portion of 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This is the centre of
your master. This is created by great incarnations of great masters, like prophets. Now, this right hand you have to take it in the
low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and press it hard. This is the centre of pure knowledge. Pure knowledge is that
which manifests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is is what Buddha is. From where the word Buddha has come. That means it
is not mental, but you feel i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lso from Vidyâ, Vidyâ is meaning the same thing.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again o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and press it hard with your fingers. Again, raise your hand on your heart.
Now raise your hand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your shoulder. And turn your head to your right, fully.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this centre is in jeopardy when you feel guilty. Please do not feel guilty about anything. Now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forehead across and now put down your head. This is the centre where you have to ask for forgiveness,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Now you have to take your hand back on the back side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Here you have to ask forgiveness from the all-pervading power,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counting your mistakes. Now
the last centre, which is important: stretch your hand palm fully, bend your head down and put the centre of your palm exactly on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ich was a soft bone in your childhood. Now press it hard, push back your fingers; important is to push
back your fingers so there's good pressure. Good pressure on your scalp; now please move your scalp slowly seven times
clockwise, slowly seven times clockwise. That's all we have to do. There's one thing you have to bend your head, that's better.
Then you can pressurize it better. And don't move the hand, move the scalp, please. All right, that's very simple now. Now, we
close our eyes; you may take out your spectacles. If there's something tight on your neck or on your waist, you can loosen it a
little bit. Close your eyes please; keep both the feet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Now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nowhere you have to ask a question to me. You may call me Sri Mataji or Mother, whatever you like. Now
ask a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Please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Now if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your guide, you are your master. So now please take down your hand on the left-hand side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And here you ask a question again three times: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Ask this
question three times.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 respect your freedom and as you have to attain the complete freedom, I have
to respect your freedom. So I cannot force pure knowledge on you. You have to ask for it. So now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Here, you asked six times because this centre has six petals: "Mother,
please give me pure knowledge". Say it six times. As you start asking for pure knowledge, this Kundalini starts rising. So we
have to nourish the upper centres with our self-confidence. So please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to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And here you have to say with full confidence ten times: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the truth is that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not your conditioning, your ego, but you are the pure Spirit. So
now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and here with full confidence say twelve times: "Mother, I am the Spirit". This
all-pervading power is the ocean of knowledge. It is the ocean of compassion and bliss. It is the ocean of Joy. But above all, it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and whatever mistakes you commit, this ocean of forgiveness is very powerful and he can dissolve all
of them.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your shoulder. And now put your head towards the right, fully.
Here you have to say again with full confidence, 16 times: "Mother, I am not guilty at all".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whether
you forgive or don't forgive, you don't do anything. It is a myth that we do not forgive and as a result, we torture ourselves and
play into wrong hands. So now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forehead across; and please fully put down your head. Here
you have to say from your heart, not how many times: "Mother, I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Please send your head, please
bend it. I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please is very important. Say from your heart. Now please take your right hand on the back
side of your head and hold it tight. Push back your head as far as possible. Here,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counting your
mistakes, just for your satisfaction, you have to say from your heart again, not how many times: "O Divine power, if I have done
any mistakes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please forgive me". Please put your hand on the back side of your head, push back
your head. Now, the last centre; now stretch your palm, put the centre of your palm on top of your fontanel bone. Now again I
cannot cross over your freedom. I respect it and I cannot force Self-realization on you; you have to ask for it. So now press your
scalp fully and move it seven times slowly saying "Mother, please give me Self-realization". Bend your head. Move your skull
clockwise with full pressure. Now take down your hands please; please put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at and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now put your right hand like this and bend your head and see with the left hand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 your fontanel bone area. Now don't put your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please; away from it, some people get much
further. You might get also a hot breeze,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 are not forgiven. Now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now bend again your head and see for yourself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out of…now do not doubt…maybe hot
breeze. Now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again bend your head and see for yourself again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coming up. Now raise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the sky like this and fully bend back and ask a question three times: Mother, is
this the power of God's Love? Other: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Mother, is this the Paramachaitanya? Now please
bring down your hands, please.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the cool breeze or hot breeze out of your head or on your fingertips and
hands, please raise both your hands; both your hands, please. It's good. May God bless you. You all felt it? Then, good.
Tomorrow again those who have not felt it will feel it tomorrow and I'll meet all of you individually. Also, you can telephone to your
friends and ask them to come. Isn't it? And or maybe they are feeling guilty? So tomorrow it will work out. I am sure it will. Thank
you very much. Hope to see you tomorrow with all your friends, and I hope to be here very early. And I'll explain to you
everything. (The white skin doesn't get it). There, they all got it. Good, we hope to see you tomorrow again and get more friends.
Now you should not discuss around you because this is beyond mind. You can't think about it. If you start thinking you lose again
the vibration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very good beginning. Yogini: You will give us course? Sri Mataji: Yes. Yogini:
When? Sri Mataji: Tomorrow. We'll be having a follow-on here later on. Tomorrow, I'll tell you all about this,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will have a follow-on.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All right, tomorrow; and also we are having here some people who are staying
over there come all the way from Switzerland and they want to have a follow-on program. Yogini: [UNCLEAR] We are very late.
Sri Mataji: What happened is that today there was some sort of flooding on the way and for this, we were stuck at the airport. Do
you come from what part of India? Yogini: I live here for 20 years. I'm Jaïn. Sri Mataji: Jaïn is the thing I'm teaching you. What
Parshwanath has done, you see. Jaïn is to know. Yogini: Yes, I know. Sri Mataji: So now this is what it is you have to have, all
right? All right; May God bless you. I'm very happy. A yogini, leading another yogini to Sri Mataji: She has a problem in the back.

1990-1110, 台北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台北公开讲座 1990年11月10日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寻者致敬。首先，我要先讲明白，真理是如其所如的。我们不能用人类的知觉
、意识去组织它，亦不能把它概念化。无论从前其它人怎样对你说过，或无论现在我快将怎样告诉你，你必须像个科学家那样，
用开放的心灵去听。你不应盲目地相信我，盲目的信仰不能把你带往觉醒。但你必须保持自己心灵的开放，把今天所讲述的，当
为一项科学假设。然后，若果这假设获得证实，那么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你就要接受它。 真理是十分简单的，第一点是最基本的
，那就是：你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思想，你亦不是这个知识，或这个思想积习，或自我，你们是纯洁的灵；第二点是：有一
个无所不在的，神的浩爱的力量存在，它造就了所有有关生命的工作。譬如这些美丽的花朵，是由一粒种子发芽生成的，我们甚
至不曾思考过，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所有这些生命的工作，都是由这个无所不在的精微力量所成就的。 当你成为灵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指掌上，感应出这无所不在的力量，在你手指上像一股凉风般。无论你怎去相信，或怎去思考事物，到某一时间你会
感到空虚。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已变成了人类，你必须再成为一个「灵」，来作为这过程的最后突破。这是个生命的过程，
譬如大地之母为我们孕育了这多么美丽的事物，我们不曾付上什么代价，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她就是有这个能力，
因此你不能付钱买你的进化，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霎哈嘉」的意思是「与生俱来」，我们是与生俱来有这个权利去达至「
瑜伽」，即是与无所不在的力量合一。作为人类，你是有这权利，与上天浩爱的力量合一的。刚才大家已听过，有关人体内部精
微能量系统的简介，它造就你的进化。灵量(Kundalini)是潜藏在我们三角骨内的力量，它卷曲成三圈半，而这骨在医学词汇上叫s
acrum

bone(荐骨)，那表示希腊人早就知道，这是块神圣的骨。这灵量是我们体内已有的力量，它是个来自纯洁愿望的力量。我

们知道在经济学理论上，人的欲望是一般地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今天你想有间屋，明天你想有部汽车，再然后又想有部直升机
。今天你想有间屋，但当我们得到屋后，却未能完全获得满足。但这个已存在于我们体内的力量，是个纯洁愿望的力量，无论你
察觉它存在与否，它都已经存在于我们里面，而且这纯洁的愿望就是要与那无所不在的力量合一。就像这仪器[麦克风]，若不是接
驳上总电源的话，它就没有意义了。同样，若我们不是接上了宇宙的大源，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成为了灵体之后，
你就跳进了真理的汪洋，进入了绝对的真理。所有已经得到自觉的灵，所有已得觉醒的灵和导师都讲述过同样的事。因此你藉此
可得知真理，再没有分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不仅只是思维上的概念，它却是真实的。但这种经验必须由自己活生生地去实现过
才可。很多人都讲过有关的事，就妄说自己已得到重生。不过，这不是一种什么证书文凭，它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这状态中，
你可以感应到这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而且你可以使用它，更自动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在光里面，你看见一切。 例如，你
正拿着一条蛇，坐在黑暗中，当有人说你拿着一条蛇，你未必相信。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绳吧。」你未必会丢开牠，直至牠咬
你一口为止。但当一有光，即使是少许的光，你就会立刻把蛇丢掉。当你找到了灵体上的光，你就能把所有对自己有损害的东西
抛弃掉。而且，你有力量可以这样做到。我们见过有人，一夜间戒掉毒瘾，亦有不少人，因而获得了生命的转化。他们都不明白
，为何会这么突然地有如此重大改变，他们变得极有活力，也极有爱心。 在真理之内，不可以有虚假作弊，这是现实。现实必须
如其所如地去面对的。进入现实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是个多美丽的人，多么有活力和有爱心。最终你能够与真理合一，你知道
真理，你会像个静观者般去看这个世界，享受这出戏剧。再没有什么争斗，只是去享受各种爱和恩赐，你进入了喜乐的汪洋。喜
乐是没有两重性的，没有喜乐与不喜乐，而只有喜乐。

我抱歉这么迟才来到这个国家(中国)，我在过去二十年内，一直这样周游

列国去传扬，现在已有五十六国有霎哈嘉瑜伽在不断发展，而且有很多不治之症，都能藉提升灵量而得到医治，严重的疾病也给
治好。在印度有三个修习霎哈嘉瑜伽的医生，借着霎哈嘉瑜伽医治好一些如癫痫症和血癌等不治之症，而获得医学博士衔。在伦
敦有七个医生正研究霎哈嘉瑜伽。那些一切都不过只是提升灵量后的副产品吧，它绝非是最终目的。你自己会获得令其它人也得
到自觉的能力，同时你知道有关内在真我的一切知识。你亦成为有集体意识的人，你可以感应到别人能量中心的问题，那即是说
你可以从指掌上，感知别人能量中心的状况。所以，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很抱歉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首次来到这地，先想
大家发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才做一个获得自觉的练习。 问：半年前我在意外中脊椎受伤，一直有痛，可以练习霎哈嘉瑜伽吗？
答：之后我会教她。 问：你在讲话时提过很多次世上有神。到底这神是指某一个特别的吗？只有一个？还是另有其它神呢？ 58
答：我想，人最好先得到自觉。神不是个概念，而是一个事实。但祂有很多不同面相，就即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父亲、叔伯和儿
子般有不同角色面相。但当人得到自觉后，你会知道一切，而且知道真相，因为在得到自觉之后，人就容易找到真理。又例如基
督曾说祂是神的儿子，但很多人不信。但在得到自觉之后，你可以这样问一个问题：「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会立刻感应到手
掌上有生命能量，一种清凉的能量，那就可以证明基督确是神的儿子，现在有很多犹太裔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他们都崇拜耶稣
基督了。盲目的信仰亦是由于宗教上的条件制约所造成的，但我们要先找出真相，因为所有降世的先知或神祇，都是来自同一个
上天的力量。祂们就好像灵性树上不同的花朵，在不同时代开花，祂们是生命的花朵。但人类却把花朵占为己有，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并互相争斗。当我们生长于某一宗教内时，就会以为自己的宗教最好，其它的都是差的。每一个都如此想，但无论你
是基督徒、印度教徒、回教徒、佛教徒或任何什么也好，任何人都可作出各种罪行来，我们的争执实是无谓。因为他们基本上，
都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都是盲目的。他们不愿睁开眼睛去看看，你们必须使用你们的智能。所有这些人都说过要寻找真我，
所有宗教都教人要作自我内在的追求，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的宗教都是追求金钱或权力的，都是人造出来的，没有一个是

追求灵性的。所谓灵性，就是指那个在我们内里的普遍存有(universal being)。此之所以人类现今四分五裂，互相分离。试想，以
神的名义，弄至今天的地步，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呢。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什么，都不必盲目去相信，当你得到你的觉醒之后
，你就可以自行判断。还有其它问题吗？ 问：霎哈嘉瑜伽与圣经有什么不同呢？ 60 答：在圣经里，基督说人要重生。祂又说：
「我会派遣圣灵来辅导你，安慰你，令你得安慰。」祂亦会救赎你，亦即是说会把你带至灵性上的更高境界。但现在人们不去理
会什么是圣灵，对他们来说圣灵是一件神秘事。其实并不神秘，练习霎哈嘉瑜伽之后，你就会明白。我自己是生于一个基督徒家
庭，我为那些人四处杀人，去强迫别人归教而大感惊愕。感谢上帝，哥伦布没有到印度而去了美洲，否则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美国的土著(原居民)在哥伦布到来之后全死光，没有一个剩下。在阿根庭和智利，当我想见土著，人们却要把我带到博物馆去看。
有些土著一直跑到哥伦比亚，和下方的玻利维亚，在那里躲藏，这就是基督徒所为吗？这是否基督叫我们去做的事呢？首先，基
督没有叫我们要感到有罪，祂为我们的罪而死。其实耶稣的位置，就在前额轮(宽恕轮)，那即是前额视神经交叉之处。它控制松果
线和脑下垂体，所以当灵量一升，经过这轮穴时，就唤醒位于那里的基督的力量，祂会吸入我们的自我和超我，并打开我们的顶
轮(自觉轮)。这就是切切实实，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意思。所以现今我们为何仍要受苦呢？祂已为我们受了苦，神不想人去受苦
。这些全是虚构的，说你要受苦，要付钱给那些人来赎罪。神是我们的父，是慈爱的父亲，是众父之父，所以祂有什么理由要我
们受苦呢？这些一切捏造的都有人宣扬，不论是佛教、基督教、印度教或回教也好，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受苦。还有什么问题吗
？

问：......

答：只有用这个身体，我们才可以令他人得自觉。那时我们就不想逃避，我们只想令他人都得到你已得到的。

问：但我们始终要死亡吧！ 答：无问题，那是将来的事，等着瞧吧。但有很多现世工作等着去做，得到自觉后，你的生命会扩大
得很，你也变得十分有活力。现在我快六十八岁了，我每三天就坐飞机远行一次，一点也不感到疲累。
问：为什么来参加霎哈嘉瑜伽的静坐，台上要有一支蜡烛呢？ 答：蜡烛是为某种人而用的。我们有两类人来静坐，一类是偏向左
脉，另一类偏向右脉。偏向左脉的人活在过去，通常是不欢、沮丧。偏向右脉的人活在将来，且有野心。故此我们要为偏左边的
人用光，而偏向右脉的人就用水，因为偏左脉的人内在的光不足，你们慢慢就会晓得一切。

问：怎样静坐呢？

答：我得先令你得到「自觉」，之后你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巩固你自己的自觉。巩固那「联系」，然后就可以静坐了。
问﹕霎哈嘉瑜伽是否和佛陀所教的相同？ 答﹕是，在梵文，一个得到自觉的人叫Dijaha，一只雀鸟也是叫Dijaha。雀鸟首先是一只蛋
，然后变成鸟。同样，人本来是封闭的，当得到自觉后，便打开了。 问﹕...... 答﹕不是这样的，你先要得到自觉，像佛陀那样。然后
，你便可以开始给予别人。佛陀没有离开他的身体，耆那教的大雄也没有离开他的身体。那些人希望离开他的身体，因为他们不
知道真理，内里感到空虚，因此才想离开这个身体。我们不想离开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要使用它。 问︰...... 答︰我坦白的告诉你
，那些离开身体的玩意是由邪灵做的，很危险，有时甚至灵魂出窍回不来。这便是为甚么有些儿童死亡，他们的灵被取去，变成
疯疯癫癫的。这是完全荒谬的，你们必须明白，每一件我们做的，我们都要明白其原理，我们究竟在做甚么。这必须是种真正的
知识，不仅在你思维的层面，而且也在你手指上知道。即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就好像一只狗不知污秽，但人却可以感觉
到。这就是觉(Buh)这个字的意思，即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在基督教早期，有个真知派(Gnostics)，在梵文(Gno)的意思是
知道。因此我们要确实的知道，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真正知道。为甚么我们要让自己盲目呢？所有你们都应该知道。你们
应该成为自己的导师。在那光里面，你便知道那些降世神祇和先知的伟大。因此你必须要求获得真正的知识，因为这是为了你的
好处，也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好处。现在让我们来获得这个自觉吧。

1990-1225, 圣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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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崇拜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1990年12月25日 今天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一个机缘来庆祝基督的诞生。祂出生在马槽中。所有这些事
情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祂注定是在极其困难的情況下出生于马槽中，这表明无论你出身贫穷或富有，出生于困境或逆境，只要你
內在有神性，它自然会发光。由于基督徒持有一种非常错误的、偏离的观点，所以他们从未能理解基督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纯
洁无暇的概念是完全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认为这多少有点像神话故事。 但在印度我们确实相信，Shri Gauri（锡吕•哥维）用自己
的生命能量创造了锡吕•格涅沙，祂成为根轮的神祇。我们接受这个说法。但西方人不接受。他们从来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
他们的思维过度发展并且宰制了他们。可能他们并不像印度人这么历史悠久，所以他们无法理解到毕竟祂是神。即使对于神的理
解也是非常思维化的。而且，基督教所走的路并未为信众提供任何适宜的指导。相反，凡是遇到挫败，他们就会说：“这真是无法
想像。”但印度人很容易理解——对神来说一切皆有可能。毕竟祂是神，是全能的神，因为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态度，其层次远远低
于灵的知识，这类肤浅的知识是平凡的、锁碎的、它永远不会让人接受神的伟大。 我有个奶奶，是我父亲的姨妈，她以前常常跟
我们讲一个很好的故事，故事中有个人准备去见神。当然，在印度，每个人都理解这一切。他们不会说：“他怎么去见神呢？”但他
们就是接受。好吧，他准备去见神。于是当他正走在路上时，他发现一位先生坐在路边，什么也没做，就只是美美地唱着歌，颂
赞神的拜赞歌。于是绅士说：“哎呀，你准备去见神吗？”“是的，我准备去见祂，你有什么口信要我捎给祂吗？”“有啊，请告诉祂我
一切都好，但祂应该给我安排食物，因为我觉得食物要吃完了。”他说：“真的？那就是你想要我告诉神的吗？”“是的，是的，请告
诉祂。哎呀，当然祂会安排的，但还是请告诉祂。” 于是他继续赶路，遇到另一位先生，正在倒立，或者如果换成基督教的修行方
式，我敢说，他每天衣冠楚楚地上教堂，每天唱着圣歌，聆听牧师的布道，隨你怎么说了；换成印度教的修行方式，我们可以说
，他每天都去庙宇，头倒立，做各种瑜伽体势和所有（印度教徒要做）的事情。于是那位先生问他：“请去帮我问问神——我已经
尝试了所有的事情，祂什么时候接见我啊？我想去见祂，得到祂的祝福。”他回答：“好的”。 于是他来到神那里，做完了自己要做
的事后，神便问他：“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他说：“没有了，但在来的路上我遇到一位先生，他说‘我做了各种事情，尝试了各
种办法，什么时候神接见我呢？我倒立，我也做各种瑜伽体势和各种事情，我也去了教堂和寺院，我祈祷，做各种各样的祷告，
但什么时候神才接见我呢？’” 神说：“告诉他，他还要再做些事。瞧，这并不容易。当霎哈嘉瑜伽降临，我们就会见面了。”接着他
又说：“还有一个人，也是在路上遇上的，你看。他就在那很享受地唱拜赞，忽然他看到了我，然后告诉我：‘瞧，我的食物现在吃
光了，请让神给我一点吃的吧！’”我说：“真的，食物就要吃完了？”神立即说：“那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不去照顾他？他的食物没
了呀。”“哦，不，不，先生，我们昨天已经安排过了，就是这样”，他说：“好的，没关系”。

你瞧，他不能理解，你知道，对这个

尝试了所有方法的家伙，神一个劲说他必须还要等。而那个人只是唱唱拜赞歌，如此而已，这个人寻求神却一事不做，神为什么
对他还印象深刻呢？ 接着神意识到他掉入某种幻象之中，所以神告诉他：“好的，你去告诉他们一件事，向他们两个说同一件事情
，就说：‘当我见到神时，我看见祂让一只骆驼穿过了一个针眼’”。他说：“我真的要这样告诉他们吗？”“是的，是的，你告诉他们
就行了，看看他们的反应。”

于是他往回走，碰到第一个人，他问：“神怎么说？”那个去见神的人说：“神说‘等到霎哈嘉瑜伽到来

之时，我就接见你。在这之前你继续维持现状。’”“哦，神啊。霎哈嘉瑜伽什么时候到来呢？”他又说：“神终究会在某一天接见我的
，我希望霎哈嘉瑜伽某天也会来到。” 他很失望。于是他继续，他问去见神的那个人：“当你去见神时，你看见了什么？”去见神的
那个人说：“我看见神让一只骆驼穿过了针眼？”他说：“什么，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骆驼穿过了针眼，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
能的，看看骆驼的块头，而针眼那么细小。它怎么可能穿过？不，不，不，你只不过是在讲故事，因为你见过神，你想炫耀，就
是这样。我，我不相信这种胡言乱语。你在说谎，别打算愚弄我。” 接着去见神的那个人又去到另一个人那里，此人正在街上美美
地吃着东西，去见神的那个人说：“你好吗？”“我知道在你来之前神就安排好了，我知道终究一切都很好。你看神总是时时刻刻照
顾着我。你去那儿见到了什么？”去见神的那个人说：“我看到全能的神让一只骆驼穿过了针眼，简直是令人惊叹！” 他说：“什么，
惊叹？祂是神，你知道祂是神吗？神能做任何事！祂能做任何事情！”这下他明白了，如果你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这并
不意味着祂能将喜马拉雅山搬到马哈拉施特拉（印度西部邦）来。并不意味着这个！但意味着祂是全能的。意味着祂能做最为精
微、最为精微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大脑，思维层面无法理解的。它超越了人类思维的理解。
这就是神。是祂，创造了人类。如果祂是造物主，祂必定高于我们 。如果一个制陶的人做了一个罐子，意味着他高于这个罐子。
罐子不能创造神，即制陶的人。制陶的人制造了罐子，意味着由他制造出来的罐子，是他的某种创造，所以制陶的人必须是比罐
子更加有力量。神是什么，神创造了这个大型电脑，祂必定是这个造物者，但这点让人难以置信，或者说超越了人类的理解。我
们对一切事物都习以为常，可连构成我们自己的一粒细胞，我们也造不出来。我们什么也做不出来，人类无法创造。如果有石头
的话，当然你可以将其堆叠起来。如果有泥土，你能夠用它搭建某种房屋。那全都是由死物做出来的死物。但你能夠制造一支烧
死邪灵的蜡烛吗？你们已经亲眼看见过，在我的照片前那些邪灵被烧死。你能做到吗？ 对于这样一部尽善尽美的、错综复杂运转
着的、精密的机器，也是一部非常有活力、具有爆炸性的机器，它如何运转来创造人类，创造整个宇宙，创造这些美丽的鲜花、
树木和万事万物，目前你们、我们都一无所知。 看看这些繁星，看看它们有多少颗！在这些星星之中，神挑选了大地母亲来创造
人类。祂怎样做到的呢？当祂想把自己的孩子送来的时候，祂就能按照自己所想的方式将孩子送过来。如果人们还质疑这点，这

就显示了思维绝对还是处在泥泞之中。所以当圣人，真正的圣人告诉你锡吕•格涅沙怎样被Gauri（哥维）创造，请接受这确实是
可能的。 但请跃入其中，跃入这信心之中，只要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就能看到很多正在发生的奇迹。接着你能了解，这些奇迹
正在发生，如果还有别的奇迹需要发生，那么无论如何它也会发生。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一切皆已完成。并且我们不怀疑，
一旦你怀疑，你将再次变得和那些深陷沼泽的人类一样。 我总是说你们现在就像莲花般开放。你不是在空中飞行，你的根扎在下
面。但现在你是莲花，在莲花之上，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诞生了。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以悉妲（Sitaji）,
罗陀（Radha）, 圣母玛丽亚（Mary）的形象显现于人间。 传说，摩诃拉希什米从大海里出生。“圣母玛丽亚（Mary）”的意思是
什么？你们知道，Mare的意思是“大海”。祂出生于大海。因此祂本身就是摩诃拉希什米，祂能夠创造一个孩子。有什么损失呢?祂
能做任何事，那就是你必须超越的地方。基督徒必须升进超越基督教，并且必须理解基督降世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祂就是格涅沙
原理的降世。 人们应该尝试了解，格涅沙成为摩诃毗湿奴（Mahavishnu）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格涅沙是湿婆神的儿子。在创造
万事万物、大气、所有这些之前，锡吕. 格涅沙是最先被创造出来的，因为祂就是唵（Omkara），而唵是太初之母从湿婆神分离
出来时发出的第一音。那个声音，祂们称之为"Tan-kar"。从此唵开始了，格涅沙就是唵的化身。所以这个声音就是格涅沙，是祂
的力量，祂是创造中首要的、最重要的，只是为了产生神圣[听起来像povitrada]]。当这个神圣，这个[povitrada]被创造时，万事万
物在这个神圣的海洋之中被创造出来。接着祂降世为基督，却是以摩诃毗湿奴的形象，不是以湿婆神儿子的形象，是以摩诃毗湿
奴的形象。那么谁是毗湿奴呢？祂是锡吕•格涅沙的舅舅。锡吕•格涅沙母亲的哥哥就是锡吕•毗湿奴。所以，我们应该说，祂被摩
诃毗湿奴抚育，但是，我们可以说，摩诃拉希什米是采纳了锡吕•格涅沙的原理的。 在昆达里尼图上你能看到锡吕•格涅沙是位于
左手边，连接着左脉，而昆达里尼在其上方。所以现在发生的是，祂穿越了那个地方，如果要为了救赎而降世，祂必须作为摩诃
拉希什米的儿子降世。 因此是摩诃拉希什米养育了祂，或者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摩诃拉希什米在祂之內孕育祂自己为基督，然
后祂成为摩诃毗湿奴。在神的家族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祂们是神。在神的国度，这些事情是如何成就的，这超越了人类
大脑理解的范畴。非常难以理解，但现在你已获得自觉，你能感受到凉风，所以很多新事物会在你身上发生。所以现在相信我，
在神和女神之间没有任何不圣洁的联姻，祂们內在没有任何人类的质素。祂们全是神圣的，圣洁的人。 一旦你理解了这点，那么
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锡吕•格涅沙必须接受自己作为摩诃拉希什米的儿子，诞生为基督。因为，作为格涅沙，为了救赎，祂必须来到
我们的额轮,格涅沙并没有做救赎的工作，因为在那阶段，祂为纯真、神圣、和智慧，同时也为毁灭负性能量而生。但是祂也必须
上升，只有祂，只有格涅沙才能被带到这个狭窄的轮穴，额轮。为什么额轮这么狭窄？这是件非常科学的事情，今天我就不打算
讨论这个了。 当我们思考越多，我们就越是跑到右边或左边 ，于是原本就狭窄的额轮变得越来越狭窄，确实会持续地变成这样，
完全如此。因此在这个非常精微的区域只有基督可以成为精微的，因为祂是精微之中最精微的。祂甚至比原子还要精微，因为那
些在原子中做着对称或不对称的运动的生命能量，比原子要精微。并且这就是更为精微的部分。 于是在那极度狭窄的区域內，只
有像基督那样的人格，祂什么也不是，只是纯洁。祂內在没有别的元素，只有纯洁。所有其他的降世神祇都有着五大元素，祂什
么都没有，祂什么也不是，只是生命能量。那就是为什么祂能夠行走于水上，因为祂身体內没有品质，祂体內没有物质。除了生
命能量本身外，没有物质，没有元素。唵在泥土之中变成了格涅沙，或者可以说，唵变成了某种物质，这种物质源自祂的身体，
就是生命能量。因此在格涅沙的阶段，可以说，生命能量就是以那种方式保存着，但在基督的时代就不再那样了。 但是在基督死
后和复活之后，整个戏剧还在上演，因为就是祂，掌管着我们的复活，因为祂就是门。祂就是道路，因为祂是锡吕•格涅沙。唵即
是道路，祂就是门，但祂不是目的地。祂的母亲才是目的地。摩诃拉希什米也不是目的地，甚至摩诃迦利、摩诃莎娃斯娃蒂也不
是目的地。太初之母才是你必须到达的目的地。

所有这些从未在圣经中说起，因为祂公开活着的时间几乎不超过4年。他们也不

想说起这些，因为他们不知道，而且，所有神圣的事物都受到明显的压制，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业化的机构，就像在印度我们也有
各种各样的商业机构一样。印度唯一的优势是宗教没有被组织。感谢神！他们组织了基督，组织了所有的基督原理，组织了所有
的一切，现在他们认为祂是一个好人，给祂颁发了一个怎样的证书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此庆祝唵的诞生，这是件很重大的事件
。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它，它是什么，它渗入万事万物，无论是[听起来像是anu, paramanu]原子、分子，它渗入各种化学品的
组成中，也渗入在周期律中，也渗入重力之中，它渗入每样运动的事物，这就是唵，你的生命能量不是别的正是唵。实际上，在
我照片中，生命能量就是以唵的方式显现。在人们的头上写着唵。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些光看起来象唵？在霎哈嘉瑜伽士的头
上，所有的瑜伽士头上怎会有唵呢？或者阿拉伯语写成的安拉（Allah），用阿拉伯语写的我的名字也是如此。 是谁正在成就这些
？就是祂，成就了这一切。所以唵本身就以各种形象来做事，以说服你太初之母的存在。祂就是那个掌管所有这些力量的人。祂
没有进入照片，没有，祂不会的，但祂玩着把戏。毕竟你看，如果你分析细节，你怎么能照出一张照片呢？通过光，光笔直穿过
，一条直线。但如果祂想的话，祂能夠让光走出另一种圆形的路线。 祂能夠将光变形成为其他的东西。祂能夠做任何祂喜欢的事
情。那就是祂的所作所为，为了让你信服。并且祂说：“任何违背我的事情我都会容忍，但对圣灵的冒犯是不被容忍的。”圣灵就是
太初之母。没有祂你无法到达顶轮，因此整个戏剧中祂就像持线者（sutra dhara），祂就是那个做事者，那个在木偶剧表演中操
纵线的人。因此我们每次在崇拜中向格涅沙做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向祂祷告，就如我们向耶稣基督祷告一样。每次，没有
祂的吉祥，没有祂的帮助，我们无法成就霎哈嘉瑜伽。祂就是掌管者。看我坐在这里，而祂是掌管者。试想如果没有安排我怎能
在这里讲话？什么也不会发生。但祂是如此有效率，而你从未看出是祂成就着事情，做着一切事情。 Translation from Hindi: You
all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all what I spoke in English. Today is the Birthday of Shri Issa Masih. It is the
greatness of Issa Masih that I was explaining. We pray to Shri Ganesha we sing stutis (praises to Shri Ganesha), because

everything says we must sing His praises. But what is this stuti singing. What is Shri Ganesha. We see that He is Omkara.
What is Omkara. All the workings of this universe happens only by the energy of this Omkara, which we call as Chaitanya,
vibrations. Brahma Chaitanya. The sakar (visible form) of Brahma Chaitanya is Omkar, and the (vigraha) embodiment of that is
Shri Ganesha. And, the incarnation of that has come as Issa Masih.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is; otherwise
when we sing stutis to Shri Ganesha we go into a frenzy, like mad people. Each word that we use for Him, we are enumerating
His powers. Why are we doing it. Because you have some shakti, another has some shakti, so what is the purpose of
pronouncing these shaktis (powers). The reason is, that we desire that all these shaktis and qualities of His, which we do not
possess, should become a part of our beings also. But His greatest strength and power, is His innocence and holiness.
Whoever possesses the quality of purity and innocence, is the most powerful. Nobody can touch such a person. Like soap. No
matter what you wash with it, it does not become dirty itself. Sometimes even soap can get dirty. But this is Omkara, which can
never lose its purity and holiness. It is an eternal quality, or it is the shakti of performing totally dedicated work. (Anan, where
there is no other). So when you adore and worship, you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we want to absorb this shakti; and it
should establish within us the eternal innocence and purity, and all our chakras become cleansed and purified. Our life becomes
(shuddh) pure, our (samaj) society, our (raajkaran) government of the nation, our country, and the entire world all becomes
completely cleansed and purified. And only in that state of purity and virtues, can we have bliss and joy (anand). It is like, after a
bath and change of clothes, you feel the joy of being cleansed. It feels good. And when your entire life becomes cleansed with
this Omkar, then you get the joy, which is called Aatma-anand (joy of the spirit. You get that. And even in Atma, the energy that
is there, that is also the shakti (energy) of Omkara. But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Omkar. We say it is A-U-M
and Ardhmatra (half-syllable). Just by saying this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full meaning. And this Chatwari (four shaktis) of
Shri Ganesha, it is His genesis or manifestation that you get in the life of Shri Jesus Christ. But He had a public life of only four
years. And for some reason, very little was known about Him in India. But now the peopl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recognise Him. But this is only a mental acceptance. Nothing else. There is no heart involved. Only the head. And such a
knowledge is too subtle to enter their brain. To understand such a subtle knowledge, the brain has to be enlightened. The
aggregate of Divine Rays has to enter the brain, and give it the shakti of sensitivity. Now if the brightness of these lights comes
into the eyes, it blinds you. But the inner light, when it shines, it does not blind you. But everything becomes clear and can be
understood clearly. How to get that Light of the Spirit. The Agnya Chakra which is here, in level with the brain plate. Here, this is
where it is located. Here, the Medha (intelligence, wisdom) opens out. It is closed like this, but when in opens, then we see that
Agnya Chakra has opened, and then the Kundalini passes inside through this opening, and when She enters the upper part of
the brain, above the brain plate; then inside the brain an astonishing, extraordinary thing happens, which is beyond human
dimension; beyond the human (buddhi) intelligence. One gets drenched, inundated, in this divine energy; and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what is truth, and what is untruth. Through this divine energy (Daivi Shakti) you also begin to feel the chakras on the
hands. Gradually you will not need to feel it on the hands. You will just know, spontaneously,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Like it takes time to kno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but some people immediately get the indication. I would say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the blessings of Issa Masih. The same people are involved in their mental understanding; or caught in the web of
class and caste difference; or difference in belief and religion, or judging that Indians are better, or English are better; narrow
mindedness and petty indedness; miserliness and other kinds of useless things. In our country, I don’t know how, but we get all
these parasites like mosquitoes, bugs and other pestilence. The nasty things we get here, we do not get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lengths to which people go to fall into ditches, can only be seen here. Sometimes it is very surprising that in a county
which has had so many incarnations, whose culture is so filled with bhakti (religious devotion and piety) and who worship God
Almighty, should have fallen into the deep mire of selfishness, rough and rude behaviour, and allowed ourselves to go to rot.
And continue to rot (sadna).

At lease after coming into Sahaja Yoga this should have gone.

But still caste and creed

differences; this, that, and all kinds of prejudices of the world, are making us into creepy insects and worms. Vishwa Nirmala
Dharma. This Dharma is the dharma of Omkar (mysterious syllable containing the attributes of the Supreme Being). The
dharma of holiness and purity. And if you are sticking on to these bad inclinations and habits, then you cannot sustain in Sahaja
Yoga. This is not an outwardly show, of saying that I believe in Sahaja Yoga, I do pujas of Shri Mataji, I go to the centre
regularly; I keep Her Photograph on the altar in my house, and we worship Her. Neither will you benefit, nor will the world benefit
from this sham and false behaviour of yours. Any lamp can claim that I am giving light to the world. One can ask, where is the
light. Show me your light. We are always deceiving ourselves. We should make a resolution that, no, we are not going to
indulge into this deception any more. We are going to give up all this, and go into Sahaja Yoga, and go deep. Only then will you
benefit from it. Now I have seen the half baked people, what happens to them. May be sometimes, if you have been to a wrong

guru, you might have a lot of difficulties. Or if you mix with bad company also you may land up into difficulties. Because the time
into which you have now come, it is called Krita Yuga, where the Brahma Chaitanya becomes active and effective. It starts
doing its work. Now, in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can neither deceive yourself or deceive others. Nor can you deceive Me! The
person who takes to the road of deception, will immediately get the fruit of his actions. One gentleman came and told Me, that
“Shri Mataji when I sit in meditation, my face swells and becomes so big”. So I said,” Oh, what happens”. He said, “It becomes
big, like Shri Hanuman’s”. So I said, “Very good. You are becoming like Shri Hanuman”. He said – “No, No. Shri Mataji. It
grows so much, I am afraid my face might burst some day”. So I asked, “Do you chew tobacco?” He admitted that he did. So I
said – “Better keep chewing tobacco. Why do you want to meditate”. They will eat tobacco and they will also meditate. Then
the face is bound to expand. Another person came and said, “Shri Mataji, this index finger of mind has got cut. I said, “Oh I see.
Were you smoking a cigarette?” He said “Yes”. So he got hurt on that finger. Another one had a motor car accident. He came
and showed me that only his right index finger got injured. “I got hurt on this finger because I was smoking”. You come to Sahaja
Yoga and then you continue with your smoking of cigarettes, and drinking alcohol, and a whole lot of other bad practices. And
they will pin a big badge and go about saying “I am a Sahaja Yogi”. That badge that you are wearing; that same badge will
come and break your head. I am warning you. Better understand that wearing My badge is not such a simple thing. This badge
that you are wearing, that will come and break your head. I do not wish it to happen. I do not make it happen. Understand.
This badge is not an ordinary thing. It is a Vigraha (form or shape of God). It has a coefficience. Means, Chaitanya (divine
vibrations) flows from it. That same Chaitanya will twist you. Then you will say – “Shri Mataji, I was wearing your badge as I
slept, then how did this happen. Why me”. It was from the badge that the Chaitanya came and broke your head. That is why I
say, “Don’t wear a badge”. And, if you do, then be worthy of wearing it. Nowadays every one wants a badge. Give me a locket
to wear around my neck. Yes. Do wear it. But with great caution. Do you understand.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if anything
happens. Some will say, “Shri Mataji, I wore this badge and went, and still I slipped and broke my leg.” So better not to wear it
casually and carelessly. If you want to wear, then make yourself worthy of it. And if you cannot make yourself worthy and still
wear it, then God save you from Lord Jesus Christ. And, Shri Ganesha is more exacting than Him. He always carries a Parashu
(battle axe) in His left hand, and He just wields it and I cannot do anything. I cannot control them. They will advise you not to
disrespect the badge, and if you do, then take the consequences. So, wearing of badge, pendant or ring, is very demanding in
its protocols. When you go into a toilet or unclean places, remove and keep it safe and unexposed. You must be careful to
guard it from unholy environments. Even My Hair. If you find it anywhere, you must keep it safely and return it to Me. Please be
very careful. This Hair of Mine was given by Yama (God of Death), and he is always watchful of it. So please return it if you find
sit, because I am your Mother. I don’t want you to get into trouble. But these are not your Mother or your Father. They are your
brothers, and they keep following you with a big rod. That is why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come into Sahaja Yoga.
It is not a place of enjoyment, fun, and bhajans. If that was so, from where did the beating come? This is why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and speciality of Sahaja Yoga.

That this is the kingdom of Paramatma (God Almighty), and

Paramatma is not a Mother. A Mother is loving, kind, and She always feels that, they are still children, and they do things
sometimes. It does not matter. But God Almighty is watching your behaviour. Everything has been given to you in Sahaja Yoga
after so much care and difficulty by your Mother. Where are you faltering now. What wrongdoings are you indulging into now.
And that is why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nd alert. I will say this, that Adi Shakti is verily the Shakti, the energy of Paramatma;
His Desire. But Paramatma is constantly watching, that these Sahaja Yogis who are making such a show, how many of them
are genuine and honest; and who among these has to be corrected and put in his place. He is making all these observations. All
those who are good should also get attention. But this is not what He is doing. He is only noting down those who are fakes and
frauds and need to be corrected. He will censure and chastise. That is why it is My sincere advice that whatever you do, do it
with a clean, and pure, and innocent mind. I am openly telling you that if you have any wrong ideas and false knowledge; blind
faith in falsehood; any prejudices of caste, creed, colour or community; all of which are unworthy of Sahaja Yogis; you remove all
these unwanted things, and then only wear My badge or pendant. Because with every pendant one Gana is attached, and on
duty. And they are watching you, up and down. As much as they protect you, in this way also they are preventing you from
doing wrong things, because they know you inside out. So today this is a warning, or notice of danger. We are also fortunate
that Jesus Christ came and established Himself on the Agnya Chakra, and became the cause of our resurrection. Otherwise
resurrection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achievable for Sahaja Yogis. His coming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re is no fight or
disagreement between anyone. Everyone knows that on this Tree of Life, all had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the tree,
so that the Sahasrara could be got ready for the final culmination. But if there is no tree, from where would the Sahasrara come.
And if the Sahasrara has manifested, then it was the tree which worked out this happening.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ee to

protect and look after the Sahasrara, and to destroy any attempt to disturb its completion. So today is the day, we should
recognise and thank Shri Jesus for coming, because without Him our resurrection would not be complete. When it was told to
Shri Ganesha that when the time for resurrection comes, You have to look after Me. This is what was told to Him. That when
the time for Moksha (deliverance from rebirth) comes, that is the time Shri Ganesha arrives at Agnya Chakra, and protects and
takes care of you. That is why today is a very auspicious day for all of us. A joy giving day, and also a day when we are warned
to be careful. Because at Agnya if you stray, then you will land in the lunatic asylum, or you will be afflicted with some other
disease. We should maintain holiness of the Agnya, means our thoughts should be absolutely pure and holy. And as you keep
rising, bad thoughts will stop coming. They will stop completely. Sahaja Yoga is only for your joy, your greatness, your gravity,
your dignity, and your progress. And after all this, if we do not support the work of Sahaja Yoga, do not encourage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for Sahaja Yoga, and instead, try to put obstacles in the progress, then such people come in for dire
punishment. Those who are doing the job with full honesty and involvement, we should also support in the same measure. In
some people I see the shortcoming of miserliness. They save money. Like – from every quarter that we can save four rupees
lets save it. Save from here, save from there. Where you are able to save four rupees, you will find that you will have to spend
four hundred rupees somewhere else. And in Sahaja Yoga, sometimes the rupee spent with love and dedication, is equal to a
lakh (million) of rupees. Means, it will actualise in rupees! We are not donating to Shri Mataji. Everything belongs to Her. And
we are spending on Her, what belongs to Her. And you are well aware that I do not accept or expect anything.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I keep resisting and saying, please do not give Me any gifts or sarees. I do not need anything.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tussle is going on, and nobody is willing to accept My refusal. And as the time passes, costs are going up, but still they will not
stop. But, for the running of Sahaja Yoga money is required. But here people think it is very clever to get free meals in Sahaja
Yoga. Later on if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stomach, I am not responsible. This place is not for beggars. It is for the Kings.
For those who have (Raja Tabiyat) royal temperament. If you have kingly qualities you are most welcome. You don’t have to
have wealth. Just qualities. The rich are so miserly and wretched, and so strange,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them.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s like Myself. Not rich, but large and generous hearted, who want to keep on giving. If one hand is open you will
take. But if the other hand does not open to give, then things will stop coming to you. That is why, whenever I hear about miserly
people, I feel aversion and disgust. I feel nauseated. I was so impressed and happy the other day, when we ran out of gifts,
people were lovingly accepting My Photograph. “ Shri Mataji, that is all we want”! That deep satisfaction must come first. Only
after satisfaction the human being can do (tyag) renunciation. Of course no one can do tyag (renunciation) like Issa Masih. But
that sacrifice should be done with full love. Yes, there will be a little difficulty. No problem. But we can know from a special and
noble job, that we are not doing it for ourselves, but for every one. This year I am going to call for a list, especially of the Bombay
people. I have received complaints that they just do not want to pay any money for anything. And here in Bombay stands the
great Mahalakshmi Temple. What is the use of this temple, where Shri Mahalakshmi Herself emerged spontaneously from the
Mother Earth. How did the people of Bombay become so miserly. They are thinking that Shri Mataji is spending for everything.
Let us enjoy. In any case,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whether they give money or not. BUT what will happen to them. Must
remember this. The sign of Mahalakshmi Tattwa is, that when we meditate and get rid of all our doubts and desires, this
Mahalakshmi principle becomes active, and we start searching only for the truth. If you do not have samadhan (satisfaction),
then you cannot enter Mahalakshmi Tattwa. Take the life of Shri Sita. How long did She live with Shri Rama. Shri Radha’s life.
And after that the life of the Mother of Shri Jesus. In all the three lives, so much of sacrifice and tyag (renunciation). Without
maha samadhan, this could never had happened. So, with the Mahalakshmi Tattwa, a person becomes maha samadhan
(completely satisfied and surrendered). And then from this plane, he starts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and during the search he
keeps shedding all his untruths. So in this Mahalakshmi Puja, where we are worshipping Shri Jesus and His Mother, Mary, then
we should settle in samadhan. From worldly things, and excessive desires, when we get renunciation inside, only then the
Mahalakshmi tattwa awakens within us. And then the Mahalakshmi within us, starts looking after the Lakshmi tattwa. And the
Lakshmi Tattwa starts getting established by itself. It gets activated by itself, and gives its benefits by itself. Everything
manifests and stands before us. So, the only thing I have to say is, enlarge your hearts. Make your hearts big, and enthrone the
Omkara in your hearts. That same Omkara which is Shri Ganesh, which is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all our problems become
alright. Get solved. And you can have adhikar, (loving entitlement) over Me. Without their presence within you, (Ganesha and
Shri Jesus), I cannot give you this privilege or authority! Even in the rising of the Kundalini, until such time that permission does
not come from Mooladhara, till Shri Ganesh does not give the signal; no one, not even I, can raise the Kundalini. They have
their own adhikar (entitlement) over Me. If someone begins to think that he or she is very close to Me,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at even if they are close, genuinely they are close, then it is only with the permission of Shri Ganesha that the proximity has

been allow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Issa Masih. Without His permission I do not recognise anyone. This is a (bandhan)
binding on Me. And this is why I tell you, again and again, be careful! We must obey His bandhan, and whatever He thinks or
knows about you, I have to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No matter how much I forgive in Motherly love, I cannot disregard their
permission, and we must know that they are the ones who actually help us and cleanse us. They do forgive. But they have one
condition I have no conditions or requirements. I am Nirvaaj (without expectations of returns). I do not desire anything from
you. However you are, in whatever state you are, you are acceptable to Me. But in Their judgement, if you have ever,
disrespected or disobeyed Me; or in Sahaja Yoga if you have committed any acts of dissension or put obstacles; or cheated or
been dishonest; These will get after you. That is why I am telling you, again and again, that today,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you should know what powerful shaktis are standing with you. Why don’t we honour these shaktis and imbibe them like royal
people. When we have such an elevated throne (singhasan), why don’t we ascend and take our seats on it. And live in that
royal style that behoves royalty. You are now Sahaja Yogis. It is such a great thing. And so many yogis have come to this
Ganapatiphule, where Shri Mahaganapathi presides in this place. We have come here as family of Mahaganesha. Into His
kingdom. And with His blessings all the great shaktis are inside us. But even to absorb this shakti, we have to be in purity and
bhakti. In His bhakti, there is no place for Swarth (selfishness, self interest). If we can achieve this state, then He looks after the
rest. Then He is at your service. But if you take the wrong road, he can cause you a lot of damage. I am teaching you a few
words of common sense. Because a Mother feels that these are My beloved Sons, and you should benefit from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fear that they may twist your ears. That is why I am explaining to you that we are here as a big family. We
have united. But these Elder Brothers you will have to obey, and be aware that they are sitting here and watching carefully. And
by doing puja we can pacify and make them happy. But nothing happens speedily, until and unless there is inner cleansing. So
we have to make a commitment that we are going to give up all impurities and turn our attention to purity, and make our lives
worthy. If we do this then there are only blessings, and more blessings. My eternal blessings, and thanks that all of you have
come. The thing is that My heart is overflowing, as all of you are there within Me. I love all of you, and My loving glance is
always on you. And I am always thinking of protecting you. My Attention is always on you. And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you
can write to Me. But you must cleanse yourselves. Become pure, and become auspicious, and enjoyu these endless blessings
forever.

1991-0101, 霎哈嘉瑜伽和基本医药
View online.
霎哈嘉瑜伽和基本医药 锡吕.玛塔吉.涅玛拉.戴维 — 一位祖母，学者和自由战士。她小时候曾入住圣雄甘地的静室; 学生时期研读
了医学课程，而当自由运动席卷印度时，她为国家独立而战。1970年是她起着至为重要作用的一年。这一年霎哈嘉瑜伽得以启迪
和发展，现今已传遍世界各地。 霎哈嘉瑜伽是一门整合科学，带给人们精神，身体和灵性的安康。通过我们每个人体内一个精微
能量系统的运作，可以实现我们身心灵的统一和谐。”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制约，这个自我，我们是灵。你们不必
盲目接受我所说的，因为盲目的信仰导致狂热。但是作为科学家，你们必须保持头脑开放，你要自己去证实我所说的，如果是真
实的，你们必须诚实地接受它。” 在当今的社会，这个作为我们存在根基的精微能量系统已经被人们忽略了。它失去了平衡。当今
出现的身心疾病正是这精微能量系统迫切需要被修复和给予滋养的严重诉求。我们对平安和复苏的共同愿望源自内在深处的渴求
。它是我们内在状况的反映。我们通过科学对文明和进步了解了很多。这是一颗树的成长，外在已长得枝繁叶盛，但如果不了解
我们的根，我们还是会被毁掉。所以要了解我们的根，这很重要。 每个人体内的精微能量系统或者精微身体被分为右，左和中间
3条经脉。右脉对应自动神经系统的右交感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左半球。而左脉连接大脑的右半球并对应左交感神经系统。如果一个
人右脑中风，作为常识，他左边的身体就会受到影响。与心理学家的观点一致，霎哈嘉瑜伽认为右脑负责文字、艺术和表达性思
维的功能。一般认为，这些功能女性会更有优势。左脑对应着线性的，计算和数学逻辑功能，这些一般认为是男性占优势的大脑
活动。 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 荣格博士认为左右两脉分别具有(男性的)女性特征(anima)和(女性的)男性特征(animu
s)，集体无意识则位于中脉。通过研究，他发现每个女性的内在有男性特征的一面（animus），对于男性而言，则有对应的女性
特征 (anima)。荣格一直意识到西方文化由于过于推崇男性占优势的逻辑、分析和外在成就方面而形成了不平衡。 这些被认为是
男性方面，在人类内在的右侧。右脉也为计划，行动，分析和预测活动提供所需能量。在身体层面它对应肝脏和胰腺。这个行动
的力量沿着脊椎的右侧上升在视神经交叉处穿过至左侧，在这里产生一个叫自我的东西。自我是个幻相。我们所做的只是制造些
无生命的物品，例如一些树木死了，把它们做成一些平台或者家具。我们用一些石头，修建成一个厅堂，就认为自己完成了一项
伟大工作。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只是重建无生命的东西。但是当做这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了些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自
我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右脉对应着未来。所以 计划过多、思考过多的人们耗尽了这个中心的能量，因为这个中心的首要责任是将
腹部的脂肪细胞转化为过度使用的大脑所需的灰质细胞。因而，当你思考过多时，它不得不为这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做更多的工作
。当它开始为一个功能工作时，其他的功能便被忽略了，其他功能如，照顾滋养并提供能量给肝脏、胰腺、脾脏、肾脏和部分肠
脏。 西方医学走的是右侧路线，只进行局部分析研究，而不综观整体的身体运作机能。“当然，当你忽视肝脏时，你知道人们常说
，你活到你肝脏能允许的那刻。现在这个肝脏不得不清理所有从你的身体而来的毒素。它以热力的形式产生出来，并被输送到血
液中。但当这一点被忽视，可怜的肝脏没有了能量不知道如何运转。所有的热力被积累在肝脏里面。因此一个有肝脏问题的人会
有这些症状，他会罹患偏头痛，他无法看阳光，也会脾气暴躁，易被激怒，感到愤怒，因为有太多热力。 接着这热力传递开来。
我说过在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大部分的官员们有这类问题。因为他们计划得太多，而我们要到哪里去实施这些计划呢。噢
，天知道。接着这热力上行和下移，当它下移时，它带给你一种很坏的问题，可怕的便秘。原因是热力堆积在你的肠子里，大肠
里。它也会让你的肾脏硬化，这样肾脏就出问题了，不能排出尿液。然后你要去做透析，接下来你被鉴定真正地死亡。因为你已
时日无多。这是十分昂贵的治疗，可是医生们不会坦白地告诉你，噢，你活不了啦。 这热力会上行，当它上行时，当它到达你的
右心轮，如所示这里。你会患上哮喘。当然哮喘和左脉也有关系。因此左脉问题一旦被触发，你就会得哮喘这种可怕的疾病。接
着这热力继续上行，会毁坏你的喉咙。它会让你的右臂麻木，让你的左眼发红，还会让左耳聋掉。如果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过多使
用身体和精神能量，还酗酒，他会得致命的心脏病，十分严重的那种，他有可能英年早逝。你要知道年轻人的所有这类心脏病发
作起来总是致命的。而在你的另一侧，胰脏被忽略了，如果胰脏被忽视，结果是你会患上糖尿病。甚至如果母亲过度计划和思虑
过多，她们会给孩子带来那种疾病，孩子出生就有先天糖尿病。 然后你会有第三种和脾脏有关的问题。这是最为危险的一种。当
今时代我们的生活很匆忙，总在赶时间。结果我们变得极端繁忙。假如你晚上睡得很晚，而你第二天早上不得不早起。胡乱穿好
了衣服，然后要赶去办公室。你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你妻子会给你早餐，你在路上在车里吃着早饭，然后开始读报纸。你感到震
惊，因为生活中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报纸从不报道一些好事或是做得好的事情，而总是那些不对头的事情，来耸人听闻。
有时候这真是可怕的事情，大清早的如果你看到这些可怕的报道，作为一个人，时不时的被震惊。接着你发现路上交通堵塞，你
好沮丧，以致你的平和完全被破坏了。 现在，当你处于紧急状态时脾脏负责制造红血球。你一定也知道当你吃着东西奔跑时，你
这个地方会疼。那是因为你的脾脏正在试图泵出新的红血球。现在要制造更多，可怜的脾脏不得不很努力地工作，但它理解不了
这疯狂忙乱的人性。每次当它试图配合时，它也就疯狂了。因此这个脾脏会变得疯狂，最终这种情况触发了左边的问题；你便患
上可怕的白血病或血癌。肠胃问题，胃疼和所有那些消化系统问题，也接踵而来，只因为右边的一个能量中心。我甚至还没讲述
左边的能量中心。如果我说完所有这些，整个药物学就给讲述完了。就像那样。所有这些中心的排列组合状况带给你身体方面的
问题，而左边带给你精神方面的问题。” 荣格把左脉称做集体潜意识。我们内在的这一边十分复杂，而且对身体健康方面可以有毁
灭性的影响。“因为正如霎哈嘉瑜伽所认定的那样，有7个主要的神经丛，它们的功能状况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社会行为。

这是对身心医学和人类生理学理解方面的进步。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找出行为和疾病的关系，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压力会导
致多种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关节炎等等，甚至癌症。但是人们还不知道为何一个人会得某种疾病。”

“如果你在医学

文献中看到关于疾病的描述，你发现可以说是身心压力导致了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高血压病例的增
多。通过第一个论题所做的研究工作，我们发现这可能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人练习霎哈嘉瑜伽，便可以很好地控制压力因素。因
为你们看无论一个人是在压力，紧张或者焦虑状态，所有测试参数都在他放松压力后的情况下测得，我们发现一个人每天练习霎
哈嘉瑜伽只需20分钟，大约3-4个月时间在血液方面便有改进，心脏功能有改进，脑电图有变化，在肌肉活动方面也有改变，神经
传导素也有改变。” “在原发性高血压组，我们选取的是25名女性病人。她们的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接近，其中15名病人自愿同意
练习霎哈嘉瑜伽，而10名病人充当控制组角色。这两组病人最初均需用药。霎哈嘉瑜伽组开始的血压是169/109毫米汞柱，控制
组是166/111毫米汞柱，研究进行了4个月，我们观察到许多病人逐渐可以停用抗高血压药物，而四个月的后期所有霎哈嘉瑜伽组
病人可以停用抗高血压药物，而且血压达到了135/83毫米汞柱水平。而控制组血压还是在167/111毫米汞柱。这表明，无需用药而
通过霎哈嘉瑜伽练习来治疗这种原发性高血压情况是有可能的。”

“在我的医院，我开始运用霎哈嘉瑜伽治疗儿童，很高兴地看到

它是如何解决了许多问题，许多病症。例如一个7岁的孩子，他肝脏肿大（11）厘米，关节有许多问题，医生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但当我感觉到哪个轮穴受影响，主要是腹轮，脐轮和额轮,我第一次为他做清理后，肝脏小了4cm，而且每天减小1cm,

过了10

天后他完全康复了。他有很多神经系统方面问题，像肌肉痉挛、焦虑反应，当他回家时，他父亲都认不出他了。他安静地坐着没
有任何问题。但是当然你不能只给孩子们引入霎哈嘉瑜伽，母亲要参与，要非常非常的和孩子一起并且同样的练习…在其他的疾
病、像其他的重症监护和门诊科室也起作用。有时我提升能量，然后严重的支气管哮喘消失了，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案例。现在我
开始和一个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别的人组成的霎哈嘉瑜伽小组一起开展工作，大约有2个月时间,它开始起效。我很高兴留在霎哈
嘉瑜伽。每天都感谢锡吕玛塔吉。JAI SHRI MATAJI” 西方医学已经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使我们达到医学效率上的相
当高度。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失去了整体的视野。与此对比一些医学理论，例如传统中医是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情绪的稳定、精
神的状态、灵性的需求和道德观念都在传统中医的医治过程中被加以考虑。从而，中医具有西医所缺乏的精微性。意识到这点，
我们尝试把中医药翻译引进西方文化和环境中。但这样做的时候，基础已经很大程度被丢失了。西方医学着重点在于单个元素，
而不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或他和宇宙的精微关系上。像荣格理论的(男性的)女性特征(anima)、(女性的)男性特征(animus)，阴和阳
代表男性或女性 或我们内在的右脉和左脉；阳是右边的男性活动，而阴是女性被动的一边。 从霎哈嘉瑜伽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
看到这样的平行体如何组成精微系统。在霎哈嘉瑜伽，“道”所指的是平衡右脉和左脉。当这个平衡得以维持的时候，一股疗愈的能
量便可以通行于中脉，整合并滋养所有的能量中心，最终让我们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由于我们的自动神经系统有两脉，左脉
和右脉，我们把它们称为左右交感神经系统。左脉对应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愿望。右脉对应于我们身体和精神的
活动。如果我们过于沉溺其一，并偏离太多，内在就会产生不平衡。在中脉存在着第三种力量，我们称它为副交感神经系统。这
个通道是升进的中间道路。当灵量通过它升起时，会带给你平衡，因为它从这个系统的中脉升上来。所以，最起码会发生的是，
你得到平衡。” 通过唤醒在我们荐骨里面一个卷曲和沉睡的母性力量来达到的灵性上的升进，可以滋养和恢复我们的精微能量系统
。她就像大地母亲或者我们的母亲，给予我们舒缓，滋养和支持的力量。我们的这个力量既温和又强大。她是灵量，我们存在的
根本。在她之内，储存着让我们可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的潜力。我所告诉的是，这是左脉，这是右脉。这是左交感神经系统，同
样的这是右交感神经系统，还有脊椎看起来真的像这样，在这里面是脊椎，这些能量中心在脊椎里面。精微的能量中心。 现在当
你开始使用这些中心的能量，例如右脉能量使用过度时，它开始更加偏移到右侧，会出现收缩，而你的力量减弱了，因为过度偏
向右脉你会精疲力尽。突然会发生问题，左脉猛地一拉，接着与整体的联系完全被破坏了。它独立开来。它开始独立地工作。那
就是我们说的，它变成了恶性的，并且和整体成比例的成长没有了关系。所以当鼻子开始自顾发展，它会盖住你的眼睛，还会盖
住你的嘴巴，以及所有的其他部分。这就是癌症如何产生，或是任何其它疾病。那么多的身心疾病不是什么，而是先是从肉身，
从右脉出现问题,当精神心理方面也参与进来，就形成身心疾病。有很多的疾病，它们更多属于身心病，而不仅是身体上的，像这
些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在灵量唤醒后，也可以很容易治愈。因为当灵量通过这里，就把它们整合起来，例如她像这样走，接着她
进入这里，整合它们。就像串珍珠一样，让它们恢复正常，她也滋养那能量中心，人们就这样自动地被自己的力量治愈。” 再回来
如果我们看看传统印度医学，阿育吠陀医学的目的是整合病人在精神，身体和灵性上的安康，它认为（人体的生理功能）分别为
胆汁、粘液和风这三大因素，而在霎哈嘉瑜伽中各自对应为右脉，左脉和中脉。“如你所知，健康不是处在病态，而是处在精神、
身体、情绪、灵性和社会状态完全安康良好的状态。现在关于灵性方面的安康在现代医学中已经被遗忘。在现代医学中，没有去
了解、教授或实践这部分的知识。灵量（昆达里尼）这个词在现代医学教科书中没有提及，但在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教科书和许多
其他宗教教科书、宗教名著中都有提到。”“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精微力量，彰显在所有的事物中，在生活和工作中，

并

带来所有的滋养和平衡。祂是那么的平衡。如果太平洋只是再深一点点，都会出问题了。如果喜马拉雅山再高出1.5倍，那也有问
题了。所以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平衡。”“这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精微能量，是祂组织我们并且滋养我们，是祂在做所有关乎
生命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是祂爱我们。” 霎哈嘉瑜伽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原初的愿望，并且为将来奠定基础。针对人类在灵性上的需
求，霎哈嘉瑜伽有潜力可以把平衡带回西方社会与医学。霎哈嘉瑜伽的精粹不在于治愈人们，那只是精微能量系统恢复平衡后的
副产品。如它所说，霎哈嘉瑜伽使我们可以发现内在真正的自己、我们生存的目的、及我们为何在此处的真正意义。“原因是你现
在必须成为灵，超越你的身体、情绪与思维，成为灵。因为灵是至高无上的神的反映，灵是你内在的普遍存有。当你成为灵你就

成为一个普遍存有。”

1991-0216, 摩诃湿婆神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湿婆神崇拜 意大利—基安奇安诺泰尔梅(CHIANCIANO TERME) 1991年2月16日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至高湿婆神。至高
湿婆神在我们内里反映为湿婆神，反映为灵。祂反映在我们的心里。你们也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是要达致灵这个状态。 有天我
阅读了一些书籍，是关于它是怎样达致，怎样达致自觉，怎样知道灵，人们是怎样受折磨。基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他们首先被要
求否定、蔑视、责难自己的身体。若身体想要舒适，便要先睡在地毯上，而不是在床上，这仍未足够，要从地毯转到睡在地席上
，还是未够，接着从地席，或许要移到大地之母，睡在大地之母上。若身体仍未妥当，你便要睡在石头上。虽然喜玛拉雅山很遥
远，因为湿婆神是住在伽拉萨山(Kailasha)，因此你跑到喜玛拉雅山，睡在冰块上，这些都是最低的要求。

跟着有人说你喜欢吃

得好，吃得昂贵，也吃得很多。好吧，首先，你拒绝一切你喜欢的，一切你喜欢的。例如，意大利人不能吃意大利面，要拒绝吃
意大利面。这还不够，你开始吃很苦涩的食物。在禅宗的系统里，他们给你吃像奎宁(quinine)的药物，令你提升至力量108，它是
很苦又或很甜的东西，以便考验你的舌头。因为你仍有胃，所以若你吃得过量，便要断食一天，若还未够，便要断食七天，再四
十天，我是说一个月只有三十天，断食四十天即是说你已经完蛋。这就是你为达致nirvana(涅盘)而作的苦行，但是你能取得涅盘
只是因为你已经完蛋，已经死了。你要明白，你甚么也没剩，只剩下骨头，这些骨头便成为nirvana，最终死亡伴随而来，你完蛋
了，这就是nirvana，毋庸致疑。 你不住在房子里，因为房子很舒适；你放弃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放弃每一个人：只穿上一种衣
物，就是像把一块布系上身上，还要走去向人布施。穿着这种衣物仍出问题，因为仍有衣物贴附着你，所以你跑到喜玛拉雅山，
哪里没有人见到你，你把衣服脱掉，在寒风中不停的颤抖，那么你便达致涅盘。为着要达致涅盘，你先用这些方式来摧毁你肉身
的需要，你告诉你的身体︰「不，甚么也不用做，只要达致涅盘。」 其二是摧毁你的思维，思维带给你意识，带给你喜乐。例如
你想拥有某些…，某些很过分的需求，所以要拒绝这些需求，拒绝它们。任何思维告诉你的东西，都要对它说︰「不、不、不。
」梵文sholka是这样说的︰”Yat neti neti vachane, nigamo vacha”，你不停的说︰”neti, neti”，即「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
是这个，不是这个。」接着你便可以谈论—没错，只是谈论nirvana(涅盘)。在此之前，你甚至不配谈论涅盘。当我读过这本书，
我说︰「巴巴(Baba)，我放弃，实在太过分了。」 霎哈嘉瑜伽却与它相反，就像建筑物先建尖顶，才建地基。首先是开启你的顶
轮，接着在顶轮的光中，你必须静观自己，看清自己。慢慢内省是最好的，透过生命能量去明白为甚么，为甚么我有这些要求？
为甚么我的注意力放在舒适上？为甚么我的注意力放在食物上？放在我的家庭上，我的孩子上？我甚么时候能达致最高？你开始
内省，透过生命能量，你便知道自己有些不妥，你不会看他人，看他人有甚么不妥，你只看自己，因为你要成就的是自己的升进
。

在古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个别的去做。就像若有人开始走涅盘的路，他通常会到ekant，即一处偏远的地方，远离人羣，逃

避人羣，甚么也不做，实践升进，实践自觉，只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个人变得完全单独，他不与人交谈，不与人会面，坐在某
处偏远的山顶，向想见他的人掷石或说些难听的话，永远不与人见面。 霎哈嘉瑜伽却不一样，霎哈嘉瑜伽是整体的升进，这种个
人单独的成就不能引领人们到任何地方。圣人当然想向人说，告诉他们关于自觉、神、正道、价值观，但他们也被视为奇异古怪
的人，因此他们受折磨，有人找他们麻烦。所以就个人的升进而言，在霎哈嘉瑜伽出现前，除了空谈，他们甚么也做不了。即使
只谈及它也是被禁止的。十二世纪前的印度，没有人向大众谈及它，那全是梵文，很艰深的梵文书籍，只有少数胸怀大志的人才
能读到它，也只能向极少数人，很少很少数量的人解释透露。完全不能给人自觉，一位导师只能有一个门徒，全都是一个人的升
进，一个人单独的去成就。这个门徒被带离羣众，自己秘密的去成就，他或许唱歌，或许写诗，或许谈论它，他或许会说出他有
甚么喜乐，但他既没权亦不懂怎样给人自觉。 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成就，你不需要放弃太多而得到自觉，你们既能大规模的去成就
又能给别人自觉，你知道霎哈嘉瑜伽一切的精微知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更多你们要知道的知识，要知道这些知识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如练习霎哈嘉瑜伽的人所描述，他们上教堂，却不是出自真心。灵是住在我们心里，是湿婆神在我们内里，所以我们必须
对心认识多一点，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都知道我们拥有的三条经脉︰Ida、Pingala、Sushumna(左脉、右脉、中脉)。在心里却有
四条支脉。其一走往根轮，若你超越根轮，便会进地狱。这就是为何他们说湿婆神是毁灭者，事实是你要求自己的灭亡。当你要
求毁灭自己，你便得到。我曾经说过，即使它摧毁一切，就如当花儿结出果实，花瓣就会凋谢—因为我已经摧毁了，我是说我摧
毁了你很多东西︰你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制约，你的自我，你的种族主义，你的狂热。所有这些都在霎哈嘉瑜伽里被毁灭。必
须毁灭它们，美善才能显现。 因此当你超越分际(maryadas)的某一个界限，你便步入灭亡。灭亡在四个方向被建立，因为有四条
支脉。现在该做些甚么？我们怎能阻止透过第一条支脉而来的毁灭，阻止走进地狱？ 湿婆神其中一个质量是祂的纯真，祂是极之
纯真，纯真如小孩，纯真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俗世的欲望溶解，溶解在纯真，纯真的海洋里。你必须把它溶解在纯真的海
洋里。纯真是要去欣赏，去理解，去享受的。就如你看到动物，牠们是纯真的；你看到孩子，他们是纯真的；还有花朵，它们是
纯真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物上。你要明白，当你走在路上，最好只看着三呎以内。你在三呎高度内看到所有花朵，所有
美丽的青草，所有在约三呎的孩子是最好的。你不用看高于三呎的人，只看着三呎以内的高度。你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脚，没问题
；这样你就不用看不纯洁的人的眼睛，把这个欲望在纯真中溶解。纯真的根轮是不会死的，不会完结的，只是纯真，是正道，这
是格涅沙的品质，它是纯洁的。所以即使你在俗世里，即使你活得像人类，即使你有小孩，你仍是纯真的。 就像克里希纳的妻子
，有一次—祂先有一万六千个妻子，接着有多五个。那一万六千个妻子是祂的力量，那五个是元素。她们想向某些有名伟大的人

祈福，我要说圣人来了，maharshi(大仙人)来了。她们想去见他，以示尊敬。在获得克里希纳的准许后，她们便出门，发觉河水
瀑涨，潮涨令她们过不了河，她们回来，说︰「我们怎能过河？河水突然涨起。」
克里希纳说︰「好吧，你们只要走去向河说︰『若克里希纳是瑜伽之主，若祂对性是绝对纯真的，请河水退却吧。』」 她们说︰
「我们怎能这样？我们是祂众多的妻子，祂在说甚么？」于是她们走到河边，向河说了这番话后，河水便退却，她们都很惊讶，
「这些话是我们的丈夫说的。」
她们过了河，敬拜这位仙人(rishi)，再回来，河水再次涨起，她们回去仙人处，说︰「河水涨了，我们怎能过河？」
他说︰「你们是怎样来的？」
她们便告诉他克里希纳的故事。她们向这位仙人喂食食物和水果，他吃了很多︰「好吧，你们去告诉河，仙人甚么也没吃。」
她们说︰「怎会这样？你明明在我们面前进食呀。」
他说︰「只走去说，便会明白。」她们回到河边，把这些话告诉河，河水再次退却。
所以活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妻子，是丈夫，已婚的，你也可以是纯真的，对此绝对的纯真，这是你纯真的征兆。 第二条支脉，第
二个把你带进灭亡的渠道是欲望。这就是为何佛陀说，唯有无欲无求才能令人不会老，不会死，也不会有烦恼忧虑。 现在，我们
的欲望︰「我想要这个」在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因为企业家每天都制造新产品。就如理发，妇女想买这个那个假发，「这
是我的欲望，我想戴上这个假发。」另一个女士说︰「好吧，我要拥有这个。」男士的欲望是︰「噢，若他拥有一辆劳斯莱斯(名
车)，为甚么我不能也拥有？」他们不享受别人拥有劳斯莱斯，必须是我也要拥有，即是「必须是我的财产」。 欲望可以是各式各
样的，不单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我要拥有这个女人，我要拥有这个孩子。」各式各样的占有欲构成你的欲望。我不
会说这是因为执着依恋，不是执着依恋，只是想拥有更多。不停增加拥有的物品，不停的拥有仍不感到快乐满足。欲望永远得不
到满足是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欲望，是不纯粹的欲望，它是不纯粹的欲望。当这种欲望开始运作，你便越走越远，像侯赛恩，像希
特勒，像任何超越限制的欲望。你想宰制人是另一个欲望。 这些欲望最终把你带进灭亡，因为没有喜乐，没有快乐。例如，我想
要一件纱丽，所以我去买纱丽，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只放在我可以怎样买到一件纱丽上，我必须得到纱丽，这样那样。注意力便受
像纱丽这样荒谬的东西污染干扰；注意力理应是去享受，去享受灵，去滋润灵，却因为欲望而受到干扰。
首先注意力受干扰是因为我们不纯洁，其二是因为我们有欲望，注意力便一片混乱。因此，就欲望而言，我们该怎办？ 对漂亮的
事物的欲望—我们可以把欲望转移，把物质的欲望转成富美感的欲望。只拥有一件真正漂亮美丽的物品，因为这是湿婆神的质量
，祂赐予万物美感。就如这个东西看来很平淡，很简单，有人可能会说它很机械死板，但若这是湿婆神的工作，祂会美化它。湿
婆神的质量是祂美化梵天婆罗摩(创造神)创造的一切，美化毗湿奴进化的一切。祂在做着创造美感这精微的工作。

你也曾经多次

看过我的相片中有很多光，这个，那个，全是祂的工作，是祂作的，祂就是这样把光射出来，就是这样把事情完成，祂只想说服
你有关我，这是祂的工作。祂的工作是创造美感，行为上的美感，诗歌上的美感。湿婆神创造的一切都很美丽，都能带给人喜乐
，这是湿婆神的品质。 所以无论你有甚么欲望，若你要实现它，请渴望一些手工做的、富美感的东西。渐渐你会发觉，最终都是
生命能量，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有生命能量。要有生命能量，欲望必须纯粹。若欲望是疯癫的，会令你疯癫，会是很沉闷，乏
味变成纯粹的欲望，因为你要把你所有的欲望溶化成生命能量。一段时间后，你开始无欲无求，只想要生命能量。你不会购买没
有生命能量的物品，不会与没有生命能量的人谈话，若某人没有生命能量，你只会跑开。 我曾经见过有人逃避一些人，就如有猴
子追着他。当我环顾四周，我发现有人喝醉，有人来或其他，他们或许曾经有一段时间酗酒，但现在他们都跑开，「不、不、不
、不，现在不这样了，现在不再这样了。」 我们开始时有三、四个嬉皮士，他们与我一起到印度，他们像你们一样正常，他们已
经变成，你看，霎哈嘉瑜伽士。四、五个嬉皮士来我在Rahuri的讲座，我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很惊恐害怕，「噢，天呀！」
我说︰「你们怎么了？为何如此害怕？」 所以我转身去看这些嬉皮士，在我转身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走了，不在了。接下
来发生了甚么事，所有欲望最终成为chaitanya，成为生命能量。若它不是这样，你要知道必定有某些缺失；若你不这样做，最终
只得灭亡。 所以说祂是毁灭者是很片面的说法，祂拥有两方面的力量。祂有给你生命能量的力量，祂给你生命能量。女神是力量
—shakti，制造生命能量却是祂。就像这些是手指，对吗，若它们逗乐你，这就是湿婆神。手指是女神，若它们逗你开心，你便知
道，是湿婆神给你喜乐，给你快乐，是bhakti(虔敬)，bhakti的喜乐来自湿婆神。 今天我只是要说明，一位女神的虔敬者是怎样学
习研究那么多虔敬的知识，她知道很多，只与我融合一致。我就是不明白她是怎样做，做了些甚么，因为通常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当他们读到有关女神(devi)，他们以为︰「对吧，这是女神，这是玛塔吉。」你要明白，这是二回事，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读着有
关女神的东西。 所以她说︰「母亲，我只是认同，文字记录说你是温和的，女神是温和的，她是怎样触摸我，怎样照顾我，怎样
关注我。」就像这句子︰「kataksha, kataksha, nirikshana︰每一个眼神都是审视。」，「审视」不是个好字句，”nirikshana”意
思是审视，上天的审视。「所以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是你，是你，每时每刻—当我听音乐，我现在感到她看着我，她感觉我，她滋
润我，每时每刻我都感受到你的爱。」 虔敬(bhakti)就是这样来，若你拥有生命能量，并不代表它们是干巴巴的，你明白吗？不，
它代表bhakti(虔敬)的喜乐，bhakti是，你可以称它为虔敬，这样，那样，是爱的海洋，是神，你只是沉醉其中，没法用文字来描
述。这就是当你感到，你必定知道你的灵已经与母亲或父亲真正的连上，毫无差别，你与海洋融合，完全沉醉在海洋里，你是滴
水，你是海洋，你与这虔敬融合，虔敬不是机械死板的，因为它不是人为的。 所以若要享受霎哈嘉瑜伽，你必须知道它不只是干
巴巴的生命能量，而是bhakti。这是湿婆神喜乐的质量，祂增添我们人生的喜乐，一切都像围绕四周，回荡着，喜乐也一样，就是
︰「神很爱我，神爱我，因此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接着自我消失，制约也消失。 现在第三条支脉，第三条支脉令我们感到执着

依恋，执着依恋着某人。像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每一
个刚来霎哈嘉瑜伽的人，当他们是初学者，他们谈及他们整个家庭，「我父亲像这样，我母亲病了，我母亲的兄弟姊妹是这样那
样的，这是真的，这东西不好。」你要明白，就如我们全都要承担起这些责任，我该怎么办？
像今天有人说︰「你看，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孩子睡在另一个房间里。」 我说︰「小孩应和母
亲一起睡，母亲要照顾孩子。」这是很简单的事，我是说，在印度，没有母亲可以接受这种情况，她会把丈夫赶走，说︰「怎会
这样？我要照顾孩子。」 所以我说︰「告诉他们要与孩子一起睡。」他们却不相信，好吧，我们能做些甚么？我们是否要担起他
们的责任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即使他们不想听我们的话？ 所以开始时的观念通常都是︰「噢，母亲，我练习霎哈嘉瑜伽已经一个
月了，但我的财政状况没有改善。」他们好像会为此控告我，像是我令他们失望。他们不想看到你只是刚来霎哈嘉瑜伽，又或即
使你在霎哈嘉瑜伽多年了，仍不是霎哈嘉瑜伽士。问题出在你身上，是你不配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不对劲的是你，不是霎哈嘉瑜
伽。他们感到是霎哈嘉瑜伽应承担起责任，他们会马上通知你，「现在有人病了，有人这样那样了，派五个霎哈嘉瑜伽士来吧。
」为甚么要这样？ 这些执着依恋开始在我们内里起作用，我现在看到有些人很依恋他们的孩子，他们不停的纵容孩子︰「噢，我
的孩子，我的孩子。」忽然他们发觉他们的孩子现在是魔鬼。孩子开始顶嘴，说着各种话，殴打父母，行为不检，他们忽然发现
︰「这是我曾经照顾，给了很多爱的孩子吗！」他们甚至感到更差，因为︰「我为我的妻子做了很多，她却这样待我。」，「我
为我的丈夫做了很多，而他却这样待我。」 你为何要做这么多？没有这个需要。若你真的要这样做，做了便要忘记它，我从不会
这样想。我为霎哈嘉瑜伽士很辛勤的工作，他们却在走下坡。唯一是若我有甚么感受，只有神知道他们该在哪里跳跃吗？他们该
在地狱吗？有甚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是我唯一关注的，不是关注甚么已经发生，因为没有甚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但若他们罪
孽深重，我只是担心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人生，这就是分别。梵文称这种执着依恋为”mamatva”—即「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东西，我的。」 你要记着，你的亲属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要紧记这句子︰「我唯一的亲属是霎哈嘉瑜伽士，任何人向霎
哈嘉瑜伽士玩把戏，找霎哈嘉瑜伽士麻烦—这个人可能是我的妻子，可能是我的孩子—就不是我的亲属。」因为我不容许这种事
情发生。这种关系是妥当的，直至霎哈嘉瑜伽士全都融合在一起。任何想伤害霎哈嘉瑜伽士的人，我都不会与他同在。 我曾经见
过很多人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不支持他们的妻子，不支持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支持他们只会
令他们的罪孽加深，在摧毁他们。他们担心他们的升进，所以他们不会容许，不会容许任何人透过与他们的关系而麻烦别人。 我
曾经见过有些极之顽皮的孩子，他们很令人烦扰，也很暴力，他们父母却只说︰「母亲，把他们纠正，我们把他们交给你。」他
们是需要纠正，其他人却会说︰「噢，不，不，不，不，你看我的孩子，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你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它
的区别，就是︰「为何我要执着依恋？」我曾经明确表示了很多次，就像树的汁液往上升，走到树的不同部位，不同地区，照顾
树皮，照顾树枝，照顾树叶，花朵，果实，再回来，又或蒸发了。它不会依恋贴附树的任何部位，若它依恋贴附树的任何一个部
分，整棵树会死，最接近树液的部分也会死。树液比我们更明智。 对他们而言，丈夫是很重要的—我是说丈夫，妻子有很多问题
，这样那样。我有时会想︰「我的天，这是甚么？」这就是为何他们常常说︰「行苦行吧。」那么没有人能谈妻子、孩子，甚么
也不能谈。你要成为苦行者，先要成为苦行者，那么导师便会免却很多烦恼。当你开始谈及你的任何亲戚，导师便会说︰「好吧
，你走，甚么也不要做，这样不好。」 在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有更深层的工作要做，它要渗透入社会，渗透入政治，渗透入
经济，你要解放全世界。请你尝试明白你的责任，你来不是为个人的苦行升进，不是。你要拥有多少智慧，多少爱心，多少分辨
能力去明白你是被拣选来解放全世界。 所以现在那种所谓局限的爱，怎样可以把你从灭亡中拯救出来，就是那无限的爱。因为湿
婆神只是爱，祂是爱。爱就是能够纠正，能够滋润，只想着你的福祉。这就是湿婆神，祂想着你的福祉，照顾你的福祉。当你以
爱看顾别人的福祉时，你的整个人生便会改变，整个模式亦会改变，你真的享受它，因为你变得与很多人融合，你关注很多家庭
，很多事物，很多他人的问题，你只是感到你与很多人融合合一。 看，今天我们有那么多霎哈嘉瑜伽士在这里。当我第一次来到
意大利，我必须告诉你，我与姬斯奵一起来，不，葛雷瓜的妻子叫甚么名字？嘉芙莲。只有她懂意大利文，我们告诉一些报章为
我们预留某些会堂，为我们登广告，他们却甚么也没做。所以当我们来到时，一个人也没有，因此我与她四处去张贴海报，但仍
没有人来。 但今天你们却有这么多人，我们要知道，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爱是为着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升进。你开始享受与每
一个人相处，你不会想你是那个种族，来自那个国家，你是甚么，不会这样想，只会想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就是这样。你变成宇
宙的存在体，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当我听到有些印度女孩受折磨，有人找她们麻烦，我想︰「他们怎能这样做？」又或有人因为
是黑皮肤所以受折磨，或有些印度人对待一些人很差，只是因为他们是来自低层的种性，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都是身体的一
部分，他们全是兄弟姊妹，由同一个母亲所生的。 这种情况只会在你把这些局限的关系溶解在无限爱的海洋里时，才有可能出现
。若你仍未能做到，请不要尝试去判断，只静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爱每一个人？你要明白，我要说当我每时每刻…有时我
去购物，我只是想︰「噢，这个很适合这个人，这个会很适合那个人。」说到我自己，我没法为自己买甚么，不可能的境况。除
非是绝对紧急的情况，又或出了任何问题，不然我是没有任何需求的。即使我很口渴，我也不会为自己买任何饮品。因为一切都
是别人的喜乐，「噢，这个很适合这个人，那个很适合那个人。」 所有这些都是最令人享受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为甚么这些事情
都在这里？说到底，想想自己，「我为甚么来这里？我来是享受每一位，你们每一位，你们全是觉醒的灵，这么漂亮的莲花，我
不会堕落自贬到泥里，我是莲花。」你就是要这样开放心扉，你心里的莲花，而这样的人的芬芳是那么美丽，是那么美丽。 你们
不再分裂，也不想分开。无论在哪里也行，你们意见一致，不会想必须在这里或哪里才行，而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但你们必须
一起去做。你的一切不起眼的依恋执着都已溶化在这个爱的海洋里，那就是湿婆神。 第四点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有一

条支脉穿过左喉轮进入心，再从心开始往上走，穿过额轮，它有四片花瓣，完全打开。就是它带给你称为turya的状态。 我们活在
三种状态。活着的清醒状态，即jagruti，我们的注意力往这里哪里走，把注意力浪费掉；其二是我们称为睡眠的状态，当我们睡
着了，所有过往发生过的或类似的事情都再次出现，接着我们进入称为 sushupti 深层的睡眠状态，你睡得很深，你也梦到某些实
相，你或许梦到我，就像这是潜意识上天的一部分，在那里某些漂亮的数据在传递。就如我来意大利，意大利人在sushupti(深层
睡眠)的状态里可能知道我会来，又或任何人也可能知道，这是视乎情况而定。

第四种状态被称为turya，还有多二种状态。你是

在turya状态，这是第四，turya意思是第四。第四状态是你处于无思虑的知觉状态。当没有思绪—只想想—当没有思绪，你必须是
纯真的；当没有思绪，你必须拥有生命能量；当没有思绪，你不能依恋任何人。所以你现在已经进入无思虑的状态，是”turya sthit
i”。当你处于这种状态，你内在的四片花瓣要在脑袋里完全打开，它们从你的心来到你的脑袋，就是当你完全理解知道甚么是神，
你完全知道甚么是神，这是你接受真正知识的时候。 除非这四片花瓣完全打开，你仍会往后退，这就是为何有些霎哈嘉瑜伽士仍
然受一些他们不该做的事情所干扰而往下跌。他们不明白甚么是神，不是理解的问题…你要明白这一点，它来自你的心，进入你
的脑袋，不是从脑袋进入心，它就如虔敬(bhakti)的美德完全覆盖你的脑袋。
Chudamani”，他描述甚么是神，这个那个，还有

例如，商揭罗大师写下一个美丽的契约名为”Viveka

”viveka”—即意识。他描述了很多关于意识的东西。有一个名为沙马(Sarma)的

可怕家伙与他争论，商揭罗感到很厌烦，他说︰「与他们谈论是没用的。」 所以他只写下︰”Saudarya lahari”。“Saundarya Laha
ri”全是赞颂母亲的诗句。他说︰「为甚么，因为我知道母亲，就让我赞颂她，没甚么可以做，与这些人谈论母亲又有何用？愚蠢
的家伙，他们又怎能明白？」他意识到︰「这些人没有那份能耐，那份理解我知道的东西的感知力。」 这是真正的知识，就是知
道甚么是神。若这是神，你又怎会怀疑，怎会事事分析？这是神，大能的神，祂无所不知，做一切的事情，享受一切。祂就是那
位你要说祂是gyana，是知识，真正的知识，纯粹的知识。不单轮穴的知识，不单生命能量的知识，不单灵量的知识，而是大能
的神的知识。大能的神的知识不是来自思维，我再次说，它从心开始，走往你的脑袋，某些来自你喜乐的体验，把你的脑袋覆盖
，令你的脑袋不能再否定它。 就像，有时你的母亲，小小的母亲，你拥有母亲的爱，但你不能解释，它来自你的心，你说︰「不
，这是我的母亲，她不会这样做，我很理解我的母亲。」有关你母亲的知识，那位生你的母亲，或许不是，她或许不是一位好母
亲，不管如何，但有关神的知识，祂是爱，是真理，祂无所不知，只要成为你的存有的一部分，完全的成为，那就是我们说nirva
na(涅盘)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特别对西方人，现在请开放你的心，因为它从心开始，不是从脑袋。 不要用生命能量来判断他
人，只判断自己，每时每刻。我已经告诉你湿婆神代表更多解释，更多理解，更多更多。在其他崇拜，我们念诵所有口诀，这样
那样，但在这个崇拜，却只要去认识知识，那就是神。知道自己知道神是很了不起的，不管如何，她可能是摩诃摩耶，可能是任
何人，但我知道不能用一本书来描述她，也不能用上百本书来描述她，不能以文字来描述她，但要知道这就是神，毕竟这是神，
大能的神。 这令你能漂亮的顺服委身，你在这爱的海洋里，只感到完全的安全，我希望你们都能到达这个状态，愿神祝福你们。
这个崇拜很短，也不算大型，这个东西，你要明白，我们先做格涅沙崇拜，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先敬拜格涅沙，接着才是女神，一
点点，我们只要念诵湿婆神的１０８个名号。

1991-0228, 不确定是哪次印地语讲话，日期未知（额轮节选）
View online.
[1991-0228 Hindi Talk Extract on Agnya Chakra] 由印地语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 […]你参加了这次活动，当你坐在这里时仍
然在想着你的问题和担忧。哦，这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什么时候应该和玛塔吉讨论这个问题——我遭遇了什
么灾难？玛塔吉，你是女神，这是我的烦恼。你不是试图理解别人说的话，而是继续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过度的思考，并被诱入假
象之中。这些假象会导致你患癌症，或者你会得这种或那种病。这种心理投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像这样
的想法——我们有这种悲伤，我们有那种悲伤，这个巨大的问题。相反，你更应该“数一数你的祝福”。上天赐予我们多少祝福？
许多人生活在德里这座城市。他们中有多少人获得了霎哈嘉瑜伽？我们是一些特别的人；不是那些会破坏他们注意力的轻浮的人
。我们有幸拥有霎哈嘉瑜伽。我们应该从内在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应该深入到内心深处。就是说你要如何摆脱这些欺骗性的限制
。如果你自己不能从这些限制中挣脱出来，不知何故，你会开始有这样那样的经历，这些经历会打破这些束缚——当你认为，这
是我们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德里人，总有一天这些德里人会抛弃你。如果你说我们是诺伊达人，那么诺伊达人会带着枪追你。然
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我来自诺伊达。然后，当你向德里跑去时，德里的人会嘲笑你说，你为什么现在要来这里，你来自诺
伊达。这样一来，你就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称之为你自己的。

原因是你的注意力（Chitta）也不属于任何地方—

—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除非你意识到并深入了解这一点，否则你可能会称自己为女霎哈嘉瑜伽士或男霎哈嘉瑜伽士，我认为
你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霎哈嘉瑜伽士。因为霎哈嘉瑜伽士的第一个特征是他拥有宁静的注意力（chitta），非常强大的宁静的注
意力——不害怕任何人——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生命是非常纯洁的，他的身体是纯洁的，他的心是纯洁的，他用他的灵体之光
（atma）在全世界传播爱。我认为一个不能爱的人，根本不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连梯子的第一级都没爬上去。 就像你看到的
，天空中有很多风筝，但所有这些风筝的线都在某人的手中（控制）。如果风筝的任何一根线断了，或者握不住，人们永远不知
道风筝会飞到哪里去。那只手就是灵体（atma）。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灵体上，让自己变得纯洁，这就是
霎哈嘉瑜伽中的苦修（tap swaroop）。为了这个，你们今天做了一个火祭，这也是一个苦行 （tapa），因为火吞噬并摧毁了所有
的东西。同样地，通过苦行，你所有不好的想法，所有的错误和你内在的局限都被摧毁。接受这种祝福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实现
这种喜乐，你也已经达到了。但是，要传播这种喜乐，你必须有深度。 如果你带着一个小碗去恒河，你可以在里面装满水然后回
来。而且，如果你带着一个水罐，你可以装满水罐然后回来。然而，如果你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恒河的水可以重新流向你，你可
以让所有的河水在你周围流动。所以，你应该注意你的状态。你是在用霎哈嘉瑜伽的碗喝水吗？你是否局限于真我的喜乐？还是
为了大家的喜乐？或者，你是这种祝福的源泉。所以，这个额轮是苦行（tapa），这是苦行。为了达到更深，苦行很重要（tapas
wita）。 我们传播得很远很广。霎哈嘉瑜伽迅速传播。有时，你会在活动中看到，我在想大厅是否能容纳所有人？如何去管理？
霎哈嘉将迅速传播。但有多少人达到了那个深度？因此，要达到这个深度，就需要苦行（tapaswita）。 我说的苦行，并不是说你
应该坐着禁食，这是不必的。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那么你必须戒掉它。时刻注意你的注意力（Chitta），这是霎
哈嘉瑜伽中的苦行（tapaswita）。因为你的注意力可能会毁掉你的额轮。我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在想什么？我此刻在做什么？我
在想什么？如果你关注到你的注意力，总是注意你的意识（antarman），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在额轮中被照亮。这是用苦行（tap
asya）来控制你的注意力，察觉和观察你的注意力和想法。 现在观察一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我在说话，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当
你开始谈论注意力的时候，它去了哪里？注意力（chitta）太分散了。我在说话，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所以，你应该看着你的注意
力。控制注意力不是说要用力去做，但当你以灵体之光来观察注意力时，那你的注意力就被点亮了。你应该专注于察觉自己的注
意力。 当你看到任何东西时，比如说，我面前的这根柱子上装饰着美丽的花朵。现在，在每一个视觉中，你都可以观察到一些东
西。我能记得一切，在哪里，是哪一个，不管在哪里有多大的区别都能记得。整个图像形成了。注意力（Chitta）的集中（ekāgra
ta）形成了这些图像，这就是记忆力如何被提高的。你可以全面了解一切。通过你的注意力，你了解了一切。 但是，如果你的注
意力分散了，那么你就无法理解任何事情的深度或强度。如果你的注意力一直转移到外面，你就什么都记不住了。所以，你看，
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就像在机场时——在机场跟某人交谈，但是却在看别处，看看这，看看那。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是谁，
是什么？因此，纯粹的注意力（Chitta）是非常集中的（ekāgra）。这种关注只会吸收值得吸收的东西，不值得的东西，纯粹的注
意力是无法吸收的，它不会考虑这样的事情，它将自动避开这种事情。因为它是如此纯净，它不能被不纯净的东西腐蚀。它不会
去到那里。现在，这取决于你的内在察觉，并看到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这是苦行（tapa）。在霎哈嘉瑜伽中，这是唯一的苦行（t
apa）——观察注意力的去向。我要去哪里？我的心要去哪里？如果你能做这种苦行，你就能够跨越额轮，毫无疑问会达到顶轮，
因为我已经坐在顶轮。

1991-0325, 罗摩崇拜 1991年3月25日
View online.
罗摩崇拜
印度加尔各答
1991年3月25日
我们在罗摩 Navamai 的日子聚集在这里，每个人都说，母亲，请告诉我们有关罗摩的事情。你也知道，罗摩在我们的轮穴占很重
要的位置，祂坐在我们的右心轮，罗摩代表父亲的位置。因此，缺乏父亲的责任和爱能令这个轮穴阻塞。在霎哈嘉瑜伽，我们能
明白罗摩和其他神祇，以各种力量降临地球，祂们肩负任务而来。为此，罗摩有一份特别的任务，就如稣格拉底所说，仁爱厚道
的国王要来。罗摩就是代表这位仁爱厚道的国王，祂以人类的形相来，祂甚至忘记，自己是毗湿奴的降世，就是要使祂忘记，祂
是地球上的Purushottam(理想的人类)。
你们必定听过祂的品格和祂童年的事迹，在霎哈嘉瑜伽，当我们敬拜任何神祇，我们能从祂们身上取得什么品质？我们会吸收到
祂们的那种品质？罗摩有很多品质，其一祂是榜样典范，其二祂是国王。祂视祂的子民比自己更高，也比祂的妻儿高。若今天的
政客，能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不会被称呼为自私，他们就不会自私，亦会是正法的追随者。直至今天，没有人追随或视罗摩为典
范榜样，透过唱祂的拜赞歌，以祂之名建立机构和建造庙宇，罗摩能否来到你身上？你有否在你的生命里取得祂的光？只有霎哈
嘉瑜伽士能把罗摩的光，带进我们的注意力里。祂完全超越。
基本上，所有神祇都免于papas(罪孽)和punyas(功德)，所谓的罪孽，祂们从来都没有罪。就如克里希纳杀死很多人，罗摩则杀死
拉伐那，这些事情以俗世来看是罪孽。但神不是这样看，因为祂们毁灭邪恶，把坏事物移除，祂们有权做任何事，就如女神杀掉
很多恶魔，祂是否犯了罪？祂们的工作就是毁灭恶魔和保护圣人。
在罗摩的一生，作为 Ahilya的拯救者是最重要的，她被她的丈夫咀咒。那时候，若任何女士偏离正法，而她的丈夫又是位处高位
的圣人，他就能诅咒人，但他却错误地责怪她，把她变成石头，特别的是祂只有一个妻子，我们要明白祂只爱一个妻子，即使祂
知道悉旦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其中一个形相，她是女神。罗摩在人的形相时，除祂的妻子外，祂从不看其他女人。当我们谈罗摩时
，我们就要有这份丈夫的洁净，要敬拜罗摩。女人要对她的丈夫如悉旦对她的丈夫那样，有同样的信任。同样，丈夫也要像罗摩
，只能有一个妻子。
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不难做到。女人要受到尊重，对妻子要尊重。当拉伐那绑架悉旦，罗摩感到有责任拯救她，但对祂的子民
来说，祂要离开多年来拯救她，悉旦也是女神，离开她，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罗摩因此离开她，为了大众的福祉，不然社会
不会接受受质疑的女人，虽然她是女神。之后，不知何故，悉旦也离开祂，她就如女人般离开祂，罗摩亦如男人般离开她。悉旦
消失在大地之母里，而罗摩则跳进 Sarayu河。祂们的一生多姿多彩，充满奇迹，你看到祂们对待对方的态度，互相忠诚。即使她
离开，悉旦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她从不抱怨罗摩，或说祂坏话，她毫不费力的从容地养育她的孩子，他们以虔敬者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能视他们为门徒，他们代表 Shisya (门徒)和门徒的力量，因此我们能成为某人的门徒。作为门徒，他们在很年幼时已经学
习射箭，学习罗摩衍那，对音乐很熟练。这显示门徒必须完全顺服委身于他们的导师。
我们内在亦有门徒，他们完全顺服于于母亲，她是力量，他们还准备就诸，为母亲与罗摩一起战斗，他们视母亲为全世界最伟大
的母亲，养育他们，照顾他们，令他们坚守正法，这是她首要的责任。不像今天的妻子，只会日夜都在哭：我的丈夫离开我。但
当丈夫回来，她们就会与他时刻争吵，一旦他离开，她们就哭；若他离开，没问题，我有孩子，我要照顾他们，孩子会得到他们
一切所需。
悉旦的人生很特别，充满勇气和毅力，每个女人都要有这份勇气和毅力。即使你与丈夫分开，或他远离你，这应不会有任何损失
，对孩子亦没有任何缺失，因为她对孩子的责任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应放弃最重要的事情，在霎哈嘉瑜伽，所有女人都要取得这
力量。
祂为妻子放弃一切，祂的妻子走了，祂要独自生活，祂必须离开她，祂放弃生活上的一切舒适，你也知道，祂常常睡在草地上，
睡在地上，赤脚行走，也常常穿得像圣人，所有这些都不是故事，是事实。

在印度，很多人过着很高标准的生活，他们从未想过微小、低层次的事物，但我们国家这些典范，却已经变得虚假，透过向罗摩
唱拜赞歌，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做到，这是一种伪善。没有这些典范的国家，人们尝试想成为典范，他们改正自己。若你们有典范
榜样在前，我们不能成为罗摩或克里希纳或与祂们有任何关系，我们有这种感受，若我们内在有罗摩，祂的光可以在我们注意力
里。
让我们理解罗摩在什么情况下降临这个地球，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明白，若我们能取得罗摩的状态，我们所有政治问题都会消失，
当我们决定变得像罗摩，祂以不执着和明辨能力照顾人，那么每个人都变成好人，他们先得到正法，取得成功，受到教育，成为
典范，为此，祂令自己的人生很理想。
当某人对你说了一些他们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会否相信他并以他为榜样？很多人说︰我相信这样，相信那样，他们却有相反的言
行。罗摩的追随者看来是最大的骗子政客，他们有很多妻子，没可能是这样的。
因此，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我们要把神的光带进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以罗摩的角度看事物，言行举止亦要像祂。若
这种事情发生，罗摩和悉旦会怎样做？悉旦会说什么？她会有怎样的言行？她也是古哈拉希什米，你也知道，悉旦多次降世，这
些古哈拉希什米的降世中，有法蒂玛的形相，她谦卑的在家里，但所有正法的工作都是以她的力量来做的，她不需要外出，作重
大的演说。
你能在家里，与孩子，亲人和朋友做这工作，你可以在家里传扬霎哈嘉瑜伽。在拥有力量之后，你可以进入社区。但首先，女士
要有悉旦的纯洁，纯真首先是母性和爱，当她与丈夫被流放到森林里，她从不抱怨︰我的丈夫没有赚钱，他没有为我买东西。相
反她说：若他留在森林，我也要留在森林，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我不会在他面前吃，我会伺候他先吃，也会伺候我丈夫的兄
弟，之后我才吃。
现在女人以为这种工作给她们压力，但不是这样，女人就像土元素，她能吸收大地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同样，女人亦要像大地
母亲，我们拥有很多力量，我们内在能包容一切，亦能洒下爱之雨。
神赐予我们力量，例如，风扇在移动，电力还是风扇比较了不起？若你认为因为风扇在动，所以它更了不起。你错了！女人是力
量的海洋，得到她的支持，男人才能做好他的工作，有种说法是潜在和动力，潜在的是女人，男人则是动力。若你开始像他们那
样跑，就不大好，女人没必要这样，男女各有独特之处，亦同样重要，女人两者都能做好，当时候到了，女人可以更有生产力。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个名为Tarabai的十七岁寡妇，她是悉旦(Shivaji)的媳妇，只有她打败过Aurangzeb，她的坟墓建在Auranga
baad。你必须明白，女人把所有力量保存在内，她就变得勇猛。但若她把她的力量浪费在争斗上、争辩上、投诉上或细微琐碎的
事情上，那么她的力量就会消失。女人是那么有力量，若她想她能比男人做得更多，但首先，她要尊重自己的力量，若她分散和
浪费自己的力量，她真的变得毫无力量，这种女人不好。
女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充满尊贵，女人要很温和，很有智慧，让男人说坏话吧，女人不能说，男人会争辩，亦会打架，让他们
这样吧，但女人不能。她们的工作是制造和平，保护人，帮助人，她像盾牌，不是像剑，剑不能是盾牌，盾牌比剑更了不起，因
为盾牌能抵抗剑的攻击，剑会折断但盾牌不会，所以她最重要的力量是谦卑，透过谦卑，所有力量都会来。对霎哈嘉瑜伽士这不
困难，完全不困难。
我看到很多女霎哈嘉瑜伽士闲聊太多，在任何地方，她们都能与男人闲聊。
「母亲，请帮我。」
「什么事？」
「这个女人说话大多，请帮我。」
「我对她很厌倦。」
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和男人谈，有什么需要说些无聊话？即使女人之间亦不用说太多话。
在霎哈嘉瑜伽，男人更要学习，什么是霎哈嘉瑜伽？什么是轮穴？什么轮穴在驱动人？什么轮穴有阻塞？男人懂所有知识，女人
便会落后。女人也要学习这些知识，就男人而言，罗摩是我们的典范。
我想穆斯林真的令人很惊讶，我不想说坏话，没一个穆斯林会看你，他们非常尊重妇女，若有女人要过马路，他们会把车子停下
来，那里尊重妇女，我不知道为何这里的人对妇女有相反的态度。我们看女人是有企图的，即使他们的颈子折断，也会不停的看

，这样看女人是很大的罪孽，在霎哈嘉瑜伽是禁止这样做，完全禁止这样做。
首先，这样做你会破坏你的眼睛和霎哈嘉瑜伽，不然，或许你们会盲眼，有时，我看到人们有摇摆不定的眼神，在说话时，眼神
摇摆不定。女人也一样。
最大的损失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四处放，那么，有自觉又有何用？若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就不能起作用，注意力必须集中
。在西方，这种疾病在男人间很普遍，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并不相似，他们知道这是很坏的，他们问我有什么解决办法，你们只
要看着地面，直到三尺，不看三尺以上，看着地面。瑜伽士走路时看着地面，就能看到好东西，看到花朵、孩子，上面没什么好
看。你就是这样控制你的注意力。罗摩不需要这样，若你尊重罗摩，就必须像祂那样控制你的注意力。
告诉你的妻子，你尊重她作为力量，但她要值得受尊重。"Yatr

naryan

pujante

tatr

ramante

devata"即哪里的妇女受到尊重，哪里就有神。但她们要值得受尊重。
请坐下，崇拜时不要四处走，若女人值得受敬拜，"Pujyante"
意思是值得受敬拜，谁会喜欢敬拜坏女人？残忍的恶魔？我们要敬拜值得受敬拜的人，那里有神在。
首先，她们是孩子的母亲，若丈夫在孩子面前讽刺他的妻子，孩子就不会尊重他们的母亲，女人也不应侮辱她的丈夫，力量是父
亲给孩子的，没有这基本的理解，他们会因为想掌管事而打架。若女人知道怎样应对男人，就不会有任何争吵。应付男人很容易
，因为男人就像孩子，他们纯真如孩子。向他们说些荒唐的说话，你不能应付他们。你要像原谅孩子般原谅他们。若他们在外面
与别人争吵，他们会有麻烦。他们只能生妻子气，在家里生气还可以。除非你有这种感觉，不然你们是不能互相了解体谅，相亲
相爱和有喜乐。
男人亦要关心妻子的需要，若妻子错了，丈夫有责任说不。这是错的，我不会这样做。没必要为一些琐事争吵，这样对霎哈嘉瑜
伽士来说不大好看，我很惊讶，霎哈嘉瑜伽的夫妇争吵，他们抱怨对方。为何霎哈嘉瑜伽的夫妇不能和平共处，而我却对全世界
说和平，若你们像这样争吵，那是不能成事的。
首先，丈夫要完全理解体谅妻子，亦要知道全世界的其他女人等同是你的姊妹和母亲，即使来霎哈嘉瑜伽后，若人的状况不清洁
，就是没有出路。
有个瑞士男人，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印度人，他是一个女瑜伽士的父亲。女孩的丈夫有摇摆不定的眼睛，即使他已来霎哈
嘉瑜伽，他们两人都来了霎哈嘉瑜伽，女孩很好，但他仍继续这样。那个不是瑜伽士的父亲告诉她离开他，即使来霎哈嘉瑜伽后
，若他仍不清洁，离开他吧。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不要与他有任何关连，即使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也能明白，这个人不能得到洁
净，他没有稳定的注意力，这很坏。我们的文化是男女的关系必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
但我看到一个健谈的女人，她只与男人交谈，我就是不明白，她们不与其他女士一起坐，只与男人一起坐。男人也一样，只与女
人聊天，无论那个女人是女仆还是任何女人。开始说话，完全没有自尊，他们以为这是男子气概。
罗摩是最高最完美的男人，在底层的人却以为自己是完美的，什么是完美？不相信罗摩，只相信邪魔。若你相信罗摩，就必须以
祂为榜样。因此，孩子被宠坏，女人也被宠坏。
但这里的印度女人仍能保持良好的印度文化，若她们像美国人，情况会是怎么样，那里的男人境况很可怕，在结两三次婚后，男
人破产，女人却能建一所皇宫。在美国，情况很差，孩子离家出走，印度的妇女好好管理她们的房子，管理丈夫和孩子，但这些
事情在转变。她们的想法与丈夫一样，若他与十个女人私奔，我就和十五个男人私奔；若他要进地狱，我比他先进地狱。女人不
应这样做，正法的根基在女人手上。女人必须好好管理丈夫的正法，亦要令他明白，这是女人最大的责任和力量，就是要合乎正
道。正法中最重要的正法是宽恕，没有宽恕，什么也成就不了。首先，她要有宽恕，宽恕孩子，宽恕丈夫，给予仆人庇护，这些
全是女人的责任。
这些工作罗摩做不了，克里希纳和耶稣基督也做不了，罗摩会杀死没用的、反正法的污秽不堪的人，我们不知道祂还要令多少人
完蛋。克里希纳会运用祂的sudarshan轮穴，那会有一场战争；基督会钉自己上十字架，只钉上十字架一次比每天都要钉上十字架
好。只有母亲能这样做，以爱的力量，一切都能以她爱的力量来成就。她以爱包容一切，因此，她的孩子不介意改正。例如，若
有什么麻烦事发生，只有母亲知道怎样处理，她迟一点才去责骂，因为孩子知道母亲爱他们，她做什么都是为他们好，孩子或许
会对父亲有反应，但不会对母亲，母亲的爱不期望任何回报，她什么也不要，只要她的孩子妥当。取得她所有的力量，取得她的
所有优点，若母亲有这种想法，孩子就会妥当。
但有些母亲很烦扰，她们干涉一切，染指一切。她常常站在前面，丈夫只能在后面，若这样，孩子会被宠坏。在这种富伤害性的
环境下，孩子可以很情绪化，所以女人要站在后面，让她们的丈夫站在前面；不管丈夫做什么，妻子都要在后面帮助他，他的力
量源自妻子。妻子应是纯洁和勤勉的。我把一切都交给女人，因为我知道你们内在很有力量，看看我作为母亲，我要令每个人都
成为圣人，要治好很多疾病，令人成为圣人。还有谁在做着这些工作？只有Ahilya获得拯救，耶稣拯救了二十一人，到目前为此
，我应拯救了二万一千人。周游列国，做每个人的工作，这种情况仍然持续，因为爱的力量我不感到怎样，或许出门前要做班丹
，因为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人，但一旦任何人来找我，我立即吸收了他们所有的问题。所以爱自动起作用，我知道是爱成就一
切，不管什么发生，我没有坏感觉。只有母亲能承受这份痛苦，我想你们能没有障碍的稳步成长。

男人要全力帮助他们的妻子，体谅她们，尊重她们。除非战车的两个车轮能够平衡，不然它不会往前走。他们两人要一样，一个
在左，一个在右，若你改变他们的位置，就不合适了。这两种车轮在运作，在工作，因为它们是相同又是不同，相同在于高度、
长度、宽度，但它们负责的工作却不同。同样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罗摩不单只想着丈夫和妻子，亦不单想着孩子和家
庭，祂还想着兄弟、姊妹、母亲、父亲。每一个人，就如正常的人类一样，之后，他才想及社会想及大众，也想及国家。作为人
类，祂透过活动，显示人类的典范该是怎么样。很爱妻子的人知道妻子是纯洁的，他离开她，现在，他们给妻子很多东西，却从
不施予穷人什么，不然，亦会你们要学习，这是政客的一种病。妻子是sakshat devi的人，就要离开她。
我们要明白，这是种执着依恋，依恋我们的亲人和财产。西方国家的婚姻关系不怎样妥当，在来霎哈嘉瑜伽后，妻子变成一切。
这里的领袖要离开，因为他们的妻子不妥当。透过妻子的鼓吹，他们的注意力受到破坏，至少五个瑜伽士因为他们的妻子而离开
。妻子必须明白霎哈嘉瑜伽和他们在霎哈嘉瑜伽的角色，这种情况下，丈夫完全不应同意他们的妻子，要告诉她︰「你说太多话
，走得太多，请安静。」你一无事处，你的轮穴亦不妥当，只有这样，她才会妥当。但取而代之，你却责怪自己。仍遵从你的妻
子？若她要你去偷窃，你会去吗？即使来霎哈嘉瑜伽后，你仍有些阻塞要处理。
今天在罗摩的庆典，我们要记着哈奴曼作为罗摩伟大的虔敬者，哈奴曼是如何忙于事奉，祂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为伺候罗摩。我们
亦要对霎哈嘉瑜伽采取同样的态度。这不是说你要为我煮我不吃的食物，你煮太多食物令我感到烦扰，不要强迫人接受你的伺候
。我们要热心地去伺奉。哈奴曼没有向罗摩端上食物，德里人烹调很多食物令我感到烦扰，我因此要告诉他们，若你不停止向我
端上食物，我就不来。做你要做的事情，强迫人吃是很差劲的，有些人不停的端上食物，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对这种情况已感到
很厌倦。
我告诉你，只带些花朵来就行，但不要花太多钱来买花，有时太多花亦令我担忧，以平衡的方式取悦你的母亲。她是个简单的女
人，她不会明白这些，我们必须向哈奴曼学习那份热情去侍奉，不用对我有特别的服务，若你想服务我就服务霎哈嘉瑜伽吧，服
务霎哈嘉瑜伽就是服务我。你给了多少人自觉？转化和启发了多少人？
若你对新来的人说︰你有亡灵附着，他们会离开。有人告诉这个男士：他有三个亡灵附着他，因此他离开了，甚至有多少个亡灵
也告诉他。他相信因为告诉他的瑜伽士是这地方有权势的大人物，我不知道这个大人物是谁，但这个人已经走了。
我们要向哈奴曼学习什么是热切渴望

(渴望为罗摩办事)。什么是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是霎哈嘉瑜伽：提升灵量，令人平和，有

爱心，谈爱，对他们谈霎哈嘉瑜伽，谈轮穴；令他们明白。这不是说你要开始演讲，有些人演讲太多，我要告诉他们停止演讲，
不然霎哈嘉瑜伽会完蛋。
说一个很长的讲话，却没时间听母亲的讲话和做摇灯礼，他说他就是停不了。他不知道为何会这样。我怎样可以改正？你放一点
香料在口里，放多少？要看你的嘴巴有多大。连放多少香料进嘴巴你也不知道，你怎能谈霎哈嘉瑜伽？即使这样你也不知道。
人们喜欢演讲，走到台上，不愿意离开扩音器。一旦拿到扩音器，他们就是不走，这是一种新疾病。所以你们要明白，为什么要
演讲？母亲已经有很多讲话，在每个讲座里，你们可以播放母亲的录像带或录音带，之后他们可以写下任何的问题，叫他们下次
把问题带来。若某人病了或有麻烦，有个瑜伽士，他来加尔各答为人治病，他现在被召去俄罗斯，他像哈奴曼那样四处去医治人
。你们也能医治人，女人也可以，男人也可以。但却没有人尝试这样做
透过演讲，有多少人得到医治？不知道出什么问题，直至现在，在印度，只有一个人能医治人。我不知道为何在印度只有一个人
医治人，在伦敦，有约十五至二十人能医治人，法国也是。你们要学习用什么方法医治人，像做班丹…不需要邀请国外的人。若
你不能医治人，把霎哈嘉瑜伽的标签除去吧。
若你连自己也治不好，又怎能治好别人？每个人都有能力医治人，学习成为导师，而不是请别人来做。他们要走出去医治人，只
要有勇气做这份工作，没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透过这份工作，你变得更深入，就像树木扩展，它生长得更深。
霎哈嘉瑜伽士和降世神祇有很大分别，他们从未在社会工作过，没有人曾经拥有这么多力量，只能一个给一个。但现在你们全都
有力量，你只要成长，就能这样医治自己，医治别人。你明白霎哈嘉瑜伽，你拥有一切，但你的注意力仍散乱在四处，不知道自
己在追寻什么，仍不明白，霎哈嘉瑜伽只是福佑，你不会缺乏什么。只要为霎哈嘉瑜伽做事，即使什么也不做，你也会受祝福。
生意扩展了，得到晋升；每个人都受到祝福，不需要放弃什么。
我们为自由抗争的时候，曾经被折磨，躺在冰块上，被电击。我父母进过多次监狱，我们的房子被出售，我们要住在小屋里，要
牺牲很多。你们却不用任何牺性，你只是接受，但你也要付出。若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也要打开，只开一扇门是不能成事。每
个人都向我报告，他们有什么福佑。
我们要看看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很多人为想做领袖而争斗，这全是母亲的戏剧。当你从那里趺下，你就会知道，特别是女人，
不要牵涉入内，很快她们也会跌下。男人要知道，没什么像总理，这是母亲的戏剧，不要牵涉入内。
为何我称呼领袖？只是一场戏，没有谁是领袖，只是考验，若你有自我，你就会走，立即会显露出来。在霎哈嘉瑜伽，一切都会
被揭露。即使我说了什么，也会在脸上表现出来。有次有些领袖来向我承认做错事。领袖肩负更多责任，要更好，更甜、更谦卑
，更有爱心，与每个人融合，与每个人分享。
在罗摩这个吉祥的日子，我们要明白祂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即使我们只能做到一点点，都能取悦母亲。祂长时间被放逐到
森林里，赤脚行走，很辛勤地工作，只为遵从祂的父亲。

现在，要遵从我，你不用离乡背井，不用赤脚走路，亦不用捱饿，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但在霎哈嘉瑜伽你要知道怎样医治人，要
知道霎哈嘉瑜伽的一切，而最重要要知道的是爱，只是爱的力量。藉此每个人都得益，这不只是为特别的人而设，亦不只是为一
个国家，而是为全世界而设。看看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若注意力受骚扰，我们要纠正它。把灵的力量放在注意力里，做任何事
都要集中精神。虔敬和爱会令你有深度，不然，会有很多垃圾。若你想象垃圾，你也知道垃圾最终会怎样，若你以为自己很特别
，能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谦卑，不是只对我，而是对每一个人。以爱谦卑的说话，向人显示。
在霎哈嘉瑜伽，人可以像莲花般盛放，他们的芬芳传播四周。若你这样做，人们会告诉我︰你很令人赞叹。有天你们也会被称为
maryada

purushottam，你是罗摩的庙宇，因此你要有它在内，向它做崇拜，好好照顾你的自尊，在你内在取得自觉的好处。你

必须对它尊重和虔敬。我们现在已有自觉，我们怎能做错事，我们是瑜伽士，很快你会拥有很多福佑。立即，就如我被称为
Rokra devi，一旦你维护它，你会得到福佑，每个人都受它的祝福，再回报给全世界。
就如罗摩把祂所有力量用在人民的福祉上，展示祂为榜样典范，你会很惊讶，当时候到了，你们都有很高的成就。你不会有任何
疾病，所有坏习惯亦会戒掉，你需要时才吃，需要时才说话，需要时才看，你会因内省而观察自己的思维。我在想什么？我是霎
哈嘉瑜伽士，停止这样吧，透过这样做，你会在入静中，你的灵量亦会很满足，并赐予你祝福。那么你就会说：母亲，这是何等
的福佑。但你要跳进去，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直到那时候，你还需要辛勤工作。
罗摩是在午夜出生，所以让我们迟一点才开始崇拜。罗摩的崇拜也不特别长，因为祂是以人类的形相，祂是我们内在的人性，藉
此我们明白知性，我们的思维亦得到改变。罗摩就是这样，透过罗摩，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亦改变了我们的本质，因为祂是我
们的榜样典范。当我们到达祂的典范，我们就能到其他典范，因为祂是人类的典范。
神以人的形相来到这个世界是很了不起的，祂成为我们的典范，祂经历所有困难，向我们显示要有力量持守正法，即普世无沾正
法和瑜伽的状态。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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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祝福你們。（我真的認爲他們應該讓這些人靠近些…。

對，靠近些。…沒問題，我不認爲我需要它。我的眼鏡在這裡嗎？沒問題。）來，靠近些。 今天我們要慶祝摩訶維瓦的壽辰。摩
訶維瓦是巴爾伐瓦(Bhairavanath)的降世，你可以稱祂爲左天使長聖米歇爾。這兩位聖人，如你所知，一位是加百列，哈努曼，另
一位是聖米歇爾。一位被安置在右脈，另一位，聖米歇爾，則被安置在左脈。 正是那樣，摩訶維瓦要經歷很多探索搜尋。理所當
然，祂是天使，卻以人類的形相來，祂必須查明左脈的事情，左脈是怎樣運作的。這是很複雜的，左脈比右脈複雜得多。我們的
左邊有七條經脈，這七條經脈一條接著另一條安放。書籍裡有描述它們，並以不同的名字來稱呼它們。
在左邊的七條經脈，如你所知，是掌管我們的過去。譬如說， 每一刻皆成往事。當下皆成往事。我們這一生會過去，上一生亦已
經過去。自創世以來，所有的「過去」都嵌入我們內裡。所有因身體和心理失調而患上的疾病，都只會是受來自左脈的存在體所
觸發引起。就個人而言，假如他受肝病的煎熬，是突然遭受到來自左脈的攻擊，特別是根輪，或任何左脈，左臍輪，因爲只有根
輪是與左邊、左脈連上；右邊、右脈則與腹輪連上。根輪的問題確實不是人類所能掌握控制的，一旦它受侵襲，任何一個位於左
邊的輪穴受到侵襲，人類就會患上身心症。 我也多次告訴過你，這是能量中心，那是能量中心，左和右，它們一個在另一個之上
。過度運用右脈，直到某一限度，左脈便會突然出事，受激發啓動。所有的疾病，比如說糖尿病，都是源自身心失調。很努力工
作，思考太多，偏右脈的人，突然會出事，或許他遺傳了上一世的糖尿病，受觸發啟動，你就患上身心症。唯一能治好身心症的
方法就是你必須知道左脈出了什麽問題。 所以摩訶維瓦深入左脈。為何我說左脈是很困難的，因爲當你在左脈移動，移動是直綫
的，理所當然，它向下移動，右脈則向上移。移動像這樣向下，然後它捲曲，形成線圈，你繼續與它一起移動，便會迷失在線圈
裡。另一個則向上移，沒有那麼多線圈，因爲它是向上的，所以較容易擺脫它。 萬一走往左脈的人，因爲他想太多的過去，自憫
自憐，常常抱怨，比右脈的人還要難搞。偏右脈的人會煩擾他人，而偏左脈的人則會煩擾自己。 這就是摩訶維瓦怎樣正確地查明
找出左脈。當然，我認爲，他知道左脈的一切，所以他務實而詳細的提到很多會發生在偏左脈的人身上的事情。他帶出地獄的概
念。他也描述七種地獄。我是說那是很恐怖，我不想告訴你地獄是怎麼樣。恐怖地殘忍，恐怖地毫無喜樂，恐怖地令人反感，當
你瞭解你犯這個錯誤，你連自己也憎恨。你犯了這種pap，這種罪，結果是什麼，你得到什麼，得到懲罰。摩訶維瓦成就一切。祂
詳細描述偏左脈的人會受什麽懲罰。 他也提到偏右脈的人會受什麽懲罰，不過未到這個程度，因為他要處理應付組合，多數是在
處理左脈。我以前告訴過很多人，或許也告訴過這裡的人，靈魂是由五大元素的因果體所構成。譬如說，泥土的因果是香氣。靈
魂是由五種因果體和你的能量中心所構成，我們也可以說，它控制副交感神經，它處於脊椎神經外面，啟動副交感神經。所以它
和每一個能量中心都連上。 當我們去世，靈魂(soul)與靈量和我們的靈(spirit)便會走向天空；是這個靈魂引導我們剩下的存在體進
入另一個新的存在體，它就是這樣運作。到現在為止，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記錄在靈魂裡。當你問我：「母親，我們看見一些圓圓
的，圓圓的東西，它們靠在一起。那是什麼？」我告訴你，那是我們死去的靈魂。他們現在發現我告訴過他們的東西。因為，你
要明白，當一個人死了，他的靈魂向你顯示

—

即使現在你也可以看到圓的，圓圓的東西：它們可以有很多，也可以只有一個，一串 — 我告訴他們，他們能從顯微鏡下看到它，
我們體內的靈魂反映在細胞上，那是每個細胞的反映器。細胞上的反映器被安置在細胞的一邊，它也反映出這個靈魂，在幕後的
主要靈魂，控制這個反映出來的靈魂，它照顧每個細胞。 他們發現這個反映器有七個這種圈。有七個圈是因為它坐在八個…七個
輪穴和根輪上。他發現，當人死去，有些靈魂在幾天後便再次出生，這些人都是一般平民大眾。祂就這樣引進一個類目。死去的
人，一些是屬於在潛意識中短暫逗留，然後再次出生的類別。他們都是非常普通，沒有目標，無用的人。 而有一些靈魂，他們死
去後逗留在空氣中，只為等待尋找能滿足他尚未了結的心願的人。就像酒鬼能依附上一個喜歡喝酒的活人。一旦他開始這樣…。
一旦他養成喝酒的習慣，一些靈魂便可以跳上這個人身上，當他們跳上這個人身上，便能把他變成真正的酒鬼。 我記得有個很矮
，小小的個子，來自古巴的女士，當我首次到美國的時候，她告訴我她非常討厭自己。她丈夫告訴我，她有時可以喝掉一瓶威士
卡，一整瓶，喝乾淨。看看她，個子那麼小。我說：「她怎能做到？」我就對她做了個班丹，看到一個巨大的黑人站在她背後。
我說：「你認識任何黑人嗎？」 她馬上嚇一大跳，說：「母親，你看到那個人？你看到那個人，喝酒的是他，不是我。」當然我
已經治好她，之後她完全把酒戒掉。 所以，當你開始養成壞習慣，便完全失去自控能力，靈便騎上你身上，控制你。當它控制你
，你就不知道該怎樣戒掉壞習慣，這就是為何要戒掉壞習慣是那麽困難。在霎哈嘉瑜伽，當靈量昇起，會發生的是這些靈(spirits)
，這些死去的靈離開你，你變得正常，你就能戒掉習慣。就是這樣解決。 我要說摩訶維瓦既沒有說，也沒有發現這些事情，我認
為因為祂不是位科學家，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祂談的都是地獄。祂說如果你這一生做過這種事情，就會進這一種地獄。我應該
說，祂非常公開詳細的描述地獄。想到有個自私自利的人，最終會進那種地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有些人甚至註定永遠留在地獄
。 神祇降世，魔鬼也降世，他們有些人完全註定要活在地獄，也出生在地獄。他們出生後，便想找我們麻煩。你也知道，他們也
能降世成為我們的導師或類似的身份。現在這些事情都在發生，你發現這些人怎樣出生，怎樣誤導我們，他們是怎樣運用左腹輪
，或者我們可以稱它為左脈，只是要令我們完全不能動。 當人被鬼附上，你必定見過被鬼附的人，他感覺不到生命能量----這種人
出各種症狀。在霎哈嘉瑜伽，我們要做的是唸誦摩訶維瓦的名號，因為摩訶維瓦來來回回，在整條左脈上來來回回，並停留在----

我們可以說，停留在我們的超我這一點上。來霎哈嘉瑜伽後，它查看、控制、成就、潔淨、做能矯正這個人的一切。 我們真的要
非常感激祂為我們做這種汙穢、骯髒的工作，因為這些人連坐在廁所也不介意，你可以這樣說，或是在任何地方也可坐下來靜坐
。他們可以做任何事，他們是非常骯髒的人，絕對骯髒。一旦他們變成密教術士，他們做著各種骯髒的事情，因此他們真的在他
們和神之間製造問題。譬如說，他們會到女神廟，在那裡和女人胡搞，女神因此就會消失，一旦神廟沒有了女神，他們就召喚所
有左脈的亡靈來。 現在這些漂浮在空中的靈魂，他們想回到有意識的物體裡，附在某個人身上。除此之外，有些偏左脈的導師，
他們知道怎樣抓住一些人，把他們放在另一些人身上；又或把他們從這個人身上移除，放在另一個人身上。這是個連續不斷的過
程，令一個人變得完全瘋癲，亦令他一無事處。雖然我們知道有這種事情，但左脈卻還是有阻塞。霎哈嘉瑜伽士的確仍會有阻塞
，那就是為何我認為對我們而言，慶祝摩訶維瓦的壽辰(Mahavira Jayanti)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稱祂為摩訶維瓦？因為只
有像祂這樣的…”Vira”(維瓦)指勇敢的，正直俠義的人----因為只有祂能做到。只有祂能完全進入存在體，去殺戮，或者你可以說，
毀滅可怕的惡魔、魔鬼、一切衝著我們而來的負面東西。如你所知，因為有那麼多的負面能量在折磨我們，所以我們要多多運用
左脈。沒有摩訶維瓦的幫助，我們是辦不到。我們唸誦摩訶維瓦的名號----你可以稱祂為左天使長聖米歇爾，怎樣稱喚祂也可以---就用摩訶維瓦吧，因為祂是人類。一切都因為祂而能成就。祂是個很偉大的身份。祂自願降生為人類，要聖人降生為人類是很困
難的。 更何況，你要明白，任何經典裡所描述一切有關地獄的概念都是事實。地獄的確存在。如果你想進地獄，當我嘗試去哪裡
查察探索，我就睡著了。在睡夢中，我發現一個人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阻塞到什麼程度，他做了些什麼。頭腦清醒是不易
做到的。你必須進入潛意識，必須進入sushupti，進入深層的睡眠，才能看到左脈發生了什麼。這是很滑稽有趣的境況，我想，
若霎哈嘉瑜伽士想進入，我是絕不鼓勵。 不過，我們要借助摩訶維瓦的幫助來清除左脈的問題。當這個輪穴阻塞，你會發現右邊
突出一整塊骨頭。你就得唸誦摩訶維瓦的名號，來去除來自左脈的壓力。現在很多人連為何受苦也不知道。他們沒犯什麼錯，為
什麼卻要受苦？因為他們被鬼附。我會說，那些不治之症，如病毒這一類的東西、身心症、癌症等等之所以存在，全是因為我們
啟動了左脈，這就是為何我們會染上這些不治之症。 所以我們真的要非常感激摩訶維瓦，祂給予我們力量去除左脈的問題，祂也
賜予我們手上拿著的光，這些光亦是由祂給予能量，祂想對著隱蔽的東西投射光芒，包括向我投射光芒。因為祂，我們才能治好
這麼多精神和肉身的疾病。你也知道只要運用三根蠟燭療法，就能輕易潔淨左脈。這顯示摩訶維瓦只喜歡光明，不喜歡黑暗。祂
的想法是，我認為是要不惜一切，盡祂所能去潔淨整條左脈，幫助霎哈嘉瑜伽在充滿很多很多負面能量的國家紮根。 祂在每一處
成就，我們用三根蠟燭的燭光，就能進行這個療法，解決諸如身心症這一類的疾病。所以我們要很感激祂能成功進入左脈，幫助
我們找出左脈的問題。我們今天能有機會，在他非常喜愛的地方，慶祝祂的壽辰是件樂事。 現在我們或許會說，有時看到摩訶維
瓦是光著身子。是這樣的，祂走進森林靜坐，要探索查察左脈，當祂起來，衣服被樹叢勾著，祂便撕掉一半衣服。祂撕掉一半衣
服，從樹叢出來時還好好的，同一時間，錫呂‧克裡希納變成村裡來的小男孩出現，祂說：「我是個窮人。」這個小男孩說︰「我
也是個窮人，什麼都沒有。你是個國王，總能有衣服穿。為什麼不把你這一半的衣服給我？」他們這樣說，衣服就給了這個男孩
，男孩則跑掉。祂不是別人，正是錫呂‧毗濕奴。就這樣，毗濕奴拿走了那半件衣服僅兩、三秒後，因為祂是國王，祂用葉子來遮
敝身體，回皇宮去，穿上衣服。 試想像這些人，他們是多麼負面。耆那教教徒，不穿衣服走在路上。他們有各種對蟲子的禁忌。
據說，這些人發起，不管是蛇、是令人煩厭、壞的動物，只要是活的就行，你不能不尊重小動物，要好好保護牠們。這些耆那教
教徒瘋了。我告訴你，他們的素食主義到了這種程度，就連蟲也想拯救。把蟲放在茅舍裡，茅舍有個婆羅門，這些蟲吸食婆羅門
的血，我是說，直到那個婆羅門的血被蟲子完全吸乾，蟲子掉在地上，他們才讓婆羅門出來，給他很多dakshina，即給他錢作為
酬勞，因為他讓蟲子吸他的血。 有這種素食主義存在，因此要小心素食者，就連希特勒也是個素食者，所以你可以想像素食主義
是什麽一回事。這些對素食的狂熱，是毫無必要的。摩訶維瓦的一生顯示，為食物操心，該吃什麼是完全不重要的。看看，整個
素食主義的理論，到達這種不合理的地步，我因此已經叫人放棄吃素。 現在也看看他同樣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吃蛋白質，就不
能對抗亡靈。被亡靈附體的人一定要吃很多的蛋白質，不是碳水化合物，而是蛋白質，這樣他才能對抗左脈的敵人。這裡的情況
是他們想成為素食者。試想像他們體內有左脈的敵人，卻想做素食者----完蛋了。他們怎能對抗左脈？ 所有這些事情，我們應說都
是那些人事先安排計劃的，他們嘗試一些譬如----我們可以這樣說…那些人想要去除…或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人想確保低等動物
能夠生存，而不是人類，你看，他們是暴君，做著一些愚蠢的事情。你們一定要知道，我不能把自覺給蟲、魚或甚至雞，只能把
自覺給人類。 這些事情的發生源於人類對所說過的話都採取並置的態度。像基督說過︰「不能有淫蕩的眼睛。」我卻還沒遇見過
一個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基督徒，沒有淫蕩的眼睛，不管是男是女都沒有。我們所做的事情與所受的教導背道而馳。相同的事也
發生在摩訶維瓦身上，那些想把素食主義當成大宗教的人，把祂想做的事都完全抹殺掉。 另一件事，素食主義是由一個叫 Nemin
ath的傢夥引進耆那教，他在錫呂‧克裡希納的時代是祖師(tirthankar)。他即將成婚。那時候的婚禮，不單吃各種各樣的肉類，還在
婚宴上準備很多羔羊和山羊作為賀禮。他就感到-- uparati，我們就是這樣稱呼它。他不喜歡，很反感，對這一切感到沮喪厭惡。
因為沮喪厭惡，他做了些什麼？他說：「我不再吃肉了。」耆那教教徒就是這樣開始吃素。就這樣他們仍在吃素。我發覺耆那教
教徒是沒有喜樂，完全沒有喜樂。他們很喜歡金錢，追求金錢，他們生活奇特，你也無法理解，我是說他們雖然是人類，但你卻
不能瞭解他們的行為，他們不是正常人。所以我們發覺到，不管摩訶維瓦成就了什麽，這些人理應是祂的門徒，他們是耆那教教
徒，卻像這樣。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去瞭解，在霎哈嘉瑜伽裡，我們最好不要做這種事情。任何人告訴你任何事，你都要瞭解為什
麼是這樣；你知道該有怎樣的工作模式，知道霎哈嘉瑜伽的一切，你知道整個課題。因屈服於任何爭論、大型演講、或是大型宣
傳，而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於你而言都是不恰當的。這是非常重要。我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們瞭解什麽是平衡。 當然，我常

常說，以西方人為例，或許澳洲人也一樣，他們應多吃碳水化合物，因為他們吃很多肉。他們可以吃碳水化合物，絕不是說要吃
素。我的意思是為了平衡。在印度，我常說他們要多吃肉，多吃肉對他們有益。我絕對不是說只吃肉，不吃別的，而是要找出一
個平衡點，一旦你找到了，你就會驚訝於你感到很輕鬆，更好，精神爽利，生命能量也比平常流通得更好。 你要小心選擇食物，
選擇衣服也一樣，你不應該時刻為一件西裝而發狂，不管是熱是冷，或毫不關心天氣。要穿著一些適合你的服裝。就如現在，像
這樣的氣候，你需要穿一件外衣或是類似的衣服。不過，假設你是在格納帕提普蕾，或是類似的地方，哪裡既不太冷也不太熱，
或許有點乾燥，所以你應該找出該穿什麼衣服才感到舒適。 不管你找出什麼，對我們而言，那種服裝是最舒適的，你就最好穿上
。因為我見過很多…，你要明白，事情是當我告訴你任何事，不要做得極端，也不要只做一點點。而是當我告訴你這事情，你要
明白，任何對你好的事，不管你有怎樣的性格，有什麽傾向習性，你要做一些能滋潤你，令你改善，使你處於平衡的事情。
要平衡自己，如果你想到摩訶維瓦，也要想到錫呂‧哈努曼 ---二者都很重要。在這個短的講話，要解釋摩訶維瓦的全部事情是不容
易的，不過我想，我已經多少把祂和霎哈嘉連上了，你必定也看到祂是多麽重要，扮演著多麼重要的角色。 願神祝福你們。 只要
開始想起摩訶維瓦，我只要想起祂，就不可能保持頭腦清醒，它時刻都會走向左脈。因為我坐在汽車裡，我想最好是想起摩訶維
瓦，自那刻開始，它時刻都走向左脈，很困難。不過它會成就到。 願神祝福你們。 （給我一些水，好嗎？）左脈是可怕的東西。
我想，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一定要問我，因為只有現在我們才能談些事情。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問我，關於左脈的：怎樣改
正它，怎樣把它成就，任何問題都行。請問我，因為你總是有這個問題。

說什麼？聽不到。

【一個瑜伽士問左心輪上有針刺的感覺。】 現在，我告訴你，心輪是大能的神的反映，即是靈。心臟的毛病有兩種，我以前也告
訴過你。其一，當你生活得過度活躍，偏右脈，而左脈是昏沉的心臟，你就會染上心絞痛和類似的疾病。你的情況是你感到有些
東西在刺你，即是說你被鬼附。如果雙手有針刺的感覺，這是被鬼附的一種。不過能把它清除。其它問題？
【瑜伽士：母親，你可以說些關於左臍輪的事情嗎？】 那是不同的區域，雖然左臍輪的阻塞大多源自妻子和丈夫之間的關係。妻
子喜歡抱怨，時刻都不滿，很緊張，打擾丈夫，受驚嚇，她們做著這種事情。你要明白，有時，她們這樣做只為煩擾丈夫，有時
，基本原因卻是她們非常偏左脈，被鬼附著。這些被鬼附的女人令你的左臍輪有阻塞。任何女人若是感覺到左臍輪有阻塞，她要
馬上知道，她體內有些很可怕的東西，必須把這些東西驅走。左臍輪有阻塞的話，你一定要用三支蠟燭療法，並且嘗試尊重你的
丈夫，嘗試對他好一點。因為這些靈也喜好支配，你也知道，他們不單把你變得很狡黠，他們也好支配，他們有控制支配人的方
法。任何情況下，一個女人或許看來可能是偏右脈，實際上她是受左臍輪阻塞的痛苦，極好支配人。 同樣，如果丈夫不是個好人
，他折磨妻子，她因此不開心，感到難過，她的左臍輪便會有阻塞。所以，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應當明白，你的喜樂，喜樂的源
頭是你的真我，你的靈，不是源自你的丈夫或任何人，你是獨立的。所以你不需要擔心你的丈夫，不需要想他怎樣對待你，完全
不需要介意他，你要想的是「畢竟，我是他的妻子。我應支持他，幫助他。不管他是怎樣，隨他吧。因為即使我告訴他，他也不
會改正。所以最好還是什麽也不告訴他。讓他做他喜歡的事吧。」你就用蠟燭潔淨左臍輪。就是這樣。
好吧，現在讓小孩來清洗我的雙腳。很艱難呢，左邊仍有阻塞。我只是

….

喂。你們都來這裡清洗我的雙腳，好嗎？很好！

（口訣… Ganesha Stuthi … 誰懂怎樣唱整首 Ganesha Stuthi？或你懂Atharva Sheersh(格涅沙頌)？ 好吧。那麼就唱Atharva
Sheersh吧。） 因爲格涅沙是坐在根輪上，就是祂把你放在左邊。祂時刻都把你丟過去。是摩訶維瓦嘗試拯救你、改正你。所以
有兩個力量在運作。 (拿這個。) 他說他拿到巴爾伐瓦的名號，很好。你可以來清洗我的雙手，這裡是領袖的，領袖，開他們玩笑
。請人來這裡放好所有這些物品，誰來做？現在怎樣，誰來？你們一個接一個來，把水放入，只放水不，不，不是，你要這樣做
。現在，一個接一個，來吧。先是蜂蜜，拿這個，另一個，我們再次要你來。小心，不要碰到手指，什麼？這個清潔嗎？我想這
個來自墨爾本。一些人可以來，這是什麼？這是左脈的名號。未婚女孩，你像這樣用這手指來做，在兩面。德寶，來做吧。對，
不要緊，只超越這個，像這樣放線。這一面，像這樣做，還有後面。接著你要把它放在我的，在鞋底。你能移動所有物件。 你也
在這一面做，還有下面。你要完成它，全都完成了。到這條線，到這條線，你也要同樣做。到這裡為止，對，好吧，還有只到這
條線，你只是這樣做。很好，直到完成它，對，對，對，就是這樣。我的意思，不管你要放，多一點這個。就這樣，這樣對。現
在，我的意思是，放一點在我的手指上、腳指上。只是把它拿出。現在，也請一些未婚女士來，太多，用雙手。拿它出來，好一
點，也拿這個要小心，不要弄糟線，不要弄壞線，你不要弄壞這條線。對，要小心。不要緊，有太多要做。這裡有件紗麗。只用
這個抺手。現在，你要做的是拿件紗麗。 紗麗是買來的？把它放在這裡。好吧。叫他們其中一個，那些幫忙的，在前面。女孩子
要坐在這裡，對，這個。把它給她，你可以拿這個椰子。手鐲，你看，有大有小。因為它是兩圈半，最好現在讓他們來，他們要
來。你來放紗麗，你來安排這些花朵，在我雙腳下。所有白色在我雙腳下，一個在旁邊。你放所有白色，之後再放我的雙腳，現
在淺色，像粉紅色。領袖，跪拜。願神祝福你們。願神祝福你們。看一切都很安靜，在搖燈禮前開始下雨，現在看，很漂亮，好
吧。你為我的雙腳拍照？只把這個放。
你们也可以在没有拿…，我其中一个身体和脸孔，因为没有…。你要明白，你没有什么，很少相片没有这个。
我还未有看到你任何新近的相片，你很有名，世界知名。他们称呼它为…
做得好，好。雨停了，一切都妥当。全是巴尔伐瓦的工作。所以我们先要给领袖，只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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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午饭后才要，不是现在。我想你首先从纱丽走出来，这是什么？ 哇，哇！非常好。你们全都写下名字，我会亲自看。 这
从哪里来？好吧。谁是卡比？好吧。迪加，这是谁？好。安也，那一个是她的？噢，她做得很好。非常好，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做的？贾斯汀，谁是贾斯汀？非常感谢你。 我想你最好分发灵食，哇，哇！阿邦，阿邦。这个很漂亮！很美好。你看，我煮食时

可以穿上它，对吗？做得好！你想我为你煮什么？很棒！好吧。 先分发这些糖果，和朱古力…。这是什么？你做的？好，谢谢。
来自奶酪？噢！很漂亮！你从哪里拿到它们？从海滩？很美丽，真的很美丽。

做得很美丽，呀！很好！她是个艺术家…。

格涅沙站在我的背后，看看这相片？就像这样，你曾经看过吗？没有看过，你已经做到，很棒！你一定要看这相片。
噢，你真好。很感谢你，谢谢！谢谢，巴尔伐瓦…一点点，呀？…。谢谢，谢谢…。 你不能带走的钱包，呀？噢，这个钱包，这
里造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好。很富美感，呀？…。他们为什么用这些颜色？很富艺术感，很自然…。它真的很漂亮！非
常感谢你，这东西很特别，称某些东西很特别？非常感谢！
你在做什么？常常送我礼物？你已经给我蛋，这个，那个，现在还给我什么？ 钱包是个好主意，因为它能帮助我。在印度，他们
能画所有这些，但他们却没什么主意。你们很富艺术感，我要说，很富艺术感，因为大自然。 这是什么？噢！怪不得我穿着…。
很奇妙，很美丽，你懂怎样为基督的寿辰选购礼物！这个是什么？瓷器？塑料，我们要小心。最好小心点，这是古老的东西，对
吗？你能看到脸孔，或许这是瓷器？要小心，我是说你真的要小心。漂亮地完成，看看她的衣服，红色和篮色。再看看，我也穿
着同样的组合。但你要对它小心点，不要紧，很棒！ 雨停了。我只是向它静坐。我静坐了一分钟，雨便停了。但这个巴尔伐瓦很
可怕，他不容许我说话，只把你往下拉。但我能应付，这是个很好的讲话，你也知道。若这个讲话有录音，请给我一个副本，把
它送给她。很好的讲话，我从未谈及巴尔伐瓦(Bhairavanath)，弄一个副本，这会是份好礼物。在我离开前，若你能给我一个副本
，会是个好主意。

还有一些chana，像孩子，我也喜欢chana，还有爆米花！他们都很享受，你只喜欢爆米花，是吗？你不喜欢

这个？我想最好分发，不然它便会剩下来。你喜欢chana？给孩子，最好把蛋糕拿到四周…。不，这不能吃，很抱歉，它很酸，
是吗？对孩子而言，没什么是酸的。很棒！ 爱因斯坦的理论…回飞棒，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他曾用这个…。根据他，光并不传
导，是直线的…。所以它能反映，它回到原位…。 一个瑜伽士问可以怎样治好被鬼附上。 这是某种被鬼附，或许你用光，光对你
大有帮助。你到过某些导师或任何人那里？谁说的？不，不，霎哈嘉瑜伽能移除它，移除一切。它不喜欢长久与霎哈嘉瑜伽一起
，任何一种诅咒都能被清除，家庭的或是什么。
这是给少女的，你要明白，这个，它是那么美丽。多给一点那里的孩子。拿所有的chana，他们现在是有自觉的灵…。
你想我谈孩子和所有这些，它在这里吗？我要说一些话吗？我要在每一处说，好吧。 我们现在要谈巴尔伐瓦，我们曾经看过负面
能量，怎样在我们内里运作，我们是怎样有阻塞。所以，我要说，我们要常常紧记。我们有一个灵魂，灵魂会受侵袭，它已经受
各种现代的东西，所侵袭。它已经受侵袭，我们现在要洁净它，纠正它。若你真的想享受霎哈嘉瑜伽和洁净自己，你便要明白我
们需要多多内省，很多的内省。 偏左脉的人是，他们并不直接，他们很狡猾，好批评人，上次我发现在珀斯，人们在谈很多事情
，我想再次提醒你，我有听到它。甚至现在在澳洲，仍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只在别人背后说话，一个人说一些话，另一个人聆听
。这是很坏很坏的事情，因为说人坏话代表，你内在先有坏事。其二，你传播的方式，令神圣停止传播，其三，你自己变得负面
，不管你与谁交谈，这个人也受影响。这就像疾病。 所以我认为在澳洲，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有两个大筋斗，只因为它，
会大大的跌倒。秘密地，这是一方面。我要说澳洲是很偏左脉，除此之外，也因为澳洲是格涅沙的土地。这就是为何格涅沙被安
置在这里，拯救你，纠正你。就左脉而言，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发展这种性格，你也知道，取决于…。就像在英国也有很
多，假设美国没有，澳洲也没有，俄罗斯，德国没有。他们反而很开放，他们也可以富侵略性，但他们却不狡猾。 所以你一是富
侵略性，一是狡猾。因此，你必须在内里找出，你出什么错，我们错在哪里。因为不管如何，我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已经
碰到很大的机遇，取得自觉。我们已经到达的层次是，我们真的被安置在神的国度里。能走多远取决于你。 我们为何在俄罗斯那
么成功，因为人们懂内省，若你阅读任何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托尔斯泰或任何一位，不论他们做什么，即使他们堕入爱河或是
什么，他们都会马上内省。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堕入爱河？为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何我会有这种想法？为何我会这样
做？你看，他们内省。若你内在没有这种内省，那么，我们一是走往右，一是走往左 。 在这个国家，我看是往左边多一点，狡猾
的东西在那里。这些事情怎会发生，我们有一些可怕的领袖。同意，除了谈及它，或告诉我之外，他们只在他们之间谈论。便取
得他们所有坏的品质。某种组合在他们内在，这就是为何那么多人失去生命能量。失去他们…。我该怎样说，追寻的力量。 当你
看到人，或任何人犯错，最好是忘记它吧。若你不忘记，你便要写信给我，即使你没有这样做，最好面对面与这个人谈。「我想
这是不对的。」若你写信给我，事情便能解决。问题便能解决。例如现在甲先生是你的领袖，任何人来自，例如，来自新西兰，
或任何从外面而来的人，你要马上找出。你对他是否吹毛求疵？你怎样看待这个人？你想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什么？若你好批评人
，你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进步。你要批评自己，而不是批评别人。要知道自己是最不完美，这是最佳的途径。
就如我们有个约九岁的孩子，他极之淘气和他就像这样批评别人，责骂人，打人，秘密地，不是公开地。
所以我叫这个孩子来，问他︰「你想你是怎么样？你是否以为自己是最完美的人？」

他说︰「是，我是。」

我说︰「就这样。完蛋了。」这个人不会有改善。 一旦你想找别人缺点，便要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缺点。不要感到内疚，当然，这
一点仍在。你永远都不要为此感到内疚，若你有缺点，只要︰「我有什么缺点？我怎能改正？我哪个轮穴有阻塞？」不是看别人
的轮穴。而是若你只看自己的轮穴，那么，你便得到洁净。你会很清洁，很奇妙。一切都会妥当，但若你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代
表你仍未得到自觉。自觉的意思是知道「真我」，而这个…我上次的确在珀斯有说这些话，不然，若你像这样说别人，去传播故
事。特别是女士要小心，因为她们在左边，她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她们开始评价人，她们以为自己是完美的，她们评价人，告诉
她们的丈夫，丈夫便告诉另一个丈夫，另一个丈夫再告诉他的妻子，就这样传开了。你要是个极之有智慧和明智的女士，若你不
明智，这些便会像疾病般传播开去。在霎哈嘉瑜伽，我梦想这是其中一种疾病，就是基督所说的︰「喃喃终日的灵」。他说︰「

小心喃喃终日的灵！」 领袖也害怕告诉你什么，若他们告诉你某些事情，你马上会说︰「噢，母亲这样说的…他是这样说。」不
管领袖说什么，你都要听从。也必须遵从他，询问他。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吗？这是什么？即使你发现领袖犯错，你可以写信
给我。我必定会调查，例如，史提芬写信给我说起某人。我便作出调查 询问，找出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明白，找出发生了什么？
是不会有任何伤害，有些女士写信给我，我也作出调查，但没必要放注意力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不是好事。要放注意力在自己身
上。只看别人的好处优点，帮助别人。我们就是要这样合群团结。我们会成长得更快，我们会享受自己。 现在我们的孩子在这里
，我发现我们真的不懂，怎样很平衡的照顾孩子。所以有些人想，当我说他们是觉醒的灵。他们便说︰「好吧，让他们做他们喜
欢的事情吧。」这不是事实，若这是事实，会是树木生他们。你要明白，为何是你生他们？所以你有责任，不管他们是否觉醒，
你对你的孩子都有责任。你要纠正他们，这是很重要的。 我见过有些人容许他们的孩子，变得疯癫，他们是那么狂乱。我要说印
度的父母是最理想的父母，他们做的是照顾孩子，他爱他们的方式，能表达他的爱。若他发现孩子犯错，便会马上纠正他，马上
纠正。不饶恕他，在别人面前。现在，若任何人来告诉有关孩子的事情，这个孩子做了这种事情，他会马上取笑孩子。他不会生
任何人气，说︰「为何你要这样说我的孩子？」而是感谢这个人︰「感谢天，你告诉我。」不然他或许更纵容孩子。 就如我告诉
你，我们有一个叫阿华度(Avadhut)的人。他现在长大成人，但在他年少时，有天他问我︰「若我离开我的父母，他们的亡灵会否
也离开？」，我说︰「不会，你父母的亡灵或许不会离开，那么为何要离开父母？」「可是」我说︰「谁离开父母？」「不」他
说︰「我听说在西方国家，孩子在十八岁时，便离开父母，我却不想离开父母。」

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很自由。」

他说︰「那么，我便会自由的犯错，谁来纠正我？若我手拿香烟，谁会纠正我？谁会告诉我︰「不要吸烟。」」
我是说若孩子手上拿着香烟，父亲马上会拿走香烟，烧毁它。说︰「下次我再看到你这样，我会把你的舌头烧掉。」就这样。 孩
子知道︰「父亲爱我，就是这样爱我。我不能失去父亲。」但他必须知道他能失去，父亲的仁慈。若你容许你的孩子的言行，时
常都是他喜欢怎样便怎样，他们便会控制你。 今天只有我与他讨论，我告诉他有天我与一个女士外游。在火车上，一个女霎哈嘉
瑜伽士，她的孩子也在，年纪不大，约七岁。她想与我及其他人谈话，孩子却常常︰「妈咪，妈咪。」
接着︰「什么？什么？什么事？」你要明白，常常都这样。

我告诉她︰「你为何要回答他每一个问题？」

我说︰「他只是问问吧。」 我说︰「没有问题是合理的，全是费话。他想吸引你的注意。」为何你要放那么多注意力在他身上？
她说︰「母亲，可以怎样停止？」 我说︰「我一分钟内便能停止。」 我问他︰「你不要问这么多问题。」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说︰「你很蠢，你仍要多多学习。若你像这样不停发问，你会是非常，非常蠢，有天你会像疯子，你是否想做疯子？
」 他便害怕「我会变疯。」 你看，若你的任何孩子在这里。你要告诉他一些故事，我告诉你该怎么样。有些孩子习惯打人，或做
某些事情，你便要说︰「若你打人，你屁股便会长尾巴。像小狗，或长类似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真的相信。明天他们会问︰
「是否会长尾巴？」是，或许，或许。 所以现在你要检点︰「是，我会非常…」 你们要跟你的孩子玩这些把戏。他们非常聪明，
知道如何作弄你，如果令你，成为他们的奴隶。有时你会做，他们要求的任何事情：「做这个，做这个。」因为他们是觉醒的灵
，当我到伦敦，很惊讶的，在报章里读到有关儿童的统计。每周单单在伦敦市，有两个孩子被父母杀害，我是说我很难接受这事
实。 因此我狠狠批评他们，说：「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爱护你的孩子。」结果所有孩子都坐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不能来静坐班。
若他们来静坐班，便把孩子像小狗般留在外面，把他们系着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在英国，可能这里也是，他们的确有皮带，像狗
一样。你见他们抱着孩子像...我说，这是多么忍心。我现在知道在西方的孩子可以怎样，我不知是因为白皮肤还是什么，我们先
为他们开设了一所学校。因为那里没有学校，一片混乱。我们因此说：「好吧，我们就在达兰萨拉(Dharamshala)开设了一所学校
。」 我们在达兰萨拉开设了一所学校，这些孩子被送来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怱忙之中开始了，若你怱忙间，开设一
所学校，往往会遗漏一些事情。但这些孩子很吓人，因为他们见到老师是印度人，就用拳打这些老师，向老师扮鬼脸，有时还向
他们吐口水，拧他们，做着各样这种事情，把老师都吓坏了。
他们说：「巴巴，我们照顾不了这些粗鲁的人。天晓得他们想怎样，有天他们会带把刀子来伤害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在苏地营跟这些孩子，有很差的经历，他们没有平衡的意识，完全不在意。我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已经开始跳。他
们说︰「从不同地方。」(希望他们不在那里跳。)一个男孩跌断了腿，他们吓坏了。我说：「好了，你们只做一件事。他们已被宠
坏，拿一把一尺长的尺，收起它，说：「如果你不守规矩，就用这个。」偶然这样做。」不是说你们要打孩子，我是说任何事情
都不能走向极端，要有平衡，要体谅了解。 有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男孩当厨子，瑜伽士问他，他以为他是西方人 -「你最好照顾一
下孩子。」他开始左右掌掴他，印度女士不会这样做。印度女士不会掌掴这么多，我们不体罚。这一生中，我曾经掌掴我女儿一
次，大女儿；小女儿两次。我们不相信掌掴这回事，但她们害怕我们的眼睛。她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是好的。我告诉你们
，我的小女儿，当她在德里上大学时，她发现所有女生都穿无袖的衬衣。所以她来问我，我可不可穿无袖的衬衣？因为所有女生
都穿无袖的衬衣？

我说：「如果你想的话就做吧。」

她说：「妈咪，为什么你不穿无袖的衬衣？」

我说：「当我穿上它时，感到害羞；我不想露出手臂，我不喜欢这样子，不大好。我认为我们要遮敝手臂。」
她立即说：「若我说想做什么，而你又什么都同意的话，便没有准则了。你应该向我说「不」我便会非常高兴。」
印度的孩子有这种智慧，他们像 - 像阿华度，我曾告诉你们。他说：「谁来纠正我，谁来阻止我犯错？」但这里的孩子不是这样
，不知为何，或许是我们的根太深或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任何时候也守纪律。智慧是非常重要，若你跟孩子说：「你非常没有
规矩。」-就像跟他们说最可怕的事情。「你没有规矩。」
或说：「你非常不智。」孩子会感到受伤害，「我很不智，我没有看到。」 但最好还是说，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是特别的人，

你们不能那么做，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时常告诉他们吗，要如何有尊严。霎哈嘉瑜伽士应有的行为，那会比较好。不要宠坏他
们，这是你绝不能做的事情。否则，你会毕生头痛，即使他们是觉醒的灵或是什么。请确保不要宠坏他们，那是非常重要的。 还
有是，不要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这是非常坏的习惯。这样你会被亡灵附上，变得极之负面。任何这类思想出现脑海，要停止它
。这是非常可恶的疾病在传播，它令你 - 那很令人厌烦。当我听到有人，说别人的坏话，这是极之令人厌烦。因为那不是人的行
为，动物才有的行为，有种叫土狼的动物。他们说土狼就是这样，它慢慢来，偷走小孩或什么，它是一种很狡猾的动物。我们在
印度叫这种人为土狼，把这种人叫作土狼，这种人被视为很低下的人格。如果他们这样说话。 在霎哈嘉瑜伽不能有这种行为，没
有霎哈嘉瑜伽士能说别人的坏话，亦不能彼此讨论，永不!有人那么做时，你要立即说，请求你，我不想知道，请不要告诉我，这
不是好东西，政客会这样，霎哈嘉瑜伽士不会，霎哈嘉瑜伽士不应这么做。因为你们是伟大的人，你们是瑜伽士。你们知道按正
常途径一个瑜伽士，如何成为一个觉醒的灵？有天我在阅读奥义书(Upanishadas)，其一是…今天我早上起床时看，书上写有关瑜
伽士，就是，首先你们要禁食，然后就要做shirshasana，同时还做pranayama，你要早上四时起床，洗澡，坐下来入静(dhyana)
。你要入静五小时，之后再做pranayama，这也是特别的方式，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六十次你提升左脉，把生命力吸入，
我是说经你用左鼻孔吸气，现在是第六十四下，停下来。然后rechaka，你确要呼吸三十二次，你能想象吗？至少这样，有那么多
练习。若我全部都告诉你，你会很震惊。 就像你要站直，突然间要跳起，把你的脚分开五尺，想象一下，然后转身，以便清洁各
经脉，你看你要转身，转到左边，现在转向左边，他们把这描述成一件很重要的事，简短来说，这只不过是伸展运动。然后你把
手放在左边，向下伸直身体，跟着恢复原状。又再跳起，双脚分开五尺，跟着转向右边，就这样清洁各经脉。但是，尚有其他描
述，你看那些真可怕。他们说，普通人做普通练习，而要达到瑜伽的人，则要做足这些可怕的练习。我不知道，我意思是照那样
做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支离破碎了。或者，某些情况下，你会得到解脱，你看，就像那样。 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在你以简单的方
式取得一切，简单而精微的方式取得一切。但这些无聊荒唐的东西还依附黏贴着你，即使现在你在船上，那些东西还在，制造重
量。而这些重量真的可以把你再次拉下。当你在到达某种高度后才掉下来，掉下的速度会是非常快。很多人都被抛出霎哈嘉瑜伽
，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霎哈嘉瑜伽，很多人来过霎哈嘉瑜伽。那些刚来的人，一段时间内都会得到饶恕，他们也看到你有怎样言行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一种特别的人，有特别的地位，我们有这么多特权，所以我
们要极有尊严。我见过，有些人会毫无理由地大笑。在一群人中，你身处那里，他们就开始大笑。不需要大笑，而他们却开始大
笑。即使我坐着，他们也继续闲聊，交谈，你看，完全没有礼貌。若你的导师坐下，你就要保持安静，你要谦卑，你要敬畏，这
些都是重要的事。我们要渐渐学会，因为你从未有过，灵性生活的训练。你看，这些教堂、或你可说你见过的庙宇，或其他类似
的地方。你看，从来没有真正的导师来告诉你，要怎样行事，要怎样发言，要怎样达致目标。 所以，现在，你自己渐渐要发现，
你要成长，要非常快速的成长。为此，你要记住，我们一定要内省，以便看看，我在哪里？现在我在做什么？啊，愤怒正来到，
一旦愤怒开始来，你就站在镜子面前，说：现在来吧，我们一起发怒。你时刻面对自己，这会对你有帮助。不是面对别人。 现在
，我要告诉你，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时候，这种人来就会形成小组。小组可以变大或变小，全取决于你。你只需要说，母亲说过
，不要聆听针对他人的只言片语，就是不要听。当然， 开始的时候，要忍受很多事情，就像我见过的。如果你看过在霎哈嘉瑜伽
开始时，他们写给我的信，他们很疯狂，这个人说闲话，那个人说闲话，我意思是，任何人若读到这些事情，都会发疯，所以我
从不读那些信。我习惯把那些信烧掉。不过，幸运的是现在这些人变得，非常懂事。他们理解自己的责任，他们变得非常、非常
美丽的人，非常通情达理。而他们对彼此的爱，是非常有趣的。你只能通过爱而不是恨去了解他人，若你恨某个人，你怎能了解
明白，这个人的美丽？所以你一旦开始看到那个人的美丽，你就会开始享受那个人，这就是霎哈嘉瑜伽。我希望你能够以这种方
式来训练你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 愿神祝福你们！ 要注意，那里也有年幼的孩子，绝不要忽略
他们。当然，绝对不要忽略他们，不要让他们独处，即使你是要做某些工作，为了孩子，你可以放弃它，直到他们到达某个年龄
。当他们长大了，你就可以复职。家里也有很多你要做的事情，男人也一定要了解，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和孩子相处。这是极之重
要的。因为孩子令人放松。 看看她，跑掉了。我的注意力就在那里，我希望他们不会…。他们是小心的孩子吗？要有个人看着…
。一些女士可以轮班照料孩子，一个接一个，最好能好好照顾他们。 现在，我们来到一处很好的地方，我希望这工作能成就。我
们已进行开创仪式，它会准备就绪，就如他们所说，会有三层楼。若它能成就，会是很好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会在这里做些什么
，什么会成就。你挖洞是为了你的…是吗？壁炉？要做个壁炉？上面那个间隔，要拿来放什么？另一个在上面？好。你怎么把它
搬上去？预制的。

现在是什么节目？午餐，是吗？好吧。有人来了。请照顾他们，轮班，你看，可以做的。

你应完成所有事情，不要在此留下任何东西。

太多了。现在你吃这个。好吧？我不能吃这么多。这里有个心！

女瑜伽士询问怎样照料西方青少年 怎么了？十四和十五岁？他们不在霎哈嘉瑜伽里吗？我想，你需要把他们送到印度的学校。不
是澳洲人？他会允许？你看，不一定需要进入霎哈嘉的学校。还没开学，不过我们可以送他们进入一所学校。如你所说的，普通
的印度学校。你可以为他们安排一所寄宿的学校，那会救得了他们。一旦我们开办高中部，他们就可加入。因为要正确地抚养他
们成人，也有很多其他的诱惑，我可以告诉你，是非常危险的…。 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我可以帮他们办理入学，就说这些孩子
希望入学，进入那里的学校。不过印度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他们要上低一年的班，不过没关系。他们在那里会受很好的教育，和
她一起去找间学校，可以在任何一处：孟买、浦那、任何一处。学费一定会比这里的学校便宜，他们会变得有纪律。我同意你…
。没人会关心，你看。因为他们也麻烦老师，政府也不关心，孩子很早熟，他们知道这么多事情，很可怕，我告诉你。不容易了
解，这些小孩子知道一些，连我们是医科学生时也不知道的事情。哦，谢谢你。 两，三个孩子，哪一个最小？最小的是多大年龄

？她是最小的，她几岁？…十一岁。她还不算太小，他们三个可以去，以她的年龄是够大了，非常好。他很高，唉？他们越长越
高，唉？你现在有多高？你已经有五尺十，之类的？你父亲是高大的，是吗？对，是的。你想去印度吗？行。好。你应该找一所
学校。那就是他们告诉我，当那些孩子，有段时间，我不会去印度，但我们可以要求瑜伽士安排他们，进一些好学校。你几年班
？十一，普通程度(O level)？你应当读完，我想，不管怎样。要不然你就只是，那是普通程度(O level)，不是高级程度(A level)。
所以你已经读完高级程度？你正在读普通程度。我想，先让他完成普通程度，比较重要。然后他就上大学？你可以安排进大学，
一年后，他可到印度上大学。他可以念艺术系，诸如此类…。你想读计算机？你喜欢什么？你现在读什么科目？数学？唉？你不
喜欢数学，现在，其他呢？生物科？你读生物科。你喜欢生物科？遗传学…。 好吧，我们现在帮你安排一所大学，随他意思。他
的英文好吗？你喜欢写作？你要读新闻系？考虑看看。让我们知道。在印度，新闻系很容易，如果你要读新闻系。不过即使是遗
传学，你也可以找到学校--你试试。十三岁。现在，他几年级？是的，他可以上学，不，没关系。这披肩很好。
四月之前能建好吗？我会在这里。一旦你教他们，他们就会做了。这个是固定在那个上面的，你什么也不用做。
那个是水泥砖吗？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在印度它们是很弱的。这些可以撑起两层楼？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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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悉尼

是一个很有名的占星家说的。

1991年3月31日
(已经读出星象)

(一个瑜伽士说锡吕‧玛塔吉请他读出这个星象，已经做了。)
“Moksha kanaka”即给人自觉的人 — moksha kanaka，Moksha。 四十三…。

它代表「行星」。这代表「行星」。Gajakesari
yoga，”Gaja”是大象，”Kesari”是狮子，所以两者…。Nishkalanka，这个代表迦奇(Kalki)。 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基督，因为祂从
死里复活。祂的死有很多理论，实际是祂复活后到了印度，与祂的母亲一起安顿在印度。没有任何书籍像这样描述祂复活后的情
况。但在其中一本往世书(Puranas)，写萨利瓦汉拿王(Shalivahana)的事迹，他是我所属的王朝的其中一个国王，萨利瓦汉拿王在
克什米尔遇见基督，他问祂︰「你叫什么名字？」 祂说︰「我的名字是Issa。」 他再问祂︰「你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地方？」
祂说︰「我来自一个对你和对我都是陌生的国家，现在我在这里，在我的国家。」
我想这就是为何祂欣赏印度的事物。祂常常医治哪里的人，祂的墓在哪里，祂母亲的墓也在哪里。 也有其他对祂不大认识的人创
作祂的故事，不管如何，你发觉基督特别留有印象，特别要在那里教导如印度经典所述的道德，极力推荐印度经典。对祂而言，
人生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因为你也知道，祂是锡吕‧格涅沙的化身，所以对祂而言，格涅沙原则是极之重要。祂曾说︰「在十诫中
有说︰『我们不能犯奸淫罪』，但我实在的对你说︰『我们不应有淫邪的眼睛』。就是要到达这种程度，即使眼睛也不能淫邪。
这是对人的个性品格一种很好的理解。但我们发现在现代，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徘徊在淫邪中。 在其中一本奥义书，我读到即使
看妇女一眼，想及妇女，与妇女说太多话也是犯奸淫罪。在现代，我曾经看到，每一处，每一个国家都利用妇女作为公关，她们
与有权势的人谈话，谈话的态度令他们感到受纵容奉承。其中一种取得认同支持，取得官员的错误认同支持的途径是透过这种公
关交易，这是很普遍的。这种行为要为很多国家的贪污腐败负上部分责任。 道德与各种暴行相辅相成。任何暴力的人，黑手党，
视为弃儿的人，他们全都是最差劲淫邪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道德是霎哈嘉瑜伽的基本资产是何等重要。 我特别要说，我们今
天是何等幸运，能在格涅沙的土地上，在这里庆祝祂的复活。祂的复活实际上全因祂的纯洁，我们可以说绝对Nishkalank的一生
，纯洁的一生。祂拥有纯洁是因为祂是Chaitanya，祂是生命能量，祂是那么纯洁，所以祂能在水上行走；祂是那么纯洁，所以死
亡不能杀死祂。 我们要以净化为目标，我们谈复活，当我们想重生，就如我之前告诉过你，一只蛋变成小鸟，这个过程被称为”d
wijaha”，即重生。同样，自我和制约覆盖遮蔽着我们，我们要展开成为小鸟。就是这样，我们知道梵天婆罗摩(Brahma创造神)，
知道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是Brahma，这也是为何我们现在确实已经成为dwijahas，意思是婆罗门(brahmins)。那些还未知道Brah
ma的人，没有祂，敬拜或咏唱或做什么又有何用？因为你还未连上，若你没有连上，做什么都是毫无意义。 我们要看看自己纯洁
这部分。在很低层次的人，我曾经见过不纯洁来自基督所说的「喃喃终日的灵」。这些人在别人背后说坏话，享受说人坏话。这
是种很低下的品格。我想在霎哈嘉瑜伽，有这种品格的人应该离去，因为这样会出问题，他们会破坏伤害霎哈嘉瑜伽集体合群这
个主要基本力量。 特别在这方面，我请求女士，特别是领袖的妻子要肩负重大责任。若她们像这样说话，对说别人坏话感兴趣，
她们便会往下走，到达其他人的层次，她们的母性亦会受到挑战。任何母亲容许她们的孩子说这种话，真的是破坏孩子的整个人
生。任何人在霎哈嘉瑜伽说别人坏话对双方都是极之危险，特别是说坏话的那个人。我们连想想别人缺点也要避免，更何况说人
坏话。若任何人向你说这种话，你要把手掩盖耳朵上，说︰「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坏话。」因为当我们说别人坏话，
便会取得吸收这个人的缺点短处，除此之外，我们的思维亦受破坏，不纯洁会进入我们的脑海里，接着你与别人交谈，它增长，
变得更差。 因此，妇女有责任要特别小心，这种事多发生在妇女身上，因为她们有点被排除在外。她们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人
生，她们与男人不同类型。男人，若他们要生任何人气，或他们想说什么，他们马上去做，争吵辩论，把事情了结。但女人却会
把事情埋藏在心里，会说一些话，这样做是个坏开始，就像虫移动，会传染。所以你们所有人都要记着，你们最先要避免的事情
，就是听别人说坏话，说无聊事。 我在珀斯也说过同样的话，因为上一次，当我来，我发觉你们对他人做了些可怕的事情。我现
在再次告诉你这些话，因为我们要明白道德不单只是「性」，比性多得多，阔得多。 因为我们想净化自己，让我们内省。人们问
我︰「为何你在俄罗斯处理得那么好？」俄罗斯有一事是很了不起，他们很内省。若你阅读任何俄罗斯作家的小说，你会很惊讶
的看到他们所有人都会内省，所有人的个性都很懂内省，他们想看到︰「为何我要这样做。」例如，有人很懒惰，不工作，只花
时间阅读或做其他事情，没有伸展身体，那么他便会内省︰「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懒惰？为什么我不能积极点？」 有个很难相
处、易发脾气的人，人们不喜欢他。除了生别人气，他要看看自己内在，「为何没人喜欢我，没人关心我，什么令我这样痛苦悲
惨？」 那么你便看到自己一是很受制约限制，一是可笑的自我跑了出来，令你做一些你不该做的错事。一旦你开始内省，你便在
洁净你的思维。 现在就如文化是，我发觉对人类并不大有益。它是，我也不知道人们想怎样，他们能做什么，能到达怎样的程度
。没什么是有可能发生。我曾经看到一些我们的婚姻，一些男人或女人从没告诉我很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们染上可怕的疾病，他
们只会令我有麻烦。有很多人做过这种事情。 所以首先你必须知道，在霎哈嘉瑜伽，你不能是伪君子。若你是伪君子，若你不真
心诚意相信霎哈嘉瑜伽，不专注，不洁净自己，不责怪自己，你便很快被揭露，被抛离霎哈嘉瑜伽，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会抛
弃你，我只会原谅，就如我曾告诉过你，有两个力量在霎哈嘉瑜伽运作，一是离心力，一是向心力。向心力吸引你，离心力却会
把你抛走。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不管你取得什么，都确实是很不平凡，令人惊讶的那么神圣，那么容易取得。实际

上，我对自己怎能成就完成这些事情也很惊讶。它能实现成就是因为，就如我告诉过你，上天无所不在的全能力量扮演着很有活
力的角色。它起作用是因为现在是，我们现在正处于过度期(Krita
Yuga)。过度期的出现是当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之间有一空隙。就如我们有斗争期(Kali
Yuga)之间，就是过度期。当它起作用，进化过程便在这个时间发生。

Yuga)，在斗争期进入完满期(Satya

现在最后的进化已经开展，这个全能的力量已经再次变得

活跃。这就是为何你取得我所有相片，取得所有这些事物，你也能给人自觉，你自己也能。你会惊讶于发生在你身上的奇迹。每
个人都能告诉你上百个奇迹，这些奇迹也是这个无所不在的全能力量所成就的。在这接合点，当我们有这些可能，若我们仍想伪
善，便会伤害自己；若我们批评别人，而不是批评自己，我们便会错过这班巴士。 你必须明白时间的重要，人们就是错失时间。
霎哈嘉瑜伽是很好，因为你受到祝福，感到安全，一切都很好，你拥有那么多兄弟姊妹，我看到你们的脸像玫瑰般闪耀，全都很
好。但你仍有机会落后，原因是你必须洁净自己，不要自满。有些人当我与他们谈话，他们从不会想我是在与他们谈话，他们以
为我在说别人。所以请你们明白，我们要内省，要静坐，当我们意识知觉到自己的缺点，便要看着这些缺点，缺点便会消退。 我
们要做的任务是很巨大的，就是解放整个人类。为此你们要是很特别，很有理想。人们要看你的表现。我曾经看到有人很喜欢走
上台炫耀，这是自我，要明白这是自我。若你的言行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没有人会把你的话当真；他们反而会从霎哈嘉瑜伽消失
。若你想炫耀，人们便会说︰「看看这种炫耀。」每个人都能看到你是这样，他们或许看不到自己，却能看到别人是这样。 所以
你要对所有这些自我的彰显非常、非常小心。若你有钱，便想炫耀；若你有权势，例如你在政府占有某个位置，你便想炫耀，什
么也可以。这些都是人为虚假的事情。我知道有人炫耀一些毫无意义荒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这些事物都是外在的，它们不
会令你富裕，完全不能给你需要的力量，也完全不能令你变得漂亮美丽。这些外在的事物，任何人都能拥有，它们不会令你了不
起，只有发展你内在的财富才是唯一洁净你的方法，也能给你如基督所说的重生。 现在复活的时刻到了，你们全都复活，但你们
仍要洁净自己。首先，就如我告诉你，我们最先考虑的应是道德。现在只想想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例如，我曾经与我的丈夫在
西方，另一个环璄，另一个社会生活。我们到过派对，曾经体验这种事情，我发现没有男人是安全的，也没有女人是安全的，他
们全都互相调情，天知道为何要这样，这是种毫无喜乐的追逐。当他们回家，发现妻子失踪了或丈夫失踪了。这种不安全的生活
，全因他们没有道德的意识。对他们而言，这些欢愉是很了不起，因为这种对人生的误解，令他们受巨大不安全感所折磨。 你要
教导你的孩子正确清楚的道德观。为此你要有正当的言行举止，不要在孩子面前做出浪漫的举动，也不要把他们处于你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做这种荒谬的事情的境况。你的言行必须有尊严，不然孩子便会有样学样，这是先要做的事情。 你也要小心电视和任
何向孩子展示的事物，或孩子能看到的…他们要小心，告诉他们这是错的，这是非常错的，会为我们惹来麻烦问题。若你与孩子
有正当亲密的关系，便不会出问题。你要明白，在这里，他们受太多这种教育，尽管如此，你与孩子仍出很多问题。虽然我们没
有教导孩子这些事情，印度却没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对这种事情保持纯真。若孩子保持纯真，他们永远不会沉迷其中，也不会
因好奇而出任何问题，不要令他们好奇，你会感到快乐，孩子也会感到快乐。他们从一开始就以道德为基础来开展人生。你要给
孩子的是正确的道德意识。 另一件我看到的事情是，很重要，是你要给霎哈嘉瑜伽时间。很多人没有花时间在霎哈嘉瑜伽，没有
在集体静室工作，他们没有想过要为霎哈嘉瑜伽做点事。你要明白，你是身体的一部分，就如若我不让一只手工作，只把它放在
吊带上，你会发现它永远不能运作，会变得虚弱，不能再做什么，只会浪费它。所以你要同样运用你所有的肢体，你们全都要把
肉身，思维，情感，不管什么都要为霎哈嘉瑜伽工作，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我不需要霎哈嘉瑜伽，我不用为它工作，为了你我才
开展它，是你要把它给予别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你要把它担起，就如这是你的责任。 例如，你知道我这把年纪，仍每三天或
四天出远行，到很远的地方。我为何要这样做？我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这样做只为这理应是我的人生，我真的
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它，逻辑上它看来不怎样合情理。但若你看看我

—

你说我们对母亲很尊敬，我们很尊敬她，很喜欢她，也敬拜她，诸如此类，但你们有否像她那样付出那么多？你们付出了多少？
其二，我也曾听说过，人们对捐钱给我的讲座和其他都很吝啬。你想我来这里，在早期，我通常都是花我自己的钱，你却不想我
花自己的钱来这里，这恰当吗？是吗？若你有自尊，你不会喜欢我来，花我的钱来这里，花钱来建造这个，花钱购买你的汽车的
汽油，你喜欢我这样做吗？不喜欢。很多人来我的讲座，有人告诉我，但不要付钱给我的讲座，这是大错特错。若你不付钱，我
告诉你，你马上会受苦，这是关乎钱的事情。因为若你不付出，钱便不会来。慷慨的人很昌盛，即使在澳洲，或甚至在印度也是
。所以我要告诉你，即使对你这不是种诱惑，但当人说︰「母亲，我们想要的没有发生，这没有成就。」—
所以是有某些地方出错，某些地方出错。 一旦你开始把自己奉献给霎哈嘉瑜伽，你马上发现事情得到成就，某些事情，你犯了一
点错，不该犯的错，或某些，你仍未了解，你出于误解做了一些事情，尝试找出它，事情必须整理，必须在霎哈嘉瑜伽得到舒缓
。一切都整理好，不单如此，我见过，它变得完全漂亮的在正确的位置上，你会惊叹于它怎能成就到，从小事到大事。若它在你
人生中不能成就，肯定有某些地方出错。这是你的道德观，我要说，财政上的道德观。 你的国家也有一些可怕的灾难，可怕的领
袖来只对钱感兴趣，他们就是为此来霎哈嘉瑜伽。有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你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不要为钱来霎哈嘉瑜伽，而是
为一切而来，某程度上，为整体，你要取得更高的位置。就如你也要以开放的心去给予付出，知道自己已经取得这份了不起的礼
物，所以：「现在，我能为它做些什么？」当然，我不需要你的钱，我并非处于基督同一个位置，祂从不拿取任何金钱，所以我
不需要拿你的钱。但仍然，对其他事物，没有付钱的人要记着，若他们想他们的孩子妥当，想他们的家庭妥当，就钱而言，若他
们想妥当，在不感到有自我，没有在领袖的压力下，尝试把钱用在对霎哈嘉瑜伽有利的用途上。 另一点是关于家庭，就如我昨天
告诉你，「我的房子，我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我必须得到…。」特别是领袖的妻子。我再次警告他们，因为这种情况会出问题

，问题到达我们要把他们赶离霎哈嘉瑜伽的程度。尽管丈夫很好，但有些妇女想有自己的家，想有自己的孩子，她们想有自己的
地方。若领袖的妻子有这种想法，别人会怎样想？他们要以领袖为榜样，若领袖不俱备这种品质，而妻子也不以身作则，整件事
情绝对能处于危险的境况。 这就是我看到的，当人们意识不到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一分子，他们便会受苦。我们开始想 — 试想
像，我们把一只手指切下，把它种植在某处，它能长出什么？能否长出一棵树来？或什么会长出来？什么也长不出，它只会停留
在同一位置。若你未与整体连结，你仍妥当，不管你在腐烂还是什么，都不要紧。但当你现在已经加入，当你是家庭的一分子，
便要看到你有怎样言行，你的孩子有怎样的言行，他们是否合群集体？他们能否与人分享，又或他们在争吵？尝试看到你的孩子
能与别人分享他们的物品，你要先以身作则，不然孩子是不会这样做。 现在看看基督 — 他活不到四年，某程度上他不在这个国
家。只有四年，祂便能实现完成祂的使命。祂在这里只为实现完全在额轮的复活。这样短的时间，祂教导了多少漂亮的寓言，到
过多少处地方，与多少人交谈过，祂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祂活得很简朴，没有这种帐篷或什么，所以祂通常到山上 — 爬山，你
也知道，山上的布道是很有名的布道。接着祂召集群众，与他们交谈，他们会聆听祂，但没有人能吸收祂的教诲，他有很少…只
有约十二个门徒，他们待祂死后才能理解祂。在此之前，他们不理解祂是谁，他们的脑海没法把祂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形象化
。但当祂复活，他们便想，祂是谁，祂做了些什么？我们怎会是祂的门徒？他们只是普通的渔夫，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理
解力忽然彰显出来，他们的动力也彰显出来，他们真的能显示怎样实现我们称为「重生」这事情。 基督教却在保罗和奥古斯汀的
错误旗帜下传播，这就是为何我们看到基督教出问题，出很多问题，我们也感到震惊。基督教的基督怎会是这样？就是这样，这
个基督教的基督与基督毫不相干，而祂曾经说︰「你会称呼我为基督，基督 — 我不会承认你。」 我们就是带着这个，祂也曾说
︰「他们头上会戴着一个记号，我便知道就是他们。」就如你已经戴着记号，你已经在最后审判被基督拣选了，祂拣选了你，而
你就在这里。我们仍要知道，有各种可能我们是伪君子，我们在玩弄文字，可能我们仍要洁净自己，所以只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身
上，看看自己︰「我那里出错？」 就根轮而言，你们有特别的责任。澳洲人比任何人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这里是格涅沙的土地
。若你不完全明白根轮清洁的重要，我肯定你不能在霎哈嘉瑜伽有任何升进。所以你们要决定，把它成就，那么你的升进或提升
便没有问题了，因为你是那么纯洁，那么漂亮。你们所有人已经成就达到了，没有太大的困难。唯一是若那些被留下的事物忽然
想走上前，你不要容许它们进入你的人生，要抛掉它们。例如，就像莲花的叶，当它还在水里，它没有显现什么，一旦它浮出水
面，水便不能停留在它的表面，水只会滑落，任何水也不能贴附着叶。你或许向它倾倒水，任何数量的水，水只是溜走。你发现
有这种情况。大家互相的关系，种族主义和其他事情，我们都要反对，为这种细微琐事去憎恨人不是件好事。 我们要记着基督被
钉上十字架时那种寛恕的质量，祂怎样寛恕把祂钉上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即使他们知道他们在霎哈嘉
瑜伽做了些什么，人们仍想把人钉上十字架。这种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对被钉十字架的人还可以，但对把人钉上十字架的人却很
危险。所以我们都要明白这些事情，要摆脱这些事情，还要从所有的被钉十字架上走出来。你要拥有极之纯洁、理想、美丽的人
生，你要对你的品德自豪，对你的伟大崇高自豪，对你的正义自豪，没什么要有坏感觉。不然，人们便会在这现代夸耀他们的缺
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 — 这是被视为坏行为。两者你都不需要夸耀，你却能对美丽的，美好的，能给人力量的事物自豪。 基督
要顺服委身于祂的父亲的欲望，祂问祂︰「若你能拿走这个杯子，那会很好。」但当父亲说︰「不，你要喝掉这杯。」祂接受，
勇敢漂亮的经历它。 我们要有同样的顺服委身，不管我们要做什么，都要顺服委身的去做。我们不应想我们能透过它来成就某些
事情，透过它来炫耀，或是什么。你只要感到它能完成成就全因我们顺服委身。我们要感到顺服委身是很大的福份。若你把注意
力放在你的心，只说︰「我顺服委身。」就已经很足够了。但你不要说︰「母亲，请帮助我顺服委身。」我是说，母亲怎能帮你
这个忙？所有这些祷告有时只为逃避实相。「你只要帮我，帮我，这个。」 要顺服委身很容易，你只要说︰「母亲，请来我的心
，来我的头，来我的注意力。」就这样。不停的这样说︰「请来我的心，来我的头，来我的注意力。」当你不停的这样说，灵量
便会升起，把你完全洁净。是她洁净你，她每时每刻都在洁净你的轮穴，问题出在你常常搞糟它们，一次又一次，这个可怜的家
伙一次又一次的升起。出这些问题都源于我们没有内省。 我也曾见过有人很依恋他们的妻子，或依恋他们的丈夫，他们什么人也
看不见。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是错的；错在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的丈夫或他们的妻子。这看来是人很普遍的缺失。这种错误的依
恋不单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你的丈夫或妻子，因为他们也会同样犯错。一旦他们犯错，便没完没了，他们会被摧毁。 现在我的
任务是到美国这个喉轮之地，这是另一份艰难的任务。除非能纠正它，我的喉咙便不会妥当。我要开开心心的去做，完成这份任
务。但你也知道，美国人的上层(轮穴)有点毛病，他们只能…我就是不明白。他们喜欢别人拿他们钱，愚弄他们，还喜欢拥有劳斯
莱斯(名车)，做着这种事情的人，你能想象吗？他们不会邀请我上电视，因为我没有劳斯莱斯。我是说在电视，在政府，你能否想
象，他们不让你上电视，原因是你没有劳斯莱斯？这不是声誉名望！若我透过欺诈才拥有劳斯莱斯，那就很有声望，这只是种生
意。 所有这些事件，我们感到像澳洲这个被全世界切断，那么遥远的国家，灵性的层次真的很了不起。灵性在这里表达得很好。
我肯定在霎哈嘉瑜伽，若他们能明白他们是生活在格涅沙的土壤上，他们便会升进得很高。你以怎样的纯洁，怎样的理解来生活
是何等重要。 今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说，是我们所有人复活的日子，是祂，是祂能应付处理，祂为我们做了一切，是祂
大大的帮助我们，不然，灵量永远不能进入顶轮。所以我们真的要真心的感谢祂，也要尝试吸收祂的质量。
另一种质量在这里，当然，当人想批评你的母亲，想侮辱你的母亲，你便会生气 — 就像基督。祂不能容忍任何对祂的母亲的侮辱
，或任何对母亲的忽视。祂曾经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样，你们也一样，若你能这样，我便与你同在，绝对与你一起，你不再
感到内疚或什么。当你明白不管你做什么，都要以完全真诚，完全理解明白的去做，即使你犯错，也不要紧。错误会为你带来某
些缺失，你必须极之真诚，你内在要有这种感觉。 看看基督的感觉，我是说祂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是祂要求这种麻烦，祂本应不

用经历这种苦难，祂却经历了。当然，你不用为你的复活而钉上十字架，完全不用，但某程度上，你要把丑陋的，错误的，任何
对你成长有害的事物都钉上十字架。你要真的变成非常美丽的人，非常美丽。任何与你交谈的人，任何看见你的人都应说︰「我
遇见这样那样的人，很美丽。」我便问︰「你怎会这样美丽？」那个人说︰「我是女霎哈嘉瑜伽士。」这是我常常，常常遇到的
经验。重点是你要尊重你的自觉，尊重你的重生复活。若你不尊重你的复活，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没有帮助。 我有次偶然遇见世界
最高法院，海牙法院的高院法官，在罗马尼亚。他坐在那里，我也坐着，他看着我，我想找他，却找不到。接着我们到巴黎，他
也在巴黎，法兰克福，他转到哪里，我也是，所以他来问我︰「顺便问一下，我是否之前见过你？」 我说︰「或许。」我知道他
是谁，但我没说。他说︰「你也知道，我是这样那样的，我到印度，有位女士把我治好，你是否那位女士？」我说︰「是，我是
这样那样。」好吧。
接着他告诉我的事很令我鼓舞，他说︰「那次你治好我，我很高兴满意，我想你是其中一个医治者，但当我看到那嘉医生的人生
— 他是我的同事 — 他改变转化了，变得这样好，这样奇妙，我有一次问他︰「什么，什么令你变得那么好？你怎能在这困难，
各方面都受到攻击的时刻变得那么好？仍能那样坚持。」(这孩子哭得很厉害)「是什么，什么令你变得那么好？你活在这种地方，
你也知道海牙被各种罪犯，毒品围绕着，你却能那么好，那么漂亮圣洁，你怎会这样？ 他告诉我︰「你还记得治好你的女士吧，
她完全改变我，因为她，我才成为瑜伽士，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改变了，因为它给你力量。」这个男人告诉我，我真的大受感动。
他说︰「你能给我你的相片吗？」我说︰「我没有相片。」那里有三、四个霎哈嘉瑜伽士与我一起，他们都戴上徽章，那里却只
有一个徽章。海牙高等法院的秘书也与他一起，他很感兴趣，他说︰「可否给我一个徽章？」他们便把徽章给了这个法官，其他
人说︰「我们呢？我们也想要徽章。」我说︰「你们要戴上这个徽章？」「是，是，当然。」他马上把它戴上。忽然马德找到另
一个徽章，他们却已经到了机场，他便跑到机场，告诉空中服务员︰「把徽章给这个男士。」「呀，我也看过这个徽章，好吧，
我把它给另一个人。」她便把它带进去。 你能想象这些地位那么高的人，我要说，人生中处于那么高的位置，这样有才华，他们
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某种意义而言，是最高海牙法院，全世界的最高法院，只因看到一个转变很大的人，却能这么谦卑。所以你
能想象，你怎样改变你的同事，怎样透过你恰当尊贵的行为取得更好的成效。若你能以身作则，它会成就得很好。 而基督，为何
祂能感动人？因为祂的人生，祂的人生显示祂是多么强大，祂死去。透过祂的复活，祂显示祂是超越人类的理解，祂从死里复活
，祂必定是完全纯洁的人格 — 祂的确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自己安置在这样的位置，我们请求纯真，纯真和纯真。我们要以完
全真诚去成就内在的纯真。不要有自我，以为自己完全妥当 — 不。我们要请求内在的完全纯洁，这是伟大的，伟大的基督已经给
予了我们，我们要成就实现它，我们真的要显示我们能在内里成就实现纯真。不管发生什么，忘记它吧，不用担忧。什么已经发
生已经过去，不管什么，要发生的是你要请求纯真。所有批评，所有憎恨，所有这种事情都会消失，纯真还会给你独特的位置，
人们即使只看你的人生，他们也会改变，只是看你的人生，他们都会改变。 我希望这能在这里成就得很好，或许在我下次再来，
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漂亮地连在一起，漂亮地大家都有联系，这些孩子也成长得很快。我希望再次来到这片格涅
沙的土地，在这里，纯真已经接管。 愿神祝福你们。 复活节崇拜是一个简单的崇拜，因为我们只是…当然，洗脚要由孩子来做，
因为今天很特别，不然这是个很简单的崇拜，所以很多我们通常有的东西都不用准备。
我们先做格涅沙崇拜，孩子可以来这里，约五至十二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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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布里斯本

我们是第一次在布里斯本举行崇拜，我很高兴那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 你知道透过崇拜，你激发启动我体内的轮穴，因此你能
吸收很多生命能量，你做到了，突然间，你的知觉有所进步。你的确能做到，但一段时间后，他们说：「母亲，我们又下跌了。
」他们也说︰「当我们到印度时还好好的，一回来，却下跌了。」 幸好，现在我们拥有集体静室，这很好。拥有集体静室，我一
定要说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事情，因为格涅沙就是这样在这里建立巩固。拥有集体静室是为了过集体生活，灵性的集体生活。不
仅仅是为了住在这里，而是为了灵性。我们应该知道要遵守某些规则纪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只是一所房子…一些人住在一
起，一定要有纪律。只有这样才对你有帮助

—

因为，若你不是为着「我要升进」这个念头来集体静室，那么，不管你是留在集体静室还是留在家里，都是毫无分别。
有两种静坐，两种，一是

—

我们可以称它为

antarmana（内心的/内省）—

我们在内在静坐，看看自己那里出错，该怎样把错误纠正，对它该怎样办；另一种是 bahirmana，是外在的，我们要怎样在外面
生活。你必须有纪律，不是强制的纪律，而是你能开开心心的接受，吸收的纪律。就任何艺术而言，譬如在印度，我不知道这里
是怎么样，你必须刻苦磨练自己，才能有进步。你不能胡乱随意的去做。你不能随便做任何事。霎哈嘉瑜伽是没有
tapascharya（苦行），你不需要行苦行，全都是祝福。可是，若你真的要沉浸在深深的祝福里，就不应迷失在这些祝福里。
至于antarmana ，你们全都要静坐是非常重要的，早晨和傍晚，每一天。不刷牙不要紧，但一定要静坐，这是重要的事情。我发
现西方人不断有阻塞，清洁后又再有阻塞，就是这个原因。每次我来……发现某人不是受某种制约就是受某种baddha（束缚）的
苦，或有时是自我，或是什么，它来了又去了。这不是种永远都不会依恋执着的东西。就像我们每天都洗澡，我们要每天洗净自
己，同样，我们内在也要清洗。所以静坐就是 antarmana tapaha（内在的苦行），你可以这样称呼它。但其实也不是怎样的苦行
(tapaha)。你不需要坐上喜玛拉雅山，只需要在早晨静坐。 在霎哈嘉瑜伽的系统里，我会说成就得最好的是德国和奥地利这二个
国家；英国也是，但没它们那么好。我要说这两个国家成就得最好；其三，在罗马，他们也拥有一样的集体静室。对他们而言，
在霎哈嘉瑜伽里提升高度是非常重要的。绝对是，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总是这样，在这些静室里，我见过人们早上四时起床。
我也是每天四时起床。之后我或许会睡一会儿，在四时我就起床。他们沐浴，准备崇拜，然后坐下，对着照片，做大约五到十分
钟的崇拜，然后静坐。跟着他们吃早餐，或做其他事情。 之后，当他们下班回家，也坐下一起静坐，这是集体的部分，或讨论该
做些什么，怎样去传播霎哈嘉瑜伽。他们只谈霎哈嘉瑜伽，或决定该做些什么，什么是解决霎哈嘉瑜伽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晚上
，睡觉前，始终不变地，他们所有人，所有人，就连儿童也是，睡觉前都泡脚，静坐，然后睡觉。我发现这就是奥地利和德国人
进展良好的原因。你知道，德国人就像这样。什么事情进了他们的脑袋，这些事情对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不容易改变他们，没有
…他们不会对这些事情妥协。他们也努力锻炼身体。
现在，这里的tapa(苦行)、苦修是什么？我们的身体适应某种生活。印度也是，我们在印度都是这样的 — 每个人早上起床后，都
坐下来做崇拜，或静坐。我是说不用多说，你不用告诉他们。因为在印度，这是传统上要做的事，当他们起床后，先沐浴，再做
崇拜，全部人都是这样。即使是基督徒，也同样这样做，他们会坐下祈祷。穆斯林则会做跪拜namaaz。这是一种习俗，一种家族
教养传统。 我发现这里的父母没有负上把纪律这个讯息告诉孩子的责任，孩子也是极度专横。他们不想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父母
也不敢告诉他们： 「这样对你好，请这样做吧；最好你能静坐。」他们害怕对孩子说这些话，可能会失去孩子。或者：「你要祈
祷」、「这个时间要起床」，你不敢告诉他们这个时间要起床。在西方，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早上四时要起床」，就是最大的
罪过 — abbah。 这就像是最差劲的惩罚。不过，一旦你开始早起，便能养成习惯，你也会早睡。你会早睡早起，这样对你整天都
大有帮助。开始这个习惯吧。你每天一定要静坐。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来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再次有阻塞，某些地方出问题。这
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他们的这里那里有阻塞。为什么会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你一定要升进。一天一天过去，你应该处于
更高的状态层次，霎哈嘉瑜伽士这个新人种，应该要在我们内在扎根。我们来这里不只是要享受美食，享受美好时光，或美妙的
聚会。我们来这里是要成为独特的人格，这是把人类带上更高的状态层次的必备条件。所以现在你要向自己负责，好好照顾自己
，要告诉自己：「某某先生，某某女士，请言行检点。」要不然，你就会在霎哈嘉瑜伽中迷失，这样对你也帮助不大。我们或许
数量有增长，但却欠缺质量；负面力量只要一击，就可摧毁我们自以为很多的数量 — 这种事曾经发生过。 所以，现在你们全部
人要发展这种对自己的关注，找出自己的问题，要怎样去改正它。若每天都这样做，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不会出任何问题。你的
思绪会停止，你的困难会获得解决，你完全不会有任何阻塞，因为你已经把它们洗掉了。不过，若你把它们留在身上，它们就会
生长，变大。因此，就静坐而言，不应怠懒昏沉，而是喜喜乐乐的去做。一段时间后，若你不这样做，就不会快乐。不过，刚开
始时，你要鞭策自己，告诉自己要清洁这个身体；但比洁净身体还重要的是清洁头脑和智力，这二者都要有所改正。要成为神的
工具，你必须是完美的，拥有完美的人格，不然，我们或许不能妥当地把霎哈嘉瑜伽的讯息传播开去。
很多人说：「我们已委身交托给母亲，我们已交托给她，当我们交托了，就能得到一切。」 你交托了什么？是一颗清洁的心，还
是一颗充满各种错事的心？或是那个智力，很卓越的清洁的智力？或者，你仍带着傲慢来？即使有霎哈嘉瑜伽的恒河在流动，你

还是要拥有水壶的深度。石头不能盛水。孩子也一样。当然，他们即将到印度，我肯定他们会养成正确的作息习惯，也会学懂正
确的静坐方法。 很明显，在西方我们从未有神的知觉。不管我们拥有什么，不管我们从教堂、犹太教堂、或是某些类似的地方取
得的，不过是在每一个星期日到另一个星期日，每一个星期日；穆斯林则是每一个星期五到另一个星期五，每一个星期五，就这
样。可是这样并没有带领他们往任何地方。所以我们要为此做点事。问题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你不需要坐下来既思考又担心
：你怎能解决问题？它自会获得解决。不能解决的是你的习惯，怠懒昏沉的习惯。若伦敦的人是怠懒昏沉的，我能理解，他们却
不是。他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勤劳，活跃，也委身顺服。他们怎能做到？他们只是知道只有委身顺服才能洁净自己，才能给他
们带来一切的力量。 现在，假设这件工具不清洁。你就连我的话也听不到，它毫无用处。所以我们的工具要完美，以便彰显霎哈
嘉瑜伽。要不然，所有的缺点就会造成双重的影响；就像，首先它会影响你，你绝对感受不到霎哈嘉瑜伽的一切好处；其二，它
会影响遇见你的人，慢慢他们会发现你有一些不妥当。「某种压抑的疯狂」，他们会说：「霎哈嘉瑜伽就是这样，因为我找不到
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他有点像这样，有点像那样。」 一旦你开始深入自己，你会感到惊奇，你为能发展出这种能力而对自己感
到惊奇。当然祝福是有的，奇迹也是有的。要想想自己的能力，你有什么能力？你能治疗人到怎样的程度？在孟买我们有些人，
在浦那也有少数人，他们有能力医治人。他们有些人到村庄去。现在他们要求我提供吉普车，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村庄办音乐会，
去唱歌，创造大批霎哈嘉瑜伽士。当他们回来，马上，不管是白天或晚上回来，他们马上会在相片前清洗他们的双脚。 同样，为
了保护自己，你要给自己做班丹，任何时候。你不应说：「现在，我一切都妥当。」你不应说︰「我是完美的。」你不应说︰「
我是霎哈嘉瑜伽士」。绝对、绝对不要那样想。一旦你开始以为自己是完美的，你就完蛋了。所以在出门前，你一定要好好做班
丹。在睡觉前也一样，一定要好好做班丹。把注意力放在顶轮，才去睡觉。 事情是怎样成就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你马上能知道一
个人有否静坐，马上就知道。就像一个帮孩子洗澡的人。虽然他帮孩子洗澡，自己却还没洗澡。你能把二者分辨出来。同样，每
天都静坐的人，每个早晨和傍晚静坐，不用花太多时间。你看，我们把全部时间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只有当你完全了解自己
，完全了解生命能量，你才能正确地处理它们。这些知识都是你的。你也知道，完全免费，这些都能成为你的导师能力。所以，
不要只是满足于：「好吧，今天是星期日，我们上教堂，拿起圣歌书，让我们唱这页的圣歌，诸如此类，再坐下、起来、又坐下
。」回到家里，一切如旧。 所以今天，我真的想告诉你们全部人，你要内在的发展这种深度。如果你不能发展这种深度，你也只
不过是个平凡人。事实上，所有关于「女神和她的力量」的伟大秘密，从未像这样告诉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只有当他们达成了
合一 — 我会说是神和你之间的合一关系的绝对完整的概念、绝对完整的了解 — 在此之前，没人会为此做什么。 现在是霎哈嘉瑜
伽的时代，是很简单的，你一旦得到自觉，就能给他人自觉。马上，在你的手上，你会看到灵量在移动。你把手按在某人的头上
，你就发现那个人得到自觉。这是事实。就是这样成就。但对很多人来说：「噢，什么也不用做。说到底，是母亲成就万事万物
，我们只是成就了一点点。」你总是能了解，母亲只能成就一件非常好的工具，而不是一件软弱的工具。现在，我们有一些了不
起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很有深度。始终不变的是，每当我问起，他们总是说：「母亲，我们每天敬拜。早晨、傍晚，每一天都
用各种方式敬拜。我们一是洗脚和坐在你的照片前，敬拜你的照片，一是早晨也这样做。」很令人惊叹，你马上就能把他们辨别
出来。在机场或许有六百人，我却能马上知道，谁每天都有静坐。 现在，说到我们。我们练习霎哈嘉瑜伽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
我们要迈进第二十一年；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就绪。你要明白，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是1970年，现在是1990年，做了这一切，加
上91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当然，我会说，那时你还没有自觉；不过，不管你什么时候得到自觉，我都不会评论你投入的程
度。我说：「先让他们得到自觉。」他们得到自觉。一旦他们得到自觉，你看，他们便真的感到有责任，从有自觉那天开始，从
第一天就开始了。我不用告诉他们。我不是说印度人，我是说其他人。他们做到了，他们有极大的进步，极大的进步。 我们一直
从这里那里给你派来印度的男女孩，只为让你知道，他们也能在霎哈嘉瑜伽帮助你。肯定能帮助你。你必须有恰当合适的人，你
会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而感到惊讶，他们能传授一切，至少不大受自我的干扰。完全没有自我。你不是因为自我才能成就这一切
。你能成就它是因为你是个求道者，现在你已经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所以要了解，不是在金钱上得到好处，或是「我要变得有权
势」，这样或那样；因为若你没有静坐，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这些事物上。你马上就会开始想：「我能成为领导人吗？」好吧，
要不然：「我应否贬低领导人？我怎样才能侮辱他？我怎样才能进行斗争？我要怎样做？我要怎样才能以这个方式行事？」你也
尝试侮辱别人。若这样行不通，你有时可能诉诸暴力、愤怒，因为你还未，我应说，还未那么进化、那么成熟、那么有智慧。 所
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最先要做的事，你首先是说「让我看看，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有什么责任？」一段
时间后，你就会开始享受它，因为它能给你这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巨大的经验。然后，你很谦卑的坐下，首先说：「母亲，若我
有任何一点自我，请把它拿走；母亲，若我有任何一点条件制约，请把它拿走；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求道者，我不要自我和制
约。」 不过，若你不静坐，这个自我先生就会秘密地爬上你身上，你可能想成为领导人，或是你会宣誓主张一些事情，进行一些
笨蛋自我的行动，我们在霎哈嘉瑜伽有很多这种事情。若你把它们写下，你不会知道该如何停止大笑。为了警告自己，我会说唯
一能保护你的是在早晨和傍晚静坐，并且保持自己在完整的班丹内。你的角色很重要，你的时代也很重要，极之重要。你不知道
在灵性的历史上，没有人能像你做得那么多。所以，若你真的做 antarmana，若你真的看看自己的内在，当静坐时你静观自己，
看你的轮穴，和一切东西，你便会在内省时发现︰「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只要把自己分隔，自己看看：「为什么我是这样？为
什么我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我是谁？」当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重要。 我不知道要怎样
强调，要怎样加倍强调每天静坐的重要。就像你看到的广告，每一天它们都不断轰炸你的脑袋，就是：「买这个，买那个，买、
买、买、买、买。」它们起起用。同样，你每天都要轰炸自己，「现在，静坐，要入静，要入静。」你会很惊叹，出门时你一旦

看到一些美丽的事物，就马上进入无思虑觉醒的状态。不用刻意的去做。当你遇见霎哈嘉瑜伽士，你马上就会进入无思虑觉醒状
态；至于你遇见的那个人，你们二人都会进入这种状态。你开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享受每事每物。一种美丽的感觉渗入，一种
美丽的安全感也建立起来，使你也惊奇：「我怎会以这种美妙的方式感受到这些安全感？」因为若你是…就如每天洗涤、洁净自
己，简朴的事物，每天的生活 — 你在触碰任何东西前，会很小心，那么你便不再弄脏它们。就如有件肮脏纱丽，绝对肮脏的纱丽
，即使多两点、或上百点污点，都是毫无分别。但当它是完全清洁干净，即使只有一点点污点，你也会担忧，因为每个人都能看
见。同样，除非你每天清洁自己，不然你是不会知道自己那里出错。 我希望你能全神贯注于我今天的讲话，全神贯注于你那投射
出来的内在，就像在静观自己。只看看你怎样与他人交谈︰「为什么我要这样说话？有什么需要说话？」你就会开始了解，在这
一切的背后，有某个可笑的家伙在我脑袋内胡搞，必须改正这个脑袋。非常重要。 现在，一天结束时，我们应该找出：「我为霎
哈嘉瑜伽做了那些好事？」我们也可以找出：「在霎哈嘉瑜伽里，我究竟是否还未到达状态？」若能做到，你要找出：「透过这
些力量，我传播霎哈嘉瑜伽究竟到达什么程度？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正如我告诉过你，在奥地利，我们有
些男孩，他们时刻都在研究霎哈嘉瑜伽。他们读过连我也还未读过的商羯罗大师的书籍。他们阅读各种书籍，只为要找出他们到
达什么程度，结果是他们在自己的存在体上有非常、非常深入的发展。方式途径是，你要明白，你一直深入、深入、深入、深入
、深入地发展，你会很惊叹，你越深入，便越不炫耀，越不炫耀，你便只是在散发。 就像有个男士有次来我的屋子，他们说：「
母亲，有些凉凉的人来屋里。看来有些凉凉的人来到屋里。是，是，有些凉凉的人来了。」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只走进
屋子里：「有些凉凉的人来了。」你就是有这种感觉，你明白吧 — 就像你走进森林，发现一片寂静，连鸟儿都不吱吱叫，你就知
道有只老虎坐在那里。老虎什么也没做；或许牠只是在睡觉，可怜的家伙。可是整个地方因为牠的存在而充满敬畏，你明白吧。
同样，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不论他身处何方，都很显眼。看看这些圣人，他们甚至连如何提升灵量都不晓得，却是非常纯洁的人
。他们从未提升过任何人的灵量，从未给人自觉。他们是极之纯洁的人。他们身上不会有一丝一毫不纯洁。他们的创作却是那么
多：怎样的诗歌、怎样的著作、怎样的灵性想法、怎样的话语；我的意思是，极之了不起，他们的作品都是极之有深度、极之有
效益。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赚取灵性，不是赚取金钱、或是赚取地位、权力，不是这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赚取灵性，而
这个灵性，包含一切。一切的满足，一切都包含。它会对孩子起作用，以各种方式途径，对周遭的事物，对人格个性都会起作用
。所以，毫无疑问，不单一个人是这样，而是整个集体都是这样。整个集体看起来应是美丽的。 所以，我该说，你要在静室中集
体的静坐。在奥地利，他们在大清早，四时就集体静坐。他们知道有多少人出席，多少人缺席，知道什么在发生。不过我说：「
不要指出来。只是让我们看看吧。」当这样静坐的人提升得很高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开始跟从加入。所以不要理会他人什么时候
起床。是我，是我要照顾自己。这是很自私的 — swarth。你要知道swa的意思 — 是指自私 — 一旦你知道它的意思，你就不会理
会别人会说什么，别人会想做什么。假设你的丈夫是可笑的：「噢，不要紧，他自会想通。」假设你的妻子是可笑的：「噢，不
要紧，她自会想通。」什么都不重要。对你而言，这才是最重要，而那些这样想、这样做的人都超越一切。没什么能把他们拉下
来。 今天是布里斯本的第一天。我祝福你们所有人，希望你要对自己有完整的想法，为什么你要在这个地球出现，你该做些什么
了不起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每个人都能做到，不过，我请求你吸收这些内在的质量，这些质量已经存在。我是说，我
不应该说「吸收」，而是你要彰显这些质量。一旦你开始彰显它们，看看你的气质，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会照顾你的孩子。不用担心。 愿神祝福你们。 也带一些水给凯恩斯，为了… 好吧。孩子们，来吧。[印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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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nline.
锡吕‧哥维

灵量崇拜(Shri

Gauri

Kundalini

Puja)

新西兰奥克兰

1991年4月8日

哥维(Gauri)是格涅沙的母亲，因为她要沐浴，所以她制造了格涅沙，为了保护她的贞洁，
她制造了锡吕‧格涅沙。同样，灵量是哥维(Gauri)，格涅沙坐在我们的根轮里。根轮是哥维、灵量的住所，是格涅沙保护灵量。 如
你所知，锡吕‧格涅沙这位神祇是代表我们的纯真。只有格涅沙才能处于那个位置，因为你也知道，骨盆神经丛照顾我们的排泄功
能，只有格涅沙能处于那个位置而不受周遭所污染。祂是那么纯洁，那么纯真；灵量是处女，是格涅沙的处女母亲。人们却开始
说圣母玛利亚的坏话，说必定有些不妥︰「处女怎能生孩子？」因为我们不了解那是神迹，神能使任何事情发生。祂们超然于一
切，什么也能创造。不管如何，格涅沙必须由处女所生，因为祂是那么纯洁。 灵量必须由格涅沙来支持。如果格涅沙是衰弱的，
灵量就得不到支持。唤醒灵量之际，格涅沙首先必须支持她。当灵量觉醒的时候，格涅沙放下祂所有要执行的职责。所有职责都
停止了，因此

—

你必定见过，我坐上九个小时，有时十个小时，都不起来

—

因为当灵量升起之际，格涅沙停止所有的职能，一切都停止了。格涅沙要全心全意的照顾和支持灵量。 你也知道，灵量是使你升
进的能量，它是一种处女的能量，也是一种不执着的能量。它不执着依恋任何能量中心，或任何职能。它只执行一项功能任务，
就是缓慢而稳定地通过所有能量中心，滋养他们，提供任何它们的喜好，任何它们想要的，任何它们可承受的，并且缓慢而稳定
地打开顶轮。她卷曲成三圈半。三圈半是一个重要的数学系数，为什么她是 — 我想在我的书已经有描述她。 即使她是处女能量
，她还是那么有智慧、有理性、有爱心、关心人。当她升起之际，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烦扰。你甚至感觉不到她在升起。有些人
会感觉到，这是当那些人不正常、有障碍阻塞，才会感觉到它；正常来说，你不会感觉到她怎样升起。她自动的升起，由整个机
制来支撑。当她从一个能量中心升到另一个能量中心，下面的能量中心首先打开让她进入，能量中心就扩大，再关闭，以便固定
好灵量的位置。接着灵量再往上升，直到她穿透顶轮，灵量还是持续的升起。 这就是皇者瑜伽(raja yoga)。不是指人工虚假、或
某些外在的东西，而是这个机制自然而然的运作，就称为皇者瑜伽。我常常说，当你启动汽车，所有机件就会自动运行；但是仅
仅转动车轮，你是不能使汽车移动。同样，当灵量升起，她自然而然的升起，通过这六个能量中心。这时候，当她处于喉轮时，
她打开喉轮。在通过喉轮时，舌头会被拉进去一点，只为保持流动。这个反应叫做khechari。当人们在深层入静时，那些在静坐
中达到很高高度的人，会发现突然间自己进入了khechari的状态，或我们称之为mudra，在那个状态里，犹如甘露从上颚开始流出
。如果你把舌头像这样往上提，就会感觉清凉从舌头流下

—

试试看。当你处于深层的入静状态时，不需要这样做，你自动的进入khechari状态，它开始慢慢的凉化你的舌头。 就今天的霎哈
嘉瑜伽士而言，仅有非常少的人真的感受到那个状态。原因是你没有静坐，也没有放注意力在自己的自觉上。在西方常常都谈起
它，尤其是我们空谈多于实践。我们每天都要静坐，就像洗手或清洁牙齿，我们要在早晨静坐，也要在傍晚静坐。这两个时段我
们都要静坐，不然我们就不能升进，不能成长。仅仅只是想︰「我们是有自觉的灵」是不能成为有自觉的灵。这种洁净必须每天
都做，每天进进出出都要做。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被描述过的经验，在霎哈嘉瑜伽里，有时人们一点也感受不到。有人就问：「母
亲，我们怎么感受不到khechari？」因为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该放的地方。故此，要尝试以这种方式入静，以方便灵量运作，让
轮穴得到洁净，最终你便能处于入静的状态。问题不是怎样入静，而是怎样时刻处于入静的状态。
你知道灵量到达额轮之际，她打开额轮，你就能进入无思虑的醒觉状态。没有思绪 — 思绪只是停止。你静观一切，只是静观，却
不涉入你所静观之物，只是静观。这个静观给你带来内在的成长。想想一棵树，若是处在翻腾或地震，就不会生长。当地震停止
，万物静止，万物和平，树才能生长。同样，我们只有内在平静时，才能成长。 为了使灵量成长得愈来愈阔，升得愈来愈高，我
们首先要有内在的和平。你只能与他人真正的和平共处，才有可能有这种和平。如果你不能与其他在霎哈嘉瑜伽里，在集体里的
人和平共处，如果你处在翻腾状态，灵量就不能升起。故此，集体是很重要的。没有集体，你的喉轮不能打开；没有集体，你就
不能有灵性上的成长 这是灵性的成长：就如他们所说，生命之树是倒生的，根部处于头脑里，灵量要去给头脑浇水，就如我们给
根部浇水一样。这样它才开始向下生长，你就是这样开始扩展。当你开始扩展，就会触碰到你神性的深度。一旦你触及你的神性
的深度，你就会开始以让人们知道你是位瑜伽大师(yogiji)的方式成就它：你属于高等领域的人，你拥有某些了不起的东西。 这是
无关你阅读了某篇文章多少次，无关你谈霎哈嘉瑜伽多少次，更无关你持续念诵名号多少次；而是关于你发自内心，想升进的纯
粹愿望有多少。如果这个愿望正正切中你，你最先和最后要做的就是静坐

—

不静坐是不行的。就算你想尝试，没有静坐是办不到的。如果你没有静坐就去睡觉，你会想到：「噢，我还没有静坐。」

—

不是出自内疚，而是︰「我遗漏某些事情，我遗漏了某些事情。」这种情况必须在我们身上发生。 要尊敬哥维的力量，因为她是
我们的母亲，我们各自的母亲。她给我们「重生」。她知晓我们一切。她很温柔，很仁慈。她是怎样慢慢的升起：不会带给我们
麻烦，她费尽一切努力，穿透这些能量中心，把「重生」带给我们。因为她了解一切，知晓一切，组织统筹一切，她把你身上的
美丽都带出来。一旦你开始在内里发展这种美丽，你会惊讶于自己是多么有力量；所有这一切与你发现的真理是同一性质的，亦
等同美丽，也等同喜乐。你不必去想喜乐是分开的，与真理不一样，与美丽也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没到达那一点，我们才会只取
一个面向，一旦我们到达那一点，整件事情便会看来是一体。完全没有分化，全都是一体：一颗钻石虽然有多个琢面，但钻石却

只有一颗。那颗钻石就是你，你的灵。 今天是很伟大的一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灵量和哥维给我们自觉，要知道我
们每时每刻都要唤醒她，每时每刻都要扩展她，每时每刻都要敬拜她，以便我们总能保持自觉完整无缺，保持升进完整无缺。就
是这个升进要转化全人类。所以你要向她祈求︰「请让我们保持纯洁，请使我们纯洁。」她洁净你，她的工作是洁净你的轮穴，
所以「请洁净我们，使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头脑思维清洁，一切都清洁；最终能永远，永恒的保持联系，让我们感觉到「神的
爱」的美丽力量流通于我们。」 为此，你会做一切必要的事情。你会尽量参与集体，会牺牲一切，也会尝试明智合理，会尝试传
播霎哈嘉瑜伽，因为当你像树木般传播霎哈嘉瑜伽的时候，你的深度也会成长。但要以「灵量醒觉的美丽」一样去做。她没有麻
烦你，没有带给你任何问题。我们要学习她，要像灵量一样行事，灵量是很温柔，很甜美，很友善，很有效率，她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意义。她完善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她带我们看见整体，看见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所有人类是一体的。她
给我们集体意识。这一切都是灵量独自来完成。当然，如果她不走到任何轮穴，也不唤醒任何神祇，我们就连轮穴得到唤醒的成
果也得不到。所以，一切都是她的工作，一切都是她的升进，一切都是她的理解和智慧，给了我们这个美丽的状态，让我们能称
呼自己为瑜伽士。 我请求你们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灵量上。时刻都要尝试提升她，要看到你有生命能量。也要看到，你不仅有妥当
的生命能量，你对待他人的态度也要有所不同。不要批评人，不要诉说他人有多坏，只要看看他人有多好，他人能做什么好事。
她是位处女，很有智慧。同样，我们也要很有智慧，要明智合理。现在我们花不起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要拯救全世界 — 那是我们
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连自己的轮穴也不去成就，我们就帮不到任何人。故此，首先我们要洁净自己的轮穴，然后才能帮助全世
界。那不是某种教派，或是某种组织，你只说：「我属于这个教派，我属于这个组织。一切很好，神会拯救我。」霎哈嘉瑜伽没
有这种承诺。不是拿到一张前往天堂的车票。要去成就它。你要去成就它，要以完全的理解去成就，什么是灵量，她怎样运作。
愿神祝福你们。

【崇拜开始】

27:31

现在，领袖要来为我洗手。

34:45

现在，我们要有十四个女士

—

不是七个或六个，如果你能找到，至少八个。有多少个已婚妇女在这里？…

35:16

她会为你画线，然后我们就开始…首先从这里开始，因为你要把线放在那里…

38:34

【瑜伽士：锡吕‧玛塔吉，您想不想我们唱“Hasata

Ali”?】

我想唱一首，中间再唱一首，因为她还在绑那只脚。让我们唱这首，“Adi

Ma”

–

“Adi

Ma”一

现在来吧。

39:53

从我的钱包，拿那个… 41:50 现在，还有什么… 43:33 愿神祝福你们… 44:24 另一边，我想。好吧。好了吗？好吧… 46:38
你会为他们读星相吗？… 47:30 一定要清洁…女孩可以用清洁的…来洗。 47:52 【星相已经读出】 48:04 Dharmasthana. …
48:46

Dyankaraka

–意思是给你知识，关于你的中央神经系统的知识，也关于你的思考层次的知识。

「不同的量子」：量子aunsha，也是指「部分」，是量子。

49:48

Avatara，即是说那是我的一部分。在我的情况，那是完全完整的。我是说，它真是神奇…
第五，第五

—

顶轮日。

54:18

那就是我所希望的。

54:49

49:05

它也是完整的。他们说他们是aunsha

我也是在星期三出世！

50:26
56:22

就像循环一样。

53:15

大量的，一定是。

56:35

最后一点，你可以读一读…是的，继续，继续。 57:25 Nishkalanka – Kalki. Nishkalanka. Nishkalankara。是 Nishkalanka
的降世。 58:14 你应该要影印副本。或许你的比较好，每个人该有他的版本。当他们需要时，就能够读一读。 12/8/2011

1991-0410, 宇宙大我崇拜
View online.
宇宙大我崇拜 澳洲墨尔本1991年4月10日 因为位处偏远，也因为墨尔本没有集体静室，我发觉哪里的集体还未编织妥当，所以我
认为我们今天最好敬拜宇宙大我(Virat)。你可以说宇宙大我是原初的父亲，或他是在我们脑海里，集体层面的代理。当灵量升起
，最终穿过脑囟骨区，在进入脑囟之前，她进入顶轮。有千条神经围绕着顶轮，医学上的术语称它为边缘地区。千条神经全都与
喉轮重要的十六条神经连上，因此他们说锡吕‧克里希纳拥有一万六千个妻子，就是祂以祂的妻子为祂的全部力量，而我则以我的
孩子为我的全部力量。 当我们在升进中，在入静(dhyana)中成长，我们必须进入顶轮。若顶轮没有打开，我们便不能大规模的得
到自觉。它是怎样连上，集体与今天的霎哈嘉瑜伽大有联系。在此之前，它只到达额轮。当它到达顶轮，便开悟了所有神经。所
有神经看来像宁静的，漂亮的以彩红七色(红灯黄绿青蓝紫)来着色的火焰。它的外貎是那么令人舒服，那么漂亮，人类在世界任何
角落都没法找到比它更好看可观的境象。 当顶轮被打开，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崇拜在罗马，在之前它要到集体，即是我要放
注意力在集体，我要去看看人们，他们的各种问题，他们遭受的各种组合和排列的苦恼困扰。他们全都被带到七个主要的音符，
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也分裂成二十一，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中央。所以我们总共有二十一个基本的问题，内在要解决
的根本问题。在霎哈嘉瑜伽初期，我尝试只医治人们肉身的毛病，思维的毛病，他们的家庭问题，财政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都
已在霎哈嘉瑜伽获得解决，我们有一些很…之间有很大的灾难。你也知道，当他们到达额轮，他们开始以某种权力，不是神的权
力来接管整个氛围。结果，很多人只到达额轮便离开。来到顶轮的人要明白，集体是你升进的基础。若你不集体合群，不来集体
静室，不与大家见面，你就像被剪下的指甲，上天不会再管你，你离开了树，像花朵离开了树，可能还能存活一会儿，毋庸置疑
，但一段时间过后，它们便会凋谢，完蛋了。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明白，若集体不能在霎哈嘉瑜伽建立巩固，霎哈嘉瑜伽便会逐
渐消失。 我现在要到美国，那里的集体真的要有最好的质素，但它却仍未有。美国的集体有很多问题，但我仍要说，他们意识到
必须非常集体合群。问题出在—虽然只有很少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却明白要肩负什么责任，他们都很辛勤的工作，传扬霎哈嘉瑜
伽。你看「凉风」(Cool

Breeze)(编按︰霎哈嘉瑜伽正式的杂志)就是他们出版的。以这么小数量的瑜伽士，在美国却有很多活动

。他们怎能处理应付这么多事情是很令人惊讶，他们很出色的处理所有事情，因为他们感到连在一起，他们各自身处很远的地方
，从檀香山到纽约是这样远的距离，却能互相体谅，充满爱，很有责任感。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所以感到极之需要绝对集体合群
，没有联群结党的问题。即使有人犯错，除了向我说之外，从不向别人提起，也从不互相讨论大家，从不说大家坏话，也从不分
派结党。 所以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怎样错过集体。这是很务实实际的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没有集体，我们不能生存。就如
身体要与脑袋连上，同样，没有集体，霎哈嘉瑜伽是不能生存。一旦你明白这一点，你便要把它成就，把集体完全建立好，内内
外外。你要建立巩固好内在多于外在。不管你内在有什么，都会彰显在外。我们该怎样把内在建立好？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亲人。格涅殊哇(Gyaneshwari) 说︰“Techi Soyarik hoti.”(他们会是你的亲人)。第一件事是我们要内省
，透过内省，我们脑海里在想着什么违反集体的事情？我们的脑袋是怎样运作？我不知道人类的脑袋对另一个人最先想着的是什
么。首先他们是你真正的亲人，其他人不是你的亲人。这些孩子是你的孩子，这些男士是你的兄弟，这些女士是你的姊妹。我们
是一个大家庭，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只手不能打另一只手，感谢天，它不会思考，不然以人类而言，它们或许想与另一只手争吵
，它们没有，因为它们与同一个脑袋的活动连上。我们首先要明白，不要想看另一个人的缺点，而是要看他的优点，这才真的最
能帮助你。就像在印度，你要明白，我也不知道，这里或许也一样，若你，若…若他们认识你，若…他们马上找出有什么事可以
要这个人做？若某人是部长的兄弟，他们会马上找部长的兄弟，对吧。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情吗？」 有人便说︰「我是这样那样
…。」人们马上会想︰「噢，那又怎样，这个人能为我们做什么事？」同样，你可以进一步用霎哈嘉瑜伽的语言，一旦你认识某
个人，你不应想我能与他一起干些什么。我曾经看过，若某人有钱，人们便会扑向他，好吧，让我们一起做生意，即使在霎哈嘉
瑜伽也是这样。若有任何类似的情况，他们马上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个人。相反，你要做的是当你认识任何人，你要想他有什
么优点，我怎样能汲收他的优点？因为我们来这里是让自己灵性上丰盛富裕起来，所以你最先要想的是︰「我该做些什么才能拥
有这个人的优点？」 你要留心注意的是这个人的优点而不是他的缺点，因为缺点完全不会滋润鼓励你。若某人有缺点，你不用想
，因为若你开始想，他们便得不到改善，这是别人的问题，最好是以敬爱和谅解，以爱心来看待人。他是我们的一份子，想又有
什么用呢？就如我拥有双手，我不用想，因为我的设计就是这样。若我要拿着这个东西，我自动会用我的手，不是用脚，我知道
我的手自会来做。当我要走路，我不会用手来走路，因为我知道我的脚是用来走路。同样，你要知道那个霎哈嘉瑜伽士会帮助支
持你，你的头脑马上变得清晰。就像现在，我看到有个新西兰的男孩快要死了，当他回来，我发觉人们对他不亲切，这不是应有
的态度，这是你能实践练习慈悲最佳的机会。我们谈慈悲，慈悲，当这个男孩病了，让我们看看自己怎样实践慈悲。相反，每个
人对他都很苛刻，他们对他评头品足，做着这种事情。我们要有慈悲，母亲说我们要有慈悲，好吧，现在慈悲哪里去了？在墙壁
上？我们在哪里运用我们的慈悲？我们在哪里运用我们的慈悲？ 霎哈嘉瑜伽是要实践的，不是说你每时每刻都坐在我的相片前面
，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实践慈悲，你要实践，接着你要实践爱。你怎样实践爱人？若你爱人，你会做些什么？你尝试取悦这
个人，细微琐事也能令人快乐。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取悦我，你送我礼物，为我找对我好的事物，买漂亮的花朵送给我，用漂亮的
事物来取悦我，我非常高兴，我必须告诉你，但我更高兴，更高兴的是你明白集体，尝试互相取悦。最能取悦我的人是他把注意

人放在互相取悦上。一旦你决定取悦其他人，你的舌头会变得不一样，变得甜美得多。舌头就像一把剪刀，变得漂亮如蜜糖，你
虽然说话不多，但你像把蜜糖倒在别人身上，别人也真的很享受。所以现在要实践爱，你在哪里实践？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哪里
实践爱？我爱什么？我们生活，爱我们的房子，爱我们的相片，我们的装饰，爱一切，但我有否在我的妻子，或我的丈夫，或在
其他霎哈嘉瑜伽士身上实践这份爱？ 在霎哈嘉瑜伽文化里，我们要实践慈悲和爱。其三，我们要实践耐性。我知道一些孩子或许
有点顽皮，一些没有那么顽皮，或许一些人很多话，有时他们真的令我头痛，他们不停说话，不停说话，说话，说话，说太多话
！有时我想这样也好，我的口可以休息，这是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另一个角度是他令你的脑袋关闭，让他说话，让他做他想做
的事情，一旦他说完，感到疲倦，便不会再骚扰你，他也感到满足有人听他闲聊。所以要有耐性，要让人看到你有耐性。就如昨
天，我坐着，我想有三小时与各式各样的人握手，各种问题，最后来的人，说︰「看到你的耐性，我也培养出耐性。」爱给你耐
性，这份爱滋润你，我告诉你，这绝对是务实的方法，在这里，我没有提你信任神，我只是说你信任自己，绝对是务实的，因为
我们在谈你的脑袋。 现在我们在说我们要原谅每个人，但我们却没有实践原谅人。我们像疯子般记着细微琐碎的事情，我是说我
曾经听过，蛇有能力记着伤害过牠的人，在这里，我发觉人类不比牠差，不管事情发生在十三年前，十五年前，他们全都记得，
每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伤害过他们，但他们却记不起自己伤害过别人，记不起自己怎样令别人难受。因为人类的脑袋有自我，它
能不停的伤害别人，不会有任何感觉；而超我则不停的接受别人伤害，常常为此投诉。所以你要意识到是你在破坏集体 首先，我
们这里有可怕的领袖，这就是为何我们的集体这么可怜不幸。现在我们有很认真，更好的人。墨尔本也一样，我想找个比较年长
的领袖给你们，因为我想葛(Greg)已经有太多责任，所以，我想找汉修(Henshaw)来当领袖(编者按︰John Henshaw是1992年至2
000年墨尔本的领袖)，我问过他，他已经同意。所以现在墨尔本有人会留在集体静室，他是个已退休的男士，他会照顾你们，他
会做一切能照顾墨尔本集体的事情。你要知道，透过领袖，我与你有一种联系，不是说你不能与我连上，就如有颗大头针，你用
大头针刺我，我的手马上会动，这是本能反应，但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向脑袋报告。 同样，所有事情都向脑袋报告，但从最初开始
，若你采取批评领袖的态度，事情就变得很困难，对你和对你的领袖都很困难。你先不要批评，不要用脑袋去批评，西方已有太
多的批评。我是说他们现在已有批评的技术。艺术因评论家而完蛋，艺术家都害怕展示他们的画，害怕展示他们的作品，因为他
们会受批评。现在留下的只有评论家，评论家，评论家，评论家也批评评论家，就这样。没有创作，什么也没有，所以尝试欣赏
每事每物。孩子在制作图像，图画，他们有时把我的脸画得很有趣，不单孩子，即使是成年人也是这样，不要紧，我欣赏，那很
好，很精彩，很美好，鼓励这个人吧。 所以批评要从我们的脑海里消失，要实践欣赏，欣赏其他孩子，欣赏其他人是很重要的，
这不代表你欣赏其他人而折磨你的妻子或折磨你的丈夫，这同样是不平衡。首先要对家庭负责，你要欣赏其他人。这只能在你对
其他人没有妒忌才能做到。这种妒忌，我不知从何而来，我不知道妒忌的质量，为何有妒忌。若你有妒忌，你要用在正确的目的
上。什么是正确的目的，就是你应妒忌灵性比你高的人，你越实践它，便变得越好。若妒忌是为着竞争，你便要与比你更慈悲，
更有爱心，更愿意牺牲，更有耐性的人竞争。这种竞争因此变成良性的竞争，集体亦得到滋润。 现在要尝试感受你是一种品格的
一部分，要明白这一点，并实践它。这会对你大有帮助。细小的事情，就如买一些小礼物给人，你看到某些东西︰「噢！这东西
这个人会很喜欢。」我们已经决定男士不要送礼物给女士，女士也不要送礼物给男士，但若她是你的姊妹，结拜(rakhi)姊妹，你
可以送礼物，而结拜姊妹也可以送礼物给兄弟，不然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曾经见过这样做出问题，这
并不代表你憎恨女士或憎恨男士。但必须保持纯真的距离。除非你能变得完全纯真，否则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这种纯真要实践
，实践纯真就是你要发展对别人纯真的感觉。在纯真中，一切都会来，一切都以纯真而来。若你是纯真的，你马上变成很好的霎
哈嘉瑜伽士，但它有很多面向。就像前几天，有个女孩为要拿到一些糖果而争吵，他们在分发灵食(prasads)。所以我给她一个小
盘子，我说︰「你来分发。」她马上忘记自己想要什么，她开始用她的小手甜美的分发灵食给每一个人，很甜美。所以这种实践
要从孩提时开始，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好吧，让我们做这些事情，把这些分发给人，把红粉点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或许做得
不好，但不要紧，他们会学懂怎样接触人，怎样与人交谈，怎样与人相处。 现在集体最差劲的敌人是富侵略性。有些人基本上是
很有侵略性，他们谈话的方式是极之富侵犯性，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很侵略性。或许因为某些原因，或许他们受很好的教育，或
许他们来自富侵略性的家庭，或许他们有某种优越感或自卑感或不安全感，又或许他们被鬼附上。他们想控制人，显示他们对人
有很强烈的感觉—优越感。他们或许很低下，不需要这样但他们却仍是这样，需要把这种状况治好。在这里，你要练习实践的是
谦虚，尝试谦虚。 有一个这样的笑话，一个男士走上楼梯而另一个则从上往下走，往上走的男士向另一个男士说︰「请让开。」
他说︰「我不会为蠢人让开。」往上走的男士说︰「我会」接着他让开。谦虚就是这样起作用。你待人处事要谦虚，我是说英语
表面上是很谦虚，就如你必须说「请」，必须说「谢谢」十次，请，请，请，谢谢，谢谢，谢谢，但却不是出自真心。若有人没
有说「谢谢」，另一个人或许甚至会打你︰你为何不向我说「谢谢」？这不是谦虚，谦虚完全不会令你攻击别人。若别人富侵略
性，你便要接受这是幼稚愚蠢的行为，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很有力量，你能忍受承受。你要实践练习谦虚，若你拥有这种质
素，你真的很惊叹自己会失去自私。你的自私开始消失，一旦你变得慷慨，你开始意识到，因为自私，你是多么丑。所以你要实
践慷慨。 我知道你们都乐意在我身上花很多钱，你想送我礼物，我现在要你们不要送礼物给我，任何人都不能给我礼物或是什么
。慷慨是一个一般的名称︰仁慈的慷慨，慈悲的慷慨，耐性的慷慨，物质的慷慨。若你看到任何东西，你马上想︰「噢！我要取
得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东西送给这个女士或这个男士，或我以这个目的送出这件东西，或送给这个机构或为这种工
作而做。」我马上有这些想法。你会很惊讶，若我在市场里而又口渴，我甚至没有想为自己买饮品喝，就是没有想到。我甚至完
全没有打开我的冰箱，你会很惊讶。但为他人，我却会张罗，我会为他们煮食，但若我在家中而又没有厨师，我不会为自己煮食

，不要紧。若没人在家中，而我的丈夫亦不在，我或许二三天也不进食。仆人会向我的丈夫投诉，我才记起自己没吃什么，我也
不知道。只有他在家我才进食，因为我要与他一起吃，我从不喝茶，但因为他喜欢喝茶，我才开始喝茶，我要保持这种习惯，不
会放弃这种习惯，不然迟一点再习惯便很困难了。 这样只是调节自己去适应他人，并不困难。只是做一点小事便能取悦人，你便
应该去做，取悦人无伤大雅。不单妻子来做，即使丈夫也要做点事来取悦妻子，不单是丈夫和妻子之间，也会是孩子和你之间，
整个霎哈嘉瑜伽家庭之间，我们要作出调整适应，所以练习你的调整，就如你调整你的相机。若你不调整相机，便不能拍到好照
片。同样，除非你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个大环境，适应个人，你不能取得真正的照片，你便要与它争战。实际上应是你内在在争战
。这是颇长的故事，我是说以我对人类的了解，对集体的了解，现在某些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我为此很高兴，就是人们没有恋爱
，我是说他们没有跌进爱河而撞到头，现在好多了，他们轻易的接受，仔细考虑，为结婚而结婚而不是为恋爱。某些很了不起的
事情发生了，因为这样能令你的头脑洁净，脑袋不会盘旋着荒唐的事情。 就如我所说，实践所有这些事情，你的集体会很漂亮，
最好是一起练习静坐。在德里，我们已经在集体静室开始，每个早上，我发觉人们来，一起静坐，像上庙宇，上教堂。他们来，
很多人一起静坐，一起静坐是最佳感受集体的途径。你们可以在家中静坐，当然，也为能变得更有深度而洁净自己，但你们必须
一起静坐，一旦你们一起静坐，便能强化别人，而整个集体的力量亦能改善很多。 一起静坐是件大事，每个人都要明白，早上若
你有时间，例如，我们会到集体静室静坐。例如，星期天早上，我们来集体静室，只为静坐，只为静坐而来，静坐后便离开。因
为我住在静室，我在这里，所以离开你的家，来这里静坐吧。静坐对你大有帮助。无论你们一起在哪里，我都与你们一起，但若
你们分开，我便不会与你们一起。只有在困难时，当你被推到某些地方而我不在哪里，你以为我不在哪里，我却在。若你故意远
离集体，我便不会与你在一起，所以要尝试令集体成长，不然你便不能升进至更深层，不能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不能真正
被称为霎哈嘉瑜伽士。只有有集体意识的人才能变得这样。 在墨尔本我们有很多人，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不要下跌，集体的
质量要非常强，要有很强的联系。当你赞赏人，我便喜欢。通常我看过，当我在任何地方，人们只谈负面的人，没有人谈正面的
人，所以我不认识他们，我通常只知道负面的人。所以我喜欢知道正面的，了不起的，做好事的，忘记负面的人—反正有天负面
的人会退出。所以最好还是谈正面的，做好事的，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
我祝福在墨尔本的你们，能有一个漂亮的集体，享受自己，每一次会面对你们都是庆典，也是一种享受。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我
们要敬拜宇宙大我，祂什么也不是只是Akbar，祂是锡吕‧克里希纳自己变成宇宙大我。我们可以有歌曲，格涅沙的歌曲，先清洗
我的脚，再唱一些克里希纳的歌曲。
(马拉地语︰你有没有这些歌曲？我们有Vithala的所有歌曲，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你们有所有Vithala的歌曲，先唱Ganesha
Stuti，再清洗双脚，你便可以唱。) 阿查，现在孩子要清洗我的双脚，好吗？ Talk after the puja I have seen that, if you do not
meditate, then you start catching things. Morning and evening very humbly you must meditate. Morning you can meditate just
before your [day’s] programme. Before sleeping you must use water treatment and then get into your beds with the attention on
your Sahasrara. That’s very important, otherwise the growth will not be there and slowly you’ll find [that] you are slipping back.
So to keep your hold properly on Sahaj Yoga it’s best that you must try to make it a point – like just like just like brushing your
teeth, even more than that – to do this meditation every day. You need hardly ten, fifteen minutes in the night and about five, ten
minutes in the morning time, not much. I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is. (audio stops for a minute and camera is pushed so can’t see
Mother’s talking either at this point) …to work out properly you have to cleanse yourself. And this has to be done every day
because every day we go on catching. It’s very important for all of you. So, may God bless you! That is for individual [meditation].
And then also mass, there should be also mass meditation. Whenever you get a time, now it’s like a temple here, you must
meditate in the morning time, then only there is fun in everything, otherwise if you have no depth there is no fun. I hope now with
this collectivity, I am sure Melbourne will become a very strong, very, very strong collective of Sahaj Yoga. Informal talk (exact
time/date unsure) Shri Mataji: Now, England is doing well I must say. It’s very settled down. It took so much time and so much
energy, everything, but I must say it’s now very good. Yogi: A little while ago I was talking to David Spiro and I said, “How are
things going in England?” and he paused for a while and he said, “Very nicely!” Which is typical David. Which really meant,
“Very, very well.” Shri Mataji: Yes. They say, little bit undertones you see. He’s a very fine person I found. He’s so good, very
nice. After all the mishaps, it’s very good. Australia had many more mishaps than anywhere else. I don’t know what’s the
unfortunate thing about it. Can’t explain. Yogi: Special attack on Ganesha. Shri Mataji: That may be the reason. Yogi: That’s our
only approach to dedication to you is through Ganesh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hri Mataji: That might be the reason, but
leadership itself let me down so badly! Unbelievable things! I mean really unbelievable things they did. I mean even a normal
person won’t do such a thing as the wicked things they have done. Really I can’t understand this crookery. And I trusted them so
much. Despite that today, Australia is one of the big things. Only now the problem of money because of this or whatever is
happening. Yogi: So we have that in common. Shri Mataji: But they do not expand. I think as I was talking to you, we’ll have to
think about it. Something will happen. There’s so much dearth of thing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you have the surplus. Yogi: When
you are introduced now with Mr. CP that was, is it now Sir CP and Lady Shrivastava? Shri Mataji: Actually it is like that. But we
don’t use. Because in India it’s not allowed to use that. But imagine to become ‘lady’ like that! I’m quite worried on that point.

There was a lady travelling with me in the first class I was sitting and she was sitting next to me. We were going by Air India. So
the air hostess came, “Miss Rose, now please have good manners.” I couldn’t understand. “That’s not my name. I am Lady
Rose.” (laughing). And throughout she was so horrible I tell you! And she said, “How come you have such good manners?” I
said, “I don’t know how, but I mean of course, I cannot have as good manners as you have, after all you are ‘lady’. I am not.”
(laughter) Big jokes I tell you! Poor Harsh came and he just asked for something. “How dare you put your hand across me!”
That’s what she said. Look at her. And then that air hostess got a fright. She went and told the manager. He was also travelling.
He came and told me in Hindi, “This mad woman is travelling with who is he?” I said, “I’ll tell you later on because I have to tell
you in English language who she is!” We don’t have in India a ‘lady’ or anything like that a ‘sir’. But CP was called ‘sir’ from the
day I got married, I mean before that. My father used to call him Sir CP always. There was a very famous man called Sir CP from
Kerala. He used to call him Sir CP so now he’s become Sir. Alright? So good night. Best of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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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善轮崇拜 美国纽约1991年4月28日 「神——明辨是非能力的源头」 今天我们齐聚于喉轮(Vishuddhi)的土地上。在薄伽梵歌中
，锡吕․克里希纳用领域（Kshetra）来描述这个区域，知道这区域的人则是为领域的知者（Kshetratra）。昨天我告诉你们接近额
轮(Agnya)的意思是这个喉轮使你们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感知。因此知道这喉轮区域的人是警觉的知者（Dakshatatra）。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明善轮(Hamsa

Chakra)。这是在两眉之间的区域。这区域位于脑的底部，称为Moorda。这部分完全控制整个

脑的底部——我要再度说明是脑的底部——而这也是喉轮的一部分。就人类的知觉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因为当这两脉—
—左脉与右脉，在进入宽恕轮并彼此交叉之前，它们的一部分是在明善轮交叉。因此当自我与超我在我们的脑中发展并且覆盖我
们的边缘系统时，源自于喉轮的两股力量便坐落在脑中。它们也从外控制这两个机制。举例来说，从明善轮，这股力量像左右这
样地交叉，上升；形成自我与超我。从后面看来，这两股力量延伸并且端坐在头上。你们都知道明善轮是给予你们明辨是非的能
力，但是我们仍然不了解何谓明辨是非的能力。 首先，在我们之内最重要的能量中心是根轮。如果我们对根轮没有适当的明辨力
，我们会陷入狂乱不羁无法达至平衡。或者我应该这么说，我们替自己开启通往地狱的大门。你们都知道，只有左脉是源自于根
轮。这个意思指愿望，在我们之内的愿望力量起源于根轮。至于心智思维方面，是在右脉，并非源自于根轮，它起始于更高处。
我们要有完全的了解。 那个孩子在哭？请把那孩子带走。昨天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继续整天和孩子在
一起。昨天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你们应该马上带走这孩子。在集会中有任何孩子哭泣，必须马上带走他。这孩子有些地方不对劲
，马上带走他。 这是明辨是非的能力。你们要了解，我们不能用心智的思维活动去控制根轮。如果你们将根轮变为心智活动，你
们会完全失去对根轮的控制。暂且不谈现在西方所发生的一切，根轮全部进入人类的心智活动中。它是如此被频繁地讨论、谈论
。它是如此被大量地描述、撰写，被大量地阅读，大量地放入我们的脑中，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了心智活动。因此，根轮的运作不
再有它所应具备的自然而然。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无法生孩子。这么多非常年轻的人就阳痿，因为它不是由愿望的力量发动
，而是由心智活动——转换。 现在你们看到这里有光。它在燃烧是因为有油、有灯蕊，所以它在燃烧。但是如果你不放油而只加
水。它会燃烧吗？不会。因为水不会滋养这光。因此，你有越多的心智思维活动的话，你的根轮会败坏而变得无法控制。但是如
果把它转化成你的愿望，它会变的自然而然。这是在西方思想中所缺乏的基本原则，我想——任何自然而然的事物，他们都用思
维去想。无论何时要用到思维活动，你们就应该运用思维活动。无论何处你们都要用到纯粹愿望与情感，你们就必须运用你们愿
望的力量。同时，这是自然而然的，不应该沉迷它，任何的沉迷都不能是自然而然的。它只是，在某一刻，你有这愿望。这样而
已。但是如果它占据你的脑海，这表示你正用水去燃起火焰。 同样地，关于腹轮，腹轮是创造力。你们可以创造任何事物。你们
可以创造一件纱丽(sari)。你们可以创造美丽的设计、造型。你们可以创造美丽的艺术品或任何东西，但是一旦你们将它放在思维
的层面上，它就完了。在西方，对艺术有太多的讨论。「这不是艺术，这不是艺术。它应该要做得像这样，它应该要像那样。」
我的意思是，创造力是自然而然的。无论艺术家想要怎么做就让他去做。你有什么资格去判断、批评呢？任何事物被带到心智思
维层面，你们就不能欣赏它。 现在，我们有艺术评论家，艺术家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害怕，只在意「评论会怎样说？」甚至
当我写书，我将它给一些霎哈嘉瑜伽修习者阅读时，他们说﹕「母亲，如果您这样写，那他们会这样说……」我说﹕「让他们去说吧
，谁在乎呢？」艺评家批评，并说﹕「这不好，这不是艺术作品，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因此艺术家完了，艺术也完了。 现在只
剩下艺评。他们不知道要用他们的专业能力做什么，所以他们互相批评。我们只有互相在批评的艺评，但现在没有艺术了，还要
批评些什么？而艺术现在要能赚钱，所以要艺评去认证。整个批评的运作模式是如此人为导向，以至于永远没有艺术。你们知道
，他们画一条线然后说﹕「好，现在这是艺术。」如果艺评说它是艺术，你最好接受它是艺术。一条线有什么艺术可言？然后思维
再度运作，称「有位孤独的人站在那儿。」这个、那个。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为何去描述艺术？ 心智活动是如此活跃，无时无
刻企图根据某些标准去看待事物。这一切标准放诸于这些如此自然而然的事物，例如性、及艺术。所有浴室文化都是由大脑决定
，一点都不自然而然。我跟你们说，这真是个笑话。 因此人变得不自然，艺术也变得不自然，你们的根轮变的不自然，这都是人
为因素。所有自然而然的都已经消失了。如果你们看到来自任何国家的艺术品，只要去观赏。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对它起反应？作
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只是去观赏。你们应该只是去观赏，然后全部事情会开始流动。 这浪漫主义的希腊悲剧，然后是罗密欧与朱
丽叶的罗曼史。这些都是想象的，都是思维的，不自然的。你们只接受那些人工化的关系——甚至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像丈夫必
须每天带花给妻子，献花给她，好像她是祭司什么的。而妻子必须要——我不知道她们做些什么——都是矫揉造作。然后他必须
对她说十次谢谢，她必须对他说一百次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夫妻，如同一部马车的左右侧。但男士期待这应该要发生，
女士期待那应该要发生。男士期待女士应该要像男士，而女士期待男士应该要像女士。 男士非常讲究时间，女士并非如此。所以
女士必须非常准时，要不然他们就会认为她是他们所遇到过最糟糕的人了。女士，比如说，对于她的厨房，或服饰上比较讲究，
因此男士会因为她花太多时间准备而生气。这两方都缺乏明辨力，以至于关系变得荒谬可笑。双方应该要彼此了解，她在左边，
你在右边，你们都要根据你们的天性而行动。相反地，你们却只想要让某人看来可笑。因为，想想看，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
男人。你们看，这是个笑话，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无论男士该做些什么，他们做不成；无论女士该做些什么，她们做不成；
无论孩子们该做些什么，他们不去做。举例来说，西方的孩子会不断地问﹕「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资格去问『为什么』？他们在

哪里成长？他们的智慧在哪里？他们的成熟在哪里？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坐在法庭中的法官一般地对待。他们只是孩子。但是当
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他们失去了这明辨是非的能力。首先，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前，夫妻一天到晚吵架，一脚已经踏入了法庭。
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他们紧紧攫住彼此，就像用胶水黏住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太过度，导致因为妻子的缘故，他们会离开
霎哈嘉瑜伽。他们会这般地彼此毁灭，他们紧黏在一起。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前，他们忽视他们的孩子而并不在意。来到霎哈嘉瑜
伽之后，他们紧紧黏住他们的孩子。没有人可以说一句违逆这孩子的话，这孩子可以去打任何人。你们却什么都不能说，他们也
毁了这孩子。因此在关系中完全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无论在性，在创造力，在家庭，在任何事之中，都是明善轮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来到脐轮(Nabhi

Chakra)。在脐轮也是，我们不了解吃其实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无所谓你们今天有没有吃你们的食物。

这有什么要紧吗？你们看，现在吃变得很重要。在浦那(Pune)我们举办崇拜，我们有来自西方的孩子，也有来自于印度的孩子坐
在崇拜会场之中。一如往常，崇拜总是很晚。在晚上，所有孩子们，有来自西方的孩子，在八点时起身，不管崇拜是否仍在进行
或任何事，全部走去吃他们的晚餐。这看起来非常糟糕，印度人不能了解这怎能够发生。他们要在八点吃晚餐。假如他们不能够
在八点吃晚餐，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死吗？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用了我们自己的制约限制了孩子，我们也允许他们
以一种彷佛已是长大成熟的人的态度去行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如此沉迷，好像有孩子是很伟大的一件事。任何人都能有小孩，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要去照顾你们的孩子，这没关系。但这不表示你们整天只去溺爱他们，想着他们，担忧他们而不顾其他事
情。

因此，如果你们要进入脑的边缘系统，即是宇宙大我（维罗陀Virata）之所在，这就是我说的，从喉轮到明善轮，再从你们

的边缘系统到维罗陀，这时你们的兴趣会伸展。另一种明辨力应该是：「我是否只想着我的孩子？我是否只想着我的妻子？我是
否只想着他们？还是我也关心其他人的孩子？我也想着其他人的孩子？」我只告诉你这个，因为我们有如此滑稽的关心，你们也
以这种没有明辨力的关心来摧毁你们的孩子。像我们在印度有一所学校，孩子们待在浦那（Pune）。参加为我举行的崇拜。我告
诉他们不要带孩子来，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来自于西方，他们不容易承受任何事情。但那些孩子坚持老师要带他们来。崇拜一如
以往很晚才结束，我想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这就是我说别带他们来的原因。他们要乘搭某种卡车，因为
当时我们没有汽油，当时我们的情况很艰辛。他们要搭卡车，约凌晨二点才到。有些孩子们的父亲在我的房子休息，隔天他们说
：「母亲，我右心轮阻塞。」我说：「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残酷。」我说：「什么残酷？」「孩子们凌晨二点才回到学校。
」「那又如何？」「右心轮阻塞。」「如此的执着于孩子。如果他们凌晨二点才抵达，那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们对这个如此
关心？他们是自觉的灵，神在照顾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么担心他们？不要管他们，送他们到印度学校。」然后孩子的母亲们坐在
那儿，老师们不喜欢这样，没有人喜欢这样，那些母亲们就去到学校，没有一间学校会允许这样的荒谬事情。但是在霎哈嘉瑜伽
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做。他们有什么权利？他们付钱盖这所学校吗？他们为这所学校做过些什么吗？他们有什么权利到学校坐
着不走？ 因此明辨是非的能力应该是我们要依照霎哈嘉文化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霎哈嘉瑜伽的首要原则是坚毅，霎哈嘉瑜伽不是
给被宠坏的孩子，你们要成为霎哈嘉瑜伽的士兵，你们的孩子要成为霎哈嘉瑜伽的士兵，不是被宠坏的孩子。这不是他们所应得
的。虽然他们生来就得到自觉，但你们藉由宠他们而毁灭他们。你们要划分清楚，你们要让他们强健，你们要给他们自尊。你们
要给他们尊严、坚毅和耐力。在左脐轮、右脐轮，特别在左脐轮，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女士要成为家户女神（Gruha

Lakshmi

），丈夫不是罗密欧，而是名副其实的丈夫，他要看好他太太的言行举止，纠正她，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不应该逃避。
成为家户女神的女性应该要知道，她身负开创伟大的霎哈嘉瑜伽社会的重大责任。她不是平凡的女性，以前有多少女士得到自觉
呢？ 但是在霎哈嘉瑜伽，如果你看女士，你很少能够找到一两位真正有警觉的女士。她们大部分都在恍惚的状态。她们什么都不
知道。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不太会烹饪。你问她们任何事情，她们什么都不知道。你跟她们说话，你会觉得她们是不是服用
了什么药物了，她们的脑袋记不住任何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干脆自己来算了，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警觉性的丧失，是因为源
自你们右脉的警觉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之上，注意力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之上。这就是为何主妇们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她们需
要极度了解这警觉性、明察力和有智慧的特质。她们应该要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总是活在虚空之中，在某处
晃荡，你们是知道的。你不知道要跟她们说什么，如何向她们要求任何东西，不可能去跟她们解释任何事。因此每位主妇都要具
备警觉性——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年轻的法蒂玛(Fatima)。她两位可爱的孩子死于战争之中，多么勇敢的女人，她建立
了什叶派。她的丈夫也去世，她独自承担一切。生活在重重围篱之中，她承担了一切。在我们的国家中有过许多这样的皇后。以
前有位十七岁的寡妇，她是希瓦吉（Shivaji）的儿媳。在我们的国家中，她与敌人战斗并打败了他。我们有这么多这样的人。但
是如果你失去了警觉，那么你不能成为家户女神，你不能成为好母亲，你不能成为好妻子。这不是件苦差事。但她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会让她们的先生喜悦、不知道如何在家中创造平安、该说些什么、何时该说些美丽的事情，以及何时该严格。所有的明辨力
都已丧失，她们不是成为泼妇，就是奴隶。 霎哈嘉瑜伽是给那些有警觉性、有智慧、知道关于生命的一切的女士们。但她们甚至
不知道脚上轮穴(charka)的分布情形。看看你们的母亲，她是女性，她知道这么多。而那些女士们对于灵量(kundalini)如何通过这
些轮穴、祂的作用、以及祂可以成就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灵量本身是母性的力量，她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事情，关于她孩子的一切
事情。许多母亲不知道孩子是否吸毒或是做了些什么。除了责打与溺爱，没有其他方式。借着明辨是非的能力，母亲可以将这些
特别的孩子们养育成非凡人物。那是我对他们的期望。但是，她们不能明辨是非，使她们完全毁灭这些孩子。我们的明善轮良好
是如此的重要，使我们能够创造美丽的家、平安的家——不只为了我们的家人，也为了所有其他来到我们家里的霎哈嘉瑜伽修习
者。我不知道这想法如何进入印度女性的脑中，我不知道如何做到，但如果你想要让她们高兴，你只要这么说﹕「好姊妹，妳愿意
明天为我煮这道菜吗？」就是这样。或者如果你说：「我想来吃晚餐或午餐。」那是最好不过。她们会非常非常高兴。「啊…」

她们将会马上开始想﹕「我要煮些什么？他喜欢吃什么？」她们知道每个人喜欢什么。这不是件苦差事，如果你想要让某个人高兴
，那不是件苦差事。整个大自然都在取悦我们，这是件苦差事吗？ 女士的另一方面是她是罗什拉希什米（Raja Lakshmi），而男
士是国王。在这里的明辨力是「你有尊严吗？」我们曾造访日本，他们非常地礼遇我们，甚至在村庄也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因为
下雨而走进一家店铺，村民实在地对我们鞠躬。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还送礼物给我们。我们问翻译人员：「为什么他
们在我们面前如此谦卑？」他们说：「因为你们是皇室成员。」我说：「不，我们不是皇室成员。他们怎么知道呢？不是。」「
因为你们的头发干净整齐。你们的女儿们头发整洁明亮，你们不去找理发师。」「那么，」我说「这是个象征吗，这是皇室的象
征吗？」「是的，皇室就是如此，他们不把头交到别人的手中。」你们会很惊讶。想象一下日本人的想法。 因此这明辨力是妳要
像皇后，而丈夫要像国王，但不是像那杀了七位妻子的国王，而是尊敬妻子的国王。如果你不能尊重妻子，你不能是位霎哈嘉瑜
伽修习者。尊重与浪漫地坠入爱河不同，我想这样的话你不会去尊重。在霎哈嘉瑜伽中，尊敬你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事。就这点
，我得说，印度人表现的不太好，但我也知道有些西方人也十分荒谬。如果你不能尊敬妻子，你的尊严会降低。印度人，特别是
北印度而不是南部，他们不去尊重妻子，他们缺乏这明辨力，如果妻子不被尊重，孩子们将不会尊重她，而她正要管教孩子。 关
于脐轮最缺乏明辨力的事情是你们不听从你们的导师。即使对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说数百次，他们还是不听我的话。他们还是会跟
随潮流或他们既有的规范去做事情。听从你们的导师，如同要去服从至高神。无论我说了什么，都要把它们当作极大的祝福、极
大的改正去接受，并且去遵行，而不是听听就算了。你们知道，你们的母亲是你们的导师，她也是你们的母亲。她也是摩耶幻相
，她也是太初之母，她是如此温柔、如此仁慈，她对你们说话是为了要改正你们，这么多的演讲中，我告诉你们什么是重要的。
但是你们应该要打开心扉，对你们导师的话要完全顺服，唯有如此你们才会成熟，要不然没有其他方法。我很抱歉要这么说。我
不喜欢任何人跪在我面前，碰触我的脚，向我拜倒，我不了解这些。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些，没有察觉到这些，对我而言
并无分别。甚至当你们对我高唱：「万岁！（Jai！）」我想你们在对某个叫锡吕․玛塔吉․涅玛拉․德维的人高唱万岁，以第三者的
角度，有时我恐怕也会跟你们一起高呼万岁。当你们唱欢迎歌（Swagatam），我总是认为他们在对某个叫锡吕․玛塔吉․涅玛拉․德
维的人唱欢迎歌，另一个人。但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了你们来到这里所要达到的升进——你们不是来这里浪费时间，而是为了
要升进。为了这个，很重要的是无论我说些什么，你们都要毫无怀疑的相信。我从未说任何会让你们不舒服的事。我从未说你们
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出于懒惰，很多事人们就是不去做，如果不是懒惰，他们就是不知道这有
多重要，要不然他们就会紧张了。 因此要能明辨，导师就是大梵（Parabrahma）——任何存在的真正导师(Sat Guru)。但若大梵
本身就是你们的导师呢？我不像其他导师一样习惯于热切地阐述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读他们的书，你们将会很震惊。但
是，无论我说了些什么，每个字都是为了你们的福祉，为了全世界的福祉。若不去遵从它们，你们不仅仅毁掉了你们自己的机会
，也毁掉了全世界的机会。所以你们要了解，如果你们是门徒，如果你们被你们的导师所祝福，这是如何的重要。这一切都有书
籍记载，但我说你们不仅是我的门徒，你们还得到你们的自觉。你们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们有所有的力量，你们知道每一件
事情，你们是如此特别的人们。 对我们这样的人而言，不应该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因为你们无时无刻都是同一的，因此不能有任
何争吵，不能有任何口角，不能有任何争辩。明辨力应该是：「我们的导师是位母亲，她非常温和，她非常温柔，她非常仁慈，
我知道。」有一天我弟弟对我说：「妳是怎样的一位导师？我的老师教我打塔布拉鼓（tabla）的时候，他会把坦布拉琴（tampur
a）砸在我头上。我只要打错一拍，他会带着他的锤子说，现在我要打断你的指甲。」我说：「不需要这么做，在霎哈嘉瑜伽中不
需要，因为他们会自律。」因此你们在明善轮要有所说的自律。明善轮是那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轮穴，藉由它我们达成
自律，我们只做对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不做任何错的事情。 接下来是心轮。我们谈论爱。我们说这个，我们说那个。噢！我
的天啊，在西方有这么多关于爱的言谈，这在印度从未发生过。但是却没有任何爱，这是对金钱的爱、对地位的爱，但却没有纯
洁的爱，没有爱。 所以要清楚地分辨你的家庭与别人的家庭，你会知道你正在做错事。这在印度比在国外要多。一对夫妻留下后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好吧，夫妻一起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不能带他们的舅舅们、阿姨们、他们阿姨的父母，他们的父母，
然后是祖父母，这一切，成群结队，从来不排队。他们总是会聚成一团，他们全部的人都会排聚在一起。我曾见过。这里缺乏明
辨出「对母亲而言，我们都是个别的」的能力。她是我们的母亲，她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必须单独地面对她，而不是带着这么多
的羁绊，我们所有的关系，「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这个、那个」。对于导师而言，在霎哈嘉瑜伽中这明辨力非常重要。 你
们要我向你们解释重力（gravity）如何透过脐轮作用。毫无疑问。但是经由你们的心轮，如果你们被人们，或被你们所称的个人
领袖魅力，个人某些无意义的性质或魅力所吸引，这表示你们被某些极度肤浅的事情，而非蕴含重力的事情所吸引。因此，在心
轮中的明辨力是去拥有无执着的关系，使你可以去滋养一切事物，滋养你们家庭的每一部分。现在有人执着于丈夫，有人执着于
孩子，有人执着于狗，有人只关心植物，这非常没有明辨力。你们应该要同样地对待一切事物。我应该这么说，你们应该要如此
地无执着，使你们同样地对待每个人。无执着不表示你们穿裙子或是吝啬——不是这个意思，这是错误的观念。无执着的意思是
你们观看一切而不涉入任何事之中。你们在它之外，你们看见一切。观看它，你是静观者。这是一种爱，如果你对任何人都具备
这份爱，你们会被这样的人格更为深厚地祝福。 喉轮的明辨力也是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某一天有人到来，她的右手僵硬。我问
她：「你做什么工作？」她说：「我是秘书。」那女士。所以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她说：「我打字，打很多字。」我说：
「你来到霎哈嘉瑜伽，在打字前你只要说『敬拜（Namaskar）』开始工作时你只要这么做。然后你开始工作，彷佛你没有在做事
似的。你只是去做——打字。你只是在打字，如此而已。你没有在做事。你没有做任何事。」有些人说：「母亲，您这么频繁地
旅行。」我从未旅行。我坐着或走着。我那来的旅行？是飞机在旅行。我只是坐在飞机上。我从未像超人般的飞行。我舒舒服服

地坐着。我旅行到哪里？如果我开始想：「我频繁地旅行，我做了这个工作，做了那个工作，」有人会说：「母亲，您做了这么
多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做任何事。我告诉你们，真的，我没有做任何事。我现在在讲话。好吧。我只是在讲话，只是这
样而已。这场演讲也是，我没有做事，它只是如同收音机一般地播放出来。你们会说收音机做了任何工作吗？它只是台收音机。
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做任何工作。所以当我没有做任何事的时候，我怎会感觉疲累呢？我怎会筋疲力竭？「我在做这，我在做那
」的这感觉在你的内在为你创造了自我的问题。因此，要用明辨是非的能力驾驭自我，好把它降回合适的地方。这些位于左脉与
右脉顶部的力量把它们降下来，这就像是煞车与加速器。 因此，如果某人太过自我，那么明辨力，你们看，会从这人身上消失。
他做了一些事情，想着：「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如同他们所说的蛋头人[1]（Humpty Dumpty）这类人物。然后他突然发
现什么都结束了。「我有这样的自我真是太愚蠢了。」所以他应该说什么呢？「好，母亲，您来为我做。您来成就它。」就这样
结束，这事就成了。当然，我没有做任何事，你们也没有做任何事。如果你们这么说：「母亲，请为我做这件事。」这事就完成
了。如果你们说：「母亲，来到我的头脑之中。」我就来到你们的脑中。「来到我的眼中。」我来到你们的眼中。你想要什么就
说什么，我没有做任何事，你也没有做任何事，它就是成就了，让别的人在做，好吗？不需要担忧，有别的人在做，只要我没有
在做，我轻松而且不担心，我不会沮丧。 喉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心。对于你们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
们要了解，位于喉轮表示你们掌握一切——没有做任何事，但是掌握一切。像这两只手在这里，你们要知道喉轮是在管理两个最
重要的轮穴——月轮与日轮。只要想想这点，喉轮多么重要！美国多么重要！只要想想这点。但是没有人察觉到这点。美国只意
味着拉斯韦加斯，然后是所有可怕的海滩——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没有人知道美国是什么。身处在美国的意义是什么，我
们的责任是什么。 当你们允许你们的灵量上升到这里，你们会拥有这一切。你们会绝对地无执着，你们像这机器一样连接到主机
，全部的工作都由主机所完成，你们什么都不必做。你们对于做任何事情，或欣赏任何事情，或贬低任何事情，或评断任何事情
都不执着，当你们一点都没有做这些无意义事情的时候，表示你们在真实世界中绝对地无执着。 这作用上升至额轮。我们可以说
你们内在具备这所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自然而然的，你们所要的只是允许它们成长，藉由静坐，藉由
每分每秒地观察你们自己，看看你们是不是在享受自己。 因此整个明辨是非的能力包含在这一点之中——你们能多么享受霎哈嘉
瑜伽？它是多么的美好。像昨天，我跟每个不同的人会面，有人认为我太过于勉强自己。不是这样的，不、不、不，一点儿都不
会。我在享受他们所有的人。有个非常爱玩笑的人，非常爱开玩笑的人。假如一个人来到你跟前，你就同这个人说话。每个人背
后都有一出戏，你会发现这人有的是怎样的一出戏，不需要去任何戏院或看任何电影，每个人格都是一出戏。这非常令人享受—
—如果你只想去看戏，如果你只知道：「噢，你要看这出戏。」你们要知道这个。 唯一痛苦的地方是，身为导师，我必须要指出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唯一痛苦的事。我希望我能有法子不去这样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要从黑暗走向光明，你们
握着我的手，我必须告诉你们要小心，这是非常、非常狭窄的路，你可能会从两边跌落到左脉与右脉之中。 紧紧握住我的手。我
们要走得更远、更远、更远。不要看这边、那边，这样就好。这就是当你们有明辨力把你们的手放在导师的手中所会发生的事情
，之后你们不做任何事。你们只是静观每个人，观看每个人，你们只是去享受。你们做与不做并不是重点，你们在享受的境界之
中，完全在享受的境界中。这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境界，我们自己应该要成为这境界。 你们已经到达明善轮，灵量现在已准备好
，并要非常良好地开启，因为她知道你们身处的境界，她知道你们的现在。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们，灵量知道你们现在可以通过
额轮。你们的注意力可以通过额轮，因为你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你们把自己从这么多负荷、俗务之中清理出来，现在你们可以
通过额轮了。 因此，在得到自觉之前，那些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是升进的最佳人选，他们是稳固的人。至于那些一次又一次降下
又上升、降下又上升、降下又上升的人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阻塞。 在这时刻的明辨能力是要去了解你们在此只是为了升进，而
不为其他。这升进只能藉由发现喜悦，和发现能给予喜悦的事物而去自然地成就。但是他们跟我说：「母亲，我们要做这个，我
们要做那个。怎么办才好？这个跟那个。」你们只要把它放下。只要放下它然后一切都会成就。你们没有做任何事，你们没有真
的做任何事，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为你们做这一切，它是如此有效率。
这里有一点，我想跟你们说在集体静室的生活（Ashram life），我们称为集体静室。到处是静室，静室，静室。静室只是个名称
，觉醒的人的理想世界的象征，而不是为了没房子住的人，「好吧，你没有房子，来吧，因为你付不起房租。」静室是为了有质
素的人而设。在集体静室中，你们要知道自己在全面的观察之中。你们必须要警觉，人们在观察你们。现在你们已经来到镜头底
下，你们现在在静室中。让我们如同我之前所说，从最根本开始。以根轮来说，在静室中应该要如何。我想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
做到，你们应该要保持极度洁凈的氛围，但是我见过有些疯子，甚至在静室中，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像是个住在静室的人。他们对
性的举止滑稽，有时我其实不能够理解。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他们不是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就是绝对地顺从，互相放弃。
明善轮没有得到觉醒时，我们会有这么大的误解，使我们接受那些对我们，以及长久以来对我们社会非常危险的事情，将它们视
为理所当然，并开始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我们就尝试与这些人为伍，我们尝试去所谓「帮助」他们。
无论我们一天到晚尝试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是如此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于无论我们尝试为别人做些什么，任何事情，不
是出于某种热情，就是出于执迷，或是想获得某种东西，或是任何东西。这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是绝对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你们没有做任何事，它只是流动，经过每一个人。 在集体静室中，生活应该要非常纯洁，关系应该要非常纯洁。你们应该要尊敬
长辈。那些不能尊敬长辈的人总是有右喉轮的问题。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去尊敬长辈，如何对你们导师的代表有适当的尊敬。 其他
的轮穴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查看。在集体静室中，尝试用自然的东西，而不是人工的东西或是你们导师不会喜欢的东西，像我不
想看某些滑稽的图画，或某些有滑稽暗示或愚蠢象征的东西。霎哈嘉的居室应该要让任何到来的人觉得：「噢，这是个静室——

干净整齐、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同时静室应该充满平安、快乐与喜悦的地方。如果有人来到静室，他应该会觉得：「我找到
一个多么好的地方，这地方真好，我希望能来这里。」只有你们的明辨力能成就这样的事，无论你们创造些什么，无论你们在做
什么，都是最好的。 现在我在做什么？你们给我一些水，我只是把我的手放进去。我没有传送生命能量，我没有做任何事去向它
传送生命能量——我只是把我的手放进去。当我做完了，它就有生命能量。我为何要为这样的事获得任何赞赏？只是有了生命能
量。完成了。我没有做任何事，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我的手放进去。就这样完成了——它就有了生命能量。 同样地，当你们做
某件事，你们只要想：「我没有做任何事。只是把手放在那里。如果我手上有些红色颜料，水就会变成红色。所以我做了些什么
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现在我手上有生命能量，如果我把它放在水中，水就会有生命能量。那又如何呢？ 在集体静室
，我发现人们一点警觉性也没有。有人打电话来，没有人接听、没有人传达。最糟糕的是——不去告诉别人在响的是那支电话—
—即使在家中我们也要小心谨慎。你们可放些纸张，或笔记本在那儿，好让你们可以写下今天接到给谁的电话，让那人可以回电
。我刚举个例子给你们，关于如何对事情有所警觉。例如你们烹饪，你们应该要知道有多少人会吃。比如说有十个人要吃，你们
只准备给二个人的食物。如果有二个人，你们会煮给十个人吃的食物，然后把食物丢掉，因为终究要丢掉。这是绝对荒谬的事情
。 我必须告诉你们甘地的一个故事，当时我在他的静室中。当时我还很年轻，但我记得大部分的事情。他想要每个人留下来吃晚
餐、午餐。我说：「但我们要到那里。」「没关系，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用午餐。」他们在开会，所有壮汉都在。他起身，他的秘
书带给他钥匙。他用钥匙打开储藏室，按照每个人的份量拿出每件东西，一个人应该只拿到一份……。他站在那里，一切都量好
才拿出来。这些人全在那儿，说：「先生，我们不知道您要亲自做这些事，拿钥匙开门，拿出每件东西。您为我们浪费了太多时
间。」他说：「什么？浪费？」「是的，为了这个，您要站在那里拿出食物。」他说：「你们不知道这是我国民的血液。有这么
多人在世界各地挨饿，如果你们把食物丢掉，我保证你们有一天会挨饿。你们不能那样地侮辱食物，你们要有警觉。」 你去到静
室——我曾在澳洲看过，每个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你只要去问他们：「好，你们有没有酥油？」「没有。」我说：「那你们
有什么油？」「什么油？」就像这样。「这是什么？你们有些什么油？」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油。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去看看
他们有什么油。有人把油罐拿来。我一看：「蓖麻油，蓖麻油？」「是的，是这些罐子。」我说：「你们知道蓖麻油是拿来做什
么用的吗？」「不知道，母亲。」「你们用这油来烹饪吗？」「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精神病院吗？」 在这方
面没有警觉。所以，你们要在四点起床，四点半。我不会说你们要这么做，但你们要训练自己，因为这是你们得到警觉的时间，
清晨第一道曙光会给予你警觉。你们总是看见我早上很早就醒来。不是我需要如此，我是为了你们起床。你们之后可以睡，但是
你们要在那时起床。第一道曙光——太阳要更晚才会升起，曙光先至。这给予你警觉，然后你们沐浴，做崇拜，你们会准备好，
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你们会警觉并将一切准备就绪。 对每件事应该有这警觉性。现在假如我问：「你们从哪里买到这个？」关于任
何物品这问题都不会有答案。「这是哪里制的？」如果你问的话，我知道每一件事情。我也许不知道这个，但我会查出你们从哪
里获得这个，我会看。对事物要有警觉，我们有些什么，静室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保持干净，还是我们是差劲的人，绝对
差劲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很流行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在问荒谬的问题，像是：「你头上有几根头发？」或是「天上
有几颗星星？」很简单的事情，我问的是：「你们有几个杯子？」 同样我看过一些男士。不是女士，而是男士，他们没有应有的
警觉。我们之中没有沟通。他们应有较多的警觉，因为他们倾向右脉，但是他们对于其他人的感受就没有警觉。像有位丈夫非常
无礼地对待他的太太，总是侮辱她。男士在静室应有的警觉是，要梳理头发，刮胡子。或叫他别只穿长衣到处走动，如果是那找
个驴子让他坐上去吧!。即使如此，如果他行为不端庄，那么告诉他：「你今天没水了，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样的处罚应
该要给行为不端的男士，对妻子无情的男士，或恶劣地对待妻子的男士。或有些人非常浪漫，对这样的人你也可取笑他们。这是
男士要有的警觉，非常重要。他们也要对钱如何花掉而警觉。你们要非常清楚他们如何在圣地亚哥的静室用我来赚钱。没有人在
意，甚至没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付房租——罢了。他们把钱花在哪里？他们用这些钱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问他们：
「你们查出钱被送到哪里？他们有把这些钱，与我的房租给我吗？」什么都想不出来：「我们不知道，母亲。我们没有去看，我
们不在意。」对于钱花到哪里去？付到哪里去？你们有多少钱？你们应该要有警觉性。你去到静室，问他们：「现在，你们有多
少钱？」简而言之，你们不知道有多少钱。「不是，母亲，您知道我们去到那里，买了二十罐鱼，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但为
什么？为什么你们要买二十罐鱼？」「因为女士们说你们最好买，二十—」「有多少人要吃？」像这样，他们没有思想，没有警
觉，什么都没有，一团糟。 人们何时起床，何时就寝，何时做什么事情，对这些都没有警觉。在霎哈嘉瑜伽，你们是自己的导师
。每个人的导师，他们都是伟大的导师。你们是你们自己的导师，无庸置疑，但是你们要有自律。要成为导师，你们要自律，而
且要有决心，有完全的决心去升进得更高。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升进，并提供所有升进之所需，这是成为导师的人的预兆。但是你
们没有沟通，在沟通上有断层，对彼此不了解，有问题存在，对任何人都无情，这不是集体静室。 我可以告诉你们另一个故事，
因为我曾住在甘地的静室。当然，我们的静室一点也不像他的。在他的静室——你要在四点起床，用冷水沐浴，然后出外做祷告
（Prathana），你们会看见蛇到处爬行。当你在那儿祈祷，所有的蛇——好像会坐在你前面和你一样在祈祷。但是这些蛇从来没
有咬过任何人。你们不可说话，这位绅士习惯走得很快，甘地，你看他几乎没有任何重量，所以他习惯只是跳。这是我如何学会
快步走，因为你必须走，眞的要和他一起跑。所有食物都用水煮，不加盐。你们可以用盐，如果你们想要的话，然后他会放些油
，但你们或许不喜欢这样。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可以在食物上倒一些油。他说：「你们必须让你们的舌头良好，为什么你们
的舌头要吃特定的食物。」他比禅宗还糟糕，我告诉你们。禅宗多次用这种方法训练弟子。他会做一些苦涩的东西，味道高出108
倍。然后，作为补偿，把糖的甜味提高至108倍，目的是要把你们的舌头变得良好。

因此要训练舌头，注意你们讲那些事情，你

们说些什么，还是你们是否只在聊天？你们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们说的任何一个字都是口诀。这些静室比世界上所有的静室
都更崇高更伟大——甚至高过甘地的静室。你们知道你们是全能的神的工具，当你们说话时，你们说的每个字都是口诀。你们愿
望的任何事都是命令。除非你们了解到这点，对此保持警觉，要不然我们的静室只会是一座座孤儿院。人们想要领袖甜蜜，是个
甜心饼，好让他们把领袖吃下。或是有个过度严格的人进驻，他是另一个希特勒。没有明辨是非能力地严格下去并没有用，有的
时候，你们要有爱心，照顾别人，保护别人。 很多事情可以用幽默的方式说出，那样做不会刺伤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应该要深
深感到荣幸，因为母亲对他说话，告诉他要做这个，做那个。她如此关怀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孩子，你们的静室。这警觉性应该
要在静室的人的脑海中。如何举止，如何谈吐，说些什么，你们是全能神的代言人，你们怎能够浪费时间在聊天呢？ 因此要了解
作为神的代言人要有什么样的举止。你们事实上代表祂，你们应知道如何穿着，应如何行走，应如何坐下，应如何饮食。我很惊
讶人们竟然在静室中喝啤酒。我的意思是，这虽然不含酒精，但这是由糖浆（molasses）制成的啤酒。从任何方面来看它都是啤
酒。你们怎么能够喝这糖浆的制品？你们有否走近任何糖浆厂，闻过那糖浆的味道吗？你们就在喝这种东西。 所以无论你们吃些
什么，花费些什么，说些什么，我的意思是无论什么是外在的、无论什么是外在的，都必须在你们的内在表现出来。所以你们要
发展你们的明善轮。自律与自省——「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每天早晚都问这个问题，请把它
写下来！「我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我们享乐，我们有音乐，我们拥有一切，但每件事都要用有尊严的态度去成就，甚至
是跳舞，我的意思是要学一些韵律。要不然，有些人在小跑，另一些人在飞奔。你们就像马一样——看起来真怪。你们应该要柔
和，应该要了解旋律与韵律的形式。多学一点，你们会如何跳舞，练习它。可以在屋子里练习。女士们应该学如何跳舞、如何走
路，因为你们整个表现就是全能神的展现。 因此你们该如何身处于你们之中，你们该如何交谈，你们该在什么时候起床，你们该
在什么时候睡觉。每件事都会改变，如果你们真的觉察到你们代表着全能神这个事实，祂是明辨是非能力的源头。在明辨之中你
们学到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包容。「没关系，我们会解决它。这事会被解决。」你们会学到什么是无执着的爱，你们会学到什么
是幽默，搔到别人的痒处却不会伤害别人。你们也将学会在你们的演讲上该说些什么，该聆听些什么。在所有事之中，你们会知
道如何达成全能神的理想。 在今天，我必须要说这一切事情，当然，这是喉轮的一部分。喉轮的另一部分是你们是整体的一部分
，是宇宙大我的一部分，你们要成为海洋，因此你们要像海洋。到处都是海洋。你们藉此将会明白你们的海洋没有界线——这不
只是海洋本身，这海洋的美丽也没有界线，这海洋的创造力也没有界线。一切都在你们内在之中，你们要去运用，去发展，去展
现出来。因为如果你们是宇宙大我的一部分，你们就是宇宙大我，那么你们要有怎样的明辨力呢？我希望你们全部都会知道你们
的举止要有这水平，不肤浅、不愚笨、不贪婪，当然不含色欲，而是要有尊严、神圣、高贵、杰出、美丽，并散发喜乐。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我的明辨力时时刻刻都在跟我说话，我必须强迫自己最好不要把所有这些事情一一说下，这会吓倒他们。我希
望你们没有被我所说的事情吓倒。 愿神祝福你们。 [1]英美童谣：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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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庆祝顶轮日，顶轮是在1970年的今天被打开。我发觉这个美丽的天篷像我们的顶轮，在顶轮日有这样漂亮的
安排是非常合适恰当的。我们要知道，打开顶轮有什么发生。当灵量穿过五个能量中心，它进入我们称为边缘地带的区域，这个
区域由千条神经线围绕着，当这些神经线得到开悟，它们就像vibgyor(编者注)的火焰，七种颜色，很温和，很漂亮闪耀着，散发
着和平。
当灵量开始在旁边散发生命能量，所有神经线都渐渐得到开悟，向四边移动，开启顶轮，接着灵量穿过我们称为Brahmarandhra(
梵穴)的脑囟骨区，Randhra是洞穴，Brahma是无所不在全能神的爱，它进入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全能的精微能量，然后是Chaitany
a，生命能量是这个能量的一部分，全能的力量，Paramachaitanya，它们开始进入我们脑袋，聚集在边缘地带，向我们洒下祝福
。
现在边缘地带与脑袋的所有区域连上，也与神经线连上，生命能量因此开始流向神经，令你拥有被称为samuhik chetana的集体意
识新的知觉状态。我们到达新的chetana，即洒落在你边缘地带的新知觉状态。这些Chaitanya(生命能量)的波浪是很有趣，他们
通常像逗号的形状，然后再变成不同的形状，它们会变成swastikas(卐)，象征纯真的四肢；又或变成Omkara(ॐ)，你也知道Aum
是怎样写，它代表我们作事、我们的知觉的记号。当它们形成swastika，就会滋润我们的左脉，当它们形成Omkara，则会滋润我
们的右脉，生命能量滋润我们的右左交感神经系统。
要保持顶轮打开，对人类这是颇为困难，因为这是个邪恶的循环。首先生命能量要通过已开启的梵穴(Brahmarandhra)进入脑袋，
它滋润你的神经，你的左右脉因此打开，更多的生命能量就能流通于各能量中心。但若你的顶轮没有正常的打开，这个过程是不
会发生的，轮穴亦不会打开，灵量只是在脊椎神经的几缕丝线，新的丝线因为轮穴没有打开而不能升起。
所以在霎哈嘉瑜伽，最重要是保持顶轮打开，不然这会是个邪恶的循环。要保持顶轮打开既容易亦困难。你从女神摩诃摩耶得知
，摩诃摩耶来自顶轮，她是摩诃摩耶(幻相)，不容易认出她，不容易知道她，她的生活就像你们，行为举止亦像你们，你不能把她
真正的本质分辨出来，她是摩诃摩耶的形相，所以在顶轮，要认出摩诃摩耶是另一个邪恶的循环。
你或许会说，为什么要是摩诃摩耶？可以以其他较鲜明的形相出现。但在现代，其他形相是不能成就霎哈嘉瑜伽，因为人们会害
怕，会失望，不会接受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没有辨别对错的能力，所以女神必须以摩诃摩耶的形相出现。以摩诃摩耶的形相出
现，你就要确认。这是另一种测试，因为你认不出摩诃摩耶，所以你要确认。在霎哈嘉瑜伽，你看过那么多照片，这些照片必定
能说服人的思维关于这位Mahamaya swarupa。你能从思维上看，明白这是有点不同。即使我到拿坡里(Napoli意大利城市)，警察
和每一个人看过照片，他们都确认的确有点不同，他们全都想与我握手。
此其一，另一方面，你开始看到祝福，开始看到自己怎样在物质上、生理上、情绪上、灵性上越来越好。在思维层面，大部分人
仍要确认，除非真心的确认，这仍不是真正的确认。心已经被七个轮穴的七个氛围围绕着，而灵，Atma，则在心中，就是这样，
大能的神，至高湿婆神在你头顶上，因此，当灵量触摸这一点，你的灵就得到唤醒，灵之光就开始散发，开始在你的中枢神经系
统运作，因为生命能量，Chaitanya自动的流进你的脑袋，开悟你的神经，但你心里仍未确认。
即使没有确认，你仍能感到凉风，能提升别人的灵量，能医治别人，能做很多事情，但你的心里仍不大感觉到它，这就是为何我
们有音乐，有艺术 — 所有这些东西开始开启我们的心扉，心怎能有思维的活动？这是你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我知道若只是心
的思维活动，我们又怎能确认？
例如，若你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基督徒，一旦你看到基督的照片，马上感到这是基督，你明白 — 有某些东西在此；若你是印度
教徒，给你看到罗摩的照片，你马上知道这是罗摩。你明白，就是这种心的确认。但要确认某位与你一起生活的人却是非常，非
常困难的。你只活在你思维活动的两个尖端。要深入心里，「我们该做些什么？」人们告诉我︰「母亲，我们怎能进入我们的心

？这种思维活动怎能从心而发？」现在你必须记着，心是絶对与脑袋连上，完全的连上，它们不是不相连的，不然是运作不了。
若心垮下来，一段时间后，脑袋也会垮下，整个身体就不能运作。
所以这种心的思维活动要用这种方式理解，一旦你看到危险迫近，什么也不用想，你心的自然反应是开始注入更多血液，你开始
心悸，你不用思考，没有思维的活动。就如你看到一只老虎站在你面前，你的心马上开始注入更多血液，这是自然反应。这种活
动是怎样发生，你或许会说，你内在已经建构好，一旦你看到紧急情况，你的交感神经系统会起作用，你开始感到害怕，因为害
怕，所以必须有点保护，你要为此做点事，你没有想，只是跑掉，跑得越快越好，你没有想 — 我该怎么办，该跑到哪儿 — 你只
是不停的跑离危险，怎会这样？因为你内在已经建构好，在你的脑袋，一旦你的心开始注入太多血液，就令腿开始运作，手开始
运作，你要跑，或我们可以说是中枢神经系统建构好，害怕，任何反应，任何响应都是你内在已经建构好。
但你对灵性的回应还未彰显，它要彰显，它已经建构好，毋庸置疑，但它仍未彰显。怎么把它彰显？人们问我︰「母亲，怎能彰
显它？」你过往的经验令你学懂要害怕这些那些事物，在你这一生，你学懂很多事情，孩子或会用手触摸蜡烛也不害怕，但他一
旦长大，因为有体验，透过体验，你开始内在建立自然反应，你会懂得拯救保护自己。
现在，重点是你心里该建立怎样的经验，就是你的神圣、灵性的经验。一旦你开始建立这份经验，你就知道自己是神圣的人。除
非你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神圣的人，不管你对我有怎样的信心，那份确认仍未完全。你只是盲目的确认我，若盲人确认我，内心就
没有这份回应。所以，首先你要确认自己是神圣的人，要对自己有信心。
虽然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却仍对自己没有信心。若他们有任何问题，会写信给我；若他们生病，亦会写信给我；若他们家庭出
任何问题，也会写信给；若任何人带给他们任何问题，他们会问我。若你有内省，有静坐，就能触摸到你内在的神圣。一旦你触
摸到这份神圣，就知道自己是神圣的人。所以在顶轮崇拜，实际上，你是要确认自己的神性，体验自己的神圣，你是神圣的。
你怎样体验自己的神圣？就是给自觉别人，给别人自觉是很了不起的经验，你不单给别人自觉，还可以告诉他们轮穴的情况，你
知道他们那里出错，你颇有信心。而思维上你知道︰「对，对，它在运作。」你会说，没有牵涉其中，如︰「是我在做。」你会
说︰「母亲，它在运作，它在发生。」就是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你却从不内省︰「我是怎样在工作，我是怎样把它成就？我是怎
能感觉到？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有什么改善？什么令我更加敏锐？我有什么进展？什么是转化？」
一旦你开始想这些问题，开始体验自己的存有，一份感觉，一份向着摩诃摩耶的感觉就会发展 — 一份感觉，我再次说是感觉，就
如恐惧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沮丧的感觉，你发展的任何感觉。你可以称这份感觉为感激的感觉，爱的感觉，合一的感觉，喜乐
的感觉，全都在你的心里开始运作，你因此感到有响应。
就如海洋响应月亮，即是说海洋以流动来响应 — 石头不会对月亮有反应。同样，你心里这种波动的感觉是来自你对灵性的体验，
来自对你的存有的体验，接着你开始表达它们。我能分辨出，这个人或许说话不多，或许对霎哈嘉瑜伽知道不多，但在心里，在
他的心里能感觉到回应。
这是我们要成就达致的，因为你知道心的能量中心就安置在这里，peetha(宝座)，心的宝座就在Brahmarandhra(梵穴)上。若你不
开放你的心，心里没有这种建构好的反应 — 不需要是敬畏或恐惧 — 而是建立一种自然的礼仪。那么你就不会做错事，因为你知
道，不管什么是好的，都在你的心里。就如你真心爱一个人，你就不会伤害这个人。同样，当你开始在心中感到这种反应，你就
不会做错事，因为你内在建构好的质量会显现出来，因为灵性、神圣内在建构好，现在它们就彰显出来，你不会担心什么，也不
会做任何外在的事情。
有人说奥义书(Upanishadas) 像 Shandilyaupanishad, Kanthoupanishad，这样那样，你一旦知道梵天婆罗摩(Brahma)，所有外在
的事物，如戴上yagyopavita的丝线和其他一切都应抛掉，不再需要了，因为你现在内在拥有sutra(丝线)，你要放弃所有外在的事
物，因为你内在已经建构好一切，正在自动的显现，这类人自动的成为拥有很高才能的瑜伽士。
在加尔各答有一个男士，虽然他是印度人但他叫简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他也有这些感觉。有天，他在浴缸洗澡时跌
倒，背部着地，浴缸碎了，有些碎片插入他的脑袋里，他陷入昏迷，医生对他完全放弃任何希望，说他不可能活命，他在深切治
疗室，但在他跌倒前，他自然的叫了一声「妈」，就这样。
那时候，我在德里，他们通知我他跌倒，告诉我事情是怎样发生，我说︰「好吧。」我只放注意力在他身上，给他做班丹，下一
天，他张开眼睛，医生不能相信，他们把他移到另一个病房，霎哈嘉瑜伽士探望他，说︰「我们会给你生命能量。」他说︰「我
一点也不痛。」他现在看来年青了十年，那么不同，这份经历，对他是份完全的体验，他絶对进入他的神圣里。所以他说︰「母

亲，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不想生命，不想死亡，不想任何需要，不想我的孩子，我现在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保护我，我不需
要有任何忧虑。」
另一个例子是华医生，他心脏很差，因此他们为他做了一个辅助器，他是很虔诚的，他的辅助器坏了，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昏
迷了，他们把他送进医院，开始时他的主动脉有八成阻塞，只有两成畅通，没有任何机会能康复，因此他们为他做了心脏搭桥手
术，但他只说︰「请告诉母亲。」不需要为他做什么，不要紧，我只为他做班丹，我那时在澳洲，他再次是医生放弃的个案。
他们说︰「我们怎能再植入另一个辅助器？这个辅助器坏了，我们该怎么办？」当他们想为他做手术，他却张开眼睛。告诉医生
︰「医生，我感到很好，我不知道什么发生了，我完全没问题，我可以坐起来吗？」
医生就是不明白，他检查他的心脏，说︰「他的心脏现在运作良好，什么发生了？」他们为他检查，发觉他的主动脉完全打开，
这种情况在医学史上从未发生过。他对我的经验也是因为他的神圣，我才能在他身上工作，我与他的联系非常良好，事情才能成
就。若你思维上不停分析，只运用思维来理解霎哈嘉瑜伽，你是不能到达这种接受所有祝福，祝福在各方面倾泻在你身上的神圣
层次。
就金钱而言，就建筑物而言，就交通而言，就一切而言，若你听到人们是怎样得到帮助，就像有人在成就一切。即使你只是思维
上的霎哈嘉瑜伽士，所有这些事情都能成就。当你的神圣在彰显，你肯定得到帮助，大大的得到帮助，不然这是不可能发生，这
些不是奇迹。对人类或许这些是奇迹，但对神却不是。不管如何，祂创造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创造一个接一个的宇宙，对祂，
那又有何了不起？
这是从经验而来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体验而来的信心，透过内省︰「我为什么要做这事情？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不
这样做？」要内省。当你内省，这份深度就会深入，透过静坐就会加深。这就是我为何常常告诉你，早上起床，请要静坐，黄昏
时，也要静坐。至少在上床睡觉前要静坐，这是你唯一能深入你的所有创造力、所有纯真，所有知识，所有喜乐源头的神性领域
。
当你到达顶轮，对，真正的顶轮被打开，因此你才能有这种大规模的自觉，这是事实。现在要提升质量，数量已经很多，顶轮的
质量要增加。在现代，顶轮是唯一能成就霎哈嘉瑜伽的工具，若我们意识到心在顶轮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这里是心轮，你要透过心去确认它是何等重要，不然这个能量中心不会打开，那么你又如何得到自觉？这是何等漂亮的联系，这
个中心是心的宝座，是心的peetha，必须打开，那么灵量才能进入，所有这些机器都连上，以这种方式让你明白心透过脑袋连上
的重要，脑袋絶对与心合一。
顶轮必须把它从左至右，从右至左，尽一切力量去维持保护 令它打开，但 — 透过确认，透过内省你可以请求︰「我为何不能以
这种方式确认？我为何不能这样做？什么是对我有益？」若你来霎哈嘉瑜伽是为了玩某种权力游戏，你想拥有权势，那么你就完
蛋了；你想拥有钱或某种玩意，你也会完蛋。你想玩任何一种把戏 — 若你来霎哈嘉瑜伽，是为你的孩子、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或想得到任何外在的好处，这是不能成事的。只要扩展你的心，把你的爱传给每一个人，在你心中感受他们的爱，把自己放在有
响应的位置上，心以完全的思维活动，响应你内在的神圣，响应你的母亲。
要明白今天的课题，对你或许有点困难，但这个课题我必须有天要对你说，因为你只满足于一点点灵量从头顶升上来，还有那么
多仍要升上，很多灵性要升上来，若你要升进，若你要成为转化全世界这个新世代的基础，你就要努力工作。我们不应说︰「我
不懂怎样早起，我不懂…。」你在战争的路径上，你现在是士兵，若你要对抗无明和黑暗的力量，就要把它成就。它必须要成就
，为此我们要放注意力，你要怎样做，完全取决于你，我们全都要成为有力量的霎哈嘉瑜伽士，来把它成就，透过我们，全世界
就会得到拯救。
最重要是你们要明白，今天是顶轮日，当然是我打开了这个最后的轮穴，但若要再进一步，进一步成长，你就要静坐，入静让你
变得宁静，你的生命之树只能在宁静中，不是在混乱中成长。
若你能明白，请把它成就，你因此能看到，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若你要看影像，就要有一面好镜子，同样，若你要感觉摩诃
摩耶，你必须内在完全彰显纯粹的神圣。
愿神祝福你们。
编注︰: Vibgyor︰即当白光通过棱镜而发出的七种颜色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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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1991年7月28日 她还没有…她迟一点会把我的皮包带来？我的眼镜在哪里。 【瑜伽士：是的。 】
【调整扩音器】低点，低一点，低点。 00.01.13 今天你们来这里敬拜导师。这是一种习俗，特别在印度，你必须敬拜导师，门徒
也必须完全受导师控制。导师原理是极度严格的，严格的程度令很多人都不能符合成为理想的门徒。昔日，导师必须是绝对的权
威，是导师决定谁能当门徒。即使只为要成为门徒，也要经历严格的苦行（tapasya）。而苦行是导师用来评审门徒的唯一标准。
导师通常住在森林里，他们会拣选极少数的门徒，门徒要到邻近村庄乞求食物，亲手烹煮，供养导师。这种导师制度不存在于霎
哈嘉瑜伽。基本上，我们要了解今日和往日有不同的导师制度，往日只有极少数的门徒能有机会成为导师。这极少数人，是从为
数众多者脱颖而出，他们真的要是特别的人才能被拣选出来，因此不管要用什么来测试他们，他们也无任欢迎。本着这种想法，
他们成为门徒。 霎哈嘉瑜伽却很不同。我要说是刚刚相反。首先，你的导师是位受sandrakaruna之苦的母亲。即使只是一些细微
琐碎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眼里也会充满泪水。所以，作为母亲又是导师是很困难的。同时，要你到达一定的高度也是困难的
。因为我很爱你，你却迷失了，在我的爱里，有时候你会忘记自己的进度很慢。重要的是，在霎哈嘉瑜伽里，你要对自己严格。
因此我才说你要成为自己的导师，但人们却不了解这是意思。要成为自己的导师的意思是你要指导自己，要把自己当成自己的门
徒，要锻炼自己。如果你不了解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不了解要自己成就一切，就不能升进得很快，因为那是不同的师徒关
系。所以我经常说你要先成为自己的导师。 你要多内省，好好固定巩固你的理想。我坐在你面前，你看到我是怎样的人，我可以
吃任何食物，也可以几天都不吃。我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完全不睡。我长途跋涉，不觉疲倦。我有这种精力是因为我也是
自己的导师。所以首先要多内省，「我有什么毛病？」而不是他人有什么毛病。「我有什么毛病？我是否追求身体的舒适？我的
注意力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灵体上？如此的话，我在做什么？」我想最好是把这些都写下来。「我能睡在草坪上吗？我能坐在石
头上吗？」你必须使唤这个身体。「我能随时入睡吗？我能随时保持清醒吗？」我见过人们打瞌睡。原因既不是他们不好，也不
是他们不守纪律，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在很累。如果你内在很累，你就每时每刻都感到疲倦。你在电视上会看到，西方人是这样坐
的【Shri Mataji大声打呵欠】。因为他们非常疲倦。为什么他们非常疲倦？他们没有努力工作。 要内省你的行为举止。一旦你开
始内省，也会开始内省周遭的事物、你的风格、行事方式，在周遭制约的影响下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西方的外在制约是心理方
面。印度人也有令人惊讶的条件制约，不过西方人更甚之，他们必须洗十次手，即使手皮都脱了也还是疯狂的洗。他们任何时刻
都一定要依附着浴室。他们一定要洗澡，不洗澡他们就不舒服。他们也有其他条件制约，各种愚蠢的条件制约。西方的条件制约
多偏于心理方面，这就是为何你不能发现自己的毛病。生理方面的条件制约不是那么危险，你可以摆脱它们，或是处理好它们。
一旦你的条件制约是心理方面的，你就不能了解知道自己出了什么毛病。 如果你看看、内省周遭，你会发现一些很微妙精微的事
物。首先，或许是因为经历过战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害怕其他人。我尤其想到佛洛伊德。因为他，即使母亲也害怕孩子
，印度人完全不能理解怎会这样。你们却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不会触碰任何人；不会拥抱任何人。起先，当他们玩足球时，会彼
此拥抱。现在彼此不拥抱了，只是用手像这样碰一下。我想迟一点，他们或许只会像这样做。害怕人的程度，我什至见过有孩子
害怕拥抱父母。没有人表达爱。若不去表达爱，爱就不存在，人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干涩、干涩、又干涩。 霎哈嘉瑜伽有个小女
孩，我有些礼物要送给她。她很年幼，大概十岁。我把礼物交给一个瑜伽士，西方的瑜伽士，叫他拿把礼物给小女孩，说是我送
给她的。 「不，母亲，我不送。」 我说：「为什么？」 「她会误会我。」 我说：「她误会你什么？」 很多人脑袋中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真的给你带来心理的不安全感。从孩提开始，这种不安全感就已经开始运作，这就是你们害怕对方的原因。你甚至害
怕父母，害怕兄弟姐妹。你的心理在受折磨。当我初到英国，他们常常说这是种不安全感。我说：「什么不安全感？全世界都害
怕西方世界。」他们为何会受不安全感所折磨？他们令全世界的人都感到不安全。他们为何感到不安全？他们感到自身不安全，
社会不安全，家庭不安全，团体不安全。他们彼此多么害怕对方。 故此，首先你要变得无所畏惧。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不再不道
德，也不能不道德。如果你总是想着自己是不道德的，又或你做了些不道德的事情，要到某个地方告解，那么会有什么发生在你
身上？你会拥有怎样的品格？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来改变这一切。霎哈嘉瑜伽士之间，不应有不安全感，而是应有分际（mary
adas）。你要知道怎样尊重彼此的私隐。 其二，你会发现西方人的思维通常遭受批评的轰炸。有太多的批评家，使得艺术家都消
失了，只剩下批评家互相批评。艺术家全都完蛋了。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批评。某人会出现 — 有教授批评的科目 — 他们或许不懂
弹奏任何乐器，或许不懂怎样歌唱，却必定知道怎样批评。你心里时时刻刻，隐约地感到，不管你做什么，必定遭受批评。时刻
都会有种会受人批评的恐惧。所以︰「我是否应该说出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不应担心这些笨蛋，因为他们是盲目的。如
果他们想批评你，就让他们批评吧。有什么关系？不会造成任何差别。为此你要装备好自己的内在。 其三更加糟糕，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样进入西方的思维，即使你是站在这一边，你总是要看河的对岸。要公正。从来都不要说
些你确定的事情。就像你问候人家：「你好吗？」他会说…[母亲表示翻来覆去。
]总是这样。没有人说，会说：「我一切都非常好，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一切都非常好，多谢关心。」 从来都不是
这样。他们对自己不确定，一直都摇摆不定。这种内在的摇摆不定令你产生一种无法进步的品格。只有当你往前踏一步，才能前
进，你要把一只脚坚定地踏在这一点，再往前踏第二步，就像爬山。可是如果一开始你还是选不定要走那条路，你又怎能前进？

你只能走两步，这里或那里，这样或那样。我应把这种情况称为很大的心理障碍，或是妨碍你前进的有害事物。
你学到的第三件事是…或许是第三或第四件事，就是你必须和自己争论。就像你有个问题，你来告诉我：
「母亲，我有个问题。」每个人通常都是这样，「我有个问题。」

我说：「好吧，就这样解决吧。」

然后你就会说：「不、不、不，这样的话，这样就会发生。」
我给他另一个解决方案，「不、不、不、不，母亲，会变成这样。」
好吧，我再给他第三个解决方案：「不，母亲，这可能会发生。」
给他第四个解决方案：「这样会发生。」你一直和自己过不去。
我就得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我已经给你解决方案，如果你要解决你的问题，最好是采取正面的态度。」
脑袋是这样子【母亲表示头反转的样子】。印度语把这叫做“ulti khopdi”。你时刻都和自己争论，又怎能进步呢？ 西方思维另一个
严重的问题是你不想把这些问题当成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一直像律师一样和自己争论。你要明白，有两个律师：一是你自己，一
是律师 — 不停的争论。内在，存在体有双重性格；不是单一性格。正如我所言，这是非常偏向心理方面的，人们采取这种突然的
转换，却不明白这是多么危险。一旦你的脑袋受到开悟启发，这种情况自会消失。相反在霎哈嘉瑜伽，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说
了一些话，你们全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与无所不在的力量连上，不管你说什么，都连上了，也会起作用。对你们来说，不了解自
己是有自觉的灵，也不去承担取得自己的力量是很危险的。 就如你看到，我必须秘密地说一些事情，我要把手放在这里才说出来
，因为这是和主机连上。假设我的手一直像这样张开来说话，每个人都会听到。同样，无论霎哈嘉瑜伽士说什么，有什么愿望，
有什么要求，就有人坐在那里，观看着，是你把他们放在那里的。他们时刻都在聆听你，渴望为你工作，「好吧，你这样说，为
你完成了。」所以，无论你想什么，有什么愿望，说了什么，你都要极度小心。我是说老人家还可以，我可以说他们有很多条件
制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在这里的这一代，大多数人都有能力改善自己，把脑袋从后方转回前方。你却不谈这种心理问题
。 另一种心理问题是你不知道的，也是很令人惊讶，就是不管企业家有什么想法，你都有所回应，因为西方生活的基本教义是看
人家，也被人家看。「噢！这是潮流时尚，我们要跟从。这是潮流，所以我们要有样学样。」就像有一天，大约一年前，我到英
国，发现所有的女霎哈嘉瑜伽士都在这里留发【母亲指出额轮被遮盖】。我说：「什么回事？」
我就问一个印度女孩，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新潮流。」

我说：「什么新潮流？」

你知道这种行为在马拉地语叫作“ziprya”，我们把它叫作 ziprya潮流。至少马哈拉施特拉邦人能够…他们全都在这里留头发，像这
样，全部人。我说︰「我的天，这是额轮，他们把它遮盖了，他们会有斜视的眼睛。」即使潮流要来，整个潮流也不过是弄弄头
发。我不知道头发有什么特别。人们对头发那么感兴趣。在这些国家里，他们的头发掉得很快，因为不使用油，他们应该用油，
他们的头发掉得很快。从头发开始，就是顶轮。潮流是 — 不知所谓？这些企业家，这些笨蛋在制造想法，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们
？我不是说霎哈嘉瑜伽士全都要同一个模样，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穿你喜欢的衣服；过你喜欢的生活，但不应该让企业家奴
役你。现在你们是自由的人 — 要清楚知道。要知道你是绝对自由的，你的自由是绝对处于你的启蒙之光里，你绝不会做错事。
首先，你要有自信，无论你要做什么，都不要受企业家的奴役，不要受他人言语的奴役，不要受你的外表奴役，不要受怎样出现
人前的奴役。这是很重要的，有一半时间我们都在努力去变得和别人一样。这些企业家怎样愚弄西方人是很令人惊讶。在印度这
是不奏效的，不奏效的 — 尤其是对印度妇女而言。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出现，迷你纱丽，在孟买只四、五天，就消失了
。没有印度妇女会穿迷你纱丽，结束完蛋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任何潮流来到印度，都不能留下来，因为在印度，无论是什么衣
服都是传统来…早已存在，得到验证，经过错误和尝试的测试，我们知道那是最好的，所以现在就停止吧。在某个年代你就停止
。这个样式最适合我们。其他的事物不停发展，风格作风不断改变。你要留心，不要做蠢事，那全是企业家制造出来的，要做合
情理的事，这才是你需要的。我认为其中一种奴役就是你受企业家摆布玩弄。奴役是一种很深层次，心理层面的东西；它以很多
方式深深地隐藏起来，是很精微的，让你没法分辨出来。
在内省中，你要找出自己出什么毛病，你怎会变成这样。「我的性格出什么毛病 — 它是由周遭而来，人们以什么方式把想法放进
我的脑袋。」你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应该介意柏拉图说什么，苏格拉底说什么，那个人说什么。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毕
竟，你已经开悟。这又是另一种心理的东西，它更加糟糕。就是「母亲，如果我们很确定，我们就是抬高自己的自我。」他们这
么害性自己的自我，就像过些时候我们就会起飞。「自我会胀得很大，我们会飞起来。」人们的另一种恐惧，就是如果我们有自
己的主张见解：「好吧，这是我想要的，这是正确该做的事，那么我就会飞起来，所以我不想说这种话；我有自我。」即使有了
霎哈嘉瑜伽，也会有某种恐惧爬进来。其一是「母亲，我不该有任何自我。」 自我的问题是什么？也令人惊讶，尽管有恐惧和其
他，为了有点反应，人们发展了一种反对的个性。企业家再次宠坏你的自我。就像早晨你问孩子：「你要吃什么？」孩子会说：
「我想吃这个。」母亲要跑去买，要不然她要把每种食物都存放在冰箱里。在印度不是这样的。不管煮什么，你最好吃什么。如
果没有盐，就不要盐，吃吧。不然就不要吃，不要紧。不管怎样你都会吃。一旦你有了纪律又了解这种情况，你就不会说：「我
只想要这个，我只想要这个。」「什么？你想要？」告诉你自己：「好吧，一个月内都不给你这个，走着瞧吧。」 我必须告诉你
我一次的遭遇，我有时我也想舒适点。有一次，我们要搬迁，那时候我的家人不在身边。我们只有一张让我丈夫睡的小床。我就
睡在水泥地。第二天，我的身体开始疼痛。我说：「好吧。」我在水泥地上睡了一个月。「睡在水泥地你身体就会疼痛？好吧。
就睡一个月吧。」我说：「我要睡在水泥地上。」水泥地就失去奴役我的力量。水泥地或那疼痛没法奴役我。所以，你要做的是
掌握你的思维。现在问题来了，你有什么判断力？「母亲，自我会出现。」因为自我，就如我说，是通过作出反应，通过反对，

也通过被企业家宠坏而发展出来。好吧，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不要分析自己的心理。 事实上，我们有自我的问题。为什么？我
已经告诉过你，如果气球胀大了很多次，它就很容易胀大。只要一点点空气，它就会胀大。那就是为什么你怕突然间︰「我的自
我或许会变得很大，使我变成气球，在空中随处漂浮。」要怎样去除自我，只要知道你是开悟的灵。要尊重自己。一旦你开始尊
重自己，就不会掉入任何自我的陷阱。很简单。尊重自己。你只要说：「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怎能有这样的言行？毕竟，我是
霎哈嘉瑜伽士。」 一种尊严会发展，一旦你做蠢事，就会感到羞耻，因为自我令你愚蠢，这就是重点，绝对是重点。如果你发展
这种自尊自重：「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不能这么做。我是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你对自己这样说，你会惊奇，霎哈嘉瑜伽士的
尊严必定使你朴实务实。你不会陷入自我的陷阱。一方面是条件制约，另一方面是自我。自我是简单的东西。必须发展尊严。你
会很惊讶，动物之间有分际。像老虎不会有蛇的行为，蛇也不会有老虎的行为。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是人中之虎，人中之
狮，是最高等的；我们是最高等的人类。不需要在身上挂着十面奖牌来显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就
是了不起的瑜伽士。 要发展这种尊严，你会惊奇，你立刻会谦虚，我是说你不小心的碰上谦虚。我见过有些霎哈嘉瑜伽士这样坐
，有时这样坐，有时，如果他们左喉轮有阻塞，他们会这样坐，如果右喉轮有阻塞，会这样坐。你看看自己。就像新郎要穿着整
齐，他记着：「我是新郎，我的行为不能像其他的年轻男孩。我要有自己的个性。我是新郎；我要出席自己的婚礼，我的行为不
能像我其他出席的朋友。」你要有独特的行为举止。要承受这样。我们仍不知道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一旦我们知道自己是霎哈
嘉瑜伽士，就自会有尊严，透过尊严，你会惊讶于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国家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光彩。 不管法国发生了什么，你
可以发现法国的法律有什么毛病。法国人却对喝酒、饮食、其他事物比较感兴趣，所以他们从不付钱…「噢，管他呢，我们为什
么要理会法律，让它保持本来的样子，不要紧，谁会管这些，不重要的。毕竟，只要有酒喝…」你到任何法国村庄，在七时，你
不会遇见任何人，即使是酒鬼也见不到。他们坐在屋内饮酒，饮酒。我的意思是饮酒是主要的宗教，主要的消遣。第二天，他们
带着宿醉来，看到的一切都是倒转的。像这个家伙，这些到印度的记者，他们看到一道铁闸，就以为是希特勒的铁幕。每件东西
都扩大了，变大了，扭曲了，只因为宿醉。整个西方的生活就像宿醉。他们把东西看成不是大就是小，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样
子。 大部份写下的东西，那些你阅读的，关于心理学和其他的书籍，多数是酒鬼写的。如果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是酒鬼。不
管他们写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认真看待？除了少数有自觉的灵，大多数都是酒鬼。就像写希腊悲剧的人，一定是醉得很厉害 — 他
们一定是喝了很多酒，才会写出那种东西。因为大多数酒鬼写作时，他们说︰「为何，为何要，我为何要生存，我必定要死。」
在印度，我们也有很多像那样的人，他们写了ghazals，经常说︰「我们为何要生存，我们该死。」如果碰到有诗人说：「你谈死
亡，你为何不真的去死？」你会意识到，无论你写什么，说什么，都较那些人层次高。霎哈嘉瑜伽在你内在运作得这样顺畅，你
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今天，在导师崇拜，你敬拜你的导师。同时，我也敬拜你内在的导师。让你的导师走出来，显现出来。特别是你拥有的导师是 —
我对你并不严厉，还很温柔。因为，就如我所说，基本上这是另一回事，不是为个人，而是为集体。如果某些事情要以集体的方
式来传播，你就要了解，只有用爱才能成就，没有其他方式能传播霎哈嘉瑜伽。我们不能像希特勒，给人错误的仇恨想法。恨或
爱二择其一。你教导人要憎恨这个人 — 原教旨主义，这样，那样 — 你就会有上千人准备战斗。你可以提升他们的基本人格，然
后说：「好吧，一起来，让我们战斗。」种族主义，这样，那样，任何事，甚至是国家主义。好吧，他们只是人类。 我所谈的爱
却是很不同的。要尝试去了解。因为我们是集体在工作，必须知道爱是能量的来源，爱使事物活生生的成长。这是活生生的能量
。现在要尝试了解。这是，人们并不了解。爱并不是指你拥抱人，或是做些什么，而是活生生的能量，能了解，能使你成长。我
希望你看过我的书，希望你曾阅读我的书。书里我很清楚的向你描述什么是『在我们内在成就一切』的活生生能量。任何在运作
的，比如说这朵花。我不能命令这朵花笔直生长。它以自己的方式生长

—

随它吧。它很好看，因为每一朵花都不应该长得像另一朵花。活生生的能量绝不会制造一式一样的东西

—

只有塑料才会。现在，当它生长，它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生长。
无论什么建构在你的内在，都是活生生的能量，是内建的，是种活生生的能量，活生生才能起作用 — 它像花朵自然绽放。你要提
供『纯粹的爱』的活水。在纯粹的爱中，你作为导师看另一个人：「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有阻塞使我不能进步。」你作为
导师看另一个人，看到的是怎样以爱心对待这个人，使他能更接近实相。这是非常温柔的过程，非常有爱心的过程，没有什么比
得上享受你的爱。仅仅知道『我爱很多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你也能感受到「我爱很多人」。不过这应该是samadrishti — 意思是
你应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你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对吗？只有两只眼睛。你用同一双眼睛来看每一个人，即使这
些人是不同的。好吧，你看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你却不…你的眼睛不会歧视不同的人。你的眼睛不会把某人看成黑色，某人
看成白色，某人看成蓝色。你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人。 你开始以samadrishti的方式来看事物，意思是同样的眼睛，同样的眼光，不
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有时是你的脑袋把事情扭曲，你开始把某些人看成不同。把某些人看成不同。现在，我的眼睛看见一把风
扇。假设我的脑袋出毛病，我可能会把它看成人类。如果你是清醒的，你就会看到每个人的原本样子。这就是samadrishti，意思
是你用同样的眼睛来看每个人。不要有扭曲的想法，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某人是你特别的朋友，某人是你第二朋友，某人
是你第十朋友，有人是你的敌人」。一旦你开始以事物的原本样子来看待它们，一切都会在正确的状态。要不然你会变得疯癫。
应该也要samyak – samyak指整合。要有整合的知识。就像眼睛是用来看，它们看见你坐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个人在哪里，那
个人在哪里，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他的人际关系。假设有个男士，他有个孩子，这个男士和他的孩子的关系出问题。要了解那个
人，你必须知道他有个孩子；不能把他与其他人分隔开，他不是孤立的。假设有个人是从英国或意大利来，就要尝试了解他是来

自什么特定的背景，什么背景围绕着他，使他成为那样的人。如果你能拥有这种关于他人的完整资料，就不会出问题，不会有争
吵，什么都不会有。不然就时刻都会有冲突，人们就是因为这样才常常感到非常疲倦。眼睛没有反应；它只是用来看；不管是什
么，它们只是看着。眼睛从来都没有反应，思维却会有反应。这种反应破坏你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人。
所以现在，你应该处于旁观见证的状态

—

就如格尼殊哇曾说：“niranjan

pahane,

niranjan

pahane”—

看着某人而没有任何反应。只看着，你就了解知道那个人的一切，当你看着那个人，niranjan pahane。因为只要你有思绪，就无
法看清那个人。一旦你看着那个人，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接着，你马上就会知道他的轮穴，他的灵量，一切你都能穿透。可是
你的脑袋，却装满无聊的想法，它不允许你到达那个水平层次。 niranjan pahane的状态是你只是静观一切，我们要发展这种眼睛
。这样子你就不会执着，你自动不会批评任何人，因为你的脑袋像这样抗拒人；你不爱某个人是因为你的脑袋是这样想；你也不
能分党分派；你不能对一些人很亲切，对另一些人则不。有时候，如果我不对某些人微笑，他们就会抱怨：「这次，母亲没有对
我微笑。」我意思是我不能时刻都在微笑。你必须顾及我脸部的肌肉。我怎能时刻都保持微笑，知道吧？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到不
爽：「你看，这次，母亲没有微笑。」所以我要继续时刻对每个人微笑。我会尝试这样做。 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必须采取niranja
n的态度，因为这是集体的工作。它并不严格；也不是任何紧箍的方式，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工作，绝对是活生生的，我们不能。绝
对是一份创造和谐、爱、感情，一体的感觉的工作。想想看，想着某人对你不好，或他是个…可怕的家伙。最好还是想想你可以
怎样善待人。要采取的态度是我要怎样好好对待人。假设，某个人生你的气，你们很容易就会打架，「好吧，你生气，我也生气
。」不是这样。要逗他开心，就是这样简单，只享受吧。因为你不享受憎恨，不享受敌对，也不享受分离的感觉。就像这只手要
享受另一只手，同样，你们也要彼此享受。如果你不能享受，就是错失重点，错失重点了。 就集体的进步而言，我们要知道，如
果我们没有集体的观念，没有『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的观念，就不会进步。如果我拉一拉耳朵，我的耳朵不会掉出来，它却会
令整个身体感到疼痛。故此我说拉两只耳朵会比较好。当你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你就会惊奇，一种对自己的甜蜜幽默感会
发展出来。你的品格变得有趣，富磁力，你很快乐，极度快乐。每个人都会找你作伴。这就是你的导师原理得到启发开悟的征兆
。 当然，他们说你应该不执着，不能执着于这个那个。这些都是空谈。实际上，只有内省，或肯承担，或了解你自己的深度，才
能给你这种感觉。如果你知晓『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俱有了不起的神性深度』，仅仅只是这样，就足够让你成为至高导师。实
际上，我并不是导师，从来都不是 — 我是母亲，我做不了导师。因为，不严格的导师不能成为导师，只为说些话，我就要作好准
备。假设，两个人之间有些问题，若时间许可，我要对他们说些话，我就要先对自己说：「要怎样才能严格？」「哈」如果有些
事很自然的发生，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最多也只是自然即兴的。你要发展这种导师的特别风格，这都是为了集体的工
作。我再说一次，记着这全是为了集体的工作。 今天，当你敬拜我的时候，你是在敬拜你内在的导师原理。我不会说你应尝试跟
随我，因为我很多方面都不行。比如说，我不懂银行，不懂金钱，我是说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懂，是真的。我都不行，我不懂法律
。我是说你不应像我，同意吧。不过，你应该可以像我一样说：「你看，我有这些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必须拥有霎哈嘉
瑜伽的完整知识，或是要有欲望去了解霎哈嘉瑜伽的一切。如果你能做到，就能畅泳于这个知识的海洋，像喷射机（Jet）一般。
无论你想要什么，想知道什么，你都会知道。但要先有『想知道』的欲望。绝对不要自满于『自己对霎哈嘉瑜伽有足够了解』，
绝对不要这样。你可以满足于其他的事物。只有这件事，关于霎哈嘉瑜伽，还得要：『我必须通过脑袋去知道，我的心也要拥有
那知识。这些知识应该在我的心里，不单在我的脑袋里。我应该通过脑袋去知道，而这知识应该在我心里。
』就像你看电影，你看到金刚（大猩猩），就知道它是金刚，没错，不过是电影，没关系。 通常我们的知识就像那样。要是你见
到金刚先生站在这里，你会说：「噢！我的天，他已经在这里出现。」同样，若知识是在脑袋里，它只不过像一部电影，是远离
…它不在我们心里。一旦知识在心里，它会起作用，会成就事情。它不是通过脑袋来成就。知识只会停留在脑袋里，但若它存在
心里，则能成就事情。灵存在于心里。很简单，我们这些人多用脑袋来生活，而少用心。要知道，我们在实相里，金刚站在我们
面前。你不是在看电影；它是实实在在的，在实相里。心要工作，而不是脑袋，因为实相只会通过心，而不是通过脑袋而显现。
一旦你明白这一点，你的心就能打开扩大：「现在，这是在我的心里。」那么，整件事情在你的脑袋里就很明确，你清楚知道一
切，要做些什么，要作怎样的反应，怎样去成就。如果你把这一切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放进心里

—

你要先把心扩大，不然就不能把这个海洋放进心里 —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是霎哈嘉瑜伽。」对我来说，任何事情看来都像是霎
哈嘉瑜伽，买这所屋子，来到这里，这一切都是霎哈嘉瑜伽。我能清楚的看到。无论我看到什么，都能马上把它与霎哈嘉瑜伽连
上：「这是霎哈嘉瑜伽。」为什么会这样？全因是霎哈嘉瑜伽。这是霎哈嘉瑜伽。当你的心知道脑袋知道的事情，你就开始在每
一处看到霎哈嘉瑜伽。我认识有些人精通所有口诀，懂一切事情，却没有把知识放进心里。所以要把知识放进心里。在霎哈嘉瑜
伽里，不是通过脑袋而是通过心才能成为导师。 愿神祝福你们。 在导师崇拜，他会先读出这个。我从来没有把《导师赞歌》给任
何人朗读。原因并非它不是真理。他们说它是真理。是湿婆神对帕娃蒂说的，什么是导师。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给你：因为这些市
场上的导师说：「好吧，我是你的导师，这是《导师赞歌》。」《导师赞歌》里有记载，交出你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财产，交出
你整个人 — prana mana, dana — 你的身体，你的心智思维。 」一切都交给导师，让你变成笨蛋；那些导师就是因为这样才把《
导师赞歌》交给门徒。所以我不把它交给你。不过，今天拉杰斯

—

我第一次告诉他

—

这并不表示你要跟随湿婆神曾经描述的方式行事。 [Rajesh: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Adi Guru, sakshat Shri Adi Shakti
sakshat Shri Dakshinamurti,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在《导师赞歌》里，湿婆神，祂也被称为Shri
Dakshinamurti，即那位面向南方的神祇，在锡吕‧帕娃蒂的请求下，告诉她什么是导师… 听到吗？你们所有人。 (…谁是导师。)

(印地语) …大声点，只把它放上去。 在《导师赞歌》里，湿婆神告诉帕娃蒂谁是导师。祂首先说︰"guru"这个词的第一个字"gu"
，点出maya（幻象）的特质；而第二个字"ru"，则摧毁了 maya 所导致的幻象。所以，他是第一位，也是最先摧毁maya所导致的
幻象的人，是他制造幻象，亦是他摧毁幻象。他独具那个地位，所以，导师的位置是最崇高的，即使诸神也难以接近。祂们都崇
拜

锡吕‧导师(Shri

Guru)。

礼拜锡吕‧导师，他是锡吕‧梵天婆罗摩(Shri

礼拜锡吕‧导师，他坐在尘世的树上，拉起掉入地狱海洋的人。

Brahmadeva)，亦是锡吕‧毗湿奴(

Shri

Vishnu)，也是锡吕‧湿婆神(Shri

Shiva)，只有他是至高的梵天(Brahma)。
礼拜锡吕‧导师，他为人们的福祉，创造了所有知识，使他们拥有能够跨越尘世海洋的桥梁
礼拜锡吕‧导师，他打开因为无明的黑暗而瞎眼的人的眼睛，并用知识的药膏(kajal)涂抹他们。
礼拜锡吕‧导师，他为世界带来光明。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神明。
礼拜锡吕‧导师，他是真理，在真理之光中，世界得以彰显。你是迷住世界的喜乐。
礼拜锡吕‧导师，他是真理(Sat)，纯粹的存在，真理

—

知晓了世界的各种形相和物体停止以实相出现。

礼拜锡吕‧导师，他的形相是活动的「因」，他以「因」出现在所有活动里。

礼拜锡吕‧导师，

他以「因」出现，为所有活动带来一体，带来集体，为各种形相和物体带来整合。
礼拜锡吕‧导师，他的一双莲足，驱散二元性的热力，把我们从一切苦难中拯救出来。 我们用言语，用思维心智，用注意力，用眼
睛来礼拜锡吕‧导师。因为导师是真正湿婆神和力量(Shakti)结合而成，他的一双莲足又红又白，璀璨夺目。
我对着锡吕‧导师静坐，“gu”这个字显示超越三态的状态，“ru"显示无形相的形态，他赐予我们超越三态的形态。
我们一再礼拜锡吕‧导师，因为他通过自觉，摧毁了我们累积自世世代代的业报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礼拜锡吕‧导师，因为再没有

其他原理超越锡吕‧导师，你没有苦行可行，因为最高的苦行是要成就到达锡吕‧导师，没有知识能超越锡吕‧导师原理而仍能存在
。

我们一再礼拜锡吕‧导师，他向我们显示了延绵不断的华盖形相，这形相遍布所有活物及非活物。

我们再次向你礼拜，向锡吕‧导师礼拜，他的莲足以钻石点缀，它们是经典，是吠陀经的灿烂莲花。
礼拜锡吕‧导师，他自然的唤醒我们体内所有纯粹的知识。
我们再三向他礼拜，礼拜锡吕‧导师，他是生命能量，永恒安详，超越迷惑，极之纯洁，超越 naad、bindu 和 kala。 静坐的源头
是锡吕‧导师的形相；崇拜的源头是锡吕‧导师的莲足。第一次崇拜是向锡吕‧导师的莲足敬拜。第一句口诀，口诀的源头是锡吕‧导
师的讲话。第一个解脱，所有解脱的源头只能通过锡吕‧导师的恩赐才能得到。 Sakshat Shri Mataji, Shri Nirmala Devi, Namoh
namaha.]

01.10.33

啊，我要所有的领袖上来，我是说如果有两个领袖，两个领袖都要上来。愿神祝福你们。

格涅沙口诀可以念诵一次，格涅沙口诀。可以念诵格涅沙颂(Atharva
Sheersh)。你们可以念诵格涅沙颂一次，他们全部人都应为我沐足，把水倒在我的脚上。 [Ganesha Atharva Sheersha recited]
30/7/2011 01.18.30 [Yogi: Hundred-and-eight names of Shri Adi Guru Dattatreya: “Om twameva sakshat Shri Sattwaya
namaham – salutations to the one who is sattwa.” Do you want the mantra to be said? Do you want the mantra to be said?]
[Yogi: We are reading those names, and we have to try to put them into our heart because we are telling them to our Guru. So
the brain should not be there, but they should be in our heart.] [Yogi: First in English] [Yogi: We are saying these mantras to our
Guru who is sitting here before us, and She’s the Guru of all Gurus. And we have to feel it from the depths of our heart with the
shraddha, which is a surrendering devotion, and we have to say all the mantras with those feelings from our hearts.] [French and
Italian translations] [108 names of Shri Adi Guru] I have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today that we have already three of our
leaders Dr. David Spirow then Gregoire de Kalbermatten, Guido. And now today I would like to appoint Rajeshwaha as one of
them. Hello, please keep quiet. Please keep quiet. Nobody can hear anything. Just now… Just now you had such a big lecture
from your Guru. Now will you please be dignified and keep quiet and don’t talk Please be seated. All of you. Please be seated!
Those, who are bringing presents, please also please be seated One by one, please. Please. The Guru Puja is over now and we
all have to depart. We decided to have more Pujas in this place because it is very lonely and nobody to disturb us and the people
here are very nice and have been very kind to us. Moreover I think with my age I shouldn’t also travel too much in Europe If
possible I would like to have most of the Pujas here It is quite close to all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t least. But America – of
course I will go to America and all to South America. So the new program for me: My Qawwali goes on – for not only 24 hours,
for the whole year, the life long. I must thank you all of you for coming here and living here under all kinds of circumstances. I
hope next time – by next time, we will have better arrangements made because there was hardly any time but very suitable for
Guru Puja. That we had to learn how to achieve the state of Guru. There are so many false people in this world now, you know
that and as Babamama has said in the last Qawwali very beautifully That is the personality of a person make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lace. Like the roses are growing in the thorns but where the roses grow they don`’t say: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thorns
are growing” but they say: “The roses are growing.” So whatever maybe the conditions that I told you today to underst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e are born and surrounded by and wha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e arrived so far. Whatever it was, you
have now to know that you have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none of these bad things even can enter. and the

enjoyment that we have had is absolute pure enjoyment of our Spirit dancing. I hope this time my lecture should not in any way
depress you but on the contrary introspection is very good. Without that we can not understand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hich I
have discovered myself which are to be seen little carefully, why do we behave in such a manner. and I have tried to point it out
to you, what our subtler badhas we have within ourselves. So please again and again you can listen to my tape and try to
understand what I have said. I am sure next Guru Puja you all will be coming here as great gurus. All the best for – till the next
Guru Puja I should say “All the best!” This year we all should work out to come out of the thoughts (thorns) and become the
flower of fragrance, so that when people see us, they know now we have created here the World of God. There are obstacles,
there are problems whenever there is truth there is always somebody to come on you, no doubt but truth will be successful, it will
be victorious, be sure of that! With that surety, if you work it out it is all going to overcome all these little little hurdles, little little
incidents that you have faced in a very beautiful manner. So never forget the enjoyment of tonight whenever you are depressed
think of that and just start saying that we are not living our thorns, we are flowers we are roses. That’s you are, you are more
than that. You are more than that – the whole atmosphere is fragrant by your goodness. So keep to that and enjoy yourself.
There is no place for depression for all of us. How many people have such joy in their lives to think about the memories of these
beautiful nights that we have spent together enjoying ourselves and enjoying everybody else without thinking about race and all
that, about… … The power of God’s Love is going to completely help us I assure you, and I verily say to you that good will be
victorious righteous will be victorious and we establish a new style of life where there is no hatered , there is no killing there is no
jealousy but all love and love and love. May God bless you.

1991-0804, 佛陀崇拜
View online.
佛陀崇拜 比利时 1991年8月4日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佛陀。你们也知道，佛陀是国王的儿子。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个
很穷、很瘦，很不快乐的人，感到很震惊、很哀伤；接着他看到一个垂死的病人，再接着他看到有人把一具尸体抬到火葬场。这
些都令佛陀很苦恼困扰，他开始思索、追寻为何人类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首先，为何他们变得那么痛苦不幸或生病，为何他们死
得那么痛苦？祂搜寻探索个中原因，走遍全世界。我要说，某种意义而言︰祂阅读奥义书，祂阅读…去找很多导师，去很多不同
灵性教育的地方，Benares，祂四处去，最后，祂坐在菩提树下，忽然，太初之母唤醒祂的灵量，祂得到自觉，祂便意识到这些
事情的发生，都是源于欲望。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其他欲望都不是纯粹的欲望。首先，任何欲望即使得到满足
，我们都不感到满足，此其一。其二，所有这些欲望都有回响。因此，什么是纯粹的欲望？你们都知道，纯粹的欲望是灵量。灵
量是纯粹欲望的力量，它满足你成为灵、成为佛陀、得到开悟的纯粹欲望。佛陀代表开悟的人。所以乔达摩(Gautama)变成…变
成佛陀，就如你们变成霎哈嘉瑜伽士。因为他经历各种苦行，从中学懂的都变成他的一部分。在霎哈嘉瑜伽，全都是自然而然(sa
haj)，所以我们对所有事情作出的结论常常都是︰「这是，说到底，都是自然而然(sahaj)。」当我们想成就什么，我们常常说︰
「噢！它会自自然然的成就，它会妥当，母亲会为我们做一切。」这是霎哈嘉瑜伽常见的谬误。 我眼前的问题是，要么把你们放
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要么给你们自觉。因为这些日子的混乱，没有太多时间让你能经历佛陀所经历过的事情，佛陀只是独自一
人，我要处理的却是你们全部人，这会是相当困难。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能承受得起。你们大部人都会半途而废，又或只能走到
四分一路程。所以它要以霎哈嘉的方式成就。你不用坐在菩提树下，你最终得到自觉，你的灵量被唤醒，得到开悟。但在佛陀身
上安顿建立的开悟却未能在我们身上安顿下来，因为我们的轮穴未能如佛陀的轮穴那样完全得到洁净。当我们得到自觉，我们的
身体，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态度仍是一样的。就如我们看着神的房子，虽然我们已经进入房子，却仍然看着神的房子，你要做的
是从窗户向外望，你却忘记这样做。虽然我们现在安坐在山顶上，远离各种挤迫，各种交通，但当你看到车辆，仍感到害怕，你
不知道母亲已经把你好好安坐在山顶上，你就是仍有这样的言行举止。 当我收到有关霎哈嘉瑜伽士的报导，我颇惊叹他们不知道
自己已是觉醒的灵。这就是为何佛陀谈及无欲无求。在未有自觉前，这是不可能做到，即使是有自觉后，我发觉要做到也是很困
难。某种精微的欲望仍存在着，你要自己去解决，却没有去解决，说︰「我的自我会受阻塞。」这种方式适合我们，我们便以这
种方式行事，那种方式适合我们，我们便以那种方式行事。我却是自己发现事情该怎样解决，就是︰这是集体事件。个人是不能
克服自我，个人主义者是不能克服自我。独自生活，想独自享受一切的人，永远不能克服自我，因为你没有经历苦行。又或若你
一个人，最好是经历苦行，再回来。 解决办法是在集体里清洗我们的轮穴，洁净我们的生命，这是解决自我问题的方法。过往，
每个人都独自解决，就如他们到喜马拉雅山，跟随某些导师，那些导师会把他们赶走，他们便走到另一位导师，在哪里修行，接
着他再被导师赶走。下一世，他再次出生，再次被赶走。最后，若一位导师接受他，好吧，很好。他会被殴打，受折磨，用各种
方法对待他，被倒挂，最后，若任何一位导师与这个人亲近，他会给他自觉，境况就是这样。 在霎哈嘉瑜伽，门户大开，任何人
也可进来，任何人，得到自觉。因为我对集体有信心，这种集体生活肯定能给你佛陀要独自一人努力经历才能得到的收获。但我
们也很失败，因为我们不懂怎样团结集体。个人主义常常伴随着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想着个人。无论集体在那里成就，霎哈嘉
瑜伽都昌盛成功，若不是集体去成就，都会出问题。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应审察自己，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有多团结合群，我们是
否享受集体？你是否以集体为目标？一旦我想着卡贝拉，你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我想为你们设置一所小型的集体静室，近河边的
。人们马上说︰「母亲，我们在这里购买房子是否合适？」他们马上这样说，有什么目的？接着他们会叫我︰「母亲，请来我家
吃晚饭；请来我的小房子喝茶。」我不感兴趣。 在霎哈嘉瑜伽，除非你真的意识到要变得集体，否则你是不能升进，不能清洗自
己，不能洁净自己。祂没有直接说这一点，某种意义上祂的确有说，因为祂曾经说︰"Buddham

sharanam

gacchami."我要先顺服委身于自觉(皈依佛)；接着他说︰"Dhammam

gacchami

"即我内在的正法，我要顺服委身于正法(皈依法)，这是灵性；第三祂说︰"Sangham

sharanam

sharanam

gacchami."Sangha即僧团或集体。我要顺服委身于集体(皈依僧)。 那时候，祂不懂怎样大规模的给人自觉，所以祂抓住要剃头的
门徒。不管是皇后还是国王，只能穿一件单衣；不分男女，只能用一块地毯在大堂里睡觉；没有丈夫和妻子关系，没有婚姻，没
有这些。他们要到村庄里乞求食物，喂食导师，自己也吃这些食物，无论食物是否足够。霎哈嘉瑜伽不是这样。从一开始，在霎
哈嘉瑜伽的一切都很有乐趣。在霎哈嘉瑜伽，你理应是最喜乐最快乐的人，就是这样。集体的喜乐愉快，若你不懂怎去享受，便
不能升进，因为没有其他途径。什么是苦行？对一些人而言，除非他们享受，不然即使集体也是苦行。他们也很令人烦扰︰「这
个不好。」吹毛求疵。一些人留在集体静室，每时每刻都在批评︰「这个不好，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 所以在这里，
在完全有意识下，我是说你不能被催眠。若你被催眠，你便可以以你喜欢的方式生活。在完全有意识、完全明白理解下，我们要
成为集体。这是洁净我们其中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如我的手很肮脏，我走到水龙头，却只有一滴水，我的双手清洗不
了。我到另一个地方，却没有水，我再到第三个地方，那里什么也没有，最终，我到达一处我找到一点水的地方，我便把自己彻
底清洗，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水。在霎哈嘉瑜伽，你完全被集体的水所浸没。若你享受这个集体，你可以在此游泳
，你便完全没有问题。 你也知道佛陀是在我们右边，在我们额轮运作。很令人惊讶，像祂这样的神祇，却在右边工作。祂首先说

，对右边，你应该不执着，无欲无求。我是说若没有欲望，若不能从中赚取什么，没有人会工作，我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即使毫
无欲望，你也要工作，这样才能征服右边，这是很富象征性意义。通常偏右脉的人都是极之瘦，但佛陀却是胖胖的；通常偏右脉
的人是极之严肃，极之严肃认真，即使逗他们也不会发笑，佛陀却常常双手像这样的笑，自得其乐。看看这个对比，你在毫无欲
望下工作，只有这样，这种状态才能到达，就是你常常笑。那些感到︰「我在做这工作。」有某种欲望…我是说一些很低层次的
人，想赚钱，想这样那样，荒谬，这种情况持续着，它变得越来越精微。当你变得精微，欲望也变得越来越精微，若你不小心，
它便会浮现。 所以祂是被安置在右脉，走往左脉。祂说︰「你要无欲无求。」在右边。何等对比，特别在西方，我见过人们只要
做一点事便「哈」(huh)，他们做了什么？ 「我拿起这个匙子。」他们拿着匙子坐下，他们很惊讶的看到我没有倦容，我什么也没
做，我是说我没有任何欲望。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Nishkriya，我只是什么也没做。所以一旦你成为工具，顺服委身的工
具，一旦你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做，那么在右边，你便能掌握。你怎能掌握？你什么也没做，对吗？你到任何商店，拿到累积奬金
，什么也没做。你没有任何欲望，从来没有想过，却忽然发现，就在这里，坐在这里，为你准备好，你就拥有了它。

所以若你

有任何欲望想实现，当这欲望实现，它也有回响反应。每一个行动都有反应，没有欲望的行动是不会有反应，因为没有欲望。就
如我迷了路，我从来不会感到困扰，因为我或许是要来这里。就如我想买一些东西，例如城堡，以此为例，人们把我带到…我要
买一座城堡，这与渴求不同，我是说它忽然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只说︰「我要住在意大利，所以要买所房子。」他们向我展示一
座城堡，但不怎样好，好吧，不要紧，接着第二座，每个人都被这座城堡吸引。「不管什么价钱，你也要买下这座城堡。」但我
说，我不怎样喜欢这个地方。「好吧，让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 刚巧事情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他们要买另一座他们不想买的城
堡，我因此很高兴，因为我没有任何渴求，结果这所城堡却是最好的。原因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会是最好，无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我都知道必定是最好的，不论是对我，对霎哈嘉瑜伽都是最好的。 现在任何人批评霎哈嘉瑜伽，很好，非常好，极之好。就像
在印度，首先，罗礼斯利用某个人在一份杂志批评我。这个女士偷了我一些照片，也有人给她一些照片。我的家人很生气，我的
兄弟，我的丈夫，他们想控告这份报纸，我说︰「我不想控告这份报纸。」 我们在德里首个讲座，是那么挤拥，连我的车子也进
不了。所以我要…我是说外面也挤满人，他们要把扩音器放在大堂外。我问这些人怎会来这里？他们说︰「我们在期刋看到你的
照片，很感动。」 他们从来不阅读，一个字也没读过，却全都来了。其中一个就是哈雪，很多人都是来自那里，只因看到我的照
片。所以，她偷了我的照片，是为了我们好，而它…我是说，我们通常要付很多钱才能刊登一些东西—不用付钱，它就在那里。
而这些人，你要明白，我的家人，这本杂志停刊了六个月，遭受严重的损失，我也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 当你无欲无求，你是
快乐的，因为你从不失望，也从不紧张。因此，无欲无求不是说你变得不合理或禁欲苦行，诸如此类，而是没有任何期望渴求。
「若我真的喜欢这样，便会发生，若我喜欢那样，便会…。」不用担心，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有一事你要知道，没有什么坏事会
发生在你身上，若真的有，必定是你有某些不妥当。 我告诉你另一件事，这一次，第一次，我跌倒，并不严重，他们因此说︰「
你完全不能外出，你不能外出，因为在下雨，你会患上关节炎。」我不会患上这种疾病，但不要紧。我要留在屋里，我因此写了
这本书。跌倒真好，不然，他们会说︰「来吧，来吧。」我和家人是为了度假而来，感谢天，我有四十五天，我写了这本书。所
以要善于利用令人失望的事，若有失望的事，只向它微笑，知道它是为…是为你好，去发掘一些新事物，去找出一些更美好的事
情。但制约却是那么强，这就是为何我说︰「要在集体里。」 例如，我们有印度人，法国人，有这个，那个，诸如此类。他们仍
受制约围绕。对印度人而言，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一定要吃印度菜，这是很困难的处境。这方面你们好一点，你们能吃各式各样
的…即使印度菜他们也吃，我自己就不大喜欢印度菜，它并不怎样滋润，很美味却不滋润。你们不介意吃任何食物，这是你们的
长处，但你却有另一种欲望，有点不同，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不用我告诉你。就如，我告诉女士不要带太多化妆品，太多重物
，但每次她们来，男士都因要为她们拿很大，很大的手提箱而弄断手。 我不是说以不合乎礼仪的态度处事，但为此要保持最低限
度。要不然，与领袖都有竞争，常常都是，某人会在这里。我发现西方对食物没有太多制约，但对房子却有，即使是印度，若你
娶了印度妻子，她会试着—希腊妻子也是—会把丈夫留给自己，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曾经看过这样。他们就像印度人，破坏丈
夫和自己的升进，这是事实，非常喜好控制人。印度妇女不专横，但她们想控制丈夫，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她们不知道…印度人
不知道集体，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 透过霎哈嘉瑜伽，当然，他们渐渐学懂怎样与人融洽相处。此外，有些人的文化不同，所以
他们黏贴着自己的文化。当然，无论那种文化的好处，我们都要吸收，因为无论什么是普世文化，霎哈嘉瑜伽都拥有。因为制约
，我们对很多事物都犹疑。这就是为何在同一时间，我们有另一个伟大的降世神祇摩诃维瓦(Mahavira)，祂指出该怎样惩罚沉迷
制约的人，我是说祂谈的是可怕的事情。若人有制约会是怎么样，他们何去何从，会处于怎样的境况，会进何种地狱，这些祂都
有描述，可怕的东西。当然，今天我不会谈这些。

祂与祂同时期的人物的共通之处︰像佛陀，伽比尔(Kabira)和所有这些人，他

们有一共通之处—伽比尔更甚于佛陀—最好不要谈神，只谈抽象的事物，谈无形相。因为这些日子，最差的情况是一旦他们开始
敬拜神祇或敬拜什么，他们便会变成他们敬拜的对象的奴隶。就如穆罕默德也曾经说︰祂谈无形相(nirakar)。但这两位更甚，祂
们说︰「没有神，最好不要谈神，现在，最好得到自觉。」开始时我也同样这样做，我说︰「你要得到自觉。」因为任何人也能
说︰「我是神。」所以祂们从不谈神，完全没有，祂们时常都说︰「没有神，只有真我。」事实是他们有禁忌，他们称为Nirishw
aras，Nirishwarwad不相信，祂们两位不相信神，只相信自觉。祂们知道是我要来告诉你们。 佛陀曾经谈及未来佛，即Maitreya
。Ma是母亲，她有三个形相︰摩诃卡利、摩诃拉希什米、摩诃莎娃斯娃蒂。任何佛教徒，若你叫他问有关Maitreya的问题，他便
会马上得到自觉。祂谈论Maitreya，因为祂知道当未来佛来，她会告诉人关于Ishwara。依他们的说法，人们还未…未到达你可以
告诉他们Ishwara的层次。他们说没有神，只为强调自觉，AtmAgnyan，真我的知识，自觉。早期的佛教徒，有人告诉我，当然他

们是Bhikshukas，他们是苦行者，却曾经体验圣灵的凉风。就如真知派，他们人数很少，没有你们那么多人，可是就质素而言，
他们却很高质素，因为他们全部人都经历可怕的苦行。他们都很高质素，因为他们与别人有差别，就质素而言，与别人差别很大
，因此他们没法感动人，我要说，他们只能逐渐消失灭绝。

但我们仍有禅，Vidditama，基督的另一个门徒降世…佛陀降世，还

有道(tao)。这两位都在表达佛陀对霎哈嘉瑜伽的理想。道就是霎哈嘉瑜伽。道代表「怎样」，怎样成就，而禅的系统，禅即dhya
na(入静)。他们也相信提升灵量。那时候，他们没有打任何人的脊骨，但后来，为了把人带入dhyana(入静)，他们开始用棒打人
的脊骨。道和禅都是佛教的分枝，我说的是它们的真正意义，在没有谈Ishwara，没有谈神下说升进，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
要成佛(Buddha)，但它们也逐渐消失灭绝。我遇过禅的主持人，他找我治病，我问他︰「你怎会是领袖？你甚至不是Kashayapa
。」Kashayapa即有觉醒的灵。 他告诉我，他向我承认，一直而来，只有二十六位Kashayapas(觉醒的灵)，只在六世纪它才开始
，很少人仍在，它已经消失灭绝。即是说你们全是觉醒的灵是何等幸运。所以菩提树是集体，我们要令自己成为精微的存在体，
与集体团结融合，这是很快乐，很漂亮的。那些做不到的人，在霎哈嘉瑜伽是不会有任何进展，他们出各种问题，制造问题，找
每个人麻烦。他们的注意力很差，没有人知道他们怎能立足。 佛陀的信息，当然，不是发展自我。你怎能这样？首先，无论你做
什么，都要说︰「不是我做的，是母亲做的。」或「是神做的，我什么也没做。」若你感到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事，最好还是不要
做了。你要说︰「不，它只是刚与我同步，我只是…我什么也没做，我刚在这里，只是这样。」那么你便有很大的成就。其二是
欲望，渴望期求什么，无论是细微琐碎的或大的事情，甚至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这个「我，我的」所有这些事物，这些欲
望，若得不到实现，你便感到失意挫败，那么你便知道自己有些不妥，但若你明白集体的意义，你便能升进得很快。 我要说印度
人是极之虔诚，很有纪律，某程度上，他们缺乏集体主义。若他们开始集体，便能发射扩展。唯一我发现很好的国家是俄罗斯。
因为共产主义，他们很合群，无欲无求，因为他们的欲望都因共产主义而得到满足，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他们也很合群。某程度
上，共产主义适合大众却不适合政府。相反，民主却适合政府去赚钱，而人民却要受苦。 我们仍未能明白集体。所以我要说集体
在西方发展得比较快，毋庸置疑，快得多，但却没有欲望，欲望比较少。就如有人拥有牙齿而有人拥有食物，类似的事情。若我
们看看自己，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若你能中和一方面的问题，你便能在这里，因为若你能解决这
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便会出现，问题只是从这里转到那里。只要站在中央，看看自己︰「我有什么欲望要求？」逐一的数算。我
是说若我要想︰「我有什么欲望要求。」我便变得无思无虑，真的，我的位置很可怕。若我要去想︰「我现在该有什么欲望要求
。」我变得无思无虑，我是…我有时说︰「我会发展自我。」我不知道从何入手，必定有点自我，不管如何，每个人都有自我，
为何我没有？我不知道怎样开展它。 接着，我们发展了一种被称为「内疚」的可怕制约。我是说这个「我」，它是另一个…在佛
陀的时代，没人有这个问题。我想这是现代的术语，感到内疚，内疚是某类现代主义，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怎样产生。这种可怕的
现代主义被称为「内疚」，我真的要好好的把它洁净，不是佛陀的时代，祂从没有这个问题。不然，他会为我铺平道路，但祂没
有，祂留给我去清洁你们的左喉轮，也清洁我的左喉轮，它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伤害我，这个可怕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的思维，印
度人没有罪疚感，没有，这是要去克服的。 你们都知道，佛陀和摩诃维瓦两位都支撑扶持额轮，所以若你要有很清晰明确的额轮
，其一，你要无欲无求，你要寛恕。”kshum”，Kshum 是本源(bija)的口诀(译按︰梵文基本音口诀)，是寛恕，右边的本源口诀。K
shum，我寛恕。左边是”hum”。就如偏左脉的人常常感到︰「噢，我不好。」所以他要说︰「不，我很好。」”hum”，「我是」。
所以hum 和kshum这两个本源口诀，我们都要念诵。当然，你念诵它们，它们会起作用。因为，不管如何，你现在的pranas(生命
力)已经变成pranavas(「唵」音节)，你的呼吸变得开悟，但我要说还是颇微弱，但不要紧。口诀能起作用。你要运用这两个本源
口诀来洁净你的额轮。摩诃维瓦有解决办法，在得到自觉后，若你的额轮有阻塞，你便头痛得很厉害，这是摩诃维瓦的行事风格
。你犯错，便会受罚；你沉迷在任何事物，便会受罚；你做些违反霎哈嘉瑜伽的事情，便会受罚。我什么也没做，是摩诃维瓦，
同时的进行。若你过度精明机警，你便会被聪明所误。 所以这两个力量从右，左，从左往右运作。若你偏向右，左边便重击你。
若你过分偏向左，右边便重击你。两者都很相似，真的很相似，双头叉的攻击。一是「没有欲望」，好吧，你有欲望，便受惩罚
，这一边，就像，有人说︰「我要有孩子，我要有孩子。」 你给他们孩子，他们说︰「母亲，你为何给我这个可怕的孩子，这么
可怕的家伙。」接着有人说︰「母亲，给我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士。」最近有像这样的实例，她很受困扰︰「母亲，给我来
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士。」真的以很特别的风格来惩罚。他们说︰「不要再有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士。」她真的…我从没
听过马哈拉施特拉邦有这样的女士，很可怕。因为她坚持，所以她得到，她说︰「不要再有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士，诸如此
类。」「不，不。」我说︰「每个人都很棒，这是例外，她来只为惩罚你。」 所以若有任何欲望…若你超越界限，便会受罚，是
摩诃维瓦做的。不知不觉间或很夸张地，就像有个男孩来伦敦，很夸张，他想为自己买点东西，我带他到一所普通的商店，有件
很好的大衣，全用羊毛造的，他不想买。「我想到大的店铺。」我说︰「好吧。」我因此说︰「我不去了。」 我叫他的父亲伴他
一起去。他买了一件人造大衣回来，却不知道是人造的，因为他不会在普通的店铺购物。在大的店铺，付很贵的价钱，买了这件
大衣回来。霎哈嘉瑜伽士要知道，每时每刻摩诃维瓦都坐在我们身边，还有，佛陀也在，祂指示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有太
多欲望要求。」祂限制你，若你不听从，好吧，摩诃维瓦来纠正你。到某一限度，你便会头痛，接着你说︰「母亲，我为何会头
痛？」是你自己要求的，这是部自动机器，所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今天的理解是，我们要从内在变得集
体，不要怨恨妒忌，或抱怨投诉任何事情，只要享受集体。集体的另一面是这样，不要剥削集体，不然你便有麻烦。就像我见过
有人不懂怎样用浴室。当你合群，要尊重其他人的集体，绝对不要因为你的出现而令别人受苦，或令人感到被侮辱，感到不便。
当你在集体，别人应享受与你共处，享受你的存在，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但若你苛求人，诸多要求，自私自利，你便完全不集体

合群，你会因此受苦，自动受苦。若你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正确的明白理解这些问题，你的额轮便得到解决。就像愤怒，有些人
常常夸耀︰「我很生他的气。」自吹自擂。只要让愤怒转化成寛恕，取而代之，你会看到出问题的不是你，而是那个人。怒气令
人心烦意乱，寛恕却令他心烦意乱，自动地。这是你最大的武器—就是寛恕。佛陀从头到尾都显示这种品格个性。 寛恕给你自尊
，你不会受任何事物困扰，你要明白，就像船要能经得起风浪。若你把船放在海里而它却是破损的，制造这艘船又有何用？每时
每刻都受困扰的霎哈嘉瑜伽士有何用呢？你要经得起风浪，若你经得起风浪，没什么能困扰你。对吧，大象在行走，狗儿在吠，
好吧，让牠们吠，有什么要紧？大象看这一边，像这样，有时拿点水，以水来祝福牠们。「好吧，安静下来，那么你的头便凉快
下来。」这会给你自尊，你会知道你是谁，比其他人高，就是这样…摆脱自我，以人类而言，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母亲，
怎样摆脱自我？」对自我说︰「你走。」 当这个「我」离去，真我便会升起。为何要感到受伤害？感到不好？感到要伤害他人？
han(印地语即「是」)好吧，你受骗，很好，最少你不会骗任何人，要为此感到高兴。一旦你没自我，即你把自己交托，没有人能
骗你，你明白吗？没有人能骗你是因为有更高的大能照顾你。你就是要这样来理解佛陀，这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佛陀质量，这
就是我们怎样溶解自己的自我，当你说︰「母亲，我们顺服委身于你。」这只代表你放这个可怕的自我一个假期，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自我怎样消失。我想你们全部人，只是…现在此刻，你的额轮打开，你们大部分人，不知何故，你会对一切发笑，自得
其乐，享受一切。 愿神祝福你们。

1991-0817, 捷克布拉格的首个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捷克布拉格的首个公开讲座 1991年8月17日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我先要告诉你们，真理是如其所如。我们既不能把它概
念化亦不能改变它。可惜，我们也未能以人类的感知力去了解明白它。我们要成为精微的存在体才能了解明白真理；即是我们要
成为灵。为此我们要知道这是生命的进化过程；是在我们内里活生生的过程使我们成为灵，这是不能用钱买来的。你们不用花功
夫，它自会成就，因为你们都是真理的追求者。 无论我告诉你们什么，你们都要以科学家开放的头脑来聆听。如果我说的话被证
实是真理，作为诚实的人，你们便要接受。因为这是为着你们和全世界的福祉好处。我们看到这儿美丽的花朵，我们却视此为理
所当然。我们甚至没有想过它们是来自细小的种子。看看我们的眼睛，是多么微型的照相机；我们却视此为理所当然。所以我们
要明白，是有一些力量在做这生命的工作。 第一个真理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自我或思想制约；你们是纯粹的
灵。第二个真理是︰有一个精微奇妙的上天力量在做一切有关生命的工作。藉着这个力量，我们从亚米巴虫演变进化到这个阶段
。要有一个小小的突破，我们才能知道真理。就是因为不知道绝对的真理，我们才互相争吵，互相战斗，才有战争。但如果我们
都知道真理，唯一的真理。你们都看见，都知道我坐在这里，对此没有任何争议。一旦你们成为灵，你们会感觉从未感觉过的这
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你在指尖上感觉到它，你也能感觉圣灵的凉风从你们的头走出来。 在圣经的全能的神是父神，我们亦有
子神。三位一体，第三位是圣灵。怎能有父亲，有儿子，而没有母亲？女性被称为「二等公民」，因为他们说她在十二门徒吃最
后晚餐时，没有同坐一桌。为什么你要接受保罗？他也没有坐在晚餐桌上。人们能感受到基督的母亲是女神，因此他们称她为圣
母(Madonna)。我就是不能明白，那些不想视她为女神的人，却在波兰以黑圣母来崇拜她。 同样在每一个宗教，他们制造问题。
因为他们想以自己的方法来组织宗教。因此人们断定没有神，因为无论跟随那一个宗教，他们也可以犯罪，他们因此对神失去信
心。一旦你成为灵，你会知道有大能的神，神的爱和祂无所不在全能的生命力量。霎哈嘉瑜伽能证明神的确存在，神爱的力量的
确存在。不论你是盲目的相信有神或不信有神，都毫无分别。很多人来跟我说：「母亲，我向神祷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就
与不相信神的人一样。」原因是你们并没有与神连上。如果这部机器没有与总机接上，它便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的电话没有接
通，它也不起作用。 所以首先要与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连上。我们内在都有这种上天的特质。你们全都能获得自觉，能与这
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连上。你们不应该怀疑，就是那么简单。「霎哈嘉」即是与生俱来，你们都有权利与这个力量连上，瑜伽(
yoga)，没有丝毫困难。连上的结果是你一切肉身、心理、情绪的问题都获得解决，连你的物质问题也能解决。最重要的是你进入
神的国度，那是喜乐的海洋。这是会在你身上发生，非常简单，你不用透过阅读书籍，做研究或做任何事便能得到它。它不是思
维的作用，而是活生生的过程。 今天我想你们都已经听过灵量和你内在的力量，明天我会告诉你灵的本质。以这么短的时间来介
绍根源知识的完整概念是很困难的。我应该已经就这个题目以英语演讲了至少四千次。就像这里有很多灯，只要用一个开关就能
把灯亮起。如果我跟你们谈电力，它的历史，它怎样来到布拉格，一定会把你们闷坏。只需一个开关就能把灯亮起，因为它是一
早设置好的。同样，它在你们之内全部设置好了。最好是获得开悟，然后才去了解这个精微的题目。 无论如何，我想抽些时间让
你们发问。我唯一的要求是不要问与这题目无关的问题。请你们明白，我来不是要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我来是给你们本来已经
拥有的。你们可以向我发问。
…

巴巴

—

(你可以把在前面的这个拿走吗？从这里拿走。你可以从前面拿走，因为人们看不见我。现在做吧

很冷，但没有问题。我要戴上眼镜。没有问题，我只是要戴上眼镜，眼镜。)

(大声一点。)[女瑜伽士把问题翻译：「你曾在维也纳帮过我」

—

她的耳朵。但她听得不清楚。]

好吧，那是不同的。我会再看看。你有没有静坐？好，我们会再看看。坐下来，我们会再看看。我们明天会再见你。
他们没有问题？美妙的人！ [问题听不到] 我一开始已经告诉你们，不要缺乏自信，不要判断自己。问题是，他们是否已准备好。
你们的灵量知悉你们的一切。她是你们的母亲，你们各自的母亲，而她很期待令你们重生。
[问题：要唤醒灵量，我们要长时间静坐。是什么意思，长时间静坐？]
你们在前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你们才能来到这儿。你们是命中注定来到这儿。

[问题：你对于地球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对什么的看法？ [女瑜伽士：对地球。对我们生活的地球，它的将来。] 在布拉格？ [女瑜伽士：你对人类的将来有什么看法？]
了不起！

[问题：现时世上有很多战争，很激烈。我的问题是喜乐来临前什么会来？] 这些战争都源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问题。如

果可以转化人类，这些问题会自动获得解决。如果某个数量的人类被转化，他们会促成这事。已经有数千人被转化了，当你已经
被转化，你也可以转化其他人。 [有关吉卜赛人听不到的问题。] 任何种族，不论是吉卜赛人或任何种族，都可以获得转化。那与
你的种族、国籍或宗教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内在的，天生的。只要你是人类就可以成就。最美妙的是一切所谓坏的业
报都被洗掉。只有人类才会认为自己做了坏的业报，动物不会。 [有关基督听不到的问题。] 当然，当然。基督说不反对我们的人
就是与我们同路。所有降世神祇和先知都互有关连。我们把祂们当作是不同的，这在人类间制造仇恨
[问题：你是否相信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帮助我们而被杀害？]

…。

(这里还有一个。)

是的，祂为我们受苦。祂要那样做。但是降世神祇事实上并

没有受苦。祂要那样做，我迟些会告诉你们。因为祂要通过额轮，视觉神经丛是像这样闭合。因此祂要为此钉上十字架。祂的讯
息是复活 — 不是钉十字架，复活。我们现在不用受苦。所以那些说你们要受苦的人绝对是错的。我们还要比基督受更多的苦吗？
[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不想得到自觉的人去获得自觉？] 你不能。他们不能。你不能勉强给人自觉。灵量是纯粹愿望的力量。

如果你没有纯粹愿望，我不能超越你的自由。要有像可以栽种在大地之母的好种子的个性品格。你们要有愿望，否则成就不了。
你不能强迫种子发芽。这个男士要问问题。 [问题听不到。] 好吧，这是个好问题：通过提升他人的灵量和建立巩固自己，你成为
正义的人，其他人也成为正义的人。他们真正变成神圣的人。他们是和平的，没有任何色欲贪婪。毕竟这个世界是由人类组成的
，如果人类改变了，世界就会改变。 [问题听不到。]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不用担心我。我不会告诉任何有关自己
的事情。基督说祂是神的儿子，祂的确是。因为祂这么说，他们把祂钉上十字架。人们不想听真理，除非他们是觉醒的灵。我不
想被钉上十字架；我仍有工作要做。因为我说你不能赚钱，利用宗教和假导师来宣传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与我为敌。宗教变成一
门生意，所有宗教现在都在做生意，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你们不能利用神来做生意。 我想我们现在做获得自觉的环节。我要再说
，我不能强迫任何人得到自觉，只有想得到自觉，渴望得到自觉的人，才应该留在会堂里。否则，他们要离开会堂，不想要的人
请不要坐在这里。 首先，我要再告诉你们，要有信心你们会获得自觉。其二，有三个条件，你们要明白。第一个条件是你们要忘
记过去，完全不要感到内疚。你们毕竟是人类 如果你们做了错事，不要紧，你们不是神。内疚是一种思维上的折磨，当你感到内
疚，这个能量中心的左边便会有阻塞，你肉体上也折磨自己。因为当这个能量中心阻塞，你便会染上咽喉痛、脊椎炎这些疾病，
所以内疚有什么用？ 请不要感到内疚，当我说不要感到内疚，很多人会离开。因为他们想内疚，然后生病。 第三个条件是，你们
要原谅所有人。有些人说很难做到，无论你有没有原谅人。你什么也没有做，当你不原谅，你又再无谓地折磨自己。因此，你甚
至不用想着要原谅的人，只要说：「我宽恕所有人。」 你会立即感到好些，就是如此。 现在若想获得大地之母的帮助，你们要把
鞋子脱下，就是如此。请把左脚和右脚分开放，只需五至十分钟就成。他已经告诉你们，有两个力量，左和右。把左边放在一旁
，右边放在另一旁。左边代表愿望的力量，右边代表行动的力量。请把左手放在左边，在大腿上。我们用右边去滋养我们在左边
的能量中心。首先我会示范，你要怎样触摸左边的不同能量中心，来滋养它们。首先看 然后我们要闭上眼睛。 把右手放在心上。
全能的神以灵的形相，反映在这个能量中心。灵量是圣灵的反映，太初之母。现在，请把右手放在你的上腹，这是你的导师原理
的能量中心，当你们成为灵，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现在把右手放在下腹，左下腹。这是纯粹知识的能量中心，我们透过它来成
就上天的工作。把手提升至上腹，左上腹。现在把手提升至你的颈和肩膀的转角位，头向右转。当你们感到内疚时，这个能量中
心就会有阻塞。现在请把你的手横放在前额，头尽量垂下，这个能量中心你要宽恕所有人。 现在把右手放在你的头的后面，把头
仰起。在这个能量中心，没有内疚，没有计算过失，为了满足你们，你要说，你要向上天的力量请求宽恕。现在你要伸开你的手
心，把手心放在脑囟的位置，即在你孩提时软骨的位置。现在手指向后伸，尽量垂下头，尽量垂下头，那么在你头皮上会产生压
力，手指向后伸，垂下头。现在慢慢顺时针方向转动头皮，垂下头。你们要做就是这些。 现在请把左脚和右脚分开点放。左手向
着我，不要太弯身或向前坐，而要舒适地坐。现在请把右手放在心上，左手向着我，放在大腿上。现在请闭上眼睛，你们要问我
一个基本的问题，三次，你以叫我「母亲」或「锡吕玛塔吉」。「母亲，我是否一个灵？」 大声一点。 如果你是灵，你成为自己
的向导，自己的导师。请把右手向下移，放在左上腹。我们只在左边运作，在这里你要问另一个问题，「母亲，我是否自己的导
师？」

问三次，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强迫你接受纯粹的知识。因为我尊重你的自由，你必须要求它。

现在把右手放在左下腹，用力按着。你要说六次，因为这个能量中心有六片花瓣。「母亲，请给我纯粹的知识。」
六次，当你要求纯粹的知识，灵量就会开始升高一点。
现在我们要充满信心去，滋养在上方的能量中心。把右手向上移至左上腹。要有信心地说十次，「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 我
已经告诉你，你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自我或思想制约，而是纯粹的灵。现在把右手放在心上，要有信心地说十次，十
二次，「母亲，我是纯粹的灵。」 十次 – 十二次。 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是慈悲和爱的力量，是爱和绝对真理的海洋。大声点
，大声点。最终是宽恕的海洋，无论你有什么过失，这海洋很轻易就溶化了它。因此请宽恕自己，
把手放在你的颈和肩膀的转角位，头向右转。充满信心地说十六次，「母亲，我并无任何内疚感。」 我已经跟你说过，无论你宽
恕与否，你什么也没有做。但如果你不宽恕，你便被误导，所以，现在请把你的右手横放在前额，请把头尽量垂下。你要充满信
心地说，从心里说数次，「母亲，我宽恕所有人。」 现在，请把右手放在你的头的后面，尽量把头仰起。在这里，没有内疚，没
有计算你的过失，只为了满足自己，你要说，从心里说数次，「噢！上天的力量，如果我犯任何错 请宽恕我。」 现在完全伸开你
的手，完全伸开你的手心，把手心放在头顶。现在伸展手指，请垂下头，我不能干扰你的自由，你要要求得到自觉，把头皮慢慢
顺时针转动七次，请求︰「母亲，请给我自觉」 – 七次。 请把手放下，请把双手这样向着我，把右手这样向着我，请把右手向着
我，垂下头。用左手感觉，有没有凉风或热风从头顶出来。大声点，大声点，大声点。如果是热的，即是你还未宽恕人，请宽恕
和不要感到内疚。
现在左手向着我，垂下头，垂下头。用右手感觉，有没有凉风从头顶出来，或有没有热风从头顶出来。不要把手放在头顶

–

离开些，有时你离很远才感到它。现在再用右手，垂下头自己感觉，再次用左手。
现在，把双手像这样向天空举起。大声点，大声点。把头仰起，问这些问题其中一条三次，「母亲，这是否圣灵的凉风？」
或「母亲，这是否上天浩爱的力量？」
问这些问题的其中一条，任何一条三次。

或「母亲，这是否生命能量(Paramachaitanya)？」
把手放下

手这么向着我，张开眼睛。甚么也不用想的看着我，那些在手指头感到冷风或热风，或手上或脑囟感到的，请举起双手。
布拉格！ 你们现在都成为圣人，我向你们致敬，你神圣的生命开始了。明天我会再来向你讲解有关灵体，愿神祝福你们！请告诉
你的朋友，致电给他们。因为我只会留到明天，那些感到凉风或热风的人，明天会稳定下来。那些没有什么感觉的，会感到它。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叫他们不要谈论它，那是超越你们的思维，静下来，不要谈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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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8日瑜伽士问及在锡吕玛塔吉讲话时拍照的事宜我讲话时，不要拍照你们要多唱一首歌，短的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
致敬我昨天已经说过，真理是如其所如你不能把它概念化也没法以人类的感知力感觉到它为此我们要成为精微的存在体我们称这
个存在体为灵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灵的本质灵是天父、全能的主的反映他的宝座就在脑囟之上他反映在我们的心里而灵量则是圣灵
太初之母的反映当灵在我们的注意力中被启发我们的注意力便变得活跃：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事物上这些事物
不会受你影响；相反无论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些事物，那些事物都会影响你开悟了的灵却相反即使他的一个眼神也能为别人彰显平
安和喜乐灵，当它开始在你的中央神经系统显现，你的神经便会发展一个新的向度藉此你能感应你的能量中心这是自我的知识你
也能感应他人的能量中心你指头取得的感觉是完全准确的如果你懂得怎样把这些能量中心弄妥你的生理、心理和情绪便能处于完
全平衡的状态能量中心是这样的，当我们过度运用右边或左边，它便会有阻塞有时某些冲击可以终止它但你却因此染上生理或心
理的疾病当灵量通过这些能量中心她把它们弄妥，启发它们，因为她现在与灵连上了灵告诉我们那里出问题这是最后的审判亦是
复活的时刻我们要审判自己我们要通过霎哈嘉瑜伽来让自己重生灵是真理、绝对的真理的源头如果有十个有自觉的孩子你绑着他
们的眼睛，再问他们面前那个人有什么问题，他们会举起同一根手指即是他们都说这个男士的喉部有问题如果你问那个男士：「
你的喉咙是否有问题？」他说：「对，你怎会知道？」藉着灵的光，你渐渐了解这无所不在全能神圣的力量如果你懂得怎样使用
这神圣的力量你能提升别人的灵量给他们自觉你也能知道谁是真诚的谁不是因为当你把手指向着那人，如果他是个坏蛋，你会感
到很强的热力因为在你的意识感知里，你发展了一种叫集体意识的新层次首先你发展一种叫nirvichar

samadhi的状态即「无思虑

觉醒」例如，这里有一块漂亮的毯子，我看着它开始想着它开悟了之后你看着某些事物却没有思绪因为思绪是来自过去或将来当
下是没有思绪的所以当你看到某事物，那艺术家创造的各种喜乐都开始向你倾注下来，给你完全的慰藉你的压力，你的忧虑全都
消失因为灵是平安之源有很多人开始谈论平安但他们内在却没有平安他们亦获到诺贝尔和平奖，但又有何用他们内在没有平安就
像车轮：当车轮在转动而你就在周边，你便会受它干扰但如果你走进车轮的轴心，那是安静平和的同样，你要处于车轮轴心的状
态就如你站在水中，浪打上来令你害怕就像思绪从右边又从左边而来将来和过去一旦你上了船你便不再惧怕海浪如果你学懂游泳
，你便可以跳进海浪里把人带回船上此其三，你要到达的第二种状态，就是无疑惑觉醒，nirvikalpa samadhi你变得博学灵的光启
悟你的脑袋我们通过人类的感知力所知道的东西是很少的但当你的脑袋被启悟后，你开始发现新的事物我们有些科学家来霎哈嘉
瑜伽后发现了很多东西它给你的创造力新的面向我们有很多艺术家、音乐家来霎哈嘉瑜伽后便世界知名肉身上你感觉良好；一切
不治之症都能被治愈。大部分的疾病都能以霎哈嘉瑜伽来治愈有些人需要长些时间，有些短些时间；但他们大部分都能把病治好
但这不是为轻佻的人或不想得到自觉的人而设而是为认真地、诚实地追寻真理的人而设即使被假导师摧残或以错误的方法跟随宗
教的人都能获救在灵的光照耀下，你成为自己的导师因为你看见真理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造就一切有生命的工作的无所不在全能
的力量如果你懂得怎样操作这伟大的力量你也能成为导师你变得非常有活力，无惧无畏同时又很有爱心这都要发生在你们身上只
有那些不想要，命中注定得不到的人才不会得到它但这不是塑料般虚假的生长，你可以创造一千朵塑料花它是实相在霎哈嘉瑜伽
，要成为是重要的毕竟你的灵性，你的神性开始显现你自动成为正义的人你享受你的美德今天霎哈嘉瑜伽最了不起的是它是一个
集体的事件在此之前，人们要到喜玛拉雅山或把自己隐藏在洞穴里来洁净自己他们要行很多苦行但在霎哈嘉瑜伽，集体工作令你
完全完美就如断了的指甲，它不会生长它必须与整体连上一旦你与这上天的力量连上你便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你不单受到带引，还
得到很大的保护和祝福特别是它给你喜乐这种喜乐不能表达，也不能描述它没有快乐和不快乐的二元性它的性质是绝对的你只能
去体验它这是将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同样，今天如果你有问题我乐意解答。我要再告诉你们我来并非向你们拿取什么请向我提问
，任何有关的问题非常感谢你们[可以永远启动灵量吗？]当然可以，持续不断的你要了解它为此你不用花费丝毫所有这些知识都是
完全免费的你不能购买上天的成果[我想问为什么事情和事件一再重复地发生？]全是我们的过失，人类的过失人类要改变要转化[
问题︰透过一些练习，能否唤醒这个力量？]不，不能不能通过一些练习，阅读或任何事那是生命的过程就像种子，你不能强迫种
子发芽你要把它放在大地之母里[为什么有些宗教连说「瑜伽」都害怕？]他们都要被纠正过来所有宗教都只为赚钱「瑜伽」即「与
上天连合」所有经典都说你们要重生但却没有人注意这一点他们只忙于赚钱(你谈及重生圣经却说没有人能取悦神耶稣说，我们从
圣灵而生并非从自己的力量...)他从没有这样说请你再阅读圣经当然神的说话仍在，毋可置疑你好(我是以耶稣基督的名节录圣经。
我在引述圣经耶稣基督回答：「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度)那是什么？这不是 -- 这当然是
神的说话你好，听着，坐下来。我会告诉你坐下来。我会告诉你那是什么基督说那是神的说话我只引述神的说话。坐下来他也说
：「我会派遣圣灵来」如果我是圣灵，我也是神。请坐下来如果我是圣灵作为基督徒你怎能认出我？你怎能认出我？我是圣灵我
要这样说，因为如果你把圣经带来这里我要告诉你。因为因为我给予慰藉我们在全世界医治了那么多人有三个医生在霎哈嘉瑜伽
取得硕士学位在俄罗斯有四十个医生在练习霎哈嘉瑜伽我在指导你，我在告诉你基督不能说的话，因为他在三年半内被杀他们是
同样阅读圣经的人却说：「他并非我们的救主」，他们杀掉他第三件事是救赎圣灵要是救赎者，就是这样：我在给你自觉这次不

要错过了他们容许基督活了三年半当我出现时，他们在用他的圣经当基督出现时，他们用旧约圣经去责难诋毁他，还谈及摩西如
果你们人类可以藉阅读圣经有什么成就获得你早应见到了我自己就生于基督教的家庭你知道基督徒用圣经来做过什么？如果你去
南美便会大吃一惊数以亿计的印第安人被向他们展示圣经的基督徒所杀在印度，他们一只手拿圣经另一只手拿枪枝不要错过它你
们获得自觉和重生的时候来了你们生于基督教因此你们相信圣经；那些生于伊斯兰的人他们只相信可兰经他们认为所有基督徒都
会下地狱而基督徒则认为所有穆斯林都会下地狱犹太教徒又如何呢？当你蒙着眼睛你看不到合一的神这是...那些阅读可兰经、圣
经、薄伽梵歌等的人他们跟随各种宗教，却犯下各种罪行他们正义吗？基督要求你要谦卑有哪些基督徒是谦卑的？我想看看 -- 他
们是那么自大傲慢基督到达道德的极点：「我们不可有淫邪的眼睛。」让我们看看哪些基督徒有这种眼睛只有霎哈嘉瑜伽士有这
种纯真的眼睛你们全都会重生，你要体验真正的洗礼你应该在你的脑囟感到圣灵的凉风我们已经听够了布道、讲座读够了圣经让
我们来读真相的书籍，实相的书籍不要盲目的相信只要感受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你可以藉霎哈嘉瑜伽来证明基督是神的儿子 -- 你
可以证明它他们却不能证明他们能给人自觉吗？(你倒不如去另一个会堂去演讲罢。没有人想听你的。带他走。)你不应盲目相信任
何事物每事每物你们都要有证据如果没有凭证，你为什么要相信圣经？为什么要相信薄伽梵歌？为什么要相信可兰经？只盲目地
相信？我想替这女士向你请求她来是因为想你帮助她我可以迟些才医治她。我们会医治你，没问题需要点时间，女士？我们会医
治你，明白吗？现在我想让所有人得到自觉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自觉好吧(叫他们为这些男孩做班丹。)我要说，很
抱歉。我要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来了，明白吗，我感到高兴不想得到自觉的人请离开会堂来他人的聚会却作出骚扰的行为是不文
明的上天的工作正在进行你没有权去打扰我知道，有人是被收买来做这种事但为何不追寻你的福祉？为何老是与这些想法纠缠，
而永远被摧残？这种盲目的信仰是毫无智慧可言有很多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于有实证而崇拜基督并不是因为他们上教堂，听了某
人的说话所以才接受如果有实证，作为诚实的人，你便要接受他们英语有个说法要证明布丁就是吃掉它不是通过说话或阅读如果
你肚子饿，便要吃掉它不能依赖字句和书本而活印度有一个诗人说 -- 他叫卡比拉(Kabira) -- 他说过度阅读，即使博学的人也会变
蠢你们都知道，我们内里有两股力量我们称它们为左交感神经系统和右交感神经系统它们在我们处于危急时起作用其三是被称为
副交感神经它供应能量令整个系统平衡其实，左边是愿望的力量右边是行动的力量这些基督都不能说，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这就
是问题所在，他的工作要完成现在我们运用左边愿望的力量你的手这样表达你要有三个条件：如果你有得到自觉的纯粹愿望便要
肯定你们都会获得自觉你现在要有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紧。他们都是没用的人有人收买他们忘记它吧有三个条件：第一
你们要有信心会获得自觉第二个条件是不要有内疚感你要忘记过去活在当下如果你有内疚感，这个能量中心会有严重阻塞结果是
你除了受精神折磨外肉身亦会出毛病你会患上咽喉痛、脊椎炎很多由了无生气的器官而来的疾病好了，第三个条件是你要宽恕所
有人概括地，所有人不要想着任何给你麻烦的人即使那个想骚扰你的男士：宽恕他吧只要宽恕因为无论你宽恕与否你什么也没有
做但如果你不宽恕，你便被误导按逻辑你要宽恕事实上你什么也没有做为何要为其他人折磨自己而他们却自得其乐？不要认为自
己层次低你们是人类你要有最终的突破即是真正的洗礼你要把鞋子脱下十分钟双脚放在大地之母上放在大腿上那表示你渴望获得
自觉我们会告诉你左边的能量中心我们自己会滋养它们请把右手放在你的心上那儿是灵之所在在心上，左边，左边如果灵在你之
内照耀，它会引导你这样你变成自己的导师请把手下移至左上腹在左边这是导师的能量中心是所有先知组成的能量中心当这个能
量中心被启发后，你便成为使用上天力量的导师请坐下。至少不要骚扰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坐下。请不要骚扰我们坐下来。谦
卑点，聆听。请坐下。至少言行举止要像基督徙。现在把右手放在左下腹左边这是纯粹知识的能量中心不是书本的知识，而是能
成就事情的粹纯知识成就上天的力量通过它你给人自觉，医治他人一切事情现在把右手上移至左上腹在左边现在，再放在心上心
上现在，放在你的颈和肩膀的转角位头向右转我已经跟你说过，如果你感到内疚这个能量中心会出问题。别感到内疚现在把你的
右手横放在前额横放在前额垂下头你要宽恕所有人请把右手移向后放在你头的后面尽量把头仰起在这里，没有内疚没有计算你的
过失，为了满足自己的说︰「噢！上天的力量，如果我犯错请宽恕我。」请伸展你的手掌把手心放在脑囟的位置压着你的头手指
向后拉以形成压力慢慢转动头皮顺时针方向七次请把手放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你可以脱下眼镜因为你要闭上眼睛如果你腰带比
较紧可以松开它再次把左手向着我双脚分开点放闭上眼把右手放在心上你们问我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你可以叫我「母亲」或「锡吕
玛塔吉」三次「母亲，我是否一个灵？」问这问题三次大声地如果你是灵，你就是自己的导师请把右手移至左上腹问我另一个问题 -在左边
「母亲，我是否自己的导师？」我已经说过，我尊重你的自由我不能强迫你接受纯粹的知识因此请把右手放在左下腹在左边你要
要求纯粹的知识请说六次「母亲，请给我纯粹的知识。」大声地一旦你要求纯粹的知识灵量，圣灵的反映，就会开始升起把右手
移至左上腹在左边我们要充满信心去滋养这些能量中心要有信心地说「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我已告诉你，有关你基本的真
相是你是纯粹的灵你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思维不是这个自我或思想制约而是纯粹的灵现在把右手放在心上要充满信心地说十
二次「 母亲，我是纯粹的灵。」上天的力量是慈悲和爱的力量是纯粹知识的海洋但最终是宽恕的海洋无论你有什么过失这宽恕的
海洋都能用它的力量把它溶化把右手放在你的颈和肩膀的转角位头向右转这里你要充满信心地说十六次「母亲，我并无任何内疚
感。」我已经跟你说过逻辑上无论你宽恕与否你什么也没有做但如果你不宽恕，你便被误导你折磨自己现在请把你的右手放在前
额头尽量垂下从心里说数次「母亲，我宽恕所有人。」现在，请把右手放在你头的后面尽量把头仰起在这里，没有内疚没有计算
你的过失，为了满足自己，你要说：「上天的力量，如果我犯错请宽恕我。」从心里说数次现在伸开你的手把手心放在脑囟的位
置即你童年时软骨的位置垂下头伸展手指向头皮施压把头皮慢慢顺时针方向转动七次我不能强迫你得到自觉我尊重你的自由。说
七次「母亲，请给我自觉。」请把手放下请把双手这样向着我没有思绪的看着我像这样，像这样垂下头用左手感觉有没有凉风从

头顶出来你要向自己验证不要把手放在头顶 - 离开些自己感觉一下。这是证明现在左手向着我垂下头，用右手去感觉有时你离很
远也感到它现在再用右手现在，把双手像这样向天空举起问这些问题的其中一条「母亲，这是否圣灵的凉风？」或第二条：「母
亲，这是否上天的爱？」「母亲，这是否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Rub or Paramchaitanya)？」问其中一个问题三次把手放下来。他
们已获得了！请把手放下来手这么向着我那些在脑囟位置，或在手上或手指头感到凉风或热风的人请举起双手这是证明。愿神祝
福你们你们现在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们现在都成为圣人要成长你们的神圣要成长我说过，它会在集体成长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中
心，有很多人对霎哈嘉瑜伽很有认识你们全部都应该来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要拯救你的国民你会很快成为导师你不用付钱
愿神祝福你们我今天想跟你们见面，今晚，如果可以的话现在，他们要起来
...不要跟他们说话，他们是负面的人。[锡吕玛塔吉在帮助求道者。]

1991-1127, 关于静坐
View online.
关于静坐 印地语讲话翻译成英文稿 1991年11月27日 印度德里 经过了好长时间今天和你们见面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了解霎哈嘉
瑜伽。霎哈嘉瑜伽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进化形成。因为你们全都是它的媒介，所以你们有太多责任。你们都是它的媒介，再没有
其他的媒介了。如果我们只是把生命能量给树木、寺庙或某个地点，那是不会启动也不会有成效的。只有通过你的努力不懈和决
心，霎哈嘉瑜伽才能传播开来。 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霎哈嘉瑜伽有个缺点，虽然你很轻易地、自然的 (Sahaj)得到了霎哈嘉瑜
伽，即使你是自然而然就到达了，却很难维持得住。因为我们不是住在喜玛拉雅山上。我们不是住在一个只对灵性有利而无其他
环境干扰的地方，而是住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也因为这样，我们有很多各种制约把自己困住了。所以我们要把内在的纯洁发挥
出来而变得纯净。例如，任一个管道有问题，就像电力的通道不通，则电力不能通过，或是水龙头有堵塞，水就出不来了。同样
的，生命能量 (Chaitanya) 是在神经系统之中流动的。(神经系统)就必须要清洁和纯净，而保持神经系统的纯净就是你们的责任。
虽然你们多次的要求我，说：“母亲，请您赐给我们虔诚 (Bhakti)。”，“母亲，请赐给我们能够向您顺服交托。”但这完全是要用你
们自己的智慧去理解。第一件事是当你们的神经系统得到清理，你们都能感到喜悦，你们会觉得什么都没做。你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能博得声誉。你们所有世俗的事都将以很自然而然(Sahaj)的方式得到解决。所有的工具都会提供给你们，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来
帮助你们。有时候你们会对事情如何成就感到震惊，而且你们正朝着自己的升进向前进。在这过程中也伴随着拉希什米女神的祝
福，以及艺术方面的进步。所有各类型的成长都随之而来。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某种幻相。有时候我看到某人在霎哈嘉瑜伽里做
生意，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以很可怕的方式垮掉，这个人要重新提升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了这
个，清晨静坐是必须的，如果你们无法在清晨静坐，那你们就要明白内在有些不纯净的东西，内里是有些问题，即某些不纯正的
思维进到我们里面，这些我们必须要去看到、了解、明白，并且把它们清除掉。我们要转向面对我们自己并且审视，这被称为“内
省”。这是为你自己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别人。首要，就是你要维护你自己的福祉。如果你内在有各种各样不纯净的特质，为此造
成你有各种制约、各种习惯、各种环境影响和许多透过这六大敌人(注一) 一直渗透在人类体内的各类系统。 这六大敌人是在我们
身体里，它们隐藏起来又不时的想冒出来干扰我们，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悲伤或有罪疚感，也不应该说自己的不是。你们
无论如何都不要责怪自己，而是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扔出去。就像一朵莲花，可以从任何肮脏而腐败的地方生出来，它从那些污
秽中长出来，开花散播芬芳，它美丽的芳香充满整个大气层。你们就像那朵莲花，如果你不是，你就不可能来到霎哈嘉瑜伽而有
这些成就了。你们这些人不是昆虫，你们必定是莲花。但是，这朵莲花也要更努力些，经由观照反省自己，才能得到保护。 清晨
的静坐就是为了要观照反省我们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内里有哪些不洁？我会生气愤怒吗？如何克服愤怒？我有一些会伤害自己
、毁灭自己的欲望吗？我为何会变成那样？”。通过这样静坐过程中的反省，你会知道内在哪个轮穴被感染而必须去清理。你应该
先清洁那个轮穴，然后再来静坐。就是说，清洁和净化要先做。你必须要洁净你的注意力。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你必须要清空你
的思维(mind)。如果你爱你自己，那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己”，而且了解我们因为不纯净和负面会获得什么。也许你很短
暂的得到什么，也很享受。你们要明白，即便你在那个时刻很快乐，但是因为那短短的快乐，结果你失去了太多。若你无法入静
，意思是，你的连结还未巩固好。 好，有很多人说他们在静坐，但是虽然他们也坐着，但其实不是真正的静坐。所以，非常重要
的就是真诚面对你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不真诚，又如何能真诚面对别人呢？静坐对我们自己有益，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我看到
有很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渐渐地没有任何病痛了。大多数人都充分地受益于霎哈嘉瑜伽，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悦也受到祝
福，他们所有的家庭问题都解决了，一切都变好。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因为某些过去的旧的制约和问题而无法静坐。那些清晨不静
坐的人就无法升进，不论他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多少事，他们怎么做都无法有深度。在你的灵性深处有着所有的幸福、喜悦、祝
福、满足、财富和名声…，所有这一切都在你的灵性深度里面。所有那些(问题)或阻止你达到深度的所有事物或障碍，都应该通过
“爱你自己”、“省察你自己”、及“了知我内里有这个问题”的方法来消除它。 你的眼睛快速地看到别人的负面，这不是你的工作，那
是我的工作，你应该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你应该看到你自己的负面和不纯净。这之后来到晚上的静坐，是培养顺服交托，议题是“
你是如何顺服交托的？”意思是“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什么？我今天用身体、心智和智力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什么？”。有一位很有名
的盲人歌手，他很聪慧，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受过教育？我不懂为何他双目失明却能阅读那么多东西！他只见过我三、四次，那么
美的诗歌开始从他身上流出！他就这样到达灵性深处。那么美的诗是如何从他心中流出呢？，就连女神一千个名号里也没有描述
过的美丽的诗歌如此的流淌出来。太精准了！他是如何做到如此美的描述呢？所以可以知道，他的灵性已到达相当的深度。其实
你们也可以，但只是他深入进去，他成就了，他到达那里了。每个人都拥有这个财富。 事实上，你们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深度
。所以晚上的静坐是向外的(反省)。这意味着：“我为别人做了什么？我对母亲做了什么？”，你应该想到这些，当你会这样想的时
候，你就会明白“他们有多爱我？他们给我多少爱？我有给他们同样多的爱吗？他们对我有多真诚？我有对他们同样的真诚吗？”当
你这样想的时候，喜悦感就会在你里面开始流动，因为你感觉到你是那么的爱大家。与其你把时间浪费在愤怒、反应、争论和看
别人的错误上，不如你来看看他们有多爱你。 在霎哈嘉瑜伽中爱是非常纯洁的。这个爱里不该有不纯洁，不纯洁的爱就不是霎哈
嘉(Sahaji)之爱，爱应该是完全没有期望的。“我给了谁如此的爱？”，当你这样想：“我是多么地爱大家！”你就会充满了喜悦。如
果你不停的说着、想着：“我恨他们！”，或是“他就是这样、他是那样、他很坏…等等”。你就完全不可能享受喜悦。只有当你认为

大爱的氛围环绕着你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喜悦。在那个时刻非常美的感觉会从你的内在涌出，就像一种灵感。那是很难形容的，
但你可以瞥见那种美丽的感觉出现在你脸上、你的全身。在你的婚姻生活中你能看到它，在你周遭的氛围和社会中你同样也能看
到它。 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清晨、晚上两个时间段都要静坐。你一、两天不吃饭没关系；你没有适当的放松也没
关系。但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一定要静坐，是因为只有在静坐状态中，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那么，如果我们说清晨的静坐是属
于(得到)内在知识(inner

knowledge)的静坐，那晚间的静坐就是“奉献”和“顺服交托”了。像这样你不断的建立你自己的时候，你才

会了解自己的重要性，你在这段历史中有多重要！所有这些在霎哈嘉瑜伽里发生的伟大事情将会由你们来完成。不要把自己和别
人相比，那些名人、有钱人、住豪宅的人是无法来成就这些事的，懦弱的人也无法成事。但是，你们要成为能有成就的人。以前
人们通常都会去喜玛拉雅山上修行，而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得到自觉，其余的还是毫无用处，他们去修很苦的苦行。你们全部都不
需要苦行，你们每个人都不用去喜玛拉雅山上，你们不用做这些事。 然而，在霎哈嘉瑜伽里，在洁净自己的道路上，还有什么是
你不知道的呢？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集体性”。你要洁净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集体性”。那些能够有集体性、无期望也没有
执着的人会被自动地清洁干净。他们不需要为此而做某些特别的苦行。融入集体不应该是一种苦行，而应该是喜乐的源泉。因为
霎哈嘉瑜伽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而开的，如果我们开始想：“我们怎么可能跟这样(糟糕)的人或是那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你开
始这样想，就会变得很困难了！以苦行来说，能令人享受的…就是霎哈嘉瑜伽的苦行。所有的事就那么的发生了，这还需要做什
么？每件事就成就了，有什么要刻意去做吗？你的地位就跟神祇是一样的，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即便是我们给神祇指令，或不给
指令，祂们仍然会继续做该做的事…你们也应该是如此。你们可以很容易就达到那样的状态。这完全不困难，不是不可能的，只
要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做蠢事，也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嘛！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都要静坐，如果你没办法
做到，也不要想：“噢！我犯了个大错！”，如果你无法静坐，也不需要这样看。

所有我告诉你们的，不是一个命令，而是关系到

你们的智慧，因为我立刻就知道谁有每天静坐，而谁没有，立刻就知。因为如果你每天洗衣服，衣服就会保持干净，又怎么会沾
到灰尘呢？那些不静坐的人，我可以马上就看到他们的肮脏。有许多人只要两到四天不静坐，就会沾上一些不纯净的东西。所以
，这就像是洗澡，你即使不洗澡也没关系，但你必须要静坐。为了你自己的平和、自己的喜悦、欢乐、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和全世
界的利益，你就必须要静坐。如果我们爱自己，就应该了解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有多尊贵，我们从别人手中接下什么样的工作。
我希望在听过我这个演讲之后，你们全都要好好想一想，并且把它放入心里。不应该只是我说过了而已，“尊贵的母亲说过了。”然
后他们把我讲的用到别人身上，并且认为这是为别人说的。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认为这是对他或她所说：“我要如何升进？…我要
如何在霎哈嘉瑜伽里成长并且成熟？”。 May god bless you all! 愿上帝保佑你们！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注一：六大敌人→ 色欲、愤怒、贪欲、执着、嫉妒、虚荣。

1991-1206, 公开讲座 一
View online.
公开讲座 一 印度马德拉斯 1991年12月6日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寻者致敬。 若我们是真正的真理追寻者，便要对这追寻诚实诚恳，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诚恳，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价值。有很多真理的追寻者(sadhakas)，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制订某些
仪式，某些静坐的方法，某些虔敬崇拜(bhakti)，阅读某些书籍。但我们要明白，我们成就了甚么？我们身处何方？ 作为母亲我要
说︰「孩子，你为追寻已经付出了很多，但你找到甚么？你找到最终的实相吗？你找到经典里描述的东西吗？」今天唱的是马拉
地语的歌曲……我希望他们能唱些梵文的歌曲，他们的梵文很好，请唱些有关商揭罗大师和其他圣人的歌曲。他们明天会这样做
，这首歌曲是诗人Namadeva在十二世纪的作品，他后来到了旁遮普(Punjab)，在哪里的那纳克(Nanak)很尊重他，还请他应以旁
遮普话来写作。他学习旁遮普话后，写了一本这样厚的书。”Granth

Sahib”里很多诗句也是从哪里来的。

他是个很平凡的裁缝，非常平凡的裁缝，他到另一个村庄与一位名为Gora
kumbhar的圣人见面。Kumbhar意思是指陶艺工，他制造陶瓷。Gora kumbhar正忙于准备黏土。Namadeva站在他面前说︰「我
来是要看Nirgun，看无形相，看chaitanya(生命能量)，但这里却是Saguna，它是有形相的。」只有已得自觉的灵，只有圣人才能
向另一位圣人说这种话，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实相。没有自觉的人不会明白甚么是超越这个生命。 基督教的多马(Thomas)，他来到
印度后写了很多契约(treatise)，放在埃及的洞穴里，最后被人发现。经过四十八年的研究，现在有一本书是讲述他。我很惊叹他
怎样从头到尾都在描述霎哈嘉瑜伽，就是你必须体验实相。 当然，每一本书，每一本经典都说︰「认识自己。」我是谁，我必须
找出我是谁。我是说我们的精力要用来找出我们内在的真我(self)。我们说︰「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我的鼻子，我的国家，我，
我……」谁是这个「我」？这些灵感从何而来？这个「我」是在我们内里，反映在我们的内心。请你们不要盲目的接受我，盲目
的相信是于事无补。我向你们提供一个科学的假设---它是怎会发生的。若能证明它，若你能体验到我所说的，作为诚实的人，你
必须接受它。 在西方，与我们相比，他们有其他的问题，极大的问题。当我首次来到英国，你也知道英国人是怎么样，都是难对
付的人，很难打破与他们的隔膜。但一旦能打破他们的隔膜，他们都很知识取向，他们会冲向大学，冲向图书馆，找出关于灵量
的一切。 Nath Panthis已经写了很多，虽然他做了大量唤醒灵量的工作，但却全都遗失了。当一些德国人，还有其他人来到这里
，一些密教术士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来自这由的错误的数据。这种曲解，这种错误的程度，我曾经读过一本德国书，它竟然描述灵
量是在你的腹部，还有详细的解释。毫无疑问他是很博学，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学了些甚么，他就是这样描述灵量。 这个知识我们
已经知道了很久，对上天我们有三种取向，一是Vedas(吠陀经)，即使是”vida”的意思也是「去知道」。多马称呼知道的人为”Gno
stics”，或”gn”，我不知道在南方你们是怎样说”gnana”或”gyana”，马拉地语则是”gn”，”Gnostic”，这些字的意思都是相同的，即
博学的人，不是外在的知识，不是思维或情绪，是某些更加超越的知识。他们尝试走相同的道路，在吠陀经，他们曾经说，最先
是，最先是sloka，若你不知道，阅读吠陀经也没有用。这「知识」是甚么？就是从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去知道，不是从你的思维或
肉身，是从更高的层次去知道。 当我们成为人类，我们要谦虚的说自己不是完美的存在体，我们是有某些缺失，不然我们怎会互
相战斗，互相争吵？我的意思是大部分问题都是源自人类的问题，生态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说到源头，一切问题
都是来自人类，那么人类出了甚么问题？动物没有问题，他们受制于pashu，他们是pasha，神控制牠们。人类却拥有自由，但生
活得很仓促忙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源于他们没有拥有真正的知识。 那么，我们该追寻甚么真正的知识，我们该何去何从？有些
人想从吠陀经去了解，他们更想了解大自然和五大元素。当他们向五大元素敬拜，以我们的说法，他们走向右边，这种右边运动
在希腊神话中清楚的显示，之后它变成科学，所有这些便由此展开。 左边是bhakti(虔敬)。人们开始盲目的敬拜神，走向神，上庙
宇，上教堂敬拜，相信圣人。印度是特别的得天独厚，因为我们的知识都是来自圣人，虽然是有点分歧，有点停滞不前，但知识
都是来自圣人，来自大先知(maharishis)，来自预言家。

印度另一个优势是他们的宗教并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管理它，这是个很

大的祝福。虽然如此，在吠陀经的意识形态变成某些思维上的幻象(maya)，我们因此有Arya
Samaj和所有这些，这是很困难去了解。我是说若你遇见任何Arya Samaji，你不知道怎样应付他们；只能不停的说话，说话____
神知道，他说的那些知识。他仍未到达那层次，却满足于阅读来的数据，常常过度阅读。这就是卡比尔(Kabira)所说︰「Padi
padi

pandita

murkh

bhayo」¾¾-

过度的阅读，即使大贤大圣者panditas也会变蠢。我过往时常奇怪，怎会这样？我现在就遇见很多这类人。 问题是透过阅读，你
不会知道最终。就如医生给你治头痛的药，要你吃Anacin，你阅读处方︰「Anacin，要吃Anacin。」头痛会增加或减少？你必须
吃药。《吠陀经》是这样写的，你要找出真我，同样，部分的《吠陀经》的内容与《奥义书》(Upanishadas)是一样的，从头到尾
《奥义书》都在说「你要找出真我。」 即使是帕坦伽利(Patanjal)的《瑜伽经》(Shastra)，若你读过它，它开始有很少部分是描述
vyayama，即ashtanga(瑜伽式子)。很少部分说怎样处理所谓的身体毛病。在霎哈嘉瑜伽也有用它，但只是有毛病时才用，不像
每个人那样，都去做练习，因此得了心脏病，各种毛病，热力，高血压，有时低血压，有时高血压，他们才来告诉我︰「母亲，
我在做瑜伽，你看……」我们不单是肉身的存在体，也不单是思维的存在体，亦不单是情感的存在体，我们还是灵性的存在体。
印度第二种取向是bhakti(虔敬)。虔敬是可以的。上庙宇，却开始堕落，不明白甚么是虔敬，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就是这样说。你
必定知道克里希纳是外交家，祂不是母亲，祂知道人类是怎么样的。祂要他们绕圈子的找寻真理，因为没有人喜欢直接。特别在

那时候，祂只告诉亚周那，祂向他们说了三件事，从而你看到祂的外交手腕，若你能看透真相，祂最先说的是你要取得gyana。
祂不是个好的推销员，好的推销员不会马上把最好的推销给你，但祂说你必须先取得gyana，就是这样。”Gyana”即在你的中枢神
经系统中的知识。

祂说的第二件事是你必须bhakti(虔敬)

，「无论你给我果实，花朵或水，我都会接受，但你必须虔敬，即

ananya。」ananya这个梵文 ──即当你不是他人，当你是已得自觉的灵。若你没有连上，虔敬(bhakti)对你是甚么？很多人抱怨︰
「母亲，我断食，做各种事情，你看看我的状态，我变得极之虚弱。」不是神的错，你仍未连上。简单如打电话，若电话没有联
机，又有甚么用？你误用了电话。没有连上的bhakti是错的，所以克里希纳说︰「Yoga Kshema vam aham。」先取得瑜伽(yoga
)跟着才取得福祉(kshema)。你先要到达瑜伽，福祉才会来，不然是不能成事的。祂很巧妙的把瑜伽放在首位，祂为甚么不说
kshema-yoga？ 祂就是这样说虔敬。说到karma(业)，祂说︰「做一切的事情，把它放在大能的神的莲足下。」 这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说︰「母亲，我把所有事情都放在神的莲足下。」我认为！即使是谋杀。这些想法只是来自思维︰「我把它放在神的莲足
下。」你不能，因为你仍未到达这个状态。霎哈嘉瑜伽士不会告诉我︰「我在提升灵量。」他只会说︰「母亲，灵量没有升上来
，没有升上来……」当自己是第三者来说这些话，他会说︰「它不会到这一边。」当自己是第三者，因为他已经不身处其中。 这
就是karma，自动的就在大能的神的莲足下，好吧，祂成就万事万物，我们只是工具。假如工具说︰「我在说话。」你是不会接
受的。同样，当我们说︰「我把我的……」就像这是他们的责任，把它放在神的莲足下，不是这样，它是自动的，自然而然的，
是霎哈嘉(sahaja)，是与生俱来的。

你们内在全都有这个力量。有些书籍说灵量是很危险的，这绝对是谬论。我告诉你，我到过

很多国家，很多人已经得到自觉，自觉完全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麻烦。相反，他们各方面都得到改善，一夜之间，他们放弃毒品
，改掉坏习惯，一夜之间他们都被治好。 这是……我并没有做甚么，我是说你们或许以为我做了些甚么，我甚么也没有做，是你
的灵量成就的。它是怎样运作，怎样帮助你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她是你的母亲，你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的一切。你也可以说
，她把你的一切纪录下来。她卷曲成三圈半______是因为某些数学程序______当她上升，或许会散发一点热，你也可以说她要有
点挣扎才能升起。少少的热力有时会从一些人散发出来。假如你是个肝病病人，你的双手或许会感到少许热，只是这样。你们每
一个人都有灵量，它是你内在的纯粹欲望。 你们都知道，经济学的定律一般是你的要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我们想要一所房子
，明天想要一辆汽车，后天想要一架直升机，这样的要求不停的持续着。当我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我们便为此奋斗，当我们
拥有了，却不享受。纯粹的欲望是你能与无所不在的神的爱的力量合一，我们甚至从未想过有这个力量，我们视它为理所当然。
我们看到一切的创造，看到漂亮的花朵，看到小小的种子长成大树，看看你的眼睛，它们是那么漂亮的照相机，谁制造它们？谁
令我们进化到这个阶段？是甚么力量令我们成为人类？我们从没想过找出答案，因为科学是没法提供答案---一颗种子怎能发芽生
长，我们怎会成为人类，我们只知道是这样的，却从不想知道甚么是超越这些的。 是大能的神散播这漂亮的生命能量(chaitanya)
，四周都充满生命能量(prahmachaitanya)。若我这样说，你必须去体验才能告诉我它是否存在。若你只说「不」，代表你拒绝自
己与这个有生命的力量连上的机会。这个有生命的力量令我们进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它组织一切，创造一切，令一切有生命，
还协调一切，限制一切，除此之外，它爱你们，它只想与你们一起进步，这样漂亮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它进入每一个原子，进
入每一个活生生的胚芽，每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体，它是那么漂亮地运作，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平静流畅，我们看不到花儿从花
蕾到盛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是看不到。花儿从含苞到盛放，我们只说︰「噢！今天看这朵花。」它是那么美妙，那么美丽，我
们甚至不感到有它，但它确实存在。 除非我们与这个力量连上，我们是不会知道最终的实相，因为我们并没有注意我们内在的灵
，它是我们的注意力的旁观者。当灵量升起，她通过六个能量中心，穿越脑囟骨区，这就是受洗的真正体验，这个灵就像光一样
吸引我们，我们的神经有一个新的面向，这个新的面向令我们变成……我要再说一次我们变成，这不单是讲座，不只是吹牛，也
不是某些证书，而是你真的成为集体意识，samuluk chetana。 你能感应他人，你能从你的指尖感应到，左边有五、六和七个能
量中心，右边有七个能量中心，这七个能量中心代表你的感情；这边则是肉身和思维方面。你能感应别人的所有能量中心。当我
们医治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外医治一棵树，我们医治树叶。可是若你真的要医治一棵树，必须从根着手，我在说你们内在的
根，你内在的生命之树。 你会很惊讶的即使穆罕默德也曾描述”Kiyama”，“Kiyama”即复活的时刻。「当复活的时刻到了，你双手
会说话，也会见证你的一切。」他们都在说这个时刻，最后审评的时刻，混乱期(Kali yuga)会带来完满期(Satya yuga)。问题是有
多少人会接受它，成千上万的人走到一些令人疯癫的地方，却不追寻实相，我认为你们需要有上天的智慧才能明白它。 你会很惊
讶，我发觉俄罗斯是这方面最值得尊重的国家，因为他们并不那么物质取向，这方面他们没有自由，但却有走向内在的自由，他
们很懂得内省，即使他们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和其他作家，我常常阅读他们的作品，他们都很会内省，他们是……你会很惊讶
，我们常常都要安排一个大体育馆，但仍有很多人坐在外面，在一处名为Togliatti的地方，最少有二万二千个霎哈嘉瑜伽士。当我
到达哪里，我的讲座就是这样出乎意料的成功，我说︰「有没有打扰你们？」
他说︰「母亲，怎会打扰我们？我们是在神的国度，一处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国度。」 这种美好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发生。印度人有
其他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制约。即使面前有这种有利的条件，我们却从不向往。我们会敬拜罗摩，敬拜导师，但我们内在得到
甚么？你执着于某些事物，但你自己又拥有些甚么？这就是霎哈嘉瑜伽。除非你认识自己，你不会认识罗摩，你谁也不认识。 几
天前我读过一本由一些疯狂的人写有关霎哈嘉瑜伽的书籍，他否定有克里希纳，否定有罗摩，否定有耶稣基督，否定每一位。我
说︰这种疯狂的人，这是很不科学的，你从未尝试找出答案，怎能这样说？从未找出答案却说它就是这样。就如我从未到过马德
拉斯，却去描述它，你会怎样说我？ 同样，很多人写有关神的书籍，正因法律没有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可以写下任何荒唐的事
情。除非我们取得实相，我们不会知道谁是假导师谁不是。就像你问我︰「母亲，他是否假导师，他是否假导师？」我会说︰「

你为甚么要相信我？」若我说他不是，你便会与我争辩；若我说他是，你便会相信我。不需要这样，你自会知道，透过它你自会
知道绝对的真理，因为你的灵是绝对的，它给你绝对的真理。 明天我会告诉你们多一点灵的数据，我想今天已经足够了。我们必
须有……我想若你喜欢，我们可以有一节给自觉，不用花很多时间。你先要准备好，只要请求，便会得到。当然你必定有很多问
题，上次我来马德拉斯时，全部时间都花在回答问题，不停的答问题，问题，问题。但现在我请求你们，若你们有任何问题，把
问题放下吧，你可以写给我，明天我会解答你们全部的问题，但现在，可以的说，请先得到自觉，很感谢你们。
若你想出外五分钟，可以出外再回来，这是可以的，但不要说话，就是这样。

我没有告诉你印度的第三种取向，是Nath

Panthis。耆那教(Jain)有Adi Nath，分裂由此开始。一位导师应该只传授知识给一个门徒，就像阇拿迦(Janaka)只有Nachiketa 一
个门徒，直至格涅殊哇(Gyaneshwara)的时代，即十二世纪。格涅殊哇是他的亲兄弟Nivritinath的门徒，他们都受了很多苦。他向
Nivritinath作出一个请求︰「请让我把真理向大众透露，我只告诉他们，甚么也不会做，只告诉他们真理。」因为在一千三、四百
年前，Markandeya曾经描述灵量，跟着是商羯罗大师，他也有描述灵量，全都是用梵文。梵文的真我知识仍未开放给大众，懂梵
文的人却不想得到真我的知识，所以这知识一直都是秘密。

他这样请求，跟着他写了格涅殊哇文集(Gyaneshwari)，格涅殊哇文

集是马拉地语的「薄伽梵歌」，他把它扩展，还以很多诗文作装饰。在格涅殊哇文集的第六章，他清楚的描述灵量。第六章是那
么的残缺不全，被称为nishiddha。那些所谓掌管宗教，掌管升进的人没有阅读它。他们说︰「你不要读这章书，否则你便自找麻
烦。」所以这章节被列为禁书，没有人想知道它的内容，之后Nath Panthis 成长了，还有伽比尔(kabira)，那纳克(nanaka)，他谈
及khalis，那纳克谈及khalis。Khalis意思是纯洁，即nirmal。霎哈嘉瑜伽士是nirmal(纯洁)。若任何人滥用了甚么，它清楚的显示
。圣人不能这样，纯洁的人不会这样，不能有暴力。 它是爱，爱是不用回报(nirvaj)，爱是没有界限，爱是一视同仁的。就如植物
的能量向上升，我是说树液向上升，到达树的不同部位，到叶子，到树枝，到花朵，到果实，再回来，它不会依附树的任何部分
。若你贴附着其中一部分，那部分会死亡，树也会死亡。 所以你们必须明白，所有伟大的降世神祇，先知，预言家，他们来到地
球都是来自同一棵生命之树。你必须相信他们，若你相信他们，他们全部人，又怎会有争吵？那些只相信其中一位的人必会争吵
，这就是他们为甚么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全部人，它不单是信仰，而是真理。 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进
化过程，是最后的突破。你甚么也没有做就成为人类，同样它也是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的(sahaj)。我唯一要告诉你的是你可以怎
样滋润你的能量中心，让灵量更容易通过，很简单，你们全部人都必须要这样做，就在现在，不用看着他人，只看着自己。
请脱掉鞋子，这会比较好，因为要感觉大地之母，是她每时每刻都吸走我们的问题，特别是这个瑜伽大地(yoga
bhoomi)。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出生有多伟大，他们却弄得一团糟，不要紧，若Ram
Raja要来，祂必定会来这里，不是以政治的方式，而是以灵性的方式。
(它常常往下跌，你可以向上推，但它又跌下，现在好了，它会留在这里，好一点了，谢谢。)

就如我告诉你，你甚么也不用做，

不用停止思绪，不用花任何力气，不用念诵任何口诀，甚么也不用做，灵量自会做这工作。她很了解你，她可以处理它，只要对
自己有信心，自信你会得到自觉。内疚是不自然的，我想你有内疚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你是罪人，你是这样，你是那样。」在
我的眼中，你们不是罪人，你是迷失的，无知的，但却不是罪人。 我们必须明白，要尊重自己，因为我们是很有光辉，很了不起
的，因为我们仍未连上，所以我们看不起自己，他人或会看不起你，但你是人类，是进化的缩影。现在只需要小小的突破，一点
联系，我可以肯定你会知道「真我」。

当你的灵量得到唤醒，穿过你的脑囟骨区，你的双手会感到凉风，这是chaitanya(生命能

量)，圣经描述这凉风为圣灵；古兰经称为”Ruh”。之后你也会感到有凉风从头顶走出来，当凉风从头顶走出来，你会感到很轻松
，平和和喜乐。很多人之后只是在笑，你是应该笑的，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你能享受，你现在要进入神的国度，哪里你不单
在喜乐、和平中，还在极乐中。 我想若你在颈项附近的衣服太紧，令你不舒服，你可以放轻松点，还有若你可以脱下眼镜会更好
……迟些我告诉你，不是现在，因为你要闭上眼睛，不要张开眼睛。我们先向你展示怎样帮助自己，你因此知道你的能量中心，
我们会在左边帮助你。 首先，你要像这样把左手向着我，手舒服地放在大腿上。试想像，你不需要到喜马拉雅山，不用做类似的
事情，只要舒服的坐在椅子上便能得到自觉，这是你的权利。把你的左手像这样放，现在我们用右手滋润我们左边的能量中心。
先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因为这个地方是灵的反映，全能的神的反映，是灵的所在。跟着便到左边上腹的位置，这是掌管教导的
能量中心。若你是灵，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你不需要任何导师，你的灵自会指引你。
跟着到左边下腹的位置，这是令你认识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知识的能量中心，它给你纯粹的知识，shuddha vidya，在你的中枢神
经系统运作；跟着你的手提升，到你的腹部，用手按着腹部，这是导师原理的能量中心。假若你到过某些假导师哪里，它可以纠
正你。跟着把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 现在再次把手放在颈项和肩膊之间，请把头向右边，当你内疚，这个能量中心便有阻塞，若
你感到内疚，这能量中心便有阻塞，它令你生很多病，其一是咽喉痛，还有脊椎炎，因为它们变得怠倦，器官会出很多毛病，所
以最好是好好的把手放在这里，把头像这样向着右面。 请把右手放在前额，垂下头，这是你寛恕的能量中心，寛恕所有人，不用
想你要寛恕谁，无论你原谅不原谅人，你甚么也没有做，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若你不寛恕，便会被误导。所以请把手像这样
放，这是寛恕的能量中心，不用想要寛恕谁，又或谁曾伤害你，额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通道是很狭窄，若你不寛恕人，它
不会升起，灵量不能通过，只要寛恕。 现在把右手按着后枕，我们迟些才做，我只是告诉你轮穴的位置，在这里的后面，因为你
常常感到内疚，你以为自己犯错，所以最好是请求上天力量寛恕，这个轮穴在这里。 现在尽量伸展你的手，把手掌按在头顶的脑
囟骨区，即你孩提时软骨的位置，taloo，这里，就是这里，伸展你的手指按着，那么你的头皮便有点压力，一点点压力，请垂下
头，现在慢慢用手心移动你的头皮，顺时针方向转动七次---顺时针，用力伸展你的手，否则……我是说你的手指，否则它不会有

压力，现在完成了。 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尊重自己，爱自己，现在左手像这样放，双脚分开一点，闭上眼睛，把右手放在心
脏的位置，请把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这是灵的能量中心，灵住在这里，你可以问我三次，从你的内心，就如问一台计算机。你
可以称呼我为「锡吕‧玛塔吉」或「母亲」，无论哪个称呼也可以。「母亲，我是否灵？」问三次，「母亲，我是否灵？锡吕‧玛塔
吉，我是否灵？」 若你是个灵，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现在请把手放在左上腹，压着它。问︰「母亲，我是否自己的导师？」问
三次，请出自真心，充满信心的︰「母亲，我是否自己的导师？」你是，只问我这个问题。 我尊重你的自由，我不能强迫你接受
纯洁的知识，你要自己请求。现在请把右手放在下腹，按紧它，在左边。现在你要说︰「母亲，请给我纯粹的知识，shuddha
vidya。锡吕‧玛塔吉，请给我shuddha

vidya。」说六次，因为这个能量中心有六块花瓣，腹轮。「请给我shuddha

vidya，纯粹的知识。」 当你请求纯粹的知识，灵量便会升起，你要以信心去帮助它开启更高的轮穴，所以请把右手放在上腹，紧
按它，在左边，双脚保持分开，这里你要很有自信的说十次︰「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请说︰「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母
亲，我是自己的导师。 」因为这个能量中心是所有伟大的导师satgurus，为着令你们升进而创造的，母亲常常都想她的孩子拥有
的不单她所拥有的，还要比她有的多得多。 现在，我先要告诉你，你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情绪，这个制约和自我，你
是纯洁的灵。现在请把右手放在你心脏的位置，很有自信的说十二次︰「母亲，我是纯洁的灵，母亲，我是纯洁的灵。」十二次
︰「锡吕‧玛塔吉，我是shuddha atma。」要很有自信的说。 我必须告诉你，这个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是知识的海洋，是慈悲和
福气的海洋，你必须充满信心的说︰「母亲，我完全没有内疚。」十六次，请说吧。你必须要说︰「锡吕‧玛塔吉，我是nirdosha
，我是nirdosha。」请说十六次，这样说是为满足我。 现在把右手按着前额，就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无论你寛恕或不寛恕，
你甚么也没有做，现在请垂下头，完全谦卑的，原谅所有人，只要寛恕，不要想那些找你麻烦，折磨的人，只要寛恕他们。这是
你最佳摆脱负担的方法。因为若你不寛恕，你便会被误导。现在真心的说，多少次没关系，要出自真心，请说吧。很多人说要原
谅人是很困难的，有甚么困难呢？只要说原谅人就可以了。 现在把右手放在后枕，把头尽量往后移，你再次真心的说︰「啊！上
天的力量，若我犯了任何错，请原谅我，若我无意的犯了任何错，请原谅我。」要真心的说。 现在尽量伸展你的手，用手心按在
头顶的脑囟骨区，即你孩童时软骨的位置，它被称为taloo，梵文是talavyam。现在垂下头，手心用力移动你的头皮，尽量伸展你
的手指，请伸展你的手指，用一点力，顺时针方向移动头皮七次。再次，我不能强迫把自觉给你，你必须自己请求，在移动你的
手的同时，说七次︰「母亲，请给我自觉，母亲，请给我自觉。」我不能强把自觉给任何人。
(锡吕‧玛塔吉向着扩音器吹了七次。) 请放下双手，慢慢张开眼睛，请把右手像这样向着我，垂下头，看看有没有凉风从头顶走出
来，在脑囟骨区，有些人在接近头顶位置便感到有凉风，不是在头顶，离开一点点，有些人凉风像喷射一样，很远的，或许是热
的，热的也有可能。若你不原谅人，它肯定是热的。 现在请把左手向着我，再次垂下头，看看是凉风还是热风从头顶走出来。你
要证明自己，是霎哈嘉瑜伽，是会变成某些东西，就如我告诉你，这是没有证书的。有些人或许有热风，不要紧。现在再次把右
手向着我，垂下头，再次感觉自己。现在，不要把手放在头顶，离开一点，你便能感觉到它，离开一点。现在请把双手像这样向
着我，看着我，不要想，你能做到。
那些感到指尖、或双手，或脑囟骨区有凉风，或热风，或全都有这些感觉的人，请举起双手，请举起双手。 天啊！愿神祝福你们
。你们大部分人都得到，现在不要讨论它，因为若你在思维层次，便会失去它，只享受它吧，我希望你们今晚都可以安睡。明天
请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因为你不能付钱购买它，甚么也不需要做，这是你的，就像大地之母不懂怎样向种子收取费用令它发芽
生长，这也是你的purva 功德(punya)。那些仍未得到它的人明天会得到。所以请你们明天要来，也请你叫朋友来，这是你能给别
人最佳的东西，这是我们期待着的，愿神祝福你们。 请你们明天来，我会向你们解释灵的本质，甚么是灵。 ……(看看现在我做
了些甚么……)他想你们都来拿取darshan(神的形相)。现在我坐在你们面前，这是神的真身(darshan)……不需要触摸我的双脚，
没有这个需要。明天你们会看到……(你们都很想这样做，不需要这样做，有政治家想这样！)
明天请提问，请你们提问，我很乐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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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 Raja Rajeshwari崇拜 印度马德拉斯 1991年12月6日

今天我们先做锡吕格涅沙崇拜，再做Raja Rajeshwari崇拜。

有很多名号是用来描述女神︰特别是商揭罗大师称呼她为Raja Rajeshwari，意思是她是诸天后的天后。在西方，他们也用这个名
号来称呼母亲玛利亚。这些称呼是来自异教，就如我之前告诉过你，他们不是来自圣经里对母亲玛利亚的描述。这显示圣经手稿
有很多改动，印度经典的手稿也有很多改动，即使是薄伽梵歌也是。这就是为何所有宗教都开始出轨。学者便利用它来投射自己
的想法，叙述描写完全违反神圣力量的事情。 你们都是这个地球上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你已经发现实相，明白神话虚构的事情都
是真的，反而理智理性的事情却不是真的，还有，任何用来分裂分隔人的事情也不是真的。我们相信所有宗教，这就是为何每一
个所谓笃信宗教的人都反对我们，因为你们理应只相信一个宗教而抗拒其他宗教。若你相信所有宗教，即是说你完全不虔诚，这
是个概念。他们感到很震惊，我们竟然相信所有宗教，尊重所有降世神祇，也相信所有神祇的整合融和。 至于格涅沙，对来自西
方国家的人必定是一个很大的揭示。即使在北方，我也不大能找到如南方那样敬拜格涅沙的人，特别在这个地区，也在马哈拉施
特拉邦，因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八个格涅沙的天然圣石，他们全都相信它。现在有人说这是盲目的相信，说三道四。你们现在
都看到格涅沙站在我的背后，在我内里，这样只是要证明的确有格涅沙这位神祇。有人给了你们格涅沙半坐在这里的相片，其余
的是我的纱丽和其他。所有这些只为用来说服你有锡吕格涅沙这位神祇，而祂是透过根轮行动运作。印度人数千年前已经知道这
知识。Kuchipudi(印度古典舞)在基督前七世纪已经出现发展，所以你能想象，数千年前格涅沙这个概念必定已经存在。 这个国家
的人在灵性上很进化，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祇，神祇是什么模样，有什么功用，虽然对大众这是隐秘的知识。无论圣人说什么，人
们都会接受，因为人们听祂们的话后不会出自我。我在试着找出为何西方人发展那么大的自我。我仍未能找出为何这种侵略透过
自我而来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说是竞争或类似的原因。根据西方的历史，即使追随基督的人，虽然基督是被视为完全鲜明突出
的谦卑，但这些人仍是那么富侵略性。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明白谦卑，你会很惊讶，谦卑被称为vinay，是锡吕格涅沙的品质—Vinayaka。”Vidya vinayen shobhate”。”
Vidya代表知识只饰以谦卑。你昨天看到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的谦卑，在这里伟大的导师的谦卑。导师邀请我到他的学院，他们献上
他们会向女神献上的各种祭品，我大受感动。他们很快的接受我，接受霎哈嘉瑜伽。即使被通神论学会所支配的卡女士，虽然这
个女士并不大在意通神论学会，她建造了这个大会堂和其他，她把一切都献给艺术，她不容许通神论学会进入会堂。尽管如此，
他们接受我，他们全部人，你能清楚的看到他们的虔敬和谅解。对圣人谦卑绝对是这个国家不明文的法律。圣人不会被挑战，不
会被控制，无论圣人说什么，人们都要接受。 所以格涅沙最先给我们的质量是vinay—“vinay”的意思是谦卑。谦卑不是表面虚假。
不是你不停的说︰「对不起」或「不好意思」或「我恐怕 」，不是这样，不是watchik，不是应酬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谦卑。当然
，现在谦卑常常被自我所玷污，自我令你飘浮着，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自我中心。即使当我谈及自我，人们也以为母亲在说其
他人，他们从不会想︰「是我有自我。」所以格涅沙是自我的握杀者，因为只有谦卑才能真正中和自我。 要谦卑下来，你要看到
什么？例如你来到这个国家，你看到很简单的人，活得很简朴，他们没有这些复杂精密的东西围绕着，他们用手来吃，吃植物或
树叶。一些住在这里来自西方的女士说，她们以为他们全是原始人。但你看他们发展艺术的方式，这种敏捷，这种…即使是这种
跳跃，你也没法做到。为何有这种创作风格，是源于对艺术的谦卑。艺术要受尊重，导师要受尊重。尊重是唯一学习知识的途径
。我认为这植根于印度人的血统里，你要含蓄地遵循你的导师，含蓄地。这个导师在训练那么多人，有很多女孩在这里，不为什
么，只为表达他的艺术。他没有赚取太多钱，我能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只有很小储备，也收费不多，但他对艺术的奉献虔敬就如
格涅沙对祂的母亲的虔敬，他完全沉醉其中，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就谦卑而言，你要把注意力从其他地方抽走。这是极之重要。
若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其他问题，这个那个，又或你想透过其他渠道来霎哈嘉瑜伽，是成就不了。你必须从内心谦卑下来，绝对
谦卑下来。祂是纯真，所以祂能谦卑。若你不纯真，你便不能谦卑。纯真的征兆是谦卑。一个好孩子，纯真的孩子是极之顺服听
话。无论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只是服从。我知道我的孙儿，有一次我们到尼泊尔，那里很冷，他们的母亲说︰「他们不肯在头
上戴上什么。」 我说︰「我能令他们一分钟内做到。」我叫他们来，给他们一块普通的布，我说︰「你们要包着头。」「好吧。
」他们用布包着头，包得很好，很稳固。他们看来有点怪，但他们不介意。 我们就是缺少这种质量，这就是为何我们发现深度少
了，不单是制约，我不会说是制约。人们脱离了制约，即使印度人也变得如此，他们很难谦卑下来，很困难。你可以说这是受西
方影响，又或他们忘掉了过去。但谦卑却是那么重要。就如我要告诉你，从孩提起，虽然我生于基督教的家庭，我们在触摸大地
之母前，要先请求寛恕，你的脑中因此有这个考虑。触摸你的父母和你家中长辈的双脚，是否要这样？触摸家中每一个长辈，即
使是年长的仆人，他曾经照顾我们年长的兄弟，你也要触摸他们的双脚，但我们这样做时却欠缺谦卑，也欠缺作为长辈该有的尊
严。不管如何，我们的责任是去触摸每一个人的双脚，而不是与长辈讨论争辩。 这样会在霎哈嘉瑜伽创造很美好的氛围，若你坚
持︰「我是否谦卑的做这事情？」只要问一个问题︰「我是否谦卑地做这事情，或谦卑的说这些话？」现在问题出在批评领袖，
他们是领袖因为他们配做领袖。若有天我发现他们不好，我会赶他们走，你也知道得很清楚。这里却没有谦卑，谦卑被自我所取
代，自我在领袖间创造自我，领袖变得自我中心，很多领袖被赶走。我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平衡，我该责备成员还是领
袖。母亲委派他们来当领袖，让我们谦卑下来吧。不管如何，必定有某些原因母亲要他们当领袖，为何我们要与他们争吵，找他

们错处？我们就像成立了工会。 锡吕格涅沙是那么谦卑，祂的伽蓝仙众某程度上比祂还谦卑，因为祂不能容忍任何伽蓝仙众不谦
卑的对待母亲。眼睛只要转动一点，他们便去对抗战斗，做他们被建议要做的事情，他们明白他们母亲的每一个眼神，什么该做
，这种虔敬奉献只会令你越来越有深度。 我们现在或许对此认识的方式是，在西方，我们要更扩展开去，要更多宣传，要说更多
自己，要更炫耀自己。你越这样做，便越成功。这是你每天看到的情况。他们炫耀「我相信」，你要明白，你是谁去相信或不相
信？你是谁说这些话？但某类…你的形象要像这样—了不起的品格个性，或某类大人物的轮廓形象。你所创造的形象，绝对是虚
假荒唐。很令人惊讶，人们却向这个虚假的形象躹躬顺从，或许他们也是虚情假意的，所以他们向虚情假意的人躹躬。我很惊讶
，我是说这些有名的骗子，人们知道他们是骗子，他们做着各种错事，但人们仍拜倒在他们面前。或许是因为他们想从中取得一
些物质上的好处，这个连我也不知道，取得一些人工化虚假的好处。即使与这种人一起照相也被视为很了不起。 霎哈嘉瑜伽士必
定要看穿这些技俩，他们要看穿这个玩笑，这个戏剧，什么在发生持续，要把它反映出来，也要内省，看看︰「我希望我内在没
有这些。」有时我们取笑他人，但自己却是这样。所以一旦我们内省，看看自己内里︰「是，就在这里。」在一些国家的一些霎
哈嘉瑜伽士，常常有人向我报告，他们忽然说︰「母亲给了我特别的能力。」或他们说︰「我是摩诃(伟大)玛塔吉。」也有像这样
，摩诃玛塔吉。即使我自己也从来不说我是玛塔吉，是别人这样称呼我，我从没有这样说。但他说︰「我是摩诃玛塔吉。」你可
以称他为疯子，什么也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傲慢令他看不到自己在说什么，你也是这样令你的领袖的自我膨胀，透过攻击他，你
越攻击他，他越有反应，当他有反应，他的自我便继续像这样膨胀。

就如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敬拜Raja

Rajeshwari，我之前从没向你谈及祂，我从没有要你阅读导师经典(Guru Gita)，同一原因，我从没有告诉你她是Raja Rajeshwari
，因为这样或许会令你有一点自我。「她怎能是诸天后的天后？」当然，是基督的母亲就没问题，但不是玛塔吉，这样太过了。
所以我从不告诉你这些，我说︰「巴巴，我是个谦虚的母亲，只是这样，神圣的母亲。」就是这样。在这里创造洞穴，这就是为
何它或许，或许！ 不管如何，我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我们已经以很幽默的态度来处理了很多事情，但我仍然感到，看看这些艺术
家，这些人，他们创作的方式途径，或许不是依据你有关装饰的想法概念，你或许说它颇炫耀，或许这样那样，就是这样，你要
明白，常常在脑海里。「它可能是更少，这里必定有一些不辨方向的事情。」诸如此类。你或许开始批评，因为这是不谦卑的人
其中一种质量，他们以为自己有资格去批评任何事。「噢！我不喜欢这个颜色，这个不好。」但艺术家却是真心的创造这些作品
，让我们欣赏他们的作品吧！ 其二是欣赏，欣赏你的人生，不管是怎样的人生，欣赏它，接受它，但要毫不勉强。一切脑海里艺
术代表这样，艺术代表那样的思维概念都会把我们带到既没有更多林布兰(Rembrandt)亦没有米高安哲罗(Michelangelo)的境况，
就这样。不是思维的，艺术从来都不是来自思维，是来自内在。无论什么来自内在，外在的都没法与它相比。说到欣赏，我是说
你可以说南印度人穿着风格非常鲜艳的服饰，对我来说，他们不是这样。一些人或许有别的见解。我也注意到北印度人必会批评
南印度人，而南印度人也会批评北印度人。不管如何，什么是…没有人能取得别人的长处，这是很愚蠢，很愚蠢的。 若懂欣赏和
接受，你便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北印度人不喜欢南印度食物，不管如何，无论怎样尝试，他们都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他们的音
乐。现在，你能想象印度分裂成两部分，南印度人既不喜欢北印度食物也不喜欢北印度的舞蹈，我是说即使是我们的国家也是那
么分裂，这个国家是，Rameshwaram的人不喜欢马德拉斯的食物，马德拉斯的人不喜欢德里的食物，这是一种…！这种分裂是
透过不是你的天生谦卑质量而来，若你能享受一切，你便是谦卑的。若你能欣赏每一种表达方式，你便是谦卑的。 这种谦卑是很
深层的品格，因为它是来自根轮，也就是锡吕格涅沙。想象一下，祂只用一只小老鼠作为坐骑，没有快车或名车劳斯莱斯，拥有
大肚子的祂，却只用一只小老鼠作为交通工具。没有坚持维护祂的力量，祂是那么谦卑，那么甜美，是祂创造韵律和生命能量，
没有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懂欣赏，而不是指责这个那个。我是说即使是这房间的颜色你或
许不喜欢，这个你或许也不喜欢。我是说很多东西你也不喜欢，我要问你︰「你喜欢什么？」「焗豆」，好吧，我们要开放自己
，借着谦卑，你开放自己，你渗透，你散播。没有谦卑，你是办不到，因为你对一切都抗拒，制造了一道墙。只有谦卑才能令你
开放扩展。 今天，我们旅程的第一天，我请你们要非常非常谦卑，要明白谦卑是极之简单，也很漂亮。你看到这个小女孩表演维
纳琴(veena)，这样难演奏的Adi

Vadyam，原初乐器，却能演奏得那么美好，那么熟练灵巧，那么谦卑。她来我面前说︰「母亲

，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能在你面前表演。」试想像，这样的天才。另一个我之前遇到的是与她年纪相若，或许比她年轻的曼陀林(一
种拨弦乐器)的乐器手，我是说他现在世界知名，当他在我面前演奏，他不肯收费，他只是进入极乐中，即使是舞蹈员，她告诉我
当她看到我，也进入极乐中，她跳得那么有活力那么好，而她…她发烧，她说︰「退烧了，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看看这些艺
术家，我是说他们不认识我，对霎哈嘉瑜伽一无所知，却有这种属灵的谦卑理解，因为他们是谦卑的，属灵是从不断言，从不宣
传自己，从不大吹大擂。 (所以他们在这里，来吧，是谷道吗？意大利人来了，这是我今天延迟崇拜的原因。是谷道吗？只叫他来
，谷道是太谦卑上前来，来吧，来吧，只向前移一点点，只…愿神祝福…我在等着你！请坐下，不，不，来吧！来吧。你能…你
们全都坐在前面，这里有位置，只来…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坐在这里。我要令他们高兴，你要明白，因为我在意大利生活，只来吧
…不要紧，那么他们或许拿到一部分，只上前来，这里，或你可以坐在中央，不要紧，你可以坐在这里，无论你在哪里，对，你
能，上前来，上前来，这里有位置。) 我在告诉他们关于锡吕格涅沙，祂本质的力量是来自祂的谦卑，所以我们全都要极之谦卑，
极之谦卑，欣赏一切。当然，你要让他们听到我的讲话，他们已经把讲话录下，那么他们便知道我今天说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开
始崇拜。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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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昨天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理就是那样。如果

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就应该对它谦虚真诚，因为真理带给我们福祉，它给我们的城镇、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宇
宙带来福祉。 你们全都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是大家都要得到自觉的时刻。这是圣经所描述的重生时刻，也是穆罕默德所描
述的复活(Kiyama)时刻。这个很特别的时刻是Nala，你也知道，Nala damayanthi akhyan ,他要面对迦利(Kali)。他很生气的对迦
利说︰「你摧毁了我的家庭，破坏了我的平静，把人带入bhram，带入幻象，所以我最好还是把你杀掉。」他挑战迦利︰「你应
该永远完蛋。」 迦利回答：「好吧，让我告诉你我是大幻相(mahatmyam)，我为甚么要在这里。如果我能说服你，你便要停止杀
害我，要不然，你可以杀掉我。」他跟着说︰「今天，所有寻找真理，寻找自觉的人，Atma sakshatkara(自觉)；所有走到giri、
kandharas、山上、山谷里、世界每个角落寻找神的人，他们都会在混乱期(kali

yuga)以寻常百姓出生。毫无疑问，幻相(Bhram)

确实存在，人们会落入sabhram。幻象会存在，混乱也会存在______我会制造它们，这是毋庸置疑的______不过，就是因为混乱
，这些寻常百姓才会寻找真理。这是为甚么他们就在这个时刻取得Atma sakshatkara(自觉)。」 我们的经书(shastras)里有很多关
于这些时刻的预言。Bhrigumuni特别在”Nadigranth”描述这些时刻。如果你数算一下日子，它正正就是现在。这些预言会在Ragh
windra

Swami死后发生，亦即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你们来说，了解到Raghwindra

Swami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时候要完成他的工作；Ramana Maharshi也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解释，
所以他们就要maunavart。像格尼殊哇(Gyaneshwara)，他在二十三岁时写下这种美妙的作品，像“Amruta anubhavi ……”这本书
，我认为是灵性的遗言。他们在二十三岁这么年轻就要进入samadhis(三摩地，即境界)，因为没有人想去了解他们。太多的仪式
，太多的制约，过度的阅读，没有人想去了解他们在说甚么。每个人都以为：「我们了解一切。」他们就这样满足了。伽比尔(Ka
bira) 说过︰ Kaise samjhaun, sab jag andhaa ______「全世界都瞎了眼，我要怎样去解释呢。」 这就是我们在进化中要达成，要
跳进去的。所有的经典都说你要成为灵______不单是印度，每个地方都是。如果你学习「道」，如果你学习「禅」，如果你学习
犹太或基督教哲学，或是伊斯兰，每一处都说你要成为真我(Self)，你要取得真我的知识。当然，若有任何人这样说，那些执掌宗
教的人，事务的掌舵人，他们从中赚取金钱或制造权势，利用宗教来取得权力或钱财，他们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们就会说：「他
们是异端。这是亵渎罪。他们不具备特别的知识。」这就是他们惩罚人、烦扰人、折磨人的方式。不过，现在是时候让所有求道
者得到自觉______Atma sakshatkara。

昨天我告诉你它是怎样透过唤醒灵量来成就。人们写下各种各样关于灵量不实的荒唐事

情。我是你的母亲，我会把真理告诉你，我不会告诉你虚假的东西。即使你不喜欢，就让我告诉你吧，因为这是为了你的福祉，
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hita。

当灵量升起，她穿过你不同的能量中心，即精微的中心，并滋养它们。灵量穿透你的脑囟，把你

与无所不在的力量，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力量连上。跟着你从手上感受到我们叫作Chaitanya

lahari的生命能量。商羯罗大师(Adi

Shankaracharya)把它叫作“Saundarya lahari”，因为你可以用它来判断saundarya。他把它描述得很美妙。可是他们却不断折磨他
______想一想，像商羯罗大师这样的人______我是说我不知道要说甚么。他说出母亲这个秘密，还描述得那么美妙；为何要折磨
他？他犯了甚么错要受这种折磨？现在我们要捍卫真理，而且必须说：「母亲，我们要拥有真理，只要真理，不要别的。」 昨天
我告诉过你，Atma（真我、灵）是全能的神在我们心里的反映。除科学家「甚么都知道」这个正统科学制约外，这是现代科学制
约的新型态。我跟你说，他们甚么都不知道，真是荒唐。现在你看到有那么多的科学家踊跃地与你讨论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体
验过了，所以才接受。我告诉他们根轮，这个第一个轮穴，根轮是用碳原子造成的，因为它是用Prithvi（即土）元素造的……tatt
wa(原理)。如果你把碳原子拍下来造一个模型，再拍下相片，如果你从左面看往右面，就会看到“Aum”(唵)；如果你从右面看，在
左面会看到swastika(卐)；如果你从下往上看，会看到十字架。

对了，我真的要告诉你一位沃力克尔博士，他是位非常有名的医

生，或许因为他是印度人，才拿不到诺贝尔奖。他与三四个练习霎哈嘉瑜伽的科学家一起做实验，他们都这样说。它就是这样。
这些科学家只有那么一点儿知识，因为他们是从表面看事物，而你以霎哈嘉瑜伽则是从内在开始。每一个人都会说出同样的话，
因为……现在你看到我站在这里，穿着一件有红色饰边的白色纱丽；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感受到。我不需要告诉你，你知道
，你看到，你看到它，就是这样。 不过一旦你得到自觉，无论你在手上感受到甚么，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觉。即使你找来十个小孩
，蒙上他们的眼睛，再问他们：「这位先生有甚么病痛？」他们不知道是位女士还是位先生，因为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他们都
会……比如说，伸出这根手指。这是说他的喉轮不好。你问那个人：「你的喉咙有毛病吗？」「你怎么知道？」我们知道是因为
这根手指是克里希纳的手指，克里希纳的位置，就是喉咙。全部都有关连。神话并非全都是荒谬的。它有九成是确有其事。当然
有人掺进了一些荒谬的东西，可是有九成的神话，所谓的神话，是确有其事。 现在，我们到寺庙去。我们以为这是寺庙，到寺庙
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膜拜甚么，在膜拜谁，那些是甚么神祇，祂们在我们身上如何运作，住在我们内在哪
一处，祂们干甚么工作？怎么取悦祂们？我们甚么都不知道；可是你问那些外国人，他们甚么都知道。首先，他们受够了基督教
，此其一。他们就是受够了所有无聊的事情，因为他们很聪明，你看得出，他们的制约少得多。 他们开始想：「毕竟，我们不知
道为甚么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准备就绪。那时候，我们出口了很多假导师______向西方出口了很多假导师。感谢天，因为我
们穷，我们才得救______这可是个祝福。很多假导师因此走到哪里(西方)，赚了很多钱，我们在这里也有很多这种人。我是说我们

精于此道，制造了很多假导师。他们愚弄人，一个接一个，赚了很多钱。他们全是金钱导向的。 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他们全都曾经很霸道地挑衅我，因为我说过你不可以用神的名义来赚钱______那样做太过分了。「她怎能说你不能赚钱？」不
过现在好多了。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揭发，还有更多人会被揭发。我不需要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会被揭发，一个接一个。如果有
光，黑暗便会消失，这里的一切都要被揭发。 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没有任何争议；因为灵是全能神的反映，同一位神，祂
反映至高湿婆神(Sadashiva)，至高湿婆神旁观见证原初的母亲，即太初之母(Adi Shakti)的工作，祂只是这场戏剧的旁观者，只是
旁观见证。在你之内，祂以Atma（灵）来旁观见证，但是祂并不会进入你的注意力之中，祂就在哪里。祂的注意力是有限制的，
因为祂怎样也不想干涉你的自由。所以祂限制自己，只是静观。这就是「自主」，我们说的「自主神经系统」的「自主」，就是
灵。 现在，它是同一位至高湿婆神的反映。因此，所有的反映很自然都应该是一样的，他们的影响也应该是一样的。当然，在得
到自觉前，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只是反映在石头上，或者在墙上，也许在某些不透明的东西上。得到自觉后，你变成反映者，美
丽的反映者，它反映你。每一个人都反映相同的东西。所以Atma sakshatkara（自觉）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就是一开始，
他感到手上有凉风，凉风从他的脑囟渗出来。他们全都有相同的感觉，跟着他们感到能量中心，还能找出哪里不妥当。还有，他
们全部人都变得无思虑的觉醒，就是我们叫做nirvichara samadhi（无思虑的知觉）的第一阶段，一下子就成就了。 你可能会说：
「母亲，这是很困难的。这是怎会发生？以前人们要去喜马拉雅山才行。」好吧，没关系的，你不用去喜马拉雅山。那些日子都
过去了。毕竟，文明，这棵文明之树已经长得这么高大，它的根也必须生长；不然整个文明会垮掉。这是根源的知识，这就是为
甚么你必须变得精微，sukshma，才能了解这个知识。这只能在灵量升起，穿透你的脑囟，把你连接到那无所不在神的浩爱力量
时，才得以成真。 你第一个感受是集体意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灵。所以你能感受到另一个Atma(灵)，你能感受到另一个灵，感
受到另一个。你能感受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智，你能感受到一切。这是你从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取得的第一个质量，sa
muhik chetana。你在进化中取得的一切都显现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带一只狗或一匹马走过很肮脏的巷子，
牠们会毫不介意的走过去。可是对人类来说，要走过去就很困难了，因为在进化中，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展了嗅觉，发展了对
美丽的感觉。对，他们发展了这种感官，一旦他们发展了这种感官，结果是在进化中，在精微感官上，人类绝对是比动物优胜。
对一只狗，你在这里摆放甚么都不要紧，你怎样布置，穿甚么颜色的衣物，都不重要；但对我们这些却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感
官已经改善。感官有所改进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已经成为人类。 可是在人类的阶段，我们仍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
的脑袋发展了两个架构，被称为自我和超我，你也可以称它们为自我和制约。这两个架构在我们的脑袋中交叉并且钙化，使得我
们变成封闭的人格。当灵量升起，她通过在视神经交叉床的额轮，把这两个架构吸入，打开顶轮，灵量才能走出来。这是一个活
生生的过程，单凭你是不能做到。假设你要播种子，你不能把胚芽，Ankura拔出来，再把它塞回去，你不能使种子发芽生长。这
是个活生生的神、活生生的能量的活生生过程。请了解，当中有很大的区别。 灵量升起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她是你的母亲，她很
美妙地移动，不会干扰你。她非常了解她的孩子。这是她把自觉给你的机会。你的每一生她都一直爱你，她了解你的一切，知道
你所有的问题。你曾经像个顽皮的男孩______「不要紧。」她说：「这是把自觉给他们的机会。」就是她，美好地升起，把事情
成就，穿透。这全都发生了。

当她触碰到或穿透梵穴(

Brahmarandra)，至高湿婆神的宝座就在这里。祂的反映在这里，宝座却在这里。这是我们头脑里的peethas(宝座), 七个peethas
，轮穴则在下方。所以当她穿透它，实际上是我们触碰了至高湿婆神的莲足，那就是为甚么我们心里注意到灵。当我们注意到灵
，我们就得到开悟，注意力得到开悟，注意力因此变得非常地警觉，它知道一切。只是坐在这里，你便知道其他人在他们的轮穴
上做了些甚么。你不会讨论他们穿甚么衣服，他们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他们会看到自己轮穴的状态，出甚么问题。你只要坐在这
里，就能治疗他们，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一定要和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结为一体，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这样，便要花点时
间。 你先变得nirvichar, nirvichar samadhi（无思虑的入静状态），跟着你通过给予他人自觉来成就你的集体意识。你有权提升灵
量，用双手你就能提升灵量。在这里唱歌的人，他们有些人已经给上千人自觉，你也能这样做，因为现在你拥有力量。问题是皇
位已经赐予你，你亦已经安坐其上，也已经用漂亮的mukuta（即皇冠）来装饰你，可是你仍然不想相信自己已经当上国王，要怎
样你才会相信？ 所以第二点是自信，这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不相信自己已经得到自觉。然后「去做吧，去成就它吧。你已经成为
自己的导师，去做吧。」他们不能，他们害怕。这些可怕的骗子，他们没有自觉，没有知识，甚么都没有。他们成为死导师，却
有上千人追随他们，他们愚弄他们，从中赚钱，还糟蹋他们的生命。而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具有全部的知识，知晓一切，却仍是
很谦虚，很单纯。他们了解每一个人。任何人来到，他们了解：「啊，我们了解这个人。」他们不说出来，但却了解所有人。以
他们本身的科学，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是这样的。」他们了解。他们会集体地为那个人服务。你不会知道他们做了些甚么，它
会成就到。

灵的第二种本质是，它不单是集体的存在体，还是绝对的存在体。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_______这是好的，这

是坏的，这是这样那样的。它是绝对的存在体，像你把双手朝向一张照片：马上，如果那是由一个得到自觉的灵拍下的，你就会
感到生命能量。想一想任何人，他是个得到自觉的灵吗？只要伸出双手。有很多人……不相信神。如果祂是神，所谓的神，不相
信有神。我是说，这是最不科学的，假设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只需要问：「母亲，有神吗？」行了，他们取得生命能量。一切都
能够被证实。任何事物都有Pramaan
（即证据），到目前为止所提过的事物都有Pramaan。这是件发生在你身上的大事，就是你从生命能量(chaitanya)中取得 Prama
an(证据)。这个注意力(chitta)是那么专注、那么有活力、那么有效率，它也洁凈你。它知道你哪里出问题，哪个轮穴有阻塞，它
都会告诉你。 像我在德里的时候，他们带来三个男孩。「母亲，他们的额轮有阻塞。不知何故，我们怎样都不能清理它。」那是

说他们都自我中心。他们也说：「对，母亲，我们的额轮有阻塞，我们头痛。」 他们是自我中心，却不说自己是自我中心。他们
只会说：「对，母亲，我们的额轮有阻塞。请洁净它吧。」你自己在说：「我是自我中心。」因为痛楚，是自我带给你的痛楚；
所以：「母亲，帮我们洁净额轮，我们清理不了。」 「好的，来吧，我来洁净它吧。」 你开始评价自己。你知道自己有甚么地方
不妥当。「我的脐轮有阻塞，我这个轮穴有阻塞，那个轮穴有阻塞。」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他们都知道怎样去净化，怎样去清
理，怎样去成就，那么你便能洁净自己。不过，最厉害的洁净是当你与集体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生。 很多人用我的照片：「母亲，
我们做崇拜，坐下静坐；可是我还是有这个麻烦。」你必须在集体里，这是霎哈嘉瑜伽很重要的部分。因为现在，你看，你不用
到喜马拉雅山，不用跳进恒河里，不用断食，不用念诵任何Japaas (经文)，甚么也不用做。唯一要做的是：要集体合群。集体是
大能的注意力的海洋。一旦你处于集体中，便会得到洁净。像我的手指，假设，本来是好好的，假设有片指甲被剪下来丢掉，它
就不会再生长，没人会再注意它。所以你必须来集体。 就这样，自我出现，有些人是大人物，很富有，受过高深教育，又或是一
些政治家，你明白，大，大，大，大，大人物，他们感到抒尊降贵去一个简陋的地方是很困难的，那地方就是中心，他们只想去
一处为他们而设的皇宫，「不然我们又怎能去呢？」这是母亲的房子，即使你们的母亲也很谦逊，她没有太多的钱______「好吧
，不要紧，这是我母亲的房子。」他们不肯来，跟着他们便失去生命能量。这是很普遍的缺憾，特别在印度，不是西方，因为他
们知道自己已取得怎样宝贵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成就了甚么，就是Atma sakshatkara(自觉)。我明年会再来︰「母亲，我有
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在家中有静坐。」若你不来集体，你不能洁净自己，这是在霎哈嘉瑜伽唯一洁净自己，超越一切的途径
。 当灵量穿过额轮，你变得无思无虑，思绪升起又降下，另一个思绪升起又降下，有些思绪来自过去，有些来自未来，我们却不
在现在。若我说︰「你要活在当下。」你不能。这就是为甚么灵量被唤醒后，你的注意力会向内。这件纱丽就像灵量升上来_____
__看它就像这样散开。当灵量升起，它把注意力推向内，你的注意力就是这样向内，当它穿越，思绪间有一个叫作”vilamga”的空
隙______这个，当然，或许每个人都知道______在增长扩展，这是现在。所以你要在variamaan，即现在，我们必须在现在，那么
我们才能无思无虑。就像水波升起，跌下，你面对水。当你在水中，你会害怕，会恐惧。当你遇上问题，你会害怕，但若有人从
水中救起你，把你放在船上，你便会看到，你解决了你的问题；若你懂游泳，你便能跳下水拯救很多人。 你在三个阶段移动，你
只有在无思虑的知觉状态下才能成长，这种状态既能在集体又能在静坐中达成，为此你不用付费。有些介绍讲座是免费的，但第
二课则要付费，霎哈嘉瑜伽不是这样，这样荒唐的事情不会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它是实相，我们不能购买实相。事实上，神不懂
银行，不懂金钱，祂不明白任何关于钱的一切，祂不懂赚钱，这是你们要头痛的事情，不是祂。当然，若我要坐飞机，便要付费
，这是可以的。若要租用会堂，也要付费，是付钱租用会堂，不是付钱给神。至于唤醒，开悟，你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即使是为
了darshan(真身)，有人告诉我他们收取金钱，试想像，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钱，钱，钱，钱，钱。他们怎能升至灵的层次？我
们是那么简单，你要知道，bhaktas(虔敬)是那么简单。「好吧，你想要五卢比，我卖了介子给你，你想要这个，我给你这个。」
有个在美国的灵性导师，我想他拥有四十八辆劳斯莱斯，我也忘记了总数，他还想要多一辆，所以他告诉他的信徒︰「无论如何
，你们也要给我一辆劳斯莱斯，我才会来英国。」那些信徒只能吃马铃薯，还饿着。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问︰「你们在做甚么？为
甚么他想要劳斯莱斯？为甚么他对劳斯莱斯那么感兴趣？」
他说︰「你明白吗，我们只给他一件金属，他却给我们灵。」你可以想象吗？金属可以换取灵！他必定把某些bhoot badha(亡灵)
附在他们身上，英文是”spirit”。英语是很易误导人，因为”spirit”可以解作酒精，也可以解作”atma”(真我、灵)，也可以是”bhoot”(亡
灵)，我不知道他们说的”spirit”是那个意思。 若要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先要成为灵，只有这样才能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证明自
己︰「我是这样，我们那样。」这样不好，一无是处，因为给了你这个肉身。试想像上天的力量要做些甚么才能令你成为人类，
它是那么温柔，那么小心，那么漂亮的创造你成为人类。现在，你为甚么得到这个肉身？我们怎样运用这个肉身？我们必须提升
我们的人生，为了甚么？是否只为了保险？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些甚么，是为了某些原因，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 灵之光散发在注
意力中，注意力变得有生气，活跃，成就事情，它还很有警觉性，极之准时。注意力完全不会感到厌烦。人们不知道何谓沉闷，
沉闷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变得疲倦，这个注意力却是充满光辉，所以他们不懂甚么是沉闷。
灵的第二个本质是它告诉你真理，绝对的真理，只有真理，告诉这个chaitanya

lahiris(生命能量)会告诉你的一切，当你成熟，不

是之前，当你完全与它连上______若你只是部分连上，部分没有连上是不行的______是当你完全成熟，即是处于nirvikalpa(无疑惑
的知觉状态)。当你变成这样，你的注意力完全正确，你的生命能量完全妥当，报告是完全正确，那么你取得的资料便是百分百真
理，对任何人的真理。 就如我们想知道格涅沙，我们敬拜格涅沙，很多人拿祂来开玩笑，即使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你要明白，他
们不知道要说甚么，所以才会说些有关格涅沙的荒唐话，你要明白，这是罪。你可以问︰「母亲，Gauri Putra是否已经赐予根轮
，在我们身上？」当然，有自觉的人会感到巨大的生命能量，你们也一样。若你有疑问，若你敬拜格涅沙，你便会问这个问题；
若你敬拜毗湿奴，便会问那个问题；若你敬拜基督，就会问另一个问题；若你敬拜湿婆神，会问另一个问题。我们出了甚么毛病
，在没有连上，我们呼喊︰「湿婆神，湿婆神，湿婆神，湿婆神？」祂是否在你的口袋里？你又怎能只是……祂是我们的仆人或
甚么？ 若你已经得到自觉，只念诵一次祂的名字就够了。祂作出行动，因为我们在祂的国度里。在你们的国度里，在印度的国度
，就在这里，你可以呼喊任何人，不管如何，没有人会来，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当你开始呼喊神，若没有连上，是不会起作用。
若你连上，不单神祇会帮助你，找你麻烦的人也会妥当，不单如此，你的任何要求都会达成，它实实在在的在发生。各种manorat
has(即愿望和欲望)都会实现。无论你称呼它为开悟或实现，都是你的存有的完全实现。 灵的第三个本质是爱，因为它是爱，它给
你喜乐。但nirvaj______这爱没有任何要求，它只付出，那么舒服，美好的感觉。人有压力，当你做了各种荒唐的事情后，会感到

有压力，毫无疑问。当这里有个洞(hole)，压力便会消失，不再有压力了。我们不知道甚么是压力。人们不找医生，即使医生也不
找医生，他们来找我，我不是医生，他们却来找我，真的很惊讶。 这是后现代科学，后现代______越超现代科学。你知道吗，我
们是印度人，印度有这个文化遗产，我们却更相信英国的东西，英国服饰，英国的知识，因为我们只知道英语。那些懂法文的人
会相信法国。是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我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知识。我告诉你这不是新事物，霎哈嘉瑜
伽是很古老的______Nanaka sahaja Samadhi lago，每一个圣人都曾描述它。我们却这样那样做，各种仪式，karma kandis，这
些，那些。这样做不能给你最终，不能。我告诉你，这是真理，我们就是要成为的灵，它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其他的都在界
线之内。这是我们从所有经典，所有降世神祇，每一处取得的。让我们现在只想成为灵，让我们成为有自觉的灵，成为导师。
他们没有问题？

在给你们自觉前，我会回答一些好问题，若你想出去五分钟，你可以，再回来，其间可以提问题。

问题︰静坐时，我们是否把注意力放在头顶？

你不用放注意力在任何地方，你甚么也没有做，是灵量在升起，你不需要做甚么

，不要与你的注意力搏斗，它自会……自会处理，它知道自己的工作，这是重点。
问题︰那些神祇如格涅沙，摩诃毗湿奴等等有如经典里描述的形相吗？
问题︰又或祂们处于某种神秘的知觉状态附属于瑜伽的能量中心？

当然有！祂们是神祇。

当然祂们是，这些神祇在这里，格涅沙就像格涅沙，当然，

祂的颜色与其他的神祇不同______这要看情况。祂神秘的知觉状态与毗湿奴，或湿婆神也不同。祂做祂的工作，每一位神祇都完
美地掌握祂们负责的任务，祂们是有形相的，绝对是如你所知的形相，毫无疑问。我们是那么有福份！我是说，试想想，我要向
这些人谈及格涅沙，他们甚至不懂”G”这个字！它是否只是……？他们对祂一无所知，接着他们掌握了格涅沙。现在问问他们，他
们会告诉你所有轮穴，告诉你一切，所有这些知识都在这里，这个我们的国家，所有这些美丽的珠宝都在这里。
问题︰当我们与不熟悉霎哈嘉瑜伽的人一起时，我们能否只想象我们敬佩的玛塔吉的形相而不用把她的相片放在前面？

当然可

以，我的照片有时放在很可笑的地方，不应这样，这不合礼仪。我的照片应放在你和霎哈嘉瑜伽士一起的地方，或在你的房子，
你的家，不应每一处都用它。 问题︰这是很危险的问题！素食会否影响求道者(sadhana)？是否吃素比较好？ 无论我说甚么，你
都会生气！但我告诉你，在霎哈嘉瑜伽，你不应吃身躯比你大的动物。若你吃素，可以吃素；若你不吃素，也可以不吃素，要按
照你的性格而定。若你是偏右脉，最好吃素，若你是偏左脉，最好多吃蛋白质。我在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吃各种蛋白质。现
在印度人都不吃蛋白质，除了idli(一种南印度菜肴)，我不认为我们有吃蛋白质，还有，我们与大米一起吃。我认为印度人必须多
吃蛋白质，因为我们变得那么虚弱。就如我们害怕入息税，这种那种税，又加上我们很虚弱，因为我们吃得过于清淡，因此我们
要吃滋补的食物，特别是各种蛋白质。但不要吃体型大过我们的动物，就如有人吃马匹______我不知道他们还吃甚么，甚么也吃
，大象。 没有处方是适用于每一个人，要按照你的体质去吃，我是说当我这样说时，很多人不会再来霎哈嘉瑜伽，只想象一下，
他们因此失去atma sakshatkara(自觉)。我是说你怎会成为素食者？因为你妈妈是素食者，还是甚么原因？你从哪里学懂素食？就
如你是穆斯林，你会吃人的头颅！幸好你生于印度小区，但我们却太过分了。从早到晚，我是说这些仪式在马德拉斯是太多了，
他们还告诉我︰「母亲，霎哈嘉瑜伽永远不能在马德拉斯成就到。」 我问：「为什么？」 「因为那儿的人完全不霎哈嘉(sahaj__
____自然而然)。他们必须早上四时起床，洗澡，上庙宇，然后回家。如果他们一天没有这样做，便会整天疯疯癫癫，认为自己犯
下弥天大罪，这例行公事必须每天都做。」 霎哈嘉瑜伽是没有惯例的，它是个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是没有惯例。花儿想开就
开，何苦要以这些仪式来握杀自己？这是印度教的问题，基督徒也有相同的问题。我是说人人都在比试。神创造世界是要让我们
享受。我告诉你，如果你们能放弃这些规范，会非常轻松。忘记它吧！极其量，早上五分钟，晚上睡前十分钟，以霎哈嘉瑜伽方
式静坐就可以了。我们也有静坐中心，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这样。神自会为你们处理余下的事情。
sadhana(求道者)的最后觉醒是甚么？在头顶和手心感到能量后，怎样向那方向前进？

(这是个好的问题)-问题︰

十分好，森先生，那表示你已感受到它，

我很高兴。我是说你要到我们的集体静室去继续升进。我们不谈将来，只谈现在。你会渐渐惊叹自己的升进，怎样取得所有力量
。你自会了解，会赞叹和惊讶。有些人我一年后再重遇_______虽然我有很好的记忆力，但仍不能把他们认出。
这个男士在这里，他有些个人问题，可怜的家伙。他走到Navoli的哈达瑜伽(Hatha
Yoga)，他在受苦。哈达瑜伽是另一种可笑的东西。若你读过帕坦伽利(Patanjali)，便知道这是Ashtanga yoga(运动瑜伽)。这种练
习，做一点点是很重要的。任何人都可以教你哈达瑜伽。但是，除非他是有自觉的灵，否则他没有权力教你甚么。我今天要说的
是Nivichar

Samadhi(无思虑觉醒状态)，Nirvikalpa(无疑惑觉醒状态)

______全部都有记载下来。他称呼无所不在的力量为ritambara prAgnya。有些人教你︰「哈(ha)，达(tha)」，只是这样。人们都
疯疯癫癫狂跑狂跳，你变得偏右脉，患上心脏病。这个男士就有问题。但我向你保证，你会妥当。你要练习霎哈嘉瑜伽，这是很
简单的，它使你平衡，你会妥当。 练习哈达瑜伽，念诵腹轮中部口诀(Gayatri Mantra)，你便更偏向右脉。要学习你需要的。右脉
的人要有多点虔敬(bhakti)；左脉的则可练习哈达瑜伽。要令自己平衡，才会有喜乐。否则当你遇见哈达瑜伽士时，最好带备一支
撐篙；天晓得他会不会打你______像Duruwasha(一位臭名远播的臭脾气导师)。这些人很危险，他们不知道甚么是爱，甚么是母
亲，他们从不说爱。 问题︰自知之明是否练习唤醒灵量力量(kundalini shakti)的先决条件？ 不是。获得自觉后你会变得自知。甚
么也不需要。举个例，人们不断说：「你犯了罪，好吧，给我钱，你的罪就会清除。」我告诉你，把他交给警察吧。对我来说，
没有人是罪人，没有。你们是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罪人。你们没有犯任何罪，没有犯错，甚么也没有。你们只是弄错了一些事
情才走进黑暗；顶多说你们无知。但我不喜欢称呼任何人为罪人，除非他们是恶魔。当然恶魔确实存在，但他们已经被标明，你
们不用说出来，他们的确存在。 你要取得这个自知，我们却并未自知。自知之明是不能用行为来达到。当我们说：「我要有自知

，我要有自知，我要走进内在。」______我们怎样做？我们的自我？是真有其事的。当你们达到那状态______不是人的状态，是
瑜伽士的状态______在这状态你们便会有自知之明，会尊重自己，也会有尊严，你不会炫耀，不会变成低俗的人。 问题︰他说：
「母亲，我最近开始用霎哈嘉的方法静坐，我时常都感到很清新和美妙。老实说，虽然母亲说那能量是属于我的，但我之前从未
感觉到它。母亲，请你告诉我，我是否重新与神或力量的源头连上，因此我们常常感到充满能量。 当然，你感到是因为你已再连
上了，亳无疑问。你感觉不到能量，必定是你是个好人，当有阻塞，你才觉得有问题。如果一切很顺畅，你不会有甚么感觉。如
果你很顺畅地降落在霎哈嘉瑜伽，表示你是个善良、正直的好人。你很顺利地就降落了，没有障碍。你没有不平衡，你在中央，
没有问题。若果你有问题，灵量会升起又降下。因此你感觉不到。有问题的人有时会感到在不同位置有痛楚。但如果灵量只升起
，你便知道自己是正直的好人。

问题︰是否所有不能解释的问题都能用「神」这个字来解释？

不，不，不。在霎哈嘉瑜伽，一切都能解释，能验证(Pramana)。
问题︰有没有人曾看到，听到，感到或意会到他最终的控制人、主人、拥有人、决策人？
当然有！很多很多人，你不知道吗？很多人。

问题︰每个人的最终的权力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祂反映在每个人身上，但反映不是主体。不过，视乎反映者的状况，反映可以等同主体。
问题︰若某人已能领悟最终的真理，为何他仍会死？ 他问了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是这个男士问我这个问题，我请他先获得自觉。
他相当困惑。你看，现在︰「甚么是神？甚么是死亡？」你是谁？先找出答案。谁提出这个问题？……他在中脉的状态下发问吗
？噢，天呀！很有趣，他是在中脉的状态下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想得太多了。 问题︰说神是好的是否错呢？ 我想他过度阅
读，这才是问题。孩子，你先要知道实相，这些问题都会消失______无疑惑觉醒状态……。他现在想谈理想和典范之类的。
问题︰人只活一次是千真万确的……

错，谁告诉你？不是他。如果你相信这种说法我也没办法，但这并非事实。美善和正义并

非你求道的终点。正法(dharma)是平衡，它令你平衡。为何要平衡？为何要正法？我们会问：为甚么我们要遵守正法；为甚么不
能违反正法？为甚么不问这个问题？这是很合理的。为甚么要坚持正法、正法、正法？因为你们要升进。如果飞机不平衡，它又
怎能上升？如果它只懂平衡而不会上升，那么要飞机来有甚么用？
你要成为dharmateet。你要超越正法，超越时态_______即是gunateet

______当你超越后，正法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你不用告诉

自己：「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你就是不会这样做，试试吧。 以我为例：你们都知道我过着双重的生活。我的丈夫
是______你一定认识他______他是个大人物，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伴随着我的人生。当他来到英国，他们问他：「为甚么不与我们
一起跳舞？」

他说：「因为我太太不跳舞，我也不想跳舞。」他把所有事情都推在我身上，这是很好的逃避方法！

他们说：「不，不，带她来伦敦吧，她行的。如果你带她来伦敦，她会开始跳舞。」 他说：「即使带她到月球，她也不会跳！」
就是如此。正法是天生的，你就是不会这样做。不是因为制约，应该是______是霎哈嘉，自然而然______你只是不会这样做。「
不，我不会这么做。」你永不会做错事，因为你就是不会去做。要超越正法，即是正法已成为你的一部分。Gunateet是超越时态
：你不在右脉，不在左脉，不在中脉，而是超越它们。甚么是左、右、中，为何要停留在那里？______最好是超越它们。 这正发
生在你们身上。所以「只有这里才有正义的人。」很多正义的人来了又去了，影响不了大家。你们需要的是解放，是升进；这是
你们要成就的。「只是好人」______所谓好人；你不能树立美德，我告诉你，没有人想跟随有美德的人。
像在浦那，他们说：「人人都收贿款______他们只吃钱，从不吃食物。」
我说：「真的吗？」我告诉丈夫：「人人都吃钱」______他那时在伦敦。

他说：「你告诉他们『我丈夫从不收贿。』」

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丈夫从不收贿款。」 他们说：「为甚么他不收？谁叫他不收？」 一般来说，人们从不跟随诚实正直的人，
从不。他们通常只会追随有点像这样的人。原因是我们是来自动物阶段______能轻易的回去。一旦你得到自觉，要回去就很困难
了；即是说一旦花儿变成果实，再也不能变回花儿______就是这样简单。 你们来这儿，很好，很甜美，跟着取得自觉；然后我才
跟你们谈。你自己会说______看看在这里唱歌的人，有些曾是很严重的吸毒者！他们甚至看不见我。他们说：「我们看到光从你
身上走出来，但看不见你。」他们来时是处于昏迷的状态，一夜间，就结束了，那些酒鬼在一夜间完结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
从未告诉他们：「不要喝酒，不要……」我从不这么说。让你的灵的光进入，你便好了。我不用告诉你甚么，你自动戒掉所有坏
习惯。明白吗？因为当有光，黑暗就会消散。 只是正义是不足够的，你要超越它。 有人写信来说他的朋友有问题，他跌倒，遇到
意外。他应该找霎哈嘉瑜伽士帮助他。现在我不医治人，因为没有这个需要；我要做其他荒谬的事情。医治现在是霎哈嘉瑜伽士
来做。我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处理。你随便找任何人，他们都会乐意帮助你。
问题︰啊，这是个好问题______霎哈嘉瑜伽能否消除苦难和贫穷？我们可以摆脱贫穷吗？ 肯定可以______首先你要停止禁食。你
想禁食吗？神会说：「好，照办吧，你不会获得食物。」就是这样。你的愿望会实现。你想变成苦行者(sanyasi)？想穿破衣服？
好吧，给你贫穷。你想贫穷，毕竟是你的要求。你想受苦？「我们必须受苦。」有很多荒谬的说法：「你要受苦。」怎样做？「
我受苦。」好吧，如果你有这个要求，你就享受它吧。你想要富足，唤醒灵量后，你便会得到。你见到一个被称为脐轮的能量中
心，Lakshmi Narayana(拉希什米的一个形相)坐在哪里。当Lakshmi Narayana在你之内被唤醒，你怎会贫穷？ 金钱也有自己的问
题。你有财富，感到满足。但不要要求贫穷，不要这样要求。现在西方人有强烈愿望想贫穷；他们把穿的裤子叫作holey，因为裤
子有很多洞。他们穿烂裤子______在英国，试想像这么寒冷的国家，穿有洞的裤子，会弄至静脉曲张。那儿还有很多荒谬的折磨
，太多了。(很长的信______应该写短些。)这些事正在发生，这都是人要求的。因此，在美洲、英国、西班牙、法国也有经济衰退
。如果你想要贫穷，就会得到。

我想拉希什米的注意力已来到这儿。我想我们的政府开始有点见识，我肯定会成就到_______但

愿如此。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会很惊讶。例如，在英国有很多人失业，但却没有霎哈嘉瑜伽士失业，一个也没有。最少这家伙，最
少有一个……首先，他会来霎哈嘉瑜伽。

问题︰母亲，霎哈嘉瑜伽除了能令我们健康和喜乐，还有甚么？

一切_______整体。你想要甚么？请求吧，要对它有欲望______对一切。

他说还未向他解释。现在我给你们自觉，你会看到轮穴

是怎样打开。之后你们到静坐中心，便会知道一切，一年内你们都会成为导师。最重要是给自己时间，人们现在都很忙碌。你在
做甚么？有些女士告诉我她们忙于参加反璞归真派对！只有很少女士在这里，在马德拉斯，女士们必定是坐在庙宇里，剪发、剃
头。即使很有学识的女士也这样做。我是说为甚么，为甚么要剃头？神也有很多头发______你们不用剪它。真荒谬！女士应该比
男士更有力量(shakti

shali)，这些印度妇女的制约______天晓得。

问题︰好吧。我们现在……他在说：「我练习呼吸法(pranayama)四年了。没有跟老师学……。」

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没有

老师，有没有老师，练习呼吸法(pranayama)也是非常危险的。哈！如果你的肺有毛病，或一些特别的原因……你要明白，所有练
习(vyayamas)都有原因的，是为某个轮穴而做的。当灵量升起，假设她停在腹部，脐轮，你用呼吸法(pranayama)有甚么作用呢
？你要知道灵量在哪里。举个例：今天我坐车来，他们把车停在某处，接着停在另一处。车开动后，只有我才知道要在哪里停。
之前我又怎能知道？同样，当灵量上升_______动动脑筋！她停在某一点，你便应该知道做甚么练习来纠正它。这是很有科学理据
的。我们也有用这方法，但不会无时无刻从药盒里拿出所有药来吃。因此他们说自己出问题______你们当然会出问题……你也会
，很快会。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要明白，我们不单是肉体的存在体，不单活在生命力(prana)里______这是对的。我见过一些练习
呼吸法的人，如果他们结婚______感谢天，你未婚______他们会与太太离婚，因为没有爱。他们都是很乏味的人，绝对是枯燥的
人；他们的人生没有一点诗意。好吧，你们最好读些美丽的诗篇吧！

问题︰他说︰「可否说说甚么是右脉和左脉？」 这是个很

长的课题，如果你来霎哈嘉瑜伽，他们会告诉你。右脉是生理和情绪的能量，用于生理和_______对不起，生理和心理的工作。左
脉是情绪的能量。例如，练习呼吸法(pranayama)，他会偏向右脉______你这样做才会。
问题︰唤醒灵量之际，会不会感到恐惧？ 不会，你不会。她是你的母亲，她会承受一切问题。你出生时，母亲承担一切问题，一
切阵痛，她没有麻烦你，对吗？她，可怜的家伙，为你受苦。一旦你出生，她便甚么都忘记。「这是______我的孩子出生了，过
去的已经过去。」这就是灵量。你为何要害怕？有些人告诉你唤醒灵量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他们对此完全不了解。他们不想你获
得自觉。 他说得对， [问题：虽然有不少降世神祇和圣人，但邪魔自古至今仍然存在。] 对，但有解决的方法。为甚么不找方法去
驱走邪魔？一旦你是已得自觉的灵，邪魔就会跑掉______要跑掉的不是你。是时候全部邪魔都要跑掉，都要被消灭，被揭发，被
杀光。你可以做到。 像树木生长，万物都有它的时间规律。全部六个轮穴都会慢慢地稳固。第七个轮穴是顶轮，在霎哈嘉瑜伽里
打开了。整幅图画已经完成，霎哈嘉瑜伽士都清楚的知道，邪魔不能消灭霎哈嘉瑜伽士；即使邪魔也很清楚。若他们看到霎哈嘉
瑜伽士，就会跑掉。所以你不用担心。 相信我已经解答了你们大部分的疑问；还有一件事，我过去……有多少年？二十三年，二
十一年都在解答问题。现在我挺纯熟，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真的。但我要告诉你，这样不保证你可以得到觉醒。虽然我解答你的
问题，那只是思维上的特技，不代表我可以唤醒你的灵量或灵量会升起，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只是不想你们的思绪突然跳出来说
，你还没有问这个问题，你感到有压力。我因此回答你们。不然，我回答与否，不会有任何分别。那是很不同，不同的地带。 大
家都准备好获得自觉。那些昨天已有自觉的人会有更深的感受。我说过，不想要自觉的人，我不能勉强你______不能勉强。我想
所有西方来的霎哈嘉瑜伽士都要出去______是时候了，很抱歉。我知道你们想坐下来静坐，但你们会比其他人有更多静坐的机会
；因为时候到了，你们要收拾东西。好吧，看看他们，他们唱梵文歌。他们唱了整首“Ai Giri Nandini”，唱得很好。想想他们，你
能想象吗，这些人怎样学懂？他们是德国人，能想象到吗？他们不叫自己德国人，不。他们怎能做到？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英国
人住在这里三百年，却一句印地语也不懂。不知道他们做了些甚么。即使跟他们说Darwaza

Band

Kar

(即请关门)，你也要说：「There was a banker.」 看看他们！全都是Atma(灵)！他们比你们更懂得欣赏印度音乐、Kuchipudi舞(
印度一种古典舞蹈)，真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音乐来自Omkara(唵)。它会得到证实的，Brahman。我们应为自己是印度人而自豪
。我们的文化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要尊重和保存自己的文化。去问他们，他们会向你展示，告诉你他们在霎哈嘉瑜伽找到甚么
。 [这个问题是关于解脱。] 这就是解脱(moksha)吗？当然！这就是解脱了。「解脱」是你超越肉身、心理、情绪的存在体；你
不再牵涉其中。这就是解脱。藉着不牵涉，你所有的肉身、心理、情绪的问题都获得解决。你成为tattwa(原理)，Tattwamasi你成
为tattwa。“Aham Brahmasmi” ____你成为Brahma(创造神)。它就在四周____这是Brahma。即使你已经成为了也不会相信，我再
次告诉你。我是说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他们不相信自己就是这样。好吧，现在要明白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是活生生的过程
，是不可勉强的，它自会成就。你们都有权得到自觉，你们全部人____无论你是甚么种族，甚么宗教，甚么国家_____你是人类，
你们全都有这权利。 请你们脱下鞋子，把双脚放在大地之母上，因为她会吸掉我们的问题。两只……请脱下鞋子。(他听不懂我的
语言，对吗？)……双脚放在大地之母，双脚分开一点。静坐期间不要出外，就是这样……。
你们要走了；请你们先行吧。是坐飞机吗？……好吧，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可成就任何事，火车会等你们。
他们不想错过任何时刻，他们清楚每一刻的重要性，你能想象。 你要对自己真诚。请把双脚分开，保持着良好的感觉 - prasanna
bhave,

prasanna

chitt。不要生自己或别人气，只是prasanna。梵文的用字真美丽____

prasanna。请把双脚像这样分开放，保持着良好，美好的感觉。
首先我们会告诉你要按着哪个轮穴，怎样提升灵量。迟一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他会向你们展示怎样提升灵量。
如果你有……(请把它松开一点。)请把左手这样子朝向我……好。左手这样子朝向我，那帮助吸收能量，表达你们的愿望，因为左

边是愿望的力量，而右边是行动的力量。把你们的左手这样子朝向我，表示你们有获得自觉的愿望。把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就
如我告诉你，全能的神是以灵反映在我们的心里。若你成为灵，你就成为自己的导师。现在放下你的右手____我们只处理左边___
_你的左上腹。按大力一点。这是你的导师的能量中心。(可以吗？你听得到我吗？) 如果你是灵，你就是自己的导师。把右手放在
左上腹，这是你的导师的能量中心。(谁发出声音？他们听到我的话吗？不？不，太吵了。听得到我吗？好了，谢谢。)

把右手放

在左下腹，这是纯粹知识的能量中心。它在你的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中运作，以左腹轮彰显出来。你再把手放到左上腹。然后，
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再把手移到颈和肩膀交界处，头转向右。当你感到内疚，这能量中心就会有阻塞，你也会染上脊椎炎或咽
喉痛等等的可怕疾病。 现在请把右手放在前额，垂下头。你要原谅所有人，不用想要原谅谁。把右手按在后枕的位置；这是额轮
，前额轮和后额轮____即视觉神经。按着两旁。就是这个能量中心，因为你感到内疚；向神圣的力量恳求宽恕就可以了。头向后
仰。完全张开手，掌心放在脑囟上，taloo，即你儿时软骨的位置。尽量垂下头。用力按着，手指翘起；用力按着，慢慢顺时针转
动头皮七次。

就是这样做了。要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你要充满信心会得到自觉，有信心会得到自觉____(听到我吗？)

____充满信心。第二，(可以弄好它吗？)

____第二个条件是你不应为任何事情内疚。印度人没有西方人那么多内疚感。不感到内

疚是好事。不要听信任何人告诉你这是错的，你是这样子的____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有权批判你。请不要感到内疚，这是很重要
的。 第三个条件是你要原谅所有人。很多人说原谅人是很困难的，那是错的。我昨日已说过，你原谅与否，也没有作任何事。为
何不原谅人____我们只是被误导了。不用想要原谅谁，或要记着谁，只是垄统地说：「我宽恕所有人。」你会感到轻松得多。只
要这样说。那是谬误，你活在谬误之中。(听到我吗？可以。那边听到我吗？后边听到我吗？)
现在，闭上眼睛。你可以脱下眼镜，不用张开眼睛，除非我叫你这样做。请脱掉眼镜。如果你的颈或腰间的衣物束得紧，请……
如果你有任何东西____ (甚么事？) 如果你有任何东西____(我要继续，那只是开始) ____任何在你颈上或腰间的衣物，束得紧的，
你可以……如你有tawis或任何东西，请脱下它，那不太好。有导师或甚么人给你的mala，请脱下它，因为你来不是要作任何人的
奴隶，而是获得绝对的自由。 所有人闭上双眼。请闭上双眼。双脚平放在大地之母，记着，双脚要分开放，对了。现在，完全闭
上眼睛，不要张开眼睛。左手放在大腿上朝向我，右手按着心口。左手摊开朝向我，摊开朝向我。你可以放它在……。 灵是住在
心里的。请问我这个问题三次：「母亲，我是不是灵？」这是很基本的问题。请有自信地在心里问三次：「母亲，我是不是灵？
」这是事实：你是灵。这是一个关于你的事实。把右手放在上腹。要Prassana

Chitta……

不要过分认真。没有甚么需要认真。要知道，你要成为Prassana Chitta。忘记过去。现在，问另一个问题三次：「母亲，我是否
自己的导师？」问三次：「我是否自己的导师？」这能量中心是真正的导师创造出来，为了令你们能建立自己。 现在，把右手放
在左下腹。我不能强迫你接受纯粹的知识。其他的都不是纯粹(avidya)的知识；这才是纯粹(vidya)的知识。纯粹的知识，有vida，
才是知识。你要问六次：「母亲，可否给我纯粹的知识？」当你要求纯粹的知识，灵量便开始升起。现在，我们要以信心去滋养
上层的能量中心。把右手放在左上腹。充满信心地说十次：「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请充满信心地说。不要怀疑自己；你是
自己的导师。请把左手朝向我，朝向我。很多人的左手都没有朝向我。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真理是你不是这个肉身、这个心理、
这些情绪、这些制约、这个自我；而是纯粹的灵。请把手放在心脏位置，充满信心地说：「母亲，我是纯粹的灵。我是shuddha
atma。」充满信心地说。好好地提升，你看，不应这么低的，好好地提升，就像提升你的心。提升它。 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是爱
的力量，是知识的海洋，喜乐和慈爱的海洋，除此之外，它是宽恕的海洋，任何你认为你做错的事情都可轻易地溶化在这伟大的
海洋里。请把右手移到颈和肩膀交界处，按紧一点。在这里说十六次：「母亲，我并无内疚。」说十六次。「母亲，我是nirdosh
。我是完全nirdosh。」 我已经告诉你，无论你原谅别人与否，你也没有作任何事；那是谬误。当你不原谅人，你便是被误导，令
自己受苦；而那些折磨你的人会挺高兴的。现在把手放在前额，垂下头。垂下头，要从心里说，说多少次不要紧，若你不说，我
是不能令你的灵量穿过狭窄的额轮。所以请你们说：「母亲，我宽恕所有人。」不用刻意想着任何人。 现在，把手放到后枕位置
；头尽量仰后。不要感到内疚，不要计算你的过失，只为了满足自己，说：「上天的力量啊，如果我犯错，请原谅我。噢Brahma
chaitanya(生命能量)，如果我犯错，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请原谅我。」要从心里说，说多少次不要紧。 张开右手，把掌心按在
脑囟，即你儿时软骨的地方。手指尽量翘起。尽量垂下头。我不能强迫你获得自觉，你要自己要求。顺时针方向转动头皮七次，
说：「母亲，请给我自觉。」七次。不是移动手，是转动头皮。用力按着，手指翘起。翘起手指你才会感到压力。 请放下双手，
双手向着我，看着我，不要想。把右手向着我，垂下头，感觉一下。不要看其他人，只看着自己。看看有没有凉风从脑囟渗出来
，看看有没有凉风从脑囟出来。也可能会有热风；尤其是当你不宽恕人，就会有热风。所以你要宽恕。 把左手这样子向着我，垂
下头。不是头顶，离远一点；有些人离开很远也感觉到。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风从头顶出来。在脑囟，不是很后面或前面，而是
在脑囟，在taloo，明白吗？把右手向着我。哈！垂下头，垂下头。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教你们怎样做班丹(kavach)来保护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怎样提升灵量，很重要的，很简单____他也会教你们。把左手这样放在前面，右手做这动作，左手直上。你要_
___我会先示范，像这样。到头顶，打一个结。现在我们正式重新做一次。由这里开始，左手向上移。举高手结一个结来固定灵量
；然后，第二次。结第二个结。第三次要结三个结。请再做，一、二、三。完成！
说到班丹。为了保护自己，你们每天早上外出前要做斑丹，睡觉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儿才睡。把左手这样朝向我。这是Saadhe te
en……三圈半。你怎样给班丹？左手向着我，向着照片。右手这样子____我会先示范。然后这么升起它，拉下它____这是一半。
你再次回来____这是一。你再次升起它，再回来____这是二。你再次这样升起它，再回来____这是三。你只回来一半，因此是三
次半。这是班丹，是保护。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怎样用你手上的力量。 那些在手中或脑囟感到凉风或热风的人，请举起双手。所

有感觉到的人，请举起双手。他们的肝脏有点问题，但会解决的，不要紧。
马德拉斯(Madras)现已变成「Mother

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Raas」，即是说所有母亲已达到那个状态。愿神祝福你们。我一再叮嘱你们要谦卑，来我

们的中心。那儿有十分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会亲切地告诉你一切。请你们要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学懂一切。明年我
会再来马德拉斯。 愿神祝福你们。

1991-1209, 锡吕 力量 摩诃卡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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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 力量 摩诃卡利崇拜 印度班加罗尔1991年12月9日 你们现在全都来到班加罗尔(Bangalore)，你们昨天到过曾被Mahishasura
统治的迈索尔(Mysore)。这就是你们为何拿不到食物的原因，它越超你。在这种地方最好不要进食，对吗？这是一处很美丽的地
方，班加罗尔是很美丽，天气很好，你发现恶魔通常都住在这样的地方，就像浦那，你知道Rajneesh在那里，这里则是Mahishas
ura。他们通常想找一些冷的地方居住，因为他们的身体有太多热力。现在你也知道，这里还有一个恶魔要被揭露。为此，透过今
天的崇拜，我们应该能办到。 在往昔，当女神要对抗恶魔，恶魔并未像现在那样牵涉入人类。他们没有做导师或是什么。现在，
在斗争期，我们发现他们进入了求道者(sadhakas)、虔敬者的脑袋里。要移走他们很困难。一旦他们进入求道者的脑袋，求道者
便理所当然被附上，他们因此受苦，出各种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仍贴附着这个人，因为他们受催眠，受很深的催眠，催眠令他
们固执坚定，即使要死，仍不肯放弃他们的导师。重点是在斗争期有很多求道者，他们急于追寻，四处寻找任何能找到真理的途
径。你也知道，当市场有需求，便会有人出来推销，这就是为何这么多人出现，想把这些事物，这些把戏推销给人。他们大部分
都走到西方国家，因为那里的人有钱。感谢天，印度并不太富有，所以他们不能愚弄我们—特别在美国。美国人接受这些人就如
鱼喜欢水，非常简单。我到那里，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他们却充耳不闻。他们不理解任何不用花钱的东西。尽管如此，你们很
多人都能来到霎哈嘉瑜伽，取得实相，这是你的命运，一份来自前世的福份。你能清楚的看到，来到霎哈嘉瑜伽，现在你已经成
长了很多，变得那么成熟，也明白他人在做的事情是完全错的。 有人告诉我这个约翰童子(Boy John)((George)佐治)同性恋的不
当行为，他们还呼喊︰「罗摩万岁，克里希纳万岁。」全都是荒唐的事物。我发现这个故事在卡拉拉邦(Kerala)很普遍流行。他们
说，当克里希纳变成…我是说毗湿奴，当祂变成摩酰尼(Mohini)，祂有个从湿婆神而来的孩子，真荒谬。现在，穆滴(Murti)告诉我
，当我告诉你这个故事，你说︰「这是种亵渎，是种罪孽。」我也有同感。与毗湿奴这类神祇玩耍是很危险的，祂是很危险的神
祇。湿婆神最终也很危险，但要花点时间才会这样。就毗湿奴而言，我们要很小心，这种不当的行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
在他们身上。他们是那么愚蠢，很愚蠢。他们要判断衡量，若你做的事情是对他们好的，是受神所祝福的，为何你会染病。 有一
千万普通人走到一处荒谬的地方，做这种Ayappa事情。他们整月穿上黑衣，面上长满胡须，挨饥抵饿，一起走上千里，行各种苦
行一个月。十一个月里，他们做着这种事情，这种荒谬的事情。现在这种事情变成一种时尚，在卡拉拉邦，像慢跑或某些类似的
事情。这年，有一千万人做着这种荒谬愚蠢的事情。我是说即使在印度，也有这种愚人，你能看到这种情况。他们的数量不多，
我是说与美国相比，按比例。 在印度，我们很受仪式礼法限制，特别在南方，我们有很多仪式礼法。若你拿出一些手表，瑞士制
造的手表，或类似的东西，人们便大受吸引。对他们而言，你能拥有瑞士表是很了不起。他们都是单纯的人，不知道降世神祇不
会玩这种把戏，真理应建基在传统，在shastras。它不能越轨，任何越轨的事情，既是异端亦是亵渎。就如我那天告诉你，谈及
知识的人，像稣菲派，他们得到自觉，真正的稣菲派，他们被称为异端，被宗教赶走，还有基督教，早期的基督教，他们是真知
派，却被人叫作疯子、异端。 同样，跟随愚蠢的事物，跟随某些黑暗、负面的人，肯定是违反霎哈嘉瑜伽。有人会说这是异端，
这是亵渎。你现在知道是怎么样，我们要带来新法则。实际上，非霎哈嘉瑜伽士，若他们练习其他宗教，他们做的事情并不正确
。梵谛冈渐渐被揭露，基督教会也被揭露，即使在印度，很多这种组织也在被揭露，人们明白这是很错的。 这些想法实际是来自
降世神祇，像商揭罗大师说︰「Tatatkim,Tatakim,Tatatkim」—若你没有跟随你的导师，便”Tatatkim”。他们因此说，现在，导师
可以是来自监狱，可以是走私者，什么也可以，毫无个性的人—若你称呼他为导师，他便是导师。无论我们称呼某人…例如我们
称呼某人为导师，我们便贴附着他，「这是我的导师。」却没有人问，这个导师给你什么。你只是感到快乐，噢！很好，就像虫
黏贴着莲花说︰「噢！我们有莲花。」你又怎样，仍是一条虫，这些莲花对你又有何用，不管是莲花或是蛇，只有天知道。所以
没有谈自觉，没有谈灵量，没有谈升进，没有谈重生的导师，不可能是真正的导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就像我们也相信，例如
罗摩—「我相信罗摩。」那又怎样？你是否遵从罗摩或罗摩遵从你。「我相信基督」，那有怎样？你相信这样，你相信那样。当
人们说「我相信这个」，这是那么荒唐的想法，我仍不明白怎会这样，这代表什么。你相信基督，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做着各
种…但我「相信基督，相信神」。做着各种违反神圣的事情的同时，我相信。问题来了，「相信」是什么意思？就像「我相信这
是银的」，那又怎样，这是银的。什么令你相信，说你做了一些很不凡的事情。 这有何了不起？现在若你说我相信锡吕玛塔吉，
那又怎样。好吧，你相信我是因为某些经验，仍然是︰那又怎样？玛塔吉应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表达里，在你的行为里，在你
怎样对待他人，怎样互相了解，怎样相亲相爱。这些才能令人留下印象。人们说︰「好吧，我们找玛塔吉，向她祷告后便离开，
我们不会与她交谈。」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玛塔吉，就这样。 现在我们要明白，你相信霎哈嘉瑜伽，理所当然这是种坚信(shra
ddha)，我同意不是盲目的相信，但相信仍要渗透入你的存在体。这种相信要有行动，要显现成效，要在每一途径成就到。有人或
许说，我们相信玛塔吉，她成就万事万物，她会为我们虔敬(bhakti)，我要坐下，唱赞颂玛塔吉的歌或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什么
要来自我们，一旦它开始运作行动，所有魔鬼和恶魔都会消失，毋庸置疑。但我又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你要问︰「我做了
些什么？」若你制造这件器具，它却什么也没做，制造这件器具又有何用？现在你是灯，已被点亮，若灯只挂在某处而没有向任
何人发出光芒，它又有何用？当你向别人发光，以很纯真、很互动的方式，你发光不是只为想从中获利，或想炫耀，又或为着某
些荒唐的目的。 接着越轨开始，人们开始说︰「噢！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我们完全明白自己是神性手上的器具，我们只是享

受神性流通于我们，在我们身上运作，你不会感到疲倦，不会感到失望，也不会有任何麻烦。这种状况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你是
那么成熟，但我们仍要决定，我们现在要到印度取得整个旅程的喜乐。为何要这样，不是留给自己，而是与别人分享，这种喜乐
要与别人分享。除非你学懂这样，你的自我仍会一次又一次的回来。你也曾看过有些传扬霎哈嘉瑜伽的人怎样跌进一团糟的自我
中。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你越在神性上升进，便越成熟，你要非常小心。你看看树木，若只有树叶，昆虫便不会来；若有花朵，
昆虫便会来，令花朵结成果实。当这是果实，昆虫便会进来把果实吃掉。所以一旦你变成果实，你要非常小心没有昆虫能进入你
。相反，你有能力毁灭所有昆虫。就是这样，我要说，这是你们要到达的状态。一方面你毁灭昆虫，另一方面你能令人满足。 集
体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是你唯一能洁净自己的途径，但最重要是走出去，全力以赴，找出我能怎样传扬霎哈嘉瑜伽，能到
哪里去，我能去那条最近的村庄，能在哪里成就到。你越想这些事情便越好，而你亦开始向着这个方向迈进。一旦你向着这个方
向走，你会很惊讶，霎哈嘉瑜伽比你还要前，你会遇上需要的人，会得到需要的帮助。忽然你发觉一些人对你说︰「现在我能为
你做什么。」每一种帮助开始临到你身上，你在扩展自己，就像鸟儿伸展翅膀一样，接着你起飞。若你不扩展自己，只把霎哈嘉
瑜伽留给自己，它是成就不了。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也知道我也很爱你，但你是否想其他人也应分享这份爱，其他人也应拥有这
份爱。 当我们现在开始挣扎，我们也要与很困难的人一起挣扎，像我的兄弟，我兄弟的儿子…只是不要走近我，走开。「我」是
最困难的。你看在我的家庭，我不会触碰他们，因为一旦你走近我，他们便会坐在你的头上，或许他们会坐在霎哈嘉瑜伽士的头
上，没什么。所以不要走近人们，这是我的姊妹，她是我的嫂嫂，不要这样。你要做的是去看看什么是越超，你越能超越便越好
。你能清楚的看到，我们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这样做，我发觉那是一处没有价值的地方。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很少，很少霎哈嘉
瑜伽士，不管什么霎哈嘉瑜伽士在那里，都是不怎样好的瑜伽士。德里的霎哈嘉瑜伽士，马德拉斯(Madras)，班加罗尔，看看有
多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我在那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接近你的人，常常看不到你有何了不起。就如你走近一座大山，你看不到
这座山，你要走开一点，才能看到这座山。同样，若你想与某人一起工作，要明白你不能与他太亲近或与他有任何联系。一些不
认识的人，跟随他们对你会更好，他们会令你的注意力很紧，绝对是，不然你认识的人会麻烦你。 传扬霎哈嘉瑜伽有很多困难，
之前困难多得多，这些困难渐渐退去。很自然，比多马(Thomas)的年代好得多，因为他要把条约隐藏以免受人破坏，他认为有天
当救赎的日子来，这些条约便会再次展现。试想像，只四十八年前，现在应是五十二或五十年前，它被发现，之前并未被发现，
他要把它隐藏，现在我们不用隐藏，我们要全力以赴，要知道，要原谅，这样，你要明白，我们的地方是开放的，任何人也能进
来，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若你与人会面，你会发现有各种相反的意见。但不要紧，一切都能克服，但首先要克服的是你的
自发性，你的怠懒，那么它便会开始传播。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在俄罗斯，我们有数千人。但在每一处地方，
我们能有很多人，我肯定今年是很好的一年，他们预测霎哈嘉瑜伽今年会成长得很快。 我们就是这样开展今天，我只想告诉你，
你拥有力量，这个力量是在你能到达的范围内。他们说，我来这里之前的一天很冷，我说不用担忧，我没有做班丹或什么，我只
来这里，他们也知道，天气变得温和妥当，你穿上古尔达(Kurta pyjamas印度男性服饰)坐在这里，不然你便是穿上三件头服饰在
发抖。它就是这样成就，你要有这种奉献虔敬。所有surya(太阳)、chandra(月亮)、星星以及整个宇宙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看到
霎哈嘉瑜伽传播得很好，安顿得很好，能实现完成它的目标。每一种元素都在成就它，一切都在运作，生命能量以各种途径在四
周运作。 我知道你不是想我说服你。现在你要自己说服自己，你拥有所有力量。说实话，我是说我真的什么也没做。若我能做一
切，我就不需要它了，我会自己来做。是你要去做，你是我的渠道，你是力量的渠道。要以亲切的、漂亮的，感到满足的态度去
做。就如昨天，这个音乐家，他只想娱乐我，他想演奏，他自己也一样很享受。同样，我们要想去做，不用我告诉你，我肯定，
在每一处你工作的地方，每一个你遇见的人，你都能向他们谈霎哈嘉瑜伽，告诉他们，这能成就，能起作用。不管如何，在你背
后，诸神的整个力量，在霎哈嘉瑜伽前面走得很快的，是生命能量。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在迎上前，对吧，让他们不吃他们的食物
，就这样，组织它。一切都是那么漂亮的完成。看看这些安排，我是说我在想，这里人数那么少，马德拉斯只有约二十个霎哈嘉
瑜伽士，你相信吗，所有安排，这是怎能做到，怎能有这样的成效，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们有信心，
帮助你不会紧张，只往前走。因为你内在有力量，你拥有力量，拥有各种力量，我向你保证，你拥有一切力量。只要请求，你便
能拥有。不管你要求什么，你都会拥有，但不要迟疑。就如我前几天说，我求你坐上王位，把王冠放上头上，我也说你是国王，
但你却仍跑掉，不相信我，很惧怕的看着这一边，「我是否国王，我真的能当国王？」不能这样，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很高兴你
们全都来到这里，我们努力做任何能令你感到舒服的事情，为你提供一切所需。当然，你只是灵，你想找到你的灵的舒适。我知
道你在调整自己。每个人都很惊讶，来自西方只相信物质主义的人，怎会接受霎哈嘉瑜伽，他们颇惊讶。你们都是很甜美的人，
我想有某些很特别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透过神的恩典，我肯定你们都会成为霎哈嘉瑜伽的根基，以你们的智慧、信心、力量和
爱去建立霎哈嘉瑜伽的伟大的大楼。 今天我们会敬拜Shakti(力量)—很需要—Shakti摧毁所有魔鬼，所有恶魔的力量。这就是你今
天要敬拜的—即你内在和外在的力量。这是你要成就的欲望。所以我们今天要敬拜Shakti—摩诃卡利。 愿神祝福你们。 So, today
first we’ll have the washing of Feet and with that we’ll have one Atharva Shirsha we’ll do and then we can have thousand names,
which are made very easily compiled together by the noida people, which you can sing. That’s how we can worship the Shakti.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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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涅沙崇拜(摘要) 1992年2月 澳洲 柏斯 回到澳洲真开心。这里过去几天一直热得很，但现在下雨了，这实在是很需要的，因为你
们希望下雨，你们希望能凉快些，结果你们的愿望都达成了。跟着你们又担心，因为天雨，那些求道者不会来参加聚会。不过这
些都解决了，因为那只是个考验。如果那些人是真正的求道者，他们自会来，否则即使很多人来，但没有真正的求道者，那又有
甚么用呢？你们看，昨天来的人多好，他们冒雨老远跑来，他们都是真正的求道者。他们甚至不发问任何问题，可以想象吗？在
澳洲，我经常受到问题的轰炸......

但我能感到他们的恳切追求，于是我说：『问我些问题吧。』但往往没有一个人会发问。看，

在这短短的时间之中，我成就了多么多的事情。 聚会进行期间停了电，于是点燃了许多蜡烛。那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所有亡灵鬼
魂都被蜡烛烧溶了。当我进场时便发生了以上的效果，同时这事亦让我们知道，太依赖电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应该有些自
然的器具，我们应该有些油灯，一些比电更接近自然的东西。我告诉你们，这人工化的电会损害我们的眼睛......

它不但不给我们

光，还拿走我们眼里的光，所以过份倚赖电源，便会使我们变得像奴隶一般。如果住在一个较接近自然的环境，那是更好的。
生命能量（Param

Chaitanya）是神浩爱的力量，祂能使事物处于平衡状态。因此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要生活在平衡之中，才能

发挥那些生命能量。这个地方便是格涅沙之所在。格涅沙（Shri Ganesha）能恢复事物的平衡。当这个力量移向正确方向，便有
建设的力量，造就所有对生命重要的工作。当这个力量移向相反方向，便有毁灭的力量。这两个力量要在平衡之中，否则生命便
不可能持续。建设和毁灭这两个力量是要处于平衡的。 就好像在自然之中，所有创造出来的事物都会被毁灭，于是新事物才能继
续建设出来，跟着它们的部分又会被毁灭。所以说方死方生，并没有真正的死亡。试想像一下，如果曾活过的人一直活着，活到
今天，那么我们便不可能存在了......

有许多动物死了，牠们都变成了人类。许多人要死去，这样其他人才能到世上来。同时，你

也需要稍作休息，然后再回来。所以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改变，没有死亡，便没有生命，两者是要处于平衡。因此霎哈嘉瑜伽的
修习者应该不害怕死亡......
如果死了，那只是要转到来世的生命，中间他需要稍作休息，然后带着更大的热诚，更大的能量回到世上。 自然界中许多事物都
是完全在平衡状态之中的。如果平衡被打破，我们便无法存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格涅沙所造就的。祂掌管一切物质
界的事物，和那些你们创造的事物。就好像，第一个轮穴是由大地之母所创造的，而这个宇宙是由第二个轮穴所创造的。但第一
轮穴却是那个发出神圣光辉，带来吉祥好运，使事物恢复平衡的轮穴。 当一个人失去平衡，他会走向右边或左边。有些霎哈嘉瑜
伽修习者是非常有道德，十分正义的，但却没有爱。没有爱，公义便没有了意义。爱不是说你要牵挂着甚么东西，但你要有一种
不执着的爱，要有一种责任感。格涅沙在纯真轮（Mooladhara）的位置，就根轮来说，祂掌管着我们那里所有的知觉，特别是排
泄系统。所以我们不要凡事牵挂，也不是毫不关心，但却在两者平衡之中。这就是为甚么你们需要结婚，你们要有适当的物质生
活，你们要有正常的子女和合理的婚姻生活......

但爱要在这一切之中。要有夫妻间的爱，亲子间的爱和对每个人的爱。如果家庭

中有人失去平衡，整个家庭便会失去平衡。要使家庭甜蜜是种艺术，如果夫妇双方愿意，他们便能做到。我相信对于霎哈嘉瑜伽
的修习者来说那是不难的，因为你们都懂得平衡之道。 西方社会现在是不平衡的，因为有各种同性恋所引起的问题，还有那些因
修苦行，练习超觉静坐和其它那些不自然方法所产生的问题。处于平衡才是自然的，如果平衡丧失，你便会走向一边的极端，而
缺乏另一方面，这样那些人便要受苦了。 我们要向格涅沙这个轮穴学习如何处事。有时我们需要积累一些东西，然后要消耗它，
或者丢掉它。当我们遇见一些思潮时，我们只消化那些对我们有好处的，即含有生命能量的那些，其余的都丢掉。 例如，我们要
吸取天主教的好处，如对耶稣基督的崇拜，但却要丢掉没有意义的东西。基督徒都不遵守耶稣说不可有淫邪的眼睛的教训......
你们的子女会变得怎样呢？你们的社会会变得怎样呢？那些以奸淫为常事的社会是完全不平衡的，那完全违反耶稣基督的教导。
克里希纳（Shri Krishna）曾说，永恒的灵（the Spirit）就存在于每个人体内。换言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样，怎么可能有种
姓制度呢？你们可以依工作而区分种姓，但不可以依出生来区分种姓......

每个人都有永恒的灵在身体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升进。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祂从没说过只有男性有永恒的灵在内，而女性则没有。这些做法都与正法（Dharma），即平衡之道无关
。如果你处于中正平和，就是那个权衡两边的支点(Gravity Point)，不会走去两边。地心吸力或重力（Gravity）是从大地之母处来
的，而大地之母创造了格涅沙。这种重力在人类之中是非常自然的，毋须学习或去适应。 在孩童的阶段，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关于
这个平衡重力的知识，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何等尊贵，何等伟大，他们立刻能发展出一种高尚的品德。这种重力令你能吸引别人
。一个严肃的人不是说要整天拉长了脸......

那个重力的意思是说，你不会受外界的纷乱困扰。重力还有其他一些意思。你们可以

从格涅沙的特性看见，重力的意思是你处于中央。这个人可以明白一切，不会为外界困扰，不会遇见试探。他是自满自足的，不
要求任何东西，也不需要甚么，他不会去报复，他宽恕一切，因为他没有方法可以离开这种重力，他一定要在那里。这样的人不
会去报复或惩罚犯有过错的人，他只会同情怜悯那些人。 坚定不移的力量已足以吓怕他人，毁灭他人。这个人处于不会受外界纷
扰的地位，而其他人却走向灭亡，那何必要追逐他们，以至自己都走向灭亡呢？他只会想办法帮助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正走向堕
落。但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走向平衡，谁都不能勉强他。 格涅沙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平衡。凭借这重力，稳坐在母亲大地之上。澳洲
是格涅沙的所在，因此澳洲很自然地具有这种平衡。但事实上却没有。在霎哈嘉瑜伽传到澳洲之前，我看见的澳洲人都是酗酒，
谈些不相干的废话，握手时太过用力等等，他们好像甚么事也要大干一番。澳洲这块格涅沙之地应该与生命能量相应的。那些自

然界中的动物却在神的完全控制之下，牠们得到彻底的治疗。牠们不会争论，态度温文，不会搞小圈子。牠们只是生长，完全接
受上天的禀赋，快乐地生活。如果有一天牠们要被毁灭，牠们都能处之泰然。 在这片格涅沙之地，自然应该在你们之中，同时，
你的整个脾性都应该显示出，你是在平衡之中。但问题是在澳洲有许多小圈子，他们互相争吵，引起许多问题。在这片格涅沙之
地，是有许多左部仙众（Ganas）的，如果这些仙众互相争吵，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身体里面的抗体互相争吵，我们的身体
会变得怎么样呢？所以你们就好像是那些仙众一般，有许多受特别祝福的人生长在这个国家。同时你们看看，你们已成就了这许
多。如果你们要效法那些过份先进，已经失去平衡的国家，做些没有意义的事，那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有甚么用呢？在格涅沙的土
地上，你们要得到完全的平衡，这是我希望在澳洲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能够做到的。他们还要给整个世界格涅萨那种平衡的知觉
。 我们不要怨恨任何人，应常怀宽恕的心。英语不是一种很温文的语言，如果你们说错了些甚么，你们都不要介怀。英语是种很
幽默的语言，但有时候幽默会令你与别人分开......

这不是说你要对别人严词厉色，也不是对别人、对子女、对丈夫或太太漠不关

心。举一件小事来说，如果一个妻子发怒，不理睬丈夫，或相反丈夫不理睬妻子......

不照顾她，在霎哈嘉瑜伽，这形同一种罪恶

。这是错的，因为你们要处于平衡，和具有自然界的温文。你要说话温文，对人和善，你们要试试看，看你们能否这样做到。」
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我们要运用爱的力量。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力量。且看格涅沙，祂是多么温文，多么甜蜜，多么天真无邪。
祂的方法是很温文的，祂作用于你们，为你们做事。举个例子，你无法看见一枝花是怎么开的，你不能看见大自然事物的生长，
但这一切，都是格涅沙温文地造就的，祂甚至让世界上每一块树叶都不一样。当我们生长在格涅沙之地，我们应该要多么的温文
呢？当你们待人接物时，你们要非常温文，要表现得像格涅沙属下的仙众，这是我对澳洲的期望。 你们所有人都要学习如何变得
有爱心、态度温文、和顺和关心别人。许多很小的事情都能令人开心，而且是十分开心。我试过许多这样的方法，你们也要试试
，是很简单的。有一天我把一幅纱丽送给一位女士。她说：『母亲，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颜色？』我说：『因为我看见你经常
穿着这种颜色，所以我知道你喜欢。』她说：『你经常留意我吗？』我说：『当然，我经常留意你。』你们看，就是这样小的一
件事，这位女士很感动，她觉得原来母亲是有留意她。我其实有留意你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的一切，因为我是关心你们。我
紧张你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站在那里，有甚么问题，应该怎样做，你们每一个人喜欢甚么，不喜欢甚么。这样做不
会带来伤害，大家和睦亲善，便能知道问题的所在。 我说她希望温和地改正每一个人，但不要当面告诉他们。你可以为他们作灵
体保护。我们毋须担心要做甚么过激的行为，也不必当面告诉他们。静坐冥想可以帮助你们停在中央，但有时候人们却滑向两边
。当有危机的时候，你只需要站在那重力点上......
如果能够这样做到，那便没有问题了。我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看到任何危机......

我立即知道我是深深稳坐在我的重力点上，在

这个位置，我便可以把问题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便能解决那问题。你们毋须与别人比较，也不必认为得着甚么或失去甚么。你
完全主宰你自己，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没有妒忌，没有试探，你就是这样，不用担心。有些时候，领袖们会担心他们的领导才能
，其实所谓领袖只是个戏法。领导只是个游戏，如果你知道那只是场游戏，你便会做得好些。在霎哈嘉瑜伽，并没有等级之分。
我们是一体的。每个人都一样。 因此你们不要害怕当领袖...... 如果你站在那重力上，你可以做你的事情，领袖是会了解你的。只
要领袖也是站在重力上，他便能当领袖下去。但当离开那重力，他也会离开。因此，如果你站在那重力点上，没有人可以干扰你
。在霎哈嘉瑜伽，你不应害怕、担忧，因为你们都是一些圣人。所有那些左部仙众，那些天使，以及那无所不在的力量都在照顾
着你。这是格涅沙之地，所有事情都必能顺利完成。 那些困扰你们的人，那无所不在的力量自会对付他们，你们甚么也不用干。
你只要看看自己是否处于平衡，不过份牵挂，但也不是漠不关心，特别是对你们的家庭。有牵挂的爱是死亡的爱，因此你们要对
这种无执着的爱有适当的了解。你们要站在那重力上，关心每一个人。如果你发现某个人不妥，你也不要失去自己的平衡......
如果你自己也失去平衡，那么你如何挽救那个人呢？如果你保持平衡，你便不会有怨恨，愤怒，有贪婪......
或者想去竞争，因为你活在自己的尊严之中...... 你也不要别人夸赞，你只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你完全自满自足。 我们不要争取
来到我面前，那是自我在作祟。我不是任何私人可拥有的，我任何时候都开放给每一个人。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由于无知，由于你
们不在那个重力点。因此今天我们要在内心反省：我们的重力点在那里？而且我们要站稳在那里。 愿神祝福你们。 So today, to
begin with, we have this Ganesh puja where we all should, in our heart, think what is our gravity point and [on] that we have to
stand very firm. May God bless you.

1992-0220, 摩诃拉希什米力量崇拜(摘要)
View online.
摩诃拉希什米力量崇拜(摘要) 1992年2月20日 澳洲 布利斯本 Something wrong. Who has made those with the things…You
should put more of cotton in that, you see, slips back. Can you get it done by the…For pujas you must use Indian girls, [is] better.
They know all these things better you see. They said that, “Nobody asked us.” So they just sit on the fence (laughing). They
would think that, “We should not come forward, because they’ll think these people are talking too much, these Indians,” So, I
mean, when they have to come they should come. You can see, yesterday’s film, that we have a tradition, you see, we know all
these things, isn’t it? This has been there in that country, so they should tell you, and you should not mind that. They also have
the same fear as you have that they will say, “You have an ego”. I don’t know how to go about with anything It’s quite warm. It’s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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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中脉力量的崇拜，这使我们明白「普世无玷正法」(Vishwa Nirmala Dharma)的真谛。「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在我们每个人的
中央。当你们对那虚假的事、作伪的人感到烦厌，你们便会作内在的追求。如此一种新的人便诞生，我们称他们为求道者(Sadha
kas)。这种人跟别的人很不同，他们希望追求真理。你们便是这一类人，因此你们成为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 我们追求的力量
来自过去的生命，也来自今生的生命。例如，有些人生长在富贵之家，却对财富感到厌倦。有些人生长在印度，那里有追求真理
的传统。他们普遍认为追求金钱，追求权力只会带来虚幻，于是他们便从文化中接受到一些好的制约。有时候追求真理变成是一
种潮流，但这会是危险的，这类人很易迷失。那些吸食药物的人也可能是真理的追求者，他们不是因为潮流而服食药物，而是因
为他们希望找到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这个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是与生俱来的。祂表现出来，除了眼前以外还有别的......。每个国家
的文化制约都能阻碍霎哈嘉瑜伽在一个人之中及外在的发展。」 要了解摩诃拉希什米原理，我们要知道体内还有其他两条通道，
这要看你在此生的生活背景。「因为你过去生命的背景，使你在今生走上正道，但过去的生命会被今生的生命所掩盖......社会在许
多方面都控制着你。」许多来到聚会的人，都是历世追求的求道者，但由于他们左边或右边的积习，他们也许不会留下来练习霎
哈嘉瑜伽。一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要经常内省，才能保持他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健全。」审评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去感应一下自己
的能量。如果我们太倾向左边或右边，我们便感应不到生命能量。因为我们的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不起作用，使我们像出了轨那般
。我们要小心那些令我们出轨的思想制约。我们要毫不执着，静观一切，去观察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 我们要知道，如果有身
体上的问题，那表示我们不在中央了。我们应该可以彻底治疗自己。我们应该在平安之中，不会愤怒。一个处在中央的人有时会
扮得愤怒的样子，但其实他并没有发怒，他不会陷于愤怒或其他情绪之中。你要肯定知道你是毫无执着的......你要成为你自己，那
么，你便是自己的导师，知道自己要到那里去。如果你还是走向左边或右边，那么你还不是很好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还没有
多大进步。 摩诃拉希什米健全的第一个标准是你要有健全的体魄。你要感到健康愉快，不会经常埋怨身体有痛楚。第二，如果我
们的注意力在中央，我们是越来越接近自然的，接近自然的运作，我们享受创造的一切。那种喜悦是深刻和愉快的，能令我们进
入无思无虑的入静状态。 我们不应斥责任何宗教，只有那不遵行宗教的教导，不是自觉的灵的人，才会宣称自己多么具有宗教情
操。我们可以斥责教会，但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圣经，绝对不要这样做。我们会自动尊敬，而不会谴责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
先知或降世神祇。不要对任何宗教有恶意，到目前为止，任何宗教都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些人，他们利用宗教去得到金钱或权力
。普世无玷正法是建筑在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之上，是一切宗教本质，是一切宗教的真理。 在圣经之中，保罗对基督教造成极大的
混淆。他开始那种毫无意义的忏悔认罪，令人有很重的罪疚感。他视妇女如无物，他甚至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权利这样做。
他像狂人般，希望获得权力，于是他组织了基督教。耶稣从没有说过你们要组织基督教，也没有说过你们要认罪忏悔。他一直都
是说，你们要宽恕别人。 耶稣基督在短短几年中告诉世人真理，但一经诠释，问题便出现了。所以在霎哈嘉瑜伽，我所说的一切
，他们都不用诠释，他们知道我确实要说些甚么。如果他们开始去诠释，那他们便出现问题了。你们不能诠释我。无论我说甚么
，我都是用非常显浅的英语说的......没有甚么好诠释，我说的话都是直截了当，不需要甚么诠释。那些以为自己的头脑可以诠释我
说话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头脑并不足以诠释我的话，这样做只表示他们不在中央。 当我们讲解霎哈嘉瑜伽的时候，我们要很小
心，不要变得自我中心，或者说些我没有讲过的话。那些还未巩固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可以帮助别人得到自觉，但不要谈论霎哈
嘉瑜伽。同时，那个给你自觉的人也不是你的导师，不用对他人有任何义务。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追随那人或那群人走向左边或
右边。如果你一旦越出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你便会被周围的负面力量逮住，会变得比普通人还不如。
我们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属于普世无玷正法(Vishwa Nirmala Dharma) 。我们是宇宙整体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已进入了永生
，已进入了无穷无限。就好像一朵出于污泥的莲花，最终它会开出很干净的花朵。它散发出花香，感染周遭，甚至污泥也蒙上香
气，这便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个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不只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整个世界。我们要改造整个种族，整个社会，让
人们都得到启发。我们要站稳在真理和爱之中，我们要有仁爱之心。 我们要成为灵性上装备良好的人，我们要观察自己。我们要
坚定如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吓退我们。我们要愿望有良好的能量，清洁的轮穴，处于中正平衡。我们不应害怕面对自己的问题
，我们要盼望成为洁净和巩固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有许多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是可以升得很高，但他们的愿力还未完全表现出
来。我已告诉过你们，有许多事情便是这样霉坏了。 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在我们之中，滋养着我们并使我们获得平衡。祂是那造就

一切的力量，带来神的爱，智慧以及真理，使我们在祂之中生长。有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你们都可以做到，便是把注意力放在我
的灵量上。你们便会进入无思无虑的入静状态，那些问题都会得以解决。那时你的自我便会减退，因为你知道是母亲造就这一切
的工作。你自己没有做过些甚么，因此有甚么可以值得自豪呢？同时你的超我亦会退缩，因为我的灵量是完全纯洁的。她不执着
于任何人，甚至不曾执着于霎哈嘉瑜伽......灵量的工作是去滋养每一样事件，如果她滋养某件事物，那是好的，如果她不滋养某件
事物，那也是好的。 这决定于你希望得到些甚么。没有人要勉强你做任何事。那灵量像恒河般流动着，如果你愿意，她亦会流经
你。崇拜是一种愿力，也是一种喜乐。那是如此美好，以至我们忘形于其间，无复思考。而这便是最高的委身，最高的境界，你
与上天完全合一，在喜乐的海洋中畅泳。 我们要保存那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经常观察着祂。摩诃拉希什米会带来许多许多的祝福
，不可能一次讲完，但其中最大的是一种完全的内在满足感，你能满足于自己的灵体。当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进入我们的大脑，那
宇宙大我(Virata) 便显现出来，使我们变得很合群。那时我们再不会理会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肤色是黑是白，我们过去信过甚么
宗教。当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启发了我们的自觉轮，喜悦便来自中脉的力量。那种感受是整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我们与整体合一
，我们属于那个整体。这种宇宙大我的感觉，成为宇宙一部分的感觉，使我们在完全的平安之中，在完全的保障之中。顺服于摩
诃拉希什米原理的意思是我们要捐弃我们的自我和超我，正因为此，我们可见摩诃拉希什米是多么的重要。 May God bless you
all.

1992-0227, 到达Burwood 灵舍时的讲话
View online.
到达Burwood 灵舍时的讲话 1992年2月27日 澳洲悉尼 我发现到一件微妙的事，就是你们总是说：“母亲这样说，母亲那样说”，从
霎哈嘉瑜伽中制造出一种原教旨东西。这不妥当，你不该说：“母亲这样说”，完全没必要，为何要说？你们都有自由，绝对的自由
，因为你们都是灵，你可以自己去验证，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你犯了错，也可以被纠正。 但首先你必须成长，更深
入你的灵，以至你完全脱离你的制约及自我。到那时，没有任何事，能令你藉由“母亲这样说”来局限自己。况且无论我讲过什么，
你都应该了解其义。例如曾经有人告诉我，他以往冥想半小时，但有人说“母亲说过你该冥想五分钟、十分钟”，因此他停止较长时
间的冥想。我回应：“那是最低限度，我说过你该冥想至少五分钟，这并不代表你不可以冥想半小时。”你看，这就是人们如何互相
纠正：“母亲这样说过，在一九七五年或某某年里。”不该那样，这么一来，你又将变成原教旨主义者。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他
们总是引述《圣经》或某本经书，然后制造出原教旨主义。所以不要那样做，最好是你自己去了解所写过的、所讲述的内容，并
尝试将其与你的智慧相联系，这样你就会明了。 有很多类似的事在发生，我也曾讲过我们必须照顾好孩子，要为孩子做所需做的
事，孩子都属于你们。但这不代表父母可以把孩子留给其他瑜伽士看管：“好啦，你来打点一切。”比如说，当父母下班回来，感到
疲惫时，就把孩子都交给他人照顾，“现在来吧，做这个，做那个。”。这是不对的。他们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你们
必须照顾自己的孩子，你们不该把责任推给他人。若是周六周日，可让孩子跟其他人一起游戏或做点什么，但不能因为一位瑜伽
士住在灵舍里，就将孩子交给他来看管。这不妥当。或假设明天你会说：“你来打扫我的房间，因为我有孩子要照顾。”。这不妥当
。打理你的房间、照顾你自己的孩子，都是你的责任。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听说人们总是说：“母亲这样说，母亲那样说。”我

想，霎哈嘉瑜伽会变成另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吗？并非如此，霎哈嘉瑜伽是螺旋式的，螺旋虽有初始，但终结为永恒。你要往
前行，否则你若这样限制自己，后果会是如何？我绝不想限制你，你们的灵魂都已觉醒（realized
soul），你们都是圣人。获取你们的力量吧。 唯一要做的是，首先深入你的灵，并自己去验证。你要明白，知识是多么广泛，我
从来没说过：“不要阅读其他书籍”，从没这样说过。他们说：“母亲说过不要阅读其他的书”，我怎么可能说出这么荒谬的话？我从
来没那样说过。你应该阅读，并且任何你所需要的，都应当有选择性地（阅读）。你自己去看什么是好、什么是你该拥有的。我
也没说过所有的流行音乐都不好，我说过有一些流行音乐非常差，那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不强迫你，而是让你自己决定你喜欢
什么、不喜欢什么。藉由这样，你将能审视你自己。所有这类引述“母亲这样说”，都是错误的行为方式，你根本不该跟从。没有人
有权说这些话。如果任何人说：“母亲这样说”，那么你应该保持沉默，你自己可以查询。“《圣经》这样说”，人人都能阅读《圣经
》，没必要去引用《圣经》这样说，我们自己会看《圣经》。 否则，你们与其他人、其他宗教、即那些停滞于原教旨主义的人又
有何区别？明白这点很重要的。我得知尤其是在澳洲见到，人们非常“章法一致的杂乱无章” (systematically unsystematic)，他们
会说：“这是母亲说过的。”我不想把你放入任何套子里，不。你必须长出翅膀，现在我已将你的根基打好，接着这棵树必须长大。
树必须拥有所有的自由去成长，这点你得记住，就是你们全都很聪明，全都是灵魂已觉醒的人（realized
soul），全都有生命能量。 有时候，一些负面力量可能会突然袭击，来攻击你使你误入歧途。此时，你要思考并请教你的集体负
责人。你尽管去请教他们，或者你来请教我，我随时欢迎你。有许多人说过，他们对我有畏惧感。我不是那么吓人吧，是吗？你
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若联系不到我，可以写信给我。你为何不写信给我？我收到所有的信函，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查阅它们。
有时我会推迟一点，但没关系，我会浏览一遍。如有需要跟进的，我会立即回复，或想办法解决它。至少你不该对我有所顾忌或
畏惧，每当你和我在一起时。我是你的母亲。你可以告诉我一切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它。否则，霎哈嘉瑜伽会完全地消失在荒
谬当中，本不该这样的。 我们必须绝对毫无畏惧。首先，这种畏惧感确实存在于澳洲，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又不在监狱里，有什
么要那么害怕？它历来就存在，如今你要忘掉它。做个非常自由的人。任何想跟我说话或想见我的人，我都跟他交谈，没什么要
保留的。只要你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以及你有冥想，那你就没事。如有需要，我肯定会见你，或者我一定会收到你的信，我肯
定会回复，尽我一切能力帮你。因为，对我来说你们非常珍贵。你绝不应该往那方面想，因为你的畏惧感令我十分惊讶，我不明
白。我绝不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我是非常宽容的。但当然，如果有人想使用密派方术，并使用在别人身上，那是必然要公开的
事，我会说某某人出现了问题。不是暗地里，我不会叫他们进房间然后告知他们不该那样做。我公开告诉大家，某某人应当被憎
厌、被放弃。 当然，你也不应该超越你的界限：一直向我提问，或讲些没必要的事，或对我讲太多话。无需这样。有时，他们提
出很好的问题，他们提出来的可能是那些连我都没有提过的事，所以提问题也是挺好的事。你们可以自由地提问，我从来没有说
过 ：“不要问我问题”，但是问题要明智。像某一天，我们看了部影片，那部片子叫什么？“亨利五世”(Henry the Fifth)。你看，他
战胜法国的故事简直是个奇迹。有人问我：“母亲，这个奇迹怎么发生？”我说：“因为英国是湿婆神的国度，没人能战胜它，这是
事实。”但这不表示他们应当失去理智。在湿婆神的一生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生世世，湿婆神赐予了许多罗剎魔(rakshasas)
祝福。拉伐纳(Ravana)被祂祝福，许多人受祂祝福，因为湿婆神是那么纯真。祂没想过这个人会给其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就这样
，祂一直在赐予祝福。很多人受惠于祂，有些英国的罗剎魔肯定也被祂祝福了。这些罗剎魔征服了我们，折磨了我们，在印度、
在地球上干尽一切（坏事）。然而，那个国家仍是不能被征服的，因为它是湿婆神的地方。但这就令到他们变得更加傲慢。现在
，许多问题正步向他们，逼紧他们，我想他们过一段时间之后会醒悟过来。他们只因为在湿婆神的庇护下，变得有点傲慢，忘了

什么是道德正法。这个是他们必须学懂的。 而在这里，则是畏惧感。我只关心畏惧这部分，这是我不能明白的事。你应当没有任
何畏惧。你随时可以告诉你的集体负责人，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随时可以告诉我你的问题。我们都是敞开心扉的人，我们要打
开我们的心。当然，如果你做错了什么，那么我必须得说。因为，如果你犯错，我不可能对你说：“好，你入地狱。”我不能这么说
。我必须告诉你：“这是错的，你不该这样犯错，你必须醒悟过来。”

我当然很关心你们，你们每个人。如果你有问题，我会尽力

寻找解决的方案，任何可使用的方法；因为我希望你们成为快乐的人，充满喜悦。如今，你应该获得前几世修来的福报，这就是
你所得到的。你要明白，我们的社会与别人的不同。否则，我们会变成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或霎哈
嘉瑜伽原教旨主义者一样！ 所以，自由一直都存在。此外，你可以阅读些书，为何现在不读？奥地利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你看
，他们每日都冥想，每早都冥想，而且我看到他们取得很好的成绩。例如，他们正在研究些书籍，现时是《可兰经》这本书。他
们阅读《可兰经》，了解《可兰经》和《圣经》里的内容，这个那个，他们试图找出里面的错误，谁编写了《圣经》，为何这个
错误会被放入里面。他们以我为模范—如果我绝不会说这些话，那耶稣怎么可能会说这些话？但他们就是这样，尽力去阅读。我
们必须成为学者，成为真正的学者，要阅读；你不该做个平庸之辈。我们也应该要（工作），无论什么工种...比如我们那位Pat戒
掉了毒品等，我说：“Pat，你必须正经地找份工作。”后来，他开始从事水管工作和其他，我告诉他：“你要学到底，你应当成为这
方面的能手，你应当精通于这些知识。”我会鼓励你尽可能不要做个凡夫俗子，不该有平庸心态。你必须多读些书，必须去理解，
你们要有一些懂得解释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分子。只有一两个人能谈论霎哈嘉瑜伽，其他人却不能，这不妥当。 因此，敞开自己的
心。你如果一直担心，自己是否会留在霎哈嘉瑜伽，是否会被抛出去，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成功。你不应该有任何恐惧。有很多书
你可以去阅读，从其他书和其他事物中找出答案，并且成长。你必须在你做的任何事情当中去成长。我刚说到，如果你做艺术品
，或绘画或其他，你必须成为其大师。你所做的如果只是普通平常的作品，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们都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因为你们有能力这么做。你们可以做到，因为你们已得到唤醒，所有的大能都流进你之内。使用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那你
们为何不去做呢？ 所以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不仅会有原教旨主义，而且会有一个静态不变的社会，这样不会成长。我们很享受
，但我们必须成长，我们必须学习更多，我们必须了解更多，思考更多。我意思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
报纸，现在举手来看？每个人都必须阅读报纸并讨论世界问题。你知道，任何你所想的将会实现。讨论目前所发生的情况。你必
须阅读报纸，了解当今世界的问题，哪里发生了什么问题。无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它都会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阅读，你看
，现在以色列发生什么事，贝克先生在那里怎样了，所有这些。 同样的，你应该充分准备好自己，你应该知道别的地方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别看些毫无意义的绯闻，而是阅读些有价值的社论或类似内容。另外，你应该找一些书。我们真的需要知识分子，那
些能够面对明日世界、告诉社会什么是霎哈嘉瑜伽的人，但不是为了炫耀。有些人习惯炫耀自己的知识，他们知道这个，知道那
个，就跳上舞台。不是那样，这是你内在的一种深刻理解。凡是你所知道的，你必须要有内在的深刻理解。如今，你要将他人所
说带入霎哈嘉瑜伽的模式中，好吗？这些人在讲什么，对了，这就是霎哈嘉瑜伽的模式。 此外，在这次湿婆神普祭里，我将告诉
你一些相关的技巧。但无论如何，你必须学会写作，每个灵舍里都必须有书籍，你必须有书，必须阅读，必须彼此讨论和交谈。
我告诉过你，我从来没学过英语，因为我父亲将我们送到方言学校，所以我甚至不能学习梵文或英文。但我是一个读书人，在我
的家庭里，大家都是。你看我们有个巨大的图书馆，我父亲会问我们：“记得《薄伽梵歌》(Gita)里这一章吗？”然后，他便会谈论
起来：“这是什么？”如此这般，大脑也会得到发展，并且注意力转移到明智的事情上，本就应该这样。你们都应该这样做，而并非
：

“朗读第一页，第一行”，然后手指指着说：“现在读另一行。”不是那样。而是你的灵之光(Light

Spirit)要照落在那个想法上，且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将它带到霎哈嘉瑜伽的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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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希望你真的

变得非常非常大胆。但对于那些只想炫耀、想掌控、或想在台上主导的人，我会纠正。但你不必担心他们，你只看顾自己的发展
、你进步了多少。有很多东西需要学，需要了解。 你也不应该无缘无故感到内疚。我的意思是，不管我说了什么，你便开始感到
内疚，这是非常错误的。我说这些绝不是要惩罚你！我只是说说，你真的必须摆脱这些畏惧，要完全无所畏惧。 你不知道，我们
是新世界、新时代和新社会的创造者。我们是非常伟大的人，不是普通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项重大革命。就如刚才他们通知
我来自奥地利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可以去发表论文 — 他们原本想进行反对天主教会的示威游行。我说：“不要这样做，你只要写
篇文章刊登，然后到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分发。”他们照着做。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之后，如今那个村庄正在进行反对天主教会的
示威游行…… 你们的孩子中有谁得了肝炎？ 是谁？是谁？是她？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某人告诉Marcus说学校里有孩子患上肝炎
，是这女孩吗？她还好，你明白那是医生所说的。他们问：“我们是否要通知这家长？”他们说：“不用，没什么严重的。”过两三天
就没事了。最好不要通知，因为.....“过来这儿！”所以最好不用做。她现在没事了。一旦事情结束了，你便可以通知他们的父母，
否则他们会很心烦。所以我说没问题的，因为你看如果孩子每次生病就两三天，你不需要让父母感到紧张。但是有人被告知。我
不知道，她父母在哪里？有人告知Marcus这孩子患有肝炎。在学校。她没去印度吧，不是吗？她仍然患上肝炎，所以这与任何事
无关。世界各地人都患上肝炎，这是一波的肝炎病毒感染。她现在没事了。有人通知了Marcus，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学校里有
谁。所以有一些 ……间谍。没关系！这次我不能做太多。 …若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将其写下并寄送给我，若有明智的问题我会
考虑的，我也会为孩子们做些事。比如怎样使他们彼此之间更加满足，而不让它们像所描述的那样狂野，像“狂野的西部”一样(Th
e

Wild

现在我可以告辞了吗？现在我越来越怕你们了！

West)！有朝一日，我也会和你们谈谈关于孩子们，然后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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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玛塔吉女士在香港接受电台访问
1992年3月6日

问︰从关于你的数据知道，你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这是怎样的？
答︰我在基督教家庭出生，就是这样而已。

问︰不是说在印度只有很少基督教家庭吗？
答︰不，在印度有很多基督徒，因此我才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之中。

问︰你来自印度哪一部分？
答︰在印度中央，正正中央的部分。

问︰这有甚么重要之处呢？
答︰在印度中央出生，因为我要在中央处。

问︰你在印度中央出生，对你童年有甚么影响？
答︰我童年时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也没有去讨论，但我十分清楚我的使命，我要做些甚么，我知道这些都是要这样发生的。

问︰你多大才知道自己的使命？
答︰从我出生开始，就像问你从哪时知道自己是人一样，我也是这样知觉到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要做甚么。

问︰你还记得你何时开始你的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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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知道自己有感应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和提升灵量的能力，但我首先要知道人类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如何组合，形成不同
的问题，我才可以帮助人类。因此我去读这方面的科目，而且我还要找到一个方法，能大规模地使人得到灵性上的升进。在某一
年的五月五日，我坐在海边，我愿望事情的发生，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那最后的轮穴，即那个在人体大脑的边缘系统里的那个
轮穴，它之上的部分向上天打开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洗礼。教会所做的不是真正的洗礼。真正的洗礼是指我们内在的能量，即
称为灵量﹝Kundalini﹞的那个能量得到提升，穿越头盖骨，即那个在我们年幼时头顶软骨的部分，这才是真正的洗礼，这才是要发生
在人身上的。而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出一个方法，使人类能集体地达到这种真正的洗礼。因为如果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例如耶
稣基督，他生下来便是得到自觉的，他是降世神祇，是神的儿子，毫无疑问。但人们不能认出他，当他尝试向人类解释，人类也
不能明白，因为耶稣基督的境界十分高，人类不明白他所看见和他所说的事情。最后，人类可以愚蠢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
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一个降世神祇。

问︰是在哪一年的五月五日发生？
答︰在1970年。

问︰在你童年时，有没有受到特别的对待？
答︰在我年纪十分小时，他们对我说，母亲怀着我时所发生的很多特别事。有一件是我最难忘的，那时母亲怀了我八个月，她有
一天对父亲说很想看见一只老虎，父亲十分奇怪，因为她快要生下我了，却想看见一只老虎。我父亲是打猎高手，当时当地其中
一个皇族派人传话，说有一只吃人的老虎在森林中出没，派我的父亲到森林打猎。母亲便坚持要跟着去，她要去看老虎。到了森
林，母亲忽然看见一只十分巨大的老虎，我父亲说他从未看过这样巨大的老虎在森林中出现。那只老虎在月光下出来，慢慢地行
走。母亲看见那只老虎，好像小孩子一样，感到十分喜乐。父亲本打算猎杀那头老虎，但母亲说不可以。说话之间那头老虎就消
失了，他们也看不清老虎跑到那里去了。因此父亲知道母亲怀下的胎儿将会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人，我父亲是个得到自觉的灵，他
知道我特别之处。

问︰在你童年时，有没有受到家人的特别教导，使你实现你的使命？
答︰没有。我在十分自由自在的环境下成长。人们也十分接受我，因为我十分可爱、有爱心，而且十分慷慨，是一个很独特的孩
子。他们都知道我是和其它人不同的，但父亲比其它人更明白我，因为他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他对我说︰「不用向其它人说你
所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不会明白你，除非你找到一种方法，能使人集体地得到自觉，这是你要做到的，除非你找到这方法，否
则是没有甚么作用的，就好像人们看了圣经、可兰经也没有甚么作用。你一定要让他们经验出来，否则他们是不会明白的。

问︰你和圣雄甘地在一起时，有没有尝试使人集体地得到这经验？
答︰没有，这是不同的，当时的局势很危急，不过我实在帮了甘地不少。他十分疼爱我，常称我为「尼泊尔人」，因为我的脸寛
。甘地的出生是在那个危急局势下所需要的，因为当时印度要争取独立。虽然他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一般的政治领袖不用考虑人
们的宗教和灵性方面，但甘地却视印度为瑜伽之地。他总是把他的理和哲学建基于人民骨子里的这个德性。我们是很虔诚的民族
…他…及如何创造一个令人民满足的氛围，他内在有这种灵性的取向，但他从没有提到自觉。那时我只得七岁，我常常与他玩耍
，他亦十分喜欢我。我有时会为他做一些橙汁喝。他也十分喜欢和我讨论一些小问题，有一次我问他为甚么要所有人都这么早起
床，我说︰「如果你喜欢早起，你就早起吧，但为甚么要所有人都这样早起呢？」他说︰「你认为是太早吗？」我说︰「对我是
没有问题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却不能这样早起了。」他说︰「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我说︰「为甚么他们一定要这样？」他说
︰「现在是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早起，免变成怠惰，我们一定要有纪律才可对抗英国，取得独立。」我说︰「
有一天人们会内在自发地有纪律，这比现在的纪律更好。」因此他知道我是一个十分有智慧的人，他十分疼爱我、尊重我。他像
父亲一样对待我，他会和我讨论问题。而我在很多方面也十分欣赏他，其中一样是他内在人格的高尚，他对自己绝对诚实，他有
十分伟大的人格，他从不会欺骗自己，在任何事情上，在钱方面，他的人格也是高尚。他的言行合一，他会批评自己，看管自己
，省察自己，但对他来说，自觉并不要紧，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确是这样。但得到独立后，我们就要得到自觉，这是重要的问题
。印度得到独立后，随即出现很多问题，开始出现分裂，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被错误牵引，要解决眼前重要的问题，再没人有提
到要得到自觉，但其实他们最需要这个。

问︰你认为甘地对霎哈嘉瑜伽的知识及传播有甚么影响？
答︰没有甚么影响。这是人类的另一个领域，而霎哈嘉瑜伽是要把你带到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没有问题会出现，因为上天的
力量会去成就事情，而并非人为的力量。上天的力量神奇伟大，很自然地成就事情，因此用不上人为的力量。要解答你的问题，
我想可以这样说，甘地使人建立平衡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印度人，去除以往的奴隶性，寻回自尊。但我所说的领域和他所做的是
完全不同，因此他没有带来甚么影响。有一件事我可以说的是在我年小时，我向甘地说我的祷告是根据不同轮穴的特性而作的。
我没有向他说明轮穴的知识，但我说要这样这样祷告，他都一一接受。事情是自然地、无声无息地发生，故没有人为意甚么。甘
地没有问我有关永恒的灵(Spirit)的事情，以及应该怎样去静坐冥想。他也没有真正的静坐冥想，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得到自觉，他
不是一个自觉的灵，他的愿望是再次在我们中间出生。他是一个十分伟大的灵，毫无疑问，作为人类，他是个十分伟大的人，但
自觉是另一回事，这是人类的另一个领域。他的静坐只是指引生活，省察自己，而不是我所说的静坐。在我所说的静坐里，你进
入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这是人类知觉的另一个领域。

问︰你所说的得到自觉就是指那些自觉的灵(realised soul)？
答︰是。自觉(Self-realisation)的意思是知道我们的真我(Self)，即经典上所说的，这个真我在我们的觉醒状态中表现出来。我们知
觉到这状态，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知觉到我们内在的灵，我们真我的力量，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的灵的生命能量(Vibration)，如凉
风一样，在圣经称之为圣灵的凉风。

问︰你说一个人得到自觉后，他会在身体上感应出来？
答︰是，他会感应到有生命能量流经身体，不单是这样，他也成为，我不是说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讲，或要人接受洗脑，用不着这
些，而是他成为一个有集体意识的人。他能知觉到其它人的能量中心的情况，和自己能量中心的情况，并有能力去纠正。

问︰是不是正如人们所说的在内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答︰是。但那些人都十分迷糊，他们不知道何谓魂(soul)，何谓灵(Spirit)。魂(soul)不单是指灵(Spirit)，还包括身体及人格。除了
身体的土元素，我们的身体是由五大元素所组成，这五大元素之一的土元素去除的时候，我们便成为纯粹的魂，因为人们已看不
见你，但你仍是存在的。

问︰是不是你开始传扬你的使命前曾读过医学？
答︰是。我读过一些医学，因为我要知道怎样和医生沟通。我知道那是甚么，但我要知道人们把它们称为甚么，因为人们把它们
按上特别的名称，因此我读医学，也读心理学，因为我要知道怎样和心理学家和科学家沟通，因此我要知道他们所用的术语，他
们是如何称呼这些东西的。

问︰科学家的理论说人类是由一个最原始的细胞进化而成，你如何将这个理论结合到你所说的事情？
答︰这是事实。人类是由细胞进化而成，但人类怎样进化，进化有甚么目的？科学家不能解答。是甚么力量使人类进化？科学家
也不能解答。但霎哈嘉瑜伽知道这一切，知道人类怎样进化过来，而且不单进化至人类这个状态，而且还要进化至更高的状态。

问︰那样你的理论又是甚么？人类为甚么要存在？为甚么进化的过程是这样长久？
答︰任何东西被创造出来，都有其目的，好像人类发明电灯，目的是给我们光，给我们能量。同样，神创造人类是要把衪的力量
给我们，使人类能感应到祂、知道祂、明白祂，而且使人类能发挥祂的力量，并能去享受，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使人进入上帝
的国。

问︰你所说的神是否和所有宗教所说的一样？
答︰正是一样，没有其它。

问︰霎哈嘉瑜伽是否一种新的宗教？
答︰不是。霎哈嘉瑜伽整合所有宗教，不同的降世神祇透过不同的宗教去启发人类，霎哈嘉瑜伽整合所有宗教及降世神祇，霎哈
嘉瑜伽就是光。

问︰这是怎样可能的？
答︰好像这房间有很多东西，若这房间是漆黑一片，你就看不清楚，只是粗略的看见一些轮廓，就会以为这些东西是甚么甚么。
同样你看的事物也是这样，以为这是我的，这就是真理，别人又以为那个才是这样。但当有光照下来，人们便看得清楚这东西是

甚么。霎哈嘉瑜伽便是把光照给你的灵，使你看见所有事物同出一源。例如当你连接到你的灵，你便在手上感到如凉风般的生命
能量。然后你问一个问题﹕「神存在吗？」你感到十分清凉的生命能量散发出来，所有绝对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得到解答，你能亲身
感知到，无论你遇到甚么问题，你也可以这样问，便知道答案，因为你已连接到绝对的泉源处。例如你可以问你是否一个得到自
觉的灵，你从手上便可知道答案。例如你问基督是否神的儿子。人们会质疑，我也明白人类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是得到自觉的灵
，因此他们不能明白。但现在，你若已得到自觉，你便可问这个问题，你的双手便可从生命能量的感应中知道答案。你会知道甚
么人是真正的圣人、先知，甚么人是假的。所有这些你都可以透过生命能量知道，因为你已连接到上天。好像这个仪器，除非连
接到电源上，这仪器便不能发声，没有用处。同样除非人类接上生命的大源，人类从亚米巴原虫进化成人类，若不接上生命的大
源，人类也不会知道自己是甚么，自己有甚么意义，自己如何伟大。

问︰是你已到达十分高的境界，才能提出这些问题来。
答︰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时候已到了，已不用问甚么问题了，因为已十分明显，到处都可见，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富
裕国家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变得十分繁忙，甚至患上癌症，而癌症只有得到自觉后才能得到医治。而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他
们的问题，例如在印度，人们都十分迷惘，不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尝试解决问题，却因此而产生另一个问题。因此他们
开始问﹕「为甚么会这样？甚么地方出了错？」这是因为人类没有光，只在黑暗中行走，因此人类不知为了甚么而互相斗争。

问︰你认为人类可以达到自觉吗？
答︰是可以的。当你得到自觉以后，你要去巩固这自觉，这是事实，最多要花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当你得到巩固后，你便会充
满力量，变得十分有智慧，生命能量会告诉你，你就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若你去做，你便感到不自在。你的身体，你的指
头会感到痛楚，因此你不喜欢做不好的事情。你享受你成为这样，因为你是充满祝福的。

问︰会不会好像基督当时教导世人相爱，而有些人却不接受他。
答︰不要紧，因为那些不接受的人，他们会出现问题，他们必须要接受，否则便会有问题，渐渐地他们会全部都接受，因为这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因为若你有问题，你先要承认自己有问题，这或许对金钱取向的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基督来的时候不是
为了使人得到自觉，祂是来证明灵性的力量是不能杀害的，祂的复活便是传达这个讯息。我的讯息不是要复活，我是要你们得到
复活，整个人类得到复活，这是我要带出的所有讯息，这是我的工作。

问︰你如何说服那些好批评怀疑的人，让他们明白这就是他们应走的道路？
答︰这种性向是要去解决的，有很多人批评怀疑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可以不是这样，但他们受到思想积集的制约，因此出现许多
问题，例如精神问题和家庭问题，这些人常常会有家庭问题。我不是说他们全都有很多问题，但有些人以为只有那些不开心的人
才会来，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人类也有很多种，有些人是求道者，他们会不开心，因为一般的事物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尝试追
求金钱、追求权力，但他们发觉这些都不能令他们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是不同种类的人类，因此他们便要再去追求。当他们追求
神，他们找到错误的人，花了很多钱，做尽种种事情，他们甚么都去尝试，但最后他们会发现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他们便会到
霎哈嘉瑜伽来。所以我的注意力首先放在那些求道者身上，他们是人类中不同的一群。正如我已向你说过，威廉‧布莱克曾经提到
这类人，他说这些人是神的子民(man
God)，而这些人会成为先知，而这些先知有特别的力量，可使其它人得到自觉，使其它人也成为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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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否说威廉‧布莱克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
答︰当然是。

问︰在你面前，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得到自觉的灵？
答︰你们要知道，以往曾有很多得到自觉的灵，这是一种力量，无所不在，而且是永恒存在的。例如施洗约翰是得到自觉的灵，
同样，威廉‧布莱克也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自觉的灵，看他的生活，你会看出他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至少你可以感应到这些人所散
发出的生命能量。你可以从生命能量感知到那人是否一个得到自觉的灵，即使在千年以前，也曾出现得到自觉的灵，他们就好像
一棵树，起初只有一两朵花，但当开花的日子来到，树上便会长出许多花朵，结出很多果子来，这是一个事实。

问︰甚么人才可以得到自觉？是否那些十分成熟，或十分关心人类的人？
答︰思维层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愿望，那纯洁的愿望，与神在一起，与超越在一起，这就是纯洁的愿望。这愿望使你知道眼
前看到的并不真实，只是一场戏剧，你感到厌倦，你会不断尝试不同的事物，但都不能令你开心，因为是这纯洁的愿望使你与你
的灵合一，这才是需要的本质。你不一定要接受教育，你可以是个乡下人，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纯洁的愿望，这样才能发生
果效。你可能不察觉这纯洁的愿望，但却会发生果效，因为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你开心，你感到沮丧，就好像经济学所说，我们可
以对个别的东西感到满足，但从人类整体而言，人类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

问︰关于这一点，有两个问题我想发问。第一是得到自觉后，会否使人对死后的事情认识更多？第二，通过得到自觉，人们会不
会发现在他们内在的神？
答︰就是第二点，当你找到在你之内的神，你对你想知道的事物的优先次序都会改变，你对生存之外的事物不再感兴趣，因为你
就在当下此刻，你不会担忧过去，或者将来。关于人死后的事情慢慢你会知道，因为当你感知的能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当有些病
人来找你，你会发觉那些人被鬼附了身，你会看见他们的灵魂或亡魂等等，你会向那病人说话，知道他们很多事情。因此死亡对
你来说是一种经验，使你连接到实相。但最主要的是你开始感到整个宇宙，你看见宇宙的整体，你感知到你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这就如人类有一些特别的感知能力，人类喜欢花朵，喜欢洁净，但牲畜就没有这种感知能力。同时，你也会完全感知到，无论
在何处你也会感觉出来，你感知到甚么是对是错。例如，若我说这是罪恶，人们仍可做上一百次，但若你给他们自觉，他们便不
会再犯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就好像晚上我在漆黑的房间睡觉，那里有一条蛇，有人说那里有条蛇，我会说﹕「没有，我
看不见。」但若那房间有光，我便看见那蛇，我便会离开那房间。

问︰他们是如何知道甚么是对，甚么是错？
答︰因为人们找不到绝对，因此分辨对错才成为问题。当你找到绝对，你便会知道，因为这不是出自理性思维的知识，而是在你
之内的知识，你从指头上可以感知出来。你就是知道，你就是知道那人发生了甚么，你能够感应出来，甚么事情对你不好。你去
到某人的家里，你会感到不舒服，你会知道那地方不好，你从手指头的感觉会发觉那地方使某些轮穴受感染，你问那人是否有某
些问题，他会说是。

问︰你说从手指头上人们会得到知识，你这种看法是如何得来的？

答︰我早就知道了，怎样向你解答呢？我就是知道真理。

问︰你的意思是否你是由神差派而来？或你是另一个先知？
答︰关于这点我不想说甚么，因为我不想无缘无故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在这点上我要比较有智慧。但毫无疑问，我是有独特之
处，有很伟大之处，但这只是根据人类的眼光，我是很伟人，但对我来说，这没有甚么伟大，我就是这样。就好像太阳给人光，
这对太阳来说没有甚么伟大，它有光故给人以光明。同样我有这力量，因此就能做出来。但要我造一架收音机出来，我便不能了
，因我完全不懂得，但我知道灵量(Kundalini)，我知道怎样做这工作，没有甚么高与低的感觉，这只是我的工作，我知道我在这
里正是要做这个工作，就只是这样。

问︰在你之前有很多人练习瑜伽，成为瑜伽士，对瑜伽也有很多错误了解，你怎样看这些？
答︰是，很多人有误解。瑜伽的意思是联合，与神，或说与灵的联合，其它的解释都是荒谬的。你要做倒立的姿势，那都是荒谬
的，因为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活生生的神的活生生的过程，这必须要在你之内发生。就好像种子要发芽成长，你能否做倒
立的姿势或其它运动姿势，令花朵结成果子？运动瑜伽在印度数千年前开始，那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那时学生要到森林
里和师傅一起居住，只有一些学生能被挑选教授他们对真我的知识。帕坦迦利瑜伽的意思是你首先要确立你内在的神，若你不确
立你内在的神，所有的运动姿势都没有甚么用，人类只成为这些运动的表演者罢了。这些运动从来都不重要，这些不同的运动姿
势只是用来纠正某个能量中心所出现的问题，这些运动是针对不同时候，不同的问题而作，例如你有颈部的问题，你做关于胃部
的运动有甚么用呢？但人们练习瑜伽就好像一口气将整盒药物都吞下肚，就这样反而令他们更坏，问题没有得到改正。因为他们
都变成十分干枯的人，他们似乎没有甚么问题，因为他们都十分注意健康。但健康不是一切，那些人变成十分干枯，十分紧张，
脾气暴躁，好主宰他人，与妻子离婚，毒打孩子等。在古代印度也有这种人，他们专门诅咒别人，把别人咒死。这是否就是人们
要达到的呢？

问︰是否说现在人们练习的瑜伽并非真正的瑜伽？
答︰我是个母亲，因此我要使人得到益处。但人们没有全面的知识，因此只走向一边，做某一边的事情，另一些人走向另一边，
以为自己崇拜甚么神，又跳又唱，变成疯癫，我真看见人们就这样疯癫，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使人变得狂热、禁欲﹔
另一个极端则完全相反。但神是中庸的，不会在极端中。

问︰人们是很难去信任另一个人的，他们可能会说你只是在欺骗他们，自我吹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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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有理由这样。我也很高兴他们没有信任我。因为如果他是被催眠的话，他们一定会信任我所说的话。如果我是为了他们
的金钱，他们会很乐意相信，因为现在正有很多人是这样，就好像商业竞争一样。例如近期在印度，有人因此而赚了很多钱，就
是赚了那些人的钱，因此我不能说他们不轻易相信人，而是因为他们愚蠢，他们时常怀疑那些真实的人，却相信虚假的人，他们
都很愚蠢。我们可透过哪种方法去判断那人是真是假吗？首先那人不可以去推销神，你不可以神的名义来赚钱，你不可以贩卖自
己的生命能量，这些事情是不能贩卖的。你做这些事情是使你喜乐的，你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价值，这是无价的，这是神的爱，
因此你不可能有一个有规模的组织，然后通过这个组织在市场上推销，这是可耻的，这是对神的一种侮辱。你只是去做，因为你
爱他们，他们也是整体及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你会去医治他们，你不会说我医治了你那只手，然后你要给我报酬，或要承担甚么
，完全不会这样，你只是去做，因为大家都是整体及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一定要有爱心，不是为了金钱或其它荒谬的东西，但
有些人却被这些荒谬的东西所吸引，他们都十分虚伪，只懂得装扮自己的外表，其它人却受他们所吸引。你看人们就只是喜欢表
面的事情。如果有人坐在广场上，穿一件道袍，于是便有人会说圣人来了，然后其它人便会被吸引。你在家里为甚么要过苦行僧
的生活？你不用做这些，那些在家的人才适合练习霎哈嘉瑜伽，那些要出家的人就让他们到喜玛拉雅山上去吧！他们没理由来到
社会，过寄生虫般的生活，没有这需要。他们都是寄生虫，依靠他人的金钱过活，他们没有自尊，他们偷去别人所有的钱，使别
人变得贫穷，这也不是十分重要，更严重的是他们把亡魂放在别人身上，使人患上癫痫症、心脏病、肾病及其它种种疾病，那些
可怕的人，他们都是撒旦。

问︰你完全忠于自己的使命，你的心、灵魂、意志、身体及财政支出？
答︰我是一个整全的人，不是分为心、灵魂等等，因此我无论做甚么都是整个的去做，不是把自己分割出来做事，因此这不是一
个问题。就财政支出方面，我不用太多的支出，我的旅费等开支是我丈夫付钱的，有时是其它人说要付钱的，因为他们觉得我的
丈夫不用为他们的救赎付出金钱，这对他来说实在做得太多了，若不是这样那些人反过来变成了寄生虫。因此我的旅费是那些人
支付的，但在我这生，因神的恩典，我不是个木匠的妻子，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妻子，因此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问︰你的使命是向全世界宣扬霎哈嘉瑜伽，至现时为止你有多少跟随者？
答︰我从没有纪录，因此不能说出来，例如若你问某人曾否练习过，是否成员之一，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我从没有纪录，我所做
的只是出于爱，你不能数算有多少叶子接受了太阳的光，你只是去做，只是去医治，就只是这样，为甚么要去计算呢？若你只是
想去施予，你去计算有甚么作用呢？就好像那些花朵给人散发香气，它会不会计算有多少人接受了它的香气，花朵的工作是给人
香气，因此它就给人香气，这道理十分显浅。

问︰若你要宣扬给更多的人，你现在的做法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答︰我从来没有想过，至现时为止我都能够应付，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已帮助了很多人。在印度的乡村，往往有六千人得了自觉，
他们全都得到了自觉，这不成问题，试想上天的力量，把花朵变成果实，芒果树的花会变成芒果，这是如何成就的？若是我说上
天的力量，我为甚么还要忧虑？

问︰这上天的力量为甚么要把人放在这里？

答︰因为神十分爱我们，故把人放在这里，让人得到转化，学习甚么是好是坏，使人成长，就是这样小小的事情人们已感到害怕
。没有甚么要害怕，因为神已给你们美好的事物，只是我们不想去看，是我们不想去看，这才带来问题。

问︰为甚么要人这样，而不干脆创造人类像祂一样？
答︰因为无论甚么东西都要成长的，就像雏鸟刚刚出世，母鸟要教导雏鸟怎样飞行，你不能说为何母鸟不令雏鸟一出生便可以飞
行。因为这样就没有学习，你怎能驾御这能力？你怎能做到？除非你自己去学习，例如人们可以替你煮食，把食物放在你口中，
但你要吃下去及品尝那食物的味道，你要去尝这味道，若你不去尝，你怎能去享受？因此为了发展你的味觉，才要你们成长，因
此目的是为了成长。

问︰我们成长了又怎样？
答︰我们成长为神的光，成为神爱的光，在地上流通。

问︰我们是否最终成长至同神一样？
答︰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人，滴水会流入大海，成为大海本身。

问︰我们如何看见人的成长？或人类究竟有没有成长？因为在这些年来，人类从没有从战争中学到甚么？
答︰人类渐渐地会从战争中学习到他们以前所没有学习的，因为若神一早向你说你们没有学习到甚么，你们不会相信祂，因为人
是有自由意志去决定，就是在这自由意志下，你要知道自己没有学习到甚么，因此你现在要去解决，这是神使人去学习的方法，
否则人类不会去学习。若神不准人类做核弹，人类永远不知道自己透过科学和种种实验，做了如何荒谬的事情。现在人类做了核
弹，就好像把撒旦放在自己的头上，你就会知道你对自己做了甚么事情，这样你才会回转过来，所有这些打击都是重要的，否则
你便不能学习到甚么，你便不会去反省。因为人类的自由使自我不断扩大，有些人变得十分自我中心，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神，这
样就让他们受些打击吧！

问︰人类会不会因有太多自由，最后会自我毁灭？
答︰你永远不能毁灭，因为这是神的创造，是神把你创造出来，神不会把祂的创造毁灭，人类所做的不算得甚么。人类没有做过
甚么，人类以为自己做了甚么，这是错误的。人类所做的都是没有生命的工作。例如人类把死去的花朵加工，把死去的树木造成
家具，就是这样，把死的东西做出死的东西，人类有没有做过有生命的工作？没有。只有人类在得到自觉后，才可以做到，你可
以透过提升灵量做到，你成为师傅。

问︰这样便可以创造出东西来？

答︰当然可以，你可以透过提升灵量，创造出一个具有新的知觉的人格。

问︰为甚么人要这样提升？这对人有甚么好处？
答︰就如我先前所说，就好像一盏未点亮的灯，若点亮了，会是怎样？你便看见光明，在光明之中，你看见自己。所有迷惘都会
消除，你知道真理，你感到自己是受祝福的，你感到喜悦，因为你知道一切，再没有纷扰，你感到轻松。生命能量在你处流经，
你永远不会失去。在光明之中，你看见甚么是好是坏，你完全明白一切，你变成那光，这时你会怎样做？你会给别人光明，使别
人都得到启发。没有生命的光不能启发别人，但有生命的光却能启发别人。当你得到自觉，你便可以令其它人得到自觉，其它人
也可以令别人得到自觉。所有人类的迷惘、争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都会消除，当你完全受到启发，人类必须要受
到启发，因为人类在黑暗之中，才会出现种种的问题来。

问︰若人人都得到自觉，世界会变成怎样？
答︰世界会繁荣昌盛，变得美丽，使人去享受，得到喜乐。

问︰是否就是宗教所说的天堂呢？
答︰是。这是一早已预言过的，除此以外，所有预言过的都会得到证明，所有都是霎哈嘉瑜伽要做的工作，因此霎哈嘉瑜伽是伟
大的瑜伽(Maha Yoga)。

问︰要多久才能使人类达至这样？
答︰这要视乎人类要用多久去成就此事，这是要他们去决定的。他们要做决定，这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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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要欣喜和享受的基督复活的大日子。基督的复活仍是要打开我们的额轮，因为额轮是很精微的能量中心，你也知道，非
常复杂，由于人类有太多来自制约和自我的想法，堵塞着额轮，灵量就没法穿透，因此才有复活这场戏剧。基督不是别的，只是
一团生命能量。祂从所谓的死亡复活了。基督的死，我们要明白，我们因此才得到重生，我们已经复活，昨日之我有如昨日死，
我们的过去现在已经完结了。

所以，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制约都已经逝去。但我仍很惊讶，在很多基督教的国家，自我并没有像应该消退的那样消退，那可能
是由于他们从未以正确的方法来敬拜基督。西方的自我绝对是那么好支配，让人没法看到自己在做着些什么，走得有多远。他们
毫无必要的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忏悔，那只是对自我做的。有时是很令人震惊，当你看到那些基督教国家怎样侵略别的国家，
完全灭绝，完全摧毁一个又一个种族。他们是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他们手里拿着圣经，你能想象吗？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以
基督之名做着这种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个自我在西方国家或追随基督的国家运作得很厉害。
无论何处，基督徒都是极之富侵略性，极之暴力，他们以为整个世界属于他们。即使希特勒也信奉天主教。他们没有从基督伟大
的牺牲中得到任何启示，基督的牺牲好像全都从他们记忆中抺去，对他们毫无意义，没有向他们传达任何信息，他们变很那么暴
力。不单如此，他们以为自己有权统治全世界，掠夺任何人，摧毁任何人，为什么？只因他们是基督徒，此正与基督从所谓的死
亡复活的人生形成极大的对比。但自我不仅仍然存在，还膨胀，胀大的程度令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徒，全都完全失去对份际(mary
adas)的理解。
基督教教会的行为亦很令人震惊，他们完全没有道德感，对法律不尊重，亦不尊重神，不尊重贞节，但这些质量却是基督的要点
，基督的主要状态(guna)。当我还是孩子时，这令我很震惊，因为我看到…我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我却发现印度的基督徒最教
条化，同时最爱宰制别人，这令我很惊讶，为何他们视基督为理所当然？为何他们以基督之名来宰制别人？
很不幸，那时候，我们仍受英国统治，英国也操控整件事情，令印度人相信基督是在英国出生，他们爱打扮成英国人的模样，称
自己为sahibs，言行举止嚣张跋扈，他们在政府都占有位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印度人毫不忠诚。当我父亲被捕之后，他们把
我们一家踢出基督教小区，还把我赶出学校，当时我只有六，七岁，只因我父亲曾是国会议员。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基督教还未有人看到，我认为，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极之残忍，极之专横，今天他们却带领一切。这个曾
是一些独裁者的财产的精微自我，在现在的民主国家，则变成普通百姓都可以享有，所有这些国家，我们发现都充满毁灭性。不
单欧洲是这样，即使美国人也是极之专横，极之自我中心，到了他们变得痴呆起来的地步。试想像，他们说追随基督，基督是智
慧，智慧之源，这就不能解释为何祂的门徒却是那么愚笨和痴呆。为何事情会这样？且让我们看看基督教的历史。
你也知道，彼得，门徒彼得是很自我中心的家伙，基督有一次说︰「你是撒旦。」很清楚的说，祂也说︰「你会三次不认我。」
那就是保罗登场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控制软弱的，似撒旦的，反基督的人的好机会，他因此找到彼得。他以大官僚的身分招揽彼
得，控制他，给他信心，告诉他︰「你与我合作，我会令你成为重要的人物。」接着他告诉其他门徒︰「你们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我则饱读诗书，我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因此你们已写下来的事情不应全都记录下来，我们要编辑已写下的事情。」
他簒改圣经，这个邪恶的家伙保罗，他簒改圣经，基督所有的教诲落入这种恶魔手里，他开始簒改圣经，当你读到他簒改的圣经

，你会惊讶于它是充满自我。不管他写下什么，都是绝对充满自我。他把很多应保留的事情都删去。我肯定基督有提及灵量，但
圣经却没有一字一句说到灵量，他避免提及它，虽然基督说你要重生和一些其他事情，马太坚持要写下，他与马太争辩。他不能
接受无玷成胎之说，他对存在于上天的真理、实相和奇迹都没有任何概念，所以他否定这些。但马太仍然坚持自己的福音。约翰
则离开，他开展自己的教派，我们称呼这类人为Gnostics(真知派)。至于其他门徒，多马也离开，他编辑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经
过很大的抗争，这两部福音才能保留一些原本的事情。

保罗这魔鬼进入基督教这个伟大宗教的大舞台，整件事情变得癫三倒四，这就是为何人们视为权威的圣经，会有些字句令人开始
只想着自己。首先的字句是说，若你成为教堂的成员，你便是被神拣选的人。但他先看到圣经应是这样写︰彼得会成立教会，他
会拥有钥匙，基督曾经这样说。不可能彼得是基石，他会成立教会。若把我放在基督的位置，我会否要求最恶毒的人做这种事情
？我会否只委任一个人来处理看顾整件事情？圣经的这部分真的是秽渎不敬，这就是为何一旦把彼得写进这部分，他就有自我，
只想着自己。这只是扭曲，操控一切，保罗是用他官僚的脑袋来做，因为彼得是基督很脆弱的门徒，因此他受保罗操控。
你也知道，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亦有十二种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一些人很脆弱，他们脆弱是因为他们有太大的自我，不能与别人
相处，他们常常骂人，骚扰别人，只想着自己，他们全都是很专横，不与集体合群，亦从没有向任何人显示爱。有这种霎哈嘉瑜
伽士存在，他们一个一个暴露他们的原来面目，但他们有些在学习，明白某些地方出错，不应是这样。基督只有少于三年半去造
就这一切，我不知道这十二个人之中，其中一个会是这个邪恶的家伙，当然，他也逮住祂，这个彼得却是可怕的家伙，他为了自
己的名誉，自己的利益，把这些字句写进圣经里，成为权威的依据。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穆罕默德身上。首先，穆罕默德曾说会有复活的日子，即是说他谈到未来，那么祂又怎会是最后一位？若祂是
最后一位，怎么会有复活的日子呢？穆罕默德说祂是”Seal of Prophet”，那不是说现在已经密封，再没有先知降世。它的意思是封
印(seal)，你可以称它为一种标志，祂是太初导师，所以祂称呼自己为︰「我是封印。」祂没有说︰把先知的路封了。但骗子却扭
曲了这些微小字句的意思，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很自我中心。
另一种霎哈嘉瑜伽士是极之自我中心，他们有些很自我中心，只知道自己的妻儿子女，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这个那个。对他们而
言，最重要是为他们的孩子而忙。你会佷惊讶，他们愿意为孩子来孟买，却不愿意参加德里的崇拜。他们是那类霎哈嘉瑜伽士？
这种霎哈嘉瑜伽士只会关心自己的子女多于霎哈嘉瑜伽，多于自己的解放，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居。有些妇女对此颇在
行，她们极力要丈夫搬离集体静室，还找出种种借口理由离开集体。
我们时刻都被人裁判，你裁判自己，很清楚。当我这样说，不要想这是对其他人说，是对你说的。你必定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
谁把祂钉上十字架？不是犹太人，这是错的，像奴隶般的犹太人怎能把基督钉死？耶稣基督是被罗马皇廷钉死的，因为他们认为
祂太有力量了。
当他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他们甚至没想过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是因为犹太人想钉死基督，他们把责任转嫁犹太人身上，以免人民
责怪他们，统治者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把任何人钉上十字架，再把责任推给别人。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多是犹太人，基督
也是犹太人，说犹太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怎可能会这样？因此怪罪在犹太人身上，而基督徒就以为他们有权憎恨犹太人，因为
是犹太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
这是透过保罗而来的另一个想法，因为保罗不想人民怪罪罗马皇廷，因此Pilate (裁决要钉死耶稣的法官)清洗双手，他清洗双手，
这是很有象微性意义，他清洗双手，他这样裁决的权力不是源于他，而是源于犹太人，这场戏剧已经上演。自此之后，所有基督
徒都时刻憎恨犹太人，以为是他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我是说试想像，这已发生在二千年前，二千年前，某人把某人钉上十字架
，因此仇恨一直维持到现在。我是说若这样说得通，那些白人应世世代代被人憎恨才对，若这是准则，因为他们何止钉死一人，
他们钉死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是否因此要责怪他们后世的子子孙孙？
这就是第三类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时刻都责怪别人，不是自己。当这类人开始责怪别人，他们就没法改善，他们要做的应是内省
。在西方，除了俄罗斯，人们都没有内省，因为没有其他出路，没任何地方有写下你要内省，人们以为只要到教堂，向某个又聋
又哑的教士忏悔，就会得到拯救，因此没有人内省。让我们面对自己，我们有否内省？又或我们是这类人，虽然霎哈嘉瑜伽士不
大自我中心，但却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不想找出自己哪里出错。

现在到另一类，第四类，很有趣的看到他们在家敬拜玛塔吉，却从不来集体，他们不来是因为路途有点遥远。但若要见自己的儿
子，却可不辞千里，若他们要为家庭办点事，就不怕艰辛，不仅如此，例如他们要做生意，他们就会远行。在霎哈嘉瑜伽，没有
人要求你放弃你的职业，放弃你的生活方式，不会有这种要求，但要权衡事情的优先次序。他们忙于工作，忙于赚钱，不管他们
在做什么，只为赚取名誉地位，很勤奋工作，做艺术的工作，或许是创作的工作，他们很忙，没有时间给自己，亦没时间给神，
这类人也会︰「啊，我们敬拜母亲，在创作前，我们向母亲躬身敬拜，求她帮忙，我们想母亲保护我们的工作、创造力等等。」
有些霎哈嘉瑜伽士仍然认为金钱很重要，仍然这样想，不是这样。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在需要钱时，自然就会得到钱。有些人说
︰「我开办生意，因为我想把千分之一捐给霎哈嘉瑜伽。」若你说︰「你为什么要捐给霎哈嘉瑜伽？」「母亲，全是你的，千分
之一是属于你的，全是你的，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全是你的。」
当你认为钱很重要，就会有这种态度，对这类看不到神是超越钱，看不到钱背后的精微好处的人，钱是很重要。他们仔细数算一
分一毫，他们不想辛苦赚来的钱浪费在灵性的事情上，又或有些人不会购买任何霎哈嘉瑜伽的书籍，不买任何录音带，宁愿复制
，只为节省金钱。他们不会买一些需要的物品，连一张相片也不会买，只会问其他人复印相片，不是说一定要花费去买，而是态
度的问题。若你能节省一些金钱，很好，若你能节省一些时间，很好，但这次要节省的是为霎哈嘉瑜伽，他们很少能明白。
若你读任何…我读过佛教的刊物，我很惊讶，佛教有很多诫条，若我即使只把一条诫条要霎哈嘉瑜伽士遵守，恐怕许多人都会跑
掉。首先是你不能赚钱，不能赚钱，不能买地，每天只能吃一餐，你只能是素食者，不能杀生，我是说你或许能杀人，这是没有
写下来，但你不能杀死任何动物，不能杀死任何鱼，即使蚊子也不能杀死。的确有这种宗教存在，他们说这是佛陀说的，我不认
为佛陀有说这种话。所有伟大的降世神祇的追随者，歪曲了为我们带来美丽宗教的人的原意，以至今天我们完全偏离了真理的道
路。真正诚实，想遵行正道的人必须时刻内省，在自己内在找出，看看我们离开真理有多远。
我们现在有另一类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是某类…我要说他们好像享受节日，结成一党，因为我们要有归属感，要属于某种事物，
我们要属于某个组别，某个团体。你一是到基督教，一是到犹太教，或到伊斯兰教又或到某些政治团体。就如在英国，他们会问
你︰「你是哪个政党？」他们问我是哪个政党，我不明白这问题，每个人都要有政党的标签，我答︰「你是什么意思？」

说︰「你是共产党员？」
「不，我不是。」
「你是保守党？」 「不，不是。」
「你是社会党？」
「不是。」
「那么，你是哪个党派？」
「我是人类。」

他们不明白我只是人类，没有政党的标签。因此，「属于」这个想法，我必须属于这个异教团体，这个教派，这个所谓的宗教，
接着你开始牵扯入各种各样制约，各种规章制度，规限自己，你很快乐，非常快乐。你问一些教派︰「你为何刮光头？」「啊！
我们的教派要把头剃光。」「这是什么？」做类似的事情，很愚蠢。就如你必须有胡子，或你必须留小胡子，你必须属于某个党
派。他们不明白实相是充满变化，必须有多样性。这样才有美感，若没有变化，你怎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受外在荒唐规则限制
的人怎可能有自己的个性？

若宗教不能令你有自己的个性人格，最好还是远离宗教。宗教使你有一种内在和外在的人格。当你享受这种个人特性，你才能称
为霎哈嘉瑜伽士。不用告诉你不要偷窃，不要打人，不要压迫别人，不要自我中心，不用这样说，但这份个性会自我观察。但人
通常都是观察别人而不是自己。
西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只观察别人，从不观察自己。这种情况持续，直至我们变成自己认为的个人特性的奴隶，我们开始透过自
我来投射个人的特性，想向人展示我们与别不同。霎哈嘉瑜伽刚刚相反，你们要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全都有特殊人格，你们
全是人，全是圣人，要如圣人般受人尊重。我们不需要有同一性格，每个人都必须…，我是说，我们说话的风格可以不同，待人
接物可以不同，表达上天浩爱的方式亦可有不同，因此，我们不会形成某种团体，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绝对的自由，因为我们有
光，知道自己该走多远，知道正确的路径，该往何处去。若光好好的在你内在燃烧，你马上知道什么是对，你不用问我，不用问
任何人。
当这类人出现，明白霎哈嘉瑜伽是完全的自由，有这份完全的自由是因为你们有光。没有光，自由是荒谬、没意义的。你伤害每
一个人，麻烦每一个人，折磨每一个人，但若有光，首先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不起的事情是，这些伟大的先知和降世神祇所教导的
宗教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日本人会说我们是佛教徒，但他们却任意杀死很多人，又或如我所说，基督徒的行为是真正
基督徒的相反。因此你变成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穆斯林，真正的印度教徒。你意识到所有宗教就像海洋的一部分，你不再认同
自己为某一特定的个体，你只是跳进宗教的海洋里，某种程度上，你真正具有宗教的性格。
我不需要告诉你什么是道德，我只是看到，观察到，你怎样把你在做的很多错事改掉，你们很多人写信给我，但我从不读你们的
信，我通常把信烧掉，我不想知道。我们是自由人。在这自由中，你看到自己已经汲收所有宗教。在有自觉前，没有人，没有人
是虔诚的。他们可以宣称相信，他们可以有标签，他们或许会说一些话，但全是外在的，不单如此，他们宣称相信的却是宗教的
相反，只是相反。他们偏离，不单如此，还污染宗教的基础。宗教的基础是升进，若宗教不能给你升进的平衡，最好还是没有宗
教。无神论者最好像俄罗斯人，他们没有宗教，只关心自己的升进，这或许就是为何基督和摩诃维瓦不想谈神的原因。
接着有一类人有光，他们关心自己的光，他们想这光时刻都在燃烧，这光不单要开悟他们，亦要开悟其他人，而且他们切实这样
做，他们承担起责任，他们不想只坐在森林里静坐，不，你们要做事，要工作。在这世界，你们要把它成就，霎哈嘉瑜伽是为其
他人，你们要给他们这份与上天合一的漂亮感觉，你们要享受这一切，霎哈嘉瑜伽不只是为你自己的享乐，就如酒鬼坐在一起喝
酒，你的福杯满溢，为的是分给周遭的人。
因此，他们肩负这份责任，出发点就在于他们知道的真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霎哈嘉瑜伽的负债，他们不会为细微琐碎的小事找
我，「我怎样让父亲的光头长出头发？」不会为这类荒谬的问题来找我。
他们甚至写信问我这类荒谬的事情。我惊讶于他们以为霎哈嘉瑜伽是美容院还是什么？他们的愿景很不同，我们的愿景要是伟大
的宇宙，伟大的宇宙要得到开悟，他们是它的一部分。透过有自觉，透过唤醒灵量，把这个普世宗教带进世人的生命里。他们努
力工作，希望人人都能得到自觉。可是仍有一点自我隐藏着，认为自己是做这些那些工作的。
很多人问我︰「你常常出门远行，做那么多工作，你这把年纪，怎能处理得那么好？」首先，我不知道什么是我这把年纪，我不
在意；其二，我什么也没做，若我什么也没做，又怎会感到疲倦？不管如何，我什么也没做，但一切都成就了，我只是观看着，
享受着。他们也以为︰「我们做这工作，我们做那工作。」很在意自己做的事情。这个摇摆不定精微的自我先生再次燃烧，变得
很大，这是反基督的活动，绝对是。这样的人开始建构他们的脑筋，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们开始批评人，仍只是观看别人而
不是自己。
有一类霎哈嘉瑜伽士不是这样想，他们知道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透过他们造就万事万物，他们是工具，但有时当他们开始怀疑︰
「母亲，这件事情怎会像这样发生？若是对的，怎么戈尔巴桥夫要离开？」我要解释为何戈尔巴桥夫要离开政坛，试想像，这是
我的责任。当然，我们可以问神任何问题，人类以为他们有权问神任何问题，咀咒神，对神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就如神已承担
你的负债。甚至有些自我已很顺服的人还残留这个问题，他们的脑海里仍有些疑惑。
然而有一类人却不会怀疑什么，他们明白生命能量会帮助一切事情，他们知道这些奇迹背后有生命能量，除此之外，他们知道自
己有力量，这是肯定的，我们与上天连上，我们拥有力量，当然有时他们也怀疑，若我们真的拥有力量，我是说，我知道有些人
会说︰「为什么你不在这些事情上帮忙？」

「因为我害怕我的自我会出现。」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因为我的自我会出现。」

他们害怕自己的自我，自我因此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跟随着他们，最好不要冒险，不要过份。你看，这太过了，让我们慢慢的向前
走，不要相信自己已拥有力量。
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知道自己已受上天的祝福，很有力量，同时能逐步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对霎哈嘉瑜伽
有信心，对我和对生命能量亦完全信任。他们能成就一切事情，他们都是简单的人，极之简单、纯真的人，我曾在村庄里见过这
类人，在这里也有很多，这里坐着很多这类人。
这是我曾描述的十二类霎哈嘉瑜伽士，这一类人有完全的力量，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内省里能够看见自己的力量，没有
疑惑，这便是无疑惑的境界，他们对自己没有怀疑，对我有信心，崇拜我，接受我的恩赐，同时知道我把他们创造成很伟大的人
。但你们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不要老是依赖我的力量，不要老是向母亲拿取力量，你们要尝试上升至同样的高度，你们都能做
到，我不会说你们多少人能做到，试试吧。为此，最先和最重要的是要完全谦卑。当然，你向我顺服委身，所以你们都是谦卑的
。穆罕默德说顺服委身，我则说你要顺服委身于你的真我。若你的真我是灵，为何不把自己顺服委身于你的真我，让真我闪耀，
与光合一，你的整个生命应是光，爱之光，上天之光，美丽之光。你要透过内省成就这一切，你要拿到你内在这些力量，你拥有
很多力量。当然，依靠母亲是很好的，但现在你要成长，你要长大起来，要负起责任，但却不感到负起责任，我们就是要有这种
人格。
我希望我们能超越所有其他门徒。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霎哈嘉瑜伽亦有可能淹没在另一个荒谬的海洋里。我们要透过内省、了
解和对实相的认证去发展自己的性格。很抱歉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除了今天，我没有其他机会谈及基督的门徒是怎样
受彼得和保罗的一伙人欺骗，我有时会想到人类，他们是怎样的聪明和狡猾，他们是怎样想把霎哈嘉瑜伽拖垮，所以今天很重要
。
今天是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要通过这十二个阶段，达到更高的境界，人们称最高的境界为第十四层境界，你只变成上天的工具
，不感到自己在做什么，一切依凭上天力量。今天是很吉祥的日子。这就是耶稣所做的，祂接受被钉上十字架，因为那是祂要扮
演的角色，钉上十字架是很可怕的，当祂背负着十字架，他们都很担忧祂，祂却说︰「不要担忧我，最好还是担忧你自己。」尽
管圣经有很多被篡改，但仍有很多真理在其中。
我们不要因为他们钉死耶稣而憎恨任何人—这是他们说的，即使我们憎恨这类权力，我们亦不应想钉死任何人，但那精微的自我
却起作用，开始以很有趣的态度，在集体里炫耀。要把它减少，把它减少。你会很惊讶，一旦这个「我」完结，所有力量都会开
始出现，就像一支空心的长笛，若中间有什么阻碍，便不能演奏了。在我们的观念和思想制约之中，最坏要算是自我，即认为︰
「我做着这事情。」这种想法要去除，若你有这种想法，就没法享受，没法享受你的工作，只要你仍然认为自己在做着某些事，
你便不能跳进喜乐的海洋里。
他们也询问一些有关学校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们，办学是很大的任务，我们发现西方的孩子有很差的免疫系统，或许是因为给
他们吃了抗生素，或给他们吃罐头食物，或过份保护他们，我不知道为何这样，或许他们看了太多这类鬼故事，电影或是什么，
他们的免疫力很弱，很少的事情他们也会受感染，若另一个人有毛病，他们就会受感染，这是我们的新发现，我想也是因为热力
，他们的脑袋在发烫，因为他们已在自我的旅程上。
因此我们决定把他们从瓦西(Vashi)带到达伦撒拉(Dharamsala)。你会很惊讶，我们已获瑜伽士捐了十亩在达伦撒拉的土地给我们
，我也捐了一些地，印度人亦捐了很多钱，我们会建一所学校，你们不用担忧我们会建一所怎样的学校，要在那里做什么，你们
把事情交给我们吧，此其一。他们想十二月开课，但仍未决定，因为我们发现，若在四月开课，孩子会生病。只要有一点灰尘，

他们就开始不停的咳嗽，过敏，染上各种疾病，因此我们决定让他们到一处冷一点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到达伦撒拉，让他们在那
里吧。
所有父母要知道，若他们想要他们的孩子正常的成长，他们要把孩子交给学校来教导，他们不要干扰。当然，按照原来的计划，
会有三个月暑假，而孩子会在达伦撒拉。但现在因为他们要读同样的课程，就没有假期，学校已经开课，所以请不要来达伦撒拉
。父母马上冲来，请取消你们的机票，你只能在Sheri见到你们的孩子，他们会留在那里三个半月，你们可以在冬天留在那里，这
是唯一你们能见到你们的孩子的时候。
除身体外，他们的教育也很差，他们很多人即使已八岁仍不能正常的写字，他们完全受疏忽，宠坏了，所以让学校照顾他们吧。
他们不想学习，没有想自己的未来，他们不知道为何要留在世上，所以请让他们来教导孩子吧。有些父母或许没来一段时间，但
不是说一旦你有钱，或什么就赶着来这里，要明白你不应干扰学校的纪律，孩子的纪律，因为若一个或二个父母来，所有孩子都
会感到很差，他们的注意力会被毁掉。
今天，我们先要吸收基督的智慧，智慧应告诉你︰「放开孩子。」我们已经尽力为他们做到最好，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未要求你
们帮忙，我们会解决，很惊讶的看到这些孩子是那么聪明，他们掌握事情是那么好，但他们只是不想坐在室内，时刻都想外出，
不想学习，因此，我们要找出方法，令他们有尊严的想想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做点事。首先，他们在西方的父母以疏忽孩子闻名
，他们甚至杀害孩子。但在霎哈嘉瑜伽，他们却像胶水般黏贴着孩子。他们从放开孩子到变成黏贴着孩子，整个家庭都黏贴着，
他们不能越过这样的境况，这种爱是爱的死亡。
所以请要明白，他们是霎哈嘉瑜伽的孩子，他们受到照顾，一切都会为他们好好安排，要有智慧去享受你孩子的这种发展。若你
有任何问题，不应麻烦这里的人，你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这是很错的，我想这类人完全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因为你没有
想过神要对他们负责，你以为是你要负责，那么你完全不可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爱你的孩子，却不爱别人的孩子，不关心他们
的问题，他们的处境。就如有个父亲或母亲到那里，其余的孩子会感到很差，那么你为什么要来？
礼物也是，有些人开始送礼物，一些罐头水果。现在，任何人送来的罐头水果，我们都会抛进海里，巧克力，不需要送这些物品
来。若你真的要送，就送些对孩子，对整个学校都有用的物品，不然就不要送。只送给自己的孩子，就请不要送，你是霎哈嘉瑜
伽士，不像其他人，你是特别的人，因此，若你要送些什么，送给所有孩子吧，不是巧克力，不是一些破坏他们的免疫系统的物
品，他们的健康已经很差，一定不能送罐装水果来，任何罐装食物我们都会抛掉，情况很差，我们被迫给孩子吃进口罐头食物，
「我不喜欢它，我不要它。」
若你真的想你的孩子成为强壮、健康、有智慧，合情理的霎哈嘉瑜伽士，作为父母，你就必须自己也有智慧。他们都是有自觉的
灵，对你是特别的祝福，所以要对他们仁慈，对他们好，苛刻不单在于向孩子显示怒气的苛刻，也在于显示太多爱，这也是一种
苛刻，因为这伤害其他孩子，也伤害你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会想︰「啊！我很特别，我不用学习，不用做什么。」所以必须对
孩子有平衡的态度。
有人告诉我，你们准备来达伦撒拉，很抱歉，请不要来，他们很好，受到好好的照顾，他们有可能失去这种你自豪的漂亮人格，
要尝试明白，尝试了解，霎哈嘉瑜伽在他们身上花的努力要完全显现，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不要来骚扰他们。当你写信，在信里
要写「我想你能好好学习，我想你好好成长，你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像这样写。然而你们却这样写︰「我很爱你，我很挂念
你，我时刻都为你哭。」不要这样写，这是希腊的悲剧。
我们要鼓励他们，你想看到孩子像这样，给他们自尊，给他们自己的远景，你会看到这是很令人鼓舞，老师亦会感到很快乐。因
为有一些信件，当老师读到，他们也开始哭︰没需要向你的孩子说这些话，我是说你们是成年人。有个孩子带来一封信︰「啊！
我的父母都在哭，我该怎么办？」
我是说他变的像祖父，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要学习，我们在改变全世界，改变自己，我们的孩子会成长来帮助我们。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来，因为学费很贵，无论如何，我们迟些会减学费，不是现在。因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老师对孩子也
有很多强制，但一旦这些孩子妥当的成长，这就是个实验，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恰当的方式创办一些学校，那里的孩子就
可以受适当的教育。但这里学费就多一点，就这样。在罗马的静室，你要花的钱比你花的要多，他们也没办法，就学费而言，都
是一样的，收取的学费要合理，若可以的话，我们应在其他地方有多些学校，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会承担起这份责任，或许俄罗

斯吧，那里物价便宜点。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再想想这问题，这是个实验，你们全都要帮忙，所有与学校有关的人。
现在若有任何要我与你讨论的问题，最好告诉我，今天我们已谈过通过内在的十四重境界而得到重生，我们通过这些境界，然后
像莲花般绽放出来，复活节就是在于︰在复活节我们互赠复活蛋，那是暗示我们要像雏鸟一样，破壳而出，感谢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香港集体翻译

1992-0531, 佛陀崇拜
View online.
佛陀崇拜 1992年5月31日 英国苏地营 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作佛陀崇拜。我不知你们之中有多少，曾读过佛陀的一生，知道他最后
如何得到自觉。我不知你们之中有多少，认识那些佛教徒。现在的佛教就像其他宗教一样，迷失在宗教的教条主义之中。他们没
有一个得到自觉，因此才会有这样多不同的派别。就像老子讲的道和菩提达摩讲的禅宗，都受到了歪曲。 佛陀首先觉得要追求超
越的事物。他本来过着很惬意的生活，他是个王子，有妻有子，应该是很满意的。但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病人，一个乞丐和一个
死人，亲人都哭得很厉害。佛陀不明白，为何世间有这样的不幸。因此他离开了家庭，抛弃了富贵荣华，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真理
。你们有许多人便是这样。 佛陀或许会迷失，因为他遍读过往谈论真理的经书，但找不到甚么。跟着他行严厉的苦行，捐弃食物
、娱乐等。最后他坐在菩提树下，这时太初之母性力量便给他得到自觉。一是被他的真诚所感，二是佛陀注定要在宇宙大我中，
担当一个特别的角色。佛陀是注定要得道的。过去的演讲我也曾谈到佛陀的前生，他是注定要得道的。 佛陀一生可述的是，他发
现人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的因由。但他不知道，甚么是纯洁的欲望，因此他不能向人解释，要通过提升灵量，才能得到自觉。由于
佛陀行过苦行，后世的佛教徒便奉为楷模，佛陀每天都求取布施，带着数以千计的门徒，赤足游方，不带任何食物，他们还要把
头发尽数剃光，而且只能穿一件单衣，无论天气冷热，或甚么季节。他们也不可以唱歌或者跳舞，至于食物都是从村落中乞取回
来，他们首先敬奉佛陀，然后分开来吃。无论天气如何炙热，地上有泥泞或下雨，他们都要赤足步行。他们没有家庭生活，如果
夫妇二人参加僧团，也不能像夫妇般生活。他们捐弃所有身体上的欲望，精神上的欲望，和情感上的欲望。因为他们相信，欲望
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就算是国王，一旦加入僧团，也要这样过活。当时有许多国王加入，其中一个便是阿育王，他像其他僧侣一
样，过着完全苦行的生活。他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便能获得自觉。佛陀的门徒只有目犍连和舍利弗二人，得到自觉。佛教徒的生
活十分枯燥，没有子女、没有家庭，他们被称为僧团，意思是集体。他们之间也没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不许说话太多，不
能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只能讨论如何静坐，如何能达至最高境界。你们可以想象他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得到自觉。这种
想法在佛教内流行，然后他们叫人抛弃所有财产，说这样便是捐弃一切。但这些都是佛陀真真正正希望弟子成道的方法，希望他
们成为对绝对真理有真正的知识的人。但却没有成功，此所以今天的佛教，分为许多宗派。 好像在日本有个宗派，说佛教徒不可
杀害动物，但可以吃已死动物的肉，还可以杀人。因为戒条上说不可杀害动物，却没有说不可杀人。你们看这些人如何善于找寻
漏洞。另一个佛教的教派和老子很有关系，老子所讲的道，便是我们说的灵量。当时的人都不明白他，于是他用艺术和绘画的方
式来表达，以免道家的思想陷于枯燥。但老子的思想从没有真正地扎根。我见过一些道教的人，他们完全不是灵量的信徒。中国
有一条河流叫杨子江，坐在船上看那些山水，每五分钟便出现不同的景像，十分有趣。那条河便是灵量。老子所讲的道便是杨子
江。老子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应在外界那些山水，我们看见那些山水，但却是跟着河流前进，但后人却开始绘画那些山水，注意力
转到艺术那里去。佛陀从没有谈过艺术，也不想搞甚么艺术，他只希望门徒深入内省，在里面找到绝对的真理。 禅宗便是这样，
把注意力转到艺术那里去。禅宗是佛弟子菩提达摩开创的，后来传到日本。禅宗尝试用棍打人的脊骨，打在那些轮穴处，希望能
提升灵量。禅宗用很严厉的方法，我曾见过禅宗的人，连脊骨都给打断了。 我见过一个禅宗的师傅，他病得很重，有人找我去医
治他。我很惊奇，因为这位师傅不是个得到自觉的灵，对灵量也一无所知。我于是问：「你对灵量一无所知，怎么会成为禅宗的
领袖？」我问他：「甚么是灵量？」他不知道。我又问：「甚么是禅？」他说禅便是静坐。我问他怎样静坐，他回答得很混乱。
我于是问：「你不是个得到自觉的灵，怎么会成为禅宗的领袖？」他说禅宗已许久没有这样的大师，在公元六世纪时曾经有过，
之后就没有了。 你们想想，你们是怎样得到自觉的。你们没有牺牲些甚么，没有行过甚么苦行。有三位神祇在你们的额轮：佛陀
、耶稣和摩诃维亚。你们要修苦行，在霎哈嘉瑜伽，「苦行」的意思不是出家，「苦行」的意思是静坐。你要知道何时起来静坐
，这是最起码的。其余的事情自能成就。要深入内里，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你们不用剃头，不用捱饿、不用赤足，你们可以唱歌
，可以有娱乐。佛教徒甚至连戏也不可以看，很难想象他们怎样生活。但有上千上万的人，愿意这样跟随着佛陀。他们很穷，只
穿一块破布，有人看见他们，以为是一群乞丐，心生怜悯，便给他们食物，但不知道佛陀就在他们中间。 佛"Buddha"这个字来自
"Buh"这个字，意思是觉者。即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你们现在都是觉者，但不用捐弃些甚么。因为佛陀所捐弃的，都是些没有
意义的东西，是个幻相。你们是否唱歌、是否跳舞，都是没有关系的。但他们的观念根深柢固，他们要禁食，好像个肺结核病人
那样，令人看见也觉得可怜。而你们则像一些玫瑰花，能享受生命，但我们要有佛陀原理在内。佛陀原理是甚么？就是要作苦行
，苦行的意思不是叫你们禁食，当然，如果你太热衷于食物，作一点禁食也是好的。我没有叫你们不要听音乐，但要听那些令你
能升进的音乐。我从不叫你们不要做甚么，因为你们都是佛。得到觉醒的人，只会去告诉别人不要做甚么，不会要别人告诉他不
要做甚么，我不必告诉你们，你们会告诉自己知道。但你们还有许多思想积集，使你们不能明白灵是甚么。灵是无拘无束的，是
上天的爱自由的表现。我们要反身自问，自己有没有这样做？ 还有许多思想积集在我们之中起作用。例如认为自己是甚么国家的
人，不肯与别人混在一起，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你们现在都是普遍的存有。你们要反身自问，是否还有这些虚幻的思想。 但我们
不同，内在有了光以后，我们便能知道自己的问题，并停止那样做。如果你内在有了光，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不能停止那样做，
那表示你要有多一点力量。要知道如何提升灵量，时刻在无思虑的入静当中，达到更深的境界。我发觉各种思想积集当中，「我
」执还是起很大作用。我主要说那些西方人，从前他们不理会他们的子女，两三天便闹离婚。但现在却如胶似漆，现在他们认为

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庭，都十分重要。从前他们不理会他们的子女，但现在却如胶似漆，他们不明
白，儿童是属于集体的。但如果你说：「这是我的子女」，你便会产生问题，当然问题已开始减轻。许多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
不喜欢种族主义，希望有一天消灭种族主义。就好像在印度，人们希望消灭种性制度一样。因为这些都是毁灭性的，我们自己知
道甚么会毁灭我们自己，甚么会毁灭我们的家庭，甚么会毁灭我们的国家，甚么会毁灭全世界。你能看见甚么使你堕落，甚么使
你走向灭亡。而这只有反身自省，认真静坐才能达到，有些人为自己的习性而自豪，常对我说：「母亲，我就是这样的。」不要
再这样了。现在灵量已被唤醒，你们所有优美的本质，所有优美的本质是不会消失的，灵量通过以后，便能唤醒它们。在导师崇
拜中，我告诉过你们发生了甚么，在顶轮崇拜中，我告诉过你们，但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我要告诉你们，霎哈嘉瑜伽
是甚么。霎哈嘉瑜伽是一个人可得之中最宝贵的。不只是谈论神，不只是说你里面有神性，而是实际的做到。 因此你们不需要甚
么科学，有甚么问题，作个班丹，问题便解决了。如果你们想做些甚么，作一个班丹便成了。如果你们想提升灵量，用手一提灵
量便升起来了。科学所能作的，你们用霎哈嘉瑜伽都能做到。我们都是些计算机，有时我说一些事情，人们问我怎样知道，因为
我是部计算机。我们都是些计算机。只要我们发展出这个能力，我们已在正确的方向。我们不需要这个科学，科学最终会毁灭我
们。每一样事情，科学能做的，都能用霎哈嘉瑜伽做到。我在导师崇拜中，已向你们解释过，你们变得如何有力量。但你们要有
自尊，知道自己是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你们要达到那个阶段，能做出科学能做的一切，你们每一个都能做到。这才是真正的法
力，即具有所有的力量。 有些人来对我说：「母亲，我不能打开我的心轮」。要打开心轮，先要知道自己的问题何在。你有慈悲
心吗？我见过一些人对猫狗有慈悲，但对自己的子女没有慈悲。你们怎可能没有爱心，那是霎哈嘉瑜伽第一个唤醒的，是永恒的
灵的所在。当有光放射出来以后，那个人便充满仁爱。如果有人说不能打开心轮，那表示他只有自我，没有自尊。 佛陀是降伏自
我者，佛陀在你们的右脉，驻守在你们的「自我」处。佛陀控制着我们的自我，祂用甚么方法来平衡这个自我呢？你们都见过笑
容可掬的大肚佛，这个佛很胖。如果一个人过份右倾，他会很瘦，从不会笑。而这尊佛的形象是哈哈大笑的，还有许多小孩子坐
在祂膝上、肩膊上。这是一种补偿的作用，佛陀用甚么来控制我们的右脉呢？便是用这种欢笑的力量。祂笑自己，笑一切事物。
例如有人说不要看戏，我却说可以。用得到启发的眼睛去看，便看出背后的可笑，然后去笑那可笑的地方。又例如这位依利莎伯
泰莱小姐的婚礼，她结婚不知几次，这一次有几千人围观，还有直升机跳伞表演，但有些落在树上，有些落在人群之中，这成为
美国的大新闻。因此你们要看出这是多么的可笑。如果你看出那是可笑的，看看也没有甚么问题。但如果你认为自己很荣幸，得
逢这个盛会，那就糟了。好像有一次我看见嘉年华游行，差点呕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如果有甚么可笑，你一眼便能看出
。如果有甚么幽默，你一眼便能看出。用这种注意力，便能看出问题的本质，因为与真实相比，那是可笑的。与真实相比，那是
虚幻的、虚伪的等等。如果你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应该能看见问题所在，并自得其乐。 小孩子许多都能这样，但到了某个年纪
，便不知发生了甚么似的。就好像我的孩子小时，在学校看一出戏剧，他们回来都对我说，有甚么有趣好看的地方。他们说：「
今天两夫妇打起架来，我们忽然发现，他们两个都是男人」。但我的仆人说：「你看这些小孩子，每一次看戏都很开心。」你们
看，那些小孩子是笑那些可笑的事情。但仆人却以为他们很喜欢那戏剧。看见同一样事物，你们会怎样反应，取决于你们的注意
力。受到启发的注意力，反应的方式，很不同于那些愚蠢的注意力，混乱的注意力或充满负面能量的注意力。 好像有一次，有个
剪「崩」装的人来到我面前，我问他为甚么要把头发剪成这样，他说：「母亲，你不能这样说话」。我说为甚么？他说这归根到
底是一种宗教。他说这样剪有甚么不对？我说错在你没有真正的认同。你把头发涂上颜色，把自己装扮成不是你自己。那个人后
来成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因此我们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是永恒的灵。如果我们是永恒的灵，便要依照这个身分，去生活、去
享受，并作出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佛陀说过四件事说得很好。我想你们每天早上，都要这样说。一是皈依佛。意思是我皈依我自
己受到启发的注意力。二是皈依法。法不是指那些外在的可以败坏的宗教，而是内在的宗教。你们都知道甚么在内给予我们所有
的价值观。三是皈依僧，你们要与集体在一起，至少每月一次，用旅行的形式也好。这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你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微观的生命变成宏观的生命。你变成是整体大我的一部分，事情便能很快地成就。这样我们便能发现那些人是负面的，那些人
不是。那些人是自我的，那些人不是。有些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的人跑进来，我们会把他排除出去。 不来到集体，不成为集体
的一部分，你永远不能知道集体的价值。集体是很伟大的，能给你许多力量、满足感和喜乐。在霎哈嘉瑜伽，首先要将注意力放
在集体之上。就算开始时有所欠缺，也不要紧。你要来到集体，但不要批评别人。要反身自问，为甚么人人都能享受集体，我却
坐在一旁批评，我有甚么问题？如果你能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有甚么缺点之上，而不是找寻别人的错处，这样你便更能享受集体
。批评有甚么用？如果我的纱丽有点污点，我要去清洁它。同样如果你的纱丽有点污点，你也要去清洁它。这些实际的事情是要
去做的，因为霎哈嘉瑜伽是最实际的，是绝对的真实，所有这些力量，所有这些了解，所有这些爱与慈悲。你们要肯定自己，要
知道上天浩爱的力量，时刻都保护着你，引导着你、照顾着你，养育着你、使你能够生长。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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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量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1992年6月21日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去敬拜太初灵量(Adi Kundalini)和你自己的灵量(Kundalini)，敬拜两
者是因为你的灵量是太初灵量的反映。我们已经了解灵量很多，我们也知道只能透过她得到唤醒，得到升进，我们已经升至很高
的意识境界，不单升至很高的意识境界，它也赐予我们很大力量，在人类灵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唤醒灵量的力量。
但有些人的灵量得到唤醒以后，便走向左边或右边，以求取力量，而不是去帮助别人。佛陀曾经清楚地说过︰「当未来佛 (Matrey
a，又译弥勒佛，意即三个母亲的力量合在一起)来到时，是会造福人类的。这是其中一个征兆，「造福人类」，不仅是对霎哈嘉
瑜伽士，还对一般人，所以又怎会是只是那些觉者(buddhas)，即怎会只有已经得到觉醒的灵了解灵量？人们还是对灵量很无知的
。他们阅读一些经典，又或其他描述这方面的数据，于是他们便滥用灵量，变成密教修行的术士
(Tantrikas)。你们也知道，Tantra

是灵量的机制，Yantra则是灵量本身，是机器本身。今天我想大家都对灵量知道很多，知道它

怎样穿过不同的能量中心，怎样升起，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要找出如何培养灵量，这是很重要的。 首先你们得到自觉是和别人
很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你通过霎哈嘉瑜伽轻而易举地得到，而别人却要跑到喜玛拉雅山上去，在寒风里站立，许多人甚至死去
。他们要住在山洞中，单吃果子或甚么都不吃。即使在佛陀的时代，他们只有一块布遮蔽身体，他们要到村庄中乞取余食，把食
物煮熟，无论食物是冷是热也要吃，一点儿舒适也没有。佛陀教他们捐弃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们可以过没有舒适的生活。但他们
没有一个能得到自觉，也没有一个能提升别人的灵量。 分别真的很大，你怎样得到自觉，你的灵量怎样被唤醒，你怎样彰显你的
力量，都是以霎哈嘉的方式。例如，你能让他人得到自觉，你能医治他人，你能感应他人的能量。有些霎哈嘉瑜伽士甚至能够操
纵雨水、太阳和月亮等等。还有些霎哈嘉瑜伽士的祷告有很大的力量，只是作祈祷，他们便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他们一些人拥
有这些能力，过去的隐士和修习者也有这些能力，但他们的能力不是建筑在仁爱之上。这是你们特有的能力，因为你们要造福人
类。那些隐士的能力只去保护自己或去毁灭，所以他们发展出诅咒的能力，这能力很尖锐，他们可以诅咒人。你们没有这种能力
，你不能诅咒人，因为我已把它取消了。我能否诅咒人，我能，但我从不诅咒人，因为我们的基础是爱心、慈悲与温柔。那些隐
士大部分都是脾气非常暴躁，极之暴躁，有时候他们用许多可怕和严厉的语言来谈论没有自觉或找他们麻烦的人。他们生社会的
气的方式，描述自己的方式都是很可笑。他们有些没有留心社会，没有责备社会，没有批评社会，只满足于自己的天地，或者只
是写下他们所受的恩赐。你们有一个新的面向，你们要用你们的力量造福人类。你们的灵量能自然地升起，乃是由于母亲的爱和
慈悲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要说，只有你内在发展出纯洁的仁爱之心，你的灵量才会得到培育。 首先我是用「纯洁」这个字，
这也是我的名字，意思是你们先要纯洁无邪。如果你不纯洁，便会产生问题。比如贪恋，又或你的爱只集中于某些人身上。灵量
不是这样的，她上升时通过每一个能量中心，却不附着于任何能量中心，她想治疗每一个能量中心，滋润每一个能量中心。她只
关心她的升进。同样地，霎哈嘉瑜伽士不应涉入任何关系，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你们不用像佛陀的门徒。就如我常常告诉你，一
棵树的汁液向上流通，经过树的每一个部分，蒸发掉然后又再回来。 这个通道应该打开。一旦这个通道打开，灵量便会毫无困难
地通过。但如果你太执着于某事物，那条通道便有可能会关闭。有些人太执着，例如执着于父母。好吧，我知道在开始时，刚来
霎哈嘉瑜伽的人会说︰「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姊妹，这样那样，他们病倒了，请你医治他们。」这是很普遍的。他们会写
很长很长的信给我，描述这些关系，我也弄不清他们的关系____这个人是谁？他们没有写下名字，却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关系。这
些都是些人为的关系。明天你大祸临头，这些关系对你是毫无用处。相反，你发现有些人会利用这些关系。你不应该依赖这些关
系____你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怎样的宗教或在哪个国家出生，因为你已是个普遍的存在体。 你不再因这些人为关系与别人建立关
系，而是通过灵性的关系。除非我们建立这种关系____不是说你要抛弃你的丈夫、妻子或儿女，不是这样，只是说你要抛弃你的
社会制约，我们要抛弃所有这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积习和社会制约，就算有些是好的，你们还是要把它抛弃，因为它仍然
是一种制约。我们要成为这些制约的主人。例如印度人有一种社会制约是好的，在印度，他们早晨一定要沐浴，我也是早晨沐浴
，英国人沐浴方面真的很可怕，他们想得到喘息才沐浴，若你在英国这个受诅咒的国家沐浴，你就是做不来，你必须晚上沐浴，
否则就不要沐浴，我们要作出改变。若你有这制约，你会感到很悲哀︰「啊！我怀念沐浴，不沐浴我睡不着觉，感到不妥当，感
到自己是不正常的。」虽然沐浴是好的制约，但它仍奴役你。 所以无论是好是坏，若这是制约，我们都要看清楚它。我们也不要
走到另一极端，「好吧，我一生都不洗澡」，不能这样。而是︰「如果早晨不方便的话，可以在黄昏的时候沐浴，或有一段时间
不沐浴也不要紧。沐浴不能控制你，是你决定甚么时候沐浴。」你不要让任何事物控制你。你要有完全的自由，灵量才会为你而
升起。如果你没有完全的自由，灵量是不会升起。 我们有来自家庭，来自宗教，来自国家的制约。这些制约，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许多社会制约都是从家庭而来。如果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你便会比较接受耶稣基督，你从未见过基督，也不知道祂是否存
在，圣经是否真确，但你仍比较接受圣经；如果你是印度教徒，你便会比较接受薄伽梵歌和吠陀经。这都会引致不平衡，因为我
们应对一切的宗教，一切经典平等而观。这是圣人应有的特征。所以这些制约必须摆脱。你在哪个国家出生是另一个你要解决的
制约，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讨论不同国家的制约，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在得到自觉之后，你升进至高于你周围的社会，你开
始明白，开始描述，我是透过这些国家的国民而知道这些国家的蠢事蠢行。例如，一个法国人会说︰「母亲，这是典型的法国思
维，他生来是法国人。」或印度人会说︰「母亲，他是典型的印度人，他是那样做的。」你要明白你不要为自己的国家定位，因

为你已是普遍的存在体，要活得像一个普遍的存在体。 当你变成普遍的存在体，你知道表面上肤色的差异不再是障碍。你不会因
为别人的肤色比你的黑些或白些而憎恨对方，不单白皮肤的憎恨黑皮肤，更黑皮肤的也憎恨皮肤比他们浅色的，他们都相信对方
是完全错的。如果你问一个宗教狂热主义者另一个宗教，他会说别人的宗教最差，自己的宗教最好；你再问另一个宗教狂热者，
他会说他的宗教最好，其他的都是很差劲。即是说普遍的意见是所有宗教都是差的。每个人都是最差的，所有宗教狂热者都是最
差的。若你作一个普查，没有人会说︰「好吧，我的宗教是妥当的，大家的宗教都妥当。」没有人会这样说。 若你问一个英国人
，他会说︰「母亲，这是典型的英国的，你帮不上忙。」他们很生气，我曾经见过一个英国人生另一个英国人气，因为这个英国
人行为不检，或对我不礼貌，我不会生他们气，因为他们是盲目的。你作为普遍的存在体，必须有慈悲。由于神的恩赐，你升至
更高层次，你们不止是被确认为得到自觉的灵，而真的是已得自觉的灵，这是毋庸置疑的。你们是「sakshat」。所以，就在现在
，神确认你们是已得自觉的灵，很自然的你必须改变一切，不用令自己成为典范，不用再认同于那些你已放弃的东西。就如你已
经从蛋变成小鸟，不用再认同于那只蛋，只安顿在同一个地方，牠们会飞，牠们已变成小鸟，不再是蛋了。同样，你要接受现在
的位置，接受自己已是醒觉的灵，应该有自尊，知道你要完全的改变自己生命的目的。当你明白你生命的目的，内在的，不是外
在的，不是思维的过程，而是你要内在感到有责任，你要把自觉传到全世界，解放全世界。一旦你明白到这一点，你便会担承责
任，灵量便会升起。我认识许多人说︰「母亲，我们不擅说话，非常怯场。」好吧，你只要站起来，只是这样，他们却能不停的
发表演说，直至我叫停他们。许多人说︰「母亲，我们不懂写诗，我们没有才华，我们不懂唱歌。」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唱得很
差劲，人们必须告诉她…因为她常常走音，却大声的唱，他们必须告诉她︰「你还是在后面，不要再唱了。」现在她却是带领一
个歌唱小组。 许多美丽的事物都显现出来，你们要接受这一切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抛弃恐惧，我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恐惧。就如
你昨天看到，这些都是来自左脉，偏左边的人该怎么办。一个偏向左边的人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个得到觉醒的灵，没有人可以
伤害他，毁灭他更没可能，没有圣人会被毁灭。那些想毁灭你的人会以很有趣的方式完蛋，不是被摧毁但以很有趣、很滑稽的方
式完蛋，你会讥笑他，也享受发生的一切。梵文中有句话：「Vinashkale Viprit Budhi」，意思是说毁灭是从人的愚蠢行径开始。
他们变得愚蠢，每一阶段你也看到他们是很愚蠢的，愚蠢招致灭亡，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这就是你们为甚么不需要拥有毁灭的力
量，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会造就一切，所以你要放弃毁灭的力量。你只须宽恕那个人。一旦你能宽恕，你的责任便交托给了别个
，灵量便能够升起。你不要再心怀怨恨，只要一笑置之，因为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是笨蛋。你对白痴会做甚么？
我们或许不会在他面前讥笑他，但却会在背后笑他，因为他是个白痴，所以他们变成白痴，你看到他们变白痴，你却刚放手。你
要明白这是霎哈嘉瑜伽的幽默，你也要有点幽默感，是吗？那么，你便可以看见这些小丑的行径，像马戏表演般滑稽。 你不要怕
任何人，对任何组织或任何事也不要怕。自自然然的你要知道你是得到自觉的灵，你知道真理，你内在有光，所以他们反对你。
他们对别人也是这样，是吗？每个人都受苦。但现在你不再受苦了，你能享受幽默，只要明白这一点，便没有甚么可以毁灭你，
没有人能伤害你，他们只是向你提供一点娱乐。如果你采取这种轻松的态度，你的恐惧和左边的问题都会烟消瓦解。那些假导师
的束缚，那些鬼魂，那些密教修行的术士算得甚么，他们是一无事处，你比他们更有力量，你只要看他们一眼，便看到他们在手
舞足蹈。另一方面，如果你恐惧，灵量便不会升起，因为灵量是不会为懦夫升起的，它不会支持懦夫，若你是懦夫，它会说︰「
好吧。」你走在街上，通常人会怕黑，怕受到袭击，但霎哈嘉瑜伽士不会怕，若他是个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因为他知道他周围
都有仙众(Ganas)和天使保护着。没有人可以骚扰他，任何人想骚扰他，仙众会愚弄他，这是你的好机会去嘲笑他。你现在静观，
这些左边的问题或恐惧都会消失。一旦排除了恐惧，你那些欺诈、阴险、妒忌的性格也会一扫而空，灵量便能好好的上升。 另一
个妨碍灵量上升的是你们的自我。这是很严重的，我必须承认，对跟随基督，跟随佛陀的人，他们的自我实在太大了，这是很令
人惊讶，因为他们是反基督，反佛陀。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神啊！寛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如果你跟随基
督，怎么可能有自我呢？你们应该是很自然地宽恕别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因为你是很有力量的，有谁能伤害你呢？如果你
的额轮有阻塞，只会伤害你自己，如果你想伤害自己，谁也帮不了你。 这种来自肝脏，停留在额轮的愤怒，必须要正视。这是很
重要的因为灵量会在额轮停止上升，特别在西方，西方文化产生了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贪求追逐，你可称这为贪婪。你越贪婪，
便有越多的机器，越多的工业发展，到最后要召开环保会议。我见过在西班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应该有三至四间车厂，因为
每一部车只有司机，驾车必须要有司机，汽车太多，你也不知道汽车该怎样移动。即使要来静坐班也没可能。十五分钟的车程，
你要用上二小时。在法国是另一个问题，在巴黎，若你想到其他地方，要在早上四时出发，不然就不能准时到达。米兰和罗马也
有同样的问题，瑞士是最差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说瑞士，它的名誉是很…很危险，因为他们赚黑钱，他们在做着这种事，我的意
思是因为贪求追逐，他们犯下各种罪。对他们来说，没有甚么是罪，他们可以堂堂正正的夺走别人的金钱，榨取贫穷国家的钱而
不会感到有任何不妥，我的意思是他们对此免疫。 这种贪求追逐已到达狂热的程度，变成西方社会的重要质量，我们要看清它。
在过去，欧洲国家都支持艺术创作，培训艺术家，支持艺术家。即使在印度，国王和所有王朝也支持艺术家。这些日子，却不是
这样，没有政府愿意支持艺术家。你们应知道，莫扎特曾奉诏在皇后面前演奏。那时的政府不单管税，还照顾艺术家、音乐家、
画家和从事各种艺术的人。就如在法国，皇后收集漂亮的艺术品，鼓励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还为此花自己的钱。现在，你们都
知道，皇后被人民所杀，他们不单杀掉皇后，还杀掉法国的艺术。现在法国人都成为庸俗的人，这是他们曾经谴责的，自己却变
成这类人。 尽管那些人贪求追逐，也应追逐艺术品而不是赝品，否则明天我们或会购买赝品，我们应该购买真正的手工艺品，听
有深度的古典音乐，唱上天的歌，不是令你疯狂，令你充满贪求的庸俗廉价音乐。
你们的文化其中一个问题是令你有自我，如果他们拥有一辆劳斯莱斯(rolls Royce)，没有人能与他们说话，他们的自我大到令脑袋

爆裂。即使是驾驶劳斯莱斯而并不拥有它的司机也昏了头，他的步态，他走路的模样，说话的方式都与我们不同。这种贪求追逐
令你的自我很大。当你到别人的房子，就如有些在伦敦的愚蠢印度人，我到他们的房子，他们都是Sadarjis，即追随那纳克道路的
人，那纳克是不容许人喝酒。当你站起来，他们立即向你展示在他房子里的酒吧。「我的天。」我说，我后退三四步，你明白吗
，他说︰「看看我的酒吧。」他从酒吧拿出一种像苏打的东西，向我们展示怎样从苏打中抽气出来。你只想象，他没有说甚么，
你明白吗，当我们说︰「我们不喝酒。」他以为我们是最差劲的罪人，只因我们不喝酒。 这种贪求追逐最后变成非常庸俗、下流
以及不道德的东西。他们是那么喜欢炫耀，你有时也很惊叹人们是以这种方式炫耀。就像一个来自美国的美国女士问我︰「锡吕
法士塔太太，你在伦敦见过多少间酒吧？」

我说︰「一间也没有。」

「啊！你真是无用，绝对是，你不曾见过任何酒吧。在英国的任何村庄，任何城市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酒吧。」
我说︰「我看过酒吧的外面。」好吧，只为满足自己，我以为她是艺术家。
「不、不、不、不，你知不知道伦敦最好的是哪间酒吧？」

她给我一张清单，我说︰「哪一间是最好的？」

「一间名为隐士的酒吧。」 我说︰「甚么意思？」 你知道吗，住在这所房子的男人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死了，所以数个月也没有
人进入这房子，整个房子都充满恶臭，还有很多蜘蛛网。他们把尸体移走，但恶臭仍在，蜘蛛网完整的保留。你必须很小心才不
会弄破它们，这是最好的酒吧，你要付很多钱，这是我看到的。 她感到很自豪，可以怎样完结？这种贪求追逐可以怎样完结？腐
烂、腐臭的东西，你可以称它为发酵。它必须终结，因为是自我作祟，你开始享受腐烂的东西，就如法国的芝士(奶酪)，我告诉你
，不要吃它，你会烧伤你的手指，烧伤你的喉咙，烧伤你的胃，它真的很腐坏，它越腐烂越好。酒精是腐烂的葡萄，完全腐烂的
，你不能吃它，它的气味像腐坏的木塞。我问某人︰「它的气味是怎么样？」

他说︰「味道很好。」

我说︰「它的气味像腐烂的木塞吗？」 「我嗅不出木塞的味道。」 这就是我为甚么说︰若他嗅出木塞的气味，他就不会喝酒，一
切都是腐烂的。你知道是怎样发现芝士，甚么发生了，怎样开始的，你知道吗？因为一场大风雪，牛奶被留在一个洞穴里，因为
那场风雪，大家都忘记了那些牛奶，牛奶被留在哪里，直至夏天，牛奶开始腐坏，越来越腐坏，十二年后，有人走进洞穴，看到
腐坏的牛奶。感谢天，我今天还未吃东西，他们拿走牛奶，称呼它为芝士。在印度，cheez在乌尔都语是说某些特别的，非常特别
的东西，你也知道，在音乐上，他们用作某些特别的乐曲，cheez，但在这里，芝士却是最腐坏的牛奶，人类和动物都不应吃它，
也许虫可以吃，他们把它给虫吃。我知道在荷兰，瑞典也是，他们有些芝士有虫，他们在吃虫，你能打它吗，是真的，不单吃芝
士，还连虫一起吃。 我们的贪求追逐要何时完结。要喝上百年的酒，酒要有证书才是最佳的。我们吃和嗅这种腐坏的东西，我告
诉你，他们嗅这些。这就是原因，我很惊讶，他们上完厕所后，甚至不洗手。我们嗅到这种可怕的味道，他们却嗅不到，因为若
你吃过这种芝士，你不会嗅到任何腐臭的气味，即使把它放在沟渠里，他们也不察觉这是腐坏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这种腐臭的
气味。就是这种肮脏，即使他们进地狱，也没有坏感觉，因为地狱的气味会是一样，那么，我们该安置他们在何处？他们对肮脏
的气味有免疫力，这绝对是次人类。 在任何优秀社会的这种贪求追逐____法国曾经被视为是最优秀，最富外交手腕的社会。他们
以酒来制造食物，甚么都是酒，这个圆滑的社会曾经____统治整个外交地区，他们却意识不到整个文化只是吃和喝，只是吃喝。
之后或许因为有点政治因素渗入，这种吃喝文化到达了某个程度，令他们脱离外交地区，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他们从不正确地
思考。任何外交官，法国的外交官到处都是，有人说︰「他是法国人吗？」「是。」「还是不要叫他来这个会议，你也知道，他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出局了。 现在这种精粹转移到美国，美国的精粹是吸食毒品，到底是甚么？毒品只是这种贪求追逐的
产物，为甚么要责备哥伦比亚人或任何人？他们只是赚钱，就如你们一样，只是他们饲养的是美国，贪求追逐是美国的主题，他
们追逐些甚么？我曾到过美国，他们只谈论毒品，不单谈论毒品，还像购物一样购买毒品，他们都知道可以在哪里买到毒品，那
些所谓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现在穿着得很简单，外交官的妻子不像过往那样盛装出席宴会，现在即使他们穿上有孔的牛
仔裤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这种在精英社会的贪求追逐最终变成不是滥用药物，就是导师追寻____追寻假导师。那些对此感到厌恶
的人会拜在假导师门下，因为他们失去辨别对错的能力。西方的自我已逐步走到溃烂的地步。这是第一点，他们有一种贪求的本
能。如果某人的妻子长得漂亮，每个男人都有权看她一眼，又或一个男人长得好看，他可能是某人的丈夫，每个女人都有权看他
一眼，不是看她的丈夫而是别人的丈夫，这有甚么用呢？我就是不懂，看别人的丈夫有甚么用呢？ 这种贪求追逐令他们过着不道
德的生活，不道德的社会，他们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年纪。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可以和她十九岁的孙子有染，试想想，这是何
等愚蠢，何等荒唐。除非这是某种反面的贪求追逐，不然这是怎能发生？甚至艺术也走向反面，一切都走向反面，因为西方社会
的咀咒是完全失去分际(Maryada)。灵量依自己的分际而升起，她能恢复你的分际，令你保持你的分际。你们是人，不要活得像动
物，或甚至比动物更差，你没有权这样做，神不是把你们创造成次人类，而是把你们创造成超人类。 这就是它怎样成就事情，你
现在想想，这种贪求追逐到达怎样的程度。西方的第二个很坏的贪求本性的咀咒是他们侵略别人，不停的侵略、侵略。他们认为
自己有权去侵略。他们侵略印度三百多年，为甚么？他们为甚么要侵略？我们并不坏，只因我们有黄金，有钻石，有珍珠，我们
有很多物质的东西，他们因此侵略我们，却没有向印度学过甚么灵性上的事物。法国人侵略我们，每时每刻都侵略，日本人现在
正步西方的后尘。这种侵略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破坏的力量，你看到每天都有战争，这里有战争，哪里有战争，他们想要这要那
。这种侵略还渗入第三世界的国家。这种病态持续着。 灵量可以消灭这种贪求追逐，如何能做到？它给你喜乐，令你能享受一切
。就算你身处森林，你仍能享受，处于不舒适的境况，你也享受。你享受是因为你追寻灵体的喜乐，它能给你喜乐，你最终能从
各事各物取得的也只是喜乐。你以为自己在贪求追逐中可以得到喜乐，你不能。藉由灵量的提升，你却得到喜乐。在这喜乐中，
你不再需要甚么，不再要求甚么，你只是自得其乐，你是喜乐的资产。梵文说︰“Atmanyeva

atmane

ahrushta”，即灵体只会因自己的灵而喜乐。
很微小的事情你也能感受到喜乐，整个宇宙，也充满喜乐。当我出门时，我会问︰「这是甚么树？」

「母亲，我们不知道。」

「好吧，你生活在这里多年，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母亲，我对树木认识不多。」 我说︰「这些是甚么花朵？」 「我们不
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在做甚么，你曾经做过些甚么，你不知道这些树木，你每天都看着它们，你竟然不知道这是甚么树？」
如果你问他们︰「在哪里可以买到酒？」他们却知道。

「母亲，这地方生产最好的酒。」

「好吧，我来负责。」明年，酒没有发酵。 这种贪求的本性是非常…变成政治上的资产，你侵略其他国家，侵略其他人，利用各
种手段，这等同谋杀。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他们以为自己是上主，我们可以憎恨任何人，侵略任何人，对任何人傲慢，向任何人
作出任何要求，取去人家的妻儿子女，取去人家任何东西，可以杀死自己的子女。结果是他们自己失去爱心，失去慈悲，爱心失
去了，慈悲也失去了，再没有爱。同时他们发展出一种自我的观念____认为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国家，我的…。你知道他们在南
斯拉夫(Yugoslavia)做了些甚么，我不知道Yugo这个名字是谁起的，Yugo即yoga(瑜伽)，这些瑜伽人，却互相战斗。他们是来自
同一个根源︰「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国家。」为甚么？你们怎能说这是你的国家呢？你们甚至没有创造过一片叶子，你又是谁呢
？你不能创造泥土，你能吗？你又怎能说︰「这是我的国家？」你竟敢这样说？这全是属于神的，是由神创造的，或你可以说是
太初之母创造的，你甚么也没有做，你怎能说︰「这是我的，我拥有它？这个自我在发展，发展得很强大。即使在霎哈嘉瑜伽士
当中，仍然有人有「我」的观念，「我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咀咒︰「这是我的妻子儿女，我的家庭。」事情就像这样发展。 心
因此开始收缩。对于心胸广阔的人来说，他的世界是整个宇宙，一切都是内在的，一切都在你内在。当你能有这样的经验，灵量
便会像火箭般上升，因为顶轮和心轮在头上是同一所在。若你有一颗寛容的心，你的顶轮便不会阻塞。要保持顶轮打开，我们只
要具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谁是属于我的，每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我是谁？神要做甚么，你都要接受。」 所以你们要抛弃那些观
念，有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执着于家庭︰「我的儿子还未有自觉，我的兄弟还未有自觉，我是这样的…」当你得到自觉︰「这是
我的儿子，我的兄弟姊妹。」这个「我的」必须摆脱，这是非常精微的东西，这就是为甚么顶轮会有阻塞。其实每个人都是属于
你的，因为霎哈嘉瑜伽士的灵量是用爱打造的，纯洁的爱。纯洁的爱只希望去爱，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如果你觉得困难，那表示
你还未用霎哈嘉瑜伽的方法。要打开你的心，你便不会感到失落。对我来说，当我要离开英国，我真的感到有点…就像月亮被海
洋吸入，我感到我的心像被拉出来，但当我来到这里，我再次见到等待着我的孩子，所有都已经结束。在这里我感到拉扯我的心
的力放松了。你们是我的孩子，他们也是我的孩子，作为一位母亲，我怎能说︰「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就像这样，请摆
脱这种制约。首先，西方人不关心家庭，他们离婚十次，还宣传离婚︰「我离了十次婚。」现在他们不离婚，却依恋家庭，依恋
丈夫，像胶水一样，我告诉你，像胶水一样。有时我真想知道︰「我做了些甚么令他们变成这样？」 所以要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心的最终是顶轮，又或你可称为Brahmarandra(梵穴)，那么我们便可以进入心。你不要去理性分析，不要去争论执拗，不要
用思维去做事，不要凭借书本或甚么，只管用你的心。若你能做到，你便会明白，没有甚么比爱每一个人重要。爱的最高表现是
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在爱之中，你可能要对他人说一点老实话。有一次我要对一些女霎哈嘉瑜伽士说些老实话，我的丈夫便说︰
「不要说，你说了她会敌视你。」我说︰「让她敌视我吧，不要紧，我有责任告诉她这是错的，不然我会成为她的敌人，因为我
不告诉她真相，她会受苦。」 灵量就是这样给你明辨能力，爱是真理，对灵量来说，它只是河流，就如他们昨天描述nirvaj，它不
接受任何补偿。我们纯洁的爱之流多么有爱心，仁慈，温柔地被唤醒，我们也要这样运用这个我们内在的力量，因为这是我们的
工作。她给我们自觉去解放整个世界，这力量我们不能独自拥有。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给人自觉，否则你的灵量便会退回。谈论霎
哈嘉瑜伽不是兼职的工作，不是与正题无关，而是每时每刻都与你一起。你有机会时都要向别人讲述霎哈嘉瑜伽。你要成就许多
事情，你要给他人自觉，否则这是没用的。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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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你们要求我给你们导师这种身份。导师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身份，因为身份是外在的，可以赋予任何人，而且任何人
都可以说“这是你的身份”。因为某种外在的价值，你们可以将某种身份赋予某个人。导师是一种状态。“状态”意味着内在的存有，
进化到了你们成为老师的那个水平。当然，一开始你们必须要成为自己的老师。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们都还不是自己的老
师，你们怎么可能达到那种状态呢？
正如我所说的，导师的状态是内在的；然后有人开始思考：“如果它是内在的，如何用霎哈嘉的方法到达那种状态呢？”我们必须从
发展某些特定的能力开始。
第一项能力就是我们是否能变得无思虑。在冥想的状态中，你们能无思虑一小会儿。逐渐地，这短暂的时间段会不断地延长——
你们会没有任何思虑。这是会发生的，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一种状态，但再一次，我们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呢？因为人们不能理
解任何事情都会自发地发生，总是要做点什么。为此，在霎哈嘉中，我们有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你们有个口诀“nirvichar”。
所以你注视着任何事物时念诵口诀，,“Twameva sakshat nirvichar,” 然后你开始看着那件事，静观，没有思维。就只是看，静观。
仅仅是看本身就在我们的内在创造了那种状态，第一种状态——你成为了静观者，the sakshi，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成为了一名
静观者，无论你看什么，整个事情给予你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件事情的精微层面以及粗糙层面。作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你明白
并且了解它，它成为了你的知识。用现代的名词，我们可以说，你看到某样东西，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它印记在你的脑海中，
展现了喜乐，展现了知识，展现了慈悲。因为现在有很多维度，你都必须要发展起来，这些维度应该发展起来。
假设你去见某个必须要见的人。他一直说啊，说啊，说啊。你只要变得无思虑。然后一旦你变得无思虑会发生什么呢？首先他的
念头，他的轰炸都不会触及到你，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国度中，但在那个国度你的力量也会彰显。它会凉化那个人，让他停嘴，或
是他会对你感受到无限的爱。
所以“导师”这个词意味着重心力：大地母亲具有重心力。同样，一个人，他是导师的话必须有重心力。但是你们如何发展这种重心
力呢？有些人只是表面变得很庄严肃穆，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很严肃的样子，或类似的样子。但其实重心力是在你们内在的。
Guru

pada的第二个状态，我们应该说，就是你的重心力必须彰显。当你成为旁观见证时你的重心力开始自我彰显。它不会表现

为脾气或是严肃性这类的东西。但是它以这样的方式彰显——整个事情会变得极为有尊严和尊贵。它就是真正的自我呈现。所以
你升进所至的状态开始起作用。之前不是这样。之前你必须一直人为地“有作为”，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如果你在静默中，你便能
彰显你的重心力，这个重心力是极具磁性的...它表现得如同磁铁一样。
你们都知道，大地母亲有个磁铁。我们称为重力，人们被这个力量所吸引。因为大地母亲的重力我们才能在她身上安歇。因为重
力，任何事物都被大地母亲所吸引。所以你获得磁性的气质，磁性的性格，磁性的个性。并且你形成的磁性个性，马上会显示出
，它正在彰显自身的力量。试着去理解。就像照射在我身上的光，它只是给予光，没有显现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太阳光，这
是最好的例子。太阳光，看起来很简单，当他们照射到树叶上，彰显了他们将光转化为叶绿素的力量。同样地，当你到达了那个
高度或是那种状态，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即使瞥一眼——你也能彰显。不仅如此，你还记录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一定注意到了我很少忘记事情。有一次旅行，在桑格阿姆内尔附近我看到了一些红色的石头，当我说为什么我们不
在Pratishtan【注：母亲在印度浦那的大宅】用些红色的石头，他们说“整个马哈拉斯特拉邦没有红色的石头。”我说“有啊。”“在哪
?”我说“在去...的路上，你会在桑格阿姆内尔附近找到。”他们说“那条路我们都走过好多趟了，我们从来都没看到过。”我说“我不知
道你们见到了什么，你们看着些什么，我一定见过”当他们去到那里，他们看到了许多座山，红色石头的山，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
过。
所以，当你不带着念头开始旁观见证某物时，因为没有念头，就不会有任何障碍阻止你吸收这个事物的知识。完全的吸收就在进

行中。并且它会彰显出来，上天的力量就是这样在我们内在工作的。
所以有了重心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抵达我们内在的那个深度——这样做我们便能携带着上天的力量，并彰显它。除非你能抵达我
们内在的这个深度，否则霎哈嘉瑜伽还是像“Hare Rama Hare Krishna”（宗教狂热）。和宗教狂热相比也好不了多少！我发现有
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有时候突然就脱轨了，这也是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没有重力足以让自己深入自己的存有，去感受到自己存有的
美丽和荣耀，也没有使用这重力来彰显上天的力量。我们可以说，如果有辆很差劲的车，没有修理妥当，它就不能委以重任。在
你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天的力量，祂看起来很轻。你从来都不会感觉到上天力量的重量，你不会感受到祂的压力。
但是如果你不洁净，你的管道不洁净，那么上天的力量就不能正常地流动，祂便无法彰显。
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是全能神的工具时。就像我们是这个工具（麦克风）一样，我们现在连上了主机。如果这个工具它不能正常工
作，那么它就不能彰显出应有的功能。但我们比这些普通工具高级很多，甚至是那些科学创造出来的最为复杂的、最高级、最成
熟的工具。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我们本身已经成为了科学。真理的科学，绝对真理。
所以对一个导师而言，他必须具备自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尊。为了获得自尊，我们必须要内
省，而且必须知道“今天我已经不再是昨天的那个我，我是一个得到自觉的灵。我已经获得了力量，当然我有了力量。爱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掌控事物的力量，创造的力量，给他人自觉的力量。”没有人具备这些力量！但是在霎哈嘉瑜伽中，不知为何，我们
没有自我意识。我们也不应该有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会给你自我。但我们应该具备自尊。“我是一名导师。我是一名导师。我
不是普通人。我不是路人。我是特别的人。我站在真理的岸边。我必须拯救那些盲目的人，那些疯狂的人。”…诸如此类。
当今这个世界处于最为混乱的状况，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某种静默将会来到你们的内在。当出现任何的危机，你立刻变得极其
静默。就是我一再重申的那种状态。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沮丧、不开心，就试着去到达那个点，那个轴心，也就是静默。这
静默会让你极为有力量，因为这静默不仅仅是你的，当你处于这静默之中，你正处于整个宇宙的静默中。这个宇宙的静默会为你
工作。你正和所谓的宇宙力量连接在一起。但不仅如此，是上天的力量，我应该说，上天的力量作用于整个宇宙。
所以如果你只是变得静默，那么你知道自己正身处神的国度中。
这就好像：当你获得了成为一名国王的荣誉，你走向了你的王位，坐下来，环顾四周，你感觉到你已经身为国王的静默状态。这
份静默就显示你绝对、绝对地和上天联系在一起。你是静默的，因为上天将会照顾你所有的一切。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
保持静默。但这不是强迫而来的，再次重申这是一种状态。
你看，如果任何动荡发生了，任何问题发生了，突然间你的注意力就跳进了这片寂静中，一旦你跳进了这片寂静中，你正连接着
整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当我说到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时，我们还是无法理解祂是什么，祂意味着什么，这个无所不在的爱的力量
。祂是某种四处流淌的能量吗？祂是某种河流吗？或者祂是某种以太吗？祂是完整的实相的全部。完整的实相的全部就是无所不
在的力量。其它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而且这实相是如此有效率（这时候停电了，母亲触碰话筒来检查话筒是否工作），祂是非常有效率的，祂从不像这个麦克风那样
失效。祂是如此宏大的，我们把祂称为，螺旋式交织的过程，我们甚至不能够用人类的理解力去想象，祂是如何掌控，祂是如何
起作用。我的意思是，比如你看这些树。玫瑰的灌木只会长出玫瑰，它不会长出苹果。它会长到某个高度，但不会长得像椰子树
那么高。所有大自然的特征都被绝对地保持、滋养、照顾和控制；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季节。这就是为什么在梵文中它被称为
‘Rutumbara PrAgnya’.“Rutu”意思是季节，Rutumbara PrAgnya 是照顾季节的上天，开悟的知识，很简单的定义（笑声）。但是
祂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对人类的脑袋来说，祂太复杂了，人们不能够理解祂是如何运作的。
现在我已经看过了你们描述的所有奇迹，我的意思是，还有很多还等着被记录下来，这是这个力量上演的戏剧，这个力量可以思
考、理解、合作、协调、爱和照顾你们。[它]听从你们的调遣，听从你们的调遣。无论你们走到哪，这个连接都会被维护。就像一
个长官出门，你们看那些保安和他一起出门，他们一直簇拥四周。不仅仅是陪着我，同样也陪着你们。你们已经在那有一席之地
了。他们知道你是他们必须要照顾的人，他们不会照顾别人，他们不会为别人做什么，但是会为你们这些人。所以要试着去理解
自尊的这一部分！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意味着你们是如此特别的人，无论你们在哪，无论你们是在睡觉，还是在走路，还是坐
在树下，或是在家里，无论你们在哪，与这个上天力量的连接都被维护着。就像一个对讲机——你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但是你们
不用对话，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需要下命令，也不需要请求什么，什么也不需要！祂听从你们的调遣，因为你们已经是神的
国度中的长官之一。

所以所有的礼仪都是你们的。任何人想要侮辱你们，或者是给你们制造麻烦，他都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所以你们不应该担
心。你们从来不需要在世俗层面上去思考这些事情。相反，我会说，最好是原谅，因为神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那个举止不当的
人身上。祂不仅仅是慈悲，祂也是暴怒。你们是特别的人；唯一就是你们要有自己的自尊，并且必须要试着保持自己的平衡。
一旦你们处于平衡中，一个导师的工作就是给予他人平衡。祂平衡所有的一切，祂平衡大自然、气候、大气层、社会、人类。祂
在此平衡你们。这个平衡来自于导师原理，导师原理使你们平衡。如果你们的内在有导师原理，你们就能够处于平衡——自动地
！你们的性格自动变的很平衡。不需要有人要告诉你们“现在你们要平衡了，”你们就是平衡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发展这种平衡呢？当然在古代，他们用了非常严厉的方法——吃的很少，断食，去喜马拉雅山，倒立等各种各
样这样的事情。这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平衡。如果你变成了苦行的性格，这会让你变成一个干巴巴的人，没有人喜欢在你的周
围，我的意思是，你会像火烧着了一样，绝对的。所以那些苦行的想法，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来的，不管它们从什么来。也许是
因为他们希望人们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灵上。
但是导师本质上并不是苦行者。他那么不执着以至于他像个苦行者。他可以是一名国王，也可以是一名乞丐，也可以是某地的一
位大人物，也可以只是个普通人。如果他是一名导师，那么在任何一种状态中他都是完全平衡的。没有人可以扰乱他。假设你将
一顶皇冠放在他头上又如何呢？无论皇冠是用硬纸壳做的，还是银子、或是金子、或是钻石什么的，也不会打动他，他绝不会变
得不平衡。以食物为例，我认为，食物是弱点之一。一个导师可以吃很多，也可以完全不吃；可以喜欢吃点什么，不吃点什么。
无论怎样，没有什么可以宰制这名导师。
所以征兆就是你处于平衡之中，你不会被食物所宰制。不会被权力、财富、金钱什么的所宰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宰制你。你
超越了所有这些。一旦你知道你超越了所有这些，那么你就不会感到害怕。你不再害怕。无畏将降临于你的内在。你变得绝对无
畏。没有什么能使你陷入不平衡之中。没有什么可以宰制你。没有什么让你变得虚弱。没有什么会让你上瘾，没有什么是诱人的
。再也没有什么诱惑。
当你达到了那种状态，超越诱惑，超越贪婪，超越色欲，那就没有问题了。什么也不能真正的拉倒你。你可以戴着普通的印度罗
勒花环，你也可以戴珍珠或者钻石之类的东西，这些并不会触动你。但你也不会逃避任何事物，因为当你逃避某些事物时，你就
人为地变成了一名苦行者。苦行是在你们之内的——内在的。所以没什么能阻碍你，没有什么要紧的。我们必须明白这种状态，
但是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的就是，他们会说“母亲，我不认为我是导师。”

我问“为什么呢？”“因为您告诉我的种种迹象，他们全都

存在我身上。我始终还是想吃这些食物，我始终还是想干这些事情。“你们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你们不应该被我告诉你们的这些
所负累，不该试图评判你们自己。不要去评判！你们只要逐渐地成长，欣赏你们自己！你们会逐步地升进，并且会稳定在你们所
到达的高度。
如果不这样，当你开始评判，你会感到缺乏自信，你会感到非常的沮丧，“哦，母亲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这样，母亲曾经说过我们必
须那样。”如果所有的时候你都评判你自己，这于你无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对自己很有把握。没有什么好评判自己或是要
达到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不停地说“母亲这么说的！”我可能这么说过，也可能没有说过，无论怎样，无从考究。我这么说过，
你们在说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找别人的麻烦的好办法。“母亲是怎么说的！”“她说了什么呢？”“她说你不该每一天都进食！”我从
没这么说！但是有些人就能这样去说，愚蠢！假设我这么说过了——没关系——那你该说什么呢？所以，你已经超出了自己对是
非的体验。
你不会相信作为一个人我是无用（什么都不会）的。事实上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实际上，我的父亲过去曾告诉过我许多
关于人类的事情。他们是怎样的，我应该如何表现。并且对我来说成为一个人是很难的，非常非常的困难。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人们有这样的行为，怎样和他们打交道，怎样来管理他们。真是非常的困难。可以说即使是威廉.布莱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当你到达了那个状态，那你只是享受自己。对你而言，你会比我更享受自己。因为你们已经是人类，所以你们了解人类，你
会看到自己的升进，对你来说更容易欣赏这点。而对我来说，它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从不知道什么是诱惑，我从不了解你们具
有的这些特性，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由这些特性所产生的一切。你看，如果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你们从没有任何所谓
的诱惑。你们一直是这样——这有什么伟大的呢？但你们已经从人类的层面到达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是值得赞许的。你们所能

享受的已经超过了我能享受的，或者是超越了基督耶稣所能享受的，或是超越了锡吕.克里希纳所享受的。因为当一个人升进或成
长，感受到了自身美德、特质的芬芳以及自身的伟大时，他就会享受自己。
“那又怎么样呢？我现在升进到了这里啊，”他会说，“好啊，我升进到了这里，为什么你要烦恼呢？我现在很好啊！”他恰到好处地
地理解了这种改变。并且他会更理解别人，那些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知识、你的深度、你的重力的那些人。因为你曾经是一个
人，现在你是神圣的；因为你曾经是一个人，你能理解别人。
所以像我这样的导师，我不知道，是很不同的，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曾经看过这些导师，真正的导师，他们是群很严酷的人，
我必须说。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打人的，他们如何鞭打徒弟，他们如何把徒弟悬挂在水井上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不能理解为
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是通过奋斗和斗争从人这个层次升进来的。所以他们会想“为什么别人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呢？
他们难道不该有些问题吗？”
但是你们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不同于这些导师。你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自觉。以非常简单的方式，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
然地你得到了自觉，完全自然而然。你不需要为此做任何事情。所以你作为导师不同于那些努力奋斗才成为一个自觉的灵的那些
导师。所以你处事的态度必须更慈悲、更为体谅、更有爱心。因为你自然而然地获得自觉，别人也可以从你身上获得自觉。不需
要做任何可怕的事情，也不需要朝他们吼叫。有些人遇见我的时候，告诉我了一些很让人难过的事情：有一些霎哈嘉瑜伽士对他
们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所以他们必须离开霎哈嘉瑜伽。一个霎哈嘉瑜伽士不应该说任何刺耳的话；他没有权利这么说。因为我
没有朝你说任何事情，你就获得了自觉，完全免费。没有做任何事情你就获得了自觉，如果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请求获得自觉，你
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给予自觉。你不需要通过某种苦行（我们也可以说是训练）来得到自觉。所以必须改变态度。我保证如果你们
要是也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么你们可能成为一名导师，但不是霎哈嘉的导师。
所以试着去理解一个霎哈嘉的导师和一个非霎哈嘉的导师是不同的。他们脾气暴躁，非常非常暴躁。而一个霎哈嘉的导师是没有
理由脾气暴躁的。一切都这么美好、美丽。所有人都享受这么美丽的氛围。如此有爱，如此慈悲，如此尊重彼此。没有竞争，没
有政治。如果你理解一件事情：你以自然而然地方式获得了所有的一切，同样地，你也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给予他人，并且同
样尊重他人。我认为你们都能......
这里有位先生，他正在照相。看看他是谁。他不应该给所有的这些东西照相。他不应该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来照相。请把他的胶
卷拿走。大家知道，这些是恶作剧的人。
所以我们以霎哈嘉的方式行事。你们都知道你们获得了所有的力量，你们都是导师，你们已经成就了很多，你们可以做很多的事
情。你们必须要活出霎哈嘉。你们以霎哈嘉的方式获得自觉，所以没有理由成为一个对人苛刻、令人讨厌、脾气暴躁或者是极为
严格的导师。但这种趋势在抬头！有些时候我看到在霎哈嘉瑜伽中有很多军事化的东西在抬头，并且把某些治疗方法军事化。不
能这样。不需要约束。他们应该自我约束。他们都是导师，谁可以约束一个导师呢？他们自然而然的才是霎哈嘉的，所以你们的
风格是非常不同的。
这些导师全都不知道如何给予自觉。我坦白的告诉你。他们从不知道可以用手来提升灵量。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极少有人曾给予
过自觉。但是你们这些人现在可以给所有来到这坐在你左右的人自觉。我只需要说，“好的，来吧，看着这个人。你们所有的人都
坐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们已经超越了当今科学的极限。你们已经变成了上天的科学，并且了解所有的点点滴滴。“这个轮穴阻塞了，那个轮穴阻塞了，
我感染了，你感染了。”我们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是guru

pada：仁慈，甜美，关心。这也是你们的母亲给于你们的——关心。

对每个人的关心流淌着。你们必须关心人。但是这些导师[说],
“不,走开，去死吧！杀了你自己吧！吃草去吧。”不，不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也必须成为一个母亲型的导师，甜美的导师，极为甜美，和蔼，通情达理，宽宏大量。因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传播霎哈嘉瑜伽。我们忽略掉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获得自觉的目的或是我们此生的目的是为了给予他人自觉，传播
霎哈嘉瑜伽，给予他人解放。通过这样给予整个世界解放。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是负责任的，那么你该如何表现呢？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祭司，不再需要。也不要某个人这样说，另一人又那么说，这个发生过，不要这样。对那个人，只说必须要说
的。你自己会看到，你是如何在他人身上反映出你的品格，他是如何反应的，他的言行举止是怎样的。

逐渐地我看到我们的集体都在学习。逐渐地我发现所有那些令人讨厌的宰制者从霎哈嘉瑜伽逃走了。我也发现人们对彼此极有爱
心、极为仁慈，而且对霎哈嘉之外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你们是善的化身、正义的化身。你们是耐心、仁慈、爱、关怀的化身。所
以不在于你们该怎么做到，你们全都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不应该放弃。我说过“只需看着，静观。”没人能做到，但你们可以做到。
所以首先是自尊，接着是呈现出来。呈现出你们力量。如果你是一个导师，那就呈现出你的力量。你们没有呈现你的力量。你们
还在想，“谁知道我是否有力量。”这样，那样的。这意味着你还只是个初学者。“不！我是导师！好的。”我们确实会说，“母亲，我
是自己的导师，”这就行了。但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你们不仅仅是自己的导师还是全世界的导师。我们拥有的是一个集体性的‘
gurudom’ 导师王国，我可以这么说，集体性的。现在没人可以忽略我们，我们令人敬畏，绝对地令人敬畏。没人可以忽略我们。
我们必须呈现，如果理解了这点。现在，他们挑选了一个很残酷的人，给他穿上某种衣服，然后说他是教皇了。是的，他是教皇
了。但是他不是，他只是在演戏，他的内在不是教皇。教皇是不会错的!(事實上)他是绝对会犯錯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在内
在拥有这些。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些质素，他们就在那里，我们是拥有者，唯一要做的就是你们要呈现出来。
一旦你们开始呈现力量，所有的负面能量都会跑掉，所有的都会跑掉，你们会感到惊讶。谁能抵抗一个圣人呢？他是导师，并且
他知道他是导师。没人可以抵抗。他们全都会逃跑。但是你们必须要内省看看你们的自尊是否恰当。这不仅仅是说你们认为自己
是一名导师。我曾经认识一些真正的导师，我从不让你们去到那些导师那里，因为天才知道你们能不能全身而退！并且我告诉他
们，他们是真正的导师，我知道，但是不要靠近他们。因为他们缺乏的是慈悲，这种霎哈嘉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很艰
苦地工作，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该艰苦地工作呢？
你可以是任何的样子。你们可能在做这个行业，也可能做那个行业。你们可以受过教育，也可以没有受过。没有区别。无论你是
贫穷还是富有，根本没区别，一旦你知道你是导师并且呈现出你的力量。在呈现中，就好像任何一个有天赋的人，如果你懂音乐
，你知道你懂音乐。如果你懂怎么做饭，你知道你懂做饭。如果你是个管理员，如果你了解管理，你懂管理。但有可能还不是完
全绝对的。但是你们已经是绝对实相的全部了。实相为你服务。但是你们必须呈现它。你们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你们可以说自己
是普通人中的不凡者。
在呈现中，你会脱离那些荒谬的东西，只需脱离。别人看到你会很惊讶：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类人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
们是那么美好，他们是那么宽容。
这个知识是那么精微，那么伟大，是最高层次的知识。但是你从来都不会自我得意。我还没有看过任何的霎哈嘉瑜伽士说，“哦，
我了解所有的轮穴，这些，那些的。你竟敢这么说！”胡子都翘起来了。不！当你具备知识时也会如一棵果实累累的树般弯着，那
种谦卑，那种单纯，那种谦卑会给你特别的刀刃，它能穿透任何的心。
因此，你们成为了真理的传播者。我们能够成为像威廉布莱克那样的先知。你们可以的。所以你们会彰显很多的东西。你们不相
信自己。但是请相信。你是一个具备了全能神的伟大力量的人。我估计，关于基督耶稣的圣灵感孕，人们讨论了数个世纪。我从
没有见过如此愚蠢的人。祂是神啊！祂是全能的神，祂不是人类！祂能做任何事情！你们怎么能去评判祂？怎么能评判祂的力量
和祂的工作？你们怎么能呢？要讨论神，你们有祂的脑袋吗？我的意思是，就像，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去谈论银行的事情（笑声）
！讨论了一两句之后，我就掉线了。同样地，当你们开始讨论神，你必须要知道你没有能力讨论神。祂的亲戚是什么，祂怎么获
得了一个儿子，这个那个。你们是谁啊？你们地位何在，凭什么来讨论啊？
然后在谦卑中你意识到：是全能的神，祂是全能的。祂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信心就来了，不是盲目的信心，而是真正的信心，
你会感受到神是全能的，并且现在你成为了祂的使者，这位全能的神给予了你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勇气、所有的一切，还有祂的
慈悲，祂的爱，祂的注意力和祂的理解。所以这份信心应该与你完全的合一。
有一次我去见一名真正的导师。他是个很可怕的家伙，他扇过很多人的耳光，把很多人扔下了山，他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毫无疑问。但是对我，他还是具有惊人的敬意。我去到他那儿，他开始和我谈话就好像他在跟一位女神谈话一样。他说“您认为这
些俗世中的人如何呢？”我说“是的，毕竟是我创造了他们！”（笑声）“啊，但是”他说，“您是神，那么您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去改
变他们一点呢？”我说“这是问题所在。我已经给他们自由。我曾经说‘这是你们的自由，你们可以选择是否转化，’我不能强迫。”他
说“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说“虽然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我不想做某类特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不会拿

走他们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的自由。之所以给予他们，是因为如果他们将拥有最终的自由，那么这小小的自由应该要维持完整。”
因此，就这一点他和我争吵起来，他说“但是，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一定有一些别的方法，这些可怕的人，该怎么办呢？”我说“你
的忧虑是对的，我理解你，因为你是一个导师，但是当我是一个全能的神时，设想一下我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我不可能像你一
样。”然后他说“这倒是真的！你不可能像我一样。”这就是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他和我谈话时就好像我是站在他面前的神。之后他
告诉他所有的门徒，“你们看，你们颂赞，你们颂赞主，你们颂赞祂，‘suti kara’,因为神是喜欢颂赞的。”我说“是吗？”“是的!(笑声)
如果你颂赞主，祂会给于你一切，我已经明白这点了。我总是颂赞祂。无论我想要做什么，我只要颂赞祂，祂就会为我成就出来
。”因此，我说“这是真的，我必须接受这一点。”因为他是bhakti gamya（通过虔诚达成的）、
你无法达到母亲，除非你的心里有真正的虔诚。它是某种内置的限制。你能做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虔诚，你不能达到母亲，你不
能。你不能达到神。但是如果你有虔诚，你就能达到母亲，这就是bhakti gamya。如果有人说，“好吧。提升我的灵量！”我不能提
升他的灵量，不仅如此，七世他也无法获得自觉！但是如果有人说，“母亲，您能给我自觉吗？”只需一次！
所以不仅仅是谦卑还有虔诚。如果你具有信心才可能具有虔诚。当今信心正受到各种各样愚蠢的人的挑战：知识分子，那些脑子
错综复杂的可怕的人，还有科学，以及所谓的天主教，这个教派，那个教派。
所以你对神的信心必须是完全的，绝对地不可磨灭、不受干扰。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已经见识过了神的所有奇迹，你们已经见识
过了你们是如何运用祂的力量。你们已经了解所有的这些。但始终还是缺乏对神的信心。对神有完全信心的人被称为…神本身，
称为Paramchaitanya，导师本身被称为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Brahmachaitanya）。所以当对神的信心完全在你的内在建立的时
候，“全能的神是存在，祂是全能的，我是这位神的使者。”就是这样理解，当它变得无比坚定的时候，你就处于Guru pada的状态
。
今天我祝福你们所有的人都能达到那种状态——处于Guru

pada的状态中，。并且无论你们去到哪，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无论做

什么，在你们的内在，对全能神的信心是如此真诚，这份信心会表达出来的。不仅如此，它还会显现，会行动；就像神。
有很事情可以谈。之前我也谈了很多。之后也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谈到，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情：对神的国度和神的力量
，我们必须拥有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心，再就是对我们自己有完全的信心。
愿神祝福你们。

1992-0723, 保加利亚公开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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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公开讲座 1992年7月23日 索非亚市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我们不
能以思想达到它，不能将它概念化，我们要去经验它。你们可以感知到真理，即真实界。这是个十分混乱的时代，但只有在这时
代，你才可找到真理。你们要是真理实相的追求者，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我们已进化至人类的阶段
，但我们有的不是绝对的知觉，而是相对的知觉。我们不知甚么是真理，甚么是真实，不知道为甚么生在世上。每个人，无论生
在甚么国家，生来就有一种内在的信心，这是对上天或高于人类事物的信心。你们每人都有这种潜在的神性，不会因任何事物而
改变，只会因你们的思想积习而掩蔽起来。 有许多事物打击你们的信心，首先是各种宗教，一个人不论相信任何宗教，都可以做
罪恶的事，宗教成为思想的投射。而且现在的宗教，不是追求灵性，而是追求金钱的。这使人们怀疑那些开创宗教的人。那些先
知和降世神祇都是百分之百真的，可是从孩提开始，我们便被错误的观念围绕，以致于迷失。好像耶稣基督，他的门徒走错了方
向，那个保罗利用基督教，作为自己的台阶，他利用耶稣最弱的门徒彼得，耶稣早就说过彼得会听信撒旦的话。保罗和彼得二人
迫害其他门徒，多玛逃到印度，马太则反击，而约翰则不肯交出他对耶稣的记载。有一点很简单，耶稣怎会叫彼得一人组织教会
？保罗和彼得二人编纂圣经，加入错误的观念。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当我读圣经时，感到震惊，不知为何圣经里会有保罗此人
。我问我父亲，他是个已得到自觉的灵，他说保罗是个破坏者。 保罗的第一个错误观念是原罪，人怎会有原罪？他自己曾参加婚
礼，他要参予原罪吗？是否所有结婚的人，都犯了原罪？罗摩、克里希纳、穆罕默德、那纳克、老子都有结婚，他们是罪人吗？
这是个绝对错误的假设。然后是那些教士，在加拿大，刚出版一部书揭露那些教士如何对儿童作性侵犯。耶稣说：「你们会喊叫
：『耶稣！耶稣！』但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只是为了赚钱。有一次在海牙鲁鲁，我们刚主持完聚会回来，打开电视机看，我
从未看过这样向人谄媚的节目。有个教士站在镜头前，拿着一百元钞票说：「捐出这一百元，神便会给你一切。」他说有位女士
捐了一百元，这是卖念珠的钱。第二天，她门前放满了念珠，只有美国人才相信这些故事。印度的假导师也常常说这类故事，后
来他们都说出这是假的。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人，甚至传媒也是不可靠的，只要有人给他们钱，他们便会报导那个消息。这些站在
假理一边的人，都害怕霎哈嘉瑜伽。他们不知道甚么对他们好，他们要知道，直至目前为止，他们仍未得到救赎，像他们那样做
有甚么用？ 耶稣说，你们要得到重生，但这不是要颁发给自己一张证书，便可得到重生。在梵文，得到重生的人叫 "Dijaha"，与
「鸟」是同一个字。鸟首先生而为蛋，然后重生为鸟，同样，我们生而为人，然后成为得到自觉的灵。我们不可称一只蛋为鸟，
鸟有它的能力。这种神性在我们里面，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你们不用花钱去买，也不能花钱去买，这是个进化的过程，是个活
生生的过程。为甚么你们要认同于那些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的事物？ 节目主持人刚才已介绍过人体内的能量系统，这就是耶稣说
的生命树。但有许多圣经中没有记载，因为耶稣在世的日子很短，而且耶稣说的许多话，都经过保罗的删改。耶稣很清楚的说：
你要知道你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的真我吗？耶稣说：你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你们有纯真无邪的眼睛吗？如果没有，那就要知道
我们还有所不足。现在的宗教都不是灵性取向的，他们时刻想着赚钱，而且还催眠人。 保罗开始的另一错误是要人忏悔，这使人
受许多苦。有一次，一个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孩问我她有罪吗？我说没有。但女孩说学校要她忏悔，她怎样也想不出有甚么罪。
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说的，并没有实现，我们仍要求得救赎。那是很容易的，要得到自觉，只要很短的时间。因为你们都有
这个力量。 有样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说有圣父圣子，但圣灵只是只白鸽。怎可能有父亲、儿子，却没有母亲？保罗是个憎恨
女人的人，保罗提及耶稣母亲时，只说「那妇人」，从不称圣母。而有五任的教宗，都曾讨论玛利亚的罪，这是多么亵渎的事。
他们怀疑童贞女受孕的可能，但这是神的事情，神可以作任何事，神不同于人。你们的心脏是如何会跳动的？看你们的眼睛，这
都是奇迹的创造，看你们的大脑，好像是部计算机那样，这是由谁创造的呢？是全能的神。我们称神为全能的，却不明白祂能做
任何事。在现代有种不同的环境，在印度我们称之为黑暗时代，即最恶劣的年代。在真理时代来临以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此
时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会活跃起来。现在这个力量已经活跃起来，你们因此才能得到自觉。你们看见的这些神迹相片，全
都是上天力量的工作。 甚么是真理？真理是这样的：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自我或超我，你们都是永恒的灵。另一
个真理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存在。看这些美丽的花朵，你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甚至不去想，这些事情是怎
样发生的？是谁造就这生命的工作？是这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古代圣人已知有这个力量，并冠以不同名称，如圣灵的凉
风。圣灵是甚么？圣灵是万物之母，在圣经有提及门徒感到圣灵的凉风，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记载。希腊人称她为阿西娜，那是
万物之母的意思。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灵量，便是圣灵的力量在我们体内的反映，而我们的灵，则是全能的神在我们体内的反映。
你们首先要得到自觉，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便会知道一切，就是如此而已。 这些都是内在于你们的，好像一颗种子，放在大地母
亲之上，便会发芽成长一样。灵量升起以后，所有能量中心都会得到滋养。世界所有问题，都是由人类引起的。所有人类的问题
，都是由这些能量中心引起的。如果你的能量中心良好，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首先你们的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得到平衡。癌
症和许多不治之症，都被霎哈嘉瑜伽治好了。在印度有三位医生，因研究用霎哈嘉瑜伽治疗不治之症，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印度
的传媒十分明智，报章杂志都有大量篇幅报导霎哈嘉瑜伽。印度人很容易便能接受霎哈嘉瑜伽，因为在印度我们没有像弗罗伊德
般的学者。最近我读一本关于弗罗伊德的书，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过去二十年我不断这样说，现在有位医生指出，弗罗伊德的
理论并无科学根据。但他的理论已对西方文化造成很坏的影响，已是无可弥补。我想他不知道有霎哈嘉瑜伽。在霎哈嘉瑜伽，我

们能超越所有愚蠢的事情。有人一夜之间，戒除了吸毒的习惯，恢复道德的生活。看这些人能唱印度歌曲，那是很难学的，特别
是英国人，现在他们都唱得很好，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变得这样有创造力。 我们要知道灵体的本质，永恒的灵是我们内在的普遍存
有。唤醒灵体以后，你变成是普遍的存有。通过灵体之光你看见，所有宗教都是同一棵树的不同枝条，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花朵
。但人们摘下那些花朵，说这花是自己的。因为我们像圣雄甘地那样，相信所有宗教，那些宗教的教条主义者，便不喜欢我们，
要加以打击。要小心他们，他们能收买传媒。我们要小心，耶稣的门徒也受过这样的苦。因为他们有真正的知识，他们被称为「
真知派」(Gnostics)。Gna

这个字来自梵文，意即纯洁的知识。这个知识是内在于你们的，你们不需要甚么高级学位，因这些都

是内在的。就好像你们能看见我坐在这里，你们能感知到这无所不在的力量。当灵体之光在你们注意力之中，这个能量便开始在
你体内流通，你们便能感觉到这力量。你们不要问别人，你们自己便知道。你们可通过这些清凉的能量，知道甚么是真是假、是
对是错。你们不用盲目相信任何事情，只要张开双手，问：「有神没有？」便可感到手掌上的凉风。你们可问：「耶稣基督是上
帝的儿子吗？」便可感到掌上的凉风。如果你们问希特勒或斯大林，便会感到热力，甚至儿童也可做到。 由此你们便可知道绝对
的真理，这不是相对的。每个人都知觉同样的事情，这样便没有争斗和战争。首先发生的是，你们进入现在此刻。你们一直生活
在将来或是过去，由于灵量升起，你们进入了现在，完全没有杂念，你们在平安之中。这个境界叫无思虑的入静状态，是很容易
达到的。只有在这种状态，你们才能生长。第二阶段你完全没有了疑惑，对自己没有疑惑，对无所不在的力量亦无疑惑。但这不
只是在思想上的，你们能提升别人的灵量，这样一个人便能让千万人得到自觉，你们能医治别人，你们能解决许多问题，变得很
有活力，同时很有爱心。当你们的注意力改变你们的眼睛，你们便具有耶稣所说的纯真的眼睛，没有贪婪。无论你把注意力放在
那里，都能发生作用。你们变得很有力量，你们可控制雨水和周围的环境。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变得正直，不会自我中心。灵体可
给你无限的满足感，你们知道绝对的真理，你们的注意力受到启发。第三是你们进入了喜乐的海洋，喜乐没有二重性，快乐或不
快乐，而是一种状态。你能静观整出世界的戏剧，你能享受你自己，享受其他人。所有不幸都完结了，这是一早答应过的，你们
会进入上帝的国。 现在这时候来临了，你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很幸运。现代有那么多真理的追求者，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经说，
神的子民有朝一日会生在世上，令自己变得神圣，令他人也变得神圣。这不是一次演讲，你们要明白，这是你们自己的力量。为
甚么不这样做，这是你们自己的，有甚么害处？这是人类觉醒最伟大的时代，你们都要进入这个时代。我很简单的向你们解释，
因为我只留一天的时间。 但不会在美国，他们都很愚蠢，他们有太多的钱孝敬假导师，他们吸食药物，或染上自毁的习惯。我很
高兴来到这里，明年我还会再来。但你们要明白，霎哈嘉瑜伽不是一个人练的，当然你们要在家里静坐，但你们还要参加集体。
你们便变成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好像身体某部分有问题，整个身体都会帮助它。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霎哈嘉瑜伽的修习
者，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你真正的兄弟姊妹。你有甚么问题，他们都会跑来帮助你。记得我初到俄国时，那里有廿五个德
国来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我问他们为甚么来到这里？他们含着泪说：「难道你还不明白么？我们要补偿祖先犯下的过错。」这
些德国人变成是最温文的人，他们变得很有爱心，他们从石头变成发出芳香的莲花。这是他们内在的美丽。你们只需要对自己有
一点耐心，现在我们开始作静坐冥想，大概需要十至十五分钟的时间，这样你便能进入上帝的国。 那些不想得到自觉的人，现在
应离开礼堂。因为我们不能勉强别人得到自觉，我们尊重人的自由。你们要自己要求得到，要求得到上天的知识和得到自觉。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which are very simple. The first one is that you all have to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that
today you are going to get your Self Realization. Secondly you have to have full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All Pervading Power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And whatever mistakes you might have committed can be easily dissolved by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So please forgive yourself, forget your past and know that you are no more a sinner. Have full faith in yourself. In
short, you have to be placed very pleasantly towards yourself. Thirdly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m.
You may say that is difficult but logically if you forgive or don't forgive you don't do anything. But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you play
into wrong hands. Those who have troubled you are very happy while you are the one who's suffering. Moreover the center,
which is formed by the optic chiasm, is like this, very, very constricted. This center can only open like this if you forgive everyone.
Otherwise you will miss because Kundalini won't rise. So please forgive everyone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m because it's a
headache to think of them. I hope you will forgive, you'll feel much lighter. These are the only three conditions. I would request
people sitting on the chairs can remove their shoes and also those who are sitting on the ground please remove your chairs.
Because this Mother Earth helps us a lot, She sucks in our problems. Those who are sitting on the ground are all right but those
who are sitting on the chairs have to put their both the feet on both the sides because there are two powers, left and right. The
left power is the power of ordinary human desire and the right is the power of action. But the Kundalini, which is your Mother,
individual Mother, is the power of pure desire. So please have the pure desire in your heart that you should get your Realization.
So now you have to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which is very symbolic that you want your Self Realization and with
the right hand you have to nourish your centers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is only you have to do today, not all the time. So before
you close your eyes we'll tell you how you will nourish your centers. So please put you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at,
comfortably and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Everybody should do it. Those who don't want to do it should go away and not
watch other people, it's not very civil. If you don't do it you will not get your Self Realization and why miss it? For what? When
you are entitled. Please sit down, please be seated. Better sit down, be comfortable. In the heart resides the Spirit. If you are the

Spirit then you are your guide, your own master. So tak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is is the center for your mastery. This is created by great prophets within you. Now tak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This is the center of pure knowledge, the divine knowledge. Take back your hand
again o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then on your heart. Now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your shoulder and turn your
head to your right. This is the center you catch when you feel guilty. But with this you get diseases like angina, spondylitis and
lethargic organs. Then you have to take your right hand and put it across on your forehead like this and now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This is the center where you have to forgive others. Take back this right hand now to the backside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as far as possible. Here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counting your mistakes, for your satisfaction you
have to ask forgiveness from the Divine Power. Now the last center is important. Stretch your palm fully and put the center of
your palm just on top of the fontanel bone area, which was the soft bone. Now push back your fingers and put down your head.
This you have to move round your scalp, pressurizing, scalp, seven times clock-wise. Push back your fingers, push back...
Seven times. Please do it otherwise you won't get your Realization. You see, if you make fun, you'll be left behind. If you have
come here to make fun you better go away. Stupid people cannot get Sahaja Yoga, anything. That's it. Now that's all we have to
do. These two ladies should be asked to go because they are all the time troubling. They have no brains, I think. Now,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and have your self esteem that you are all going to get your Realization. Please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Here you have to ask a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yourself. You may call Me Mother or you can call
Me Shri Mataji. Please [UNCLEAR] put your both feet away from each other, those who are sitting on the chairs. You can take
out your spectacles because you'll have to close your eyes and please don't open them till I tell you. Now, the first question is:
"Mother am I the Spirit?" Please close your eyes now and ask a question: "Mother am I the Spirit?", three times. If you are the
Spirit, you are your master. So now please take down your right hand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and press it hard. Here you have to ask another fundamental question, three times "Mother...." Please keep your eyes shut. Here
ask a question again three times: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 respect your freedom and the pure
knowledge, the divine knowledge cannot be forced on you. So now tak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Here you have to say six times because this center has got six petals: "Mother please give me pure knowledge."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again on to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As soon as you ask for pure knowledge the
Kundalini has started rising. So you have to now nourish your upper centers with your self-confidence. At this point you have to
say ten times with full confidence: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Now, raise ten times left side, ten times.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you are not this body, this mind, these conditionings and ego but you are pure Spirit. So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and here you have to say with full confidence, twelve times: "Mother I am the pure Spirit". This All Pervading Power is the
Ocean of Knowledge, Ocean of Compassion and Ocean of Joy but above all it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and you cannot
commit any mistake, which cannot be dissolved by the Power of this Ocean of Forgiveness. So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your shoulder and turn your head to your right. Here, with full confidence you have to say sixteen times:
"Mother I'm not guilty at all".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f you do not forgive your Agnya chakra won't open out and logically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you forgive or don't forgive. But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you play into wrong hands. So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forehead across and put down your head, fully. Here you have to say from your heart, not how
many times: "Mother, I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You do not have to think of them at all, just say it from your heart: "Mother I
forgive them fully". Now take back your hand, back side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as far as possible. Here you have
to say, again from your heart, not how many times: "Oh, Divine Power, if I have done any mistake,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please forgive me". Please do not count your mistakes. Now just stretch your palm nicely, put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fingers.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Now please push back your fingers, very important. And now
move your scalp seven times, but you have to know one thing that I cannot force Self Realization on you. You have to ask for it,
you have to ask for it. So now move your scalp seven times, saying: "Mother please give me Self Realization". Press it hard.
Now please take down your hands. Please put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Now don't think, you can do it. Please don't
think. Now put the right hand like this towards Me, bend your heads and see with your left hand if you are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out of your fontanel bone area. It could be also hot, hot breeze if you have not forgiven, but you can feel it. Now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bend your head and see. [UNCLEAR] Some people get it far, some people get it nearer. Then again
put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see with left hand if there's a cool breeze or a hot air. Now please put both the hands
towards the sky like this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and now ask a question, anyone of these questions three times: "Mother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or "Mother is this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of God's Love?" or "Mother is this the
Paramachaitanya?" Please ask three times from your heart anyone of these questions. Now please bring it down, put your

hands [UNCLEAR]. You'll fell very peaceful and pleased. Don't think about it. It's beyond mental, it is beyond mental.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cool breeze or hot breeze in their hands, fingers or out of their fontanel bone area please raise your both the
hands. Again, loudly. Oh, the whole of Bulgaria! I bow to all of you. Your saintly life has started. Have respect for yourself and for
your Self Realization. Please, remember that you have to come to the collective to grow.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it. In your own
right you have got your Realization. So please respect it and grow. Your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like miracles. May God bless
you! (That's all right. Everyone got it. They are all in silence.) Next year again I'll be here. We have to just know what we are now
and you'll enjoy your own glory and your own beauty. Now to protect yourself only you put your left hand like this and move your
right hand like this, every morning like this, three times. Just to protect, from negative forces. And now enjoy yourself.

1992-0803, 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View online.
霎哈嘉瑜伽医学会议 1992年8月3日 莫斯科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我经常说：真理是如其所如的。只有我们知道了整体，
才能说我们知道了真理。在座的都是科学家，今天无论我说甚么，你们都应视为一个假设。但如果这个假设被证实，那么作为诚
实的人，你便要去接受它。我们有科学，有医学，研究的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经过多年研究，已发现许多事情。我们发现一
种接着一种药物，去治疗那些疾病。要学习医学，你们首先要认识人体。但我们不知道，谁使心脏运作？我们称之为自动神经系
统，但这自动者是谁？我们体内有一个精微的能量系统，这个系统在脊椎处，也在大脑之中。我们需要发动这个系统，否则我们
所能做的，都是有限的，所得到的也只是有限的知识。此之所以科学的知识是没有终结的。今天的学说，明天又不一样。但霎哈
嘉瑜伽是后设的科学，是根源的科学。不是关于能看得见的事物的科学，而是关于能感知的事物的科学。 我们能用眼看事物，不
用思考，便知道我坐在这里。但如果不知道整体，你们所看见的，可以是很错的。如果你们不知道根源，情况就更坏。就好像有
棵树生了病，你通过医治那些枝干，那些花朵，是治不好那棵树的。你们要从它的根治起。我说的便是根源的知识。 我们已向大
家介绍过那些能量中心，此外还有三条经脉。左右两条是交感神经系统，中间那条是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三条经脉照顾着我们的
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在进化过程之所得，都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感应得到。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限的。但如果你知道了根
源的知识，便能根治病人的问题。但首先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假设。 我举一个中心为例，第二个中心叫真知轮。我学医的时候，
这叫主动脉神经丛，它照顾我们的身体方面。我会给你们说明这个中心。科学不知道，当我们思考时，大脑的细胞如何得到补充
，我们甚至不去想它。大家仍然可以将我的说法，视为一个假设。其实是将腹部的脂肪转化，以供应大脑的需要，这是通过真知
轮做的。当然，现代医学没有这个知识，但通过治疗一个中心，我们便可治疗许多疾病。真知轮的主要工作，是分解腹部的脂肪
，供应大脑之所需。此外还要照顾肝脏、脾脏、胰脏、肾脏和肠脏。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中心做的。但最主要的工作，是分解腹
部的脂肪，供应大脑的需要。因此那些未来取向，经常思考，经常计划的人，便要经常用到这个中心。好像医生便是这类人，以
致真知轮忽略了其他功能。首先肝脏会出问题，肝脏的工作是排出身体的毒素和热力，到血液之中，通过循环而排出体外。但如
果肝脏出了问题，便会保留那些热力，于是那个人便会有肝病。病征是这个人进食减少，身体发热，脾气暴躁，神经很紧张。他
不能晒太阳，因为太阳会给他更多热力。这热力会上升，到达心轮，心轮分左右两部。这热力会令心轮右部阻塞，那个人便会患
哮喘病。如果清洁这个轮穴，便能医治各种哮喘病。 那热力也能走向心轮左边，现代有些人爱做像网球一类的剧烈运动，有些人
则酗酒。他们的肝脏便会很坏。而这热力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而且是致命的。真知轮也照顾胰脏，如果一个人思考过多，胰脏
也会受到忽略。因为他们常常坐在办公桌，不停工作，不停思考。在印度，如果人们喝茶，会加很多糖，却不会生糖尿病。因为
他们不怎样思考，他们生活很自由，赚些钱，然后好好睡一觉，不用担心保险或甚么。但如果一个人思考过多，胰脏又得不到照
顾，便会患糖尿病。 第三样是脾脏，那也是很危险的。脾脏就好像我们体内的速度计。你们知道如果遇到危急的情况，交感神经
便会作出反应。当遇到危急的情况，脾脏便会制造多些红血球，以应付紧急情况。如果你们吃了食物，然后匆忙外出，脾脏处便
会发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匆匆忙忙的，就好像现代的生活，人们睡得很晚，起得很晚，然后读报纸，看那些令人吃惊的消息
。因为报章多报导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然后他外出工作，路上又遇到交通挤塞。我们变成手表的奴隶，我们常常担心时间，脾
脏便制造出更多的红血球。你到了办公室，上司对你呼呼喝喝，脾脏便制造出更多的红血球。我们甚至不能慢慢吃早餐，要边跑
边吃，或在车上吃。一段时间以后，脾脏便完全不明白你。脾脏也变得匆匆忙忙的，这样便产生血癌。所有病毒都来自左边，如
果你变得脆弱，那些病毒便会入侵，这样你便会有血癌。霎哈嘉瑜伽把许多血癌病人治好了。有位先生的血癌，八年前好了，现
在还是好好的。很不幸，那些患血癌的人，都是专业人士，像建筑师、医生、律师等。因为他们常常在紧张之中。他们的肠也常
在紧张之中。他们会有便秘，除了便秘，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因此思考太多是不自然的，而这思考是停不下来的。有位医生曾对
我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吧！我不想再思考了。」 我们如何能停止这思考呢？当灵量升起，便会滋养这些能量中心，然后通过视
神经交叉，吸入自我和超我。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将来，便是生活在过去。一个念头升起然后降下，另一个念头升起然后降下，
而我们则在这些思潮起伏中间。当灵量升起，便在中间有一空隙，思想与思想中间的空隙拉长，我们便在当下此刻。在现在此刻
，我们不会思考。我们绝对有知觉，我们知道每一样事物，我们能记住每一样事物，好像摄影机那样。但我们不会思考，我们可
思考，但我们不想思考，可以把它停住。因此你会感到轻松和平安，就好像车轮外面在转，但它的中心是静止的。 如果你站在海
中央，会害怕那些海浪。但如果你在船上，便能观赏那些海浪，你不用担心。在霎哈嘉瑜伽，如果你掌握得好，你便能跳进水里
，拯救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一个能量中心，但足以治疗许多病痛。那些希望以霎哈嘉瑜伽治病的医生，先要获得对真我的知识
。掌握好以后，便能帮助其他人。你们可以用指掌作诊断，你们知道用现在医学的方法，诊断是很繁复的。现在就凭你们的指掌
，左掌上七个能量中心，右掌上七个能量中心，便能知道甚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你知道如何纠正这些中心，便能纠正自己，以
及纠正其他人。 但我们不单要懂得医学，还要懂得心理学，虽然心理学现在还在幼年阶段，同时还不很科学。最近我读一本书，
叫《骗人的弗罗伊德》。这本书很好，过去二十二年我经常这样说，但人们不听。这本书解释弗罗伊德如何败坏了西方的思想和
文化。这是一种后设科学，是超越科学的。因为它处理整体的问题。你们成为医生，自己诊断，自己下药。因为一旦你接上了这
无所不在的力量便变得很有力量。你们不必付任何费用，而这是绝对有效的，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们在座有些医生，是从印度或

英国来的。他们都在研究霎哈嘉瑜伽，他们会向你们解释一切。我要告诉你们，西方医学当然是好的，但会令人产生自我。有些
人说：「为甚么我们要向印度学习？」其实你们的科学，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你们所知的，都是关于树上的。但你们不知道它
的根，无论那根源的知识从那里来，你们都要接受。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你们不用花任何钱，便可医治其他人。你们可医治
一大群，一大群的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们都是医生，可以通过现代医学，了解这后设的科学。我希望大家都能获得自觉
，跟着有些医生会告诉大家他们研究之所得。 谢谢各位。

1992-0913, 明善轮崇拜（摘要）
View online.
明善轮崇拜（摘要） 1992年9月13日 讲于加拿大温哥华 「今天我们将同来敬拜明善轮。至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向一个神作崇拜，
而今次是你们第二次崇拜明善轮（Hamsa）这个中心。」这个能量中心位于两眉之间。两只眼正好代表左右两边。这个能量中心
很受我们的眼、耳、鼻、舌、牙齿和喉部所引领。它是个十分重要的中心，因为喉轮必须照顾十六块花瓣，这些花瓣又照顾着这
些不同的器官。而且它必须与宇宙大我（Virata 维罗达）联系，因此就必须穿越这个明善轮中心。」 「明善轮是个非常重要的中
心，在我们的意识中会表现出吉祥。意思是：假如这个中心能够警醒和得到唤醒，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甚么是吉祥，甚么是不吉
祥......我们获得上天的明辨能力。我想这是人类遗传基因的一部分，才会令人有明辨善与恶、建设与破坏的能力。」 「......不过这
个中心很易被我们这些器官所破坏，这些器官从外面收集思想条件制约和自我。此所以这个中心是很脆弱的。其他能量中心与外
界的连系没有这么多，因为这中心与这些器官连系起来，也就从这些器官处接收了所有讯息。例如，双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
们说眼睛就是灵魂之窗，而你们又看过当灵量（Kundalini）上升与灵魂在发出光芒时，瞳孔是会放大的，你们也就看来纯真如赤
子，双眼闪亮。」 假如我们用眼不当，好色贪婪，就会严重损害这个中心。一旦我们开始接受一些对生命有害的事物，我们就会
立刻很容易地接受任何错误和有害的事物。「我感到那是某种遗传基因的缺憾所引致的，因为某些人绝不会接受任何愚昧、白痴
和有害的事物，但另一些人却很容易老是选择荒谬和绝对有害的事物。这个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广获认同的集体认受。例如，一个
眼睛转个不停的人可以影响其他人，令其他人也变成那样。」这是所有各式各样亡魂（bhoots）进入的好门径。......当你把它投射
回去，同一种亡魂可以走进另一个人内，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制造出同一样的真空，或是同一个在明善轮上面的弱点。因此，眼睛
必须要非常洁净、非常纯真。 缺乏明辨能力就会影响所有感官。人们习惯了听一些可怖的事情，就变成受这种『喜欢这些事物』
的条件制约所约束。人们会习惯了嗅一些腐坏的芝士、烟草、或人工化有酒精味的香水，其实这些都对鼻的细胞极有害。最终人
就会失去嗅觉，失去了这个本来为我们带来很多喜乐的器官。假如这中心的精微之处丧失了，我们便会丧失升进，变成与牲畜无
异。 喉部也一样，假如我们说粗言秽语或用它来骂人，向人发脾气或侵犯别人，或做些诸如喝酒抽烟之类的事，喉部就变得很弱
，甜美的声线也会失去。咀巴与牙齿的味觉，也会向所有不经辨认就接受的事物而发出反应。假如我们做某事，是因为某种东西
有很多广告，或作过很多市场推广的话，那意味着我们还未发展出自己的智慧与人格。 当明善轮受到唤醒，我们会发展出明辨事
非的能力，在梵文里有一对联，是说天鹅与白鹤同是白鸟。那么一只天鹅与一只白鹤又有何分别呢？答案是：当你把奶和水混合
，天鹅就只会吸啜奶液，而鹤就没有这种辨别能力。 假如我们失去了辨别事物的能力，我们就像机械人一样，因为我们不再有人
格。「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洗脑，而且越向我们讲得越多有关我们的辨别能力，我们就越听那一套。」那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万
千群众走向假导师那处，或沦为同性恋，染上艾滋病，和染上毒瘾。「那真是难以置信，为何人会接受这些事情，这些损害生命
的事情......我们付钱去自我毁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顺应自然的。」即使牲畜也知道要远离危险，因为牠们要保存生命。「
可是这种普通的常识也渐失去，然后他们会说：『有甚么不对？这有甚么不对？那有甚么不对？』那表示明善轮的遗传基因已经
丧失......明善轮上面没有神祇，但有众多器官的无形无相的能量──这些器官由佛陀、大雄（Mahavira）、基督与克里希纳（Krish
na）所照护着，这四位是受锡吕‧格涅沙（Shri Ganesha）所掌管着。」 「这些遗传基因由锡吕‧格涅沙安放上去，因为祂是智慧
之源。」一旦我们损害了根轮，那智慧、那根基，就会完蛋。「这就是为何不道德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极之有害的原因，因为我
们丧失了明辨能力......之后假如你得到唤醒，便会成为更高层次的霎哈嘉瑜伽族类。......我见过有人一夜之间戒除毒瘾，极之不道
德的人变成极之有道德，因为这个轮穴突然间得到唤醒，而灵体之光的最佳表现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集体生活中，借
着这轮穴表现出来。」 现在霎哈嘉瑜伽也有很多问题。当人第一次来到霎哈嘉瑜伽，他们会开始留意其他人，并找寻别人的错处
。他们不会看看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要找别人的错处，而是去改正自己的缺点。」有些人认为应该从中赚取
些金钱，或有些人开始对一些他们不应管的事作批评。 「所以他们忘记了，因为他们只是来霎哈嘉瑜伽，而智慧的遗传基因却没
有建立好......所以他们开始找领袖的错处。有时领袖亦会有这种感觉：「噢！我是领袖，我可以非常强硬，纲纪严明，可以控制其
他人得来。」他们来这里是要学习怎去爱、慈悲为怀、忍耐包容。领袖的意义也是指服从──两者都是要自行辨别选取的。假如有
人向你说些甚么，又假如你为自己的好处而服从他的话，你便会领会到那是对你有益的。假如有领袖告诉你某些事做得不对，你
应尝试看看问题出在那里，而不是因而感到受伤害。」 「因此所有这些从『前生』积聚而来的东西，也即使是我们重生后仍携带
着的一丁点──即好像一只蛋变成了一只鸟，但破壳之后仍有很多蛋壳的东西缠在身上，因此得到自觉之后，第一个要谨慎辨察的
是：『我怎样可以达到灵体的状态，纯洁的灵体的状态？』可是，人们却迷失，因为他们没有辨别的能力。得到这觉醒后，第一
件事我看到在人们身上发生的，是他们双眼会稳定起来，双眼减少了转动。他们有纯真的眼神。」 获得自觉后，懂得享受生命的
能力，你自然会得到，最重要的，是辨别的能力。然后，像天鹅般，你从任何事物中皆可提取乳液......你的态度变得不同......生命
依然如故。没有甚么改变──同一间房子、同一个家、同一城市、同一环境，但你开始享受一切，因为你明善轮的敏锐力现在只为
上天的辨察力而工作，而你会立刻知道，然后不再想碰那些刺──只想采摘花朵，而你又知道自己在采摘花朵，自己在喜乐之中。
」

「因此，透过明善轮而来的灵体之光会给你智慧。智慧不是指你知道怎样去与人争吵或斗争......智慧是指你如何凡事看见美好

一面并享受它......并且避免任何有害的事物，只做有益的事......明智的人会保护自己。他尊重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自己已成为

了上帝的工具。」

「因此智慧会自动降临于你，但借着经验，你便会知道这条路是正确的......一旦这智慧变得透彻明显，你就能

清清楚楚地看通一切事物──头脑也清清晰晰──之后任何人说出智慧的事，你也不再感到难受。」 就是因为这种转化，从前你看过
或听过的同一首音乐或同一首诗，现今却令人有如置身于七重天中。眼睛、耳朵都是个微妙的器官，「而这些微妙器官就会开始
向你从周围采集而来的美好事物发出反应......一旦你学会这样做，你会说：『我们在喜乐的汪洋中畅泳。』海洋依旧，但此刻你已
找到海洋中的滴滴甘露，其他人却惧怕会溺毙。世界依旧！这就是为何他们说是个摩耶幻相（Maya）的原因，不过当这辨别能力
在闪动，就不会再有幻相。」

「你有智慧与有安全的装备，你也知自己在做甚么......我见过某人在会堂内向霎哈嘉练习者叫骂批

评，他们仍能享受一切。我见过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大笑起来。他真可怜，想穷其内涵水平去责骂一切，但在场的霎哈嘉练习者
却只管向他发笑......他们在享受此人的愚昧。」

「所以，生命的整个态度都因为这个明善轮而改变，而你却不曾发觉原来自己的

智慧已自动地发展了出来。然后你也开始巩固它，也令它成为自己的已唤醒的信念，因为甚么时候你看见，你相信的都会得成果..
....人们突然碰上你，你得到帮助。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 待人接物，处理人和工作的智慧──每事每物都开始有成果。「假如
那不能成就，你也不会感到难过。你会想：『怎好呢？那人不是个霎哈嘉练习者。我们尝试了。可以做些甚么呢？』......这个无所
不在的活跃力量正在看护着你；所有伟大的圣人在看管着事物；有时你会感到好像天使们在伴随着你，祂们怎样引导一切，怎样
令事情成就。然后这个明辨能力稳定下来。除非这个状态可以稳定下来，否则霎哈嘉修习者很可能会悄然离开霎哈嘉瑜伽。」 我
知道曾经有很多人来到霎哈嘉后，只因为一点小事而离开......因为在表面上我们有很多种人；而在表面，假如你停步，有人向他们
说了些甚么，他们就离开，因为他们还未到达那个明辨力的状态：『这个地方是找对了。假如他有错，他自会离开。为甚么我要
离开呢？』只有在明善轮好好发展出来之后，人才有可能成长。 「我曾见过有些人变得很热切投入。你们也知道，这是个非常大
的组织，遍及全球。我没有秘书，但每个人都是我的秘书，每个人都各自修行。他们认同它，他们为它承担责任......他们做事是为
了霎哈嘉瑜伽，为了帮助他人。」 「所以，对于错误事物的认同，你们自会舍弃。然后你会开始认同美好的事物，因为你开始获
取美丽的馨香，你开始享受这美丽，你的心也开始打开。假如你的明善轮仍受自我与思想的条件制约感染，那么这一切喜乐，一
切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我们有这么多条件制约，像印度教、基督教，这个那个。他们的条件制约如此多......可是，一旦我们放弃
了所有这些条件制约，相信我们是为自己的福德才这样做，额轮就会打开。没有这些，额轮是不能打开的。这是个通往额轮，通
往喉轮的入口，是通往头部各轮穴的入口，头部是宝座的所在。因此，要保持明善轮清洁是十分重要的。我已告诉过你们很多有
关保持明善轮清洁的事情，那是你们应该做的，我意思是指那些在肉身层面的。而且，在精神层面我也告诉你们有甚么应该做来
令思想静止下来，凡事要看其美丽的一面，而非其粗鄙庸俗的一面，非实用的一面，而是美丽的一面。慢慢地，你会发觉双眼会
变得越来越洁净。人们越来越投入霎哈嘉瑜伽，可能那是因为他们的深度，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求道，或可能......但明善轮成就了最
伟大的事情，我不知你们有否察觉到──不论你们的业果（Karma phalas）如何也已经了结。你不必为你先祖辈的业果、你自己个
人的业果而负责。你做错了甚么也已经了结，好像你与过去完全切断一样。一旦它得到巩固确立，所有错误、所有过失，不单是
你的、你亲朋的、你祖先的、家庭的、国家的、世界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碰你。你超然于物。」
Yuga），当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Brahma

「在这过渡期（Krita

Chaitanya）正尝试暴露人从前的业报（Karma）并加以惩罚时──集体地如是、全

国地也如是──就连碰你一下也不会，因为这中心的光芒是如此极端有力量，而你会由从前所做的事情所引起的恐惧中得以拯救出
来。你会像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美丽，向世界发放美丽的幽香。」 「愿神祝福你们。」

1992-0927, 九夜节崇拜
View online.
女神拉希特利节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1992年9月27日

今天是女神节的第一天，我发觉雨仍继续下，因此出各种问题。毗湿奴摩耶

有些建议，我刚查阅过日历，你会很诧异，日历写着，直至五时四十五分，它是不吉祥的，是不吉祥的。只有在五时四十五分后
，正确的事情才能开展。所以试想像，透过计算，这是何等准确的在五时四十五分，我们要作这个崇拜，在五时四十五分后。这
是五时四十五分后在意大利或在欧洲的女神节的第一天。我们要明白，生命能量(chaitanya)在成就万事万物，一切建议都是它提
出的。我完全看不到你称作tithi(吉祥的时候)，我只能用感觉。我说我们要在黄昏进行，当我这样说︰「让我们看看这个。」它就
在这里。 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去看，无论什么已经向你显露展示，你都能验证。例如，我曾说，很久以前，根轮是由碳、碳原子所
构成。若你从左向右看…右向左看，在左面你看到swastika(卐)；若你从左向右看，你看到Omkara；若你从下往上看，你看到Alp
ha(阿尔发)和Omega(奥米加)。基督曾说︰「我是Alpha，我是Omega。」所以Swastika变成Omkara，也变成基督，你能清楚的
看到。现在我们有一幅这样漂亮的图画，也有录音带，我想你们都能看到，但我不知道怎能把它带到这里。我希望你们全都能看
到它，它是那么清晰明确。Alpha和Omega，所有这些数学上的东西是来自内在，来自上天，不是我们创造的，而是一些有自觉
的灵的数学家所发现。他们运用Alpha和Omega。我很惊讶他们怎能那么清晰的显示swastikas变成Omkar，Omkar再变成alpha和
omega。所以在霎哈嘉瑜伽的一切都是能触摸，能验证的。 今天你们敬拜杜迦，即女神的全部九个形相。她九次降世在这个地球
，对抗摧毁求道者，想把求道者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那些受折磨的圣人，当他们向女神祈求—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神能做些什
么，至高湿婆神从不干扰女神做的任何事—所以他们敬拜薄伽雅蒂(Bhagawati)，她因应当时的需要，降世九次。每一次，你都发
现她要面对极之傲慢，自我中心，自私自大的人，bhaktas(虔敬者)就是受这些自大的可怕恶魔折磨。 在印度，若把人用星座来分
类，我们有三类人。第一类是devas(天人)，他们被称为dev；第二类是manavas，即人类；第三类是rakshasas(恶魔)。所以我想
我是从dev类别中找到你们，因为除非你是这个类别，否则你不会那么认真的接受霎哈嘉瑜伽。不管如何，当我说有杜迦，有这样
的事物，她这样那样做，为什么你要相信我？你不是信奉一个信仰，而现在却跳进另一个信仰，不是这样。这是实实在在的能证
实，能感觉到。例如，当你在心轮中央提升灵量，若你感到心轮中部有阻塞，你便要念诵Jagadamba(札格丹巴)这个名号。除非
你念诵她的名号，心轮中部是不会打开。当我洁净我的心轮中部，我也要说︰「我现在在实相Jagadamba(札格丹巴)。」札格丹
巴便会在你内在被唤醒。 所以你现在比科学家更能验证它。科学家是从外在来验证，他们完全得不出结论。若你出问题，他们会
解决，出另一个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问题出在那里，如何解决。而你却看到Amba，圣灵的反映、你内
在的太初之母的灵量，当她升起穿过不同的轮穴，她便给予轮穴力量，因为她就是力量，她是Shakti，是至高湿婆神的愿望力量
，是至高湿婆神完全的力量。所以她给予每个轮穴完全的力量，这些轮穴因此得到开悟，所有神祇都被唤醒。若我们没有生命力
量，就如死人。一旦这些能量中心获得力量，Shakti，它们便被唤醒。 现在你已经看到，你自己也能做到。这全是能触摸，能验
证的。我曾经告诉你她住在心轮。现在我们看看心轮是如何被安置，这也是很有趣的。当她是札格丹巴，但Amba，即力量的纯粹
形相，住在三角骨里，像灵量。她是札格丹巴的形相，是宇宙的母亲，住在心轮里。心轮是很重要的。当…我已经告诉过你，当
孩子约…直至十二岁，这个能量中心产生ganas(伽蓝仙众)，ganas是左边的仆人，他们像…我们可以说左天使长圣米歇尔是他们
的领袖，他们的王是Ganapati，格涅沙。 她最先做的工作是ghatashthapana(译按︰把放有椰子的瓶放在锡吕玛塔吉面前)。”Ghat
asthapana”意思是你现在已经做妥，这是ghatasthapana。这是kumbha。她先巩固好kumbha︰就是三角骨。她最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建立它，你的根轮。她在你内里建立的是纯真，首先，她在你内里建立纯真。她以灵量留在ghata，再把ghata放好。最先
在三角骨里巩固建立灵量，接着建立格涅沙，这是最先做的工作。因此不管她现在要创造什么—所有宇宙、地球、万事万物—不
管她要创造什么，都必须是充满纯真。 若你看看石头，它们是纯真的。若你碰撞石头，你便受撞击，石头不会走出来打你，它们
是纯真的。若你看看河流，它们是纯真的。一切被创造的物质都是纯真的，它们毫不狡猾，毫不做作，毫不富挑衅性，完全不是
这样。它们是纯真的，即它们受大能的神完全控制，它们没有自由意愿去做它们喜欢做的事情。它们做的任何事都是绝对在大能
的神的指示下，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纯真的，因为它们没有自由去做它们喜欢的事。动物也一样，除了少数外，牠们也是纯真
的，牠们大部分都是纯真的。某程度上这种纯真被称为”pashu”，即牠们完全受控，pasha，受大能的神所控制。老虎有老虎的行
为，蛇有蛇的行为。 但有些人类却有老虎的行为，明天像蛇，后天像虫，毫不稳定。因此你不确定这个男士今天是老虎，明天不
会是蛇。他们没有自由去改变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被独自留下。这不是力量(shakti)所能干扰。这些已经被创造，他们已经在这
里，已经存在。他们的存在都是有目的，这就是为何他们在这里。他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支撑扶持人类，因为你们是
进化的缩影。所以她创造所有这些东西，只为让你得以被创造，让你最终得到自觉，让你的人生有意义，让你与这个全能的力量
连上，让你能进入神的国度，这全是她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说她来九次，在第十次她本应给我们全部人自觉，但在第十次，所
有这三个力量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何称它为Trigunatmika，为何佛陀曾经说︰“Matreya”(未来佛、弥勒佛)，即三个母亲放在一起
。当这个力量开始行动，它能完全控制你的三条经脉和七个能量中心，完全控制。就如没有获准，或没有以这个力量的名义，你
便一事无成。这是事实，这就是人类失败之处，因为他们拥有自由意愿，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遵从任何人，为什么要听从任何人
，为什么要接受任何人。这就是原因，虽然要给你自觉，这份任务却很艰辛困难，因为你不习惯接受任何你不能运用自由意愿的

事物。特别在西方国家，即使是麦片，人们也有选择。有人告诉我，在美国，有一百二十六种麦片。若你在做着这种荒谬的事情
，你的自我肯定会膨胀，你以为︰「我们有权自己作决定。」你不能接受任何人告诉你，这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 同一个力量
现在已经在生命能量(paramachasitanya)里被唤醒。唤醒生命能量是在做着很奇妙的工作，你也能清楚的看到。首先，你看过我
的照片，你看到我的照片便会大吃一惊，你很惊讶。我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生命能量忙什么。它是那么有活力，每时每刻都在运
作，去说服人有关真理。若它在基督的时代是那么活跃，那会是好得多。它就是要这样，因为人类是最难处理应付，已经给予他
们自由，这也是…你会很惊叹，也有给阿当和夏娃自由。我们要明白它怎样成就达至。 在真知派的圣经里，我说的已经有记载，
就是阿当和夏娃像pashus，神完全控制他们，他们没有自由意愿。他们光着身子在伊甸园里生活，没有想过要知道什么，只管吃
，活得像动物。他们就像动物一样。接着力量(Shakti)以蛇的形相来告诉他们︰「你们要拥有善恶知识的果实。」她想进化，这不
是大能的神的主意，因为这是颇为头痛苦恼，你也知道，做这种事。祂想︰「为何我要有这种头痛苦恼？」 但Shakti知道自己的
行事作风，她知道自己有能力行很多奇迹，她能令这些人类明白知识，她真的能令他们博学。她因此说︰「你一定要吃这个果实
，你要尝试认识知识。」一种新的族群因此开展，他们想知道什么是知识，你们曾经看过我们之前有各种原始人，他们开始进化
，进化。 现在我要说在此之前，最先创造的是什么。太初之母有整套宏图大计，她计划创造更高的受造物。所以她创造梵天婆罗
摩(Brahma)、毗湿奴(Vishnu)、湿婆神(Mehesha)。她创造他们的lokas，他们的氛围，或你可说他们的领域。所有计划因此完成
了。我们怎能令这些动物成为觉醒的灵，从动物到人类，再从人类到觉醒的灵，这是个大问题。这就是他们怎样创造，你要明白
，你也知道，毗湿奴有自己的loka，湿婆神有自己的loka，梵天婆罗摩有自己的loka。祂们一起决定如何能够做到最好。因为迟一
点才在人类身上创造这三条经脉。从这三条经脉出现三个力量︰摩诃卡利、摩诃拉希什米、摩诃莎娃斯娃蒂。他们生产了二个孩
子，一是力量，一是兄弟。接着异族通婚，一切这些事件，某种意义上，不是人类形式的婚姻，我们应说不是人类形式的婚姻，
但他们是，能量是给予潜在的男人，所以女人代表能量，给予了男人。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他们选择以人类去完成。 是这
样的，不知何故，最先在印度成就的是很有成效，他们选择印度或许是因为印度的天气宜人，我是说你肯定知道印度有六个季节
。任何时候也不像这里，像这种荒谬的雨，像伦敦你连踢足球也要撑伞。在印度恰好有六个季节，它们是那么平衡。这就是为何
这个生命能量(paranacgautabta)在印度也称作”ritambhara

prAgnya”，不是这里，我们这样说。”ritambhara

prAgnya”即知识，”prAgnya”即开悟的知识，是它令季节产生。因为这里的ritambhara prAgnya是在赤道无风带，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他们是人类，他们是那么没有头脑，我要说在这里，即使大自然也变得没头脑，不懂怎样应付这种人类，这是事实。但在印
度，有六个季节，绝对能体验这六个季节。 我们没有学习印度的占星学，他们有自己的占星学，理所当然，我不相信。在人类的
层次，你能看到他们怎样描述，怎样能正确的说出何时下雨，何时不会下雨，什么会发生，这样会发生。即使是星星，这颗星星
会出现。这些事情在千多年前已经存在。他们能正确说出那颗星何时会最接近，那颗星是今天的主宰，明天会有那颗星。在古时
，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在这里，我不知道那时候这些西方国家是处于怎样的境况，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类，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
，我想这里并不是发达先进的地方。 因为有这些安排，创造人类是要令他们明白有神。圣人受尊重，我是说印度，真正的圣人受
尊重，他们有不同的观察。现在当我读到…例如商揭罗大师(Adi Shankaracharya)，我很诧异他怎会知道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他
知道我的膝盖怎么样，他知道我背部有多少皱纹，有多少…我是说这是很奇妙，这个男人怎会知道我的一切。这代表透过他的冥
想力量，他能预见我，他从未见过我。他的描述和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若你念诵女神的千个名号，女神的千个名号是那么准
确，我是说你能在我身上验证到，我就是这样，无论好与坏，无论有什么说我的，都在这里，这是事实。这些人的知识是那么了
不起，他们怎会知道女神就是这样？有些有关我的事情连我也不知道，他们却知道，亦已经有描述，这是很令人惊叹。 所以他们
在印度冥想的力量是很了不起，原因是我们的季节很有规律，人们也很有规律。在印度，大部分人都早起，做崇拜，做一切，沐
浴后，便上班，再回家，与家人一起，吃过饭后，唱一些歌曲，拜赞歌，然后睡觉，生活很正常，很有规律。他们不会去度假，
不喝酒，不做这类事情。通常家庭里不会出问题。若有人喝酒，便会被赶出房子，如痲疯病人般被责备，他被称为daruda，即他
是酒鬼。即使是今天，有些人也喝酒，他们也…隐瞒喝酒。没有人在他人面前喝酒，我是说，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影响力可能增
加，人们开始公开地喝酒，但通常他们都不会这样。 因为这六个季节绝对有规律，我们知道何时该做什么，该怎样做。现在，人
们可以住在森林里。像在英国，若你要外出，便要花十五、二十分钟穿鞋子，袜子、大衣，这样那样，不然你不能外出。从一处
地方到另一处地方，你发觉雨下得很大，你什么也没带，便湿透了。印度就不会这样，它是很平衡。你们来时，都是在冬天，你
也曾经看到，不会忽然下雨，不会像这样在错误的时候下雨。你想留在户外多久也可以。所以人们能住在森林里，某程度上我们
对舒适没有太多概念。他们能住在简单的小屋里︰只要能遮挡阳光，在雨季能遮挡雨水，就可以了。他们对生活只有很少的要求
，我们也不用塑料，我是说那时没有塑料，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用塑料。我们通常拥有很小的thalis和其他东西。在小家庭里，
他们也只拥有能永远运用的thalis。 现在，我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你要明白，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你不会耗尽大地之母的资源，不会
有生态问题。但若你们说，我们要用这么多物料制造这个，用那么多物料制造那个，你们生产制造各式的物品都是没有美感，也
不耐用。你们因此有如巨山般不能燃烧，不能抛弃的塑料，若你把这些塑料掉进海里，它会浮，就是有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日子
在他们身上运作的这个力量，令他们成为求道者，他们什么也不用做，你也知道，没问题，你有食物吃，有地方睡，就这样，不
用做太多，快快乐乐的生活。这种舒适，在某种意义上不用花你太多时间，他们有时间，很多时间。这么多时间，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不会去，例如，不去游泳，不去大厅跳舞，不做这种事情。他们用这些时间来静坐。他们开始静坐，便意识到什么是神圣
的力量，什么是神性，什么是神。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这里的人连基督的私生活也讨论，说三道四。我是说这种事情印度是不可

能发生，没有人会这样做。他们的脑海里从没有克里希纳怎会有一万六千个妻子的想法，必定是有某些原因。不管如何，祂是神
，神是神，你是人，你怎能了解神，你有经历过祂经历过的事情吗？他们不会讨论这种荒唐的事情，必定要这样。现在当我告诉
他们这是祂的力量，一万六千个力量，他们说︰「是。」五个妻子是五种元素…「是」，祂们是神。没有人会讨论这些事情。神
是…你怎能了解神？你能了解我吗？你不能。试试吧，你不能了解我，很困难。所以你不明白，你不明白神。你要知道，不可能
明白了解神。你却能与神连上，能与神同在，能得到神的祝福庇佑，能受神的照顾，能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但你却不能了解
明白神。 另一样你们要知道的事情是你不能了解神为何要做这些事情，为何祂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你不能理解，你不能解释。
我是说有人甚至能在这里说︰「为何祂创造Swastika(卐)？」还有，「为何祂创造Omkara？」我是说这里的人很傲慢无礼，他们
甚至问神︰「为何你要存在？」他们可以到达这种程度，没有什么值得惊叹。这种傲视，这种自我，令我们对神视而不见，不停
的只想着自己，我们都是很自大顽固，却对神认识不多。所以这个力量，这个shakti已经给了我们自觉，也会给我们神的自觉(god
-realization)，但你仍不会了解明白神，你要超越神才能了解祂，你怎会了解？就如有些东西在你之下，你便能明白它，但若它在
你之上，你又怎能明白它？就如有人在卡贝拉山下，想了解我的房子，他能吗？他要走上卡贝拉来看我的房子。 我们不明白我们
的源头，我们不能判断，不能说为什么。无论祂想做什么，这是神的意愿，神的欲望。所以我们要说︰「无论祂有什么意愿，我
们都乐于接受。」我们内在的力量是Amba，是神愿望的力量。所以无论你的意愿是什么，意思是祂的意愿是你能进神的国度。你
现在进入神的国度，力量令你安坐不同的漂亮位置，一些人坐在神的心上，一些坐在神的顶轮，在神的国度里。 你要取得你的力
量。在女神节，你要明白它已经超越界限，你现在处于第十位置，你要得到这个位置。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你要相信自己是霎哈
嘉瑜伽士，相信你是，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你不能判断评价神，你不能说她为什么要做这种那种事情，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
不能这样说，这就是分别。当你坐在那里，不是一个集会，不像政治争斗，不是这样，而是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受神所祝福、
照顾、保护、滋润，祂也令你有见识。 但这个傲慢仍要下降减少，我们能明白这种事情为何会发生。谦卑对我们很重要，不然这
个力量不能把你带到更远。现在它已经超越顶轮，这个力量要越升越高。为此，你先要谦卑。不是生意人或政客那种虚情假意的
「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谦卑，如︰「噢，神呀！我们不想了解你，你太伟大了，请让我们了解自己。」你会很诧异，祂以祂
的形象来创造你。这代表祂已经给你所有力量，祂创造你。祂创造你，你却不能创造祂，祂是本源，你不能创造祂，祂以祂的形
象创造你。你现在能做的是以祂的形象创造其他人，这些力量与你同在。你最先要拥有的是你内在失去的纪律。人们管不着自己
，意思是他们不能控制自己，又怎能控制他人？没有纪律是你不能控制自己，所以纪律是你先能控制自己，因为你现在在神的国
度里。 你有否看过一出叫「戆豆先生(Mr Bean)」的影片，影片说一个笨男人，你明白吗？当你来到女神的法庭，有什么会发生
？当你进入神的国度，你被安置尊贵地坐在王位上，但你的言行却像戆豆先生，你不懂怎样安坐在王位上，你想坐在旁边，想坐
在墙上或做各种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没有纪律。你要有纪律，你坐在哪里？你坐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你要有尊严，要有感情，要
有慈悲，要有爱心，要虔敬委身。 若你没有这些质素，这个力量便毫无用处，因为你是运载这个力量的工具。就如我要打水，我
要有一个空的瓶子，若瓶子已经盛满自我，你还能盛载什么？又或它是一块石头，你不能从中喝到水，你要掘一个空间来盛水。
若你已经充满自己的主意想法，有自己的方便，自己的进度，或无论是什么，你便不能升进得很高。你要完全的顺服委身，说︰
「母亲，无论你有什么意愿，我们不想有自己的愿望。」神的意愿便自会成就，你想作为神的愿望的灵量为你工作，不是你的愿
望，那是独立于你的愿望，在你不知情下，它会完全满足你的所谓愿望。 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奇迹多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编
辑一本有关奇迹的书。这些奇迹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你是自觉的灵。你的注意力应要妥当，你要内省︰「我坐在神的国度里，我
现在处于怎样的境况？我是否值得得到，我是否值得得到，我是否有相同的行为，或我仍不相信？」若你不相信，又怎能升进？
「相信」代表你看到一些事物，你知道一些能触摸的东西，你体验过它，但你仍不顺服委身。若你顺服委身于神的意愿，祂自会
接管一切，祂不会拒绝你，没有问题，一切都没问题，一切像大山般的困难和阻碍，你都能克服，像飞机般飞越，你完全不会有
任何问题。 今天有一件事，我很高兴这个崇拜是由来自很有纪律的国家的人来做的，这是很重要，这就是瑞士。他们的纪律却是
在坏事上，并非好事。例如，他们有军队，谁会去这样遥远的地方，你要明白，作出攻击？不会有人去，为何他们要拥有军队？
强迫的军队，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的金钱，把钱留他们在那里，诸如此类。所有钱都在他们的银行户口里，他们担心
随时有人来要求金钱，或许会有毁灭力量在他们身上运作，因为他们犯错，这就是为何他们要拥有军队，出于恐惧，只为出于恐
惧。这里没有需要有军队。但每个人都参军，参加军队，因为他们是最差劲的贼。 第二，他们也是手表的奴隶，是人类制造的手
表，不是神。所以手表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制造手表。若他们制造手表而不做手表的奴隶，谁会购买他们的表呢？他们会说︰「
你们全部人有手表有什么用？你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所以他们很有纪律，不单如此，他们也是，我是说就如昨天所显示，他们
是极之极端，他们真的过分爱好清洁。一些已婚的女孩，很抱歉这样说，但这是事实，从瑞士来结婚，报告说︰「她们必定曾是
女仆或是酒吧女侍。」我说︰「为什么？」 「若有任何东西跌下，她们马上把它拾起，放回原位。若任何东西甚至…这就像，就
像你看到客人坐着，她们没时间交谈，不是互相交谈出问题，不是这样，而是她们每时每刻都担心这个物品会被弄脏，那个物品
会被弄脏，像女仆一样。你能想象吗？这也是源自他们同一种可怕的纪律。这种纪律不是上天的纪律，大自然不像这样。若你看
看大自然，看看大自然是怎样的漂亮美丽，你从来找不到任何臭味。吓，若人类住在哪里，便会有各式各样的臭味。但这里没有
臭味，大自然照顾自己，清洁自己，它会做一切。 所以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时序，它必定是悠闲的去做，我是说若你要清洁房子
，便清洁房子。但若你的注意力每时每刻都放在清洁这个，清洁那个，令这个清洁，把这个弄妥，你便会一无事处，你像一部Ho
over(吸尘机牌子)！谁会爱像吸尘机的女人？

再次是，你知道女神有各种极端，此其一。另一种极端是绝对不洁卑鄙的人，在英

国，绝对不洁，非常不洁。他们能与各种虱子为伴，这种情况是太过分了。所以我们要在两者之间。清洁是为我们，我们不是为
清洁而活，你不用为此付费，你不是女仆，所以要有清洁。我们喜欢它，所以我们令它清洁，但不应是每个人都害怕它，你不该
处于没时间与任何人交谈，没时间对人友善，连静坐也没时间的境况。即使静坐时，他们也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跌下︰「
噢，天呀！」他们会走去把它拾起，即使在教堂里他们这样做，我也不会诧异。 静坐是没有诫律，静坐的诫律，上天的工作的诫
律，跟随神的意愿的诫律，没有这些诫律。除非有很多这种诫律，你做的事都是世俗愚蠢的，无价值的浪费你的生命，对自己没
有尊严。所以现在，身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有静坐的诫律。那么力量，这个amba，她清楚了解你，她知道你的过去，她知道
你是那类人。一旦你开始内省，从内在看看自己︰「我那里出错？」到达这种完全平衡的状态。「我该怎样做？」首先，你要静
坐，没有其他途径，我肯定的告诉你，没有其他途径。 有人说︰「母亲，我放弃吃这种食物，放弃吃那种食物。」没用的。「母
亲，我这样做，我倒立。」没用的。你必须静坐，要在早上和黄昏静坐一会儿。静坐时不要看表。这段时间是留给静坐的，不管
如何，不用花你太多时间。我是说我曾见过女士花很多时间准备，只要花十分一时间静坐，你便不需要太多化妆，皮肤会改善，
头发会改善，脸容会改善，一切都会改善。你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任何香水或是什么，你身体自会充满香气，一切都会提供给你
。 我们先要做的是顺服委身于神的意愿。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这是很重要的。一旦你顺服委身，你全部问题都会获得解决。你
交托的问题也是︰「神呀！我把它交给你，你解决这问题，你做这个。」那是那么精简，那么有成效，那么有效率的力量。除此
之外，它爱你，关心你，也寛恕你。即使你犯错，它也寛恕你︰「好吧，会妥当的。」它只想你好好安坐在你的王位上，享受你
的力量。所以无论有什么需要，它都会以极大关爱去完成。 今天是女神节的第十天，对你们是最重要的，这个生命能量变得活跃
。透过它的活动，你应该知道它变得很有力量，现在没有人会使你难受，没有人会找你麻烦。「我完全不用担心。」它自会照顾
我。你犯的错事，你曾做过的坏业报，你会得到报应，毋庸置疑。但若你是个有自觉的灵，便完结了。你却不在这层次。就如我
们会说，普通人会被控刑事罪，但若你已升至国王的地位，没有人能控告你，你在法律之上。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没
有人能触碰你，没有人能摧毁你，没有人能阻碍你前进，只有你自己才能。 没有人能伤害我，没有恶魔能伤害我，他们亦从没有
这样做过。只有你才能伤害我，因为在这个生命，我把你放在我身体里，我在我身体里成就事情，成就一切，洁净你，做一切事
情，这是一份困难艰辛的任务。只有在开始时，这个力量进入阿当和夏娃，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拥有知识。」所以这个诺言要
履行，必须要履行，虽然这是份危险的任务，特别在西方，我发觉要令人们明白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很危险的，这是份非常困
难的任务。 他们谈大事，我曾经看过人们写的文章毫不实在，科学是很局限，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写的畅销书籍，若你写
信告诉他们你发现了一些事情，他们不想见你，不想遇见你，他们不想与这些事情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他们是那类型的求道者
，前面有这样大气球的自我，他们是求道者。他们追寻什么？自我，气球，就如你有一个大气球，你把它抛进水里，会怎么样？
气球会浮在这里那里，没有目的地。同样，他们也是没有目的地，说︰「我们在追寻，我这样那样做。」没有任何目的地，没有
任何理解，对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绝对是一事无成，毫无价值的人。 我们要尝试尽能力拯救越多人越好，但那些不想来的人，就
没有这个必要了。他们要自己请求，他们要谦虚下来，他们要说︰「我们想来你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拯救他们。我从不写信
给任何人︰「请来我的讲座。」那些导师通常都会写信给艺人和音乐家，我从不写信，这只是宣传自己。若你想来便来，这种广
告也非出自我的意愿。 所以你能想象，现在我们在收割很久以前作出的诺言的成果，就是你会拥有知识。你已经拥有知识。以这
个知识，你必须确认识别，你应知道你已经拥有这知识，而这知识是可以给予别人。我们能把这个世界转化成漂亮美丽的世界，
完成太初之母的愿景。她创造你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为这个目的把你从人类的层次带到超人类的层次，这就是你要做的。若你今
天以札格丹巴(Jagadamba)的形相敬拜我，你便知道札格丹巴就是太初之母。 除非你们升进至以上天的途径修养训练自己，就如
有些人仍吸烟，「噢，不要紧，你知道，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做不了。」不要紧，出去。不用为这种人担心，他们会落后，一无
事处的人，他们何去何从？他们会，我想他们会悬挂在地狱的边缘，因为现在即使是地狱，也没有太多地方，有什么会发生在他
们身上？所有这些你都垂手可得，你唯一要知道的是怎样控制自己，控制你的感官。我们连细微琐碎的事情也不能控制自己。若
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马，我们又怎能到达我们本应要到达的层次。 我们不要浪费精力在琐碎的事情上。只想想，你要静坐，你要
升进，你也要把它给予别人。若你真的爱自己，这是很有可能发生。若你爱自己，你便要明白︰「看看我的身体，看看我的思维
，一切都是神给我的，它是何等美丽，现在它是那么美丽，神会运用它来作那么了不起的目的。」你被塑造，你被创造成这个模
样，现在这是你的自由意愿，透过这自由，你要升进。透过这自由，你要明白什么要做，怎样到达成就这个状态。 这是大自然对
事物的反应，大自然常常对人类有反应，大自然没有自由意愿，但神作出反应，当神有反应，我们便发觉这些事情发生。我希望
你们能听我谈毗湿奴摩耶的录音带，那个录音带能好好的解释为何有这些灾难，为何人会因这些灾难而死。那是一个很好的讲话
，我希望你们全都聆听它，一次又一次的聆听。我的讲话不应只是用来度过一个美好的黄昏，而是你要尝试去明白理解。现在无
论我说什么都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是精微的东西，也是他们从来没说过。因为你已得到自觉，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可以
向你说这些话。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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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当翻译，又或有人懂俄文

我想他们都懂俄文，很好。

你们都听到吗？请问他们听到吗，再说，再翻译。他们听不到，你再次说︰今天我们庆祝…
先要看看他们能否听到我的话。 我想你们全都试试学英语，英语是最简单的语言，这样会好点。

光明节崇拜
好吧。

坐下，坐在这里，对，坐在这

里，面向我，面向我，面向我。喂，若你坐下，只要向着我，那会好一点。不，还好，现在来，不要紧。面向我，不是向着他们
。面向我，只面向我，对，这里有位置。
我只想说你可以学英语，并不难，从我的录音带学。从我的录音带学，他们可以学，尝试学习，从我的录音带学习这个语言。
若你坐在向着我的位置，你会…只向着我，那便好一点。完全向着我，不要坐在有角度的位置，对，不要紧，现在…你能说吗？
当然，爱的语言是普世的，它是没有草稿，问题就在于此，没有字句…。

瑜伽士︰锡吕‧玛塔吉，很抱歉，我是那么…。

疲倦吗？ 瑜伽士，不是疲倦，是充满感情，过分感情丰富。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要明白，把一切混淆了，所有语言都在我的脑海
里。可否请别人当翻译，我感到我不理解你的字句。 不，你会没问题，来吧。 我不懂怎样表达，我也是充满着很多情感。这是那
么漂亮美好的聚会，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因为这种纯洁的爱而连在一起，俄罗斯人也有来，很幸运，他们要经历一些苦行。
光明节的重要性会延展约五天。

瑜伽士︰锡吕‧玛塔吉，来自列宁格纳的Svetlana在这里。

她在这里？Svetlana，来吧。(对翻译员说)，你还好吗？放松点。

不知何故，他们全在一起。这五天全放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不

同的向度，但每个向度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主要角色都是由女神来扮演。 第一天是敬拜主妇，你要购买一些厨房用具或妻子用
的物品，也可以买些送给妻子的礼物。有人说要尊重女士，但她们要值得受尊重，若她们不配受尊重，又怎会被人尊重？我现在
要忠告你们，小心来自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就是金钱是一切。
女瑜伽士︰他没有翻成罗马尼亚语。

你说什么？

女瑜伽士︰母亲，很抱歉，他没有翻成罗马尼亚语。 哈？

女瑜伽士︰他没有翻成罗马尼亚语，我在翻译…

很抱歉，很抱歉。

因为在西方，金钱变成一切。道德、品格个性，所有价值观都完蛋，所以身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阻止这一切。 已经做了？
女瑜伽士︰他翻译。 让他先翻，接着你来翻，这样我较容易处理。 女瑜伽士︰他先，你必须先，可以吗？ 好吧，你们两个。
我们先要明白，社会是完全依赖古哈拉希什米(Gruha

Lakshmis)，即家庭主妇必须拥有不凡的个性，受尊敬和尊贵的女士。社会

是她的责任。她负责创造和平，谅解，让人知道什么是爱的完整概念。我认为想与男士相比，她的责任更困难，更精微，她是家
中的shakti(力量)，所以她不应言行不尊贵，不成熟。 例如，每一个妇女都想成为母亲，但在西方国家，很多妇女却不想。特别在
美国，她们以为会弄糟她们的身体，或她们或许再不能吸引丈夫。因此，每时每刻丈夫和妻子之间都有着疯狂的竞争。丈夫追逐
很多女人，很多女人也是，女人也追逐男人，又或她们控制她们的丈夫。在这种疯狂的竞争下，孩子被忽视，家居被忽视，丈夫
和妻子常常争吵。 所以妇女不要那么奉承支持这种疯狂的竞赛。她们要保持尊严，保持个性。她们要照顾孩子，不要对丈夫费心
。现在最差劲的是离婚是广受大众所接受。所以她们害怕男人与她们离婚，她们会被留下。在西方，通常都有法例，若丈夫与另
一个女人结婚，孩子和母亲都会获得足够的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女士应尝试纠正她们的丈夫，极力争取，若他们还不醒过来，
她们便要对他们完全不执着依恋。 若丈夫想进地狱，让他进地狱吧。为何你想与他一起进地狱？不管如何，你有你的正法，你有
自己的人生，你只要担心自己，若他不理解明白你，忘记他吧。这种不负责任，愚蠢的家伙，你只能怜悯他，但不要追随他的步
伐，因为你有更大更广的责任。你们不要尝试看来年青，只为吸引丈夫而令自己生活得不开心，因为这样你会丧失你的力量，你
的shakti。若你的丈夫有个性，你要尊重他，各方面都要支持他，也要尽量对他有耐性。

昨天我看到很多女士剪短头髪。不要受

这些企业误导玩弄，他们知道怎样…怎样愚弄你。我见过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企业想用广告来引诱你。最近在巴黎，他们
说我们应穿六吋短裙，没有任何地方能买到长裙。试想像这些寒冷的国家，那么多人患上静脉曲张。他们追逐头发、身体、脸孔
的潮流时尚，各式各样荒谬的潮流，但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女瑜伽士要明白她们要怎么样，絶对不应跌进这些陷阱。 你是家庭
的女神，你拥有力量，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此外，你是女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不应容许任何人触摸你的顶轮。你的力量来自你的
贞操。上千印度妇女自杀，只为她们不想男人触摸她们的身体。你现在在霎哈嘉瑜伽文化里，霎哈嘉文化是我们的行为要很尊贵
，很成熟。当你是小女孩时，你已是女神，那时你很纯真，接着你结婚。你成为已婚妇女是件大事，是很吉祥的，婚后你有孩子
，对你这是更大的荣耀，因为你是母亲。 我们不是女演员，我们是母亲，你应为能成为母亲而自豪，应对你的孩子自豪。接着你
成为祖母。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你应为你的年纪而感到自豪，你是祖母。若你仍努力令自己看来年轻，你会看来很年老
。你会看到你的母亲是七十岁，我从不看我自己的年岁，这是他们说的。我从不介意我的外表，我没有时间，我有那么多孩子，
我没有时间，我有那么多孩子。我也对我的年纪很自豪。你随着年岁成长，成熟，更有智慧，因此你拥有你个性的所有资产。若
你真的尊重你的年纪，别人会来找你问意见，要你帮忙，那么你便能传扬霎哈嘉瑜伽。这些企业想剥削妇女的途径是很复杂多样
的。 在光明节，我不想谈这些，我想告诉你关于拉希什米，拉希什米象征什么。锡吕‧拉希什米是完整母性的象征。她带来财富，
昌盛、祥瑞。她带来谅解、慷慨、和平和喜乐。她是祝福庇佑的赐予者。拉希什米的象征是她站在粉红色的莲花上，粉红色是母
性的温暖。在印度，即使是小女孩也被称为「母亲」。所以，在拉希什米不同的面向，她最先象征的是她很温暖，她的一只手拿
着莲花，那也是粉红色的，也示意她的温暖。 即使很有趣，身体充满刺的蛾进入莲花，也能找到地方休息。她邀请所有客人来她

的房子，提供最好的睡床，最好的食物。通常男人带客人来，妻子来招待，照顾他，这示意我们要照顾来到我们房子的任何客人
，要完全投入照顾外来的客人。 她站在莲花上，穿上粉红色的纱丽。即是，你要拥有站在莲花上的平衡。因为水围绕着她，很多
动物在她附近，像野兽般的人想诱惑她，因此她要完全平衡。她两只手拿着莲花，两只手在给予，另外一只手给予祝福。这代表
她要慷慨，常常给予他人，不是自己。她不应把钱全花在自己身上，而没有钱花在孩子，花在客人或其他人身上。是拉希什米要
给予，她要慷慨。 我见过这些人在霎哈嘉瑜伽很慷慨，他们的妻子或许不是，他们因此受很多苦。若妻子是慷慨的，她便得到回
报，整个家庭得到百倍的回报。慷慨就像你开一扇门，一切透过这扇门进入，你开另一扇门给予，所以有很好的流通。我最享受
我的慷慨，若这是慷慨…。 瑜伽士︰锡吕‧玛塔吉，我不明白…。 女瑜伽士︰我们不明白。 我享受我的慷慨，若这是慷慨，你们
全部人也应享受这份慷慨。慷慨是那么有回报，那么有回报的你不会相信上天力量是怎样帮助慷慨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
个朋友想要一件来自外国的纱丽，进口纱丽，我有两件进口纱丽，我告诉另一个很吝啬的女士，我要把这两件纱丽送出。
她说︰「你只有这两件纱丽，为何你要把这些纱丽给她？」
她很吝啬，我们在厨房交谈，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他从非洲带来两件纱丽，因为有些女士到非洲把它们送来。
我问︰「为何她要送我纱丽？」

他说︰「因为在她去非洲时你送她纱丽，所以她送来这些。」

当我打开纱丽，它们正正是一式一样的，与我拥有的款式一模一样，我拿出两件纱丽，向她展示︰「看看，这就是例子。」 事情
就是这样，常常都是。当你对别人友善，一切都会回来，又或你对别人慷慨，你会发现迟一点，很多人已经发现钱流向他们，他
们不明白钱来自哪里。每当你需要用钱，你就拿到钱。你不应担忧钱，只要忘掉它，它自会来。 很在意钱，常常数算金钱的人，
每个清晨，从来不感到满足，他们也得不到任何祝福庇佑。但若你把对钱的忧虑交托给神，一切都会解决。那么，我们要明白了
解什么？就是一切都掌握在大能的神的手里。在来到霎哈嘉瑜伽后，你不用担忧什么，只要把它交托给神，一切都会解决。你不
用不停的告诉人︰「噢，我很担忧，我没钱，我没钱。」这显示你仍不是霎哈嘉瑜伽士。若你要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朋友或你的
国家，你先要是个成熟的女霎哈嘉瑜伽士。拉希什米已经在你内在被唤醒，她住在你的脐轮。透过唤醒拉希什米，你为何还要担
忧钱？ 所以，这个最后，她富象征性的手，她说︰「任何受你保护的人，你都要照顾他们。」即是说你要庇佑祝福每一个与你接
触的人，你要担忧所有受你控制支配的人。所以拉希什米的象征不单为女士而设，也更为男士而设。做生意的男人要尊重妻子，
而妻子要是值得受尊重。若她不是，吉祥便不会来这个家庭。若你的家庭主妇是个好人，你便得到拉希什米的祝福庇佑。拉希什
米的象征是在表达一种女人或男人期望得到金钱的祝福的质量个性。所以，是这样的，我在告诉你第一天是怎么样，第二天是怎
么样，最重要的是在光明节，我们要敬拜拉希什米。 所以，今天当我们敬拜拉希什米，男人也要知道，他们的人生要完全平衡，
他们要慷慨，要照顾受他们控制支配的人。所以这是，就如我所说，很多面向，但其中之一，很重要的，是锡吕‧罗摩在第十天之
前杀死拉伐那(Ravanna)，并在…获得加冕，我是说今天。他在今天被加冕。他的妻子是悉旦，她也被视为皇后，他们的一生都显
示悉旦怎样绝对顺服委身于罗摩。所以在霎哈嘉文化里，我们要成为特别的人，我们不能像其他人，只追逐金钱，做着一切只会
摧毁自己的事情。所以，在霎哈嘉瑜伽文化，我们要静坐，在我们内在取得对一切的满足感，我们也要像拉希什米的孩子，拉希
什米的孩子。 有两个向度我们要明白，就是拉希什米满足我们对金钱的需要，她还给予我们所有平衡，所有喜乐，所有家庭里的
福佑。现在问题是除非我们静坐，除非我们到达满足的状态，不然我们是看不到上天力量的工作。若所有来自东方国家的人都敬
拜拉希什米，或你可以说敬拜他们的灵量，金钱的问题便会完全得到解决。那些今天看来比欧洲贫穷的国家，透过拉希什米的祝
福庇佑，会变得颇富有。 现在我要带你到生命很精微的一面，这个精微的一面是透过拉希什米或摩诃拉希什米的祝福，你现在得
到自觉。摩诃拉希什米原则已经给你升进，摩诃拉希什米原则是你升至超越俗世的生命，到达自觉的领域。所以透过她的祝福，
你变得像莲花。现在你变成光明节的另一个向度，即「一排光」。 罗摩的加冕，或拉希什米的其他向度现在变成你的加冕。就是
你现在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一旦你在那里，便会自动成为神的国度的公民，受到祝福庇佑。因为你成为莲花，你的香气便开始散
播四周。你不会把这喜乐只留给自己，你变得慷慨，你会尽力把它给予他人。慷慨的另一个层次，在低层次，转化成普世的爱。
无论你取得什么，无论是什么爱，满足、生命能量，知识，你都想把它们给予别人。你想传播它，因为你现在取得实相，你不想
只留给自己，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每个人都要知道实相。 放这些光的意义是现在你是光，今天是最黑暗的晚上，今晚是最黑
暗的黑夜晚。同样这是最黑暗的日子，最黑暗的日子，最黑暗的。这是斗争期，也是ghor斗争期，即最差劲的时刻，当最差的发
生，人类便走往最差的层次。这时候，我们要把霎哈嘉瑜伽放在他们面前，你知道什么是苦难，我们要经历，去打破人们脑袋的
硬壳果，但它在运作，它已经开启，它在运作，它已经开启，它已经发生。 你要开悟很多光，我们称它为”Deepawali”。光明节是
”Deepawali”，即一排光。透过与你们这么多人一起庆祝光明节，我肯定我们会拥有这种传遍全世界的火炬。只要紧记你们不是小
水滴，你们现在已经变成海洋，你要去传扬。现在你安坐在王位上，取得你的力量，你内在拥有所有力量，你只要彰显它，只要
去感觉自己，明白自己，你肩负什么责任。你曾经要求得到光，现在已经得到，你已经变成光，要把光给予他人。 所以要到达光
在你的头上，在你的顶轮的状态，这是在你心中。你不是普通人，不要这样想。事实上，在霎哈嘉瑜伽，只有所谓「普通人」才
会来。基督曾说︰「心中温柔会遗传给地球。」所以你是心中温柔，因为你谦卑，所以你常常以为自己是很平凡普通。但现在不
凡正在彰显，所以接受它吧，不凡是你拥有一切力量，但你仍是绝对谦卑。 庆祝光明节应是我们把光带到全世界，尽我们所能开
悟人。我们的私人问题，我们的问题毫不重要。就是要这样，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取得某个世界其他人不能取得的位置，一旦你
明白理解，你的自尊便往上升，你看到你该做什么，因此，每个人在今天要决定，作出承诺，我们要谦卑的做一切去传扬霎哈嘉
瑜伽。

我们现在作崇拜，在这个崇拜，我们要对自己作出承诺，你要在每个家居、每个国家，在全世界创造一个Deepawali。

愿神祝福你们。
请叫五岁以下的孩子来。

叫一些人来为我洗脚，孩子，五岁以下的孩子，最好来这里…。

这是温水吗？有没有温水？

1992-1230, 摩诃·拉克什米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拉克什米崇拜 1992年12月30日 我要说那些一直在担心的人，应该冥想，并要知道，你在侮辱自己。你是圣人，你为什么要
担心要坐什么飞机，你不会得到什么？这表明你的水平很低，所有那些担心的人绝对地（低）。你来这里是在我的保护之下，你
将在我的保护下返回。 今天早上我病得很重，没办法做崇拜。你要知道，你们都是我存在的一部分，我把你们放在我的身体里，
你们必须做好你们自己。所以在这个吉祥的日子，我们大家都来了，做这个特别的崇拜，我会说这应该叫做摩诃·拉克什米崇拜。
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实业，除非并且直到所有这些人类事业都与神连接在一起，否则他们无法获得完美的舞台和
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西方有问题。他们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人，非常精明，装备精良，受过良好教育，却正在经历衰退。因
为他们不平衡，他们不知道有神的力量在运作一切，而当你忽略了这一点时，就会发生这些事。 现在，对于我们运营的这类企业
。首先，我们必须使用来自大地母亲的大量资源，但如果是为了适当的目的、为了建设性的事物、为了帮助他人而平衡地开采，
那么地球母亲可以思考，她可以产生越来越多的东西，比她以前生产的所有东西要多，她可以为有理智的人、为与神合拍的人生
产，不是仅仅为自己赚钱，或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是出于整体考量。 考量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成就什么，这就是实业发展的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在日本有如此多的实业发展，但没有灵性。他们根本不是快乐的人。他们的孩子在受苦，家庭在受苦。 金钱不能
使人得到全部的幸福。因此，必须取得平衡。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感谢神，我们没有如此快速的产业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拯
救，而西方人民正在遭受的许多问题。印度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你们都在那里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实业必须与手工艺品
齐头并进，实业家还必须照顾艺术家。否则，谁来照顾他们？他们将如何在艺术与实业之间取得平衡？对于这些勤奋的人们来说
，艺术是一件令人舒缓的事情。他们整天工作，然后某种音乐、艺术来安慰他们，给他们平和，让他们放松，给予平衡。 所以我
想说：所有实业，还必须有一些艺术企业，或者他们也应该生产东西。在我多次告诉拉杰什之后，你应该尝试从废钢中生产出一
些艺术性的东西，将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已经尝试过类似的事。 但实业不应该被低估，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实业被低估。我的意思
是，好像实业家是最大的贼，所有的政客都是这个国家的圣人。我认为这是正好相反的。应该尊重它，并且应该理解它，这非常
重要。实业家们，如果他们也得到觉醒，他们不仅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很多事情，也会去为他们照顾的人做很多事。 因此，按照
摩诃·拉克什米原则，摩诃·拉克什米有各种手印，其中一个手印是她像这样放右手，这个右手是为了保护那些受保护或受有钱人服
务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实业家。在印度，如果你称某人为有钱人，那就像在辱骂他。没有人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有钱人总被认
为是最坏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以我自己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穷人也可能会很糟糕。我们在Ganapatipule有非常糟糕的经
历，非常贫穷的人的举止是非常滑稽——应该很穷。因此，应该保持适当的平衡，对穷人和富人、以及富人和穷人的理解达至平
衡。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人们不会如此看重贫穷或富有，但精神的富有将变得非常重要。那就会变成霎哈嘉国度。内心的富有
，灵性的富有，与神合一，将成为每个人最大的恩惠。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去达到那个状态，但我们很多人仍然陷入物质主义的
发脾气，或某种愚蠢的令人担忧的下跌。所有这些都必须被仔细留意。 如果你可以保持这个进步的战车，进步更快。我们将创造
一个完全和谐，完全的和平、喜乐和爱的新世界。但是为此，你是必须要做事的人。我不能做到。如果我可以做的话，我不会要
求你加入霎哈嘉瑜伽。就像马和车夫一样：马匹将被驱赶，御者不驾驶战车。同样，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最伟大的工作。不仅是实业、劳动力或资本，我在谈论的是整体的福祉。当然，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应
该与整体保持平衡。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整体的福祉。 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整体福祉，那么，我们应该想到的第一件事：我们有能
力带来这种整体福祉吗？能吗？我们内在是否拥这种整体福祉？有吗？ 我们仍然担心飞机是否要来，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如此世
俗，如此之少，如此之小。借助一个班丹，你可以控制任何飞机、任何气氛，但你还在这里担心那些绝对在你的控制之下的事情
。因此，必须考虑整体性。 母亲说的整体性是什么呢？总而言之，必须创建一个由人组成的整体，由没有恐惧的人组成的。必须
消除这种恐惧。所有这些荒谬的神经质背后都是恐惧。因此，祂要做的就是赐福，在祂的保护下，你无所畏惧，你得到了保护。
但是，如果你不想相信自己，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而且你不相信祂的保护，因为一切对你来说都是虚假的。我们都不应该有
任何恐惧，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冒险中，因为神与你同在。这是事实，是真理，你尽管尝试。但是，当你通过自我去尝试时，你
就会陷入恐惧的陷阱。 我见过自我的人是最恐惧的人，惊慌失措，因为他们使他人惊恐，因此他们认为有一天他们也会感到恐慌
。当英国人来到这里时，首先是在印度，我们都被他们吓坏了。现在我明白了，在英国，每个英国家庭都害怕其他家庭，他们只
会打开门的缝隙，看看谁在那儿，并且关上。他们好恐惧，我很惊讶。他们是统治我们这里的英国人。而我们在他们面前被迷惑
了，现在他们是那些害怕我们的人。 因为当一个自我的人试图控制别人时，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然后想，另一个人将控制他。
这就是这种恐惧在我们心中蔓延的方式，我们出于这种虚假的恐惧，开始各种愚蠢地发脾气。 恐惧是我们的自我造成的。一个没
有自我的人，他不会害怕。因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为什么要害怕？这样的男人或女人将由神照顾， 因为神接管了。当你向神
交托你的自我时，祂接管了。但是对那些有自我的人，祂说：“好吧，继续吧，运用自我，尝试保护自己，割破你的喉咙。”就是这
样。所以当我谈到整体福祉时，我说的是你自己的全部福祉。首先是恐惧，应该完全不在你的脑海中。如果你相信全能的神。我
们会说：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能的。这一切都是口口相传。如果你相信神是全能的，而且你与神有联系，那你为什么要害怕什
么呢？

但是当我们说“别怕”时，另一个极端出现了。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情，我

们不需要告诉任何人。无论你做什么，都必须告诉神。你必须征得许可，你必须在祂的darbar中进行告知，在祂的法庭上：“先生
，我们正在考虑这样做。”但是你认为你是神，你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不恐惧的另一部分是一种任意妄为。这对霎哈嘉瑜伽、对你
自己、和其他每个人都非常危险。 我的第二个担心是，如果我告诉你任何事情，99%的人明白是为了你的福祉，是为了你的好处
。但是有1%的人会因为自己有太多自我而起反应。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福祉。他们不明白，如果我告诉他们
任何事情，只是为了给他们完整性、整体性。 他们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态度。但是，相反，这是另一个荒谬的地方。所以现在不得
不对这种不必要地走向自我毁灭极限的人产生一种冷漠，不想看到我告诉你的一切的意义。 只有我能告诉你，否则还有谁？我必
须告诉你，你怎么了，你做错了什么，然后你必须改正它。这是另一种反应，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福祉不感兴趣，他们对自己孩子
的福祉不感兴趣，他们对自己国家或整个世界的福祉不感兴趣。 现在为什么要来霎哈嘉瑜伽？只问这一个问题。当然让你升进。
但是升进是为了什么呢？假设我们带来一盏灯。为什么我们要带来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了有光。但是这个灯管不发光，什么
都没有，那么拥有这种灯有什么用？同样地，如果你不能成为上天神圣的光，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用？因此，你们所有人，
你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小人物。不是！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仍然有那些滑稽的制约，你觉得你不好。 你们所有人都可
以起来，看到这么多人，如果他们内在有完全的福祉，它将在外部显现，绝对地，这是事实。那么注意力非常重要。注意力应该
放在完美自身上和你自己的福祉上。 这也是人们缺失的另一点，他们开始找他人的缺点，而不是找自己的缺点。结果，如果你看
着别人，你会从中学到什么？我不明白。 如果有人错了，他在做邪恶的事情，他是坏的。即使你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将如何
处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拥有一切权利，拥有一切控制权，你可以纠正自己。这尤其是印度的特质：是找别人的缺点。
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他人的缺点上。一直以来，那我们该如何改善呢？ 反之，如果你开
始看到错误，那么你将有更多的错误。这是人类的模仿天性。他们看到有人这样做：“哦，母亲，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这样做，
那我也这样做。那我也这样做，有什么坏处？”但是，谁说他是霎哈嘉瑜伽士呢？ 因此，“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品牌，不是证书，它
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你已经实现的你自己的身份。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毕竟我无法阻止他说。我不是...（不清楚
），甚至我也见过一些疯子，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疯了很多年，但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
但是你必须看看自己：我是霎哈嘉瑜伽士吗？在证明自己之前，你为什么不搞清楚？ 但是尽管如此，我必须说，非常满足。我一
开始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得到自觉。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是我开发的大规模的带自觉模式，但是我从未期待。但是它发生了。
即使现在我也不得不期待你们所有人将获得最高、最高的位置，paramapada（梵语），就像我说的那样，就像北极或梅鲁人，绝
对是atala（印度语）“不能被打扰”，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相信你们都会遵守它。 20:43 to 22:55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
Translation from Hindi: Now, I am telling them in Hindi language. Marathi people should accept the truth that their language is a
wonderful language for self-realization,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More than this, in no other language, this has been mentioned
so clearly. And because they respect Shri Ganesha, they are more principled, if seen that way. Their eyes do not roam about
here and there. In North India, because of the Muslim rule and because of their "pardah" system, they have a habit of looking at
every person who are moving around. Everyone. I used to think in the beginning what are these people doing? Whatever
happened, now after coming to Sahaja Yoga also. In the Marathi language, On self-realization, many scriptures and many things
have been written which are amazing. The one effect of these writings has been on these people that they are not womanizers.
They don't get trapped in this, these Maharashtrians. There are some who got involved with women, they all have gone now and
are sitting in Delhi. But whoever are here, have one specialty within them and that is their good character. And in North India, I
was very surprised, people who have not known Dattatreya, within them how so much alertness is there? There do not seem to
be any fight, no disturbance, the program went on so well that everyone was astonished. [ 24:34 to 24:40 Marathi]. And by doing
all this they have proved that, in whichever trough they were lying, they have risen from that absolutely and become like lotuses.
This they have shown. Now in Maharashtra since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re, many things have been written and, the Saints and
sages have worked very hard. So, wherever there is plenty of hard work, I think, there the confusion also is of the same amount.
Everything is known to them. Even after knowing everything, they have muddled everything. So, it is better that, don't have to
know anything, just realize one thing that "mutual love" is the biggest and Prime mantra of Sahaja Yoga. Then lot of work will be
done. Otherwise, hear mantra after Mantra from them, hear everything, they (Maharashtrians) know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but
the moment they see each other, they start swearing.

Now by experience,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in North India, it is an

amazing thing the way people have accepted Sahaja Yoga. Very amazing thing. In my opinion if this happens in Maharashtra
also, then what more do I want? In this small part of India, Wonder how many Saints and sages have taken birth. And those
saints and sage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all the people of India. They have written such valuable phrases, which is worth
watching. And, their Majesty cannot be described at all. Now, these things are apparent in the culture which is prevailing here.
But they are not able to get into Sahaja Yoga. In Sahaja Yoga these things should come. The culture of Sahaja Yoga should be
accepted. And in the culture of Sahaja Yoga, the greatest thing is mutual love. We don't feel the love among one another. In
such case, we are not Sahaja Yogis at all. As long as one Sahaj Yogi cannot express his love for the other, we cannot become
Yogis at all.

If we are busy in cutting each other's throat, then we cannot be Sahaja Yogi at all. At any cost. You need not see

other's drawbacks. See his virtues and describe his goodness and he also will become a good person. I do it many a times. If
someone comes and tells me that this person is like this, he did this wrong, he did this. Arrey! he was appreciating you, and you
are talking ill of him? "is that so? What did he say mother"? He said so many things about you, what can I say, you go and check
with him. Then this person goes and hugs him. It means this is all a lie. Now, think in depth that where are we born? We are born
in the kind of world where very important work is happening. Very important. Regarding this it has been mentioned that this
important work will happen. When we are born at the time when this great work is happening, and we are active in that, and we
are the doer of this work, when the burden of doing that work is on us, then what should we do? If four people are carrying a
table, and even one among them is weak, then the table will fall down. Or in a ship even if there is a small hole, the whole ship
may drown. Because all these matters are collective. Because you all are collective. If among you even a single person takes the
wrong path, the whole Sahaja Yoga is harmed by that. So, in thi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humility among
us. Jesus Christ has told that "Meek in heart will, inherit earth". Among Maharashtrians, this humility is lacking. Somehow, in
spite of their language being so beautiful, while talking, though there is no abuse in the language, still in the abusive language,
they talk something or the other. this is their character. [29:28 to 29:29-marathi]. Earlier it was not there, now it is there. And they
are so obsessed with this that they start fighting everywhere. Everywhere they want to do this and do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Their temperament has become that of a fighter. Human be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temperament because now
we are in Sahaja Yoga, we have engarlanded ourselves with this, now leave all this. But they won't listen. If you tell them to
become "workari" (a religious cult), then they will chew tobacco and wear the robe, starve themselves to death and walk for
months. Thousands of them. But if they are told that you have become Sahaja yogis, so impersonate that, then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ask.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Sahaj religion, the greatest of all is mutual, absolute love. Absolute love. See now. A
Muslim boy from Algeria, told his parents, now why are you going to Mecca. Nowadays Mecca is stationed in London. Go there.
He brought them to London. So, when they met me, they said " it is true, whatever we don't get in Mecca, we got here". And they
said, just the thought that " we went to London", brings waves of joy in our heart. Just like this, just the thought of any Sahaja
Yogi should bring flow of joy within. 31:18 to 31:54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 Transcript of English Speech: 我用英语告诉你。我
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关于纳玛德瓦（人名）和戈拉昆巴（人名），当纳玛德瓦看到了戈拉昆巴正在为陶器揉捏陶土，纳玛德
瓦在戈拉昆巴目瞪口呆之前，只是走了过去并且站着，他说：“我来这里，为了看无形。”那就是生命能量。“但是无形却在这个形
象中。” 这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应该对另一个瑜伽士拥有的欣赏。每个霎哈嘉瑜伽士都是宝石。即使是宝石的想法也应该为你带来
喜乐。在每种生活，每个风格，每个领域，每个维度，一个人应该有这种感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我们不接受。对我
们来说，我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对所有宗教都抱有信心，而并非以上某个宗教。 我们对每件事都有信心。我们崇拜罗摩，
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崇拜穆罕默德·萨希布。当我们崇拜梵天婆罗摩，或我们崇拜达陀陀哩耶（Dattatreya），或我们崇拜琐罗亚
斯德，根本没有区别，用同样的方式。 你所说的，拥有同样的尊重，是有很大区别的；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崇拜
，所以不存在区分彼此的问题，也不是在国家层面，什么都没有。不管我们有什么缺陷，我们都会看到“这来自我们国家”。我看到
许多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这是典型的英国人，这是典型的法国人，这是典型的意大利人。”他们自己告诉我。

但一个人最主要

要明白的是：在霎哈嘉瑜伽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这些国界，什么都没有，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人是一体的状态。任何霎哈嘉
瑜伽士，任何个体霎哈嘉瑜伽士，或一群霎哈嘉瑜伽士的想法，都应该让你充满喜乐和一种喜乐的浪潮，这种喜乐的浪潮会持续
不断地到来，因为他们是以喜乐、平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达到这种理解，那么才可以说你是霎哈嘉瑜伽士。那是我所见过的考
验之一。 你们所有人都非常爱我，我知道，但是除非并且直到你们彼此相爱，否则我怎么会幸福？因此，今天特别是摩诃·拉克希
米原理，你就会脱离拉克希米原理，当它在你内心被唤醒时，拉克希米原理可能会让你有点自私、自我中心，现在你进入了一个
新的追求领域，寻找更高的价值体系，寻找一些超越的东西，没有任何限制。 那个摩诃·拉克希米原理，从本质上讲，什么都不是
，但如果你正在寻求普世的爱，本质上摩诃·拉克希米原理就是这样。我们不爱人，因为他们属于某个国家，因为他们看起来这样
，看起来那样；我们爱他们，仅因为他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们合而为一。 因此，那些今天崇拜摩诃·拉克希米的
人应该觉察到，有多少个摩诃·拉克希米崇拜者，他们都是我们自己，这种感觉太棒了。否则，特别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那太可
怕了。一位霎哈嘉瑜伽士在另一地区传道，（现场突然有一个刺耳的声音）就像这种声音，那个地区的领导人开始争斗，“你是谁
？来这里？我是领导者。”没有尊重他，让他成为受欢迎的客人，问他，你能提供什么帮助？而是有一场激烈的战斗。真是令人惊
讶：怎么会这样？

纳玛德瓦去旁遮普邦时，那纳克导师尊敬他。不仅如此，那纳克还告诉他，“你现在也用旁遮普语写作。”我看

过纳马德瓦写的这么厚一本书，你可以想象吗？他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所有伟大圣人囊括在他的（著作）《格兰特·萨希布》中，
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已自觉的灵，所以他们是更高的灵魂。 但是这些锡克教徒只是在阅读，没有什么进入他们的脑袋。你能做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这些圣人可以彼此相爱，可以这样表达自己，为什么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霎哈嘉瑜伽士，不这样做？ 所
以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是Ras（印度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程序，我们将拥有所有印度人和外国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一起跳舞
的地方，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那里。而是与其他人混在一起，认识他们，因此，不要分成小组坐，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全世界的
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彼此相爱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确实会最大程度地抚慰我，它会带给我最大的喜乐，

最大的成就，也是我一生的成就。 如果某人确实是真的错了，绝对错误的，你就写信给我。我会知道的，因为我马上就会从能量
中得知。没有人可以骗我，这是肯定的。

有人说：“有人告诉了母亲。”什么都不能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对于这一切，我太狡猾

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事情，我知道每一件事......我玩了一下。但我认识每个人，我给他们机会暂时吊死自己。但永远不要相信
有人能够欺骗我，并告诉我任何事情。 我听每一个人的言论，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爱另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这个爱的过程本
身就是那么喜乐。当你这次在台上第一次见到我时，你就会那样感觉到，因为这种爱的过程是最大的喜乐。所以要快乐，要喜乐
。 如果有人错过飞机，好，你将与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一起生活。毕竟你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你没有迷路。即使你在海中，也在
那里，在飞机上，你也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必须坐上这架飞机，并且你必须担心这架飞机，这么重要？“我必须在这个时
候走”，没有必要。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和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那为什么担心呢？ 你在，这是关键。 就像很多人问我，“母亲，
你旅行这么多，你不累吗？”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在旅行。我只是在想：“我在。”就这样。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这里，或那里
，我只是存在。我必须告诉我：我正在旅行，然后我又忘记了。 因此你在，无论你是在这里，还是在英格兰，或者在任何地方，
或你在这里，或在那里。那为什么要担心呢？特别是在飞机这件事上——我认为西方遗传学出了点问题，我认为，飞机进入了他
们的昆达利尼，所以他们在飞机的问题上变得如此离奇。我从不能理解这样的东西。 我给他们那么多讲座，以表明不要做这些荒
谬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感到内疚，但他们还是会这样做。下次如果你的飞机是八点钟，
九点钟出发，飞机要等到十点钟，这是我说的。它发生过。有很多人可以告诉你，有很多这类经验。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写
下来，但是人们知道飞机为了我们而延误。 我一生从未错过飞机。当我错过时，这是有目的的，有些大事发生了。因此重要的是
，这是一部戏剧。应该担心的是：为什么我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每个人？
我告诉你，只有这种普世的爱才会给你信心和更高的地位。 为什么这些圣人为你受苦？基督为什么为你受苦？为什么穆罕默德·萨
希布为你受苦？为什么有人跟你谈论正法？为什么格涅殊哇写下《Gnaneshwari》（他的著作）？为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 这满
足了他们对普世的爱的表达。所有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或其他任何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普世的爱，
他们想表达出来。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此，如果你想要你的摩诃·拉克什米原理一直燃烧，那么请看到你爱每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你能理解。 I would request that, you see, the foreign children, or foreigners get so many pujas,
you must know that. But the Indians, they get hardly one puja here and one puja there. Also the children don't get a chance. So
this time, let the Indian children come forward. All right? and Indian ladies. Thank you.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SECOND
VERSION OF TRANSLATION (WITH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INCLUDED) In the background,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ki

Jai”

can

be

heard.

Announcer

瑜伽士：Shri

刚刚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应该停止担心飞机问题，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做好了，不用担心机票，不用担心航班。

Mataji
Shri

Mataji

can be heard saying in the background “Nonsense it is”. 请停止担忧。这对Shri Mataji伤害非常大。 Shri Mataji can be heard
saying in the background “Very much”. Shri Mataji 刚说，思考这些或者不停地担忧这些事情，这样真的会伤害祂。 Shri Mataji
can be heard saying in the background “Are you not Sahaja yogis or what?”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Shri
Mataji can be heard saying in the background “Sahaja yogis should not fall to that level.” 霎哈嘉瑜伽士不应降至如此世俗的水平
。终究你们会发生什么。我要说那些一直在担心的人，应该冥想，并要知道，你在侮辱自己。你是圣人，你为什么要担心要坐什
么飞机，你不会得到什么？这表明你的水平很低，所有那些担心的人绝对地（低）。你来这里是在我的保护之下，你将在我的保
护下返回。 今天早上我病得很重，没办法做崇拜。你要知道，你们都是我存在的一部分，我把你们放在我的身体里，你们必须做
好你们自己。所以在这个吉祥的日子，我们大家都来了，做这个特别的崇拜，我会说这应该叫做摩诃·拉克什米崇拜。 因为这关系
到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实业，除非并且直到所有这些人类事业都与神连接在一起，否则他们无法获得完美的舞台和地位，这就
是为什么现在在西方有问题。他们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人，非常精明，装备精良，受过良好教育，却正在经历衰退。因为他们不平
衡，他们不知道有神的力量在运作一切，而当你忽略了这一点时，就会发生这些事。 现在，对于我们运营的这类企业。首先，我
们必须使用来自大地母亲的大量资源，但如果是为了适当的目的、为了建设性的事物、为了帮助他人而平衡地开采，那么地球母
亲可以思考，她可以产生越来越多的东西，比她以前生产的所有东西要多，她可以为有理智的人、为与神合拍的人生产，不是仅
仅为自己赚钱，或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是出于整体考量。 考量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成就什么，这就是实业发展的方式。现在我们
看到在日本有如此多的实业发展，但没有灵性。他们根本不是快乐的人。他们的孩子在受苦，家庭在受苦。 金钱不能使人得到全
部的幸福。因此，必须取得平衡。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感谢神，我们没有如此快速的产业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拯救，而西方
人民正在遭受的许多问题。印度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你们都在那里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实业必须与手工艺品齐头并进，
实业家还必须照顾艺术家。否则，谁来照顾他们？他们将如何在艺术与实业之间取得平衡？对于这些勤奋的人们来说，艺术是一
件令人舒缓的事情。他们整天工作，然后某种音乐、艺术来安慰他们，给他们平和，让他们放松，给予平衡。 所以我想说：所有
实业，还必须有一些艺术企业，或者他们也应该生产东西。在我多次告诉拉杰什之后，你应该尝试从废钢中生产出一些艺术性的
东西，将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已经尝试过类似的事。 但实业不应该被低估，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实业被低估。我的意思是，好像实
业家是最大的贼，所有的政客都是这个国家的圣人。我认为这是正好相反的。应该尊重它，并且应该理解它，这非常重要。实业
家们，如果他们也得到觉醒，他们不仅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很多事情，也会去为他们照顾的人做很多事。 因此，按照摩诃·拉克什
米原则，摩诃·拉克什米有各种手印，其中一个手印是她像这样放右手，这个右手是为了保护那些受保护或受有钱人服务的人，我

们可以称之为实业家。在印度，如果你称某人为有钱人，那就像在辱骂他。没有人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有钱人总被认为是最坏的
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以我自己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穷人也可能会很糟糕。我们在Ganapatipule有非常糟糕的经历，非常贫
穷的人的举止是非常滑稽——应该很穷。因此，应该保持适当的平衡，对穷人和富人、以及富人和穷人的理解达至平衡。一段时
间后，你会发现人们不会如此看重贫穷或富有，但精神的富有将变得非常重要。那就会变成霎哈嘉国度。内心的富有，灵性的富
有，与神合一，将成为每个人最大的恩惠。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去达到那个状态，但我们很多人仍然陷入物质主义的发脾气，或
某种愚蠢的令人担忧的下跌。所有这些都必须被仔细留意。 如果你可以保持这个进步的战车，进步更快。我们将创造一个完全和
谐，完全的和平、喜乐和爱的新世界。但是为此，你是必须要做事的人。我不能做到。如果我可以做的话，我不会要求你加入霎
哈嘉瑜伽。就像马和车夫一样：马匹将被驱赶，御者不驾驶战车。同样，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最伟大的工
作。不仅是实业、劳动力或资本，我在谈论的是整体的福祉。当然，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应该与整体保
持平衡。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整体的福祉。 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整体福祉，那么，我们应该想到的第一件事：我们有能力带来这种
整体福祉吗？能吗？我们内在是否拥这种整体福祉？有吗？ 我们仍然担心飞机是否要来，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如此世俗，如此之
少，如此之小。借助一个班丹，你可以控制任何飞机、任何气氛，但你还在这里担心那些绝对在你的控制之下的事情。因此，必
须考虑整体性。 母亲说的整体性是什么呢？总而言之，必须创建一个由人组成的整体，由没有恐惧的人组成的。必须消除这种恐
惧。所有这些荒谬的神经质背后都是恐惧。因此，祂要做的就是赐福，在祂的保护下，你无所畏惧，你得到了保护。但是，如果
你不想相信自己，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而且你不相信祂的保护，因为一切对你来说都是虚假的。我们都不应该有任何恐惧，
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冒险中，因为神与你同在。这是事实，是真理，你尽管尝试。但是，当你通过自我去尝试时，你就会陷入恐
惧的陷阱。 我见过自我的人是最恐惧的人，惊慌失措，因为他们使他人惊恐，因此他们认为有一天他们也会感到恐慌。当英国人
来到这里时，首先是在印度，我们都被他们吓坏了。现在我明白了，在英国，每个英国家庭都害怕其他家庭，他们只会打开门的
缝隙，看看谁在那儿，并且关上。他们好恐惧，我很惊讶。他们是统治我们这里的英国人。而我们在他们面前被迷惑了，现在他
们是那些害怕我们的人。 因为当一个自我的人试图控制别人时，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然后想，另一个人将控制他。这就是这种
恐惧在我们心中蔓延的方式，我们出于这种虚假的恐惧，开始各种愚蠢地发脾气。 恐惧是我们的自我造成的。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他不会害怕。因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为什么要害怕？这样的男人或女人将由神照顾， 因为神接管了。当你向神交托你的自
我时，祂接管了。但是对那些有自我的人，祂说：“好吧，继续吧，运用自我，尝试保护自己，割破你的喉咙。”就是这样。所以当
我谈到整体福祉时，我说的是你自己的全部福祉。首先是恐惧，应该完全不在你的脑海中。如果你相信全能的神。我们会说：你
是全能的神，你是全能的。这一切都是口口相传。如果你相信神是全能的，而且你与神有联系，那你为什么要害怕什么呢？ 但是
当我们说“别怕”时，另一个极端出现了。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可以自己完成所有事情，我们不需要告诉
任何人。无论你做什么，都必须告诉神。你必须征得许可，你必须在祂的darbar中进行告知，在祂的法庭上：“先生，我们正在考
虑这样做。”但是你认为你是神，你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不恐惧的另一部分是一种任意妄为。这对霎哈嘉瑜伽、对你自己、和其他
每个人都非常危险。

我的第二个担心是，如果我告诉你任何事情，99%的人明白是为了你的福祉，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有1%

的人会因为自己有太多自我而起反应。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福祉。他们不明白，如果我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只是为了给他们完整性、整体性。 他们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态度。但是，相反，这是另一个荒谬的地方。所以现在不得不对这种不
必要地走向自我毁灭极限的人产生一种冷漠，不想看到我告诉你的一切的意义。 只有我能告诉你，否则还有谁？我必须告诉你，
你怎么了，你做错了什么，然后你必须改正它。这是另一种反应，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福祉不感兴趣，他们对自己孩子的福祉不感
兴趣，他们对自己国家或整个世界的福祉不感兴趣。 现在为什么要来霎哈嘉瑜伽？只问这一个问题。当然让你升进。但是升进是
为了什么呢？假设我们带来一盏灯。为什么我们要带来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了有光。但是这个灯管不发光，什么都没有，那
么拥有这种灯有什么用？同样地，如果你不能成为上天神圣的光，你来到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用？因此，你们所有人，你们每个人
都不是一个小人物。不是！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仍然有那些滑稽的制约，你觉得你不好。 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起来，看
到这么多人，如果他们内在有完全的福祉，它将在外部显现，绝对地，这是事实。那么注意力非常重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完美自
身上和你自己的福祉上。 这也是人们缺失的另一点，他们开始找他人的缺点，而不是找自己的缺点。结果，如果你看着别人，你
会从中学到什么？我不明白。 如果有人错了，他在做邪恶的事情，他是坏的。即使你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将如何处理？但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拥有一切权利，拥有一切控制权，你可以纠正自己。这尤其是印度的特质：是找别人的缺点。他们永远不
会看到：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他人的缺点上。一直以来，那我们该如何改善呢？ 反之，如果你开始看到错误
，那么你将有更多的错误。这是人类的模仿天性。他们看到有人这样做：“哦，母亲，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这样做，那我也这样
做。那我也这样做，有什么坏处？”但是，谁说他是霎哈嘉瑜伽士呢？ 因此，“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品牌，不是证书，它不是一个组
织，而是你已经实现的你自己的身份。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毕竟我无法阻止他说。我不是...（不清楚），甚至我
也见过一些疯子，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疯了很多年，但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
但是你必须看看自己：我是霎哈嘉瑜伽士吗？在证明自己之前，你为什么不搞清楚？ 但是尽管如此，我必须说，非常满足。我一
开始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得到自觉。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是我开发的大规模的带自觉模式，但是我从未期待。但是它发生了。
即使现在我也不得不期待你们所有人将获得最高、最高的位置，paramapada（梵语），就像我说的那样，就像北极或梅鲁人，绝
对是atala（印度语）“不能被打扰”，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相信你们都会遵守它。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20:43 to 22:55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Now I will need to speak in Marathi as many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English language. It is not a problem as
English language is not that much spoken here (“English bhasha kahi naam nahi aahe”). There is no language like Marathi and
again to get the knowledge of your spirit (“atman”) the language is Marathi. And so many saints and sages have done their work
here and we are doing the job of nagapantis of [raising] Kundalini. But to say, if Marathi language is such a great language and
even though the whole world’s Kundalini is in Maharashtra, the head of Maharashtrian people is work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 don’t know the reason for this. What is happening in politics, is now happening in our Sahaja yoga in every house.
Everyone is looking to pull each other down, I do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are doing this. If within you there is no feeling of
collectivity, if you are not established (“samishtha”), then have I worked so hard for such an order (“vyastha swarup”). And have
the saints and sages mentioned this? They have said this “Tyechi Soyarika Yeti” – His Sovereign will come. Why did Saint
Gyaneshwara say all these things? For whom has he said all these things, I don’t understand. It seems they have said it for the
people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I cannot see the effect of these words on people here. Who is your “soyarika”, it is a Sahaja yogi.
But I get letters saying “this person has done a mistake”, “that person has done a mistake”. Will I feel good listening to these
things. Should you be keeping the Goddess happy or should you be writing such letters to her? Everytime I have to say such
things, to whom? You are saints and sages, I have made you sages and saints. I have brought you to this high level. I have
brought you like the “Dhrva” star in the court (“adalpatavar”) and I do not understand where you are lagging behind, what to say?
Marathi language is so fair (“sujaval”), so sharp (“prakhara”) and such a good language for your self-realisation. Even then, it
should be realized by the people listening to Marathi. If it does not get in their head, then what is the use of telling? On the other
side, people have devised various methods of [raising] Kundalini. End of talk in Marathi Translation from Hindi 22:56 to 24:33
[Mother talks in Hindi] Now I am going to tell them in Hindi. Marathi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a wonderful
language for self-realization,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More than this, in no other language, this has been mentioned so clearly.
And because they respect Shri Ganesha, they are more principled (character), if seen that way. Their eyes do not roam about
here and there. In North India, because of the Muslim rule and because of their veil (“pardah”) system, they have a habit of
looking at every person who is moving around, everyone. I used to think in the beginning what are these people doing?
Whatever happened, now after coming to Sahaja Yoga. In the Marathi language, on self-realization, many scriptures and many
things have been written which are amazing. The one effect of these writings has been on these people that they are not
womanizers. They don’t get trapped in this, these Maharashtrians. There are some who got involved with women, they all have
gone now and are sitting in Delhi. But whoever are here, have one specialty within them and that is their good character. And in
North India, I was very surprised, people who have not known Dattatreya, within them how so much alertness is there? There do
not seem to be any fight, no disturbance; the program went on so well that everyone was astonished. End of talk in Hindi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24:34 to 24:42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If I have to say in Marathi, these foreigners have come, the
attention is on how to make money from them. It is not like this there. End of talk in Marathi Translation from Hindi 24:43 to 29:27
[Mother talks in Hindi] And by doing all this they have proved that, in whichever trough they were lying, they have risen from that
absolutely and become like lotuses. This they have shown. Now in Maharashtra since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re, many things
have been written and, the saints and sages have worked very hard. So, wherever there is plenty of hard work, I think,
everything gets jumbled up. Everything is known to them. Even after knowing everything, they have muddled everything. So, it is
better that, don’t have to know anything, just realize one thing that “mutual love” is the biggest and prime mantra of Sahaja Yoga.
Then lot of work will be done. Otherwise, hear mantra after Mantra from them, hear everything, they know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but the moment they see each other, they start swearing. Now by experience,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in North India, it is
an amazing thing the way people have accepted Sahaja Yoga, very amazing thing, very amazing. In my opinion if this happens
in Maharashtra also, then what more do I want? In this small part of India, wonder how many saints and sages have taken birth.
And those saints and sage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all the people of India. They have written such valuable phrases, which is
worth admiring. And, their majesty cannot be described at all. Now, these things are apparent in the culture which is prevailing
here. But they are not able to get into Sahaja Yoga. In Sahaja Yoga these things should come. The culture of Sahaja Yoga
should be accepted. And in the culture of Sahaja Yoga, the greatest thing is mutual love. We don’t feel the love between each
another, in such case, we are not Sahaja Yogis at all. As long as one Sahaja Yogi cannot express his love for another Sahaja
Yogi, we cannot become Sahaja Yogis at all. If we are busy in cutting each other’s throat, then we cannot be Sahaja Yogi at all,
at any cost. You need not see other’s faults. See their good virtues and describe their goodness and thee will also become a
good person. I do it many a times. If someone comes and tells me that this person is like this, he did this wrong, he did this.
Arrey! He was appreciating you, and you are talking ill of him? “is that so? What did he say Mother”? He said so many things
about you, what can I say, you go and check with him. Then this person goes and hugs him. It means this is all a lie. Now, think

in depth that where are we born? We are born in the kind of world where very important work is happening, very important.
Regarding this it has been mentioned that this important work will happen. When we are born at the time when this great work is
happening, and we are active in that, and we are the doer of this work, when the burden of doing that work is on us, then what
should we do? If four people are carrying a table, and even one among them is weak, then the table will fall down. Or in a ship
even if there is a small hole, the whole ship may drown; because all these matters are collective, because you all are collective.
If among you even a single person takes the wrong path, the whole Sahaja Yoga is harmed by that. So, in thi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humility among us. Jesus Christ has told that “Meek in heart will, inherit earth”. Among
Maharashtrians, this humility is lacking. Somehow, in spite of their language being so beautiful, while talking, though there is no
abuse in the language, still in the abusive language, they talk something or the other. This is their character. End of talk in Hindi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29:28 to 29:29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It was not like this earlier. End of talk in Marathi Translation
from Hindi 29:30 to 31:20 [Mother talks in Hindi] Earlier it was not there, now it is there. And they are so obsessed with this that
they start fighting everywhere. Everywhere they want to do this and do that. They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Their temperament
has become that of a fighter. Human be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temperament because now we are in Sahaja Yoga, we
have engarlanded ourselves with this, now leave all this. But they won’t listen. If you tell them to become a religious cult
(“vaarkari”), then they will chew tobacco and wear the robe, starve themselves to death and walk for months. Thousands of
them. But if they are told that you have become Sahaja yogis, so impersonate that, then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ask.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Sahaja religion, the greatest of all is mutual, absolute love amongst each other. Absolute love. See now, a Muslim
boy from Algeria, told his parents, now why are you going to Mecca. Nowadays Mecca is stationed in London. Go there. He
brought them to London. So, when they met me, they said “it is true, whatever we don’t get in Mecca, we got here”. And they
said, just the thought that “we went to London”, brings waves of joy in our heart. Just like this, just the thought of any Sahaja Yogi
should bring flow of joy within. Ohh, he is such a Sahaja Yogi (feeling of love). End of talk in Hindi Translation from Marathi 31:21
to 31:54 [Mother talks in Marathi] In Marathi it is said, I have given this example many times, but will repeat again. Once
Namdeva decided to meet Gora Kumbhar, he went and stood there. Gora Kumbhar was crushing the soil. After he stood there
he was tired (“thaklet”). In hindi there is no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thaklet’, but he was tired (“thaklet”). And what did he say,
“Nirgunache bheti aalo saguna shi” – which means “I met the formless through the form”. This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ahaja
Yoga. End of talk in Marathi 我用英语告诉你。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关于纳玛德瓦（人名）和戈拉昆巴（人名），当纳玛德
瓦看到了戈拉昆巴正在为陶器揉捏陶土，纳玛德瓦在戈拉昆巴目瞪口呆之前，只是走了过去并且站着，他说：“我来这里，为了看
无形。”那就是生命能量。“但是无形却在这个形象中。” 这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应该对另一个瑜伽士拥有的欣赏。每个霎哈嘉瑜伽
士都是宝石。即使是宝石的想法也应该为你带来喜乐。在每种生活，每个风格，每个领域，每个维度，一个人应该有这种感觉：
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我们不接受。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对所有宗教都抱有信心，而并非以上某个
宗教。 我们对每件事都有信心。我们崇拜罗摩，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崇拜穆罕默德·萨希布。当我们崇拜梵天婆罗摩，或我们崇拜
达陀陀哩耶（Dattatreya），或我们崇拜琐罗亚斯德，根本没有区别，用同样的方式。

你所说的，拥有同样的尊重，是有很大区

别的；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崇拜，所以不存在区分彼此的问题，也不是在国家层面，什么都没有。不管我们有什
么缺陷，我们都会看到“这来自我们国家”。我看到许多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这是典型的英国人，这是典型的法国人，这是典型
的意大利人。”他们自己告诉我。 但一个人最主要要明白的是：在霎哈嘉瑜伽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这些国界，什么都没有，我
们已经达到了所有人是一体的状态。任何霎哈嘉瑜伽士，任何个体霎哈嘉瑜伽士，或一群霎哈嘉瑜伽士的想法，都应该让你充满
喜乐和一种喜乐的浪潮，这种喜乐的浪潮会持续不断地到来，因为他们是以喜乐、平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达到这种理解，那么
才可以说你是霎哈嘉瑜伽士。那是我所见过的考验之一。 你们所有人都非常爱我，我知道，但是除非并且直到你们彼此相爱，否
则我怎么会幸福？因此，今天特别是摩诃·拉克希米原理，你就会脱离拉克希米原理，当它在你内心被唤醒时，拉克希米原理可能
会让你有点自私、自我中心，现在你进入了一个新的追求领域，寻找更高的价值体系，寻找一些超越的东西，没有任何限制。 那
个摩诃·拉克希米原理，从本质上讲，什么都不是，但如果你正在寻求普世的爱，本质上摩诃·拉克希米原理就是这样。我们不爱人
，因为他们属于某个国家，因为他们看起来这样，看起来那样；我们爱他们，仅因为他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们
合而为一。

因此，那些今天崇拜摩诃·拉克希米的人应该觉察到，有多少个摩诃·拉克希米崇拜者，他们都是我们自己，这种感觉

太棒了。否则，特别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那太可怕了。一位霎哈嘉瑜伽士在另一地区传道，（现场突然有一个刺耳的声音）就
像这种声音，那个地区的领导人开始争斗，“你是谁？来这里？我是领导者。”没有尊重他，让他成为受欢迎的客人，问他，你能提
供什么帮助？而是有一场激烈的战斗。真是令人惊讶：怎么会这样？ 纳玛德瓦去旁遮普邦时，那纳克导师尊敬他。不仅如此，那
纳克还告诉他，“你现在也用旁遮普语写作。”我看过纳马德瓦写的这么厚一本书，你可以想象吗？他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所有伟大
圣人囊括在他的（著作）《格兰特·萨希布》中，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已自觉的灵，所以他们是更高的灵魂。 但是这些锡克教徒只是
在阅读，没有什么进入他们的脑袋。你能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这些圣人可以彼此相爱，可以这样表达自己，为什么我们
，来自世界各地的霎哈嘉瑜伽士，不这样做？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是Ras（印度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程序，我们将拥有所

有印度人和外国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一起跳舞的地方，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那里。而是与其他人混在一起，认识他们，因此，不
要分成小组坐，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全世界的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彼此相爱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确实会最大程度地抚慰我，它
会带给我最大的喜乐， 最大的成就，也是我一生的成就。 如果某人确实是真的错了，绝对错误的，你就写信给我。我会知道的，
因为我马上就会从能量中得知。没有人可以骗我，这是肯定的。

有人说：“有人告诉了母亲。”什么都不能告诉母亲。你不知道，

对于这一切，我太狡猾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事情，我知道每一件事......我玩了一下。但我认识每个人，我给他们机会暂时吊死
自己。但永远不要相信有人能够欺骗我，并告诉我任何事情。 我听每一个人的言论，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爱另一个霎哈嘉瑜
伽士，这个爱的过程本身就是那么喜乐。当你这次在台上第一次见到我时，你就会那样感觉到，因为这种爱的过程是最大的喜乐
。所以要快乐，要喜乐。 如果有人错过飞机，好，你将与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一起生活。毕竟你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你没有迷路
。即使你在海中，也在那里，在飞机上，你也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必须坐上这架飞机，并且你必须担心这架飞机，这么
重要？“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走”，没有必要。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和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那为什么担心呢？ 你在，这是关键。 就
像很多人问我，“母亲，你旅行这么多，你不累吗？”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在旅行。我只是在想：“我在。”就这样。无论是在飞机上
，还是在这里，或那里，我只是存在。我必须告诉我：我正在旅行，然后我又忘记了。 因此你在，无论你是在这里，还是在英格
兰，或者在任何地方，或你在这里，或在那里。那为什么要担心呢？特别是在飞机这件事上——我认为西方遗传学出了点问题，
我认为，飞机进入了他们的昆达利尼，所以他们在飞机的问题上变得如此离奇。我从不能理解这样的东西。 我给他们那么多讲座
，以表明不要做这些荒谬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感到内疚，但他们还是会这样做。下次如
果你的飞机是八点钟，九点钟出发，飞机要等到十点钟，这是我说的。它发生过。有很多人可以告诉你，有很多这类经验。我的
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写下来，但是人们知道飞机为了我们而延误。 我一生从未错过飞机。当我错过时，这是有目的的，有些大事
发生了。因此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戏剧。应该担心的是：为什么我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每个人？
我告诉你，只有这种普世的爱才会给你信心和更高的地位。 为什么这些圣人为你受苦？基督为什么为你受苦？为什么穆罕默德·萨
希布为你受苦？为什么有人跟你谈论正法？为什么格涅殊哇写下《Gnaneshwari》（他的著作）？为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 这满
足了他们对普世的爱的表达。所有伟大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或其他任何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普世的爱，
他们想表达出来。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此，如果你想要你的摩诃·拉克什米原理一直燃烧，那么请看到你爱每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希望你能理解。 (Not verified in the talk) - I would request that, you see, the foreign children, or
foreigners get so many poojas, you must know that. But the Indians, they get hardly one pooja here and one pooja there. Also
the children don’t get a chance. So this time, let the Indian children come forward. All right? and Indian ladie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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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实相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你们无法改变真理，你们要如其所如的接受它。
很可惜，以人类的知觉，我们不能知道真理。要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可以知道真理。因此，在所有的经典，如法
句经，圣经、印度的经典或古兰经都说，你们要通过得到自觉而有一种内在的改变。这便是"Buddha"(佛)这个字的意思。“Buddha
”是梵文，"Bu"的意思是在你们的中枢神经知道真理。

在我们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成为人。还有一小步，我们便可以得到觉悟的境界，即佛的境界。佛陀，还有耆那教的大雄，他
们生在大约相同的世代，他们都很热切希望人们得到他们的自觉。他们都不说神。因为如果他们说神的话，那些人便只会拜神，
而不去追求自觉。但如果没有自觉，我们便不能吸收任何宗教原理在我们之中。

例如，你可以是佛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却可以犯下任何罪恶。这有甚么分别呢？所有这些只是个招牌。我们要真
正成为得到觉悟的人。

无论我向你们说甚么，你们都不要盲目接受。你们要好像科学家那样，保持开放的头脑，将我的话看成是一个假设。但如果这个
假设被证实，那么作为诚实的人，你们便要接受它。

你们刚才已听过内在能量系统的介绍，那是内在于你们的。当灵量提升起来，穿过六个能量中心，最后穿越头顶，你便变成是个
得到觉醒的人。你们不能有意去静坐，而是要在静坐之中。有两个关于你们的真理你们要知道。从基本来说，你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思维、这个自我和超我、这个情感、这个头脑，你们都是纯洁的灵。这是我们要去成为的，为此你们内在才有这个能量系统
。

第二个真理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力量，是无形无象的。你们看这些美丽的花朵，我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它们都从
大地之母而来，但我们都不去想，这是多么大的奇迹。且看你们的眼睛，是部多么好的照相机，你们的脑袋像部计算机，但我们
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心脏的跳动，我们也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去想，是谁造就这些工作的呢？我们也不去想，我们是如
何成为人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上天浩爱的力量去成就的。

这个力量与所有事物相连，因此我们心内的灵应成为我们的注意力，启发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便成为佛，即得到觉悟的人

。这不是靠看书的，书本只是思维上的事，过度思考已令我们有很多压力、精神紧张，因此我们要超越这思维。

当灵量升起，穿过额轮，即视神经交叉的地方，她便吸入大脑的自我和超我，即那个人的思想积集和制约，于是我们的额轮便会
出现一个通道，灵量便可以上升至头顶，穿越顶轮。

就好像梵文称鸟儿为"Dijaha"，即重生的意思。鸟儿起初是一只蛋，然后成为一只鸟，同样一个得到启发的人亦被称为“Dijaha”。

当顶轮打开，我们便得到觉醒，就好像这个扩音器要连接到电源，否则便没有意义。同样，若我们连接到上天的整体力量，我们
便知道自己是谁。你会明白自己美丽的神性，跟着你明白自己的一切。而且你的注意力也会在你的手指、你的神经在线反映出来
。就好像在图表中，我们看见所有轮穴都用不同颜色表达出来，表示所有轮穴都可在指尖上感应出来。我们总共有七个轮穴，右
脉是我们身体和思维的一方面，左脉是我们情感的一面，在医学上称左右脉为左交感神经和右交感神经，中脉则称为副交感神经
系统。

当我们跑步时，我们的心脏会加快跳动，那是使用交感神经系统。我们在紧急的时候，也会使用交感神经系统，而副交感神经系
统则使心脏恢复正常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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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灵量上升穿越视神经交叉，我们便到达无思虑的入静状态，我们的头脑十分清醒，但却没有思虑与杂念，跟着再穿越头盖骨。
当与上天的联系得到良好的巩固，我们便进入无疑惑的入静状态。你想思考的话，便能思考，若不想思考的话，你便自然在一个
十分安祥和平的知觉状态，你完全不会感到压力或精神紧张。一个思潮升起然后降下，另一个思潮升起然后降下，我们总是在这
些思潮中打转。这些思想来自过去或将来，我们无法在现在此刻。但思潮中间有一个空隙，当额轮打开，你变得无思无虑，你便
在当下此刻。当下此刻才是真实。这时你便到达神圣的境界，这便是静坐的境界。你们应该明白纯洁的灵的特质，首先要知道纯

洁的灵是一个普遍的存有，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反映出来。当纯洁的灵进入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便受到启发，达到集体
意识的知觉状态。我们不单感应到自己的轮穴，也感应到每一个人的轮穴，没有了彼此之分，微观生命变成宏观的生命，就像滴
水流入大海。我们不再有争论或战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是不能被挑战的，就好像我现在坐在你们面前，
你们所有人都看见，这是真理，无可置疑。当你们成为纯洁的灵，你们也会知道绝对的真理。

若你把十个已得到自觉的小孩子蒙上眼睛，然后问那些小孩，某位先生有甚么问题，他们会竖起同一只手指，例如是这只手指，
然后问那人是否心脏有问题？他说是。那是怎样知道的？因为这只手指是代表心脏。

当灵量上升，便能穿越各个能量中心，左右交感神经系统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信道，中间的信道就是副交感神经系统。若我们
太多使用左脉或右脉，便会令左右脉分开，使我们有思维上、情绪上和精神上的疾病。但当灵量上升，便会纠正轮穴的位置，连
合成一信道。然后灵量会滋养各轮穴，把你和上天联合起来。当上天的生命能量流经你的身体，你便变得十分有活力，同时十分
有爱心。你也会十分松弛，不会感到生活上的紧张与压力。

就好像如果你在海中心，你会害怕那些海浪，但当你在船上，你就能享受这些海浪。若你懂得游泳，你还能跳入海里，拯救其它
人，这就是在霎哈嘉瑜伽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解决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因为你可以提升灵量。你可以解决所有思维上的问题、
情绪上的问题、灵性上的问题。

在印度，有三位医生因研究霎哈嘉瑜伽而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他们研究血癌、癫痫症和哮喘病。在伦敦，有七位医生正统计有多
少人因霎哈嘉瑜伽而得到医治。

这是你们内在的力量，是你们自己本有的。就好像一根燃点了的蜡烛能够燃点另一根一样。因为你们内在的系统一早已准备好了
。

这是要自然发生的，因为这是生命的过程，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发生。我们知道未来佛称为“Matriya”，意思是三个力量，一个
代表安慰，以作医治，另一个代表教导、劝喻。第三个代表救赎，使人得以进化。这三种力量都在未来佛身上，故称“Matriya”，
这就是佛。未来佛就是佛，这就是指一个人得自觉，而且可以令其它人也得到自觉。有一位英国很有名的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
ke)，也说出同样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上天的子民会令其它人变成圣人。现在就是你们达到自觉的时代，你们不用做甚么，不用付
出甚么劳苦，你们或会问为甚么所有宗教都失败？因为他们都变得追求权力或追求金钱，他们都不追求灵性，所以偏差了。宗教
本身没有甚么错，那些先知本身也没有甚么错，圣人在世也没有甚么错，错的是人类。所有生态、政治、经济上的问题，家庭、
社会的问题，都是来自人类的。如果人类可以得到转化，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所以人类必须得到转化。你们体内的系统已经完
全准备好了。永恒的灵的最大特质是让你成为喜乐的源头，为你及为其它人带来喜乐。喜乐没有二元性，如开心或不开心，喜乐
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经验。

我对中国人十分有信心，我到过中国内地三次，也和中国的总理见过面，他问我有关灵性上的事情，这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俄国
人也是一样，现在霎哈嘉瑜伽在很多地方有传授，我们也尝试在香港发展，但到现在为止，我不明白为甚么人们对关于自己的事
没有兴趣，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现代社会有很多疾病，其实透过自己很容易便可以医治，所有因无知而产生的问题都会结束。这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也是你
们内在的。就好像大地之母生出美丽的花朵，你们要给大地之母多少钱呢？她不明白甚么是金钱，甚么是银行制度，这全都是自
然而然的。

我知道在此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自觉，只要十分钟便可以了。但得到之后，你们还要去巩固它。你们毋须像佛陀那样出家
做苦行僧，你们不必受甚么苦，也不用到喜玛拉雅山做倒立的姿势，唯一要的是到静坐班去。

我们有一些从澳洲来的练习者，现在在你们之中，只是为了把霎哈嘉瑜伽传给在香港的人，分享这感受，分享这喜乐。当我第一
次到俄国时，我很惊奇有二十五个德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在那里，那些德国人都变得十分和和蔼友善，你简直不相信他们是德
国人。我问他们为甚么要到俄国，他们说﹕「母亲，我们要补偿先祖辈对俄国所做的暴行。」我的心受感动，我们可成为一个大同
世界、充满美好的人。我丈夫说我把世人都变成了天使，一种新社会、一种新人类已经形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兄弟姊妹，我
们只需要成为这样。这不是一个组织，你们只需要成为这个状态，这才是重要的。种子要成为大树，因此你们要回到集体中，所
有清洁的工作便自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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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公开讲座，我不能把所有告诉你们，在此之前我到过香港多次，但没有接触到中国人。我今天十分高兴能看见你们，因为
你们都是认真的，心地十分好的人，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会成就很大。在纽约有很多中国人，在加拿大也是，在洛杉机有很多伊
朗人。我们之中有很多回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很多不同宗教的人，他们崇拜基督，也崇拜佛陀等，因为这些降世神祇就
如花朵，但人们摘下那些花朵。那些降世神祇在不同时代来到人间，但人们摘下那些花朵，更为那些死去的花朵而斗争，说这是
我的，这是我的。你们怎可能去斗争？因此我现在邀请你们要去得到自觉。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想问，我能解答所有问题，因为我有二十三年的经验，面对过不同的人。但我所解答的问题只是思维上的

，我不能保证灵量，保证每个人都得到自觉。无论我回答或不回答你的问题，若你们有问题可以发问，但要和今天的主题有关，
因为若浪费时间在无关的问题是没有用的。我来到这里不是要向你们取得甚么，我只是将属于你们的还给你们，那是你们美丽和
荣耀的财产。若你们要问问题，须知这问题是对你有好处，也对整个人类有好处。
问︰若我们每日都恒常练习，要练多久才可以像你一样？
答︰只需要每天五分钟静坐和晚上十分钟静坐，最少是这样。当你得到自觉以后，便可以这样做。所有都在你们身上，你们只需
要享受便足够。若你要有进步，你们便要努力。之后你们便可以给别人得到自觉，你会因此而喜乐。不单是我不收任何人的钱，
那些霎哈嘉练习者也不收任何人的钱，没有人会拿取任何金钱。

问︰这和佛教打坐有甚么分别？
答︰佛教的打坐你已经做到了，因此你们不用再找，你们现在是要得到自觉。你们在过去世代已这样做，因此你们现在要到这里
来。现在时候到了，你们可以得到了。
问︰我们应怎样做才得到自觉？
答︰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了。

问︰灵量(Kundalini)和力量(Shakti)有甚么分别？
答︰Shakti很多人都误用。Shakti的意思是力量，是内在从上天得到的力量。在印度有很多假导师，他们迷惑很多人，我作为印度
人也感到羞愧。我们要做的是成为纯洁的灵，有从上天得来的力量。那些人是为了赚取金钱。首先你们要知道，你不能付任何钱
去购买灵性。第二就是当你去到某个导师面前，你要看看他的门徒是怎样的人，有很多印度人到美国或其它地方去，只是为了赚
钱，他们同时摧毁别人。你首先要知道这是怎样做到的，你们是有这力量做到的，你要成为自己的导师。这些可以从医学解释出
来，同时从所有经典可以解释出来。若有人拿出一些东西说这个那个，不要去相信这些荒谬的事情。首先要注意他们的跟随者是
甚么人，那些追随者是否甚么财产都没有了，或者是变得疯疯癫癫。这些事情十分可怕，我是你们的母亲，我要说出真相。

问﹕为甚么你说到得到自觉而不谈及素食主义？
答︰素食主义是错误的，这些成为主义便是错误。你们知道佛陀是吃了刚屠宰的牛肉而死的吗？在霎哈嘉瑜伽没有甚么主义，没
有甚么教条。你们要做的是要对你们的健康有好处，根据你自己的特质去选择吃甚么。例如有些人倾向右脉，只想到将来的事情
，过份活跃，他们便要多吃些碳水化合物。但那些不活跃的，倾向左脉的人，便要多吃些富蛋白质的食物，这些都是合符科学根
据的。

问︰业报(Karma)是甚么？
答︰业报Karma是人人常常想及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内在的自我说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超我使我们感到所做的事
情不好，但当灵量穿越额轮，就像这样，额轮又被称为第三眼，当额轮打开，便会把自我和超我吸入，这时，你的业报都结束了
。你不会说「是我做的」，你会说是那纯洁力量所造就的，因为你已成为永恒的灵，你已找到了真我，你看到自己的不同了，不
会再有甚么业报了。

问︰瑜伽和静坐有甚么分别？
答︰瑜伽的意思是联合，即和上天的力量联合，没有其它意思。当你达到瑜伽，你便在静坐的状态，这就是真实的一刻。静坐不
是说我甚么都不做，我现在就去静坐，不是这样。静坐是实现真我的经验，这实在是太美好的事实了。这些已全部内在于我们。
例如我们把电视机送到乡村去，对村里的人说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世界各地的图像，他们说这只是一个箱子，怎么可能？当我把电
视插上电掣，他们便会惊奇看见了影像，同样当你连接到电源去，你也惊奇你自己。

问︰是否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瑜伽，而这是其中一种？
答︰不是。所有瑜伽都是一样，我将会解释。所谓哈达瑜伽(Hatha

Yoga)，都是出自同一原理，出自一本很厚的书，那本书说到

八方面，已有上千年历史。首先要清洁整个身体，所有轮穴。但现代的哈达瑜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十分不合符科学。在霎
哈嘉瑜伽，有些人需要做一些运动，例如有些人的骨有问题。但首先灵量要上升，你便知道问题在那里。但那些练习哈达瑜伽的
人像将所有药物都吃下去，而不加分辨。他们来到我面前，说练习哈达瑜伽后患上心脏病，你是会患上这些疾病的。另一种瑜伽
叫Raja Yoga，他们使轮穴打开，令灵量提升，然后关闭那些轮穴，使灵量不能降下。但Raja Yoga的练习方式是很人工化的，他
们会叫你关闭你的胃部，但灵量也不会因此而提升起来。有些人甚至要把舌头割开一点，使舌头微微向后缩，关闭喉轮，以防灵
量下降，但你不会感觉到的。那些人做这些可怕的事情，就好像只转动车轮，而没有开车。他们最后想达到的都是同一境界，达
到帕坦伽利所说的境界。所有其它的瑜伽都十分人工化，但其实是人类内在自然发生的事情。

问︰若灵量提升到头顶，那些能量会否从头顶散去？
答︰不会，这能量是一种联系，不会散失。你会感到有凉风从头顶出来，有时是和暖的，而且你们的手指会第一次感到有能量流
经，这就是上天的生命能量。你第一次会感到这力量，今天晚上你便会感觉到。
问︰我们如何获得此经验？
答︰你们已问了很多问题，你们要知道，你们可以自由向我发问。

问︰霎哈嘉瑜伽和Reiki有甚么关连？
答︰我不知道这是甚么。但霎哈嘉瑜伽和老子所说的道有关连，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关连，和苏格拉底所说的有关连。他们所说
的都有连系，所有关于「道」和「禅宗」，都是互相关联的。最好的方法是问自己，如果是对的，便有清凉的风从手心出来，如
果不是便没有凉风了。例如有一个人是假的，你便会感到十分热，例如遇见一个癌症病人或艾滋病病人，你也会感到十分热。

现在我们开始得到自觉吧。

1993-0411, 复活节崇拜
View online.
复活节崇拜 意大利 1993年4月11日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漂亮的山顶，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明白基督的
复活这件大事是别具意义，基督透过祂的复活来显示灵是不会死的，祂是Omkara(唵)，也既是Logo(道)，亦是灵，这就是为何祂
能在水上行走。

我们已经制作了一部有关根轮的电影，它清楚展示碳原子，若你从根轮的右面往左看，你会发现swastika(卐)；

若从左往右看，我们看到Omkara(唵)；若从下往上看，你看到Alpha(亚尔发)和Omega(欧米加)。凡此种种都毫无疑问的证明基督
，就如祂所说︰「我既是亚尔发亦是欧米加。」这些都清楚显示祂是格涅沙的化身。 这些都是科学的证据，所以我们能告诉别人
这是事实。我不知道在基督的时代，数学家懂不懂亚尔发和欧米加，但肯定当基督说︰「我是亚尔发和欧米加」祂是懂得的。 基
督是降世神祇，祂对我们的升进很有价值，很重要。若祂并未复活，我们完全没法升进。这是一大贡献。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人
生中显而易见—你以前是怎么样而现在又是怎么样。这种改变，这种区别，这种转化，就是因为祂牺牲在十字架上，祂漂亮的复
活为我们创造了通道，让我们有新的转化，这个转化状态对人类，对基督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本身就是神圣，又或是纯洁。 我们
可以说复活的只是祂的躯体，因为祂不需要转化，不需要洁净。在祂身上发生的是祂从死亡中复活过来，象征人类没有灵性就如
死人一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对整体，对实相，对绝对的真理都是毫不理解。他们做的任何事最终都只会为自己带来灭亡。
即使伟大的降世神祇所建立创造的宗教也在走下坡，那些声称自己代表降世神祇的人，你完全找不到他们过着虔敬生活的任何的
痕迹。 若你以精微的角度来看，人们以降世神祇之名所做的工作是很令人不快的，他们从事的活动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对神
毫不敬畏。他们以神的名义在全世界做着可怕的事情。 当然在这里，你可以说天主教已经被揭露。每一处我们都看到虚假的事情
被揭露。他们以神，灵性、美善来做挡箭牌，做着虚假的事情，这是最佳的掩饰。他们的一切残酷、暴力、丑陋的行为，就是这
样掩饰下来。这种境况，已经到达你在这些人中完全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灵性生活。就像全世界的盗贼、骗子、懂计谋的人已经接
管一切。 这种境况的出现只是因为在所有书籍，所有经典所记载的「你必须追寻自己」从没有实践进行，「你要认识自己」也从
没有实践。基督曾经说过多少次︰「认识自己」？祂也说︰「你要重生。」他们马上拿出证书︰「我已经重生。」并且利用这张
证书图利。他们没有想过它实际上能给他们甚么福祉。或许他们能赚到一点钱，或许最多取得一点肤浅的权势，但就天生的质量
而言，他们却毫无得益。我们要为他们愚蠢的行为感到遗憾可惜，他们虽然追随基督或任何高贵和更高价值观的人，却做着一些
非常低贱的事情。 现在透过霎哈嘉瑜伽，你已经转化，我要说的是你的灵量转化了你。但基督与你仍有这样的差别︰你来自这种
环境，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全都把你推向灭亡，每一种都是，若你现在看看，都是带给你灭亡。 所以当你从中走出来
，这些东西仍然缠绕着你，你仍然受它影响，即使你越升越高，你发觉自己忽然再次被推落某些可笑的境况，某些下贱的东西。
当然，有时你也被自己吓倒，竟然会接受所有荒谬的事情。 所以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在得到自觉后，他必须内
省，不是看别人的错处，而是看自己内在有甚么错处。你要知道自己有多少向着灵性，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不用这样，祂甚
至不用内省，祂是超越任何堕落腐败，对祂，死亡只是肉身的转化，接下来祂复活了。 但对我们，情况却很不同，我们现在是霎
哈嘉瑜伽士，我们仍是普通人时，我们内在没有光。现在光来自我们内在，我们看到光，那么我们会成为甚么？我们要成为光。
基督是光，祂不需要成为，我们却要成为光。我们现在要好好守护这光，因为它可能受干扰，可能会减弱，又或可能会完全熄灭
。 所以你要坚持，坚持这光。你先要知道，若你看到光，就是不正常，即你不是光。你要成为光。当你是光，在这光中，你能轻
易的看到自己的思维是怎样运作，它给你甚么想法，当你在升进，有甚么在影响你的思维。是这些担忧又或是这些责任？或是阻
碍你成长为灵性的品格的坏习惯？ 你每时每刻都要保卫守护自己，看着自己怎样进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旅程，非常非常漂亮的
旅程。昨天我很高兴的听到一首俄罗斯有关旅程，灵量的旅程的歌曲。 这是事实，毋庸置疑，你是有自觉的灵。基本上，你过往
并没有自觉，但现在却有自觉，你在已进化的阶段。现在你没有这些想法︰「你绝对妥当」，「没有甚么能伤害你」，「没有甚
么能把你拖下」。发展这种自我的想法，对你毫无帮助。你要做的是时刻都内省，这就是为何要静坐，是要看看自己能怎样保持
灵性上的升进，其他人没法做到，只有你自己独自去做。当然，若你来集体，他们马上知道你那个轮穴有阻塞，毋庸置疑。他们
或许不会说出，不会指出它，但他们肯定的知道，这个那个轮穴有阻塞，这个人有这个问题。他们对自己却不知道有甚么阻塞，
有甚么问题。所以若任何人告诉你︰「我想，你这个轮穴有阻塞。」你不用有任何坏感觉，因为若你仍保持这个轮穴原来的模样
，你是在摧毁自己的人生。 你要做的是看看有没有人告诉你︰「我想这个轮穴是…是有点不妥。」你要感谢这个人︰「感谢天你
告诉我。」像一面镜子，若你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有点不妥，你能马上改正它。同样，若有人指出你的错处，你要够成熟的知
道，有人向你指出这些不妥是份极大的祝福。 就像有天，两个领袖常常在争吵，有两个领袖常常都争吵，不应该这样。就像两只
眼睛永远不会争斗，两只手不会争斗，两条腿不会争斗。但若有两个领袖，常常都会出问题。你必须只有一个领袖，不然便会出
大问题。若他们在争论，你要明白，两个领袖在争论，他们来找我。我马上看到其中一个领袖有很严重的阻塞，我说︰「把你的
手向着我。」当他把手向着我，他马上往后退。

「甚么事？」他说︰「母亲，我有火烧的感觉。」

我说︰「就是这样。你现在知不知道自己那里出错？」 他说︰「我脾气很差，我现在知道，我很自我中心，我不应有这样的言行
。」但同时，我这样说他，他应该感到很差，他却没有，因为他是霎哈嘉瑜伽士，他知道甚么是他的福祉，甚么是对他最好的，
他完全没有坏感觉，却反过来感谢我︰「母亲，因为你，我才发现我的缺点，不然它会隐藏在我心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内在

发展了很多，我们已经把它整合，我们也有很巨大的集体力量，我看到在每个国家，我们都能给很多人自觉，我们真的能在人生
里建立所有这些伟大的真理，我们能做到。我们应该时刻都要巩固它们。但有一点我不能确定，就是你是否已经到达最终的真理
，你们对此都要非常留意小心。我曾经见过有人在霎哈嘉瑜伽升得很高，走到很高，但忽然却跌得很低，这令我很伤心，极之伤
心。原因是他们没有信心，那份对自己，对霎哈嘉瑜伽的信心。他们缺乏信心，你要对自己亦对霎哈嘉瑜伽有信心。 霎哈嘉即有
上天的力量，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上天力量照顾我们，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不单只是说它存在，你知道它就是这样。但
即使知道，你仍未对它有信心，那份基督所说的信心。一份来自开悟的心智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透过盲目的信心，你可能
犯错，为甚么？借着开悟的信心，若你有开悟的信心，你变得极之有力量，极之有力量。若你有开悟的信心，你不会出任何问题
。 所以现在，你看到在霎哈嘉瑜伽有很多人是很稳定，很公平正直，很有价值。他们就像知道自己站在石头上。那些仍未稳定的
人，他们以为自己的人生仍然躺在可笑的水中变小。石头就在这里，站在石头上—这也是来自信心，没甚么能干扰我们，这份信
心，没甚么能麻烦我们。对基督而言，这是很自然的，我是说祂知道一切，祂很肯定，所以祂从来不受干扰，也从来不会变小，
亦从来不会怀疑，祂知道，祂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祂清楚的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对它，祂从不挑战，也从不怀疑，不会这样，
就是这样。这就是为甚么祂…是我说的…为甚么祂能站在石头上，而其他人—即使是霎哈嘉瑜伽士，也要有基督这份信心。 要理
解这份信心，这是份开悟的信心，像基督，祂被钉上十字架，受着各种苦楚，只因为祂知道，这只是一出戏剧，祂受一切的苦楚
只因一出正在上演的戏剧，没有甚么大不了，都不要紧，祂要令自己复活，祂上演了一出戏。对祂没有甚么大不了，祂看到人们
开祂玩笑，嘲笑祂，在祂心里，祂知道一切︰「嘲笑我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与此同时，祂是信心的体现，对自己，对无所不在
全能的力量的信心。 这些事情都不会令你失望，但你必须有绝对的信心。就如我对某人有信心，很自然我会给他所有工作，我会
相信他的一切，我会把钥匙给他，又或把金钱给他，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同样，若你有信心，已经对自己，对霎哈嘉瑜伽建立
好信心，你会很惊讶事情是怎样得到成就，生活是怎样得到改善，你会站在石头上，你会感到这样，毫无怀疑，不会有任何问题
，任何疾病。 就是这种状态，只要有信心。但现在这份信心，你可以怎样取得？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取得这份信心？当然是没有任
何课程，任何文学作品，任何课堂教授它。当你内在得到唤醒，你便会问︰「我是谁？」这个唤醒，「我是谁？我有甚么成就？
」你要明白，这些提问︰「我有甚么成就？我在霎哈嘉瑜伽取得甚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若你有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
，而是开悟的信心，开悟的信心是透过很多奇迹，很多生活上的事情，你会发现生活上的琐碎小事，有很多奇迹，微细琐碎的事
情。即使是大事也有奇迹，很多你从未期望会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 所以你知道自己已经好好安顿在霎哈嘉瑜伽里。例如，当开
始下雨，你们一半人会担忧︰「为甚么会下雨？」他们会知道有一个很漂亮的屋顶，会没事，雨随便下多少就下多少；你有信心
不会下雨；雨也不会弄湿我们。我们的这份信心同样也必须绝对坚固，令你极之坚强，令你对成千上万人的复活负起责任。 我们
这种人生，只能透过巩固自己，理解自己，观察自己，把自己安顿下来，安顿在霎哈嘉瑜伽里才会拥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它
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要在你们所有人身上发生，你们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灵，了解真我。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曾经见
过一些女霎哈嘉瑜伽士常常说︰「母亲，我不好，我没用，我甚么也没做，我绝对是懒骨头。」不管如何，没问题，你这样想。
你要提出要求，你想要甚么？即使你不要求，它也能成就；即使你没有要求，即使…你只是想想它，也能成就到；即使你放注意
力在它上，它亦能成就，因为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其他力量都是一无事处。它是很有效率，很慈悲，能在一
瞬间成就事情。 几天前有个来自澳洲的人，他被骗以很高的价钱购买一块地和一所房子，他没有钱，那家伙说︰「即使你没钱也
不要紧，他们不会说你甚么。」他相信他，我要说，这是错的信心。接着他说︰「好吧。」他付了所有他储的钱，作为订金。有
人到哪里，有崇拜在哪里所以很多人来，有很多崇拜，你要明白，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很多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家伙感到
很心烦，他不能明白︰「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把我处于这样困难的境况？」他被骗，我是说真是大吃一惊，他不知该
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把他所有的钱都付了，他的一切，若他不付钱便要进监狱。我写信给他︰「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这样
，要有信心。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出更高的价钱(锡吕玛塔吉在笑)，那家伙说。「当然，我会付售价，你答应付的价钱我会还
给你，我会付更多的钱。」真是难以置信。很多人到哪里，很多人想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样那样做，与那家伙见面，告诉他他
付不起钱，全都没有用，完全没用。只有他的信心，你能想象他现在会成为富翁，他本应要进监狱，现在却会成为富翁。 有很多
像这样的奇迹已经发生了，这个奇迹只是财务方面，我知道你们知道很多奇迹发生在你们身上。在得到自觉后，若你没有信心，
这显示，我是说你的品格是很卑微的。得到自觉后，至少你要有信心。真的很令人惊讶，得到自觉后，他们仍对自己没信心，那
些有信心的人真的成就了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与基督的区别是信心，信心是基督存有的一部分，不是祂要有信心，而是祂就是
信心，我们现在也要有这份信心，要相信自己。 我能给你很多事件例子，你也可以告诉我很多例子，信心对很多事情都有用。若
你在罗马尼亚，我想已经发生了，有个女士走上台，她不能行走，他们要把坐在轮椅上的她带到台上，她说︰「母亲，我知道你
能治好我，没有人能治好我，我知道你能治好我。」她说了三次，我说︰「那么，你相信我能治好你。」「是。」我说︰「起来
吧！」她站起来，走下台，跟着她开始跑，每个人都开始笑，他们说︰「母亲，她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说︰「看看她的信心
。」因为若你有信心，所有神祇都要作出行动，因为祂们受挑战，祂们要这样做，祂们已经在这个人身上显示信心。就如我常常
告诉你，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信任人，我们相信人。一百个人里可能有一个欺骗你，不要紧，我们信任人。这份对人的信任在人
的脑中亦起作用，他们也对我极之信任。那么对神祇又怎样？你对祂们有信心，祂们便会起作用，马上把事情解决。就如谷道告
诉我︰「母亲，他们说这两天雨会下得很大。」我说︰「不要紧，不用担忧。」雨在哪里，消失了。若你能控制信心，你也能控
制一切。 当我们谈到信心，你也知道，是在挑战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它组织一切，无所不知，它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效率

，除此之外，它爱你们，因此，你便有了信心。 霎哈嘉瑜伽的复活就是你的信心是坚实稳固的，这是你要达致的，坚固的信心。
他们不感到那么坏。就如我或许没有遇见他们，就如我或许说︰「好吧，来吧，这次我未必在这里。」甚么也不要紧，你要明白
，能否与母亲见面，事情会否发生，一切都是为着你的好处，你的福祉。就如你迷了路，你知道必定是往这里走。 若你看看基督
的一生，祂被钉上十字架，要背着十字架，祂要做这些事情，没问题，无论是︰「这是我的命运，我照做。」祂从不抱怨，也从
不怨恨，祂不想别人分担祂的问题，但祂的信心给祂巨大的力量。祂是有能力做任何事，祂能杀死迫害祂的人—轻易而举就能做
到。有甚么要紧？祂只要看他们一眼便能杀死他们，但祂没有，祂知道自己要经历这些事情，祂已经经历了，最终经历了，胜利
的是祂，祂赢得一切。 同样，霎哈嘉瑜伽士要看自己的人生，这是很珍贵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很珍贵的人生。这些日子，有多
少人是霎哈嘉瑜伽士？在进化的过程，有多少人会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我说不出。看看这个世界，你会开始感到大部分世界会被
摧毁或会完蛋，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还未准备好，而是因为命中注定他们不会来霎哈嘉瑜伽，没有预算他们会
来霎哈嘉瑜伽。 所以你们是那么幸运的得到自觉，得到复活，你要对你的复活有信心。你的复活，现在这是你的存有，透过你的
复活，你知道你对这个世界有多珍贵，你要做的不是想着物质上的得益，肉身上的得益，又或感情上的得益，而是灵性上的得益
。 我们为灵性做了些甚么—为自己和为别人？这是你唯一要想及的事情，你会对一切怎能好好地组识安排，怎能成就实现而感到
很惊叹，一切都是按它自己的时序显现成果。 现在我可以肯定，你们最少八分之一人相信我说的话，或许有九分之一人。但有十
分之一人仍会想︰「好吧，母亲这样说，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些事情会发生？」就像有天有个记者，有名的记者，他说︰「
我不相信有神。」

我说︰「为甚么？」

「因为这个世界怎会有这么多不幸？怎会有盲眼的孩子？怎会这样那样？」接着他开始给我实例。
「好吧。」我说︰「你说完了吗？」 「是。」 我说︰「就如你坐在国会或安德烈奥蒂(Andreotti)(意大利总理)的政府的领域，或
无论你怎样称呼它，这种处境是能解释的，你仍未进入神的国度，若你进入这种状态，若你已达致它，若你安顿下来，那么，告
诉我，你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说︰「为甚么你只看负面的事情？若你说这是有出路，有解决办法的，是时候霎哈嘉瑜
伽士的族群要来。他们没有疾病，没有麻烦，没有问题，为甚么不看看这些？为甚么你要看盲眼的男孩？为甚么不看看盲眼的怎
样变得妥当？」 也有霎哈嘉瑜伽士抱着这种负面的态度，我曾经看过，有人病了，他们会说︰「母亲，他病了，我要把他带来找
你，你要看顾他们。」完全不需要这样，你也能医治他，用你的信心也能医治他。你知道某人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叔叔病了，他
走去看他，叔叔的妻子说︰「你有能力向母亲祷告，为甚么不告诉她让我的丈夫痊愈。」他是个垂死的癌症病人。 他说︰「好吧
。」他跪下祷告︰「母亲，请治好我的叔叔。」三天后他便出院了，现在在环游世界，虽然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仍对他有效，
因为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请求，神祇也要来帮忙，虽然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不要紧，是神祇在帮忙支持。 这个境况，我们要完全
相信自己，若我们拥有这个力量，为甚么不运用它呢？为甚么不发展这完全的信心？我们现在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在神的国度
里，这个力量会照顾我们。我们没有选择，没有犹疑。我们不介意若要到…到新加坡或到非洲或其他地方，那又怎样？无论我们
到哪里，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不用有任何担忧。我们是很多事物的奴隶，手表的奴隶，制约的奴隶，像这
样的事情，一切都消失，不要紧，甚么事是要紧的？甚么也不重要，只要你与自己一起，一切都妥当。 就如有人告诉我︰「母亲
，你常常出门远游，你怎能做到？」我说︰「我从来不外游，就像我坐在这里的椅子上，我只是坐在哪里的椅子上，就是这样。
只是转换了椅子。我从不以为自己在外游。我只是好好安坐，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感到疲累。」 因此当你对自己有绝
对的信心，你不会受困扰。很多人会找找看︰「我到哪里，有没有浴室，有没有地方睡觉。」不会这样，你只会找自己灵的舒适
，若你找到，很好。不然你能睡在任何地方，没有甚么能束缚你，没有甚么能把你推下，没有任何旧习惯能回到你身上，因为信
心会把你完全洁净，让你开悟，也滋润你。 这份信心不是一些能放在你头上或放在你心里的东西，不能这样，是你能达致，能透
过霎哈嘉瑜伽达致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复活怎能完全，怎能建立，怎能有效益，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榜样。
这里只有孩子，很多很多孩子。今天是基督的日子，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清洗我的双脚。
你可以放它在这里，又或我可把它移走？

愿神祝福你们！

1993-0426, 雅典娜崇拜及对希腊练习者的训示
View online.
雅典娜崇拜及对希腊练习者的训示 1993/4/26希腊雅典 很高兴在希腊这个国家看见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第一次到希腊时，我告
诉丈夫这国家充满了能量，且一向有很多进化得很高的灵魂。也许人民已遗失了他们的文化遗产，但其能量仍存在于大气之中，
有一天霎哈嘉瑜伽将会在此大大昌盛起来。不知何故，那年我们还是遇上一些希腊官僚，感觉不太好。我丈夫就说：“若你说希腊
人真的是虔诚的民族，且看看这些人。他们是怎样对待我呢？”我却说：“虽然有些人很官僚化，普遍有官僚作风，你不能说他们到
底会是怎样的人。但整体来说，这里的能量非常非常好，是毫无疑问的。”我在这个国家曾四处游历，例如去过德尔斐(Delphi)，
及那儿的雅典娜(Athena)神庙等每一处。人们特意带我到各处名胜游览参观，因为我丈夫忙于开会，所以他们带我四处参观。我
感到每一处都是如此美丽，就连海洋都是这样美。我想那至少是十五年前的事吧，可能是十四年。现在，我发觉那能量借着你们
这些人而复兴起来了，整个大地都重新充满了能量。 接着，你们必须明白你们都肩负着非常大的重任，因为希腊地处要塞，要知
道，希腊与意大利，我意思是土耳其，两者都非常重要。首先，你们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所有人都在打主意，因为如果能
够管控这两个地区就可以操控东西两边。我是指尤其对西方国家而言。 现在你们最大的危险是，这些西方文化会尝试抓住你们，
那是十分危险的。要明白这点，你们先要知道你们是发源自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的民族，远古的民族，就像印度人一样；而且你
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身作则来改善欧洲文化。很多人像我们一样是游客到来。他们看见希腊人的行为举止，欧洲人会以为
他们的文化很容易影响希腊人，以其低俗的生活方式来影响你们。 故此，作为身负深厚传统的人，踏实的你们已从生命中知道了
这么这么多美好的事，首先就要多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那是十分重要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这样自我教育，因为明天你们
要向别人谈论有关雅典娜，有关你们的传统和背景，以及它如何与霎哈嘉瑜伽联系起来；如何与圣母玛利亚、基督等等各样事物
联系起来。 为此，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尝试了解这个国家的背景知识，以作自我教育，以便能据此谈论霎哈嘉瑜伽。这是非常必要
的。 就是这样，你们都知道，雅典娜手执昆达里尼( Kundalini)，可以清楚看出，祂就是太初之母（Adi Shakti)。事实上，梵文中
Atha就是“太初“之意。故此祂就是太初之母。因为希腊人与印度人的联系已经尽失，我是指，这个翻译就失传了，世人就无法明
白”雅典娜的字义是什么。但印度人知道，这地方是

太初之母（Adi

Shakti)显现之处，因为在(古经典)《女神颂》

（Devi

Mahatmyam ）一书中，如果你有读过，希腊是被形容为 Manipurdwip之意即“位于Manipura之岛”。Manipura就是脐轮( Nabhi
Chakra)。故此在脐轮之处有个岛，即希腊所在之处，是女神的居所。脐轮(Manipura

chakra)就是祂的居所。

所以，人们就是这样描述过雅典娜。当我到访祂的神庙，我发现那儿还有个子神”的小庙宇。那就是锡吕‧格涅沙(Shri Ganesha)。
然后我去德尔斐，我也去了那儿。我很惊讶，他们指向一个土墩，说这就是脐轮(Nabhi)，全宇宙的肚脐。我说：“说得对。”但当
我转身过来，那儿的生命能量很强，我看到的就是一尊格涅沙的神像。之后葛雷瓜来到，他也看见并拍了照片。他见证了所有的
事实 故此，你们就是脐轮，你们现正坐在整个宇宙的脐轮之上。脐轮有多重要？你们都很清楚知道，一旦脐轮给弄坏了，人的整
个生命都会变得愁苦。 所以看看，脐轮的右边是肝。当然从前有很多哲人，他们的思想太多了，创作了很多悲剧。希腊式的悲剧
是有名的，其中婚姻制度受到少许挑战，好像什么二男一女，或二女一男的，总是不愉快的婚姻故事。因此脐轮左边一直受到侵
害。为了搞出这些悲剧，他们写了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在此上演，什么的二男一女，或二女一男情节，却没有讲一下夫妻的纯洁
关系。那就是悲剧。就是所谓著名的希腊式悲剧。那全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人们就会变得偏向左边。他们就开始想象：“噢，
此生多愁苦呀！它就是悲剧！我们还可以怎样呢？为何要显出自己愉快呢？我们真多苦难啊。“所有这些事情首先就是这样开始的
。 然后是你们那个东正教会(Orthodox Church)出现。这个东正教就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确，真的不会善待女性，只会把女性视
为完全不沾神性：有些日子女性不能上教堂、不能触摸其他人，还有各式各样荒谬的事情。那就令女性变得非常偏左脉。在此之
上，还加上这些悲剧等等，及突如其来的经济问题，人们感到极为厌恶。因此，左脉变得非常非常突出，就是这样，我认为那些
偏左边的，与亡魂有关的组织就在此开张，很多所谓的上师也来了，他们令你们感到悲苦。但最差的还是希腊东正教会所做的，
令人感到如此内疚，从而令你们愈加偏向左脉。 现今这些偏左脉的质素又渐受一些过度活跃的人所抗衡，他们思考过度，工作过
份忙碌之类。不过，我仍感到他们工作不够努力。希腊人是在懒惰的一边。他们在懒惰那边。当然霎哈嘉瑜伽士就不是如此。霎
哈嘉瑜伽士很努力地工作，我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切，不是如此。 因此，要在希腊开展霎哈嘉瑜伽，最重要的，首先是了解自己的
历史背景。第二，就是要好好地了解轮穴和能量中心，并为自己装备好如何改善各能量中心的知识。假若你没有这些知识，你就
不能面对大众。不单是男士，女士也应知道轮穴的一切知识，什么是轮穴，如何运作，有何作用，当脉轮运作受危害时我们如何
受苦等等。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免费给你的。你不必为这些知识付款。有一点要记住，在日常生活中，当你开始努力练习霎哈嘉瑜
伽，就会发现我所说的是绝对实在的（tangible）。你可以验证它。那的确如此。它并非什么空中楼阁。它确确实实存在。我们可
以证明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并向人显示这确实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我们不是要传播什么宗教狂热主义和种族主义之类的东西，
而是要以世人同属一个宇宙，同一普世信仰的信念基础上把全世界联合起来。

人们会问：“那么我们是否要放弃原有的信仰呢？”

你们不必告诉人要放弃自己的宗教。不要这样说。你们不可严词厉色。正好相反。“不！不！不！什么也不必做。只需要来练习霎
哈嘉瑜伽，接受自己的灵体( Spirit)，慢慢地事情自会显现出来。”这个在你们所有人身上全都是如此发生了。比较初来霎哈嘉瑜伽
时，你们全都判若两人。渐渐地，你们把自己打开，成长起来，也很好地了解霎哈嘉瑜伽。同样地，你们也必须如此以体谅、爱

心和关怀来敎导他人。否则，普通人以为总有人要被指责。当然有些人曾受过很坏的影响，令你们难以忍受，但你们大都应该了
解到要以爱心、慈悲和很多很多的关怀体谅来引领更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 我发觉即使那些霎哈嘉瑜伽已发展多时的国家，仍然
有可能突然有人会带来麻烦、被亡魂所附、或言行失去分寸等等。是会突然发生的。这种人，假如及早获得知会，我们便能把他
清除出霎哈嘉瑜伽。我们可以洁净他。但你们必须清清楚楚了解，自己有多大力量去医治自己、改善自己、帮助别人。你们可自
行成就一切事情。你们拥有所有这些力量。不过，条件是你得要诚恳和诚实；假如你不诚恳诚实，事情就永不会成就。相反，它
会回头反击。 所以，在霎哈嘉瑜伽，诚挚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你必须有完全诚挚的目的，明白自己存在的目标是达到真我得到
解放。其次，你存在的目的是要帮助别人。全世界各处现在都有人需要帮助。四处都有难关，灾祸也如此多，可怕的事情也天天
发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扎实的、平衡的、平和的及那些能明白对错的人。不单如此，你们还要明白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的
国度。很多人会说：“好吧！我们这般虔诚，常常敬拜基督，对这个对那个常敬拜，我们得着什么呢？」你们不能得着什么，因为
你们没有连接。你们必须要有连接。一旦与那大能连接上，就会发觉事情会顺利地成就。 挚诚是十分重要的，对自己的信念也十
分重要。你们必须内里有信念，相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是相当有能力的人，可以达至非常高层次的觉知

(awareness)，从而成

就很多事情。你们的背景和出身不重要，你们的国籍或种族等等都不重要，你们可以做得很好。我见过在很多原本看来毫无希望
的国家，都发生过。例如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试想像，他们之前从不拜神，从不认识神。他们不准去认识任何宗教之类，但突
然间，我到访当地，不知怎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我。就单是凭我的照片就有大批人来，真令人惊叹。我首次到列宁格勒时，礼
堂原有二千座位，但外边仍站满了人。我问他们：“为何他们站在外面呢？”他们说：“母亲，已经满座了，这些全是超额的人。有
超过二千人在外面。”我说：“真太过了！”所以他们说：“母亲，那我们呢？”我说：“好吧，让我先完成这次讲座。”我进去，完成讲
座，一切都发生了，你们会很惊叹，当我们在里面做完讲座，外面的人们一直等着。讲座中我如常给人自觉，他们仍在等。出来
时我说现在怎么办好呢，不能就此给你们自觉吧。他们就问：“那么怎么办好呢？”我说：你们可以明天早上来吗。他们说“好的。”
就这样原本在里面和外面的人都一同来了。他们坐在外面空地上，我都给他们自觉了。 所以这只是个开端，现今在莫斯科或其他
地方，我们要预订一个大球场，令一万四千人到一万六千人可得自觉。他们是如此快速地接受霎哈嘉瑜伽，如此快速地接受我，
很快就明白霎哈嘉瑜伽。我真难想象这些俄国人何来这般能耐。他们的回归不容置疑，他们的摰诚也不容置疑，他们也不怀疑自
己。一点也没有，就是这样，以至于有时我感到，民主政治反害了我们。当然民主政治令我们可以自由地搞霎哈嘉瑜伽。但它令
人变得愚笨。例如美国人就很愚昧。他们只会忙于挑选浴室、窗帘和肥皂等，整天忙于挑选荒谬的东西；但相比之下，俄国人就
明智得多，有深度、且懂得内省，即使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如是。

有一次，在300位科学家出席的会议中，我以为应该同他们讲讲

科学，但当我一开囗讲科学时，他们就说：“母亲，请不要再提科学了。请告诉我们神的科学吧。”这是思想多么开放的人呢。在俄
国我们有200位医生在练习霎哈嘉瑜伽，也已传扬远至西伯利亚。现在这些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民主政治又有何用呢。它不能给
我们找寻神所需的智慧，我们必须对神谦卑。拥有这类民主和自由又有何用呢？它们只令人疯癫和愚昧。对每一个民主国家来说
，此话放诸四海皆准，因为即如你们所知，民主政治是向钱看的。希腊人也是十分向钱看的，当然不及美国人般疯狂，但仍是很
看重钱财。意大利人也如是，但最坏的就是贪污腐败。现在意大利的贪污腐败被揭露了，我肯定你们的国家也会被揭露出来，所
有这些国家都会被揭露出来。但首先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是坚定的人，十分坚定的人。他们要知道霎哈嘉瑜伽是灵性取向的，不是
其他，只重灵性。你们必须让灵体得到启发，让你们的灵体来成就一切。因为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金钱、这地位、这些权力等
等，什么都不是，只是真真正正的灵 (spirit)。 这是人们要清楚明白的事情。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来到(意大利)卡贝拉的崇拜很难，
全部都参加不了。或许你们可腾出一星期来参加导师崇拜吧。你们可坐船来到热拿亚，那会方便一点吧，然后大家会为你们安排
过来的交通。导师崇拜你们应过来。导师崇拜与顶轮崇拜都很重要，你们能来导师崇拜就好了。我认为你们来导师崇拜是不难安
排的。我知道，无论我在哪，假如崇拜在这儿做，对世界各地很多人来说会远了一点；故此我想米兰地区算是在中心点，对英格
兰和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很近。对美国和南美洲人来说却不太方便，故此这次我们为南美洲人提供了机票和其他东西。但他们很
有深度，我在哥伦比亚时很惊讶，他们是如此优秀的霎哈嘉瑜伽士，美好的霎哈嘉瑜伽士，十分单纯，有教养。有三、四位刚在
印度成了亲，他们十分开心。 (不打紧。算了吧，不重要。) 好了，有两件事你们应当做。首先，每个人都应来到集体，这是非常
重要的。你们所有人都应来到集体，[向某人]请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不是他们。请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不要让注意力摇摆太多
，你们必须好好看顾自己的注意力。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首先要做的是要来到集体，且小心看顾自己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在
哪儿？你在看什么？是否左顾右盼太多？还是目不斜视？要保持注意力绝对全神贯注，放在这一刻你为集体而来的聚会之上，那
是十分重要的。那样，你的注意力会稳定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升至无思虑的觉醒状态，那是你在灵性上可以成长的状态。你
必须上升至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你在这个状态中实现灵性的成长。人若不在无思虑的觉醒状态就不能在灵性上成长。因此你必须
好好看管自己的注意力。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呢？假如注意力得到控制，事情便能顺利完成。
(这孩子在哭，可带她出去一会，可能是感到热了一点吧。有母亲在，会没事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融入集体。现在情况险恶，

而且有些人会图谋分化集体，制造麻烦，蔑视领袖。因而令领袖们烦厌得要放弃。他们不想做事，只想自以为是，为领袖制造麻
烦，到处炫耀，好像什么都懂。所有这类人都会搞小圈子，要小心提防。你们必须经常凝聚在集体之中，而不是投向那些制造小
圈子，或总爱制造麻烦，令事情难以推展的人。你必须明白，只有那些合群的人才会成长，不合群就不会。好像一旦剪下指甲，
它就不会再生长一样。同样地，假如你能远离这东西，假如你们跟领袖发生什么问题，可写信给我，可告诉我，我自会解决。常
常要小心，总有人这样搞小圈子制造分化，必须经常提防这类人，总会有些负面思想的人出来搞这种事。所以必须提醒自己不要

离开集体；必须常常支持集体，帮助集体，必须滋养它。 你们知道我也告诉过他，假如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可从卡贝拉拨钱过来
。从前我一向自付旅费，到希腊来也如是，自付一切费用。但Stomatis说要分担一些，虽然我不太喜欢。他付了这么多，当时集
体比较小。不过，现在集体壮大了，你们感到有责任要负担经费，那可以的；不过，不要以为是为了霎哈嘉瑜伽、为了得到自觉
而付费，不是为得到霎哈嘉瑜伽的知识而付费。它就是等你来取用。有些人就是这样开始把怪念头塞给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
那样？应远离这类人。你们到来这里是为了发展灵性，不要听这些不时制造麻烦的蠢人的话。最好就是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如何
培育自己。那是十分重要的。故此某方面来说既是集体的事，也是自己个人的事，因为你应留心看看自己从集体中得到了什么。
你应好好地去看看自己从集体中正在获得什么。 另一点就是：在家里，你必须，每天，每天，我要重复一遍，不要忘记做，晚上
睡前一定要冥想。你可以清洗自己，即是你们所称的“水疗法”或什么的，然后坐下来冥想10分钟。你必须给自己留下15分钟，才
去睡觉。假如有一晚不能做，不要紧。但要尝试每晚都做。一晚做不成，就在早上做吧。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可以很容易分辨出
谁人有冥想，谁没有。人的面容会很不同。你可以很容易辨认出谁人每天有冥想，他的健康、面容、行为，一切都会很不同的。
你会发觉那些不冥想的人不单行为滑稽，其子女也滑稽，亲人也滑稽；一切都滑稽。 所以冥想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孕妇
也一样。假如她们不冥想，生下的孩子会令人烦厌，十分滑稽。事情就是这样，它反映了一切。你们因入静而来的品格、因霎哈
嘉瑜伽而来的品格会帮助每一个人、你的儿女、家庭、社会、每个人。每个人都能看出你来自怎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人，有怎
样的品格。就是由于你们，人家才会接受霎哈嘉瑜伽。 故此，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只有冥想才是至为重要的，没有其他。你必须
到达“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你们都知道，囗诀(Mantra)是“Nirvichara”。你们可以用Nirvichara的口诀来达到“无思虑的觉醒”状态，
也要尝试扩展这个范围，这“无思虑的觉醒”状态的空间。这就是你们将发现自己会大大成长的方法。现在你们已拥有很多力量，令
很多人得到了自觉，医治了别人，就有可能会引来自我膨胀的问题。你可能会陷入自我(ego)的问题中。对这类人，我的忠告是多
内省，向内里看看。并向着镜子自问现在我的自我有多大。要嘲笑自己。一旦开始自嘲，便能丢弃自我，并会明白内里拥有这种
自我是错误的事。 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出自己的问题。先做班丹，手朝向相片。你会立刻感到有什么轮穴被感染，你会懂得如何洁
净它。有时是在内在感应到的。假如你有轮穴感染，你在内里能够感应到它，也能通过在指尖感应到不同的能量中心来了解自己
。 这样便会了解自己，了解有关别人的事，你们应该只谈轮穴。你不应说：“他是亡魂附体。”或“他很自我”之类。不要。你应说他
的额轮受感染。那意味着他有“自我”。还可说他的脐轮不好，什么不好等等。故此现在语言上要改变一下，必须用霎哈嘉瑜伽的语
言来表达。必须明白现今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获得了大能，有生命能量上的力量，但假如你不用这些能量的力量，又会怎
样呢？我们必须好好利用，那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就是常忘记了。前几天他们打不开某东西，我说：“做个班丹吧。”他们一做，问
题就立刻解决了。你看看，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不能解决的事情也可以令人惊讶地用班丹就解决了。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必须知
道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都是圣人，可以成就很多事情。这些是你不应忘记的。不要忘记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已不再是普通
人，你们是圣人，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当所有这些都得以成就，你会惊叹自己，惊讶如何成就所有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有人告
诉过我这些人像玫瑰一样的，全都面容光亮，漂亮极了。他们可认得出这些是霎哈嘉瑜伽士。我见到那天在机场也有人问：“这些
人是谁，个个仪容甜美，面带光采？他们是谁？”假如我告诉他们这些人是圣人，他们不会相信世上可以有这么多圣人。但事实上
确是如此，且在世界各地都达成了。现今世界各地已有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连我也无法计算，成千上万的。 故此我要告诉你们
，希腊是个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地方。首先，你要好好地在霎哈嘉瑜伽之内巩固自己，并知道自己是谁，常常记住自己是谁──
你是个霎哈嘉瑜伽士。就算是小孩，你也应对他们说：“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就可以发展出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应有的端正言行
的品格。 这些都是霎哈嘉瑜伽之中最根本的东西。但我肯定，你们都从卡贝拉收到我的录像带，且一定知道很多所有有关自己和
霎哈嘉瑜伽较深层的事。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前几天我说过 黄金期（Satya Yuga）现在已经开始了。它会开始揭露所有“非
真理”(Asatya)的事物，所有虚假的东西。所有那些假导师都会被揭露出来。你们会惊讶事情如何成就出来。你们生于这个时代是
何等伟大的时代，能够来到霎哈嘉瑜伽是何等的大事，能够获得自觉，并且成为把整个宇宙的意识一同提升的一员。当然，我们
不能说有多少人会得救。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据我所知，在进化过程中，可能我们是来自猩猩(人猿)，中间有很多人迷失，故此现
在仍剩下这么多猩猩。同样，很多人会因为自身的愚昧，一些自己形成的自毁的习性，而迷失。但你们的责任很大呢。不要以为“
我是平庸之材。我一无是处。”决不要这样想。永远不要这样想。你们都是圣人，有能力成就大事。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你们想做一次雅典娜的崇拜，你们会惊讶雅典娜的名字与女神太初之母（Adi Shakti）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美丽的名号
真令人惊叹。但我们今天可念诵108个名号。你们可念诵名号及读出意思，他们可念诵囗诀(Mantra)。首先，让孩子们为我沐足，
其他人可唱Ganesha Sthuti。你们有些乐器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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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可以吧，我希望你们都能听到我的话，听到吗？或许坐前一点

。

今天十分高兴，我们全都在土耳其庆祝法蒂玛崇拜。你也知道她的事迹，她是穆罕默德的女儿，嫁给阿拉(Ali)，
她有两个孩子，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ein)

，他们最后都是在卡尔巴拉

(Karbala,

伊拉克城市)

被狂热份子杀死，那时的狂热份子称自己为Sunnis ，这些事件全因狂热主义而起，狂热令人常常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
有权愤怒，有权去说服另一个党派，另一个人。这种狂热主义由来已久，不是新事物，很明显，世界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狂热主义
。 法蒂玛失去她两个孩子，她是古哈拉希什米的化身，在我们的左脐轮，所有与脾脏有关的疾病，所有与左脐轮有关的问题，只
能由法蒂玛来纠正。所以你要让法蒂玛在你内在保持觉醒。我们现在身处伊斯兰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土耳其是伊斯兰文化。在
伊斯兰文化，家庭主妇的地位是十分，十分重要。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部族之间有斗争、战斗、战争，因此，很多年青人被杀，
只有年纪颇大的人活下来，也有很多妇女，这就是为何穆罕默德说：“你可以娶四个、五个妻子，但你不能容许他们不结婚或有婚
外情，这样会令伊斯兰，伊斯兰教大大的衰落。”祂知道，除非妇女保持绝对的贞洁，绝对的纯洁，不然不可能有上天的国度。梵
文中有这样的说法 ：“Yatra narya pujyante tatra ramante devata”，意思是“那个地方的妇女受尊重，受敬拜”，---她们配得上受敬
拜不是要敬拜她们，而是她们值得受尊重---“那个地方才有上天的国度。”

妇女有太多太多责任，从法蒂玛的一生，我们要知道她

从没离开她的家，她仍然是位家庭主妇，她养育教导她的两个孩子，要与狂热主义抗争。她丈夫也在那里。作为家庭主妇，虽然
她在家中，却能以这种方式显示她是那么有力量，虽然她看来只像位母亲，她却是何等有力量！ 这些日子，新的想法浮现，男人
也和女人一样都是十分令人难受和富有侵略性。因此，我们发现对男人有很大的对立，男女之间出现很大的不和裂痕，男人也变
得放荡，走上邪路，找坏女人，好的女人就想：“为何我们不也这样做？”她们开始做不应做的错事，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崩溃了。
现在，男人负责政治，经济，也管治国家，而妇女则负责社会。不管她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不管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外面工作，
她要对维持社会负起责任 。有时看来她好支配，她的丈夫支配她，丈夫的家庭支配她，提升社会的层次却是要依靠妇女的品质---不单层次，她在家里也受尊重，家庭主妇是很重要的角色，或许我们从没有意识到她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光，
电力在运作，电力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否比这些光重要得多？所以男人是微不足道，我们可以说，男人是活跃的力量，而女人则
是家里潜在的力量。这些日子情况变得很有趣 ，当我到意大利，我很诧异女人怎能那么下贱。她们想吸引每个男人，有这个需要
吗？男人也在做这种毫无喜乐的追逐，女人让自己变得绝对下贱。这种下贱不会带给她们任何力量或喜乐。我知道有人因为男人
怎样待她而感到很不开心。你必须有自己的个性，要了解自己是个女人，你是shakti(力量)，
，若你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或贞操，你就不能完成实现你人生的目标

没有人能压制shakti

。你的人生目标是给你的儿子、你的丈夫力量

，女人要带给社会力量。

我也是女人，你也知道，我也拥有家庭

。尽管我拥有所有力量，我从来没有向他们展示我拥有这些力量。我常常听我丈夫的话 ，遵从他的想法，虽然有时他的想法是很
不合情理。他也是来自伊斯兰取向的社会，但对我而言，这只是个玩笑，因为我想：“他像个孩子，我要对他有耐性。”他常常说，
因为我的力量，他才能赚取人生的一切，总是在别人面前这样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但我肯定他十分满意我的婚姻生活
，我从没像其他人那样控制丈夫，要与他斗争，我们要有权这样做。我们的权力是内在的，内在的力量。
男人也必须知道要尊重妇女，我是说不是她要你做某些错事，你也照做的那种程度 ----不是这样，这是盲从。男人要像男人，不是
说女人要受男人支配----我没有这种想法。因为若你拥有力量，最终不管丈夫怎样，他会理解体谅你，他必须知道你是什么。我一
生中看过很多次，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我从不说什么。就如若他生气，我会保持安静，好吧，不管如何，他要在外面奋斗，他必
须把脾气发在我身上----他不能这样：若他把脾气发在别人身上，别人会打他，所以还是把脾气发在我身上较好。我从来不感到他
向我发脾气是在支配我，我只想他消消气。 我看过 ，当我告诉他什么事情，他都会考虑，在他一生中，我作了十一次决定，他仍
然记得我的每一个决定，他知道这些决定都是十分，十分重要。其他事情我从没有告诉他该怎样做 ，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是原则
。现在，他也知道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所以他给我钱，给我时间，给我自由。但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为很合乎情理，很为家
庭奉献的妻子。 男人整体上就很不同 ，你必须明白，他们的个性外向，一些女人过分关心的事情，他们都不管。这还可以，因为
男人和女人是互相补足，就如阿拉在外面把一切事办好，而法蒂玛则在家中，从不出门
，但他知道他的力量来自那里。因为妇女从不被尊重为shakti(力量)，

他们开始漂向西化现代的想法：“我们要与男人竞争，他们

是问题，找我们麻烦，我们要报复。”因为这样，社会就没有成就。女人的责任比男人大得多，男人只要到办公室工作，然后回家
。妇女则长时间为养育孩子，为保护丈夫，为要做合情合理的事情而生产能量。所以在印度，我们说：“要绝对尊重妇女，她们要
值得受尊重。”不单在印度 ，我到处都见到，若妇女是家庭主妇，她们常常都受到尊重。 例如，我随丈夫到一些宴会 ，我就如他
那么受尊重，他的副手和他的秘书就不如我那么受尊重，没有一个人如我那般受人尊重。作为他的妻子，获得如他一般的尊重是
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没有人因为我只是某人的妻子而看不起我，我在所有场合都获得尊重。 我举一个我认识的女士为例，她常常
以为自己很聪明，好好照顾身体，只为能保持苗条，吸引所有男人，她就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她会穿上牛仔裤，她却是年纪颇大
的女士，她的丈夫是个大人物，内阁总秘书长，对我们来说是很高级的官员。有一天，我们全都获得邀请到一个晚宴，她不在那

里，很多人问他们，很多人：“你的妻子呢

？你的妻子在哪里？”

他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已经来了。”

我也在想她在哪里，去了哪里
，因为有坐位预留给她，特别为她预留的。在吃晚饭前，我走进洗手间，这个可怜的家伙坐在一角，我说：“你为何坐在这里？”
她说：“他们要我坐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她带出来，说：“你为什么要她坐在这里？”她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她把头发梳理得很好，看来像个演员。
“噢，她就是那个妻子？” 我说：“是。” “噢！我的天，我们以为她是秘书，她怎会是他的妻子？她完全没有尊严，她穿着得很愚蠢
。我们怎能相信她就是他的妻子？她没有一个高位的印度男士的妻子应有的尊贵。”这个可怜的家伙坐在那里半小时，不停的抽烟
，他们不相信她，他们问我：“你肯定她是他的妻子？” 我说：“是，我肯定。” 她来到饭桌前，没有人为她站起来，他们仍然以为
，所有人以为，她是秘书，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是他的妻子。”她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年轻女士，你也知道，这把年纪，还有这种
愚蠢的行为。 即使在西方，好的家庭主妇也会受到尊重，在任何地方，她都会受到尊重。我很惊讶，我知道有个地位很高的人，
英国内阁部长，他应是有点任性，没有人留意他，“不要看他。”
我对外交圈子里的丑闻不太清楚，我问：“为什么你不与这个男士交谈？”

“不，不值得与他谈话。”

我问：“为什么？”

他们说：“他很可怕，不是个好人。” “是吗，为什么？他做了些什么？” 他们说：“他是个调情者，他看着其他女人，做类似的事情
。”他们说了一些他做过的事情。我的天！这种大人物，内阁部长，为什么有这种行为？像一头笨驴，他要...没有人与他握手，即
使男人也不看他一眼。 现在，理所当然，这些蠢人在形成一个新社会，这就是分别。当霎哈嘉瑜伽士到访这些地方时，会诧异于
那里的人是何等愚笨，他们能分辨出来，不管男女，所有人的左脐轮都有阻塞。若男人有这样的妻子会是更危险。若左脐轮有阻
塞，会是怎么样？你会染上什么疾病？最先是血癌。左脐轮有阻塞你会染上血癌。女人以为她们能控制丈夫，可以这样对待丈夫
，可以纠正他们，但她们却不知道这样做会引致严重的疾病，如血癌。 我知道有人受血癌煎熬，我们把他治好，发觉他的左脐轮
仍然很差。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复发，我们才发现是他的妻子。对他，她是那么危险，但他不想离开她，不离开她，我因此告诉他
：“若你仍与这个女人一起生活，我不会再治疗你，最好把她赶走，或送她到其他地方，若你仍与这个女人一起生活，我不会治疗
你。” 他叫她来，我告诉她：“你很专横、泼辣，若你想折磨你的丈夫，他的病就治不好。” 但她仍然是这样，最后，结果是很可怕
，可怕，可怕。他的脾脏胀大得像这样大，医生告诉他：“你只能活六个月。”以这两个例子为例，我要说，妻子想控制丈夫，而丈
夫则仍依恋着这种妻子，我告诉你，这是最近的个案。 现在，我们是丈夫和妻子，因为我们爱对方，我们互相补足：女人是女人
，男人是男人。男人不应期望女人像他----很快；女人也不应期望男人像她----十分，我要说，十分高贵。这些都是女人的品质，也
是男人的品质。女人最大的力量是她的贞操。若她的贞操受干扰，她会是很危险的人，十分危险。她不单伤害她的丈夫，也伤害
她的孩子，伤害她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也很类似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也像这样。印度文化，妇女比世界其他地方

更尊重她们的贞操。她们可以放弃一切，但不是她们的贞操。一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关一个叫
Padmini

十分美丽的女士，她是国王的妻子。有个可怕的穆斯林国王想见她，因为他听说她很美丽。看，这是很有趣的，她来了

，他也来到这个王国，他说：“我必须见这个女士，不然我会摧毁整个王国。”
人们说：“他不能这样做，她是我们的皇后，她不能，他不能这样见我们的皇后。”
她只是想：“好吧，他不用见我，他可以看我的倒影。”

于是她站在一面镜子前，他就看到她镜子里的反映。他变得更加疯狂，他

说：“我要拥有这个女人，若你不把她给我，我就毁灭你们所有人。” 试想像一下，一个国王为一个女人做这种荒唐的事情----这显
示他是一无事处。他派遣所有的军队，派遣一切，在城堡附近安顿下来，再送出一个讯息：“若你不把这个女士送来给我，我就进
攻。” 他们还未准备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说：“让我们与他作战，我们不能把皇后给他，这是关乎我们的名声。” 他们用
了一百顶轿，你知道什么是轿？他们用了一百顶轿。在这一百顶轿内，坐着四个战士，还有武器和机器，其中两个拿着这些武器
和机器，他们说：“好吧，皇后与她一百个女仆一起来。”那时候的穆斯林，穆斯林国王在喝酒，很高兴皇后正在前来。这些人到达
后，从轿走出来，开始战斗。他们告诉这些妇女：“若我们战胜，在早上五时，我们会点起一个火，你们看到火便知道我们战胜了
，但若我们输了，你便肯定的知道我们在这场战争没有赢。”他们只有四百或六百人，这个男人却有上千人，还有枪和大炮。 他们
开始战斗，这场战争穆斯林国王取胜了，因为他是那么有力量，很多人战死。即使国王也被杀。火并没有在五时点起，那些妇女
看到没有火，她们就建造了一个大平台，堆起柴枝，她们爬上柴枝，点起火，她们全被烧死。三百个妇女全都死了，因为她们不
想其他男人碰她们，任何男人碰她们代表她们的贞操完蛋。 印度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看，她们是何等尊重她们的贞操！你要
明白，很容易掉进某种诱惑里，但若这是你的力量，为何你要屈服于无用的事物？在霎哈嘉瑜伽，我们要知道，男人也必须知道
，若他们妻子是那么贞洁，那么好，他们必须尊重她们。他们也应知道他们也有结拜(rakhi)姊妹，她们也是很贞洁的，我们尊重
结拜姊妹的贞节，不想遵从任何不尊重贞节的人。那么男人也变得贞洁。一旦女人是贞洁的，男人也变得贞洁。这种贞洁是你的
主要力量，是格涅沙的力量。当你取得这种格涅沙的力量，你就知道自己内在的纯真已被唤醒，你变得何等有力量。 在霎哈嘉瑜
伽，没有贞节，妇女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要放弃所有旧想法，旧事物，放弃来自报章，来自传播媒介，来自一切的轰炸。我
最近读到一本很棒的书，有这样厚，名为“传媒对美国 ”(Media Versus America) 。这本书描述传媒怎样把想法概念注入男女的脑
袋里，怎样责难婚姻生活，怎样扼杀婚姻生活。他们结婚，然后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同样的事情不停的发生。 在霎哈嘉瑜伽
，当然，没有这样坏。这一次，我们有八十六对新人结婚。八十六对新人，其中一对失败告终，其他都能好好建立婚姻。在霎哈
嘉瑜伽，这会是更好，大家都明白婚姻生活的重要，这是一出戏剧，也是tapas(苦行)；这是tapasya

，从中你明白自己的力量。

我要说男人就像太阳，女人则像大地之母。分别在于：太阳照耀大地，发出光芒，某程度上也滋润大地，而大地之母则赐予一切
，她承担忍耐很多事情，承担我们的罪孽。家庭主妇就像大地之母，带给每个人喜乐，给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喜乐。她没有想自
己，就是没有想自己：我怎样运用我的美丽，我的身体，我的教育，我的力量来成就了不起的事情，她没有这样想。她想的是：
我怎样令别人有力量，怎样给他们力量， 怎样帮助他们。这就是典型妇女的思维模式。若她不是这样想，她就不是女人，我是说
她感到----若有人说：“我想来你家吃晚饭。”她会很高兴。

“噢！这很好，我该煮些什么？我该怎样做？”女人就是采取这种态度。

有一次有一群人，约二十五人来探我，我们坐在外面，我告诉女儿他们在这里，时间不早了，最好为他们准备晚餐。
晚餐准备好后，我说：“晚餐已经为你们准备好。” 他们说：“怎会这样？” 我说：“不要紧。” 她极之开心，我的女儿，她已经准备
好晚饭的一切，她的朋友也来帮忙。他们都很惊讶，所有外国人：“怎会这样，母亲，她为何这样高兴？若我告诉我的妻子...”---这是霎哈嘉瑜伽的初期----“...即使只有三个人来吃晚饭，她也团团转...” 我说：“为什么？” “...她既不情愿也抱怨，还向人发脾气。”
我感到颇为惊讶，看，我们在霎哈嘉瑜伽就是过这种生活。我们想给人爱，男人要欣赏这份爱，享受这份爱，不管你是兄弟、丈
夫或儿子，总之，女人的爱是为你而设。她给你的爱不单令你绝对的喜乐，还很虔诚，因为这份爱是相对的。若女人开始行为不
检，对社会这是最糟糕的；男人也开始行为不检，男人，就如他本来那样，外向的。所以要控制他，让他们成为户主，女人必须
知道怎样看顾他们。要管理一个家很不容易，不容易管理家庭，不容易照顾孩子----很困难。有这种品质的女人是最佳的女人，她
们真的能做到。 我是说，想想你的母亲，她有多爱你，爱所有男女，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么想母亲？因为她牺牲一切，却没有显
示她有作出牺牲。她为你付出那么多，所以你能成为女人。女人爱的潜力是很巨大，很巨大！我们就是要从法蒂玛学习这种力量
。她让她的两个孩子被人杀害，她清楚知道一切，不管如何，她是毗湿奴摩耶，她是毗湿奴摩耶的降世神祇。她知道自己的孩子
会被杀，但她仍要他们去。“好吧，不要紧，即使我知道他们会死，不要紧。”这样勇敢，这样无畏，这样体谅她的孩子的任务。
今天，我们记着他们是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ussein)。若她说：“不、不、不、不、不要去战场，留在家中。”若她强迫他们不
要去，他们就不会死，今天我们亦不会谈论他们，对吗？不管如何，他们总会死，因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死取得英雄的名声。
当然，他们也是降世神祇，她十分鼓励他们：“为正确的事情而战斗。”因为原教旨主义者想带来狂热。

今天我要告诉男人，你要

学习怎样尊敬贞操的女人，请你明白，若你的妻子有贞节，你是没有权去麻烦她，你不单要尊重她----她应该受尊重----也要看到每
个人都尊重她，没有人侮辱她，你要支持她，认同她。但若她并不贞洁，最好还是远离她。我没有这份勇气说：“不要紧，与她在
一起，我会照顾她。”这是十分困难，我不知道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会发生。
透过这些经验，我们肯定学懂，若女人保持她的贞洁，她是更向内，拥有更多力， 比其他人更有智慧。就是这样，她的一切行动
在转动，她的品格也在转动，她可能是任何身分。我们拥有妇女----就如有位年仅十七岁的女士，一个寡妇，她十七岁就守寡，她
对抗一个名为奥朗泽布(Aurangzeb)的可怕国王，她看到他瘫痪，她的名字是塔拉比(Tarabai)。

印度有很不同，很不同，可以说

性格很不同的妇女，颇为不同，她们最先是家庭主妇，她们有作为主妇的所有的力量，所以不要看轻家庭主妇。 当我在飞机上，
他们问我：“母亲，你是什么职业？”“家庭主妇”我的专业是家庭主妇，我是十分，十分大的家庭的主妇，我照顾我的孩子，我爱他
们，他们也爱我，我认为我的专业是最好的，因为这份工作是那么令人喜乐，那么漂亮，它是爱，能给人力量。我这把年纪，从
不感到我的年纪，因为我是你们那么多人的母亲。我从来都不会想：我现在老了，我要这样那样做，我要休息，我不要再做这份
工作。因为对我的孩子的爱，我要滋润他们，照顾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在你们面前炫耀我的力量，你只
要吸收我的力量，这是我唯一的欲望，就是你要如我那么有力量。 当然，你发现我拥有力量，这是很不同的，就我而言，我想你
们忘记我拥有什么力量，你自己也要内在拥有这些力量，那么你才能拯救全世界。这是我唯一要给你的。我想向你们保证，你们
也能拥有我的一切，唯一是若你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我们要是正义的人。我们不能玩把戏，不能行为不检。现代很多诱惑出现
，男女在做的事情，我们都不应做。 在进化的过程中，就如我们或许说有些猴子、猿猴变成人类。不是这样----之前有其他人类出
现，他们已经消失了。所以，只有少数人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们都会得到拯救，其余的人都不会存在，他们既不是猴子也不
是人类，全都完蛋了。这些都是自我毁灭的东西，它们杀死家庭，杀死我们内在的贞操，我们被安置在又高又干的位置，什么地
方也不是，我们染病，我们有麻烦，我们有问题。 所以要小心，十分，十分的小心。这个特别的法蒂玛崇拜也是敬拜毗湿奴摩耶
。若你发展你的贞洁，也能治好令你左喉轮阻塞的内疚。你不会再感到内疚，因为你拥有这种美善。这种美善让你永不内疚，你
能对抗任何荒唐，因为你站在贞洁的真理之上。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要说，我们是敬拜法蒂玛这位伟大的贞操的典范。

对，我们现在有很少孩子...有多少个孩子？

来吧，来吧，来吧。

让我们唱格涅沙赞歌

好吧，你可以唱格涅沙赞歌。让我们念格涅沙颂，接着唱格涅沙赞歌，之后再念108个名号...。
，来自伊拉特(Eilat)，法蒂玛常常戴上石英，这是毋庸置疑。这块石被称为石英，这块叫做

(Ganesha

Stuthi)

这块石，feroza
feroza

。这种石在伊拉特很多。她常常戴上这块 feroza ，这是绝对正确的。 还有这个，告诉你，这个...也是来自伊拉特，她是来自那里
。看看这种巧合----正正是，在这个时刻，来自伊拉特。愿神祝福...愿那里有和平。 有另一个建议，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印度，那么
他们就不能结婚，你要明白，我们也想安排配婚，当----在光明节崇拜。但你们不会有那么多选择，问题就在于此，不要紧。想结
婚的人要把填妥的表格寄给格首( Guido )。另一件事是我们不能像在印度那样安排得那么详细，我们会尝试，但你要知道这是很
困难的，毕竟这个国家与印度不一样，我们会尽力把事情办好。不管如何，我们会安排配婚，但因为你不想用另一形式，只是一
个简单的婚礼，你想以印度式来结婚，我会在光明节前回印度，为你们安排一切。
很感谢你们，很抱歉这一次不能为你们每个人带来礼物。

愿神祝福你们。

1993-0704,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普祭

1993年7月4日意大利坎贝拉

今天我们将举行导师普祭。

我本应是你们的导师，但有时却觉得这个导师的概念与我的大不相同。通常，导师是一位非常非常严厉的人，没有任何的耐性。
就算是学音乐，印度教音乐的导师所立下的一切规矩都必须严格遵守。我认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我们到了麦哈（Maihar），他也在那。我的父亲很受香卡的导师阿拉乌丁汗（Allahudin khan）的敬重。父亲问香卡
：“你为什么不演奏呢？”，当时他什么都没告诉我父亲。之后他露出头上的大包：“先生，你看到这个没有？”父亲问：“怎么了”香
卡说：“他用坦普拉琴（tanpura）砸我的头，就因为我有点走音。”（译者注：阿拉乌丁汗（Allahudin
khan）的居住地在麦哈土邦，他是麦哈流派的创始人） 除此之外，我必须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认识阿拉乌丁汗（Allahudin
khan） ，但是说到教学……. 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你必须用各种规矩来约束学生们，而学生们还是会紧紧追随导师。他们总是
照顾导师，也被导师所烦扰。如果导师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立即跑去取，如果导师希望这样，他们就会去做。 导师会不断用
不同的方式来考验门徒，像希瓦吉（shivaji）的导师告诉他说：“我想喝老虎奶。”他回答说“没问题，如果我导师这么说，那就是
他想要的。”于是他来到森林里，看到一只母老虎坐在那里。她刚给虎崽们喂完奶。他向那只母老虎躬身请求：“我的导师想要喝你
的奶，请你给我的导师一些奶好吗？”那只老虎听懂了，并站了起来，于是他为导师取了些老虎奶。 在这个故事里，你可以看到一
个服从导师的人，他甚至可以完成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次，他的导师说腿上有一个脓疮，如果有人能把脓吸出来，腿就可以好
了。而此人必须是我的门徒才行。当我的门徒来吸吮这个脓疮，我就会痊愈了。在场的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希瓦吉王（shi
vaji

maharaj）说“当然了，我来吸”。他弯下腰，开始从绷带处吮吸脓疮，其实，脓疮只是一个芒果！

因此，总是会有两三种针对门徒们的考验。 首先要看门徒们有多服从导师。然而，由于你们所有人都获得了自觉，你们是自己的
导师，我不会给你们这种制约，而会让你们自由选择。诚恳地告诉你们，我是极尽所能为你们着想。但我不会像这些导师那样强
迫你们。我是说，他们过去经常打门徒，经常把门徒吊在井里。他们对自己的门徒是那么地严厉，我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
们从来不会微笑，更不用说大笑，从不会对门徒表现出自己的缺点和仁慈。我告诉你们的是关于灵性导师的事情，那些想要升进
，想得到自觉的人会受尽这些导师们的各种折磨。

一些导师会对他们不喜欢的门徒说“好吧，现在你们要一直单脚站立”。因此这

些门徒都会像鹤一样单脚站立着。或者，他们会说“你去倒立”。他们对待门徒的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做不到。慈悲总会
化成我眼中的泪水。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有些时候也许我会以某种方式说话，有点像责备的方式说话。然而，既当母亲又当导
师是最困难的事。 我不知道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每个母亲都想自己的孩子好，而圣洁的母亲想要自己孩子也是圣洁的。首
要的是圣洁。但在这方面，你们又怎么能强迫别人？唯一要让你们明白的是---如果你们不能变得圣洁，你们又如何会升进？我们
必须是圣洁的。什么纪律能够用来使一个人圣洁？你们能强迫什么？你们又为什么会生气？我通常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宽恕。我想
，对于教书育人，宽恕也许是最高的品质。当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事，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你们必须宽恕。 就像佛陀在世时，遭
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的辱骂，他骂完后，佛陀离开了。有人告诉那个人：“你知道你辱骂的人是谁吗？那是佛陀。”他吓了一大跳，他
问道：“他去哪里了？”“他去了另一个村子。”于是他去到那个村子对佛陀说：“我对自己所说的感到抱歉，请宽恕我，那全都是错的
，我不该那样做，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来惩罚我。”佛陀说：“你是什么时候说的？”他回答：“昨天”，佛陀说：“我不知道昨天（
的事），我只知道今天（的事）。”你看，即使你只是讲述这些事，也会让人感觉很棒，不是吗？
因此你们的伟大，你们的高尚肯定会影响别人。而不是通过打斗、争吵，或是说些难听的话就能起作用的。 导师通常也会严格控
制门徒，完全地控制，你必须四点起床坐下来冥想，如果你起不来，他们就会打你。我对此并不理解，霎哈嘉瑜伽与其他那些导
师非常地不同，我们相信爱的力量。爱的力量会教你如何去宽恕，它使你高尚，使你非常地平衡。 因此那些来到幻海以建立人类
正法的导师，首先他们必须平衡自己，以应对一切所谓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那才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说“不，对我们来说，这才
是更高层次、更高贵和更重要的”，他们会平衡人们，因为他们内在有爱的力量。如果你们看一下所有的太初导师和他们的化身，
他们总是平衡的，总是赞美神的爱。 当我们谈到自觉时，每个人要清楚，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耐心。我知道有些人感觉不太好，
有些人仍然有疾病。有些人有时甚至感觉不到生命能量。 对你们自己要有耐心。当你们成为自己的导师，首先，因为导师对自己
的门徒是有耐心的，所以你们必须对自己有耐心。有了耐心，你们会知道自己可以毫无困难地忍受许多东西。像有人不停地抱怨“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耐心。如果你们对自己有耐心，你们会接受一切。 你无论在哪里，你都与你的“真我”
同在，因为你是自觉的灵。因此你不会沮丧，你不会生气，也不会怨声连连，因为你在享受自己。如果有床垫，没问题，如果没
有，你可以睡在草地上。如果没有草地，你可以睡在石头上，你也可以不用睡觉，就象昨晚一样。不管怎样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
发现的第一件事是人们对自己没有耐心。起初，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制约。比如说，如果你有左喉轮的问题，如果你曾是天主教徒
或是参加过超觉冥想（TM）之类的,那么就会一直自怨自艾,无休止地想着你的痛苦和烦恼,总是在责备自己。你是一个自觉的灵,你
没有理由责备自己——没有理由。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被救起，来到了岸边，恢复得很好，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而他仍想着表达
自己的苦恼，好像他还在溺水中一样。因此你必须让自己醒过来：“不，不，我不再在那里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事情过去了，
我是不同的了，那是另一个人，我不是原来的那个人”，这是你要非常清楚地告诉自己的，那就是“我不再去责备自己。” 得到自觉

是你的权利，你得到了，而你却不能享受它，因为你有这些制约。特别是在西方，痛苦是非常时尚的。没有痛苦的人在无病呻吟
！对于那些想象着过去的痛苦的人，这些痛苦实际并不存在，他们无法享受真实的喜乐，他们不能。 因此，对于一名霎哈嘉瑜伽
修行者，重要的是心中应有喜乐。这种喜乐就象海洋，一个总是能给予你欢欣鼓舞的海洋。就算是这个海洋中的一些小水滴，当
它们在你的生命之中流淌时，你会感到十分的舒缓。这只能亲身去体会。它全都在你的内在等待着。而这样的人也会让别人感到
喜乐，他不能看到别人不开心，有麻烦。他自身充满喜乐，还会把喜乐传播给周围的一切。 你能从微小的事中得到喜乐，是因为
你拥有（喜乐的）海洋，一点点东西掉进海洋便会泛起如此美丽的涟漪。海水轻触海岸，不仅触及你的生命，也触及别人的生命
。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就会让你那么的快乐。用人们现在的说法，你就像一个冲浪者——一直在充满爱的美丽湖泊和美丽海洋上冲
浪。 爱是就是给予喜悦，这并非世俗意义的爱，而是上天的爱。因此，做为霎哈嘉瑜伽士和导师，我们必须爱自己并明白自身的
价值。我认为霎哈嘉瑜伽士还没有了解自身的价值。这世上有多少人能给予他人自觉？有多少人了解灵量？又有多少人总是看到
人们的复活？你被创造得那么有力量，就算只是看着人们，你也能给予他们自觉。 在普通的爱和世俗的爱当中，人们会有恐惧。
他们害怕他们的至爱会离开或者生病，可能会发生这些事，他们总是处在恐惧之中，无法享受。而对于你们，你们与真我同在，
总是会受到保护。就算你的注意力有那么一秒钟是不好的，马上你就明白自己错了。你会自我保护自己。 一旦身体出现问题，你
就能感觉到。你知道怎样医治自己。再说一次，你必须要有平衡，如果你失去了平衡，那么你甚至会感觉不到生命能量，感觉不
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自己行走的方向，自己是否会被毁灭。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必须建立这种平衡。 这些不平衡会在
我们身上出现，是因为我们仍在想着我们的过去，或者可能是将来。我们担心这些事情。当所有的天使和伽蓝仙众都在为你工作
时，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只管下命令，仅此而已。 而有时就像一个人被封了国王，登上王位，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乞丐，因此任
何人走到他面前弯腰致敬时，他会说“好，给我一英镑吧”。你们必须知道你们都是自觉的灵，你们内在拥有全部的力量。唯一非常
重要的事是平衡。 在霎哈嘉瑜伽中人们还会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我见过有些人害怕这些世俗的法律，
他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围绕着自己。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没有什么人能逮捕你，找不出什么毛病。但当你开始怀疑，
像昨天那样的质疑，当你说“但是……，但是……”，当你开始考虑人为的律法时，那么神的律法就会让你失望了。否则，没有人能
惩罚你，没有人能逮捕你，没有人能对你做任何事，你会受到完全的保护。 因此老派导师和现代导师的主要不同在于，老派的导
师经常说：“你必须受苦。”你被逮捕，这很好;如果他们给你毒药，你就服下去; 如果他们要扇你耳光，就让他们扇。无论他们想做
什么，你都应该接受，因为这是你该受的苦。在霎哈嘉里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母亲就坐在这里，谁敢碰你！没有人能伤害你
，当我这样说时你必须相信我。没有人能伤害你，但你内在必须有这份信心，没有人的导师会是太初之母。太初之母，祂拥有世
界上所有的力量。所以，谁能伤害你？谁能折磨你？谁能找你麻烦？除非你自己，如果你想要折磨自己，那么，没人能帮到你。
因此其他导师的门徒和你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你们不必受苦。你不会受苦。就算有人身上有某些负面——一些霎哈嘉瑜伽士曾去
过假导师之类的地方，不由得还会带着那些负面的东西。因此他们会遭遇意外事故，也许他们会面对可怕的事情，但突然间，他
们会发现自己摆脱了这些事情。这也许是别人的，亲人的，兄弟姐妹的负面或者可能是国家的负面，但你会从中解脱出来。 在霎
哈嘉瑜伽中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轮穴堵塞了：“母亲，我的心轮堵塞了，我的这里那里堵塞了。”而一旦他们想要给予
自觉，堵塞就被移除，这是灵量的运行。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抬起手，灵量就会运行起来。我的意思是，任何
损坏了的工具，比方说这个风扇是坏的——它就无法运转。但霎哈嘉瑜伽士不会这样，他们能运转起来。当然，如果他们不练习
霎哈嘉瑜伽或者他们不给予别人自觉，那么灵量就会废弃不用。假如你不使用你的车子，它也许是辆好车，而你不使用它，它就
会变成了一个废物。 因而你必须要给予，你要给予别人自觉。你们所有人，无论男女，无论来自于哪个国家，都必须给予别人自
觉，你们要让这能量流动和工作，否则它会停滞。我见过许多霎哈嘉瑜伽士没有做过任何那样的事情，他们对我很友好，说：“母
亲，我们在家里崇拜你。”他们也会患有关节炎或其他、有时会有脊柱炎，或者蜂窝组织炎等等各种类型的疾病。 因此你必须使用
你的能量去给别人带自觉。如果你不清楚礼仪，没问题，你会被宽恕。出于纯真或者无知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宽恕。但如果在了解
的情况下，你要做一些事，那么我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因为你所在区域是安全的，但如果你要跨出这个区域，那么四面八方都
有可怕的负性力量在作怪，你会被困住。而这并非是霎哈嘉瑜伽的错。 批评霎哈嘉瑜伽或霎哈嘉瑜伽士是我们有时会犯的另一种
错误，假如说一个非常优秀的导师有十个门徒，如果他们对其中任何的一个人有怨言，导师会立即说“你出去”，他们无权互相抱怨
。相反，要是这只手疼痛，那这只手不会去埋怨头脑，而是试着去安抚它。 因此，霎哈嘉瑜伽士是属于集体性的导师。就像格尼
殊哇（Gnyaneshwara）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以集体的方式行动。你们现在就像觉醒的森林一样移动，给予人们任何喜欢的、想
要的一切，—你们就像如意树（译者注：Kalpatarus，《梵汉大辞典》意译为“如意树”。佛学译为“劫波树”，指一种植物，在帝释
天喜林园之树名。劫波为时之义。据金刚顶经卷四载，劫波树能应时产生一切所需之物，如衣服、庄严之饰物、日常用具等，故
有此称。）。

他说：“你们就像海洋一样行动，并谈论神。”并非单独一个人站起来说什么。我们在昨天那部戏中看到独自一个人

是如何受苦的。而你们是在一个群体里，你们、所有人集体行动，彼此了解。这是一个如此有力量的群体，用格尼殊哇(Gnyanes
hwara)的话来说,他们将神的美食带给人们。 评判一个人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他感受这种集体力量的程度。那些无法融入集体的人还
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一些人认为他们为我服务，在照顾我，对我做崇拜，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他们有权利去指责别人，冲别人
发火，对别人吼叫，指派别人工作，等等这样的事。不是这样的，当你完全融入集体时，你才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否则你不是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自我，自我的制约，或者过去的制约让你远离其他人，你不再与上天有任何连接，那些无法融入集体的人
和上天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现在已经明白什么是集体性。令我最惊讶的是，给予你们自觉后，我发现和你们谈论最精微的事情变

得非常容易了。我认为没有导师能够谈及所有这些--不可能，这些进入不了他们的头脑，这是非常精微的。你们变得精微，这些精
微之美，可以体现在表达中，在交谈中，在与别人相处中，还表现在体谅之中。这是如此甜美和美丽。集体的感觉就像是一小粒
泥土感受到自身化作了一座山脉，有如水滴成为了海洋一般。但如果这滴水说“不不不，我不能融入集体，我就呆在岸边”，那好吧
，阳光会把它蒸发掉。“但，母亲，我崇拜你，我做这样，做那样”。就是做了所有这些，如果你们不能发展集体性，最好不要崇拜
我。 为此，导师应如何融入集体中去做事呢？在霎哈嘉瑜伽中任何人不应觉得自己属于某种级别或是更高的人格。如果你开始有
这种感觉，那么此时你必须明白自己身上有附体。身体哪一部份是最高级的？没有！一切都是相同的。它就是这样存在着，它自
有它的用途。 有时人们沉溺于残忍超乎想象。如果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怎么会有这种满足感呢？我不理解，据他们说，导师过去
经常打门徒，经常做诸如此类的各种事情。我的意思是，这些导师一定是亡灵。我不明白，这些充满怒气的导师。。你们不可以
愤怒，你们不可以（愤怒）。愤怒意味着不平衡。 你执着于，比如说，你的家庭，你开始像那样说话——那就完了。执着于任何
东西表示你没有平衡。那些平衡的人必须是无执着的。否则你就会执着于某人，“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儿子。这是这个……。”
那么你会看不到真相。因此，如果你感觉到任何的执着，那么就要明白自己没有在平衡状态之中。 我也看到有些人陷入某种骄傲
，“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这种情况就像我看到的许多政府公务员自命不凡那样。他们
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也许被称为“官员”，但应是“提供服务”的官员。同样，我们在这世上是服务于神的，你们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拯
救世界和人们。而你却骄傲，错误的骄傲，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样说话，这样做事，没有人会来接近你。 你不能嫉妒别人-不能
-因为嫉妒意味着你在试图伤害自己。我真不太了解什么是嫉妒，我看到人们在嫉妒，而我却不知道嫉妒到底是什么。那是个奇怪
的东西，不是吗？这一定来自于动物界，也许，我也不清楚。因为有什么好嫉妒的？我是说，你是自觉的灵，你怎么能嫉妒别人
呢？假如你是一颗钻石，另一个人也是一颗钻石，挺好，把你们两颗钻石放在一起会变得更加璀璨。 假如有人一无是处，而你很
优秀，对于一无是处的人你没有什么好嫉妒的；或是有人很优秀，你就会嫉妒。你会有什么收获？如果你觉得那位先生或者女士
很优秀，最好试试像她那样——她是如何这么优秀的，她是怎么会有这个优点的，最好学习一下 当霎哈嘉瑜伽士开始这样表达他
们对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感受时，我真的很享受：“母亲，他是这样的，母亲，他是那样的。”他们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伟
大，别人的高尚，当你开始看到这些，你便开始变成像他们那样。 如果你会嫉妒—我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绪，正如我刚才所
说---我的意思是，这意味着你时刻都在谴责你自己。今天你嫉妒某人因为他有乌黑的头发，要么嫉妒某人有灰色的头发，或嫉妒
某人有个高鼻梁，或嫉妒某人有个低鼻梁。

（有人开始非常大声说话，打断了讲话。）

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事？

母亲……

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吗？ 是的 你是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你应知道礼仪。听我讲话好吗？你可以稍后再问我。 不要这样，这里不是
议会。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给你们强加任何纪律，但对此你们应该自律。你们应该自律。我现在正在讲话。请听我讲话。也许
我会在讲话里回答你的问题。 因而你们之间的关系不能与嫉妒有任何关联，不能。因为那会扼杀你们的喜乐。如同我告诉你们的
，你们摆脱了恐惧，摆脱了嫉妒，摆脱了骄傲，也摆脱了不耐烦。你们必须有耐心。 这是导师的另一种品格——有耐心，极大的
耐心。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没有什么好沮丧的。慢慢地，你会看到，不用告诉人们，他们会约束自己，正是你必须要约束好自己
。

在霎哈嘉瑜伽体系里，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门徒。想象一下，直到锡吕·

格尼殊哇的时候，才只有一个门徒，而一些导师从未有过门徒，像威廉·
布莱克，我想他并没有门徒。也许，他们一定认为没有人能够达到或者理解这个层次。因此他们中许多人没有门徒。赛乃夫（Sai
Nath）没有门徒，他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也许可能会想：“都是些没有用的人！收门徒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对于你们来
说，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有这么多的人。我们彼此理解，彼此相识，我们都了解灵量，并知晓世间的一切。
我们知道这世上发生着什么，我们不是只以神的名义坐在喜玛拉雅山的山洞里，---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在俗世当中，并没有逃离
尘世，我们身处在这个俗世之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出现的每一个问题。但我们是在实相当中，而其他人则处于无明之中。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解决方法，我们清楚问题所在，并能够解决它。 现在你们只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体验，当然还要心
怀谦卑。我必须提醒一些人，他们只是坐在马背上，接下来我就会说到这个。首先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知识宝库，完整的关于一
切的知识宝库，银行业务除外，我想说，那对于我真的是个问题。 因此你应该能映射源头的知识。例如，一切都能用霎哈嘉语言
来诠释---一切东西。你看这个棚舍因为有这样的支撑才竖立在这里。就像霎哈嘉瑜伽---我们有正法做支撑。像这样非常简单的事
情，随处你都能发现霎哈嘉瑜伽和你所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的类比，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带来双重的喜乐。 有一天我回到机场
时大汗淋漓。和我一起的霎哈嘉瑜伽士说：“母亲，你在吸收这个地方所有的热力，这些负性力量。”这是事实，而只有霎哈嘉瑜伽
士能明白。每个人都舒适地坐着，只有我在给自己扇风，每个人都很舒适，感受着那来自我的清凉，只有我在给自己扇风。 一天
我去一个商店，所有的澳洲霎哈嘉瑜伽士都跟着我，到了一家中国商店。我不知道这些中国人在做什么，走上去时我觉得又热又
累。我只想让自己舒缓一下，他们说“母亲，如此的清凉，都来自于您啊！”我说：“很好，我在消化所有的热力，把清凉发送给你
们大家。”而这就是我的工作，从每个人身上带走所有的热力，并将其转化成清凉和舒缓的凉风。当人们吼叫、尖叫，这样那样的
时候，保持平和，倾听他们，那么你就可以将水全倒在他们身上，所有的热力就会消失。因此这种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害怕
吸收，但对此我想说每个人应小心，就像你们所知道的，这种小心是非常简单的事，就是保护（kavacha），就是你必须要做的
班丹（bandhan）。 对于这一切，不管我说了什么，有一个要记住的导师口诀是——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只是记住这个口诀“我
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一旦你们清楚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这个映射便开始起作用，威廉·布莱克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这样看，他开
始用想象来映射，由此到达了知识的本质。 因此你看到的任何东西，你做的或者别人正在做的任何事，试着把它和霎哈嘉瑜伽联

系起来并进行映射，那么你也会到达爱的海洋。一旦你做到这点，那么会怎样呢？谁能困扰你？谁能找你麻烦？谁能给你制造困
难？因为你坐在海洋之中，那些人却坐在海洋之外---他如何能进入海洋来找你麻烦？ 因此要记住的是——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早
晚要做班丹，就这么简单。就算在麦克风上这样说，在我看来都是愚蠢的。而我必须得说，因为人们忘记了。你们忘记自己是自
觉的灵。至少要运用生命能量的知觉来保护好自己！因为负性力量就在你身边。因此对此必须非常小心，要记住：“我是一个霎哈
嘉瑜伽士。” 一旦你这样说，你会明白该怎样做，明白礼仪规范是什么，明白要遵守什么纪律，知道如何去爱别人，明白这一切。
这才是精髓。 以前有多少人是霎哈嘉瑜伽士，可怜的人，所有这些导师都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们不再受苦，不再陷入任何的痛苦
中，再不会了。但正因如此，所以不要忘记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这会给你们内在完全的自信，你们会绝对的安全。
努力建立起你是霎哈嘉瑜伽士的状态！从而，你会成为自己和别人的导师！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1993-0801, 圣彼得堡公开讲座2
View online.
圣彼得堡公开讲座2 1993年8月1日 俄罗斯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昨天我告诉过你们，如何找到绝对真理。我们内在早有
一能量系统，使我们能跃进灵性的知觉。内在的灵是绝对真理的根源，彰显出来后，我们的注意力便变得纯真，并且活跃起来。
内在的灵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们发展出一种无思虑的觉醒状态，同时又发展出集体的意识。所有这些都能在你们的中枢神经系
统知觉得到。在梵文我们称之为

"Buh"，佛陀

"Buddha"

这个字便是由此而来的。得到自觉的人便是佛。今天我会告诉你们，这能量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能量中心。 第一个能量中心是红色
的，它掌管我们的纯真。我们的纯真是不会被毁灭的。它会注入我们注意力之中，我们便会变得纯真，没有贪婪，好像个小孩子
那样。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纯真如赤子，才能进入上帝的国。」那些思想积集都会去除掉。我们的纯真能保护我们，使我们知
道甚么是对，甚么是错，我们不会再做那些伤害自己，毁灭自己的事。我们尊重自己的纯洁，我们变得很有力量，懂得尊重自己
。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变得十分纯真，享受好像小孩子般的喜乐。 第二个能量中心叫真知轮，是我们创造力的中心。俄国有
许多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用他们的创造力，创造出许多美丽的事物。但他们的作品未必有普遍的价值。也许德国艺术
家的作品，意大利人不喜欢，也许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俄罗斯人不喜欢。能长久流传的作品，都是那些得到自觉的灵所作的艺
术品。所有人都喜欢蒙娜莉萨这张画，因为它有生命能量散发出来。西斯汀教堂的壁画，上面画有灵量和耶稣基督，画得相当神
妙。因为作者米开安琪罗，是个得到自觉的灵。但他受了很多苦，当时的人不明白他。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看他的画。我们
也有很伟大的音乐家，像莫扎特、史特劳斯，所有这些音乐家都是得到自觉的灵。你们国家也有很伟大的作家，他们写出许多内
省的，灵性上很高的书籍。你们国家有些大圣人，今天你们可感觉到，这些圣人都有一种上天的创造力，他们成为真正的先知。
有许多先知圣人，都曾预言过霎哈嘉瑜伽。在英国有诗人威廉‧布莱克，在印度亦有许多圣人，预言过会有霎哈嘉瑜伽。在印度远
古时已有预言，霎哈嘉瑜伽于何时开始，人们于何时会得自觉。我们思考时，会使用第二中心的能量，当这个中心受到启发以后
，思想便会减少。在身体上亦会治好许多病症，肝脏、胰脏、肾脏的疾病都会消除。 跟着是第三个能量中心，也可说它是第二个
，因为真知轮从它里面出来。第三个中心叫正道轮，在身体上照顾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这个中心如果有问题，便会出现各种胃病
，甚至胃癌。如果这个中心受到启发，便会消除这些疾病。饮酒或吸毒都会损害这个中心。有些人太贪吃，有些人则喜欢禁食。
当这个中心受到启发，那个人便会得到满足。他便开始向上追求，他不怎样担心钱财，他开始追求超越的事物。这是一类很特别
的人，我们称之为真理的追求者，就像你们这样。当中脉受到启发以后，那个人便开始追求，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追求者。在俄
国的人进化很高，他们有种感应力，知道应该追求些甚么。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都是这样。人们对真理都很敏
感。

但也有些很愚蠢的人，好像昨天有人问我，对

Hari

Rama

Hari

Krisna

这个团体有甚么看法。我说只有愚蠢的人才参加，不停念诵 Hari Rama Hari Krisna 就可得到更高的意识了吗？在薄伽梵歌，克里
希纳从没有这样说过。有些人以为朗读吠陀经，或古兰经，便能升进。就好像你有头痛，医生给你开了个药方，而你只念诵那个
药方，可以治好头痛吗？你要服那些药才会好。念书背书并没有甚么用。克里希纳并没有叫人像乞丐般生活，克里希纳亦是财富
之神。他有个朋友很穷，克里希纳便给他建造一座黄金造的房屋。怎能想象一个人口念克里希纳的名字，行为却像乞丐一般？他
所做的正与克里希纳相反。在美国，人们给他们许多钱，并且跟随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灵量的知识，也不知道能量中心的知识。
他们还吸毒，组织在美国被禁。他们以财富之神的名义，在街上行乞，叫人感到羞耻。在西方，许多人因此而迷失，他们的钱全
被骗去，最后人也变得疯疯癫癫。 还有另一个团体叫「超觉静坐」，我希望俄国没有。他们收六千英镑，教人飞起离地三呎。在
俄国没有人会学这些无意义的事。有甚么用呢？升起离地上三呎有甚么用？在地上这样弹来弹去，有些人屁股也碰坏了。由你们
的纯真，发展出你们的智慧。你们便会明白谁的说法合理，谁的不合理。 你们再上一个中心叫心轮，也是分左边和右边。若心轮
的中部受损，那人便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女性，若她们的心轮受损，她们便没有安全感，也会患上乳癌。若右边心轮受损，便会
患上哮喘病。若左边心轮受损，便会患上心脏病。若心轮中部受光的启发，便会发展出安全感。在身体内的抗体会去抵抗疾病。
在十二岁前在身体内的胸骨会发展出抗体，之后抗体会散播全身。胸骨就像一个遥远控制器，指挥身体各部的抗体去抵抗疾病。
就好像有些突发事件发生，我们的心会跳动，因为胸骨在颤动，故此要得到安全感，我们心轮中部要受启发。你再没有恐惧，你
能勇敢面对，你充满活力，没有惧怕，同时你也十分有爱心。你会关怀别人，能感受他人的忧患。以往是你的敌人，或曾使你惧
怕的，或曾惧怕你的，都成为你的朋友。忽然间你发觉所有敌人，都成为你的朋友。若你原是好侵略他人的，你会变得十分柔和
。 心轮之上便是喉轮，喉轮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从集体的情况中知觉到的。问题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基督教
的信仰，认为自己是罪人。但我们并不是。基督从没有这样说过。但我们却终日不知为了甚么，感到罪疚。结果我们便患上因喉
轮左部受损而引起的疾病，我们变得情绪低落。如果是喉轮右部出问题，我们会变得富侵略性，高声呼喝，十分生气。甚至小孩
也会变得残忍，狂妄自大，不断驳咀。这些都是喉轮右部的问题。如果喉轮右部受到启发，你便变成十分甜蜜的人，而且十分合
群。视其他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如同自己，并懂得与人分享，希望与人沟通。不仅自己得到自觉，还要传扬开去。 最重要的中心是
宽恕轮，在视神经交叉处。宽恕轮左部很容易受我们的眼睛影响，会有弱视或近视。神经病人便是宽恕轮左部有问题，是由于亡
灵附身所造成，或通过眼睛受别人催眠，或通过真知轮左部催眠你，使你变得疯疯癫癫。好像某假导师的门徒便是这样，很富侵

略性，说话令人无法了解。所以你们要小心，拜甚么人作师傅，读甚么书，统统会影响你们的。如果宽恕轮左部受到启发，你便
可以看见那些生命能量，同时看见得到自觉的人有光发出来。好像照相机摄得的那样。 在印度有个假导师，他能空手变出钻石。
他经常催眠观众，却没有被人发现。几个月前，有人用四部照相机，拍得他如何作伪。他先从助手处取得金炼，然后变出来送给
一个观众。在场的人都受他催眠，可是他却不能催眠照相机。我们还保留那卷录像带。因此宽恕轮左部好的人，能看见别人是不
是一个真正的圣人，那个导师是真是假。你的行为也会变得优雅高贵，言语行事都是这样，这是喜乐的表现。有些小孩子的宽恕
轮很好，有一次有个小孩看见一个喇嘛，便说：「你没有权坐在这里，你不是真的导师。」因此我们立即便知谁是伪君子。 宽恕
轮右部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便会出现问题。如果思考太多也会出现问题，我们思考时是使用意识，过份活跃，
便不能停下来。现在有一种新病症，患者全身都不能动，只有大脑能活动，在美国现在很流行。太多思考，过份未来取向，都会
伤害你们的宽恕轮，你会变得脾气暴躁，就好像希特勒那样，他的宽恕轮右部和整个右边都很坏。那时达赖喇嘛是他的导师，他
们非常倾向右边，很富侵略性。如果你的宽恕轮有问题，你会变得狂妄自大，非常自我中心，批评所有人，不能享受任何事物。
因此总括来说，以上任何一种中心不平衡，都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一个轮穴是自觉轮，有一千块花瓣。圣经上说：「我将在你们
面前如火舌般升起。」自觉轮受到启发后，那一千瓣花瓣便会打开，看起来好像火焰一样，闪耀着各种不同的颜色，令人舒适，
感觉清凉，跟真的火焰相反。当灵量升上自觉轮，火焰便张开让灵量通过。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知识，而且我们的知识也
很小，很有限。当上天的恩赐进入你的自觉轮，你便变得很有知识。这个知识是很玄妙的，使你得到平安和喜乐。你的神经线开
始发射出能量，你能在指掌上知道绝对的真理。自觉轮是个大难关，现在已经打开了，因此才有可能实现大规模的自觉。

我只

是很简短的向你们介绍以上这些能量中心，自觉轮的特性是，在指掌上让你知道绝对的真理。得到自觉是你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你在事实上得到你的重生，这不仅是一项仪式，你真的得到，可以感觉得到，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我们生命的目的，便是要进入
上帝的国，享受那恩赐。 愿神祝福你们。

1993-0815, 克里希纳崇拜
View online.
克里希纳崇拜 1993年8月15日 意大利卡贝拉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作克里希纳崇拜。我们要清楚知道，克里希纳是我们内在的非
常非常重要的神祇，因为祂就是住在幻海，在脐轮里的毗湿奴。是祂在我们内里制造产生正法(dharma)。 当你得到自觉，我不会
对你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从不会对你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你照做便行，因为你内在的毗湿奴已经被
唤醒。祂是在幻海里，若祂被唤醒，便会带给你光，为你扫除无明，扫除黑暗，你开始看到你做的事情总会为你带来灭亡，正法
就是这样被建立。当然，正法也是十位来到地球的导师、先知所建立，他们教导我们正法。
(关闭第一个，若你喜欢，也可以让它继续移动。)

毗湿奴和十位导师的组合是为了建立我们内在的正法。正法是先知所教导，就

如你在每一处所看到的一样。他们已经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他们谈论十诫，每一位先知都有谈论正法，谈论甚么
该做，某程度上，基督也有谈及它，祂说︰「我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 克里希纳却说︰「当正法glani，即灭亡，当正法灭亡，
我便来到地球。」当正法变得虚弱，祂便来到地球，杀掉为正法的灭亡负上责任的人。祂说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保护圣人，我
既保护圣人亦杀死魔鬼，杀死撒旦，杀死带来毁灭者。」这些承诺是祂很久以前以克里希纳形相时所作出的。作为毗湿奴，我们
只知道祂是正法的赐予者，主要的。祂潜在的质量实际上是在祂以克里希纳形相显现时已经显露出来，在罗摩的时代，这些质量
是不能以这种方式途径表达出来。 克里希纳的前半生生活在Gokul和Vrindavan时，祂已经显现了祂漂亮的品格个性，祂创造了祂
称为leela(戏剧)，leeladhara，即你变成旁观者，你旁观见证整个世界为一出戏剧，sakshi swarupa。一旦你能如孩子般，如孩子
般又高兴又喜乐的观看整个世界，你便能享受人生。这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你像已经变成Vrindavan和Gokul的公民，自得其乐
，也享受与别人共处，享受神的福佑。祂也显示透过杀死迦利耶(Kaliya)，杀死般丹那(Putana)和其他人，若任何人想找这些神的
喜乐儿女的麻烦，祂肯定会保护他们，杀掉一切令人烦扰的邪恶力量。 祂之后成为国王，当祂成为国王，祂以不同途径运用祂的
力量。首先，若你看到祂的亲舅舅，祂的亲人，祂的亲舅舅，祂母亲的兄弟Kansa是个坏人，克里希纳不但没有饶恕他，还杀掉
他，祂杀掉很多人。在成为国王前，祂杀掉很多人。祂杀死自己的亲舅舅代表甚么？祂拥有的其中一种质量，基督也拥有，我们
也可以说，很多圣人也拥有，就是宽恕。祂不相信宽恕，祂是唯一一位说︰「我要去惩罚。」我们也要有人去惩罚。 若你像湿婆
神，湿婆神即使恶魔也爱，以祂的纯真，祂还会给他们祝福。克里希纳却完全不相信宽恕，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以坚定的思维
，坚定的判断理解，魔鬼是魔鬼，魔鬼必须要杀掉。 祂的一生已经做到，若你看看，祂杀掉很多很多人。这并不表示你也有权杀
掉任何人，祂是克里希纳，你不是。我们要宽恕，因为我们是人类。一旦我们宽恕，便能把愤怒，报复的态度转移给克里希纳，
祂来接管。一旦我们说︰「我宽恕。」祂便会接管，因为祂不会宽恕。祂会马上从你那处把事情接管，若这是合理的，必须的，
祂便会惩罚那些折磨圣人，摧毁正法的人。 现在是很惊讶的无论人想宣扬甚么，想宣扬的便会变成它的反面，这是很令人惊讶。
就如我们说基督曾经说︰「我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就眼睛而言，基督徒的眼睛是最差劲的；同样，印度教说每个人都是灵，
但印度教徒却仍然相信不同的种性，不同的小区，还互相攻击。任何宣掦豉吹的，人们只会背道而驰。 若你阅读古兰经，在古兰
经中，穆罕默德常常谈及rehmat，即慈悲。你却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慈悲，他没有说shariat(伊斯兰法规)，他没有说很多现在穆斯
林在实践的事情，他们只是自说自话。他没有说妇女必须遮蔽她们的脸和头，无论是否这样做，都只是报复。它是向我们展示，
无论甚么在宣掦鼓吹，人们都反其道而行，当这种事情发生，正法便走下坡。 你们也知道，克里希纳的国家是美国，祂统治美国
。美国是个丰盛繁荣的国家，因为克里希纳是Kubera，祂是财富之主，祂赐予美国财富，祂是Vachana，即沟通；祂的另一种品
质是祂懂沟通，是祂与gopis和gopas(众牧女)共舞，是祂把祂的力量转移给他们，所以沟通是祂其中一种在美国运作的了不起质
量。他们却背道而驰，若有任何战争，例如与萨旦姆‧侯赛因开战，美国会参与加入；韩战，美国也参与，任何地方有战争，美国
都会参与加入，我是说你可以问︰「你是谁？为甚么，为甚么你要这样关注费心？留在自己国家去享受吧，为何你要派军队到每
一处？为何你要照顾每一个人？」即使联合国也是在美国的指引下成立。美国在成立联合国，统一世界、和平，诸如似类的事情
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若你看看，克里希纳的主要教导他们却错失了，他们沟通方面还可以，与国与国之间建立关系
还可以，他们最差劲的要算是没有正法，没有正法的概念，没有道德。拥有民主却没有道德。在美国谈论道德是很出人意表的，
他们不理解任何谈论道德的人。现在，当然，他们干的事真的为他们带来痛苦的折磨。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一些人意识到，因为
不道德的行为，这个国家的六成半人会染上某些疾病，或在很年青便去世。 这个赤裸裸的事实是很震撼，尽管如此，尽管所有这
些，他们仍然继续如此，还以为︰「不、不、不、不要紧的，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有甚么需要担忧呢？」现在祂的惩罚
已经开展，他们却意识不到惩罚怎样开展。就如现在有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他因此患上某些疾病，一些不治之症。他们尝试用
各种疗法来医治这些因不道德生活而染上的疾病，却没法把病治好。美国医学界不可能找出治好这些因不道德生活而染上的疾病
的疗法。但最差劲的要算是他们连不道德是错的也不肯说，他们甚至不公开承认不道德的行为引致这些疾病。这种不道德在这个
克里希纳出生的国家被完全忽视，克里希纳却常常说道德，只为建立巩固道德。只有虚假表面的道德，就如伊斯兰或基督徒或印
度教徒所讲的话，都是虚假表面的，伪善的，他们表面遵从一个道德标准，却秘密地遵从另一个自己的标准。美国是很开放的，
无论他们做甚么，都不会隐藏。他们说︰「我们不相信伪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隐藏，这种不道德行为却带领这个广阔浩瀚、
美丽漂亮、富有繁盛的国家进入这种沟渠，我也不知道该怎样令它复原，除非他们接受霎哈嘉瑜伽。 其二是正法对正常人有甚么

影响？正道的人天生会经常内省。他想知道︰「我做的事是否妥当？是否正确？」他不容许自己的思维为错事辩解。这是真正合
乎正道的人的征兆，他可能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但他会问自己︰「这是对还是错？」可是在美国，这个能力已完全丧失。他们从
不内省，反而常常说︰「有甚么错呢？」继续这样下去的人一定会一团糟，缺乏道德作响导，作指引。内省能令你有觉醒的良知
，这个良知告诉你︰「这是错的。」他们可能得到部分的指引。例如，你要明白，他们可能说︰「我们管理方面没问题。」又或
︰「我们的…例如，我们的铁路，我们的航运，我们其他东西，又或我们的经济银行，无论是甚么等等都没问题。」对人类而言
，这些事物都是极之虚假表面，外在的；内在是由良知，也是由道德上的审察来管理。人们说︰「母亲，这个良知是什么？」良
知就在这里，常常都存在着，我们要察觉意识到它︰「我有良知。」良知便要回应。我们内在的良知是克里希纳在我们内在的光
，即使我们有自觉之前它已存在。 你也知道，灵量透过由摩诃拉希什米指导带领的中脉升起。她是克里希纳的力量。透过聆听你
的良心，你内里发展出恰当的摩诃拉希什米的通道。没有良知的人，在某方面不是这样，在每一方面，每一途径，不然，一个轮
穴妥当，另一个轮穴便陷入险境，所以我们要听从良心，那是超越理性的，是不理性的。杀人、掠夺别人的钱财或土地也许看来
是很理性，或许表面看来很理性，但良心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 那时候，当人侵略其他国家，想控制其他人，你要明白，美国是
唯一一个国家从没超越它的界线去建立成为帝国。这是很令人惊讶，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做？原因是当这种荒唐的事情在全世界
持续着，当那个年代人们不介意支配别人，掠夺别人的土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已经停止干这种事。在此之前，他们一
次过已经干了，他们占领别人的土地，变成地主，已经成为地主。当然，他们是外来的，在此之后，在其他人扩展他们的帝国的
年代，他们没有这样做，原因何在？他们为何不继续扩展领土？我们要提问，为何其他人扩展帝国时，美国没有？原因很简单。
那时候一些伟大的，有良知的人在美国出生，他们引导带领这个国家，你也可以说，华盛顿在那里，当然，还有很多人，若我要
说出他们的名字，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若你看看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人生，他们怎样过活，就像林肯，若你看看他的人生，是
充满良知，充满良知。他們不容許國家漂向野心，占领收集其他国家，令这些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最早
的地方，当…我是说当哥伦布到达的地方，他佂服他们，还想…实际上，他做的不多，西班牙人以及之后的其他人，再之后的盎
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他们这些人，攻击占领其他国家，一旦他们安顿下来，彷佛这个世代对他们而言已经完全结束，
他们开始谈论自由，谈论民主，谈论更高的价值观。他们过往种下的业报(karmas)，杀掉无数的土著，无数的印地安人，除非他
们接受学习霎哈嘉瑜伽，不然克里希纳是不会原谅他们。 雖然那时候他們不想侵佔控制其他國家，扩展他們的帝國，作出各种残
暴行为，像希特勒一样，他们没有这样做。他們却時常維護正義，至少尝试这样，他们变得伪善，整体上，表面上，他们想展示
他们想团结全世界，反對種族主义，反对原教旨主義。我是说他們宣揚传播某種理想主義。雖然如此，自我毀灭的念頭已開始在
他們身上起作用。我要说的是业报在他们身上起作用，所以为何暴力在那里那么猖獗，那么多疾病，那么多事情发生。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烦恼最近在美国已经开展，因为揭露正开展，还有，很多假导师来到那里，迷惑单纯简朴的真理追寻者，在美国，我们
失去很多追寻者，这里也是，我要说，在被他们杀害的人的咀咒氛围下，作出反应，他们接受错误的事物，就个人生活而言，为
何他们要接受这些错事？ 已经给了他们自由，但他们认为自由是用来摧毁他们，令他们的生活一团糟。这些错误的念头在他们身
上运作，整个观念变成集体观念，当它变成集体，他们发现人们喜欢的事物都富毁灭性。所以我们有好莱坞，有这种机构，这种
音乐家，这种大的毁灭力量组成结党结派好战激进的组织，它们公开的说︰「我们就是这样。」例如，只有美国有撒旦的组织，
魔鬼的组织，接着有黑巫术魔法，公开地，他们在美国公开注册，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这种黑巫术组织，这是黑巫术机构，他们
公开的在这里登记注册。他们就是到达这种程度，集体的接受，原因是惩罚，这就是为何对我们，对霎哈嘉瑜伽而言，美国是最
困难的地方。 我们要对他们有真正的怜悯，他们现在正处于被惩罚处分的阶段，因为他们的先祖作出种种错事，他们亦从不接受
正法为人生的原则，他们认为正法握杀自由，正法让别人剥夺握杀个人的私生活，所以要在美国建立巩固正法，我们该怎办？我
到过美国十次，多过我到俄罗斯，我真的想引起他们注意︰「你们已经丧失正法。」但我却没法感染他们，因为他们都很自我。
若你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会很生气。相反，那些告诉他们的人，像Rajneesh[奥修]和其他人︰「噢！正法根本不存在。」因为他
们的缺点，他们的自我受吹捧，所以他们便感到很快乐。要令这个国家的人明白，他们正在受罚，他们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才能
克服停止这个惩罚。 借着霎哈嘉瑜伽，唤醒他们的正法，他们受的惩罚，受的咀咒都会结束。美国需要霎哈嘉瑜伽多于任何国家
，我对美国的关注亦是源于同一个原因。我不说太多南美，要说多一点北美，即使在南美，我发现这些国家对正法毫无指引，没
有指引。他们公开的举行嘉年华(狂欢会)，这个，那个，我是说你怎能在国家做这些事情？他们都追随北美的脚步。就如北美有荒
唐的万圣节。我是说试想像在街上公开的庆祝荒唐的万圣节。他们在追随嘉年华，对他们而言︰「呀！到里约热内卢是件大事。
」彷佛这是个很大的成就，从世界各地来参加嘉年华。人们从澳洲来，所有这些对他们都有很大反作用。 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差
劲，要解释为何他们能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就像十三岁的女孩在巴西成为妓女；公开地，砍掉亚马逊的树木；公开地，走私
活动在进行；公开地，政客贪污腐败，我是说很多妖术在那里，很多妖术，公开地。他们只是追随北美的脚步。正法就像这里的
天主教会，谁来教导他们正法，天主教会？他们上教堂，做一切事情，再带着相同的思维概念回家。很多国家都很贫穷，这显示K
umbera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这些国家。通常穷人都有正法，通常都有。因为你看，金钱给人这些荒唐的事物和自我，通常穷人都
有正法，但这里的穷人却与别不同，他们过分沉醉在黑巫术。他们告诉我，他们接受来自非洲的黑巫术。这种事情在南美发展至
此，不可能明白他们为何会那么容易接受这种荒唐的事物，那么容易咀咒自己。 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些问题在我们内在，在我们
的喉轮也存在着。若我们要保持喉轮妥当，你也知道我们有两方面，左面和右面。喉轮的右面是谈话，谈论正法，我们也可以说
是进取侵略方面。 现在，那些富侵略性的，说话态度挑衅的人，他们想用说话来控制人，他们都是偏右面。我曾经见过这些人，

他们真的做错事，例如，一个仆人偷东西，你叫他来，你会很惊叹于他对你很粗鲁无礼，他很粗鲁，怎会这样，他怎会偷东西？
他毫不害怕，很友善的回答你。所以偏右脉的人能把他们犯的任何罪，做的任何错事，犯的谋杀用言语来隐藏掩饰。他说的话可
以是很富侵略性，喧闹的，人们或许会想︰「噢，怎会这样？这个人大声的说出一切。」你只是…只是被吓倒，你想︰「不，不
可能，人怎能会说这种话？」我们也以这种方式，作为常人我们也常，沉迷于各种荒唐的事情，还尝试以说话来辩解，以求脱身
。你知道很多罪犯，战犯都用说话来编故事，以这种方式来脱身。人类就是这样，他们有能耐说一些话以掩饰自己犯的错事。但
他们从不意识到，他们作出的任何伤害都是不会被原谅，即使这样说也不会减少不被原谅的程度，因为克里希纳会了结一切。若
你开始辩解，合理化你所犯的错事，你便会受惩罚，在很多方面都会重重的被惩罚，你也不懂怎能脱身，肉身上，精神上，情绪
上，各方面都会受罚。

我们的右喉轮要有克里希纳般的个性品格、文化、风格、言行举止，那是被称为madhurya，指悦耳动听

，悦耳动听。我们说话的方式要是悦耳动听。聆听你的人就如他在听克里希纳的笛子，霎哈嘉瑜伽士的声音就是要像这样甜美。
你与人交谈要悦耳动听，不但毫无侵略性，还要很悦耳动听，不应讽刺挖苦，不应伤害任何人，任何伤害人的话都不应是来自妥
当的喉轮。所以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作出任何伤害。我希望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能发展这种克里希纳悦耳动听的声音，因为你们的
喉轮已经被唤醒。Madhurya，在他的言行举止，madhurya是，你要明白，与人交谈时，你有很多身体语言可以表达你的madhur
ya(亲切友善)。例如，特别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我发觉人们过度运用双手，这也是克里希纳的风格，他们运用他们的双手的方
式，有时你也不懂他们想表达甚么。有时他们运用他们的双手的方式，也是颇富侵略性。现在，双手也要用来创造madhurya。
我曾经见过在俄罗斯，特别在东欧，人们要表达他们的爱，会这样放，若他们要说namaste(问候)，他们表达得很亲切友善，当他
们看到我时，心里充满热诚，他们也不懂怎样表达，所以他们的手只像这样放，又或他们害羞，便像这样放。透过双手，透过双
眼，他们在表达很甜美的事情，是眼泪，你要明白，这泪水真的创造了浓郁的爱心祥云，我要说当我看到他们双眼表达对我的爱
，我内心便感受到这种慈悲的祥云，一切一切，他们的眼泪，一切，他们的脸，眼睛，双手，全都属于克里希纳。借着他们的言
行，他们的说话，他们怎样表达自己。同一双眼睛，你可以用来表达你的脾气，你在生气，很多人用双眼来控制人，他们的双眼
会像这样，盯着人，想去控制人；他们或许用双眼去责备人；有时，他们会向人吐某种…或向人展示他们的舌头，以羞辱人。所
以我们的言行举止也要显示甜美亲切。 就像我初次到英国，我曾经是，你要明白，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当我刚到英国，
他们说︰「现在，若你要说像”thought”这种字，你要说”thought”(译按︰母亲以不同发音说同一个字)。」

我说︰「甚么？」

「你要吐舌来说”thought”。」 我说︰「这是荒谬的，为何要吐舌？」 他说︰「除非你像这样吐舌，不然就不能正确发音。」 我
说：「这就是英语。你们发展了一些荒谬的东西，向每一个人伸出舌头。」即使是小孩，当他生气，就会自动伸出舌头。你要明
白这一切的表情，做鬼脸，就如他们所说的「板起脸孔」。你一定听说过，鼻子那样子，你看，高傲自大的鼻子，或做鬼脸；扭
曲你的脸孔去取笑人或用鼻子做些表情。人们也会像这样做，你看，彷佛你在轻视人。这些事情，这些表情都是拜克里希纳的恩
赐，这是甜美(madhurya)的力量，是甜美、是美妙的旋律。这种和谐的关系要甜美得能创造极大的喜乐和欢欣。
你们在我的眼睛听到巴巴妈妈﹝Baba Mama﹞的歌：我只要看着他，以这个眼神 – 就能令他产生美妙的音乐。所以，尽量把眼睛放
在绿色的植物上，那是最好的。它便凉化下来，你也发展出青绿植物那种使人慰藉宽心的素质。我时常叫人们：「最好看看四周
的绿色植物，它慰藉你们的眼睛。」同样，你们与别人谈话，要使人平静宽心，使人软化。相反，若你与人争辩争吵，他永远不
会软化，反而为那人增添怒气怒火。克里希纳的素质，是甜美(madhurya)，这种甜美在祂一生中显示在祂怎样美妙地说甜美的话
，尤其是在祂的童年时。 另一种克里希纳的素质，我们能藉着我们右喉轮表现出来，是圆融的外交手腕，圆滑有两种：一是真诚
由衷的，一是虚假表面的。就真诚的圆滑而言，你不用采纳某些标准或阅读一些书籍才能知道什么是圆滑，它真诚地来到你身上
。事情甜美地、真诚地发生运作。我使用了它很多遍，你们亦可以在很多时候使用它。这只能在你没有生气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生气是不行的。 我曾告诉你们有关Gagangiri Maharaj(一位隐士)的故事。我去与他会面，他为了不能把雨弄停而很生气。他应该
能把雨弄停。我全身湿透。他生气的说：「你是否想控制我的自我？」他开始稍稍跟我争吵。
我说：「不，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准许我把雨弄停？你全身都湿透了。」

我说：「因为你是隐士(sanyasi)，而你买了一件纱丽给我。我不能接受隐士给我的纱丽。因此为了你，我必须把自己弄湿。」 事
情就是这样完满解决，所有愤怒，所有脾气都消失无迹。我们就是要这样把人软化。圆滑并不是用智力、脾气或任何东西去说服
人，而是用你的善良、美好的说话、甜美的言词、宽大的本质去软化人。祂拥有这些素质，祂在很多人身上作出这样的尝试。对
一些人这是有作用；对另一些人却没有作用。祂并不感到这是个失败，最重要的是看到另一个人的反应。你们要拥有右喉轮的素
质，与别人说话时要把他们软化。我希望美国人能发展这种素质，尝试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要说事实上，跟他们说话是很令人愉
快的。他们对你很友善。你送他们礼物，他们都很高兴；但他们从不送你们礼物。你叫他们来吃晚饭，诸如此类，他们每次都会
来，但他们从不邀请你吃晚饭。你要明白，只要你为他们做任何事，他们都会很友善。一说到回馈，他们却很难做到；他们也不
会做。你看这是对别人的甜美的一种利用剥削。我们要明白，不要透过甜蜜友善来利用剥削人；而是要用甜美溶化人，把他带到
他能明白什么是美善的层次。 有关南美，我曾告诉你他们都是十分单纯简朴的人。他们很贫穷、简单、纯真，但是黑巫术却入侵
了他们。幸好他们现在意识到，黑巫术在骚扰他们。但某程度上，他们太依靠它，偏向左脉。他们为此感到十分内疚，感觉很差
。你发觉他们经常十分内疚。他们整个表现就如他们做错事，却不知道该怎样纠正自己。 对我们来说，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是
很重要的。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是灵，怎能有内疚感？灵不能有内疚感，所以内疚要离开消失。有内疚感会怎么样？我们
失去静观的能力，因为当内疚感出现，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内疚感在这里。但我们见不到它。我们不能静观什么是错的，我们不

想面对困难，面对错误，面对困难。只把它以内疚放在这里，事情就完结了。内疚感好好地储在那儿，我们不想面对它。例如一
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本性很残忍。突然间她发觉自己是残忍的或是什么。因此她把它放在那儿：「噢，我曾经很坏，曾经很残忍，
诸如此类。」她却不面对它。面对的意思是她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残忍？我需要什么？我不应该残忍，从此以后我也不会
残忍。」这就能了结一切。可是她却说：「我对此感到很内疚，我对此感到很内疚。」这是于事无补的。相反，你们都知道，内
疚带来的问题，南美洲正面对同样的问题。当我去哪里，我很惊讶巴西地位最高的男人跟我这样说：「噢，我们，我们知道自己
有很多缺点。我们知道自己不好。」等等。我刚说什么，为什么他不改正？如果他知道这是错的，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他不改
正？接着他跟我说：「你把你发现的所有我们的问题写给我吧。」他这样做真的很甜美友善。之后，有一个记者来了，我们就告
诉他。我想现在他们在为此下功夫。他们尝试改善它，而事情一定会改善。 相反，我发现俄罗斯却与别不同。在俄罗斯，他们从
不说：「我们感到内疚。」或类似的说话，没有这种东西。他们从不如此说。他们说：「那时候已经过去。我们在神的国度，就
这样。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在神的国度，完了。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在神的国度，我们要享受生命。」一切都是正面的。他
们从不提及过去，他们的政府或发生甚么，斯大林或列宁等人。他们不关心，他们超越了它。「为什么我们要忧心？」他们说：
「为什么要忧心？让他们争斗，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想知道政治，不想知道他们的问题等等。他们想：「我们的
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是觉醒的灵魂。我们在享受自己。让大家享受吧。」这是了解霎哈嘉瑜伽最直接的方式。 我曾见过一些人
，他们给我写十页纸的信来忏悔，当我是神父，天主教神父。你看，写的全是关于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做了
这些事；我不想读下去，我不是把信丢弃就是烧掉。他们尝试忏悔，实在没有这个需要。没什么好说。不要再想着你曾做过什么
错事，现在只享受你所拥有的。就像这样：假设让一个乞丐成为国王，好吧？他应该享受他的王国，应该有像国王的言行。但他
却仍然回味着过去，任何人经过他时，他都会说：「给我五卢比或五镑。」就是那样子。一旦你在神的国度，你要知道自己是在
神的国度。 这种黑巫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它能透过任何人作出行动。它可以透过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透过任何人作出行动。
因此我们要十分小心，不要因为内疚或是什么而令自己容易受黑巫术的伤害，它能摧毁你，摧毁你的家庭。即使你是霎哈嘉瑜伽
士，它也能毁灭你。因此要完全丢弃你们的内疚感。你们不应有内疚感，内疚感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有人会说：「噢！你太差
劲了，你不为我做这事，你不为我做那事，」诸如此类。他们把一些想法加在你身上，让你开始感到：「噢！我应该为他们做这
事，我应该要这样做，都是我不好，」诸如此类。内疚感便悠然而生。他们继续郁闷地想着这些事，而不是要为那人做某些事情
，或了解明白这是荒谬的。他们郁闷地想，接着便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亡灵附着或受黑巫术影响。我们要忘记它，并且要进入明白
自己已经进入神的国度的氛围里。 对克里希纳而言，我时常感到，要说的话通常是比祂所说的少。祂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脑袋工作
。那是宇宙大我。祂通过我们的脑袋工作。就如湿婆神通过我们的心工作，祂则通过我们的脑袋工作。来到霎哈嘉瑜伽，得到开
悟后，脑袋的一切精微，一切知识开始显现，开始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整合在你们的脑袋里发生。不是你的心要一，你的脑
要二，而是整合在发生。当整合发生，你便能轻易过正道的生活。即使没有想过它，没有读过有关它的资料，你也能变成合乎正
道的人。不用别人告诉你要行正道，你内在变成正道的人。因为那个你平常用来分析事情、把所有错失合理化的脑袋变得正道、
变得神圣。 克里希纳为你们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令你们的脑袋变得正道。它变成明白正道、过正道的生活、坚守正道的工具。是
脑袋；实际上，除了黑巫术之外，通常是脑袋把你们带离正道。一旦你们的顶轮打开，宇宙大我就表现出来。你们会很惊讶，那
个曾沉迷于一切，想着：「这是享乐，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这样做，谁可以告诉我？」等的人，突然变成先知。这是克里希纳
的最大祝福。祂是宇宙大我，而宇宙大我是你的脑袋，全能的神的脑袋是宇宙大我。我们要意识到，人一旦有了自觉，便时常都
能取得有建设性的主意想法。否则，你还不是个霎哈嘉瑜伽士。既有建设性又正道，我们很需要了解，脑袋在想什么？它是否在
反驳，在说一些不是本来要说的话？我们只要留心，你会很惊叹你的脑袋的变化。倒转的脑袋变得正常。如果你每天静坐，自己
去看顶轮是怎样渗透你，怎样在你生命中运作，这是很容易做到。霎哈嘉瑜伽士的一切力量都会显现出来，你不再怀疑自己，别
人也不会怀疑你。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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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

做女神的Puja女神有很多形象但都是Shakti力量的显现太初之母将shakti赋予

所有这些形象因此有很多女神在我们的不同时期她们来到地球 帮助求道者升进特别是Jagadamba，又名Durga她试图保护所有真
理的求道者摧毁所有的邪恶势力因为没有人类的升进他们不能理解真理所以无论他们尝试做什么都是头脑的投射这种投射若不经
真理和正法证实

便会堕落梵文称为glaani

若这glaani发生女神便降世解决问题在所有的女神降世的时候总会有很多邪恶力量来到人间他们为祸人间
女神要与他们战斗将他们消灭但这不是为了消灭而消灭而是邪恶势力总是拉低求道者拉低圣人，试图伤害他们
甚至杀害他们这些恶势力不是同一时间来到通常会分批
这样比较好对付但女神降世的目的是拯救保护求道者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人在灵性领域所有其他人都是尘土没出息，没用 如果它
们不追求真理在神的眼中，他们只是无用的生命没有价值，没有尊严，什么都不懂所以在神的爱看来，我们有两种人求道者和非
求道者非求道者可能是好人

他们也做善事公益事业、传教、各种好事但如果他们不追寻真理

他们就不能归为求道者让神为之降世所以试着去理解

求道者的珍贵和重要这就是你们一直寻求的只有很少的人

如果按人口比例的话，是求道者是非常的一丁点儿，但非常重要就像一小块黄金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一堆钢锭同样的
求道者在灵性进步中的价值更大整个宇宙被创造整个大气层被创造
所有的进化发生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人类了解真相但现在的大气层也是个诅咒我认为比 Shumbha Nishumbhas 还邪恶的力量最糟
糕的是物质主义因为物质主义让你们粗鄙在你们求道升进的时候物质主义会来干扰，我注意到这些当人们来到霎哈嘉
他们开始深入自己他们开始理解我的话

所有的内在知识他们都想了解，这叫做AtmAgnyanAtmAgnyan

是合成词

意思是关于灵的知识关于你自己的知识 所有这些他们开始理解在这个境界的人做各种事情他们去喜马拉雅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赤身
静坐在山洞里生活，只吃野果各种苦行，因为他们求道心非常深非常迫切他们不能摆脱求道的力量但在现代社会
物质主义阻碍了这种渴望那种奉献这对求道者来说令人疯狂我见过来到霎哈嘉之前人们花很多钱，去各个地方 去喜马拉雅，去尼
泊尔，去日本到处求道来到霎哈嘉后成为灵之后，增长了新觉知之后进展开始缓慢下来当然，在这么多奔走之后你们发现了珍贵
的东西 所以你们安定下来你们感到非常满足，这部分是对的但后来呢，你的成长不应该停止这种停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物质主
义，由于物质主义你们对自己的信心也少你们看到神们向女神祈祷她来了，杀死所有负面力量原因是众神祗的真诚愿望强迫她化
身前来，这样的真诚愿望求道者有时没有吃的 甚至没有水喝他们如此地努力升进却被负面力量干扰所以他们的呼救是发自内心 如
此绝望情真意切，女神不得不降生到地球拯救他们，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但我们看到，一旦你们达成目标我们觉得，现在要安定
下来我们与什么安定下来呢如果在自觉之后，你圆满了你是整体，你绝对地于实在合一那就没什么要做的了，你成为圣人圣人不
需要广告，不需要任何东西他的信息散布开来，人们看到他知道他是圣人因此很多圣人甚至没出过房门 在印度有很多你不应该离
开你就靠在枕头上，你不需要离开那是上师的标准，那些求道者爬山来见上师，至少爬六七里山路爬到了，上师说谁也不见他还
会抽你耳光，他还打你 把你扔到山下他用各种方法考验你最终他选一个传人给自觉所以这种渴望，绝望的努力始终在那里我们来
到霎哈嘉，在现代有时候我觉得，霎哈嘉不仅容易而且太过舒适 你们知道自己获得了自觉你们知道自己比别人优秀你们已经摆脱
了这么多问题你们成为自己的导师你们对自己和对同胞的责任减少因为你们感到满足有一天，一个女瑜伽士给我打电话 她们经常
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去看了医生他们发现我怀孕了我应该怎么办这样的小事她们也来问我我们的儿子应该叫什么名字这是什么，那
是什么我比任何一个牧师都要忙他们操心很小的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例如他们误了火车 他们打电话给我母亲，
我们误了火车，现在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好吧，给他们班单这样的事也要我告诉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病了
他的心脏不好他们给我打电话，母亲我的父亲病了，他有心脏病 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能做些什么呢 所以母亲还要放注意力给他
不是瑜伽士的父亲他们为了很小很小的事情给我写信那么小的事情你无法想象他们不明白我为何在这里不过我从来没说过
拿这样的事情来问我是愚蠢的你们不应该浪费我的时间从来没说过但是你们如果不珍惜
自己成为自觉的灵你们不珍惜我的时间不能了解我是谁这样的降世会被完全浪费因为这种物质主义的态度在现代
我不知道人们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你们生命 最重要的是升进和成长放大视野去看整件事为什么创造宇宙为什么你们被创造成人为什
么要做这些事如果你对整个事情有个大视野然后尝试找到你的位置，我在哪里神为什么选择了我我成了霎哈嘉瑜伽士
我的责任是什么人们应该这样，但相反的我看到的是人们会推卸责任

他们会打电话问我母亲我们要不要带椅子

这表明他们没有珍惜他们自己也没珍惜我因为他们总是问这样的小事情 无聊的事情我无法理解霎哈嘉瑜伽士 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角度应该是女神来到世间，在不同时间为了拯救求道者为了成就求道者的升进你能想象吗，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斗争期之

前的女神们现在你们来到这个地球为了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需要有一个身体，一个头脑感知所有的事情充满了灵性，你们的灵性
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
你们一直在寻找神接着来到这里多么的巧合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优势你们来到霎哈嘉是因为你们的寻求现在你们满足了
你们的责任在哪里女神来到地球不仅是为了保护你们 滋养你们，杀死恶魔不是的 她来到地球是为了告诉你们一切你们精微的内在
告诉你们的关系外在的和内在的你们从来没有与真理连接你们从来没有与遍在的力量连接你们从来没有和神连接
你们应该明白这么伟大的事情 灵量升起她触碰到上面的轮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只是被保护、被照顾从来没有记载女神给人们
自觉这是她的责任，她可以给这是她的一个名号

不止一个，至少十个名号她给你涅槃，给你自由给你解放这些都有记载

但现在真正发生了人们还无法理解他们在现代这一生的价值人们问的问题他们担心的事情
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都可以反映现在我的孩子大了

孩子大了，让他上学母亲，请告诉我哪间学校母亲，你去过那间学校吗

没去过那么你去检查一下那个学校吧

想象一下

Kali女神帮你挑选学校她应该给两个大耳光这样的人，你能怎么办呢母亲就是要做这些细致的工作你们不会为你们的子女如此
我知道即使是为了孩子，他们在做什么仍然是物质主义今天非常特殊
是Dussehra十胜节今天是Ravana被烧死的日子到处都在烧Ravana的塑像罗摩的胜利但罗摩没有创造
霎哈嘉瑜伽士或者给自觉，没有他的胜利是他杀死了Ravana那是当时的事情为了今天的准备很久以前
当人们还有良好的价值观在罗摩胜利的时候但没有自觉，那个时候Mataji

Nirmala

Devi

的降世非常不同充满幻象所以你们自行其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问我，母亲 我们有个问题我说，什么 我们不知道该卖哪一种椅
子所有的小事情他们问母亲大事情却从来不问，很荒谬整个事情已经开始如此之大，如此重要却用在荒谬的地方所以看不同降世
神祗的差异神祗降世拯救人们带他们走出幻象的泥潭但还有的神祗来了
不仅谈及自觉而且给你们自觉还要照顾你们小小的琐事所以这位女士给我打电话问我我应该怎么办 母亲请治好我的病这是非常不
同的态度当年的信众和今天的信众有非常大的区别我说，你总来没有问过我你做过的事情，没关系现在无论你做过什么 最好我来
看孩子照顾孩子，把孩子带来然后我发现这个女人非常依恋孩子我给集体的领袖打电话他说，她非常迷恋自己的孩子所以从一个
荒谬到另一个荒谬这次降世要做如此多样的工作我想即使是64
在自觉之后应该是直接迈向你的目标朝向你的成长
我想要个孩子来到霎哈嘉后

kalas

格涅沙的64专长也不足以应对这些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

为什么如此复杂如此荒谬的事情

你不应该想要任何东西为什么想要孩子

一直困扰你们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要问

已经有那么多孩子你可以照顾他们我想要，应该消失

从你们的头脑去除我想要这个 我想要那个这种想要应该结束你想要的，你的自觉在那之后，应该是我想要更重要的，我想要你们
真正地脱离物质主义这不是说你们要想那些整日念经的人 Hare Rama Hare Krishna不不不，他们没有交托他们还是非常依赖
不执着是一种境界没有什么束缚你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灵性升进

没有什么能更吸引你这是今天真正想要的霎哈嘉瑜伽士应该了解相比霎哈嘉瑜伽士相比人们的经历 我每天读到这些我感觉很不好
这里一切都很方便品尝美食，很好的伙伴就像过节，所有都安排妥当如果缺少了什么我会自己跟主办方说这是什么
你们应该这样，那样我们到现在必须明白我们要什么杀了Shumbha

Nishumbhas有什么用消灭天主教会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你们都是固步自封的你们被胶水粘在原地 没有进步所以为什么要杀这些 消除所有负面目的何在，如此武断每个人都说 母亲，你
给他们许可你给他们执照，所以他们自行其是一次一个女孩来找我她孩子病得很重，我问她你静坐吗，她不说话我说我可以看出
来你没有静坐因为我知道 你甚至不静坐所以今天主要的是十胜节人们走出村庄为父母献上黄金这是故事，这是习俗你们需要走出
物质主义的限制这种作用于你的荒谬的 矮化的力量你必须超越这些 带来黄金不可污染的黄金来自霎哈嘉的边界你们有多少人在这
个领域你们有多少人跟别人介绍你们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们这样说 而不跟印度人说因为他们的态度不一样 他们没有物质主义
他们是灵性的他们想要灵性升进他们因此受了很多苦

他们做了很多事只为进入那个境界

可以容易地交托这种交托的状态必须到来例如，你有个问题你没有假期你想参加Puja
我只是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来，你只管来你不但会得到工作
还可能获得升职但你们对自己的升进没有信心你们对自己被选中没有信心物质主义造成了这种缺失最近在美国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Dave

Dunphy，我跟他说，Dave你应该作为美国集体的领袖现在的领袖不好

你最好接任他他立即说，好的，母亲但他住在夏威夷我们的初班都在洛杉矶看起来很奇怪我让他大老远来这里工作
我们在哪我们是受祝福的人拥有所有力量
你们被祝福但我们不愿意去用我们不愿意发现我们的力量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担心该穿什么纱丽
担心谁是领袖我们如何领导集体这些都不会帮助我们你们到这里不是为了这些
其他都不重要一旦你们这样做

你们会吃惊信心起作用了

你会得到很多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物质表面的东西，你可能会得到

要明白你们来这是为了成为灵然后传播灵的光

那不是迷信你甚至不用告诉我

就能成就只是几天的事

但问题仍然存在比如说，有人要奉献一生

所谓的为了霎哈嘉

那你会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仰 你必须知道如何为信仰做事你是否真的相信 如果你相信你会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必
须反思，你在干什么我们该办什么，我们要走多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你是非常重要的灵魂在这里坐着如果你们不珍惜自己
的系统 和你自己为什么神要担心你为什么神要给你出主意为什么神要对你们这一类感兴趣所以我要在今天这个Puja告诉你们今天
还是Dussehra十胜节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叫做

Devi

Puja的最后一天我们需要观内在、自省我为霎哈嘉做了什么

除了照顾孩子为丈夫做饭，就这些吗男人也可以这么想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霎哈嘉做了什么只是我想见政客 我想见这个人，那个
人为了什么，他们应该来见你但是你们对自己的信心非常弱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信心是你能知道的你们看过我的照片你
们确信这件事不需要再说服但这信心没有与你们的心合一不仅与你们在一起

那是外在的好吧，母亲会做的

母亲会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我有义务告诉你们做某种苦行你问某人，你静坐吗没有，母亲，非常直白没有，母亲我们没静坐
那你们在这里干嘛我膝盖痛，所以我来找您看看好吧，但我没静坐我很诚实，我没静坐我只是膝盖痛，请治好它
我没静坐你们有多少人每晚静坐Guido说，母亲您要这样问
他们会说，好吧我们晚上静坐，早上不静坐因为母亲说了，晚上要静坐没有热忱，没有任何热情好吧，如果今天没静坐
我们明天看看母亲这样说的，没有必要不重要，

这是可以的所以你满足自己

我不需要霎哈嘉瑜伽我做了各种苦行

但谁是输家不是我

为了你们的霎哈嘉你们在做什么苦行呢所以我想说的是你们得到了自觉

你们达到了伟大的理解境界还有内在的知识

还有你们与灵的连接与神的连接这些你们都知道

你们知道很多事情尽管这还不是来自你们心里来自你们热切的渴望不要自欺欺人 永远不要我不是说路人甲乙丙我是说你们所有人
不要试图欺骗自己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目的

这是集体的目的我们要从所有这些

无厘头的破坏力量挣脱传播它，谈论它我认为，有些事情需要
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士身上让他们意识到这有多重要从我们内在成就出来

发挥潜力那些开始冒泡泡的潜力

这是一种责任无论你是犹太人，基督徒
还是其他人，没有区别那些都是外在的你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认识境界进入了新的更高的生命你们知道内在真我的一切
你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知道这一切之后
如果不成长你怪谁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理解这争斗期的重要性你们的母亲是来帮助你们温柔地照看你们甜蜜地告诉你们一切事实上
我不能与任何人生气超过一分钟因此，我要甜美地解释

你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可以做什么

我本来一直在告诉你们我一直在甜美地带你们参观

必须做什么所有这些事情

解释给你们听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自己的力量在你们内在

你们需要照顾和提升你们有这么多书和方法去理解这些但这内在的知识是这样的就好像我知道如何建造
但我不动手去建就这么简单我就是不这样做 我有内在的知识，好吧我是博士，但我疯了就像那样所以很多人在思维上精通霎哈嘉
我知道，但就跟随霎哈嘉来说他们就不是了，所以我警告你们就像基督说的
有些种子发芽了落在街道上，干涸而死审判无处不在当我跟你们说话
审判就在进行所以每个晚上你们都要静坐你们要想今晚你们做了什么
比如我5点去那里7点必须回来

今天你们成就了什么但他们如此斤斤计较

否则我将错过我将错过这个人那个人

一切都是那样关于时间

关于无厘头的事情的重要性你们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做真实的我们要做明智的事情务实的我将保持绝对自由我不仅照看我的内在而且照看别人的内在
今天的Puja是右脉的十胜节是个右脉的Puja因为你们崇拜罗摩 以及他的弓和一切但想想这些神祗 他坐了14年牢因为一个特殊原因
他去坐牢如果有人要去坐一年牢

都是很头痛的还不是监狱

他原来是太子他没有地方睡觉每到一个地方

而是一个森林对他就像一个监狱
他要自己搭帐篷所以他去那里，他必须去

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他是罗摩他快乐地做事情
他都当作神的旨意这是我要做的，就这样

他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无论他做什么

我不管我是否要面对Ravana或者我要去面对这个那个

我不管我是霎哈嘉瑜伽士

我不管我的工作是传播霎哈嘉，好吧我的工作是清洁我自己了解我自己
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必须做的我不管我是否入学我不管是否某人要坐飞机他有没有买到票
你简直不能相信当你显示出自信你会得到入学通知

你会拿到票你想要的东西都在那里

它们就在那里就是这样

你不必争取你不必理会

我所有的生活都是这样发生当然，我的信仰就像直布罗陀的岩石

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对我没有问题所有的信心

我知道每一个人我可以说

我可以变出一个飞翔的小鸟可能不显现

有时候我会说好吧，这很好

这个那个但我绝对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同样的，你们必须了解自己因为你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你们不是那些需要神的保护的人
需要母亲的保护的人不是的，你们要给别人保护你们要给别人光

你们要给他们指明道路所以你们来这里是为了那个目的

而不是要一个房子或者减免一些个人所得税你们不是为了那些
他们会给你们减税战3，我一点也不管

所有那些荒谬的事情你们要忘记好吧

我在旅行但我甚至不觉得我在旅行我只是认为我在那里

很自我的话比如我说过

就是那样所以我说了很多很夸张

天主教必将消亡我说过，如果换作别人

他们会说，可能，也许吧所以人们需要改变语言风格我们的理解应该是

我们是粗人我们对自己粗略对别人我们友善

温柔、甜美但对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有一次，我们搬家我门的房子很大

但是没有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小床

我丈夫睡他很不习惯，我说

没关系接受挑战，我睡地上第二天我身体疼痛

我告诉我的身体老实点

你必须学会在石头上睡觉所以我在地上睡了一个月所以你要严厉对待你的身体如果你的头脑给你物质主义思想
你也要严厉对待不让它们拖累你在灵性上的升进他们只好逃避
不再想头脑不再想所谓的灵性生活

你是自由的你变得非常自由

最终你走到最后关头你不再想物质生活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假设你们到了这个境界

你只是说啊

我到了那个境界

就这样，我们如何相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在那个境界你必须显示，不显示

他们知识说，啊，我们到了这在霎哈嘉也是个迷思资深，他是资深霎哈嘉瑜伽士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资深霎哈嘉瑜伽士没有资深

比如有人进入海洋有些人在岸边站了很多年因为他们怕游泳

但有些昨天刚来的人跳入海中开始享受所以他怎么能是资深的呢我们在霎哈嘉瑜伽没有这种资深没有资深还有另一种迷思
可能只是个借口，我不知道很常见的他是一个资深霎哈嘉瑜伽士或者 毕竟他是资深的练习者无法理解就像说驴，这头驴是资深的
那头驴资浅还有另一个你们倍受折磨的是母亲是这么说的任何人都可以说，母亲跟我说的
她给我打电话，她这样说的她怎么说的，她说

你真是个伟大的瑜伽士你是这个你是那个

我是Mahamaya也可能是想让他的自我膨胀
多么好的瑜伽士啊我是如何如何

好接受霎哈嘉做点实事，而不是吃我的头所以，母亲这么说的

非常狂妄的词汇非常自大的语言人们会说，啊

不在于他怎么宣称而在于他的成就我见过有些瑜伽士非常自大
我见到一个人或者哪里的霎哈嘉瑜伽士
我可以然后我会用不同的视角观察那个人并理解他

这可能有两种情况我可能是骗他的

3

多好的瑜伽士啊所以霎哈嘉瑜伽士的评价
大家都说这是块宝我自己的风格是这样的

我首先进入自己的内在第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做到
因为这些力量你们也有

不只是我的力量你们都有这些力量

但唯一不同的是我对自己有信心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谁会升进谁会掉落你们要找出那些能够成就的人然后跟自己比较有人说，你要受苦你要这样那样，没有的事
因神的恩典这些都不存在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会怎样你如何知道谁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如何知道谁是口惠而实不至唯一的方法是你们
进化进化成一面镜子你们自己去看那是什么样的人也可以看到自己是什么今天的讲话是那种启发的讲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做的理
解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达到什么关于这个，我从我内心给 你们我
所有的祝福我想让你们都接受我的祝福都称为神的愿望的最耀眼的光尝试去理解你们出生的重要时代你们成为如此美好的神的子
民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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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通过唤醒Kundalini
昆达里尼，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自觉。在过去不同的古老经典中都有这样的描述。霎哈嘉瑜伽的创始人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女士已经通过唤醒昆达里尼，使世界成百上千的人体验并获得了他们的自觉。到现在，霎哈嘉瑜伽的普及已经超过7个国家。Ardh
a Matra 对Shri Mataji女士做了一个关于昆达里尼和霎哈嘉瑜伽的专访，我们在这里将专访中的一部分内容摘录出来。。。
采访记者：在罗摩衍那电视连续剧中，我们看到圣人蚁垤将昆达里尼的知识传授给Luv和Kush王子，请您给我们具体的讲述这个
故事和有关昆达里尼的力量。
Shri

Mataji：昆达里尼灵量确实存在我们体内。如果蚁垤这样讲，那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蚁垤知道无论一个

人在学识上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但是直到他获得自觉之前，他还是不完善的。现在，关于这个力量，在我们国家，很多人很早就
知道这个力量，他们被称为导师 （sadguru）.这些人是通过非常艰辛的苦行才获得了这个知识。一个存在于我们三角骨的能量被
称作昆达里尼。我们称这个力量为昆达里尼，是因为这个力量是以三圈半的形状存在于三角骨中。令人惊奇的是，甚至连希腊人
也知道这个知识。因为他们将昆达里尼存在的三角骨称为“Sacrum”（意思是圣骨），意思是我们体内存在圣骨，不确定是不是大
部分的这些知识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或者他们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获得了这些知识。在我们国家，获得自觉的实验过程已经进行了
很久的时间。在在印度Maharashtra，有一些人是属于Nath宗派的，象Machinder

Nath,

Gorakh

Nath等，他们就是在一直寻找获得自觉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对吠陀经感兴趣，学习吠陀经，使你成为“知识”，这意味着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了最终的知识。一个人必须
要成为‘知识’，在最早的颂诗中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知识’的状态，那么学习吠陀经是没有用的。还有一条道路是虔诚，这是
他们通过奉献来尝试取悦很多的神祇。
在所有的这些方法中，中间道路是采用霎哈嘉昆达里尼唤醒的方法，Nath宗派的人通常会用这种方法。所有这些知识都是用梵文
记载的，所有相关的讨论也用梵文记载的。事情是这样的：在12世纪的时候， Gyaneshwar ji请求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恰好也是
他的导师）允许他将我们体内存在的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自觉的力量记载在他的一本名为‘Gyaneshwari’的书中，因为在这之前还
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力量有明确的记载，在得到导师的准许后，他将昆达里尼的知识详细的记载在他的这本书的第六章中。
尽管Gyaneshwar ji在他的著作中对昆达里尼有详细的描述，但是后来有所谓的宗教卫士诋毁这本书，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没有能
力唤醒昆达里尼，他们就把第六章的知识作为违禁的知识而禁止传播，这就导致了在意识上人们对于昆达里尼知识认识上的衰退
。随后到16世纪，在印度Maharashtra,

有很多圣人，比如Shri

Ramdas

Ji,他是

Shivaji

Maharaj的导师，有人问他关于昆达里尼唤醒的问题,
他是这样回答的：“唤醒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唤醒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一个值得唤醒昆达里尼能量的接收者
（门徒）和一个能够赋予这个力量的人（导师）”。以同样的方式，Namdev
Ji在他的手稿中也有关于昆达里尼的描述。同样地，很多圣人都谈论过昆达里尼。
但是后来，很多人将昆达里尼称作是荒谬的，是一种错觉，因为在现实中，没有像昆达里尼这样的东西，即使到现在，人们还是
这样谈论。因为，在现代，我们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我们只是想要向他们学习和采用他们的东西。
采访记者：那么瑜伽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Shri

Mataji：昆达里尼的唤醒是以霎哈嘉（自然而然）的方式唤醒的，它就像种子，有潜力成长为成千上万棵树，当播种一粒种

子时，这粒种子会以自然而然的方式生长。同样地，所有在我们内在潜在的这些力量，如果得到唤醒，这个人就会变得非常有力
量。当昆达里尼唤醒的时候，这个力量会穿过6个能量中心，不是7个，第一个能量中心在昆达里尼的下方，这个能量中心保护着
昆达里尼并且看管着她的纯洁性。一个有着圣洁生活的人，甚至他过往的生活是圣洁的，这个人昆达里尼的唤醒会非常快的。在
昆达里尼唤醒之后，她就达到和无所不在的上天力量联合的状态，这个过程称作‘瑜伽’，其他的象弯腰，做象杂技演员动作的都不

是瑜伽。
实际上，只有通过灵性瑜伽，你的Kundalini才能达到与无所不在大梵力量的联合。当这个发生的时候，这个人首先会变成无思虑
，你有完全的觉知，但是没有思虑。当我们有思维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要么在思考过去要么在计划未来，而不在当下的状态。当
昆达里尼唤醒的时候，来自于过去或者未来的思维会完全的停止或者消失。在两个思绪之间的时间会变长，那个时候我们处于静
观当下的状态。我们有完全的觉知，但是没有思维，我们只是在这个状态，我们达到灵性升进。这个唤醒必须在你的内在发生。
不用去到不同的地方，学习或者去得到什么东西，这些都不能帮助你唤醒Kundalini。昆达里尼唤醒的过程是从你内在的三角骨升
起，穿过六个神经丛（轮穴），从脑囟门的骨头穿出，只有当这个过程在你内在发生的时候，你的昆达里尼能量才被唤醒，有时
候，讨论正法/宗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讨论可能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你不能得到你的自觉。如果你不能得到自觉，那么
你内在的这些力量就不能彰显出来。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获得自觉是我们进化的最后和最终的目标。当昆达里尼能量唤醒的时
候，这个力量穿越我们头顶的脑囟骨头而建立了与大梵的连接，这个时候就建立了瑜伽的状态。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每天短
时间的冥想练习是必须的。在古老的过去，通常是一个导师有一个门徒。他们仅仅会给一个门徒自觉。所以在过去获得自觉的人
很少，如果一个人谈论昆达里尼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会被认为是疯子。就像Kabirdas
ji在他的诗中所描述的：让我怎么去解释，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盲目的。
采访记者：那么霎哈嘉瑜伽和和其他的瑜伽练习区别在哪里呢？
Shri Mataji: 你也可以把这个瑜伽称作现代霎哈嘉瑜伽。它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这个瑜伽我们给予大规模的自觉，上千人同时得到
自觉。比如象在俄国，在一个村庄里，就有21000到22000个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物质主义，他们是非常有
智慧的。他们之中70%的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另外的30%的人就像我们一样追逐那些琐碎的物质。但是70%的人都是明智的，对
霎哈嘉瑜伽有很好的理解。现在可以确信的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明辨力，他们只让我而不是其他人给予他们自觉，其他的人都
被他们拒绝了。不确定他们怎样知道我是如此诚实地工作的。在这里，在印度Maharashtra，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导师
来到这片土地上，教导人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情况有些变质了，在这里，人们追寻的愿望在减少，他们更多的是在追寻
现代化的物质。但是我感到很惊奇，也从来没有想到，在北印度，人们对霎哈嘉瑜伽掌握的这么好，传播的很快，人们接受的很
快，建立的很好。所以整个事情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谈论，它是一个结果。比如：你在地上播种下种子，它是自动发芽。对于瑜
伽，你不需要做任何体操的动作，因为在种子和大地之间存在着这个结合力，当这些结合力共同工作，它就发生了。这是一个活
生生的过程，因为我们处在进化的最后阶段，成千上万的人可以经历这个过程。
尽管开花结果的时代到了，在这个时代，许多花可以潜在的成长为果实，但是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他们根本不接受，甚至都
不愿意尝试去获得自觉。最后审判的时刻到了，是你自己的愿望去决定去获得实相还是离开实相。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很
多。第一个收获是我们可以在手指上感知到这无所不在的上天的力量，它是这样的抚慰着我们，凉风（不是很冷）的微风在我们
的脑囟门区域流动。Adi Shankracharya称这个是‘Salilam Salilam …’.这个能量流动流经你的双手，他称这个是‘Spand’.在你的手
掌上，有7个交感神经的末端。这些也是手掌上7个神经丛（轮穴）的所在，通过他们你也可以知道你的哪个神经丛（轮穴）有问
题。你可以从手指上了解轮穴上的问题。你也可以知道其他人的问题，因为你是受启发的，在集体意识中。你进入了一个新的维
度中，在这里你的集体意识也被唤醒。你也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轮穴的状况。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轮穴状况也可以知
道别人的轮穴的状况。如果你学习了怎样去纠正轮穴问题，你可以改正你自己的轮穴问题也可以帮助别人。这就是Shudda
Vidhya (纯粹的知识)。
第二个在你内在唤醒的力量是你可以给予其他人自觉，你也可以提升其他人的昆达里尼。你可以调整他们身体、精神、智力和心
灵状态。就像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来到霎哈嘉瑜伽和想得到自觉的每一个人，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整个社会得到转变，不仅仅是
我们国家可以转变，甚至整个世界可以被转化。
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唤醒了我们内在的正义感。是从内在唤醒，不是外在。比如说任何一个印度教，穆斯林或者基督徒可以犯罪或
者做坏的事情，他的宗教信仰在他的身上没有约束力。但是事实是，一旦正法在你的内在唤醒，你不会去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而
是你内在的仁慈怜悯的特质被唤醒；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不会觉得疲劳，你会非常的精力充沛和富有活力。你以非常忠诚和平
和的方式在做着你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一点，你得到了内在的平安，变得非常的平静。一个非常容易生气的人会变得绝对的平和
。因为无论你内在有什么生硬的特质都会变得没有问题。所有因为内在轮穴问题而带来的人格特质上的畸形，会因为轮穴的矫正
而变得没有问题。我曾经看到很多人建立了很大的和平组织，得了很大奖项等等之类的人，这些人的内心没有平安，他们怎样可
以给别人平安？所以人们内在必须有完全的平安。这项活动在7个国家进行着，千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争斗，他们在
一起和谐相处。是的，有时候他们会相互取笑，不过他们以友善的态度开着玩笑。你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友谊，无论这个

人是从俄国，英国，日本或者从其他地方来的，他们内在建立一种集体性的爱。因为当真正的宗教/正法的特质唤醒后，他们理解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他们理解所有的宗教。你不会去批评任何一个宗教，而会去崇拜所有正法

Pravartaka

（传播宗教的人）。
采访记者： Shri Mataji，霎哈嘉瑜伽可以消除很多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失调，是这样的吗？
Shri Mataji: 由于轮穴上的问题，会有诸如此类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身心病，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医生不能治好，但是通过霎哈
嘉瑜伽得到了治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首先你必须是一个找寻实相/真理的人，而不是仅仅想治疗所有的疾病。真理的追
寻者可以去除身体上所有的疾病，而且他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但是首先你必须是一个求道者。你可以理解全能上天是最有智
慧的，这是一个常识。当全能上天看到，那些没有用的，那些人即使没有问题，也不能将这份光传递给其他人，那么全能的上天
为什么去治愈这些灯呢?

当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灯，当他们妥当了之后，他想通过唤醒其他的灯而让他们妥当，把这个光传递

给他们，让他们受益。霎哈嘉瑜伽就是将会这样传播的。霎哈嘉（

Sahaja）的意思是：Sah的意思是和你在一起的

+

Ja

（与生俱来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与生俱来就和你在一起的（全球）宗教。当你实现它，你会发现在我们内在的六大敌人
（kama–欲望，Kroda–愤怒，Lobha–

贪婪，

Mada–傲慢，Moha-执着，

Matsarya–嫉妒）就这样消失在某个地方。你所要达成的是绝对的实相，如果有10个人在那里，他们会说同一件事，比如说：
如果你问他们关于某一个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人会有同样的答案。诊断就是这样完成的。每一个人知道的是同一个真理
，所以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的争吵，所有人自然地达成同样的意见。
霎哈嘉瑜伽是一个伟大的祝福。因为一旦你在无所不在大能的保护之下，你就已经在上天的法庭上。他的政府是非常有效和警觉
的。在每一步，你会看到他给予你很多的祝福，你会感到奇怪这些是怎样发生的。每个人都寄信问我，
母亲，请您仁慈的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奇迹已经发生，问题得到解决。我戏谑说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空间，它是幻象，我们必须走入实相。一旦我们在实相中，我们感觉到，每件事都是自动发生的，我
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静观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需要你投入精力的吗？只需要你的注意力变
得绝对的纯洁。我们看到一些男孩子，尤其是从外国来的，他们经常抱怨自己的眼神总是游荡不定，他们厌烦这一点，当他们看
到妇女或者他们周围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这样。我告诉他们，没关系，没有问题，在自觉后，我要他们时刻将目光放在大地母亲
上。他们开始低头走路，通过这样规律的练习，他们的眼睛现在已经变得这样的纯洁，纯真。所以注意力需要绝对的纯洁，但也
不仅仅只是注意力变得纯洁，而是当他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片刻，他就可以赋予那个人仁慈。如果他走进一个屋子，那个
屋子里就会有平安。无论他走到哪里，就将平安带到那里。他的眼神变得这样的有力量和纯洁，因为他充满了无我的爱。
所以，当他的注意力到哪里，他的注意力的作用就在哪里。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你可以通过他的能量去了解。还有另外一个以
太元素，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它来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力量都在那里，在我们周围，也是超级力量。比如，当你看这些美丽
花朵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没有人思考这个过程，但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就像我们有心脏
，也没有人思考它是怎样的？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如果你问医生，他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谁是这个自动？科学家对
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尤其是，科学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球上？你们已经进入到全能上帝的国度，享受并赋予全世
界的仁慈。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不求钱财无私地做着这件事情，正如你所知，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么伟大的事
情一直在继续着，我甚至没有一个秘书，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秘书。他们全心的做着这件事情，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
在讨论着怎么样可以去做对别人好的事情，怎样去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第三和最高的一点是你沉浸在喜乐之中（完美的祝福）。开心和悲伤只是我们自我的2个面，就像一个硬币的2面一样。当你的自
我变得得意洋洋的时候，你是开心的；假如你的自我感受到一点刺痛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悲伤。但是在霎哈嘉的状态，你变得喜
乐，在喜乐中没有二元性，你只是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享受着。这意味着你达到了静观的状态。你看每件事情就像是一出戏剧
。现代各种紧张和压力等的情绪就是这么消失的。我开玩笑的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的头顶上有一个洞，所有的问题就从你们的
这个洞里流出去了（大家笑了）。必须要理解的一点是，所有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内在的，只是在合适的时间把它们唤醒。在这
个时代，每件事情都将成就，而你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去到有害的导师那里去，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的主意。所以，一个人必须明白你需要成就什么？我们必须达到完全的成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不需
要做任何事情或者给予任何东西，你付出的只是一点点时间。但是当你走进这里，你会发现这里是知识的海洋，爱的海洋，仁慈
的海洋，在所有这些之上是宽恕的海洋。无论在自觉前一个人犯过怎样的错误，在霎哈嘉瑜伽中所有那些事情都应该忘记，不需
要有内疚感，你只是去宽恕每一个人。就是这样。霎哈嘉在这样快速的传播着，让每一个人敢都惊奇的是，可以千万人在一起就
这样成就出来。他们说最近一次有十万人来到浦内，每个人都举起手说他们感受到了那个能量。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继续并在霎哈

嘉瑜伽中成长，这是现在的一点不足。
采访记者：

Shri

Mataji，在每一个公开的讲座中，您会给千人带来Kundalini唤醒的体验，您能在这个节目中给我们的观众同样的体验吗？
Shri Mataji： 没有问题，我们在香港做过。我们访问香港，那里的电视台组织的节目。后来很多人都写信给电视台，但是没有人
把他们以集体的形式组织起来。但是现在在香港，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所以当然这是可能的。
采访记者： 那么，现在可以来体验吗？
Shri

Mataji：

现在？

（笑了。。。）好的，

那么现在每一个在看节目的人，

请脱下你们的鞋子，摘下眼镜，鞋子必须从这个地方拿开，因为大地土元素会吸收我们所有的问题。

想进一步了解全球免费的霎哈嘉瑜伽可以登陆网站联系世界各地的免费中心：
www.sahajayoga.org.cn中文简体
www.sahajayoga.org.tw中文繁体
www.sahajayoga.org.hk中文繁体
www.sahajayoga.org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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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公开讲座 1994年4月20日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首先，你们应该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你们不能改变真理，也不
能将它概念化。很可惜，以人类的知觉，你们没法知道真理。 今天无论我告诉大家甚么，你们都不必盲目相信。盲目的信仰已带
来很多问题。你们可以把我所说的看成是一个假设，但如果我的讲法得以证实，那么作为诚实的人，你们便要接受它。这是为了
你自己的好处，为了你家庭的好处，为了你们社会的好处，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世界上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人类引起的，是我
们制造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来自那些能量中心的。如果这些能量中心不好，你便会有身体的问题，情感的问题，灵性上
的问题。而在集体层面，便会出现政治、经济和种种问题。因此我们要知道甚么是真理。 真相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
，这个情感，这个头脑，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看这些美丽的花朵，你们不知道这是奇迹的创造，我们把这些生命的工作，都
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样，如果我们问医生，谁使我们心脏运作。他会说：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有很多事情科学
不能解释，因为科学有其限制。科学不能解释，为甚么我们要活在世上？不能说明，我们的进化有何目的？为甚么我们要成为人
？我们同时要知道，人类的知觉也是有其限制的。因此我们的进化还要更进一步。现阶段我们不知道绝对的真理。有人说这是好
的，有人说那才是好的。有很多辩论、争斗，甚至于战争。如果人都是一样的，人的头脑都是一样的，为甚么我们有不同的思想
？为甚么我们要互相斗争？为甚么要自相残杀？因为我们不知道绝对真理，我们所知的都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
。 我们利用这个体内的能量系统，使灵量升起，并与无所不在的整体能量联合起来。这个力量造就所有关乎生命的工作。当我们
与无所不在的整体能量联合起来，我们便可以知道绝对的真理，和我们所有的能量中心。 这便是"Buh"这个字的意思，佛陀(觉者)
"Buddha"这个字也由此而来，意即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思维概念，而是真实的实现。就好像你们都看见我坐在
这里，你们都不会怀疑。同样，你们会在中枢神经系统感知到真理。我们在进化过程中所得的，都能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感觉得到
。例如一只狗可以随意走进肮脏的地方，但人便不能够，因为人的感觉更为精微。 第二个真相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
力量存在。每一个宗教都描述过这种力量，古兰经称之为鲁哈(Ruh)，古兰经也提到：到了复活的日子，你们的手也会说话。圣经
也说，会有最后的审判。在印度的经典也有谈复活的日子。现在便是复活的日子，人们会获得灵性上的知觉。永恒的灵在你们心
中，全能的神在你们的头顶上。当灵量升至第六个中心，便会滋养它，将它打开。这样你们便感到有凉风，这是那无所不在的能
量所给你的感觉。在印度的经典称之为清凉的风，在圣经中叫做圣灵的凉风。现在时间到了，你们可以知道所有真相。首先你知
道自己的能量中心，这是对自己的知识。你们指掌上可以感应不同的能量中心，便知道自己有甚么问题，及应如何改正。 在印度
有三位医生，因研究霎哈嘉瑜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是可以验证的。如果你把十个小孩子的眼睛蒙上，然后
问他们：「这位先生有甚么毛病？」如果这些小孩都是得到自觉的灵，他们便会竖起同一根或两根手指。假如他们竖起这只手指
，表示那位先生有肺病。你们不必找医生去诊治，不必吃药。那些西药都有副作用，会引起其它问题。现在人们都对抗生素退避
三舍，现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相对的，但用能量的方法是绝对的，这样的诊断是绝对的，治疗的方法也是绝对的。也许由于某
种原因，这种方法对十分之一的人无效，但至少对十分之九的人有效。 我们要明白，这些都与钱无关，你们都不能用钱购买，这
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花了多少钱才购得我们的进化呢？我们向大地之母付了多少钱，才得到这些美丽的花朵呢？这是你们自
己的力量。灵量所在的三角骨又叫做圣骨，这表示希腊人知道，这块骨头有神圣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甚么，别无其它办
法。 在霎哈嘉瑜伽，你能进入现在此刻。我们时刻都想着将来或过去。一个思想升起然后降下，另一个思想升起然后降下，我们
则在这些思潮起伏中间，不能在现在此刻。过去已经过去，将来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与真实合一。真实便是现在此刻，灵
量升起以后，便把思想中间的空隙延长，在两个思想中间有一空隙，那便是现在此刻。这里你没有思想，你自在平安之中。这样
你便能在静坐之中，你们不能有意去静坐，而是要进入静坐的境界，我们称之为无思虑的入静境界。当你达到无思虑的入静境界
，你成为整出世界戏剧的静观者，你视所有为一出戏。如果你有问题，就好像你站在海中央，会害怕那些海浪。但如果你在船中
，便能看着那些海浪。如果你能游泳，便能跳入水中，拯救其它人。同样，你能静观你的问题，好像置身事外那样，于是便能解
决那些问题。你亦能解决他人的问题，听起来很神奇，但你们其实是很神奇的。你们有许多能力，只是你们不知道。就好像一枝
未点亮的蜡烛，点亮以后便发出光来。我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把一部电视机搬到印度偏远的农村，你告诉他们这箱子可以
看电影，他们不会相信。同样，我们相信自己不过是个箱子而已。但一旦你们接上了电源，便变得很神奇，这是一早在你们之内
的。如果这个麦克风没有接驳到电源，便没有甚么意义。此之所以人们没有身分认同，不知道应该做甚么。例如在美国，他们热
衷于发型，做这做那，因为他们没有甚么去认同。 你们的真正身分是：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的灵性能力会生长，你成为一个
注意力完全纯洁的人。耶稣说：「你们不可有淫邪的眼睛。」我到过所有基督教国家，但从未见过有谁，注意力是那么纯洁的。
当这种纯真的注意力放在某人身上，那人便能得享平安，而且得到医治。你的注意力发展出另一境界，你能感应他人的能量中心
，你变成具有集体的意识。你能在指掌上感应他人，如果你知道如何清洁自己的能量中心，以及他人的能量中心，便能解决所有
问题。所有的压力都会消除，你变得十分有活力，同时非常有爱心。这样一种新人类便诞生，他们很有智慧，做事敏捷，充满爱
心。你们会知道一切以前你们不知道的那些精微层面的知识。因此你们能明白老子所讲的「道」，能明白佛陀，菩提达摩的禅宗
，耶稣和所有降世神祇。你连接上了他们，因此你们才能具有这个力量。 最重要的是，你们跃进了喜乐的海洋。你能享受你自己

，不会觉得沉闷，你能享受其它人，但没有欲念，没有贪婪。你会抛弃那些毁灭你的坏习惯。就好像在黑暗之中，我手里拿着一
条蛇，我很自我中心，如果有谁告诉我，我手中拿的是蛇，我会说：「不，这不是蛇，是一条绳索。」除非那条蛇咬了我，否则
我不会将它抛弃。但只要有一点点光，我会马上将蛇抛弃。就是这样，有些人一夜之间，抛弃了吸毒的习惯。因为你变得很有力
量，没有甚么可毁灭你，你也不能毁灭你自己。 同时你跃进喜乐的海洋，喜乐不像开心或不开心，喜乐是绝对的。如果有人讨好
你的自我，你便会觉得开心，如果有人打击你的自我，你便会觉得不开心。但在一元的喜乐，你是永远在喜乐当中。你们知道，
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这里还是破破旧旧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繁荣的都市。不过你们需要的是灵性上的
繁荣，否则你们不能享受这一切。 我确信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觉。我知道你们心里有些问题。你们要知道，过去
二十四年，我都是这样周游世界演讲，我回答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是回答问题的专家了。但这些只是思想上的游戏，你们要
超越这个思维，进入无思虑的入静状态。然后是第二阶段，叫做无疑惑的入静状态。你们便拥有所有力量，能给予他人自觉，你
们能成就伟大的事情，你自己也会惊叹其神妙。只要你们有自信，相信自己今天晚上会得到，便可得到自觉。 霎哈嘉瑜伽是很容
易的，"Saha"的意思是「在一起」，"ja"的意思是「生」。你们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获得你的瑜伽，即与上天力量的联合。你们
不必作那些运动瑜伽的姿势，那只是瑜伽的一小部分。瑜伽不是在思想上的，你们毋须到喜玛拉雅山去做倒立的姿势，那是内在
于你们的，那是你们自己的力量。灵量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的一切，她很乐意给你自觉，让你得到重生。有些人宣
称自己已经得到重生，那不是真的，只是自我吹嘘而已。因为一个人，无论宣称自己是印度教徒、回教徒，或基督徒，都可作出
种种罪恶。而这些以宗教名义成立的团体，只是追求金钱的。你们看得出来没有？它们不是一些社交团体，便是追求权力的，没
有一个是追求灵性的。所以你们不应谴责宗教，应该谴责那些败坏宗教的人。在霎哈嘉瑜伽，你们会知道，所有这些宗教都是同
一颗灵性之树上的花朵，但人们摘下那些活生生的花朵，然后拿着些已死的花朵互相斗争。 我确信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都能
得到自觉。但我尊重你们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得到自觉，我不能勉强你。那些不想得到自觉的人，现在应离开礼堂。灵量不制造
任何问题，不会伤害你们，你们都会得到自觉。就好像种子发芽一样，然后你要来参加我们的集体静坐，你们毋须付钱。霎哈嘉
瑜伽的所有知识，你们毋须付钱去买。但我不能勉强你们，当然这个知识不是给那些愚蠢的人的，不也是给那些狂莽自大的人的
。你们必须谦卑下来，你们不必付出甚么，但你们要去接受。没有甚么要勉强你们的，这是你们自己的力量，会自己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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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首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你不能改变它，亦不能把它概念化。很可惜，我们不能以人类的知觉来了解真理。我向你
们说的一切，你们不用盲目相信。我们因为盲目相信而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们要像科学家那样，有开放的头脑，将我的说话视
为一个假设，若是真实的，你们便要接受，而不是要去盲目相信。若经验证明为真，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你便要接受。因为承认
真理是对自己有好处，亦对我们家人，以至整个国家都有好处，亦对全世界有好处。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来自人类的。当他们的能量中心出现问题，在身体及情绪上便会出现问题，以至整个社会、经济都会
出现问题。有些是整体出现的问题，但来源都是由于个人的能量中心出现问题。这些微妙的能量中心，在每个人体内都存在，无
论你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印度人，任何人都有。灵量(Kundalini)便是藏在脊柱底部三角形的骨头里，这个骨头称为圣骨(或译
荐骨Sacrum bone)，这个名字是来自希腊的，那是说希腊人都知道这块骨头是有神圣的意义的。

真理是甚么？真理是：你不是这身体、这思想、这情绪、这知识、这自我、这思想制约、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看这些美丽的
花朵，这便是个奇迹。我们从不去想这些花朵如何会有这么多色彩、形状、香气，我们很少注意这些奇迹般的生命过程。谁使我
们的心脏跳动？我们去问医生，他会说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他们就不问了。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这些生命过程都是由微妙、富有活力的能量开动的。这是上天浩爱的力量，不同宗教对此有不同的称呼。

很可惜，今日的宗教不是灵性取向的。起初，它们可能是的，但后来它们却发展成为金钱取向，或权力取向，这是绝对错误的。
为甚么要以神的名义去追求金钱？神不明白金钱是甚么，我们要给大地之母多少金钱来得到这些花朵？她根本不明白金钱是甚么
，银行制度是甚么。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的过程是不能用钱买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进化成人是不用付任何金钱的，我们不是先付
钱，才能得到进化。但通过盲目的相信，我们产生很多滑稽的想法。

当灵量上升便会穿越在上面的能量中心，最后穿过头顶的头盖骨，我们便能与无所不在的力量联系。我们的灵会启发我们的注意
力，我们第一次可从手指上感到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这感觉就如一阵阵的凉风。当我们建立了与上天的联系，我们便成为一个
很有力量的人，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惊奇。就如我面前的器材，若麦克风不是接驳到电源去，便没有意义了。若我们不是与上天建
立联系，我们便失去了认同，就如有些人奇装异服，行为滑稽，以此来寻找自我的认同。但实际上自我认同是来自内在的。当灵
量升起，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十分安详，一些神经衰弱等疾病都没有了，尤其在香港，我发觉很多人都有神经衰弱的疾病，人人
都拼命工作，因此产生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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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总是想着过去，或是计划将来，会有甚么问题产生呢？我们不能活在现在这一刻，现在此刻才是真实的。一个思想来到，
跟着又是另一个思想，一个接一个，我们便在这些思潮起伏之中，没法子停下来，但若灵量上升，一切的思潮都会平伏下来，我
们的注意力便能集中于「当下」这一刻，我们便成为平安的泉源。我们不能勉强静坐，我们是要自然的入静，感到无比的平安，
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就如一个无执着的静观者。我看过很多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或是和平组织的成员，但他们并没有平安，他
们脾气十分暴躁，你们要见他，要去拿许可证，这些人又怎能建立和平呢？因为和平是在自己里面的，这和平令我们进入无思虑
的入静状态，你没有思想，但你是完全清醒的，你就在现在这一刻，因为现在才是真实。当我们有问题时，我们就像在大浪的顶
点，但如果你在船上，你看到这些海浪，并能享受，因为你看到自己问题，故很容易去解决，你的注意力得到启发，渐渐地你看
事物会更清晰。当我们的注意力受到启发，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纯洁，再没有贪婪邪欲在我们的注意力当中，正如耶稣说：「你
们不可有淫邪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可以变得纯洁无邪的，眼睛会发出亮光，这类人只要看别人一眼，或将注意力放在某人身
上，都能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你的记忆力会变得很好，同时亦十分有活力，而且你亦变得十分有爱心，发展出十分多的能力，自
己也没有想过。很多练习霎哈嘉瑜伽的人都成为很出色的音乐家，他们达到很高的成就，但却没有自我，他们是十分之谦虚的人
，而且他们都变得十分正义。

你可以是印度教徒，基督徒，或回教徒，或任何一个宗教，但你仍会犯很多罪行。虽然你相信某种宗教，但你仍会做很多恶事，
那样宗教对你有甚么好处呢？但得到自觉以后，你便成为一个十分正义的人，基督徒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佛教徒成为真正的佛
教徒，印度教徒成为真正的印度教徒，所有这些力量都内在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觉到。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纯洁的愿望去得到自觉。所有其它欲望都不是纯洁的，因为其它欲望都是得了一个又想另一个，就像经济
学所说我们的欲望没有限度。但我们有一个最纯洁的愿望，我们或会察觉，或不会察觉。除非你这纯洁的愿望得到满足，否则你
不会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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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情要发生，而且是十分奇妙的，是我们开始在手掌上知道真理。我看过很多人称自己是甚么甚么。他们当中有很多假导
师，去欺骗人，骗去别人的金钱，而且更去催眠别人，更去破坏别人的灵量。那么我们怎样分辨一个人是真导师还是假导师呢？
我们可从手指尖感应出来。我们可从手指上感应出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人都不相信神，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合科学原则的
，因为你首先要去证实，然后才去接受。但透过霎哈嘉瑜伽，你可以找到答案，所有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去感应去判断。例如在印
度德里，有三位霎哈嘉瑜伽医生医治好很多疾病，因而得到医学博士学位。这个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它造就一切的工作。为
甚么灵量升不起？这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而已，这里我们是要自己去做选择的。我们得到自觉，便会进入喜乐的海洋。这种喜悦
不是指一般的开心或不开心，若我们的自我得到别人称赞，我们便觉得开心，若自我受到别人批评，我们便不开心。但我现在说
的是喜悦，它是绝对的，你跳进喜乐的海洋。

在这短短的演讲，我很抱歉，不能尽说有关霎哈嘉瑜伽的知识，一个人要对自己有耐性，因为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最后一个阶段
；若不去成就，我们做人便没有甚么意义，做人也没有甚么目的。我们要达到最高的成就是要得到更高的意识，称为「集体意识
」。即是说我们的手指可感觉到别人的问题，你知道别人的毛病在那里。你不单了解自己，同时亦了解他人，若你能诊断并医治
自己及别人，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但霎哈嘉瑜伽不是给低水平的人，亦不是给那些疯癫白痴的人。你们要知道得到自觉是十分
重要的，这力量能改变整个世界，若你想得到自觉，你要知道你生长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时代是开花结果的时代，这是最
后审判时代，你的灵量会审判你，这也是复活的时代，这是回教穆罕默德所说，亦在古兰经内记载的，到了复活的日子，我们的
手都会说话。

在坐的朋友可能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有二十多年周游演说的经验，我遇过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一一解答。但这只是人类思维层
面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自觉，得到真我的知识，若你们有甚么问题，可以写信给我。

得到自觉是十分简单的过程，五至十分钟已能做到，因为这个能量系统已在我们身上存在，但首先我要达到三个条件。第一件是
我们不可有罪疚感，若我们感到有罪疚，我们的能量中心便有阻塞。如果我们有甚么错处，我们便要面对，但不要去责备自己，
否则我们喉轮左部便会有阻塞，更会因此而引起很多疾病，身体的器官变得十分疲弱，人变得十分昏沈。

第二件是要原谅所有人。有人说去原谅人是十分因难的，但我们原谅别人或不去原谅别人，我们没有做过甚么，你亦不能向别人
做甚么。但若你去宽恕别人，你便不会去伤害自己。在额轮部位，即视神经交叉，是一个十分狭窄的通道。若我们不去原谅人，
这个轮穴便不会打开，灵量便不能通过，故在今日这个重要的时刻，你还不去原谅别人，你便错过了得到自觉的机会。你不用想
要原谅谁，只是一般地在心中说：「我宽恕所有人。」

第三件是你要完全有信心，你是可以得到自觉的。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人会认为自己不是太好，犯了甚么错。不要再去想
了，不要看低自己了。你最好对自己有信心，若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事情便不能成就。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那些不想得到自觉的，请离开这个礼堂，不想得到自觉的人应该离开这个礼堂。

最后，这个过程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集体的过程，微观的生命要变成宏观的生命，我们会变成整体的一个部分，这是个集体的
过程。今天大家得到自觉，要认真看待，我们还要进步成长，到一个阶段称为无疑惑的觉醒状态。我们再没有任何疑惑，而且我
们有能力去提升别人的灵量，我们可以医治别人，可以帮助别人，我们成为上天力量表现的途径，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那些不想得到自觉的人请离开这个礼堂。经过今晚这个讲座，你们得到自觉后，要继续来霎哈嘉瑜伽的练习班，那里霎哈嘉瑜伽
修习者会向你讲解一切，你们不用付出甚么金钱，只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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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真理概念化。而且以这个人类的意识，你们无法知道真理。如果人人都知道真理，便不会有任何问题。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
由人类引起的。而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于这些能量中心受损所引起的。 无论今天我跟大家说甚么，你们都不必盲目相信。盲
目的信仰已带来够多的问题。你们要像科学家那样，保持头脑的开放，把我所说的视为一项假设。但如果这个假设被证实，那么
作为诚实的人，你便要接受它。因为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为了你们社会的好处，为了你们国家的好处，最后是为了整个世界
的好处。 真相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情绪、这个头脑，你们不是这个自我，也不是这个思想积集，你们都是纯
洁的灵。你们看这些美丽的花朵，你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这是一项奇迹，但我们没有这样想过。谁使我们的心脏跳动？医生说
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我们从不去考虑，我们不能解释生命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对自己并没有知识。
此之所以佛陀，和耆那教的大雄，都不愿意谈论神。他们只想谈论人的真我，即他们内在的灵。同时谈论那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
的力量，这个力量造就一切关乎生命的工作。因此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不单只是佛陀，还有许多导师，例
如那纳克，都谈到这无形的力量。 情况是这样：如果你谈论那些花朵（神祇），人们便开始崇拜那些花朵。但如果我们要的是花
朵的本质，即那些花蜜，那就不如只谈论那些花蜜。但即使是谈论花蜜，也不过是一场演讲而已。无论是谈论有形或无形，最后
都变成一场演讲而已。要采得那些花蜜，你首先要变成蜜蜂。他们确实有谈到人的自觉，他们全都有谈到人的重生。这就是你们
来这里的目的。 今天不只是一场演讲，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成为永恒的灵。这是很重要的，有一
个力量在你们之中，能让你们得到自觉，这是即将要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演讲，一旦你们成为永恒的灵，你们便开始得到真我
的知识，在你们的指尖上，你们可以感应到，你们自己的能量中心，这就是「佛」(Buh)的意思，即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知道。这不
是在思维上的，而是实际的发生。这是你们自己的力量，当这个力量被唤醒，你们的许多力量便会显现出来。当灵量通过对上的
六个能量中心，便滋养每一个中心，同时照亮了它们。这样，你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情绪方面、灵性方面的问题，都会完全消
除。 在印度德里，已经有四位医生，因研究霎哈嘉瑜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有许多患精神病的人都得到治疗。此外，你自己成
为平安的泉源，在内在外都得到平安，能够成为整出世界戏剧的静观者。你可以是基督徒、印度教徒、回教徒或佛教徒，但你可
以作出任何罪恶，没有甚么可保护你。 那些宗教并没有错，但都给人变成追求金钱和追求权力的，宗教应该是追求灵性的。但现
在的宗教却不是。在得到自觉以后，你便能知道绝对的真理。每一个人所知的都会一样，就好像我现在坐在大家面前，人人都看
见，不会有甚么争论。但除非你们都成为永恒的灵，否则你们各自会有不同的观念。那些观念都不是绝对的，因此才那么复杂，
有那么多的讨论、论辩，甚至于战争。但如果你们知道了绝对真理，便不会有意见上之不同。如果有十个儿童，你把他们的眼睛
蒙上，问他们这位先生有甚么问题，他们会举起同一只小手指。你问那位先生是否有心脏病？他会说：「你怎么知道？」是那些
小孩子告诉我们的。因为在你们的指尖上，你们可以知道绝对真理。同时在指尖上，你们可以知道别人的状况。因此你便发展出
一个新的向度，我们称之为集体意识。因此你们知道你的真我，同时知道其他人的状况。 除此之外，你的注意力会变得完全纯洁
，眼神里再没有贪婪邪念。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得到自觉以后，你们便会做到。这种生成变化才是重要的
，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你变得很有力量，很有活力，同时十分有爱心。所以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们内在具备所有
的力量。而且你们内在那种潜伏的创造力，都会显现出来。现在有许多世界知名的艺术家，都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变成完全
正义和道德的人，你会自动抛弃那些毁灭你的坏习惯。有许多有毒瘾的人，一夜之间放弃了吸毒的习惯。如果你对他们说：「不
要这样做」。他们是不能做到的，但你们可以成为正义的人。 情况就好像是这样﹕如果有人手中拿着一条蛇，身处黑暗之中。你告
诉他，他拿着一条蛇，他不会把蛇丢掉的，直至蛇咬他一口为止。但如果有一点光，他便会立即把蛇丢掉。同样，当你得到觉醒
，便会抛弃那些毁灭你的恶习。 在这短短的演讲，我不能告诉你们霎哈嘉瑜伽的一切。但要让你们获得自觉，根本毋须甚么演讲
，这是个生命的过程，你们不能用钱去买，你们也不用偿付些甚么。就好像这母亲大地，你们要给她多少钱，去偿付这些美丽的
花朵呢？大地之母不明白甚么是钱。同样，上天的力量也不明白甚么是钱。你们有种子，而上天有让种子发芽的力量。因此你们
不能用钱来购买这一切。有许多假导师，他们装腔作势，骗取你们的金钱。你们不能用钱来购买你们的自觉，或者上天的知识。
你们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获得自觉。而这个现代是集体得到自觉的时代，我称之为开花结果的时代。现代那么动荡，有那么多
的问题，逼使人类追寻真理，寻找平安。 古兰经说﹕到了复活之日，你们的手都会说话，指证你们的不义。有人称之为复活的日子
。佛教里面说，会有未来佛降世。圣经称之为最后的审判，这时，具有灵性的人会出生在世间，获得他们的自觉。那时你们便会
明白，所有宗教都是由同一棵灵性之树所生的。所有那些降世神祇，那些先知和得到自觉的灵，他们所讲的都一样。这样我们便
能联合在一起。就好像微观的生命变成了宏观的生命，又好像滴水变成了汪洋。我们成为一体，变成上天的一部分。 霎哈嘉瑜伽
已在六十个国家发展开来，我从未见过有谁争吵，或使用暴力，因为你们都跳进了喜乐的海洋。喜乐不像开心或不开心，当有人
讨好你的自我，你便觉得开心。有人打击你的自我，你便觉得不开心。一分钟前你欢笑，一分钟后你哭泣。但喜乐是一元的，而
且是要去直接经验的。 我要对你们说，只有那些希望得到的人，才会得到自觉。你们不能勉强别人得到。这是要自然而然地发生
的。如果你有这个纯洁的欲望，希望得到自觉，你便会得到。其他的欲望都是不纯洁的，你永远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欲望。经济学

也说，人的欲望是不能完全满足的。今天你想有一间屋，然后是一部车，然后是一件家具，没有终止。无论你知觉与否，那纯洁
的愿望是与这上天的力量合一，而且会自己彰显出来，否则你们不会满足。 关于自觉，还有许多事情可以说，但这不是给浅薄的
人，也不是给白痴或愚蠢的人，而是为了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对自己诚实的人。我知道你们脑海中有许多问题，你们可以写信问
我。过去廿五年，我都是这样周游演讲，我知道怎样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只是思维的把戏，你们要超越这思维。
现在不想得到自觉的人，应该离开此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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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很多国家的母亲节与霎哈嘉瑜伽士的顶轮日独特的结合，我视今天为人类进化史上

最重要的一天。因为一切事件，降世神祇，灵性氛围的冒险对人类不但单毫无效益，他们还走进了某种茧里。茧里面没有任何门
户，他们撞向墙，从一些很祥瑞，极之漂亮的灵性里制造问题。在降世神祇身上是没法找到任何错误缺点，一切宗教都是以这些
降世神祇之名出现。我视这个茧为摩诃摩耶(Mahamaya幻象)，茧是无明。我们也可以说是摩耶(幻象)。茧不是摩诃摩耶所创造的
，是人类的无明和他们对错误的认同所创造的。 人类的本质是很容易认同于不真实的事物，但对任何诚实真实的却很难妥协接受
。问题在于真理是不容妥协。不知何故，各种无明、虚假，各式各样毁灭力量都结合在一起去吸引诱惑人。或许是因为人的自我
，令他对这些事物感到那么吸引，因为这些事物令他们的自我澎胀。就是这样。我们最难跨越的轮穴就是额轮，若你过分推展这
个轮穴，它便会把你一是带往左，一是带往右。我们因此陷入受摩诃摩耶掌管的无明中。 他们说，当女神在顶轮显现，祂会是摩
诃摩耶。以今天的世界，有可能以其他形相在这个地球出现吗？其他降世神祇会有极大的麻烦，因为在斗争期，人类的自我是最
大的，最大的。他们都很愚蠢，会对任何神圣的人格作出各种伤害，各种暴力。除摩诃摩耶这个形相外，没法以其他形相在这个
世界生存。摩诃摩耶也对追寻的人起作用。祂有多个面向，一方面，祂覆盖你的顶轮，求道者受测试。若你受奇特的人，奇装异
服，像很多假导师向你展示奇特的东西的人所迷惑，又或你迷恋于荒唐，低下的事物，就是因为摩诃摩耶，这些事物对人类是那
么吸引，又或我们可以说是摩诃摩耶在评价人。 摩诃摩耶像一面镜子，无论你的样子是怎么样，也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镜子是
不负任何责任。若你像猴子，反映出来就是猴子，若你像皇后，反映出来就是皇后。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给你错误的概念想
法，或给你一些虚假的东西。它只是反映真实。所以说摩诃摩耶欺骗我们是错的。相反，当你照镜子，你看到就是自己真实的样
子。例如你是个残暴的人，镜子照出你的样子便是个残暴的人。问题在于当摩诃摩耶作出行动，你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你把脸转
到另一面，不想去看，不想去知道。你看着镜子，看到某些可怕的东西，你把头转开，否定实相。「我怎会是这样子？我不是这
样的，我是非常好的，我没有不妥，我没有犯错，我完全没有问题。」 摩诃摩耶的第三个面向是你再次被祂吸引，某种意义而言
，你再次看镜子，不停的一次又一次看着镜子，你也在镜子里看到整个世界。因此，你开始感到︰「我在做什么？我是谁？这世
界是怎么样？我在哪里出生？」你就是这样开始追寻，你感到不满足，因此摩诃摩耶对你大有帮助。 我曾经见过有些人第一次来
见我，若他们看到我这样喝水，便会说︰「呀！她怎会是大人物？她也需要水！」又或我也喝…像你们一样喝可口可乐，他们会
说︰「噢！她怎会喝可乐？她不该喝这种饮料，她只该喝甘露。」所以摩诃摩耶的另一个面向是，就如人们来看我，有些人像这
样颤抖，他们就会想︰「噢！我们拥有大能，所以才会颤抖。」很多人也会颤抖，他们对自己的反应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们的反
应是︰「噢，我们到那里，取得所有能量，我们在颤抖，颤抖，颤抖，我们很了不起。」这些事件令他们更自大。但若他们看到
别人颤抖—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他们会问︰「你是谁？」他们便说︰「我们是来自医院公认的疯子。」接着他们相对地想︰「
噢！天呀，我们也是疯子或是甚么？为什么我们会颤抖？我们不应颤抖。若他们是公认的疯子，他们便会颤抖，我也在颤抖…。
」接着他们会以相对的态度看事物。一方面是有个公认的疯子在颤抖，另一方面你也在颤抖，因此你肯定自己也有些不妥当。这
种相对的态度帮助你拉开帷幔，拉开你不想面对实相的帷幔。 当这种事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相对而言，你便会与别人比较。昨天
，就如你在戏剧中看到，与别人相比，我们真的是头脑清醒，有智慧，合情理而又成熟的人。一旦你看到这种相对的升进，你便
会在霎哈嘉瑜伽安顿下来。 摩诃摩耶是很重要的，没有祂，你不能面对我，不能坐在这里，亦不能与我交谈，你不能与我坐在同
一车子里，也不能当我的司机，一切都不可能。我会漂浮在某处的空中，你们全都在那里，那会是一片混乱。我则不会，我不用
坐火车出门，也不用坐车出门，我只要飞出去—那是甚么？我不用在你们面前，我只要在nirakara，即无形相，但无形相又怎能与
你沟通？怎样与你和谐交往？就是这个原故，我要以摩诃摩耶形相出现，那么你们便不会害怕我，不会与我保持距离，你们能走
近我，明白我，因为若要传授人这门知识，若要给人自觉，他们至少要能坐在摩诃摩耶面前，不然若他们跑掉，有什么用呢？ 所
以在顶轮创造人类，创造极之人性化的品性，她以摩诃摩耶来。顶轮是最有力量的轮穴，因为它是七个轮穴与很多其他轮穴的结
合。透过顶轮，你可以成就一切，你能掌管太阳，掌管月亮，掌管地球，掌管天气，掌管一切。透过摩诃摩耶，事情很正常自然
的成就，它们应自然的成就。例如，有人会说︰「母亲，现在充满可怕的生态问题，你为什么不解决它？」若问题得到解决，人
们便不停的生产制造物品，这是人类的问题，若我把问题解决，他们便会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们要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要改变
习惯，他们要明白是他们在毁灭，在摧毁自己。不然，若问题解决了，他们永远都不会作出改变。 还有，我们能很奇妙的做很多
事情，我们可以说︰「母亲，你能解决霎哈嘉瑜伽士的问题，为何你不能解决其他问题？」不，解决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工作的
结果，也不是目标，我是要令他们装备好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我要做的。就如我说，你要成为自己的医生，自己的导师。
没有摩诃摩耶，你是不能做到，因为她知道怎样去纠正，怎样去控制，因为总括来说，人类拥有自由，霎哈嘉瑜伽士却没有这种
荒谬愚蠢的自由，他们有的是灵的自由。所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绝对妥当的，因为他们必须有更多更多的自由。但给那些不停犯
错，不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在做着怎样的错事的人自由，又有甚么用呢？所以他们要来霎哈嘉瑜伽，这就是为何这是摩诃摩耶的
形相(mahamaya

swarupa)。或许若我以母亲玛利亚或罗陀又或类似的形相来，他们会很开心的在这里唱歌，重点并不在于此。

现在你要成熟，你要成为某些，你要成长。为此，你先要来霎哈嘉瑜伽是很重要的，你要在霎哈嘉瑜伽成长，不然摩诃摩耶会继

续作出行动，向你玩把戏。再次说到水，他们也曾说︰「她为何有时需要水？她应是活在空中或…。」这是一出大戏剧，顶轮，
你也知道，是宇宙大我(virata)的领域，virat和viratangana。宇宙大我是毗湿奴，祂变成罗摩，再变成克里希纳和virat。所以祂就
像戏剧(leela)，祂是leeladhara，这是一出戏，要令这出戏剧妥当，我的形相便要是摩诃摩耶。但有时也有很多漏洞破绽，人们很
轻易的发现真相。其一是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生命能量作出行动，显现在我的相片里，在各种难以置信，从未发生过的
情况下把我揭露，我则常常对它怎能想到用这种方式揭露我而感到很惊叹。 这次在布里斯本，他们在外面拍了一帧彩虹的照片，
在静室外面，天空的景象很漂亮不凡，这帧照片把这景象摄入；另外，有一张我很喜欢的图画，是绘画母亲与孩子，圣母(Madon
na)与孩子，在天空中，那张图画。竟然能这样？它怎会知道我喜欢这张图画，还有这些？它就在天空中！所以生命能量想揭露摩
诃摩耶的容貌(mahamaya swarupa)，只为让你认识什么是摩诃摩耶。它想表达自己，我不曾透过任何途径告知和要求生命能量这
样做，但它却这样做了。因为它认为，即使现在追随母亲的人，仍未到达他们应有的层次。他们有些人动摇畏缩，很令人惊讶，
我不能相信他们能到达怎样的程度。在来到霎哈嘉瑜伽，看到我的相片后，即使是这样，他们仍然是那么愚蠢，这是事实。 这种
情况持续着，我不知道生命能量能像这样自然的运作到怎样的程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想你借着完全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
心，好好安顿下来。大部分这些图画、相片都会受人质疑，任何聪明的人都能找到方法途径质疑指责你︰「这必定是你伪造的。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知道自己没有，但却传出这种谣言。有甚么目的？我们没有把相片图画向外展示，只向霎哈嘉瑜伽士
展示，是甚么目的？因此霎哈嘉瑜伽士要明白，他们要成长。 这个成长有两方面，一是你自己︰「我花了多少时间想霎哈嘉瑜伽
，又花了多少时间想我的生活，我的教育，我的生意，我的责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这是很重要的，就如脑袋要思考，而
这个宇宙大我就在这里。所以在顶轮，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去想霎哈嘉瑜伽？我们能怎样传扬霎哈嘉瑜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
怎样去成就它？我该对它有多支持，以甚么方式来支持它？它怎能溶入我的生活中？我怎能看到一切都有霎哈嘉？甚么是霎哈嘉
文化？我是否在霎哈嘉文化里？我对其他文化，时尚或其他留有多少印象？我该怎样在思维上去取得，去成长成为霎哈嘉？ 例如
，一个拥有霎哈嘉品格的人，他在一切事物里都看到霎哈嘉，无论是花朵，地毯、光、雕像、吊饰、一切，他都能看到霎哈嘉。
怎会这样？现在看看，这些柱子有角度，试想像，要支撑它，你便要向一角弯曲，我们在霎哈嘉该怎么办？我们要向神圣弯曲。
就像这样，所有想法都是往霎哈嘉去想，一切思绪都是霎哈嘉。我曾经见过夫妇的婚姻生活，若两个都是霎哈嘉，他们会常常说
霎哈嘉，不会说无聊琐碎，一无事处的话，只会说霎哈嘉，怎会霎哈嘉（自然）的成为丈夫与妻子，有甚么关系，这是霎哈嘉最
有趣的。就像这样，你看到你做的，你想的，一切都以霎哈嘉的方式。 所以现在你能以摩诃摩耶来评价自己，你有多关心自己有
否想着霎哈嘉？其他忧虑就像这样︰「我可以怎样从中取利？我能取得多少生意？我能取得多少喜乐？我能解决多少生理毛病？
」所有这些利益都不能与你在霎哈嘉瑜伽的成熟程度相比。但思维却接管，它开始不停的思考，不停的徘徊在不同的事物上。这
些事物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房子，这些那些。若你以霎哈嘉的方式思考︰「我要做点事令我的孩子霎哈嘉；我要建
一所对霎哈嘉有用房子；我要有这样的言行以表达我是霎哈嘉。」你的成熟程度要到达你能感受到它。 首先是平和。若人没有平
和，便像一部摇摆不定的机器，他不能正常地思考，不能正常去看，不能正常地理解。你告诉他一些事情，他却理解为另一些事
情。现在整个世界都很不稳定，整个世界。这里新的政党解散了另一个政党，应是这个政党需要解散。一切都本末倒置，这一切
都是透过摩诃摩耶所作的。我们要承认，整个世界一片混乱，不是战争，不是冷战，是一种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滑稽可笑战争，
明白吗。现在你要怎样说今天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你看到甚么发生在波斯尼亚和其他地方，你发现愚蠢的问题浮现，人们互相
杀戮，没有和平，没有安全感。你发现这个世界，你明白，当你打开报章，今天我们有英文报章，我读不下去，很多妇女被人强
暴，很多男人被杀害，这种事情在发生，个人也是，总统在做着这种荒唐的事情，我是说你今天看到各种可笑荒谬的事情在发生
，当我是你这个年纪，我从没有听过这种事情，人们都是很有尊严，很合情理的。 现在发生的是他们都筋疲力尽，他们的脑袋没
有平和的去看他们在做着些什么，他们身处何方，他们有什么责任。可怕的事情在表达显现，媒体在报导传播可怕的事物，过往
从不如此，我们曾经读过媒体用漂亮的文章报导漂亮的事物，但今天却是天壤之别。 这是一个很物质的世界，极之物质，推销这
些，推销那些，推销人类。他们把孩子带走，把妇女带走，他们在售卖孩子，售卖妇女，这种事情持续着。推销神，推销灵性，
推销…我不知该说什么，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堕落腐败。所以需要有摩诃摩耶，透过祂你知道你要为你所
做的一切，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付出高代价。就如有个男人很任性，富毁灭性，他喝酒，吸烟，追逐女人等等，不出两年他
便破产，所以代价就是这样，无论他做过什么，你都看到他要付出代价。另一个男人︰「有什么错？有什么错？有什么错？」这
些荒谬的事情持续着，他染上艾滋病又或他染上其他不治之症。我们称呼它为Rokrah Devi ，意思是「付现金」，付现金，女神
付现金。「你这样做，好吧，得到这个；你那样做，好吧，享受它。」就是这样。特别是这位摩诃摩耶真的是很活跃，有时我也
被她吓一大跳，她惩罚人的方式真的是有点过分，但就是这样。若你开快车︰「噢！我享受开快车。」好吧，完蛋了，你最终脚
跛了或手跛了。 所以律法，上天的律法是透过摩诃摩耶来执行。它之前没有今天那么快。例如有个美国总统，这种大人物，我是
说试想像，他受来自路边的小人物挑战，怎可能这样？之前没有人能这样做。因为摩诃摩耶运用它的自由意志去审查人类的自由
意志。我们想享受的所谓的自由，已经到达尽头。人们开始想，这是什么？大人物，你要明白，有个拳击手，很有名的，人们通
常都追逐他，他现在却在监狱里。另一个参加格兰披治(赛车)的家伙，我常常都反对格兰披治，他突然死了。现在人们…他是个英
雄，这样那样，没有人会再这样了，对吧。英雄一个已经足够，不是我，先生，我不会参与这种格兰披治事业，够了。虽然创造
了一个英雄，但却恐惧做这种荒唐的事情，所以他们跑去…那叫作甚么？滑雪。因为滑雪，有人死了，有人脚破了。我想王室发
生了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很少来自英国的人滑雪，我想现在只有瑞士人要受教训。 是某些…你只要张开双眼，今天你读到某人很

炫耀自己，明天你发觉他在监狱里。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有个意大利的部长想见我，我说︰「噢！巴巴，我不想见他。」他过往
很不光彩，他现在已在监狱里，再不能与我见面。 他们都跌进自己的陷阱里，这个陷阱就是摩诃摩耶。她是你自己创造的，是透
过你自己，因为你不想面对自己，不想知道实相，你想逃避实相。这是摩诃摩耶的面向，就是你要马上面对自己，有多少事情发
生了？想想它。这个大，大人物在监狱里，很有名的人从…例如毒品，很了不起，富有的人，他们都在监狱里。这些事情都在发
生，为甚么？因为这位摩诃摩耶想教训你们，教训一个人能粉碎至少上千人的幻象，因为这些人看到重点。就如死亡来临，又或
其他事情临到他们身上。他或许还未得到教训，又或他已经死了，所以不能再学懂什么，但其他人能，教训就是这样传播开去，
媒体在某程度上也是，媒体常常报导坏消息，它也是在某程度上透过摩诃摩耶在做着好事也不自知。 让我告诉你，我们说的很多
事情…像抽烟出事了，喝酒也出事了。霎哈嘉做过什么？什么也没做，是摩诃摩耶(幻象)。他们患癌，医生现在知道他们是怎样患
上癌症，因此医生要求人不要吸烟，不然会生癌。 所以是摩诃摩耶制造这种…我该说这种事件。只是单一的事件便足以令人极之
小心留意。还有，这是个充满惊慌的世界，那么没有安全感。你忽然发现牛奶有毒，还有其他事件发生，水源受污染，接着你忽
然发现针筒受感染。因此，每个人都很紧张，想着拯救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开始想及它。若你来霎哈嘉瑜伽，这些事没有一件
会困扰你，因为摩诃摩耶其中一个面向，就是保护你，祂保护你。没有人能摧毁霎哈嘉瑜伽士，除非他想被摧毁，这是他们的欲
望，没人能触碰他们。 现在当他们谈及奇迹，像某天有个来自澳洲的男孩，新的霎哈嘉瑜伽士，当他驾电单车在路上风驰电掣，
忽然在有两辆货车从两面撞向他，他不但没有被撞倒，还只是像踢毽子那样跌倒在一旁，完全没有受伤，他站起来，他们都很惊
奇。他的电单车被完全撞散，但这家伙却完好无缺。他们不明白这个男孩怎会获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这些都显示摩诃摩
耶在保护霎哈嘉瑜伽士︰保护，非常关心。祂也在梦中作出保护。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人们怎样有梦，怎样取得药物，怎样得到
医治，怎样知道有危险，怎样在梦中有人告诉他其他人是这样那样的，他们有怎样的言行。你们不用在有意识的思维知道，但在
非常，非常深层的sushupti梦中状态，你知道什么对你好，什么对你坏，不知何故他们就是知道。这种知识，我们可以称它为直
觉，是透过摩诃摩耶而来。是她给你直觉，令你知道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怎样解决问题，你真的做到，无论你能否应付，你
都把问题解决了。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千零一个，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它刚在我脑海中浮现。在澳洲有个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很了不起的霎哈嘉瑜伽士，博学而单纯的人。一个可怕的家伙告诉他，要他买下这片名为Lilydale的土地，「我们可以在这里开
展霎哈嘉瑜伽，我们可以这样那样做。」所以他把所有赚到的钱，都付在购买这片土地上，这是开端，接着银行说︰「我们会借
钱给你。」但却在报告上写着︰「我们拥有霎哈嘉瑜伽的物业，我的物业，一切作为抵押，以防你万一不能还钱。」当我看到报
告，我想︰「太过分了。」所以我查询我的律师，他说你最好还是把这种情况刊登在报章里，不然没有人会要你的土地，或你的
物业或其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要往法庭多年才取回你的所有，所以最好刊登在报章里，说你和霎哈嘉瑜伽都与这个Lilydale
毫无关系。 这个男士很不安，因为银行不肯借钱给他，卖地给他的人要告他，他已经破产了，他不知该怎么办，惹来这样大的麻
烦。我说︰「不用担忧，你是受保护的。」你会感到很奇妙，虽然人有各种恐惧，他或许被拘捕，天晓得究竟他那所房子会被迫
出售，诸如此类，但相反，这片Lilydale土地，有人出更高的价钱来购买。所以他能以更高的价钱把它卖出。但你要有耐性，要有
信心和勇气。他说︰「母亲，我知道没有人能摧毁我。」 这就是摩诃摩耶怎样作出保护，摩诃摩耶首先是向所有人揭露这个坏的
霎哈嘉瑜伽士。他有很多支持者，有个很会说话的人，诸如此类，接着他们全都离去。所以它也在集体层面运作。有人想找霎哈
嘉瑜伽士麻烦，好吧，摩诃摩耶容许他麻烦人到某一限度，到某限度，接着祂突然作出行动，所以人们感到很奇妙，霎哈嘉瑜伽
士也很惊讶这个人怎会变成这样。 摩诃摩耶就像我的纱丽，就如你所说，在保护你。她很漂亮，很仁慈，很有爱心，很慈悲，很
感性，她对你很温柔。但她也是非常非常愤怒，会杀掉糟蹋神的工作的人，例如恶魔(rakshasas)和魔鬼，让你保持洁净，远离这
些坏份子。 另一个摩诃摩耶好的面向是祂转化你，一切都在人类的脑袋里。若你是个骗子，你便有个骗子在脑袋里；若你憎恨其
他人，全都在脑袋里；若你迷恋上某些事物，全都在脑袋里。这是头脑里很复杂的制约。所以顶轮很重要，毋庸置疑。宇宙大我
和viratangana的力量只能在有摩诃摩耶形相(rupa)时才能有效。而她，以她甜美的方式，开启，移除所有令你丑陋，令你可怕，
令你脾气差，令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制约。 祂是真的像大地之母，给予你祂的所有，令你真的感到非常喜悦，快乐，所以你享
受nirananda，只享受ananda，只享受喜乐。顶轮就是这样，这只能在brahmarandhra(梵穴)完全开启时才有可能发生，不然你不
能进入上天的爱、慈悲，川流不息的摩诃摩耶的精微里。 从外，我已经告诉你她是怎么样，从内，当你藉由梵穴(brahmarandhra
)进入渗透祂，摩诃摩耶，你也知道，祂是位降世神祇，是全能的力量，就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祂想教导你，祂想摧毁一切邪
恶，一切有害，一切富毁灭性的；另一方面，祂爱你，保护你，很仔细的指引你。祂的爱是不望回报，祂爱是因为祂自己也控制
不了，只是去爱，你完全沈醉、享受这份爱。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与祂很亲近，绝对与祂很亲近，他们随时都能请祂帮忙，无论何
时，祂都在支持他们。 所以顶轮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只能透过顶轮作出反应，透过顶轮，我们积蓄各种荒谬。活在这样荒谬的
世界，我们要像莲花那样，不受玷污，不受各种弊端影响。这就是测试，是pariksha，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既
能开花亦能创造芬芳，让更多人能进入这个美丽的氛围里。这是一场漂亮嬉戏的战争，我…我们可以说对抗负面的，这些负面算
是什么力量？这些制约算是什么力量？这些每个人看到的蠢事算是什么力量？ 所以我们发展了见识，远景，很清楚，你清楚明白
你要负起责任，你是顶轮的细胞，脑袋的细胞，你们全部人都要作出行动。昨天当你说这些光要照亮很多其他的光时，我感到很
着迷，这的确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承诺。所以来霎哈嘉瑜伽不单是为了你个人局限的品格和问题，就如我所说，一方面，你要成
长，另一方，每个人都要透过你而成长，这是你需要照顾的另一方面。 今天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摩诃摩耶的
彰显，它是那么美丽，这道已经开启的门，只能进入神的国度，享受天国的福气和保护，但要对它有信心，要有信心，不要受琐

碎小事困扰，我可以肯定能在很了不起的方式成就到。若你有这份完全的信心，完全的委身顺服，我可以肯定它能成就得很好。
愿神祝福你们。 So we will have a little Ganesh Puja and then a Sahasrara puja.

1994-0605, 英国伦敦公开讲座
View online.
英国伦敦公开讲座 1994年6月5日 皇家艾伯特演奏厅 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你
不能改变它，不能描述它，你不能说你知道真理，除非你真的知道真理。最大问题是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真理。他们是以自己思维
能力了解所谓的真理。若真理人人皆知便不再有争论、纠纷。我们要知道绝对的真理。若我们真的知道真理，便毋须讨论或持甚
么见解。我坐在你面前，你知道我坐在你面前，没有人说我不是坐在你们面前，因为你们亲眼看见，但绝对的真理是要透过你们
的中枢神经系统去感知的，这个知识在我的国家，你们的国家，甚至其他国家都已存在，但知道的人十分少。真正的知识是你们
进化过程的知识，当你们进化成为人类，你们还未完全完成整个进化。人人都可以看见人类互相争斗、冲突。 甚么是真理？真理
就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想、这个情绪、这个头脑、这个超我、这个自我，你们都是纯洁的灵，这就是事实。所有宗教
都不断说明有关个人的转化，你们要透过宗教而得到转化，没有一个宗教说你们跟从宗教的目的就是要跟从宗教。但我们要透过
宗教去转化自己。除非我们真的得到转化，除非你的知觉在进化过程中得到突破，否则你便不能以中枢神经系统知道真理。例如
，我们可以感知那些地方凉，那些地方热，这事实是不能被否认的。透过这样，我们要知道创造者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多的工作
。在我们人类体内有这些能量中心，正如你们在能量系统图中所见。 还有另一个真理你们要知道的，你们看见周围美丽的花朵，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甚至从不去想这些不同的花朵怎样从种子里生出来，大地母亲做了甚么工作，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我们
都视为理所当然。谁令我们的心脏跳动？若我们去问医生，他们会说这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谁发动这一切？你们
不能回答，例如为何你们会在这地上，为何我会在这地上。我们没有认同，没有目的，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答，若你们知道另一
个真理，就是知道有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造就一切有生命的工作，这是我们以前不能感知的，祂可被称为生命能量(Param
chaitanya)，或称为鲁哈(Ruh伊斯兰教的称呼)，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去称呼，都是指那无所不在的能力，造就一切有生命工作的力
量。那无所不在的力量造就一切有生命的工作，但我们不知道，故我们要真的感觉到。透过灵量(Kundalini)的提升，我们便能感
到。这力量是你所有的，灵量是你所有的，就如一颗种子，有生长发芽的时候，你们的灵量也有生长发芽的时候。如一颗种子在
大地母亲处生出来，你们的灵量也同样提升穿越六个能量中心，再穿过头盖骨，与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联合，就是这样简单，这
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把种子播在母亲大地上，我们做了甚么呢？我们甚么也没有做，只有大地母亲有力量去孕育种子，种子有力
量去发芽生长。故此这是你所拥有的力量，就是藏在你们的圣骨处，故这骨被称为圣骨，灵量从圣骨处提升，不会伤害你们，有
些书籍描述灵量提升是恐怖的经验，我以前从未看过；这不是真理，因为灵量是你们的母亲，这可称为上天力量的母性表现，要
知道她是你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她就像一盒录像带，纪录了你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这是我们的礼物。我们
要与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联合，就如这个麦克风，若不是接驳到总机，便没有甚么用，同样，我们要接驳到那伟大的力量，这样
我们便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更知道上天的浩爱是甚么。 若我们得到接驳，会怎样呢？首先你得到真我的知识，所有的能量中
心都得到启发，你开始感到你有甚么问题，之后，你也感到别人有甚么问题。你同上天有联系，你能感觉他人，并知他人是谁，
他人的能量中心。假如你知道如何改善自己及别人的能量中心，你便能解决问题。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自人类，人类大部
分的问题都出自那些能量中心，无论是身体、心理、思维、情绪，或灵性，所有问题，甚至是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问题，所有问
题皆出自你们的能量中心，你们是可以改善的。要医治这些能量中心，你要经过转化，这转化过程称为自我醒觉(Self-realization)
，或称为得到进化的灵。任何宗教都有得到觉醒的灵，但这统统被忽视，从没得到尊重。有一天我看有关真知派的书(Gnostic)及
他们的经验。里面所说的全是霎哈嘉瑜伽，「霎哈」(Saha)指一起，「嘉」(ja)指出生，你们一出生便带有这力量、这权利，成为
进化的人，这是简单、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所有有生命的都是自然发生的。这是十分奇妙的。在人类恶劣的世代里，即所谓的
斗争期(Kali Yuga)或现代，有很多虚幻、错误，因为这样，人们才要去追求。正如威廉‧布莱克说：「众人子去寻求上天终会得到
，会得到自觉，变得似神，也可令他人变得似神。」这就是今天要发生的，而且要在全世界发生，若你想解决世界的一切问题及
苦难，便要尝试成为真我。 我们经常说这是我的房屋，我的子女，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们经常说我，究竟这个「我」是谁？
这个「我」是在心中的「真我」，是永恒的灵的所在，是神的反映。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社会，很难对人说神，上天的爱，因为人
人都失去信诚，但霎哈嘉瑜伽是完全可经验的，你可在手指头上感觉到你自己及别人的能量中心，没有人需要说服你，或说出你
有甚么错。即使是小孩子，把十个小孩蒙上眼睛，问他们某男士有甚么问题，他们看不见那男士，他们只伸出一只手指，并问那
男士他的心脏是否有问题。那男士说「是」，并问他们怎样知道。我们是从手指头上知道这一切。我们从手指头上知道，并知道
如何改正自己及别人的能量中心。 我现在说的是爱与怜悯，爱是真理，真理就是爱，若不是这样，这就不是真理。这怜悯是如何
美妙地感知。若你们得到自觉，首先你会变得非常有活力，非常富同情心，自动地变成这样，因为这些特质都在你们里面。那些
特质被压迫、被挑战、被否认，但它们仍在里面，当你们得到自觉，你们便会奇怪为何你突然变得精力充沛。看那些刚才唱歌的
，我的父亲对我说不要教英国人唱印度歌曲，因为他们不能准确发音。但且看，自然间，他们晓唱梵文、印地语及马拉塔语的歌
曲，这是十分难学会的，任何语言的歌曲他们都会唱，这真奇妙。这不算甚么。但要发生的是你得到力量给他人自觉，像一支燃
点的蜡烛可燃点很多蜡烛。同样，我不能到达每一个国家，但每一处，即使是西伯利亚，都有很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其散播就
如风吹播种一样。每一处我也惊奇人们如何接受霎哈嘉瑜伽，因为它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改善你的身体，在印度有三位医生得

了博士学位，第四位正在研究癫痫症。癌病也可彻底医治，很多疾病都能医治。但不要来这里求医治，却要来这里求得你的自觉
。 第二样要发生的是你的注意力得到启发。若你的注意力得到启发，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都能产生作用，你可以用你的注意力
了解他人，无论那个人是在生还是死去，或是在遥远的地方，就如建立了沟通，你就好像一部计算机，开始工作，解答一切想知
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我，若我这样说，人们都不接受。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我如何说服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相
信任何美好的事物，但那些真正的真理追求者，那些不是只懂批评的，便得到这福报；他们明白这些，而且他们会得到自觉。当
他们得到自觉后，便成为十分美丽的人，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以往吸毒、酗酒、入住精神病院，但他们都得到改变。 事
情就是这样发生，你们不用归功于我，要归功那创造者。这项工作在印度由来已久，但这成为秘密，我们有这传统：就是只有一
人能得到自觉。在以往，人要得到自觉是十分困难，但现代是开花的日子，因为这是集体地运作的，如果我有做过甚么的话，我
就是发现如何实现人类集体得到自觉的方法。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你们不用任何努力，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第二是你们不
可用钱去买这些。人们要知这神不懂得金钱，不懂得银行的。你不能付钱去买，若可以用钱买的话，这便不是来自上天。上天是
不能用钱买的，当然你可用钱租这个礼堂，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这次用钱租这个礼堂，但你不能用钱去得到自觉。这是自然而然，
活生生的，就如我们不用付钱给大地母亲，去得到美丽的花朵，我们不能向大地母亲付钱、购买。当然你们可能遇过很多所谓的
导师去破坏上天的名誉。他们对金钱有兴趣，你怎样想象一个来自上天的人对金钱会有兴趣，若他对钱有兴趣，他便不是从上天
而来。有一件事我要说给你们听的，就是你们要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到灵性上。你会成为属灵的人，事情便会自然解决，你不用担
忧，因为若上天的力量在你里面，你便是属于上天的国度的，事情便能解决，任何事情都能顺利，由小至大的事情，你会稀奇事
情是如何的顺利。你会惊奇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所做的事情是如何的顺利。我没有秘书，甚么也没有，我不懂得银行事务，但事情
却自然而然地顺利成就，这只是因为有上天浩爱的力量去造就了一切。 我们要忘记以往，我知道很多人有不愉快的过往，我们不
知道爱，不知道爱心，也不能在心中将其发展出来。但现在我们心中都有慈爱，那不是指言语或行动，而是指令事情顺利发生的
力量，你们的注意力充满慈爱。第二件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是，你们进入了无思虑的知觉状态。好像说在以前我叫你们将注意力放
在自己身上，你们不能做到。又或者叫你们停留在现在此刻，你们不能做到。他们不是活在过去，便是活在将来。你们常在思潮
的起伏当中，不能停留在现在此刻，如在现在此刻，你们没有思想，在那状态中，你们便能生长。这令你们得到平安。平安不是
靠组织一些大团体便可实现的。平安在我们之中。如果我们实现了内在的平安，便毋须那些团体。你们变成是平安的泉源。但首
先你们要通过进入无思虑的入静来实现那种平安。在梵文，我们称之为Nirvichara Samadi。第二阶段是无疑惑的知觉状态，你们
就再没有任何疑惑，像节目介绍人史派罗医生一样。他没有任何疑惑，他是个医生，我们有七八位医生纪录通过霎哈嘉瑜伽得到
治疗的病例。他们都没有任何疑惑，这时你们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你们能给予他人自觉。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会惊奇自己的
能力，这些能力现在还在潜伏的状态。最后是你跳进喜乐的海洋。喜乐之中没有快乐不快乐两面。在平时，有人讨好你们的自我
，你们便觉得快乐，有人打击你们的自我，你们便不快乐。但在喜乐之中，你进入静观的状态，给你极大的喜乐。到目前为止，
你们还未经验到这种喜乐。这种喜乐是不会被破坏的，你给他人自觉的时候，也同时给予他们这种喜乐。你们令事情顺利成就，
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你们以第三身说话。「母亲，事情顺利成就」，或「母亲，事情不顺利成就」，你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做事的
时候不感觉自己正在做任何事情的吗？因为对他来说，行为变成非行为。你在做事，但同时不做任何事，你不感到自己在做事。
你们都知道我年纪很大，在座之中可能我的年纪最大，但我经常出门远行，做很多事情。人家问我为何能做这样多事情，我说因
为我并不做任何工作。好像在旅途的时候，我不是在旅行，我好像坐在自己家中一样。如果你不感到自己在做事，便不会感到疲
累，这样你便变得很有活力。 我们有许多人是这样，我不知史派罗医生告诉你们没有。有许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成为世界知名的
艺术家、音乐家。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练习霎哈嘉瑜伽之后获益良多。但这不是电视上那些访问，麦克风式的宣传，而是一种实际
的体现。你们不必请教任何人，你们可以感应到那无所不在的力量，好像是一阵凉风一样。商揭罗大师(Shankara[charya])称之为
清凉的风。你们可以在指掌上和头顶上感到这些凉风，这是你们第一次感到上天浩爱无所不在的力量。这世界不是为战争、敌视
、杀戮和暴力而创造的，也不是为庸俗的生活而创造的，而是为了美丽和道德的生活，也为了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要达到的。
这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你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权利。 在过去，只有个别的人能够得到自觉，但在现代，群体的工作才可顺利成
就。我们不收任何费用，那些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的人甚至不能捐钱给我们租用这个礼堂。但你们要谦卑地来到集体之中。当
我来到时，数以千计的人在座，我离开后，他们便不来到集体之中。然后他们说：「母亲，我患了癌症」，或其他病症。因此你
们要谦卑地来到集体之中，我们并没有甚么宽敞的地方。如果你在心中谦卑下来，来到集体的静坐地方，他们便会教会你一切，
关于你的一切知识。你会惊奇你得到甚么能力，惊叹上天的能力，并且惊叹这种能力如何帮助你。现在已到了开花结果时代，但
亦是最后审判的时代。如果你希望落入地狱，那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希望进入天国，现在也是很容易的。因此为甚么不试试。我
知道在英国有许多真理的追求者，有些误入歧途，那并不重要。已发生的已经发生，但现在，你要决定要得到自觉。没有人可以
勉强你，因为你们要自己决定愿意得到自觉与否。 你们的纯洁愿望会使事情成就，因为灵量是纯洁愿望的力量，是神的愿望的力
量，是母性的力量，我们可称她为太初之母，祂反映在你们的灵量之中。当然人们不相信，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也许是保罗删
掉的。许多经典都没有描述神的母性力量。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然后说有圣灵。只有父和子，
那是多荒谬！那圣灵便是太初之母。我读真知派的经典时感到很惊奇，书中不断有描述太初之母，以及她如何在我们之中，我说
的都在书上有纪录。他们是真知派(Gnostics)，Gno在梵文的意思是「知道」，他们有真正的知识，但却受到执掌宗教的人士迫害
。因此你们不要只是追随祖父辈，像参加会社那样相信宗教。你们要成为真我，才能进入集体，因为真我是神在我们体内的反映

。神将我们创造得这般美丽，我们不应破坏这个身体，那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 就好像周围完全黑暗，你会踏在他人的脚上，但
如果有一点光，你便会看见错误。我常常举手中拿着一条蛇为例，比方说周围一片黑暗，你看不见手中拿的是一条蛇，你以为是
一条绳，除非蛇咬了你，否则你会继续拿着它。但如果有一点光，我们便会抛掉它。你自己会这样做。在得到自觉以后，你不必
别人告诉你，应该怎样做，我从不说这类的话。因为如果我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们一半人便会离去。在你们自身的光之中
，你们成为自己的导师。你会知道自己的错误，甚么是会毁灭你的。你便不希望继续这样做，你希望建立自己，并建立他人。这
样你便能尊重人类，尊重自己作为一个人。他们变成一个光辉的人格。那个人格早在你们之中，很容易便可达到。 有些人胡乱批
评霎哈嘉瑜伽，有些人说我将子女与父母分离，那是荒谬的。有许多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觉得西方的环境不利于儿童，因为许多
儿童都染上毒瘾等等。他们要求我们在印度设立一间学校，此学校位于喜玛拉雅山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于是有人开始说我们将
子女与父母分离，事实是那些父母把子女送到学校的。他们都很满意子女在学校中成长。如果印度有学童被送到英国读书，天公
地道，如果英国有学童到印度，就像犯了罪一样，我真的不明所以。科学从西方来到印度，我们接受它，但如果那「后设科学」(
meta-science)从印度来到西方，是不是就有过错呢？我们要接受对自己及他人有好处的事物。我们要成为世界性的人，宗教应该
是世界性的，是在我们之内唤醒的，不只是种信心，而是我们的内在被唤醒。好像现在的基督徒、印度教徒、回教徒，他们可以
作出任何罪恶，但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却不能够。因为他的内在宗教已被唤醒，他就是不能作出任何罪恶。这是我们要达到的。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指掌上知道绝对的真理。许多人不相信有神，我说：「好，你试问一个问题。『有神没有？』他们立即感觉
手上的凉风。因此你们可以在指掌上知道答案。无论你相信甚么，仍然是在思维的层面。你相信这些，别人相信那些，但你知道
真实吗？你要知道真实，那是很容易的。但你要有谦卑的愿望去知道它，这所有都是属于你的，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你们不欠我
些甚么，这是属于你们的，你们要去得到。一旦你们得到，并且生长，你们能给予他人。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我们要有些经验，
史派罗医生说要给你们一些经验，那是很简单的，只须十至十五分钟。但那些狂妄自大，只是来批评的人却不能得到。当然白痴
也不能够。开始前，我要告诉你们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你们要有完全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自觉。你们不要怀疑自己，最
终来说，你们都是人，你们都在进化最高点，你们并不知道。第二，你不要感到罪疚。内疚有甚么用？如果你们做错些甚么，改
正它便没事，为甚么要带着这个包袱。如果你们觉得内疚，左边喉部的能量中心便会严重阻塞，他们会生脊椎病、心绞痛，同时
器官会变得疲弱。如果你追随假导师，念诵一些错误的咒语，你也会有阻塞。已发生的已经发生，但在此刻，我告诉你们，你们
没有做错甚么事是值得内疚的，请相信我。如果你们犯过甚么罪恶，早已在监狱之中，不会在这里。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要宽恕别
人。许多人说宽恕别人很难。这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无论你宽恕不宽恕，你能做些甚么呢？如果你不宽恕，便落入错误之中。
那些伤害你的人反而相当高兴，而你则落入他们的圈套，伤害你自己，因此你们要宽恕，只要说︰「我宽恕所有人」。你们不必
想着那些人，因为如果你老是去想，便会产生问题。你只需要一般地说︰「我宽恕所有人」。在此刻你们要宽恕，这是很容易说
的，只要你决定去宽恕别人。以上是三个先决的条件，都是很简单的，希望你们能够做到。然后我们进入得到自觉的过程，那是
很简单的。 首先我希望大家不介意脱下鞋子。起初我要求参加者脱下鞋子的时候，他们便离场，因此如果你感觉这样不好，请你
不要这样想。你们要在一个「当下」的状态，要对自己感到满意，你在此已很足够。不要贬低自己，如果我说了甚么话令你不舒
服，请忘记它，那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感到平安祥和才能发生。 现在请将两脚分开，我不知道史
派罗医生告诉了你们多少关于左右两脉的知识，那是代表两个力量的。左脉是代表情绪和过去，右脉代表身体、思维和知性。这
两个力量分别在左右两边。中脉是让你们得到升进的。现在要把代表两个力量的脚分开。在左边的第一个力量是欲望的力量。如
果你希望得到自觉。我已告诉你们，我不能勉强你们，请将左手朝向我，表示你希望得到自觉。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用右手滋
养我在左边的能量中心。闭上眼睛之前，我会示范给大家看，如何按着这些能量中心。
医生请过来。我们有许多医生在座，我引以为荣。 首先将右手放在心脏位置，如果你成为纯洁的灵，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将手
放在上腹位置，这是你导师原理的中心，掌管上天的律法。现在将手放在左边下腹位置，这是上天律法的中心，很奇怪它的位置
很低，关于上天律法的知识是纯洁的知识，其他所有知识都是不纯洁的，纯洁的知识是上天律法的知识。然后将手按在上腹位置
，用力按住，然后按着心脏，然后按在左边肩膊和颈项相交的位置，头向右转，这是你们最糟糕的中心，那是由于你们感到内疚
所致的，于是产生我说过的所有问题。感到内疚有甚么用？跟着将手横放在前额，把头垂下。这是宽恕别人的中心。然后把右手
按着后枕，头向后仰，这是让自己放心，要求上天宽恕的中心。最后你们要张开手掌，然后放在头顶最高的位置。请把头垂下，
用力按紧头皮顺时针方向转七次，请慢慢做。请把头向下垂，手指向上翘，这样会增加压力。这是全部你们需要做的。 现在请闭
上眼睛，不要闭得太紧或太松，正常的闭上便可以。请记着将左手朝向我，两脚分开，将右手放在心脏部位。在心中是我们永恒
的灵。现在你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母亲或锡吕‧玛塔吉女士，在心中问这问题三次﹕「母亲，我是永恒的灵
吗？」问这问题三次。我已告诉你们，你们成为永恒的灵之后，便是自己的导师。现在将右手放在左边上腹位置，用力按住，然
后问另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吗？」问这问题三次。现在请把手放在下腹位置，用力按住。我不能勉强你
们得到纯洁的知识，你们要自己提出要求。这个能量中心有六块花瓣。你们要问六次：「母亲，请给我纯洁的知识」。我不能勉
强你们，请你们要求六次。你们问这问题的时候，灵量便开始升起，跟着我们要用自己的信心支持我们的能量中心。现在将右手
放在左边上腹位置。这里你们要充满信心地说：「母亲，我是自己的导师。」这个能量中心是由那些伟大导师创造的，好使我们
能得到醒觉。我一开始便告诉过你们，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自我或超我，也不是这个情绪或头脑，你是个纯洁的
灵。现在将右手放在心脏位置，充满信心地说：「母亲，我是个纯洁的灵。」请说十二次。然后将右手放在左边肩膀与颈项交界

的位置，头向右转。这里你们要充满信心地说：「母亲，我毫不感到罪疚。」说十六次。那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是知识、
喜乐、慈爱的海洋，更重要的是它是宽恕的海洋。无论你们犯过甚么错误，都会溶解在这宽恕的海洋之中。现在将右手横放在前
额上，把头垂下，那是很重要的，这里你们要充满信心地说，次数多少无所谓，「母亲，我一般地宽恕所有人」。我已告诉过你
们，无论你们宽恕不宽恕，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如果你不宽恕，自己反倒会陷入错误之中。此外，在现在此刻，你还不宽恕的
话，这个能量中心便不能打开。这是一个很狭窄的能量中心。你们不宽恕别人，常常折磨自己。在现在这个重要时刻，如果你不
宽恕，灵量便不能穿过，因此请宽恕所有人，不要想他们，只要去宽恕他们，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将右手放在后枕位置，头向上
仰。这里为了使你们放心，不要感到内疚，不要数算自己的错误，你们须要求得到宽恕，请说：「上天啊，如果我有意或无意的
做错了事，请宽恕我」。你们可说三次，但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自内心，发自内心，一次也足够。发自内心的要求会很快
的成就事情。最后的一个能量中心在你们头顶，在孩童时那处是一块软骨，即脑囟的位置。请完全张开手掌，将手心放在这脑囟
的位置。手指向上翘，这样才有压力，把头垂下。在此我重复说，我不能勉强你们得到自觉，你们要自己作出要求。请将头皮慢
慢转动七次，并说：「母亲，请让我得到自觉。」这是不能勉强你的，请稍微低头，并说七次。 现在慢慢张开眼睛，可以戴上眼
镜了。双手朝向我，不要思想，望着我。现在右手朝向我，稍微低头，左手放在头顶上方，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气从头上升起来
。不要把手放在头上，要离远一些，有些人近些，有些人远些，因人而异，请调整一下距离，看看有没有凉风升起。现在请将左
手朝向我，头稍低，你们的灵量已升起，现在试试看有没有凉风从头顶升起。如果你不宽恕别人，升上来的便是热气，请现在将
双手像这样朝向我，请现在就宽恕所有人。没关系，过一段时间热气便变成凉风，不要感到难受。现在将右手朝向我，用左手试
试，看有没有凉风升起，或者是有热气升起，现在两手朝天，头向后仰，问以下任何一个问题三次：「母亲，这是圣灵的凉风吗
？」在心中问三次，或者问：「母亲这是鲁哈(Ruh)吗？」又或者：「母亲，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吗？」问
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三次。现在请放下手。
将双手像这样的向着我，你们可以在指掌上感到有凉风或热气的，或在头顶上感到有凉风或热气的，请举高你们双手。 我向你们
致敬，愿神祝福你们。现在你们圣人般的生命已经开始，请相信我。但你还要在里面生长。要生长，你们要来到集体。没有人会
向你们收取费用，但你们要悉心照顾你们的自觉。了解它以后，在一个月内你便能掌握霎哈嘉瑜伽的知识。但你们要来到集体的
静坐聚会，史医生会告诉你们有关的详情。跟着会有音乐表演，我希望大家一起鼓掌，那能令你们手上的能量中心打开多一些。
我很高兴，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得到自觉，那些得不到的人不要担心，他们应该来到我们的中心，他们会取得所有的数据，以及关
于霎哈嘉瑜伽的一切。同时你们会感到惊奇，那些困扰你们的迷惑已经过去，你们现在已在真实当中。这是要发生在这个世界的
，好使我们通过人类内在的解放，能结束所有困扰和问题。愿神祝福你们。
他们会唱一首马拉塔语的歌，我想是在十六世纪，由Namadeva 写的。他是位伟大的诗人，以裁缝为业。有一次他去采访一位陶
匠，那陶匠也是一位圣人。他看见陶匠模塑陶泥的时候，灵感突然而来，写出了美丽的诗句。诗中说：「我来此探望圣人的能量
，但你却亲身出现在我的面前。」只有圣人才能对另一位圣人说出这样的话。这样互相欣赏，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此外，Namad
eva 到旁遮普，看见那纳克(Nanaka)。那纳克很能明白他。Namadeva 用旁遮普文写了一部大书，收在锡克教经典之内。那是由
那纳克写的。他们都是圣人。这首歌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每个村落都有人唱，但他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歌词说：「母亲啊，请给
我瑜伽，请让我得到自觉」。这些英国人曾到印度村落中跟当地的人学习，用原来的风格唱出。这是能够提升能量的。

[Sahaja

Yogis sings "Jog.Wa"- ] – Marathi song [Mother stands up and Bows and leaves] [Announcement by Dr David Spiro about where
follow-up meetings are held and centres where they are held in London and around the country] [Sahaja Yogis sings "Ap.Ne Dil
Me"] – Hindi song

1994-0828,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1994年8月28日 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克里希纳。你们都知道，克里希纳是毗湿奴的转世。毗湿
奴是宇宙的持守者。世界被创造之际，必须也创造一个持守者，若没有持守者，世界便会受到完全的摧毁。人类就是这样，他们
对世界可以做出任何事。毗湿奴是持守者，祂不单是持守者，还是唯一以祂原本的形相降世的神祇。当然，梵天婆罗摩有时也会
降世，但祂却以不同的形相降世。在进化的过程中，祂以不同的形相，不同的途径来到地球，但祂仍然，正如你所说，十二，锡
吕‧罗摩到达十二，祂实际上在十已经存在。祂创造合适的环境，让很多伟大的先知围绕祂，因此他们可以保存宇宙的正法，保存
的基础是正法，你们都知道这是灵性生活最重要、最基本的基础。在正法中，若有甚么一定要建立，那必定是平衡。人们惯于走
向极端，所以祂在我们内里建立平衡。正法的第一个原则是平衡。若没有平衡，人类便不能升进，就是这样简单。若飞机失去平
衡，便飞不了，若人没有平衡，就如一艘船，不能动。同样，人类首先要平衡，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能
力。我说︰「Ya Devi sarva bhuteshu Jhati rupena samstita」，意思是天资不同，他们出生时已经拥有不同的资质，不同面孔，
不同肤色，这是为了创造多样化。若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他们便像机械人。把每个人创造成不同的模样，依照他们的国家，他
们的父母…这些都是锡吕‧毗湿奴原则掌管的，祂创造多样化的世界。是祂赐予多样化，锡吕‧克里希纳则是主管人。

克里希纳降

临的时代，人类是极之严肃，极之仪式化的。原因是因为罗摩降临，祂谈论分际(maryadas)，分际令人极之，极之苦行，这种苦
行的人，失去了喜乐，失去了漂亮，失去了多样化。锡吕‧克里希纳因此降世，我们称为sampurna，祂是完全的，因为祂拥有十
六片花瓣，月亮有十六个kalas，祂也有十六片花瓣，所以祂是sampurna。祂就是我们称呼的purnima，即盈月。祂的降世是完全
的，从毗湿奴的降世，到很多其他的降世神祇，祂以祂完全的形相降世，锡吕‧毗湿奴完全彰显。若罗摩的降世有任何缺乏，是克
里希纳作出补足。 你们都知道在中央，在右心轮有十二片花瓣，因此，祂显示很多别人完全错失的东西。很不幸，薄伽梵歌有记
录，因为薄伽梵歌有记录，人们不去理解，却一字一句的遵从。在薄伽梵歌，祂的信息从来不是和平，祂没有说你要平和，就像J
ihad对亚周那说︰「你必须作战，这时候，你要为正法，为真理作战，你必须抗争。」亚周那答︰「我不能杀害我的叔父，我的
祖父，我的所有亲人。」他说︰「他们是谁？你在杀害谁？他们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正法。若没有正法，你便是死人，所
以你在杀害谁。这是我们现代看到的，特别是美国，这个代表喉轮的国家。他们没有正法，因为毒品，或无论你怎样称呼它，因
为对各种疾病的恐惧，他们已经死了。既然他们已经死了，你又在杀害谁呢？这信息是祂在Khurukshetra传达给亚周那的。跟着
祂说︰「你请求我去杀死这些人，因为我内在有正法，我要杀死他们，好吧，除了这些，还有甚么？」甚么是超越这些？祂描绘
霎哈嘉瑜伽，超越这些是霎哈嘉瑜伽。首先，他在第二章描绘谁是Stita prAgnya，即平衡的人。他说这类人不会生气，不会发怒
，内在绝对的平和。他跟着描述的是真正的现代，我们可以说是霎哈嘉瑜伽，祂在说人必须要变成这样。他没有把这些记录下来
，也没有说该怎样做才能变成这样。他描绘的正是基督，基督说，若有人打你一边脸，你的另一边脸也要给他打。所有这些，恰
好就是霎哈嘉瑜伽士的未来，不是俱卢(Khauravas)与般度(Pandavas)这两个亲族作战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在战场里，他告
诉他，若你成为平衡的人(Stita prAgnya)，便可以超越这些问题，这些误解，变得完全的平和。一方面，他说你要作战，在现代我
们不用与俱卢作战，没有俱卢，但五位般度必须与俱卢作战。 现在，这五位般度是甚么？是我们的感官，也可以称它们是分裂成
不同元素的宇宙。他们必须作战，与我们内在的俱卢作战。现在却有成千上万的俱卢，不止一个。若你把它伸延，你也可以说是
大自然与违反大自然作战。大家说愤怒是自然的，受困扰是自然的，好勇斗狠是自然的，不是这样的。愤怒以及所有这些或许是
自然的，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能力升进是自然的，自然的升进得更高，自然的成为平衡的人，自然的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这
些全都已经安置在我们内里。例如，种子是种子，它是种子所以我们称它为种子。播放种子是很自然的，跟着它发芽生长，长成
大树。这种生长过程是最自然不过的。成千上万的树木成长，一切只源于种子。你们都知道，它们都曾经从小小的种子，经过上
千次的发芽，长成大树，长成植物。这是新事物，所以当祂说，你必须变成平衡的人，祂在说你必须平衡。现在祂说，战争持续
，当他们在战斗，好吧，你也必须作战。你要与人作战，若你想杀死他们，也没有问题。战争结束后，你要做的是建立灵性，我
们现在需要做的，必须做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灵性。不单正法，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以为他们向着正法，便会没有不妥，他们在正
法里工作，过着正法的生活，他们的确是这样。我很惊讶和高兴他们能这样做，这不是终结，这是平衡，你在平衡自己。 你现在
要赶上前，建立灵性，传播灵性。这也是锡吕‧克里希纳的工作，因为祂与各处沟通。你们都知道，美国与每一处地方沟通，虽然
以错误的方式。它拥有计算机，拥有各种沟通的工具，它的沟通能力是天生赋予的。他们不相信锡吕‧克里希纳，亦不相信正法，
所以它在错误的基础上，以这种错误的基础，他们开始传播，以这种非常非常错误的基础，他们开始传播各种污秽肮脏的事物，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们，那是违反人性，违反升进，违反神，他们却在做着这些事情。 为甚么？为甚么他们要做一些不该做
的事情？我想是思维能力(intellect)，也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我应该说这是脑袋，那是宇宙大我的宝座，你可以想象吗？是宇宙大
我的宝座，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做了些甚么？他们说这是自然的，自然的不正法，自然的好勇斗狠，自然的金钱取向。他们
能拥有一切都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认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想以理性去说服你这是正确的事情，若不这样，你是不能存在的，
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些都变成他们的文化。若这是文化，不单是美国的文化，因为聪明，大家都接受这种荒唐的文化，他们是更加
聪明。你见到时刻都想着金钱的人，他们很自然的变得非常聪明，某程度上变得尖锐，变得精明。变得精明就像他知道一切，以

为自己知道一切，他做的任何事，任何行为都是对的。所以，他内在的般度(Pandavas)，他拥有的元素，全都用在毁灭，完全的
毁灭，反对神的用途上。他意识不到这些，因为他的思维力量常常为他辩护。他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的。祂赐予智力超群的人
太多聪明才智，他们却违反正法。打个比方，就连锡吕‧克里希纳，他们也这样描绘︰「锡吕‧克里希纳有五个妻子，之后祂有十六
个妻子。」实际上祂的妻子是祂的力量。若不理解锡吕‧克里希纳，你的聪明便很粗浅兼荒唐，不能令你有正确的思维，也常常误
导你。它推动你是因为你想对一切辩护，这种辩护令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若不是这样，通常你与自己是相处不来的。过着不
正法，好勇斗狠，又或你称为制造战争型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却能过这种生活。 我对人类的期望，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
与此并列的，是西方文化。你看到他们是怎样为自己辩护，为不道德辩护。当弗罗伊德出现，他甚至取代基督，当然，我的意思
是，他必须要这样，因为基督比穆罕默德还严肃。祂说若任何人的眼睛犯错，挖去这只眼睛，任何人的手犯错，切去这只手。我
的意思是，若按基督的话，大部分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没有手的。感谢神，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跟随基督。穆罕默德认为基督为男
人做了很多事，为甚么不为女人也做点事，所以祂为女士做了点事。祂们两位对人类都太严厉了，他们却意识不到，谁会为此挖
去一只眼睛？他们拥有聪明才智。现在若他们看着妇女，他们的辩解是，这是自然不过的事。若畜牲是自然的存有，你有否看过
畜牲有这种行为？我们比畜牲更差。通过这种智力来理解事情，我们制造了怎样的混乱。聪明人告诉我们甚么，我们都接受，聪
明人的问题是他好支配人。 就如现在，一些潮流开始，我们接受，这是潮流，你为甚么要接受？因为这是潮流。你被企业家的生
意头脑完全愚弄，这对有智慧的人不会起作用，他们会说︰「走开，我们曾经听说过这些。」这是关乎道德，这是西方最差劲的
习性，我必须说，比畜牲更差，这就是他们为甚么仍在受苦，受很多疾病，很多麻烦，各种事情的苦。第二种我们常常自我辩护
的是暴力。虽然现在的kurukshetra没有战争，你却看到四处都是暴力。在美国是很可怕的，当我的女儿到达美国，她脱下所有饰
物，把饰物给我，她说︰「妈妈，我不能配戴饰物。」没有甚么是可以给女孩的，只有人造的物品，不然人们会为此杀掉你。我
不单说在美国，在每一处都是。因为美国是每个人的导师，从美国开始，导师制度是从美国开始，人们只是盲目的跟随。 他们把
暴力带入电影，印度电影也是，虽然现在他们有点抗拒，或许这对我们是太过份了。你可以杀死任何人的这种想法，若持续下去
，若这是伟大的准则，那么在进化中，卢旺达人必定是位于最高位置。杀人是不容许的，我们不能杀人，但穆斯林却在杀人，每
个人都互相杀戮。前几天，他们在没有任何原因下，在印度杀了一个好人。好勇斗狠这念头最终为你带来杀戮，你却连一只蚂蚁
也没能力创造，又怎能杀人？当然，这种杀戮是有极限的，像希特勒相信自己处于世界的高峰，这也是一样。你只是忘了你是谁
，藉由你的自我，你假设自己是很了不起。同样，在霎哈嘉瑜伽，我发觉最近有人说他们是神，他们是降世神祇，他们是一切，
这种自我的行为实际是在消耗你的聪明才智。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他的聪明，原因是聪明是那么有限的，那么有制约，那么傲慢，
那么盲目的。 智慧却完全不同，你不能从学院，学校，大学，任何地方学懂智慧。你可以在哪里获得智慧？只能藉由你的灵，它
给你对错的完整概念。错误的事情，有才智的人常常都会接受。我们要明白，聪明不代表智慧，这是两码子事________聪明和智
慧。克里希纳公认是外交家，他拥有神圣的外交手腕，甚么意思？祂非常聪明，这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聪明，你是不能做到。我
曾经遇过地位很高的人，他们甚至并不怎样聪明。我现在却看到这种聪明是非常危险的。克里希纳运用祂的聪明才智，祂是很有
力量的，没有甚么可以控制祂，就算祂的聪明也不能控制祂，祂懂得运用祂的聪明。你必须明白两者的分别，你要懂得运用你的
聪明而不是聪明控制你。祂藉由聪明才智解决很多问题。祂的外交手腕就是运用祂的聪明才智，来达到上天的目的。上天常常都
帮助祂去运用祂的聪明。我们与克里希纳的分别是，我们是聪明的奴隶而祂则是聪明的主宰，祂不单是聪明的主宰，还是一切的
主宰。祂掌管祂的制约，祂的情绪，祂的身体，祂掌管一切。当你掌管一切，你便清楚的看到你的聪明才智。啊！理应是如此，
但不是。这种聪明令你有所谓的正面思维，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主人，虽然它本应是正面的。 或者，同样的聪明令你感到你地位
低微，聪明在玩弄你。不应是聪明指引你，应是智慧指引你，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有一件很好的工具去感觉它。藉由生命
能量，你可以分辨甚么是好，甚么是坏。你已经是人类，你也受聪明的影响。通过霎哈嘉瑜伽，你可以判断聪明想告诉你甚么，
最主要的是你拥有的聪明是从何而来，必须从精微层面去理解这聪明怎会出现。 聪明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很快变得很活跃。
我曾经见过有些孩子极之聪明，却没有智慧。若你只是脑袋过度发展，可能是母亲很聪明，或是父亲很聪明，所以他们的孩子有
很好的遗传。又或是因为环境，就像若你在一个特别的国家出生，忽然你变得非常聪明。我曾经见过一些美国人，他们每时每刻
都在阅读，每一次遇见他们，他们都在阅读，连英文书也不放过。我不知道阅读可以得到甚么，他们读每一本书。若你问他们甚
么是计算机，他们懂计算机，他们懂这些，那些，懂一切…我却甚至连关电视也不懂。若你问他们电视，他们会…任何你想知道
的机械问题，他们都懂，任何政治问题，他们也懂，这人的父亲是谁，他们可以告诉你，「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是这样
的。」这是无明(avidya)，不是知识，是非知识。因为他们懂得一切，所以以为自己很聪明。

藉由这种智力，这种意识的出现，

他们开始创造一些非常聪明的玩意，特别在美国，我见过他们为孩子制造各式各样古怪的玩意，只为榨取金钱。例如，某些怪物
或类似的人生日，你可以想象吗？任何生日，有时，你甚至看到…大家都为此开盛大的生日会。他们开始想，让我们为狗做生日
，因此有狗的生日会，任何人都可以为他们出主意。一些机构的人说︰「好吧，当你快要死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想穿甚么，结怎
样的领结，穿甚么鞋子，甚么衣服，还有，想用怎样的棺木，胶的，木的还是其他物料造的。」我的意思是…指定到这种程度。
有人说︰「把我们放在冰块里，你看，我们便可以在这里。」 我想最差的，特别在欧洲，是他们的广告，宣传去渡假。在意大利
，若有人没去渡假，他会说︰「我的生活有危机」「为甚么？」「我不能去渡假」。跟着他们说你必须渡假，把脸孔矖黑，留在
酒店里，很多不同的酒店因此出现。每一个人都必须出门。我很惊讶的发觉，全米兰关闭了整整一个月，甚么人也找不到，我想
他们全都出门了。就算只是住在森林里，也是好的，在森林学懂的东西比浪费时间在海岸多得多。他们在糟蹋所有的海岸，对是

他们父亲的海不尊重，他们亦没有互相尊重。妇女令自己苗条，外表看来很好，为的是可以在哪里裸露身体。整个工业都很坏，
我的意思是…若有人问你喜不喜欢到海边去，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到一处很多愚蠢的女人，在太阳下忙碌的把自己矖成古铜色
的地方。若你是聪明的，你怎会接受这些愚蠢的念头。 今天很多流行的玩意，大部分来自美国。我必须要说，大家都追随。正如
我说，美国是所有东方人、欧洲人、英国人和所有人的灵性导师。还有另一件事情在发生，你看到你居住的地方的风气，我注意
到特别在英国，他们可能不觉得怎样。有次有个清洁工来到我的家，我们正与海牙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一起，试想想，全球的最
高法院的法官。我告诉那清洁工︰「请把这些垃圾倒掉。」「太多了。」通常都是这样，你看他们是非常…我不知该怎样说，他
们是愚蠢兼骄傲。我说︰「你不明白吗，你想要多少钱？」我给他十镑，那时候的十镑是很多的钱。他说︰「你不懂法律，你们
都是印度人，都是黑鬼。」那位在我家的男士走出来问他︰「你为甚么在这里叫喊？」「你这黑鬼，你不懂法律吗！」他是世界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这个愚蠢的英国人却对他说这种话。英国人真是，真是哑的。他们的聪明从不告诉他们，他们是微不足道
的。 他们有甚么值得自豪？这种不懂说话的人。我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天气冷，他们冻僵了，又或是其他原因，他们以为自己是最
聪明的。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好，我却很惊叹在他们的学术刚有点成就时，他们说黑人像野兽。很多书籍对黑人都有这种描绘，他
们视黑人为野兽，但黑人却是活生生的。我也不知道怎会这样，在那时候，黑人比他们先进。我在这里也见到他们有这种思维，
英国人一样，只想着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甚么也不懂，毫无智慧。他们在印度生活了三百年，却甚么也学不到，你因此可以想象
他们有怎样的智慧？他们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仍然很模糊。就像萧伯纳

(Bernard

Shaw)，我认为他是很模糊的，我视他是很伟大的剧作家，但却很模糊。 跟着说到法国，天啊，你可以清楚看到法国人是怎样否
定锡吕‧克里希纳。法国想在外交方面有最高的成就，但却完全缺乏外交手腕，无用的人。他们糟蹋印度的电话就如糟蹋自己的电
话一样。他们开始对喝酒狂热，你能否想象锡吕‧克里希纳喝酒？他们甚至连「酒字典」也有，还一本接一本的书籍讲述喝酒。我
的意思是你想象不了，任何已经进化的人，会接受这种你必须知道该喝甚么酒，该买甚么酒，怎样的平底无脚酒杯盛怎样的酒的
荒唐文化。他们全是无脚的酒杯，我认为他们只是无脚的酒杯。他们怎能接受这么愚蠢的文化，社会会接受吗？ 另一种广为社会
接受的是娼妓。道德上他们完全否定锡吕‧克里希纳原则。他们那种摧毁自己的人民，痛打一切的行为是种族主义。你有否想过肤
色可以分隔人？相反，我必须要说黑人，特别是在印度的黑人，他们比所有白种人的总和还要进化。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是有
智慧的人。但那些白种人，我们持续…我的意思是他们怎样得到美国？他们是那么好支配，他们是占领了美国，才能安居下来。
昨天，你看到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人，是怎样相信智慧，怎样过生活。他们却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你现在看到每一个美
国人都是业主，怎会这样？你们攀山涉水而来，来自另一个国家，却毫不因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而感到内疚。这表示他们甚至不是
人类，却以美国人自居而安居下来。我不知道美国(America)这个字的来源，若它代表「amar」，它不是，若它代表「americas」
，也不是。无论是否这两种解释，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是从何而来，是某些「a」，意思是他们依附它，智力却更能增长，为甚么？
同样是因为金钱取向，我不懂经济，他们脑袋里的冒险故事登陆全球，令全球经济衰退，出现各种欺骗手段，还有黑手党。这就
是他们所谓的经济。霎哈嘉瑜伽的经济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受这些经济潮流的荒唐念头束缚。这些只是剥削，是市场学，只为令
人留下印象，只为推销货品，只为做这些，做那些。所有这些，我可以说，都是经济的侵略。 锡吕‧克里希纳又怎样？祂是国王，
祂活得像国王，祂住在Gokul一处简陋的地方，毫不执着。他们最先执着于金钱，任何可以赚钱的行为都没有不妥。有一次我们来
到印度的酒店，与一些美国朋友一起，就如平常一样，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吃得像美国人，你要明白，印度人没法与他们相比，他
们可以吃得很多。他们在吃，不停的吃，我们没法与他们相比，真的，老实说，是我们不好。一段时间过后，他们说︰「你吃完
了吗？」我说︰「吃完了。」「好吧」他们叫服务员。「把这些包好。」我说︰「甚么？为甚么要包好这些食物？」「是我们付
钱的。」「你付钱！但我…在印度，没有人会吃别人吃过的食物。」「不，你拿走它。」他们完全没有因此感到羞耻，不知羞耻
。我说︰「在印度我们不会这样做。」他们说︰「为甚么？」我说︰「这是没礼貌的。」「我们已经付了钱，付了钱，拿走它就
不是不礼貌。」我说︰「啊！我们不想拿走。」「那么，我们拿走它吧，我们会在晚上吃，又或在黄昏时吃。」 这种吝啬的人在
说他们很富有时，我感到很惊讶，他们只想着自己，极之吝啬。美国人表面极友善，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经验是他们不会像英国
人那样，看不起人，他们不会这样，但他们却很肤浅，你送他们十件礼物，他们也不会回赠一件，完全没有判断力，没有羞耻之
心。为甚么？原因是︰「我们付钱的。」我的意思是当你走到任何地方，任何餐厅，你会很惊讶，在美国，任何吃剩的食物，他
们都会拿走。他们吝啬的程度，已经到达毫无羞耻心。吝啬并非来自霎哈嘉瑜伽，你不能吝啬，你必须慷慨，你必须给予，你必
须能感受别人的感受，这是你唯一可以表达自己的途径，慷慨不是要把你创造成大英雄。 差劲之中的最差劲要算是荷利活的电影
工业，以工业的名义，你可以为所欲为。荷利活在制作这种可怕的电影，最差的是他们竟然因这些影片而获奖。有一出电影，我
不曾看过，我不想看，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男人是食人族，他吃人肉，在吃人肉时他还表现得很享受，这是一出非常，非常有名的
电影。还有，这出电影不单有名，还得了最佳电影奖，最佳演员奬，最佳…你必须把这个导演捉拿来，要他吃人肉，只能这样做
，我想这是可怕的…他们还制作另一些影像，我看过很短的一段，挂着很多死尸，很可怕！为甚么他们喜欢看这种可怕的东西？
他们有怎样的品性？他们何去何从？为甚么他们享受有人性的人不享受的？更甚的是万圣节的生意。我看过一出电影，我说︰「
天啊！这是地狱，就像在锡吕‧克里希纳的愤怒里。」是克里希纳的意识在运作，在千件事中，有一件事在美国令你震惊，也在英
国，还有在欧洲，我想奥地利还好一点。但在奥地利，若你在静坐班之后，晚上走在路上，你必须拿了很多可怕女人给你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没有一处…你要明白，我们是迫着走在这路上，她们也控制不了，就像这是她们的权利，去注视这种女人是你宣称
的人权，她们站在路上也是她们的人权。一切可怕的事情在我们周遭发生着，因此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要更加以锡吕‧克里希纳原

则来装备自己。 最先的原则是沟通，你怎样与别人沟通。从家中开始，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怎样与他们沟通。你
是否温和？是否仁慈？是否好支配，好侵略？请去找找看。这种侵略可以是无尽头的，可以是来自女人也可以是来自男人。在这
里，我必须要说，多数来自女人。很抱歉这样说，以我的体验，我看到女人是非常专横。在印度，则是男人极度专横，但在这里
，我发觉专横的是女人。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是要有好的态度，在这里我却找不到好的态度，除了他们穿得很好外，或许…他们
穿一些特别的服装，好的态度只反映在衣服上。但当他们在一起，却只谈丑闻，我的意思是这是令人受不了，他们讨论的是可怕
的丑闻。你们要明白，克里希纳从不谈诽闻，怎会这样，这个锡吕‧克里希纳的国家，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竟然以全世界的丑闻来
装备自己？我就是不明白为甚么大家对丑闻那么感兴趣，丑闻幅盖全部的媒体。这是绝对违反锡吕‧克里希纳，因为他们想榨取金
钱，这是一种互相勾结的生意，人们喜欢听这些荒唐的事情， 报章因此才刊登丑闻。三十年前，你不会听到这些，有关这些的书
籍都是禁书，但现在，丑闻却忽然兴盛起来。任何杂志，任何你接触到的事物，你不明白他们在鼓吹甚么，他们在鼓吹礼教的完
全灭亡。大家却接受它，喜欢它，去成就它。他们利用妇女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愚蠢的女人却接受。当然他们也好支配，有人因
为能控制别人而高兴。一个女人在杂志里，自夸她一生中有四百个男人，你能想象吗？就算是地狱，也没有位置安置这个女人，
你可以怎样安置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这种运动，是绝对违反正法以及沟通的原则。 你现在该怎样沟通
？以正派的，温柔的，美好的态度与别人说话，与霎哈嘉瑜伽士说话，与每一个人说话，你必须以很亲切的态度说话。我不是指
法国式，把身体弯曲，以各种虚假的态度，不是这样。我是说若你要自然的与人说话，言词必须是正派的，态度要庄重亦谦卑，
不是吱吱喳喳，说话太多，不是这样。相反，这只是锡吕‧克里希纳的风格。简单来说，祂的力量是madhurya，是甜美，像蜂蜜
一样。当你敬拜锡吕‧克里希纳，你必须知道，要以令人愉快的态度与别人说话。 (锡吕‧玛塔吉在说印地语) 与人交谈，态度要很
可亲，很友善，令人愉快而不会激怒人，也不要说些令人不安的话。有些人习惯说些激怒人的话，这是絶对不好的。另一些人在
谈生意时，说话很体贴，但说到其他事情时，却说话苛刻。在印度，有耆那教(Jain)的小区，我曾经见过很多耆那教教徒，当说到
生意时，他们是你所认识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一说到其他事情，例如捐款等等，他们的话就极之尖酸。他们只会为愚蠢的事情捐
款，而不是一些合情理的事情，他们亦只为极之愚蠢的目标工作，而不是为明智的目标。还有另一个称为Sindhis的小区，他们深
受西方的影响，与西方人一样。若他们知道可以与你谈生意，你会忽然发觉他们变了脸，忽然改变了。你不明白甚么发生在这些
人身上，又或他们发现你是活生生的，因此他们改变了。 克里希纳则完全相反，祂常常到Vidhura家中作客。Vidhura是女仆Dhas
i的儿子，他是已得自觉的灵。祂常常到他的家，留在他的家，谦卑的住在他的家，吃哪里简单的食物，却不往在Duriodhana的宫
殿里。我们却与祂相反，我的意思是若有人知道你拥有一所宫殿，他们会对你极之和蔼，极之友善，但若他说是住在小屋里，他
便是微不足道了。以精微的层面来说，这是那么金钱取向。锡吕‧克里希纳从不关心钱，也从不受钱所困扰。祂那种对王位，对他
的王国，对金钱的完全不执着，充分显示祂的性格就是这样。当你有执着，你便深受金钱之苦。很自然，若你手上拿着一条蛇，
蛇常常会困扰你，是吗？但若你能不执着，相同的金钱，你却可以好好的运用。但若你变成钱的奴隶，钱便会控制你。你很清楚
，这些日子里，拥有钱是很危险的，反作用是建基于此，所有元素就是这样向你反击。 你们也见过来自内华达山脉的人的智慧，
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理。当我们想赚更多钱，不停的赚钱，脑海中满是钱，掠夺者便会在附近出现。我想最差的要算是以企业家自
居的人。例如，他们说︰「现在，你要拥有品牌的手表。」每个人都追求名牌手表。前几天我到意大利，不，是伊斯坦堡，我发
现在法国出售的衬衣，原来是哪里生产的，但却像在法国生产一样，实际却不是。全部衬衣都是在伊斯坦堡生产，只是加上如Lac
oste等各种不同的牌子，人们愿意付任何金额的钱去购买这些衬衣，他们实际想买的，不是在土耳其制造的货品。买剩的货品，
我们都可用七英镑买到。愚蠢之处是他们愚弄你，Pierre Cardin是另一个名牌子，还有的是，Armani吧，这只是在意大利，在美
国更多，更甚的是他们自动的找你，来到你的房子。英国更差，他们很没礼貌。当他们来你的家吃晚饭，会把盘子反转，看看它
在哪里制造，真的，公开地的这样做。他们还讨论餐具是哪里来的，虽然他们以为自己很富有，但却愚蠢的受你拥有这类手表，
你拥有这些东西这种荒唐追求名牌的行为愚弄。 在英国，莎维尔洛(Saville Row)这个名牌子，他们把它放在外面，你明白吗，放
在大衣外面，你可以想象吗？有牌子的，一切都是那么混乱。一方面，他们很聪明的知道这是生意，是潮流，另一方面，却不知
道自己是蠢人，常常因为说这是特别的东西，那是特别的东西，这是有牌子的而受愚弄。该怎样说…是背后有一所大机构。霎哈
嘉瑜伽士必须明白，这些都是骗人的，愚弄人的，但他们却穿在身上，只为炫耀而全都穿得一式一样，这是甚么？为甚么会令人
留下印象？试想想。聪明点想想，为甚么这些令你留下印象，这种愚弄人的东西却持续着。它们没甚么特别，都是一式一样的。
他们告诉我在伊斯坦堡，货品制造后，再加上这个商标。普通货品的售价是六元，有商标的则七元，没有甚么特别，特别的只是
这是奸计，我想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特别是美国，或许还有法国，法国人是，你也知道，奇怪的人。我今天向他们展示这种愚蠢
的制造货品方式，成本只是五百英镑，但大家都接受，他们都是没有智慧的。 你们现在都明白聪明和智慧的分别，为甚么要炫耀
，炫耀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在土耳其，加上这商标的成本只是一元，蠢人却在炫耀。我们是否只有聪明才智，却没有上天的力
量？任何人都可以愚弄你，令你做你喜欢的事情。从六吋的裙子开始，好吧，每一处的裙子都是六吋，七吋的裙子怎样也找不到
，这不是走入潮流，而是走入疯人院。 现在看看克里希纳的风格，祂的智慧，祂静观一切，祂是怎样玩耍，怎样取胜。若祂执着
，就不能做到。要克服执着，首先你要脱离这种反锡吕‧克里希纳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潮流，那是潮流，所有这些潮流是
极之，极之富毁灭性。不要把油涂在头发上，不然最终你会秃头。好吧，有些专家，你明白，还有造假发的设计师，名牌子的假
发，你带上假发，假发上写上名牌设计。我是要指出，人类因为他们的聪明，可以变得这么愚蠢。 今天我不想再描述锡吕‧克里希
纳的质量，这些质量你们都知道。在西方，人们却远离锡吕‧克里希纳的风格，祂的处事方法。祂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摧毁邪恶，摧

毁负面，带来喜乐，那是Ras，祂开展Ras，Ra是这个能量，Ras是你拥有的能量，这就是你怎样玩弄能量，与能量一起及享受能
量。祂令能量变得神圣。当然现在甚么也是神圣。祂令人知道甚么才是神圣，只为以令人愉快，开玩笑式来表达你的喜乐，因为
喜乐是锡吕‧罗摩缺少的。所以祂说，要让自己享受，这只适用于霎哈嘉瑜伽士，不是其他人。 其他人，你知道他们走进酒吧里，
甚么会发生。我这里有一张证书，证明他们是非常平和，非常好的人。锡吕‧克里希纳又说又做的是，我们必须享受一切，以正法
的途径，不应不依正法，正法必须能带给你喜乐。若你是正义的，你知道甚么会发生，你变得很严肃，毫无喜乐，有时也有点悲
观，因为你以为全部人都是正义的。锡吕‧克里希纳的处事方式是你必须令人愉快，必须充满喜乐，这种喜乐要传播给人。没有这
种喜乐，你不是好的传播者。你们都知道，当我到达法国，他们告诉我︰「你看来那么喜悦，你必须告诉人你是不愉快的。」我
说︰「我不是。」「若你不这样说，他们不会相信你。」我说︰「为甚么？」「因为他们全都不开心，他们以为自己很不愉快。
」因此我以「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来开始我的讲座，我告诉他们，每四支灯柱，就站着一个妓女，每十支灯柱，就有一间
酒吧。我看到很多人坐在人行道上，我因此问他们︰「他们为甚么坐在这里？」他们答︰「他们在等着世界灭亡。」我说︰「真
的吗？」喝酒后，这些想法便会出现，就让整个世界被摧毁吧，原因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没钱到酒吧，我不知道为甚么。想想他们
的层次，只想想他们的层次，他们怎能与你们相比？ 祂就是那位把光放进我们脑袋的宇宙大我。在这光中，你看到甚么是愚昧，
甚么是没有智慧，这是锡吕‧克里希纳的恩赐。祂给你喜乐(Nirananda)。若没有光，你不能享受思维的喜乐，又或你脑袋的喜乐，
你不能。是藉由祂的光，我们才能看到自己是充满喜乐，我们不知道该做甚么，该怎样做，怎样表达我们的喜乐，怎样表达我们
的感受，因为这是太多了。另一种潮流说︰「太过了。」任何事情你告诉母亲︰「这是太过了。」因为脑袋充满荒唐，无论你告
诉他们甚么，他们也听不进耳，「这太过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就如克里希纳，祂是智慧中的智慧，是智慧的源头，必须变成S
tita PrAgnya，意思是祂必须处于平衡，处于正法，更重要的是处于喜乐。 现在，你不单处于喜乐，还知道真理，知道绝对的真
理。这绝对的真理令你明白甚么是对，甚么是错，你要发展的是智慧，不是过多的聪明才智。那么，你便看到，有时，你的聪明
怎样愚弄你，怎样告诉你一些负面的念头，还给你一些挑衅性的念头。你变成旁观者，「sakshi」，这是锡吕‧克里希纳说的︰「
我是全世界的sakshi，世界的旁观者。」看，你可以不停的在说祂。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我们犯错，锡吕‧克里希纳可以怎样拯救我
们？不是唱诵︰「Hari Rama，Hari Krishna。」(罗摩万岁，克里希纳万岁) ，不是这样，不是日日夜夜这样唱诵，就可以变成有
智慧的人。智慧令你清楚知道自己该怎样做，若这种事情仍然持续，你看看，在西方，他们是这样的，当你问他们︰「你好吗？
」「我就像这样。」甚么意思？「像这样。」若你仍是这样表示克里希纳仍未被唤醒，若你知道这是甚么，你便拥有锡吕‧克里希
纳同样的笑容，我知道，我是知道的。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喉轮必须妥当，我认识喉轮，因为我知道它代表甚么，是美国，美国必
须妥当，否则我的喉轮永远也不会妥当，我是这样认为的。至于喉轮，在霎哈嘉瑜伽有太多的事情是很少人会做的。就算只是少
数的霎哈嘉瑜伽士保持他们的喉轮妥当，我也会好得多。你们却从不保持喉轮妥当，仍然继续这样。就算是美国总统的喉轮，也
是我见过最差的，你可以想象他能有怎样的作为，怎样的智慧？ 你们现在是新的族群，得到上天的祝福，你内里的锡吕‧克里希纳
已经被唤醒。在祂的荣耀里，在祂的光里，你必定知道甚么是该做的。我们必须沟通，你必须去做。但我却看到人们甚至不静坐
，就算他们静坐，也不想沟通，有时当他们沟通，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变成神，这是很困难的，人类是一种非常难应付的商品。 你
必须如锡吕‧克里希纳那样，以谦卑的态度去沟通。在他的力量里，他把罗陀(Raddha)的力量散发给紧握双手的人，所以在祂孩提
时杀了的很多人的那些事，已经结束。在祂成长后，祂杀了自己的叔父这事亦已经结束。祂成为国王。当祂成为国王后，祂做了
些甚么？就是去沟通，祂大部分的质量，都在祂成为国王之后显现出来。在此之前，祂忙于杀戮，一个接一个，杀死可怕的人。
之后，他建立，建立人，建立Dwarika，尝试与人沟通。 你们现在的责任是建立自己，与别人沟通时，态度要像锡吕‧克里希纳那
么和蔼，那么madhuri，那么美丽，对身边各种愚昧的事情完全理解。因为你变得有智慧，你明白你不会接受，不会接受荒唐的事
情。真的太多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讲座里，我不能告诉你一切。若你变成旁观者，你便看到甚么在发生。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
进入地狱，我们为此必须发展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品格，我指的是你们全部人。现在很多人结婚，但忽然他们决
定离婚。霎哈嘉瑜伽是容许离婚的，虽然我不想有这种美国式的荒唐。妇女可以是非常专横，有人逃跑到苏联，他们对婚姻完全
没有任何概念，他们不懂怎样令婚姻成功。若丈夫是专横，或妻子是专横，美满的婚姻便完蛋了。若丈夫或妻子是这样，最终必
定是离婚收场，这是甚么的成就？ 所以我们必须内在的成就一切，因我们有制约，我们在氛围里。我请你们尝试理解锡吕‧克里希
纳品格上的精微，尝试变得极之平和，极之仁慈，极之温柔，乐于助人，还有非常谦卑。祂对金钱完全没有任何意识。你们也知
道，祂有阴暗的一面是因某些原因，但祂一生却是我们的榜样。我可以肯定，当你现在回到你的国家，你会看到这些荒唐。请记
录下，写下这些荒唐的人所做的事情，把写下的寄给我吧，就是这样。 今天是锡吕‧克里希纳的崇拜，我不需要告诉你祂拥有甚么
质量，让我告诉你，祂最伟大的质量是祂是医生中的医生。以祂之名，你会知道，你会明白祂拥有多少质量。尝试去明白我们也
应该内里拥有这些质量。别人描绘或谈论祂的任何质量，请看看自己拥有多少这些质量。内省就是这样开始，当你开始内省，了
解自己，智慧便会增长，不是只着眼别人的缺点，只责备别人，而是看着自己，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克里希纳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祂是sampurna，祂是完全的。但我们却要这样做，以令自己也变得完全。 很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我
想说说霎哈嘉瑜伽士的另一点，我们向你们推介印度音乐，因为我认为对能量有帮助。西方人的特质是当他们接受任何事物，他
们都必须走向极端，直至完全迷失。所以我现在发现，他们不停的购买录音带，不停的买……。 一些人购买录音带，我很惊讶，
购买名不经传的录音带，像疯子一样。一次我与一位女士一起出门到美国，她是Muktanand的门徒。她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录
音带。」她播放那录音带，是Muktanand的讲话。Rajneesh的信徒则播放Rajneesh的讲话。这里的人都偏向一面，他们想取得各

种音乐。明天，若我们告诉你必须懂印度舞蹈，印度舞蹈便会取代我的所有录像带。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这样做没有问题，我也
喜欢音乐，但不是这样的。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么？我对人们怎样在音乐中迷失感到很惊讶。我的意思是必定有某些时机，他
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享受音乐，不要这样做。对一切你都走向极端，这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崇拜，一切的事情，你都走向极端，走
向极端，你不在中央，你不能身处你必须身处锡吕‧克里希纳的领域，相反，你仍处于虚幻的世界。我们惯于创造各种这样的世界
。一些人有音乐世界，一些人有舞蹈世界，另一些人有另一些世界，我曾经见过一些霎哈嘉瑜伽士只想着自己。「我与锡吕‧玛塔
吉有特别的关系。」他们常常这样说，实际上我不可能与任何人有特别的关系。很抱歉，没有人能与我有任何特别的关系，我必
须清楚的告诉你们，不应这样宣称。有些人说︰「我们是降世神祇。」我的意思是这真是可怕。若你们不介意，我想以马拉塔语
说两分钟。

马拉塔语 我现在想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女孩说点话，你们已经与西方的男子结婚，他们都很富有。但当你来到这里

，却开始寄钱给父母，这种事有否在印度发生？你能否从你的外父母家寄钱给父母。第二点是饰物，你开始制造大量的饰物。我
问一个霎哈嘉瑜伽的丈夫，为甚么不为自己买件衬衫，他说负担不起，因为妻子把钱都花在购买饰物上。

这种对饰物的贪婪不

应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行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最近我发现所有印度女士，在婚后都制造饰物，再没有余钱留给丈夫。那些在婚前
通常能在金钱上支持霎哈嘉瑜伽的丈夫，在婚后再没有能力这样做了。他们说自己再没有余钱。发生了甚么？要记着你是来自圣
人之地。Shivaji Maharaj对Shri Saint Tukaram极之尊重，他拿了一些饰物送给妻子，他的妻子必定像你们那样，因为她立即接受
这些饰物。为甚么你们那么喜欢饰物？就算身为女神的我，也并不喜爱饰物，你们为甚么那么喜爱它？是因为他们强迫把饰物献
给我，我才接受。就算她接受饰物，Saint Tukaram也说像我们这样的圣人，有甚么需要拥有饰物？他因此把所有饰物退回。

我

知道你们都是来自圣人之地，你这种态度是吝惜的征兆。把钱寄给父母，我也不知怎样向你解释，这是太过分了。你来到这里不
是要有这种不当的行为，你是来帮助霎哈嘉瑜伽，不是来制造饰物。若你只是偶然这样做还可以，但若你把全副精神都放在饰物
上，你可能失去丈夫，他也可能离开霎哈嘉瑜伽，这是你做的好业报(karma)。
崇拜开始吧。

自此以后，没有我的准许，谁人也不能造饰物。

1994-0911, 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格涅沙崇拜 1994年9月11日 俄国莫斯科 今天我们来崇拜格涅沙，格涅沙位于根轮(Mooladhara Chakra)，而不是在三角骨的位置(
Mooladhar)，三角骨是灵量(Kundalini)的所在，而灵量就是格涅沙的母亲，我们称她为哥维(Gauri)。昨天你们看了一出戏，知道
格涅沙如何得到象头的故事。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发生。在我们熟知的世界以外还存在着许多世界，只是我们是否
知觉到的问题。现在你们具有人类的知觉，你们还升进到最高的知觉，称为第四次元，没有格涅沙，这是没有可能的。正如你们
所知，他是我们内里纯真的象征。这纯真不能被毁灭，但会因我们的过错而被污云遮蔽。当你得到自觉，你的纯真就会重新建立
、表现出来。你就成为纯真的人，你的注意力会变得纯真。若你没有得到觉醒(开悟enlightenment)，是没有可能去跟随任何一个
宗教的，无论是基督、穆罕默德，还是犹太教。 有一件事情这些先知和降世神祇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已升进到很高，他们不明
白人类的思想制约。就如圣经上说，若你们的右眼令你犯罪，你就把它挖掉，或你的右手令你犯罪，得罪了格涅沙，便把它砍下
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基督徒真的遵行基督的教训，他们统统都应该没有手没有眼了，因为圣经已清楚写明：若有甚么使你犯
罪的，便要把它斩除，基督是这样说的。他对男性十分严厉，并不是女性。穆罕默德则对女性十分严厉，他说丈夫可以责打妻子
。但要这样做时，首先那丈夫一定要是个十分纯真的人。如果他自己也犯错，他有何权利向妻子或妹妹严厉呢？ 更糟糕的是那些
犹太人，当摩西从山上带十诫回来时，他们就像今日一样败坏，现在腐败的社会在美国，在每一处都是。他们没有道德。我想霎
哈嘉瑜伽是唯一可令人变得纯真的方法。犹太人有很严厉的规条去责罚人。如砍手，砍脚，割去鼻子等，但这是无法令人遵行的
。若你是基督徒，你便应该是没有双眼及双手了；若你是回教徒，你的女儿、妻子及妹妹便有危险了；若你是犹太教徒，你已有
一大份列写清楚的责罚方法。相反，只有圣人才受到刑罚，或义人才受到刑罚，因为世上有太多野心勃勃及做恶事的人，他们甚
至不知道所做的恶事是反乎正道(Dharma)及宗教的。只有在霎哈嘉瑜伽，你们才得到灵性之光。 格涅沙是我们内在的灵，祂降生
在这世上，化身成耶稣基督，但人们却以恶对待这些伟大的人。他们另立宗教，经典上从没有写过宗教要排他，例如穆罕默德说
过有关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基督和耶稣的母亲，他从来没有另立宗教，他说的是都关乎所有的宗教。但现在，没有人相信所有
宗教都是源出自同一棵灵性的树。他们不但攻击别人的宗教，连自己内部也互相攻击。他们以神的名杀了很多人。纯真是爱的来
源，就好像你看到小孩起舞，你对他们会产生无限的爱；你看到可爱的婴儿向你微笑，你对这婴孩会有很大的爱。若你不尊重你
的纯真，你永远都不会成为充满爱心的人。没有爱，你不能明白真理。有时人们可能觉得有点不自在，但若你去爱纯真的人，纯
真的人是不会带给你伤害的。 我不喜欢父母打孩子。小孩做事出于纯真，你们要明白，并要仁慈地对待他们。今日在俄国，有很
多小孩都是天生得到自觉的。因为你们都得到自觉，因此很多伟大的圣人愿意在你们当中出生，但你们要自己变得纯真。若一个
国家不尊重孩子，孩子就不愿意在这国家出世，当然还有少数人喜欢孩子。在印度，他们十分爱孩子，因此很多小孩愿意在印度
出生，虽然印度是一个穷困的国家。小孩子不明白金钱及物质，但他们明白爱。你们心里没有爱，格涅沙在你们里面便不会发出
光辉。这就是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常向孩子发怒的母亲的分别。爱孩子的母亲享受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一个不爱孩子的母亲是觉
得她为孩子做得太多，她再不想为孩子做事。若你问她发生甚么事，她会告诉你她如何做打扫工夫，如何照顾孩子，所有这些事
情。但一个得到启发的母亲会喜欢做这些，亦享受这些。她这样尊重孩子，亦会令孩子尊重她。没有需要对孩子苛刻，孩子是十
分灵敏及有智慧的，也许在一千个孩子当中只会有一个是不好的。孩子因父母及环境的不良影响慢慢会变得十分麻烦。不是说你
们不应管束孩子或责罚孩子，但最好的方法是你自己有纯真及正法。 格涅沙是道德的基础，若道德的行为在社会中消失，社会便
步向毁灭，即使那社会有所谓经济、财政及政治上的成绩，但这个社会由内部慢慢毁灭自己。以美国为例，人人皆知美国是个富
裕的国家，但在这国家中，十二岁的小孩已开始贩卖毒品。在西方其他国家，很多小孩被父母所杀。很多富裕的国家都有同样的
特点，就是没有道德，他们十分暴力、狂妄自大及自我中心。纯真能完全溶化自我，若你和小孩说话，你会因小孩的甜蜜话语而
稀奇，他们十分亲切，十分善良。 我说一个故事，是关于一群人去瞻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墓的，有一个小孩看见那墓，其他人都
很严肃，那小孩望着双亲，说：「妈妈，为何把这总统放在泥土下，被虫吃掉，为何要这样惩罚他？」若你和小孩说话，你会发
觉他们如何去描述其他人。有一次我们到机场，有一个小孩不断做这个手势，我问他在做甚么，他说他要将这些人的灵量缚好，
他们的真知轮很坏。孩子看透这场世间的游戏，知道所有纠争都是荒谬的。他们十分纯真，因此要教好他们十分容易。 有一个故
事发生在格涅沙身上，一次父亲向孩子说，谁人能围绕大地母亲跑三圈便得到礼物，格涅沙说：「看，卡提凯亚(Kartikaya)一定
能跑得很快，他有会飞的孔雀做坐骑，而我只得一只小小的老鼠。」但他充满智慧，他想：「我的母亲比大地母亲更伟大。」因
此他围着母亲跑了三圈，就这样得到了礼物。 一个纯真的人是十分谦虚的，他不喜欢炫耀自己，也不懂得怎样炫耀。例如格涅沙
有一坐骑，是一只小老鼠；相反，人们为了炫耀自己，会买大房车，甚至贷款也要买，目的是要去炫耀。人们没有了纯真，这是
一种疾病。而人类就以不纯真来谋取利益。好像西方的设计师，他们有设计师的印章，以此专利，人们要给他很多的钱。他们炫
耀自己的衣服是由那一个设计师所设计，还把设计师的名字印在衣服上。这在西方十分普遍，在俄国没有这个情况，但很快这风
气会传到俄国。企业家会利用这些谋取利益。大部份的印度人都十分有智慧，因为他们相信格涅沙，绝不会浪费金钱去炫耀。企
业家利用人的炫耀心理获得很多利益。纯真的人并不计较身体，不关心最新的时装、外形打扮，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打扮来炫耀自
己。我这样向你们说，因为这些荒谬的事情将传到你们的国家去。我希望你们知道，人类最美丽的特质是纯真本性。若丧失了纯

真，人类便会被那些所谓的时装设计师玩弄于掌上，他们为女性设计暴露的时装，愈暴露身体的时装，就愈是昂贵，人们会不惜
任何代价去穿着这些时尚的衣服。你甚至不忍看她们这些衣着，而她们却自我陶醉。同样，所有西方的电影都变得十分可怕，你
根本不想再去看，如果他们为纯真的小孩拍制电影，我可以向你们说，他们可以赚得很多钱。 正法的基础是格涅沙，你可以看到
小孩子是不懂说谎的，他们有时会说出引人发笑的话。好像有一次有个母亲向孩子说，黄昏前来的那个人吃东西时像个秃鹰。那
孩子听了后，那男士来到，进膳时，那孩子便看着那男士，并说：「母亲，他不像秃鹰那样吃东西。为何你说他像秃鹰那样，你
不应该说谎话。」他的母亲便十分尴尬了。因此纯真的人会消减别人的批评及评断，因为他们看不到不道德的人所看见的东西，
或不纯真的人所看见的东西。 我还记得我的孙女，有一次她看见一个女士穿着泳衣，这女士是在相片中的，她说：「你去穿整齐
点吧！否则我的祖母便不喜欢你这样。」你看到纯真的人的说话、行为，你会去享受这些，因为纯真是爱的来源，也是喜乐的来
源。因为若你没有爱，你便不能享受甚么，你便开始去批评，浪费你的精力在荒谬的事情上。好像有一天我正在听很好的音乐，
有一个男士在唱歌，手舞足蹈。他闭上眼睛，听那美妙的音乐，他整个人被溶化，但在场有些女士便开始批评，批评他的衣着，
他双手的舞动，大谈这些表面的东西，却不见其本质。但纯真只取其本质，而这本质就是爱，我们必须明白格涅沙的本质要常在
我们里面，他已在我们里面的纯真本性是一定要显明出来的。 有一次我和二十多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在另一个修习者的家中聚会
。聚会完了，我想我会在这里吃晚餐，我便等其他人离去，有一个男士正在厨房中，其他人都离开了，他出来的时候说：「母亲
，他们为甚么要走呢？我已为他们准备好晚餐。」眼泪从他的眼眶流出，那时我深受他的慷慨及仁慈所感动。若慷慨是以纯真表
达出来，你会不自觉你的慷慨，你只享受你的慷慨，你不去管别人对你的慷慨所作出的反应。 在经典上也有描述这类人，例如罗
摩，他在森林里的时候，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妇人，她是个乡下人，老得只剩下两根牙齿，她十分纯真地向罗摩说：「所有这些浆
果我都用牙尝过，酸的已扔掉，这些浆果都是甜的，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酸的。」通常在印度，人们不会吃别人用口尝过的食
物，但罗摩向那妇人说：「啊！原来你这样做，我可否得到所有这些浆果？」但罗摩的弟弟拉斯曼十分生气，说这妇人没有一点
礼貌。当那妇人将浆果放到罗摩的嘴里，拉斯曼就更加生气，那妇人还说幸好她已尝过这些浆果，否则他便不能享受这些浆果，
拉斯曼就怒不可遏了。但罗摩说：「哦，真是上好的水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水果。」他的妻子悉妲说：「为甚么你不给
我尝尝？」他说：「不成，这全都是给我的。」悉妲说：「我是你的妻子，你要与我分享一切的。」他说：「好吧，因正法的缘
故，我给你吧！」他便把一些浆果给她，悉妲吃了，说：「我真从未吃过这样好的水果。」她便向拉斯曼说：「看，这真是上天
的美果。」拉斯曼被吸引了，他说：「可否给我吃一点？」悉妲说：「啊，不能给你，我很辛苦才从丈夫手中得到这些，我不能
给你。」于是罗摩说：「我给你吃一些吧！」那纯真的妇人说：「我还有一些可以给你。你们吃你们所有的，我可以再给。」她
便给了拉斯曼，他开始吃，吃了很多，还说：「我从未吃过这样好的水果。」 即使克里希纳到首都去，他不会和国王一起住，而
和维都拉(Ridula)一起住，因为维都拉是得到觉醒的人，而克里希纳比其他人更尊重他。但有时人们会犯错，因为他们太依恋纯真
的孩子，给他们太多。纯真就如河流的水，若你想停住流水，小孩子就会被宠坏。小孩是应该尊重的，但不应令他们觉得自己与
别不同。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面孔各有不同，但都是一样的。第一，他们永不沉闷，若你是纯真，你永不会沉闷，你常常
看到美丽之处，若你独自一人，你便享受自己，只有成年人会感到沉闷。例如你在机场，但飞机来迟了，在此情况下，所有成年
人都会因此而不愉快，小孩却会在机场里玩耍，蹦跳，只管去享受。他们不会拘泥于生活的繁文缛节。我看过在机场里，年纪大
的人都是十分沉闷乏味，只有小孩子在跑跑跳跳，和他们从未认识的小孩子谈话、玩耍。只有以纯真你们才能超越你们那些狭隘
的想法。我看过很多父母种族歧视很深，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和其他人接触，纯真的人能和不同人相处，并不在意那人的肤色、
面孔、发型等等。这些都是无关重要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孩子从不管这些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到人的内心。若那人有爱心，
无论他属甚么种族或宗教，孩子都会跳进他怀里。 我已向你们说纯真能溶化自我，纯真的人不会有野心，即使有野心，那野心都
是可爱的，好像一个小孩说：「为何不把衣服给那男孩子？」若你说：「啊，我花了这么多钱买来，你说把它给那男孩？」他会
纯真地说：「好吧！下一次你买给我，由我把这衣服给那男孩。」纯真的孩子没有占有欲，若他们真的纯真，他们便毫不犹豫地
与别人分享他的东西，但在他们成长期间，若父母时常向他们灌输「这是你的东西」，「这是你的」等观念，他们便会有很强的
占有欲。最好享受生活的方法是和小孩住在一起，喜欢他们，享受他们，这样我们的纯真便会得到养育。在霎哈嘉瑜伽，我看到
他们都十分纯真。格涅沙在我们的脑后，是摩诃格涅沙的位置，掌管我们的眼睛，除去眼睛一切的贪婪与淫欲。因为你的注意力
变得纯真，因此你们不用像基督所说的那样，要把眼睛挖掉，也不用砍断双手，因为你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
有多少人知道你们已经成为圣人，正如格涅沙所造就的，你们已成为纯真的圣人，要尊重你的纯真，这样会令你变得年青及喜乐
。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四座格涅沙庙，我所见过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都很纯真。 印度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他们崇拜格
涅沙，因此在这里的人都变得纯真。他们崇拜格涅沙，从今天起连续十天，用泥做格涅沙像，崇拜完毕便放在海里或河里。因可
口可乐文化传到印度，有些人在格涅沙面前唱粗俗的歌，甚至喝酒，这就是无知大众对格涅沙的崇拜。我教训了他们两次，叫他
们不要再这样做，因为若激怒了格涅沙，你们便会有地震。他们不相信。三年后那些人在乡村里，一起把格涅沙像放进河里然后
回来，晚上他们都喝醉，还在跳舞，突然地震来临，所有人都被活埋，只有霎哈嘉瑜伽中心丝毫没有破坏，在中心周围有一大个
凹陷的地方，那些人欲逃往中心避难，但却全部跌落那凹陷处而死亡。从另一面看，纯真是充满力量，没有道德的人，想破坏别
人纯真的人，最终会受格涅沙严厉的惩罚。那些不在心里崇拜格涅沙的人，可能会走向右边，或走向左边。他们若倾向右边，便
会患上一切的疾病，这是在身体上的疾病。他们若倾向左边，便会患上精神及心理上的疾病，这些都是绝症。在印度有一些十分
可怕的人利用根轮，以性爱来提升灵量，他们成为密教修行的术士(Tantrika)，在庙里做尽可怕的事，更在格涅沙像面前这样，现

在他们都完全被毁灭。故人们不应伤害纯真的人，他是受到格涅沙祝福的。只有透过得到觉醒，才能唤醒内在的格涅沙。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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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阇拉希什米崇拜 1994年12月4日 印度新德里 今天我们崇拜罗阇拉希什米(Rajalaxmi)，即作为君王的女神。我们要知道，在政
治制度上出了很多问题，人们忘记正义、公平地对待别人及为人群谋求福利。这统统都丧失了，不单是在印度，在日本、英国，
甚至所有自以为有民主的国家都是这样。那些得到自由的国家盲目跟随大国，如美国、俄国、中国、英国，而不知道自己走离了
多远。 例如在英国，你看那皇室的行事，便会感到惊讶，且十分叹息。他们就好像一些十分原始野蛮的人去管理民众。那些帝皇
、女皇，没有个性，没有责任感，完全没有那作为帝皇、女皇的素质，完全没有顺服于罗阇拉希什米。相反，他们会做出愚蠢的
事来。好像法国的总统，竟然有情妇，并求取小利。 很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十分低层次的人，他们却去管理国家，掌管人们
的福祉。若看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日本，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益处，并不关心整个社会。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得到权力的人都
变得十分腐化。另一些国家，又有像希特勒这类的领袖出来，去损人利己。那些人完全没有个性，完全没有比一般人高尚情操。
他们如何去统治别人？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在印度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君主，因为我们的百姓都是伟大的人，有很多圣人
去教导君主，作他们的导师，如施华王(Shivaji)有他的导师，君王阇拿迦（Janaka）有他的导师，君王罗摩（Sri Rama）也有他
的导师。他们都是真正的导师，他们的生活完全像一个圣人，无论在外在内都是真正的圣人。人们也接受君主要有灵性的背景，
他们会尊重有灵性的人。他们和今日的人完全不同。 直至英国人来到，不知当中发生了甚么。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英国人的生活方
式，做事方法。但那些不同地方的皇帝、女皇，以为自己是十分高尚的人，本应保存自己的文化，但却吸烟饮酒，还说是学习其
他政府人员的做法，如来自瑞士、英国和澳洲的皇室都是这样。他们认为我是十分落后的人，不饮酒、不跳舞。在军方人员中，
也同样有很多十分腐化的人。那些统治阶层都一窝蜂地跟随英国，他们都是十分低层次的人，不懂得自己国家的一切，却只认识
英国。在整个教育制度上，他们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英国，对自己国家却一无所知，更不关心印度。在医学上，他们不接受本土
的医术，觉得这是十分无用、原始和落后。 你们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家，如何由伟人统治、尊重灵性生活，到现在衰落的情况。
在印度独立以前，我们要对抗英国，那时的人都十分好。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看曲棍球比赛，我父亲的车上插了国旗，军人
要他取下来，我父亲说：「除非你割下我的头颅，然后拿去吧！」所有孩子都站在父亲那边，那军人便感到惊慌，于是跑了。那
种热诚、爱国的精神，我们就是用这种特质去对抗他们。 但英国人分裂印度，令印度人未得到自由以前，已互相斗争。我不知道
要责备谁。若人们拒绝这种分裂。就不会令孟加拉国变得十分穷困，若与印度联合便不会变成这样。巴基斯坦现在也变成空壳国
家，甚么也没有，没有工业，只有战争，国家没有发展。一连串的战斗，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现在人们再没有价值观。 印度也是
同样糟。以往有很多伟大的人为国家牺牲，今日在位的人都改变了，完全倒转过来，只是自我中心，只为自己利益，只为自己家
人利益，只关心如何把钱财转入自己在瑞士的户口。在我的生命中，我亲身经历过人们怎样为自由而奋斗，但那些当权者对这些
却丝毫不记在心中。我的母亲、家人、朋友，甚至贫穷的人，从没有想过要去敛财。这是为了甚么？若你在心中已是满足，已得
到自由，这就足够了。但现实中，是那些十分低劣的人，他们没有为国家做过甚么，没有牺牲甚么，却被提升到统治阶层，那些
好人却被压下去。 若他们熟悉施华王、阇拿迦这些贤明君主的历史，便知道他们如何崇拜太初母性力量（Shakti），所有的力量
都去崇拜那原初力量，这力量令人们提升至得到正道。但事情却渐渐变起来，人们再没有以往的特质，人们的态度改变，这都是
由于那些低劣的人冒起头来。 记得在我结婚以后，有一次在房子外的花园中，有三个人来找我，那时我怀了孕，正在讲故事给孩
子听。那些人要求我给他们房子往。我父亲留给我的房子很大，有厕所、厨房及所有设备，还有独立的门户出入，不会打扰家里
的其他人。他们是难民，需要留下来住几个月。我答应把父亲的房子给他们住，任由他们使用房子的设备。黄昏时，我的弟弟、
家人及丈夫回家，他们都是朋友。他们看见那三个人在房子里，便向我大声说：「为甚么把这些人留下来？他们在这里做甚么？
」我说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凭生命能量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这里住，没有其他。家里的人却不同意，一定要他们离
开。我说：「不是因为他们是难民，便要他们离开吧？」 整个社会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价值在乎他有没有钱。若那人没有钱，
你就不会尊重他，信任他。刚刚相反，你们不要信任有钱人，穷人比有钱人更加诚实，那些有钱人的钱都是欺骗得来的。 虽然家
人要求那些人离开，但我坚持他们留下来，因为那房子是父亲给我的。那些可怜的人便住了一个月。那时锡克教徒逼害回教徒，
那三个难民便是回教徒。有一次有些锡克教徒到家里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收藏回教徒。我说那三个人不是回教徒，我是向他们说
谎的。他们说我为何如此肯定，我回答说我是印度教妇人，我的额上有吉祥痣，我怎会收藏回教徒呢？他们用沾有血的武器来恐
吓我，家人都说由他们离开吧，但我不害怕，我十分镇定。那些锡克教徒都有点慌张，便相信，然后离开。后来，那三个难民离
开了，其中一个后来成为十分出名的女演员，另外两个分别成为著名的诗人及十分著名的作家。之后，有些人想拍一部有关年青
人的电影，那时我是电影会的副主席，他们想找那女演员拍戏，我说：「你们去找她，但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因我知道若提起
我的名字，便好像强逼她接受拍戏一样。他们找到了她，她提出很多要求，要花上很多钱，但那部电影是慈善性质的。我说不要
紧，完全答应她的要求。在开幕典礼上，她看见了我，眼泪不断流下来。她走过来向我问好，有人对她说是我支付所有费用的，
她便说：「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怎能够这样？」她说：「拿走这些钱吧，一切由我支付，没有人知道那位女士为我所做的事，
没有人会这样做。」她不断的哭，然后致电给她的丈夫及那诗人，前来道谢。 那时我只是将父亲的房子给他们住，虽然家人反对
。那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相信别人，但我完全相信他们。家人说那些人可能会害我，把我的头颅割下。但他们为何要割下我的头

呢？他们想尽古怪的念头，但最令我难过的，是他们害怕，因为那三个人没有钱，这便是事情的始末。我们争取独立、自由以后
，金钱的念头便来了。没有钱，穷人并不在乎，他们吃简单的食物，然后睡得很好，当然他们不像现在的人那样贫穷。我当时的
理解，那些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明显是害怕所有人，这便是我们衰落的开始。我们害怕，在位的人也害怕。他们害怕失去地位
、权力、金钱，这令他们变得疯狂。如果我本是没有钱，那又怎么样？所有这些观念，都是由国家分裂开始的。 我年少时，我父
亲从不锁起门户。我们家里有一座十分美观的留声机，有一次有个贼人偷去家里的留声机。我父亲说：「可怜的贼人，他一定十
分喜欢音乐，不然为何要偷去那留声机？但他只偷去留声机，没有拿去唱碟，如何听音乐呢？」我母亲说笑道：「好吧！我们去
登个广告，说偷去留声机的人请把唱碟也拿去。」你看，他们是十分自然的表现。我父亲有钱，那贼人没有钱，他偷去那留声机
，我父亲可以当他犯下刑事罪行去处理。他是律师，十分熟悉法律。但他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事，他只想到那贼人喜欢听音乐，故
偷了留声机，却没有把唱碟拿走，我母亲便说，登个广告叫他把唱碟也拿去吧。 我父亲也是政治家，那时当政的人只希望提升那
些人，使他们也可拥有自己所拥有的。那时所有有钱人都十分慷慨，把钱财捐出来。如在我们地方有一个十分有钱的人，他捐出
所有钱兴建大学，印度以往所做的都是靠这些人的慷慨。他们从没有想过要自己的子女愈来愈有钱，他们有钱便捐出来，造福人
群。因为罗阇拉希什米的特质，因为拉希什米的责任是改善人的生活，这种特质表现出来，他们便不用思考，自然慷慨起来，希
望能造福他人。他们不用向自己说甚么，便会行出来，认为改善他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工作，不像现在的政治家、政党那样。 女神
拉希什米对政治的影响，第一个特质便是慷慨。好像君主摩诃维亚(Mahavira耆那教大雄）在王宫的丛林里，身上只包着一块布。
克里希纳（Krishna）去考验他，化身成一个乞丐，向他说：「你看，我没有衣服穿，你还有一块布裹着，何不脱下给我，这里离
王宫十分近，你可以回宫穿回你的衣服。」摩诃维亚说：「好吧！」他脱下那块布，自己找块叶子遮蔽身体，然后回到宫中。但
那些耆那教徒却以此来侮辱摩诃维亚，塑造赤裸的雕像，将身体隐蔽处都显露出来。这证明他们没有向女神崇拜，因为女神善于
装饰；她是你们的母亲，喜欢将你们装扮得美丽。 又好像阇拿迦，他是君王，因此穿上华美的衣服及戴上饰物。有一次挪支塔那
来找他，他奇怪为何自己的导师要他见这位君王。他穿着华丽，又欣赏很多舞蹈表演，他不像圣人，他只是一个君王。心想：「
我的导师为何会触摸他的脚？为何要我来找他？」阇拿迦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便问他来这里做甚么。挪支塔那说他的导师叫他来
求取自觉。阇拿迦说：「你可以拿去我的王国，但不能得到自觉。」挪支塔那说：「你要求我做甚么我也照做。」于是阇拿迦将
一把大剑放在他头上，叫他睡觉，但挪支塔那怎样也不能入睡。有一次王宫失了火，所有人都逃跑，但阇拿迦却独自安祥地静坐
，挪支塔那看见阇拿迦仍在静坐，十分失望，他也离开了。再返回王宫时，发觉并没有烧过的痕迹，阇拿迦也丝毫没有损伤。阇
拿迦说这只是幻觉，王宫并没有失火。挪支塔那才明白自己错在那里，他怀疑上天的力量，怀疑阇拿迦，只因为他是君王，只因
为他的衣着，他没有看见阇拿迦内里的力量。就好像我结了婚，戴上颈炼，依照传统去做，但我内里却是不同的。阇拿迦内里是
完全的圣人，是十分高尚的圣人。 当你得到地位时，这些事情都会出现。就好像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人成为领袖以后便自以为是
。领袖只是个幻相，在霎哈嘉瑜伽无所谓领袖，完全是个幻相。但他们走向自我，自我不断膨胀。自我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若那
人崇拜罗阇拉希什米，她便给予那人得到平衡。她坐在大象之上。对女士来说，坐在大象之上并不容易。我也坐过一次，并不容
易。你要不害怕，而且要保持平衡。 女神的祝福是巨大的。她的第一个祝福是使人变得高尚，有尊严，具有作为女皇的尊严，你
是女皇，你不能表现得像街市泼妇。透过她的祝福，你得到尊严。这尊严充满爱，这个性表现出来，全是爱及造福他人，并没有
其他。她双目所及之处，便得到祝福。她是最高的，人们还能给她甚么？那些所谓的政客、总统、统治人民的人，他们全都是乞
丐，他们总想着如何得着利益，如何敛财，其贪念有如乞丐，他们没有资格去统治人。作为统治者，第一是要单纯地祝福他人，
只想到别人的福祉，这便是女神的祝福。 女神的第二个祝福是使你发展出一种性格，具有尊贵及富幽默感，明白他人的处境。有
一个故事，说有个国王骑马出巡，遇上一个酒徒，那个酒徒就像今日的政客，他说要买下国王的马。那国王说：「今天不成，明
天吧！」到了明天，那酒徒十分谦恭地去见国王帝，国王说：「你要买马吗？」他说：「不，想买马的那个人已死了。」任何人
在这情况下都会生气，会把那酒徒痛打一顿，因为他说的是这个，做出来的却是那个。但国王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那人是酒
醉才这样，并不是清醒时做的，因此对他说明天才卖马。只是有罗阇拉希什米祝福的人才能这样做，不然已大发雷霆了。若好像
其他的国王一样，爱开枪杀人，虐待别人，给别人苦难，这些人没有资格称别人是罪犯，但我们却接受这些人，接受他们成为导
师。

罗阇拉希什米处于正道（Dharma）。如果有人违反正道，她会用尽一切方法去帮助那人。但若那人不行正道，她便不再做

甚么了。她有上天的判断力，知道那些人要得到帮助，那些人要受到惩罚。我们也需要这种特质，不然便会被小人围绕，教你做
甚么甚么的。有一次，有一个对瑜伽十分感兴趣的政客，来向我说要我们怎样怎样做。我说好吧。有三四个大学教授来找我，说
那个人是政客，是个坏人，要小心他。我问：「你如何知道？」他回答说：「因为他是政客。」我向他说：「我十分清楚那个人
，他夺去婆罗门的妻子，他自己并不是婆罗门。他又到处欺骗别人，聚敛钱财。」他说：「你完全知道吗？」我说：「知道。」
他问：「那样为甚么你让他接近你？」我说﹕「你觉得他很接近我吗？」他说：「是。」我说：「你完全错了。」我说：「他接近
我，但不是因为他有甚么了不起。相反，正因为他是坏人，他来到我面前总是件好事，至少我可以改正他，使他不再害人。」但
人们不清楚他，只看到他和我说话，便叫我小心他。 故此要有上天的判断力。如果君主没有这种判断力，他便会惩罚好人，帮助
坏人。如果你是自我中心，便会失去上天的判断力。你要完全脱离对权力的执着，要完全的脱离。罗阇拉希什米并不关心权力，
不像那些人要别人吹捧，把他们抬到十分高，要人们不断奉承。这类政客以为自己十分伟大，十分重要，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
错事。但有自我尊严的人，却十分清楚自己是甚么。人们向我说甚么我都会听，都会安抚他们，但我不会接受他们所说的。 有甚
么所谓伟大的事？事情便是这样，有甚么伟大可言？好像有一盏灯在这里，这便是一盏灯，有甚么伟大？没有所谓甚么伟大不伟

大。我是太初之母（Adi Shakti），就是太初之母，有甚么伟大？若你是君王，就是君王，那又怎样？若你是篡位者，可能会有自
我，但若本身是君王，便是君王，有何自我可言？若你是受女神的关注，这便是你唯一的享受。你也许有钻石，也许有银器，对
你也没有分别。 很多人都误用经典，以为罗阇拉希什米骑在大象之上，表示高贵的人便要坐大车。她骑在大象之上，是因为大象
是最高的动物，是充满智慧及仁慈的动物，故罗阇拉希什米要骑在大象之上。她骑在大象之上不是去炫耀，她是要坐在高处，观
看四周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才坐在高处，目的不是去炫耀，目的是要能更清楚地察看其他人。 若有人得到高位，因会为他们的脑
子向下看，便以为自己十分尊贵。好像我坐在宝座上，这宝座不能给我甚么，相反是我令这宝座得到意义。若你是君主，便要坐
在宝座上，没有甚么了不起。但很多人却害怕失去座位，好像别人欠了他甚么似的。因此那些人在位，便不断聚敛搜刮，使自己
的屋里放满没有用的东西。 作为君主，应以人格的尊严去装饰自己。所有外在的饰物，如王冠、项链等等，只不过是让别人知道
他是君王才戴上的。这些饰物本身不是装饰，相反是君主去装饰这些饰物。好像我们在街上找个乞丐，替他装扮，要他穿上帝皇
的衣服，戴上饰物，然后把他放在高台上，任何人看见都会大笑。没有人当他是君王，因为他根本不像君王，他的样貌及举止不
像，头脑也不像，他没有那信念、尊严与智慧，他完全不像君王。还有一个君王，他想穿一双鞋子，外形像雀鸟一样。我看见他
这样愚蠢，穿上这样的鞋子，显得十分古怪。这个君王却愚蠢得不知道。 你们看到很多这样愚蠢的事。对我来说，我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十分重要，要不断聚敛。有一次有个男士来我这里吃晚饭，他戴上花环，我问他为甚么要戴花环，他说是自己
买的，人有我有。我觉得十分可笑。在印度，只有神祇才戴上花环，即使有人被戴上花环，他戴了便立刻除下来。还有一位女士
，在印度买了一个花环戴上，人们便大笑起来。印度人知道这分别，你不是神，不可以去买个花环戴在自己颈上，你要有这个本
质才成。 一个在本质上便是君王的人，在他内里会有罗阇拉希什米的祝福。她如何做？她对这人做了甚么呢？首先她会把她的名
字放在那人的心中，她会亲手写上。人们会崇拜他，欣赏他，希望他的本质也在自己身上。 罗阇拉希什米的另一个祝福，是她赋
与那人一个特别的身体，这身体能发放生命能量。他不是那些自私的人，不会利用广告去宣传自己，吹捧自己。他的存在已表明
了自己。在我们的时代，有很多这类的人，他们可能已不再活跃，别人不认识他们，任由愚蠢的人上台去领导他们。但他们的心
里有罗阇拉希什米写上的名字，他们曾受到罗阇拉希什米的祝福。 作为一个政治家，一定要知道，他不是要去赚大钱，不是要去
大肆宣传自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令整个国家翻天覆地。他不用去杀人，枪杀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要知道，他的存在是要得到
作为一个好人的声誉。 好像君王罗摩（Sri Rama），他是只为人民求取福乐的君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十分好的君王。但当别
人说他的妻子曾与罗剎魔罗伐那（Ravana）在一起，说他的妻子不纯洁。他清楚知道他的妻子是完全的纯洁，但为了杜绝别人的
谣言，他把妻子流放在森林里，以停止人们一切的坏话。 但你看今日的政客，他掌权后，他的兄弟、家人如何以此牟利，他的妻
子如何以此掏大钱，人人都在背后说他只为了钱，把公款花在没有意义的东西上，只管挥霍。人人都在背后这样批评，但没有人
会在他面前说出来。因此作为一个君主，最重要的是他只担心自己的人格是否完整，而且还要懂得宽恕别人。好像在印度有一个
政客，他有六十五个妻子，这只显示其人格的低劣。他要有很多女人围着他，他拥有很多女人，以表示自己十分有权力。 以往的
日子过去了。但我要说的是，那些不配受罗阇拉希什米祝福的政客，他们会被送到监狱去，会失去位置，会被人赶出去，或逃到
西方去。他们的罪行会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会勉强地做下去，表现自己是统治者，统治别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征兆，表示
女神罗阇拉希什米的祝福已离开这个人。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我十分肯定。 在霎哈嘉瑜伽，我实在感到稀奇，你们当中竟有人
把自己当作政客，制造一群群的人，和这一群有甚么沟通，然后又去影响那一群，这显示你本身已失去了集体性。一个好的霎哈
嘉瑜伽修习者，会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因他看到集体的光芒。制造集体分裂的人，对他及对别人都十分危险。现在你已进入
神的国度，受到上天的祝福。当然你们要衣着整洁，举止良好，做事有系统，有计划。但在这一切之上，你要知道，你是霎哈嘉
瑜伽修习者。你们是十分特别的人，你看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成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 你们都是十分特别的人，因此要把自
己成为罗阇拉希什米的美丽工具，别人看见你都推崇你，明日你便可以管治世界。我不希望你们加入政治或脱离政治，我希望你
们首先要得到罗阇拉希什米的祝福。然后你们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甚么问题，你可以做些甚么，你做事的目的是为了甚么，你为
甚么要从政，你有甚么计划等等。
注意力由内转向外，那些终日挂念自己亲人，父亲有病，母亲有病，兄弟有病，这些人做不出甚么事来。 印度争取独立的时候，
我们放弃学业，放弃家人，我们都是十分年青的人。你们要知道，若你们想从政，首先一定要得到罗阇拉希什米的祝福，你要在
自己身上建立尊严。我从心里祝福，愿这些人能在世上出来。 愿神祝福你们。 Translation from Hindi: Now what can I speak in
Hindi. You must have understood that. As you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from outside have come, and wherever I go, they come
with Me, and in all the places they listen to My Hindi lectures everywhere. And they tell Me that, “Shri Mataji, we like it when You
speak in Hindi because then we do not think, and in that state we get lots of vibrations inside us. In My opinion this is a great
experience, and with this experience you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in Hindi, whatever I have spoken. This means that when
Raja Lakshmi gets enlightened within us, then everything changes inside us. Our wants and requirements change; our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n individual changes; and we go from individuality to collectivity. We rise above ourselves, and become
part of the whole world. We don’t think only of ourselves. And we think only of the whole world. You will be amazed that I never
think what things I am in need of. That thought never enters. And nor do I buy things for Myself. As it is you people are doing all
the buying. But once there was a burglary in our house. Everything was stolen. All My sarees were taken, and it was a bad state
of affairs. Now My husband is a very honest,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everything was spent making new outfits for him. So for

seven years of My life, I managed with one silk saree. Cotton sarees I had, but when I went out, I wore that same saree, every
time. Just managed with one silk saree. But till today no one noticed that. Only My husband was aware of this. And now you
have given Me so many sarees, that I keep thinking that only if one more Draupadi Vastra Haran (disrobing of Draupadi)
happens, then only these sarees will be of use. Otherwise they are just piling up in heaps and heaps. Where will I wear all these
sarees. But no one is willing to listen. I keep saying “Please don’t give me any presents. I do not require anything”. So they say
“Then you should not give us”. But let Me give. I am a Mother. Are you a Mother? And they say that only this gives us joy. Now I
have decided that whatever gifts I receive, I will give all to Sahaja Yoga. For what so much! What is the need. I don’t require any
of this. So I request you to please lessen this. Every place I go, I get presents there. Go to anyone’s house, there a present. If a
child is born in any house, then from there a present. If someone gets married, then a present for that. By doing this, already
three houses have been made and they have all become godowns. And now the fourth one – that will also become the same,
and there will be no place for us to stay. All this makes you very happy. It is alright. But in one year, one saree is enough.
Otherwise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Vastra Haran. There will have to be another Mahabharat. Then Draupadi will have to appear.
Then she should leave her hair loose, and then the Vastra Haran. Then I can give these sarees to Krishna, and He will use them
to supply her. You people love Me a lot, and I also love you. And in love one always feels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These
outward things of the world are all for showing and expressing love. But I feel that in the present times it is not good to become
slaves to customs. Think about it. I have tried many times and lost. But you people try to find a middle path. That will be 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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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崇拜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1994年12月27日 圣诞节快乐，并赐予明年所有的祝福。 今天我们的普祭不会太长，但是我们必须从
基督的一生明白一些事。基督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状况下出生，这显示了灵可以生活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情况下，并且直面许多来自
祂本部落的反对。祂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犹太人不接受祂却没有杀害祂，这是最重要的，需要我们去理解。他们没有杀
害祂。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民众可以杀人。实际上是那个法官，罗马帝国的罗马法官下令处死祂。 遵循祂的人生是非常困难的，因
为祂是绝对的神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祂——无论祂给基督徒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要求被遵循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很少人能够
遵循祂的生活，因为祂说如果你有淫邪的眼睛，你最好把它挖出来。如果你用手犯了罪，就把它砍掉。对祂来说，犯罪也是一件
非常精微的事。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伸给他。同时祂还说你必须要遵循，而不是其他人。完全遵循这些事情是很
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 祂的一生很短暂。祂曾到过印度并住在这里，我曾读过一本描述关于祂的事情的书，我非常惊讶。在《
往世书》里用梵文清楚地记录了下来，也许连作者都不知道。我的祖先Shalivanha在那里见到了祂。他问祂你叫什么名字？祂说
：“我的名字叫Issa

Massih”，因为我的国家到处都是异教徒，所以我来到了这个国家。Melecha的意思是Mal

ich，那些趋向集体污秽的人。接着他说：“但是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回到自己的国家，教他们纯洁至上的原理（Nirmala

Param

Tattwam）。”这令人非常吃惊，他如此清晰地运用这些词。 这件事情用梵文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也许作者根本就不知道梵文里写
了什么。接着他说，“只有你可以去改造他们，你可以洁净他们。”
但是回头看看，祂努力去做善事，但是人们却把祂钉在了十字架上。 如果你看看现在的基督教，你不知道对此该说什么。他们一
味地反对霎哈嘉瑜伽，他们也从来没有试着去理解基督说过的“我会赐予你们圣灵”的意思。同时，一些来自于基督教的霎哈嘉瑜伽
士却坚守着那种制约。现在不要再这样，那里没有基督。当然，我们承认祂来到这个地球上拯救我们非常重要。那是你们现在所
在的台阶，你们要离开它，走到更高的台阶。那并不意味着你们不应该崇拜基督，你们应该崇拜，但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仍然非常
痴迷地陷在里面的方式。尽管基督是为你们进入霎哈嘉瑜伽做准备的人。 我不知道你能从祂的一生学习些什么？祂是最伟大的霎
哈嘉瑜伽士，但是祂有那么多力量，是人类难以拥有的。祂的牺牲精神，祂的适应性——无论告诉祂什么祂都接受，祂接受了，
祂对祂母亲的爱，在十字架上祂说：“看哪，母亲！” 祂只是说：“看哪，母亲。” 无论如何，我们还应该知道圣经并不完全代表基
督，就像所有的经典一样。所以，有一些问题，在每一个宗教，人们已经从正道迷失，正在破坏那些圣人和宗教创始人的名声。
这也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他们正在做恰恰跟耶稣基督教导的相反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祂来到地球上打开了我们
的额轮，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顶轮没有额轮那么困难，祂住守的额轮是非常狭窄的轮穴。祂说过：“你必须宽恕你自己，也宽恕
其他人。”这是额轮的口诀。这在种子口诀中我们称之为“Ham

Sham”。Sham是宽恕其他人。Ham是宽恕你自己。这是打开额轮

的两个种子口诀。要打开额轮最好是进入无思虑的觉知状态。进入无思虑的觉知状态，可以打开额轮。但是额轮，如果它关闭了
，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这可能会伤害你或伤害其他人。有时，有些被亡灵附体的人额轮也被亡灵附体，他们开始随
着那些在他们体内可怕的、邪恶势力的突变而行动。结果，邪恶势力控制了他，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表现出这样的行
为。 现在，如我们所知，美国人一直在做着很多研究，比如这种基因。他们在讲述着很多他们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尽管如此，
所有恐怖的、可怕的疾病都会来报复。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尽管做了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工作，人们却病得很重。
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关键在于，你必须在灵的保护中，在道德的保护中，在上天法律的保护中。如果你
不在那些保护中，你可能感染到任何东西。 特别在美国，我发现对于宗教而言已变得非常疯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甚
至有魔鬼的宗教、巫术的宗教。他们有各种方式的宗教。虽然他们在科学上如此先进，他们却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中。首先，人
们必须接受，道德是基督教导过我们的、非常深邃的本性，非常深邃。祂说：“你不应该有淫邪的眼睛。”

即使在眼中，也不应该

有淫邪。你看一位妇女一眼，这没问题。如果再一次你看着那位妇女，那你就是淫邪的。祂如此严格地传达了关于祂的道德观的
规定。 既然，由于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已有了完全的准备，你们有了完全的准备，你们比起其他人能够更容易地遵行祂的
法则。但是，还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就像基督说过的，我会容忍反对我的所有事，但是不会容忍反对圣灵的一切。这些话是
非常值得谨记的。祂是宽恕的海洋，同时你瞧祂说：“我容忍所有的事，但是不会容忍反对圣灵的一切。”

发生了这么多令人吃惊

的事，比如，就在这里，在格纳帕提普蕾，一个可笑的家伙提出了一些对霎哈嘉瑜伽的反对。他找到了一个叫Mamlatdar的村民
，意思是他是政府官员，两个人联合起来开始找我们麻烦。就在我们来之前十天，这个Mamlatdar被停职了。没有人能理解。他
怎么会突然被停职了呢？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像那样——这是基督，是祂的工作，也是格涅沙的工作，左脉和右脉，这么
多神祇在工作，我没有过问过这件事。我不希望任何人被毁。但这是由于祂们会摧毁所有妨碍霎哈嘉瑜伽的人，事情是怎样的发
生和怎样的解决真是令人惊叹。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害怕，如果人们反对我们，祂们会试着去做各种各样的事。突然地，你就
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你非常惊叹。类似的事情在各处不断的发生着，我收到很多的来信描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样
地拯救了他们。
我不需要告诉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这非常重要, 就像
他们称之为"阿阇梨（Acharsahita）"。如今现代霎哈嘉瑜伽最重要的事是，你必须知道你得认出我。这非常重要。非常谦卑地，

我必须告诉你——你必须要认出我，而且你必须尊重我和爱我。这些话中，如果我能解释给你听，就是你不能有双重生活。你不
能一方面表示你的爱，另一方面给我制造麻烦。首先迄今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觉醒，当还没有大规模觉醒的时候，我们不能责
备人们。如果他们不能认出这些降世神灵，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觉醒，他们怎么能够认出呢？但是一旦大规模觉醒后，如果你认不
出，那是危险的。你不应该沉迷于以前那些荒谬的事，同样地，就像那些印度教徒，如果我告诉他们现在停止所有的寺庙、禁食
和那些婆罗米语的废话，他们不喜欢这样。你们必须这样，既然现在你们成为了圣人。作为圣人，没有种姓，没有社会，没有种
族。但是，当你告诉任何人，他们就会不喜欢这样。如果你告诉耆那教徒，他们不会喜欢。如果你告诉佛教徒，他们不会喜欢。
他们只想保持他们的祖先、他们祖先的祖先迄今为止所做过的旧的模式。 所以认出只是意味着，不是说你能认出我是太初之母，
而是意味着在你生活的每个部分，你应该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在霎哈嘉瑜伽纪律必须是自发的，我没必要跟你谈纪律，但是不谈
纪律，靠你们自律也不能轻易达成，所以我还是得告诉你们纪律。首要的纪律是，你必须认出我并尊重我。接着第二条纪律是，
你必须学习怎样成为一名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想想基督，如果祂坐在这里，祂对我的举止会如何或者祂对在座各位的举止会如
何。对来自任何一位的各种荒谬行为，对这一切，祂是很难接受的，祂不会容忍。我不介意很多事，我说：“好吧，慢慢地都会得
到解决，形势会好的。”但是我发现，还有那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没有真正地意识到他们的责任。耶稣基督扛过十字架。在霎哈嘉
瑜伽，你们不需要扛着十字架。你们只需要戴上花冠，但是你必须值得佩戴这个花冠。没有人应该受苦，所有的事都为你们准备
得好好的，就像你们所说的黄金铺成的路，你唯一必须知道的是怎样在上面行走。 那么第二点，如我所说，你不应该有双重人格
，也不需单一的奉献。你不需要一天24小时在里面，你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你有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些，你应该每时每
刻保持很好的连接，而不是陷入太多，这会伤害霎哈嘉瑜伽集体。你的亲属——兄弟、姐妹、母亲、父亲，他们会得到照顾，他
们会很好，你主要的责任是霎哈嘉瑜伽。取而代之，如果你陷入这些事情，你肯定会伤害霎哈嘉瑜伽集体，并且会把它政治化。
第二点纪律是，你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和霎哈嘉瑜伽士有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除了霎哈嘉瑜伽士以外没有任何人是重
要的，这一点我必须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当然你必须去会见其他人，你必须和其他人交谈，你必须去和他们打交道，你必须把
他们带进霎哈嘉瑜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不能让一位霎哈嘉瑜伽士失望。在你们之间，如果你们存在什么歧义，去解决它
，当你们在外面的时候，你们应该表现为一个整体。如果你知道真相，那就应该没有差异，为什么要有差异呢？如果有差异，那
你就应该发现你身上有问题，肯定的，错就错在你是自我中心的或者你正在为一些不是霎哈嘉的事情担心。 即使以我为榜样也可
能是困难的。现在我有孩子和孙子，我从来不给他们打电话，从不。就是这样，我从来不给他们打电话，我从不担心。我发现我
的丈夫对他们非常担心，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我从来不打。首先我知道他们很好。首先，我知道我已尽职，我不会将我的生命仅
仅浪费在孩子或者丈夫或者家庭上，因为我的家庭就是整个宇宙。 所以你必须要扩展自己，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要扩展自己，如果
他们只对自己的家庭、孩子、财产感兴趣的话，将会非常困难。所以这些自我中心必须消除。这些自我中心必须完全消除，你必
须对生活有一个非常宽广的视野。 由于霎哈嘉瑜伽士属于整个宇宙这个大家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制力。就像现在
的配婚。我们开始说：“我不喜欢，我不想和印度人结婚。”一些印度人说：“我不想和外国人结婚。”如果你的心胸如此狭隘，你不
应该要求配婚，你不应该跑来跟我说。我们结婚是因为要完全地超越，超越所有这些所谓我们自己的宗教、我们自己的种族、我
们自己的国家等等这些狭隘的想法。 如果你不能做到，你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从内心扩展。这非常重要。因此，在印度
称之为种姓制度的问题——我不能理解。薄伽梵歌告诉过我几百遍，书中描述每个人体内都有灵住守。所以你们怎么可能有种姓
制度？或许根据天资你们可以有，但是你们不能一出生就有种姓制度，这有本质的区别。有很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印度
，我们被种姓制度诅咒。在西方，更糟糕的，甚至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我到罗马尼亚，看到
那里有许多吉普赛人。他们像狗一样地被对待，他们被视为非常下贱。这些吉普赛人真的是很好的人。他们没有问题。至少他们
的人品是好的。他们在对待妇女上有一些原则，他们过着有道德的美好生活。他们是合群的人，但是他们被如此恶劣地对待，如
此不体面。甚至在印度，我不会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种族歧视。罗马尼亚没有那样单个的种族。你不能说他们是德国人或者英
国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人，什么都不是。那里的情况比任何地方都糟糕，这让我很惊讶。同样在英格兰，同样的情况。他们被
非常恶劣地对待，而这些人是伟大的艺术家，也非常有爱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中让我很惊喜。 所以我们的注
意力应该放在生活中更广阔的领域，放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这非常重要。你必须去照顾那些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处在困境中的
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去交一些朋友帮你挣钱或者帮你做其他的事。对待受压迫的人要友善。我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就
是去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我们必须要为他们做些事，在VASHI我开始建一个中心，穷人可以免费治疗。尽管我们享受其中，但我
们必须去帮助那些还不能享受生活乐趣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到霎哈嘉瑜伽，我们必须想尽各种可能的办法去帮助他们。 现在
，你们应该注意到在配婚名单中，我所做的是，建立一个平衡，比如说，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来做一个适当的交换。
然后我就发现有些人对此非常傲慢。既然英国女孩应该是基督徒，法国女孩应该是基督徒，还有很多种情况。基督，祂为了受压
迫的人做了那么多事。而这些人，当他们结婚了，他们试图炫耀和看不起别人。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因为类似的这些原因，现
在我们已拒绝了所有来自英国的基督徒女孩。如果你发展出这种可笑的优越感，这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必须要懂得，作为一名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纪律中之一就是，你们必须超越和克服我们正在忍受的或者其他人正在忍受的
所有这些小事和所有这些限制。 当我们到达这个阶段，集体性就会建立，我们必须明白人们一定要有集体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大的地方静坐或者我们应该要有些巨大的东西？没有必要。祷告和静坐，任何地方都可以。你所在的任何地方，你都能享受，你
应该在那里享受。你不应该要这要那。就像你们来到格纳帕提普蕾，我知道这里并不很舒适。甚至没有安排一个三星级宾馆，但

是你们享受彼此，你们的相互关爱、相互陪伴给予每个人安慰。你们之间的爱、慈悲、整体和团结给你们带来慰藉。这样你们就
不会去在乎，你们不会在乎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舒适、拥有什么样的幸福。这次，突然地，比预计多来了250个人，所以我们必须搭
建临时的住所，而你们并不介意，对此我非常感激。 所以，重要的不是身体上完全的宽松和舒适，而是让灵感到舒适。如果你的
身体需要舒适，你尝试着放弃它。试着让你的身体成为你的奴隶而不是让你成为身体的奴隶。如果你不试着去做，那么在霎哈嘉
瑜伽，你将一事无成。因为你又会说：“我必须拥有一辆漂亮的汽车，然后我必须拥有一所房子，然后我必须拥有这个、拥有那个
。”如果你太在乎你的身体，那么灵，灵的光芒就会暗淡。你的脸上没有了光彩，你的内心缺乏了宁静，因为每时每刻，你惦记着
自己身体、自己的舒适、自己的食物，这个、那个。你可以把这些事统统交托给上天。你需要做的只是审视你自己，在你的行为
中，你应该诚实，你应该属灵的，你应该交托的。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审视，“我有没有交托？我是不是完全地和霎哈嘉瑜伽在
一起？我为霎哈嘉瑜伽做过什么？我应该为霎哈嘉瑜伽做些什么？”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思维会向相反的方向工作。它会开始思
考：“噢，这对我的孩子不好。那个不好。这是这个。”一旦你开始想我应该为霎哈嘉瑜伽做些什么？我应该为霎哈嘉瑜伽解决些什
么？我应该怎样来传播霎哈嘉瑜伽？你会惊讶于你的心会进入灵的光环，没有人需要告诉你任何事，它只是自动地工作。你拥有
这个力量，你拥有所有的一切，你拥有源泉，只是必须打开它。 另外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这对霎哈嘉瑜伽来说非
常重要。基督曾经说过：“我是上帝的儿子。”好吧。祂很公开地说这件事，尽管人们为此将祂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祂仍然说这件
事，祂公开地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做你想做的。”这是事实，这是祂本应该说出的真理。 所以现在，霎哈嘉瑜伽士应该说：“我
是太初之母的儿女。”一旦你对自己说这句话，你会突然开始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位。一旦
你开始说这句话，你就会开始明白你的责任。你会令人惊叹。那些去过假导师的人，当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他们变得非常慷慨
和非常专注，非常谦虚，因为他们受过太多的苦。有时，那些直接来到霎哈嘉瑜伽的人没有这种感觉。
当你经过一些痛苦的体验后，你更清楚地知道你拥有什么，但是如果你自然而然地得到，那你不明白。 所以，我们得每时每刻地
反省。首先要反省的是，我谦卑吗？我能在任何人面前谦卑下来吗？这非常重要。但是发怒是最差劲的事。Krishna说过：“一旦
发怒，所有坏事开始了。”怒火始于肝脏，所以你可以治疗你的肝脏。但是发怒时你可以审视你自己，你的脾气怎么变坏，然后你
怎样去消除怒气？愤怒会扼杀所有集体。愤怒会玷污所有灵性之美。当一个非常易怒的人谈论神，人们会说：“让我们远离这个人
。” 所以你们必须去除愤怒。反省你发怒的导火索非常重要。一些人认为人们有某种权利生气。好吧，但不是在霎哈嘉瑜伽。你不
需要生气，你不需要对任何人吼叫，你不需要打任何人。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有时候我见过人们打闹、争吵。
我很惊讶这些人怎么会争吵。慢慢地，我坚信，随着你们灵性的成长，所有这些打闹和争吵以及你们所说的不同帮派之间的想法
都会消除。但是霎哈嘉瑜伽不会允许你们逗留在那里。你会马上被揭露。人们会知道你。所以试着去理解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
发脾气，理由是什么，你不喜欢别人的地方也许也在你内里。也许同样的东西在你内里存在。 所以，这是霎哈嘉瑜伽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清理过程，我们非常需要基督的帮助。因为合理性覆盖在你的额轮上，你可以将所有的事合理化，所有的事，甚至你杀了
某人，你可以将它合理化。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额轮打开，额轮也就成了我们的敌人。绝对的。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辩护。 我
们可以说，“我能做什么？就这样发生了。”一旦你开始这样想，试着从后面看着自己，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消失。如果你变得很生
气，站在镜子面前，试着生自己的气。 接着是执着。执着是很精微的。以前，我知道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不太爱他们自己
的孩子。现在，我发现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孩子。他们根据自己孩子的突发念头来变动整个霎哈嘉瑜伽活动。同时，印度的霎哈嘉
瑜伽士也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执着。他们始终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一直很执着。我已经给你们解释过那种执着导
致爱的死亡。假如你爱某人，就只根据那个人的需要去爱所有的人，你必须要改变。你不能只执着于一点，这不是你的责任。这
是上天的责任，把它交托给上天，你会看见的。因为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的孩子会改善，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善，所有的事都会改
善。你的局限性会影响所有的人际交往，实际上我得说这种有限的人际关系会同时阻碍真正的交往。 所以对于你们到达什么程度
我有一个非常广阔的愿景和宽广的理解。如果你来到大自然，你就可以很好地学到。看看这水，它浇灌了所有的树。所有一切都
被祝福。它并不执着于任何一个，任何一棵树或任何地方。如果那样做（执着），整件事就会完蛋了。如果你想着集体，你必须
非常地无执着，不被那些很小的人际关系所驱使或说服。跟随霎哈嘉瑜伽比跟随世界上其他任何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其他人不是
自觉的灵。你们全都是自觉的灵。 还有其他的执着——对金钱的执着。非常令人惊讶，他们有时对待霎哈嘉瑜伽就像是一个商店
或者一个市场。所以他们说，“母亲，你能不能打对折？你能不能打四分之一折，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让步？一些销售，你懂得。”
至少有35%的人来这里是免费的。而那些可以付钱的人想要对折，低于对折，但是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是说这里是你真
正能给予一些钱的唯一机会。不需要一个人拿出所有的钱，你们可以分担，共同分担，这样大家一起会很容易，因为他们没有那
么多钱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没有那么多钱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谈论普世生活，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分担费用。
如果你只明白这么一点，我告诉你，你对金钱的执着会消失。你必须分享。但你不想分享任何事，你可能会有一千万卢比，但是
你不想分享。在霎哈嘉瑜伽，很多人变得很富有，但是他们不想分享。我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钱或者其他，但是最重要的一
点，基本原理就是应该和其他人分享的态度。霎哈嘉瑜伽给了我们很多。我们为它做了些什么？我们在哪里分享了？ 另一方面，
我们有些人非常——非常贪婪，他们想要更多。有些人一直借钱，有些人一直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利用别人。所有这些琐碎荒唐
的事不是为了霎哈嘉瑜伽。你们不需要。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只需请求，你就可以得到。所以有些人想试图去剥削一些人，而
有些人想试图为自己节省。你们应该心胸开阔。因为你的顶轮在这里打开——你们知道，这里是心轮，心轮打开，顶轮也就打开
了。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然后你才能享受你自己。 现在假如我想用眼睛看一些事，但是我的眼睛闭着，我能看到一些事并

享受它吗？如果你必须要用心去感受一些事，但你的心关闭着，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感受到它？所以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
心。这样，你就会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对我们来说一切都非常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心胸并且互相尊重。霎哈
嘉瑜伽士必须互相尊重。有人黑、有人白、有人高、有人矮、有人像那样。上帝创造了多样化，否则我们所有人看起来像一个团
队编制。所以我们应该享受这种多样化，带来美丽，创造之美的多样化。 所以所有这些外在的事不应该以任何方式给你留下印象
。人们应该洁净、优雅、整洁——这是很特别的。但是所有人应该像你一样是不对的。在印度，如果有人不得体地讲英语，那他
就会被指责，就像列入了种姓制度的名单。这是如此奴性的观念，非常奴性。无论你是否懂得你的语言、你的母语、印地语，都
没有关系。你必须懂英语。如果有人说“英语”，他完蛋了。哦，我看到过日本人、中国人、法国人，其他任何人说得很糟糕，我是
说可笑的英语，我应该说，说得最糟是英国人自己。英国人完全丢失了英语的感觉，但是在里面有什么？除了一个在此已三百年
的、对他们自己没做过任何好事、两手空空的政权的奴性观念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甚至印度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出生于英格兰，
你相信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相信。 所以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无论我们出生在哪个国家都为之自豪，我们必须爱自己的国家，但
是我们不应该认同于它。这个国家所有的错误我们都应该去批评，去发现。我们不应该接受它们，不应该成为那些局限的荒谬的
人的一部分。你有没有超越你的国家？你超越了所有这些局限，你现在已成长强大，你怎么能呆在一个小池塘里呢？你需要一个
海洋，否则你会窒息的。 另外一件事是，你们不应该用太多机器制造的东西。尽可能地试着不用。这些机器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问
题。我们应该穿戴一些手工做的或者人们用某种小的普通的机器制造的东西，那些机器不需要冒出很多的烟。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生态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哪里有霎哈嘉瑜伽士，哪里的生态问题就会因为生命能量而得到解
决。但是只有当你想要去与生态问题斗争时，生命能量才会解决这个问题。你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很多的污染、很多的污染。
怎样与这些污染作斗争？就是把注意力放在生态上。我们是不是正在生产所有这些破坏环境的东西？我们有责任，我们必须去做
。不然谁会去做？ 所以一方面，我曾告诉过你们的，我们必须照顾那些比我们贫穷的人，那些不幸的人。我们必须照顾那被荒唐
东西糟蹋的环境，并采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用这么多的车辆，不用这么多会制造问题的东西。就
像在德拉敦，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很多这种三轮车以至公共汽车停运了。为什么？因为乘三轮车更便宜，所以他们乘三轮车，这样
到处都是三轮车制造的黑烟。一名霎哈嘉瑜伽士绝对不应该为了省钱去乘三轮车。最好步行或者乘不制造太多这些黑烟的车。我
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真正地去支持改善生态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直到47岁，我只穿纯粹的印度土
布，纯粹的印度土布，甚至没穿过真丝，直到47岁。然后当顶轮开启后，那时我才开始穿其他的布料。我们的生活应该这样，我
们应该对周围的任何发展灵敏。这只是我们的注意力，你怎样将注意力放在事上。就像现在，有那么多新生事物来到印度，到处
都是。一天，我告诉一个人，你为什么不从德国进一些鹌鹑。他说：“我不知道，德国有鹌鹑吗？”我说：“在德国鹌鹑产业很大。
你说什么？”“母亲，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知道。”一旦我来到一个国家，我知道那里所有事，所有的细节。我感到很吃惊他
们有这么大的产业，他们却从来不知道他们有鹌鹑。同样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性的
东西，什么是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为什么基督出生在那样的条件下？是因为祂想给那些穷人祝福，用
灵性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去操心，我们没有去操心看看哪里贫困，我们怎样来帮助。你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你们可以
在任何地方，用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你们理解自己的国家非常简单，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人们很穷而我们不能帮助他们。我们
必须插手此事。除非你将你的光照进这个社会，否则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享受我们自己的霎哈嘉瑜伽，享受Ganapatipul
e和所有这些。但是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要对艺术敏感，对音乐敏感，对就在那里的所有创造性的事物敏感，我们能用这些创造

性的事物为其他人做些什么？注意力应更多地放在这些事上而不是放在其他无用的事上。你们不需要对政治太担心。这会被全部
揭露和完结，这将会没事。让他们争斗，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他们是很愚蠢的人。你们的注意力应放在你们怎样能够更富创造
力，怎样去帮助人们，以及你们怎样去做和做什么。 所有事中有一件事——那就是爱，你们所说的慈悲，怜悯，就是来源于爱和
情感，而这在任何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应该真正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来。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种人
从来都不是霎哈嘉瑜伽士。那种人一说“我喜欢”，我的喉咙就感觉不好，但是有人买了水果。为了让他高兴，我吃了。不管怎样，
一点点，但我确实吃了。只是为了让你们高兴，我穿这么重的沙丽，你们中没有一个人能穿，我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为了让你们
高兴。所以我们在做些什么让其他人高兴？你应该有取悦别人的品格。而不是想着人家怎样来取悦你。“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
那个”，取而代之，我做了什么让其他人高兴的事？ 要取悦上天，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行为应该完全地纯净。我知道有些霎哈嘉瑜
伽士创造了奇迹，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可以比现在做的更多，更多，更多。 所以在今天基督诞辰之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要遵循祂的一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的确是非常困难。但至少，人们必须向祂学习，祂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试着沿着祂的简单
，祂的诚实，祂可以为上天做出牺牲的方向前进。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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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开首之先，我要说，真理是如其所如的，我们不能改变真理，也不能组织真理。很可惜，以人类的知觉，我们不能知道真理。我
们的知觉要经历一些转变，才能知道那绝对的真理。无论我对你们说甚么，你们都不要盲目的相信，你们不应该有盲目的信心。
盲目的信仰已引起够多的问题。你们要像科学家那样，有开放的头脑，就好像我把一个假设放在你们面前，如果这个假设得以证
实，那么你们便要接受它。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全世界的好处，同时是为了你的家庭，你的国家的好处。
如果我们知道绝对的真理，我们便不会有甚么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系统，不同的想法，并且互相斗争起来。好像我现在
坐在你们面前，你们不会作争论，因为你们都看见我坐在这里，你们不会有甚么争执。绝对的真理要对我们来说都是同一的。
我们告诉你的那个能量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一早内在于你们的，只是我们不曾察觉。有一个灵量(Kundalini)在三角骨之中。这
块骨又叫圣骨，表示希腊人知道这块骨是有神圣意义的。这个能量是你们每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的一切，她知道你的过去，她
知道你性格上的取向和意愿，同时她很希望你获得重生。
在梵文，一个得到自觉的人又叫作一个得到重生的人(Dijaha)，意思是他得到第二次的出生。同时梵文里，一只鸟儿也叫做Dijaha
，因为鸟儿首先生为蛋，然后再变成鸟儿。同样，一个普通的人好像一只蛋那样，他要变成一个更高的人，好像小鸟那样，自由
自在。因此他要得到重生。但不是领得一纸证书，说你已经得到重生，其实是没有的，这是要真正的在发生。你们要获得一个得
到重生的人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许多人宣称他们是谁，是甚么等等，这只是一张证书而已。当灵量升起时，她滋养你所有的能量中心。这些能量中
心掌管着我们肉身、情绪、精神和灵性上的状态。当灵量升起后，便会在肉身、情绪、精神和灵性各方面滋养你们。这样你们便
会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问题，同时没有任何灵性上的问题。
这是要实际发生的，不是说有一个人宣称你现在已经是得到自觉的灵，而是要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进化
过程，也是你进化过程的最后一个突破，是你要去获得的。这是个生命的过程，你是不能用钱去买的。好像你把一颗种子放在母
亲大地上，它便自己发芽。因为种子有内在的力量自己去发芽，而大地也有内在的力量使种子发芽。这是一早在你们里面安放好
的。
我们要知道为甚么呢？我们要追求的真理是甚么？今天我刚刚读到一篇文章，说某个自称的圣人，有能力在空中变出瑞士手表等
技俩，而另外有个导师说可以教你离开地面飞起三呎。于是人们付出数千英磅去学如何飞起离地三呎，同时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问
题。所有这些荒谬的事情却被那些真诚的真理追求者接受。
第一个真相是︰你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看这些美丽的花朵，我们甚至不去想，这些其实是个奇迹
的创造。且看他们是如何不同，有不同的样态、颜色和香气。是谁令事情这样发生的呢？如果你问医生，是谁使心脏运作的？他
会说是由于那个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他们便不能回答。因此你们要成为纯洁的灵。
这是很简单的，Saha的意思是简易，另一个意思是与生俱来。你们与生俱来有这个权利，与那个无所不在的上天力量合一，这个
力量创造了生命的一切奇迹。这个上天微妙的力量造就一切关乎生命的工作。所有有生命的工作都是由这个力量去造就的。人们
称之为不同的名称，在圣经叫做圣灵的凉风，在古兰经叫做鲁哈(Ruh)，同时又被称为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在梵文叫Paramchait
anya，即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无论叫甚么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对我们很重要。
灵量升起，就好像一棵种子放在大地之母上发芽成长一样。但对于那些愚蠢的、白痴的人，或者是那些狂妄自大的人，却不会发
生。他们只会受那些假导师吸引。

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去找寻那些宗教。今天的宗教不是变成追求金钱，便是追求权力。但如果你按那些宗教原来的样
子，一般人是很难去跟随的。好像耶稣基督，他是个伟大的降世神祇，是纯洁的「道」(logos)，祂能在水上行走。祂在马太福音
第五章说，如果你的眼睛犯了淫邪，你便把那只眼睛挖掉，如果你的右手犯了罪，你便把右手砍掉。祂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
你让右边脸也给他打。但我没有看见有那一个基督徒把眼睛挖掉，把手砍掉。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基督教
家庭出生的。相反，我发现那些基督教国家都把道德束之高阁。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很难令人相信，他们和耶稣基督有甚么关系
。他们公开的违反耶稣基督，完全不感到惧怕。那些教会叫人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那是为了甚么？这些明眼人都能看见。作为
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你们要知道，你们不能用钱来买你的升进。
还有一些关于求道和升进的可笑观念。好像在芝加哥，天气很冷的时候，有个可笑的Hare Rama的人来，穿一条印度的土裤。我
说天气这么冷，你为甚么要穿这种土裤？我又问他为甚么要剃头？他说他的导师告诉他，要得到解脱就得剃头。印度有位大诗人
叫伽比尔(Kabir)，他说︰「如果剃头便可以上天堂，那么那些绵羊每年剃两次又怎么样？」这是个天大的笑话。那些人行倒立，
跑到喜玛拉雅山去，行禁食，为的是要看见神。神是慈爱的天父，有哪个父亲愿意看见你捱饥受冻的去见他的呢？祂是众父之父
。因此你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是知识的海洋，同时是喜乐和奇迹的海洋，也是慈爱的海洋。更重要的是，它是宽
恕的海洋。你们必须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真我有信心。你们会惊奇，灵量升起以后，许多疾病都得到医治。在印度德里，有
四位医生，因利用霎哈嘉瑜伽治好不治之症，而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你是真理的追求者，你便能得到。但你要真心真意的去追求
。你们要对自己有完全的信心，今天晚上，你们都可以得到自觉，这是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整个过程只须十五分钟左右。你们会惊奇自己是如何的伟大，如何的荣耀。同时你会在自己里面找到平安。我见过许多和平组织
的人，有些还得过和平奖，但他们脾气很大，我真不知他们是怎样得奖的。你跟他们谈话，要先申请个许可证。我们在内要有平
安，在里面有平安，才能向周围散发出平安。
你们不是活在过去，便是活在将来，不是想着过去，便是想着将来，我们的思维时刻都在思潮起伏当中。当灵量升起，便将思想
中间的空隙拉长，那个中间的空隙便是现在此刻。如果我叫你们停留在现在此刻，你们不能够做到。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是不
存在的，当下此刻才是真实。因此我们要在当下此刻成长。在当下此刻，你没有思想，只有平安和静默。你到达的境界叫无思虑
的入静状态，或叫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你没有思想，但有很敏锐的知觉。无论你看见甚么，听见甚么，都好像是你脑海中的一幅
照片。
这种转变使你的性格变成一个宁静和平的人。这个灵量整合我们的注意力、思维和心灵。还有许多可以向你们说，这种转变可以
使人转化，过着一种好像天使般的生活。
我很惊奇，在俄国，有60~70%的人，思想是纯洁的，他们没有那些社会的制约，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主义。俄国政府曾计划让他
们拥有房屋，他们都说不。虽然共产主义不是好东西，但我很惊奇俄国的人变得这样的纯洁，没有任何的思想积集。他们许多都
是科学家，有二千五个科学家来到我的医学会议，开始时我跟他们谈科学，但他们说﹕「不，母亲，不要谈这个，我们都知道科学
，现在我们想知道上天的科学。」
看见这些人接受霎哈嘉瑜伽，真是令人鼓舞。有个笑话是关于一个美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和一个俄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的，
俄国的那个练习者问美国的那个，有多少美国人练习霎哈嘉瑜伽？那个美国人说五十六，那个俄国的练习者说﹕「天啊！在陶里阿
蒂，我们只有二万一千人，你们那里有五万六千人吗？」可见美国人还好像是婴儿那样。任何人都可以到美国去愚弄他们。
现在且看你们这些香港人，中国人是以智慧见称的。你们要知道，生命的目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所有。我们都不是在喜乐之中的人
。纯洁的灵的本质是它能启发你的注意力，这样你们便可得到上天的分辨能力。这样你们便会知道，甚么是对你好的，甚么对你
不好，甚么会建立我们，甚么会毁灭我们。
我从不叫人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因为这样说一半人都会走了。但当他们获得自觉后，有了灵性的光，他们便会看见自己有
甚么问题。好像如果我手中拿着一条蛇，我是个很顽固的人，又在黑暗之中，有个人叫我抛掉那条蛇，我是不会听的，因为我很
顽固。除非那条蛇咬我一口，否则我是不会将它抛弃的。但如果有一点点光，我便会立即抛掉那条蛇。同样，我们会立即抛弃那
些毁灭我们的习惯。你们不用去争论，只是抛弃了它。吸毒的问题可以这样去解决。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人一夜之间戒除了毒瘾
。

有一个新的种类，美丽的人已经出现。霎哈嘉瑜伽已在六十五个国家发展，甚至在一些回教国家，好像是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
和土耳其。我曾看见数以千计的这些人，我从没有看见他们争论或吵架，相反，他们享受在一起的经验。你会看见他们真正的彼
此相爱，就好像一个圣人享受遇见另一个圣人一样。因此你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你们的弟兄姊妹。由于良好的注意力，你们也得以
昌盛。你们的生命充满了祝福。在这简短的演讲，我不能逐一说给你们听。
只需要十五分钟左右，你们便可变成圣人。你们不需要抛弃任何东西，不必穿那些可笑的衣服，甚么也不用做，只要坐在椅子上
便可。

1995-0320, 锡吕‧玛塔吉女士寿晨崇拜（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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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玛塔吉女士寿晨崇拜 1995年3月20日 印度德里 Translation from Hindi: What can one say on one’s own Birthday. That which
I have never dreamed possible, has happened here today. So many of you have come into Sahaja Yoga and are sitting here
today in front of Me. What better Birthday can there be for a Mother. You have received your self realisation. So this is also your
Birthday. You have prepared yourselves for a great happening, and such a great event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You are the
functionaries, who will manage this great job. What greater cause for joy can I have. I never imagined that in My lifetime I will see
before Me, such a large number of realised souls, and that I will experience the greatest joy and happiness. The speciality of the
present, prevailing conditions, is that the world is that human beings are spinning in an atmosphere of illusion and confusion.
When we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other countries outside, we see that they have completely lost their moorings. There is no
meaning in morality, ethical character or standards. It is considered brave and courageous to aggress others. And their
destination is directly to hell. And it seems impossible to stop their progress towards their destruction. But even among them,
there were gems who realised what a meaningless existence they were living.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see that fanatics
created very difficult conditions for human beings. They were forced to bind themselves to some beliefs, and if they resisted
there was religious intolerance, excessive pressure, and torture. So, you should thank your good fortune that you were born in
this (punya bhoomi) auspicious land of Bharat (India), which has a balanced culture. We have not been told much about dharma,
because basically Indians live within dharmas. They do not stoop to adharmic life. Most of them. It is a different case when he
suddenly gets a lot of wealth he goes off his head, and enters politics; or enters into ignoble money making activities, and might
go astray. But even in that condition he does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misbehave openly. Because the society is so strict that
they will take him to task. That is why, what I am going to say to you today is this, that the culture of this country is of a very high
level, and it is still recognised as such. And most of the people understand moral ethics, and that is how they have achieved all
this. This achievement has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women of India. This is the shakti (power) of wome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is shakti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tabilise their families, their children, and the whole society. Unfortunately the western culture
is slowly seeping into this country,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we can get influenced by it, but hopefully they will not go to excess.
Because we are deeply anchored in the traditions of our country. Our country is so auspicious and fortunate that mahatmas
(great souls) one greater than the other have been created. So many saints, and so many divine incarnations. Not only in the
hindu dharma, but among Muslims, and as you know among the Sikhs. Big, big Mahatmas have been produced. The speciality
of this country is that in the soil of this country there exists (adhyatma) spiritual knowledge. No wonder people turn towards
adhyatmic life. In the system of Sahaja Yoga we are standing in complete balance. Like, if there is any impurity in the Indian
culture, it has to be rooted out. After coming into Sahaja Yoga a lot of people get rid of most of their bad habits and behaviour.
But I see sometimes that some Sahaja Yogis are still attached to their old ways. Because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give up the old
bad habits which have been practised in the past. Especially in North India, where we are sitting at the moment. I have noticed
that, whether from the influence of muslim rulers, or something else, the plight of women is very bad. They are always the targets
for harassment and torture. Woman, who is the image of the Shakti, is not honoured and respected. There is a saying that
“where women are respected and honoured, in that place the Gods reside”. Where the woman is treated with kindness and
honour, the Gods happily roam, or strol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 am recommending woman’s rule, or that they should dictate
terms. In the first place a woman should be worthy of honour and respect. She should have all the venerable qualities within her.
If she disrespects her husband, causes fights and disruption of peace in the household, troubles everyone, does not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and all other wrong behaviour, then such a women cannot be respected. Only such a woman is worthy of honour
and respect, whose heart is full of love and kindness. The woman who has an ocean of love within her, such a woman is loved
and respected by society. If she is not, then people talk and gossip about her bad character. In our society we recognise the
woman as the Shakti. Now all these lighting arrange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are not the (shakti) energy. The energy is
coming from somewhere else. It is only manifesting the light over here. In the same way a woman is the embodiment of Shakti;
bu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hakti is in the form of man; can be seen in her children, her relations, in her husband, in her
father-in-law, her father, etc.. All these people become drenched in her shakti, and there is a rare and beautiful relationship
where the mother of the house, the wife of the house, becomes the firm foundation. But instead, if the woman is filled with anger,
hatred, and dissatisfaction, then in such a household there can never be love and joy. This is the biggest responsibility of the
woman. They should not feel that it is a burden, or they are being suppressed. On the contrary they should be proud that this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they are performing it with love. This understanding has to enter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e woman has
been suppressed and been neglect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a new trend of thought has arisen within women, that we will not
allow this suppression and demeaning of women. We will put men in their place, and we will prove our equality in every way
(Women’s Lib!) We will make them appear useless and incompetent All this has been done and tried. In all the countries where
this woman power is working out, just take a look at the state of their children. And look at the condition of everything. Now what
is the solution. Everyone must recognise the futility of this reaction. This understanding must come, not only to the women, but
also to the men. The men should recognise the fact that our women are the embodiment of sakshat Lakshmi (verily). And we
should respect that in her. Of course the woman has to respect the man, the husband. And the husband should respect the wife.
I now see that slowly our society is improving in this regard. Now, when we conduct Sahaja Yoga marriages we have seen that
Indian girls who are married into foreign countries, their husbands treat them with such respect and love, that their brains go out
of balance. Not everyone’s. Not everyon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foreign girls are married into Indian families, they cry
“God save us from mothers-in-law” and all other problems. So there is no balance, either here or there. Sahaja Yogis have to
learn how to maintain this balanc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make your husband sit on your head. What is required is an
evaluation. In this evaluation you can see how far we have been able to bring ourselves into balance. Don’t judge others. Look at
yourselves. Wherever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you must say it And, whatever you have to listen to, you have to listen. I have
seen to it that we started Sahaja Yoga first with the family. From the (Kutumbh avastha) family foundation we have slowly built it
up. And once the “kutumbh” was established, then we went further, one step at a time. I am sure you are aware that this
Sahasrar Day will be the 25th Sahasrar Day. 25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Sahasrara was opened. From that time people have
been receiving self realisation, and by that they were drenched and nourished, and have reached this present state. Now, what
is our next responsibility. We started with the “kutumbh” (family), so we have to establish peace within the family. But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is peace. Where there is no peace, nothing can grow. Now imaging if these flower pots that are here, are
constantly agitated and moving about, will the plants be able to grow? They will wilt. So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establish peace. In
this we have to respect the man, and the woman, and also have understanding. So in a household if there is peace first of all,
then only our children will feel secure and safe. And with this security the children will greatly understand their inner being. That
our parents are Sahaja Yogis, and we are also Sahaja Yogis, and that we have to bring honour and glory to the name of our
parents. Now I see that slowly, slowly Sahaja Yoga has spread and grown in the society. It has also spread in cities and states.
Like a lot of people from various states have come – some from Madras, some from Mumbai, or Maharashtra. And then we see
that it has spread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lso. But in this also a kind of differentiation has come in. Like the Delhi people came
and said, Shri Mataji, Your Birthday should be celebrated in Delhi only. Now we will have to agree. Who can refuse Delhi people
that we cannot have the Birthday here! O My! So I peacefully agreed. It will be best to have it in Delhi only; and here the
arrangements are done well, and everyone is looked after. So taking every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I said Yes. But in that, to start
thinking that we are Dilli or Billi (Delhi rhyming with Cat) people, they can start a fight on this issue. Now this is a very limited,
ungenerous attitude which is emerging. This means we have made a mistake in understanding the “collective” aspect of Sahaja
Yoga.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delicacy of collectivity, then the whole balance will become shaky. Supposing this time I say,
OK, this time let us have it in Mumbai; or anywhere else; what does it matter. It will just be one more birthday, and I am going to
get older. Every birthday increases My age. So, celebrating it anywhere, what does it matter. But then people start wondering,
why did Shri Mataji make this decision. Have we committed some mistake. Or they will come and ask, Shri Mataji, why did You
decide like this. Last time You did not have it in Delhi, so why not have it in Delhi this time. So there appears to be a
misunderstanding of “Tadatma” universality of the atma or Spirit. And a misidentification that we are residents of this place, or
that place. In the past there was differentiation even between people of one street and another. Now at least this is finished.
Then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within a state, and they even used to sit in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addresses. And I used to watch in dismay, that this is still prevalent. Gradually they got out of that. But now I see that the
divisions are by language spoken. Like we speak this language, they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d so on. So I feel that at least
we should all know the language of our country, the National language. We should all learn it, whether we are hindus, muslims,
or Maharashtrians or Christians. So we should all know the Hindi language. How can I alone speak in the 14 Indian languages?
So we should all see what language our Mother speaks. I know Hindi, although I did not study it formally. I know Hindi very well.
So I would suggest that all of you should learn the Hindi language. It will be a great favour to Sahaja Yoga. And you will also
benefit. A lot of people outside India have learned Hindi, just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My Hindi lectures. They have started speaking
and understanding Hindi. But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say – Shri Mataji, please do not give your talk in Hindi. If
possible please speak in Tamil or Telugu. I am sorry, but I do not know either Tamil or Telugu. Now what should I do. That is why

we should totally get rid of all these various differences. The caste difference is already born with us since long. One gentleman
in Hongkong told me that in India there is a lot of caste system. Even among Sahaja Yogis there is caste consciousness. He is
himself a brahmin. So I asked him, Tell Me, will you be prepared to marry a Harijan girl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so called caste
system). He got flustered. “With a Harijan” he asked. So I said Hari-jans are People of Hari (Vishniu). He flatly refused. “I cant
marry a Harijan girl”. So if we surrender all our conditionings slowly, slowly, we can get rid of everything. But in foreign countries
this is not an issue. So many of our sweet Harijan girls have been married to Yogis outside India. And so also Harijan boys. They
are not aware that such a thing as caste exists. In this way we have so many petty differences within us, that, we are different,
they are different. Now it is important to be different. God has created every one different. If he had every one look alike, w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recognise one from the other. Like everyone with uniform figure and feature, in an army. Even leaves
have been created different. No two leaves are the same. If you take one leaf and try to find a same similar leaf in the whole
world, you will not find one. Just imagine. This is His consummate skill. Now if you feel that it is unique to be different, you are on
the same level as a leaf. If you rise above all this and look at yourself as a Yogi, who has no differences in caste, colour or creed,
then you will become liike a sanyasi of the scriptures, who does not have any false identification. Once you drop all this, you
become a sanyasi from within. How can you maintain caste and breed once you are a saint. In fact we should oppose such
conditionings. We should protest against these beliefs, and only look for qualities within human beings. We should imbibe and
understand qualities. When we adopt these maryadas, (codes of conduct), then we can form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What can I tell you about the people I have met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y recognis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But when they
entered Sahaja Yoga it was as if they had dissolved into the ocean of love. Do you know that 500 people have com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y have so much love for Me. They say – Shri Mataji, when we feel love for you, we get enveloped and
encompassed with an endless ocean of love. Even during the Quwalli program,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but they
were filled with bliss and joy. We have to learn a lesson from them to be Nirvach (love without any expectation). Their only desire
is to feel divine love. We do not seem to know or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is love. We are only involved with our relations. Like
my father is sick; or my father’s father-in-law is sick, or some far off relation is sick; someone does not have a job; I have become
bankrupt; my brother is being sent to jail. This is the only kind of messages I get. For some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they have a
right on Me and My time, maybe because I am also born in India, or that they are also born in India. But this is a very petty thing.
If you are a Sahaja Yogi you don’t even have to ask for anything. These things can work out spontaneously. This faith, the
foreigners have. Now let me tell you a very surprising thing. There was a lady working in the UN, Sahaja Yogini, she was sent to
Mexico by the UN. She had a son who had such an illness that kept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It galloped, and within one month
the child nearly died. He was not a Sahaja Yogi. She sent me three letters in which she mentioned the name of the illness. A
very strong and unusual illness, and she sent three letters. I felt a great compassion for her. What can I say in human language
-- a kind of a pull. A pull from her. Imagine, a fourth letter came that “Shri Mataji, it is amazing and astounding. I took my son to
the hospital, and they said all the tests are negative. He is completely free of the disease. But it is not so with Indians. They will
“want to meet Shri Mataji. Only if Shri Mataji sees my son he will be cured”. They feel that without putting the problem on My
Head, nothing will happen. Such a glaring difference. She was in Mexico, sitting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there was no treatment
or cure for her son, and she was just praying and sending these letters to Me. That’s all. Now this is a matter of Shraddha
(enlightened faith). When love becomes enlightened faith, (I am not talking about blind faith). You know My Views on blind faith.
But if the love becomes enlightened faith, then how things work out is a matter for giving thought. If there is no faith, but just a
statement that I believe a lot in Shri Mataji it will not work. Such kind of devotees are there who worship Christ, who worship
Mohammed Sahib. But what about you. What is special inside you. What have you achieved, is what you have to consider. So
what I have seen that whatever these people believed so easily, they have dissolved themselves into the Divine Love. They
have never experienced such love before. And when they get the Divine Love, they become fully drawn and dissolved into it.
And then after getting this Love, they don’t want anything else from the world. Nothing. Now those who come to Ganapatiphule –
the Indians, have a lot of complaints. The food was not good. The man from Madras will say I could not eat the food as it was not
good. Lucknow people will say – what kind of food did they serve up. All their fuss about the taste of food has been encouraged
by their wives, who cater to every whim of the husband. Now tell Me which single type of food can we make which will please
every Indian palate. Man from this State does not like that food; man from that State does not like this food. But these people
from outside, will never complain about the food, even though in the early days the food was not up to standard. Nowadays it has
improved. But they never ever said that Shri Mataji the food was not good. Now regarding toilets a strange thing is going on. The
Indians said Shri Mataji we do not like this Indian style bathrooms. We want western style bathrooms. But the western Yogis said
they prefer the Indian toilets because they are cleaner. Now I cant understand what to do. We made these toilets for the Indians,

and those toilets for the western Yogis. So I thought of a solution. Shift the Indians to the foreigners side, and move the western
Yogis to the Indian side. End of problem! But we are very demanding people. All the time finding fault – this is not nice, that is not
nice. Put this right, put that right. How many people have attached baths in their houses, tell Me. We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at by
making such demands we are some superior class. And when We speak with western Yogis they say – Shri Mataji the comforts
of the body are useless. We have had enough of it. Now we want comfort of the Spirit. We don’t want comfort of the body. What
we never had before Sahaja Yoga we want now as comfort of the Spirit. By telling you this I do not want you to react by sleeping
on the bare floor. That is not My motive. My reason for telling is this, that we must start realising that we have to do the work of
the Spirit. And we should find comfort in everything and everywhere. If we only consider the needs of the body, our Spirit feels
hurt. The light of the Spirit will keep reducing. The more we start putting attention on others; on their spiritual growth; on the
environment, that much more the light of the Spirit will begin to shine. And you will be surprised that you will find yourself slowly
becoming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he whole world will get contained within you. Now many people ask Me, Shri Mataji, how do
You remember so many things. It is like this – that when I see something, I see it. That’s all. My Chitta (attention) has noted it. So
must you also be. Because I am not inside. I am all pervading. I don’t even think about Myself. I have no thoughts. The strength
to do this is within Me. I don’t have to keep sitting and thinking about Myself. I never think, what this one did to Me, or that one
did to Me. Never. What has happened, has happened. Finished. But whatever is outside, if you can see your own light shining in
it, then you have become the whole universe. If you look at a mountain, you can see the light of your Spirit in it. In each and
everything. When you see the light of the Spirit in it, then you never forget it. Nor do you forget the joy you got out of it. Then you
don’t worry about anything – whose carpet is this, where can I get one like it. Nothing. Only the looking at it and enjoying it, is to
be done. And when this starts happening, it also starts expanding, and encircles the whole world. And this is the state you have
to achieve. Of course we must have differences. Every person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But, in what way. Each one
should be different in the way they feel the joy. Like when people are dancing, every one is feeling the joy, but each one danced
differently. No two people were dancing in the same way. So if we have these different feelings inside us, we can give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joy to others. Joy is not for yourself. It should always be our endeavour to see how much comfort, love
and enjoyment we can give to others with our light. Sometimes,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Indian Sahaja Yogis write and
request Me that Shri Mataji, please help me to evolve into a higher state, where I can rise above all these things. Mostly people
write useless letters that this one is sick, that one is sick, like this, like that. But some write very sweet letters. And with that I get
completely dissolved. And I see that this person has found the way, and knows exactly where he or she is going. He has
identified his destination. I do not want anything more than this.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see this, again and again, and unite with
that person’s Atma. I don’t expect you to keep writing about your desires to ascend. But just watch how the Divine works.
Everything is happening, and you have to move with the flow. And may your lives become filled with joy, and may you be the
channels for giving this unique, divine joy (Allahad) to the world. This is what I desire. If any strange and useless thoughts come
to you, like you must join politics, there is no need for that. In Sahaja Yoga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amass wealth; to attain any
great position; nothing. The only thing you are required to do is to establish your supporting strength and pure desire that we
onluy want to be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world; who want to improve the world; who want to remove all the impurities, ills
and sorrows of the world; and who can give pure knowledge of the Spirit, to all. Only then great and illustrious sons of the earth
will be created. And it is My eternal blessing that all of you should take this great spiritual movement forward, and keep
introspecting that – Am I doing the job for which I was born. English part: ......很抱歉，我以印地语演讲，因为在座的多是印度人
。在西方，我发觉人们过着一种很庸俗的生活。我不能相信人可以变得这样愚蠢。感谢神，你们都得到了自觉，内在有光，得到
转化。同时你们抛弃了那可笑的自由观念。在西方，很难找到懂得爱与纯真的人。你们就像从黑暗中走出来，看见上天的光。否
则是不可能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可笑的事。例如有个英国国王杀了七个妻子，这种事在印度不可能发生。尽管西方过去的历史
是这样，现在还变本加厉。但你们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散发芬芳。现在西方人也为自己的庸俗而感到害怕，因为你们所实现
的乃是真实。那是永恒的生命。 那些西方人许多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有回教徒。我很惊奇，他们将这三个伟大的宗教歪曲，
变成完全相反。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犯罪，便自己挖去眼睛，如果一只手犯罪，便自己把手砍掉。在这些所谓基督教国家，我
从没见过有谁挖去眼睛或砍掉手掌，这是很难做到。因此穆罕默德说：「如果男人犯了奸淫，且让其他人挖你的眼，砍你的手。
如果是女人，则活埋地下，或被石头掷死。」因此要遵守回教的教规是很难的。那些伟大的先知神祇以为严厉对待，人便能道德
起来。但事实相反，他们变成极端不道德，失去平衡。 但得到自觉之后，霎哈嘉的文化便在你们之中，你变得平衡。许多人奇怪
问道：「母亲，你如何令他们的眼睛这样纯洁？如何令他们戒除看异性的恶习？这是你们灵体自身的光，通过你们的眼睛闪耀。
西方女性应该明白霎哈嘉瑜伽，不要宰制他人。西方女性许多时爱宰制人，爱骚扰他人。在霎哈嘉瑜伽之中，你们要完全改变。
我因世人能够这样接受霎哈嘉瑜伽而惊叹，我代表上天感谢你们。一种新的人类经已出现，有个别的人出问题，那不要紧。整体
来说，一种美丽的人类出现了，他们就坐在我的面前，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但这些真的发生了。你们要有开明的信心，有此信

心，你们便能够解放人类。这是你们的责任。 霎哈嘉瑜伽是免费的，但你要帮助其他人得到自觉，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给予
别人自觉，你便得不到快乐。你们要绝对合群。我告诉你们，在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南美洲国家、澳洲、日本、香港、台湾、
吉隆坡，每处我都看见人们变得很合群。他们告诉我说：「母亲，没有甚么比看见别人得到自觉更为快乐。」这是一个人所能得
到的最大快乐。 你们要有纯洁的思想。有些人批评霎哈嘉瑜伽，说为甚要这样，为甚么要那样等等。但一个深入其内的霎哈嘉瑜
伽修习者，会希望霎哈嘉瑜伽传播到他们的国家。霎哈嘉瑜伽在世界各地广获接受。无比的智慧会进入你的生命。有个修习者告
诉我：「母亲，过去我只担心我的房屋、汽车、妻儿子女，但现在我只想如何将这种喜乐给予他人，否则我不能快乐。」事情就
如此成就了。我很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祝贺我生日。这显示你们对我的爱，我爱你们每一个人。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的崇拜会很
短，我不知应该作那一个神祇的崇拜，所有神祇都在这里，因此要很短。一同崇拜祂们，事情便能更好地成就，就如你们一起工
作，事情能更快的成就一样。

1995-0507, 顶轮崇拜 实现完全的自由
View online.
顶轮崇拜
‧意大利 卡贝拉‧1995年5月7日‧

锡吕‧玛塔吉女士谈死后的生命

今天对我们、对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是个大日子，今天 — 我要说我们是迟了一两天 — 顶轮已经开启了。我应该说这是个奇迹，
因为我并未想到我能做到，我只想等等，但某些事情的发生令我想顶轮必须打开，我感到若我再等待，便是在助长假导师把他们
荒谬的道理传播开去。我可以说，这只是霎哈嘉的处事方式。

二十五年已经过去，当下此刻，我们所有人聚首一堂，仍有很多人没有来。我们已经成就了很多事情，就文字的真正意义而言，
或许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成就了什么。你们已经得到生命能量，能感知这个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就如他们所说，你们在喜乐的
海洋中畅泳，全都享受集体，亦已经超越很多限制。这些事情能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功劳完全不在我。

有一点，有一点我常常向你指出，你现在已经进入上天的国度，自得其乐，我们要环顾四周，整个大自然都在享受着，毫不在意
，什么也不在意。他们没有得到自觉，感觉不到生命能量，他们怎会知道我们必须享受？花朵开了一会儿，很快就凋谢，只要它
们活着，它们就非常快乐。它们不会想过去和未来，只享受当下。在当下，它们享受它们的芬芳，享受给予别人芬芳，它们非常
漂亮，亦令人感到抚慰。整个大自然就是这样。若你看看鸟儿或任何我们叫作大自然的东西，它们全都在入静的状态。所有这些
山丘，大山脉，它们看来像在旁观见证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我们真的要回顾，我们有什么成就。这是很重要的，就如你正在爬上一座小山，若你回望，便会感到震惊，或许会掉下去
。所以人们通常会说︰不要回望。但一旦人赚到一点财富，他会一次又一次的数算，以确定自己有多少财富，每一次他这样做时
，他都很享受。所以，知道自己得到什么，怎会有这样的成就肯定会给你极大的思维上的力量，令你的人生更辉煌。

我可以说，首先发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感到这无所不在全能的力量。这显示你必定是个了不起、老实、真诚，敏锐的真
理追寻者。只要来我的讲座，你便感到生命能量，之后，你便安顿下来。你们很多人忽然感到生命能量，他们很惊讶，很震惊，
很惊奇，他们想测试是否是真的，接着便有了信心。你发现了真理，生命肯定展开了一个新的向度，你感到这无所不在全能上天
的浩爱。我只需要一个讲座便能描述这全能的力量。你得到的是它的精粹，我们要知道，是完全的自由，你已经成就了完全的自
由。

首先，最重要的是你得到自由，它是来自自我。你已经穿越了自我这堵墙，穿越自我的界限，这界限对你的确是充满难题。这个
自我做了太多你察觉不到的事情。首先，自我中心的人不在意伤害别人。他伤害人，却不喜欢别人伤害他，他会马上哭叫。我见

过自我特别大的人，他们非常容易受伤害，却不明白自己伤害了多少人，令多少人感到害怕。所以你要消除自我。伤害人类，无
论是什么原因，都是种罪孽。

首先是报复，有报复的念头︰「我要向伤害我的人，对我做了些错事或类似的事情的人报复。」复仇的念头出现是因为你有反应
，有些人的反应很激烈。我曾经见过人们以复仇的名义互相杀戮，杀害他们的朋友和亲属，杀害他们的同伴，他们的国民。全世
界都充满各种愚蠢复仇的念头。若你看看复仇的精微层面，那是什么？你报了什么仇？例如有人找你麻烦，你生这个人气，便杀
掉这个人，你实际是拯救了他，他不用再受内疚之苦，亦不用再做什么，他完蛋了。

什么是报复？报复应是某人摆脱杀害别人的念头。就如一把剑不会攻击另一把剑，它攻击的是盾。同样，我们对别人的报复不是
报复，因为你以报复之名作出的任何行动都会回赠给你，令你伤得更深。若某人以报复之名开始行动，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例如，你也知道这些日子里，即使以神的名义，全世界都有很多复仇行动。要报复是有些人追随了某些宗教，或他们做着一些不
是你在做的事情。开展这种报复，只是你在杀死其他人，摧毁其他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你为何要报复。人们放炸弹或类似的东西
，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此被杀，你在做着怎样的复仇行动？他们不应受到这种报复。当这种仇恨爆发，能毁灭很多无辜的人，报
复肯定在你身上起反作用，你不能摆脱这种反作用。这种复仇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曾经告诉你，他们说在百慕大三角，很多被迫做奴隶的黑人，在这个地方溺毙，他们的灵魂萦绕路过这个地方的人，遇见他们
的大多是白人，都被他们溺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不需要在这个吉祥的场合讨论它，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做出报复，每一个
行动都有反作用，不管如何，你必须抛开复仇的念头，只是抛开这个念头。

另一样事情是当你不报复，只把它交托给神，它就起作用，还有，神圣的力量会接管，好好的教训那个你要报复的人，或要报复
的社区，或要报复的组织，你不用担忧。我必须告诉你，这二十五年来，人们对我极不仁慈。很多组织，很多所谓的宗教，各种
各样的事物都在攻击我们，媒体在攻击我们。以法国传播媒介为例，他们想找我们麻烦，想把坏的名声带给我们，都不要紧。已
经发出逮捕令给三个到过印度的传媒人，若他们到印度，立即会被逮捕。我什么也没做，我们什么也没做。

第二，同一个传播媒介，我是说同一份报纸，也破产了。我们什么也没做，你亦没有跑去说他们必须破产，你没有报复，为什么
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因为我们不介意什么发生，也不介意这些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法律上，他们牵涉入内，令他们
受通缉，一旦他们到印度，便会被拘捕，会被逮捕。整个法国政府都支持他们，但这个惩罚却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一生

—

他们不会死或什么，但他们这生都受惩罚。

你们已经拥有这种特别的力量，所以不用报复，或你只要宽恕，只要宽恕，宽恕会接管整个安排，把其他人带入正确的路径。一
旦你摆脱报复的念头，你真的感到非常平和，极之平和，因为在你内里的平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来自思维，只是自然的发生在
你身上，它是妥当的。那么，若你们说，他们对我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我要在意？我可以告诉你，有太多事情自动的成就了。
在土耳其，他们告诉我，有一些来自英国的男孩向媒体说了一些反霎哈嘉瑜伽的话，这些话都刊登出来了。在法庭上，他承认︰
「我说的都是错的。」没有人告诉他要这样说，没有人威胁他，什么也没做过。

从你的角度，你必须明白，不要牵涉入任何种类糟透了的报复中，因为你属于神的政府，这个政府极之有警觉性，非常真实，也
极之有效率。就你而言，你是这个伟大国度的子民，你要成就的就是成为这伟大神的国度的子民，你应感到绝对的安全。有安全
感的人从不害怕，从不。所以你连恐惧也消除了。

当人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这些害怕那些，担心这些担心那些。很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健康，担心他们的家庭，他
们的孩子，他们的房子，我的意思是担心各种的事情。霎哈嘉瑜伽士不会这样，他们不会。我们没有忧虑，全都能做到。为什么
要忧虑？不再有忧虑，忧虑已结完结了，我视它已经完全失灵。你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况，就是没有时间让你忧虑，因为你自得其
乐。

我看到恐惧在人们身上产生很大影响，恐惧令人患上很多疾病，特别是左脉的疾病，都是源自恐惧，有什么要害怕？就如你拍打
大地之母说有蛇，根本就没有蛇，你仍然感到有，而这种恐惧持续着。任何人，任何种类有关鬼魅的念头，或任何人、任何种类
的大恶魔站在某处，全都是谬误。对你而言，这些并不存在。好像你在黑暗中行走，看到鬼形幢幢，有人说︰「我看到影子在树
上。」某些影像，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恐惧令人以为有这种情况出现。他害怕这害怕那，因此失去了自由，变成奴隶，变成恐
惧的奴隶，以为这个那个人会伤害他，会找他麻烦，恐惧这念头摧毁我们的家庭生活。

例如，妻子好控制人，或丈夫好控制人，没什么要害怕。若你害怕，你便受他们玩弄。例如妻子喜欢控制人，只为从中找乐趣，
若你不能在你的妻子或丈夫面前找到乐趣，最好是在外面吧，想想︰「啊！看看这个。」这是你的特质，令你真的可以完全脱离
恐惧。为什么要害怕妻子或丈夫？他们可以对你怎样？最多只能杀掉你，那又怎样？不管如何你总会死。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们拥有的另一种谬误。当我刚刚开展我的工作时，每一处的人都问我︰「死亡是怎样的？」我说︰「你现在活
着，为什么要问死亡？」有很多人问我︰「死亡是怎样的？」你们为什么要知道死亡？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当下此刻。我们要知
道什么是死亡，死后有什么会发生又或不管什么会发生都是一些疯狂的念头。当你死去，你已经完蛋了，之后你什么也不用做。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你何时会死，死后有什么会发生？要发生的自会发生。我们从来没有问，我入睡后，有什么会发生？我们有
吗？死亡只是永远的入睡，我们却那么担忧，很想知道死后有什么会发生。时候到了，要死的便要死，因为有生必有死。

你的确知道自己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你永远不会死。死亡并非肉身的消失，而是你完全掌握不了你的灵。一旦你是已得自觉的
灵，就拥有控制权，拥有力量把你的灵带到你喜欢的地方；若你喜欢，也能再次出生；若你不喜欢，亦能不再出生，能与你喜欢
的人一起出生，能出生在你喜欢的家庭、你喜欢的社区。有很多了不起的灵很热切的出生在一些社区，我可以说，那些社区，因
为人们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令这个社区非常腐败，处于被摧毁的危险中。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害怕死亡是绝对荒谬的。为什么要思索死亡？对你是没有死亡，因为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你并非继续
拥有同一个躯体，你或许不断转换服饰，但你是活着的，有意识的，你知道即使这个身躯不存在，你仍会每时每刻为霎哈嘉瑜伽
而存在，为什么，为了要以实相之名做点事，所以你必须知道，自己是处于永恒的存在体，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要有怎样的
想法，要做什么。

我们必须摆脱死亡这念头，因为死亡对你并不存在，已经完结了。无论如何，害怕死亡的人继续购买保险，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
这全是让人头痛的事情，你们看看，最后什么会发生？你离去时只会留下所有世俗的事情。当灵离去，即使是一颗微尘，也没有
人能带走。

以你们的情况，当你们不再存在于这个地球，所谓的地球，你不会带走任何物质的东西，因为你早已放弃了物质，你对它们早已
不感兴趣，你不再物质取向，你的灵是自由的。当你死亡，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非常简单，你只感到解放，绝对的解放，你感到
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全在你的指引下，你的欲望下，一切都能成就到。你不会感到自己已从这个躯体走出来

我必须告诉你，不单不用害怕死亡，还要欢迎死亡。因为你更能感到被解放，更能感到无拘无束，你不会有任何因为这个躯体存
在于这个世界而产生的问题。你看，我现在要吃药，吃维生素，要…你不需要吃这些，不需要什么。这个躯体完蛋是非常好的主
意！它们是那么令人烦扰，你要明白，每时每刻，即使实际上，你可能常常说︰「啊！我不关心这个身体。」但这个躯体不会离
开你，最黏贴着你的，就是这个身躯。所以忘记死亡对你该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们已经打破了很多堵墙壁，你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拥有的制约，我们已经超越了它，那是很令人惊讶的。我曾经见过，当他们
得到自觉，他们马上看看四周，马上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宗教哪里出错，再告诉你他们的国家哪里出错，他们的文化哪里出错，
藉由他们，我知道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以法国人为例，若法国人得到自觉，我是说，你便知道法国的一
切。你永远没法想象他们是怎样的一类人，但他们会告诉你一切。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英国人身上，英国人或许会取笑自己，但实际上，一旦他们得到自觉，他们会给你英国人的完整印象，他们是
哪一类人，他们哪里出错，他们是怎样自我中心，这样和那样。我感到很惊讶，我是说我从来也不知道那么多事情，全是藉由得
到自觉的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因为他们能很透彻，很接近的知道这些事情。

当你变得很清洁，完全清洗干净，思维里的各样制约完全清洗出来，你变得像一面镜子，漂亮的镜子。从这面镜子，我们能看到
我们身处的社区的完全面貌，看到管治你的政府的完全面貎，每事每物都是那么清晰。这是绝对的，没有偏见的。例如你问某人
，他会说︰「你有什么政见？」若我说︰「我的政见是我没有政见。」他便说︰「什么，你没有政见？你怎能没有政见而生存？
」我没有政见，他们不停的问你一些你也不知道的问题。

对已得自觉的灵而言，事情则是相反，他不单能看到，还能非常清晰地显示和表达出来。我对人们怎样反映他们生活的国家，反
映代表他们的国家而感到很惊讶。丧失了身分的认同，完全失去身分的认同，你不会感到有任何的认同，你只是看到这个世界哪
里出错。

另一点是你开始看到你怎样能帮上忙，该做些什么，怎样能成就到。它变成你生命中最主要要实现的事情。每一个我见到的人 —
就像昨天你怎样把那些旗帜带来，我能看到你们站在旗帜背后，都想和平能在这些国家出现，他们都能得到霎哈嘉瑜伽的喜乐和

美丽，这是一份怎样的感觉？这份感觉不是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只坐在角落，不是这样，他们想为仍然不认同的国家做点事，他
们深深的感受到他们必须把事情成就，纠正，你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品格。

通常，若你向某人说了一点批评的话︰「看，在你的国家，他们是这样的。」「噢！你在说什么？你的国家又怎么样？」马上，
他们都不接受。若你想说一句批评他们，批评他们的国家，批评他们的政府的话，即使这个政府可能是最腐败的政府，他们仍会
说︰「不，那又怎样？我们没有不妥。」这种愚蠢的认同令你完全黏贴着这个社区。

就如有人会说︰「不，不，我要去酒吧。」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酒吧？」「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
要去，要去酒吧，喝醉，所有人一起醉倒，我们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辨法，就是这样。」你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这样？有什
么需要这样？」「因为我要生活在这个社区，不管如何，我属于这个社区，我就是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

一旦你得到自觉，你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你只喜欢正直的，美好的，富建设性的，有帮助的事情。在得到自觉后，你
能做你喜欢的事情，完全不受限制。那些限制「不要，不要，不要…」，这些限制肯定在奴役你，我认为它使你成为奴隶。在得
到自觉后，你变成自由的鸟儿，没有什么能奴役你。

例如，有很多传教士传道︰「不可喝酒，不可吸烟，不可吸毒，你要这样那样做。」但所有这些习惯却没有停止，它帮不上忙。
人们挣扎，尝试各种方法，最后他们自杀，仍不能摆脱这些怀习惯。但现在你却是那么有力量，没有什么可以黏附着你，因为你
纯真的品格浮现，它不容许任何荒谬的事物黏附着你。

我曾经听过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他们的双眼怎样稳定下来，他们怎样变得正直，变得纯真，他们不明白怎会这样，说︰「
母亲，是否你的力量，你的纯真给予了我们，或是因为我们的纯真被唤醒？」当然是你的，毫无疑问，你意识到你本来拥有这些
品质，因此你对所有荒谬的，不喜欢的事物绝对不认同，你就是不喜欢它们，不停的批评它们。

我曾经到过这些国家，遇到过非常认同这些坏习惯的人，说︰待人要圆滑，不应该说些令他们感到自己在做着一些错事的话；但
在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同样的人告诉我们同样的话，他们拿这些坏习惯来开玩笑。

例如，我曾经听到一些霎哈嘉瑜伽士交谈，他说︰「你看看我的国家，有那么愚蠢的事情在发生。」另一个则说︰「没有人可以
打败我，真差劲！」这种霎哈嘉瑜伽士之间的竞争非常普遍的持续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变得何等纯真。在这纯真中，任
何污秽的、黑暗的，能沾污纯真的东西我们都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们是从内在得到清洗，得到洁净，我们不想内在再有类似
这样的事物沾污我们。我也曾经看到，人们是怎样变得有爱心。我很惊讶他们怎会变得相亲相爱。

例如，有二个霎哈嘉瑜伽士，他们都不喜欢对方，互不兼容，或不管你怎样描述他们的情况。我不知道该怎样令他们感到︰你看
，其他霎哈嘉瑜伽士都很妥当；不管如何，不要紧，什么…。「不，我不喜欢他这样。」另一个则说︰「我不喜欢他这样。」这
样的状况持续着，他说︰「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是说他们只看到对方的缺点，或不管你怎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我因此

说︰「好吧，你们可否静坐一会？静坐再静坐。」跟着我说︰「现在，你们是否爱我？」

他说︰「我」 — 另一个说︰「我爱你比他爱你多。」我说︰「很难处理的困局。」怎样令他们明白爱是不能衡量的，你不能画一
幅爱的图表，爱是内在的，若你爱某人，你就享受去爱，我是说你不能限制爱，不能量化爱。这种情况却在这两个男士间持续出
现，我想︰该怎么办？他们都很重要，他们仍未能互相谅解。

上天的力量因此接管。他们其中一人忽然感到很不舒服，病得很重。我曾这样说︰「你会生病，要小心。」我的意思是他以为我
是说另一个人想做些荒谬的事情，他们不明白我的话。他病得很重。当他生病，另一个人对他生出极大的爱心，这是没法解释的
，他二十四小时守候着这个病人，他说︰「若你需要钱，我有。」在他能负担的情况下，他为他支付一切。这个男士也是非常敏
锐合理的人，他感到来自这个监督，即另一个人的这份爱，这份感情。这种体谅在他们之间滋长。我认为这是上天的戏剧把他们
拉在一起，那么接近，那么慈爱。

所以你们内在慈爱的力量是那么多，这个力量是很精微，你看不到，因为在思维层面

—

我在告诉他们，争辩，想安抚他，这种情况持续着

—

这是不能成事的。一旦慈爱的力量开始在他们其中一人身上出现，另一个就看到慈爱，纯粹的慈爱，他们就变成好朋友。

我们要感受自己内在的慈爱，我见过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我有时要纠正他们，或向他们说些话，另一人会马上说︰「母亲，你可
否原谅他？能否原谅他？」我说︰「我已经原谅了他，我什么也没做。」「请原谅他，请原谅！」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很高兴。只
有这种情况，唯一的情况，当霎哈嘉瑜伽士为要支持另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而反对我，我也感到很高兴，这显示你不单慷慨，也充
满慈爱。慈爱的源头是你内在的存在体，在你内心，你只要开放你的心。若你开放你的心，就如打开顶轮，你会对自己怎样原谅
人，怎样与他们共处而感到惊讶。

我常常因为人们结党结派，各自组成不同的集体静室，不来集体等等事情而感到困扰。我非常关注，现在缺失的是…当然，有些
人认为他们要有自己的组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集体里。这类人肯定还未到达慈爱的状态。

在慈爱的状态，就像有人告诉你︰「不要与这些人说任何话，我不想你这样说。」我就感到非常非常喜乐。就像有一对夫妇，他
们常常吵架，他们通常都不停的写信给我。啊！巴巴！很烦扰，还不停的打电话给我，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我不知道该怎么
办。所以我认为他们还是离婚吧，分手吧。我分别告诉他们︰「你们还是离婚吧，脱离现在的状况，你们的抱怨我解决不了。」
她说︰「什么？」我说︰「你在说你的丈夫没有给你太多时间，他常常外出，没有与你有任何美好的时光，你们没有一起外出，
所有你有这些抱怨。」而丈夫则说︰「她常常麻烦我，要我一定带她外出，要我做这样做那样，我也想做到但我做不了。」

我说︰「当你决定离婚，就永远不能要求什么，你会永远失去丈夫，你亦会迷失，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慈悲马上开始运作，我
接着说︰「若明天你们任何一个生病，谁来照顾对方？」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

你知道生命中这种微细短暂的时刻来到霎哈嘉瑜伽士的生命中，我曾经看到，忽然心扉打开了，因此他们能抗衡令他们互相分隔
，与集体分隔的琐碎荒谬的念头。令我感到极大的喜乐是我看到你们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开玩笑，一起共舞，这是我最享
受的事情，我不想摆脱这个「我」的念头，虽然事实上，很多时候，我没法相信，霎哈嘉瑜伽士怎会有这种行为？怎会想制造与
有自觉的灵的裂痕距离？

因为不管哪个地方的有自觉的灵，若你遇见他们，他们互相尊重，不单尊重，还互相关怀，从不说对方的坏话，从不。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圣人的私生活，在印度，我们拥有很多圣人，当你看到他们怎样相处，怎样互相照应，那是非常漂亮，非常尊贵。就
如他们关心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瑜伽士或有自觉的灵比关心自己多。这种情况令你感到他们是身处新世界的新人类，他们在意别
人的感受，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想说什么，想要什么，或他们认为自己是某些特别的人。

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已经失去了你的「特质」。看看，有些人以为自己很特别。例如我请某些女士放些alta在我的双脚上，她
开始想自己是很特别，我叫她这样做只是因为她的额轮阻塞得很厉害，我要洁净她的额轮。当某人告诉我︰「母亲，她以为自己
很特别。」我说︰「真的吗，她怎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叫她把alta放在你的双脚上。」我说︰「我叫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有可
怕、丑陋的额轮，她会麻烦每个人，所以我想把它洁净。」所以，一是我告诉她︰「你是非常自我中心，很可怕。」要对她说清
楚，不然她不会明白，那非常令人诧异。

有一个女士，她真的令她在印度的亲属和每一个人感到厌烦，她来看我，我叫她，实际上我嘲讽她，我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
言行？你父亲是个种族主义者，你从来没有批评他，为什么你要批评这些人，批评得那么厉害？」我讽刺她。她走出外说︰「噢
！看看，母亲叫我来见她，没有人获准见她。」我说︰「什么？」我有时感到，人们以为自己很特别，要令自己变得特别的想法
是非常有趣的，情况变得很困难。现在，只显示我的爱，显示我欣赏别人做的事情。若你给这个人一些礼物，或你关怀这个人，
因为他做了一些好事，他就开始以为自己很特别。我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境况，因为我期望若我为这个人做了些好事，或我关心这
个人，他就会变成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

某程度上

—

变得谦卑，诚实和有爱心的人。不然，这样做是没有意义，若善待别人的意思是令他跳进地狱里，那就毫无意义了。

这是另一个关于「特别」的想法︰就是他们失去了对特别的意识。当一滴水成为海洋，它就变成海洋，不再是一滴水。若任何人
以为︰「我是特别的人。」你就知道自己不再是海洋，仍然是一滴水。因为若你不是一滴水，又怎能感到︰「我是特别的。」你
因此失去了你的特质，因为这些特别的想法全是来自你的过去。

很久以前，我遇到过一个女士，她非常粗鲁、骄傲和傲慢，是在德里，那里的人对他们的丈夫的职业很在意，我则连我的丈夫能
晋升到什么职位，或他现在身处什么职位也不知道。她对我很无礼。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你这样无礼，有什么问题？」她
说︰「你不知道吗？我是这样这样的人的妻子。」你是那个人的妻子？「我是这样这样的人的妻子。」她问我︰「你在这里干什
么？」我说︰「我是家庭主妇。」接着我的丈夫来到。她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为什么要问？」我以为一定是有
某些地方出错。她说︰「不，我只是想知道，你怎样认识他的？」就像我是罪犯一样。我说︰「他是我的丈夫。」「噢！我的天
，他是你的丈夫？」怎么了？就像有十条蛇咬她。或许，或许她的丈夫比我的丈夫职位低得多，或许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就是「我是特别的」。在霎哈嘉瑜伽，这种我是特别的愚蠢想法要完全否定，不是思维上，若思维上你不停的说︰「我并不特
别，我并不特别。」像念口诀一样，你就会变本加厉，因为你会说︰「我已经说了这口诀二万三千次，有谁能像我这样说？」

这种「我是特别的，我是伟大的，我是稀有的，我是优越的」的想法全都要消失。就如我所说，你是海洋里的一滴水，已经变成
海洋，不再是水点，不再有任何相对的价值观。没有任何观念能令你说︰我是高一点或他是低一点，这些都会为这个世界制造问
题。看看印度的种姓制度，西方的社会制度、种族主义，以及自我意识「我的宗教较好，你的较差，我们的是最好的」。所有这
些都会制造问题，做不了好事，它是会不停的衰败，衰败，衰败。所以在霎哈嘉瑜伽，至少不要再带这些疾病来，即「我好一点
，我们，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这种特别必须摆脱，那么你真正漂亮的品质才会显现。为此你不需要特别的皮肤，特别的躯体，亦不需要特别的…你所说的闪亮
的外表，你只需要有颗美丽的心。我告诉你，是那颗漂亮的心吸引人，不是其他，你需要的是一颗漂亮的心。

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像这样的人。有一个男士与他的第一任太太离婚，她可能并不漂亮，或许有点丑。他与一个漂亮的女士结婚
，跟着他离家出走，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以前那个女士，因为她丑，但你现在为什么要避开这一个？」「她没有心，她没
有心。」你却拥有一颗了不起、慷慨、漂亮、正直的心。这是上天赐予你的礼物，你要尊重它，要为此而自豪，享受它，你必须
享受你的慷慨，就如大自然自得其乐。

常常对一切都小心翼翼，常常纠正别人都是令人很头痛，这是些头痛事，最好是纠正自己，取笑自己，你最好就是这样。每一个
人对自己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也有，我必须承认，我很享受，我一试再试，却总是忘记。例如眼镜，我常常忘记它。来这里
之前，我又再次忘记它，我告诉自己我需要眼镜，我要带着它，必须记着，但我仍是如常的忘记带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
不能没有它，却仍是忘记带它。

有很多事情，例如我不懂怎样数算金钱，若你给我一百卢比，我会把它数成二百，我告诉你，我虽然数学很好，却不懂计算，我
不懂怎样签支票，你相信吗？我不懂签支票，你必须为我写支票，否则我做不来。某人要求我给他一百卢比，我却给了他五百卢
比，然后忘记这件事。那个人说︰「母亲，你给了我五百。」「不、不、不，我只给了你一百。」「不，你给了我五百。」当我
回到家才发现。不管如何，若他不老实，他就是不老实，若他老实，他就是老实，为什么要在意你给了他多少，在意这样那样，
小心翼翼的。你要明白，像这样处理一切事情？我见过很多谨慎的人，他们常常都有过失，因为这个脑袋向他们玩把戏。

例如，有人告诉我︰「你车子是这样大的。」好吧，那又怎样。「那么你的车房也要这样大。」我说︰「好吧。」当车房建好，
我的车却进不了。我说︰「这样谨慎的建筑师，这样有名的人，他还拿了很多奖牌，怎会犯这种错？」我仍然不能理解。他说︰
「你还是买一辆小一点的汽车吧。」我说︰「你现在至小能好好的量度我的车房，不然，若我购买了另一辆汽车，仍进不了车房
。」

你要明白，我在说︰我们是那么特别，那么谨慎。现在看看这些小花朵，这里的小花朵，它们并不谨慎，自由自在的生长，每一
朵都能得到阳光的照射，它们是颇快乐。我们是特别的︰「特别」对这些人而言是种头痛事，最后，他们发觉自己并不特别。

你失去了，失去了谨慎。我知道有一个女霎哈嘉瑜伽士，她经营一所商铺，她说︰「母亲，我知道每件货品的数据，我知道每件
货品的价钱，我知道这所店的一切，但自从我得到自觉后，我忘记一切。」「那么，你快乐吗？」「我非常快乐。」「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赚了很多钱。」最重要是能赚钱，为什么要记着一切？

就是这样，要非常谨慎，要很有条理，要非常…世界是 — 若你环顾四周，没有一棵树是一模一样，它们在混乱无序中自有其样式
，一些叶在这一边，一些枝干在那一边，完全没有秩序。若你建立一个系统，就变成了军人。所以，霎哈嘉瑜伽是没有系统的，
我们超越时间，超越各种制度，我们没有系统，我们的系统是内在的和谐一致。

就像这双手，它们没有内置任何系统，却能动。特别是告诉你，若你想，双手常常像这样移动，我不知道这动作是代表什么，但
他们都做着同样的动作。没有系统建立在其内，没有人告诉他们要这样做，他们却都自然的这样做，所有人一起做，完全没有任
何制度。

所以建立思维的制度是错的，也是违反霎哈嘉瑜伽的。有些人写信给我︰「母亲，我们想翻译你的讲话，做这些，做那些。」只
是在计划。我说︰「忘记它吧，忘记它吧！」因为若你开始计划，就肯定跌进制度的陷阱里，必须依照制度行事。这个制度很好
，那个制度很好，为什么制度不好？因为，我不是说有制度是错的，因为你已习惯跟随制度行事。特别在西方，人们是过分的系
统化，一切都过分系统化。就如他们用餐，要用这种匙子，这种餐叉，要有这样的礼仪，要吃什么，怎样吃，我是说太过分了。
若你要进食，就直接的吃，你可以用手吃，不用受任何礼仪限制。西方的制度规则太多了，你要试试减少一点规则。

因此，他们有反文化和所有那些荒谬的事情。他们另一种愚蠢的行为是建立另一种制度，你看，他们说︰「我们是嬉皮士。」好
吧！他们因此不能洗发，从不清洗头发，有充满虱子的头，要像这样。你可以说是商揭罗大师风格。他们全都是这样 — 再次是因
为制度。没有多样化，一个嬉皮士与另一个嬉皮士一模一样，你分辨不出他们。若有人把戒指带在这里，每一个人也会带在同一
位置，若他把戒指带在这里，每个人也跟随，没有用脑，不去理解。他们谈独立性，谈个性化，他们那有个人特色？没有个人特
色，因为你只做群众，又或可以说人群做的事情，以为这才是时髦。

在印度，若你说这是非常时髦，即是说这是很昂贵，很漂亮和很…我的意思是这是「时髦」是个很精华的字。当有人说︰「这是
非常时髦。」即是说每一个人都喜欢它，它可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或是什么 — 它就是很时髦，就是这样。时髦的意思是你不需要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在霎哈嘉瑜伽，你不受任何潮流限制，不用跟潮流，若你喜欢，可以穿上任何衣服，
穿上你喜欢的衣服，自由的做你喜欢的事情，穿上你喜欢的衣服。但你…我再说一次，你会指导自己，你是自己的导师，自己的
主宰，你只做好的、正派的，神祇喜欢的事情，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才这样做。

所以生活变得自在容易得多，你不用担心没有的东西，也不用担心有的东西，因为你想

—

现在，我看到一些东西，好吧，我已经拿到它 — 现在很好，我要把它留给某人，送给某人。我拿到一只很大的戒指，我在想，我
该给谁，谁的手指很粗大？我开始看每个人的手指，谁有大手指，我就把戒指给他。我的意思是脑袋就是这样倒过来想。假若你
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就会说︰「噢！母亲，这样大的戒指，为什么不融掉一点金来卖？」又或是︰「你可以把这里的宝石拿掉
。」我的意思是你会有各种荒谬的想法，却不会想︰它太大了，我带不下，还是把它送给别人吧。为什么不把它送给别人？有什
么错呢？不管如何，它不适合你，所以把它送给别人吧。只有在霎哈嘉瑜伽才有这种想法。

我曾经见过一些非常仁慈，非常，非常仁慈的人，他们互相对大家都很友善，他们会买一些别人想要的东西，然后送给他们。他
们或许会说︰「噢！不，我已经拥有同一件物品，这个送给你吧。」他们就是会这样做，常常都想着别人的需要︰我能给别人什
么？我能为别人做什么？这样做是表达你内在的喜乐和慈悲。你就是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运用物质。

就如有人在加拿大的房子被盗窃，她因此写信给我，「感谢天，我的房子给打扫干净了，我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废物。」你看看
，这种态度，你需要做的是把它送给别人，把它送给霎哈嘉瑜伽士，以表达你的爱。

通常人们做的是︰不管家中有什废物，即使是腐坏的，就这样，他们会把这些废物像礼物般送给别人。一旦你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想送一些真正特别的东西给别人，因为整个存在体变得那么漂亮，我该说，像花朵，它想给人芬芳，每时每刻，你给别人慈
悲、爱心、感情和安全感的芬芳。

就如他们所说，这是新的年代，我则说一种新的人种正在我的面前，这种新品种有很多漂亮的琢面，他们真的如钻石般闪闪发光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唯一给你的祝福是你在它之内成长，不停的成长，变成了不起的人，从不会以为自己胜过别人，也从不会
以为自己比别人特别。这肯定会完全把你安抚下来。某人可能伤害了你，不要紧；某人必定曾嘲讽你，不要紧。你的能耐是去爱
别人，亦充满爱心和仁慈。

我对这二十五年来，在各种愚蠢的问题和美好的事情交织下度过感到很诧异。这些事情从来没有骚扰我，我从未受骚扰。我常常
作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有时我会生气，有时会说一些通常不会说的话，只因这些话需要说出来。整体上，就如坐上一艘大船，我
们全都升进至上天爱的领域，这就是我们要去享受的领域。

若人有爱心、慈悲和纯真的爱，他就能把这些品质散发给别人。这份慈悲的记录是极之漂亮，难以用言语来传达。就像昨天，我
不能说话，我能用怎样的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我想，这个地球仍未创造任何字句能表达我深刻的感受，人们怎能接受霎哈嘉瑜
伽得那么好，怎能明白霎哈嘉瑜伽得那么好。

愿神祝福你们。

顶轮崇拜是很简短的，我们没有长的顶轮崇拜，因为，你也知道，顶轮很快就打开了。所以它不是一个长的崇拜，但却很深层，
这个最后的轮穴终于在这里，在心的位置打开了。因此，在顶轮崇拜，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要享受心扉打开。不要在
意任何神祇，任何仪式，这些那些事情，只要打开心扉，我们不受任何限制，只要开放你的心。

愿神祝福你们。
香港集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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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卡贝拉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做灵量的崇拜，或太初母性力量的崇拜，两者的不同是：太初母性力量(Adi Shakti)是上天全部的力量，是上
天的纯洁愿望；而灵量则是太初母性力量的投影，是祂的一部分，在人类身上反映为灵量，所以，太初灵量(Adi
Kundalini)与太初母性力量(Adi Shakti)是有区别的。 太初母性力量是Parashakti，即超越所有力量，亦控制一切力量的力量。而祂
的其中一个力量就是灵量(Kundalini)，例如，在我体内三角骨里的灵量不代表我的全部。同样，在你体内的灵量也不代表你的全
部。当然，这个力量给你自觉；这个力量救赎你、养育你、并启发你的能量中心。 但如你们所知，还有另外两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它们经由左脉、右脉来工作，第三种力量就是位于中脉的摩诃拉希什米。灵量的主要工作是给你自觉，因为她是你个人的母亲
，每个人内在都有灵量的反映，无论那人的质素如何。正如你所见，投影落于万事万物，例如月亮照落在石头上，我们看不到任
何反映，若照在更好的反射体上，比如水面，我们便能看见倒影，若照到镜子上，像比利时精制的镜子，那就反映得更清楚了。
这个映像就此越渐清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人类各有不同的反射体，但是可以不断改善，直至成为绝对一流的，这是可能的…
要视情况而定，这要关系到你内在另外两种力量。一种是愿望的力量。如我们所见，灵量是纯洁愿望的力量，这个力量别无他求
，只是想给你自觉。 另外两种力量之一则是世俗的愿望，若世俗的愿望转化为纯洁的愿望，那样灵量在左脉便毫无问题。若它不
是纯洁愿望，而是充满了其他的欲望，如人类来自动物的第一个欲望，我认为是食物。人类要吃食物去滋养自己，但不仅如此，
他们还追求食物的色香味，这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追求口舌之欲，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没有标准，一些人喜
欢这样，另一些人喜欢那样。而那些明白食物的味道并不重要，并且能践行的人，那样灵量便能工作，她可以创造奇迹。因为你
们已能控制最低层次的对食物的欲望。 若你们有时可以禁食，当然不是奉神的名义而是为了自己，因为神并不想你们挨饿，如果
你没有美食也能生活，如果你能享受每一种食物，那么你已为疏通灵量在中脉升进的通道做了很多。我看过在很多情况下，灵量
就是升不起来，灵量不能升起，即使升起又很快跌下来，这会发生在一个人非常自我放纵的时候，他总是想着对灵性来说并不太
重要的事情。 此外，我们另外一个可怕的欲望是总想尽可能地获取更多金钱，钻到钱眼里去。这次我有个糟糕的经历。有霎哈嘉
瑜伽练习者过来对我说：“母亲，他们在问我们是否应减少普祭金之类。”我感到十分惊愕，因为我从来没有决定过普祭金该有多少
，都是由集体负责人来决定。我说我并不在意。然后，他们就好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或者进行某种交易。这是你们升进中存在
的最大的危险之一。一位假导师，人们向他支付数百万的费用，而你们知道我为你们的项目做了很多事，为你们买地，为你们做
的这些事都需要金钱，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要为此捐钱。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们，而不是为了我。
他们多次这样纠缠。有一次他们突然决定收取一半的费用，随即电话蜂拥而来：“哈，你们会便宜一半吗，有便宜一点的价格？我
们就是奔着便宜来的。”这是营销策略，例如在销售中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提供你一些好处，这样就可以招揽更多的顾客诸如此类
的事。霎哈嘉瑜伽却恰恰相反，你们不必付出什么，便可得到丰厚的收获。而这是非卖品，绝对不是拿来销售的。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要付费，是因为我们要买所有这些东西，我自己不得不花很多钱，你们并不知道。例如上次有50个人是免费来的，有些集
体负责人是知道的，而有些集体负责人还继续这样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可能他们想省钱，或者可能他们想在信徒中宣传自
己，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但这种关于金钱的想法对你的灵性是非常有害的力量。其他人这么做的话也一样，总想要得到更多的金
钱。若你们想着金钱，想赚更多的钱是为了霎哈嘉瑜伽，是为了帮助霎哈嘉瑜伽，这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你却为了自己。这在西
方国家十分普遍，但在印度却不是这样，你们知道印度是一个穷困的国家，有一次一位印度霎哈嘉瑜伽练习者说学校需要金钱，
我说我愿意支付，他说不用，他可以向其他人筹集，结果他在一次聚会中筹得180万卢比，当然我和他说别收了，我还有钱付，不
用筹钱。 总是太多的以金钱为取向，天天想着钱，想着省钱，这是完全违反霎哈嘉瑜伽的。你可以问问别人，我对金钱了解多少
，我不明白银行业务，我不会数数，即便一千镑我也数不清楚，我会把它们算成两千或三千镑；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一谈到钱
我的脑子就乱了！我不知道怎么数算。我并不担心我们要有多少钱，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做的只是：这里有这些钱，让我们用
它来做事情。

今天不知为何要讲这个粗俗的题目，但有人向我指出：“母亲，你从不讲这些，人们已愈来愈物质取向了。”这是十

分可悲的。一个物质主义者，他会不得不离开霎哈嘉瑜伽。事情会慢慢发生，渐渐地你便惊讶你离开了霎哈嘉瑜伽。真是令人惊
奇，得到自觉后也会发生，我们已提升到世界之巅，但我们仍然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金钱交易的小洞里。 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因金
钱而起的，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所有的这些经济知识要向何方发展？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好了吗？到处都是经济不景气，每
个人都失业。你去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失业，失业率这么这么高。这显示了经济学也是一门十分人工化的科学，它与人类的弱点
有关，而不是人类的优点。若他们了解人类的优点，他们会做得比现在好很多。 我给你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西方我们有非
常先进的方面，非常的先进。一切都是电子化的，你只须按下按键就一切搞定。在我旅行时，特别是在这些现代化的飞机上，我
不知道该按哪个键，因为它们是那么精密，以致于需要一个特别的艺术家才能做到这些。所有这些是为了什么？目的都是要赚取
更多更多的金钱并让人印象深刻，但同时人们已感厌倦。当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出现，他们受够了计算机，他们受够了电，他们
受够了水泥，受够了各种人造的东西—这是事实。相比发展中的国家，西方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他们只是受够了， 如果这是动
力，这是（人类的）优点，为什么他们会厌倦？因为他们发觉这些人工化的东西不能带给他们喜乐，不能令他们舒缓下来，而是

刺激他们。因此人工化的东西完全是违背人类的思想、人类个性和人类文明的--是某种的非人性。那么我们要怎样做呢？

有一次

我到美国去拜访一位朋友，发觉所有的房子都是牛粪色的。因此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有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用好看的白色
？还是说另一些人非常喜欢这种沙土的颜色？他们说如今的美国人想要牛粪。我说：“牛粪！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够了水泥。而
现在他们这里又不能有太多的牛粪。所以他们用特别的方式使水泥看上去像牛粪！他们混杂了些东西因此使颜色显得像牛粪。”我
问“为什么要所有东西都是这个颜色，”他们说有些人去印度，他们不得不在一些用牛粪造的棚屋里睡觉。因此他们从逻辑上推论，
牛粪的颜色最令人舒适。于是出现了相关的文章，人们便开始使用牛粪了。 所以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人类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在于他们想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生活。他们不想要人工化的东西。而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喜欢牛粪了。但霎哈嘉瑜伽是介于
两者之间，你要清楚无论是牛粪或水泥，都不能给你带来喜乐。例如在印度，拥有水泥房屋的人是“了不起”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水
泥代表豪华、财富。 但在西方，如果看到水泥，天哪，水泥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像坟墓的东西。因此现在积极的一面是他们想生
活在自然的东西中。他们想使用自然的材料，过自然的生活。但如果他们走向一个极端，你知道，我们有反文化的嬉皮士诸如此
类的，没有带来任何好运。因此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于人类生活也是无益的。因为你看，一个人不可能变回原始人，即使
他衣着像原始人，他的脑子仍是现代人的思想。当他们受够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不知道所缺失的是什么。 在两
种情况下，不管你生活得像乡下人还是住在水泥房子里的城市人，无论你生活的类型是什么，所缺失的一点是，事事皆有竞争。
潮流一旦开始，好了，每个人会有藤椅—每个人就都用藤椅。 在这场竞争中，他们所错失的重点就是喜乐。对灵魂已觉醒的人来
说，他并不期望它是水泥还是其他东西，无所谓，都是一样的。而他会想到，所有这些人为的东西都在毁灭人类，因此他会说不
。但他不会留原始人的发型，他不会举止像原始人一样，他会过十分正常及自然的生活。当头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时，它永远不
会达到喜乐的地步，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们以为自己已得到平衡，已得到正法。经验却告诉我，不是这样，即使
是那些嬉皮士，我也了解他们：他们曾经吃起东西来像老饕，他们仍非常在意生活舒适，他们曾不惜一切代价抢夺人家的东西，
他们认为自己现在成了嬉皮士，因为他们已放弃所有一切，但他们本就是地主。他们的想法是，若要战胜金钱及物质取向，战胜
竞争及一切人工化的东西，便要改变生活方式。但这是不行的，永远都行不通。只是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游戏。 那么
你们怎样才可以摆脱这种金钱取向的观念呢？无论你穿着苦行者的衣服还是衣着光鲜亮丽，对你的身体都一样，你甚至不能看见
自己穿着怎样，对你的眼睛也一样。但你若思想上说服自己，“现在我已成为一名高僧，因为我穿了件僧袍！”通过穿某种衣服，你
永远不能去除这种荒谬。首先你必须是个正常人，外在没有必要反常到自我欺骗的地步。若你以为通过改变衣着，装扮以及生活
方式，你便能成为高僧或者一个伟大的脱离金钱取向的人，那我必须要说﹕「请不要欺骗自己」。一个内在无执的人才会帮助灵量
不断地升起，且不会有任何感染。 对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来说，内省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水平何在—就像我告诉过你
们的反射体--你是哪一种反射体。欺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霎哈嘉瑜伽是为了你，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的灵量是为了你的福祉
。升进是你生命的目标，而完善这个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需要接受外在的任何东西，而是要看看你自己的内在，--你有什么样的
执着？ 我很惊讶第二种力量如何突然出现在霎哈嘉瑜伽士中，他们没有不道德的问题。他们大部分人变得有道德，我认为在霎哈
嘉瑜伽中99.999﹪的人是有道德的人---也许偶尔有些不是。因为他们享受道德，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自己的
子女有道德，自己的家庭有道德。这就是道德在霎哈嘉瑜伽中迅速传播的方式。 在此你们也要知道，纯真是力量，并不是道德。
好像有些人写信给我，“母亲，我晨起坐在相片前，做这做那，接着洗澡，然后做这个…”,我不明白，不需要这样做。你们要在晚
上清洁自己一次，如同你会清冼自己的身体，还有在早晨要做祈祷一次，便可以了。不需要这种仪式主义，这种冗长的废话。每
天从早到晚做这些无意义的事。他们会变得狂热，开始变得对霎哈嘉瑜伽十分狂热，这种狂热主义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们
试图记住所有事。不是这样，不需要，一切应在心中，否则就等于耍嘴皮子。这些嘴皮子功夫会渐渐地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很伟大
，你的父亲很伟大，你是这般那般的。因此你会被抛出去，是你把自己抛出去的，就好像打球会反弹回来。我见过很多人，他们
试图把自己推进霎哈嘉瑜伽，却被自己所击退，而不是被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吸引你们，毫无疑问，但你们自己要有重心力
，如果没有重心力，你们如何被吸引？严重性就在这里，你们应该认真地内省—发现你们自己的问题所在，因为这对于你们的升
进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带有这样一种想法的人，在霎哈嘉瑜伽中变得狂热，开始向其他练习者粗言恶语，扰乱别人的平静，因为
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反省并找出原因：我为何要这样做? 。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缺点，但
他们却为此责怪别人，也许他们以为通过纠正别人，自己就可能得到改正。我不知道这种想法的背后逻辑是什么，但有时十分荒
唐的是，他们看待自己问题的方式好像问题都是别人的。如果现在我和你们说这些，一定有人便在心里想，“哈，我知道母亲在说
的那个人！”而绝不去想，“这是说给我听的，我要去内省，找到是什么在拉我后腿”。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事，你们对人不能苛刻，
不可伤害别人，你不能有这样行为不当的方式，如果你行为不当，你就会被自己抛离霎哈嘉瑜伽，而不是被其他人抛离。 你要合
群，别人要喜欢你，你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若没有集体性，你的灵量永远不会上升，因为她升起是想给你重生，使你可以成为
整体的一部分，使水滴成为汪洋，这是她的工作。不然她永远不会升起。一个认为自己十分特别的人不应该来到霎哈嘉瑜伽。 另
一个妨碍灵量升进的大敌，就是当人们以为自己很特别时。我们这里没有祭司制度，我认为集体负责人也是个幻相，他们就是我
认为灵量更好些，能更好沟通的人，但有时他们也会做出令人惊讶的事情。他们怎会这样做事，这些邪恶突然出现，你看到它们
感到震惊！“他们在做什么？他的注意力在哪里？他们担心什么？”因此如果这些愚蠢的想法出现在你的头脑里，告诉它们“现在闭
嘴，我很清楚自己。”，这是摆脱这些想法的最好方式，摆脱所有正在作用于你的荒谬东西。首先你要记得你是真理的追求者，经
世历代你一直在寻求真理，找了很多世，现在你找到了。因此紧紧地抓住，快速地握住，明白这就是你想要的，你现在已得到它

。 在唤醒灵量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大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告诉你们，那就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以为与我十分亲近，以为你们对
我有什么特别权利，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母亲是摩耶幻相，你们要小心，我已再三告诫你们，永远不要这样想，没有人能成为我的
最爱，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就像水银， 如果你将它放在另一种金属或者什么东西上，它不会粘附。我的思想从不会停留在任何
人身上。永远不会。现在假设有人陷入麻烦，有人写信给我，有一些问题，然后想法便会出现，但我不会执着于这个想法，不会
拘泥于任何人。我也不会执着于任何人，因为这是违反纯洁之爱的原理，我无法执着。当然我很清楚地看到你们的问题，我很希
望解决它们，我有时会担心，你可以称之为“担心”，这样的想法和注意力则会转向那个人。

你们知道月亮引发潮汐，月圆时，潮

水便会上涨很多。海洋会思考吗？月亮会思考吗？那么月亮会想它要吸引那一处的海水或某个人吗？这就是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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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本身在运作，这是大自然，你无能为力。这个大自然是你应努力接受和崇敬的，因为这是十分有帮助的，这会让你的头
脑得到极大的解脱，那个头脑老是想东想西，使你无法进入无思虑的觉知状态。 你执着于某人，你担心一些问题。甚至有时是你
的问题，自始至终是你的问题，老想着你的问题，或者你所执着的人的问题。这个头脑开始工作：如何解决问题，要做什么，这
样做还是那样做？但这样你就完全停滞在额轮处，灵量将如何升起呢？ 在一个霎哈嘉练习者的生活中，停止思想的最好方法就是
想如何去传播霎哈嘉瑜伽，只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这是你最大的愉悦，为此你不需要付费或做什么；只要了解你有怎样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许多人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使用它们。 当你不使用你的力量，灵量也会往下跌落，她为什么要
工作呢？她又不愚蠢！如果你不想使用灵量来实现其目的，那么她为什么要为你操心？她便会跌下来，然后她和你便没有任何关
系。接着你们突然来找我，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这样那样的事。特别是像关节炎这种问题，以及所有类似的麻烦都来
自于他们不使用自己的生命能量。将生命能量给予花朵、树木，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回避它。你们不需要触碰别人，而要
有这样的愿望：我应给谁生命能量；只应有这样的关切之心：我应把注意力放在谁身上？我应把我的这个能量放在哪里？。一旦
你开始运用这种上天的力量，它便越来越多地流动，你的灵量母亲亦对你十分欢喜，然后你开始看到奇迹发生。 为此，首先你的
注意力要放在仁慈与爱心上，但这是指上天、全能之神的仁慈与爱心。而当我谈到仁慈时，人们则对那些正在受苦的，有问题的
，被抛离出霎哈嘉瑜伽的练习者更感兴趣，他们会写信给我“母亲，请无论如何把他们带回来。”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

但那

些不爱神的人，他们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他们口齿不清，语言滑稽，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面对神。这是种肤浅的说话和行为，你
们要知道天使一直都在你们身边，他们一直与你们在一起，他们看着你们，他们会帮助你们，支持你们，提升你们，他们会跨越
各种障碍，但你们要全心全意地爱神。 你们不能说些有失礼仪的话。只有当你们交托自我时，这一切才可能做到。神不想从你们
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你们可以给神什么呢？这是人们的一个滑稽想法。但没关系，你们可以向神献上任何东西。 克里希纳(Shri Kr
ishna)说过：“你可以给我献上鲜花、清水、礼物等等，我会接受。”但祂还说道：“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与我合一，你必须与我合一
，你必须与我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的感觉是那么令人满足，那么令人喜乐，那么美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因而，你发现
你的灵量会为你自己和他人欢快地流淌。 同样是右边的问题：野心、支配欲、炫耀、苛刻、残忍，我不知道右边还有多少的问题
，它们可以是无限的。我是说到目前为止的最极端的人是希特勒，天知道或还可能有其他人来和他一较高下，但目前为止他是终
极者。所有这些右边的问题也都会开始损害灵量。 我也看到人们的灵量受到伤害，灵量受伤了，根本无法升起，会以失败告终。
于是我想：让他再次出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的灵量是不可能升起的。若你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灵量便会
受到伤害。一个好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行为不端时，她会感到受伤，因此这个灵量受到很大伤害。因为她想给你重生，但她实
在无法忍受，这让她完全没有能力升起，她病倒了，生病了，受伤了。 故此你们要摒弃一切的攻击性，这是没用的。因为你们来
到霎哈嘉瑜伽不是为了省钱或讨价还价或其他什么。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是求道者。 我总是见到一些去过假导师那里的人老是
有金钱取向，因为他们一定是被之前的假导师彻底私刑处死了，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故此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善和美
而升进，并且我们可以升进到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层次。不要只把这种力量留给自己，应该去分享，要给予别人，使别人同样
感到非常幸福和喜乐。这是每个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也要替霎哈嘉瑜伽着想，而不是考虑你自己，这是避免很多问题的最好方
法。 但他们一想到霎哈嘉瑜伽，便开始想的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的缺点，这是没有用的。首先你要在内在得到头脑的平静，由此
你才能首先成为自身的静观者，你应能够静观你自己，看看是什么事在把你往下拽，因为当今世界绝对充满混乱，你们要从这混
乱的世界中升进到一个非常和平、美好的世界，你们要把许多人带入其中。因此你们要有这样的质素，而不仅仅是你们成为霎哈
嘉瑜伽士，带上我的徽章等等。你们可以以各种方式传播霎哈嘉瑜伽。但要小心，因为不应让人觉得你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你
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别人。 现在我们要看到发生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因为以往灵量是一大不解之谜，
但现在不再是了，她已全面开启，你们都认识灵量，你们知道她的力量，你们知道如何达至最高的目标。因此只是得到平衡，仅
仅是为了过一种平庸的生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求道者应该做的事。 但如果你是真正的求道者，你应察看自己：“我一直在做的事
情有什么不对，我一直所追随什么的有什么问题，我要达到什么目标？” 所有的圣典都说过你必须成为灵。所有的圣典都说你必须
重生，我就不再多说了。唯有我在做他们曾说过的事情，我在努力去做，并要求你们也去做。霎哈嘉瑜伽不会像其他的宗教，他
们虐待儿童，任意妄为，赚钱等等荒唐的事，就像黑手党一样。我们是被拣选的特别的人，我们信仰美好的道德生活以及和平的
生活。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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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会议 1995年8月2日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生态大学 所有的教授和副教授，是你们这么友好地邀请我来到这，说点不一样的东
西。我要说，这是一种据我所知的，与医学科学很不一样的方式。我其实不应说它不一样，因为它是我们医学的基础。比如说，
你想治疗一棵树的毛病，你们会开始从它外部用一些东西去治，这样是不怎么能起作用的，它可能也会有好转的反应；但是如果
你们可以进入到它的根部去，那整个树就都能被治愈。我们现代的医学科学已经变得很专门化了，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你们
可能有个专门看一只眼的医生，还有另一个专门看另一只眼的医生，这样没有综合起来。没有对人类整体上的一个治疗方式。这
样导致出了很多问题，起到了各种各样的反作用。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人体内的精微系统。你们不用先赞同我说的，不用对我说
的盲目信仰；但是我先于你们说的这个假设，一旦它得到证实，做为科学家的你们就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而且诚实地来接受它
。因为这对你们自己以及家人，甚至大到整个国家和全世界都是一种善行。 我们拥有的基础就是这七个主要的在我们体内的能量
中心。我们知道不同的神经丛都分布于身体层面上，而那些能够给身体、心理、感情还有灵性提供能量的，主要是这些中心。我
也要告诉你们有个能量位于三角骨也被称作“骶骨”。这意思是：希腊人知道这个骨头，然后把它叫作“神圣的骨头”。这个能量中心
是我们的第五个能量。我们有左右交感神经系统，甚至还有自主神经系统。它们对应了左右两条精微通道。然后我们中间是副交
感神经。假如你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很害怕，加上快速奔跑时，你们心脏会蹦出更多的血液，脉搏跳得更快。这些都是交感神经
系统在起作用。而让它降下来的是副交感神经系统，使它凉下来的正是这副交感神经系统。 这副交感神经系统是被另一个通道支
持的第四个能量，负责记录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的每一点进步，被称作中枢神经系统。这个中枢神经系统记录了我们在人类觉醒上
的成就。我们很多方面的觉知都高于动物。比如说：动物不知道什么是肮脏和污垢……它们不懂得美和颜色。我们知道如此多的
细微事物，而动物是不知道的。当然它们根据各种行为也会建立很多事情。但是人类拥有自由。 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能量是第五能
量,我们在梵文里称它为“昆达里尼”。“昆达里尼”，因为它是缠绕三圈半的，绕一圈就叫KUNDALA。它被称作昆达里尼，是因为它
是一种女性的卷曲的能量。这知识在印度很久以前就有了：这个能量如果被唤醒了，它会穿过6个中心，然后进入囟门骨区，它使
你们真正得到洗礼，让你们和上天浩瀚的大爱相连接。在古兰经里称之为“RUH”，在圣经里称之为“圣灵的凉风”或者是无所不在的
上天爱的大能，在梵文里称之为“Paramchaitanya”。所以，当我们看到花儿时，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奇迹。”
如果你们问医生，是什么在运作我们的心脏，他会说，是“自主神经系统”。但是谁又是这个“自主”呢？如果你们问他，他就回答不
了了。在医学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无法回答。例如，任何异物进入我们的身体都会被排出，那是身体的特征。但是，当胎儿在
子宫内形成却被保留在那里并得到滋养，在适当的时间才被分娩出来。因此，谁在做这些工作？有许多问题科学不能做出回答。
因为科学与道德无关，它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它能制造氢弹、原子弹、任何东西，而且无人能控制它。因此，我们必须进入更
深层，并在我们的内在找出解决办法。 现在，当我与医生交谈时，我想解释一个能量中心，当它处于危险状况时，如何产生一些
问题。正如你们看到的，有左脉和右脉两个交感神经系统。我当时学习医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它们有不同的功能。但它们绝对
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左脉对应你们的情感，你们称之为“心理状态”；而右脉对应你们的身体和心智，意思是你们的大脑的功能——
你们知道“mental”这个英语单词，非常含糊不清——我的意思是大脑的活动和身体活动。

现在我们可以谈下第二个能量中心，因

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有什么可能，我想我将只解释一个能量中心。这对医生、官员、爱计划的人、政客都很有用。当一个
能量中心处于危险状况时，如何产生一些问题。现今，在医学上，还有一个未知的问题：当我们过多地思考，是什么为我们的灰
质细胞提供能量？我们使用灰质细胞的能量，但谁为它提供能量呢？根据霎哈嘉瑜伽，是我们内在的第二个能量中心，我们称之
为腹轮。它为脑细胞提供能量，可以说，目前这项工作是这样动作的：左交感神经系统和右交感神经系统像这样相遇，形成这个
能量中心——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个中心是能量的供给中心。在医学上我们是说：它是照管主动脉神经丛的。当这个中心，在右
边时，它是供应能量给你们的大脑细胞的，当你思考太多时或当有意识的努力时。在你们过多地使用这里的能量时，你们就会忽
略其他也要依赖它的器官。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肝脏。肝脏是受它影响的。你们知道，肝脏是负责排出身体的毒素转代成热量，再
把这热量放到血液循环当中。热能在肝脏积聚起来，然后出去，向上走。 所以我们还有另一个中心，叫右心轮，它看管肺部。有
得哮喘的人，如今，在印度，有个医生已经研究了哮喘和霎哈伽瑜伽一起，他证明了可以完全把哮喘治好。然后呢，这个热能向
上到了心脏。假设一个18到19岁的青年，打网球，过多的体力上的运动，喝酒很多，想得很多，在那个年龄阶段，他就可能会得
很严重的心脏病，那都是致命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能会积聚起来，这样的人可能会心脏病发作，不是心绞痛，是严重
地心脏病发作。然后它还会更加恶化，那人的右边身体会麻痹。现在最新的雅皮士们的病，我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雅皮士的
病，在美国很普遍，那儿的思想完全被麻痹了，因为你们有太多的思维了。大脑一直在有序地工作，但不是手，脚，整个人就像
爬行动物。在美国非常普遍，你需要象拖着一条鱼一样拖着患者。但他说话正常，他的大脑正常，否则他不会做出走路的任何行
为，或者…… 现在，当这个热走到左腹，它产生另一个问题——由于胰腺，它让你得糖尿病。只有那些坐在椅子上想着未来的人
，爱计划的人政客，这样那样，还有医生，他们会得糖尿病。例如，在印度，那些在外谋生的农民能够安然入睡，他们不担心任
何事情，他们并不金钱取向，他们不考虑未来，他们不用确保任何事，而且他们在茶里放最少四茶匙，满满的四茶匙糖。但他们
不会得糖尿病，永远不会。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些农民得糖尿病。同时，也因为过多的注意力在思维上，没有能量供应你的脾脏

。脾脏是掌管我们的节奏的速度计，我们生活的节奏。而现代生活是如此混乱。一大早，如果你阅读报章，你真得会大为震惊。
报章里总会描述一些恐怖的事情，再没有其他没有什么能抚慰你的。因此，你变得混乱。正如你所知，当出现紧急情况时，脾脏
会产生红血球。例如，你正在吃东西，刚好你又开始跑，你的脾脏会痛。因此，在早上，人们甚至不吃早饭，莫明其妙地急急慌
慌。因为他们睡得很晚，然后他们冲进车里。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甚至在车里刷牙。他们没有生活的节奏，然后他们看到
交通阻塞，他们非常沮丧。在办公室里，老板冲他们发火。所有这些，可怜的速度计，不明白怎么回事，它变得疯狂。 当然，另
一方面，癌症是如何引起的，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但是，行为突然走到了左边，某种震惊，事故，任何事，你得了一种非常严重
的疾病，“血癌”。利用霎哈嘉瑜伽，我们已经治愈了许多得血癌的人。然后会到肾，肾也到了晚期。因为这些热，你不再小便。然
后你用上了透析，你最终破产并死去。最终你死去。没有办法解救这样的人。但利用霎哈嘉瑜伽你可以，有个医生，是个专家，
他有许多透析设备。他的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他就来找我，我说，“你的病可以治愈，但是请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不可以再让别
人去你那做透析了，因为你必须承认，透析是治愈不了他们的。”他答应了。但是在他的病被治好了之后。他还在使用那些设备。
他跟我说，他花了很多钱在这些设备上，他需要用它来挣钱类似这样的话。你们看，他太过于金钱取向了。所以，最后，最坏的
是，你们内脏的下部分也会很遭罪。因为你们得了便秘。最糟糕的便秘，还会染上痔疮。在瑞士，我曾经对那的人们在面包里夹
着被我们称做棉花籽的东西来吃感到非常吃惊。在印度我们是把这种东西给水牛吃的。我当时很震惊。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一种
很坚硬的东西？他们说：“因为我们得了便秘。”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会开始吃草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能量中心
的状况有问题，就会引起很多疾病。所以如果你们能治好一个中心，你们就能治愈所有的疾病。 当然我也要简短的说说癌症的事
情。当这左边和右边相遇，就组成了一个中心。如果你非常未来取向，你会像这样特别多地使用右脉，特别多地使用你的能量中
心有限的能量。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可以是任何能量中心。因此，你继续大量使用，最终它被耗尽。有时由于一些冲击或任何事
，它可能会断开。因此，与主体部分失去连接。结果形成了恶性肿瘤细胞。自立门户，失去与控制系统的连接，这点我简短地告
诉过你们，但癌症可以通过霎哈嘉瑜伽得到治愈。 在这个简短的演讲中，我不能把所有能治愈的疾病都一一列出。但如果你有医
学知识，它会容易许多。但是，最美妙的部分是，当你成为灵，当你与上天的大能合一，你能在你的指尖上感受到各个能量中心
的状况。我们有五个、六个、七个中心，在情感这边也有五个、六个、七个，在右边是指你的身体和你的……不是精神，而是大
脑的活动。来自现代生活的压力、紧张、甚至生态问题——你们会免受它们的影响。那是另一个主题，你就是成为无思无虑的觉
醒状态。思虑升起又降下，另一个思虑升起又降下，它不是来自将来，就是来自过去。但是当昆达里尼升起，祂拉长了这些思虑
的间隔，你就处于当下。你无思无虑，但却完全清醒。然后，所有的灵感来到。 最伟大的事是基因库，因此而被修正。我们知道
许多被称为“非常糟糕的人，邪恶的人”完全改变了。你所有的有害的习惯就是改掉了，因为你成为了灵。确确实实，你不是这个身
体，这个头脑，你不是这个情感，这个精神，这个自我，或思想制约，你是一个纯洁的灵。当你成为那，在光之中，你获得巨大
的力量。比如有些人想戒酒戒烟，他们戒不掉，但一夜之间，他们戒掉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告诉过你们的机构，我会派
一位生理学上的高人来这，他就是德里大学的生理学院的院长，他写过一部霎哈嘉瑜伽的书。在他的孙女快要死于肾脏感染时，
她在霎哈嘉里得救了，他的妻子得了偏头痛，也被霎哈嘉瑜伽治好了。所以他那时就开始研究霎哈嘉瑜伽。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
，还被邀请去我们印度总统的就职典礼。

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愿意来答复你们。

问：我想知道您对罗马尼亚人民，在灵性上使命，是怎么看的？
锡吕·玛塔吉：噢，他们很棒啊。他们非常的敏感。我必须说，他们在 东欧集团中是最好的。他们非常具有灵性。我不知道，我们
目前有，我想，五千霎哈嘉瑜伽士，我无法用语言来称赞他们，真的不能。那是真的。他们已经成长了很多。
问：您说过精神失常在霎哈嘉瑜伽中能够被治愈。您怎么看精神失常、偏执狂、精神分裂症……？
所以在澳洲，我们大约治愈了六个人，其中一个是T.M.

(超自然觉静坐)

的家伙，超自然觉静坐，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他们告诉我，开始时在T.M.

(超自然觉静坐)，你甚至不能跟你的妻子讲话。于是

，他们就成了同性恋。好多年了，他们两个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得到治愈，但他们还是依赖旧有的习惯，五年后，他们都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得到治愈，已经九年了，他还在那里。有两个人已结婚，我想其中一对夫妇，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吓了一跳。
我想牧师一定告诉他们了，并被吓到，因此，他们也都跑开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那是非常难相处的人，那是一个世界运动
，你看，他们认为他们是非常伟大的战士，正向着死亡进军。那是一个心理问题，非常自我中心的，而且他们说，他们不害怕死
亡。他们的免疫系统有麻烦了，通过霎哈嘉瑜伽可以治愈它。 是这里，胸骨。直到十二岁，我们在这里产生抗体，然后，全部…
…它们遍布全身。因此，任何时候我们被吓到，胸骨象个遥控器一样，产生心悸，在胸骨之后，它控制着我们称为“心轮中部”的地
方。如果你能治愈心轮中部，那么，我们就能治愈许多疾病，像乳腺癌和许多其他疾病。
问：您如何看待在布加勒斯特对各类患者进行的研究工作，来证明霎哈嘉瑜伽能够治愈，由此给医学界带来冲击？ 锡吕·玛塔吉：
很好，如果你们开始会很好。我们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研究中心在一个叫Vashi的地方，靠近孟买。我们……但你能看到，如果你
们想做，那会是一个好主意。

问：在孩子身上工作是不是有危险？例如在罗马尼亚许多孩子有艾滋病。

锡吕·玛塔吉：不，那是最好的事。孩子，他是无害的，绝对地无害。对孩子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那么纯真，你会很快有成效。
问：他是来自布勒伊拉的医生 Damian Nicolae Sandu。他有些怀疑，他说，霎哈嘉瑜伽不会退化成一个“教派及狂热盲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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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亲爱的母亲

Shrivastava（锡吕·玛塔吉 丈夫名为 C.P. Shrivastava）， 是一位灵性母亲以及霎哈嘉瑜伽的领袖。霎哈嘉——霎哈嘉·瑜伽，我
非常期待听到您有关霎哈嘉瑜伽的发言，因为我相信您对全世界很多妇女都有这种心愿，所以今天我期待着您打动人心的发言。
锡吕·玛塔吉: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在此著名的会议上谈论世界性的妇女问题。首先我们的主办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我曾有幸访问中国两次，我十分欣赏这个伟大国家的智慧和文化。 在这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如
此深刻地意识到妇女的问题，这一点超出了我的想象。整体而言，妇女在过去的年代受了不少苦，正如之前演讲的女士告诉你们
的，因为我们还未意识到妇女的重要性，以及她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应有角色。社会本身作为女性的创造物，却试图控制和贬低妇
女。在东方，可以说由于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妇女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她们的道德水平是基于恐惧而非自由。在西方她们为
自由而战，却得到虚假的自由。西方的妇女有抛弃一切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的自由。而在东方，可以说大部分的女性都十分胆小，
她们受到压制，无法去表现自己。而在西方，我们发现大部分妇女都沦为性感的象征。她们热衷于暴露自己的身体，渴望出现在
时尚广告中，获得非常低俗的名气。大部分妇女都接受这种状况，否则她们就不能在这纷乱的西方世界中生存。大部分东方妇女
认为十分丢脸和有辱人格的事，在西方却被视为无上光荣。东西方的情况我都已看得很透彻，我想，除非出现新的文化，才能使
东方和西方的妇女都能提升自身的尊严，为所处的社会创造更高的道德标准，以此来表现女性自身。否则，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的
妇女，都不能充分彰显她们的女性特质。这个特质是：假如妇女因其女性身份而得到尊重，了解她们的才干，以及她们如何通过
所需的教育增强自身的能力，她们便会得到所有的安全感，并会把这种安全感带给社会。 所有谈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期望女
性要绝对地有道德，而男士却可以为所欲为，我想相对于女性，我们更应多点男性教育，因为战争的想法开始也只是源于男人。
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筹集金钱，并帮助她们脱离贫困，我要承认这些事做起来并不困难。但不幸的是，据就我所知，我们所
筹集的金钱，可能不会到达贫困妇女的手中，而最终可能会落入那些贪污的部长、官员和其他负责人员的口袋里，最终将会被存
入瑞士银行。我并不想批评任何联合国组织，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诚实地对待联合国的宗旨，但他们必须了解背地里发生的事情
。在印度我们有两个很大的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都接受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开设一个叫 Angan 的项目，Angan即庭院的意思，在那里儿童可以接受教育，被培养成才。这个项目对孩子们来说没起到什么作
用，但所有的钱都进了负责这个项目的腐败分子的口袋里，应该给孩子的钱，孩子们连百分之二也得不到。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同
样的事发生，他们向印度赠送药物及仪器，那些（赠送的）药物在市场上出售，并且完全被接收者用来牟取私利。世界卫生组织
的医疗仪器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那些贫穷的人从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依然是终日无助。所有这些赃款流进了干净的瑞士银行
。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贷款都被转入腐败官员在瑞士银行的私人账户里。故此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欠下了世界银行
的债务，但仍然是不名一文，这些钱都到瑞士银行里去了。因此我想恳请各位与瑞士银行交涉，要求他们归还所有被腐败官员转
入瑞士银行的赃款，并把这些款项交回给联合国，这样联合国可以将此款项用于妇女教育，和其他那些同样需要我们保持警觉、
实际有效的惠及当事人的项目。要组织好人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其中的，诚实的、有爱心的，而且会好好利用这些款项的妇女们
，以帮助要实现社会平等的女性。妇女的主要工作是创造一个能更好地享受和平的美好社会。 不道德的贪污和暴力是两个可怕的
怪物，正在吞噬我们的社会，我要责备那些贪污者和不道德者的母亲，因为她们在子女年幼时没有履行好母亲的责任。母亲的爱
心训练对于把孩子塑造成美丽公民具有首要的影响且最为有效。作为母亲从没试过用心去关爱引导孩子，作为妻子或是女儿，陷
入对男性或对这种毁灭性文化的恐惧中，没有尽到作为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的责任，去强化男性的道德品格。看到这一点也很重
要，在东西方两种文化里 孩子们是如何被对待的。在东方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是，若孩子们没有受到原教旨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
会听从母亲的话。这种(原教旨主义)文化使女性低人一等，只能受制于男性和自己的孩子。在西方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孩子既不
尊重他们的母亲 更不听从她们的话。我觉得这是因为，总体来说，西方女性用于护理身体和容貌的时间，比照顾关爱孩子的时间
更多。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在减弱，甚至割裂。从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孩子成为街头顽童，崇尚暴力。幸而在东方有许
多家庭，在西方也有一些家庭，极力反抗当今社会的腐败影响，悉心照顾他们的孩子，妥善培养他们成人。 但我仍然要说，东方
孩子并没有像西方孩子那么严重地被摧毁。也是因为东方的很多人，没有接受原教旨主义文化或是西方文化，且拥有很好的社会
环境培养非常优秀的孩子，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不管他们长期以来在传统上继承了何种文化，这些文化在他们内在都已根深蒂
固，对他们来说道德价值观是最高的，高于金钱和权力。 现在的西方充满问题。虽然他们富有，但他们内在没有平安。真相是，
妇女是每种文明和每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很明显，妇女是整个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这是全能的神赋予并分配给她们的角色。
种子自身不能创造些什么，是母亲大地赐予花朵、果实及其他馈赠。同样，是妇女生育孩子，养育婴儿，并最终培养他们成为未
来的公民。因此妇女应与大地母亲齐名，是整个人类的居所。不幸的是，男性用体力获得支配女性的地位。他们没意识到在人类
的奋斗历程当中，女性与男性是互补而平等的伙伴，但两者并不相同。一个社会假如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真理，没有赋予女性应
有的社会地位，就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在我的国家有句这样的梵文："yatra

narya

pujyante

tatra

ramante

devata"，意思是：“哪里有妇女受到尊重和值得尊重，哪里就有幸福女神留驻。” 所以我们此刻要明白造物主赐予我们这种伟大力

量的价值。但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妇女都没有充分地彰显出她们的伟大之处。在此，我并不是说女性在人
类社会中唯一的角色是作为母亲，生产及养育儿童，或作为妻子，或作为姐妹。妇女完全有权利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到生活的各
个方面，无论是在社会、文化、教育、政治、经济、行政，以及其他方面。为了让自己为这个全方位角色做好准备，妇女必须享
有在各种知识领域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如果她们身为母亲，她们便要肩负起对自己的子女的重大责任，如同她们对整个社会的责
任那样。男性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要负责，而女性要对社会负责。女性可以扶持男性，当然也可以在任何职位上担当领导角色。
但十分重要的是，女性不应忘记她们是女性，要展现出母性的深情关爱，若她们变得男性化，而且争强好胜，这样整个社会便不
能保持平衡。 同时，我要提出当我们要求女性权利时，也要强调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基本责任，西方女性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女
性，以及我所见过的一些其他女性，她们在扮演政治、经济或行政的角色时走向另一极端。为了与男性竞争，她们变得太过自以
为是、自我中心、野心勃勃。她们失去了令人舒缓愉悦，能给人们带来平安和平衡的特质。相反，她们成为独裁专横、寻欢作乐
的人，她们更在乎自己外表的吸引力，而非拥有令人愉快 甜美和尊贵的特质。有意无意地，她们会比男性更快地屈服于卑鄙的自
我。这一切导致了社会混乱，孩子长大成为街头的顽童，准备着争斗。我们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我们需要妇女作为男
性的平等伙伴，而并非和男性相同的伙伴。但她们要精微地理解男性的特质，懂得如何运用内在的平衡使男性到达中正平衡的状
态。我们需要平衡的妇女，这样全人类才能到达内在平安的平衡状态。你们可能说所有这些想法都不错，但如何达致这平衡的状
态呢？我们如何遏止这病态的、腐化的、不道德的、未成年化又暴力的浪潮呢？我们如何结束现在的冲突和混乱状态？我们如何
把平安带入每个人的心灵？

请让我谦虚的说：这些问题都有一个答案。这是一个新的方法…

锡吕•玛塔吉问主持人：你想要我告诉他们这个新方法吗？
主持人：他们在等着。告诉他们吧!......（锡吕·玛塔吉说：超时了）主持人：您有3分钟。 无论我正在向你们说什么，都不要看作
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应该有像科学家那样开放的思想，把我向你们所说的内容看成是一个假设，若这个假设得到证实，那么作为
诚实的人，你便应接受这是绝对真理。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家人的好处，为了你的国家的好处，也是为了整个世界的
好处。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人类进化的最后一个突破。我们意识进化的这一突破，必须要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并且已被记录在许
多先知的著作里。这个时代被称为“堕落时代”，写下《薄伽梵歌》的伟大圣人蚁蛭仙人（Vyasa）最后一次提到了“堕落时代”。我
们现在随处可见人类的堕落。除非我们有所改善，否则战争无法避免。 现在我想说些有关我们内在的神秘知识，这知识在印度数
千年前已为人所知。为了我们的进化及灵性上的升进，我们内里有个剩余的力量，位于我们脊柱底部的三角骨内，这个剩余的力
量被称为灵量（Kundalini）。尽管有关这个力量的知识在数千年前的印度就已存在，但灵量的唤醒，历来只能是一对一地进行，
一个导师只能唤醒一个门徒的灵量。当灵量被唤醒后，发生的结果是：你们获得自觉，到达真我的状态。其次，当这个力量被唤
醒后，她上升并穿越我们体内六个精微能量中心，滋养并且整合这些能量中心。最后这个力量会穿越头盖骨上那个我们称为脑囟
或梵穴的地方，把你和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连接起来。这个力量在《圣经》中被称为 圣灵的凉风，在古兰经被称为“鲁哈”(Ru
h)，在印度的经典中被称为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帕坦迦利称之为改变季节的力量（Ritambhara

Pragya）。无论是什

么名称，这个力量是无所不在的，这力量造就进化过程中所有关乎生命的精微工作。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在人类未得自觉前不能
被觉知到。但在得自觉后你便可以在指尖上、手掌心或头顶上感应到。 此外 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是“霎哈嘉（Sahaja）”。“霎
哈（Saha）”的意思是“同在”，“嘉（ja）”的意思是“出生”。意思是获得与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的联合，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
利。我们思维的能量是有限的，我们有限的思维能量呈线性运动，不能支撑实相，到达一处便停止下来，然后像回力镖般飞回。
所有这些思维上的线性运动都会飞回来，有时会成为对我们自身的惩罚。因此，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更多、更高、更深层的能量。
为此，如果我们不想有另一场战争，就应当让人们获得自觉。 我要说，在西方我遇见很多真理的真正追求者，他们厌倦了西方那
种人工化的生活。有时他们不知道要追求什么，还犯了很多错。他们到那些收取高额金钱的假导师那里去，因此破产，造成身心
残缺。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注意，灵量的觉醒从而获得自觉是进化过程中一个活生生的过程，我们不能用金钱购买。就像把种子
放在母亲大地里，它会发芽，因为母亲大地有力量令种子发芽。这表明我们同样也有发芽的力量，在三角骨（即希腊人称为圣骨
的里面），有一个卷曲成三圈半的能量。这表明希腊人知道这是块神圣的骨头，因此称之为圣骨。事实上在一些人身上，你可以
看到这个三角骨在跳动，并且灵量在慢慢上升。现在已经有许多人获得了自觉，现在霎哈嘉瑜伽已经进入了85个国家；这些国家
都变化很大，彼此间和平共处。在这些自觉者心中，他们就是一个整体，他们变得极富爱心和慈悲心

时间到了

抱歉我不能告知你们更多。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非常感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 我很抱歉您只能匆匆讲完这个方法。这里有她的
发言稿复印件可供我们分享，我想这个发言的美妙之处在于她给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能运用的获得自觉的方法，从而我们也可以
成为爱好和平的人，与他人有和谐的关系。这是我从您的发言中了解到的。但愿我的信息是正确的

锡吕•玛塔吉：非常感谢！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 Note: Shri Mataji had prepared a longer talk to be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However,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She was not able to read the entire talk.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the prepared talk.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World,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talk about global problems of women in front of this distinguished assembl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our host countr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visiting China on two previous occasions and I am a great admirer of the wisdom and culture of this great nation
that I have visited. This is, beyond My imagination, the most glorious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t at this time we are so
much aware of the problems of women. Women as a whole have definitely suffered over the ages as the previous lady has told

you because we have not realized what their importance is and what their proper role is in human society. Society itself, which is
her creation, tries to control or put down the womanhood. In the East, we can say, that due to fundamentalist influence women
have been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their morality is based on fear rather than freedom. In the West they have fought for their
freedom, but what they have attained is spurious freedom. The women in the West have freedom to abandon all social and
moral values. Thus in the East, we can say, that most of the women are timid, oppressed and cannot express themselves, while
in the West we find most of the women are reduced to a sex symbol. They are keen to expose their body. Their anxiety is to
appear in fashion advertisements and very cheap popularity. Most of them accepted this position because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have survived in that chaotic world of the West. What most of the women in the East would regard as very humiliating and
degrading is regarded as something very glorifying in the West. I have seen both the worlds very deeply and I feel that unless
and until you bring a new culture by which women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an both rise in their own esteem and express
themselv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reate high moral standards for their society, women neither in the East nor in the West will
rise to their full stature of feminine speciality. The speciality is that if women are respected for their womanhood,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capable of and how they can empower themselves with all the education needed, all the security will be provided
to them and they will provide security to the society. 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ho talk of religion expect women to be absolutely
moral and the men can do whatever they like. I feel we have to educate men more than women, because the idea of war comes
only from the men. I must admi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llect money for poor wome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elp them to
get out of their poverty, but unfortunately, my knowledge is that the money we are collecting may not reach the poor women but
may end up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corrupt ministers, bureaucrats and other people in charge and ultimately will end up in the
Swiss Bank. I do not want to criticize any UN organization because I know they are very honest in their purpose, but they must
be made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under the table. We in India have two very big states called as Uttar Pradesh and Bihar
which are very much helped by UNICEF as well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started a project called Angan,
meaning Courtyard, where the children were to be educated and brought up in a proper shape. This project is not at all working
for the children but all the money goes into the pockets of all the corrup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of that project and the children
do not get even two percent of what is being sent for them. Same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sending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to India. These medicines are sold in the market and are completely used by the recipients for their
own gains. The same happens to W.H.O. equipment. So the poor people never get any benefit and they remain all the time
helpless. One has to have a very good network of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who are involved and who are honest,
compassionate and who would like to make the best out of this money, helping the women to achieve social equality. The main
work of womanhood is to create a good society. Immorality and corruption are the two horrible monsters which are eating up our
society. I would blame the mothers of these immoral and corrupt persons because they failed in their duty as mothers in their
childhood. The loving training of the mother is the first and most effective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children into beautiful citizens.
Mothers who have never tried to guide with great concern and love, or the wives or the daughters who are falling into the fear of
the men or of the destructive culture, have not done their duty as integral members of the family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fiber of
the men. It is important also to see how children are treated in these two cultures of East and West. What we see in the East is
that children would listen to their mothers if they are not under fundamentalist culture. This culture relegates women to the level
of an inferior human being, fit to be dominated by men and children. In the West also the same thing happens. Children don’t
respect their mothers neither do they listen to them. I feel this is because, generally, the Western women spend more time
looking after their body and looks than on looking after and loving their children. The nexus between the mother and children
weakens and break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many children become street urchins. 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many families in
the East and some in the West who deeply defy the corrupting trends of today and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and bring them up
properly. But still I must say that the children in the East are not that much ruined as they are in the West. The reason, also, is
that in the Eas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have not taken to fundamentalist culture or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have a very
good society and produce children who are exceptionally good although this number may not be very great. But whatever culture
they have inherited, since long, traditionally, is very much ingrained in them and to them the moral value system is the highest,
more than money or power. The West is now full of problems. Though they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peac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truth is that women are the potential power of every civilization and every country. It is evident that women are the
creators and the preservers of the entire humankind. This is the role that the almighty God has assigned to them. Seeds cannot
create anything by themselves. It is the Mother Earth which provides the flowers and the fruits and other bounties. Similarly, it is
the woman who creates the child, who nurtures the baby and eventually brings up the citizen of tomorrow. Women must
therefore rank with Mother Earth as the edifice of the entire humanity. Unfortunately, men have utilized muscle power to gain a

dominating position over women. They have not recognized that women are complementary and equal but not similar partners in
human endeavors. A society that does recognize this fundamental truth and does not given to women their rightful role is not a
civilized society. In my own country there is a saying in Sanskrit, “Yatra nayra pujyante tatra ramante devata”, which means that
“Where the women are respected and respectable, there resides the Gods of our well-being”. So it is for us, at this moment,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is great power that is given to us by our Creator. But what do we find? Whether in the East or in the
West, women have not been able to give a full manifestation of their greatness. I am not suggesting at all that the only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is that of the Mother, the pro-creator and preserver of children, or that of a wife, or a sister. Women have a full
right to participate as equal partners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 so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al, administrative and
the rest. In order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is all-pervading role, they must have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But if they are mothers, they have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ir children as well as their society. Me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country but wome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Women can also support
men and they can take a leading part, of course, in any position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y are
women who have to manifest deep motherly concern and love. If they become manly and aggressive the balance of society
cannot be maintained. At the same time I must submit that, while we ask for the rights of women, we must also stress the
fundamental duties of women to the human society. The women in the West, or those who are educated in the West, have gone
to the other extreme when they are tak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al or administrative roles. To compete with men they have
become much too self-willed, self-centered and ambitious. They have no more their soothing and pleasing qualities which can
keep the balance. On the contrary, they become dominating, pleasure-seeking individuals. They are far more worried about their
physical attractions than having a pleasing, sweet and dignified personality. They give into their baser self much faster than men,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All this leads to chaotic societies and children grow up into street urchins, thieves and even murderers, as
we read everyday in the paper. What we need is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We need women as equal but not similar
partners with men, but with a sub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men and how to bring them into the center with inner balance.
We need balanced women in order to have a balanced human race with peace within itself. You might say all this is excellent in
thought, but how do we achieve this state of balance? How do we stem the tide of diseases, corruption, immorality and
immaturity? How do we end the present state of conflict and confusion? How do we bring about peace within every mind and
heart? I very humbly submit that there is a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There is a new way… Whatever I am going to tell you
now is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You should, of course, have your minds open like scientists and treat whatever I am stating as a
hypothesis. If this hypothesis can be proved, then you have to accept it as honest persons as the absolute truth because it is for
your benevolence. It is for the benevolence of your family. It is for the benevolence of your country and for the benevolence of
the whole world. I am here to tell you about the last breakthrough of our evolution. This breakthrough of our evolution in our
awareness has to happen in these modern times and has been, moreover, recorded in the writings of many seers. These are the
times called as the “Decadent Times”, last called by the great saint Vyasa who has written the Gita, and it is the decadence of
humanity that we see around in every way possible. Now I would like to tell the secret knowledge of our inner being which was
known in India thousands of years back. For our evolution and spiritual ascent there is a residual power within us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triangular bone at the base of our spine. This residual power is known as Kundalini. Though the knowledge of this
power was available thousands of years back in India,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was done, traditionally, on an individual
basis only. One guru would give awakening to one disciple. As a result of that awakening, what happens is that you achieve your
Self-Realization, your Self-hood. Secondly, when this power is awakened, it rises and passes through six subtle energy centers
in your body, nourishing them and integrating them. Ultimately, this power breaks through the fontanel bone area called as the
Taloo or the Brahmarandra and connects you to the all-pervading power of Divine love,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e also a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also in the Koran as Ruh and also in the Indian scriptures as Paramchaitanya. Patanjali has
called it as Ritambhara PrAgnya. Whatever the name, this is a power which is all-pervading, which does all the subtle works of
living process, of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existence of this all-pervading energy is not felt before Realization but after
Self-Realization you can feel it on your fingertips or at the center of your palm or above the fontanel bone area. Moreover, this
process has to be spontaneous, Sahaja. Saha means with and ja means born. That means the right to get this union with the
all-pervading power of Divine love is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human being. Our mental energies are limited. Our limited mental
energy, which is linear in movement and has not sustenance of reality, reaches a point and stops. From there it boomerangs and
all that mental, linear movement comes back to us as a punishment sometimes. So now we need more energy, higher energy,
deeper energy and for that this happening has to take place. I must say that in the West, I have met many people who are true
Seekers of Truth and are fed up of artificiality of the Western life. Also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seeking sometimes and

they have made lots of mistakes. They have gone to false gurus who have taken lots of money and the people have become
bankrupts and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The one thing you must note is that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and
thus achieving Self-Realization is a living process of evolution for which we cannot pay anything. It is like putting a seed in the
Mother Earth. It sprouts because Mother Earth has the power to sprout it and the seed has an in-built germinating quality within
it. In the same way we have this germinating power in the triangular bone which Greeks called as Sacrum. Actually in some
people you can see this triangular bone pulsating and the Kundalini very slowly rising, but where there are no obstructions and if
the person is a balanced being, the Kundalini rises from the Sacrum just like a jet and passes through the fontanel bone area to
become one with the all-pervading power. This Kundalini is the spiritual mother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She knows or has
recorded all the past aspirations of Her child. She is anxious to give second birth to Her child and, during Her ascent, She
nourishes six energy centers. When a person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he is like an instrument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mains and has no identity, has no meaning, has no purpose. As soon as it is connected, all that is built in inside
this instrument starts working and manifesting itself. When this Kundalini rises it connects you to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which
is vital and which is an ocean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an ocean of bliss. After the awakening of Kundalini, you experience many
coincidences which are miraculous and extremely blissful. Above all Kundalini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So what ever
mistakes you have committed in the past are forgiven and instead you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as a bl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and thereby the attainment of Self-Realization are numerous. First and foremost, such a
person is constantly in contact with or is in fact a part of the all pervading Divine power. He seeks the truth by using his new
awareness. And truth is one. All self-realized persons see this same truth. Thus conflicts are avoided. Purely mental activity
without Self-Realization, leads to conflicting ideas and even wars. All this is avoided after Self-Realization. Now, let us see how
many other things happen in a person who gets realization. Firstly you start feeling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on your
fingertips, which represent the subtle energy centers. Thus you know the truth on your fingertips. You transcend all the
limitations of race, religion and other ideas and you go beyond your mind to see and feel the reality and understand it. he next
thing that happens is that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We live in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through our thoughts. They come
to us from these two areas of time but we cannot be in the present. While these thoughts are rising and falling we are jumping on
the cusp of these thoughts. But when Kundalini rises She elongates these thoughts and thereby creates some space
in-between, which is the present, which is the reality. So the past is over and the future doesn’t exist. At that time you have no
thoughts. You reach a new state as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about which Jung has written clearly. At this moment
whatsoever happens is recorded in your memory well and you enjoy every moment of this in reality. When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then you become completely peaceful within yourself. A person who has achieved this peace also emits
peace and creates a peaceful atmosphere around himself. This peace is very important. Unless and until we have this peace we
will never truly understand whatever our ideas are, whether universal or just limited. You can feel your own seven centers on
your fingertips. Also you can feel the centers of others because you develop a new level of awareness which is called a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When such new awareness is established into you, you start feeling also the centers of others. I must
tell you that these centers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physical, ment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when they are affected
or they are in jeopardy, people suffer from one disease or another. As a result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and the
nourishment of these center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would be that you will feel an inner balance and you will enjoy good
health. Many diseases, even some incurable ones, have been cured by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Even the database of
the inherited genes may be restructured after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As a result, a person who
might have inherited genes indicating criminal tendency might become a good man. Our attention also becomes very pure. In
the light of the spirit we can see things much more clearly than when we were blind. For example, a person who goes with his
blind eyes and feels an elephant and then another comes in and a third comes in – all of them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elephant, depending on whichever part of the elephant they have touched. But if they open their eyes then they can all see the
same thing, the reality, and there will be no quarrel and fights. A self-realized person can feel the absolute knowledge on the
fingertips. Supposing someone doesn’t believe in God. A self-realized person can suggest to the non-believer that he should ask
the question: “Is there God?” The questioner will get, you will find, a very nice cool breeze coming into his being. He may not
believe in God but there is God. Unfortunately, so many of those who believe in God are also absurd, hypocritical, cruel, weird
and so immoral that people have lost faith in God. But while those who represent God may be wrong, God himself exists and his
power also exists which we call as the all-pervading power of Divine love.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not of
aggression and destruction when it is imbibed in a yogi or in a self-realized person, it works in a very different way, like an angel.
Such people can cure others and cure themselves. Even mental cases have been cured. Not only that.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to wrong gurus in their search of truth have achieved their spiritual stability, after leaving the false gurus and coming to the
path of self-realization. In the next stage,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when your Kundalini is stabilized and you know
undoubtedly that you have achieved your self-realization, that you have attained all the powers that can be utilized. You become
very powerful because you can raise the Kundalini of others. You become very active and you don’t feel tired easily. For
example, I am seventy three years of age and I am traveling about every third day, but I am quite all right. This energy flows into
you and fills you up with vitality. You become extremely dynamic and at the same time extremely compassionate, kind and mild.
You feel that you are protected and thus you are confident but not egotistical. Your whole personality changes. This is the kind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taking place with such a speed all over that I, myself, am surprised at how it is working out so fast.
Actually, this knowledge existed a long time back but my contribution, if there is any, is that we can now achieve en-masse
realization. Thousands can achieve mass realization. It is a gift of this time where it was predicted that such a global
transformation will take place. In as many as 65 countries,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attained their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Sahaja Yoga. The power of Kundalini is the pure desire of attaining your self-hood. If someone doesn’t want to have it, you
cannot force him because the Divine respects the freedom of that person. If he wants to go to heaven, he can go there, or if he
wants to go to hell, he can go to hell. Self-realization can be attained easily if the people have a sincere and pure desire to get
their self-realization. But if they stick to some of their ideas, which are fixed, the Kundalini won’t rise. Also it cannot work for idiots
or for immature people. It works for people who are wise, who are more in the center, and it works very fast. I was amazed to see
that it has worked even on people who were drug addicts, who were alcoholics and who were very immoral. But they all had an
intense and pure desire to secure self-improvement, self-realization. So many of such people achieved their goal of
self-realization. Overnight, they gave up their drugs, their alcoholism . Thus you become very power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now glorified and you start behaving in a very dignified and a very sensible manner. This is how a new
culture is born and this new culture takes you, in a way, into a new style of life where you become innately, I say innately,
righteous. Nobody has to tell you: “Don’t do this” and “Don’t do that”. It is all achieved through your enlightened attention. This
enlightened attention is also full of power. Wherever you put your attention it works, it creates peace, it creates harmony and also
it creates a new dimension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So to blame your genes for your mistakes is not going to work out
anymore because these genes can be changes in their database and can be brough to the level of a very righteous, angelic
personality. The ego and the conditioning of a person gets dissolves by the ascent of the Kundalini and he becomes really a free
bird. Absolute freedom is achieved in reality and his behaviour changes tremendously with great faith in himself. He becomes a
witness of the whole drama of life. When you are in the water you are afraid of getting drowned, but supposing you get into a
boat, you can watch the same waters with enjoyment. But if you learn how to jump in the water and save others then it is even a
higher situation and so we have a higher awareness which we call as doubtless awareness. Above all, we fall into the ocean of
joy. Joy is absolute. It doesn’t have duality. It is not like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It is a singular thing and once you jump into
it you learn easily how to enjoy everything, whether it is beautiful or ridiculous. In one case you see the beauty; in the other you
see the humour as to how people are ridiculous. The remarkable thing is that Sahaja Yogis have become great musicians, great
writers, great speakers, great administrators. In every way they have risen very high, specially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They respect everyone and they know what is wrong with other people so that this person who has these problems can be easily
evolved and become a self-realised soul. It is like one candle lighting another candle. This work is going o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re is great hope that it will also start in China. Before this, somehow, I could not start my work but the Divine coincidence has
given a chance to me by this conference to talk to Chinese people, whom I find very wise and sensitive, about the great treasure
of spirituality.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It was inevitable and has been brought about by this all-pervading power. In your life also
you will notice lots of coincidences but you will not know how to connect them to something that is Divine unless and until you
get connected to like Divine power. Confucius has taught the humanity how we can improve our relations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But Lao Tse in Chine has very beautifully described TAO, meaning the Kundalini. And I have had a voyage through the
Yangtze River through which Lao Tse had gone many times. I know he was trying to show that river, which is the Kundalini, is
flowing towards the sea and one should not be tempted by the nature that is around. The nature around the Yangtze River is
very, very beautiful, no doubt, but one has to go through the river. Also there are lots of currents which flow and can be quite
dangerous and we need a good navigator who should take his ship across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nearer the sea. At that stage it
becomes very silent and extremely simple in its flow. This country has been endowed with great philosophers, I would say the
greatest was Lao Tse, because humanism wa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uman beings for their ascent about which Lao Tse had
spoken. But because of the subtle subject it was not described in such a clear-cut manner as I am talking to you. It is such a
pleasure for me to talk to this august gathering here. After traveling all over the world, I realize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best

countries as far as spirituality is concerned. May the Divine bless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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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看见这么多人对霎哈嘉瑜伽感兴趣，坐在前面的这位先生，我曾在奥地利看见他，我很惊奇他对霎哈嘉瑜伽有那么多的
了解。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很伟大的哲人，中国人相信孔子的人文主义，但是另外很重要的便是老子，老子是降世的大宗师。老子
曾经描述过扬子江(长江)，我也到过扬子江去。老子所讲的道，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Kundalini，灵性的能量。老子是个诗人，他所
描述的方式很隐晦，很微妙。许多人也许觉得老子的道很难明白，可是这个道在世界各地均受到尊崇，而且人们试图诠释道是甚
么。

老子说，扬子江是个很难去的地方。扬子江的两岸非常美丽，有一次我坐在船舷欣赏两岸的风景，坐了三个钟头。我从未看过这
样美丽的山峦起伏，好像是画家画上去似的，中国的绘画好像都是受了这些山水启发的。在开始时，扬子江有许多旋涡大石，很
难航行，要很小心地通过。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到达海洋的时候，便变得很平静了。同样地，老子说要达到道，在开始时是很困
难的，但是到达海洋以后，便变得平静了。所以我很惊奇老子怎样把扬子江比喻作这个灵性的能量。老子是个很好的诗人，而且
灵性很高。

孔子的教训很对，但人们会问：我们过道德的生活究竟是为了甚么？为甚么我们要成为讲道德和生活平衡的人？有许多圣人都说
我们要有道德，要保持中正平衡，这是为了甚么呢？这个平衡为的是达到最后的升进。除非你们得到升进，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满
足你们。无论你在世界那一个地方，那根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为了甚么活在世上？是不是生下来，然后死去，这样而已？
又或者去挣扎，去担忧，过着一种痛苦的生活。

有些人以为只要有很多钱，便会很开心，但其实那些很有钱的人并不开心，他们比没有钱的人更不开心。因为他们有贪婪之心，
贪婪的人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另一些人以为如果他们有权力，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他们便会很快乐。可是这些人也不快乐
。如果一个人是有头脑的，便不会为得到周围看见的东西而满足，这样他就有一种不安。在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找到数以万计这
样内心不安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甚么如此不安。他们于是认为要追求内在的平安，这样他们最少会有一点喜乐。我想在当
今世上，有无数人是真理的追求者。

通常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不能活在绝对的世界，因此我们有很多问题。一个人认为这样是好的，有他固定的想法，另一
个人则认为那样才是好的，也有他固定的想法。但他们都得不到满足，他们还要去找那绝对的真理。在我们被创造和进化的过程
中，我们内在经已有一种机制，就是老子所讲的道。我想老子当时很难公开说出这奥秘，所以他才把道比喻作扬子江。

现在适当的时机来临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我称之为开花结果的时代。在许多古代经典上都曾经预言过，会有这样的一个

时代来临。对我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现在世界上有数以万计的真理追求者。他们也许还不知道要追求些甚么。当一个人感到内在
那种不安，便开始去追寻，而且会发生许多机缘巧合的事情，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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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你们的总理，那时我跟随丈夫到中国作官式访问，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个很敏锐的人，他问我关
于灵性方面的事情。虽然他不知道我正在做灵性方面的工作，但他能感觉到，并且问我问题。我也遇见过许多中国人，他们都非
常有智慧，非常平衡，非常谦虚，非常的甜，遇见他们是一种乐事。我也曾在伦敦看见中国外长的太太，我很惊奇她对文化的看
法和我们印度人的完全一样。所以我很想到中国来，因为我想中国人是很适合得到自觉的。他们很深，很有智慧，而且很甜。他
们就好像印度人那样，很简单。今天巧合的事情也发生了作用，我在奥地利踫见坐在前面的这位先生，一切都那么配合。我到过
香港，在香港得到自觉的人希望我能到中国大陆来。在一些国家，那里的人是已经进化得很高的。我不想批评任何人，但跟中国
人比起来，美国人就好像是婴儿一样，很难跟他们讲甚么事情。

举一个例子，可能不怎样好，但可看出他们多么愚蠢。有一位先生，他是国际容格学会的主席。容格(Jung)反对他的老师，并谈
及人的自觉自悟。那时我六十岁，那位先生相信已经八十岁了。在讲座以后，我对他们说容格有些事情还是不了解的，他们都很
惊讶。然后那位老先生说要见我，倾谈一些私人的事情，要知道我的地址。他来到我家，我问他有甚么问题，这位八十岁的老人
便谈起他的生活。他说自己有一位情妇，但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不能跟这位情妇结婚，也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太太。现在他太太
已经去世了，他要求这位情妇嫁给他，可是这位女士却不愿意嫁给他。他问我能否以我的灵性能力帮他一个忙，让那位女士跟他
结婚。我问他的情妇有多大？他说是二十五岁。这位先生已经是八十岁了，混身抖颤，还想这样愚蠢的事情！在美国这种事情很
普遍，我已见怪不怪。

同时美国人不懂得灵性方面的事，有一次在旅途中，有位女士问我是否知道印度有一位师傅，我问这位师傅有甚么特别之处？她
说那位师傅能凭空变出手表、钻石来，然后把钻石送给人们。我问她为甚么要跟随这样的师傅，是为了钻石吗？她说：「这次他
给我们一个折扣，有便宜为甚么不取？」对他们来说，灵性的东西也可以作市场推广。在美国有许多这类兜售灵性的导师，但我
肯定他们在中国一定不会受欢迎。
另外有一种，就是教人飞起离开地面三呎。要学的人须交六千英镑，许多参加的都是美国人。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或者印度人会
想学。那些假导师都到美国去，因为印度人是很有智慧的。那些人把房子卖掉，令子女退学，面临破产，我问他们为甚么要这样
做？为甚么要飞起离地三呎？他们说能够飞很了不起，但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弄伤了屁股，所以到我们这里来。印度人很聪
明，不会相信那些假导师，所以那些假导师全都跑到美国去。我第一次到美国时，便劝告美国人不要相信那些假导师，后来我九
年没有到美国去，那些假导师都大行其道，赚了大钱。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能用钱去买我们的进化。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这里需要一点智慧，如果一个人很蠢，便很难向他解释这一点。也许中国和印度都是很古老的国家，因此比较成熟。

那些美国人，还有欧洲人，老是想将他们的文化强加于我们身上，好像这一次世界妇女大会，许多人都说要争取自由，要有这个
权利，那个权利。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霎哈嘉瑜伽已在六十五个国家流传。如果说这样子去争取，妇女便得到自由，那是荒谬
的。她们只有争斗的自由，穿着暴露衣服的自由。从任何角度看她们都不自由。有一次，一位地位很高的美国妇女来到我丈夫的
会议，她开始自夸自赞，说他们很自由，并给子女有完全的自由。她更问我有没有参观过伦敦的酒吧，她有所有酒吧的名单，她
说酒吧是伦敦出名的旅游点，她最喜欢的一家叫隐士酒吧，我当时想伦敦怎会有隐士呢？她说从前有个人住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
里，后来他死在里面，没人知道。房间发出恶臭，还有许多蜘蛛网。她说这个地方使你有远离尘世的感觉，许多游客要到那地方
去，因房间太小，很多都挤不进去。我对她说：「对不起，我没有到过那样的地方。」不久以后，我听见关于她的消息，这位女
士曾经向我炫耀，说印度人不给孩子自由，而他们则给予完全的自由。他们自己喝甚么，也给孩子喝甚么，令他们开开心心的。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我听见令人吃惊的消息是这样：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生日，喝了很多酒，而且令家中失
了火。结果他们夫妇两人，连同两个小孩子都烧死了。可见他们的自由其实是一些束缚。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能够远离那些坏习
惯，那些毁灭人的文化。西方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每一刻都要享乐，而他们享乐的方式都是自我毁灭的。例如他们举办赛车，许多
人都因此死去。他们还有许多自我毁灭的享乐方法，都是会杀死自己的。

通过这些愚蠢的享乐方式，他们完全失去了头脑。比方这位美国总统夫人认为到中国来，有权说甚么都可以。她不但不感谢中国
举办是次世界妇女大会，反而自我吹嘘。她说中国不应禁止妇女生育，应让妇女生育多少也可以。这对美国或者可以，因为小孩
子都不愿出生在白种人的国家。因为小孩子是很有智慧的，他们不愿意出生在父母把孩子杀掉，人人都迫害孩子的地方。所以中
国人和印度人便要负起生孩子的责任。因为孩子们都想生长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位美国总统夫人根本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她的
言论到处受到批评，有些报章更说，要中国多生孩子也可以，但生出来以后，要送到美国去。不过对孩子来说这不啻是种惩罚。
在美国，女儿跟父亲在一起也不安全，每天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煽情报导，令人感到羞耻。

还有许多事情可以说，但你们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当我说这些事情时，你们都在我这一边，如果对美国人说，他们便会反驳：「
有甚么不对？我们有权作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没有甚么需要向这些美国人或者西方人学习。
他们追求卓越，追求进步，但不知如何利用这些进步。好像如果你到美国去，看见有个人梳一条辫子，他便是个男人。如果是剪
短发的，便是个女人。我们甚至不能分辨他们是男是女。有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一位男士在机场看见一个女孩子，她的穿著
像男人一样。于是他便向旁边的一位男士说：「我不喜欢这女孩子穿得像男性一样。」那位男士回答说：「有甚么不对，她是我
女儿啊。」那位男士于是道歉说：「我不知道你是她的父亲。」「不，我是她的母亲！」这些荒谬的事情有甚么可取？他们常常
发明新的荒谬玩意，然后说：「有甚么不对？」

许多人都说，终有一天，中国会起来，东方的老虎会发出吼声。今天正是这样。且让那些人去批评，谁都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
法国有一位政治家也批评这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他说不要老是批评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应该批评这些中国人，把世界妇女大
会搞得这样人工化。在世妇会上人们讨论道德的问题，但法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尽管法国是最古老的天主教国家，但法国有条不
成文法，就是主妇可以卖淫。他们怎可能喜欢这些以道德为本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呢？

因此要知道，就道德和灵性两方面来说，你们都被放在很高的位置。过去印度跟中国有点误会，但这些很快会过去，因为从根本
上来说，我们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中国人有很大的爱和尊重。印度的军事总司令是个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我告诉他说，过去我们
犯了许多错误，中国也犯了一些错误。他也承认这些错误。他还说他到中国访问时，中国给他红地毯式的欢迎。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中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有很好的灵性基础，这跟共产主义还是西方民主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外在的，民主你也可叫它
暴民政治。重要的是你的进化有多高，而不是你在外面所拥有的。我想这种内在的进化已经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迅速地发生，

只要你们不干预政府，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社会主义或西方民主而互相分开，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我告诉
你们这些故事，好让你们知道，那些自以为很自由的人，其实都是一些荒谬的人。

我跟中国人在一起的经验是很美好的，不知现在怎么样，但上一次到中国时，我很惊奇中国人是多么的诚实，而且他们很敏锐，
无论他们邀请我丈夫到那个机关去，通常他们都邀请我。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但他们这样的尊敬我，使我惊奇。有一次在北京
一家酒店，我的趾环掉了出来，然后我们到大寨和其它地方去，最后到达上海。我很惊奇他们把我的趾环寄来，而且把它很小心
的包好，我不明白为甚么要这样的不厌麻烦，这令我很感动，这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多么爱我，因为我那时不是个甚么特别的人。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是极之友善和有爱心的。而且他们有一种灵性上的敏感，因为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不是用来对待一个家庭主妇的
。有一次在伦敦有个展览，我因为迟了不能去，但他们为我把展期延后了两天，好让我能参观。由于他们的智慧，他们就得到转
化。但是没有智慧的人不能明白，他们是需要得到转化的。

我讲的是一种世界性的转化，现在是全球作转化的时间。当灵量升起时，她穿过上面的六个能量中心，改善我们身体、情绪和灵
性的存在。这些能量中心很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存在的基础。灵量可以称为一个潜藏的能量，是我们的第五个能量。我们的头
脑只有有限的能量，因此如果是可能的话，我们要有外界的能量。我们知道那些经常想着过去或将来的人会有问题。一个念头升
起，然后降下，另一个念头升起，然后降下，而那些人终日在这些思潮起伏中间。当灵量升起时，便把这些思想拉长，在中间出
现了一个空隙。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要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在一个念头跟另一个念头中间有一个空隙，那就是现在此刻。在
此你可进入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Thoughtless Awareness)，你没有思想，但是觉醒的。这就是我们平安的种子，这就是今天我在
世妇会上说的，如果没有内在的平安，又怎会有外在的和平？我看见过许多拿过和平奖的人，他们脾气都很大，与他们谈话要先
拿个许可证。我不知道他们为甚么可以拿到和平奖，他们只是口头上说和平。除非你有内在的平安，否则便不能在外创造和平。

我要告诉你们在莫斯科的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是怎么样的，你们会惊奇他们的改变有多大。我在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局势很困难，
我问他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他们说：「母亲，我们现在已在上天的国度之中，为甚么要担心这里发生的事？」苏联人这
样说很令人惊奇。当然他们有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的人是崇尚西方的。但在中国，我相信有很大比例的人是进化很高的。

我很简短的跟你们说，这个全球性的转化发生了以后会怎么样。首先你们会得到医治，所有身体的疾病都治好了，我们在印度德
里有四位医生，因研究如何用霎哈嘉瑜伽治病而得到医学博士学位。霎哈嘉瑜伽是种后设科学。即使你不是医生，也能医治自己
，医治他人，而且完全不用钱。因为你们意识之中有了灵体之光，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情绪、这个智性、这
个自我、这个思想积集，我们都是纯洁的灵。除非我们知道自己的真我，否则便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甚么。就好像这个麦克风，若
果不是接驳到电源去，便没有甚么意义了。同样我们要连接到灵性的整体力量，或称上天浩爱的力量去。联系建立以后，你便有
更大的能量。你变得很有活力，同时很有爱心。我今年七十三岁了，但每隔三天便远行一次。我从法兰克福乘飞机来，坐了九到
十个小时，他们就立即把我带到会议中心去作和平的演讲。为甚么能这样？因为我不担心。当你在中央，便是在现实之中，便是
在现在此刻。这时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便会照顾你，会发生许多巧合的事情，就好像有很多人在照顾着你那样。你们得到保
护，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你会抛弃所有的坏习惯，甚至美国人也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吸食药物的习惯。同时你们的注意力受到
启发，无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甚么地方，都能发生作用，会发生许多像奇迹般的事情，连你们自己也不能相信。你们在霎哈嘉瑜
伽成长起来以后，他们便会告诉你许多奇迹般的事情。而且你也会写信给我，谈发生在你身上的奇迹。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这样
的纪录，不知怎样处理才好。

这种爱，这种识见是存在的。好像坐在前面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来自不同国家，像个联合国一样。这种改变是在你们基因上的。
很奇怪，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伟大。我们要尊重自己，因我们是人类，都在进化的顶点。现在时间来临了，你要知道你自己，知
道自己多么有力量。

这样我们的生命便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你们也有能力去提升别人的灵量。你们许多的能力，像智性和知觉的能力，都会变得很强
。而且你会自动选择道德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要告诉你些甚么。还有许多可以发展出来的特性，在短短的一次演讲不可能讲完。
我曾看见有些人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了贪婪，自然地变成很道德。最重要的是你变成一个普遍的存有，像滴水变
成汪洋一样，老子也这样讲过。我相信你们都能做到，在里面生长，并享受其中之乐。最美妙的是你跃进了喜乐的海洋。喜乐是
绝对的，没有快乐不快乐两面。

谢谢你们。我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能到中国来。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有甚么问题，我可以回答。

问(1)：东方的道德系统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吗？
答：一定可以。通过拯救人类，便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问(2)：你讲了许多关于这种瑜伽，请问是否可以教授我们？
答：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甚么可以教授。只要将两手这样平放，便可感觉得到。你会感到有阵阵凉风流向你。这就是我所
说的上天浩爱的力量了。你也可以在头顶上感到这种凉风。高一点。你看，有阵阵凉风从你们头顶上出来。还有甚么可以教授呢
？你们要知道的是怎样去运用这个力量，这样你就全部都知道了。你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在座有些修习者会再回来教你们，
这样你们也会变成专家了。

问(3)：我们中国气功有一定练习的技巧和时间，比如每天练习多久等等。我想知道霎哈嘉瑜伽是否也有这一些？
答：没有，你愿意在甚么时间静坐都可以，不需要勉强，你自然会知道怎样做，你会成为自己的导师。这是内在的，会在里面发
生作用，你要做的是让它有机会生长。你们要知道，这是个生命的过程。就好像你把种子放在母亲大地上，它便能自己发芽。你
不需要告诉母亲大地或者种子，叫它发芽。所有力量都是内在装置好的，它就自己发芽。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首先要知道
，我们不能用钱去购买它，也不能强迫别人得到。另一样是这个生命的过程不是为了那些愚蠢的人的。这是你们本有的，你们不
欠谁的，是你们内在的母亲造就这项工作。她是你们每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的一切，她很希望能够给你重生。还有其它问题吗
？

问(4)：你有听说过印度有一位师傅叫赛峇峇(Sai Baba)的吗？
答：当然听说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凭空可变出钻石的那个人。有一次四部摄影机对着他，便照出他是
弄虚作假的。他在空中取出瑞士手表这类东西，他催眠了观众，所以他们不能看见他是怎样取出来的。他受到揭露，因为摄影机
没有受他催眠。这个人是很危险的。我不知他怎样去催眠别人，但那些人的眼睛变得很弱，甚至盲了。另外他会使人生心脏病。

每当我看见这些狡猾、贪婪和伪善的导师，真觉得当一个印度人也很羞愧。

问(5)：你所讲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答：是介乎两者之间。跟随他，有许多家庭都因此而破碎。如果太太相信他，丈夫便死掉。如果丈夫相信他，太太便死掉。我相
信没有中国人会喜欢他。他兴建了一些庙宇，建筑和颜色都很可怕。你们不会喜欢，因为你们有艺术家的本性。对我来说，他就
好像是个恶魔一样。他毁了那么多人。他称自己为「真正的赛峇峇」。过去印度曾出现过一个像老子这样的宗师，叫赛乃夫(Sai
Nath，赛峇峇的别名)。现在这个人说他是「真正的赛乃夫」。为甚么要这样说呢？我会叫自己做「真正的锡吕‧玛塔吉」吗？同
时你们应看看他的脸，他的脸像头大水牛一样。在印度人们相信他一定是一头像大水牛的邪魔，叫Mahishasura再世的。

问(6)：像我这样的人，要多久才能实现内在的平安？
答：已经实现了，就在当下此刻得到。
问：我感觉不到。
答：感觉不到吗？到前面来。
问：你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
答：不要紧，通过静坐生长了以后，便能在甚么时候都能感觉到，这是没有问题的。
问：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要不要点香？
答：不要，现在的线香都制得很差，所以不要点香了。
问：我们静坐时需要找一个静室，还是甚么地方都可以？
答：甚么地方都可以。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在无思虑的知觉状态之中。没有思虑地去观看每一样事物。就好像我们前面有张美丽的
地毯，如果我在想这样美丽的地毯我也要买一张，不知那里可以买到等等，我们脑袋里便有许多念头。又如果这地毯是属于我的
，我便会想怎样去保养它，不要弄脏它等等。但如果我只是观看它，没有思想，那样艺术家放在里面的喜乐便如一股平安之流流
下来。慢慢地，你们都会发展出我们称之为无执着的静观状态。在这种状态你们不对事物起反作用，只是去享受。

问(7)：比方我在街上给人家抢了东西，警察不将那个人抓住，反而把我拉起来，我怎么样可以通过这经验令自己进化，令自己平
衡？这是一。第二，我想应该帮忙这个警察跟强盗进化，因为他们是使我不平衡的原因。
答：首先那些失物会得回来。相信我，许多人都试过这样。因为你对那东西有所执着，因此失去了便担心。我举我父亲作为例子
，他是个进化很高的灵。他晚上从不关上大门，但从没有失去些甚么。他一生之中只发生了一件窃案，失去了一部留声机。我父
亲于是说：「你看这个人多么喜爱音乐，但只有留声机，他怎样欣赏音乐?他应该把唱片也拿去。」我母亲说︰「这样吧，我们登
个广告，拿了留声机的那个人可以再来把唱片拿去。」

我自己从来没有失去甚么东西，同时你们会知道得着些甚么，如何得到。我告诉你们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我丈夫的。他到

伦敦一家很出名的商店去买一套西服，然后到机场来接我，这时他发觉失去了钱包。他说一定是刚才为他试衣服的那个人把钱包
拿去了。在伦敦这很普遍。我丈夫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说那个人一定是如此这般的把钱包拿去的。我的丈夫非常聪明，非
常诚实。他说为甚么像他这样诚实的人要这样给人家偷东西？我说他可以得回他的钱包。他说怎样可以得回呢？他试过跟那个人
和经理理论，但他们都恶言相向。我说，好吧，把电话给我，让我跟那位经理谈。那位经理开始时说话也是很不客气的，说事情
跟他无关。我说：「你最好听我讲，钱包里有很重要的文件，我们将要到内政部去报失，届时要提到你们的店名，你们愿意这样
吗？」那天黄昏，钱包便寄了回来。上天会帮助你找到适当的方法，把事情办妥。我们的聪明才智也会变得更敏锐，清楚知道应
该怎样做。这些都是一些乐趣。你会惊奇自己懂得应付这些狡猾的人，因为你们变成了整龄戏剧的静观者。

如果你站在大海中央，会害怕那些波浪，但如果在船上，便能享受那个海面。如果你能游泳，便能跳下去，拯救很多人，这个就
是今天发生的。你想知道些甚么？

问(8)：你说的瑜伽就好像是奇迹一样。
答：是的。这是上天的奇迹。对人类来说很神奇，但其实是一早在我们里面装置好的。就好像你们把电视机搬到偏远的乡村，对
村民说这个箱子里面可以看电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说你说谎，那不过是个箱子而已。但如果你把电视机连接到电源去，奇
迹便出现了。同样，我们一般人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箱子，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荣耀，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甚么。这一切都是很奇
妙的。
问：如果真的相信，奇妙的事情都变成不奇妙的了，是吗？
答：当然。
问：这是不是一种信心的作用，首先在心里相信一物存在，然后用手去触摸它，好像它就在身边一样，是不是这样？
问：不，这都是自动发生的，你不要去想它，不需要去计划，只要知道你已经得到。
问：怎样去知道呢？
答：今天你已经得到了，我是看得见的。你已经得到了，已经连接到那整体能量去，因此能够第一次感觉到它。但我们不相信自
己，其实你已经得到了。
[坐在前面的几位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要去感觉它，不是要去相信些甚么。
问：只是去感觉吗？
答：不需要去相信些甚么，不要有盲目的信仰，盲目信仰是件最坏的事情。它是一种真正的实现，不需要盲目的信心，那是实在
的，你也会看见一些证据。
问：是不是瑜伽不单是一种身体的训练，也是一种心理和灵性的实践？
答：对。
问：我还想说一件事，我想起中国一位女作家冰心说过，「只要你心中有音乐，这个音乐，无论你在那里都能听见」。
答：是，那是一种连系。现在你的头脑，你的心，跟你的注意力已连在一起。

问：还想说一件事情。你开头讲到长江(扬子江)，我便是从长江来的。
答：是吗？怪不得你能感觉到。扬子江是个美丽的地方，对吗？
问：我是湖北人，从长江上过来，湖北在长江上面，今天我来这个地方，想说一句话。今天我看见很多北京人，他们是在北方。
扬子江和黄河在中部，而从香港来的人是在珠江流域。能走在一起，多么的巧。我想这种瑜伽定能传遍全中国。
答：愿神祝福你。谢谢。扬子江、黄河和珠江我都去过。中国是个很美丽的地方，真的很美。

问(9)：刚才说人体有一个潜在的能量，一般人都没有提升上来，要提升这个能量是否有很多的路，是不是有一定的方法？我看见
人体能量系统中那个人手上有些标志，那是甚么意思？
[传译员]：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好了，所以不需要解释甚么、学习甚么已经得到了。在外国，需要作很多说明和一些练习才能得到，
我们中国人很特别。〔问锡吕．玛塔吉女士〕在图表上有不同的经脉，灵量上升时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通道？
答：要经过中脉。这是安排好的。因为灵量能思想、能了解、能为她所爱者安排一切。

问(10)：小册子上说灵量升起以后，便能把各个轮穴打开，我们怎样知道轮穴打开了没有？另外说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这个帮
助是甚么意思呢？
答：很简单，我们在指掌上知道绝对的真理。在指掌上就可以知道。比方说某人左手的小手指有点刺痛的感觉，你问那人是否心
脏有问题？他就说是。这个诊断是通过手指去做的。左脉是我们的情绪和过去。右脉是行动的力量，同时掌管我们的思维活动。
你可以在指掌上感觉到，在指掌上知道绝对的真理。比方说我们问某人是否真正的圣人，如果他是，我们手掌上便感觉有凉风，
如果不是，便有热力。
〔听众中有一人说〕：我手上就有热的感觉。
答：你们已经得到了，不用怀疑，你们都没有甚么问题。你们成为了自已的师傅，自己的医生。你可以诊断你自己，同时亦可以
诊断他人。如果你能医治你自己，亦能医治他人。

问(10)：手掌上怎样去感觉有毛病？我现在感到手指头发麻。
答：你有到过一些假导师处去吗？
问：我以前做过香功，但没有跟老师做。
答：这就是原因了。看，多么明显。所有这些感觉都是可以解读的，你们会学会怎样用轮穴的语言去说话。

问(11)：师傅刚才讲了很多道理，我想知道你跟老子和跟释迦牟尼佛有甚么关系？

答：很接近。但我的做法是不说出我自己是谁。因为如果说出来，人家便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把你杀死。所有那些宗教都是金钱
取向、权力取向的，如果我说自己是甚么，他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想这样。如果你们能够在霎哈嘉瑜伽之中成长，便知
道佛陀和其它圣人如何的跟我接近。
问：我没有得到自觉。
答：你感到有凉风吗？
问：能感到。
答：那你是得到自觉的了，请相信我。这是你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凉风。
问：师傅，你要知道中国人只有很少的机会踫见像老子跟佛陀那样的明师。我相信你是真正的明师，我们练习这种瑜伽，是否能
达到佛的高度，是否能跳出轮回，不用回到这个世界？
答：一点都不用怀疑。我相信在中国，霎哈嘉瑜伽会像火一样传开。中国对灵性来说是一片肥沃之地。我很了解中国人。他们很
自重，如果你不去侮辱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问(12)：最近电视上有个介绍瑜伽功的节目，我想知道跟师傅今天教的有甚么分别？
问(13)：我加一句，电视上说的是我们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去练，而且好像是一种功。但是霎哈嘉瑜伽说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是
不是不同，有甚么区别？
答：那种运动瑜伽叫哈达瑜伽(Hatha Yoga)，是数千年前印度的帕坦迦利(Patanjali)建立的。Ha是阳脉，tha是阴脉。那时候有许
多学习者，然后挑选一两个出来，教他们如何清洁左右两脉。还通过一些考验，决定他们之中谁可得到自觉，通常只是一个。瑜
伽经是本很大的书，里面首先教人达到无思虑的入静状态(Thoughtless Awareness)，然后是无疑惑的入静状态(Doubtless Aware
ness)。但是今天的哈达瑜伽已经变成一种商品，已经不是帕坦迦利时代的哈达瑜伽。帕坦迦利一定曾谈过灵量，因为罗摩小时曾
学习过。但后来人们把这个部分抽掉了。到了十二世纪，印度有位圣人叫Ganadeva的，也曾提到灵量，那是在他书中的第六章。
但是当时执掌宗教的人把这一章删掉了，因为执掌宗教的人不知如何处理这个灵量。这些人把东西搞混了，原本的哈达瑜伽和今
天的很不同。

其实所有的经典都经过删改，当耶稣来到世上，他谈到摩西、亚伯拉罕，还有他的母亲。但现在的基督教竟变成一个排他的宗教
。他们要排斥异己，我想是因为他们喜欢斗争。伊斯兰教也一样，穆罕默德也提到前面几个人，特别是耶稣。所以伊斯兰教不应
是种排他的宗教。问题是耶稣或穆罕默德都没有自己写下些甚么，穆罕默德根本不识字。在他死后四十年，有一个可怕的人编修
了古兰经，四十年已经过去了，怎么可能回忆起每一句话呢？所以古兰经是不真实的。而且写古兰经的那个人憎恨女性，所以把
古兰经写得一塌糊涂。基督教的圣经也是这样，那个可怕的保罗编修了圣经。他也不喜欢女性，也把圣经弄得一团糟。这就是为
甚么人们不相信神，不相信宗教的原因。

问(14)：修练这种瑜伽跟防病、治病、和开发智慧，发展预见的能力有甚么关系？手这样放是不是接受宇宙的能量，达到天人合
一的境界？原理是不是这样？
答：可以防病，可以治病，也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你只需要去感觉它。比方说我是个中国人，不知道中国货币的价值。除

非我到市场去买东西，否则永远不会知道。

你们有一本书叫易经，里面的原理是一样的。图上头顶那个黄色的汽球叫「自我」(Ego)，蓝色的汽球叫「超我」(Superego)。如
果我们把头做一个横切面，就看见中国人所讲的太极了。那是一样的。

霎哈嘉瑜伽是个很古老的知识。我所做的是把这些都科学地整合起来，同时科学地解释这一切。此外我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众
多的人集体地得到自觉。古代每一部经典里面都有一些真理，可以放在一起，尽管有一些给删改了。而且这个真理应该是可验证
的，不仅是口头上的说话而已，或者只是一场演讲。有一位圣人这样说过，说话不过是一个文字的网，他祈求说：「母亲，请将
我带离这些文字障。」

谢谢你们。跟你们在一起真开心。这一次我在中国只逗留很短的时间。如果你们邀请我，我一定会再到中国来。

我从心里头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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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今天有点迟，但我肯定你们必定很享受大家的共处。能享受合

群集体是很棒的，一旦你们享受集体，我到一些地方，飞机很迟才到达，
我有点担忧我会迟到，实际是飞机很迟才到，令我迟到了七个多小时，
所有人都在机场等我，那是德里，当我到达，他们看来都精神饱满，我

很惊讶︰「你们回家了？」

「没有，我们一直在机场等你。」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唱歌，跳舞，这
就是霎哈嘉瑜伽，每时每刻我们都能享受，为我们的好处而享受。在西
方，特别是美国，现代的想法是我们要享受生命的每一刻，实际上，所
有他们的娱乐消遣全都是在摧毁自己。他们做的事情，像喝酒，到某些
地方打架，或做一些既不该做又遭透了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合群变得很
危险，他们甚至走私，谋杀，集体的去做一些伤害自己，伤害国家的事

情。

霎哈嘉瑜伽士不懂这种娱乐消遣，一旦在集体里，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
喜乐，我能在昨天看到，当你们聚集在机场等待我，我一旦到达，看到
Devi，女神崇拜，即敬拜我现在的形相。女神多次临世，

今天我们决定做

保护人类免受邪魔的侵害，令人类感到安全。

但我不认为她任何一次的降世有给人自觉。给人自觉是最有趣，最可爱
devas(即神)、好人和因纯真和简朴而

你们的脸孔都闪耀着喜乐。

的任务。她要对抗各种邪魔，保护

受苦的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时代都是特别开花结果的年

代，你们全部人都要变成果实，地球上已经有很多很多花朵，你们现在

要变成果实。

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对灵性那么敏锐是很令人振奋鼓舞的。你们是
极有福份能成为有自觉的灵，这个集体事件肯定能带给全世界了不起的
解放。我的国家出很多问题，但现在我要告诉所有霎哈嘉瑜伽士，不管
你拥有什么，你必须慎重的投射女神的力量。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是很享
受的，你们也把霎哈嘉瑜伽传播得很快，像火一样。因为这片土地，很
令人惊讶，这两个国家对灵性都很敏锐。你拥有的这份女神的力量现在
要慎重的投射出来。例如，有次我来这里，刚发生了政变，很困难的时 刻，我处理了，现在你们全部人都能处理，全都能投射。
例如，我发觉现在这里的问题大多出在财政方面，若你们都把思维投射
到这个问题上，就会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你们对我的委身令我很欣慰，
我是你的母亲，我也是乌克兰人的母亲，亦是俄国和整个乌克兰的母亲。
我只会在你们解决所有这个国家和乌克兰的问题后才会感到满足，为此
你不用依靠你的政府。我告诉你我留意到为何这个国家在走下坡。所以
你内在女神的力量透过你开悟的才智，令你对问题有透彻的理解，你因

此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留意到这个国家最先的问题︰人们以为整个西方世界是以金绘画的，
并不是以金绘画的，他们并未如你们那样充满喜乐，他们没有你们充满
漂亮，充满满足感的面孔。若你细仔看看他们，即使是财政方面，他们
也出些小问题。现在这个国家的问题出在各种海外的货品都是来自西方
国家，这些西方国家经济在衰退，没什么可以出售。他们送到你的国家，
送到乌克兰和东欧国家的物品全是废物，毫无用处，不管你有多少卢布，
我的国家在争取独立时，圣雄甘地说︰「我们一件进口货也不要买。」
他还说︰「若我们不买任何进口货，我们的工业，我们的手工业就能振
兴。」他改变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要穿用手编织，用手纺织，
印度制造的衣服。即使是今天的印度，你在市场里也找不到进口货。若
任何人想买什么，年青的义工，像学生和年青人，都会站在店铺前说，
不要买进口货。那时候英国人统治我们，他们会拘捕我们，但不要紧。
因此所有外国货都停止进口。即使今天，我们也没法在市场里买到进口
货。当然，有些愚蠢的人走私外国货来，一些笨人想有这种文化，但他
们是小数，因为这个国家的女神力量，他们都被揭露出来。
所以你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大地之母给你容身之所，给你生命，你要
好好看顾这份名声，好好照顾你的国家。我对美国人带来这么多差劲的

全都花掉，花在这些废物上。

店铺，人们把他们珍贵的金钱花在劣质的物品上感到很惊讶。一旦你停
止购买来自外国的货品，你会很惊讶，他们还能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全
都是违反上天爱的力量，因为他们在剥削人。若你爱人，就不会剥削人，

对你的国家，这不是种滋养的事情。

他们的行事风格，若你想看他们在西方做了些什么，你会很震惊，他们
摧毁了女神赐予他们漂亮的一切，无视虔诚的生命，无视灵性，只懂钱、
钱、钱，没有道德观念。没有道德观念，你怎能取悦女神？你要明白，
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该怎样取悦女神，除非你能取悦女神，你永远也

不会喜乐，永远也不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为此，你要有智慧去明白什么能取悦女神。当然，除霎哈嘉瑜伽士外，
我不认为西方人拥有你们一半的智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只想着一些
短暂的乐趣，过着违反女神力量不道德的生活。他们在受可怕的，不治
之症所折磨。他们杀掉父母，杀掉孩子，没有爱。女神的力量是爱，不
管她为全世界做什么，都是透过她的慈悲，她的爱。女神的整个身体，
整个存有都是慈悲和爱建造而不是其他，这份力量令你对实相有透彻的

理解，也让你完全明白开悟的里里外外。

就如若你爱某人，你会知道他的一切，这是与金钱无关，而是你拥有最
高，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力量。一旦你想及某些崇高的，有爱心的事情，
这份力量就填满了这个想法，接着这个想法填满宇宙，填满你的国家，
填满个人。这份慈悲和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看到每个人喜乐，只有这
样，才是「喜乐」这个字的真正意思。这份力量既关心集体亦关心个人，
关心全世界也关心某个特定的国家。它每时每刻都在工作，特别在现代，
来改善全世界的人的生活。但很不幸，不是很多国家能像你，能真心感
受到母亲女神的爱。这份爱像海洋的爱和慈悲，想触碰每个海岸，想触

碰每颗心，可惜有些人的心却像石头。

俄国有颗很伟大的心，乌克兰也是，我发现在东方阵营，我不知道他们
怎样发展这颗了不起高贵的心。我们不认为他们不富裕就是低微。连自
己的孩子也不能相信，或孩子也不相信父母，富裕又有何用？他们为钱
而互相杀戮。当然有些人为钱可以不惜代价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我答应你，黑手党很快会完蛋，若你们不再害怕他们，若你们静坐时要
求他们完蛋，这是能做到的。你要…就如昨天你请求我能健康，请求你
的国家拥有福祉，这是你思诸的深思熟虑，你的才智会变得敏锐得多，
我称这为至高才智。透过这份才智，你看到事情的重点，亦有能力解决

这些问题。

首先你要爱国，我必须说，当我到中国，我很惊叹，虽然中国是共产主
义国家，他们却很爱国，也很有道德，我发觉他们的资金是如何增长，

就是离开中国的人把钱汇进中国让它发展。

为了这个会议，当我到达，我很惊讶那些义工，他们只是学生，义务的
服务我们。他们在机场里，在酒店里，在市场里，他们站在每一处以确
保这个会议成功。虽然中国人很喜欢吃，他们却整天没有进食。他们对
我很亲切，当我们出外，他们整天都在外面，司机从不投诉没时间进食，
没有投诉，他们不是有自觉的灵，当我外出走进车子里，他们会走来为
我开车门，确保我不会有任何碰撞，他们也照顾不大健康的人，老人，
或行动不便的人，连他们的轮椅也带上中国的长城，我是说这种服务态
度。我在电视上看到来中国的人，连美国人，离开时也在哭。铁石心肠
的美国人，也说他们怀念自己国家的这份爱，这是很令人感动，现代人
是那么干巴巴，那么金钱取向，令这份爱更加显眼。这些人在没有报酬
我们去购物，给了很多人自觉，在店铺里，在市场里，我们给人自觉，
他们都很快的得到自觉，当他们提问，我告诉他们一事，我说︰「俄国
人不喜欢，因为中国人到那里结婚，你要明白，俄国女人，他们放弃俄
国女人，自己找妻子。」他们告诉我，原因是俄国女人很懂离婚，她们
很快离婚，很专横，我不是说霎哈嘉瑜伽士，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中国
女人不像这样，她们很有智慧，知道自己的角色很重要，她们把孩子也
创造成很好的中国人，她们通常不想离开家庭，不想疏忽了孩子，完全
不会这样。若他们有祖母，他们就把孩子留给祖母看管，祖母也是很温
柔亲切，很仁慈，那么她们才会出外工作。但我很惊讶，她们就如俄国

下工作，他们亦不收取任何小费或是什么。

人，能做各种工作，她们或许不会驾驶火车，或许不会做一些大型的制

造业，你也知道中国女人比较矮，比较小巧。

神的恩典已经赐予你们更健康，有更合适的高度，他们真的很感激。看，
他们像巨人，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则像小人国。我很惊讶，因为他们从
不批评任何人，却都懂怎样称赞别人。很令人意外，那里的美国人也说︰
「他们仍很幼稚，他们仍要成长。」很令人惊讶，我认为想向人炫耀，
做这种事情的人是很侮辱无礼，他们说︰「他们很幼稚。」我不在意他
们或你们有那类型的政府，最重要是你们是那类型的人，我对他们很惊
叹，他们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孩子有怎样的行为，怎样说话，怎样与人
相处，他们教导孩子要与人分享物品，物品不谨属于你，也属于所有孩

子，就像霎哈嘉，我们想大家一起享受一切。

我惊叹于他们尊重自己国家艺术的方式，他们认识国家的所有艺术家，
这样大的国家，他们知道那种艺术在哪个地方生产制造，我真的很惊讶，
特别是男人。在印度，男人是一无是处，他们毫不关心艺术，什么也不
懂。他们甚至不懂怎样清洁房子，清洁用具，什么也不懂。当然，他们
亦不懂怎样煮食，他们是另一些孩子，我要说，他们要多多学习。我想
为此女人也扮演着某个角色，因为女人做了一切，令男人对一切都一窍
不通，因此男人完全受女人控制，他们不懂路，不懂城市，什么也不懂，
女人则懂。现在若你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毯，来自那个国家？」他们
会说︰「我们不知道。」认识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国家是很重要的，
若你不认识自己国家，又怎样去爱？若你不认识你的母亲，又怎样去爱？
这里有很伟大的力量在运作，我可以肯定，有天全部这些中国人也会加

入你们。

透过爱而来的是尊重，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质量和能力，
你们却能相亲相爱，不会因为某人是黑皮肤或白皮肤而不尊重他，因为
爱给你特别精微的内在眼睛，去看一切的内在美，你享受大家的共处，
因为你知道爱的价值。就如我说，爱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但这
份爱要是絶对纯粹，毫无贪婪，你不应想取得任何好处或因为这个人有
钱，或有吸引人而爱人，这种爱并不确认…。(录音带第一部分完)
(录音带第二部分开始)为何俄国人想变得那么现代，那么机械化，我就
是不明白。我们要知道，若我们变得过于机械化，就会失去爱的力量。
西方的工业化已经摧毁这些人，他们没有爱。女神的力量不能透过机械

人来运作，能吗？到目前为止，你不需要任何机械化。

曾在格纳帕提普蕾发生过一次，扩音器完全不能运作，而音乐，我们因
此不能开始节目，某个来自德里组织的人告诉我︰「母亲，我们有人来
自诺伊达(Noida，印度北方城市)，他们能不用扩音器来唱歌。」我从没
听过这个乐团，也从不知道有这种乐团，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演唱，他们
或许叫作田园音乐，或乡村气息。我立即说︰「好吧，让他们上台。」
即使今天，你们也知道有关诺伊达音乐。他们以爱来唱，那么大声，全

世界现在都能听到诺伊达音乐，诺伊达的田园诗。

爱不需要老练世故，若你有真爱，就变得那么温柔，那么亲切，这是女
神最大的祝福。爱不会令你疯癫。有人以为若你爱某人却得不到他的爱，
就能随意杀掉任何人，这种事四处都在发生。爱是那么纯洁，很有力量，
亦在起作用。就如我昨天告诉你，在这里，他们被人关起来，全部人都
很担心，我想告诉他们，我应获准走出去，他们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
我就说︰「你们不要管，让我来处理。」我走上前，站在一个男士面前，
他立即拿了我的护照，在上面盖上印章，没有争辩，没有出任何问题，
因为它是寂静的，却以这种漂亮的方式运作，它也很有才智，给你解决
办法，实事求事，因为它想彰显，它不伤任何人，不麻烦任何人。
我常常以一颗在根末端聪明的细胞为例，根开始生长，这颗小小的细胞，
它懂得怎样进入大地之母，当它遇上石头，它绕过石头，紧抱着石头。
这是要彰显当树长成大树，它需要石头来支撑，所以这份绕着石头的简
这份爱是女神的力量，是精微的，宁静的，却彰显出来。你可以称呼所
有这些显现为奇迹，怎样称呼也可以。是女神统治宇宙，在你心轮的中
央，照顾你，照顾整个宇宙，是爱纯粹的欲望，它懂怎样去表达，怎样

单的爱最终彰显出来。

作出行动，你不用做什么，它率性而为。违反这份率性的是你的思绪，
因为思绪会说︰「噢！你怎能像这样爱人？这是没用的。」这些思绪给
你可笑的想法，思绪是有限的，直线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这就
是为何他们互相争斗，为何有战争。这个爱的力量给你絶对的真理，那
么你还会争斗吗？我们需要这份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我知道你
们都很爱我，但你们也要相亲相爱，互相尊重，这样我才会感到这份爱

在彰显。

我曾到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的家，他也叫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来见我，我会
在他的家吃晚饭，事前决定的。我不知道他也为其他人煮食，所以我这
样告诉他们︰「聚会已经完结了，你们可以回家。」因为我以为这个男
人不可能为这么多人煮食，当他们离开，他就来了︰「母亲，你做了什
么，我为他们所有人都煮了晚餐。」「真的？他们现在去了哪里？他们
已经走在街上。」所以我走下阶梯，跑上梯级，回来，回来，回来，晚
餐准备好了，他们真的笑了，这个男士为他们煮食，霎哈嘉瑜伽士真的

极之快乐，那个晚上，我们都很享受食物。

在罗摩衍那里有个很美的故事，我要告诉你这份爱。当罗摩到森林里，
放逐到森林里，那时候有个很老的女人，她只剩下几颗牙齿，她对罗摩
极之虔敬，她整个人生都在梦想能有机会见到罗摩，当她看到罗摩，她
充满喜乐，她很朴素，来自原住民，印度种姓制度的最低层。她有一些

叫作

ber

乡村的水果，你们怎样称呼这种水果，我也不知道，一种小莓
果，她告诉罗摩︰「这些小莓果，我已经尝过，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酸
的食物，我用牙齿全都尝过，我就是这样为你拣选。」在印度，任何人
用口尝过的食物，没有人会吃，你也知道，根据印度的卫生标准，这是
很不卫生。只有女神碰过的，接触过的食物，才被视为神圣。现在的情
况却相反，她奉献给降世神祇一些她尝过，被完全破坏的食物，罗摩有
女神相同的力量，祂立即把莓果拿来吃，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果，

是神仙美味的食物，amrut

phal。」

祂的妻子说︰「可以给我一点吗？」罗摩的弟弟很愤怒，他说，他认为
这个女人完全不符合礼仪，他想去打她，但当罗摩的妻子要求罗摩给她
一点小莓果，弟弟就保持沉默。当悉旦吃过莓果，她说︰「噢！真的很
美味，这是什么水果？我从未吃过这种如上天美食般的水果。」弟弟就
开始想︰「这两个人都吃过上天的美食，那我呢？」他就问他的嫂子︰
「能给我一些莓果吗？」她说︰「不能，不能，你生气，为何你还想要
这些莓果？」他说︰「请给我一点吧。」悉旦给他一些莓果，他吃过后

说︰「天啊！这是最佳水果的精华。」

就是这样，超越一切，超越一切俗世的事情，超越所有机械化的事情，
是充满活力爱的力量，就如赐给格涅沙一样的赐给你，你应假设这样，
旦你假设就能投射这份爱，个别的，或集体的投射。即使你想胜过任何
人，你的心里也要说︰「好吧，女神母亲，请在这家伙身上起作用，让
我纯真的爱在他身上起作用。」你会很惊讶，你怎样能取胜。百分之九
十九的人都受这份纯真的爱所控制，同样，这份纯真的爱摧毁消灭想伤
害你的负面能量，你只要明白实相的完整图画，因为它是光，开悟里里
外外所有黑暗，当你有爱，你内在就平和，你的平和自会彰显。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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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会议由Petrovskaya俄国科学及文学研究院主办，锡吕‧玛塔吉女士是该研究院唯一的女性名誉会员。〕 锡吕‧玛塔吉女士：
我向所有从心中追求平安的人致敬，如果人们只是表面的追求和平，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我们看见这些战争为我们的国家及有关
的国家带来如此灾难，我们便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和平。 我不反对任何宗教。所有宗教来到世上，都是同一棵灵性树上的花朵。
但人们摘下那些花朵，然后为那些死去的花朵而争斗，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种以神
的名义发动的新型战争。如果你相信只有一个神，怎可能去战斗？因此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种思想上的理念，而不是在心中有真正
的信心。没有宗教教导仇恨，但现实却往往相反。据我所知，在开始时所有宗教都是以最纯洁的形式来到世上，希望为这个世界
带来爱心、平安和团结。但渐渐有些人「执掌」了这些宗教。开始时他们也是好好的，但渐渐地他们各自分开。不仅宗教之间分
崩离析，甚至在每一宗教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派别。无论他们实际怎样，但至少他们在人间创造了一种道德感。他们谈道德
，也谈爱心与慈悲。他们成立了许多机构，来鼓吹这种想法，但都只是表面的。你们看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回教徒相印度教徒的
人，他们是真的吗？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有淫邪的眼睛。」你们见过基督徒没有或从没有淫邪的眼
睛的吗？穆罕默德说：「除非你知道自己的真我，否则你不能知道神。」真我（Self）的意思是永恒的灵（Spirit）。他们有多少
人曾经尝试追寻？所有这些回教徒，他们是否有尝试追求灵性。他们只是在斗争，到处斗争。我很为他们难过，因为成千上万的
人、就这样被杀掉。他们被推动去战争，被鼓励去战争，许多都愚蠢地死去，他们被彻底的屠杀。 我问一个俄国人：「为甚么你
们有车臣的战争？」他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怎可能有一个邦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呢？」听起来合情
合理，十分合乎逻辑。但你们知道英国也只有一个宗教吗？那便是英国的圣公会。据说天主教的大女儿是法国，而在西班牙，除
了天主教会外，别无其地。而在这里，除了正统教会以外，就没有其他。无论他们做了多少好事，都给他们的所作所为扯平了，
因为他们都不跟从宗教所要求的那样做。 如果你想知道那些回教徒是怎样的，问那些犹太教教徒吧。如果你想知道那些犹太教教
徒是怎样的，问那些基督徒吧。如果你想知道那些基督徒是怎样的，你最好到美洲去，看看他们曾经做过些甚么。那些基督徒是
公然地极之不道德的人。今天我偶然看见一段俄国的电影，比美国电影还要坏。片中有个近乎全裸的女郎，就好像美国的女孩子
一样，不知羞耻，完全没有道德。耶稣基督有教人不道德吗？祂有谈到娼妓吗？在西方，甚至连家庭主妇也表现得像娼妓一样，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她们完全不尊重自己的贞洁。现在所有那些美国的破烂货都到了这里来，因为他们在本土卖不出去，而你们
则不假思索便买下那些破烂货。你们被吸引到西方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你们如何作基督徒？ 回教徒也一样，他们宣称回教是
一个伟大的，教导道德的宗教。穆罕默德甚至有谈到基督和他母亲的贞洁。但如果你看那些回教徒，他们有时比基督徒更坏。有
一次我从印度维也特(Riyadh)到伦敦去，途中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本来穿着亚拉伯服饰的男女，都换了新鲜时尚的衣服
。那些无耻的女子穿着可耻的衣服，像个美国女郎，而那些男子也穿上可怕的服装，像个小丑。他们都饮酒、抽烟，在飞机上大
跳的士高舞。于是我问那位戴着面纱的空中小姐：「飞机中途有停过站吗？」她说﹕「没有。」于是我说﹕「他们是同一班人吗？为
甚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你到伦敦去看看，便曾明白。」他们饮酒，比苏格兰人还厉害。由于我丈夫的工作，我们经常参
加派对，我丈夫从不饮酒，他们便称他为「回教徒」，其他人则饮酒如故。 基督教失败了、回教失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用勉
强的方法，不可能带来道德。这是我所看见的。我碰见过一些英国人，我问他们说：「为甚么你们经常这样看女人？」他们说：
「我们很享受。」我说：「那耶稣基督呢？」他们说：「我们甚至在教堂也这样做。我们要将眼睛固定在某物之上吗？」我说：
「那是可以办到的。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不是回教徒，不是犹太教徒。你们都是些没有希望的坏蛋。」他们说：「母亲，我们应
该怎么办？」：我问他们说：「你们是真理的追求者吗？抑或你们只想依循你们那些旧有的固定观念，抱着某些东西不放，然后
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是回教徒，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是犹太教徒，我们已经得救。坦白说，你们大多数人都
会落入地狱。他们说﹕「为甚么？」我说：「因为你们都是些伪君子。现实上你们从不追随自己的宗教，你们只是戴着一些标签。
」 我曾经看人们在基督教的教堂打架，在回教的圣殿打架，在犹太教的圣堂打架。试想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摩西到耶稣基督，
然后到穆罕默德，这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甚至回教徒的戒律也不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它不是来自可兰经，而是来自圣经，在
杰里迈亚书，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但犹太人说不，我们不会接受，那是太多了。然后那些基督徒说，不，我们也不能接受。但
那些回教徒说可以，我们可以接受。由此可见摩西时代的犹太人是如何彻底的腐败。但接受了这些，对任何人有帮助吗？如果他
们相信一个抽象无形的神，尤其是那些回教徒，为甚么他们要为任何国家或土地而争斗？神是无所不在的。有一点很重要，在任
何国家，如俄国，任何人，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俄国人，如果有谁先想自己是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他们便会斗争。因为他们都运用
政治的头脑，而不是灵性上的头脑。你们要有灵性上的头脑，否则你要承认你不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便应该有灵性上的取向
。我所见过的也许比你们为多。

现在争论的双方是西方文化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应该有

很严厉的文化。他们使用强逼的办法。在阿尔及利亚，成千上万的人只因穿着像个西方人而被杀。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在巴黎放置
炸弹，他们参予各种暴力活动。穆罕默德有谈到”rohem”，”rohamad”（爱心），但在回教徒之中却没有平等，他们都不善待女性
。妇女往往生下八个到十个孩子，然后被丈夫抛弃，成为弃妇。在印度我们有数以千计这样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成为国家中最贫

穷的一群。穆罕默德说：「你们可以和四个女子结婚，好使她们不变成娼妓。那是当时的情况。但现在他们大多变成妓女，她们
怎样生活下去呢？他们要以伊斯兰的名义捱饥受冻吗？还要杀害他们的孩子吗？ 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他们做过甚么好事？我
认识一些执掌宗教的人，他们已尽了努力做到最好，但他们必须面对事实。他们并没有达到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或摩西所要求的
。相反因为他们的盲目，他们为那些伟大的宗教的开创人带来坏名声，那些伟大的宗教本来是由同一棵灵性之树而来的。 你们都
知道，今时今日，美国成为领导者，因为金钱已经成为了上帝。于是美国的文化成为上帝的文化。他们正在剥削你们的国家，但
你们却不知道，你们都不明白。我在你们电视上看见那些舶来品的广告，你们疯了吗？你们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那些破烂货，那些
货物在西方任何一处或美国都是卖不出的。你们那些饱学之士都到西方去洗碗碟。完全没有一点爱国心和牺牲精神。在我的国家
，我感到自豪的说，你甚至无法买到一条入口的领带，那是甘地先生的功劳。他说：「不要买任何外国货，你可以买手织的布，
比较粗，但不要紧。」我父母为国家牺牲一切，因为他们有爱国心。我也是个爱国的人，我希望你们也这样做。只有通过霎哈嘉
瑜伽，才有可能做到。不是靠宣称我是回教徒，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们要首先说你们是俄国人。你们可以走自己喜欢的
道路，但首先要知道自己希望得到甚么。 还有一样事物是充满罪恶和非法的，却被接受，那便是瑞士银行。没有人有甚么批评，
他们接受它的存在。我们国家四分之三的钱是锁在里面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俄国的黑手党和其他国家的黑手党在里面活动。你们
必须用合法的力量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合法的。那些钱本来是要给那些贫穷、有病和患了痲疯病的病人的。他们把钱都存进
瑞士银行去。我在联合国妇女大会发言时曾呼吁群起攻击瑞士银行，它并没有合法权利存在。 我举我的国家为例，印度是个潜力
很大的国家，但三百年来，英国人没有任何入境证便前来，并且定居。他们大肆掠夺，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有个印度人要到英国
去，他们会仔细检查他。他们夺去我们所有的黄金、钻石、银器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就好像强盗一样。他们自称为基督徒，那
也罢了，他们离去时还制造出回教徒和印度人（不单只是印度教徒，因为还有佛教徒、耆那教徒及其他人等之间的问题。那些回
教徒说要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一如往常那样。他们太执着于土地，回教徒都十分执着，我也不知道为甚么。因此他们夺去了巴基
斯坦和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甚至比乌克兰还要坏得多。现在那些人都偷渡回印度，他们都通过某些方法
回到印度。但中国却给予巴基斯坦武器来攻打我们。巴基斯坦的情况是更坏的，因为那些离开印度到巴基斯坦的人，原以为有高
官厚禄等着他们，但实际发生的是他们被视为奴隶。印度人是很聪明很狡滑的，巴基斯坦的人发现他们附近有个叫Karachi的港口
非常重要。于是他们说要得到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在该处已是多数。在一次访问中，那位带头的领袖说，印度的总理就好像希特
勒，她每天要杀十四至十六人来减少他们的多数。因此现在是回教徒与回教徒战争。侯赛因和有钱的回教国家战争。库尔德族人
和土耳其人战争。这就是回教吗？这就是他们敬奉穆罕默德的方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我，他们还没有知道神。 霎
哈嘉瑜伽是唯一可以令你得到自觉（Self-Realization），得到对真我的知识（Slf-Knowledge）的方法。我们有人来自不同宗教、
不同的种族，他们许多到过不同的假导师那里去。他们全部都说霎哈嘉瑜伽是唯一可以令他们得到平安的方法。如果你内在没有
平安，你怎能将平安给予别人？有些得过和平奖的人脾气很大，十分可怕。他们从来不笑，就好像后面有支鎗指着他们那样。他
们也很紧张，这样他们如何将平安给予别人呢？因此第一样要做到的是，必须在内在建立平安。我过去二十五年便是做这样的工
作。你不仅得到平安，还可以得到天国的户籍。我上次来俄国时正值政变，但我看见那些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却绝对的平安。我
问其中一个说﹕「你不担心周围所发生的事吗？他们说：「母亲，我们已在天国之中，为甚么还要担心呢？世上的政府常有改换，
但我们已经进入了永恒的生命。」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没有半点虚伪。 唯有霎哈嘉瑜伽可以给你绝对的知识，而不是
相对的知识。相对的知识就好像说：我是个基督徒，因此我高于回教徒，或者说我是个回教徒，因此我高于基督徒。你们看见吗
？这是互相竞争的。那是一些僵化的观念，因为你生长在回教家庭，又或者你生长在基督教家庭，这些都是僵化的观念。希特勒
便是这方面的表表者。他说他们是一个优秀的种族，真的是一个优秀的种族吗？他们用毒气杀害儿童，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怎可
能是个优秀的种族呢？我们认为比较优秀的是充满慈悲与爱心的圣人。由于我们有顽固的思想在脑袋中，因此我们没有自由，没
有勇气去超越那些桎梏我们的思想。同时人类的能量是有限的，思想的能量也是有限的。 如果我说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能量，为甚
么我们不尝试得到它？为甚么我们老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回教徒或其他甚么的，为甚么我们不追求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所描
述过的力量？有甚么伤害呢？如果你能得到甚么，为甚么不去得到？而且那是免费的，你毋须付钱。事实上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东
西，我自己已很满足，我也不需要霎哈嘉瑜伽。但我为甚么要东奔西跑呢？那是因为在我之中的那种爱、那种慈悲，使我做这一
切事情。因为众人是盲目的，他们不能看见。我不需要有更多的基督教堂，更多的回教寺，更多的犹太教圣殿。我们不需要这类
的建筑物。但在人心处是他们永恒的灵。在心中我们要创造平安。神创造了整个灵量的系统，不是我。为甚么神要创造这个系统
？是为了最后的突破。灵量是你们每个人的母亲，她要发动起来，她就在那里。这灵量是你们自己的力量。灵量是你们自己的母
亲。你们有权利去获得自觉。你们有完全的权利与上天的力量合一，使这个力量流通于你。我们都有这个机制，假如神将我们造
成一些工具，但我们却不愿连接至总机去，那你们会变成甚么呢？你们还有甚么去认同呢？我们为甚么要生在世上呢？ 现在谈到
科学，科学有它的限制。无论他们发现甚么都是科学的范围，但他们能说明为甚么人要生在世上吗？他们能说明进化为甚么会发
生吗？他们能说明人类的目的吗？许多问题他们都不能回答。例如你问那些医生，谁使我们的心脏跳动？他们会说是自动神经系
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他们就没有答案。我们身体内有acetylcholine和肾上腺。这两种化学物，一增加，一放缓，一增加，一
减少。但在身体内，则显得随意，没有人知道为甚么。那些化学物增加、收紧、放松，为甚么？他们能够解释吗？我们知道身体
会排斥外来的东西，但当胚胎形成时，却不会被排斥。身体会保留它、养育它，直到适当的时间才把它分娩出来。谁去作出这种
分辨呢？那些医生能回答这些问题吗？我们不能说明生命的目的。现在这些科学每天都有新的假设、新的发现。科学家之间竞争

得很剧烈。他们互相竞争，但结果造出甚么来呢？是原子弹、氢气弹。因为科学是不谈道德的。科学家都没有道德。他们可以成
为间谍，他们可以杀人。他们是科学家，但也可以是醉酒汉，可以是犯了奸淫的人，就好像那些教士一样，毫无分别。他们受到
高度尊祟，但却出了甚么问题？他们得过许多奖状，但你却发现他们在道德上很低。这是因为他们不尊重自己。他们不尊重自己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甚么。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伟大。这是所有人类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
思维，我们不是这个头脑和情绪。我们不是这个自我、宗教的制约或其他甚么，我们都是纯洁的灵。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成为纯
洁的灵之后会怎样。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因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了你们家庭的好处，为了你们国家的好处，也是为了全世
界的好处。因此请仔细的听我说。我们内在都有这个灵性的力量（Kundalini）。这是印度很古老的科学。在古兰经称为阿萨斯(As
as)。圣经说：「我将如火舌般在你面前显现。」真实是你们必须自己经验的，你们不必对我有盲目的信心。盲目的信仰已引起够
多的问题。你们要去经验它，经验这个灵量升起并穿透你们的头盖骨。于是你们便连接到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去。这不
是演讲，不是传道，这是真正实现你的洗礼。 如果你是聪明的，你会明白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很和平的世界。得到自觉后，第一
样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你进入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当我们思考时，我们不是想着将来，便是过去，无法处于现在。现在才是真实
。过去已经完结，将来并不存在。可是我们却不能处于现在，这是个事实。一个思潮升起，然后降下，另一个思潮升起，然后降
下，而我们则处于过去和现在这些思潮起伏中间。但当灵量升起以后，她拉开了这些思想，在中间创造了一个空隙，那便是当下
此刻，在当下此刻，你没有了那种反射的思维，你得到彻底的平安。你是有知觉的，绝对有知觉，但你没有思想。心理学家容格
也谈过一点点，我不能称他是个全面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但他确曾反对那个可怕的弗罗伊德。得到自觉以后，你变得绝对的平
安。当你连接上这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它是完全平安的，完全没有冲突，喜乐便开始流进你的心，而你向周围散播平安。你使他
人获得平安，你会抛弃那些不是真实的观念。你知道了一件事：神是平安的泉源。这样你才能散播平安。在霎哈嘉瑜伽，你会在
成千上万坐在一起的人中间找到这种平安。他们可以属于任何国家，可以属于任何种族，但当他们在一起时，就好像一个海洋一
样。这不是凭空想象，因为你们变成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滴水变成了汪洋。他们互相欣赏，他们从不争斗，因为他们都是纯洁的
灵。 另一样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是你的注意力变得受到启发。你们可能全都比我年轻，今年我七十三，快七十四岁了。大多数
到了这个年纪的人都会变得精神疲弱，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变得如此。要改变他们也很困难。但你们的注意力会受到启发。通过受
启发的注意力，首先你会看见万物的一体。而且你的注意力会受到爱和慈悲的启发，你会看见他人的好处，而且乐意帮助那些需
要你帮助的人。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初来俄国的经验，我不懂得俄国任何一种语言，谁来帮助我呢？是德国人，是二十五个德国人
，那些德国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初次来帮助我时，眼泪从他们的眼睛流出来。我说：「你们怎样来到这里？」他们说﹕「母亲，德
国人曾杀过那么多俄国人，杀了那么多人，我们不是有责任来到这里吗？」你们看这种爱心，只有你成为纯洁的灵才有可能。这
不是一场演讲，或是传道。 第二样发生在你注意力之上的是，你的注意力给你正确的途径。一夜之间，许多人抛弃了毒品、酒精
和各种毁灭性的事物。通过霎哈嘉瑜伽，你能享受一切而不会自我毁灭。你享受自然界的一切，你享受所有人。你享受所有内在
的宗教，我再次强调，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得到，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应该要去得到。 这个注意力是很
有力量的。昨天他们对我说：「母亲，列宁格勒将会很冷很冷。」我告诉那些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说﹕「尽管运用你们的注意力，太
阳会为你们服务。」结果昨天阳光普照。你们可以命令大自然这样做，整个自然界都在你们莲足之下，因为你们已经与上天的力
量合一。这个上天的力量创造了季节，创造了一切。这个力量创造了你，这个力量创造了你们全体。有甚么对你好的，这个力量
都会为你去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当然，如果你想某人应该死掉，这个力量不会帮你，但在得到自觉，成为纯洁的灵以后，
你也不会想那些坏事情。 另一样十分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是，无论你将注意力放在甚么人身上，你甚至可以给他们自觉。就好
像一枝点亮了的蜡烛，可以点亮其他许多成千上万的蜡烛一样。我还没有到过非洲，但在南非喀墨隆及其他许多地方，已经有许
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我还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但那里已经有许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 现在霎哈嘉瑜伽正在传播，那些反对它的
人很快会离开。人们会知道他们是伪君子，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自动地暴露出来。我们不要对任何人有偏见，我们不要咒诅任
何人。我们不要杀害任何人，霎哈嘉修习者不要杀害任何人。在巴西那里的人告诉我，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极之诚实。 跟着你会
开始将自觉给予别人…另一阶段是无疑惑的知觉状态。你对霎哈嘉瑜伽没有怀疑，对我没有怀疑，对霎哈嘉瑜伽的运作没有怀疑
，对自己没有怀疑。你们都要达到那个阶段。你们国家有许多已经达到那个阶段。在西方人或者白皮肤的人当中，俄国人对灵性
是最敏感的。他们不像那些美国人，我发现那些美国人都是十分愚蠢的。我的意思是你们不可能明白他们，他们真的十分愚蠢。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个容格学会的主席，他至少大我二十年。那时我差不多六十岁。我告诉他们容格犯了甚么错误，他们都认
为很对。这位主席来见我，拿着手杖不断抖颤。他说﹕「我有个私人的问题。」我说：「有甚么问题？」他说：「我是个天主教徒
，有一个情妇。由于我是天主教徒，我不能跟她结婚，也不能离婚。」他说：「天主教徒不能有情妇，也不能离婚。」他也没有
将事情告诉现在已经死去的太太。现在他很希望跟那位情妇结婚。我问他：「那你的情妇多大哪？」他说﹕「只有三十五岁。」我
十分震惊，她的年纪当得他的孙女。我说：「那你想我怎样帮你忙呢？」他说﹕「你最好能在她心中放入一种感觉，让她认为应该
要嫁给我，这个年纪八十，混身抖颤的老先生竟然向我要求这样的祝福。我对他说﹕「先生，对不起，我不能为你这样做。」他是
国际容格学曾的主席，却要求这样愚蠢的事情。因此有甚么老人要见我，我都说不，对不起。年青人比较好些，因为那些老人家
脑袋里还有许多愚蠢的念头，他们想我帮他们做那些愚蠢的事。我告诉你们，如果他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耶稣基督肯定曾狠狠
教训他们，如果他们到穆罕默德那里去，穆罕默德也会教训他们。这些愚蠢的人想要统冶全世界，如何可能呢？ 你们俄罗斯人都
是有智慧的人。你们有伟大的传统。印度一直以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成吉思汗来到侵略我们，我们饱受侵略。但在灵性上印

度人所知很多，他们知道灵量(kundalini)。他们没有追求物质，他们希望得到解脱(Moksha)，得到自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坏分
子，但人人都清楚他们是甚么。我十分尊重俄罗斯人，并爱他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灵量，他们如何能这样实时接受呢？在
他们里面所追求的是甚么？对这微妙的东西怀有甚么爱和暸解？世上很少人像你们这样。 现在是最后的审判，那些人要错失的，
始终也会错失。耶稣基督曾说：「你们呼我基督，基督，但我不会承认你们。」要明白你们要成为永恒的灵，正如基督所说：「
你们要得到重生。」你们才能对我有信心，或没有信心。这并不要紧。首先你们要对自己的真我有信心，当你在灵性上升进以后
，便会更好。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谁。我绝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可能会否认，但他确实是。但当耶
稣基督这样说时，那些愚蠢的人便把他钉上十字架，因此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谁，当然我不是个普通人。无论我是甚么，我就是
我，对我毫无分别。但我不会告诉你们。你们先要在灵性上升进，才能知道，才能明白。为甚么？因为你们要为他人的好处着想
：由于你们的无知，你们可能会妨碍其他人的进步。这是一项多大的责任，你们要肩负多么美丽的责任。 最后你们进入上帝的国
，沉浸在喜乐的海洋之中。喜乐并没有二重性，像快乐或不快乐，喜乐是一元的。你抛弃了你的欲念与贪婪，变得无所执着，并
且开始看见自己的真我。你们不必成为苦行僧；你们不必到喜玛拉雅山去，你们不必禁食。这是内在的，在外面没有甚么需要改
变。我知道很快会有一个全球性的改变。甚至你们的遗传基因库也开始改变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霎哈嘉瑜伽，得到改变。有
许多人的病都被治好了，连那些不治之症，不用付钱也被治好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一切都是很容易的，自然而然的
。甚至给那些动物也可以，如果你将能量给予那些植物，它们会长得好十倍。因此在这最后审判的日子，一种新的人类会被创造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你自己的力量。你不仅知道知己的光荣，你自己的伟大。你变得绝对自由，因为你得到那最高的智慧
。在灵性之光下，你知道甚么是对你好，你知道绝对的知识。 在这次短短的演讲，有许多事情不能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我想请求
那些执掌宗教的人，他们已将人类带到一定的高度，他们已通过不同的阶段，但这是为了甚么呢？为甚么要有宗教呢？那是为了
人类的升进，他们必须向上升进，要有宗教来建立那种平衡。就好像飞机要进入不同的工场修理，才得到平衡，然后才能起飞。
如果只是平衡却不起飞，那有甚么用？因此你们都要起飞。纯洁的灵是自由的，你不必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你们都要起飞，
享受完全的自由。在这次短短的演讲，无论我说甚么都是从心而发的。所有人都认为霎哈嘉瑜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是个奇迹。霎
哈嘉瑜伽解决了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物质的问题。 愿神祝福你们。 What about asking the questions? [speaks aside]
I’m also a communist. [Question: “Are you the Holy Spirit?”] Write it down and give it Me please. [.Are you Holy Spirit…?] Now,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m not going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I’ve already told. Now, if I say, why should you believe – blind
faith? After Realization you’ll know everything. I don’t want to get crucified. [aside] You see, let them discover, it’s the point. You
can not force anything. Only thing you have to be honest people. [asid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side] There was one
question, “What is the purpose of human life?” The purpose of human life is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Is to enjoy the
bounties of God Almighty. The purpose is to become the Spirit so that there is complete peace, harmony and pure joy. That is
the role of God also. This another question. Mr. Roerich [a famous Russian painter who lived in India] went to, definitely he went
to this gentleman to get some kind of a Buddhism. He was, himself, a very good man, but I don’t know why he got allurement
with this kind of a Buddhism. Is another kind of religion, which has not helped anyone. Buddha has talked about compassion,
compassion and compassion. And the Japanese are the greatest Buddhists. So you can see what sense is it. Compassion –
Japanese are only doing their business. Buddhism has not entered into their mind. Like any other religion, only after knowing
yourself it will happen. We have horrible cults in Japan under the name of Buddha. I went to Canada and there was one fellow
who came in the orange dress and I asked him, “Why are you wearing this orange dress?” So he said that “This is the only dress
left now to me. I was a very rich man. All other money, everything is gone to Mr. Dalai Lama.” He’s a great beggar and I was
surprised that in the West people like if you beg money from them. In Boston they asked. “Many, how many Rolls Royces I had?”
I said, “I have none. I only have one car that my husband has.” So they said, “You are not in the business?” I said, “No.” They
said, “We don’t care for you. Get out.” That’s American style. So this Dalai Lama has accumulated so much money. He has
come in our country. No one likes him, but he is sitting on our heads. He’s very fond of gold. He tells people, “You take sanyasa.
You become ascetic. Give all your money to me”, like all other false gurus. Buddha has failed, Christ has failed,
Mohammed-sahib has failed because people never understood them. They were too great for human mind. So the first thing I
did was to study human beings for about forty-seven years of My age and I saw how complicated they were and then I found out
this method of en masse Realization. There were many Sufis who got Realization. There were many Saints in India who got
Realization, but very, very few. Also, among Christians, there were some who got Realization – Kahlil Gibran. But they were all
tortured. So we have to say now, to understand them also, you have to have your self knowledge. They’re all making money in
the name of these great founders of religion or they’re spreading poison. In Mecca there we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uslims and there was one fellow from Sudan. He was black, absolutely jet black, and he was spreading poison in the name of
Mohammed-sahib. I had somebody close to Me who knew Arabic and I was shocked. And just after that, there was a stampede
and thirty-two people, innocent people who had gone for Haj, died in the stampede. You can’t spread a poison in the name of
divine people. It is sinful. Also this gentleman, this painter and his wife, both suffered a lot from physical health. [“How can

achieve good attention?]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because whatever you will do, you’ll do through your mental activity.
Mental activity is linear. There’s no truth in it. It goes up to a point, recoils back on it. But the power of Spirit spreads on all sides.
[speaks aside] Now they’re asking about attention. It’s very simple,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the attention which is spread out
here goes up like this, up. It is brought in the centre. And, at this Sahasrara, it breaks. When it breaks, you see, this whole
attention is filled with enlightenment.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but you have to go on raising your Kundalini like this
yourself. That’s all. When you watch something, watch something without thinking. Can you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Now you
can feel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in your hands, you’ll see that. This is the namaz, but Muslims don’t know anything. You will feel
the cool breeze. This is the all pervading power and on your fingertips you will know about your centers and about the centers of
others.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cool breeze or hot breeze on their hands or out of their fontanelle bone area raise your hands. So,
all of you have felt it. So simple because you are ready and because you’re Russians. May God bless you. Now we have centers
here and we have doctors and we have people here who know how to cure you. You can go to these centers [tell them] and get
cured and you can also cure others. One thing I’ve seen, Russians in a huge crowd of sixteen, eighteen thousand people, they
told Me they got cured in the program. Only possible in Russia, not even in India. I respect you very much. I don’t know of what
metal you are made. [“There is a central charity Christian Orthodox fund, Shri Mataji. The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Sahaja Yoga.]
Oh, I’m very happy. Now Central Charity Christian Orthodox Fund wants to cooperate with Sahaja Yoga.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t’s what I said they are wise. They are very wis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They will not stand in the way where they
see that people are helped. For no rhyme and reason they will object to Sahaja Yoga.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thank. [aside] Some Sahaja Yogini has written to Me. ‘llI go home and read the whole thing and I’ll answer them…. answer them
in the program, all right. It’s a very big question. [“Shri Mataji, do you have a good opinion about Mikhail Gorbachev?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m now?] It’s all again political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about Gorbachev. I think he fell into the
trap of these Americans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have all respect for him. But somehow he never wanted to
meet Me. I tried. It’s all right. [“What is the attitude to the husband?”] The question is there about the women, they want to know
my attitude towards the husband. [“Sorry, Shri Mataji, Moonies” – unclear] What a question. My goodness. You please don’t ask
Me about devils. [“If each and every person could be a Sahaja Yogi?”] The question is if each and every person could be a
Sahaja Yogi. Yes, of course. But say he’s an idiot. He’s stupid. He has fixed ideas. What else – who’s arrogant. You see if your
one foot is in the mouth of the crocodile and put one foot in the boat, what should we do? [“Shri Mataji, please say how to tell
about sects, about false gurus. How we Sahaja Yogis have to talk about sects?”] Sahaja Yogis have to talk about how they
should talk about the false gurus. You see those people who have been to false gurus are already suffering. They could be even
quite mad. For example, I went to Chicago and there was one fellow of the Hare Rama Hare Krishna. He was the Chairman of
Chicago Hare Rama Hare Krishna. It was very cold and he was wearing the dhoti you know this common in India, very thin. And
he had shaved his hair and with a pony tail, a little bit like that coming out. I said, “Sir, I’m a Mother, why are you wearing this
dhoti in this cold weather? It’s very cold you know, I’m shivering.” He said, “My guru has told me that if you wear a dhoti, you’ll
get moksha, nirvana.” I said, “What? In My country eighty percent wear this thing, so they’d be there already.” He had shaved his
hair. I said, “Why did you shave your hair?” He said, “That my guru has told me that that’s the station to get into the heaven.” He
was American, you see. I said, “There is Kabir, a great poet in India, said that by shaving your head if you can get your place in
heavens, then what about the sheep that is shaved two times every year. Those sheep must be already there. Where will you
have the place?” So he got very angry with Me. “You’re talking against my guru.” I said, “See, you need not be angry with Me. Do
what you like, your guru has said, but tomorrow if you get sick with this dhoti don’t come to Me.” This “Hare Rama Hare Krishna”
we say everyday in India. We don’t say good morning like the English. We say, “Hare Ram,” just like the Muslims say something,
“Allah.” So we say the same way. It’s just a lip service. How can you go to heaven. He got angry but then he developed varicose
veins. Next year he came to Me. So, to deal with them, you have to be careful. Firstly, they are slaves of their gurus. They have
fixed ideas. Some of them just start shaking before Me. They fall in the ground. But most of them now are finished. First thing
they mesmerize. We have one in India who used to mesmerize and bring out Swiss watches to give to people. Lastly, there were
very great people from India went to see him. There were four cameras. He could not mesmerize the camera. So the cameras
clearly showed how he brought a necklace and passed it on. And also our rich people in India are so stupid – rich not the poor.
They used to go to him to get diamonds, can you imagine. I mean all kinds of tricks he did. But he was exposed by newspapers
now. They’re all getting exposed by God’s grace. All falsehood will get exposed. Firstly if you tell them that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money to the guru, all the gurus will jump in the sea. [“Is it possible for people who are not realized to feel the vibrations in
your presence?”] You see those who are not realized can not feel any vibrations, even in My presence. [Answering a written
question:] Then she’s saying that how is it that the people do not accept or recognize that it is You and only You who is the Holy

Ghost? They are asking Me again and again the same question. But I must tell you about Russians. First time, when I came to
Leningrad nobody had heard about Me. Nobody had seen Me. There were only some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 with My
face. I also look like Russians sometimes and, you know, they saw only My face in the newspaper and when I went for the
program the whole place was filled already, two thousand people and two thousand were waiting outside. I was surprised. I went
inside and people got their Realization and when I came out they were still sitting. They said, “Mother, what about us?” I said, “All
right, you come tomorrow. We’ll sit outside in the open.” It was very sunny and there were two thousand from outside and two
thousand from inside and two thousand more, six thousand people. I was amazed. They all got their Realization. I said, “How did
you come to My program?” They were not realized souls. They said, “Mother, Your face, it’s absolutely evident. We know who
You are.” I was surprised. That’s why I praise Russians very much. They are sensitive to truth. They are sensitive to spirituality.
Maybe last lives they must have done lot of good things. I just don’t know, but I find Russians extremely sensitive. Another are
Romanians, compared to all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ll tell you a joke. In Tagliatti there was a joke that a Tagliatti fellow asked
an American, “How many Sahaj Yogis you have in America?” So he said, “Fifty-six.” He said, “You have Fifty-six thousand. We
have only twenty-one thousand in Tagliatti.” We had to hold the meeting in jungles near Volga River,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Very sweet, very sweet, very sweet, I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Myself for your love and understanding. Here I talked to
scientists. There were two hundred fifty scientists sitting. They said, “Don’t tell us about science. Tell us about God’s science. We
have had enough of science.” Just think of it, such beautiful people like the flowers about to become the fruits. No credit for Me. I
go to all the countries, sixty-five countries. Among all of them, you are so special. I don’t know, when I leave you I feel somebody
is wrenching My Heart. May God bless you. [“If there are chakras above Sahasrara?”] There are chakras above Sahasrara, but
first of all establish yourself. Gradually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What is to be attitude to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who are not
Sahaja Yogis?”] My family members were not Sahaja Yogis to begin with. My husband used to say, “I know You are a Saint, but
You can not transform others. You are moral, but You can’t make others moral.” Now he’s changed. He said, “I’ve seen all this
happening. You’ve made them into angels. I have to be honest that You have done the job.” Even now, My daughters, My
grandchildren, everyone in My family, husband’s family, My mother’s family, they believe in Sahaja Yoga. But I would say that I
showed all compassion, love and patience. But I would say they are not great Sahaja Yogis like Russians, but they will be. Also
it’s better to keep them out because Sahaja Yogis make such a fuss out of them which will spoil their chances. They should
come to Sahaja Yoga like ordinary people, otherwise it will be like nepotism I don’t want that. [“Mother, please tell us how to
overcome the daily suffering of how making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 food.”] Now she’s asking how to make sufficient money
to have the food. After coming to Sahaja Yoga, many people have solved their financial problems completely. How? First their
attention becomes so good, that they can do many things which they could never do before and the blessings of the Divine start
pouring on them. You have to have faith in yourself that you are Sahaja Yogis and you’ll be amazed so many things will happen.
Such coincidences that you’ll be amazed at yourself. I give you two examples of a miracle. There was a girl, young girl, who got
frustrated because she didn’t do well or something and she shot herself on the stomach on the left hand side and the bullet came
out from here from the right arm. Also there was some blood, but she was quite conscious. So they took her to the hospital.
Doctors were surprised. They x-rayed her, did everything and found that the bullet did not touch any nerve, any muscle,
anything. Doctors said as if the bullet had a stroll around. Nobody could explain it. She came out of hospital second day. Another
miracle, recent, I mean recent one, there was a lady who’s son was in America and who got into a horrible disease which is in
her family at a very young age. Normally, they get it in the old age. She was working in the UN. She wrote to Me three letters
praying that, “Mother, please cure my son. He’s so young and he’ll die within a month’s time.” And the fourth letter came from
her, that he’s all right, nothing is wrong with him. I didn’t do anything – this All Pervading Power. Another is another Sahaja
Yogini in Turkey was thinking that her husband is not well employed in Turkey as a pilot and just out of the blue he got a job in
Germany and now in America, a very big job. I don’t do anything. I am the laziest person. [“What can save Russia?”] I’ve already
told you, you have to be patriotic. This is another revolution. You have to sacrifice 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not to waste your
money on these Western nonsensical things. And Divine help will come to you. So many Sahaja Yogis who dare touch you,
you’re all protected by the Divine. What else? [“Shri Mataji, one of the symbols with Denmark is the elephant. Will Sahaja Yoga
be established in Denmark?”] If they’re asking if Sahaja Yoga will go to Denmark because the symbol is the, what you call, the
elephant. Sahaja Yoga in Denmark will move likes elephant only, I think. [“Will there be other incarnations on the Earth?”]
They’re asking about incarnations, will there be incarnations and all of that. Why do you worry about all these things. I can’t tell
you.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se big problems …. China” He wants to know about China? You shouldn’t mind if I say that we
couldn’t start Sahaja Yoga there in that way because still they’re communists. But I’m sure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accept it
very soon and then we can start Sahaja Yoga in a big way. Chinese are other very ancient people, very wise. Culturally, they are

like Indians. They have morality in them. One thing I noticed, they were extremely hospitable, kind and gentle. You saw people
there who were from Germany, from Africa, from America. They looked so gross. But Chinese, you know, they had arranged,
through their students, the volunteers, very well trained girls and boys and so gentle. They were paid nothing. They are very
patriotic people one has to learn from them. I wish Indians were like that. They are very dignified, very well mannered. Of course,
if you insult them, they don’t like. I must admit that Indians did that, insult them. And art, what art they have. Their government
doesn’t allow much to come inside China. They also don’t care much for the Western culture. They dress up just like Chinese,
most of them. Moreover, they’re very learned. They had two great philosophers, but the greatest was Lao Tze, who talked about
Kundalini, Realization, everything. Confucius talked about humanity. So they believe in Confucius because it suits communism.
In Hong Kong there are many Chinese and I asked them what will you do when the Hong Kong goes to the China, mainland
China? They said, “We are Chinese and we’ll be with mainland China. What does it matter? We’re not going to run away.” And
do you know how they became rich? So many Chinese have gone abroad. And after this episode of killing the young students
they were angry, but when it was explained that how can you suddenly give freedom to these young boys, students. One can do
it gradually. Otherwise, like Russia, there will be problem of mafia. They are very wise. So the Chinese who are abroad
understood and the Chinese abroad send fifty to sixty percent of their income to their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attached to
money. That’s how they have become rich, very dedicate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there, but the system that
they have built, so beautiful that nobody will start playing. I was amazed that while working nobody drank anything, even a drop,
so very alert. But when we were coming by that plane first class all the ladies and men were drinking vodka, vodka, bottles after
bottles. I got a headache. Chinese are ashamed to do such a thing. Also they have told Me that the Chinese men marry Russian
women and then give it up and call the Chinese women. I tell you, Chinese women are really very sweet. They don’t compete
with men. They are very sweet and they win over men with their sweetness. I also know they are very sensitive to spirituality.
Even their prime minister asked Me about spirituality when I went with my husband. And I’m sure one day you’ll find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 very closely in China. I hope I’ve been able to answer most of your questions. I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his
conference from My Heart. [“Many questions about how to give up drinking Shri Mataji?”] When you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in
the light of Spirit, you give up everything which is destructive. How? I’ll give an example. Supposing I’m very obstinate and I have
a snake in my hand and there is darkness and you tell Me there is snake in your hand. I will say, “No, it’s a rope.” But when the
light will come, immediately I will throw it away. In the same way, not only you give up drinking, that’s not the only thing you do,
but you give up everything that is bad for you. Because you also become very strong and free. Nothing can attack you, no habits.
All drop out.

1995-1205, 太初之母崇拜(摘要)
View online.
太初之母崇拜(摘要) 印度德里 1995年12月5日 Hindi with oral English live translation from Sahaja Yogi. 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the puja to Shakti in Satya Yuga. Because Satya Yuga has starte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Shakti has also
become more intense. 太初母性力量的第一个面相是她的非凡、光荣、壮丽，当这力量表现其完满时，所有错误的人都会曝露出
来，他们所有的恶行都会曝露出来。所有在暗地里进行的恶行都会曝露出来。各样缺点、行为，无论是思维上的，与个人职责有
关的，恐怖主义，或任何为真理所不悦的事情，都不能挽救自己，因为真理之光会照耀它出来。在这真理之光下，你会看见这母
性力量的特别性质及形态。 过渡时期(Kritya Yuga)已开始了，真理时期(Sat Yuga)快将随之而来。我曾告诉人们真理时期的太阳
已在水平线上升，你们将得到这明证。任何人在真理的道路上带来假理，他会被逮捕，即使他是霎哈嘉瑜伽的修习者也没有相干
。他可称自己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若他做了错事，他是不能被救赎的。直至现在真理已拯救了他，支持他、照顾他、保护他，
但之后若他还没有这母性力量，即在真理面前拯救那些违反真理的人，他是不能被救赎的。 母性力量的最大力量是爱的力量，爱
的意思是没有自我，没有期望，去传扬爱的国度。母性力量会做这工作。但这母性力量，就是生命能量的力量要透过你才能在此
工作。若生命能量能单独工作，今天便不用你们成为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世界也不需要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现在你可明白一个人
如何需要霎哈嘉瑜伽，正如你看到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在集体里已不断准备好自己。原因是你们是生命能量的通道。现在这能量已
流通这些通道，你一定明白你甚至不应对任何错误的事情张眼，因为你自己已充满这母性力量，你有所有各样透过你传送的力量
，跟着同样的力量会使你有力量，完满及健康，你再不用其他的支持，若你用上其他的支持，你便会堕下。好像我看见一些大人
物，自称十分重要，向我传上消息说：「我们想见锡吕‧玛塔吉，我们要单独见她。」若你说不，人们说他们便会找你很多麻烦，
你最好还是见见他们。若他们到来，他们会得到自觉，变得很好，之后他们便会消失，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的力量是十分伟大的
。 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最好能深入霎哈嘉瑜伽，否则你便不能被救赎。每次人们想：「我来到霎哈嘉瑜伽有什么好处？我的
儿子仍然患病，我的金钱被偷去，我有入息税的问题。」但所有这些你们的问题都会立刻解决，首先若满足感已来到，但平安还
没有进入那人的脑海，这样霎哈嘉瑜伽对他毫无用处。若满足感到来，那再不需要什么的思想也到来，那人再不需要什么。没有
什么需要做破坏社会、其他人及自己的错误事情，练习霎哈嘉瑜伽之后，若是这样，你们便要承受那恶果。 我看见很多人一开始
来到霎哈嘉便去赚钱、斗争、制造问题，之后他们都完了。因为霎哈嘉瑜伽的母性力量是这样的，会抛掉这些人。若他们变好了
，再来，那是另一回事。就像在海洋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驱使潮涨，一种是驱使潮退，同样这母性力量有一个振动，就是那
打开和收缩的跳动，正如心脏如何跳动。商羯罗(Adi
Shankaracharya)称这振动为”Spanda”跳动。跳动的意思是它会高举你，下一次就是把你抛下。 人们来到霎哈嘉瑜伽，因为从霎
哈嘉瑜伽中得到很多好处，有些人得到健康、财富，有些人得到孩子，所有人都得到某些好处，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但霎哈嘉
瑜伽的最大好处是心境的平安和满足(Samadhan)

，之后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已得到一切。若你有这样的境界便

知道你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跟着毫无困难地，无论你想或不想，霎哈嘉瑜伽都会照顾你，令你完全满足。人们会问什么事情在
他身上发生，为什么他会无欲无求？因为那人再不用为任何事粗心。有一次我到美国，给一个女店主自觉，她说：「得到自觉后
，我不用记下什么。起初我是要记着在店里的一切，我习惯写下各样东西，但我经常有亏损。但练习霎哈嘉瑜伽之后，我没有点
算店里的东西，我也没有记下什么，最稀奇的是现在我正赚钱。霎哈嘉瑜伽已把我放在她的膝上，我所有计算、销售的问题也没
有了，有人在经营我的商店，再不是我去经营那商店。」 若事情这样发生，这样那人会明白他已达到第七层的满足，他甚至不用
再想了，这已超越思维。原因是练习霎哈嘉瑜伽之前，我们是生活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但在霎哈嘉瑜伽，一切事情都是自然发生
，你会慢慢地得到这经验，到那日你完全依靠霎哈嘉瑜伽，你整个生命会变得十分美丽，你再不用干预什么。有一次我的房子被
盗窃，我所有的纱丽都被偷去。我习惯穿着的一件纱丽还在，我便穿着那件纱丽到社交聚会，我的丈夫想我只穿着一件纱丽已得
到满足，这是何等伟大。假设我喜欢一些东西，我不断追求，要这个要那个，即使是负上债务。当你得到后，你的注意力又会去
到另一样的东西，你无论得到什么，你都不能享受它。若你的注意力在灵里，它会向你显示那永恒的灵所看见的东西，它会向你
显示什么是给人喜乐、给人愉快，之后当你知道

Sva

自我的意义，你看到只有”Swarth”，当你不断地追求这、追求那，走向疯狂，你实质要走到的就是真我。 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
你应知道那照顾你的有一千万只手，若你是在她的保护下，为什么你要做错误的事情令你受感染，无谓地受纷扰。若你受感染，
那还是这样的得到清洁。 我们看见人们无谓地为细微琐碎的事情忧虑，为这些事情忧虑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纯真。母性力量的面相
第一是光明、第二是真理，第三是爱、第四是平安祥和。若一个人容易受激怒，他就不是一个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你们听过苏格
拉底

(socrates)

、Hazrat

Nizamuddin。人们告诉

Hazrat

Nizamuddin

：「若你不向皇帝下拜，我们便会把你的头颅割下。」但说这话的皇帝，他的头颅在晚上被割下了。 像在海洋一样，霎哈嘉瑜伽
有两种动向。同样在霎哈嘉瑜伽你受两种母性力量所影响，第一个力量是把你高举，另一个力量是把你抛离霎哈嘉瑜伽。当你离
开霎哈嘉瑜伽，你和我之间再没有关连，你对我没有任何权利。若你想从我处得到特权，你便要深入霎哈嘉瑜伽，就好像把Suvar
na加热成为Kundan，然后那母性力量进入。它便可以捉住一颗钻石，你把一颗钻石放在Kundan处，你不用补缝或固定，或用任

何方法把它固定，Kundan十分柔软，但它能抓紧钻石，没有什么比钻石更坚硬。同样你也可以成为Kundan。你会看到你那满足
的力量和心境平安(Samadhan)，这是超越思想的。在霎哈嘉瑜伽，你超越思维、情绪、超越三脉，你进入一个境界，那里没有思
虑。你可以无思无虑地看着任何人，你只是观看，无思无虑的习惯会被唤出来，当有事情发生。便立刻产生思虑的时候，你们看
见什么，立时出现思绪，人们变得疯狂地想，想，想。在瑞士有人告诉我：「即使你割下我的头也行，请救我脱离我思想的风暴
。」他是医生。这些思绪到来是因为自我或积习，还有很多人去看书、去找一些导师、去见不同的人，和人一起长篇大论，以喂
食自己的脑袋。Ramadas Swami曾说：「说一些令你的争吵和辩论会停息的话。」即使来到霎哈嘉瑜伽后，我们还不停的去想一
切，我们不知道霎哈嘉瑜伽的神迹，但若我们完全把自己放在霎哈嘉瑜伽翅膀的保护下，那样霎哈嘉瑜伽也会替你着想，为我们
解决四周的问题，及我们不知道的问题。 很多人忘记了他们的方向，仍然担忧，如何找寻方向，问谁人找回你失去的方向，这也
是自然而然的(sahaja)，或者你要遇见一些人，或你要经过一些东西，或经历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迷失你的方向，何需担
忧呢？你不是去参加战争，尽管霎哈嘉瑜伽参与战争，也不用打斗而获胜。 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人们终日爱思考，这样一些疯癫
的人如弗罗伊德便会被接受，甚至把他当神崇拜。人们终日寻欢作乐，但他们做出的每种欢乐倒反过来毁灭自己，他们的一切已
潜在毁灭。直至他们毁灭自己，他们不会想到他们的享受是有限度的。看他们的游戏，他们会到山上滑雪，弄断脚及骨头。不管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凡有教堂的，附近就有酒吧。从酒吧出来的人摇摇摆摆跌倒地上。无论人们透过脑袋用自我做出来的事情均
是做错。但若你是在永恒的灵的光下做出的事情，这工作便常是十分美丽、恰当，并能明白过来。但若没有洞悉力，这样这些思
绪就没有意识了。 现在真理的时刻已来临，我们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不应回头看，因为你最大的力量就是光明，在这样的光下
你不见自己的影子，光在前面，也在四周及后面。你们要以光使自己完全受到启迪，为此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就是你们所有人
都应该静坐，但你们甚至不能做这个，尤其是妇女，她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在做食物、孩子、这个那个。妇女应该首先静坐，因
为她们是社会的母性力量，妇女最伟大的角色是她们创造社会，你们的工作是要令社会变好，成长，故此社会必须要有平衡、洞
悉力及智慧，妇女必须要谦虚及庄重。若妇女不谦虚及庄重，她便是个男人。若她变得野心勃勃，想要在各方面和男人竞争，这
就是错，为什么事情要去竞争？你们自己已十分有力量，有什么需要和别人竞争？我要再次说，因为无论任何国家，若妇女没有
把社会的问题承担在肩上，这些国家都在没落且趋向终结。妇女应照顾她们的孩子，这是十分巨大的工作，妇女需要启发她们的
力量，今天这国家社会安然无恙，因为社会上的妇女不是用武力，而是用爱。没有期望的爱在这个国家有像Panna这样的妇女，
她让儿子被人杀掉以拯救王子。Padmini女皇与三千名妇女进行焚礼(Jouhar/Sati)，以保存她们的贞洁，我们今日的社会得到拯救
是因为有这样的妇女，因为任何黑暗在这国家蔓延，都会很快消失，这是她们的Punyas拯救了我们。她们的Punyas在这真理时期
会有特别的形式，有关这些的奇迹会被看见，你们看过那些年轻的罗马尼亚男孩的歌唱，他们从没有看过印度音乐的乐谱，也没
有正式受训练。那些艺术家说即使受了多年的艰苦训练，也不能唱出如此水平，但他们是如何能做到？这就是奇迹。 在你们的生
命中，进入霎哈嘉瑜伽之后，也会发生很多奇迹，即使这样，你们仍然迷失在你们思维的列车中。若你沉浸在霎哈嘉，便是最大
的陶醉。「若你已陶醉，还用说什么？」进入这陶醉的境界，不是说你像疯癫一样在浪荡，在这陶醉中，你会完全忠诚于你的责
任，故此你们得到力量。若你想有力量，首先你便要在霎哈嘉瑜伽完全安稳下来，撇去世界一切的事情。现在有些人想要金钱，
有些人想要权力，想要这个想要那个。那人说：「我不需要什么，我所有的欲望已经完结。」这样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 C
haitanya)会想：「我会达成你的欲望。」跟着他的欲望成为你的欲望。他会带你成就一些事情，你会稀奇你从没有想过事情是这
样发生。世界的所有问题及担忧都会离开。你们再不需要求取什么，你成为施予者，单是施予者，还需要求取什么？求取的是那
些还想得到的人，但那些沈浸在满足的海洋中的人，他们还要求取什么？这不是说你们要苦行，在森林中生活。Raja Janak 被称
为Videhi，他是一个皇帝。跳舞、戏剧、音乐惯常在他面前表演，也常有游行队伍为他表演。但人们称他为Videhi。故Nachiketa
问他的导师：「当Raja Janak 来到时，你为什么要起立？」那导师说：「他是比我更高的人。」「如何？」那导师说：「我们是
要脱离世界去过隐居生活，但他没有离开世界，已是一个隐士。」我们脱离一些缠绕着我们的东西，说我们抛弃这个那个，但当
你没有任何东西缠绕，何来舍弃？在我们里面的缠绕是来自思维，可能因为积习或自我，若这些没有离去，你便没有进入霎哈嘉
瑜伽。 被什么东西缠绕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永恒的灵没有任何缠绕。它便是施予者，它在四方传播光明。它施
予力量，这力量使人变得有力量及伟大，你在它里面完全成为一体。爱如此的大，它能使所有野心及战争止息。有一个从亚尔及
利亚来的回教徒，他的父母说：「我们要去Haj。」儿子告诉他们到伦敦去，他们说：「为什么是伦敦？」他说：「我去Haj去伦
敦因为这里我才得到。」父母到伦敦，告诉我他们的儿子说Haj已来到了伦敦，故此我们到这里来。现在洞悉力及智慧进入这孩子
，而他的父母也听从了他，我问他的父母：「为什么听他？」他们说：「他是十分聪明的孩子，他改变得十分大，我们简直不能
相信有什么奇迹在他身上发生。很多人到Haj，但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发生。他们依然如故，他们醉酒，打他们的妻子，他们以往做
什么也继续这样做，但这个孩子完全改变了，故此我们来到伦敦。」
真理的第二个力量是充满大能及启悟，充满爱，至其影响众多的人，人们可以看见，并会说出事情是怎样发生在这人身上。 在马
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有个人来到霎哈嘉瑜伽，去到政府办公室，他平安地坐下来，各人都匆匆忙忙，他却不匆忙。在马哈
拉施特拉邦，导师受极大的重视，他们问他谁是他的导师，他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当他回家时有四个人跟随着他，他们问
他谁是他的导师，跟着他说出我的名字。当我去到那里，我稀奇有很多人练习霎哈嘉瑜伽，全因为一个人的品性，因为他的行为
。他的样子并不英俊，但整个人却满有光彩。人们说：「我们可做什么？国家已走向腐败。」但即使一个好人走上来，整个世界
都会鞠躬，一切需要的就是一个能令人鞠躬致敬的人，若你们当中很多已变成这样，还需要什么。但首先你要经验到你是坐在真

理时期，而真理的母性力量是和你一起走动，一个人再不需要什么，一切事情都会自然发生。 现在你们只会稀奇，你们看见事情
的发生，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已进入真理时期，这母性力量会以千种方法启发人们，给你内在有无尽的性质，你只需要一种，就
是西尔地的赛峇峇(Shirdi Sai Nath)说过：「一个人需要耐性。」这份耐性不是和思考一起来。这耐性是一境界，在此境界下，所
有事情都会发生。若你进入这境界，没有人需要告诉你什么，人们甚至不去想，事情也会发生。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
就是你们在印度出生，这是十分伟大的事情，这是由于过往世代生活中很多Punyas使你生在这瑜伽之地。真理时期首先从这国家
而来，使世界知道什么是真理时期，这奇迹会被看到。你们是手电筒，你们是明灯，你们要施与这光，这必须经历，必须明白，
并成为你自身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在你身上十分重要的责任。在这里面霎哈嘉瑜伽扩展得十分迅速，什么原因令它扩张得这样快
？原因就是你们在这瑜伽之地出生，周围包围着生命能量，但你们首先要知道你们是这方面的交通工具，你要带着前进，但即使
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一些缺乏的地方，把它纠正过来。把它找出并纠正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法。我要把自己变成这样，因此我要完
全洁净我的身体、心智、自我。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会起来，这个国家才有辉煌的将来。那些人说这个国家变得极差，但我说在
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才能说出那艘船的坚硬，你们甚至要变得更强壮。你看见一面有可怕的黑暗，人们应看见另一面那无比光明的
生活。要达到此带有忠诚及爱的伟大，你们一定要静坐。在敬拜当中，你会看出这些人从那里来，从天上来？这是你们的潜能。
你们要明白在你里面是十分光荣的生命，唤醒它，抛弃所有世俗的事情。他有一架车而我没有。你要这一切做什么？我不知道我
车子的颜色、牌子及号码，我不能做什么，我完全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所有工作仍然完成下来。
若这洞悉力在你内里被苏醒，你内里便可自我清洁，你可以清洁你的轮穴，这样做只有世界的福祉会出现，你们便是这根基。 今
天你们站在真理的道路上，看有多少奇迹发生。若你不是在这道路上，真理如何帮助你？若你仍然在路边徘徊，被交通阻塞，这
样真理如何帮助你？你们要立定志向，以你们的品性及霎哈嘉瑜伽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带来光明。若我们在内里立定，且舍弃一
切错误的事情，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体。但因为人的思维导致不同国家的出现，宗教也是这样，任何事情透过人的思维，都会变
得分崩离析，霎哈嘉瑜伽不单是一个聚合，而是一个整体。
若有人实行把各人联合在一起的原则，今日母性的力量是可以活动的，这是随你们而定，因为它在你们里面出现。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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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湿婆神崇拜 澳洲悉尼 1996年3月3日 今天我们将要做湿婆神崇拜，你也知道，湿婆神是至高湿婆神在我们内在的反映。我已
经告诉你有关这个反映。至高湿婆神是大能的神，祂看着太初之母的戏剧。祂是天父，观看着祂或她所创造的每一件作品。 祂毫
无保留，尽心尽力支持太初之母，祂对太初之母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当祂发现在太初之母的戏剧里，例如这个世界的人想骚扰
她，或想破坏她的工作，祂就会处于震怒的情绪，摧毁所有这些人，或许祂会摧毁整个世界。 一方面，毫无疑问，祂是极之愤怒
；另一方面，祂是慈悲和喜乐的海洋。这就是为何当祂反映在我们内在，我们就得到自觉，得到灵之光，并进入喜乐的海洋。祂
也是知识的海洋，所以得到自觉的人亦得到精微的上天知识，这知识渗入每粒原子，每粒分子，知识的力量都存在哪里。 祂的风
格是这样的，在祂的慈悲里，若最残暴的恶魔肯顺服于祂，祂甚至会原谅他们。因为祂的慈悲是无限的，有时，受祂祝福的人会
找太初之母的虔敬者麻烦 — 这只为创造一出戏剧，一件事件。除非有这些戏剧上演，人们是不会明白。我们要有罗摩衍那(Rama
yana)，我们要有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我们要有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有受折磨的穆罕默德，所有这些戏剧都必须
上演，没有一些事件，人们是不会记着。 所以在人类的灵性生命里，他们已看过在湿婆神的福佑和太初之母的力量之间的多出戏
剧。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在灵性历史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就是人可以集体的，大规模的得到自觉，成千上万人得到自觉。
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的自觉是什么，它代表什么，什么是终点。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们按思维说出来的话，我们依靠的
思维都是虚假的。没什么东西像思维，脑袋是真实的，思维却不是。思维是我们对外在作出反应而创造出来，我们一是对制约，
一是对自我有反应。因此，思维就像实相的海洋里的泡沬，被创造出来，但它不是实相。这个思维，不管我们决定什么，我们知
道都是很有限的，亦只是幻象，有时也很令人震惊。思维常常以直线移动，因为它没有实相，它反弹，再回到原位。因此所有企
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投射，都反弹回我们身上。不管他们发现了什么，都以很大的毁灭力量或很大的震撼回到我们身上。
因此我们要决定该怎么办，怎样可以离开我们思维的陷阱，灵量就是答案。当灵量被唤醒，透过这份唤醒，她带你超越你的思维
，首先是超越你的思维。 透过思维，你做很多事情，但都不会得到满足感，它不是答案，帮不了你。当我们过份依赖思维，就会
产生各种肉身上，精神上和情绪上的问题。现在最新的是精神压力，他们说精神压力是没法解决的，但在霎哈嘉瑜伽，我们发现
超越这个思维就是解决办法，它就像我们进步的障碍。 当你得到自觉，你必须明白，你的灵量带你的注意力超越思维。我们对外
在有反应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脑袋像棱镜，或我们可以说像棱镜的颅骨，当能量进入它，我在我的书有解释过，它就进入分叉，或
你可以说折射，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往外走，我们有反应。若我们反应过度，这些泡沫就会创造很可怕的思绪，可以带我们进入各
种状况，它自我辩解，纵容你的自我。创造这个思绪的制约和自我就会运用这个思维完成实现他们积累下来的主意和想法，这些
主意想法是没有根据，没有实相的。就像我们制造计算机，最终变成计算机的奴隶，我们制造手表，却变成手表的奴隶，它就是
这样控制人类。当有很强意志的人决定去摧毁，像希特勒，当他有一些想法，他就会不停毁灭，那会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灵性
有很深远的影响。 现在第一步是要变得无思无虑的觉醒，你要超越思维，高于思维，思维再不能影响你，这是第一阶段，就是我
们称为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第二步是你开始看到这生命能量，这无所不在的力量的运作，你开始知道玛塔吉说了很多实相真相
。这力量成就很多事情，为你成就很多奇妙的事情，它给你福佑，指引你，多方面帮助你，它帮助你，给你健康，给你财富，也
给你好的社会，在集体里漂亮的人，你能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况在这里发生着。 要到达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是既简单又容易，但要
保持这个状态却是很困难，我们仍有反应，仍然在想。任何你看到的事物，你都有反应。要到达无思无虑的觉醒首先要改变你的
注意力。 现在，就如我们有一次登上很高的山，去看名为Palitana的庙宇 — 我，我女婿和我女儿。我们都真的很疲累，因为我们
不停的往上走，我也不知道走上了多少楼梯，当我们到达，大家都很累，那里有个用很漂亮大理石雕刻而成的顶篷，我们在那里
躺下，大家都很累，他们说︰「这是怎样的庙宇？」他们在抱怨，而我向上望，看到顶篷雕了很多漂亮的大象，我告诉我女婿︰
「看看这些大象，他们有不同款式的尾巴。」他说︰「妈妈，我们都累死了，你还看大象的尾巴？」我只是想把他们的注意力从
疲累里转移，我告诉他们︰为何不看看大象的尾巴，那是很不同的。 什么在发生 — 当你时刻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在的事物上
，你必须先把注意力转移。例如，你看到这里漂亮的东西，你的注意力…只要享受它们的漂亮，看看，这里有漂亮的地毯，只看
着它们，不去想，因为它们不属于你，所以不会令你头痛，它们是别人的，这很好，不然，若它是你的，你就会想︰「天啊！我
把它放在这里，什么会发生，我要为它们买份保险。」或你会做类似的事情，这是一般人的反应，但若它不是你拥有的，你就可
以好好欣赏它。现在你看着它，什么也没有想，当你看到它的漂亮，你会很惊讶，你会看到艺术家把他的喜乐，他的热情放进地
毯里，你会很惊讶。在有自觉后，这份热情也会充满你，你会感到有一份清凉的轻松感，灵量升起，你就能在无思无虑的觉醒状
态下稳定下来。 每当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漂亮的事物，即使如今天的选举，只看被选中的那个人，只看着他，给他祝福，给他
好的主意，你也得到某些来自实相的主意，这些主意就在这里︰怎样令他成为成功人士，或这个国家怎样能成为成功的民主国家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当你的注意力从批评，从有反应中转移过来，你只是观看，变成旁观者，尝试静观一切。但你仍未有
实践，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即使我们得到自觉，仍不知道我们要静观一切，当你开始透过你的灵静观，你不会看到别人的缺点，
只看到优点，你只捡起别人的优点。一旦你看到自己的旁观见证状态扩大，你开始享受别人，享受一切，若你有这份能耐，即使
只是一小片叶，你也享受。 在日本，禅宗亦是按此路线开展，禅宗是菩提达摩开展的。他用苔藓，不同的苔藓，很细小的苔藓造

了一个花园，也放进一些小花朵，花园的面积还不到五英尺，你可以说它的形状像一个问号。你要坐升降机到达一个小山丘或一
个山顶的平台，就看到这个花园。有很细小的苔藓，有不同的排列，很漂亮的花园。当你看到这个花园，你的思绪就会停止，因
为它是那么令人惊奇，当你放注意力在它上，它的创造物上，你的思绪就会停止。你必须练习一下怎样停止思绪，怎样令自己成
为旁观者。一旦你养成这种习惯，就能好好的在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里驻足。那么你就开始静观霎哈嘉瑜伽是怎样帮助你，怎样
对你是种极乐，透过霎哈嘉瑜伽你有什么成就，你会感到惊讶，若你开始静观它，你会惊叹生命能量是怎样在四周运作。
现今，因为过渡期(Krita Yuga)，生命能量变得活跃，你可以在四周围绕着你生命能量里看到它是如何运作。你看过我很多相片都
有生命能量，你也看过很多坐在我前面的霎哈嘉瑜伽士的相片，他们头上都有以阿拉伯文写上的我的名字，你从很多途径都能看
到和找出上天的戏剧在上演。 现在思维仍会说一些话，不要听，只要看。你要自己去看霎哈嘉瑜伽的效果，在你身上的效果，不
要想，只要看，你会惊叹于自己的改变。坦白说，当我每年到澳洲，我有时甚至认不出你们，你们看来更年青，更好，更快乐。
我认不出你们是谁，就是这种旁观见证状态把你们带到另一个我们称呼为无疑惑的觉醒状态的领域。在这个状态，你变得如此获
授权，给人自觉，你可以给自觉别人，你可以给人霎哈嘉瑜伽的完整知识，你可以与他们交谈，你也散发…我是，你看，当我在
看，我在吸收那些热力，这是我的烦恼。因此你整个状态，灵性的状态，变得那么极乐满足，你变得那么有力量，那么慈悲，那
么有爱心，那么平衡，你曾经有的毁灭性的、抑郁的想法都完全被洁净，你真的能以了不起霎哈嘉瑜伽士的身份站起来，能做巨
大的工作。 就如最近我听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要到以色列，因为他们想，他们的祖先杀死很多犹太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在
以色列被建立，只想象！这些人一旦到达这个状态，单人匹马的到这些国家，他们做了很多事。土耳其也一样，同样，南非是极
之遥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内在变得完全有自信，在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亦在无疑惑的觉醒状态。 现在，一旦你在入静的注意力
下开始成长，你的注意力就变得开悟。现在的工作是激发你的注意力，不单只去享受，而是激发它，令它产生问题。例如你有一
些国家层面的问题，你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因为你是这个想为你创造新世界，新人类的全能力
量的管道。进化可以很快，若你们全都决定︰「不管我们内在拥有什么，我们都要激发它，引导它，把这份注意力放在一些有用
的事情上。」不要浪费，不管我们有什么资源，都不要浪费。 现在我要告诉你今天的主要问题︰什么是神的自觉？首先是自觉，
有很多有野心的人想有神的自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知道，人类不能成为神，就是不能变成神，你也不能变成，某程度上，变
成灵，因为灵是透过你散发，它运用你，给予你，照顾你。若你变成灵，就没有任何肉身剩下来，没什么剩下。因此当这个肉身
保持完整，灵是透过这个肉身运作，给予你所有的光。 我们不能成为大能的神，你们要清楚明白这一点。神的自觉就是知道神，
你要明白，知道神即是知道祂的力量怎样在运作，知道祂怎样控制一切，变成大能的神的一部分。就如我的手指不知道我的脑袋
，但它却按我脑袋的指示行事，手指不能成为脑袋，但它却绝对按脑袋的指示而行，因为它们是连上的，是一体的。这里，当你
有神的自觉，你就知道脑袋，知道神，知道祂的力量，知道祂的一切。以我所知，对你这是困难的任务，因为我是摩诃摩耶，你
要知道有关我的每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我是颇为虚幻的人，你知道得很清楚。不管我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只为让你看到和
明白 — 毕竟是太初之母，她能做所有这些事情，你也能做所有事情，但你不能成为我。 你要知道，透过爱，透过虔敬，透过祷
告去知道神的力量是你是神的自觉的途径。若你内在拥有神的知识，你就能控制大自然，控制万事万物。为此完全谦卑是需要的
，你不能成为神，不能成为大能的神，不能成为神祇，但你肯定能成为神的自觉，即是神透过你行动，运用你作为祂的力量，你
成为祂的管道，你就知道祂对你做了什么，告诉你什么，祂有什么远景，什么消息，就像这种联系。 我知道，很多人在霎哈嘉瑜
伽里得益，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怎样得益，什么已经成就，怎样成就到，他们的什么联系在帮助他们。一旦你这样做，你清楚的
知道，事情是怎样成就，透过什么力量你成就它，那就是神的自觉。这类人变得极之有力量，某程度上他们能控制很多事物。 有
很多这类的圣人，但有时他们甚至在这层次下跌，因为他们发展了自我，没有那份应有的谦卑，那份虔敬，那份奉献，那份顺服
委身，他们下跌。你看他们，我见过他们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颇骄傲，不想把它给予任何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以极大
的困难才得到这些成就，那么为何要给其他人，这类人不会升得很高，但你们却有自觉，很谦卑，知道只有谦卑才能达致顺服委
身。Islam

的意思是顺服，穆罕默德曾谈及”

Islam”，即「你的顺服委身」。若你不能顺服，就永远不会知道神，祂清楚的说︰「除非你知道真我，否则你不会知道神」。 作
为霎哈嘉瑜伽士，你要知道所有小事，亦要知道所有大事，所有伟大的远景，你能这样是因为透过神的恩典，神的福佑，神对你
的爱，你已进入神的国度。我可以说你已进入，可以说你已经到达这个状态，我可以这样说，但你仍未到达。就如我告诉某人︰
「你现在在澳洲。」他不是在澳洲，我却可以说︰「你在澳洲。」他因此相信︰「我是在澳洲。」不是这样，你必须身处澳洲，
你要知道澳洲，要知道那里的气候如何，有什么事物。 32 :26 我发现这里的父母也要与他们的孩子谈谈，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大
融洽，学校已经好好照顾孩子，很多事情他们都想做，但父母必须也参与，当孩子来这里，要看到他们发展适当的纪律，适当的
判断力。不要依附着他们而摧毁他们，若你黏贴着他们，就会摧毁他们。 湿婆神其中一种品质是毫不执着，你就是要发展这种品
质，变得完全不执着，不执着不是说你忽视一切，我已多次向你解释，就如树木的汁液向上升，到树的不同部位，然后蒸发掉，
或回到大地之母。你的不执着也一样，若你的执着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或他是澳洲人，又或他属于某个家族，某个阶层，那么
你仍有限制。若你想超越，所有这些限制都必须抛掉。这些限制创造了很大的包袱，不管我怎样尝试，不管你怎样尝试，都不能
保持在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这是很漂亮的觉醒状态，你们所有人都要在这个状态。在此你既不专横亦不妥协，你独立自主，你
肯定知道自己不会因任何想法，任何控制而摇摆不定，亦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你因此变得绝对自由，完全自由，你的任务是达致
你的飞跃，一飞就到达无思无虑的觉醒状态，再飞就到达无疑惑的觉醒状态，接着飞就是神的自觉。 我曾见过与我很亲近的人都

不理解，他们的言行就像他们现在已经变成神，那么自大，我对他们也感到很惊叹，他们必须离开霎哈嘉瑜伽。 所以你要明白，
即使我对你有过多的赞美，若我说得过份，你也不应受纵容，这是试验场，又或与此不同，若我告诉你︰「这样不好，你要改善
纠正。」你不应介意，因为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聆听我，因为我在你身上没什么得益，我不会要求什么
，我只想你们全都能取得我的力量。你或许不能成为我，这一点我同意，但请尝试取得我拥有的所有力量，这不是难事，这就是
神的自觉，也就是要知道湿婆神和至高湿婆神。透过湿婆神，你认识至高湿婆神。你看到反映，从反映里，你知道谁是本源，你
从反映里学习，因此你到达某种状态，在这状态，你想你现在肯定已经安顿在神的国度里，你能看见神，感觉神，明白神，亦能
爱神。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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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你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我们不能改变真理，我们要在中枢神经系统感知到真
理。这就是梵文"Buh"﹝觉﹞这个字的意思。"Buddha"﹝佛陀﹞这个字便是由此而来的。而"Veda"﹝吠陀﹞这个字，意思便是在中枢神经系
统感应得到。

这不仅是在思维上了解真理，因为思维是个幻相。思维是外在的，我们的自我(Ego)便是由思维造成的，它只是由思维造成的肥皂
泡，脱离了现实。离开真实之后，借着我们的自我或思想积集，我们可以造出各种观念。就好像希特勒，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
，他真的这样做了。

人的注意力不是去了右边，便是去了左边。不是去了将来，便是去了过去。所有思维都是由将来，或过去来的。一个念头升起然
后降下，另一个念头升起然后降下。我们便身处这些念头中间，无法处于现在，但只有现在此刻才是真实。

中国有老子，他讲的都是霎哈嘉瑜伽。在日本有菩提达摩的禅宗。所有这些教导，都是希望教人把注意力升得高过思维。超越思
维便是真理。

我们已告诉过大家，在我们三角骨处有一力量。这块骨医学上叫做圣骨(Sacrum
bone)，表示希腊人知道它是神圣的。这个力量在你们之内，要提升这个力量，你们才能超越这个思维，高于这个思维。

我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不必盲目相信。盲目的信仰已经造成许多问题。你们只要开放自己，像个科学家那样。无论我告诉你们
什么，你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假设。但如果这个假设能被证实，你们便要相信它。因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了你们国家的好
处，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

真相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自我或思想积集，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说︰「这双手是我的」，「这个身体是
我的」。这个「我」是谁？如果你们问医生，谁使心脏跳动？他们会说：「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

另一真理是这样的：你们都看见这些美丽的花朵，各有不同的形态。我们所见的大自然是这样美丽，这是一项神迹。但我们并不
这样看，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是谁创造这些奇迹？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存在，是这个力量创造了
你们。

在你们体内，这个力量的反映，便是你们的灵量(Kundalini)。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有的是人类的知觉，但你们不知道绝对的真理
。一个人是这样的想法，另一个人是另一种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结果是各种争论，各种纠纷，以至于战争，都一一
出现。可是当灵量升起以后，便会推开那些想法，使你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

当你超越了思维，便会感到无比的平安。你成为整出世界戏剧的静观者。那个时候，你会向周围发放出平安。这样，你便连接到
这无所不在的力量。所有过去的经典，都描述过这个力量。古兰经称它为鲁哈(Ruh)，圣经说它是无所不在的上天的浩爱，又叫它
做圣灵的凉风。在印度的经典，它被称为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chatanya)，帕坦伽利把它喻为不同季节的改变。

灵量提升以后，你便变成是得到觉悟的人。不仅得到平安，还变得非常有活力。你完全感到松弛，而且在身体上、情感上、精神
上都得到医治，因为疾病是由那些轮穴引起的。

这样你便变成一个有灵性的人，你变得很有活力，同时充满爱心。所有疾病都没有了。霎哈嘉瑜伽医治了很多人，这是用你们自
己的力量。这是进化过程中，活生生的力量，这是你们进化过程的最后一个突破。就好像把种子放在大地母亲之上，它便会自己
发芽成长，因为种子有能力发芽，而大地母亲有能力让种子发芽。

这都是自然发生的，不能用钱去购买。以为用钱可以购买神，这是大错特错的。神不明白甚么是钱，也不知道甚么是银行制度。

现在你们知道，你们都在进化过程的转折点上，因此你们才会想去追求它。这是你们得到自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是最后审判的时代。古兰经称之为复活的日子。我亦称之为开花结果的时代，因为有许多花朵要变成果实。

灵量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她知道你的一切，她知道你的过去，你性格上的取向。作为你的母亲，灵量会除去你所有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座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觉。

当你们的注意力受到启发，便会变得非常专注。不单如此，你们还可以使用你们的注意力，看它怎样发生效用。你们的注意力可
以成就许多事情，在生意上，学业上，以至在一切事情上。

这种美丽的人格，其实在你们之内。就好像这个麦克风，如果不是连到电源去，便没有了认同。同样，如果我们不是连系到整体

的能量去，我们也没有了身分认同。此之所以我们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

这个力量具有所有知识，也是爱与慈悲的海洋。通过这个力量，你们可以连在一起。如果你们一起祈求些甚么，都会实现，因为
你们都是圣人。你们会感到欣喜和惊奇，你们的问题如何顺利解决，你会惊叹这力量的工作。但我们不能去描述它，只能去经验
它。

这样我们便能跃进喜乐的海洋，喜乐不像快乐或不快乐。你变成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你们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经验这个力量。
当然你们不用付钱，但当你们得到自觉以后，便要尊重你们自己的自觉。种子发芽以后，你便变成一颗树木。

如果你站在海中，会害怕那些海浪。如果你在一条船上，便能看着这些海浪，感到平安。但如果你能游泳，便能跳进海里，拯救
许多人。这样你便能跳进另一个向度。

首先你进入无思虑的入静状态，然后进入无疑惑的入静状态。这些都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些都很简单，有些人不相信就是如此简
单。其实所有关乎生命的，都是如此简单的。如果我说要得到自觉，先要拜某人为师，然后又要读些甚么书，那你们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决定，是否要得到自觉。要得到自觉，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当然如果有人不想获得自觉，我们不会勉强你。
那些不想获得自觉的人，现在请离开这礼堂。

就如你们在图上所见，你们左手手掌上有七个能量中心，代表着左交感神经系统，在右手上亦有七个中心。左手的照顾我们的情
感和过去，右手的照顾我们的思考和将来。有两个简单的先决条件。首先，你们不要有罪疚感，现在感到罪疚好像成为一种潮流
。过去做错了甚么，忘了它吧。如果你感到有罪，便会损害喉轮的左部，你甚至会产生可怕的疾病，使你的器官疲弱。在这个重
要的时刻，如果你感到有罪，灵量便不会升起。为甚么你们要感到有罪呢？正如我爱你们，你们也要爱自己，你们必须要有自尊
。

还有一个中心，在视神经交叉的地方，它们是这样的交叉。你们必须原谅自己，然后又要原谅所有人，才能打开这个通道。有些
人说原谅人是很难的，但其实你原谅与否，你做过些甚么呢？但如果你不原谅，便落入错误的圈套之中，自己折磨自己。如果你
不原谅别人的话，你的额轮便会受阻塞，灵量便不能上升。所以你们可从心里这样说﹕「母亲，我原谅所有人。」不要想要宽恕谁
，你们要一般地宽恕所有人。

另一样简单的事情是脱掉你的皮鞋，因为大地之母会帮助我们。现在请将双手向着我，可以把眼镜拿下来，请将左手向着我，右
手放在头顶以上，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气从头项升起。头稍为低一些，就在头项的位置，即你们小时候脑囟的所在。移动一下你
们的双手，有些人高些，有些人低些。如果你感到有热气，手可以稍高稍低的调节一下。跟着将左手向着我，右手再放上头顶试
试。现在请将双手平放，不要思想。

跟着双手举起向天，头稍向后仰，然后问以下任何一个问题三次。「母亲，这是圣灵的凉风吗？」或「母亲，这是无所不在、上
天浩爱的力量吗？」或「母亲，这是未来佛(Matriya)的力量吗？或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吗？」问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三次。跟
着可以放低手。那些在指掌上或头顶上，感到有凉风或热气的人，请举高双手。

愿神祝福你们，你们都得到了。你们第一次感到这无所不在的力量。但你们还要学习如何使用它。这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工作
，现在已经在六十多个国家发展。你们必须了解这个力量，这样你便知道自己的荣耀，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我们有很多霎哈嘉瑜
伽的练习者可以帮助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你们可以问些问题。在座有些人戴眼镜，那是可以治好的。我今年七十多岁，演讲时他们用强光照射我，所以我的眼睛不大
好。但这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有很多疾病，如血癌等都可以治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之中有不少人是
医生。

问﹕你有听过奥修大师吗？
答﹕听过，他十分可怕。你们要小心，小心那些拿走你们钱财的人。他有一百部劳斯莱斯汽车。当我在美国时，波士顿电视台访问
我，他们问我︰「你有多少部劳斯莱斯汽车？」我说︰「没有，只是我丈夫有一部车。」他们便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吗？」我
说︰「不，我们不能以灵性之名做生意。」他们便说︰「那我们没兴趣访问你了。」那些人是利用你们的弱点，令它滋长扩大。
这些都是欺骗，在美国还有些人跟随一个教超觉静坐的导师，失去了所有财产，还断送了家庭。我问他们︰「这是如何发生的？
为甚么你们要给他金钱？」他们说︰「他可以教人控制别人的思想，可以使钟摆摇动。」于是便对他很有信心，跟随了他两年，
付出所有钱，连家庭都失去了，连生命的意义也失去了。你们来这个世界是叫钟摆移动的吗？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分不清。那个导
师又教人如何飞起离地三呎，人们要付六千英镑去学。为甚么你们要学升起离地三呎？那是很愚蠢的，像这种人在美国实在太多
。

所以我们要有光，要成为自己的导师。穆罕默德曾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真我，否则不能知道神。」现在你们感觉到这清凉的能
量，你不会感到不快乐，你必须要成长。假如这国家有许多人得到自觉，没有谁可以碰这个国家一下。你们要从内在变得有力量
，霎哈嘉瑜伽亦要传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你们要在内里成就它。我们要相信上天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你们要静坐，并且来到
集体。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自觉，就好像一枝点燃了的蜡烛可以点亮很多枝一样。明年我还会再来，但你们
也可以到印度去，我们那里有一个中心，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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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开首之先，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如的。我们不能改变真理，也不能购买真理。你们要通过中
枢神经系统去感知真理。这在梵文叫"Buh"，佛陀"Buddha"这个字，便是由此而来的。吠陀"Veda"这个字也一样，意思是去感知，
因此印度人叫古代的经典做吠陀经。

无论今天我跟大家说甚么，你们都不必盲目相信。盲目的信仰已令我们吃尽苦头。但如果这些说法得以证实，那么作为诚实的人
，你们便要接受。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们国家的好处，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好处。由于这个知识是从印度来的，有些人
便不喜欢。但西方文化不知道它的根，如果印度人可以学西方的科学，西方人为甚么不可以向印度人学根源的科学？

现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可以找到真理，这是一早预言过的。但人们被那些爱赚钱的假导师错误引导。上天的知识
不可能被人拿来兜售。这是上天浩爱的知识，在你们体内有一力量，藏于三角骨中，这骨又叫做圣骨(Sacrum bone)。这表示希腊
人知道，此骨有神圣的意义。这个知识存在已有数千年这么久，但都是秘密传授的，一个师傅只教一个徒弟，这是过去的传统。
但在现代，霎哈嘉瑜伽却把这个知识，给予千千万万的人。现在已经有六十五个国家，有霎哈嘉瑜伽传授。

我跟大家讲的，是你们进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进化，你们获得真我的知识。你们并不知道真我，同样，以人类的知觉，你们没法
知道绝对真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头脑，投射出各种不同的想法。此之所以有那么多辩论、争斗，以至于战争。如果每个人知道
真理，便没有争论，没有战争。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们还未达到那个阶段，可以知道绝对的真理。

所有古代的经典都说，你要知道你自己。虽然没有详细的解释，但每一本经典都这样说。今日在座各位便有机会，知道自己的真
我。第一个真相是：你们不是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些思想积集，这个情感，这个自我，你们都是纯洁的灵。你们都要成为永
恒的灵，这是你们生命的目的。这样你们便找到了自己。

当灵量升起，便会穿过头盖头，把你连接到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你们看这些美丽的花朵，看那些树木，看这美丽的大自
然，你们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些都是奇迹，我们不这样想，但其实这些都是奇迹。是谁创造这些奇迹？如果你们问医生，甚么
使心脏跳动？他会说：是自动神经系统。但这自动者是谁呢？如果是一部汽车，那便是有个司机把它开动。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
问题，应知道它必定有个答案。

第二个真相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存在，造就这一切关乎生命的工作。如果我们把一颗种子放在地上，它便会自
然而然的发芽。你们毋须做甚么事情，因为大地之母有能力让种子发芽，而种子则有能力让自己发芽。同样我们内在有一灵量(Ku
ndalini)，可以自己发芽成长的。

你们不要觉得惊奇，你们中国人应该听说过老子讲的「道」。老子说思维是个幻相。思维是由于我们的自我，或思想积集对外界
的反作用而形成的，并不对应真实。这个过程造成我们的思维，其虚幻有如一些肥皂泡。所有那些争论、战争，全是由于我们思
维中这些虚幻所引起的。因此你们要超越这思维。有人说：「在香港这个地方，怎能一方面超越思维，另方面又能成功做生意？
」其实今天商业上的问题，像经济衰退等，都是由这个思维造成的。这是思维反过来控制我们，就好像我们发明了手表，却变成
手表的奴隶。我们发明了计算机，却变成计算机的奴隶。这样思维便控制了我们。这是一种相对的身分认同，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们能到达绝对，便能与上天合一，与真实合一，与整体合一。现在你们还没有整合起来，但灵量会把你们整合起来，你们
的注意力会受到启发。许多人对我说：「母亲，我想戒酒，戒毒，戒烟，但却不能够。」通过灵的能力，你们很快便能抛弃那些
毁灭你们的坏习惯。就好像我在黑夜之中，手里拿着一条蛇。如果你说我手上的是蛇，我不会把它抛弃，因为我看不见。我会说
那是一条绳索。但只要有一点点的光，我也会把那条蛇抛掉，因为我看见了。这就是得到觉悟(Enlightenment有了光)这个字的意
思。

你们的知觉受到启发，你们的注意力受到启发，你变成一个有智能的、很有知识的人。你立即便能知道，甚么东西对你好，甚至
做生意也如此。同时你的注意力变得毫无执着，你便能看清那些肥皂泡，更能解决那些问题，因为你能做到置身事外。就好像你
站在海中央，会害怕那些海浪。但如果你在船上，便能看着那些海浪，享受那些海浪。如果我们懂得游泳，便能跳入水中，拯救
许多人，这便是在霎哈嘉瑜伽所发生的。

你们超越了思维以后，首先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再没有思虑折磨你。好像有个医生曾对我说：「母亲，把我的头割下来吧！
我不想要这个思维了。」你们会变得完全平安，能静观这出世界的戏剧，你们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在你们的指掌上，能感应到你
们的能量中心，这些能量中心掌管着你们身体、精神、情绪和灵性上的状况。普通人患上癌症或精神病，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但
在霎哈嘉瑜伽，你们立即可以在指掌上知道，自己哪一个中心有问题，这是对自己真我的知识。

自觉以后第二个阶段，是无疑惑的知觉状态。通过这个力量，你便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怎样的伟大。同时对自己充满信心，但不
会去宰制他人。你变得很有活力，同时非常有爱心。最近我听说有些德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到俄国去，给那里的人得到自觉。
我第一次到俄国时，有二十五位德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在那里，我问他们为甚么要到这里来。他们说德国人过去杀了那么多俄
国人，我们不是有责任去补偿这些过错吗？所以单单谈论和平，并不能真正带来和平，那只是些高谈阔论而已，你们要从内在找
到平安。

我现在说的，是关乎全球性的改变，这就是最后的审判。那些愚蠢的人，会跟随那些假导师，给他们钱财，最后破产。因为那些
假导师讨好他们的自我，令他们觉得飘飘然。但那些真诚和认真的求道者，会找到真理。很奇怪，人们以为要付钱才可以得到自
觉。我还记得有电视台的人问我有多少部劳斯莱斯汽车。我说没有，只是我丈夫有一部车。他们便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吗？」
我说不是。那电视台的人便说：「如果你不是做生意的，我们便没有兴趣访问你。」如果人们的了解只是这样，怎能向他们说些
甚么事情？

你们的注意力受到启发以后，你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许多事情之上，改变周围的环境，帮助身边的人。你们可以提升别人的灵量
，这样一个人便可帮助千千万万的人，霎哈嘉瑜伽便是这样传播的。我曾看见过成绩很差的儿童，得到自觉以后，成为全班第一
名。还有许多人的病，都被霎哈嘉瑜伽治好。你们不用花钱看医生，用自己的力量便能医治。你们内在有这个力量，医治自己，
医治其它人。这是我们内在最根本的知识，如果能掌握得好，你便成为自己的导师。可惜我们不知道，自己原来能这样。
你们得到绝对的知识，你们的注意力变得专注。你与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联合起来。就好像这个麦克风，如果不是连接到电源，
便没有意义。同样，如果我们不是连接到这创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便没有意义。有些人用外在的方式，例如行禁食，到喜
玛拉雅山去修行，抛弃了家庭，这些都是不成的。这是要在内里发生的，这个力量是赐福的力量。你们会知道这是赐福的力量，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力量，许多事情根本没可能发生。

例如最近发生的一个奇迹，有个很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她在哈佛大学读书，她写信给我，说有个孩子患有一种重病，这病是
从家族中遗传下来的。我回信叫她的孩子练习霎哈嘉瑜伽，后来她回信说，孩子的病完全好了。这位女士现在在墨西哥，替联合
国工作。单单练习霎哈嘉瑜伽，小孩的病便好了，这是一项奇迹。在印度德里有四位医生，因研究如何利用霎哈嘉瑜伽治病，得
到医学博士学位。今年中国政府邀请我们到中国大陆，讲述霎哈嘉瑜伽如何可以医治癫痫症。

所有这些都在你们里面，是你们可以做到的。但你们要对真我有信心，不是对这个自我，而是要对真我有信心。这个力量是知识
的海洋，我曾见过许多害羞的人，变成演说家。许多从事音乐的人，变成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许多从事艺术的人，变成世界知名
的艺术家。你们要知道，你们里面有多么大的潜能，现在都显现出来了。你会感到绝对安全稳妥，充满自信，充满喜乐。你们跃
进一个新的意识领域，我们称之为集体意识。通过这个集体意识，你可以感知到他人，感知到自己。你们可以看见这些来自不同
国家的人，是如何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你们变成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微观的生命变成宏观的生命。就好像是滴水进入汪洋，变
成海洋一样，最后你们进入喜乐的海洋。喜乐是一元的，不像快乐或不快乐。这是一种经验，到达那个境界，你的青春不老，你
不会感到疲倦，你能够享受一切。看见些好笑的事情，你都能付诸一笑。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认真的，我所讲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大家身上。只要大家有信心。我不能勉强你们得到自觉，灵量是你们每个
人的母亲，是纯洁欲望的力量。如果你们有这个纯洁的愿望，希望得到自觉，你便能得到你的重生。灵量是你们的母亲，她很乐
意给你们得到重生。你们不能在额头上，写着「重生」两字，便得到重生。这是内在发生的，要有一个活生生的机体，不能只是
一个人为的机构，因为我们不能组织上天的力量。

只要十分钟时间，你们便可得到自觉。这是你们进化过程的最后一个突破。但我不能勉强你们，那些不希望得到自觉的人，现在
便应离开这个礼堂。

有些人说提升灵量很危险。那是因为他们对灵量完全没有知识。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因提升灵量而受到痛苦，相反那是令人很舒适
的。提升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你开始感觉这无所不在的能量，像凉风那样。在圣经，这叫做圣灵的凉风，古兰经称之为鲁哈(Ruh)
，在梵文叫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chitanya)，帕坦伽利喻之为改变季节的力量。霎哈嘉瑜伽是很简易的，你们应该把它视为
简简单单的。

要得到自觉，有两个简单的条件．第一你们要善待自己，如果有人曾说你是罪人。把这些说话忘掉，说这些话的才是罪人，你们
不是罪人，毋须内疚。把过去的忘记，我们要在现在此刻，过去己经过去，将来并不存在。要宽恕你自己，很久以前作过甚么事
，为甚么还放在心上？让它过去吧。

第二个条件是：一如你宽恕自己那样，你要宽恕所有人。有些人说宽恕别人很难，但无论你宽恕或不宽恕，你并没有做甚么事情
。但如果不宽恕，便会折磨自己，落入错误之中。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只要在心里说：「母亲，我原谅所有人。」你会觉得轻
松得多。还有一样你们要做的是脱掉鞋子。希望你们不介意，初时在英国，我叫听众脱掉鞋子，一半人都走了。

霎哈嘉瑜伽不是给那些狂妄自大的人的，也不是给那些愚蠢的人的，那些坐在这里只是批评的人，灵量不会升起。在座有些人还
在想，是不是要入教？我们要遵从的是一种普遍的宗教，一种内在的宗教。我们不会叫你不要做甚么，你自己会不去这样做。宗
教应该是内在的，受到启发的。这才是宗教的本质。我们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先知和神祇，宗教应没有排他性。那种想法是错误
的。过去的先知圣人都没有这样教导过。耶稣有提到摩西、亚伯拉罕和其它人。穆罕默德亦有提及所有这些人，还有耶稣基督和
祂的母亲。我真不明白为甚么回教徒和犹太教徒要互相斗争，他们的圣典是一样的。真不明白为甚么他们在波斯尼亚打起来。因
为他们的宗教不是内在的，只存在于头脑中。

看这些人多好。你们双手平放看着我，坐得舒舒服服。然后将左手向着我，右手放在头顶脑囟处，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气升起。
不是按在头上，而是几吋高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气升起。如果是热的，表示你没有宽恕你自己，或宽恕其它人。现在请
这样做，跟着将右手向着我，将左手放在头顶处，看看有没有凉风或热气升起。不要怀疑，不是你头上装了冷气机。你们可以除
下眼镜，然后将左手向着我，右手放在头顶处。有些人高些，有些人低些，你们把手移动一下试试看。跟着双手平放看着我，不
要思想。这不是催眠，我已将眼睛闭起来，不可能催眠你，你们可望着我。

跟着双手向天，头稍向后仰，然后问以下任何一个问题三次：「母亲，这是圣灵的凉风吗？」或「母亲，这是无所不在的上天浩
爱的力量吗？」或「母亲，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吗？」问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三次。跟着可以放低手，并戴上眼镜。

那些在指掌上或头顶上，感到有凉风或热气的人，请举高双手。你们大部分人都得到了。这是你们第一次感到那无所不在的生命
能量。你们所有人都会感觉到的，那些未能感觉的人，很快也可以感觉到。你们要来参加集体的静坐，这不是一种个人的练习，
你们要来到集体。你们不用付任何费用，有些人接受很快，不久便会进入静坐的第二阶段。有些人要点时间，才能巩固自己。但
你们都能从一颗种子，成长成为圣人。

如果你们有问题，可随时写信给我。这里有些澳洲来的练习者，也有一些本地的练习者，他们可以帮助你。你们都会成长成大树
。我明年肯定会再来。但要记住，一定要来参加集体，否则便不能正常生长。你们都要成为自己的导师，这样便能帮助其它人。
你们不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落在荒地不能发芽的种子，你们都要继续生长。

愿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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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坎贝拉

今天我们将崇拜太初之母（Adi

Shakti

），太初之母在你们内在的反映就是灵量（Kundalini）。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太初之母和太初灵量（Adi
Kundalini）做崇拜，若你们能明白，在这个宇宙及其他多个宇宙中的任何造物，都是太初之母的作品。 现在很多人相信，神只有
一位––那是正确的。神只有一位，即全能的神。但神有祂自己的力量，这力量可以具体显现在某个人身上，并能借此彰显和表达
神本身。

所以，首先，祂创造出太初之母的力量。这力量创造的时候，产生一个声音，我们称之为「唵」(Aum)，即道（Logos

）或其他称谓。伴随着太初第一音而来的三个力量是A、U、M，即「唵」(Aum)。太初之母是全能的神愿望的化身，而这神的愿
望又是来自于祂的慈悲，也是为了祂自己的表现、祂自己的彰显和反映。 我想说，全能的神必定是厌倦了孤单，所以祂一定想过
创造一位伴侣，一位可以彰显其愿望的伴侣。这样，全能的神的力量便从祂身上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祂的慈悲和创造愿望的
化身。梵文中，人们用一个词“Chitvilas”，来形容太初之母的乐趣。你们知道， “Chit”是 “Chitta”，就是注意力。注意力有其自身
的喜乐，为了彰显太初之母注意力的喜乐，祂就创造了所有宇宙，祂创造了地球母亲，所有自然界，祂创造了所有动物、所有人
类，祂创造了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就这样成就了一切创造。 此刻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祂不直接创造人类呢？全能的神本来的想法
是只创造人类，而不告诉他们任何事––比如（人类）比其他动物更高级。不过，身为母亲的太初之母，却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祂
认为，必须为全能的神创造一面镜子，好让全能的神可以看见祂自己的脸，看见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品格。那就是为何发生了这
样漫长的进化。 这进化必须以此方式成就，因为人类必须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来自大自然。即使大自然也得要
知道自己是来自地球母亲。而地球母亲有她自己的灵量，她不是一片死寂的土地，她会知晓、会思考、会理解和调节。 你们可以
看到大自然中，每种树如何有其不同的局限；每种果实如何要在特定的树上才能结出。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种井然有序如何成
就的呢？假如地球母亲当初转动的速度比当今快一点，人类甚至不会出现。如果转速慢一点，也同样不成。且看看整个宏图大计
多么美丽，地球母亲必须绕着太阳转动，并以此方式创造出不同的季节。此所以这力量，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即太初
之母的力量，也被称为Ritambarapragnya。是这力量做了所有关乎生命的工作、所有组织和所有创造的工作。 在我们人类的自我
中，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自己可以创造。其实我们不能，我们甚至连一粒尘埃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其他的东西了，
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东西不过是我们组合、组装起来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创造只是超越了我们的所有力量。我们不能创造
出任何东西，但应该说，我们所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幻象。例如，金制的东西依然是金。木制的东西，无论做成什么，依然是木。
任何事物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论你们出身如何、国籍为何、文化为何，你们都是人类，基本上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大
笑一样、微笑一样，哭也一样。我没有见过有人用手哭泣，泪水从手指流出来——对不对？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都受某些
共同的生命原理的规限；而为太初之母所规限的共同生命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灵量，所有人类的内在都有灵量。动物
体内也有灵量，只是还没有发展好，还不是你们所说的一种可以被唤醒的完整灵量。
但只有人类的灵量，才可以进化成一种我们内在与上天连接的神圣力量，那是太初灵量的反映，在斗争期（Kali Yuga）灵量非常
容易得到唤醒。这是我们都拥有的共同原理，因此我们必须尊重所有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国籍如何、种族或肤色如何，我们必
须尊重所有人类，因为他们都有灵量。 然而有些人如你们一般，是已得到唤醒、觉醒的人，是得到了自觉的人。因此，当你们了
解到整个创造就是太初之母注意力之下的乐趣，那只不过是一出戏剧及一个乐趣而已。那么当你们在灵性上完全成长时，会发生
什么呢？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呢？该如何存在呢？这是你们已多次问过的问题。现在你们再问时，这本身就显示你们仍未达到那境
界，因为一旦达到，你们就不会发问。其次，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是，你们成为纯粹的“存在”，只是存在，你们成为存在，然后你们
才开始反映上天的神圣品格。 不但在今天，其实古往今来在各个宗教里，都已有那些高度进化的人把上天的神圣品格表现出来。
例如，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三至四千年前在哥伦比亚，我发现他们的雕像也有灵量，也有个宝瓶（Kumba）。我们所发现的灵量
，他们通常都用三圈半来表示。 现在内在的灵量已向你们证明，你们知道自己内在有这个力量。你们也知道当偏离了升进的中道
时会发生什么。同时，同样是这个灵量作为太初之母的体现，她会在手指上告诉你，错在何处、不足之处以及问题何在。 所以现
在，我们身为已觉醒的人，已成为了圣人，也高于其他所有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完全清楚明白，打心里完全明白，而非思维上明
白，现在我们拥有上天神圣的生命能量。这上天神圣的生命能量可以告诉你们身处何地、身份如何、问题何在。无论你身处何地
，这些能量也一样会告诉你。例如，我和一些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交谈，他们说：「母亲，那儿整个地方都充满着灵性的生命能量
。」

有人去了钱德瓦拉(Chindwara)，他说：「我会找到母亲的住地，凭着生命能量，必定不难找到母亲的住地。」接着说：「

我一踏上月台，就跳了起来；」并说：「现在该怎么办！这儿就已经开始有生命能量啦，我要怎么去到母亲的住地呀？」于是他
坐下来开始想：「现在怎么找到母亲的出生地呢？」他正坐着，就看见一颗星，那是太白(金)星。他跟随那颗星，边走边问路，就
这样他终于找到了。 所以，整个宏图大计中没有一样是偶然的。如果你观察树，每棵树皆有叶子，树上每片叶子的摆放都会令它
有机会接收阳光。你看，大自然是如此和谐，如此美丽。我们却在破坏它，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来自大自然，我们必须尊重它。
我已多次告诉过你们，人类是怎样由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所组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如碳元素都来自地球母亲。所有这些都引导
我们去明白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整个工作已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现在你们已到达了可以成为真我(Self)、了解真我的境界。这是

一个巨大的，应该说，这是进化过程中一次巨大的飞跃。 进化过程始于很久很久以前。因此，我认为，对你们来说，崇拜太初之
母和太初灵量是非常重要的。不完全明白这些，你们就绝对不能明白自己如何成为了圣人。这时，要知道，你们内在有所有的能
量中心；这些能量中心必须通过唤醒灵量才能得到启发，而灵量会通过手指来表达自己，除非且只有你们完全认同这些知识，否
则你们总有可能偏离那通往完美的道路。 我看到很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遇到一些浅薄的霎哈嘉瑜伽士，因为他们思维取向，就
开始辩论争吵，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他如此行事，为何是一位霎哈嘉瑜伽士？ 其实，人们连接上天的力量的方法有很
多。我已告诉过你们，起初神感到孤单，所以创造了太初之母，并通过太初之母创造了整个宇宙。但实际上，当你在寻找上天时
，上天也在寻找你。而且，你的求道绝对是上天赐予的，如果你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是上天赐予你们才智，是上天赐予你们智
慧，是上天赐予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正如歌中所唱的：是您赐予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假如这是真的，假如你所拥有的一切都
是由灵量，由灵量的「母性力量」所赋予的，那么非常重要的是，你就要明白做什么来令太初之母一直开心和满意。你必须尽力
看看什么会令祂开心。如我所说，自觉的灵与上天之间有一种关系：你开心时上天就会开心。也可以说：当上天令你开心时，你
就开心，那么上天就开心了。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紧密相连的关系，可以说，此关系之紧密，有如日有日光、月有月光一样。此关
系如此紧密，如此根深蒂固，如此与生俱来，它会赋予你对自己和个人发展的完全掌控。 他们以不同方式描述过，说你必须交托
顺服。假如只是出于恐惧而顺服，例如被挟于剑下才交托顺服，一旦要挟消失，可能会持剑对峙。那样的顺服是没有意义的，那
样的顺服只是强制得来的。所有那类顺服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它会有「反作用力」。但你向上天的交托顺服却是极之喜乐。 就
像盐自然而然溶化于大海之中，自自然然地溶于水中。那种可溶性，实在是令人喜乐的。假如你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你与上
天合一，你就已溶化于上天的海洋之中；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形相就仅是极大的爱和慈悲，结果是极之喜乐。 很多人告诉我「
母亲，宽恕人很难。」但我认为不去宽恕才很可怕。宽恕是一种极大的喜乐。宽恕是极大的喜乐。一旦你去宽恕，上天便会接管
一切，并且上天将会看顾你。没有人可以妨碍你，但首先你必须向上天交托顺服，这就是宽恕。只要你不自找麻烦，不去惩罚某
人或做什么反对某人，上天自会从你手上接管过来，并以如此美妙的方式做好所需的一切，值得你去看一看这一切是如何成就出
来的。 太初之母的力量就是上天的力量，在每个宗教里都有描述。比如说，在伊斯兰教被称为“鲁哈”(Ruh)；在圣经中被称为无所
不在的力量；它被称为“Alakh”，即是不可见的；“Alakh
Niranjana”即超越所有执着的那位。所有这些词都是用来描述上天的力量。

人们听说过上天的力量，也唱颂过。但不幸的是，很

少人曾感应到这力量。当人们感应到时，也不知道如何把这力量给予他人，使他人也感应到。因此，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变成了
某种故事或者无稽之谈。人们不能相信他们会感应到这力量，也想象不到这样一种力量确实存在。
现在，幸运的是，对你们所有人来说，这已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即你们知道有这个力量存在。你们确信这力量，
因为你们能在内在感应到它；而且，当你们感应到这力量时，会感到很喜乐。你们可以分辨出某人所说的是真是假，
因为你们能从生命能量 (vibrations)，即太初之母的力量之中， 明了一切。是祂在向你讲述真理。 假如有人做了什么伤害了你，
例如，现在你可能会说：「母亲，如果去宽恕那人，这不真实，因为他确实伤害了我，而且假如我宽恕，就意味着我认可他没有
伤害我。」可能有这种观点。现在你再看，会很惊讶，你宽恕了那人，因为真理是，无论你宽恕与否，你没有做什么
─这就是真理。

因此，假如出于慈悲之心去宽恕某人，那慈悲就成了真理。是那慈悲向你诉说真理。所以，所有你知道的绝对真

理，全都是通过上天慈悲的力量而来的。 也许，有时人们会说：「母亲，我们感应到的生命能量是这样的，可是事情还是那样发
生了。」那不要紧，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这没有关系。如你感应到生命能量，就向这能量发问，并随之而行，那就成了。无
论结果是不是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事情必须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来发生。有些戏剧正在上演，那是Chitvilas，即上天注意
力的乐趣。 所以，一出戏剧正在上演。假如你能够静观此戏剧，你就不会被打扰，它只是一出戏剧。它怎么运作，怎么组织，不
是你要头疼的，你只须静观上天的戏剧，看它怎样成就。现在，可以看到，你们所有人称之为奇迹的事已经发生了。并说：「母
亲， 这奇迹发生了，那奇迹发生了。我知道这都是上天的奇迹。」 尽管如此，我们对上天的信心并没有成为完全开悟的信心。当
你们拥有已开悟的信心，你们就不会担心那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事。如果事情成就了也好；没有成就也好。你们不应认为，自己一
旦成为自觉的灵全世界都会臣服于你们的脚下，这不是必然的。它是一出戏剧，是太初之母注意力的精妙乐趣。 因此，假如你们
能成为静观者，假如你们能真正成为整件事的静观者，那会怎样呢？你们会越来越趋向于灵性上的成长，我应该说，你们会溶化
于上天的力量之中。这种消融必须发生，此之所以今天的崇拜对你们十分重要。因为若不是太初之母降世，这工作不可能完成，
绝不可能完成。 因为这次降世必须能包罗人类生命的一切不妥之处，并涵盖人类生命的所有不同方面，必须是这样一位降世神祇
，能绝对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不仅仅是物质体、精神体、情绪体或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特定的控制层面，不是单一的。而是作
为整体的人类，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所有人的内在都是一样的。有些人较敏锐、真正地求道，有些人不是真正地求道，有些人根
本不去求道。不过，连求道也是由太初之母所赋予的。 在进化过程中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条鱼离开母亲，离开像母亲般的大
海；然后是十条或十二条离开，再然后是一群一群离开。同样地，你们的进化也如此成就。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的人数已够多
。我的意思是，已超过了那个数目，我们已经超过了詹姆斯或圣约翰所指的那个数目。那没关系，都不要紧。看来这似乎是一个
丰饶的区域和多产的时代，这斗争期(Kali Yuga) ，有这么多人在追求神性。我的意思是，现在追求神性正当其时。 昨天我看到你
们的戏剧，所有的我都亲自看过了，我过去常想知道，这些人会怎样呢？怎样接受霎哈嘉瑜伽呢？他们已经接受了，已经接受了
灵性。在现代生活中看到的所有各式各样的事物，你们应不受其干扰，因为事情必须是这样的。 这是一出戏，一出戏剧，在这出
戏剧里，你们应该知道，所有事情都会以如此美丽的方式成就，经历一段时间后，你们会发现，只有上天才能消融我们所拥有的

一切无用的事物， 例如我们的思想制约和自我。 我们会有很多人进入霎哈嘉瑜伽，到2000年，在世界各地会有很多很多霎哈嘉
瑜伽士。一旦我们有很多人，就会有更多的人跃跃欲试，加入进来──那亦是人类的天性。要知道，他们直到人多时才会参加进来
，一旦我们人数众多，他们就会投身进来。 而有些人总是担心：「母亲，其他人怎么办？我们现在天国，在享受生命，其他人怎
么办？」一切都会成就。一切都会成就。但你们的注意力应该这样：我可以怎样让其他人也溶化进这喜乐的海洋、这慈悲的海洋
呢？」现在，你会惊讶：唯有你自己的慈悲，才能给予你力量。 凭你们内在的慈悲之心，当你们发现有人正处于灭顶之灾、要被
彻底毁灭时──你们的慈悲本身会令你们强大，你们会做所有需要的事，放弃一切无意义的行为，真正献身于解放他人的工作。奇
妙的是，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自己的灵性水平将得到提升。 如你们所知，当你们把盐溶于水时，水会升高；同样地，当更多人
来到霎哈嘉瑜伽时，上天的力量就更多地彰显出来，它已经在彰显。而越来越多的人在一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彰显，这就像增加
了越来越多（彰显）的管道才好成就大事。 因此，在此刻，我们都知道有上天的力量，你们都得到了自觉，成为了圣人，那么，
我们就应该去照看像你们一样的人。也应如苏菲派(Sufis)，Nathpanthis，和真知派(Gnostics)，等各宗教的不同人士一样去做，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竭尽全力，去唤醒其他人，让人们意识到有上天的力量这个事实。他们不能如此给别人自觉，也无法去证明
（上天力量的存在），但他们还是取得了成就，他们谈论它、歌颂它，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去表达慈悲的
爱。 当你们看见人们正堕落沉沦下去，处于一种可怕的混乱中，这是邪恶对人类大规模的攻击。如果你们内在有慈悲，就会竭尽
全力去拯救他们。这就是Chitvalas的工作，即你们注意力的乐趣。当你们将更多的人带进上天的力量之中，你们的注意力本身就
会得到享受。 没有上天，人类就不会得到拯救。每个人都承认这点，都这么说。却不知道何谓上天以及达成之道。然而你们全都
知道，并有力量去唤醒灵量，你们知道所有关于轮穴的知识，知道所有轮穴的不足，能从生命能量上知道一切真相。你们越多使
用，这力量就会越强。 因此，你们必须去一些至今未曾去过的地方。因为我们当中没有太多人是来自黑人种族的，来自非洲的，
所以我想明年去一趟非洲，令事情有所成就。同时，我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也需要我们去工作。假如你们内心有这种慈悲的
爱，那么它也会促使你们去工作，为那些甚至不是求道的人带来安慰。 我已经在忙于创办一些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将成为非常美
好的机构，以照顾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们饥肠辘辘、陷于困境、饱受磨难。只有你们可以做这工作，因为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
，你们摒弃了贪婪，摒弃了欲望，这些都完结了，现在你们是如此自由，如此独立。 有了这些品质，你们的慈悲就不可能以其他
形式体现。因为很多人看到，他们开始做这些工作，之后他们开始成为领袖，或开始成为富人，或掠夺他人。你们不会这样做。
你们正是基督所说的「盐」，这盐完全溶化于神性之中，这盐将溶化很多其他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那样传播开去，我不是说我们
应该像传教士一类的人，强逼人皈依霎哈嘉瑜伽，不。我们要先照看他们的匮乏之处。其实，世上很少人是诚实的、没有贪念的
。我认识一些人，本来没有贪婪，然而一旦开始掌权就开始变得如此贪得无厌，令人吃惊的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人，他从没做
过贪婪之事，突然间你发现他变得如此贪婪，简直难以置信。 但霎哈嘉瑜伽士不会，他们就不会那么做，他们就只是享受自己的
慈爱，而不是其他：不是欲望，不是贪婪，也不是所谓的叛逆行为，如吸毒、酗酒及其他无意义的行为。因为他们知道享受什么
，乐趣何在。一旦你们知道乐趣何在，就会尝试更多的去享受，得到越来越多的乐趣，现在，你们这样做是何等容易呢 我想说的
是，就像男性能成就一样，女性也可以，因为女性更有爱心。女性更有爱心和宽容心，你们都知道我所讲的是正常女性，不是指
非正常的女性。情况应该是这样，因为她们是母亲，她们有孩子，她们知道什么是对孩子的爱。 一位母亲不会期望任何回报，她
只想孩子一切都好、幸福快乐，她喜爱她的孩子，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位女性，天生就有这般慈爱。我见过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也有慈爱，如果她们看见一个小婴儿，她们都会追着那个小婴儿跑，想带着小婴儿，她们有洋娃娃，她们照顾洋娃娃，就像照顾
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女性应该更容易展示、表露和彰显出慈爱，应该是这样。且如果你们都结婚了，你们的丈夫也会因你们
自己的神性而感到力量倍增。 你们牺牲了什么？有人说要向神牺牲这个、那个。有什么要向神牺牲的呢？神需要什么呢？祂不需
要什么。有什么要牺牲的呢？你们所牺牲的只是你们的头脑，仅此而已，我可以说，那毫无智慧的头脑，没有其他东西要去牺牲
的了。如果有什么是必须做的，那就要去做。 我也曾见过有女士来我这儿说：「母亲，我们要做饭、又要照护孩子、做家务、做
这又做那。」不过你们（不做这些）又做什么呢？这一整天你们要做什么呢？像蝙蝠一样整天把自己吊起来，你们要吊起来吗？
你们总要做点事吧。当你们这么做时，你们就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说到牺牲，我真不知道你们要牺牲什么？
实际上，你们所牺牲的就是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幸福。假如你们能到达享受自己真我的状态
，那么你们将再无疲倦，再无怨恨。你们会常常说：「母亲，我们享受一切。」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认识到，不论男人女人
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灵量。但女人，如你们所知，较多在左边，有更多慈悲的力量。同样地，男人则有更多行动的力量。因此
慈悲的力量必须变得活跃起来。在这种组合之中，凡事都会以一种非常美丽的方式成就。但假如失去了平衡，就难了。 我见过我
们大多数的婚姻是成功的，但有些不大美满，因为我认为，有些女人成了男人，有些男人成了女人。有时我真的很不开心，很痛
苦地看到他们不必要地制造了问题。尤其是两人都是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可以理解，若一个霎哈嘉瑜
伽士与一个非霎哈嘉瑜伽士结婚，我可以理解，但两人都是霎哈嘉瑜伽士。 现在，你们应明白全能的神与太初之母的关系。此关
系是完全的和谐一致、完全的谅解。全能的神是观众，祂观看着太初之母的作品。太初之母是慈悲，当然，祂不会说某东西应被
毁灭或某某应被杀死，是的，祂就是慈悲。 但全能的神是掌管者，假如有人企图做些违背太初之母的事情，全能的神就会接管及
改变整个剧情，以祂的行事风格，你们不会明白事情怎样发生、如何成就。你们需做的是去享受这出戏剧。 同样地，霎哈嘉瑜伽
士之间也应有和谐统一，相互谅解和享受彼此。假如连霎哈嘉瑜伽士都不能享受生命，又有谁会享受生命呢？我无法理解，一个
灵量得到完全唤醒的人、一个感应到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的人、一个知道何谓真理的人、一个站在与上天完全合一的位置上的人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任何问题呢？ 你们要明白自己已安坐于全能的神的王国之中。你们已进入上天的国度，你们在太初
之母的注意力与慈悲之中。但事情就像这样，假如你让一个行乞了一辈子的乞丐坐在王座上，他就是坐在王座上仍要乞讨。有时
霎哈嘉瑜伽士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时我收到一些滑稽的来信，这时我会开始怀疑，这家伙是否仍处于不稳定状态，非人也非霎哈
嘉瑜伽士，我想他是介乎二者之间。所以，这种情况应该由你们所有人一同克服，因为这会为其他人和你们自己的生命带来不好
的影响。为了你们自己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完全成长至了解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以及母亲所拥有的爱。 当你们说必
须向母亲交托自己时，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好交托的呢？想想吧！你们所交托的，乃是一切令你们堕落的东西，是任何令你们
分心的东西、是误导你们的东西，是你们的自我和思想制约而已。这就是所有你们要交托的，只是为了净化你们自己，享受你们
自己，并了解全能的神。如果你们不了解自己，又怎么会去了解神呢？不可能的。 故此要了解自己，你们就必须进化。我知道有
些非常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也有些女霎哈嘉瑜伽士，有很多都在那里（工作），但我依然想说，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有待开发
），进化得很高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进入这些地方去成就。你们是能做到的。 你们知道，我很惊讶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首次来
到罗马时，我们做了宣传，礼堂却空无一人。我说：「巴巴，这国家会发生什么？」现今我们却有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难以置
信。但是，当我们横向增长时，也应向上增长；当数量上有所增长时，质量上也应更多地增长。当你们在质量上增长时，越来越
多的人就会来到。 因为我知道，一直以来，你们是那么合群，你们常说：「母亲，我的叔叔还不是个霎哈嘉瑜伽士，母亲，我的
兄弟还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明白你们的感受：我的父亲还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忘记他们吧，但你们要去接触那些求道
者。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亲属。当所有这些人都加入之后，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孩子也都会跳进来。他们是那种一
直在等待的人，他们不是求道者。但对于那些求道者，你们应先去找寻他们，应该找出他们在哪儿。 我的注意力当然与你们同在
。每当你们想起我，我都会全力为你们服务。无论你们想要什么，我都会在那里，尽可能地帮助你们。任何你们发觉艰难的事情
，其实不然，因为你们想自己承担，但若你们把它留给上天无所不在的浩爱力量––太初之母的力量，即生命能量
(Paramchaitanya)来处理，没有什么是艰难的，没有什么是糟糕到你们无法处理的地步。 我不知道，如果我要再说下去，有关太
初之母的知识，至少需要十个小时。所以我想最好在此停下来，我们应该留待下一次太初之母崇拜。 有人问我：「做这个崇拜是
必要吗？」我想，假如有任何崇拜应该做，那就是这一个––太初之母崇拜。这崇拜必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就是这样成
长的。通过太初之母的力量或灵量的力量，你们内在（对太初灵量）的反映会逐渐得到完善，这样你们内在的成长也会越来越好
。 如你们所知，太初之母有其自己的灵量，即太初灵量，而它在你们内在的反映就是灵量。所以你们必须崇拜，而且这是你们取
悦自己的灵量、自己的母亲的最佳方式，是祂赋予你们重生。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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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崇拜(摘要) 1996年7月28日 意大利 卡貝拉 Guru puja. Cabella Ligure (Italy), 28 July 1996. Today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
do Guru puja. 崇拜導師的制度在印度很久以前已開始。那時有些偉大的求道者，他們的導師坐在森林裡，他們會請求准許進入森
林，得到他們的自覺。在印度古時候有很多仙人(Rishis)和隱士(Munis)。導師制度開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印度沒有組織起來的
宗教，沒有教宗，沒有教士。 有些祭司是只在廟宇內做崇拜的，但要得到自覺，要談及有關更高層次的生命，他們便要去到十分
偉大的得到自覺的靈魂那裡，而導師是絕對有自由去接受或不接受他們。每個人都要受導師的考驗，看他們能否得到他們的自覺
。這考驗十分艱難辛苦，而且苛刻至只有很少人才能通過。這和霎哈嘉瑜伽很不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霎哈嘉瑜伽修習者。這只
有很狹小的通道給人得到自覺，他們的導師也從不離開他們的座位，稱為Takya。所有想到他面前來的都要先得到他的准許。你
可以走上數里的路還是徒勞無功。沒有任何制約使導師要接見你。可能他們對求道者沒有那愛及憐憫。他們不明白那些求道者是
真誠地尋求真理，他們不應該受苦。但那些導師對此並不關心，他們無時無刻去考驗門徒，即使是Shivaji(濕婆神)的導師Ramdas
，也常常考驗Shivaji，雖然Shivaji是一個生下來便得到自覺的靈。 要達到Gurupada，一個導師的位置，他們要十分艱苦地達到聖
人的境界。但在霎哈嘉瑜伽就不是這樣。我只是想，若人們得到他們的自覺，他們便看見自己有甚麼錯誤，他們會內省，並去糾
正自己。這對很多人都是正確的，但還有一些人不斷退後，徘徊逗留，還老在想他們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成就很大，他們十分
特別。這種誑惑常產生問題，令他們十分狹窄、自利、自我中心，人們不會相信他們如何可能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
我們要知道霎哈嘉瑜伽能成就事情，因為無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 Chaitanya)在傳送慈愛，這是以往沒有過的，這能量從沒有
像現在一樣，因為我是一個母親。這慈愛是這樣工作，使你們所有人都得到自覺，你可以達到一個境界，把自己稱為達到自覺的
靈魂。但因為他們是這樣容易就獲得，我們沒有察覺自己得到了甚麼。我們仍然沒有練習靜坐、內省及忠誠。有些人常是這樣，
但我們大部分都在想我們已經得到了。首先我們應要做的是內省，我們對自己是否關心？任何時候不要想我們在受苦，我們有這
問題，有那問題，或要做這做那。若注意力是這樣的話，你們只會終日擔憂自己，你們便不能穿破思維上的自私，自我中心對你
所宰制的外殼。自我中心已經絕對妨礙了你的成長。 對聖人來說，任何地方都不成問題。你們一定已看過我享受一切，我可以住
在任何地方，睡在任何地方，我對甚麼也沒有要求，但若你擔憂身體是否舒適，身體是否有問題，那你還是在身體的層面，這正
是你們要昇進的。擔憂自己的外貌、衣著、應該穿些甚麼，這全都使你們不能成為霎哈嘉瑜伽修習者。這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其
中一種表現，就是老是想著要得到最大的舒適。若你總是想著要舒適，你要做的便是嘗試在街上睡覺，做上所有這些有需要的事
情，給你的身體明白，你不會受制於身體的舒適。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明白你們不可受身體宰制。若你得到舒適，這
沒有甚麼問題，這十分好。對霎哈嘉瑜伽修習者這是十分重要，他們要生活得像聖人。你們毋須成為隱士(Sanyasi)，但從內裡你
的身體要變得受你控制，你為何不能睡在任何地方？為甚麼你不能睡在任何地方？這是因為他們想得到十分舒適的安排，有浴室
，有這個那個。所有這些想法還存在，因為你們十分自我意識。但更高的意識還不存在。你們想一切都要頭等，任何人去干預你
，你就不喜歡。我可以明白一個十分年老的人，他不能處理好事情，他們需要一定程度的身體舒適。但即使今日的年青人也極端
追求舒適，霎哈嘉瑜伽修習者不應有這種追求。 當然我看見西方人在這方面是比較好的，因為當他們到印度來，他們喜歡開篷巴
士更甚於舒適的旅遊巴士。我問為甚麼？因為你可以跳進巴士裡，放好行李，打開窗口，可以呼吸，十分自然，十分好。他們喜
歡坐牛車。他們享受這一切。事實上若你去看，你可以注意到，在西方，人們正接受簡樸的生活，他們享受更簡樸的生活方式，
更甚於那些所謂舒適的人工化生活。大部分我遇見在西方的人都十分好，因為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覺，他們吃甚麼也可以，你
問他們吃了甚麼？他們會說﹕「不知道，母親。」這是一個表徵，那個人不會粗心於自己吃甚麼，得到甚麼，味道如何等等。「我
喜歡這樣，我喜歡那樣，這些話都不應再說。這並不困難，一點也不困難，你可能想我在要求你們做一些危險的事情，這全沒有
困難，因為若你要令周圍的人欣賞你，你便要像聖人，若你是麻煩的人，若你十分麻煩，這樣你便不會受別人欣賞而從你那裡得
到自覺。 很多人告訴我，「母親，人們必須做很多事情，到喜瑪拉雅山，做這些做那些，然後才得到他們的自覺。你是如何地祝
福了這些人，他們有甚麼權利得到這自覺，他們成就了甚麼？」我說就只是他們的願望，他們的願望常在，這樣他們應得到自覺
，他們就是這樣得到。但現在只是單有願望並不足夠。你們要依靠自己，依靠你們永恆的靈的光，應看見自己有甚麼錯，這十分
重要。問自己問題，我為甚麼想要這個？為甚麼需要這個？有甚麼目的？正如你們看見，整個世界都瘋狂起來，因為人們都追求
愚蠢的事情，他們喜歡的東西並沒有靈性的意義。靈性是自我滿足的，若你在靈性上得到賞賜，你便自我滿足，這在你裡面的自
我滿足會帶你進入喜樂的海洋。 在霎哈嘉瑜伽，我們用的字是”Nirananda”。Nirananda的意思是一種喜樂的境界，在這境界內毋
須甚麼。喜樂自身就是喜樂，你享受的只有喜樂，沒有甚麼需要令你快樂。你是快樂的，因為你在喜樂當中，這就是Nirananda的
境界。 若你們去看這些聖人如何生活，你會稀奇，他們如何掌管他們的生活，你們會十分驚奇，他們多日沒有吃東西，但不會為
此粗心，他們從沒有想他們在禁食，他們只是想我們沒有食物，就沒有食物吧。當然你不用經過這一切，你現在已得到自覺，你
有力量達至這熟練的境界。 另一件事情我注意到有關霎哈嘉瑜伽的，有些人常怨恨其他人，霎哈嘉瑜伽是愛的祝福，憐憫的祝福
，在霎哈嘉瑜伽修習者中沒有任何空間容讓甚麼仇恨、報復或憤怒。若你有的話，你便要征服它。這是一個好機會，若你發覺有
些人脾氣十分暴躁，容易發怒，嘗試和他做朋友，看看自己能否和這個人相處。若那個人十分麻煩，也和這個麻煩人相處，看你

可否達到這平安，能把你脫離一切的怨恨和暴躁。有些霎哈嘉瑜伽修習者很快會暴躁起來，我會說他們不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
因為若你不能控制你的憤怒，你怎能有愛與憐憫的力量？但你們甚至不想去控制，任由它這樣。
在古時候聖人慣於容易發怒，他們不能忍受世俗的愚昧，他們會離開人群。我認識一位聖人，叫Nityanand

Swami，他住在一棵

樹上，人們走近，他便會用石頭擲他們，他不能忍受那些人全都是發熱的。但你們不需要這樣，你們有方法去愛及關懷那些十分
麻煩及怨恨的人。這不是困難的工作，若你肯嘗試一點。大部分人看到有人十分暴躁便會設法子遠離這個人。若那人性情十分好
，你們便愛和他相處做朋友，那有甚麼了不起呢？那有甚麼美善呢？那有甚麼甜蜜呢？但你怎樣和人說話，怎樣和人交談，怎樣
和人相處才重要，你的愛必然把他溶化，因為他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你們要十分親切、仁慈、有愛心。 另一件事十分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透過母親的愛得到自覺是單單靠憐憫才成，只有母親慈愛的力量才能成就。現在即使這愛流向石頭，流向山脈
，流向任何固體的東西，都會泛起波紋而回轉過來。同樣你們現在得到自覺的人要知道，愛與憐憫是你唯一得到的力量，沒有其
他。若你愛自己，你會關心自己，關心你的家庭，關心你的孩子，這樣你成就不了甚麼。你只為自己擔憂，因為這只是你有限的
活動範圍。但若你能衝破這些，尋找那些你要去表達愛的地方，你也能夠。人們說水有它的水位，同樣這愛要流向所有地方，所
有渠道，每一個地方，並流成它的水位。但若你只滿足於自己，其他都不理會，只是不斷相信你是偉大的靈魂，因為你是霎哈嘉
瑜伽修習者，這樣我一定要說，你是不幸的弄錯了。
現在還有第三件事情騷擾霎哈嘉瑜伽修習者，就是「母親，我們要得到神的覺醒(God’s realisation)。」這令我覺得好笑。你看這
已經存在了，就好像你到了海洋，你說﹕「母親，我們想到達海底，你可以常常到，只要稍動一下，你便會到達。同樣，當你鞏固
了自覺，已跳進慈愛的海洋，便沒有需要成就甚麼了。成就的來源全來自你們人類的老問題，這應要結束。現在你們都是神的子
民，故不應想我要達到這個境界，我要達到那個境界。只要不斷活動，不斷放棄你腦子內的所有重量，這樣便能做出來。你們要
溶化自己在憐憫當中。 有些人常要坐在前排，尤其是印度人，他們應坐在他們找到的座位而感到完全滿足。無論你是坐在前排，
坐在角落，坐在陰暗處，你也得到應有的生命能量，並不需要坐在顯著的位置，若你變得十分突出，你會得到甚麼？最主要的是
你會在群眾中迷失，你會在慈愛的海洋中迷失。所有這些都是虛構的神話，說你要設法子取得前排位置。在前的將會在後，在後
的將會在前。 人們還不斷嘗試去成就一些荒誕的事情，令人吃驚。你的思想在哪裡？你的注意力在哪裡？你在想甚麼？若你是無
思無慮，你便會滿足，你便會快樂，你不會要求甚麼，你不會想要甚麼。在這裡要得到甚麼？甚麼是如何重要？所有這些思想都
出於無知。有一次有個練Hare Rama Hare Krishna的人來見我，他說﹕「我們聽說你是偉大的聖人，你擁有一切生活上的舒適，你
怎會是聖人？」我說﹕「你又怎樣是聖人？」他說﹕「我放棄了家庭，放棄了汽車，放棄了房子，放棄了孩子。」我說還有一樣是你
已經放棄了的，就是你的腦子。他們說﹕「你怎麼說我們已放棄了我的腦子？」我說﹕「十分簡單，我沒有放棄甚麼，因為我沒有拿
著甚麼，我何來要放棄甚麼我沒有拿著的？現在在這房子，或我的身體任何部分，只等同於克里希納(Shri Krishna)的塵埃，你可
以拿去，那是等同塵埃而已。」跟著他們開始看這看那，我說﹕「看你們所放棄的都只是石頭，你為甚麼還自誇你放棄了甚麼？」
他們甚至剃頭。所有這些無用的思想說我們做了這個那個，任何人在霎哈嘉瑜伽想他已為霎哈嘉瑜伽做了很多，便應完全放棄。
這是無知的另一表徵。若你是海洋中的整體及其部分，一切都是能量的海洋去做的，你沒做過甚麼。有這樣的思想只顯示你對自
己的認識多麼少。你就是海洋。若你就是海洋，你怎能說我已踏足了這岸那岸，再沒有「我」的存在。當這個「我」脫出，這樣
就只有普遍的存有在你之內光照了。 有些人十分認同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崇拜方式，所有這些錯誤的認同都要放棄。這對人類
十分困難，因為他們已習慣了這思想積習，若你是仍然受到制約，你便不能把你虛假的思想提昇過來。 現在試明白你的積習是甚
麼，其中一個，你去到西方國家，他們所有都是唱格涅沙的頌讚，他們認識所有格涅沙的頌讚歌，格涅沙的照片，格涅沙的一切
。現在我叫他們停下來。為甚麼格涅沙停止那能量？我發覺因為我曾說格涅沙曾降世成耶穌基督，他們便微妙地認同於基督及基
督教。我想像我們在其中一個東歐國家聽到格涅沙的音樂，所有生命能量都停止了。他們唱所有格涅沙的頌讚歌，沒有一首是關
於霎哈嘉瑜伽的，把他們的導師遺棄了，即使這個也是一個很微妙的認同。 在俄羅斯有一個人，他應是十分有學識的，他說﹕「好
吧，我們用母親的照片，還有那些聖像一樣可得到相同的生命能量。」你不可能。聖像是由一些藝術家做出來的。它們實際上並
不代表瑪利亞、基督或其他。這些全都是想像出來。若一個意大利人做基督像，便是意大利的風格，若是法國人做的話，聖像便
會形如法國人，若是從荷蘭來的，聖像便會有這樣的前額。他們把基督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瑪利亞的聖像也同是這樣。她的
表情、她的照片全都是根據藝術家的想像而來。 那些藝術家並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都有一定的風格。若是Rembrant，這是一種
風格。若是達文西(Leonardo)，這是另一種風格。即使他是生下來得到自覺，他也有一個風格，沒有人像這樣，他會今日像這樣
，明日做像那樣，並沒有自由，他們受他們的風格限制。每個人都有一種風格，然後便跟隨這風格，為甚麼？原因是他們一定是
做了三、四種風格，但人們卻拒絕。這全是人類的意見，因此他們一定要接受某一種風格。你可以看基督，若他是日本人，他便
會眼睛又細又斜，若他是中國人，他便鼻子平坦，若是印度人，他便會十分黑，這些圖像如何產生生命能量。若是用我的相片，
它們如何匹比？相機是在現代發明出來，不是在以前，以前沒有發明擴音器，以前也沒有發明飛機，我已出門遠遊了十九天，一
天在飛機上，另一天在公開演講，他們都不能做這些。以往沒有人能做到，克里希納不能，其他也不能。他們在那時沒有飛機飛
行，但現在可能了。即使是錄像帶，你可以看到我過去的形相。科學支持了求道者去尋求神。我們應感謝科學，即使沒有汽車，
我就是到米蘭也不能。若我只能坐牛車代步，這樣對我會怎樣？今天所有這些的發明是為了你們。 你們在這特別的時刻出生也是
為了此特別的事情。他們在那時不能給人自覺，因為在那時你們還未在，有你們這樣特質的人還很少。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明白你
們的特質，你們不知道你們是甚麼，整個四周成就了多麼多，科學的成就是為了你們。科學是大自然的禮物，所有這些都是為你

們成就出來，使你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最高的境界。故此一個人要十分內省，不要想你達到了甚麼，但要內省。內省能幫助你
，你會成為真正的導師。當你到另一個鄉村，人們會從你身上發現有一個偉大的人到來，你不用任何明證，最簡單就是你的性情
已表現出來。我第一次到列寧格勒，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甚麼宣傳廣告。他們只是張貼海報，便有二千人到達禮堂，還有二千
人在外面。在禮堂內他們要付錢，好吧，我也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當我出來時，我給他們自覺，我叫他們明天再來。有二千人
在禮堂內，二千人在外面，還加上另外兩千人，他們全都坐在地上，我感到稀奇，便說﹕「甚麼令你們來到我的演講會？」他們說﹕
「母親，十分明顯，就是你的相片。」我們對靈性是如此敏銳，他們說﹕「十分明顯，從你的相片看到。」那裡有科學家，有醫生
，各樣不同有學識的人，他們可從我的面上感應到靈性。我們應有這樣的敏銳力，你不需要任何判斷，用不著，你就是知道了，
不用去判斷，不用去思想，你不可以說誰人最適合，那些第一次來的，那些後來來的，或那些正在來的，年青或年老的婦女，男
人或孩子。 在我此生，若我看見你們很多都得到轉化，十分美麗及可人，創造如此美好的四周，這對我來說滿足感更大。有時我
想現在沒有甚麼再要做，完了。但跟著他們邀請我到這裡，邀請我到那裡，這樣我便離去。但老實說，我已十分滿足了。就好像
一棵芒果樹，當你種植芒果樹，照顧了它三至四年，那棵樹便會自己照顧自己，結出果實，自己生長起來。同樣，在你們身上也
要同樣發生，你們要自己成長起來。當然你會發覺一些人十分愚蠢，或十分好侵略，或甚至不是霎哈嘉瑜伽修習者而自以為是，
你們看出就是了。 在導師崇拜，你們要決定要有甚麼準則。首先，導師是沒有欲望的，甚麼欲望也沒有。他們稱為”Niriccha”。在
印度有一個假導師說﹕「若我有母親的力量，便會成為世界之王。」於是人們問﹕「為甚麼母親不像這樣？為甚麼她沒有成為皇帝？
」他們說因為她沒有欲望，一個沒有欲望的人不會成為甚麼。我說﹕「告訴他，他有這欲望，也沒有這力量。」這只因為她沒有欲
望，但所有力量都有。任何欲望你在腦子裡，你們要說忘記它，只要忘記它。若那欲望比你的力量還大，你只要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如何到達無欲無求，就是要進入無思無慮的覺醒狀態。任何危機來到，你們都應能夠進入這無思無慮的境界。
只要是平安，用平安去看你的欲望，告訴那欲望，我已十分滿足，現在不要來，我不想要，這樣你便可以無欲無求。 那裡有慈愛
，慈愛便真正成為力量，很小很小的事情你可以表達你的愛，用十分甜蜜的方法你可以表達你的愛。這十分重要，今日世界正需
要慈愛與平安。你要盡可能給每個人平安和慈愛。當然對霎哈嘉瑜伽修習者，這十分容易。但對非霎哈嘉瑜伽修習者，你們也要
用尊重和愛對待他們。但你們不應有任何欲望，希望從他們身上得到甚麼。這好吧，無論他們怎樣也是好吧。你們知道有很多霎
哈嘉瑜伽修習者得到了很多，因而出賣了我們，那不要緊，也不重要。因為他們將成為失敗者，而不是我們，對這些事情無用粗
心。 另一件事情你們嘗試看看，你們的思維不作反應。有些人習慣作反應。你告訴他們甚麼，他們便會連自己的尾巴也踏進去，
他們永遠不會接受。若有人告訴你甚麼，你便作反應，甚麼會進入你的腦袋，甚麼會進入你的心，甚麼會進入你的注意力。這反
應作用便是在你之內不正常發展的表徵。這注意力要走進你思想的每個範圍，你的身體及每一處，但它不能進入。因為它正要進
入，你便作出反應把它關起來。你不能單用觀察的眼光看任何事，你去作反應。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若我說現在是五時正，他
們會說不是，現在是五時二分二秒。這是跟可怕的積習而來，理應除去。你為甚麼要作反應？然後便開始理論，跟著打架，跟著
戰爭便到來。若你告訴你的思維﹕「不作甚麼，那只是幻相，我不會作出反應。」99.99%的問題都會得到解決。

最後的便是自我

。我不能明白聖人怎會有自我。留下自我是如何的愚蠢，這是一種宰制，若有人說甚麼你便發怒，這是指你那仁慈及憐憫的力量
還未充滿。當然你可以糾正他們，若他們需要被糾正，即使是這樣，在你之內還需要有這個力量。那人要知道你正糾正他，正因
為你愛那人，並不是出於自私，出於任何利益。但這自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對自己的愚蠢思想。若你想
你已有甚麼偉大，那樣你會做甚麼？自我令你十分狂妄。但若你是謙虛的，而不是像做生意的人失去尊嚴，你的謙虛是從你內裡
而來，從你的心裡來，享受這謙遜，跟著自我便會跑掉。你要問自己，你現在為甚麼發怒？我再次回到同一點，就是要內省。因
為你不是在此負責甚麼工作，你要在此成為聖人，這個自我要成為愛及喜樂的偉大工具，你可以做到，這並不困難。自我就是對
事物作出反應。你可以用甜蜜的方法對事物作反應，或用死寂的方法對事物作反應。這樣幽默感便會來到。同樣你說話時就像鮮
花般散發馨香，這樣你任何的行動，做任何事都變得十分溫柔和甜蜜，要有這個自我就是我們要溫柔、和善、甜蜜、寬恕、慈愛
，讓我們有這樣的自我，以這個自我開始出發做，你將驚奇你能征服整個世界。 在今天的導師崇拜，人們認為導師是要告訴他的
門徒以糾正他們。我用我甜蜜的方法告訴你們，你們不應介意，我不是責備你，而是要給你正確的內省力量，使它們所有都成為
你們的導師原理(Gurupada)。我的期望是我要看見所有霎哈嘉瑜伽修習者被愛的力量濕透。我知道有一些有問題的人，我知道他
們是問題，但若你不能解決這問題，你成為導師有何用？我讓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你們要面對，以慈愛及憐憫來內省，而不
是約束自己。我肯定你能夠做得來。 願神祝福你們。 (Talk after the puja) Now, you see, every puja I give presents to all the
countries who are hosting: to all the ladies, all the men, the leaders [but] only in Guru puja, I’m sorry, I’m not supposed to give
any presents to anyone. It’s a thing when the guru, only, has to grab everything from you! (applause) All this has to be given only
on Guru puja: specially the sari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me, are all only to be given on Guru puja. But I’m sorry I can’t give
anything to the leaders or to anyone on this day. I hope you people don’t mind. (applause) To be the guru and to be Mother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because, if you see, the gurus have been very strict disciplinarians: they always try to discipline the disciples
and [be] quite hard with them. But the mother can’t be that hard. This is the trouble with the motherhood is! That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people take, sometimes, Sahaj Yoga for granted. But you should not, because you have got your Realisation
now. Now you are realised-souls, you are masters, so you should look after your ascent.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what [is] to be
done because you have the light in your hand and you can do that very well. I hope today’s lecture, you liked very much and you

don’t mind if I have said something that might have upset you a little bit. But it is a thing that one has to see because we all have
to grow inside and outside and we have to spread Sahaj Yoga everywhere. So we should see — everyone, whether it’s a woman
or a man — we should see how many people we have given Realisation t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start giving
Realis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fashion it will spread and I don’t have to then travel so much as nowadays I am travelling
still. I think you all should take it up upon yourself that you will do, at least if not travelling, around your cities, around in your
places of work, you can start talking about Sahaj Yoga openly. All the blessings are there, all the powers are there, you can work
it out very well. Anybody you find difficult you give bandhan and can manage things. You know it very well.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Sahaj Yoga so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about it. Only thing [is you must] use it! Even if you have all the instruments and if
you don’t use it, it won’t work out. With all my love, with all my blessings I say goodbye now, to you, for the time being. Thank
you. (applause)

1996-1221,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印度孟买‧1996 年 12 月 21 日 很抱歉我要说马拉地语，因为我要告诉他们一些我不想你们知道的事 情。
今天是个了不起的日子，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伟大的事情，

就是格尼殊哇(Gyaneshwara)，马拉地语称祂为

Dyaneshwara，祂是卡提 凯 亚 的 降 世 。 处 女 莎 娃 斯 娃 蒂 把 祂 当 作 自 己 的 儿 子 来 照 顾 ， 祂 是
Ganapati(格涅沙)的兄弟，她照顾祂，也有一些描述祂是如何出生，都

是很有趣的。

但在这里，这个地方，马哈拉施特拉邦，祂降生为人。也有很多非常非
常伟大的圣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出生。那些可怕的人却折磨他们，我告
诉你，比基督教审判异教徒的法庭要差劲，也比任何地方的宗教法庭还
要差劲。他们受到袭击，但这些伟人却再次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

马哈

拉斯特拉邦

—

出生。

他们都很有天赋，文笔很好，很能运用丰富的语文来书写，你能看到格
尼殊哇怎样漂亮地描述有自觉的灵。祂说︰「月亮没有追逐月光，太阳
没有追逐阳光，因此，有自觉的灵毫不介意自己的荣光，太阳一直照耀
大地，接着它收回阳光，光线做它要做的工作，太阳只是在静观，静观 光 线 在 工 作 ， 然 后 太 阳 把 光 线 收 回 ， 把 它 完 全
包

含

在

自

己

之

内

。

」

若你有自觉的体验，祂描述有自觉的灵是那么漂亮。Namadeva
(圣人格尼殊哇的简称)的一小部分，

Samhau(即包含在自己之内)，完全包含在自己之内。
则出生比

格尼殊哇迟得多，即使只是

若你能经历，你便拥有。我希望你们都能阅读

Amritanubhava

Gyanesha
的英文版，

试试明白祂怎样描述有自觉的灵，你会发觉，你的内在发生着同样的事
情，你是与众不同，你会很惊叹有这种对你的「真我」的漂亮描述。
我在说马哈拉施特拉邦人，他们极之有天份，看看他们的音乐，没有人
能胜过他们；看看他们的戏剧，没有人能胜过他们；看看他们的电影，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只制作了不起的电影。另一个地方是孟加拉国(Bengal)，
这个地方，我要说，虽然是不同的地方却是在同一层次，有天份的人在
那里，这都显示神特别祝福照顾这两个地方。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应升进
得很高，但他们却不停的投诉，说别人坏话，做着一些低层次的事情，
我很惊讶，我希望你们没有受他们影响，还有是爱挑剔的北印度人，他

们都不是好家伙。

我很惊讶你们怎样在这个充满各种寄生虫的国家(印度)调节自己，因为
你们拥有生命能量，能感受生命能量。能看到你们在这里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告诉他们(印度人)要体谅你们，我真的对老远来到这里的人感到很
自豪。在这个崇拜，我想着很多在这里出生伟大的圣人，伟大的导师，
当然还有格尼殊哇，我要说，祂是所有进化很高的灵的王，这是毋庸置

疑。

我们会在

12

月

24

日作崇拜，因为那天是达陀陀哩耶(Dattatreya)的寿辰， 在 24 号的晚上作崇拜。不管如何，是圣誔前夕，我们以此作为开始，达
陀陀哩耶也降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马哈拉斯特拉人认识达陀陀哩耶，
走遍四周，他们走到基辅(乌克兰

他们也明白

Nath

Panthis。这些

首都)，甚至走到玻利维亚，他们都是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来自

Nathas
Rahuri，

你能想象吗？他们是那么伟大，我就是期望这种事情能在马哈拉斯特拉
邦发生。我可以肯定，总有一天，我会满意他们所有人，不谨只满意少

数人。

有一些很伟大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毫无疑问，但他们全部人都要一起，
因为我是综合整体的说，不是个别分开的说。我希望他们能明白我内在
的感觉，不然我只能拣选好的钻石，抛掉有瑕疵的钻石，有什么用呢？
你们全都有能力达致任何高度，他们或许属于任何种姓，任何小区，都
马哈拉施特拉邦。

不要紧，他们都是出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

今天，他们想做摩诃拉希什米崇拜，我们已经拥有摩诃拉希什米庙宇，

也拥有摩诃拉希什米伟大的祝福，就是这样，但他们还有欠缺，其一是

智慧，其二是卡提凯亚的精神。卡提凯亚精神

即纯洁，不牵涉入任 何荒谬无用的事物的絶对活力，那是会显现成效。 愿神祝福你们。

—

1996-1225, 圣诞普祭讲话
View online.
圣诞普祭讲话 1996年12月25日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诞生是非常象征性，因为祂是这样
出生的，即使是最穷的穷人也不会出生在马厩，祂的床是用干草铺成的。祂来到这地球，对人们显示：一位神祗的化身，或是高
度进化的灵，是不会为身体的舒适费心。祂的讯息是如此的伟大及深沉，但祂拥有的门徒，却是对自己必须参加的战役毫无准备
的人。同样的情形，有时也发生在霎哈嘉瑜伽。祂只有12个门徒，我们同样有12种类型的霎哈嘉瑜伽士。虽然他们全都试着献身
给基督，但其中一些人都掉进陷阱里，掉进世俗的愿望，或是他们自己的渴望里。 祂「爱」及「宽恕」的讯息，即使时至今日仍
一样被所有的圣人们、化身们及先知们所宣扬，祂们全部都提到爱和宽恕。如果人们怀疑或觉得这根本行不通，都会要求人们对
祂所说的话要有信心。当时的人们都是单纯的人，所以，都会遵从祂。其中一些人肯定是非常的好、一些是不成熟的、少数人是
心存怀疑的。 基督来到地球为我们预备我们的额轮，尽管祂的一切努力，我们发现这非常困难。遵循基督教的人有最差型的额轮
，最差的：极端侵略、极端计划型、未来派的，所有右脉的麻烦，都在那些宣称是基督徒的国家发现。 甚至早期的基督徒，称为
Gnostics（诺斯替派，相信神秘直觉说的早期基督教）。「Gna」在梵文意思是「知道」。虽然他们拥有知识，但初学者也会被
本应是掌管基督教的人们所打压及折磨。许多的基督徒被所谓的基督教的牧师及基督教教堂残杀，而且这仍然持续着。我们发现
在西方，这些教堂对人们的心智有着巨大影响力。要不然，他们本应该是有很高智力的人、要不然，他们本应该是分析家、要不
然，他们本应该是聪明的。但当去到寺院及教堂、当去到宗教、当去到基督教，我想，他们的脑筋就被塞住了，被某种催眠完全
塞住。他们根本不会认为这些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住在意大利时，当我知道后，我震惊于天主教教堂是怎么运作
的，以及这些神职人员在做什么！各种的丑闻，比我们国家的多更多。卷入金钱、调戏妇女及生小孩，我是说，他们有各种肮脏
的恶习。本来应该是神职人员！他们被称为神父、她们被称为女修道院院长、她们被称为修女、他们被称为弟兄。对我，这真的
是一个冲击，我不知道以基督之名这样的事发生着。由祂的出生方式，基督试着向我们显示什么呢？没有必要在伦敦的大医院安
排非常舒适盛大的接生，不用。祂朴素的出生方式，应该已经使所有的基督徒极之简朴，而且一点儿也不金钱取向。为了钱，他
们到处去，征服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当你去巴西、或智利、或阿根廷时，你找不到一个当地的土著，而且他们对土著是如此的不
仁慈。难以置信，这些人多么的富侵略性！即使在英国，那儿的新教徒，我在他们之中发现同样的事。你必须从早到晚不断的说
「谢谢你，谢谢你」，不然你就完了。种族主义！基督是什么人种？祂是金发白肤的人吗？不。祂是白种人吗？一点也不是。祂
是什么肤色？祂是棕色的，就像印度人。这些西方人的种族主义是从那儿来的？我真的不明白。这跟基督、或是否是真正的基督
教，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到任何地方，都会很惊讶，怎会忠实、单纯的人们，都被这些教堂不当利用。他们被利用去投票，为了
钱、为了每件事他们被利用。被教堂本身利用到了，做作、造假的赚数十亿计的钱这种程度。他们是如此的独裁、如此的控制、
如此的权威，不论他们做了什么... 教宗是永无过失的，不论他做什么都是好的。没有罪恶感、没有会下地狱的想法、没把基督放
心上，基督不是什么，只是纯洁及纯真而已。基督抓住一个人，并且打所有在寺院前卖东西的人，因为神不能被贩卖。他们没有
贩卖神，他们只是贩卖货物，但祂说的是尊敬寺院，是关于对寺院的尊敬。 另一件基督徒所做的重大事件是，责怪犹太人杀了基
督。了不起的人，把所有的过错推给别人，这是基督徒的专长，即使是现今。去责怪你对别人做了什么错事，这非常的普遍，这
点你可以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国家清楚的看见。他们责怪犹太人，首先，那时候的那些犹太人，后来可能是印度人；好吧，他
们不相信轮回；他们的意思是说在那时同样的犹太人又再次出生了？第三，犹太人从没杀害基督，绝对没有。因为是在人群里，
你如何判定呢？是法官裁决及下令的，他是罗马人。罗马帝国不想担杀了祂的这个责任，所以他们说是犹太人杀的。如此，希特
勒（Hitler）先生出现了，他真的折磨了他们，那是太过头了，一般人甚至无法理解他是怎么信奉天主教的？他怎能在瓦斯室里杀
害小婴儿？但现在，被折磨了的相同人，也变得非常富侵略性，他们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巴勒斯坦人自愿的成为回教
徒，而回教徒正到处大肆破坏。当你细查历史，看看基督的一生，你发现的是侵略，从这个到另一个、从那个再到另一个、一个
传递给另一个、如果有人打了某人耳光，另一人将试着杀了打的人。所以，这种宗教已经制造了分裂，人们打着神的名义、打着
宗教的名义彼此残杀。即使在霎哈嘉瑜伽，你也会很惊讶，我曾看过人们利用我的名义，试着进入一些催眠术的团体；我无法了
解，利用我的名义、我的相片！所以，小心点，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利用基督这个神圣的爱的化身之名，他们正做着各种暴力
的、仇恨的、欺骗的事，我说的是非常低劣的人，从一人传递到另一人，再传给另一个人。同样的事发生在霎哈嘉瑜伽里，如果
我告诉某人：「你不再是领导者，换某人当领导者。」那个人立刻就生气了，他忘记了霎哈嘉瑜伽对他的好，他忘记了。如果我
告诉他，领导权应该传递给其他人，结束了。接着，他忘记曾为他做过的一切好事，一切霎哈嘉瑜伽为他做过的事，他的生活是
因为霎哈嘉瑜伽帮助了他。这个领导权势进入了人们的脑袋里，霎哈嘉瑜伽的存在，不是为了从你们之中找出领导者。不，绝对
不是！有领导者，只是为了图个方便，如果他们变得不方便了，我们就应该更换他们，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我仍然发现权
势这个念头非常巨大，而且他们开始从左到右的，处处利用它。这是每个国家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在发生
；这是件非常悲哀的事。这将绝对无法带出我的努力，我的努力是去整合所有的事，而不是分裂，没有任何一点分裂的机会。唯
一的一件事，不论什么是错误的、不论什么是不神圣的，都必须使你注意到。你看家庭主妇，当她在洗米时，米里掺杂些白色小
石头，我们会挑出来，我们不会把那些小石头跟米一起煮，会吗？这样的小石头必须挑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小石头，你无

法改变他们。Namadeva说过：「他们就像苍蝇，活着时沾染我们的食物、让我们觉得恶心，找我们的麻烦。如果我们不小心吃
下肚，牠是死了，但还是给我们麻烦。」我应该说，这些全是恶魔（Rakshasas），他们永远无法了解霎哈嘉瑜伽，他们将总是
试着给我们找麻烦；但那些已经达到自然而然连结的人必须做什么呢？他们应该也采用这种方式吗？我从来没有为了任何事责备
任何人，例如人们说，「母亲，他没有捐过钱给霎哈嘉瑜伽，所以他失去了他的钱财，」我绝不会像那样说。「他应该捐一些钱
，」我从没要求捐款，我从没要求金钱，每次我都说：「够了，不要给，」我从没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一分钱，即使当我需要时，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问题。 从基督的一生，我们必须了解，祂没有任何问题。祂是无所畏惧的，祂知道祂是神的儿子，祂没有
任何问题，祂面对每件事，即使是钉死于十字架上。我想人们喜欢祂被钉死于十字架上，还是怎么的？他们佩带十字架；当然它
是”万字（Swastika）”符号的变形，毫无疑问。但祂仍然必须牺牲祂的生命！祂为全体人类牺牲祂的生命，不只是为白人或黑人、
棕色人种或蓝色，而是为了我们全体，如此，我们才能跨越我们的额轮。我们应该责难的，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可
以称那如同我们的十字架，藉此我们可以了解身为霎哈嘉瑜伽士所在的程度。

我被告知，有80-90位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已经来

到霎哈嘉瑜伽，却被某些人催眠了。霎哈嘉瑜伽士怎么会被催眠呢！有可能吗？他们必定没有祈祷，他们必定没有静坐。他们是
怎么进入被催眠的状态呢？现在，他们正要求原谅。我原谅，但这不表示他们会没事。我们不能再和他们相处，我们不会把坏苹
果跟好的放在一起，会吗？这样没有智慧。他们已经损坏了，应该排除在外，直到我说为止。他们不应该出席任何的集体，不应
该到任何的Puja（崇拜），应该让他们清洁他们自己。虽然腐烂的苹果不能再变好，但他们可以。他们应该试着了解，他们不是
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能被催眠，那么，做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用呢？提升你的灵量（Kundalini）又有什么用？这
代表他们是非常差的霎哈嘉瑜伽士。令人惊讶的，我没有在西方看过这种现象，非常使人惊讶。西方的霎哈嘉瑜伽士，不论他们
是什么样的，如果考虑他们那里好人的数量，我必须说他们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已经放弃所谓的基督教，他们已经放弃
一切无意义的喝酒、毒品、追逐女人，每件事他们都已经放弃了。我还没遇过一个又再次喝酒的人，或甚至是再次抽烟的人。
你们的瑜伽之地（Yoga Boomi）是印度，怎么会在这里发生催眠事件？还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tra）！我想，一些如恶
魔的人总是出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因为他们是如何的折磨每一位圣人！怎么会？他们是如何被某人怂恿的，听信某人说些我从
没说过的话，这显示他们是非常低劣的人。我确信他们必定总是出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今日，他们又再度的出生了。我从来不
想在像这样喜洋洋的圣诞节谈这件事。 是的，这是件欢庆的事，因为基督以救世主的身分来到，祂尽可能的为这世界做每一件事
。对我们来说，这是好的；但对祂呢？我们给祂什么呢？同样的，霎哈嘉瑜伽士不断的要求：「母亲，我们甚至不能见您、我们
甚至不能跟您握手、我们甚至不能向您顶礼、我们不能做这个、我们不能做那个，」真令我惊讶！「您必须做这个、您必须做那
个，」总是长篇教训我。 你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做的是静坐，以及相信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是我的力量，
而且你已经在你的内在感受到我的力量。你越远离我，你将会越好。我从不了解一些霎哈嘉瑜伽士的这种要求多的天性，他们已
经得到了他们的觉醒（Jagruti），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如果基督想要，祂会杀了他们，并且活得很好。但我想祂必定极其厌
倦，到处都是愚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位伟大的化身来到地球上。当然，祂不能给予自觉，想象一下要钉死
祂的人们，祂如何给自觉？假设某人带着匕首来刺我，我能给他们自觉吗？还好，没人听他们的、没人想过他们的任何事。但你
们不是，你们已经得到你们的自觉，你们是重生的人了，你们是伟大的人。你的潜力存在着，而不去利用它，你在做什么？有多
少人真正的专注于霎哈嘉瑜伽？反省看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事，有多少人真正的专注于霎哈嘉瑜
伽？基督只有12个门徒，除了1、2个之外，他们全部奉献；没得到自觉的、完全奉献他们自己给基督教的工作，然后它传扬开了
。因为他们对整个事没有太多想法，基督徒做的只是转变毫无用处的人。我会说，如果他们没有对基督的诞生给以公正的评价，
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你们这些重生的、已经得到真我的知识、你们配备了全部的力量、并与这全部的力量连结，你可以称这
力量为神圣的爱。你所有的力量都能被使用、可以被了解，它像某种能动的机器，已经启动了，少数的轮子正在转动，但还有许
许多多的轮子、那么多你能做的事。我无法责备基督徒愚蠢，毕竟他们从没有得到他们的自觉，只有一些教士拿些水，放在他们
的头上施行洗礼，就结束了。但你们这些人呢？我活着是因为你们。因为我想看见你们成熟，这是母亲的想法。有许多人已经成
熟了，我不是指他们；但仍然有许多人必须成熟。并不是说你应该要能发表大演讲、或写书、或什么的，而是在你内在，你应该
成熟，你自己的人格应该花开成爱的及神的芬芳。我会说，这就是我与基督之间的不同处。祂说：「Baba，我已经受够了。不，
不，不再跟愚蠢的人一起，」不是我。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我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今日的世界是更糟糕的，因为
首先，所有的领导者彼此争斗。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严重腐败，在腐败上竞争，没人具备事实真相及诚实的意识，每一个都卷入广
告、报纸、媒体、这个、那个里，这是当今最腐败的势力。因为这样的背景，我知道到公元2000年霎哈嘉瑜伽将在这个世界一跃
而出，成为某件非常伟大的事〔全场鼓掌〕----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如果你们变成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全部、全部在我眼
前，在这里出席的人，即使只是现场这样的人数，如果转变成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的话。如果我不能亲自见你，这没什么关系、
如果我不能到你的所在，这也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关系也没有，任何事都没有关系。基督的门徒工作得如同祂不曾存在过，所以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负责解放这个世界、整合这个世界，为人们带来和平、喜悦和快乐的人。 刚才当我来时，人们展
开披肩。这使我想起基督，当祂来时，人们带来棕榈叶企盼祂，为祂摊开自己的披肩在地上让祂走，结果祂走到那里了？走到绞
架、祂走到十字架、走向祂的死亡。当你展现你对我的爱时，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爱霎哈嘉瑜伽的整个工作。这不是一些跟我有
个人的关系就能成就的。所有这些在基督教势力下的西方国家将下降，你会看到。他们已经正在走下坡，因为没有道德。会有不
景气、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的小孩是任性的，他们喝酒、抽烟、做尽各种事，甚至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腐败我们。违反基督的

活动！从头至尾，你发现它什么也不是，只是反基督的活动。谁是反基督者呢？他们描述他是反基督者、那个人是反基督者。事
情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内在有个反基督者，接受所有这些违反基督的纯净及爱的事。 所以，首先在你们自己当中……你要去那
里？坐下来！你必须教导你的小孩一些礼貌。这女孩向下沉沦，是因为你疏忽了小孩，父亲在那里？我不明白怎么能让一个孩子
那样。去管教你的孩子是很重要的。基督说：「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在西方，如果你有邻居，你会遇到这些事：他将
试着找出你去那里、在做什么，他会用望远镜看。如果你制造任何噪音，你就完了。甚至如果你唱歌，你也完了。印度在这方面
比较好，我们没有噪音的困扰，我们没有。印度人可以在噪音中生活。想找出为什么印度人如此适应噪音，他们不介意噪音。我
已经找出理由是：在西方，人们处于压力之下紧绷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忍受。但在印度，人们不知道压力、紧绷是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这种疾病还没有出现。西方人这么的害怕噪音，可能是这个原因。人们从村庄来这儿
，他们睡在车站，没发生什么事，火车来了又走，睡得很好。想象一下在西方..….谢谢神！在意大利我们的邻居有远一点；但在
英国，因为我们伟大的邻居们，我们的精舍（ashrams）必要不断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这里逃到那里。其中一个邻
居叫和平先生，我不知道谁帮他取的名字〔全场大笑〕，这样的矛盾在生活里、如此可怕的矛盾。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学习爱
他们的邻居；但印度人可以，不知怎么的，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不多；有时，他们有这个问题，但不太多。然而，假设，如果有
音乐。所有的邻居都会加入，带茶来、带这个来，他们会一起享受音乐。但我想西方的集体是那么的小，我不能明白他们如何自
称是基督徒，只是打扮好，去教堂而已。而我们的市长为此跟我说了15分钟，我们几乎坐不住，开始看起手表，整整15分钟！半
小时后，我们跑出那个牢笼。「那么，这些人是如何跟您一起坐上几个小时的呢？」我说，「我必定是催眠了他们。」〔全场大
笑〕我是说，他们不是那么集体，除非他们喝酒了，不然他们无法集体、除非他们喝醉了，他们不会彼此交谈、他们总是疲倦的
，他们本该是基督徒。他们总是如此疲倦，不管你在影片里或任何地方看到他们，他们总是在打呵欠；出了什么事？是年轻人！
总是想、想、想，这来自额轮、来自反基督的活动。违反基督的活动：想、想、想，明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有什么事要做，诸如
此类的。我们仍然必须希望，这种宗教会结束。所有这样的宗教必须结束、必须现在消失，太多了，我们不能支持它们。它们满
是违反宗教的性质，你根本无法忍受它们。回教、印度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所有的主义，最好是一个接一个的
结束。

基督属于什么宗教？我不知道。你们全部属于一个宗教，称为霎哈嘉（Sahaj），是普世的宗教、是纯粹的宗教、生来就

在你的内在。你不属于其他任何宗教，因为那里面没有宗教存在。所以，我希望到2000年时，所有这些宗教从地球消失。他们全
部做着无谓的斗争、没理由的互相残杀。他们想要、他们想要争斗，他们喜欢斗争。为什么责怪可兰经、为什么责备圣经、为什
么责难基督、为什么责备任何人？他们想要争斗，他们有分裂的天性，他们想要有分开的国家、分开的小区、分开的这个。一旦
你开始分隔，你就绝对地违反基督。在霎哈嘉瑜伽里，我也是说：你们是一个认同、你们不是分开的国家、分开的组织、分开的
这个……这些在我自己的想法里不存在，不存在！我从没想过。我们全是同一位父亲、同一位母亲的小孩，我们无权想我们要分
开。即使现在，我已经看到小团体很容易形成。怎么会？小团体形成是……小团体形成，就像我发现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坐在一起
。（一小段印度文。）再来，我们有北印度人的群体。我告诉你，不知怎么的，由于性格，印度人是相当分离主义的，北印度人
也有分开、分裂的念头。「您必须来Indore，」为什么？它不是印度的一部份吗？他们不能来德里（Delhi）吗？「您必须要来Ka
npur、您必须要来Allahabad、您必须要来Indore、您必须去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地方，」为什么？今日你出生在德里，将来你
将出生在某些可怕的地方。再来又，「这个地方是我的，您必须来我的房子。」这又是另一个头痛，「您必须来我的房子。」我
的、我的、我的、我的！一旦你开始这样想，你就完了，你不再属于基督，不再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剧目，即使是今日。现
在，如果你看看你周围，必定是从你自己国家来的人。只要看看你自己的四周，你跟另一个国家的人坐吗？谁是其他人？在霎哈
嘉里，谁是其他人？我们全部是一体的。如果你真的爱我及基督，这个一体，我们必须学习。 这种小团体观念及一切这种事，现
在在霎哈嘉瑜伽士里必须终止，必须结束！我们全部是同一个认同、我们全部是同一个生命体、我们全部是同一个有机体，我们
不能说我们是分开的。这只手可以从这个身体分开吗？能单独存在吗？一旦你开始放弃分裂，你将会惊讶！你将享有真正的欢乐
。但一旦你有这一切「我的、我的」的想法，你甚至无法享受霎哈嘉瑜伽、无法享受其他任何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房
子、这个、那个。你的内在必须有这种醒悟：我不属于这个国家。许多女孩及男孩写，「我们希望和印度人结婚，我们希望有个
印度婚姻，」只是女人结婚的年龄是35岁而已。现在，我要在印度的那里帮她找个丈夫？还必须是某些寡妇、或某人、必须有个
印度婚姻，你能相信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帮他们配对的。我给你选择权；好，选择吧。我也有选择权，我不能帮你配对，这是
我的选择。你有自由说你想嫁（娶）那里的人； 好吧，就去嫁娶。但就我所关心的，我不能那样帮你配婚，你必须结不论在哪里
对你而言是合适的人。许多印度女孩嫁印度男孩，受了很多苦，如此的多！你无法相信。（一小段印度文，）不在霎哈嘉瑜伽里
，再也不；我们不能够再安排，即使是一个，印度斯坦人和印度斯坦人的婚姻。不可能，这不是神的愿望。为什么你不在自己的
小区附近找，同样的事。至于在印度这是很挑剔的。就像，当我女儿出嫁时，他们说：「不，他不是Srivastava。」如果他也是一
个Srivastava，「他不是跟你一样的Srivastava。」即使如果他是同样的Srivastava，「他的这个事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事走偏太远了，因为我有我的长辈与我同住，他们跟着我。我说：「不论是不是Srivastava，我都要让他们结婚，结束就这样
。」我的丈夫同意。我孙子也这样处理。如果你得到Srivastava，非常好；否则，就忘了它吧！马哈拉施特拉邦人也是一样。马哈
拉施特拉邦人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也是同一个样，你会很惊讶，是基督徒！现在他们说我们是dalit基督徒，意思是，他们是从较
低的种姓转换到基督教；现在一个新的种姓已经出现了。一旦你变成了基督徒，你的种姓是什么？你是基督徒，不是种姓。有dali
ts的及更高阶的基督徒，他们将不会与dalit阶层结婚，dalit阶层也不会与更高阶的联姻。基督徒本该仿效基督，规律的去教堂；精

心打扮后才去，即使如果他们没有合适的衣服，他们必须像英国人那般穿着，借衣服穿去教堂。因为根据印度的基督徒，基督是
出生在英国。真的，你无法相信！除非你穿整套衣服跟领带，你不能去教堂。你能想象任何人穿着dhoti（腰布）去教堂？不可能
的情况。甚至在我那个年代……谢谢神，我没嫁给一个基督徒，但我自己的姊妹们，她们都被迫穿英式衣服结婚，而不是穿纱丽
，你能想象结婚时穿的衣服吗？我们，印度妇女结婚不能不穿纱丽，但她们被迫，许多妇女用英国人的方式结婚。现在，我很惊
讶，甚至日本的基督徒也到澳洲，像英国新娘那样穿着、结婚，因为她们是基督徒。那样显示他们相信基督是出生在英国，或是
什么？实际上，对基督徒而言，没有必要担心任何穿着，所有这些胡闹来自西方，你必须打扮得像这样、在这儿你必须用汤匙、
在那儿用叉子。基督用汤匙及叉子吃饭吗？祂是在马厩出生的。甚至不可能了解这些是基督徒的人，这么的担心汤匙及叉子，他
们来你的房子晚餐，会翻起盘子看你是从那家公司买来的，这非常重要。这样愚蠢的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基督是在马厩出生
的，他们却如此挑剔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必须了解基督出生的伟大之处，它显示出祂出生时，是跟绑在那儿的母牛一起，小牛也
在那里，是出生在马厩。不止是国外的基督徒，还有印度人也是，同样的你都可以很快的分辨出一位基督徒，在星期日早上，看
看他们就行了。我父亲反对这种衣着方式，他习惯穿kurta。因为基督穿kurta，祂不是穿西装，祂有吗？他们是如此肤浅，无法从
他们身上学到任何东西。……如此愚蠢的人，我告诉你。而印度人却从左到右的处处仿效他们，我无法了解。他们是违反基督的
，在这点上不要仿效他们。印度人至少有某种尊严的意识；如果你有的话，为什么你在这么热的5月天穿西装？我们是霎哈嘉瑜伽
士，我们必须穿普通人穿的普通衣服。除了Param

Chaitanya（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之外，我们要令谁印象深刻呢？他们是极

之肤浅、极端地拘泥，尤其是对于他们的穿著、及要怎样生活，真的很可怕。我已经见识过这个，就是这个理由，我想我应该警
告你，不要接受违反基督的文化。在每一方面，绝对的违反基督；在每一方面，他们都彻头彻尾的侮辱基督。你们不应该再侮辱
基督，简单的过你的生活。关于我身上的纱丽，他们逼我穿的，对我而言像大袋子，怎么办呢？昨天他们也逼我、今天又逼我。
他们说，我本来就应该这样穿，因为我是太初之母（Adi
Shakti），本来就该这样。如果我是基督，我会比较好过，祂比我自由多了〔全场大笑〕。 因为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做什么？
又是什么地位？基督的讯息是什么？就是你发展你的灵性、你的神性，由此，你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尊严。我应该说，祂
是你最年长的哥哥。你应该跟随祂的生活型态。绝对不要害怕任何事、不要担心任何工作，不要。别担心任何的生意、任何事，
绝对不受所有这一切约束。我们有这么多实例，祂生命的美好例子。但当我们看着基督徒时，我们试着对照他们，当作基督生命
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犯错的地方。他们丝毫不是为了基督、他们绝不是跟随基督。身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尊重道德的、我们有自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格、我们是无畏的、我们不说谎、我们不欺骗，而且我们绝不会
被催眠。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母亲的文化，这是不以任何方式炫耀，或以任何方式采取虚假的事。一旦你明白，你现在身在
母亲的文化里，整个事情将改变、整个概念将改变、整个想法将改变。 现在，他们强迫我穿；所以，好吧，我就穿。你们想要我
穿；好吧，我穿。但通常，如果让我来选要穿什么，你知道的……。如果你们想送我礼物，就给吧。我从没要求你们送礼，没有
。把礼物强送给我；好，为了让你们喜悦，你们就送吧，不然怎么办呢？但有件事我必须要求这些马哈拉施特拉邦人，不要再送
我任何的，再说一次，不要再送我你们所谓的Oty，我的Oty已经太多了，绝对不要再有人送我Oty。如果某人结婚、某人有小孩、
某人有什么事，他们都会送Oty。没有需要送我任何的Oty，你可以到寺庙，送出你的Oty，它会被卖者以及是pujaris的婆罗门这两
者之间，一再的被卖出、再卖出，以赚取金钱。所以，不要再有Oty，任何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再送我Oty了。 在圣诞节，我必须说
一件事，「我们给了基督什么？」第2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要给母亲什么？」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不要。我完全
满足于我自己。我要的是你必须奉献你自己给霎哈嘉瑜伽、给真理及给爱，这样我将会非常快乐。还有，不要说话说得像基督所
称的「喃喃不休的灵魂，」在这里说话、那里说话，这样我全部不喜欢，我不喜欢，不要做。如果你喜欢这样，你将会掉落，掉
非常的深。这是最后的审判，要不你到天堂，要不你到地狱，已经是这样运作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在那一头呢？身为你的
母亲，我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改正你、提醒你，这是最后的审判，请不要再接受任何违反基督的活动。不论你正在做什么
不好的事，你都能在你自己的内在判断，为此最好的事是奉献你自己给霎哈嘉瑜伽，但不要从霎哈嘉瑜伽赚钱，不要利用霎哈嘉
瑜伽发表政见，而是使霎哈嘉瑜伽像颗大的、巨大的树，这将会成就的。我知道，这将会成就，你有这个潜力，这就是为什么你
在这里。 愿神祝福你们！ They believe in the most expensive sari: You see My conditions.

1997-0720, 导师崇拜 导师应是谦卑和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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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卡贝拉‧1997年7月20日
今天的崇拜对我们很重要，你们全都有自觉，也拥有给予别人自觉所需要的知识，你要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
若你不尝试帮忙，不尝试给人自觉，首先，你会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会没有自尊。其二，你尝试给人生命能量，但不要与这个人
扯上关系。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太投入，若他们给自觉某人，就以为自己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开始影响这个人，他的家庭，
他的亲戚，做类似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你必须学懂，你或许与某人有关连，或许和某人很亲近，但这个人未必更能拥有得到自
觉的机会。唯一成长的途径是合群集体，没有其他途径。若有人认为远离集体静室，独自居住就能有很大成就，霎哈嘉瑜伽的意
义并不在此。
过去，人们通常会到喜玛拉雅山，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分隔，只有一个或两个人会被拣选作灵性升进。在这里，问题不是灵性升进
，而是你内在合群集体的成长。这就是你怎样成为合群的人，享受集体，致力于集体，与集体一起生活。这类人发展了一种新力
量，这种力量是他们非常精微，能渗透任何分子、原子或人类，渗入任何地方。这种渗透力只能在他们拥有合群的气质才会出现
。不合群，你不能到达今天霎哈嘉瑜伽需要的高度。
你也知道，到处都是问题，问题，你感到世界就像在下沉，特别是我到非州，我感到：“噢，天啊！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地狱。”就是
个地狱。因为他们没有正法，不相信正法，却热爱非正法(adharma)，这种风气在四处流动，在全世界流动，你对美国的非正法生
活方式作出反应，人们认为这是完全没错，不管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不相信，亦不相信有裁决。他们看不到他们的人生，他们
的家庭，他们的社会，整个国家的根基在被摧毁。我感到，这是充满丑陋的非正法品质，我们甚至不能想象这些想法怎会进他们
的脑袋。而这些想法，我不用告诉你，你也知道很清楚。若你要拯救你的孩子，就要是理想的导师。若你只谈霎哈嘉瑜伽，假设
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在你内在这些力量还未唤醒前就想宣扬霎哈嘉瑜伽，就必定会失败告终。因此，我们要看自己怎样发展这
些内在的力量。
我感到颇尴尬要告诉你对待导师要有怎样的言行，我想人们已经告诉你。但很自然，很自发的，一旦你有自觉而又在自觉中成长
，你自然发展了谦卑的态度，也发展了一种透过它而取得你的导师很多品质的态度。现在，例如导师在某一个高度，若你想在同
一高度再升进，你是没法做到。你必须坐在远低于你的导师的位置。有些人过分利用我良好的品格，我要说，很多人已经向我指
出：“你要纠正这些人，他们以同等地位身分与你交谈。”我说：“他们会受到教训，他们会受教训。”有时，他们并没有受到教训，
因此他们仍以同样的态度与我说话，态度就如与你的朋友，或与同等地位的人说话。
首先是完全的谦卑，你要是谦卑的人，极之谦卑。现在，你查查看，当你与人谈话，你是否谦卑？当你与人谈话，你是否谦卑？
当你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你是否谦卑？对每个认为自己是导师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谦虚是最先要有的品质，或我要说，这是
你要跳进的海洋。有些人认为：“母亲，若你谦卑，有些人会占你便宜。”没有人会占你便宜，因为你要记着，你每时每刻都受到保
护，受生命能量(Param Chaitanya)照顾，我知道你知道这种情况，但你们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我们内在有生命能量？若你真的相信
有生命能量，就不会害怕，不会担忧，也不会有各种荒谬的想法。若你认为自己不受保护，“什么会发生？事情怎样发生？”那么生
命能量就会留下你独自一人，你要看到整出戏剧，生命能量怎样成就事情，它怎样成就事情，你要有怎样的言行。若你不在正常
状态而又过分炫耀，什么会发生？你会为此得到报应，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生命能量会教训你，令你会记着，你必须与你看来
有点不同。不管如何，你要知道自己为何来霎哈嘉瑜伽，从根基开始，我们来霎哈嘉瑜伽是想知道绝对的真理，透过生命能量，
你已经知道绝对的真理，你要不惜一切的去追寻绝对的真理，要跟随你的生命能量行事。
很不幸，我曾经见过，很多人以为他们的生命能量妥当，他们也妥当，不管他们接收什么生命能量，都是一流的。要纠正这个想
法是很困难的。这种想法是来自自我。当你有自我，永远都找不到自己的错处。即使生命能量告诉你一些事，可能是某人告诉你
一些事，因为你不在状态，但你的自我却在状态。你的自我在纵容你，教导你一些你本应能清楚看到的事情：“我在做一些错事，
我不应这样做。”
在这改正和改善的过程中，当你沉醉其中，你应看到：“你是否变得更精微，或变得更粗糙？”这是最佳评价事物的方法。现在，我

看到人们不停的评价细微锁碎事情的生命能量，这棵树或这朵花或这片土地的生命能量是否妥当，你想看看各种物质的生命能量
。你为何要看它们的生命能量？你要看到生命能量是因为想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你认为若你检查生命能量，而能量又妥当，你就
颇安全，就不会有损失，不是真的。因为生命能量不是用来评价测试这些世俗的事物，这样做绝对贬低生命能量，你不应贬低生
命能量，因为它能向你建议某些或许对你的成长很有害的事物。
有一次，我想某人到某处地方，他因此说：“母亲，我不想去。”我问：“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生命能量很差。”我说：“这就是为何
我要你去，若生命能量是好的，你去又有何用？我就是这个原因要你去，因为你能帮上忙。但在此之前，你却评价自己，评价你
的生命能量，不想去。”
因此，什么发生，我们想有舒适的生活，霎哈嘉瑜伽必须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不然我们就认为霎哈嘉瑜伽是毫无用处。不管我
们有什么欲望，都必须得到满足。我们现在的欲望大多是个人的：“我的孩子不好，我的孩子要妥当；我的丈夫言行不当，我的丈
夫要妥当。”又或“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我要有自己的房子。”看看我们在想什么，就如他们称作，仍然想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我们
每时每刻都在想：“我要有个儿子，而不是女儿。”当你有了儿子，却责怪霎哈嘉瑜伽。你任何的欲望实现不了，就认为是霎哈嘉瑜
伽伤害你，因为霎哈嘉瑜伽你才会受苦，对霎哈嘉瑜伽的那份信心有点动移，或你可以说，信心不怎样深。若你深深嵌入霎哈嘉
瑜伽，会是怎么样？“不管什么发生，我也会是霎哈嘉瑜伽士。”
就如有人去世，通常在霎哈嘉瑜伽，很难有人会死，我必须告诉你，即使他们想死，也死不掉。是生命能量为你作决定。但若你
担起像这样的位置，你要知道这个愿望未必能满足。若你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你就感到困扰，想：“什么出错？”你的愿望不
是大能的神的愿望，而生命能量却是大能的神的愿望。
以我到美国为例，就以此为例，美国人攻击我，负面能量找我麻烦，那些日子我在受苦，所谓的受苦，我有痛楚，出各种事情，
我必须要到美国，因为美国的霎哈嘉瑜伽士会知道，为这些愚蠢笨拙的美国人的升进，有人要付出多少代价。他们是何等愚蠢，
何等笨拙，受欺骗他们钱财的人所迷惑。很多人来找我，告诉我：“母亲，若你开始这样那样说，我可以为此付三百元，你会有成
千上万的信徒。”我说：“他们不会是我的信徒，若他们为钱而来，以为我收了他们的钱，必定是物有所值，那是说他们是绝对愚笨
。”霎哈嘉瑜伽，你不能用钱买到，这是他们不明白的第一个原则，大部分人都不明白！大部分人不明白得到自觉是不用付钱的。
在新泽西州，有些富有的古吉拉特人问霎哈嘉瑜伽士：“怎么可能这样容易得到？这是不可能，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每一本经典
(shastras)，每一个人都曾说，很难有自觉，好吧！若是这样，为何你能那么容易的给人自觉？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回答。
你应该这样回答：“对，这是很困难，非常困难，你不能大规模的给人自觉，这是事实。但若有人做到，你就要想想，为何他能做
到？”
就是有这种愚蠢的问题，若他们仍然继续问，你真的要谦虚的告诉他们：“先生，也要那个人值得给他自觉。”因此，他们只会追逐
在他们身上赚钱，愚弄他们的人，他们吹嘘的说：“我们有三个导师。”有人说：“我们有七个导师。”我很诧异，他们要有怎样的条
件。那些极之愚蠢的人，梵文叫作MURLE，无脑的人不能得到自觉，放弃他们吧！若他们与你争辩，你只好放弃他们。他们没权
与你争辩，只有得到自觉的权利，没权与你争辩，亦没权问你一些愚蠢笨拙的问题。你要时常紧记，要谦逊，要保持尊严，因为
你是导师。一旦你知道自己是导师，那么你时刻都不会有小丑的言行，你的行为会让你显得尊贵。同时，你会有和蔼可亲的面容
和个性，不会令人讨厌，你的个性会显示你有些特别之处。
现在，你怎样发展这种个性？西方最大的问题是自我，而东方最大的问题则是超我。这个自我，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在生命的
各个轨迹范畴，他们都在显示他们是何等自大。 例如，我到美国，我很惊讶它有种族问题，黑人和白人受不同的对待。我是说肤
色是神赐予的，一些人黑皮肤，一些人白皮肤，若每个人看来都一个模样，就会像军团，必须有多样性，脸孔有点改变，表情也
要有改变。有人要有更好或不同的表情，不然你会感到这个世界很闷，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只是一样。这里却有很多种族主义，
我很惊讶这种想法怎会进入人类的思维。
所以作为导师，你要对种族主义完全厌恶，绝对厌恶。任何白皮肤的男女可能是很残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也可能是残酷
的母亲；黑皮肤的人可能很仁慈，很慷慨，这是与肤色无关，一个人的个性品性与肤色无关。因为黑皮肤的人被人不善待得很久
，所以他们作出反应，很自然他们作出反应，有时会以很残忍的态度来作出反应。这种注意力，这种…你可以说对人类错误的态
度，即使是对动物，也是不能忍受的。以这种态度看待人类，你完全不值得拥有霎哈嘉瑜伽。你们任何人，若仍有某人是黑人或
某人是白人这种想法，都不能在霎哈嘉瑜伽成为导师。

印度有种姓制度，同样是既差劲又可怕，完全不合理，毫无理据根基。但在印度，有些人相信一些阶级是较高，亦有些人相信有
些阶级是较低。每个种姓阶级的人都可以做一些最差劲的事情，对他们这是没有界线。低阶级的人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印度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苏菲派都是来自最低的种姓阶层。这些种姓阶级是人为的。你知道人造的衣服不适合我们，所有人为的
想法都不会适合我们，它带我们进入…我不会知道怎样辨别

—

我要说带我们进入完全的毁灭，因为仇恨招致仇恨，恨不停的增长。若你不能摆脱恨，我要说，你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这些全是制约，你出生在白人家庭，所以你是白皮肤；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以你是基督徒；你出生在犹太人家庭，所以你是
犹太人。全只是因为你的出生，并不表示你是较高或较低？今天世界的所有问题，若你看看，全是因为人类依恋着优越主义这些
荒谬的想法。只有透过合群集体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变。例如，我要说在集体静室，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同样的权利，同
样的理解、爱和情感。若没有这些品质存在，称它为集体静室是没用的。
有一次，他们问我：“母亲，你会否来哈林(美国纽约黑人区)作一次演讲？”我问：“为什么？” 有些霎哈嘉瑜伽士说：“哈林？母亲，
你知道什么是哈林？”我说：“我知道，也不坏。”他们说：“你知道黑人在哪里…。”我说：“我也是黑的。”你可以称我为黑人也可以
称我为白人，但爱心，你要明白，爱能洁净所有我们对别人荒谬的想法。卷标任何人为黑人和白人显示你没有眼睛去看，任何有
深度，有爱心的人都不会看这些表面虚假的事物，就是看不到！
今天我们在庆祝导师的伟大。现在，看看所有导师，他们是怎么样，有怎样的言行。印度有很多导师，很多苏菲派，其他国家也
有很多。苏菲派或圣人从不相信种姓制度，从不相信这种黑和白；基督，祂从不相信黑和白；佛陀亦从不相信黑和白，没有人相
信任何人为的想法。
即使在有自觉后，我们仍接受这些人为的想法，我时刻都要带着这些想法。现在，透过说话，我们不能摆脱它，但透过行动，却
能摆脱它。只看看我们怎样在内在解决愚蠢的想法，怎样摆脱它们。很简单，在入静中，你要坐下，看看你爱多少人，为何爱他
们，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爱，你有多关心人。我见过一些很漂亮的例子，但我仍要说，有些固定的想法要完全扫除逐走，这
对霎哈嘉瑜伽每一个导师都是很重要的。意思是他要有颗洁净的、开放的、充满爱的心，他的心要演奏生命能量的乐章。若他的
心充满人为的想法，我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即使他们移植了心脏，也不能用人造心脏，必须用真的，自然的心脏。所以你试想
像，一旦你接受这些古怪的想法，只会引致分裂，永远不能令你合群集体。所以要内省，我们是否一体？是否互相猜忌？现在，
已经有太多猜忌判断，一切都只会在你们一起生活时才能看到，不然，你又怎样知道？当你们住在一起，你会发现，发现自己有
什么缺失，什么没有，什么必须要有。充满爱的心是那么平和，因为这颗心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赐予喜乐，赐予很多喜乐。
有个关于罗摩的故事，祂吃bers，一种水果，是一个年长的女士以爱心先尝过才给祂吃，这显示什么？显示︰像罗摩这位世袭承
继最高位的国王，而这位老女士却是来自最低的种姓阶层，她以爱心给祂这些水果，当祂吃过水果，就开始赞美它。祂的妻子说
：“给我一点！”

祂说：“好吧。”但祂的弟弟仍有疑虑，我想，在霎哈嘉瑜伽，所以他不喜欢，还生气了。接着她吃过水果说：“弟

弟，我必须说，这水果很棒！” 他说：“好吧，给我一些。”她说：“为何我要给你？你先很生气，为何我要把这些水果给你吃？”
这个故事显示，作为导师，判断你个性的高低是凭借你洁净的心，充满爱的心，你最高，最了不起的个性。就个性而言，不是某
些虚假内在的建构，不是人为虚假的，是自然流露，绝对的自然。不管你做什么，都必须要自然。所以这种人为做作的说话，或
某种一起生活的方式，只会制造问题。例如，在美国纽约，我们有集体静室，有个很严格的女士，她要求一切都是完美的，汤匙
要放在这里，义子要放在那里，她伤了很多人的心。这不重要，这些文化传统，你们怎样称呼它，在霎哈嘉瑜伽，禁忌戒律不重
要，因为现在你已经成为导师。导师能留在任何地方，住在任何地方，吃任何食物，任何时间吃，就是要这样。我也在霎哈嘉瑜
伽见过，一旦食物送上来，很多人已经急不及待的要吃。
有一天，我在场，有人送上食物，他们开始拿走碟子。我说：“什么事，我要吃。”“噢！母亲，你还未吃？”“还未，我甚至未触及食
物。”
所以你看，这类事情，首先这是很低层次，我要说，欲望，是饥饿。现在，导师不介意，不管你给他什么，没问题，他想要的你
没有给他，也没问题！即使你不给他也可以。你们要透过发展这种品质来杀掉自我。人们因你为他送上食物比别人迟而感到受伤
，在霎哈嘉瑜伽，我看到各种有趣可笑的事情。相反，这是最低层次，我要说，欲望。若你想成为导师，最好不要太迎合这个欲
望。

当然，很多问题已经解决。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他们没有吸食毒品，没有酗酒，没有这类事情，你要明白，这是何等的福佑。
因为若我要从这个层次开始，我不知道要深入多少，要从多深把你拉出来。当然这是件大事，是件颇美好的事情，要从中创造美
好的人生，吸引每个人注意 — 你怎样说话，怎样的言行，怎样去爱。所以，我们要再次说，Guru Pada(导师的莲足)只能透过你
拥有的爱才会来临。就如他们要…就说十个人，来演一出戏剧，他们只能从一个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群组拣选演员，这就没有乐
趣可言。例如他们想有一个乐团，来自特定的种姓阶层或是来自某一个宗教，你也可以说，来自同一所学校或是什么。这显示你
仍然不在状态。作为导师，你应喜欢各种文化，各种漂亮，必须把这些带进你日常生活。你不应因为肤色、种族、地位、阶级意
识而看低人。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导师圣人的生活中显示。Tukarama(印度圣人)说：“噢！天啊！感谢神让我成为Shidhul种姓阶层
。”他不是这个阶层，却这样说。你们全部人，每时每刻都不要在意自己的出生，自己的个性或自己怎样开始，我们甚至不应能分
辨谁是圣人谁不是，即使人们以自己是圣人为荣。
我很惊讶在美国，到美国的俄国人是很不同品质的人，他们不会对我抬起眼睛，不会抬起眼睛但却很深，很深，生命能量却很深
。原因是，我认为，他们受共产主义压制，或许是这个原因，现在他们来到美国，看到所谓的自由，看到人们在做着怎样荒谬的
事情，他们知道这两个极端，我想他们已经很深入自己的存在体，而他们之间有这种力量，这种团结。我很惊讶我之前从未遇过
他们，他们没有从俄国来，他们来了，他们就在这里。什么令他们能保持这种状态，他们脑海里没有宗教，他们没有宗教，对他
们而言，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追随任何宗教。
所以，导师不能属于任何宗教，因为一切宗教都是人为的，他们在全世界制造了很多问题，互相杀戮，他们又怎会神圣？因此，
你不应牵涉入任何宗教的偏见。我曾经见过有霎哈嘉瑜伽士，说他是基督徒，偏见会显示他是基督徒，你能分辨出来；若他是犹
大人，你能分辨出来。那么来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用呢？若他们的注意力能在内，他们会发现。你要剖析自己，看看自己那里出错
，为何你作为导师不那么成功。
成功的导师是︰他不在意时间，每一刻都是神圣的时刻；对他而言，不管谁迟到谁早到，他都不介意，他不是手表和时间的奴隶
，这些也是人为的。我想三百年前是没有时钟，没有人对时间那么关注。因此，首先，他要超越时间，他们称这为kalatit；接着他
也要是gunatit，即他不属于左亦不属于右也不属于中央，他超越这三种状态，超越gunas，他站在上天的光下看万物，万事万物
。若有好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会说：“是上天的光做的。”若有坏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会说：“上天的光想这样做。”他把一切都交托
给上天的光，他是超越状态(gunas)。
就如有人是偏右脉，自我中心，他会说：“怎么样？我想要这个，这不能成事，怎样…。”他会挑战。另一个人开始哭，偏左脉的人
：“很抱歉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应发生。”就这样。中脉的人也一样，他或许会想：“我的生命能量能去多远，为何我不知道
？”就这样。真正的导师，他像看戏的看这些事情，就如戏剧里的旁观者。“它发生了，它要发生，所以它发生了。”
所以，我们从中有什么收获？你看我们有一点收获︰受到这是不妥当或这是错的教训，就这样。在这一刻，我们不要不停的弄昏
头脑，我们就只会这样，他却不关心一切。所以他超越他的gunas(状态)，他活在超越的状态。他能在任何地方进食，能睡在任何
地方，他不介意住在哪里，不介意坐车或坐牛车，若你给他的花环只有很少的花朵，他也不会感到不受尊重，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他毫不介意，因为没什么能增加他的品格，就是没什么！你给他们一些简单的物品，没问题；即使你什么也不给他，也没问题
。他不是透过你的双眼评价自己，而是透过自己双眼来评价自己，他自得其乐，为何要对任何事物在意？为何要渴求什么？事情
自会在它应当的时序成就，若不能成事，就是不能，有什么关系？试想想。
在霎哈嘉瑜伽，导师要是一种约束的力量。我曾经见过两种人，他们不停的破坏关系，他们这样做是很容易的，他们不停投诉。
但有些人却有能力以甜美的态度维系人，令人很亲密的连在一起，他们不是要寛怒人，而是自动的做到，就像人们不停的加入这
个人。我很惊讶美国有很少，很少霎哈嘉瑜伽士。他们说：“我们花了五万元才有五十个霎哈嘉瑜伽士来。”在美国，花一千元才有
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来！所以情况很不妙，但仍然，我们仍要对他们抱有希望，因为美国有很多求道者，他们在求道中迷失在荒野
中。我想这或许是个循环，他们必须经历这个愚蠢的循环，那么他们才能肯定的看到重点，这是已经发生了。我的讲座有约四千
人来，这个数量是在这个国家从未发生过的。他们说：“没有人能吸引这么多听众。”但仍然不算太多人，但他们都得到自觉。
所以我想，渐渐地，即使在美国，它也许会开始增长。霎哈嘉瑜伽士必须不谨只担忧他们的房子，他们住在哪里，只担忧这些事
情，而是要全力以赴。我要说有能力的霎哈嘉瑜伽士要去美国，去成就这外在的工作。或许有些外人来谈霎哈嘉瑜伽，他们或许
会留有印象。有太多假导师，你数算不了，而他们却接受他们，这是很令人惊讶的。虽然他们在受苦，失掉钱，失掉一切，却仍
然接受他们，“不管如何，他是我的导师。”基本上他们的脑袋出点问题，他们不明白要期望些什么。

我写过一本书，或许能给他们看，不管如何，你可以写下你的经历，再出版，或许这样能打开他们双眼。在写点什么的时候，你
要记着，你要展示霎哈嘉瑜伽的品质，你是怎么样。为此你不要令他们感到受人看低，不要说伤害他们的说话，但要以纠正他们
，帮助他们的态度来说。
对导师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不要对自己有错误的想法，他或许来自贫穷的家庭，或来自富有的家庭，不管如何，他不应注意这些
背景。因为，一旦你变成…看，看看伽比尔(Kabira印度圣人)，他只是个织布工，看看Tridas，他只是个…你怎样称呼他？造鞋匠
。看，在印度，这是很低的种姓阶层。他曾写过漂亮的诗歌，接着是Namadeva，他是裁缝，只想想这些人。所有这些人都写过
很漂亮的诗歌。他们怎能有这样的成就？因为，他们都已进入灵性的伟大领域。
我知道，你们也写下一些很好的诗歌。但有些写下好诗歌的人却是很固执，很自大，我就是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一方面你写下漂
亮的诗歌，另一方面你却充满自我。这种诗歌从何而来，天晓得！首先是你自己，你的品格应是会令人说：“我们遇到真正的导师
。”为此，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用放弃家庭，放弃什么。但自我，若你仍有自我，我不知道该怎样说，你必须完全的，集体的抛
掉自我，要赶走自我，集体地。这是…人们秘密地自我取向，但有时自我会显现，人们染上这种精微荒谬的疾病，他们只是沉溺
其中。
在今天的导师崇拜，我要说我们要很辛勤很辛勤的工作，最重要是你奉献了你多少生命，多少时间给霎哈嘉瑜伽，那么，只有你
才能到达导师的状态。看看我，我是家庭主妇，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家庭的问题，尽管如此，我每时每刻都想着霎哈嘉瑜伽士
，霎哈嘉瑜伽，这些都是解放整个世界的人类，不谨是解放这里那里的人类，而是全世界。因此，这是你更广阔的愿景，不谨只
是你的学校、学院、或大学，你的或他的，而是要有很广阔的愿景。这个愿景，你要透过在不同环境工作，面对不同的问题而发
展出来。一旦你发展了这种品格，你会很惊讶自己怎能帮助那么多人。我知道这里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值得赞扬，我真的很爱他
们，他们也很爱我。我们要常常看到，因你要成为导师，你要小心不要认为自己是导师，永远不要以为你已是导师，一旦你这样
想，自我先生，这个导师，就会出现。
一旦你决定：“我微不足道，我微不足道，我只是母亲心里的小涟漪。”若你有这种谦虚的感觉，你的所有问题就能解决，事情就能
成就。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行为都会令人留下印象，不管你尝试什么，只有你才能令霎哈嘉瑜伽再进一步。
有那么多话要说怎样成为好的导师，但我想留些话下一次导师崇拜才说。很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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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卡贝拉

今天是Navratri的第6天。已经有很多为各种不同目的的女神化身。当伟大的圣人们自己内省时，他们礼拜母亲（the
mother），他们发现祂为我们所做的事。前些日子，我告诉你们，正法（the Dharma）是人类与生俱来最根本的本质，共有10个
，已经建立在我们的内在。但是我们偏离、背弃了正法，所有的问题因而产生。因为脱离正法，不是人类的一个特质。女神本身
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早已存在我们的内在；虽然，我们没有知觉到祂。例如，「Ya Devi sarva bhuteshu，」即所有那些祢
已创造的，指的是大部份在人类里的创造。祢化为什么呢？祢以什么存在于人类的里面？现在，只要反省，「自己内在有没有这
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是女神赐给你的，你内在的女神（Shakti）。像，「Ya Devi sarva bhuteshu Shanti rupena Samstithan
，」这是非常重要的，即祢以平静存在于人类的内在。你有找到过那些内在及外在都平静的人类吗？非常困难。但女神已经把祂
赐给你，女神已经赐给你平静了，那是你必须去达到的。 现在，所有的问题出现，是因为你的人类正法已经堕落；因此，这个女
神已经赐给你的平静，你必须透过你的升进、透过灵量觉醒（Kundalini awakening）来达到。你很激动，好吧；或者你想报复，
你想伤害其他人，你想找别人麻烦；有时候，你是享受这么做的。甚至身为霎哈嘉瑜伽士，人们还是享受伤害他人，找别人麻烦
。所以，第二个女神说的是「Ya Devi Sarvabhuteshu Vritti rupena samsthitah.」。Vritti，是爱的特质。人类已经被赋予爱的特质
，但祂不见了，因为人类有的第一个荒谬事是嫉妒。现在，假设我给某人某样礼物，给另一个人另一样。即使在霎哈嘉瑜伽里，
他们感到嫉妒；非常令人惊讶！你怎么会呢？当女神已经给了你爱的特质之后？关于这点，非常、非常常见的胡扯是，「人类是
非常善妒的。」但身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不应该嫉妒，因为那个女神已经赐给你的特质是爱，这个特质应该彰显出来。但相反的
，你却非常嫉妒，这意思是，你还不是一个受Shri

Mataji祝福的霎哈嘉瑜伽士。不，如果你是受到祝福的，那么你无论如何都不

会嫉妒。这个嫉妒，有时会走到这种程度；例如，我们来自卡贝拉（Cabella），而你来自Albela，结束。这二个地方如此的近，
就像二个鼻孔在一起；但这样也会有嫉妒，嫉妒「为什么母亲不来我的国家，如果祢可以去到那个国家？」 所以，嫉妒会产生也
来自于无知：「这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是你的，」嫉妒开始于这种可笑的态度，同时我们也不明白，女神已经给了我们爱的
力量、极大的爱的力量。不吉祥的力量，无法成为我们的，而是爱某人的吉祥正法力量，意思是没有任何的欲望及贪婪，没有任
何嫉妒。但人类的心思自行发展得如此的狡猾，它是自豪的，它可以嫉妒人。出于忌妒，贪婪便跟着来，如同我告诉过你的。这
是事实，因为你感到嫉妒，所以你想买相同的东西；那你必须跟其他人竞争。如果某人得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工作，那么，你必须
竞争。这些事情全都是毁灭性的，但女神的力量是建设性的，祂给你的所有力量，都是绝对建设性的。圣人们曾经说过，「Ya
Devi Sarvabhuteshu Shama rupena samsthitah.」Shama，是你所说的原谅，打从心里原谅。好吧，某人曾经残酷的对待你，对
你很恶劣，剥削你，找你麻烦；但是你拥有力量、极大的力量去原谅，我们有使用这个力量去原谅吗？再来，为了让你放松，女
神做了什么？祂赐给你睡眠，「Ya Devi Sarvabhuteshu Nidra rupena samsthitah.」当你累了，却睡不着，祂使你睡觉，祂让你
放松。所以，祂是放松的力量，因为祂透过副交感神经系统运作。交感神经系统能刺激你，能抑制你。但副交感神经系统使你放
松，缓和你的心脏，让你的身体休息，你感到全然地放松，如同睡在自己母亲的膝上。有很多人无法入睡，因为他们老想着他们
必须完成的事情。如果你无法入睡，那么你有些错误。当你无法入睡，我也不能入睡。不论集体地发生什么事，同时也作用在我
身上。你犯的任何错，也作用在我身上；特别是集体地。你无法入睡，因为你正想着没有价值的事情。若要克服的话，在霎哈嘉
瑜伽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thoughtless awareness）。但是当你的自我（ego）正在运作中….【这个小
孩非常的干扰。我看他不时的跑来跑去。最好警告他。他是谁的儿子？】你看，在印度，你会发现小孩绝对的保持安静，为什么
呢？因为，做母亲的，担起训练小孩的责任。你参加过许多的讲座，可曾看过任何小孩跑来跑去的？昨天，他们也全都在这里跑
跳。原因是：做母亲的，没有担起身为母亲的责任，去注意小孩是否恰当的带大。不论什么，只要对你、对你的社会及已出生的
新生代来说是好的事，即使你已经这么大了，我还是必须告诉你们。在这个新世代，如果你仍然没有恰当的、用一般正常的方式
举止，那你如何令其他人印象深刻？所以，母亲必须告诉你。

母亲放在你里面最有趣的特质是，「Ya

Devi

Sarvabhuteshu

Bhranti rupena samsthitah.」祂把你放入幻相里。因为，有时候，孩子们是无法了解的，除非他们面对幻相。他们不得不面对幻
相。母亲允许的，允许你出错「到一个点」，此时你发现你迷失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祂会演戏，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大幻相
（Mahamaya摩诃摩耶）的部份，在每个宗教都讨论到这点，即我们会迷失在幻相里。现在，我们有那些幻相呢？我们有自我（e
go）的幻相，男人的自我（ego）是他们好像都非常有力量，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不会因此受罚。至于女人，她们也
以相同的心态举止。大家不了解，这是母亲给我们的幻相，好让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错误里。因为，如果你告诉某人，「这是错的
，你不要做了，」可是，他们还不够成熟，他们继续做错误的事。所以，母亲说，「继续，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事，」你
想跳进海里，「跳啊。」当你明白了自己是在幻相里，那么你才会走回来。否则，没遇到任何问题，你不会走回来。你们许多人
是如此的固执、如此的自我意识，不论人们告诉你什么，你都不听。在思想层面，不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尝试使你相信，你都不信
；所以，bhranti（幻相）是超越心智的，祂是超越心智的。对顽强的人而言，有时候，祂运作的非常好。现在，当你是在母亲的
位置，理所当然地，你不想要你的小孩变坏。母亲感到有责任，而且祂想，现在孩子们已经跟神取得连结，这个连结不该打断，

孩子们应该永远受到祝福而且快乐。所有这些特质都在我们内在，从我们幼年期就已建立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点
的，慢慢的，我们开始失去祂；也许制约是这样的，也许自我是这样的，也可能他们忘了自己是已自觉的灵。我正在跟你说话，
跟「已自觉的灵」说话；我不是在跟已经迷失了的人，或才刚往霎哈嘉瑜伽而来的人说话。你是用非常和譪、用爱、用眷顾、及
用仁慈来养育及教导的，如果你不明白这点，那么，你走入幻相（bhranti）里。例如，还有「Ya

Devi

Sarvabhuteshu

lajja

rupena samsthitah.」Lajja，我不知道如何描述，祂不是羞怯，祂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羞耻心。现在，人们举办选美活动，在印度
也是，他们举办选美活动……【为什么你在写字？在写什么？不需要记下来，将来会有影带，好吗？】Lajja rupena samsthitah意
思是，对自己的身体要有羞耻心，特别是女人。还是小孩子时，你看到，女人是非常害羞的；看看小女孩，她们是非常害羞的。
渐渐的，害羞不见了。但在刚开始时，她们甚至对我感到害羞。她们来到我面前，会低着头，甚至不会说Namaste（“敬礼”之意，
见面双手合十），非常甜美。而且她们不喜欢人们穿可笑的衣服，我记得我的孙女，有一次她看见一本杂志，上面有位穿泳装的
女士。她说，「你在做什么？最好穿上你的衣服；不然，我奶奶来了，会重重打你。」她对杂志上的那位女士这样说。后来，她
打开杂志，看见一位男士穿着一件小短裤----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接着，她说，「这个人似乎是绝对无耻的人。现在，他
将要倒大楣了，」然后，她合上杂志，告诉女仆，「烧了这个，烧掉这本杂志，我不想看了。」这样的小女孩，她知道这样是错
的。但现今，我们却开始卖弄我们的身体；有时侯，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师会死亡或破产，因为如今人们穿着这么少的布料。没有
空间让艺术家展现他的工作或展示他的艺术，让他好好的为你打扮。在日本，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是好久以前了，现在
日本就像美国，但在那时候----我问，「为什么你们穿这些衣服，这和服（kimonos）缝制得如此好，非常昂贵，而且需要花费时
间去穿着？」他们说，「您看，如果神创造出如此美丽的身体，那是神的艺术；而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艺术去装饰它，我们所做的
是用我们的艺术去装点它。」我真的喜欢它。因为在印度，也是这样的，如果有位女士必须穿一件纱丽，纱丽被制造得非常精巧
、非常美丽，只为了点缀她的身体，只为了尊敬身体。但这点似乎已经不见了，受了美国的影响，我应该说。他们是没头脑的人
，绝对的愚笨，从他们身上没什么好学的。只有200年历史的人，我们却开始以他们的方式举止行为，我们甚至没看见他们的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生命目标是什么？每一个假导师都剥削他们，因为
他们没头脑；如果他们有头脑，就绝不会接受假导师。他们有脑筋去使用计算机，或操作电视、机械等；但就他们自己的身体而
言，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 在印度，人们举办选美比赛，许多明理人反对它，因为它像在出售你的身体赚钱。选美跟卖淫，这二
者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出售你的身体而赚钱，那么，那就是卖淫。你不应该出售你的身体，那不是女神为你做的。你应该装扮合
宜，有各种不同的场合存在，你必须依那些场合穿着。前些天，我送一件非常好的纱丽----我们称它为「…...」----给一位女士，当
做礼物。我们有个新书的发表会，这位女士也在场。我说，「为什么你没穿你的『…...』？」她说，「什么！这又不是婚礼，这
场合我怎么能穿『…...』，必须是婚礼才行。它非常的漂亮，在婚礼上我会穿。」有各式各样的节庆场合及地点，例如，在印度
，丈夫和妻子去庙里，或去礼拜神像，或做任何事；那么他们会穿上一切必要的，毕竟是去面对女神。想象一下，人们为这个节
庆来到这里，却穿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它，像黄麻、黄麻布----像个嬉皮，我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会消失在稀薄的空气里，
我告诉你。所以，我们必须尊敬身体，这是祂说的第一个，「Lajja rupena samsthitah（对自己的身体有羞耻心）。」你可能会说
，「有些人在河里洗澡，还有这个、那个….，」找理由辩解；但是，你是圣人，你是已自觉的灵，你不必去看那些还没得到自觉
的、以及行为不端的人，你必须做圣人应该做的事。 女神已经给了你这么多的特质。另一个是「Shuddha rupena samsthitah，
」祂是给我们饥饿的那一位，我们必须吃东西。现今，有个要变瘦的潮流，或随你怎么称呼。你知道已经有许多的疾病，像：厌
食、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因为女人想吃少一点。你可以改变你吃的东西。但是只照顾自己的身体（身材），并不是生命的目标
。身体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你的灵性。祂是给你灵量（kundalini）的那位，祂是给你一个方法让你得以升进的那位。
但是人们却老在担心自己的身体（身材），这是我无法了解的事；尤其是女人，她们是力量（shakti）。另一点是，人们跟随流行
。流行是疯狂的。当我年轻时，我习惯穿的上衣，袖长只像这样（接近手肘）。但是，在印度，也开始有了流行潮流，他们曾经
加长袖子的长度；再来，缩短袖子的长度；然后，有一些短到这里（无袖）。我想这是什么样的胡闹？为什么这样浪费钱？你有
个既定的设计，而且是传统流传下来的，你应该接受。为什么你要不断的照着潮流，加长跟缩短袖子的长度呢？「这是流行。」
谁创造这个流行？女神吗？女神创造的流行吗？谁创造这个流行的？是饥饿、贪心的人，他们愚弄你，而你却试图跟随潮流。 例
如，我告诉过你，你必须在你头上放些油，至少星期六，放充分的油；然后再洗头。但是，你不做；然后，你开始掉发。我能了
解，如果你没时间，你是很忙的人，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些需要照顾自己的事？你照料你的身体为了要瘦下来，你失去你的
头发、视力也变弱、牙齿也掉了，很快的，你变成一个丑老太婆。男人也一样。现今，男人也去美容院，有人告诉我的。钱太多
了，我想；再加上愚蠢。没有需要啊！如果你要过一个好的、健康的生活，你不得不运动及静坐。如果你有静坐，你变得平静；
以那个平静，你会惊讶于你拥有这么多的精力。如此多的精力被浪费在「想」上面，那你在想什么呢？如果你问某人，「你在想
什么呢？」回答说，「每件事。」但，想每件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想这么多？有什么需求，要去想？这是一个习惯、人类
的习惯，不断的想每件事。例如，此刻，有３张地毯，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在它上面，我只会看见这些地毯多么美，我只是享受，
享受艺术家的创作；就这样，没有评论，什么话也没有，只有自己内在的享受而已。但如果你问其他人，他会开始说，「哦，这
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不太明亮、这啊、那的。」那个艺术家的喜悦结束掉了，你无法得到那个喜悦，那个我们正在寻找的喜悦
。我们正在找寻的是喜悦，即使你已经获得制作它的方法，你也无法找到。因为「想」，是起反应、对每件事起反应，这使得生
命如此的悲惨，使「想」的这个人的，还有其他人的生命。我将给你举个例子，这整件事，我们会做这件事，只因为，会下非常

大的雨，而且有时侯，我们也有下雪的问题。因此，我想那是件体贴的事，去做一件体贴的事；而且做的非常好，我们做到了。
现在，在意大利有很会「想」的人、还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不会进步。我们3年前申请的，他们把我们的钱，锁在银行3年，想象
一下。第一次，他们说，「好，一切都很好，这很好。你可以拿到它；」它上面有这些所谓的意大利人的70个签名。然后，他们
顺道来访，并且说----同一批人哦！----「不，不，不，你必须把它改成铜制的，」我说，「为什么？」回答说，「因为铜有美感、
非常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吗？愚蠢的人，铜看起来会跟它们看起来一样；一个月以后，它们就会有同样的颜色。这就是美学的
观念。现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我们不要你的土地，你自己留着，把钱还给我们。」像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有个委员会，有Rejuvne, bejvne, sejuvne。我们不得不历经所有的胡扯，因为他们全部都非常严肃的坐在椅子上，「
我们必须讨论、我们必须协商、我们必须问每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个。最后，结果是怎样？没有任何进步，没有平静。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需要一些私底下的交易，但他们又觉得不好意思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我还是不了解，当办事处原
先说，「好；」但再去一次，又说，「不好；」3年！我要说的是，「想太多，是自我（ego）的征兆。」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解决
方法、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他们绝对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因为他们只是讨论着、争辩着、想着，他们没有解决的办法。 现在，这
是重要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反省，向内的。反省是向内看。向内看，「为什么我在想？我在想什么？是什么需求，要想？」你
将成为Nirvichar（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不要允许你的心智愚弄你。这个心智就像只猴子，我告诉你，它真的像只猴子；当它开
始运作，它让你从这端跳到那端，从那端再跳到另一端。如果你得到某个所谓的结论，之后却又没有达成它，那么你就是最悲惨
的人。我曾看过人们瘦下来，却只想着一些荒谬的事。你可以看见这个「想」衍生出什么，在全世界的层面也是一样，去月球的
需求是什么呢？那么多人挨饿，快要死了！去火星的需求，又是什么？他们想从火星得到什么呢？因为人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首先他们来到印度、然后再去中国、再来去这里、之后再去那里。他们不能坐下来、安定下来。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安定下
来；尤其是男人。如果你搭火车旅行，即使火车停下来２分钟，男人也必须出去；妻子则开始担心。当火车要开动了，他们才会
跳上来。这是疯子，我想，就像……甚至，为什么说像一只猴子？因为甚至猴子，也不会那样做。他们就是无法保持不动的待在
一个地方。静坐时，你必须在一个地方坐下，而不是从这里跳到那里、那里跳到这里，那样会非常困难。女人有另外的问题，正
在煮饭时，她们会静坐；她们没有时间。她们有她们的朋友，她们必须去购物、买东西，用各式各样的垃圾填满房子；她们对任
何事都没时间。她们也非常大胆，她们想去做生意；她们想做这个，她们想做那个；静坐呢，她们没有时间！所以，安定下来是
非常重要的，把自己安定下来吧。有人告诉我，「母亲，如果我们安定下来，我们会变得非常胖，」好吧，没有关系，只要你安
定下来。各种不静坐的借口都有，「是的，我有静坐；但，母亲，您是知道的，在现代这是如此困难，我的生活里有很多危机，
我的生活里有很多难题。」但实际上，你会很讶异的，例如，每当我的家里或霎哈嘉瑜伽里有危机时，我立刻变成无思无虑（tho
ughtless），我自然而然的变成无思无虑；因为问题会被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a Chaitanaya）解决掉。 无所不在的生命
能量，会把问题解决掉，为什么我要想呢？忘掉它，让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看顾。如果你不依靠你的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那祂
不会帮忙，不会给你任何的解决之道，你只能不断的靠自己的脑筋转来转去，设法解决。这是你必须明确知道的，就是「你是连
结到无所不在、神圣的爱的力量，」这个爱，不是愚昧的，祂是会思考的爱、是真实的爱、是喜悦的爱；这一切都建立在你的内
在。现在，你已经得到自觉了，不进化自己，却跳入没有价值的事情里；这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迷失了。最近，某人告诉我，我
们损失了大约100名霎哈嘉瑜伽士，因为，他们开始跟随另一位霎哈嘉瑜伽士，他开始看见一些东西；所以，他们也想要看见。如
果你能看见一些什么，意思是你不在那里；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例如，我在山顶上；那么，我在那里（山里）；但如果我不
在那座山里，那么我能看到那座山。你越能看见某个东西，代表你是远离那个东西的，你听得懂这一点吗？所以，这个精微的、
这个Sukshmana状态就是，「在那里，你自己就是那个（where, you are yourself that），」那么，你如何能看见你自己？就是这
一点，霎哈嘉瑜伽士必须了解。任何人能……「母亲，哦，不，他能看见！他看见您周围的灵气（auras），他能看见这种事。」
那么，你是如何能看见的？因为你是那个，你就无法看见（那个）。所有这样的人，在刚开始霎哈嘉瑜伽时，有时侯是非常受欢
迎的，他们试图去控制你、愚弄你；紧接着，你就被丢出霎哈嘉瑜伽。这就是你所称的「审判时期（the judgement）」，有许多
筛子、无数的筛子，你必须通过这无数的筛子，此同时，你被这个或那个迷住，或你因这个或那个掉落，这一切事情存在着；一
步步的，你如何到达的？到达那个你的毁灭「确定的点」。因为你必须成为灵体（the

spirit），你不得不在灵性生活上成长，而

如果你的移动是向下的，那谁能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如我所告诉你的，是审判的时刻。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得不
小心，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法官。没有人会告诉你，你感染了这个、你感染了那个。你，你自己可以感觉到感染，你什么轮环
感染了。凭我一己之力，无论我尝试什么方法，吸取你所有的问题；做尽一切能做的事，保持你上升、上升再上升；但我觉得这
种帮助你的方式，无法使你变得多么强壮。因为你总是想，「终究母亲会吸取我的问题。」如果我收到100封信，其中99封来自
受苦于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的霎哈嘉瑜伽士；我很惊讶！在你里面，你已经拥有全部这些早已经觉醒了的特质，祂们在你里面，
你要使用这些特质。有人说，「那个人找我麻烦、妻子找我麻烦、丈夫找我麻烦；」就原谅吧！就原谅！你原谅的能力太差了。
此外，比圣人们记载的更多，你已经得到真理的力量；你比那些赞美女神的圣人们，知道更多的实相（the reality）。如果你能想
想现在你所处的层次，那你不会掉下来的、你不会向下掉那么多。唯一的问题是你必须知道，你的升进必须是灵性上的，而且这
些特质早已经非常恰当平衡的放在你里面，比正法还多；也许正法你有能力去放弃或是堕落，但这些力量在你内在，绝不会被摧
毁。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去美国，我遇到一位绅士；隔天他来，并且告诉我，「母亲，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我改变了。」
出了什么事？「我一直恨我的叔叔，从不想跟他说话，非常生他的气。但昨天，想象一下，昨天我遇到他。我走过去抱紧他、亲

他。然后，我说，『现在，我已经原谅你了，完全原谅你。现在，不要再想起、不要有罪恶感。』他开始像这样看着我。」所以
，因为灵量（kundalini）的觉醒，所有这些你拥有的美丽特质将彰显，然后，你那受灵体启发过的慷慨大方及美丽的本质，将向
这个世界证明「霎哈嘉瑜伽是真理。」昨天的美好戏剧，已经显现给我们看了。但这不该是你内在心智上的满足，「我已经得到
自觉了！我是这个，」不！不！不是心智上的，祂是一种状态。祂是一种状态，而要达到这种状态，你必须实在的静坐。找时间
静坐，每天晚上、每天早上。你越静坐，祂越好；没有任何借口或是需要去说服自己。每件事都不重要，「你的升进」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你真的想从这个斗争期（kali

yuga）中救出这个世界。我想今天，我已经对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内在早已安置的特质

；祂们在那儿，祂们不是正法，而是特质；祂们就在你内在。除非你把注意力转移到事情的对立面，不然全部这些特质早已经安
置在你内在了，祂们早已经在那儿了，而且没有什么能毁灭祂们，除了你、你本身以外。如果你已经毁坏祂们了，那没人能帮上
忙。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Puja begins) (Shri Ganesha’s mantra is recited three times. Children go to perform puja to Shri
Ganesha. Ganesha Atharva Sheersha is recited.) Yogi: Seven ladies from the hosting countries who have not previously done
puja to Shri Mataji, should come to do the puja. (Announcement is repeated in French) Could someone say that in Russian,
please. Other yogi: Page Hindi 84. Jago He Jagadambe. Yogi: Only ladies who have never done the puja before, please
(announcement is repeated in French and in German). (More bhajans: Vandana Karuya Matajila) Yogi: Hindi 87. (Bhajan: Shri
Jagadambe Ayi Re) (Vishwa Vandita follows. Then Aarti and Mahamantras.) Shri Mataji: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all. Guido: The ladies from the hosting countries may start to distribute the Prasad.

1997-1224, 平安夜讲话
View online.
平安夜讲话 1997年12月24日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 我希望你们圣诞都非常快乐并能有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新年。我自己非常惊讶，
这些来到学院的人能如此容易地学会这些难度很大的印度音乐。他们有些人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想想看，人们花费一生的时间
学习古典音乐，而这些人却如此快速地学会。我的意思是，他们说这是因为霎哈嘉瑜伽的缘故，但那必定真的是个奇迹，真的是
个奇迹。

甚至今天来这唱印度歌的印度音乐家们也让我吃惊，他们演唱的方式就像伟大的老师（Ustads)。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做到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达到那个水准的。因为我知道在我家里也有很多音乐，那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常常早上很早起床，每
天早晨练习三个小时，晚上练习三个小时；而我发现来自各个国家到这里的人们，并不了解印度音乐的一个字，却能那么容易就
学懂。可能——我真是不能解释——可能是他们的前世曾在印度，或者是他们都太有天赋了。我解释不了，如果这是因为霎哈嘉
瑜伽的缘故，我要说，霎哈嘉瑜伽真是一种从內在到外在都能创造奇迹的事。 我只见过外在的奇迹，但是现在这是內在的奇迹，
这些从没有唱过印度音乐，从没有听过印度音乐的人，在一两个月或三个月就学懂了。不可能啊！如果你告诉别人，他们不会相
信的！ 现在，今天的活动结束了，但是明天我会见到你们。明天12点我们做普祭，之后的晚上，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再有一个
活动。但是白天做普祭会比较好，尽管基督是夜里12点出生的，但是我是在白天中午12点出生的。 所以藉由祈祷和崇拜，你真的
明白在霎哈嘉瑜伽里，我们尊重所有的降世神祇、所有的先知，以及所有宗教的精髓；关于霎哈嘉瑜伽，这是件如此伟大的事，
而你们全都接受了这点甚至更伟大。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希望明天在普祭上见到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我希望明天晚上，或者
早上，来自西方的领袖们代表他们的国家来决定做什么普祭，所以你们其中的一些人如果能来，我会很感谢。明天，大概定在9点
？或者10点，谢谢。

1997-1225, 圣誕崇拜
View online.
圣誕崇拜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1997年12月25日 Translated from Hindi: Today,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Shri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s life was very short and He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India, in Kashmir. He went back just for last three
years and people fixed Him to a cross. It was somewhat destined. To open Agnya chakra He had to offer this sacrifice. So in this
way He set up Agnya chakra. Agnya chakra is very constricted small and not easily openable because a human being got
freedom that made him egoistic. This ego constricted his Agnya chakra. And from that constricted Agnya chakra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out ego And to take out ego you have to control your [MAAN]. But you do not take out your ego from your
[MAAN] As soon as you will try to take out your ego from your [MAAN] the [MAAN] will go on increasing and the ego will go on
increasing [ AHAAM KAROTI SAHA AHAMKAR ] We do ! It means that if we try to minimise our ego the ego will shoot up
because we will try to do so with the help of ego only. Those who think that to our ego will suppress will eat less food worldwide
violence one standing on one foot and some on their head Every type of experiment people do to destroy their ego But it does
not supress the ego. It shoots up. To fast, to do [JAP TAP] everything shoots up ego ! [Havana] also gives rise to ego ! Because
Agni is right sided. Whatever karmakand we do, rituals we perform gives rise to our ego. For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human
beings have been doing the same type of karmakand. Everything inside out whatever has been taught, is he doing. This is why
Sahajyoga is against karmakand. There is no need to do any karmakand. And to go to the extremes is all the more bad. As I said
that to take away your ego you, in Marathi is called [‘ JODE PATTI’] beat ‘it’ with shoes. So daily in the morning Sahajyogis move
out in a line with shoes in their hands. O.k ! but if you have ego, then only Every one is going out with a shoe in his hand. All this
karmakand penetrated into Sahajyoga too. So much so that from France a gentleman came from Vashi hospital and got this
karmakand from there. It is for sick people. If you have this trouble, then you do this karmakand The karmakand of cancer are
written in that. I said it is human being’s nature to do karmakand because he thinks that he can do it because of my karmakand,
work will be done and in this karmakand not only you in foreign country also many people go on doing karmakand of various
types. For example will go to church once a year. means today after that they don’t take even the name of God. after doing all
the dirty jobs of world and go to Catholic [ DHARAM ] and make confession If you can see this foolishness, then will be a
Sahajyogi.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is wrong act What we have done is wrong and now onwards this act is not to be done.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your brain will retain it Now Karmakandis have got all the more qualities. One thing is that they are
misers number one. If you talk to them about ten rupees they start jumping into the sky. That is called in Marathi, ‘KODI
CHUMBAK’ One thing is that in Marathi there are such words That your ego will dissolve easily. For example somebody talked
high of himself, i did this, i did that tell him in a low voice ‘You are climbing a chickpea tree’. A chickpea tree doesn’t exist ! [Shri
Mataji speaks in Marathi] So he cools down. I did this, i did that, i Till this ‘I’ ness doesn’t go till then our recognising Christ is
wrong. But it is surprising that what is called Christian Nations where there is chritianity more than them egoistic I have not seen
particularly English. American everybody is so much egoistic that can’t understand these desciples of Christ. Now what is the
remedy of this ego? that should be thought It’s remedy was Jesus Christ and He has taught that now love everybody love your
enemies too. It’s remedy He said was ‘Love’. and apart from ‘Love’ there is no remedy. But this ‘Love’ is the ‘Love’ of Param
Chaitanya. He said clearly,’Seek yourself’. knock the door and the door will open !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go and knock the
door. It means open the doors of your heart. A peson whose heart is small those who are misers that person can never be a
Sahajyogi. And another thing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get angry it means that you have too much ego. I have seen
absolutely angry volatile people And they feel elated saying,’I am a very angry person’. Such people cannot be in Sahajyoga.
Those who know to ‘Love’ and that too ‘Pure Love’ and that too such ‘Love’ where there is no expectation no desire those who
completely know to love selflessly only they can be in Sahajyoga. Egoistic people do wrong acts. I am tired of them. They will
start something on their own and they won’t even tell me. and by doing so Today thousands of questions have risen Today it is
worth saying that in Delhi once they on the day of some puja hurriedly told me that we are getting land only this much. How much
did we charge ? How is that going to be ? How is the land ? Nothing ! And no Sahajyogi told me. Because if tomorrow somebody
says, ‘Mataji has said so’ leave that person. If I have to say something, I will tell myself. After that we had so many meetings, I
didn’t say anything. Now those who have given them money are holding their heads tha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 How to get
back that money ? Without asking Me all the work Absolutely without asking Me. The land is so bad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a
notice that you cannot construct anything here. On the contrary you will be arrested Every Sahajyogi has right to tell Me and ask
Me they made a society of their own and became mad that they are getting land It is such a bad land It is said that you cannot

grow even a chicken Are the Sahajyogis even worst than chickens ? Now whatever has happened is foolishness ! and for that I
am not responsible. But you ask for your money back. It is none of My resposibility. Jesus Christ had said that those people
make houses live in houses they should watch birds he makes his own [GHARONDA] with how much love they make a small
one for their ownself and when they make their home they feel a great joy in constructing that home He explained it in every way
that you give up attatchment. This is my house. This is my land. They are my children. Even this much that it is my country. This
attatchment should be given up. Then only you can be great. In the whole world you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give up devotion to your country. Not at all ! If you are not devoted to your country you can’t do anything. Within you
there should be devotion to country. But the same devotee to country becomes devoted to the world. If there is no devotion to
one’s country if there is no drop, how can there be a sea ? first of all whether there is devotion to country, is to be seen first of all.
If you are working against your country you are not devoted to it. Jesus Christ had no need to go back. He had said also That
there live such people Those who have the desire of only [MAL] are [MALECH] But Shalivahana told Him, ‘No ! No 1 you go’. ‘
And teach them [NIRMAL TATTWA] the principle of purity. He went to teach them [NIRMAL TATTWAM] and they put an end to
His life. It is mad people’s country. He didn’t need to learn anything. But had to teach something. That is why He went there.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His end was this way. But ‘Wiseness’ and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is the only mantra which can open
Agnya chakra. If against anyone you have any ill feeling against anyone anger or if there is a tendency to be violent against
anyone your Agnya cannot be up to the mark.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you have to do with love. Even if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to anyone you have to say so that his life becomes ‘NIRMAL’.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spoil your children. To children
you have to perfectly discipline If you cannot discipline children your children can never be good Sahajyogis. And for that you
must be yourself disciplined. If you are not disciplined yourself you cannot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About Jesus Christ’s life very
little was written. But He was so disciplined In this way tolerated and from His life He showed He didn’t need to be married He
didn’t marry It doesn’t mean that He was against marriage. People have such wrong notions And that is why they have self made
notions the women who are called ‘NUNS’ were married to Jesus Christ He was Sakhshat Ganesha ! How can anyone be
married to Him ? Apart from that Men also no to marry such unnatural/ uncultural concepts were taught………….. With that
everyone can be kept under control but one cannot become Christian. like such [KRITRIM BANDHAN] to cover oneself today
Chritian religion is losing its importance. They forgot Jesus ! and created a religion out of their own and call it Chritian religio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f today Looks like a blot on the name of Jesus ! Because I was born in this religion I saw the ins and outs
of this religion. The same is the case with Hindu religion. In Hindu religion you cannot be communal at all. Because your various
gurus, real gurus like Datatreya etc., and Nathpanthies are your many incarnations and your Sayambus are many. You don’t
have one book. You have number of books. Only Jesus and Bible They can be fundamentalists. And they can be Yahudis also
And all the three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t is written in books. But a Hindu can never be communal. Because some have some
guru and others a different guru. Some adore Mahalaxmi. Others Renuka Devi. Some to Krishna. So, every person every family
individually adore incarnation, books. As such there is no book which can be called as Holy Bible. So to all the religions a Hindu
should pay respect. The capacity of paying respect is maximum in Hindus. Once we were in a hotel, there was a Bible. They
keep a Bible [IN THE ROOM] whether somebody reads or not. That Bible fell on the floor. There was one Hindu with us. He
picked up The Bible, put It on his head and then on the table. They will never touch The Bible with their feet. The Christians will
do so. A Hindu will never do so. To respect everybody is Hindu’s Dharma. But those who have come out of it are very very
strange. Those who are our politicians such people have taken birth Asmushrooms come out in monsoon same way some
people have come out. But they are not Hindus.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DHARMA] religion. North Indians don’t
know it at all. and those who are South Indians They know that bramhins have to be given money here and there have to do this
and that [RITUALS]. In this Maharashtra there is nothing else than karmakand. They are so karmakandi. In Maharashtra I have
worked very hard. Everything was waste. Because they are very ritualistic [KARMAKANDI]. They cannot give it up. Here is the
temple of Siddhi Vinayak The Ganeshji that is there I have awakened that. Now what do I see that there one mile long long lines
one mile long are standing on Tuesday. Gneshji too must have slept. The ritualistic people of this type are in Maharashtra.
Because of that Karmakand their temprament has become hot. And in North India also I have seen that some people are
Karmakandi. And those who are Karmakandi they have lot of anger, are hot tempered. And those who are not in Karmakand are
very cool. So the first thing is Stop ritualism. But respect everything. Stopping ritualism doesn’t mean to kick everything. This
balancing was taught by Jesus Christ. Without this balance your Agnya Chakra cannot open. Everbody’s respect and
unnecessary ritualism in which wrong people are growing Now a day’s false gurus They exist because of ritualism
[KARMAKAND]. They will say you give so much money, do this do that. Do Havana 108 times daily read these names, those
names giving you mantras doing this that These are Karmakandis and teach you Karmakand. Completely against which is Jesus

Christ. Which He knew that by doing Karmakand a human being becomes egoistic. and to crack this ego To Karmakand He had
forbidden tottaly. had forbidden totally. The same way, in the name of God anyone earning money was objectionable to Him. On
the contrary reverse process started. Earn money and consume. They don’t give up earning but [believe to] earn money and
consume. It doesn’t solve any problem. Today in Sahajyoga work We should remember how much money we paid for
Sahajyoga work. How much money did we give? Jesus Christ had twelve fish killers. Even they spread in the whole world by
working hard. Today you are so many disciples of mine.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give realisation to so many people. Can
introduce so many people to Sahajyoga. But the people should not be half baked. They should be deep. Unless they are deep,
they cannot understand. And for that the greatest thing is that how much we love them. And how much love they give to others.
Anyone who is a leader in Sahajyoga he should remember first of all that 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to love everybody Am i
doing that ? I shower my anger over everyone. I keep everybody under control I express my anger with my eyes. This ego is
very much not only against Sahajyoga but his destructor Whosoever is egoistic should lessen it and replace it with love Life will
be a pleasure. Life will be beautiful !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love then for a few days you come out of Sahajyoga. First you open
the doors of your heart. With that only With its Shakti only Sahajyoga will spread. The question is that those who spread
Sahajyoga they have the Shakti [Power] of love less and the Shakti of anger more. It will never spread. With love it will spread
And with anger it will minimise and diminish. The teaching of Jesus is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Sorry I had to talk in Hindi
language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here are Indians Some of them are Marathis and others are from North India. I was telling
them about Christ. What was His power ? His power was of ‘Love’. And not of anger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has crossed the
most difficult center of Agnya. Those people who have ego never realise they have ego With their ego they do all kinds of
nonsensical things. Without asking Me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in Delhi. Without asking me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in
Russia. And it is so destructive to Sahajyoga. that they don’t realise what they have done is the crime which is punishable by all
Divine laws. If you want to do anything you must tell me beforehand. You must consult Me you must talk to Me Because I know
what is happening. You don’t know if somebody wants to cheat you. Then how will you know if you were so sensitive you would
find out You would have asked Me, ‘Mother what should we do ?’ At least ask Me. This is the main thing missing among
Sahajyogis now that we have a kind of a very subtle ego. If you make somebody a leader it is very dangerous sometimes if the
leader developes ego because of his wife.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They can destroy Sahajyoga completely. Anything is
possible. So before you do anything like that you have to consult [Me]. I am still living and you can ask You can write to Me, you
can telephone too. Atleast I am there to tell you but then you have to develop your balance and your love.
抱歉我必须讲印地语，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印度人，他们有些是马拉地人（Marathis），还有一些人来自印度北部。
我要告诉他们关于基督的事情。基督的力量是什么？祂的力量是爱而不是愤怒。因为是祂穿过了额轮这个最困难的中心。 那些自
我取向的人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他们带着自我做了各种荒谬的事情。没询问我他们就在德里做了些事，没询问我他们就在俄
罗斯做了些事；这对霎哈嘉瑜伽而言，是如此具有破坏性，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是要受到所有的上天律法惩罚
的。如果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事先告诉我，你一定要咨询我，你必须和我谈谈，因为我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你不知道，假
如某人想欺骗你，你怎么会知道呢？除非你很敏感，你才会查明。所以，你要问问我，至少需要问问我：“母亲我们该怎么做？”，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士中，这是最主要的缺失——我们有种非常精微的自我。如果你让某人当领袖，有时会很危险，如果领袖因为
妻子的缘故而发展出自我，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他们会完全毁了霎哈嘉瑜伽——任何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做任何
类似的事之前，你要咨询我，我还活着，你可以问我，你可以写信给我，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至少我会告诉你。然后你要发展出
你的平衡和你的爱。这只有透过Paramachaitanya，藉由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天浩爱的力量，你才发展出明辨力，你发展出那些特
别的力量。有人仅是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就能知道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说你会变成像我一样，但至少你有生命能量去检验
。也检验一下你自己的生命能量，你进展如何?放一张纸在你手上，你会看到它在我的照片前开始抖动。而自我一旦发展，带着这
个自我你无法进步。 你为什么来霎哈嘉瑜伽？你来这不是为了成为领袖或国王那类的人，你来这里是为了成为一名伟大的导师—
—正如你们向我请求的那样——Gurupada
dijiye。为此，在霎哈嘉瑜伽中，你必须要有完全的谦卑、自然的谦卑、自然的平衡——这就是基督教导我们的。 那个时代，我不
认为人们有很多的自我，自我是现代的产物。人们从任何事中获得自我。例如，我曾遇到过一位女士，我发现她的自我很糟。我
说她怎么回事？接着我问我的女儿们，她是做什么的？她们说，妈妈，她知道怎样制作玩偶。因此她有自我。有什么比成为一个
优秀的霎哈嘉瑜伽士更伟大呢？你或许是个国王，你或许是个什么人物。现在你看看那些总理们，他们所有人都进了监狱。他们
怎么能与你们相比？他们没有平衡，他们没有知觉。

是什么让你们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个体

——

更高的人类？是因为你们没有自我！ 现在人们努力地去除他们的自我，有两种类型。他们会持续鞋打他们自己，并且做各种仪式
主义的事情去除他们的自我。可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用思维去做，这只会带给他们自我。他们变成苦行者，他们是最大的自我主
义者。我必须要说，希特勒是最大的苦行者，借由他的苦行主义他成为希特勒。如果你想变成希特勒你就变成苦行者。在霎哈嘉
瑜伽中，你根本不被允许做所有苦行。你必须富有爱心、亲切、善良和自律。我必须强调的是，某些时候当你充满爱心时，由于

你没有通晓霎哈嘉瑜伽的纪律，你就会越界。爱并不是说你要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不是这个意思。你必须通过纪律达到平
衡。如果你没有纪律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从基督的一生中，我们必须学会这些
——除非我们拥有这种特质，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首先是仪式主义的本性，第二是愤怒，第三是吝啬。
比如你去英国,那里乘计程车要付英磅。这就是吝啬的实例，整天想着我们在哪里可以省钱，“母亲，您可以给优惠吗？”，“如果您
收半价许多人会来”！类似的事情。我在这里不是做什么生意，我自己没有用你们的钱，我把所有得到的钱用于建造供你们用的房
子。当然，这些钱有我的也有你们的。我成就了很多事情，所有这些我已经做到——整个VASHI，所有的静室，在德里有两个静
室，以及整个学校，还有在浦內(Pune)和其他地方的土地。 现在在浦內（Pune），他们希望我付土地费，为所有事情付费。浦內
人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人（Maharastrians），这里的人众所周知非常吝啬，喜欢耍阴谋（译注，英文稿为conjurish, 疑为conjurese
d）。甚至他们自己的静室，他们也希望我来付费，为所有的一切付费，然后他们再舒服地去唱拜赞歌，你看，他们都是所谓的好
音乐家，但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小气的人。吝啬的人永远不会爱，他们只热爱钱。利己主义的人永远不会爱，他们只爱那控制他人
的力量。 他们认为自己是为霎哈嘉瑜伽这样做，但并非如此。除非你改善自己和去除你的自我，否则为霎哈嘉瑜伽工作是没用的
。看看基督，祂出生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住所。虽然祂就是国王，可祂和穷人住在一起，并努力解救他们。祂救了麻风病人，祂救
了很多人，有21个人被祂治好了。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我不知道具体多少，数以千计的人已被治愈。但重要的是，如果你正在医
治，要知道不是你在医治——是上天大能在医治，你没做任何事，这点必须要清楚明了。我也有同感，我什么也没做，我是NISH
KRIYA，什么也没做 —— 但我不惰怠。你应该是活跃的，而你的所作所为应该来自上天大能的浩爱。首先，你要为爱延展双手，
延展你的心，延展你的钱、房子和一切，为了爱做这些。
现在，如果你的妻子不允许其他人进家，把她扔出房子，我不在意。教她如何亲切和慷慨
——反过来对丈夫也一样。这很重要，你必须慷慨，必须亲切，必须对他人充满爱和甜美。 基督只发过一次脾气，是当祂看到人
们在庙宇里卖东西时——祂有权利那样做。我们这儿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不去他们那里买东西，他们就会消失。但你们
就是要去他们那里买东西，因为你们有购物的习惯。人们去哪都一定要购物，他们必须购物这是种习惯。他们不会去看绿色植物
，欣赏大自然的美，什么也不看。 你们知道，以前我隨同我的丈夫到访很多国家时，我一定会去看看那些诸如博物馆之类的美丽
地方。我从不会去购物。但是当我有这么多孩子时，我就得购物了，我会去买些东西。但不会去每个地方都是为了购物。当你们
为了自己的灵性成长来到这里，会有什么好买的呢？在麦加(Mecca)有什么商店吗？这是比神圣更神圣的地方。为何你们要去那些
商店呢，我不能明白。我告诉他们不要开店铺，但是你们这些人支持、鼓动他们从我们这赚钱。没有什么必要在那里买。现在你
们是为了神圣的时刻而来，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你们的崇拜。 在我们的摩诃拉希什米庙宇，有人卖女士扎头发用的花环及饰物，
但是他们说是为女神准备的，然后真的就会有人甚至所有来的人，很愚蠢地在那里买。然后他们把花环献给庙宇里的婆罗门，婆
罗门再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去。只因前往那里的人们的愚昧，这些花环我不知道被买卖、买卖了多少次。如果他们真要带些什么来
，他们应当从外面买来，而不是在那个你来到的地方。当你去德里，你可以在那里买，或者你来孟买，你可以在那里买。但不是
在这个地方买，我们不能把这个地方变成孟买或德里，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打那些在教堂附近卖东西
的人的原因（注：此处took a hunter没有翻译，录音听了也是这几个词，但无法找到合适的意思）。我看到如今他们没这么做了
，在教堂附近他们没有这么做了，他们在外面这么做。但是他们卖别的东西。像天主教教堂会卖一种叫Benedictine的酒，你们可
以想像到吗？ 还有一个故事。基督去参加一个婚礼，他们没有wine；如今在希伯来语(Hebrew)中，wine是葡萄汁的意思，不意味
着是发酵过的。因此祂把水转化成了那种葡萄汁。你不可能把水瞬间转化成酒，酒必须得腐烂，得有气味，气味越浓越好。但是
他们认为基督说你必须喝酒，你看。祂从来没有那样说，祂仅仅把水转化成wine，wine的意思是葡萄汁。 有一次在意大利我去做
电视节目，有一位好男士。他说：“母亲，您先给我自觉吧。”于是我说，“拿些水来。”我把手放进去。“现在你喝下它。”他说味道
像葡萄汁（wine）。我说，“这就是基督所做的。”就这样他得到了他的自觉。 你不可能瞬间酿制出酒。然而如果有人死了，他们
会喝酒，如果有人出生了，他们也会喝酒。不惜任何代价，不喝酒他们就不正常。但得到自觉的人会突然改变，他们不想喝酒，
他们停止了喝酒，他们的注意力变好，整个事情都改变了。这就是转化所成就的，也是基督所谈过的，默罕默德所谈过的，每个
人都谈到过这个人们会得到转化的特殊时刻。 但即使在转化后，你还是不想成为你必须要成为的样子，你们是为此而来到这里的
，这样的话你将会被淘汰。这个大转化正在发生，在这个转化中你也在升进。一个大的进化正在进行，那些无法妥善进化的人会
被淘汰。正如传说那样这是最后的审判，你会被审判，你会被淘汰，因为你的重量你会掉下去，你无法追隨那些升进得较高的人
。 所以对你而言要理解基督，就是你要具备祂的所有特质。如果你还是脾气暴躁，好吧，去鞋打你自己，但若你不是这样就不必
做鞋打。你必须知道自己是怎样的。首先，你要內省然后去解決，但形式主义在霎哈嘉瑜伽里永远不被允许。我喜欢我所有的孩
子都富有爱心和集体意识，不会平白无故地谴责任何人，如果你必须公开指责你应该告诉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没问过我你不
可以评价任何人，也不可以说我已经评价过某人，你用什么评价呢？你的标准是什么？你自己还被束缚在自我的罗网中。没告诉
我之前你不能谴责任何人。你必须告诉我，不用担心会打扰我或其他什么，你本该问我。我了解每个人，也许我没见过那个人，
但是我能感知到生命能量。 你们可以写信给我。很多人只是打电话，那不是办法，你们必须写信给我，因为我会读每一封信。但
是你们不要写任何荒谬的信来浪费我的时间 —— 比如我爸爸、我妈妈或这个人病了、死了，她的亡灵在游走等等。各种可笑的信
件都寄给我，对这些人我能做什么呢？那是不重要的。又或者是，我没钱，我需要钱，我在金钱上指望您，请您寄钱给我。你可
以对着我的照片请求。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也不必担心钱。或者我没孩子，母亲，该怎么办？我想有个孩子。问

问那些有孩子的人，看他们说些什么？ 很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后有了孩子，但你必须是配得到的。很多奇迹已发生，很多人被治
愈，这毫无疑问。但那并不表示你已经做到了，不要掉进自我的陷阱，那是最危险的。如果你破坏霎哈嘉瑜伽，那你就是在毁灭
自己。 所以今天，你们必须在心里承诺，把手放在你们的心脏上说，“母亲，我们会去爱，我们会传播您上天的爱并让爱环绕整个
世界，给所有人自觉。我们不会咆哮，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做各种仪式，而只是交托，交托我们的自我给您。” 交托它，交托你的
自我，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決。因为只要有自我，这上天的力量就无法接管，你做任何事时没有连接，连接会消失。基督会消失
，祂不再在那里。要建立祂首要的是你必须展示你是如何去爱的，那并不意味着你只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房子。 你必须
爱每一个人。努力让每个人高兴。这就是为何我喜欢音乐，因为通过音乐能散播生命能量，这是非常好的媒介来散播生命能量，
爱的能量。但那些音乐家们必须是有爱心的人，不会脾气暴躁，不炫耀，不过分为自己着想。如果我们明白上天的力量是如此强
大，所有这些都会成就得非常好。这就是爱，这就是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脱离祂，你会被任何东西逮住，你可能会被
毁掉。这是一种你自己內在拥有的，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有效的、绝对决定性的力量。感谢基督，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牺牲了祂的身体，我们的额轮因此被打开 —— 否则我不可能完成这霎哈嘉瑜伽。但是在这个区域（母亲指着前额)我们有佛陀、
基督、大雄(Mahavira)，祂们都得做tapasya、tapaha（苦行），祂们已经做过了，如今你们不需要做，祂们已经为你们做了。 昨
天我见到了音乐家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学会了这么多，而之前我认识的所有学印度音乐的音乐家，他们不得不一起挨饿
数月，在一起练习，必须一起服从于他们的导师数年。现在那一切都结束了，是因为这个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而你的力量与上
天合而为一了。这个上天的力量能完全地转化你，并且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能在两三个月內做到。 在浦內
（Pune），有一次，一些外国人在唱歌——我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以示尊重。在印度，外国人的称呼意味着尊重他们，跟其他国
家不同。他们正在歌唱，到场的有一些非常杰出的音乐家，他们告诉我,“母亲，我们真得向他们鞠躬致敬，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得
印度音乐的一个字，他们怎么能学得那么好？”马拉地语的发音非常难，他们却那么擅长，真让人吃惊。现在这些都在你面前发生
，在你面前发生。
很不错你们有很多气球来庆祝基督的生日，而在你们脑袋里的所有这些自我的气球，都应该爆掉，应该结束了。
如果你们能学印地语我会很高兴 —— 我知道我的英语可能不太好 —— 最好是能学印地语，如果可能的话。因为在印度已经有14
种语言，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种语言。每个国家都有一套不同类型的英语语言。如果你去美国，至少有两三天我听不懂他们的英
语，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讲话，他们的嘴唇在一边，然后再到另一边。法国的英语呢，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最好是学印地
语，学好的印地语，不是梵语化的印地语，比如他们说“Roz-marrah”——日常的印地语，假如你们都能明白我所说的，我会感觉
更好，这不会很难，因为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能很快学会印地语。 我不是说学梵文，但是印地语是很简单的。它不是我的
母语，我从未学过印地语，从来没有，但是你看它是很容易学的语言。当我的父亲告诉我，永远不要教英国人学印地语，我问为
何有这样的建议？他说，「有个英国人追着我要学印地语，他说我得告诉我的仆人去开门或关门。」所以，开门呢，他说你要说
「there

was

a

cold

day（天气很冷），」就是Warwaza

khol

dey；而关门呢，你要说「there

was

a

banker（有一位银行家），」就是Warwaza band kar。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们能很快学懂印地语，非常快，我知道。如果他们能
那么容易的学这种可怕的很难学的印度古典音乐，那么结果会怎样呢？他们可以很快学会印地语让我更高兴。不是因为印地语是
我的母语，不是的，马拉地语是我的母语。但是马拉地语很难，我想你们学不会，它是很精确的。 我想马拉地语是让你放下自我
最好的语言之一。这就是为何马哈拉施特拉邦人通常不会自我取向的原因，因为在说这种语言的过程中有一种美感。举例说，有
人在吹嘘：我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在马拉地语中，他们会说，不要去爬灌木丛，或者你们称为CHANNA一种那么巨大的树，
然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像这样有很多成语可以当着那个人的面说让他放下自我。所以马拉地语有很多优势，不过我不会要求你
们学习马拉地语，那并不容易学，但是你要学印地语，它很容易，非常容易。
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印地语里有adab的方式。adab的意思是谦虚、尊重 —— 尊重，但是比尊重更多，它是一种说话的
风格。不是乌尔都语（Urdu），而是印地语的日常交谈，带有尊重的一种与他人说话的方式。这方式会给你一种更灵活的工具来
表达你的爱。因为在印地语中我们从不会说我恨你；你不可以这么说。恨某人是有罪的，所以他们从不说我恨你。「贞洁」在马
拉地语中有更多的意思，但是因为它有较多的意思，所以有点难学。比如我告诉你们的那种可以当场纠正你的成语。
所有的这些只是请求你，如果你能学会这种非常难学的音乐，你可以隨时学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非常容易说的印地语。 我
希望你们能了解关于基督的许多事，但时间太短我没法都告诉你们，祂有祂自己的优先任务。尽管圣经中没有完全地描述祂，我
得说，不管在圣经中写了什么，或许他们刪减掉了。他们实践基督教的方式也令人震惊。你必须用心学习基督教义，别无他法，
他们应该通过你们母亲的心来用心学习。 愿上帝祝福你们所有人！ 后面內容是录音內容。 我告诉了他们关于女人的力量，男人
不能没有女人，她是背后的力量。但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你的Shaktis(力量），你如何照顾你的妻子，这非常重要。我告诉他们西
方的情況：婚姻破裂，家庭破裂，孩子无家可归，丝毫没有纪律，没有任何的纪律。你无法拯救这种孩子，明天他们可能就会…
…

通常，在讲座之后，我会给人们带自觉

——

但是你们都已得了自觉。你们可以举起手自己感觉看看是否有凉风

——

面对你自己，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必须要纠正它。 If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you must get it corrected. Better, better. Ta puja
kara! (marathi: So let’s do the puja). Good! 讲话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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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辰崇拜 1998年3月21日 印度德里 我看到你们安排这个漂亮的欢迎仪式的方式感到极之喜乐。必须说，出于爱，你们找出各种
方式来表达你们享受霎哈嘉瑜伽，我真的不能明白，你们的脑袋怎会有这些独特的想法。你们代表你们来自的不同国家，我希望
你们带着这些旗帜回到你们的国家，告诉他们，救赎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要升进，要升进超越人类的层次，到达存在的更高层
次。若这样能发生，它是怎样改变你的生命，怎样令你快乐，怎样令你失去仇恨、损害别人、伤害别人的荒谬想法，因为各种这
类想法的出现，令很多人有某种撒旦的满足感，他们享受摧毁别人带来的喜乐和快乐。 要保持快乐，我知道，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要承受很多，忍受很多荒谬。你们已经做到。一旦霎哈嘉瑜伽在你们的国家建立为某种那么漂亮，那么纯洁，那么重要的东
西，你的国家的所有人也会跟随你已经跨越的路径。只有你的生命才能反映你内在存有和霎哈嘉瑜伽的漂亮。
我昨天告诉你，人类的知觉缺少了什么，注意力不在灵上。当注意力放在灵上，你有什么发生？首先，你变得genetic，这是梵文
—

你超越三态，即是你不再处于tamo

guni(答摩状态)，意思是你有各种自我放纵的欲望，你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到第二种风格；你处于rajo guni(剌奢状态)，偏右脉︰他
们想做点事，想展示某些东西，你想变成某些东西，你想与别人竞争，所有这些挣扎都会消失。“Atit”即超越；接着是sattwa guni(
萨埵状态)︰在这状态下，你也在追寻，你看到这种极端行为错在那里，你只是憎恨这种人生，想脱离它。因此你开始追寻。这也
已完结，所有gunas(状态)都完结，你变得gunatit。 当你的注意力走到灵，这就会发生，因为现在你的注意力不在任何一个固定点
，你或可说，受制约的品质，或自我的品质。你变成超越这些的人。就正常的人而言，这是很不平凡的，但对你却不是，它就是
发生了。你只是享受自己，不再关心你的方便，你的舒适或任何琐事。你只是超越所有三态，三态曾以各种方式控制你，你就是
这样首先超越人类知觉的限制。

其二是你变成kalatit︰超越时间。不知何故，我知道我今天迟了，事情就是要这样成就。但你们

并没有错失时间，仍然在享受，我看到，坐在房子里，你们全都很享受，全都好好在享受，我不在，但你们仍享受。这是超越时
间，你们不受时间限制。不管什么时间，都是你的，因为你在当下，你不是在当下想着未来，你不会想明天有什么会发生，或你
怎样赶上飞机，你怎样做这个。你在这里只是享受，享受当下，当下就是实相。 若你想着未来或过去，你就不在实相。我多次告
诉你，过去已经完结，未来并不存在。所以，你坐在这里，在此刻，或许在等我，或许只是享受你留在这里的每一刻，享受你与
其他人的互动。你是怎样享受，这份享受是不能形容的。不然人会看手表，在思忖︰「为何母亲还未到？出什么问题？她为何还
未到？」各种想法都会浮现，这样对成为kalatit 大有帮助。 我记得在纳西，我很努力工作，因为没有霎哈嘉瑜伽士会帮忙做什么
，他们很害羞，很担忧。刚巧，我们可以说很幸运或很不幸，我的车在途中坏了，我迟到。约一个小时后，也没有车经过，没有
任何途径可以走，我们搁在路上。很惊讶，当我到达举办讲座的地方，有霎哈嘉瑜伽士代替我，他们肩负起责任，忙着给人自觉
，把事情成就。不然他们不会，他们不相信自己有力量给人自觉。我或许告诉他们，但他们不会举手，因为时间到了，他们想︰
「很多人来了，母亲仍未到，或许她仍在途中，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因此他们担起责任。 当你超越时间，你就只对当下此刻
负责。这是一种责任，也是集体，意思是你们全都变得有责任，这是很令人惊讶，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人，没有争吵，没有打架。
我们都好好安顿下来，超越各种攻击对方的愚蠢想法。能这样是因为你们都没有牵涉入时间，时间不能令你屈服。或许，若不是
你们而是其他人，他们会向我的车抛石，想着︰「她来得那么迟，我们都很愤怒。」他们会感到愤怒，但超越时间的人不会这样
，他们好好的坐下，享受自己，不介意时间过去。 你变成dharmatit︰你变得超越正法，超越人类的本质。即是你做什么都是富宗
教性，你任何努力都是宗教的。例如，你有一个生意，你想以宗教的态度来做生意，因为你超越宗教，你不介意跟随一个特别模
式或仪式的任何宗教，你是超越它。没有超越宗教的人，他们要早起，受仪式限制，他们经历仪式，若有任何一种仪式没做，他
们会很不高兴，感到心烦。你不会，对你而言，你常常处于
dhyan，常常在入静状态，有任何出错，你只跳进意识里，就有解决办法，你不会受骚扰，当事情出错，你完全不受骚扰。 就像
仪式化令你很受束缚，很温顺，有时也令你很专横。受仪式限制的人令别人感到烦扰。就像有个理应是我的朋友的女士来我家。
她说︰「我是素食者。」我说︰「那又怎样？」「我不吃曾烹调过非素食的器皿来煮的素食。」「好吧，我们用新的煮食器皿。
」我为她买新的餐具。她说︰「你要小心，即使匙也不可以用。」我为她买新的匙。她接着说︰「玻璃杯，因为有非素食者在这
里进食，你最好买些新的玻璃杯。」 我因此卷入这些问题，接着她在厨房，不容许我的厨师为我们煮食。她说︰「我先煮，然后
你才煮。」她制造那么多滋扰，她不再是客人，而是成为讨厌的人。这就是很仪式化的人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多要求，不
停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正法。」 一个在孟买的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她说︰「这个女士以客人的身分来找我，因为她与某些高层
有联系，她比我的曾曾曾祖母更差。」我说︰「真的吗？」她说︰「我不理解还有这类人活在印度。她来这里说︰『我不喝自来
水，你要到某个井拿水。』」「现在，孟卖只有两个井，因此要走去取水。厨师必须用水把自己湿透，才能煮食。」「若他不这
样做，我不吃他煮的食物。」「她不停的要求厨师要这样做，那个厨师因肺炎病倒了，另一个厨师也染上感冒，你明白？这个女
士不介意。」「她说︰『这是我的风格。』」 她因此问我︰「母亲，我们对这类人该怎么办？」我说︰「你应问她︰『我们有这
些食物，若你喜欢，那很好，不然你就不要吃，没问题，好，断食是很好的。』」对这类自我中心，麻烦别人的人，这是唯一的
解决办法。 我们有这种自我中心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正法，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一切都是我们拥有的，他们竟

敢不遵从？」我们麻烦了别人多少，令他们有多不方便，令他们的生活有多不愉快，我们从不想，我们不停要求︰「这是我的正
法，我能怎办？我必须要这样做。」这样变成思维的制约，我见过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有这类制约。 曾经有个法国女士来到霎哈嘉
瑜伽，首先，她的母亲是很仪式化，她令人那么烦恼。每个星期天，她必须到教堂，穿得好好，到教堂，然后回家。有一天，她
失纵了，他们请警察去找她，当他去找这个女士，警察说︰「我们找不到她，天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接着说︰「好吧，去教堂
找找。」她仍然坐在教堂里。下一次，她再次失纵，这样发生了三、四次，警察就说︰「很抱歉，我们不再找她，若你想，你可
以让她住进老人院，就这样。」他们把她带到老人院。 这个女霎哈嘉瑜伽士告诉我︰「母亲，很令人惊讶，他们不然是愚蠢的人
，不停的坐着，闷闷不乐，像疯子般说些荒谬话，他们都是老态龙钟，很明显的看来老态龙钟，但一到星期天，他们都盛装上教
堂，这一点他们都是相同的疯癫。」制约是怎样运作是很令人惊讶。 有一个人来与我们一起，他说︰「我是好司机。」我说︰「
好吧。」但他只懂驾车，却不认识伦敦，不知道伦敦是怎样的地方。他的车驾得很好，但若我要到北面，他会把我带到南面，若
我要到东面，他会带我到西面。 我说︰「怎么了？你懂驾车？」「对，我懂驾车，这我懂，但我不认识任何路，我对路没有任何
判断力。」有一天，警察抓住他，我也在车上。他问︰「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们要到这样那样的地方。」他因此说︰「你
已到过这个地方六次，你再次回到同一地点六次。」 所以在老年，我知道这种事情会养成某种习惯，但你也发现年青人那么受制
于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称呼为人类的元素，你执着于或介意某些事物。现在这是某种，我应说是种疯癫，有些人要求这样，
有些人要求那样︰「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持续不断的，很常见的说「我不喜欢」、「我喜欢」。很令人惊讶的他们
不停的像这样说话。 他们到某人的房子︰「不，不，我不喜欢这地毯。」我是说这不是你的地毯，不是你买的，购买这地毯是这
个人，你想怎么样？为何你要说︰「我不喜欢？，你是谁，你没付钱买，付钱的人喜欢它，就这样。为何你要加评语︰「我不喜
欢？」你是鉴赏家？所以要批评人？
某人穿着…例如，某种发型，但︰「我不喜欢这种发型。」「为什么？」「我不喜欢，只是这样。」 从这里到人类的每一个人，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或不喜欢？你的立场是什么？为何你要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西方，
要加这种评语︰「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印度。」「好吧，若你不喜欢，坐在家吧，为何要来印度？」「我不喜欢土耳其。」
「为什么？」因为若有人穿着长裙，他们会说︰「我不喜欢，因为这是土耳其风格。」那么你应只穿短裙。但若我们不喜欢短裙
。我们不应说︰「我不喜欢。」这样做会伤害人，令人失去自尊。 当你进入霎哈嘉瑜伽，要知道自己并非寻常的人类，按寻常的
标准，你是超越他们的。你的喜欢和不喜欢与他们不同，你整个态度已经改变，我见过有时你像孩子。你说话像小孩，很单纯，
有时你会说些很深奥的事情，这些事情应是正常人不知道的。要知道，正常人是那么夸夸其谈，他们时刻不停的说︰「我、我、
我。」 伽比尔曾经说，当羊还活着，牠不停的说︰「meh, meh, meh,」，意思是「我、我、我」；但当牠死了，牠的肠会拿来造
一种称为dhunak的线，他们用这线从棉花分开种子，那时候，牠就说︰「tu hi, tu hi, tu hi」，即「你是，你是，你是」。 「你是
一切。」当你这样说，你的注意力就会从别人身上转移。找别人的毛病，时刻用你的脑袋批评别人，找别人乐趣，有时甚至说别
人坏话。人们享受说闲话，为什么？他们享受说别人闲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别人与自己是一样的，我则不会对别人说三道四。 以
这份理解，我要说，当你是普通人，这种爱的智慧并不存在。只需很轻微的挑衅，你就会生气，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就像在瓷器
店里的一头蛮牛那样的言行。你忽然发现，他们因此成长了。原因是你仍未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享受一切。例如
某人很生气，脾气很差，他能看到什么在发生，他有怎样的言行。实际上，这不是你要生某人气的正法，不是，是某些生别人气
很低层次的事情，时刻都叫喊别人，向别人呵索或批评别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是不会有回报的。当你生命走到尽头，你会
发现你自己没有朋友，没有邻居。 另一件事情是当你很自我中心，只想着自己，不停的说话，喋喋不休的说话，另一个人只会感
到厌烦，但你仍不停的说话，不停的说自己︰「我做了这事，做了那事，我到哪里，我，我，我…。」没有限制，你对自己说的
话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当他们只是普通人，我见过有人以各式各样有趣可笑的态度对待别人。若某人说了另一个人的错事，这个
人就会说︰「他就像这样，我知道，你看他这样做了。」立即这些话进了他们脑袋，「对，他就是这样。」 这样令你的思维生病
，我们可以说是vikrudh，即思维不正常，你病了，接受所有这些病，不停的接受，直至你变成病人。这种病是极之危险，不是对
别人危险，而是对你自己，因为没有人能忍受这种有病的人格。 你或许会说，我见过有人信宗教，现在我是虔诚的人，例如，现
在你最好也信教，那又怎样？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不能坐在这里，你不能吃这个，这很重要。时刻都在管束训导别人，而
不是管束训导自己。因为当你是正常人，你不看自己，只看别人，但一旦你是有自觉的灵，你就开始观看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
错。 在成为灵之后，在灵之光下，你观看自己，你只是观看自己。什么在发生，你有怎样的言行，你怎样享受自己，当你知道怎
样纠正自己，这是很美好的。你以那么漂亮的态度做些小事，你会说这是何等漂亮的事情。当然有些人是不会改正的，他们屡教
不改。你也应看到这种屡教不改，你也帮不了他们。 就如在霎哈嘉瑜伽，有些人时刻都想帮助一些错误的人，就像他们在霎哈嘉
瑜伽拿了委任状。若有人想做些古怪事，我们期望委任状来电话，两小时后，他说︰「现在，请告诉母亲，某某人要受到照顾，
要这样那样做。」对他们而言，告知我絶对是种习惯︰「不，你必须帮忙，你必须做点事。」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习惯，我们知
道他会就这个课题给我们盛大的讲座。 所以你看，这是人性，人类已经经历各种不同的复杂人生，也生来有一些基因，或他不是
很正常的人，虽然我们说他是正常人。因为他的反应，他的反应显示他很荒谬。没需要任何人致电给我，告诉我︰「你看，这个
人这样那样，你最好照顾他。」当你没有任何权力，当你与这个人毫不相干，没必要插手别人的事。我告诉你，人的思维是有各
式各样的设计，所有这些设计全都消失，只是消失，我不知道他们怎会有这些设计，如何取得这些设计 —或许来自他们的国家，
来自他们的家庭，又或是他们的基因，你怎样说也可以，全都消失，你的基因甚至改变了。这就是霎哈嘉瑜伽，你变成灵，一切

都改变。什么发生在你身上，你变成知道什么是喜乐，享受喜乐，享受存在，给予别人喜乐，令别人快乐的人。你时刻都想︰可
以怎样令别人快乐。就只是发生，虽然你与别人都是以同一方式培养成人，受同样的教育，或许，但全都消失，你变得有知慧，
美丽和喜乐。 这是你已经达致的，你可能未必知道，你怎样享受在这个童军营，没有其他团体能像你们那样享受。我看到你在这
里做了什么，你们怎样在享受，怎样享受大家的共处，这是很不凡的。能这样是因为你的内心充满着闪耀的灵的喜乐。你可以审
察自己，看看自己，我说的是否存在。当然，有些人只想着自己，他们住在酒店或某些小屋，或什么，他们不享受，他们仍然以
为自己很了不起，因此他们必须住在那样的地方。 很令人惊讶，我见过，特别是印度人，当他们来卡贝拉，他们全都想住在酒店
里。在他们的生活里，房子里可以只有一个浴室，当他们来到卡贝拉，他们想住在酒店里，黏贴着沐浴，黏贴着这，黏贴着那，
年青人，很令人惊讶。我想，有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好酒店，或他们住的条件很差。霎哈嘉瑜伽士却可以住在任何地方
，睡在任何地方，只有他的灵能令他快乐，没其他，只有灵给你快乐。 所有人类的其他想法，已制造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现在你
看，因为你属于不同的宗教，所以你是坏人。若你想知道基督徒，最好走去问犹太人；若你想知道犹太人，最好走去问穆斯林；
若你想知道穆斯林，最好走去问印度教徒。你会对他们怎样谈论其他人感到惊讶，就如所有人都是坏人，只有他们是最好的。所
以这种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忘记了︰谁是什么，他是那个宗教，来自那种家庭，有什么背景。他们互相变得只是一体，他们享受
所有霎哈嘉瑜伽士的陪伴，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就这样。那么多霎哈嘉瑜伽士都会在这里，这是Mecca，这是Kumbha
Mela，你怎样称呼也可以。你享受集体的喜乐是因为你已跨越阻止你看到真相的障碍。
真相是，就如我昨天所说，你是灵，一旦你成为灵，你变成gunatit，kalatit 和 dharmatit。一旦你超越这些界限，就变成海洋里的
一滴水，若水滴是在海洋外，它会常常害怕太阳，因为它会干掉，它不知该怎么办，往哪里滑走，移往哪里。但一旦它与海洋合
一，它只在移动，在享受，因为它不孤单，它与漂亮的海洋喜乐的浪一起移动，这就是你已达致的，你意识到，你知道，但你却
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因为你是灵。 现在，有时你要提防自己，你会惊叹于自己的改变，你怎样变得那么简单、敏锐和有智慧。
西方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仍很愚蠢，我认为，很愚蠢的人。因为即使是八十岁的老人，也想与二十岁的女士结婚，他不明白为
何他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年纪，他不接受︰「我是老人，我要有老人的言行。」他想与可以是他孙女的女孩结婚，在
西方这很普遍，他们常像这样想事情。任何他们看到的年青女孩，他们都想与她结婚，他们可能已走在往坟墓的路上，但不要紧
，他们想有一个这样的妻子，这是西方的问题。 怎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已老，成为老人是值得自豪的。我五岁时，不能
想象那么多人为我庆祝生日，即使我五十岁，也没有这么多人。我现在七十五岁，看看多少人来祝愿我生日快乐！当你年老，若
你有智慧的生活，你应对自己的年纪自豪；但若你是愚蠢的，当然没有人会帮助你。每一个人都会取笑这个人，他们也会做同样
的事情，这是西方的习俗，不停的拥有一个接一个的妻子，与妻子离婚，这类事情不停的发生。 我要说，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他
们不大尊重妇女，他们理应对妇女极之尊重，理应把跳进火葬柴堆里为丈夫殉葬的妇女放在显要位置，即使妇女是举足轻重，他
们也不尊重。怎会这样，我不知道。某些人说有些诗歌写下︰要毒打妇女，我是说这诗人是谁？我想，他才应被毒打。首先，他
是妇女所生，他却写下这种诗歌。所以你看，我们喜欢接受一些错误的，絶对荒谬的事情。这样是因为你没智慧。有智慧的人会
接受有智慧的事情，他不会接受任何荒谬的事情。你不停阅读一本接一本的书，你读了那么多书，你因此何去何从？你发现你读
的书对你没好处，没有用，但若你喜爱阅读，你就不停的读。 所以缺乏智慧令你没有辨别能力，你为它辩解，你都在辩解，说︰
「这很好，我做什么都是最好的。」我要说，这不是自我，而是愚蠢的人类理解。「我做什么都是好的，我怎样的态度都是好的
，有人胆敢告诉我这是错的，那是错的？」每个人都取笑这个人，找这个人乐趣，这种人会受很多苦，受一切的苦。但他永不会
接受︰「我做错了一些事。」 当你超越dharmatit，你变得超越正法，正法变成你的一部分，你不会做错误的事情，你就是不会做
错误的事，不做错事不是某人告诉你或你想跟随它，或出于被迫或你受管束，只是你不喜欢做错误的事情，或说一些不尊重人，
没有帮助，没有爱心的说话，这就是霎哈嘉瑜伽士的质量，你已成为灵，变成灵，你不用告诉任何人，那么明显，那么显著，人
人都能看到，当你越深入自己，你发现自己内在已被赐予这种了不起漂亮的感觉，你拥有这种内在的美好，令你战胜别人的自我
。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去见一个圣人，霎哈嘉瑜伽士因此说︰「母亲，你从未去见这些导师，为何你要去见他们？
」我说︰「你与我一起去吧。」我们因此登上很高。我说︰「从这里你看他的生命能量，你要先看他的生命能量。」 很多生命能
量涌现，我们走上小山，爬上去，这个男士理应有能力控制雨，开始下雨，雨下得很大，我完全湿透。当我走上去，我看到他坐
在石头上，很愤怒的在摇头，我也不知道为何，我走进他的洞穴坐下。 他回来，对我说︰「母亲，你为何不准许我把雨停了？是
否要抑制我的自我？」我说︰「不是，不是这样，我没有这样想，我看不到你有自我，是另一个问题，你是修行人，是苦行者，
你买了一件纱丽给我，我不能接受你为我购买的纱丽，因为你是修行人，我要完全湿透，才能向你借用纱丽。」整件事情完全融
化，他变成很不同的人。 透过智慧，你知道怎样处理不同类型的人，你会说一些令他们的自我融化的话，他们的制约也被带到一
种新的觉醒。他们看到你的智慧，你的爱，你表达的，我应说，你的灵。这就是为何那么多圣人，虽然受折磨，很多人找他们麻
烦，却仍明显的那么受尊敬和被爱。但这时候这些圣人，我必须说，肯定是很好的人。但有一事，他们对门徒颇严厉，要他们守
纪律，原因是他们不是有自觉的灵，他们的门徒，这些导师想︰「除非你能管束这些人，否则他们永不能升进，永不能成为了不
起的人，所以必须管束他们。」 那些真理的追寻者接受︰「好吧，不管你说什么，我们也照做，即使你要我们断食，我们也照做
。」他们会站在他们头上︰「好吧，站在我们头上，做你说的，我们愿意做，你不用担忧。」他们就是很有纪律。 霎哈嘉瑜伽没
有教导纪律，原因是你是有自觉的灵，只要你的灵在，就会给你光，在这光中，你清楚的看到自己，你可以律己，不用我告诉你
。我知道那么多人一夜间就放弃毒品，我从未告诉他们，甚至从未谈及毒品或什么。他们怎能做到？因为他们有光，你今天也取

得光，是灵之光。你变得完全独立，絶对自由，完全自由，因为你有光。你不能做，不能做错误的事情。就如现在这里有光，若
某处有大爆炸，我不会走向爆炸的地方，不会，你也不会，因为你有眼睛。灵和它的光是最重要的指引因素，透过这些因素，就
如我所说，gunatit，你变成kalatit
你也变成dharmatit，你不是任何事物的奴隶，不是手表的奴隶，不是时间的奴隶，亦不是你处于的gunas

(状态)的奴隶，你不想

看到自己是否右脉，左脉或中脉，你是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是超越所有这些事物，所以你是gunatit，你是dharmatit，因
为dharma(正法)变成你的一部分，你不用跟随正法的纪律。 我在霎哈嘉瑜伽曾见过，有些集体静室的规则是很严格，不应这样。
我已告诉他们永远不要严厉。若某人不能在…例如四时起床，不要紧，让他十时才起床。一段时间后，他自能在四时起床，不要
太过管束他们，孩子也不应管束太过。当然，若他们是有自觉的灵，他们是那么好，那么漂亮，若他们不是，尝试给他们自觉。
一旦你意识到未有自觉的人在犯这些错误，他们在黑暗里，你对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你会尝试极之有耐性，极之仁慈，对他们
有感情和有爱心，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没有自觉，他仍未有眼睛，看不到，他是盲的，他听不到，感觉不到实相，所以首先要让
他感觉实相。在此之前，给他讲座和管束他有什么用呢？他仍会继续犯错，找自己麻烦，或麻烦别人。 这是你透过开悟已经达致
的，即你超越所有这些事物。你变成那么有爱心，那么能给人喜乐。我是说在霎哈嘉，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看到他们的爱和情
感的漂亮，不单对我，也对其他人。若只是对我，我能解释，但我不能解释他们对其他人也是那么仁慈。就如我昨天告诉你，这
些人到以色列，现在他们到埃及，到俄罗斯，谁告诉他们？我从未要求任何人到任何地方。他们自己感到要去，做这工作，帮助
人脱离无明。 所以今天，当你为我庆祝我的七十五岁的寿辰，有那么多气球在这里，它们很引人注目，如图画般，有各种不同的
颜色，在表达你们对我的爱。一切我都能看到爱，不管你在这里做了什么，你的所有装饰，每事每物，我感到我的孩子是那么有
爱心，我没有为你们做什么，我不知道为何你们对我有这份感激，我仍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做！你们表达爱的方
式，很令人惊讶，除了，我要说，你已有灵之光，在这光中，或许你看到的事物与我不一样，但你们展示的感激之情真是超越我
。 就如有一次，有个讲者说︰「我不感谢你的母亲，我视她为理所当然。」这是事实，没需要感谢我，你要视我为理所当然。但
你想感谢我的方式，就像小孩子想说多谢，你只是变成小孩子，那么热烈，你不明白通常任何地方都不会像这样做，没有人会像
孩子般表达他们漂亮的爱。 你能看到这是很新的事物，这种和平，这种爱，这种喜乐，遍布这个遥远的地方。你怎能做到？怎能
处理好？这是不容易明白，不是人类能看到的，他们只是不明白这些人怎能如此，为何他们活得那么快乐？现在你在房子里很舒
服，你在房子里活得很好，一切俱全，但在这童军营，并不是住得舒适的地方。但你能住在任何地方，我知道，我曾见过。不管
你在哪里，只要有霎哈嘉瑜伽士在附近，你就什么都不介意。这种集体的互相享受共处，没有任何期望，没有批评，没有说闲话
或任何这种荒谬，是那么漂亮。即使你拉大家后腿，你也知道，我享受你开的玩笑，明白这是种友情，漂亮的友情。不管你是来
自印度，或来自英国或美国，又或来自任何地方，你发现有这种一体的体谅，一体的移动，就像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升起，是连
续的，永恒的，这是我们要达致的，亦是其他人要达致的。 为此我们要记着，你有光，其他人没有，所以你要很顾及他人感受，
要有耐性，要了解他们的问题，只要聆听他们，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会先告诉你︰「我的生意在下跌。」或他们或许说︰「我
的妻子不好。」或「我的儿子没工作，他没工作。」他们会告诉你各种事情，聆听，聆听他们。这些事情对他们都是重要的，对
吗。之后你会渐渐发现，你看，他们会软下来，因为你散发爱，散发喜乐，透过你的灵的觉醒，散发信心。你们都拥有这些力量
。你只要站在任何地方，就能为这地方创造和平，创造快乐，所以要有信心，不要失去信心。 你的智慧去明白理解人也很能说服
人明白︰「他们是很特别的人，他们不生气，不发怒，不疯癫，不会追逐某种疯狂，只是非常，非常平衡的人。」你们也不用练
习，就能这样。这是在你内在，你应为此自豪，你不应以为这是你要达致的，或要变成的，你已拥有它，你内在已经有它。唯一
是你要看到自己在灵之光下，这是很简单的事，在成就。别人不容易明白你，但你却很容易明白他们，因为你以前也是这样，现
在他们在看你，他们会变得像你。 很简单，你能看到，我开展霎哈嘉瑜伽时只有一个女士，现在，今天，看有多少人在这里。我
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没有概念。你想什么，这份感激，这份享受和喜乐！所有这些事情，不管我告诉你什
么，你要意识到你的存有，你的真我，你的灵，就是你是灵。作为灵，你超越所有这些事物，一旦这样发生，你会很惊讶，你有
怎样的人格。 母亲以印地语继续讲话 (翻译自印地语) 我今天说英语，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以印地语向你说话，不管我对他们说了
什么，我肯定你必能明白，我说的是当灵之光在你内在扩散，你内在三种质量就得到唤醒。你也知道，你内在有三种状态

—

Tamo Guna(答摩状态)，Rajo Guna(剌奢状态) 和 Satwa Guna(萨埵状态)。 拥有Tamo Gunis(答摩状态)的人有自己的风格，Rajo
Gunis(剌奢状态)也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当他们对他们的追逐感到厌烦时，他们就进入Satwa

Guna(萨埵状态

—

即追寻真理)的领域。他们感到要停止这些无用的追逐，要看得更远。当你进入Satwa
Guna，你就开始追寻。当你达致你想追寻的，就超越所有这三种状态。就是当人被认为是Gunateet(超越状态)，Kalateet
(超越时间)，Dharmateet

(超越正法).。他们没有任何特定的正法，他做的任何事就是正法，他不会做任何违反正法的事情。

他的本质，Swabhav – (Swa是灵 ，bhava是灵的性质)，变成swayam，真我。它变得像这样 — 他经历某种特别的自我存在，某
种特别的和平和特别的存有状态。那么，他变成特别的人格，他把平和、快乐和喜乐给予任何接触他的人。 有时，当你把爱给予
别人，他们未必明白，他们会滥用这份爱，这是会发生的，但这样不会令你沮丧，你只是感到他仍处于无明，仍未有能力明白，
他缺乏恰当的理解，你不会评论他的短处，你只静观，想，或许迟一点他会改善，因为你知道自己曾经也像他，现在你站在更高
的层次，明天他也会来到我们的山丘。 现在你们有那么多人，耶稣基督只有十二个门徒，他们却能制造那么多基督徒。没有任何
人给自觉，他们令别人成为基督徒，你们能给人自觉，这是你们全部人现在要做的工作。你遇见任何人，只要给他们自觉。所有

问题和疑惑都会消失，你内在会产生一种新的追求，新的目标。 一种非常独特的manvantar (进化物种)开始出现，救赎的年代已
经来临。因此，人类的转化必须发生，这是最需要的，不然，人类的问题永远没法纠正和解决，必须有转化。当他已转化，会变
得那么吉祥和漂亮，他生命的各种吉祥会进入环境而跃动。 为了达致这种漂亮和吉祥的生命，你什么也不用做，不用为此付费，
不用劳动，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唤醒你内在沉睡的能量，保持在唤醒状态，去享受。 在霎哈嘉瑜伽有很多有深度的人，我很惊讶
的看到他们，他们怎能那么快的有这份深度，实际上，这份深度已经在他们内在，但他们过去处于黑暗中，现在，当他们进入光
，就变得开悟，美丽和吉祥，我对此能说什么！ 我内心有一个伟大的大变动，不管整个创造有什么力量，你都要达致。所有古代
圣人已达致的力量，愿你也能达致，要达致，即使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今天是非常吉祥的一天，你们以极大的喜乐来庆祝，像小
孩子一样，你给我那么多的爱，我能说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任何字句，这实在是太多了！要完全明白和吸收它是很困难的，为何
你赐予我那么多爱，我为你做了什么，我就是不能量度它，我没为你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你的爱在生长，不停的生长，到
达这个层次。 我只能对你说，请保持这样生长，亦要带着别人与你一起。他们也应体验这种快乐和喜乐。愿他们全都变成这过程
的一部分，一种特别和独特的人格在出现。. 我永恒的祝福。

1998-0419, 复活节崇拜， 通过爱和慈悲来传播霎哈嘉瑜伽
View online.
复活节崇拜
土耳其 伊斯坦堡‧1998年4月19日‧

今天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基督的一生带来最伟大的信息，并不是被钉上十字架，而是复活。任何人也可以被钉上十字架或遭人
杀害______但基督已死的躯体却能从死亡中复活过来。死亡本身已经死掉，祂克服了死亡。

对普通人来说，这肯定是奇迹，但对基督而言却不是，因为祂是神圣的，祂是锡吕‧格涅沙，是欧米加(Omega)，所以祂能在水上
行走，地心吸力不能影响祂，还有，祂能复活是因为死亡不能影响祂。这样伟大的神圣品格，特别为人类而创造，所以人们必须
确认祂。但他们不但没有确认祂，还以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祂。即使是现在，他们还视十字架为伟大的东西，因为基督死在十字
架上。人类尊重十字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念头，它显示了什么？它显示人喜欢所有在基督身上作出的残酷行为，十字架代表基督
的死亡，以及人们如何凶残地折磨祂。

当基督被钉上十字架，那是最伤感的时刻。但当祂复活，却是最喜乐，最吉祥，最美好的时刻。基督的复活对霎哈嘉瑜伽具有很
大的象征性意义。若基督能复活，人类也能。因为基督以人的形相带着祂所有力量降临，祂为我们建造了通往复活的通道。这复
活的通道也是我们在霎哈嘉瑜伽跟随的通道。

最伟大的还是祂开启了额轮。额轮的开启在所有灵性的条约，或我们称的经文都有描述。那是一度金碧辉煌的门，就像一个盖子
，没有人能通过它，额轮这度门是非常狭窄紧迫，但基督却穿过了这度门。祂通过这度门帮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额轮。若额轮
没有打开，我们就不能进入顶轮。我们现在这样容易就穿过这度窄门是因为基督经历了所有折磨，所有的残暴，通过了额轮。我
们对祂该有多感激。我不知道用什么文字来表达，因为是祂最先告诉人︰「你追寻，只要追寻，就会寻到。」祂还说︰「你必须
来，重重的敲门。」这正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已经提升至额轮，亦已经超越了额轮。通过额轮对你们并不困难。虽然你们仍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制约，还是那么未来取向及所有其他。我要说，就像有一片很大很大的云，一片很黑的云在额轮处徘徊。
你的思维控制着你，额轮完全被遮蔽，令你不能穿越，但你却可以穿越，你从来未曾感到你是那么容易的穿越额轮。

首先，你们必须非常感谢基督为你们打开了额轮。对祂而言，所有折磨，所有的残暴都不算什么。因为祂生命的目的，祂的冒险
旅程的目的，祂的降世，就是为了打开额轮。今天，你会发觉虽然你的额轮已经打开了，你亦已经穿越了它，但你对某些人仍牵
涉入额轮而感到惊讶。在霎哈嘉瑜伽，人们的确仍牵涉入额轮。

现在，我们可以怎样透过内省看清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例如，一旦来到霎哈嘉瑜伽，他们认为自己是管事者，掌管这些，掌管
那些，掌管所有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的言行开始不像霎哈嘉瑜伽士。我真的感到很惊讶的看到他们怎样突出自己，炫耀自己是管
事者。这并非新事物，这样的事情在人类由来已久。但若这种事情真的要发生，那是在霎哈嘉瑜伽前。即使是现在，人们也以宰
制人的态度说︰「我们是管事者。」霎哈嘉瑜伽不如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当中有太多的诱惑。

例如，你推举某人成为领袖，领袖变成某种「管事者」。他沉醉在权力中。当他像这样，就开始控制所有人，也开始向人炫耀他
是十分了不起，他必须主宰所有人。他就制造了恐惧的气氛。我首先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他们开始虚假的说︰「这是母亲告
诉我们的；母亲是样说的；这是母亲的主意。」我与这个男士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不停的说这种话，令人感到非常惧怕。
他也这样说︰「我会告诉母亲，母亲会聆听我的话，她会惩罚你。」令你很害怕。

有时，我对这些人也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说我会惩罚任何人，或把他赶离霎哈嘉瑜伽，从来没有说这种话。这个人不停的
只想着自己，他或许是领袖，或许不是，或许在霎哈嘉瑜伽什么也不是。若他以这种滑稽可笑的态度说话，他应不是霎哈嘉瑜伽
士。他甚至更过分，把自己描述得很了不起，就像他是特别被拣选来升进得更高的人。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感到非常惊
叹。人们怎能每时每刻都在愚弄自己，作出这样的言行？

霎哈嘉瑜伽首先是谦卑。若你不谦虚，不可能是霎哈嘉瑜伽士。那些命令人的人，说话像希特勒的人，想宰制和想管事的人，所
有这些表现只显示这个人在霎哈嘉瑜伽完全没有任何成就。我们首先是要享受谦虚。我看过有人是这样的，他们常常坐在第一行
，常常坐在我能看到他们的位置，我只是微笑，我知道他们在炫耀。他们不停的只想着自己，那就是为甚么他们在这里。他们正
在迷失，并不快乐，所以他们才玩弄这些把戏，有这种宰制行为。

与这些人相反的是谦卑、单纯，诚实以及真心追寻真理的人，但却受到这个男士的压迫。他透过压迫他们来炫耀自己，令别人成
为他的奴隶。我曾经看过这样过分的人。有一些人，若他们的领袖不允许，动也不敢动。他们尽全力卑躬屈膝于这种毫无理性的
品格。首先，你知道母亲是爱，母亲从不宰制人，她不会宰制人是因为她只是爱。当她看到问题，她立即把问题吸走，她必须深
思熟虑，有时她的表演就像一出戏剧，以显示她很愤怒。本质上，她不能生任何人气，常常都有爱，爱常常都在流通。这爱把母
亲包裹着，也包裹着我们，这就是人们怎样理解霎哈嘉瑜伽。人类需要的只是爱和慈悲，非常非常纯洁的爱和慈悲。

看看基督，祂怜悯把祂钉上十字架的人。祂告诉祂父亲，全能的神︰「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祂看到这
些人盲目地在做错事，令父亲很困扰，感到很愤怒，或许会毁灭他们。出于慈悲，没有想什么，基督只是很自然的感到这些人对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祂也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祂向神、向父亲祷告︰「请原谅他们，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盲目的，请不要惩罚他们。」那是何等慈爱！何等有爱心！我的意思是想想看，在你的一生中，有
否做过这样的事情？若某人伤害你们，找你们麻烦，你有没有请求父神，原谅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的人呢？这就是霎哈嘉
瑜伽士的层次，若你请求原谅，事情会成就得很好。神会照顾他们，转化他们，把他们的意识带回来。

基督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充满爱心、慈悲、纯洁的慈悲。祂怎样保护妓女玛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她过着罪人般的生活。作为圣人，
祂与她毫不相干。但当祂看到有人以石头掷向她，祂站在她那边，拿起一块石头，说︰「好吧，没有犯过任何错事的或没有犯过
任何罪孽的人，可以拿起石头掷我。」没有人走上前，因为他们必须先面对自己。

当我们宰制别人，便生出一种残酷的喜乐，这种喜乐连我也不能明白，他们却有这种喜乐。他们炫耀自己拥有喜乐，拥有了不起
的力量。这种事情由来已久，所有伟大的国王以及残暴的统治者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喜乐。霎哈嘉瑜伽士却完全相反，他们要以和
平和爱统治世界，他们不用向人炫耀，一点也不会，这就是霎哈嘉瑜伽怎会传播得那么快的原因。

试想想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 你只要想想，世界需要的只是爱和慈悲。仍迷失在无明中的人，忙于麻烦人的人，折磨人的人，违反
集体的人都会回复正常。有时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行为，你就是不明白他们怎会有疯人的行为，告诉这些人︰「你是疯子」是很
困难的，也很困难与拥有某种权力的疯人相处。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也是这样，我曾经见过，他们开始以为自己很有权力，可以做
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他们可以与任何人交谈，可以混淆任何人。在霎哈嘉瑜伽，你不用有任何混淆，只要清楚的表达你的爱。
这并不代表某种特别的姿态或某些特别的事件，只是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有时我发现霎哈嘉瑜伽士都能互相了解，相亲相爱，享受互相的爱。当我看到这样，我感到十分，十分快乐，绝对的狂喜。这就
是我想要的︰这些人应该享受，就是这样。你会感到惊讶，最快乐的是你付出爱。你或许没有接受到爱，但当你给别人爱，这是
最让人喜乐的事情。我认为你表达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种艺术，明白怎样互相取悦，互相令对方快乐。

我也曾说过这个故事，关于一位住在Gaganbhoura的圣人，那是一座小山或山脉，他通常都住在哪里，他不能走路，因为生命能
量，他失去双腿或是什么，失去双腿的力量。他走到很多老虎的地方，因为老虎爱他，他也爱老虎。这位男士常常告诉来自孟买
的人︰「你在这里做什么？母亲已经来了！去触摸她的双脚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我告诉霎哈嘉瑜伽士︰「我要与他会面。」所有这些导师，你要明白，他们说︰「我们想保持现
状，我们要保持现况。」 — 即是无论他们住在哪里，在哪里生活，都不会出门。我则相反，我从不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他们问我
会不会去，我说︰「为什么不去？」我到哪里，霎哈嘉瑜伽士则说︰「母亲，你从来都不随便到任何地方，为什么你想到哪里？
」

我说︰「好吧，看看生命能量。」生命能量是那么巨大。当我走上前，这家伙对雨很愤怒，因为雨理应受他控制，他理应能控制
雨。当我走上山，很令人惊讶，他控制不了雨，我全身湿透，所以他很愤怒。他坐在石头上，你也知道，他就像这样很愤怒，我
没有对他说什么，我走进去，坐在洞穴里，他在哪里为我安排了坐位，接着他进来，触摸我的双脚，再坐下。

我很诧异他仍然很愤怒，他不明白为何雨没有停。他问我︰「为何你不让我令雨停下来？不管如何，你是老远来看我，我应好好
管束雨。我不知怎的就是不能控制雨，发生什么事，想教训些什么？」我只是微笑，我说︰「看，你是苦行者，修行者(sanyasi)
，我是你的母亲，我不能拿修行者的纱丽，不应拿修行者的东西。」即使是母亲也不能。「你为我购买了一件很好的纱丽，我要
令自己全身湿透，才能拿你给我的纱丽。」

你看，我这样甜美的告诉他，他整个人像溶化了。他开始哭，说︰「这个世界需要母亲，这里必须有母亲，我们不能解决，因为
不管怎样，我们生气或我们想消失，我们不想帮助充满罪孽的可怕的人。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何你发现很少灵性的人在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受很多折磨，很多麻烦，也受人侮辱，他
们身上发生各种事情，所以他们不停的挣扎，挣扎，他们想很快死去。格涅殊哇(Gyaneshwara)，这样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作家
，诗人，我是说他是一切，他的作品是那么漂亮。他在二十三岁取得三摩地(Samadhi)，意思是他走进洞穴，把洞穴封闭，死在哪

里。他必定是对周遭无明的人感到烦厌，这就是为何他死去。你能想想像格涅殊哇这样的人物，他以卡提凯基的形相降世，要以
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不能再忍受别人折磨他。

他们折磨得他很厉害，说他是修行者的儿子，虽然他的确是，我是说是这样的︰「修行者的儿子」即代表他不好，绝对像私生子
，他就是受虐待到这种程度，他甚至在这样酷热的印度也没有鞋子穿，他通常都是赤足行走，而他的姊妹，兄弟，他们都是伟大
的学者，伟大的圣人，伟大的降世神祇，全都是。因此他只想消失，他以很漂亮潇洒的方式消失，他告诉他们︰「我要走。」他
离开他们，走进洞穴，取得三摩地(Samadhi)

基督也是很年青就被钉十字架，那时他三十三岁。祂被钉上十字架是上天计划，为霎哈嘉瑜伽铺平道路︰打开额轮，牺牲祂的生
命，以这样可怕，残忍的方式把祂吊死，人通常都不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垂死的人。怎会这样，把祂钉上十字架的人必定是魔鬼，
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很难寛恕这些人，即使基督也说︰很难原谅这种看着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人。若是这样，像祂这种人物想︰
「让我完成任务，打开顶轮。」接着祂不想活下去，不想与折磨祂的蠢人一起生活，祂消失了，走到克什米尔，祂复活后住在哪
里。

有很多关于祂升进和复活的故事，若你阅读那些故事，你会很诧异，祂是怎样神奇地重生，你也可以说，在克什米尔重生。祂与
祂的母亲快乐地在克什米尔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世。他们说耶稣基督的墓在克什米尔，祂母亲的墓也在哪里。谁人利用祂？
谁人真的想祂死？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你清楚的知道基督是怎样死去，而一些人忽然出现，像保罗和彼德，他们想从基督的死
得益。

看到这二个人带来这种羞辱真的很可悲。这个保罗，只是个组织统筹者，我想，也是个创始人。你要明白，他是个很官僚的人，
我要说，他不单很官僚，也想取得很高权位。所以他说了一个大话，说在前往Damascus的途中，他看到一个大十字架。根据霎
哈嘉瑜伽，所有这些征兆都是超我的征兆，不是灵的征兆。他回来后展开调查，做类似的事情。他写了大量文章，若你阅读他全
部文章，你会发现他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只是个组织统筹者。他的官僚个性在写我们该怎样管理，怎样有不同种类的人来，怎样
管理他们。所以他是管理部门，基督徒的管理部门。

所以基督徒也变得极之祕书职能，就如一切事情都有时限，你必须像这样来，必须像这样坐，必须像这样说话。所有基督教的国
家都要遵守这种官方形式。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有那么多官方形式？这是基督教诲的相反，基督教导怎样打破额
轮，他们却在建立额轮。基督教国家变成全世界最傲慢，最富侵略性的国家。对他们而言，占领任何他们看到的土地是他们的权
利，这是他们的权利建立他们自己的法律，我要说，他们是立法机构。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印度发生，我是知道的。即使是今天，
若你到像Punjab的地方，你会发觉人们生活得像乡下人，很辛勤的工作，他们每时每刻都受控制他们的人攻击，这些人想从中取
得最大利益，作为基督徒，有这种行为是荒唐的。

他们也开始改造人，这是另一种荒唐，改造人。在南方改造他们，在…他们是这样做的︰印度人从不造面包，南方人不懂用烤炉
，所以他们制造巨大的糕饼，你可以称它为糕饼或面包，把它放在水里或井里，他们会说我们把一部分的水牛的小牛或母牛放进
去，他们就这样相信了。所以他们说︰「你现在完蛋了，因为你不再属于印度教或任何宗教，你已经成为基督徒。」

他们就是这样令成千上万的人变成基督徒，实际上，这些全是受压迫的人，我要说，至少他们会称自己受压迫。所有这些受压迫
的人，他们想改信基督教，因为他们以为︰你看，他们想这些人只跟随传教士，不作出质疑，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洞悉
力和才智去理解这些人。当他们开始以激烈的言词攻击受压迫的人，他们很多人加入。因此，他们组织自己的族群，开展自己的
宗教。

我们要明白，专横的人是怎样接受特定的宗教，因为这个宗教只是谦虚，而掌管基督教的人，是怎样把人改造得那么荒唐，你要
明白，这是人性，人性能享受任何荒唐，任何残忍，任何压迫。它永远不会放弃这片领土，这片他们已经控制的领域。就如现在
，基督教国家甚至更甚，因为基督徒之间有自由，他们获得自由解放。若你成为基督徒，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他们是妥
当的，对吗？是他们好支配控制人，专横的遍布每一处。他们会走到你称为土著那里，改造他们，他们主要的方法是改造。有何
需要改造那么多人？因为民主，最重要是大数量，要取得数量，他们常常去改造人，他们已经摧毁了很多人。

真的是，基督的整个境况真的令我感到很紧张。今天你们全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比其他人高得多，全都拥有力量。若你的行为
像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现在霎哈嘉瑜伽正处于被不同国家接受的边缘，人们尊重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是有地位的。忽
然，你脑袋里或许有这种权力出现，你或许想变得像暴君，因为这是人性，不是神性，而是人性。

以动物王国为例，牠们互相侵略对方，这是没问题，容许的，牠们亦已经这样做了。牠们怎样支配控制对方是有系统，有途径，
有方法的。不是这样︰牠们跳上每个人。我曾经看到很多在霎哈嘉瑜伽的人，他们成为领袖 — 完蛋了。接着他坐在每个人的头上
，若你不让他们成为领袖，他们就会不停的写信给我，一封接一封︰「母亲，我们想成为领袖，我想成为领袖。」很坚持的要做
领袖。为何你想做领袖？只为能控制支配人，控制专横并不代表霎哈嘉瑜伽。

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基督漂亮的形象，祂从死里复活。同样，让所有荒谬的，负面的想法死掉吧，要克服一切。你要成为自己的
主，作为自己的主，你感到那么舒服，那么快乐。你发觉付出远比从别人处拿取容易。霎哈嘉瑜伽是怎样教懂你要付出而不是拿
取是很令人惊讶的。在霎哈嘉瑜伽，人们要说︰「他们很奇妙，很漂亮，很有爱心，很仁慈。」我要时常听到这种有关他们，有
关你，个人或集体的说话，你们都很了不起。这种了不起不是透过专横或炫耀而来，而是发自内心。人们看到你，知道你有点特
别。霎哈嘉瑜伽就是这样传播开去。你内在的基督要升起来，你内在的基督要指引你，教导你对人要有怎样的言行，怎样获得别
人的信任，怎样给他们你现在内在流通的爱和平安，令他们十分，十分快乐和喜乐。

这是复活的讯息，打破顶轮的讯息，所以那只蛋 — 很令人惊讶，在”Devi Mahatmayam”(女神圣典)清楚的描述那只蛋，描述这只
蛋是怎样形成，怎样一分为二，基督怎样从蛋的一部分走出来，蛋的另一部分则是锡吕‧格涅沙。这全都有记录下来。书中这位基
督被描述为摩诃毗湿奴，不是基督，摩诃毗湿奴升起，完成所有事情，奇妙的事情。

基督的一生漂亮地记录下这些真实的讯息，现在我们处于无思虑中，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人生彰显光，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是
颇有能力，我们内在是绝对圆满的。现在，我们不想要别人什么，只想把我们已经成就达到的给予别人。人们就是看着你，看着
所有霎哈嘉瑜伽士的成就。

愿神祝福你们。

想到基督，我发觉不可能保持清醒，即使是在这现代，一旦你想及基督，谈及基督，是十分困难。只是显示人们从来都不了解这
位伟人，伟大的品格。祂是上天，绝对是上天，虽然祂制造了一出戏剧，我们应该说，经历各种苦难，即使是想起这些苦难，也
感到很痛苦︰祂怎样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怎样死去。重点是︰祂为你们而做的，为你们所有人，你们都亏欠祂。他的工作是帮助
唤醒灵量，令灵量能穿过脑囟骨区。

没有基督的牺牲，所有这些是不可能发生。你们所有人也应作点牺牲。看，已经发生的事是十分有象征性意义。你们也要时常作
好准备，为着解放人类，在需要时要作出牺牲。现在这个时刻是十分，十分精微。忘记你的追寻，忘记一切，你只需要常常记着
，因为基督的牺牲，你得到拯救，受到祝福，这是很重要的。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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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轮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1998年5月10日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因为顶轮日和母亲节碰巧在同一天。这是发生得很霎哈嘉(自然而然)
的。我想，我们就是要明白，顶轮与母性是怎样相配。 顶轮肯定已经开启了，母亲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之前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尝试教导人正法，把人带到中脉，直接带到升进的道路。无论甚么他们认为是对某一个小区、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有利的，
他们都会尝试去做。他们谈论它，很多书籍因此出现。所有这些书籍理应能创造属神、有灵性以及团结一致的人，但却创造了互
相对抗的人。这种荒谬的事情，却在发生。所有这些书籍，这些知识，人类都错误的利用在令他们得到权势。我必须要说，这全
是权力取向，也是金钱取向的游戏，在持续着。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宗教的后果，我们感到它们全都是空洞的。他们谈论爱心，
谈论慈悲，全都怀有目的，有时这也只是一场政治的把戏，因为他们仍然觉得，他们必须拥有权力，不是灵性上的权力，而是世
俗的权力，因为他们想支配整个世界。 这种想支配全世界的想法开始在人类的脑袋中运作，我们因此有很多战争、杀戮以及所有
类似的事情。当它平静下来时，我感到或许现在开启顶轮，可以帮助人看到实相。 在顶轮的层次，你们知道真理。各种的虚幻，
各种的误解，各种自己附加的无明，全都必须消失，因为你知道的就是真理。真理并不尖锐，并不苛刻，也并不难以掌握。人们
以为真理是非常具破坏性，或非常严苛，会在人类之间制造问题。我们不应这样想，真理并非这样。但当人们谈论真理，他们把
真理用在错误的目的上。人类就是这样独特，他们以错误的态度，传达错误的信息，来运用事物，他们亦利用它以达到个人的目
的，人类有权凌驾别人，这是非常普遍的。 在我的国家，我看到人们想拥有分拆出来的国家。那些想拥有分裂出来的国家的人并
不是要成就甚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想成为______只有少数人这样想_______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伟大的人。所以他们永远不
会想留在一个他们不能提升到这个高度的国家里。因此，他们分裂这个国家。在分裂中，我看到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受苦，受很多
苦，他们没有进步，有的是财务上的问题，各种问题都会出现。那个主体的国家也在受苦，因为它们树立了敌人，所有这些敌人
都正在对抗这个主体国家。分裂主意本身是违反霎哈嘉的。 例如，一朵花在树上生长，它看来很美好，它在树上生长，在树上成
熟，也在树上生产种子。但若你把花朵剪下拿走，甚么会发生？树木毫无疑问失去了花朵，但最大的损失却是那花朵。 现在他们
全都这样做，当他们这样做时，你看看，结果会怎样？那些想拥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域的人，他们被杀害，被谋杀、被虐待
，有些人则被关进监狱。所以这种分裂的态度，甚至在霎哈嘉瑜伽外，也对事情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学习一体。若在你来到霎哈
嘉瑜伽，得到自觉后，仍然不明白我们必须合一，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团体这信息，若你不能明白这个信息，仍然认同于其他的
事物，那么你仍未成长，仍未成熟。 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在顶轮日明白，就是每个轮穴在顶轮都有它的宝座。所有七个轮穴
，都安坐在脑袋的中央，亦是藉由这个区域作出行动。无论它们在哪个轮穴，都可以成就事情。现在所有这七个轮穴变成一体。
我必须说，变得完全一致。完全的整合在这些能量中心之中发生，因为它们都是被这七个主要轮穴所控制，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
们，你们也可以用任何名称称呼它们，它们控制你的所有其他轮穴，因为它们是一致的，完全得到整合，这就是为甚么你的所有
轮穴得到整合。当这些宝座被灵量所觉醒，以及被上天神圣的力量所祝福，便会立即整合。他们说这像珍珠串在一根绳子上，还
不止此，所有在你内里的宝座毫无分别地展现，在你内里整合起来。 假若你的某一个轮穴有任何不妥当----肉身上、思维上、情绪
上或无论是甚么的不妥当，其他的轮穴都会帮忙这个染病的轮穴，像他已经得到整合一样，去进化一位霎哈嘉瑜伽士的人格。现
在，你内在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除非你内在得到整合，否则你外在也不能得到整合。这种内在真我的整合是霎哈嘉瑜伽那么好
的一个祝福，令一位已得自觉的人的品格比普通人高。他不会执着于负面的力量，毁灭的力量，他会放弃很多通常非常困难才能
放弃的东西。所有我们内里的七个轮穴都受这些合一的宝座指引。这种合一帮助所有轮穴得到完全的整合。我们仍未整合是因为
我们的脑袋想着这面，身体却走到另一面，心却又在另一面，而我们的情绪却又不同。我们不知道该做甚么正确的事情，做甚么
事情是好的。在得到自觉后，在灵的光芒之下，你得到真理，你知道甚么该做。 例如，在得到自觉后，你可以以人们的生命能量
来评价他们，你不再需要以你的思维去评价别人，只用生命能量，你便立即知道自己或别人有甚么不妥。这是双方面的改正，一
方面你看到自己，你的真我，你取得真我的知识，另一方面，你可以分辨别人，分辨他正在做怎样的事情。若某人不是霎哈嘉但
却声称是霎哈嘉，你可以很容易分辨出他不是，他的言行不是霎哈嘉。所以我们还是最好能够令这种整合完全的在我们内里运作
。我们不应逃避，要接受自己的任何缺点，任何正在做的错事，任何正在思考的错事，任何具破坏性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必须消
失。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有特别的任务，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只为金钱、权力，宰制人而工作，你们不是，
你们在霎哈嘉瑜伽是为解放人类而工作。 整体上，这顶轮是一处我们进入的普世领域，我们进入了一处普世领域，当我们在哪里
，我们变成一种普世的人格。所有那些小事像你的种族、你的国家、你的宗教，所有那些在人类之间的表面、人工化的障碍，都
会消失，你变成一位已得自觉的灵，你知道甚么是人类，你明白人类，这必须在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时才会发生，他们必须
明白自己不再是普通的人类，我们是特别为着一个特别任务而拣选出来的特别人种，这特别的工作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你们都知道在斗争期(Kali

Yuga)正发生甚么事，我不用向你们全部描述它。灵的光正要向你显示怎样可以清除这斗争期的

弊端。你从自己身上开始，因看到自己过往曾经做过那么多愚蠢的事情而发笑，你不需要这样做但你却这样做了。那样也好，你
可以原谅那些做同样错事的人，你亦明白那些人是出于无明才这样做。现在你的顶轮已经打开。当顶轮打开，上天的恩典倾泻在
你身上，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必须说你已经得到顶轮的滋润，将会发生的将是某些真正伟大的。首先发生的是你对自己毫不执着

，你可以观看自己，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你可以明白自己，就是你曾经做了那么多错事，误解了那么多人。这样的事情令你
远离你的本性。但当这光芒来临，顶轮便得到滋润，在这光芒中，你清楚看到你对自己做过的错事，你看到自己的错误，你亦看
到在你的社会的缺点。我曾经看到，当人们得到自觉后，他们会告诉我︰「母亲，我曾是基督徒，但你看，这就是基督教。」另
一个人会说︰「我曾是非常爱国，但我现在看到甚么才是爱国。」就像每个人开始看到自己的背景，自己的行事作风，并能抽身
而出。当你抽身，你不再认同自己，这都是在自自然然下发生。唯一的是你必须学习自然，我在霎哈嘉中发觉，人们仍然，虽然
他们已经脱离虚幻，虚幻的海洋，但他们的一条腿仍然放在虚幻的海洋中，他们仍然想把腿放入及抽离那海洋，不应这样，这全
只因人们没有静坐。 现在说你必须静坐，人们视这为某种仪式，或是霎哈嘉瑜伽的风格，不是，静坐是为了令你能深入自己，成
就顶轮想给予你的一切，到达无执着及洞悉力的高度。这只能借着静坐才能做到。 甚么会发生在入静中，就是你的知觉超越额轮
，升至更高，在无思虑的知觉状态下，安顿在顶轮。顶轮的实相，顶轮的漂亮开始倾泻在你的性格中，你的本性中。除非你静坐_
______并非为了令自己感到好点，或只是感到我必须静坐才去静坐，静坐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所有人来说，藉由入静，你发展
顶轮，吸收了顶轮的漂亮。若你不是这样运用顶轮，一段时间后，你发现顶轮会关闭，你会没有生命能量，也不再理解自己。所
以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入静。我可以立即知道谁有静坐而谁没有。因为没有静坐的人仍然以为这样做没有不妥，我正在做这些，做
那些。入静是令你可以以实相的美丽来充实自己的唯一途径，并无其他途径，我找不到其他途径。藉由入静，你升进至神圣的领
域。 以我为例，无论我做甚么，都是为着这原因，我已经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大规模地给予人类自觉，但这并不代表若我大规模地
给予人类自觉，他们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不是这样。你们必定见过，在我们的讲座里，若我在场，人们得到自觉。他们会参加
静坐班一段时间，跟着便流失了。原因是他们没有静坐，若他们有静坐，他们会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质量，他们是甚么。没有静
坐，你们不会明白甚么是对你们最好的。 今天你们必须向我承诺，每个晚上、每个黄昏，以及或许每个清晨，你们也要静坐。无
论是任何时间，若你处于入静的状态，你便能与这神圣的力量联系。无论任何对你、你的小区、你的国家有好处的事情，全是这
神圣力量所做就。你不需要控制这神圣力量，你不需要命令它，请求它，你只要静坐，便能与这无所不在的力量合而为一，这也
是你另一种极大的祝福。除非你的顶轮打开，上天神圣的祝福不能降临在你身上。或许你得到一点金钱，或许你得到一些工作，
或许你得到这些或那些。但你的进展只能在你入静，在你的顶轮完全打开，向真理打开时，才能成就。 真理就是这神圣力量是慈
悲，是爱心，它就是真理。人们说神是爱，神是真理，以此等同，真理就是爱心，爱心就是真理。但若你依恋执着于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这并非真理，执着的爱不是真理。若你依恋执着于某人，你永远不能看到他的缺点。若你生某人气，你永远不能看到
他的优点。这是一种完全不执着的爱，这爱极之有力量。若你把这爱投射在任何人身上，你会很惊讶，这个人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他的性格会改善，所有事物都得到大大的改善，他的人生也会改变。但若你执着于某些事物，这种执着会引起问题，令霎哈嘉
瑜伽不能成长。这种执着可以是各式各样，例如，你可以执着于你的国家、你的小区、你的家庭，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当顶轮打
开，你学懂不执着，这只会在你不再执着时才会发生。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跑掉_______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相信那些从社会中
跑掉或走到喜玛拉雅山的人_______我们称这些人为逃避现实者，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处身在这里，你看到每一个人，你观望
着每一个人，你认识每一个人，你与每一个人都很接近，但你是一个毫不执着的人。这种状态在你的顶轮打开后才可到达。在这
状态中，你如常与人相处，如常处理问题，如常处理所有事情，但你并无牵涉其中，完全抽离。过往你每事每物必牵涉其中的情
况无法令你在任何境况下知道事情的全貌，令你不能知道甚么正在发生，甚么是真理。 这种不执着能够帮助你，不执着的最伟大
之处是你不受影响。再不用这样说︰「若你没有受影响，母亲，你怎能感受别人的感受，你怎能对其他人有爱心？因为若你能感
受别人的感受，你才能为他解决问题。」这种感受别人的感受是一种执着，不是真正的感受，它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某人哭泣，
你也哭泣，某人有麻烦，你也有麻烦，这样对那人没有帮助，对你也没有帮助。所以不执着并不代表你不能感受别人的感受，你
也感受到，你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麻烦，感受整个小区和整个国家。只是你的感觉是那么抽离，好让上天无所不在的力
量去接管。 首先我们必须对上天的能力有絶对的信心。当你已经不再执着，你说，你做吧，就可以了。当你这样说，你正要去做
，你就去做，事情才会完全改变。因为你把你的责任，你的问题转移到非常强大，非常有能力，可以成就任何事情的神圣的力量
。若你认为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你去解决它，那么，上天神圣的力量会说︰「好吧，试试你的运气吧。」但若你真的把这个
问题交给上天神圣的力量，它自会把问题解决。 我们在霎哈嘉瑜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发觉人们并不怎样喜欢霎哈嘉
瑜伽，虽然他们只是少数，但你还是感觉很坏。你有否尝试为此而静坐？你有否把这个问题交托予上天的大能？我们为甚么担忧
？当我们借着顶轮拥有上天的力量，我们为何还要担忧？还要想它呢？把问题交给上天的力量吧。若你可以做到，若你可以成就
到，但你明白，对人类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与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思想制约活在一起。若想所有这些执着都消失，你需要做
的只是把所有事情交给这上天的力量。 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曾经说︰「Sarva dharmanam parityajya mamekam sharanam
vraja --- 忘记所有正法。」正法的意思，祂的意思是，我们拥有正法的妻子，正法的丈夫，或是正法的社会成员，他们全都有自
己的正法。但祂说︰「把他们交托，把他们交托给我，我自会处理。」我们必须学习的，就是去说「上天的力量会解决我们的问
题。」对人类来说，要到达这种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只能藉由静坐才能做到。我并不是说你不停的静坐，不需要这样，要对自己
和上天的力量充满信心，若你能成就到，我可以肯定，要提升到这种知觉状态并不困难，这是我们必须成就到的，男女都能做到
。 他们不需要想︰「母亲，我们怎能做到？」无论如何，你看，这些人对霎哈嘉瑜伽没有任何好处，那些缺乏自信的人，甚么也
成就不了，但那些委身和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的人，却能把他们的力量转移到上天的力量，只是把它交托给上天的力量。 就如我有
一辆车可以把我载到这里。若我有这样的一辆车，我不会把小公牛放在上面，我也不会推它，我只会坐在车内和运用它。同样，

若你被这伟大的力量围绕着，若你的顶轮是絶对的，完全的被它淹没，你会很惊讶事情是怎样可以成就到。 让我以一个霎哈嘉瑜
伽士为例，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是渔民，平凡的渔民，他也受过教育，所以他在银行工作。有一天，他要为霎哈嘉瑜伽办点事
，必须乘船去的。当他外出，他发觉整个天空都乌云密布，风暴将会来临。他因此感到很不安︰「甚么会发生？」立即，他的顶
轮完全开启，感觉很好，他立即说︰「我现在交给上天的力量去停止这些事情发生，直到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前，我也不想下雨
和出任何问题。」这是很令人惊讶，有人告诉我︰「母亲，雨云和所有这些始终都在天空上，没有下雨，甚么也没有，没有出任
何乱子。」他走到另一个岛，为霎哈嘉瑜伽办了点事，再回来，当他睡觉时，便开始倾盆大雨。 所以大自然，每事每物，每一片
叶子，每一朵花朵，所有的一切，都是藉由上天的力量成就，所以我们不应有自我，以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管理自己。
当你有这些想法，你还未完全发展，你还未完全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要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对你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你已经
有指引。 那些已经得到自觉的人，他们的数量很少，像稣菲派和一些在印度的圣人，他们所有人，他们必须要有多少挣扎。没有
人指引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有怎样的成就。虽然如此，他们却是非常满足，非常快乐的人，他们是成就
得那么好。他们就如你们一样，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们却没有失望，充满自信，拥有对自己的知识，这是藉由入静而
成就到。他们撰写书籍的方式，他们有些是很伟大的，这是很令人惊讶，他们怎可以写出这些伟大的诗篇，这样充满知识。我们
不能明白，他们没有任何指引，没有人告诉他们，但有一点，就是他们常常都好好照顾自己的顶轮。 有一种东西在阻碍着顶轮，
就是你的额轮移向思绪，这就是唯一，唯一阻止你进入霎哈嘉瑜伽的东西。思绪常常都出现，因为人类自出生以来，对任何事物
都有反应，对这些和那些事物作出反应，思绪来了又去了。一大堆思绪，因此，你的注意力不能超越额轮，不能住进顶轮。 所以
我们首先要看甚么种类的思绪在涌现，有时你也需要责备自己，你必须要说︰「这样荒谬，我正在做甚么？我发生了甚么事？我
怎能这样做？」当你开始这样做，这些思绪便开始消失。思绪来自两方面，一是自我，另一是你的思想制约。它们是那么深深的
植根于你，令额轮不能穿透。这就是为甚么我们有两个梵文基本音口诀(Bija

mantra)，「Ham」和「Ksham」。第一个是有关制

约的，你被赐予这种恐惧，「我不该这样做，我不该这样做，这是不容许的，那是不容许的。」就是这种制约。制约可以有很多
种类，但自我却是这样︰「我一定要控制每一个人，我必须得到它。我必能统治每一个人。」这两种思绪在你的脑海中，常常都
互相跨越。 所以我们必须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处于无思虑的知觉状态是顶轮得到灵量滋润的真正途径。因
为灵量不能通过，它通过不了，因此，正如我所说，有两个Bija口诀，一是「Ham」，另一是「Ksham」 若你有制约，你会感到
恐惧和害怕，你对自己有既定的想法。这些日子，人们这样描述，他们会说︰「我的性格是外向的。」一些人会说︰「我是内向
的。」另一些人又会说︰「我是嬉皮士，我是这样，我是那样。」各式各样的事情他们也可能会联系到他们自己。这些念头全都
是来自外在的，不是来自内在。要到达你的内在，到达你精微的存有，你必须容许灵量穿越额轮，要穿越额轮，在现代是非常重
要的，为此你必须静坐。 若你静坐时对自己有完全的信心，额轮便会打开，向上天委身，你必须委身于上天。当额轮打开，你会
感到很惊讶。你的顶轮等待着转化，藉由这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给予你需要的帮助。你与顶轮的联系已经建立，你会惊讶于这
七个轮穴是怎样为你服务，怎样帮助你，怎样尝试给予你所有真正的知识。 你取得的这些真正的知识能赐予喜乐，你看到这些真
正的知识存在于每事每物，你不需要阅读任何有关它的书籍。每一种境况，每一个人，每一朵花，每一件大自然的事件，你清楚
的看到上天的恩典。当你明白上天的恩典，当你说︰「是你，是你成就万事万物。」你的自我便会消失。
纪伯伦曾经说过一些有关这伟大的事情，他说当羊活着，牠们不停的叫︰「我是，mai，mai

–

我是，我是。」但当牠们被屠宰，牠们的肠被制成用作清洁棉线的绳，它会说︰「tuhi，tuhi – 你是，你是。」你看，以这种象征
性的方式，他们想说，你必须变成，溶解于这上天的力量里。「是上天的力量成就万事万物，我又算甚么？我只是掉进这上天力
量的意识海洋的一滴水，祂自会接管和把事情成就。这样对你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是大有帮助的。 你发展了治病的能力，但
你不会因此而自负。你还发展了唤醒的能力，你也不会因此而自负，你发展了那么多富创造的能力，你不会感到自负，你真的变
得非常，非常富创意，极之富创造力，但在你身上发生的最巨大的事情，是你变成一种普世的人格。你开始明白每一个国家的问
题，每一个民族的错处。当你看到这些问题，你不像别人那样看待这些问题，因为别人会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许是媒体，
或许是其他。你只想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你看，你的力量是那么好，以这种念头，我可以说，上天的力量完全控制一切，无
论有任何事情骚扰你，祂立即接管，把它解决。 很多，很多问题都是被霎哈嘉瑜伽解决，若你是普世的人，问题也会在普世的层
次得到解决。若你是一个普世人格的人，你变成某种媒介，或你可以变成上天力量的渠道，藉此它可以作出行动。因为你是纯粹
的普世人格，不会被这些，那些所牵引，这种纯洁的霎哈嘉品格，可以很容易被上天运用。为此，就如我下午告诉你的一样，我
们必须对一些小事小心。 首先是愤怒，愤怒是我们拥有最差劲的。为甚么要愤怒？有些人像这样说话︰「我很愤怒。」就像他们
对愤怒自豪。愤怒是绝对，完全愚蠢的征兆。没有需要生任何人气，因为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愤怒，你搞糟自己，因为愤怒
，你摧毁自己，摧毁自己的本质，因为愤怒，你真的搞糟所有事情。所以不需要，不需要对任何事生气。但若有任何事情令你生
气，你必须安静下来，看看哪里出错，为甚么它会困扰你？这种静观可以帮助你把问题解决。 你首先要意识到你拥有特别的品格
，就是你的顶轮藉由这上天的力量被打开了，就如你已经进入了伟大的神圣领域，在这上天的领土，你是重要的客人，你不是一
个普通人。当你明白你为甚么拥有霎哈嘉瑜伽，你为甚么得到自觉，这些都是特别的，不应令你有任何自我，你拥有这些不是为
了你的自我，而是令你明白你要做对上天有利的事情。我可以这样解释，比如你是画家，画家的手上是画笔，画笔永远也不会以
为它在做着甚么，是画家在做着一切的事情。同样，当你与上天的力量合一，你只感到︰「我没有做甚么，是画家在做，是画家
在处理事情。」谁是这个画家，是这上天的力量，它爱你，关心你，照顾你，完全认同于你。 你会很惊讶，我收到很多信告诉我

他们怎样得到霎哈嘉瑜伽的帮助，怎样在合适的时候得到帮助，怎样在将会被完全摧毁的时候得到拯救。很多人写信给我，我并
不感到惊讶，因为若你与上天合一，它会照顾你，它拥有一切的力量，所有的力量。只有一种力量我是没有的，就是控制你的力
量。若你想摧毁自己，它给你自由，完全的自由。若你想摧毁自己，若你不想接受这上天的力量，好吧，不用接受，你有绝对的
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是它给予你的其中一种权利，这就是为甚么你必须控制这自由，尊重上天的力量 今天是…我喜欢这一
天，因为今天是属于母亲的，我也可以说是母亲节，因为我想只有母亲可以以这种方式成就事情。我们必须以极大的耐性待人。
我见过很多伟大的降世神祇降临，祂们很快就消失了，祂们活着的时间很短，非常短的时间，有人在约三十三岁时被钉十字架，
有人则在二十三岁时到达三摩地(Samadhi)，我想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人类是这样愚蠢。他们看不到他们可以为人类做些甚么，因
此他们失去了信心，又或是他们以为为这些人做事是没有用的。因此，他们选择还是消失比较好。 但母亲的角色却是不同的，她
持续的为她的孩子挣扎和抗争，她战斗至最后一刻，要看到她的孩子取得所有的利益。这种耐性，爱心和寛恕，是天生的，看，
因为她的态度是非常不同，不为任何成就，也不为取得名声，又或你所称的某种回报或其他，她这样做只是因为她是母亲。若她
是真正的母亲，这是母亲的征兆，最少对自己的孩子，她会尽力，她会日复一日做所有的事情，想把她的孩子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 霎哈嘉瑜伽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为此你真的要藉由母亲原理去成就事情，你不能用其他原理。就如我们拥有非常伟大的战士，
他们也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像战士一样工作。我们也拥有一些为别人牺牲的人，各种类型的人都有。他们为着可以在人类间建立
正法而努力工作，但他们却做不到。这令我想到，只建立正法是没有用的，首先要给予他们自觉。在灵的光之下，他们便明白甚
么是错的，他们自动变得正义。这才是最佳成就的方式，而不是把正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因为当你把正法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不
知道怎样承受，他们消化不了。所以最佳方式，就是令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灵，当灵的光出现，在这光中，他们清楚的看到一切，
再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为甚么这种母性质量是那么有效。 我的意思是在每一个国家，都在彰显母亲原理，在每一个国家，都有
描述和谈论母亲。但后来这些却被那些不想谈及母亲的人所取代，因为他们的行为实践不了他们口里说的。因此他们说，最好还
是不要谈及母亲。那些非常先进，非常成熟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降世神祇，都常常谈论母亲，虽然如此，却仍只是空谈。 现在
要像母亲那样去成就事情，以你的方式，当你在做霎哈嘉瑜伽，你要像母亲，母性多于父性，没有野心，没有斗争，没有妒忌，
没有这些，你只想你的孩子走上来，在属灵上成长。若这是我们唯一采取的态度，你会因你是何等满足而感到惊讶。看到人们在
灵性上成长，是非常，非常令人喜乐的，不单只是空谈，不单只是从阅读而来，而是真正在发生，在我们内在实践。 这种质量是
大有帮助的，真的可以帮助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变得有耐性，变得仁慈，变得谦卑。但你也必须去纠正，这是纠正别人的其中一
种途径。对那些不是来自上天的世界，来自正常的世界的人，要纠正他们是困难的工作。有些人脾气太坏，他们不能忍受，没有
关系，你必须原谅他们。最好还是把精神放在简单的，忠诚的，温柔亲切的人身上。那么，所有那些难应付的人自会渐渐加入。
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必须像慈母般，必须要有这种母性。 我感到很惊讶，在西方的文学里，我找不到孩子和母亲的关系的描述，这
是很令人惊讶的。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一位母亲怎样看着她的孩子，孩子怎样走路，怎样跌倒，又怎样站起来，以及他怎样
说话，所有这些漂亮的事情都曾经被描述，但却不是在西方国家。我也不知道，他们从来也看不到这一点，我想，去描述母亲的
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她是怎样充满爱心，怎样充满慈爱，怎样忍受那么多荒谬的事情，她是怎样坚持，这是一种寛恕，不单只
是用来抗衡或烦扰孩子，有时你也需要去纠正他们，你必须告诉他们，但要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场合。若你告诉他们，他们便
看到重点，不管是甚么事情。 最先和最富说服力的是母亲的亲切和爱心。她不停的寛恕，给她孩子信心︰「有母亲在，没有甚么
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信心运作得很好，你也要把同样的信心给予那些从你那处得到自觉的霎哈嘉瑜伽士。让他们感到你没
有生他们气。他们是愚蠢的，我知道，他们有时也有点暴力。我曾经见过各种类型的人，唯有纯粹的爱才能成就事情，纯粹的爱
是完全没有任何期望，只去爱，以完全的注意力，想这个人变好。但在上天的工作上，你不需要依附这个人。就如有人还未到达
标准，又是一个麻烦的人，他生你的气，令你烦恼，还侮辱你，忘记这些吧。还有很多其他人，不需要只追逐一个人，依附一个
人，令他们感到害怕。 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感到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常常以为我是他们的，这是事实，无论我向你说话，我遇见你，
无论是甚么，你必须知道我是你的母亲，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告诉我。有时，那些人向我提问的方式，令我感到他们是那么低层
次，智力是那么低。他们问我甚么？例如你到某位国王那里，请求他给你半块钱，国王可以怎样说︰「这个人出了甚么问题？他
不懂该要求些甚么？」同样，当我们要求母亲给予任何东西，必须是有价值的，有很大的价值的，必须是令你完全满足的有价值
的东西。你要求的东西，必须能令你称心如意。我曾经看过有人要求这些，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令我有时感到︰「天啊！怎会
有这些要求非常低层次，非常小气，非常无趣的东西的人围绕着我？」 若你与顶轮合一，顶轮自会运作，它会带你接触人，带你
接触到的人，令你惊讶于它怎样运作。我到土耳其，我在土耳其的经验令我毫无怀疑。我从来也没有预期，土耳其人可以如获至
宝般接受霎哈嘉瑜伽，我真的不明白他们怎会接受我。最少也有二千人在跟进，但人们仍然很难走近他们去告诉他们。当他们可
以近距离的会面，他们那么多人，不肯离去。或许这是充满纷乱的国家，受原教旨主义影响得很深。每一处，每一个国家也有自
己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说，一种非常毁灭性的形象，每一个国家都有。在一些国家，我不知道怎样，它们发亮发光，当他们变成
霎哈嘉瑜伽士，便没有任何问题。任何事都没有问题，意思是他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不需要告诉他们，他们自会解决，他们明
白，明白有甚么问题。 就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人层次不高，不是伟大的求道者。或许在一些国家，我感到，那些
伟大的求道者迷失了。就像英国，我感到所有求道者都迷失在毒品，嬉皮士主义，所有这些荒谬里。美国是最差的，他们迷失在
错误的追寻上，很难找到有人正确地追寻。但渐渐地，它却开始成就，但我仍然要说，我们不应只想着某一个霎哈嘉瑜伽并不特
别的成功的国家，或地方，我们必须要想，霎哈嘉瑜伽在宇宙性地在成长，你是这个霎哈嘉瑜伽社会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从未有

过的稀有社会。有一或二个稣菲派在这里和那里，一或二个已有自觉的灵在这里和那里，他们只在受苦，他们的一生都被折磨，
没有人理会他们。我对马哈拉施特拉邦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我却很失望，因为他们一直差劲地折磨着伟大的圣人，我想他们因此
现在仍然在付出代价。虽然我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感到他们的业(karmas)仍然不好，因为他们仍然，我可以说这是腐败的
城市，变得那么腐败。你看到人们的言行，整件事情都是那么坏，虽然有霎哈嘉瑜伽，毫无疑问。我不可以说它到达如北方那种
程度，在北印度，很惊讶，北印度人从不知道霎哈嘉瑜伽，他们也不是怎样属灵的人，但北印度人却接受了霎哈嘉瑜伽，这是很
令人惊讶。 所以你也说不准光会在哪里显现，就是说不准，无论光在哪里显现，我们必须接受。就算它没有出现，我们也不必感
觉不好。你可以怎样做？你不能为开启顶轮而打破他们的头颅，他们的顶轮必须打开，以你母性的爱，母性的体谅，我可以肯定
你必定做到，不，每个国家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我可以肯定，因为我感到这些伟大的圣人的punyas可以成事，又或许每当我有点
失望时，我便会感到所有地方都可以成就到，霎哈嘉瑜伽会成长。 首先的是你的顶轮，只有你的顶轮可以反映上天的光。所以你
的顶轮是极之重要，你必须静坐以丰富你的顶轮，去医治它，令它完全被灵量所滋润。不需要做太多仪式，只要入静，也要做班
丹，就算是现在，当你外出，做班丹还是需要的，因为在这纷乱期(Kali
我们要支持，照顾完满期(Satya

Yoga)仍然有其痛苦，完满期(Satya

Yuga)正在出现。

Yuga)，所以开启顶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那些想成长的人必须每天静坐，无

论你甚么时候回到家中，无论是在早上，或是在黄昏，任何时候。当你进入无思虑知觉状态，你便会知道你在入静，你自会知道
，你的反应会是零。看着一些事情，你只是看着它，你不会有反应，因为你没有思绪，你不会作出反应。当你没有反应，你会很
惊讶，是上天，因为作出反应是额轮的问题。当你完全的处于无思虑的知觉状态，你便与上天合一。上天自会接管你生命中的每
一个活动，每一个时刻，会照顾你。你会感到完全的安全，与上天合一，享受上天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们。

现在我们有那么多孩子，我也不知道在这里的孩子该做些甚么，他们只要来到台上，可以唱锡吕‧格涅沙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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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之母崇拜 1998年6月21日 （意大利 卡贝拉） 俄国人因某些原因，心胸非常的开敞。不只那样，特别是俄国的科学家很容易
接受新思想，但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制。因此，他们渴望发掘更精微的事物，不只是发掘化学，或光线的物理性质，而是更想进
入隐密敏锐的一面。

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对人体发出气场(

aura

)的知识已经知道许多

—

例如，

对手边及身边周遭的气场，他们已经有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报告发现也已广为世人所接受。
这位先生是个专家，位居高位的主管，也非常有名气。他说：他要管理150个机关。

但是他很谦虚、很善良。我对他的发现很高

兴，因为假如这些在科学上得到证实，就没有人能挑战它。他已经写好一本内容包含所有他想证实的数学方程式的书。他说：在
超越知觉意识，有一个真空，而唯有在这个真空里，你才能了解实相。一旦所有这些成为实相，就成为科学，科学就是这样产生
。他展示许多我的照片，特别是那些在船上拍下来，有很多能量从我的顶轮出来的照片。
因此他说：「她是所有的宇宙能量的来源。」

即是太初之母

(

Adi

Shakti

)

，她就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我们认识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人工化。但当我们了解她所创造的一切…
她首先创造的是...在我的书里都已经写下来了，我现在想告诉你们

—

她先在左边彰显，也就是摩诃迦利(

Mahakali)

的彰显。所以，她来到摩诃迦利系统里，在左边
，在那里她先创造了锡吕‧格涅沙。创造锡吕‧格涅沙是因为他的纯洁，天真无邪及吉祥，这些品质必须在她创造宇宙之前先创造。
因此她先创造锡吕‧格涅沙，他安定下来后，她再升上；当然这都是在整个宇宙大我(Virata)
升。在另一边的方向，她创造了所有的宇宙，如你们所称的「圃伐纳」(Bhuvanas)
也是说，许许多多的宇宙构成一个「圃伐纳」

之中。接着，她绕过去右边，往上

。一个宇宙

—

有14个「圃伐纳」

—

。她在右边创造了所有这些，然后她升上，又下降创造了

所有的轮穴，太初轮穴(Adi chakras)或peethas(宝座)。她降下来，创造了所有宝座(peethas)， 最后才安顿下来为灵量(kundalini)
。

太初之母并不完全是灵量，我们可以说灵量只是她的一部分而已。剩下来的工作当然不止于此。

虽然我们称她为残余能量，意思是经历了整个旅程后，她再次降临，以灵量呈现。

因为灵量与轮穴，她创造一个区域

，我们称为身体里的轮穴。
她首先创造头顶的所有轮穴，我们称之为轮穴的宝座。接着她才下来，在宇宙本体之中，创造这些轮穴。 这一切完成后，她就创
造了人类，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演化的程序。这也是演化的开始。她透过演化，由水中最小的有机微细胞开始，她创造水，也
创造所有的宇宙，她选择大地之母为最佳展现整个演化过程的场地，所以这里产生了微生物生命。当然，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
当我写的书出版后，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氢、 碳、氧以及其他的原子都混在一起，后来氮原子出场，演化生命的过程也就开始。
这些都会写在我的新书里，现在已经动笔并且完成了大部分，但是还有些轮穴等待处理

。

现在透过这些事件，你可以确定的是，不论我写下来的是什么，人们都不会怀疑
。他们知道那都是科学事实，我说的也都是事实。但是，现在要相信在车里…在… 即使，一个母亲，太初之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会惊讶，特别是基督教会，他们总是想办法避免提到母亲。再来就是伊斯兰教，也是避免提到母亲，完全的否定母亲。只有
印度哲学有母亲的定位，事实上，印度人是崇拜母性力量，就因为如此，这才能留存到今天。印度人有母性原理创造宇宙的完整
知识概念， 她成就万事万物，由这母性原理，印度人非常确定，母亲在做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在印度，有许多「天然圣石」(Swa
yambu)—意思就是：由大地之母创造出来。例如你们知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我们有〈摩诃迦利〉(Mahakali)，
〈摩诃莎娃斯娃蒂〉(Mahasaraswati)及〈摩诃拉希什米〉(Mahalaxmi)的
地方，也有是太初之母的地方。你们有些人去过纳西克(Nasik) ，应看过〈霎拓辛尔基〉(Chaturshringi)。这里有多少人去过那里
？除了你？很好。霎拓辛尔基是代表太初之母的地方。太初之母也就是第四空间的力量，那给你升进，她最终能透过摩诃拉希什
米的管道，让你得到自觉升进。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全是太初之母的力量所创造，这是艰难无比的任务。相比下之前的工作
反倒不难，因为让自然界来创造是相当简单。大地之母与太初之母是一体的，整个大气层环境与太初之母也是一体的，所有的基
本元素也与太初之母是一体的，因此她可以毫无困难的创造出这一切。但是，当人类来的时候他们得到自由。我想，这是唯一
掉入思想幻象(maya)，拥有自我执着的生物品种，因为自我才产生幻象。所以，他们忘了创造这个宇宙的原理 — 他们视一切为理
所当然。他们感到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的存在是自己达成的，他们是一切的主人翁。这种想法逐渐延伸，令他们甚至开始
侵略其他的国家，毁灭了许多人，而从不感到这样做有任何错。他们一辈子都是在想，如何去攻击人、控制人、做各种伤害人的
事情。他们从未想过，也从未反省 ，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十分错的，根本就不该做。因为他们的自由而造成这世界的混乱。那
些处于主导地位的领袖，他们十分残忍，对人极之没有同情心。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地球上重演着。 现在霎哈嘉瑜伽已经开始发展
。一旦霎哈嘉瑜伽开始发展，霎哈嘉瑜伽士便直接受太初之母的祝福庇佑。但是我还是要指出，即使霎哈嘉瑜伽士之中，还是没
有我认为很成熟的人。他们虽然是霎哈嘉瑜伽士，有些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或从他们自私的角度来看，只把它当作一种流行
时尚而已，这是非常错的。假如你在霎哈嘉瑜伽，就必须知道，你已肩负起全世界的责任，你是唯一站出来的人，只有你能成就
这个使命。因此在这个时机，你应该具备圣者或自觉的灵所该有的言行举止。但是，有时候你却发觉他们的行为令人震惊。他们

连一点自尊心，或对人一点尊重都没有 ，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荒谬的。有些人以金钱为导向 — 唯利是图，有些人以权位为导向 —
争领导者之名，我以为这些权位导向的人比金钱导向的人更危险。因为，这些以权位为重的人会为霎哈嘉瑜伽带来坏名声。他们
很无礼、好操控人，可怕的人。他们的态度只为要在霎哈嘉瑜伽中争到权位，甚至不惜以欺骗取得权位。一段时间里，他们看来
很正常，但过了那段时间，你会发觉他们都在霎哈嘉瑜伽中消失。这是一个很大、不时在进行的清除过程。你必须了解，你来到
一个非常高层，碰触到神圣的意识的领域里。在这里，假如你的行为像没有神圣的普通人一样，那你以为你能继续维持这样多久
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应该靠静坐冥想，使自己演进，成为真正的、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 在一些地方，我们非常、非常的
幸运。在一些国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但是在一些国家，我发现人们却既聋哑又愚蠢，他们无法了解霎哈嘉瑜伽。他们
来我的讲座，之后却消失了。我想霎哈嘉瑜伽士也应该为此负起的责任。他们的行事方式，他们想做的霎哈嘉工作，一点都不霎
哈嘉，一定是把整件事情都做错了。

就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像许多国家一样的成功。

因此，我必须告诉你们，所有这些都已经到位了，太初之母到了，一切也借着太初之母发生了。但是现在，接下来的工作必须
通过你们来做，因为你们都是管道，你们必须转化其他人。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知道：我们给了多少人自觉？
我们一定要想想：我们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
有一次在飞机旅途上，我与坐在身旁的女士谈话，我不懂为什么她身上那么热， 后来她蛮自豪的告诉我，她是一个大师的信徒，
她并且开始告诉我那人的一切。我看着这个女士，实在很惊讶，她没有从这人得到什么，还给他许多的钱财，为他做了许多的事
，她一直这样说着，虽然她没得到任何益处，却仍对我这个陌生人传播有关这「大师」的一切。但是，在霎哈嘉瑜伽，我反而看
到一些人都是很害羞的， 他们不敢公开的对人提起霎哈嘉瑜伽。你们这样是犯了很大的错，因为你们是该负起这个责任。你们已
经得到自觉，当然你们自己也在追寻，一切都很妥当，但你们必须努力给别人自觉。 我想因为某种理由，男人一向在推动这事上
比较有动力。然而在霎哈嘉瑜伽的女性，还没如她们应该做的层次那样地站出来，她们应该更明智，努力的把它成就出来。
她们有能力做到，我想问题出在她们只是担心一些小问题

—

我老是收到女士们一些信件，说这事不好，那事不对，总是一些抱怨。 现在我已经受不了这些信。阅读这些信件实在是毫无用处
。因此，我必须告诉你们，女性必须比男性更有动力才对，因为她们都是力量(shakti)，而我也是女性。
我发觉男性在霎哈嘉瑜伽比较活跃，有动力，也不知什么原因，女性却不一样。 她们能转化许多人，能让许多人受益，能带来许
多爱与慈悲。爱与慈悲，正是母亲，也是女性的特质。假如女性没有这种特质，就一无事处了。倘若你总是为一些没用的事而忙
碌，例如时尚或是脸庞等等，那么，时间都被浪费掉。你们现在只剩下很少时间，你们已经得到了自觉，也必须决定自己到底做
了些什么？到目前为止，成就了什么？
但是，我也要说，我在霎哈嘉瑜伽发现有许多种怪想法正在滋生，像某些仪式，他们也会制定某些仪式，煞有介事的谈论着，
好像一种权谋一样。他们想压迫人，控制人，让人畏惧他们，而且装得他们是好人。
那些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母亲说的，这是母亲的意思。」
他们的权谋在制造事端，说话像那样子。但是若问他们：「你们给了多少人自觉？」
第一件你要确定的事是：「你们到底给了多少人自觉？」 他们只会论断人，批评人，讨论霎哈嘉瑜伽的不足之处，看看霎哈嘉瑜
伽士的缺点。我想这些事情只是刚刚发生，不过也该让这种事立即停止。
现在，只要这本书出版，全世界都会看到我们的成果，再也没有人会挑战我们。但是我们仍要确定 — 假如我们有这种认同，我们
要到达这个水平，也有能力能达到，就不该再拖延落后。例如，假如你问一些霎哈嘉瑜伽士，尤其是女瑜伽士，他们对霎哈嘉瑜
伽认识不多，不懂轮穴的知识，对神祇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只有一事你
们没有意识到，就是你们不是外表是霎哈嘉瑜伽士，而是内在是。你必须内在的深入了解轮穴，了解霎哈嘉瑜伽，它是如何运作
，如何帮助你 。 假如我是这一切能量的来源，你们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确是，那么你就要达致一种完美的境界，知道怎样与人相处
，怎样把他们带进霎哈嘉瑜伽。这是你们必须做的很重要的工作 — 把霎哈嘉瑜伽士带进霎哈嘉瑜伽。 我发现很多人在这方面还
是很落后，而我很惊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却毫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受责备：「为什么你
们不去做？为什么不找出方法至少能说服你们的同胞？」 霎哈嘉瑜伽在这成长的边缘，不能只是在一个或两个国家成长，要把所
有国家带进霎哈嘉瑜伽。把所有人都招来霎哈嘉瑜伽是个很好的主意。我们也有书籍让人信服，我们应该跟他们谈谈。但是我发
现霎哈嘉瑜伽士，一旦开始传播霎哈嘉瑜伽，他们的自我也跟着膨胀，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霎哈嘉瑜伽士、了不起的领导者，各
式各样愚笨的想法走入他们的脑袋，这都是错的。你们只要很谦虚的去想，你们得到的越多，就要越谦卑。像一棵树，当它长满
水果时，就会弯下来。

同样，你们必须很谦卑。有时谦卑竟是那么困难，因为西方文化不是谦卑的文化，

而是侵略的文化，支配统治的文化。直到目前，他们认为主宰人让他们能走遍全世界， 能有很多成就。他们成就了什么？一事无
成。假如你们注意看，在他们的国家毒品泛滥，为什么人们要吸食那么多毒品？他们在犯着各式各样的罪行，我也不想提起。不
过你们也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在印度，这个比较穷苦的国家，你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周遭。所以去发掘哪里
出错吧，假如你们能帮助他们，你们能随时随地改变纠正他们

。

事实上，我告诉过你们，我打算建立一些机构为人类的福祉工作。你们也可以参与。你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开展这种机构。 但是
首先，你们必须弃除自我，唯有如此你们的注意力才会稳定下来。而这个自我，也很简单，因为你们都崇拜基督，基督也就是坐
镇在宽恕轮。 虽然你们都崇拜基督，却没有基督的谦逊，情况却是刚刚相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处，每一个宗教所传播的教

诲，人们都反其道而行。 举印度教为例：印度哲学说，每个人身上都住有一个灵。假如每个人都有一个灵， 那怎么还会有种姓阶
级制度呢？怎会有人比较高，有人比较低？回过头来说，基督说你必须原谅，原谅所有人，必须谦顺。我们却发现在基督徒之间
，他们不懂谦顺，他们不知谦顺是何物。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男女一天到晚都在吵架，没有人是谦顺和平的。只是人工虚伪
的炫耀，他们是博爱主义者等等，但在他们内心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爱，任何慈悲。 因此，当我们面对实相，我们必须了解自
己不能只是继续做人工虚假，欺骗人的事情。我们应该真正的成为实相，一旦你们成为实相，一旦你们真正像那样时，也就是你
完成了你生在这百花怒放时代的任务。要不然你就会早点出生，那事情又不一样了。 你们是特别生在这个时候，也因此觉知自己
的价值，了解自己的本质，也要努力了解要有自尊，做一些作为霎哈嘉瑜伽士应做的重要事情。当然你有工作在做，也做着其他
的事情，但你会很惊讶，当你在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时，你会发觉有更多的时间做所有的事情。你一旦开始做神的工作，神就会
做你的工作。那时你就会惊异，你是怎么有更多的时间，把所有的事做得更好。 现在你们回去后，要内省，自己来验证。现在，
太初之母已经来了。我很单纯，看来是非常单纯。从我的行为，我是非常、非常的谦虚，人们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不会在意，
我不想惩罚你们，不会有任何反应。 但是你们自己会受到惩罚，假如你们不照顾自己，使自己成长，你便会成为无用的人。 这是
很了不起的发现，而这个人以前不认识我。他很有学问，却很谦虚，他对我这样说：「想象我坐在宇宙的创造者前面，而我还是
很安好无事。」 我说：「什么事会发生？你以为会有什么发生？」 他回答：「母亲，这是非常大的事，能让人意识到我就坐在你
的前面，而你又是在我前方」我说：「这样很好，你对我的出现不感到压力，或不感到受控制支配，我很高兴。」
「不，」他说：「我只是感觉到爱，感觉到慈悲，就是如此。」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应该有爱及慈悲 。慈悲与爱对我们来说也就是
我们不应伤任何人的心。说一些伤害人的话是很罪过的事情，但是偏偏有些人却以此为乐，他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不是这样，
你们与人交谈必须说些令人很抚慰的好听的话。 另一件事，就是一个人的脾气。因一些细微琐碎的小事，他们就发起脾气。必须
这样告诉它，告诉脾气：「你安静下来，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连」此其一。 有些人很敏感，应该说他们是权位导向的人，非常的
敏感。他们有小把戏技俩来控制人，你这样能赚取什么？能得到什么？这样做会发生什么？这些世俗的事情，你或许能赢得一些
奉迎，取得某些地位或一些什么，但终结来说，那帮不了你。最能帮你的是你要让自己成为霎哈嘉瑜伽的完美管道，成为完美的
管道，你会很惊讶，这样你是得益最大的。 我要告诉你们，特别是西方人，你们必须发展谦虚，那是非常重要的。我对俄罗斯很
惊奇，他们不仅谦虚，还是这么的顺服委身，如此的全心全意，真的是不可思议。他们连看也不敢看我，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
得到这个观念。这不是发现以后的，甚至以前都是如此。他们是这么好，这么谦虚，充满爱。甚至小孩子也送我小礼物，只给我
礼物，多么的甜蜜 。 俄国人有这种能力去「成为」， 实在令人惊讶。我认为在西方国家中，俄罗斯在灵性追求上将会达到很高
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们会成为最有力量的人。且让我们看看你们在自己国家有什么成就？你们将要怎么行动？有许多你们能轻而
易举做到的事情。倘若你们把自己当成上天行事的工具，你的性情就会改变，自然界也会改变，你会成为很甜蜜，受人喜爱欢迎
的人，大家都会说有一个圣人在四处走动。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不管科学发现什么，不是为我而发现，而是为全世界而发现。我
相信一旦它建立巩固好，并且向全世界宣布后，所有事情对你或对我都会改变。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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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1998年8月16日（意大利 卡贝拉） 今天我们要做克里希纳崇拜。克里希纳的力量很重要的是，它给你旁观见
证的状态。这很重要是因为在斗争期，价值观完全混乱的日子，各种混乱令很复杂的情况出现。只有透过静坐才能有旁观见证的
状态，即你到达无思无虑的状态，这是结合起来。 这种旁观见证状态是你只是没有反应。若你有反应，就开始出问题。要明白很
简单，我们不是透过自我就是透过超我，对任何事物有反应，不然是没有其他途径。以这块漂亮的地毯为例，一旦我看到它，若
我运用自我去想他们在哪里拿到它？要付多少钱购买它？这是第一个反应。更甚的是愤怒出现，他们为何要带这样好的地毯来？
有什么需要放在这里？就像这样，反应一个接一个，以我的制约，若我看到这些事情我会说，这种颜色不适合克里希纳崇拜。这
个克里希纳崇拜他们应用另一种颜色。反应一个接一个。持续下去即是说这种制约就这样在我们内在建立。 源自我们制约的问题
真的很可怕。例如，种族主义。我们有种族歧视——在美国更甚，即使他们没说，你也感觉到这份歧视。若你来自意大利，你感
到受歧视。若你来自印度，你亦感到受歧视。为何有种族歧视？什么原因？为何我们会对另一个社区或另一种肤色有这种肤浅可
怕仇恨的反应？你或许能理性的解释，天啊！这些人他们绝对一无事处，或他们来到我们国家，为我们带来麻烦。就是有这些制
约。但若你看看，当他们谈移民，美国人必定知道他们全都是移民，全都是。美国从来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却赶走印第安人，
抢夺他们的土地，令自己成为美国的主管。而他们的反应却是那些不是白皮肤的人，他们全都要受责备，受折磨。 若他们的本质
是暴戾的，那么这种暴戾的本质亦已进驻。他们开始互相杀戮。他们已经残暴的杀害那么多人，以为自己有权进入任何国家，杀
死任何人，夺取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实际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人有权进入任何土地，占据它，赶走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人
。 昨天是印度独立日。我看到旗帜在升起——印度国旗，英国国旗在下降，能这样是因为印度人民的奋斗，他们受了很多苦后才
会发生。因为英国人来到印度，安顿下来变成主人。这亦是一种以集体方式进驻的制约——你走进任何人的国家，赶走那里的人
或占据那地方，变成主人。就像你走进别人的房子，赶走屋里的人，以主人的身份安顿下来。只因为他们更聪明——或许他们更
狡猾。以这份狡猾，若白人以为他们能统治黑人，你就不能发展旁观见证的状态。 这种制约就像瘟疫，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
家，有些人以为自己是最优越，别人是次等的。那里的人也接受这种境况，他们理应与其他人是均等的，却接受这种位置。以美
国为例，因为美国庆祝这种情况，因为克里希纳是统治者——美国的统治者。他是黑皮肤的，在黑色那一面。在他统治的同一个
国家，另一件大事是他们意识不到，若所有黑皮肤的人，或亚洲人现在都离开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所有他们的运动
都是由黑人主导。若你想观看美国的运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黑人。你想听音乐，因为这些黑人，虽然他们是黑皮肤，那没问题
——就如你们白皮肤，他们黑皮肤，黑人有白人没有的好嗓子，唱得那么好，没有白人能和他们相比。这是对肤色完全的公正。
若你删除亚洲人，所有医生，所有护士，所有建筑师，所有会计师，他们全都消失还剩下什么？ 你要明白肤色与你的聪明才智，
你的价值观，你的灵，毫无关系。我们在这里是要成就我们的灵性。灵不明白什么是肤色，因为这是那么表面虚假，以某人的肤
色来责备他是很残忍的，反应也一样。每一个行动都有反应。你发现黑人有反应，他们在响应他们的反应，可以是很危险。每一
天，我观察到他们有很差的反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全世界，他们现在想，他们必须起来反抗这种控制。他们的国家有不同
肤色的人，我想皮肤的颜色有少许差别。他们都是黑人，但或许黑的程度有少许不同。因此他们搞小圈子，割开大家的咽喉。我
在电视看到，他们是如何残暴的互相撕杀。我不知道肤色有何不同，不管如何，他们联群结党，这群人杀死另一群人，那群人也
来杀另一群人，不是两群绝对敌对的人，不像俱卢(Kaurava)和般度(Pandava)，不是正面和负面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全是负面
的，不管白人黑人。他们开始争吵。 打斗这种暴力在增长。我想暴力是他们现在唯一运用来表达自己的武器。你看到这里，有些
事情发生在某处，你发现他们引爆炸弹杀死很多无辜的人。这样做是很罪孽的。即使轻微的暴力也是种罪孽，这种暴力在克里希
纳眼中绝对要好好惩罚。这是来自自我。你以为自己属于某个部族就能杀害另一部族的人，或做类似的事情。一种古怪的想法在
人类脑袋出现，你决定你有权杀害另一个人。有人说这或许来自仇恨，仇恨是自我的结果。当自我开始行动，它收集所有像仇恨
、占有欲、愤怒、暴力等等的品质。这些品质全都是来自自我，令人盲目。你盲目于不用以暴力对待任何人，不用憎恨任何人，
不用杀害任何人这个事实，因为你有自我。 或许有人会说，母亲这个自我怎会在人身上建立？当然，大部分是因为反应，也因为
制约。若孩子自幼就有人告诉他，你要憎恨这些人，因为他们要被人憎恨，他们是错误的人，他们是坏人，他们就是这样做，当
孩子长大，他们的仇恨就像仙人掌般越长越大，杀死人。 人类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合理解释。若他们是人类就要有人类的品质。
怎样才能拥有人类的质量，只能在你学懂怎样作旁观者，不作反应才有可能拥有。就如你看到两只公鸡在打斗，你享受两只公鸡
在打斗，人们却享受一只公鸡死去，他们很快乐，就如杀害父母的人或做类似事情的人死去，这是很令人惊讶。在西班牙，现在
有斗牛，每一年有六次斗牛，每一年斗牛场的人数比这里的人数多十倍，常常全院满座，现在有女斗牛勇士。若牛没死，他们让
牛走到街上杀人。这种对暴力的享受仍在人的脑海中徘徊，很伤心的看到人们现在谈人道，谈和平，谈喜乐，却仍享受这种暴力
残忍的行为。他们不是有这种残忍的行为，就是想看这种行为。你去看这些可怕暴力的电影，人们却享受，享受这种电影，因此
有人一再制作这种电影。你真的变成旁观见证状态，若你在旁观者状态，什么会发生？若你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它会渐渐消失，
若你在旁观者状态，若你在这层次，你视线范围内都不会有意外发生。即使有意外你也能拯救那人，很主动的。这只是小范围的
事情，即使在大范围里，你也能做到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不大老，我们住的地方与秘书处很接近，他们罢工要

求马哈拉施特拉邦独立。警察因此站在这里，总部长命令他们射击任何来的人，射击任何经过马路的人。他们全都享受这种射击
游戏。我看到这样真的不能忍受，我走下去请警察停止这种行为，他们停止。你很惊讶，他们停止。接着我把受伤的人带到我的
房子，把他们身上的子弹拿出来，叫救护车来，拯救他们。有一事，我处于旁观者的状态，因此我变得无畏无惧。 一旦你懂得怎
样处于旁观者的状态，就会完全没有恐惧。因为若你不是旁观者，就会受困扰，感到失望，受到刺激。你或许会加入这些错误的
人。但若你处于旁观状态，这种状态已是种力量。旁观者状态帮助你战胜很多别人的困难。有个关于圣人的中国故事：有个国王
把他的公鸡带给他，说你把我的公鸡训练成要赢。他说，好吧。国王把公鸡留给他一个月。当斗鸡开始，不同的公鸡来自不同的
地方，他们全都开始战斗，这只公鸡只站着观看着，只观看着。其他公鸡都很害怕，它们不明白为何这家伙不受骚乱，它只看着
，站着，什么也没做。因此其他公鸡都消失在竞技场，这只公鸡被宣布胜出。所以这是带来非暴力的最佳方法。你到暴力的地方
，站稳面对所有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旁观者状态起作用，停止将要发生的暴力。 旁观者状态不是种思维的状态，是种灵性升进的
状态，你变成旁观者。最佳练习旁观者状态的方法是不批评人，不批评。我看到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批评人，他们不能批评自己，
所以开始批评别人，因此他们甚至看不到自己哪里出错。看不到他们对别人做了什么错事，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权批评人。他们
享受这种批评。实际上，没什么要批评，你只看着，再看看自己，你只有这种权利。你没权批评任何人或任何事。但有些人以为
若他们不批评，事情就会继续这样，不会停止。不是这样，一旦你静观，只静观你的注意力，现在已经开悟。以这份开悟的注意
力，你就能停止这里的荒谬事情。但我们常常有意识的以为自己很伟大，我们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什么会发生？
就是你变成另一个问题。你能做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唯一能做的只是静观。 透过静观，透过只看着事物本来模样，你真的
发展出一种很不同的存有状态。首先，在那些只静观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很有趣的，他们失去的记忆会少得多，因为不管他们
看到什么，都会变成图画，就如你可以说，他们甚至可以告诉你颜色，细节，告诉你一切。不管看到什么，在他们脑海里就如相
片，他们能准确的告诉你他们看到什么。你并没有失去记忆。一旦你对任何事物都作出反应，你的记忆就变得很可怕。人们那么
惯于作出反应，就如我认识的一个男士，他惯于对任何事有反应。我曾与他在车子里，他读出每一个广告，每一间店铺的名字，
每一个人，对一切都有反应，他只是在说，他是谁，这是什么。我很奇怪…，看看这个男士，他说话太多。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最后我发现那些每时每刻都有反应的人变成…我想，实际上，他们会老态龙钟的衰老或许他们会变得健忘。 这不是我们唯一的
损失，当这类人在集体里，当他们联结起来可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这种品质，他们要做一些事，必须做一些事，因为不管
如何，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联结起来，或我们可以说为了他们已建立的一些反应。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
这样。一些有这种行为的人能聚集很多人，对别人可以伤害得很深。看看希特勒的图像，这家伙用九年时间看着犹太人在做什么
错事，他不去看德国人在做什么——他们对社会做着什么错事。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坏，因为他们做着各种放荡不道德的事情。希
特勒在做记录，这些犹大人就像这样，他们做着这种事情，他们拿取金钱，他们借钱，他记下各种事情。因此，他建立了某种反
应，我们必须以某种理由要这些人离开德国，接着他想，即使他们离开德国，他们会再次昌盛，那么为何不杀死他们？我是说，
甚至到达这种程度，你要知道，看不到任何类似希特勒做的这种事情，他的确做了，追随他的人在不感到这是问题下也这样做了
，就如这样做能带来极大的欢愉或喜乐，或许这是份责任。他们怎会对这种杀害成千上万犹太人的事情感到这是责任？即使犹太
人对他们做了什么错事，他们也可以改正它，为何他们沈醉在这种暴力里，想了结整个世界的犹太人？ 这可以是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一旦你失去旁观者状态，会跌进负面的集体里。这个负面集体作出行动，以很坏的方式作出行动，这个世界的所有冲突，
所有问题或许与此有关。因此作为霎哈嘉瑜伽士， 我们该怎办？我们要没有反应，没有反应。若你看到一些错事，好吧，你为此
静坐，你静坐。若你发现任何错事在发生，好吧，你静坐。若某人对你不友善，在那个时刻不要有反应。当那个人安静下来，你
才告诉他或她，因为当他/她的情绪那么波动，若你告诉他，他不会听。渐渐地，我不是说你常常能说服这类人，但渐渐地你或许
能令他们明白这样做是错的，他们在做的事情是错的。 某程度上，你要明白，对任何蠢事有反应也是很自我毁灭的。就如有些人
内在已经建立反应，你也看过克林顿先生的行为。我是说你不明白拥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程度的人，怎会有这种反应，必定是来
自他孩童时，或我也不知道他怎会这样。现在他很麻烦，也很丢脸。这也是，我认为或许是来自某种沈溺而作出反应。为何你要
对女人，或对男人有反应？我就是不明白，这是现代文化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已发展的国家，每时每刻男人都看着女人，或女人
都看着男人。为何要这样？或许男人看着女人是因为他们想知道有多少女人看着他们，反之亦然。为什么？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
生？因为他们有些低等复杂的品质，或他们想吸引每个人的注意。 我是说这些日子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想得到别人的同情，有
人做了些可怕的事情。我是说若你看看自己的知觉，到达怎样的层次，你会很惊讶。就如他们说有个女人杀死她八个孩子，只为
想得到别人的同情。想想这些人在做的可怕事情！若你想别人对你有反应，就这样做。他们想别人看看你，或对你有反应，我不
知道怎么说，你可以说令你感到自己重要。这种空洞的重要又有何用？但人们仍在追寻。这是现代生命很普遍的疾病，每时每刻
你要有怎样的外表，要怎样在别人面前出现，怎样走路，一切都是那么愚蠢，浪费精力。 神已经创造人类，很多样性，没一个是
复制的，没一个是。即使在大自然，你发现树木的叶子它们是那么独特，你不能把它们与其他叶子相配。人类就是这样不同的被
创造，他们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我们要接受，不管我们是怎样，都是妥当的，为何你想像别人？这种反应是极之愚蠢，我想我
们在浪费精力和生命在一些完全无价值的事情上。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的价值很伟大。你来这里是要把人从这些愚蠢笨拙的想
法，这种行为里解放出来。我不知道要责备谁，但忽然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很分散，我们的反应变得很有趣。我们不知道人为何有
这种反应，也不知道为何我们那么介意别人有什么反应，所有这些事情不单在个人层面，也在集体层面。因此，你看到新的价值
观已经被创造。作为母亲，例如她自夸吹嘘有多少男人在追求她，或她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演员。我不知道她们怎样想自己，她

们谈自己的态度是很令人惊讶。若她是母亲，她要是好母亲，要看来像母亲，但她们却那么全神贯注，那么想让自己变得极之有
吸引力，她们要成为女皇，我也不知道她们想有怎样的位置。与男人一样，你要明白，若你内在有某些东西，若你内在拥有某种
品质，某种令你有资格成为伟人的品质，这些品质自会彰显，你不需要宣传，不需要放纵自己，什么也不用做，它自会显现。若
你对大众怎样看，你不关注，我认为你可以有很大的成就，你的大部分的挫折失望都会消失。 在霎哈嘉瑜伽，我也曾看到人们想
炫耀，我知道谁在这样做。但他们要知道，一旦你对外没有反应，你就开始对内有反应，恰当的开始内省。当你看看自己，你会
惊讶于怎样赞赏自己，你是何等快乐。 现在若你再超越一点点，不去想所有这些事情，只变得无思无虑，只成为受人尊重的人，
每个人都想与你为伴，都爱护你，关心你。因此我们不应介意别人有什么反应，怎样说你，怎样看待你。你只要内省，看看自己
一段时间后，你甚至不用内省。我在说一种境界，就如克理希纳告诉阿周那，我不会战斗，所以在我和军队之间，我的军队，你
要二择其一。俱卢(Kauravas) 因此说，不，我们要你的军队，你的军队，你给我们你的军队，那么我们的军队就会更强大。但亚
周那说，我不想要军队，我想要你，你不想战斗，这就可以了。虽然他在旁观者状态，他不会战斗，但他的力量却会起作用。他
不用战斗，不用做什么，他的力量虽然是外在的，宁静的，却会起作用。这就是为何我们能赢得战争。 你们全都要发展这份旁观
见证的力量。尝试发展它，当你有反应，停止反应，对一切停止反应。你会很惊讶，发现自己很有力量。某种意义上，你会没有
野心，没有欲望，对一切都没有特别的喜好，你只是静观一出戏剧。做旁观者也是很有趣的，因为你明白一切事情背后的幽默，
背后的愚蠢，你也明白人们怎会那么暴戾，你只会取笑它，不会感到失望，不受刺激，没什么感觉，只会嘲笑它。一段时间后，
你会很惊讶，你旁观见证的状态会增强。在集体里，当你们全都有这种旁观者状态，在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行动也没
有下，你能创造奇迹，只要你的出现就能成就到。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效果， 不是，不能这样说，但大部分人都能。 任何
在这种状态的人都能带来和平，带来喜乐。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个霎哈嘉瑜伽士到另一个小岛做霎哈嘉的工作，他住在小岛，
他发现整个天空满布乌云在打雷，他就像这样看着黑云说，等等才下雨，等我回来，我要为母亲工作。他到另一个小岛举办讲座
，办好要办的事情，当他回来后上床睡觉，忽然开始下雨，还打雷。即使大自然也明白，大自然明白你处于旁观见证这个了不起
的状态。但若你很有野心，即使在霎哈嘉瑜，我知道有些很有野心的人，他们想成为领袖，我不知道他们还想要什么。实际上，
这全是错误虚幻的事情，他们想拥有虚假的事物，脑海里担心虚幻的事情。一旦你学懂怎样旁观一切， 就会知道什么是虚幻，什
么是荒谬，什么是幻象。要克服个性的问题， 最佳的方法是旁观见证，对一切事情练习旁观见证。在说话前，练习旁观见证，在
给任何评语前，只开始旁观。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态度。 克里希纳的一生最了不起的力量，是他拥有旁观见证的个性。在没
有做任何事，手上没有拿着宝剑，没有谈战斗，他帮助般度(Pandavas)赢得战争。不单如此，透过他的"薄伽梵歌”，他尝试告诉
我们怎样战胜邪恶。整部薄伽梵歌他都在描述旁观状态。若你现在从这个角度阅读“薄伽梵歌”，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不管他看到什
么，他就像旁观者般描述一切事情，他会告诉你这种旁观者状态怎样帮助他去明白人类。我们应说他不是那种大商家，因为他首
先告诉你怎样成为sthita

pragnya，sthita

pragnya

是处于旁观见证状态的人。若你看看sthita

pragnya

只是个处于旁观见证状态的人，他怎样生活，怎么这么快乐，怎样看事物，这是很有趣，非常有趣。 首先，他描述的——不像尖
酸的人，首先会说坏事，他先说好事，接着他说其他事情，告诉你到底什么是三个面向。他先说Karma(业报)

，很多人在这一点

上卡住——即不管我们在做怎样的业，我们都因此有功德。但他不是，他没有这样说。若你懂他，你会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
说的是，不管你要做什么业，都可以去做，只要把结果留给上天的力量，结果是来自上天的力量。现在或许有些人以为他们已经
有钱，因为他们做了些好业，就开始用钱来做各种坏业。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把结果留给上天的力量，因为上天力量知道什么
对你最好。因此，若你以为你已经做了些好事，已经为某处的穷人服务，已为妇女或是什么做了些真正的好事，你把做这些事情
的结果交托给上天力量的莲足。意思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你也不会有自我。虽然他曾这样写过，要明白他，我们要再次处于旁观
见证状态来看他对业写了些什么。 接着他写了gnyana Gnyana，是你知道，这并不是说你要不停的阅读书籍，不是，Gnyana是
要知道你是谁。即是说你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借此你透过生命能量知道很多事情。Gnyana的意思不是阅读书籍。透过阅读，你
变得更无明，所以gnyana是说你必须认识自己。若你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一切，因此说到你必须有自觉，必须认识自己，这是
他说的第二件事情。

最后，他谈bhakti

，是虔敬委身。克里希纳怎样描述bhakti，这也是他的把戏。现在你在街上发现有人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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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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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hna。他以一个字总结，他说，你必须ananya bhakti。Ananya的意思是当没有其他，即是说当你已沉沈在上天，你与上天合
一，那么你必须bhakti，不然我不会接受。他说，若你给我一些叶子或一些水果或一些花朵，我会接受，我会接受，但对他而言，
真正的bhakti 只有你与上天合一才有可能发生，不然这只是一场表演。所以bhakti的第三部分只有在得到自觉后才会出现。在bha
kti中，你看到，没有什么是价值，你要为此付多少钱，你怎样购买它，这些都不重要为此。 罗摩是个了不起的例子，他走进森林
里，有个来自低下阶层老妇，即她是他们称的Bhilini，这些人住在森林里，她带了一些酱果来献给罗摩，说，我尝过所有酱果，它
们都不酸，我全都尝过。在印度，任何人吃过的食物，人们都不能吃。我是说，我们不能吃过任何食物后，再给别人吃，这是印
度文化。但罗摩却拿来吃，他吃过后说，这样奇妙的水果，我从未尝过这种的水果。拉斯曼就很生气他说，你这个蠢女人，你吃
过这些水果，这就是你给罗摩的水果，你为何要这样做？悉旦在看着，她问他，为何不也给我一些这些水果？他把水果给她，她
说，我的天，这些水果是何等美味！我从未吃过这样好的水果。拉斯曼的脾气也消了点，他问，能否给我一点？她说，为什么你
那么生气，我为何要给你？最后，她给了他一些水果，他在这些水果里看到什么，他看到爱，这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妇的爱，她的
爱很重要。 所以当你想送任何物品给人，重要的是你的爱，不是你付了多少钱，你花了多少价值，不是这些，你是出于爱才这样

做，要能清楚的看到爱。 若这种事情能发生，即使克里希纳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他走到——那时候他们称那地方为Hastinapur
，是俱卢(Kauravas)管治的地方，国王是Duryodhana，他问他，你留下来，与我们一起进食。他说，不，我不能来。他要去找女
仆的儿子Vidhura，因为Vidhura是有自觉的灵，他是个有自觉的灵，所以他到他的房子，与他一起进食，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
因为他是有自觉的灵，对他而言，与他一起吃是最好的。 我们的价值观要建基在像爱这种品质。你那里得到爱，就要依附在那里
。若你遇到有自觉的灵，就要依附着他，而不是依附着只想着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俗世人，他们或许，但你作为霎哈嘉瑜
伽士，要尊重、体谅、感受人的爱。若你没有旁观者状态，你只会看到这个人拥有多少钱，有多少车，穿什么衣服，只会考虑这
些。在旁观者状态，你会明白，你会得到来自这个人的生命能量，你会明白这个人是属灵的。这就是为何你会黏贴着这类人，你
不会走向虚假表面，而是走向拥有真正的个性品格的事物。 愿神祝福你们！很感谢你们。 Hello. I would say that after this Puja, I
expected all of you to keep quiet. But everybody was talking. I don’t know why, what had happened to you? You must enjoy the
silence within yourself.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tha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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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吕·格涅沙崇拜讲话：一体性（ekakarita）

1998年9月5日

意大利坎贝拉

今天我们会崇拜锡吕·格涅沙。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许多有关祂和祂的本质的情况。但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祂的力量，什么是祂的需要。
首先，最重要的事是尊重锡吕·格涅沙就是要明白贞洁的重要性。贞洁并不只是针对女性，男性更要遵守。 如果你有自尊，真正意
义上的自尊，你将会毫无困难地接纳贞洁。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尊，那么你就会追逐一些非常低级的、可耻的事物。 因此，贞洁必
须被尊重，必须被明了，必须被接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不遵守正确的贞洁礼仪的习惯自幼年时期就发展起来，我们不得不
非常小心。当我们处在格涅沙的状态，我们不该接受这些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人们是从哪里得来这些想法的， 如你所看到的，在
整个世界存在贞洁的危机。尤其在西方，我们听到过如此多的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神的殿中，一个人甚至不该提起这种攫取人心
的肮脏疾病的名字来。但在印度，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它，我们不知道。 当然有些人是非常非常富毁灭性的，他们无法自拔直至被
送进监狱。但是对于霎哈嘉瑜伽士来说，照看好我们的贞洁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昨天告诉你们的，没有必要为自己找个男孩或
女孩，那也是违反贞洁规则的。我不是说你们只能让你们的父母做决定，而是让霎哈嘉瑜伽来决定，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出生的形象来自格涅沙，祂最终成为基督。 因此你们以什么态度对待贞洁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我们的贞洁层
面遭到破坏，那么霎哈嘉瑜伽将非常非常困难，它也不会给你-你本该享有的祝福。 昨天你们看到罗马尼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歌唱
得如此漂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基本上都非常非常谦卑。他们如此谦卑，以致他们放弃了有关性生活等等所有那些的荒唐念
头。所以这谦卑将教会你，（当贞洁遭到破坏时）你并没有自尊。 伊斯兰教里人们对贞洁赋予了非常大的重视，重视非常大。这
重视如此之深，以致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可以有五个妻子或四个妻子，但你们不要娶妓女。一旦贞洁离我们而去，我们不会在乎
天下任何事。在许多非常高位的人身上，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结果。这些非常高位的人自以为他们是非常伟大的，以为他们可以
挣脱耶稣基督的束缚，以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断地与他们手下的妇女行为不端。他们也许私下里如此，也许是任何其它的方
式，但格涅沙都看着，并因他们的所为惩罚他们。冒这种险是可怕的，霎哈嘉瑜伽士不会涉足。 霎哈嘉瑜伽士要首先稳定他们的
眼睛，因为这关系到耶稣基督的力量。但在所有基督教国家，我看到人们眼神游移，非常奇怪。既然基督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崇
拜基督去到教堂，唱基督的赞歌，然而却到处是眼神游移的人们。这些游移的眼神绝不可能是基督贞洁的代表。
其次格涅沙的力量只能在你明智时得以彰显，因为祂是智慧的给予者。 现如今，人们不明白什么是智慧，这是个大难题。所谓智
力上聪明并不是智慧。聪明可使你成为一个非常狡猾，非常好斗，有时非常阴险的人。这种人可以欺骗别人，说谎，做尽所有（
这些）事，还相信自己是非常非常成功。 （这种）成功绝不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的标准。霎哈嘉瑜伽中的成功意味着非常精微的
向霎哈嘉瑜伽交托自己。这种成功很少实现，除非而且只有当你们每天静坐冥想才能（实现）。 每天冥想非常重要。那些不冥想
的人会失去霎哈嘉瑜伽，因为智慧只能借由你的内在启迪得到成长。仅当格涅沙的力量彰显，你才可以拥有这内在启迪。祂是你
智慧的给予者。在这智慧中，你要做的是去找到解决方案，那和平、满足、抚慰人心的解决方案。 祂也是给你麻烦的那位。像昨
天，我被告知来了旋风，许多人不得不受点苦楚，因为旋风到来吹掉了你们的帐篷。在这样的气候里搭帐篷无此需要，有什么需
要呢？我不明白。但他们没有帐篷就无法住下。你看，我可以很好地睡在外面，也可以睡在大街上，所以无需小题大做，为这些
事情烦恼。要把整个家搬来，无此需要。我们不该害怕不舒适。如果你想舒适生活，那你便不能忍受任何不适，你对霎哈嘉瑜伽
没有好处。 古时候人们经常去到喜马拉雅山，单脚站立，向神祷告，他们没有（被）给予自觉，他们得不到自觉，然而你们都得
到了自觉。所以一个人不该试着让自己变成非常非常某种贵族气派的人。无需在意舒适，以我现在的年纪，我可以在舒适中生活
，也可以在任何方式下生活。 因此你要做的不是去练习禁欲主义，而是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人。练习意味着麻烦，但要是你从内
里成为清心寡欲的人，那么你不会为这里那里的这些小小的事情起烦恼。但是我们的风格依然由外在的世界塑造。我们还没有我
们自己的世界，我们随着时尚在走，一旦你们开始跟随时尚，智慧消失了。 我绝不是说你们不要这种时尚或那种时尚或任何其它
的，是你的智慧要教导你。智慧将教导你如何调整自己，因为你们来到这里为了升进，要在灵性的王国中达至一个非常特殊的位
置。 我必须要再次强调智慧的力量。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都需要求助你的智慧，找出这样做是否明智。由这个练习，你将会减
少你的脾气。毫无疑问，你将会减少贪婪以及罪疚。因为一旦你开始意识到罪疚是毫无智慧的，你的罪疚将会消失。 同样糟糕的
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欲望，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沉浸在各种各样的贪念之中。一旦你能够理智的懂得完全没有贪心的必要时，你
的贪婪将会消失。否则你会无时无刻想着自己，想着你的健康，你的孩子，你的房子，或是你拥有的其他什么。但是，死亡证明
了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属于你的，你是独自来到这个世间，而且你必须要独自离开。这是需要理解的智慧，你无法练习它，无法
强迫它，但可以通过你的灵性去吸收它。 接着发生最美好的事情是喜悦，锡吕·格涅沙舞蹈的喜悦。像是一个小孩你看到他跳舞，
他是多么喜悦，你也同样能感受到到。同样地，一个小孩在你的内里出生，而你也开始变得像个小孩子。通常，小孩子没有贪婪
的感觉，没有。他知道如何去分享。因此，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说，你变成了gana——锡吕·格涅沙的军队中的一员，他们是非常
有力量的。并且他们成就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的能量来源于上天。 因此，锡吕·格涅沙是Omkara
。祂是女神最先创造的神祗，因为祂是吉祥的。因此，首先吉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创造的，我们因为锡吕·格涅沙而吉祥。 有些
人，如果他们在家里，他们会制造问题。他们总会莫名制造问题，他们是不吉祥的。但那些和平的制造者，那些爱他人的人，是

受到锡吕·格涅沙的祝福的。争斗有任何的智慧可言么？你应当找出，争斗有任何的智慧可言么？为什么你们要争斗？为了什么？
为了这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而这些你们自己就可以纠正，为什么要争斗呢？如果你天性如此，那意味着锡吕·格涅沙是与你相反
的。你内在的锡吕·格涅沙是沉睡的，祂的力量不在，那里没有智慧。 从古至今，世上那些被人尊敬的、伟大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明
智的，那些坏脾气的，总是争吵的，贪婪的，为了他们所谓的生命目标的人，这样的人永不会被后人记住。那些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参与到全人类的解放。所以，你生命的目标应当是深入你的灵性，这才是你
的目标。 达至灵的目标，我想你们都知道，你们都明白，但是你们却不能成就。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们，你们的注意力应当是在
内里，而不是在外面。你不需要起反应。所有这些过程都会帮助你变得明智，但是那些明智的人只会在对自己舒适的事物上明智
。例如，他们的金钱，他们的健康，所有这些事物上的明智不是真正的明智。 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如果他受到很好的教养，他
会一直关心他人。他会找出他人需要什么，什么事情会使得他们开心。他会列出所有简单的方法，他会尝试取悦他人，但不是为
了获得什么好处，或是炫耀他是慷慨的，但是在真正意义上，这些付出给他喜悦的感觉。这就是集体。 今天我将会讲述多一些集
体的特质，它来源于你内在的锡吕.格涅沙的努力，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祂的力量。有些人告诉我，爱因斯坦曾经编了一个故事，像
是一个发现（译者注：这个发现叫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

，简称BEC），你们如果都能在锡吕.格涅沙的祝福下变得清凉，所有人将成为一体，这是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同样也有Phil
Ward（译者注：发音类似,

拼写不确定），他提出，当你冷却氦气时，所有的分子或者你们称为的原子，它们开始以一种集体的

方式运动。否则，它们会相互撞击，互相冲撞。 同样地，当我们拥有锡吕.格涅沙的祝福时，我们开始变成进化了的霎哈嘉瑜伽士
，“进化了的霎哈嘉瑜伽士”的意思是你们都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又是指的什么呢？“一体”意味着你们为彼此而活，享受彼此，看
到彼此的需求。 例如，有些人非常富有，有些人很贫穷，有些人生病，有些人健康，所有这些人都被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梵文
中被称为ekakarita”——他们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一体性，会在你们的庆祝中显现。当你们所有人都相互帮助时，我曾经看到，
没有人会介意相互帮助。我看到人们享受彼此，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相反地，他们希望相互帮助相互明理。 我拣选的你们的领
袖大多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能够避开问题，他们不会陷入到恐慌。你可以看到，即便你们有人想要破坏霎哈嘉瑜伽，他们知道
那些人在做些什么。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一体性（ekakarita），你必须要深入自己，由此你能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整体，无论
你在哪儿，是在日本、美国或是任何地方，你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你们会帮助同样的事情，你们想要成为同一种类型。 我曾
见到一些人，他们来参加普祭，许多人，他们是如何享受彼此的陪伴，如何努力去帮助彼此。某个人，例如说在俄罗斯，或者是
在保加利亚，任何地方，他会写信给我，他有怎样的问题，在美国的某个人，无需我告诉他，无需我通知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信
息，立刻他会写信给我，母亲，有这样这样一个人在俄罗斯，你能否将这个人送到美国呢？很多时候，事情都是这样发生。 但是
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从未问过他们。即使我询问，突然，在许多国家的众人之中会有一个回应：“母亲，是这个问题么？好吧，
我们将会去解决它。” 在一体性（ekakarita）这个方面，我必须要说奥地利人是非常明智的。他们去耶路撒冷，去帮助别人，给他
们自觉。我想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因为爆炸事情的缘故，可能并不允许我去。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们，他们非常的团结，具有集
体性。因为他们去埃及。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开这儿？”“与埃及的穆斯林成为朋友。” 想像一下，我非常吃惊。他们怎么能够来这
儿?“只是为了交朋友，他们是穆斯林，所以我们想要和他们成为朋友。”没有任何外在的动机，没有想要获取任何，只是想要成为
朋友，这是你们内在的一体性（ekakarita）的显现。不仅仅你和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是好朋友，同样地，你还要将其他霎哈嘉瑜伽
士带进来。 他们中许多人都这样做了。这是一件多么滋养的事情。现在，因为你们已经获得自觉，你让另一个人也获得自觉，这
是非常令人感到喜悦的。如果你给予某人自觉，你会感到非常开心。
许多人写信给我，“母亲，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十人，二十人”，他们都非常为此感到高兴，我们有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

但是，

你们不应该因此而发展自我-那会再次违背格涅沙原理。因为你知道基督，祂不喜欢这个。祂不喜欢自我的人，祂就是锡吕·格涅沙
。 所以祂不喜欢一些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而创立一个自己的组织，由此尝试宰制他人，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人。基督和格涅
沙是一样的，祂们是有着完全的一体性（ekakarita）。同样地，我们也要在内在发展这种一体性（ekakarita）的特质。 我们忘记
了我们那所谓的宗教，看看现在宗教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外在的宗教彼此之间都在争斗。他们不诚实，做尽所有的错事，对此
你们都有所耳闻。每天，在报纸上你们都能听到他们所做的错事。他们是有些成功，但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因为他们将会得到
揭露。揭露的时刻到了，他们将会丧失其成功一直赖以的伟大信念。 那些关于一种宗教要优于其他宗教的错误观念，所有这些都
会消失。一种宗教怎能高于另一种宗教？宗教都是基于锡吕·格涅沙的吉祥而被创造。 与其他的宗教或与其他的教义去争斗一点也
不吉祥。或者你说这是次要的种族，或者我们是更高的种族，所有这些错误的观念都会脱落。它将不再存在。因为所有这些观念
都会带来问题。 在美国，他们首先嫌恶黑人，于是现在黑人开始憎恨白人，骚动持续着。然后在印度，有一些人被认为是贱民，
他们被折磨，被麻烦找，他们做了许多他们本不应做的错事。这些在印度教圣典（shastras）中未被记载。正因为如此，所以现
在他们开始反对所谓的“贵民”，以牙还牙，这些带来冲突。 锡吕·格涅沙是那位给予你智慧的神祗，由此你知道没有人比其他人更
高，他们都是被神创造。任何被神创造的都是吉祥和美丽的。一旦你们理解了这一点，这个一体性（ekakarita）向外扩展，它扩
展至其他人。不单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理解它，或某一个社会得到提升，你尝试对他人友好，不是这样的。它是来自内在，从内
在你做这些。 一体性（ekakarita）首先需要在家庭中成就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一直处于动乱的家庭不能创造出一体性（
ekakarita）状态的孩子。这就是为何一直告诉他们不能打架，如果在家庭中他们打架，他们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如果有这样的
争斗发生，那么最好离开这样的家庭。 我们也允许离婚，任何一个与其他女人调情的男人或做错误事情的人，我们会让他离开霎

哈嘉瑜伽。原因在于一个坏苹果会带坏很多苹果。因此这样的男人或女人将会被完全请出霎哈嘉瑜伽。然后就会有更好的家族关
系，在霎哈嘉瑜伽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家庭关系应该绝对地完美。我不能理解你不能享受你妻子的陪伴，若如此，在这世界
上你还能享受谁？如果你不能享受你的家庭生活这一福佑，你就不能享受任何事情。 只有当锡吕·格涅沙出问题时，这种亲密的夫
妻关系才会出现问题。如果锡吕·格涅沙是妥善的，那么夫妻之间将会有完美的结合，丈夫和妻子间将会有充分的谅解。但如果夫
妻关系失败了，则意味着锡吕·格涅沙一定出了一些问题。尝试纠正你自己的锡吕·格涅沙而不是寻找他人的问题。

你必须要冥想

，对锡吕·格涅沙冥想，坐在地上冥想。当我们从大地母亲之处跑开时，我们不触摸她，不尊重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不尊重
锡吕·格涅沙，祂是由大地之母处而来。祂掌控着大地之母，祂掌控着五大元素。不仅如此，祂还掌控着你。 我喜欢昨天的电影，
在电影里面演着锡吕·格涅沙与另一个人漫步，祂一直在说，别做这个，别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电影。因为它揭示了
锡吕·格涅沙一直在那儿，告诉你该怎么做。但如果你做了，那么你就会发展出各种各样可怕的疾病，各种恐怖的面孔，各种家庭
问题，你也会发展出国家层面的问题。因此，这种非常不吉祥的性格一定要避免，理解这点非常重要。我不能理解为何人们会对
很小的小孩感觉糟糕，有些2岁大，有些5岁大，如果你看一个孩子，即使是孩子的照片，你就感到喜爱他，你感到想要亲吻那个
孩子。 如果儿童不受到尊重，你怎能理解锡吕·格涅沙的价值？看看他们是多么甜美啊！他们的行为多么甜美，并且他们能够理解
，他们理解你，他们也理解我。即使是非常小的孩子，刚出生的婴儿都理解我。所以，在他们内在天生有对爱的理解力。 对于自
我导向的人来说要理解爱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只爱他们自己，他们不爱任何人。或者即使他们爱某人，也是基于欲望，或者贪
婪，或者某种联盟。但是只有当你的锡吕·格涅沙得到洁净和保持，因爱而生的爱才有可能产生。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我们有如此
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当然我为之非常努力地工作，而且你们也对我做了许多的支持。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尤其在这个不顾及锡吕·格涅沙原理的西方世界，你们这些人仍然进展地如此好，并接受霎哈嘉瑜伽成为你们自己的生活。 在霎哈
嘉瑜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崇拜你内在的锡吕·格涅沙，崇拜你内在锡吕·格涅沙的素质，它非常的慰藉人心，给予许多的平安和安
全感，是创造安全感的力量。如果你的格涅沙是妥当的，那么没有人可以触碰你，无人能摧毁你，无人能惹恼你，因为祂是那位
给予平安的神祗。 因为我们不崇拜锡吕·格涅沙，世界和平受到打扰。我见过许多位居高位的人，他们掌管着军队，掌管着这那，
却无法掌管他们自己。他们的格涅沙完全崩溃和完结。这些人是国家的领导人。人们还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跟随他们。尽管他们秘
密地做一些事情，没关系，人们会知道它。因为在吉祥中，如果你有所闪失，那么整个世界都会以某种方式知道它，它会得到揭
露，因为黄金时代（Satya Yuga）已经来临。在这新的时代，真理之光在我们之内，这个真理会揭露我们做过的所有荒谬的事。
真理就是锡吕·格涅沙祂自身的素质，祂就是那位给予我们真理的神祗。祂通过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头脑中，耶稣为之付出了极大
的努力，祂做了如此之多，然而，看看那些跟随祂的人们的情况吧，看看他们行径如何。 如果你跟随格涅沙和耶稣基督，那么至
少你要有非常属灵的性格。灵性生活是喜悦的赐予者。除了灵性，你不能从其他任何事物中获得喜悦。你可以得到一些满足感，
你可以得到一些自我，你可能感觉你很伟大，但是你获得内在平安喜乐的唯一方法，是锡吕·格涅沙在所有轮穴之中的显现。祂在
所有的轮穴中显现，当你在这些轮穴上表现恰当的状态。你获得喜乐，并且这份喜乐通过锡吕·格涅沙带给你。 这些日子人们正在
写恐怖的书籍,做恐怖的事情。另外有一些人正在尝试写很甜蜜的事，关于对锡吕·格涅沙原理的理解及祂的吉祥原理。

非常甜蜜

！我已经知道一些人已经写下一些关于祂的极之甜蜜的故事。不仅是爱情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好吧，他们创造了如此多的爱
情故事、爱情故事、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之上在这之上是锡吕·格涅沙原理，是完全的平安的原理，完全的喜乐原理
和对爱和纯洁之爱价值的理解的原理；是给予的原理也是获取的原理。 任何给你纯洁之爱的人 应该以正确的方式被理解。 我昨
天知道锡吕·格涅沙已经走远了一些。我不知道祂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我们之中一定有人没有遵循锡吕·格涅沙原理并
且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带着真诚的心向锡吕·格涅沙寻求祝福，祂总是准备好给予你祝福。

但是如果你不听从祂并且如果你以任何方式摧毁你的贞洁，祂将惩罚你，祂将不会宽恕你，祂没有宽恕的概念。 仅仅在基督的层
次上，祂考虑宽恕，考虑宽恕你。但是宽恕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罪都能被宽恕，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控制权。基督曾说你将被宽
恕，但是在某一点上锡吕·格涅沙，当祂看见人们正在原谅，祂试图惩罚你。 这是限制性的一点在这点上祂认为不适合去原谅这样
、那样的人。所以对于基督来说，宽恕没什么问题，但是对锡吕·格涅沙，祂不得不揭露和惩罚那个人。 所以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
，耶稣非常伟大，因为他给予我们宽恕的力量，并且锡吕·格涅沙是十分有力量的，因为他限制我们的宽恕。你可能宽恕任何人你
可能说“我愿意去宽恕”，但是我们不知道锡吕·格涅沙是否会允许达到这个程度。并且基督接受这个，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就
像一枚银币的两面。
所以我们不可以过度依赖基督宽恕的力量，因为格涅沙总是安坐在那，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在祂手上有十分有力量的武器。 祂是和
平的那个，是平静的那个，祂给予我们自觉之后的清凉。你从锡吕·格涅沙处得到凉风，因为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Brahmaita
nya”毫无疑问，但是发出它的人是锡吕·格涅沙。 祂使你凉下来。祂使你成为一个非常清凉、满足、完全平静的人。借由这种平静
，你们所有人成为一体“ekakarita”被建立，一体性被建立。 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你为哪个国家骄傲，你将看见这个国家
的缺点并且你将尝试去改善。你不会认同这些缺点。这是黄金时代（Satya
Yuga）最伟大的事，它揭露你不支持的错误的事和做富有侵略性的事——你不接受。 并且一旦你不接受它，你开始与那些跟你一
个整体的人们成为一体。并且他们都相信同样的事，他们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的思考是相同的，他们的喜乐是相同的，并且他
们非常享受彼此。 他们成为一体，并且这个一体性必须在霎哈嘉瑜伽中建立。一些人只是对赚取金钱感兴趣，一些人对低层次的
聚会或者低层次的各类事情感兴趣，不能这样；那些在霎哈嘉中为他们自己寻找妻子或丈夫的人不能这么做。

灵性在谦卑中成长。并且格涅沙的谦卑在祂的冒险中被讲述，有一次当祂的妈妈问祂“谁将绕大地三次，我将给他一个礼物。”

所

以格涅沙想，“谁会比我母亲更伟大？不是这大地。”祂乘坐一只小老鼠，这表明祂是如此谦卑：祂能够用一只老鼠做坐骑，没有给
那只老鼠压力。 与此同时，祂的兄弟锡吕·卡提凯亚有只可以飞的孔雀，祂知道他不能在祂兄弟之前环绕世界，所以祂只是围着祂
的母亲转了三圈，祂便得到了礼物。 表明一件事，速度并不是成功的方式。你必须放慢你的速度。 除了这点，你必须去理解，什
么是最重要的事，就像格涅沙理解的最重要的事是去爱你的母亲，去尊重你的母亲，并且知道祂是至高的，祂是最伟大的。祂便
是那样在我们之内得到表现。一旦发生，你的灵性得到成长。 我希望现在你们用这种方式成就锡吕·格涅沙，并且开始这种一体性
（ekakarita）。我不喜欢人们写信反对他们的领袖，反对这个人，反对那个人。这不好。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只是宽恕，并
且保持与彼此成为一体。尝试去团结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你不能分隔其他人，说他们有罪，说他们不好。尝试去团结他们，用
你的宽恕，用你的贞洁感，事情将会得到改善。 所以这排他性也应该被抛弃，我认为这种排他性可能来自于一种不安全感。是锡
吕▪格涅沙！如果他们是错误类型的人，祂会让他们离开。

因此不要对他们产生恐惧，不要对他们感到困扰。尝试去成为一体，

一个整体试着让他们对你更有吸引力，和他们在一起，尝试去管理他们并且照顾他们。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讲话结束后去冥想，去发展你的锡吕▪格涅沙的特质，去发展贞洁的力量，平安的力量以及安全感。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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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微元素 印度新德里童军营 1998年12月16日 我刚刚告诉他们，印度的知识取向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分别。在西方，若你
说了些什么，他们想有验证的凭据。为着得到验证的凭据，他们会到科学家或拥有専门知识的人那里去，以便找出那些书本中所
说的是否真确。他们甚至评价耶稣，评价摩西，评价每一个人，自以为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他们也著书，批评圣人，以为自己
就是那个有权说话的人。他们所说的都是出自思维。他们所说的话，通常都不获接纳，但一旦他们所说的话得到接受，他们便变
得絶对的疯狂。印度式的理解却是这样，如果某位大仙人或大圣者(great rishis, great munis or great saints)说了些什么，人们必
须听从，因为你们与他们地位不一样。他们所说的是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知识，你不能去评价或说这不是真的，你只能接受。在
你得到自觉后，有文字清楚记载你必须成长，成长为完美的人。那么，你便可以自己分辨他或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理。所以接受
知识的方法有所不同。一方面，如果你一开始便以科学的方法去追寻，你怎样也不能达到，你的成长还会被妨碍。 故此，你需要
做的只是藉由相信圣人所说的话，去到达这种知识。无论耶稣基督说些什么，你必须相信；无论穆罕默德说些什么，你必须相信
；无论那纳克说些什么，你必须相信；无论Gyanadeva说些什么，你必须相信，老子说些什么，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他们因
为你还未到达他们的灵性层次。所以，接受他们吧！不要分析。任何事物，若去分析，只会令你迷失。只有当你是已经得到自觉
的灵而又完全成长，即我们称为Sampurna的状态，你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是否真确，你亦可以自己找出答案。

要分辨他们所说

的是真或假是非常容易。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要找出事情是真是假、是真理或非真理、是爱或是恨，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借着
生命能量，你便可以做到。 但要到达这层次，我必须说，我们必须去认知这生命能量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有什么精微力量造
就这生命能量。我们称它为Paramachaitanya(生命能量)。Paramachaitanya是什么，当你得到这生命能量后，有什么会发生，我
们必须了解这种精微。 正如我所说，我们是由五大元素所组成。当你得到唤醒，当灵量到达顶轮，打开你的头盖骨，你便与神圣
的力量化为一体。这神圣的力量开始在你的身体内流通，连系便建立起来。当它开始流通于你，这力量（Shakti）开始流通于你
，有什么会发生呢？我们必须明白背后造就这力量的精微部分。这精微部分是这样的，这组成我们的五大元素，这生命能量逐渐
化为精微的形态。首先，这个人是反映，被称为「道」(Word)的是神，在圣经中也有提及，道就是神。什么是道？道是宁静，你
可以说，宁静的戒侓，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

根据印度的哲学，藉由这道衍生我们称为Bindu的东西，或我们可以说这道变成

Naad，是一种声音。跟着它变成 Bindu，即一个小点。从这个小点，五大元素一个接一个显现。 第一种出现的元素是光，即‘Tej’
光是第一个出现的元素。第一个原素的精粹是光，我们称它为Tej、Tejas，当然这是梵文。我们应该明白光是如此普遍地显现于
霎哈嘉瑜伽，你们在每一处都看到光。第一个元素是光，用英语来说，光的精微层面，你可以说是醒觉（Enlightenment）。醒觉
有另一种意思，我们可以说它是Tej。譬如，得到自觉的人，脸上会焕发光彩，这光彩是光的精微层面。这光彩开始在你脸上出现
，光彩本身开始显现。当这光彩开始在某人身上显现时，人们便会被那种光彩吸引，并且感觉拥有这种光彩的人，一定有某些独
特之处。你们也有看过我的照片，很多时，你会发觉我身上常常有很多光围绕着。其实这是我内里的光变得精微而发出的光彩。
当光在我内里变得精微，光是其中一种元素，当它变得精微，它便会发出光彩，它令你们内在的精微系统成长。你们的脸也开始
闪亮。他们也有光彩并具有一种特别的肤色。我可以说，这种光彩必须被理解，它是构成人体的精微的光，是粗糙层面的光。 光
之后出现的第二种元素，梵文称为Vayu，即气（air）的意思。我们一般感到的气是气的粗糙层面，而气的精微层面则是凉风，凉
风是气的精微层面。我们所理解的凉风的精微层面，就是我们称为生命能量的，这是气的精微层面，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这凉
风便是第二种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精微的元素。当你开始成长时，所有这些精微元素便会显现出来，你不单只感到生命能量，还感
到凉风，这是气的精微层面。 然后出现的是水。我们也是由水所组成。水的精微层面是……有时候，英语是很难表达某些事物，
他们称它，我的意思是它制造皮肤，令粗糙的皮肤变软，皮肤变得柔软。这是得到自觉的灵的征兆，他的脸像用了面霜一样柔软
。那是水在我们内里，令我们有这光泽，这滋润，使我们的皮肤非常柔软，肉眼也可以看到。我必须说，这是最低要到达的层次
。得到自觉的人会变得十分温柔、十分细致。当他与别人谈话时，声音总能给人温暖，他具有如水流般的动感及水的凉性。这是
另一种精微元素，必须在你的行为举止、你的皮肤、你的待人接物中显现，而你应像水一般富动感，令人凉化、具舒缓及净化的
质素。当你成为自觉的灵，这种特质也应成为你的一部分。 当你们拥有这种水的质素，同时你们也拥有火，梵文称为Agni，即火
。这是一种宁静的火。它不会烧伤任何人。但它烧毁你们内里错误的东西。无论你有任何不妥，都被烧毁，它也烧毁其他人的不
妥。例如，当充满怒气的人走到你的面前，这种火会冷却愤怒。无论如何，已得自觉的灵不会被烧伤，那种燃烧不会在他身上发
生。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了些错事，这火或许会燃烧你，但若你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我应该说，完美的霎哈嘉
瑜伽士，这火永远不会烧伤你。就拿悉妲〔Sitaji〕为例，她跳进火堆里，并没有被烧伤。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明白当你到达火
的精微层次。火与水这两者都变得神圣。 例如，无论是你触摸的水，或是你喝的水，当你把手放在水里，水便得到能量——那表
示什么呢？水的精微层面，水的清凉，水的医治能力进了水里。当水变得精微，所有那些力量便开始显现，连肉眼也可以看到，
不必做什么实验证明。 最后亦是最重要的元素便是大地之母。你们也许看过一张在我俄国的大宅里拍的照片。在那里灵量就在大
地之母里。它清楚显现，它就在那里，那就是大地之母的显现。例如，我看见花朵，若把花朵放在我的房间，它们自然绽放，开
得像这样大，人们从未看过这样大的花朵。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坐着。那么，那些花朵发生了什么事？那只是大地之母的法

则在工作。是母亲给予你所需要的滋养，令你健康地成长。这就是大地之母精微层面的作为。大地之母给予所有花朵、所有树木
生命，她也在我们身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不但没有与大地之母有任何联系，还与她割离，没有尊重她，甚至污染她，做
出各种这样的事情，随意砍伐树木，令她变成一片脏乱。 大地之母是我们的母亲，她很多的精微特质都进入我们体内。其中一种
特质便是重力(gravity/地心吸力)。一个人变得极为吸引，这并非肉体上的吸引，而是灵性方面。这个人吸引其他人的注意，他们
感到这个人很特别，这便是大地之母的其中一种特质，假若大地之母没有把我们吸着，我们一早便被她的移动抛离大地。 大地之
母还有其他特质显现于我们内在，我们变得极其包容及有耐性。但如果你不包容，你还是脾气差，那么大地之母原理还未在你身
上展现。看看大地之母，她容忍我们多少的荒谬，我们对她犯下多少的错事，大地之母仍然不嫌弃我们，仍然包容我们。 开始时
，格涅沙的特质就是包容。在到达极限之前，祂会容忍。同样我们也变得极其包涵，有耐性及能原谅别人。这是拥有能量的霎哈
嘉瑜伽士应有的最基本最基本的特质。 我曾经告诉你们，所有事物都在你的生命能量上显现。你们必须明白，你们已经变得十分
伟大，但这还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还未在未成为霎哈嘉瑜伽士的人身上发生。看看那些到教堂、清真寺或寺庙的人的脸孔，看
看他们，他们是什么模样？他们没有从清真寺里得到什么，他们没有从庙宇里得到什么，他们并未有在那些他们去崇拜的地方得
到什么。那些地方都是很人功化，我可以说，没有与实相有任何连系。只有在得到自觉后，你才能与实相连系，并且了解所有流
通于你体内的精微元素。 我告诉你们这一切，是希望你们能认识自己，确认自己，明白你们是什么，得到了什么。一旦你们能确
认自己，了解自己，你们便能成就很多事情。 首先，说『我是霎哈嘉瑜伽士』是需要有一定的自信；而作为有自信的人，应该找
出自己身为霎哈嘉瑜伽士做了些什么？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可以做些什么？有些霎哈嘉瑜伽士成就了许多奇妙的事情，他们为
霎哈伽瑜伽做了很多事；而另一些仍不断写信给我，告诉我她的丈夫与她争吵，儿子是这样，她的母亲这样。你看看，常常一封
接一封的信给我。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要着眼于你们的精微层面，好好成就事情。他们以为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他
们的问题，他们的家庭、工作等问题。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此，我在这里是给予你们自觉，并让你知道，无论你得到什么，必须接
受这是一种挑战。若你接受这是一份挑战，你会感到很惊叹，你是如何得到帮忙，如何得到成果。 霎哈嘉不单意味着你自然地得
到自觉，它亦让你得到自然而然的特质，整个大自然亦一样得到。所有那些我告诉你的精微的元素，都自然而然地运作。其间，
当然有天使、伽蓝仙众（ganas）在帮助你，你不必担心。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明了你是什么，你得到什么，你又面对多少事情，
你已经得到它，事情是怎样成就。当我有小问题出现，问题都能自然地解决，甚至在一些我意想不到的范畴和人事当中也成就了
；一切都顺利解决，无论成就了什么，都是为着你的好处，为着你的成长，为着令你明白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已进入了上帝的
国度，你必须继续成长。还有，内省可以令你知道所有事情是否正在成就。若你常常自省，你便会很惊奇的发现，你拥有这些力
量，你也可以成就奇迹。 我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进一步发展已存在于你们体内的这些精微元素。它们已经存在。你们无须刻意
做些什么，只须去明白并用心感应它们的所在。 多谢你们。 Translation from Hindi: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the truth, my
salutations to all those seekers. We all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But, in which place should we search that, where should we
search that, Where is this truth hiding,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first place. In foreign countries also I noticed that many great
Sufis where born, and they all spoke about Sahaja, totally about Sahaja. But, no one respects them there. Their recognition is
very less there. Very few people recognize them and entertain themselves by reading their (Sufis’) poetries. But, they do not
follow the path mentioned by Sufis. Like this, in every country, many great Sufis are born. In England also, a great saint William
Blake was born. But no one used to listen to him. Even I have never heard his name in my college days also. But I knew that he
existed. When I went to London, I purchased his book for the first time. Attaining self-realization has become very easy through
Sahaja Yoga, for everyon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in this, that “you stand on your head”, or “you abandon your family”, or “leave
your children”, no need to do anything like this. This energy is present right inside you. Within you, in a triangular bone, this
energy is present. It is not just that I am telling you, Peopl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since time immemorial. Now, kindly keep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Now, keep this h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fontanel bone, which
was a soft bone in your infancy? Keep your hand above that bone. Right hand. Now keep your right hand towards me and left
hand above your head. Again, keep above your fontanel bone. That is, not on your head, but above it. Now check, if you are
getting any cool breeze from your head. Some people may get the breeze much above the head, some may get in front of the
head, and some may get behind the head, rotate your hand and check. Now, left hand towards me and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d and see that cool breeze is coming out. It’s coming. It is possible that you are getting a hot breeze also. Because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Do forgive each and every one.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you will get a hot breeze.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what do you do? Nothing. You are only troubling yourself. So, it’s better to forgive everyone, then you will get a very cool breeze.
Forgive yourself also. “I have done this mistake”, “I have done that sin”, don’t think anything like this. Forgive yourself also
completely. Now keep both your hands towards me. Please put both the hands towards me. Now, who ever got a cool breeze in
both their hands or hot breeze, please raise both hands up. From this end, to that end? My infinite blessings to you all. My
blessings to all of you. You all have achieved it now. Your seed has germinated. You have to make a big tree out of this. And if
all of you grow into big trees, then what can be better? After that, how long can this kalyug last? “Satya yug” is anyways coming.
But its Radiance has not spread yet. You people are going to Show light towards Satya Yug. Now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you

are going to spread Sahaja Yoga. Each man can give realization to 1000 men, and each woman can give realization to 1000
women. And everyone should try and give realization to all others, everyone else. My blessings to you all. In the end, we all will
sing “Vande Mataram”. All of you stand up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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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格纳帕提普蕾1998年12月25日‧

我首先以英语讲话，跟着才用印地语。

很久以前的今天，耶稣基督出生。你们都知道祂出生的故事，以及祂经历的各种折磨。 祂是那位作为霎哈嘉瑜伽模范的人。因为
祂不为自己而活，完全没有，祂为别人而活，以开启额轮。你可能很神圣，可能很有力量，但这个世界是那么残酷，他们不理解
灵性，他们不明白灵性的伟大。还有，有很多原因灵性被攻击，他们常常都这样做。每一位圣人都曾经受过很多苦。但我想基督
是受苦最多的一位。如你所知，基督被赋予神圣格涅沙的所有力量，因为祂是神圣格涅沙的化身。首先是祂的纯真，我们可以说
祂是永恒的孩童。祂不能理解这个愚蠢世界的残酷和伪善。就算你明白这事实，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但基督却以极大的勇气，
在一个人们对灵性没有概念的国家出生。

我曾经阅读过一本有关祂的书籍，说祂来到克什米尔（Kashmir），遇见我的一位先祖

—萨利瓦汉拿王(Shalivahana)。那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全用梵文写成，作者或许不大懂梵文，但他却全用梵文。我可以肯定，对
西方人来说，这并不太合适。感谢神，他不懂梵文，否则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问耶稣基督︰「为甚么
你来印度？」祂回答︰「这是我的国家，这就是我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在这里，人们尊重灵性。但我却与那些完全不懂灵性的
人住在一起。」他们的对话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萨利瓦汉拿王说︰「有更多理由你要回到你的国家，教导他们纯洁无邪的原
理（Nirmala Tatwam）。」这是净化的原则。祂回去，三年半后，就被钉上十字架。 我个人认为，西方和印度的死刑最大的分别
是这样的，在西方，杀戮人是一种伟大的专业，以很琐碎细微的借口，他们杀害人。任何人若是圣人，他们都杀害，他们称他是
一位行为卤莽者。这是逃避灵性的最佳途径。在印度，若这是圣人说的，永远都不会被挑战。他们相信他，因为他是圣人，因为
他的品格比我们高得多。虽然有些令人厌恶的人在折磨圣人，但整体上，大家都尊重他们。任何假导师，通常都不会留在这个国
家，因为他们知道会被揭露。还有，他们是那么金钱取向，所以他们走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安顿下来，赚取金钱。这是我们必
须看清的其中一个征兆，这也许是耶稣基督为甚么在一个非常非常平庸的家庭出生。就算是在孩童时，他也没有妥当的睡床。他
睡在那里，他的父母亲住在一处有牛及有动物居住的地方，这些全都有用文字来描述。那是显示属灵不需要任何奢侈，也并不需
要任何排场和炫耀。 那是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光辉，内在的光芒自动显现，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炫耀它。这一类人对金钱没有
意识，对其他事物没有占有的概念。他只关心身体上受苦的人，甚至是痲疯病人，他也想把他们治好，他想去帮助许多许多染病
的人。因为在那时候，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所以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身体受折磨的人身上，他也在思维上为他们作好准备。在山
上有那么多漂亮的讲道。那时候，人们不是那么物质主义，所以他们都聆听他，但你却说不准有多少人明白他。若你不是一位已
得自觉的灵，要明白灵性是非常困难的。那位谈论灵性的人和那位聆听者，两者最基本也是要得到自觉。 从基督美丽的一生我看
到，我们必须学习，除非我们是已得自觉的灵，我们仍然会折磨基督的灵魂。我们也曾经见到，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那些谈及
基督的人，祂很清楚的说︰「你会称呼我为『基督，基督』，我将不会承认你。」祂非常清楚的这样说过。我不知道他们为甚么
不把这句话从圣经中删除。意思是那些以神的名说话，传道和好好打扮以炫耀自己是属灵的人，基督将不会承认他们，就是这样
简单。在现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祂将以灵性来评价整个世界，即以生命能量。祂的审判已经开始，我已经看到。你可以看到在那
么多的国家里，事情正在消失。所有他们的自我，他们的侵略性，他们的残酷，都被挑战。那些在战争中犯错的人，会被批判。
所以在历史中，那些对小区，对人民犯错的人，他们全都会被批判。他们不能作出侵略的行为以及不能再折磨人。这就是神圣格
涅沙原则怎样藉由霎哈嘉瑜伽起作用。 基督没有这样说，但祂却有说︰「将会有最后的审判。」一方面，祂是非常仁慈和慈悲，
另一方面，祂却是真正的锡吕‧格涅沙，因为祂拿起武器，打击在庙宇里兜售的人。你不能以宗教的名义来做生意。这是怎样一件
需要明白的大事。但基督徒并没有遵从，他们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何去何从？我们有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他常常谈论
灵性，只谈论灵性。但他的继任人却把他与他的灵性放在一边，开展一个的新世界，新的念头以及新的生活方式。那些应该是甘
地的追随者现在却想拥有很多的酒吧，拥有各式各样的物质，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国会是由圣雄甘地开展，但国会却在做着这些
事情，他们怎可以作出领导？ 这个国家最美好最珍贵的就是灵性。除了灵性外，他们可以往何处去？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但他
们尊重基督，他们尊重圣经。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事实，人们就是不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的意思是他们还未受洗，但他们却尊重
基督。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是那么有灵性—祂是灵性的化身，这就是印度人可爱之处。无论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对他们来说是完
全没有分别。在印度，有很多穆斯林是圣人和苏菲派(Sufis)，他们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无论他们是否穆斯林或印度教徒。 所以对
于基督，完全没有人会反对。相反，你们看到昨天他们是怎样因基督而那么高与，因为他们都是已得自觉的灵。就算他们不是，
在这个国家，基督也很受尊重。他们不明白，他们怎能细察基督的一生？他们怎能评价基督？他们又怎能制作有关基督的庸俗电
影？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因为他们内在对灵性的尊重比外在多得多。以基督之名，人们已经做了太多的错事，杀害了太多人，
各种各样的错事都被接受。作出这些行为后，人们不明白他们怎能评价基督。 例如，我所知道的英国，我对看到的感到非常惊讶
。若有任何人去世，他们喝酒，任何人出生，他们也喝酒。只有喝酒他们才能有关连。「你们怎可以喝酒？」我问他们。他们说
︰「为什么不能？基督创造酒精。」我说︰「什么时候？」「在一个婚宴里。」我说︰「在婚宴里？那不是酒，而是他们在那里
种植的葡萄的葡萄汁。我们的语言称它为drakshas。这怎会是酒呢？」酒必须先发酵，必须腐坏，怎会这样？所以喝酒是一出最
大的戏剧。 在印度我们知道，虽然没有人说什么反对喝酒，但我们知道喝酒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你看到每一天，每一个人都知道

，若你喝酒，你会变得完全失去理性。在宗教的平台上，没有甚么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知道喝酒是怎么样的。在海外的人不是不
知道，他们也知道。但不知何故，喝酒成了潮流。甚至在我的国家，也开始推介喝酒。我不知道为甚么在独立后，人们开始喝酒
。在每一个派对，他们喝酒，在圣诞日，以基督之名，他们也喝酒。这是对基督美丽、神圣的人生的一种侮辱。 所以，当他们来
到这个地球，或许他们所有神圣的力量都已经被摧毁。印度人最好的地方是至少他们尊重，他们尊重神圣的地方，这是他们的长
处。他们知道甚么是神圣。当然，现在他们变得既现代化也美国化，但他们仍然知道甚么是错，甚么不该做。因着霎哈嘉瑜伽，
我非常高兴的说︰「外国的霎哈嘉瑜伽士也变得非常美丽。」我很惊讶，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是没有灵性的。我不知道他们怎
能离开那些荒谬的事物而像莲花一样，漂亮地冒起，以灵性的漂亮香气出现。这是奇迹。每一个人都说︰「母亲，我们不能相信
，这是怎样发生的？你是怎样应付过来的？」我可以说这是基督的祝福。他们看到人们怎样以基督之名和以很低下的方式来成就
事情，因此他们发展了某种认知，知道必定有某些不妥之处，这不是基督，他们描述的不是祂神圣的人生，是别的东西。这就是
我想为甚么在西方，有更迫切，更大的升进力量。 昨天有人来告诉我︰「母亲，没有集体静坐。」我听了很高兴。在霎哈嘉瑜伽
最重要的是静坐，毫无疑问的。但外国人做静坐比印度人多得多，令人很惊讶。以灵性来说，外国的男女都装备完善，特别是俄
国人。我很惊讶在美国，他们告诉我︰「母亲，这些美国人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说︰「为甚么？」他们没有那种对我的尊重
，他们没有静坐。没有静坐的人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说︰「我同意。」他们令所有美国人静坐。我不知道为甚么东盟国家的
人，如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以及所有罗马尼亚人，他们怎能那么喜欢霎哈嘉瑜伽。当然，他们有共产主义的诅咒，或许他们因此
感到自己的人生有某些缺失，所以必需深入自己，这就是为甚么他们可以成就到。我必须告诉印度人，你们必须静坐。印度人有
一或二种坏品质，其一是联群结党。例如，若他们是婆罗门，他们会坐在一起，若他们是Kayasthas，他们会坐在一起，若他们是
Bhaniyas，他们会坐在一起。若不是这些，他们会以另一种名义联合一起。这是我的国家最差的诅咒。因为当你们联群结党，你
永远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亦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种联群结党为这个国家带来很多问题。 在基督的年代，有不同种类的人。一是
喜欢灵性，一是不喜欢。现在我们这里有些人喜欢灵性，但他们的一只脚仍然在水中。这个老问题仍然存在。这会把我们的国家
摧毁。我们不能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能成为朋友。当然不是在霎哈嘉瑜伽，我必须要说，这问题已经好好的解决了。若你看看就
算在基督的年代，祂与祂的门徒也有问题。特别是某些与彼得有关的事情，他就是那位说撒旦将会遇见你的人。我想人们已经跌
入撒旦的力量中。他说他把很多人的撒旦恶魔清除，放进猪里面。这是事实，撒旦的力量正强而有力地运作。我们越发展对灵性
的安全感，它们便越发展得好。撒旦的力量在西方和在东方是以不同的形相出现。我想告诉你们怎样小心地去找出在西方的撒旦
力量。 你未必受到它影响，因为你是已得自觉的灵，但你必须对抗它。例如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仍然非常强大，非常非常之强大
。你必须藉由与另一种族的人通婚以对抗种族主义。但我仍对一个黑人与一个白人配婚感到困难，那是没有可能的境况。若我真
的尝试这样做，我也不知道甚么事情会发生。 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婚姻。一个白种的法国女士与一个黑人配婚。
不是那个法国女士好支配人，而是那个黑人。所以我很惊讶，你知道吗，怎会这样的？所以我想原因是他想报复，或许是暂时的
。首先巨大的爱心和情感必须在人们之间滋长。这种颜色是那么深入皮肤里，与内在的爱毫无关系，是那么深入皮肤。感谢天，
在我的国家，你可以有肤色很黑的妻子，而丈夫的肤色可以很浅，或是相反的情况。他们从不以这个角度来看事情，我想在这个
国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但我们有另一种情况出现，你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问题，就是来自自我的歧视。我必须要说，基
督曾经尝试对抗你们的自我。祂在一个非常谦卑的家庭出生，祂并非一位白色肤色的人，不是。以你们的语言，祂的皮肤是褐色
的，但以印度语来说，他是黑皮肤的。但当说到灵性，你只看到开悟的那一位，你看不到他们拥有甚么的颜色，甚么肤色。那是
非常、非常的表面的。我视这为西式生活必须征服的其中一个敌人，物质主义是另一个。我视反对基督最差劲要算是不道德。不
道德却广受西方社会接受，各式各样的不道德行为都被接受。就如他们所说，所有不道德的人若把选票投向某人，他就成为美国
总统。好吧，没有甚么关系了，容许各种不道德行为，这是绝对违反基督的。人们不明白不道德会带领他们到达我也不知道该怎
样称呼的国度，因为那里甚至比畜性的国度还要差。他们是那么不道德，他们聆听如弗罗伊德那样的人的说话，就像他们是没有
脑袋，没有灵魂，去注意这样的人。只有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你才可以拥有像基督那样模范的人生。无论是甚么，都已经过去
、结束和完蛋了。 今天你是已得自觉的灵，道德是你的力量。忘记过去吧。我可以肯定，若你过着非常、非常道德的生活，你可
以令很多很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的旗帜之下。同样，另一个非常差劲的敌人是愤怒。他们很自豪，他们会说︰「我现在很愤怒，
你知道吗，我是非常愤怒。」他们不会因此感到羞愧，仍继续说︰「我非常愤怒。」好像说「我很愤怒」是没有错的。他们说︰
「我憎恨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任何印度的语言，若他们用憎恨这个字，代表我正在犯罪。所有这种侵略性是来自愤怒。
若某人想发怒，他应该对自己发怒，最好还是摆脱愤怒。你可以拉扯你的头发，你可以咬你自己，你可以用枕头打自己，这些可
能都是最佳去除愤怒的途径。看看自己为甚么愤怒？有时是绝对毫无用处的，有时是没有意义的，有时是绝对疯狂、愚蠢的。但
直至你停止说︰「我非常愤怒。」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你正在完全的下跌。
基督并没有谈及所有精微的东西，我却曾经向你谈及，因为是留给我说的。没有得到自觉，你又怎能谈论精微的东西？你不能。
上次我告诉你有关生命生量，那是甚么，那象征甚么以及你可以怎样得到我们称为Tanmatra的精微能量。光元素—Tejas，水元
素—Jala，以及火元素—Prithvi。但我却没有告诉你一个非常特别的元素，以英语来说，你们称它为以太(ether)。以太是被另一种
Tanmatra所管理的元素，我们称它为Akash，特别在今天，因为是基督牺牲了祂的生命，开启了我们的额轮，令我们到达了Akas
h这个状态。没有祂是不可能达至的。我们可以如常沟通，像我们可以与别人交谈，我们可以说话，我们也可以用手指来表达自己
，用手去沟通，但若要与生命能量沟通，你必须拥有生命能量，否则你不能感觉另一个人。若你处于额轮，代表你在思维层次，

绝对的思维层次，那么你的生命能量也在缩小，意思是你不知道他们真正在说甚么。你没有能力评价你的生命能量，因为这些生
命能量是在思维层面。 他们说︰「母亲，我们问过生命能量。」我说︰「真的吗？」若你没有生命能量，你又怎能询问生命能量
呢？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我们询问生命能量，我们想从生命能量找出答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只在思维层面。基督所做的
是把你带离思维层面，那是最困难的。我感到很惊讶，那些跟随基督教的人却是处于最差的思维层次。他们绝对是处于思维层次
。他们就像……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就像德里的雾一样，你不能横越它。这是基督打破的。我们向祂该负多少责任，祂清
除了人类升进的最大障碍，就是打破了这个额轮，这个在我们内里的思维存有(mental being)。我们像疯子一样阅读，像疯子一样
聆听别人，我们喜欢那些喂食我们思维存有的人。他们是那么多思绪，那么好争辩，不停的只想及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你只
需要说︰「好吧，跪拜吧。」你不能与他们充满思维的行为对抗。那就是为甚么很思维取向的人需要敬拜基督。 这种思维上的谬
误令人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啊！无论我们做了些什么，有什么错呢？」他们不能纠正自己。因为除非你超越这个思维上的界线
，你看不到自己，你不能内省，你看不到自己，你却看到其他人，「这些霎哈嘉瑜伽士是这样的，霎哈嘉瑜伽是这样的。」以及
各种类似的事情，但你看不到自己，因为所有事情都是那么思维取向。这种思维取向必须藉由耶稣基督的帮助而得到完全的约束
。祂在你脑海里也是思维，基督也是思维的，现在该怎样做？那个要打破人们思维取向的人也是思维，你令祂成为思维，就像一
座石像。 所以，首先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四次。跟着你可以升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静坐中
，你必须超越思维。感谢基督，祂是坐在额轮上，去完成这荒谬的思想存有。 我想人们或许必须停止阅读。就算是我的讲座，也
变成思绪，该怎样做？我的意思是任何东西一进入他们脑袋，不知何故，都变成了思绪。跟着他们向我发问︰「母亲，你是否这
样说？你有没有…。」我说︰「我这样说是要令你无思无虑，只想吓倒你，不是要你坐下来分析，不是这样。我这样说后，你变
得绝对的震惊和被吓倒。」所以对你们全部人来说，最好是变得无思无虑，这是基督的祝福，这是祂为你们完成的。我可以肯定
，若你能成就到，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不要作出反应，只是不要有反应。他们对看到的任何事物，都作出反应。有甚么
需要这样呢？这样做有甚么用呢？你想对这种反应做些什么呢？这种反应什么也不是，只能在你脑海里制造了思潮上的涟漪？我
已经告诉了你数百万次，在这个崇拜之后，你必须变得无思无虑。 若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视我们已经成就了很多。这是基督赐予
我们的最大的祝福，你必须真的很享受这祝福。只有在你内在的Akash

Tatwa在工作，它是怎样运作的？藉由你的注意力，你们

都知道，它是与我一起工作。我以我的注意力成就了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就的？只要我的注意力变得无思无虑，只要无思无虑，
它自然成就到。但若你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思绪上，不停的思考，它便不会做它应该要做的工作。只要你是无思无虑，你的注意力
便能成就非凡的事情，否则便不能。 所以必须从你自己那处升起，跟着从别人处升至谦虚这更高层次。在那里，你与天空沟通，
我们可以称它为Tanmatra，或是本质，或是以太的精华。以太令我们可以拥有电视，拥有电话，否则，这将会是奇迹。但以这个
Tanmatra，只要坐下，你便可以做这工作，它在运作，只用注意力运作，我是知道的，你亦知道。你不需要请求我把注意放在某
处，你只要放注意力，它自会起作用。这是你得到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视这是你没有不妥当首先取得的东西。你们开始从土元素
显现，跟着是火元素，再跟着是Jala(水)元素，跟着我们来到Tejas(光)，我们的脸孔变得闪亮。最后，我们处于无思虑的知觉状态
，藉此我们的注意力变得绝对的自由去做一些特别的工作。但若你仍然不停的思考，注意力便被迫要忙碌，你知道，非常忙碌，
你不需要问我︰「母亲，请放注意力。」你也可以放注意力，你自己也可以成就到。 在这注意力下，你不感到你得到甚么，你立
足在何处，你穿着些甚么，其他人在做着些甚么，不，甚么也不是。你与自己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充满幽默的人生。那么多幽默
，那么多喜乐，那么多快乐，你不再关心所有一般人关心的事情。 现在，霎哈嘉瑜伽在那么多国家中有成就。我因你们而感到自
豪，非常自豪。现在霎哈嘉瑜伽也到达非洲的国家。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满足。你们全部也可以做到，你们也可以成就到。唯
一要做的只是变成无思无虑的知觉状态，就如基督的祝福的一样。若它成就到，你会绝对的享受自己。

愿神祝福你们。

Translation from Hindi: The fact is that this English language has been imposed on us fo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I have
never studied the English language. Never! Even in school there was a small book, and in the Medical College, no one taught
English as a language. My father used to say, “It is such an easy language and there are so few words in it,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study it.” And he admitted us into a Marathi medium school. And he used to advise us, “Learn Marathi and Sanskrit language”.
So I did not study Sanskrit language and as for Hindi, I never ever studied Hindi language. No question about that! Didn’t learn in
school or in college Didn’t learn hindi language anywhere! But there is one good quality in Me, which I must tell you about, that
whenever I speak in Hindi, I can speak only in Hindi; and when I speak Marathi I can speak only in Marathi language, and when I
speak in English, I can speak only English.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ranslate from one to the other. That is why I cannot mix
them up. Each of these three languag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Now no one will believe that I have not studied Hindi
language. But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reading, interest in reading good Hindi books, I learnt the Hindi language. But in the
beginning My Hindi speaking had a lot of words and influence from Sanskrit. Because Maharastrians speak like that only. They
don’t know day-to-day Hindi language. When they speak Hindi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ds will be Sanskrit and the rest will be
Marathi. You understand? This is the condition. What I have understood from all this is, that even language comes as a gift of
God. Like you have a gift in music and arts, in the same way, aptitude for languages is also a blessing. And by that, one can
master many languages. But the Hindi speaking people cannot learn any other languag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people also, they cannot learn any other language. And even if they learn it, they will not be fluent. The reason is that

everyone can speak English, so there is no interest for them in learning any other language. Now the Hindi speaking people
have this problem that they just cannot speak any other language. I will never insist that you must learn Marathi, because
Marathi language is very complicated. It’s very difficult. Only Maharashtrians can understand it. And it has so much merriment
and so many jokes. There is nothing indecent in that language. There is not even a bit of filth or indecency in it. It is such a
profound and expressive language that for Sahaja Yoga there is no other language that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Marathi.
Because only in Marathi a description of Kundalini was written. Whatever has been written by saints and sages, has been written
in Marathi language. And if you learn Marathi, you can learn any other language. There is no doubt in this. But Maharashtrians
will not learn any other language. They are very obstinate. I asked someone, “Just read this Hindi book”. He read a little bit, and
put it down. I asked him: “Why?” and he said, “It is full of rubbish! Only nonsense is written, I don’t want to read it!” Because
Marathi is such a clean language with such pure thoughts, that after reading… After reading Gita, you cannot read wayside
books of dirt and filth. You will not understand them! So if some of you start learning Marathi, it will be a good thing. But it is a
very difficult language to master. There are a lot of synonyms in Marathi language. The reason I am telling you this today is that
even after coming to Maharashtra I have to speak in Hindi, because you do not understand Marathi. In Pune I speak in Marathi
only. But in Mumbai I have to speak in Hindi. So those who like to learn languages, should learn Marathi. It is a language to
learn. And it is such a wonderful language that our Namdeva who was a saint, a very big, a very great saint, was called by Guru
Nanak and told to learn Punjabi language and write his poetry in Punjabi. And Namdevji wrote such a thick book, in Punjabi
language. I too was able to speak in Punjabi when I lived in Punjab. If you can learn Marathi, then, except Tamil language, you
can learn any other language. Maybe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a few Tamil words It’s such a situation, that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fourteen official languages – we have, you will be surprised, fourteen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is country. So I will say this that if
you learn Marathi, you will manage to learn at least 8-9 of these fourteen languages. Now one more thing which is wonderful!
The Bible has been translated, directly from Hebrew language directly in purity, in Marathi language. In this area, there was a
lady called Rama Devi, very intelligent and noble. All the writings in the Bible, she made a translation of them – of all the Bible
writings – and she did it in Marathi language. In that she has used Marathi names, like for John she has used the name Yohan,
and for Matthews she has used Matthai. So the Bible that I have read was in Marathi, and that is why, many times there is
confusion. She has written everything very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nd she has written it in all its purity. And she has written in it
that when Christ went to a wedding H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the juice of grapes. This is a fundamental point that she has
written in Marathi. The second amazing thing is that about the childhood of Christ and about boyhood of Christ I have not read
any poem in English language. I don’t know, have you ever heard a poetry piece about the description of Christ’s childhood? I
have never heard one. But in Marathi we have many. Now, just yesterday they sang beautifully, “Baala vadana tava baghuni
Krista”. After seeing your small child’s face – after seeing your face, your child like face – “Baal Vadana” – all my fears run away.
So all this part is missing in the Western languages. I think that the childhood themes are not there. We have about Krishna,
about Rama,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how they used to walk, how they used to talk, how they used to put their finger in the
mouth. Every little, little thing is described so beautifully about children. And that is how I think, Indians cannot think of killing their
children at all. I mean it’s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Even in Hindi language, in Marathi language, we have such beautiful
descriptions of these incarnations as children. Then the third thing, which is surprising, is that all their romance is before the
marriage. After marriage there is no romance left! Third thing is that there is no romance described after marriage. All before
marriage.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in Indian languages: all the romance comes when you are married – very sweet, sweet
things. I was surprised – I asked somebody to find out one English book where they have described the romance of the married
couple. None! Finished! All the romance is over. Once you are married it is finished. Then what do you do? You quarrel, you
fight, you go to the courts, take a divorce. That description is not there. And this is the significant thing that on us (Indians) there
is a very big blessing of our Indian culture, very big! Please, remove that. Someone can come and remove it. So I have rea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Marathi. And whatever is written there, has great depth. I feel that English language has changed its
essential nature. And even with regard to Christ, His sacred identity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Marathi
Bible. This is not there in the Hindi translation, nor is it there in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third thing is that the Maharashtrians
have high self esteem. In Rajasthan also, the people from Mewar are very self esteemed. They would not learn anything from
the British. If the English tried to teach them they would say, “Leave it. No need. We have seen many like you”. But in the North
of India I have seen that they are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English. Wearing good suits, wearing ties, boots, commanding and
ordering others. It’s not so in Maharashtra. To get a Maharashtrian wear a su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hey wear dhotis. Even
educated people wear only dhotis. You can see that Tilak, who was such a great leader in the country, or we had Ranade (great
leader) or Agarkar (great leader), all of them – no one wore suits and boots. No one used to wear tie or anything. Of course, if

they are in government jobs, that is a different matter. But here, even to be employed in a government job was considered below
ones’ dignity and status. In Maharashtra, you must be knowing, that many times it has been written, it has been written many
times, “Why don’t you take a government job?”. And they would mention three-four nam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an example
that they were doing well. But there is no honor and glory in a government job. Not at all! My father used to say that working for
someone was inferior. Better to have your own profession. And a government job is the lowest form of employment. It destroys a
person’s character. And I’ve seen this is very true. Now, if someone gets into the IAS (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then
finished. His value goes up in the marriage market – 30 lakhs, 35 lakhs. An IAS Officer in North India is considered a big man.
Here it’s not so. But here, if a man is educated, if he is a scholar, then he is appreciated; and most of all if he is spiritually sound.
This is a very great difference. And that is why in the early days in Delhi, I used to wonder what will these people understand?
But it is most amazing, that in Delhi, Sahaja Yoga has spread so wide; in Lucknow also. I just cannot believe! With whose
blessings has it happened? These people were so badly servile to the British.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now? How did they
get transformed? I feel that where Shri Rama and Shri Krishna, made their divine abodes, there reside their blessings. There is
no other explanation. Especially Lucknow, which was a place of indulgence – eat, drink and have fun – they were all indulgent
and carefree… I always hesitated as I did not know what to talk to such people. All their relationships, discussions,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I was coming from Maharashtra and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their way of life. Making fun of daughter-in-law or
making fun of sister-in-law, it never made sense to me! And now I perceive there the blessings of Shri Rama and Shri Krishna,
the poetry of Kabir, the blessings of Nanak Sahib. Oh! These people of Punjab – I studied in Punjab, and I felt that in the brains
of these people of Punjab, Sahaja Yoga will never enter! And now I was amazed! I am very amazed! So much bhakti and so
much bliss and joy. How did they attain this? There were no big public programs there, nor did anyone give big lectures.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Now in Maharashtra I really worked hard Oh my God! So many villages and hamlets I visited and worked very
hard. But in Maharashtra it did not spread so much. The quality I found in North India it is not in Maharashtra. It is really
surprising. I thought, all My efforts in Maharashtra will go in vain. On the contrary they got after Me! So, I discovered one thing,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false gurus there! So many gurus! Everyone has a personal guru; each home has a guru; It was overrun
with gurus! Even in the Panchaang (astrological calendar) even there, every guru’s name, date of birth, place etc. is recorded!
Oh My God – all completely useless people. Of course there were a few genuine gurus also but very few. Very few. The others,
such useless gurus, are either interested in money or interested in women! This large land of Maharashtra, such a sacred land,
has been blessed by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evi Mahalakshmi, Mahasaraswati, Mahakali and Adi Shakti – all of them have
place in this Mahashtra. And the eight Vinayakas and Mahavinayaka, are all sitting here. One thing is that these people are not
immoral, they have no dirty thoughts, but they have no cap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dharma, The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hey only know going to the temples, ringing the bells and running after gurus for salvation. They are too much ritualistic people.
There is no other problem of immorality with them. But they are so steeped in ritualism that they are not able to come out of all
these habits. I have given you th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this way. The foreigners from whom I had no expectations
whatsoever – I used to feel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these, they have no understanding of anything – and they have reached such
heights. And the people of the North whom I never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come to Sahaja Yoga… I used to call Dilli (Delhi) as
Billi(cat). My marriage took place in Delhi. My father also lived in Delhi. I had no hopes from North India. But, it is a very
surprizing thing that today in Delhi and further North of Delhi, in Punjab, in U.P., all over, in Rajasthan, Sahaja Yoga has spread.
But Maharashtra it is a misfortune. And because of it, your coming her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of your chaitanya, a lot of
awakening can take place here and people can feel it. By your coming here, your attention also comes to this place, and by that,
in Mahashtra all the false gurus settled here – there are lots of them still… In Maharashtra there is a saying “Ucchal Bangdi
Karle”. I cannot tell you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The job of picking and throwing them ou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your
Chaitanya. Especially today, when you are worshiping the pure personality of Christ, His purest life, you are offering respect to
Him, I would definitely say that, that all these so many false gurus settled here – which Christ, if He was here, He would have
whipped them with a hunter – all such false gurus would be compelled to pick up their wares and run away! And after running
away, I don’t know where they will go. They have made a lot of money, and befooled many people. But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narrow-mindedness, a kind of foolishness in people here. Any guru comes they will prostate at his feet. There are a lot of “feet
touching” devotees here! So this is one thing inside us: the capacity to get befouled! I don’t know from where it has come.
Whoever comes and teaches anything, its our heritage: “Gurudev has come!”. It is due to this blind following that the spiritual
culture of Maharashtra has been destroyed. And I would say that, today when you are worshipping the life of Christ, His
simplicity, His purity, the weapon of His innocence, the power of Shri Ganesha, will definitely destroy these people, and in
Maharashtra the spiritual awakening will take place as well. Here also the people will achieve that spiritual treasure and Param

Tattwa (Divine essence) which existed in so many saints here. There was no saint who did not mention about Kundalini. All the
saints here talked about Kundalini. Saints, one greater than the other lived in this land. I think about those saints in this country,
who have worked so hard here, and tried to awaken spirituality. Here, even I could not succeed. But I congratulate you for
coming here. Your coming here will definitely put sense into these people. They will realise that they are just running after false
gurus. I am telling you all this because many people suggested that, “Mother, instead of Ganapatiphule, You should have your
program in our place”. But I said “No! You come here!” Because it is your duty that you bring about awakening within everybody.
Spiritual awakening in Maharashtra is imperative. So it is necesary for you to come here. And that too, here (Ganapatipule) – the
place of Shri Jesus Christ – we honor it by our coming. He is very important here. I tell you., He will take the whip to whip all
these false gurus and finish them off. But you must know that today we are here to worship and awaken His supreme divinity.
And with His power, Maharashtra will become purified and holy. They do a lot of worshipping of Ganesha, they worship Ganesha
a lot. But who is Shri Ganesha, what does He stand for – all this they do no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this. They are so entangled
in this mess; and to release them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me here. To come every year, and worship and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Christ is a great undertaking. My unending blessings to all of you.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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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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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全都聚集于土耳其伊斯坦堡，庆祝基督的复活，亦庆祝你们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是重大的信息。 基督战胜死亡
，从死去的躯体复活，成为另一个活生生的躯体。虽然是同一个躯体，但一个已死，另一个则是有生命的，这不只有象征意义，
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基督身上。毕竟基督是神圣的孩童，神圣的人，祂真正的复活了。这不单俱象征性意义，基督死去，然后复
活成另一个人，你们可以说，成为有生命的人。对基督而言，死亡是什么？永恒的存在体没有死亡，永生的人不会死。暂时而言
，基督好像已死，但祂永远不会死。基督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降世神祇，祂降生地球上，从死亡中重生。 现在我们也一样，当
我们还未成为有自觉的灵，还未开悟，就知觉层面而言，我们都与死人无异，我要说，我们是绝对愚笨和没有生命力。我们能看
见花儿，看见脸孔，看见建筑物，看见城市，看见一切，我们以为自己对看见的，感觉到的事物颇有意识，但实际却不是。真正
的意识是我们越过我们的思维，超越思维。因为基督的复活，这种情况才有机会发生。基督令自己复活过来，因为祂是神圣的人
。而我们能重生，是因为我们得到上天神圣的恩赐。 现在，我们的思维，即中间这个位置，是耶稣基督所掌管。祂掌管你们的额
轮，两边的额轮。祂掌管你们的制约和自我，令你们平衡。但当额轮开始想着各式各样的念头—有时候作反应，有时候受制约限
制—人们因而成为奴隶，他们并不自由，因为他们受自己的自我和超我影响。这就是我们知觉的死亡，我们因此不能了解超越的
事物，这些超越的事物有生命存在，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全都处于知觉虚弱的状态。我们感到很差，感到忧虑，
互相争斗，我们感到现在的生活出了点问题，有些东西肯定令到我们成为奴隶。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意识到有问题存在，于是我
们就开始寻求真理。 我们开始用各种方法寻求真理。我知道有很多人因此误入歧途，失去平衡，并陷入完全的崩溃。你们很多人
都曾经是奴隶，但都已获基督这个伟大的典范的复活拯救出来。基督要冒这个险，祂要这样做，亦已完成这件大事。没有基督，
我们的额轮不会这般灵活。古时的人类有过多的思想制约，当人类进化到现代，他们却充满自我—没有两者之间。人们受这两种
影响禁锢。我们无疑是死人，对所有事物都没有敏锐度。 我现在看到，你们亦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人们都很渴望互相残杀
，人杀人，你能想象吗？这种我们要杀害自己亲属的愚蠢行为。还有杀人的儿童，杀人的父母，再没什么亲属关系可言。这是人
的意识完全死亡的征兆。在我们的意识里，至少要有怜悯和爱。连这些感觉都失去，我们没有这些感觉，整个世界像燃起火，你
们也读到这么多的战争正在发生的消息，他们怎样杀害儿童，怎样摧毁人类。 以为只要将人类毁灭，事情就会改善，这是完全错
误的观念，是很错很错的观念－以为只要毁灭某些人，我们就能有些成就。我们在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我必须告诉
你们，我们要遏止人类这种可怕的毁灭心态。你们可能会问︰「母亲，我们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毁灭？」答案就
在基督的生命中。你们要使人复活，开悟他们，把他们带到能令他们知道对错的层次。让他们感受到，感受到你内在的怜悯和爱
。当我们内在的第三种力量开始起作用，我们的自我就会下降，制约也会下降。例如，若你想︰「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有权杀害
其他人。」若你又想︰「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权杀害其他人。」所有这些分化和歧视都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你们是人类，他们
也是人类。你们在杀害人类，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又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只是因为他们的愚昧，以为自己是某种身份
。你们并不属于任何身份，你们全都是人类。 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灵量，完全没有任何分别，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穆
斯林、犹太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锡克教徒、波斯教徒，任何人都有灵量。你可以被叫作任何的名称。看看我们怎样接受了
某些宗教派别。譬如说，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又或你出生在印度教家庭，你就立即以为自己要支撑你出生的家庭的宗教旗帜。
在你不知情下，不获你的批准，你毫无了解下，你生于某个宗教，那么你怎能就这样属于这个宗教呢？你们有灵量，每个人都有
灵量，因此，你们只能属于每个人类都有灵量的人道宗教。 因此，你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人类。所有这些错误虚假的想法︰我们
是印度教徒，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基督徒，全都人类创造出来。我是说，人类什么都能创造。人类没有脑袋去明白这些想法全
都是人为的。例如，在美国，他们创造了很多社团、很多大型的组织—全都建基在絶对的谎言，絶对错误的念头和绝对的毁灭上
，他们却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越来越兴盛。但任何事情都有回响，他们不知道，若你开始做这种违反人类的错事—
人类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人能摧毁他们—那么必定会有回响。很多从前曾是统治者，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国家，现在都走下坡。而
现在自以为很富裕的国家，也将会走下坡。他们全都要走下坡，这是这种愚昧的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可以杀人的最终结果
。 人们开始采用一种非暴力的方法，我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荒谬的行为，因为他们开始拯救蚊虫。你们都应该知道，蚊虫是最大
量的吸血虫，以人类血液维持生命。这种生物，拯救牠们有什么用？人们就是做出这种荒谬、愚蠢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
们接受如此荒谬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这是一种奴隶的智力，令到他们丧失了思考对错的自由。 因此，我们有基督，
基督是完全自由的，祂不受制于人类的任何偏见、任何诱惑、任何愚蠢荒诞的行为。但人们可能会说：「母亲，基督始终是神圣
的。」基督是神圣的，但现在你们也成为神圣的人。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尽力告诉其他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何做这些事情
？有何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说，一方面，这是愚蠢所导致的大规模毁灭；另一方面，这是你们的自我毁灭。酗酒、或沈
溺于违反道德的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些富毁灭性的东西随处可得，人们也很喜欢它们。他们不喜欢别人说这些东西都是富毁灭性
。因此，人们不是摧毁其他人就是摧毁自己。基督就是被人类所毁灭，然后他令自己复活。 我们现在也处于同一处境。霎哈嘉瑜
伽经常受到挑战，（现在已好多了，不太坏）他们受到挑战，并遇到很多问题。现在情况已经开始顺畅，因为这是真理，这是实

相，这是神性。因此，你们不用害怕。人们对霎哈嘉瑜伽的所有错误可笑的观念，全都会消失。这不单是人类的复活，也是思想
意识的复活。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改变，我们的意识要得到开悟，我们的意识要有光。这是通过霎哈嘉瑜伽忽然带给人类的—
若没有光，你又怎能在正确的路径上迈步向前？ 要描述基督的生命，祂怎样经历一切是不容易的。祂那么年青就被人残暴的杀害
，尽管如此，祂让自己复活，摆脱可怕的经历。同样，我们现在来到霎哈嘉瑜伽，很多问题，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有能力让自己复
活。没有人能毁灭我们，没有人能杀害我们，因为我们有能力复活。你们必须时刻明白到、感受到我们这份特别的能力，并为此
作冥想。我听见每个国家的人都说︰「政府这样做，政府那样做。」或他们有些麻烦，他们称你为某一教派，称你这样那样。好
吧，不要紧—你们的责任是要相信你们是跟随基督的脚步，没有人能毁灭你们。 这是基督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讯息︰没有人能毁灭
神圣的生命。正如没有人能毁灭基督的躯体，那么你又怎能毁灭你内在的光？座上有很多已经来霎哈嘉多年的瑜伽士，我同意他
们都曾出问题，经历过很多烦恼，但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消退，你们都处于已复活的位置。不久之后，你们会惊讶于霎哈嘉瑜伽
会接管，接管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接受霎哈嘉瑜伽，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少数愚蠢的人都会消失。为
此，你们需要做些什么？ 有时候有人问我：「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必定读过圣经，圣经说基督祈祷，基督在祈祷。同样，我
们可以说，我们要静坐。通过静坐，我们就能在意识中、在新的品格中、在变强的品格中成长。静坐是唯一让我们成长的方法。
这样就没有人能伤害你们，因为你们都受到上天浩爱的保护。你们不用担心，谁会伤害你们，有什么会发生。当然，起初有些人
会有点焦虑，有些人会感到有点不快—没问题，实际上，没有人能伤害你们，要对此有信心。基督并没有什么团体支持，太初之
母亦完全没有支持祂，祂只是凭借祂神圣的品格，就能摆脱所有问题、所有折磨、所有暴虐。 因此，你们现在处于优势，因为你
们都已经开悟。首先，基督是圣人，所以祂能经历那些艰苦困难，但你们不用。没有人会折磨你，没有人会监禁你，没有人会把
你钉上十字架，没有人会…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但若你思维上感到苦恼沮丧，我知道你有时会感到苦恼，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感
到苦恼，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受到压迫。我向你们保证，没有人能压迫你们。你们要知道自己每时每刻都受
到保护。基督是你们的大哥哥，我常常都这样说，而且你们有母亲，有所有的仙众、天使围绕着你们。当我看见这种情况，我就
会想︰「你们看看，每个国家，人们的四周都围绕着仙众和天使。」你们拥有如此纯洁的保护。
因此，你们不用担心有什么损伤，有什么阻碍，或不管你怎样称呼它… 某种毁灭力量不会在你身上起作用。 从基督的生命，我们
要知道，在这现代，没有人能伤害有自觉的灵。因为永远不能毁灭他们。你也知道有很多圣人被杀害，被折磨，但看看，他们仍
然存在于诗歌里，他们的祝福仍处处存在。他们并没有完结，并没有死亡，虽然他们好像已经不再存在，但即使只念诵他们的名
字，或只呼唤他们，他们也起作用。他们以灵的形式仍然存在，在帮助我们。 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确信自己已经复
活。当然，在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你知道自己的轮穴能治疗你，赐你福佑。我们对事情的态度，我们的心态也会改
变，而我们的自我亦会消退。不单如此，我们的制约也会离去。特别是我很高兴见到，例如生于某个宗教的人，他们立即看到这
个宗教的问题，就如他们转过身，就看见社会的影像，知道他们出什么问题。当他们开始为改正这些错误而静坐时，事情就会改
正。社会在改善，你们看到那些所谓宗教理念，正在跌进自己设下的陷阱里。他们会没落，因为这些宗教都是谬误的，不是真正
的宗教。真正的宗教是来自我们内在，这个纯洁的宗教才是全世界的宗教。 解决办法就是由此而来。譬如说，你们有战争，以宗
教之名、神之名而战，尤其是以宗教为名，发动战争。但现在什么发生？所有战争，都不能毁灭实相，毁灭真理。这是基督复活
的另一个讯息。你们不能，你或许以为今天你杀了这些人，但他们仍然在这里，全部圣人，全部伟人都已经复活，他们每刻都在
这里，他们的保护和指引长存于世上。在某种意义上，你能感觉他们的存在。 因此，我们不应有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也应消失。
很多人都问同一个问题︰「死亡是什么？」一旦你们复活，死亡本身会死去。因此你不用害怕死亡。在复活前，你们有多少人害
怕死亡，而现在却不？你们不在意死亡什么时候来临，有什么会发生，或你会被那种方式毁灭？所谓的毁灭。你们知道自己不会
被毁灭。在你的内心深处，知道得很清楚，自己不会被毁灭。这份会被毁灭的恐惧会消失，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只有一种东西，
就是慈悲。当你看见一切坏事在发生，人们受折磨，你就会感到，自己不能视一切为理所当然。你开始作出回应，你感受到别人
的痛苦，巨大的痛苦。因此，你的意志力，你想及这些事情，你的泪水甚至更俱力量。他们能为不必要受苦的人带来慰藉。你要
验证，只要有份爱和怜悯，事情就会改善。 现在，就这样我们静坐，若你能以爱和怜悯来入静，那么你的眼泪也能对残暴、愚蠢
和互相杀害的人起作用。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现在你再不是独立的个体，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品格。你不再是个体，是全球性
的品格，都坐于此，解决全球的问题。现在你已不再是只关心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庭，关心这个那个的小人物，你不再是这种
人物。你们的头脑已经扩展了—扩展至能自动解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 你也知道，身为女性，我每天阅读报章。尤其是女性，她
们很少读报，她们认为读报很愚蠢，但我却读报。我会阅读需要我放注意力的事情。这方法真的很管用。你们全部人都应该一起
去做，若你们明白，你们有责任改正所有毁灭的力量，纠正它们。你们只要对大问题作集体静坐就行了。 现今的问题主要来自宗
教。现在，若他们全都跳进崭新的宗教，全球性的宗教，所有人都会成为一体，他们就不会再争斗，因为只有一个宗教。但现在
人们却不想只有一个宗教，因为他们想斗争。他们是斗鸡。若他们来霎哈嘉，得到开悟，就能享受彼此的爱，而不会互相残杀，
毁灭对方。这就是我们要从基督的生命中学习，基督只孤身一人，祂背后并没有集体的支持，但祂却如此有力量，祂跟死亡搏斗
，并在额轮的层次从死亡中走出来。没有祂，就不能成就霎哈嘉瑜伽，没有基督的牺牲，灵量就不能穿透额轮。基督甘心情愿的
牺牲，接受了牺牲自己性命的使命，并且复活。祂穿过了，我要说额轮这条极窄的通道，并透过说︰你寛恕每一个人，来纠正人
。既然宽恕是如此有力量，甚至能战胜死亡，为何你们不宽恕呢？很多人说：「母亲，我们不能宽恕。」我告诉过你们上百次︰
「若你们不宽恕人，又能做些什么？」 因此，基督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讯息是祂宽恕所有折磨祂的人。祂甚至曾说：「神啊！请宽

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侮辱的时候，祂说出这些话，他说了什么？「请宽恕他们，怜
悯他们，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杀害神的儿子。」那么他们会怎样？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会
处于怎样的境况？ 这对我们是重大的讯息，即使在十字架上，祂也说︰「神啊！天父啊！请宽恕他们。」 同样，我们也要宽恕别
人。对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宽恕人是很重要的。基督的那份宽恕是极之重要，能让全世界明白你要寛恕。若我们懂得怎样宽恕，
你们会惊叹于世上一半的战争都会平息。现在人们仍为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而争斗，他们仍然在争斗，仍想着︰「这些事情发生
在很多年前，所以他们是我的敌人。」若你们真的能为在你们仍未出生时所发生的事情而寛恕他们，为何我们仍要成立这种组织
，为什么？因为人类有憎恨。他们有恨，憎恨这些、憎恨那些。就算只是很细微锁碎的事情，他们都会说：「我不喜欢，我喜欢
」，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 当我们年青，我们不应说这种话：「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们不应这样说。
但现在，人们有自由说这种话︰「我不喜欢这，我不喜欢那，我不喜欢那东西，我不喜欢那个人。」你是谁？你以为自己是谁，
可以评价别人？你不懂感谢欣赏，不懂怎样享受，只懂不停的说︰「我不喜欢。」假如你喜欢，你又怎样做？ 无论你喜欢与否，
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想炫耀自我。我们说：「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这是因为没有爱。若有爱，你就能享受一切
。你们不会说︰「我不喜欢，我喜欢。」若你说：「我享受，我享受一切」，你肯定会享受。当你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你是在封闭自己，以为自己是大裁判、大法官之类。这种情况在西方更是明显，西方人会说︰「我不喜欢，我不喜
欢。」当然在东方，我要说印度，若有人像这样说话，人们会说，他只想炫耀。炫耀并不视为无礼，在西方，这样不算是无礼，
害羞才算是无礼。自夸自擂，没有人会视为是坏事。 基督有否吹嘘夸耀什么？从没有，祂从不夸耀什么。当祂看见人在神圣的地
方售卖货物，祂做了什么？祂用鞭鞭打他们，因为这是错的，绝对是亵渎了神圣的地方。祂没有说：「我不喜欢」，祂没有，祂
只是用行动来展示祂完全不认同在神殿和神圣的地方售卖货物。人们到这些地方作崇拜。他们要完全没有金钱取向的心。当你们
静坐，不应有金钱取向。这是现今社会的最大的问题︰一切都是金钱挂帅。你喜欢名贵的汽车，你想拥有它。以不法的手段你拿
到这种车，并坐上这辆车。你可能是小偷，你购买这种名贵汽车来炫耀。可能因为你是小偷，所以你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因此，
完全没有真实的生命可言，全都只是炫耀，自以为是。当死亡来到你们的门前，你们会怎办？那时候，你们只会颤抖，只能在死
亡面前，抱着你们的所谓成就，所谓炫耀颤抖。霎哈嘉瑜伽士不应这样，他会喜欢，若死亡要来就要来，他不会因害怕死亡是危
险的事而颤抖，他知道那是一处让他安息的地方。他不会在意，不在意任何事，因为他超越死亡，超越毁灭，因此他不会在意任
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很轻易就能把它交托。 我们有伽比尔(Kabir)。伽比尔写了很多诗歌，大部分是关于死亡。他说：「当
死亡来临，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跟死亡搏斗，我只是用被单盖着自己，然后入睡。」有时，他对死亡的描述是如此亲切温柔，
伽比尔令我想起基督。基督是何等亲切，祂也经历所有这些事情。当祂死去，所 有天地的元素都在震荡。因为祂是所有元素的主
人，所有元素都在震荡。周围发生地震，各式各样的事情在发生，它们都感受到基督的死亡，而不是基督本人感受到。它们感到
这样伟大的圣人，存在的本质，就这样被杀掉。它们不知道基督会重生，它们不知道，但基督知道，祂的确从死亡中复活，人们
都为之震惊。 基督之死给予我们力量，我们是没有死亡的，我们已经复活，复活是与我们在一起。但我们要建立，要建立霎哈嘉
瑜伽，建立静坐，这很重要。 有天我遇见一个女士，她告诉我她生命中的几个神迹，她怎样因此得到拯救。她几乎死去，曾经发
生了意外，各种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最终她怎样得到拯救。而她的丈夫屈服于很多事情。我对她说：「你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怎会
发生？」 她说：「母亲，什么也不是，只是Shraddha(坚信)。Shraddha是奉献委身，顺服交托。「因为我顺服交托。」我问：「
你怎能做到？」她答：「我不知道，我只是顺服交托，当我顺服交托，完全顺服于我的灵，我感到很舒服，活力充沛，完全没有
恐惧。」 这就是我们静坐时要学习的，我们要顺服交托。穆罕默德曾召唤伊斯兰(Islam)。伊斯兰的意思是顺服交托，然而他们全
都不顺服交托。你们要顺服于宇宙的本质，顺服于你们更高的大自然。你们不用消失灭絶，不用因世俗的动乱等事情感到挫败。
基督是给你力量的模范。祂与我们同在，常常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不单如此，祂还给我们力量，祂会消灭所有违反永生的事物
，摧毁所有荒谬的事情。你们现在都看到，在纷乱期(KaliYuga)，所有宗教团体和争斗都正在被毁灭，自动的被摧毁，我们什么也
没做，他们自己摧毁自己，因他们所作的事情而遭到毁灭，因为没有实相，他们内在没有灵，没有灵，就只剩下已死的躯体。 霎
哈嘉瑜伽士要完全明白，我们以灵为目标，不是以金钱、肉身、情绪为目标，只重视灵。灵能给你喜乐。当你只以灵为目标，你
会惊叹于你会因此极之快乐、极之有爱心，极之美丽。周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这个人与众不同—某种闪亮火花—来自这个女
士，她散发某种光芒。他或她跟我们很不相似。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 在基督降世的时代，很少人能认出基督，因为他们还未开
悟，我要说，他们远远低于人类的层次，但你们却不，你们都颇有意识。你们生于现代。在这个时代，当我们想到基督，我们要
知道基督是怎样的人生，是怎样伟大的品格，祂仍要受这种折磨，基督能马上完全毁灭他们，祂具有极大的力量，这么有力量的
品格，但祂没有这样做，祂宽恕了他们。基督给予你们宽恕这讯息，这了不起的力量能成就一切。现在，你们都应委身于宽恕这
个信念，并真正尝试宽恕别人。你们都会惊叹，自己会因此感到更平安快乐，那个折磨你的人都会改变过来。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
转化人，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转化其他人。我们都已经转化，已经到达这个我们称为复活的阶段。我们要令全世界复活，这
是我们的任务。因此，所有斗争、争吵、虚假谎言，全都会完结。 对我们，基督是我们的领袖，祂为我们做这一切。祂以普通人
的身份降世，活得像普通人。虽然祂内在拥有很多力量，祂却从不运用这些力量来毁灭。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爱和情感，我们真
的能摆脱死亡和忧虑，亦能摆脱我们的毁灭本性。对于霎哈嘉瑜伽士，这种毁灭本性是最危险的。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霎哈嘉
瑜伽士获得重生。我只知道如果我们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世界就会改变。世界需要改变，你们的进展必须持续，你们要升进得
更高更高，不能倒退。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担忧。 你们都有很伟大的责任，就是转化全人类。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你转化了多少

人？改变了多少人？不论男女，你要改变人，这是你的任务，亦是你从基督取得的力量︰你要改变他们，转化他们进入这欢欣喜
乐的新世界，我们称之为「霎哈嘉无玷正法」的世界。若能做到，若真的能做到，试想想，这个世界会为我们变得何等美丽。这
是每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都要进入这种新历险，努力找出你能改变多少人，能令多少人醒觉。 我希望下一次，会有双倍数量的人从
这八个主办国家到来。我将所有爱给你们。伟大的日子正在等候我们，我们现在只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
多少人，使多少人重生。这才是我们的纪录，而不是你们参加过多少个崇拜，那全不重要。崇拜只是给你力气，给你力量，参加
崇拜不是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工作，你可以来崇拜取得你需要的力量。若你不运用这些力量，要这些力量又有何用？
所以现在，我要你记着，你已经复活，你要令别人也复活，在这个纷乱和充满毁灭的时刻，这份工作极之重要。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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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共聚于这个遥远的地方，远离狂乱的人群。这地方是那么美丽！充满能量。(他们听不到我，现在能听到吗？
好，现在可以了。)
我是无意中在一份很厚的美国报纸找到这个地方，那时候，很多生命能量涌出来，我说︰「怎么了，生命能量从何而来？」来自
报纸上一则小广告，我就说：「我们要到那地方。」即使只是在一则小广告里，这个地方也散发出很多生命能量。」
所以你们能想象指引是从何而来，来自生命能量。因此我才会在这里。是神圣力量拣选了这个地方。事情在一天之间发生，这样
神迹般的事情就只在一天之间发生！他们却花了很多时间来取得这片地，我忽然告诉他们︰「最好还是取得它吧。」事情就是这
样成就了，因此，我们现在身处最美丽的环境中。

当然，你们也知道红印第安人被驱逐后，躲避于此，这样他们才免受压榨，免于被永远灭绝。那个时代已经结束，支配的年代，
视进入别人的土地，占领别人的土地为极大享乐的年代已经结束。人类的理解力亦大大的提升进步，他们现在知道这样做是种罪
孽，是错的，不管我们做过什么，全都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那些人的子子孙孙都是上天的儿女，他们绝对不
喜欢过往他们先辈的行为。因为你没有权去掠夺他人的土地，当作自己所有。当然，这些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但是，你出生在那
里，那里就是你的土地，土地是属于生于该地的人所拥有。

这种侵略的行为已经持续多年，现在是时候要结束这种行为，决绝的摒弃这些冒险行为，不要再侵占别人的土地，别人的家园。
但是，我看到现在又有另一种侵略模式出现，有些人利用他们的言论，他们各种侵略性的见解进入人们的头脑，头脑成为奴隶。
现代就像这样，人们丧失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自由，也丧失选择正确的事物的自由。他们必须接受周遭的事物，不管这些
事物是否不道德、是否富毁灭性。我认为我们要接受这些事物，是因为我们仍没有足够对抗现代这些冒险行为的霎哈嘉瑜伽士。

另外是很具侵略性的假导师，尤其在美国，美国真是受咀咒，正因为它很富有，全世界的骗子都来到这里，试想像，单单有钱并
不是什么褔佑，他们都来到美国抢掠富有的人，为自己赚取很多钱。这种剥削行为是极之危险的，因为这样会把人的头脑完全毁
坏。我曾经见过很多人，特别是求道者的头脑被完全的毁坏。我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出生，并得到自觉。

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追寻，但有各式各样的阻碍和诱惑。虽然他们求道之心非常认真，非常忠诚，仍跌进陷阱中。我也不能解释
为何这种事情会发生，但事情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令你们感到很悲伤不快。

但仍有很多求道者，你们在这里，现在都得救了。在这最后审判的时刻，你们已提升到崭新的层次。我肯定你们能够拯救更多更
多的人，每一个人至少能拯救上千人，你们有那么多人，若你们肯尝试去拯救，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极之了不起的解放。

我们必须知道，霎哈嘉瑜伽士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其他人，告诉他们霎哈嘉瑜伽，将霎哈嘉瑜伽传扬到不同的地方。以现在为例，
我很惊讶他们在帮助受虐待的儿童。在印度也是，我们在监狱和军队里传扬霎哈嘉瑜伽。你们可以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可以
到各种恶劣的地方，拯救其他人。

我想最差的是纯真在这些西方国家正受侵袭，尤其在美国。纯真正受侵袭，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孩子们的纯真在他们年幼时已
经变质，他们将会变成怎样？我们要想想这些纯真的孩子，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怎样拯救他们，怎样把事情解决成就。

这种关注应从你自己身上扩展向其他人。你们已经有自觉。因此，你们能改正自己，绝对能使自己趋向完美。你们都拥有这些能
力，但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开悟的光为何在这里？是为了其他人。因此，现在霎哈嘉瑜伽士要为他人，不是为自己而活。他们
会拥有所有的能量、所有支持、所有祝福。因此，我们要为他人而活。我们该怎样为他人而活？很简单，就是要有关注，关注一
切。你们要关注大地之母，关注你们的邻居，关注全世界正在受苦的人。若你阅读报纸，你会很诧异事情是怎样在发生，人们是
怎样在受苦。

我们基本上要明白，除非有转化，否则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你们全都能转化其他人。这是你的责任，你们的任务去转化其他人，
告诉他们什么是上天的浩爱。爱是我们现在能成就解决事情的唯一方法。爱就像很大很大的润滑剂，它进入富有侵略性的黑暗中
，净化很多地方、很多心灵、很多很多的人。它是海洋，我会称它为伟大崇高的海洋。上天的浩爱是非常伟大，极之有力量，同
时亦是极之温和仁慈的。你们看见大自然，树木是怎样生长，每一片树叶都吸收到阳光，每棵树都有其位置。我们要向大自然多
多学习，因为大自然充满这份浩爱。大自然没有任何侵略性，它只是完全在上天浩爱的控制之中。

以这份理解，你也要知道，当你与霎哈嘉瑜伽士相处，你应有怎样的态度，有怎样的言行举止，怎样跟他们说话、怎样了解他们
、怎样表达你的爱。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做到，一点也不困难。你不要害怕，也不用害羞。你可以用甜蜜的态度与他们说话，与
他们沟通，告诉他们，因为现在是时候了。这是预定要发生的，这就是为何太初之母要来到世上。没有她，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

其他降世神祇也来到世上，但其一，祂们只在一个轮穴里，其二，他们要与其他人，其余在周遭的人一起建立巩固自己。他们都
曾经尝试，也成就了，但却从未真正完成这份任务。

因此，太初之母要来，她带着所有降世神祇，祂们全都与我们一起，每时每刻都想在各个方面帮助你完成每一件你想成就的事情
。它就在这里，神圣的生命能量与你一起成就完成每一件你想做的好事，每一件你想完成的霎哈嘉工作。生命能量肯定在引导你
，帮助你，支持你，并且爱你。你会很诧异，一旦人开始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他们各方面都受到祝福。

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所有梦想都会成真。你们唯一要知道的是你生命的目的只为传扬霎哈嘉瑜伽。即使现在，很多霎哈嘉瑜
伽士仍写信给我︰「母亲，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父亲像这样，我母亲像这样。」已经很少了，现在这种情况实际上
已经结束。我要说，他们以往会写这种信给我，但我想他们已经变得完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现在是独特的时刻，每一处都有光，大自然绝对与你一起，你能看到大自然怎样运作，怎样想帮助你，支持你，怎样想为你成就
万事万物，你们只要理解，感觉自己是很特别，你们每个人都得到一切的帮助，不单一个人，或二个人，也不单是十个人，而是
所有人，就像整个海洋都在帮助你，帮助你游过彼岸，救赎很多很多人。你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深度的海洋，所有海浪都在努
力拯救你们，令你们浮在喜乐的国度里。

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必定有其目的。并不只是因为你们曾经做过一些功德。很多人说，因为前世所作的好事，我们都得到了自
觉，这的确是事实，亦可能是原因，但结果是这些事情令你们现在有能力给人自觉，这亦正是你们要做的事情。

你们老远来到这片荒野，亦只有在这片荒野，你们会升进，会祝福全世界的人，特别是美国，这国家应一次又一次的得到祝福，
因为它是宇宙大我，是克里希纳的土地。因为人们常常想追随模仿美国。如果你们取得你们内在各式各样莲花的祝福，毫无疑问
，事情会改善。你们每个人都出一分力又怎么样？为此做一点事又怎么样？这是极之重要的。

现在，你们为自己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找出自己有什么活动，你们平常有什么活动，要找出自己做了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当你静
坐，想想自己，你成长了多少，你做了些什么，你给了别人什么。不管你得到什么，除非你把它分给其他人，它是不会增长。这
是基本的法则，而这法则很奏效。我见过很好的有自觉的灵，他们知道霎哈嘉的一切，却仍未有足够的信心，我要说，并不太有
深度。只要你努力创造新霎哈嘉瑜伽士，更多霎哈嘉瑜伽士

—

并不是为了获取名气，而是为他们的好处，整体的好处，这一切才有可能成就。

有人要求我来美国，留在美国，那么美国就会大大改善。所以我现在在此，我来到这里，留在这里，我的确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
这里，因为这是很重要，美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轮穴。但这个重要的国家却做着一些愚蠢的事情。我不是说你们要搞政治

—

不是；也不是说你要组织任何对抗的团体 — 不是。你们知道自己拥有力量，单单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愿望也很有力量。尝试去测
试一下这些力量。一旦你测试过，你就会发现，只放注意力在一些事情上，也能令它成就出来。我肯定事情会成就出来。

美国这个国家肯定能对解放整个人类帮上忙。相反，它却背道而驰，我是说美国文化。我完全不懂美国文化。它是某些…他们说
一套做一套。没有一套人人接受，从传统长时间建立而来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被扭曲得像盘旋状的结，只有霎哈嘉瑜伽士才
能以他们崇高和了不起的情操，去解开那些人的结。美国人有很多怪念头，这些怪念头不应妨碍你，阻止你，因为你知道他们是
愚昧的，富毁灭性的，他们会摧毁一切美好的品格。

你们要知道，美国霎哈嘉瑜伽士肩负的责任，比其他霎哈嘉瑜伽士更多更大。因为美国人被上天大能视为最能干称职、最有效率
的人。上天大能认为你们现在能走上前，做得很多，我们得着瞧吧。就如你们拥有电力和机器，若机器没有运作，拥有电力又有

何用？它是毫无用处，所以机器必须运作，它在运作，在传播，我们要加倍努力。

我在想做一点社会工作之类，那么事情就有进展，就能吸引很多人注意。我们在精微层面已经起作用，现在我们要在表层工作。
我们已在精微层面有点成就，但还要有更多更多的成就。我们要从精微层面走出来，想想我们在表层可以做些什么，因此人们才
会知道什么是霎哈嘉瑜伽，它能为人类做些什么。

你们的个人行为、集体行为、国家行为，全都会改变整个理应是表面虚假的氛围，这个氛围因此也变得精微。我曾经在很多地方
这样说过，在这个崇拜，我必须要说，如果你们真的面对着太初之母，你们必须知道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你们要宣示这些力量
，这不是静止的力量，这个力量内是在运作移动，这是一种正确的移动，它知道该进入哪里，怎样把事情办妥。

现在看看这个地方。你们能否想象我会考虑这样的地方？当然，我心中的确有个念头 — 我要说，美国必须有个地方，因为美国霎
哈嘉瑜伽士没有地方聚会，只是这样。看看，我怎样取得它！在精微层面，你们必须有这个愿望，那么事情就成就了，我告诉你
，像魔法般成就了。现在，你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作出决定。

我很高兴如此容易便达成了，真是难以置信，那么轻而易举，基本上，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得到这片地就这样简单，
就像另一个霎哈嘉瑜伽士，那个人兴奋的来到这里，把地卖给我们，就这样。我们完全不需要说服他，不用叫他减价之类，他就
把地卖给我们。

同样，你们在精微层面上的任何愿望，都会变成极大的力量，自动运作，它知道该去哪里，该进入哪个范围，把事情办妥。你们
必须也要有这种体验，充满信心的把事情完成。是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注让我们得到觉醒，它亦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富足和成就
。
我肯定在这里的你会意识到它是怎样把事情办妥，我是说那么快速，这是我要告诉你们有能力做到的其中一件事情，我们有能力
成就达成。当你想到很多人仍然迷失在无明的幻相之中，我们内在真的感到对他们有这份关注，你会热切渴望︰「我如何能帮助
这些人？」你会很惊叹，一旦你开始这样想，这个上天的力量怎样降临。忘掉细微琐碎的事情和问题，这些根本不算什么。因为
你们背后拥有如此有力量的能量。
事实上，首先创造这个宇宙，然后创造一切，创造人类，全都完成了。这个力量最了不起的是创造了霎哈嘉瑜伽士，这是最了不
起的事情。拥有知识，纯粹的知识，心中充满上天浩爱的人，这是何等伟大的品格，只想想，你就会有各种机会表达这份爱。

愿神祝福你们。

1999-0801,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1999 年 8 月 1 日 我们来卡贝拉已整整十年了。你们应能想象，这十年间，霎哈嘉已经在好好发展。 今
天，我们会做导师崇拜。我说过，你们全都是导师，你们想敬拜我导师的形相，没问题。但你们要明白，毫无疑问，你们已成为
导师。因为你们都拥有知识，绝对的知识。因此，可以说，你们都已成为导师。这是毋庸置疑的。要明白，你们已经到达能提升
别人的灵量，能给人自觉的层次，也能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知识。 认识绝对的知识是重要的，但真正吸收掌握绝对的知识更重要。
虽然我们认识绝对的知识，却未能好好掌握它。即是说我们未能深入掌握这些知识。原因何在？ 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来自动物
国度的遗传。你们从动物国度进化而来，因此，仍然残留很多动物遗留下来的质素︰富侵略性、好支配、暴戾、恐惧、略夺。这
些质量全都是我们继承的遗产，仍然残留在我们中。我们想略夺别人的物品—不是说你们，当然不是啊—我是说还未来霎哈嘉瑜
伽的人。首先，他们夺取土地，然后夺取人，把人用作奴隶；他们仍然不满足，开始略夺别国，珠宝和类似的物品财产，只是略
夺。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权利，他们仍继续略夺。这些行为看来很可笑，很不人道，但我们仍有这些行为，因为这是我们继承而来
的。 现在，还有很多其他质量，像妒忌之类。动物之间很少妒忌，牠们没有我们那么多妒嫉。我们从自己的反应和思维遗传了妒
忌。当人们妒忌时，就会奚落别人。人妒忌，想把别人拉下，若他们不能达到某个高度，就想将别人拖下。当这份妒忌抓住人类
，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以嫉妒之名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们很在乎︰「我比不上某人，我缺乏某人的才能。」他想打击比他强
的人，动机就是源于妒嫉。 问题是虽然我们是人类，却遗传了很多动物的质素，例如我们会残忍，会发怒，也会沮丧，就如动物
一样。还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思维而作出反应。他们思考，他们能思考，通过思考，这些遗传下来的质量就变得有悖常理。例如
有人想贬低另一个人，他不会像动物般，直接明确的贬低人，而是会想好一套手段、方法，想清楚怎样做。人类的最大问题是他
们仍然遗传了很暴躁的脾气。这种暴躁的脾气要受到控制，亦要被人看到。当你看到不喜欢的东西，不合你心意的事情，就会立
刻激动起来。 我刚看见，他们把糖果，不是樟脑放进去。对，是糖果，他们用火柴盒，想用火柴盒里的火柴点燃糖果，这样当然
不能燃起火。他们试了一次又一次，我因此告诉他们：「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原来是糖果，若是樟脑，必定能点燃起火。 人的
质素也一样。只要少许的挑衅，人就会发怒，感到不安，那么，他有这种质素，做导师就不大好。导师不应突然发怒，不应生气
，不应想压迫控制人。 有人会问：「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有另一种方法，我们叫作「爱」。用爱取代愤怒。若你用爱和慈悲待
人，就不会生气，也不会令他人生气。愤怒招惹愤怒。如果你生某人气，他或许不会反驳，因为他害怕你，但在他的心里，会想
怎样报复：「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后悔，当初为何要对我发怒？」因此，在霎哈嘉瑜伽，请你明白，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假设集体静室出了些问题，若你因此恼怒某人，那会怎么样？那个人就可能对你怀有恨意。若他是好的瑜伽士，或许会意识
到这样做不对；但若他不是好的瑜伽士，还未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是不对的，他会怎样做呢？他只会想：「这个人羞辱我，故
意激怒我，我要报复。」 动物世界很少这种行为。除少数动物外，我不认为动物会相信报复。有人说若你伤害一条蛇，牠会喘息
一会，再回来报复。这是蛇的其中一种质素。当我们看看不同的物种，可能会发现自己也有某些动物的质素，可能有很多人也像
蛇一样。若我们内在有蛇的质素，那么任何人伤害你，你就会一生记住：「他伤害过我，我总有一天会改正他，我一定会报复。
」若你内在是蛇，就有这种情况；若你内在是老虎，你就会很残暴，一些小事也会令你生气，发脾气。 这样的情况是不太理想，
因为我们仍在动物的层次，仍然受制于我们内在遗传下来的质素。因此，我们要注意，要成为好的导师。就好导师而言，你必须
拥有平安、慈悲和爱的性情。毕竟，我们要明白，人类仍然拥有从动物遗传而来的质素，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有这种质素，有
些人有那种质素。因此，若你恼怒某人，对他和对你都没有帮助。但若你是充满爱心和慈悲，你向对方解释问题所在，你其实想
怎样做，我告诉你，这才可以将事情改善过来，他一定会有所改进，并感受到你的爱。 当然，有时候你需要宽恕这类人，絶对应
该宽恕他们。这不代表若他犯错，犯各式各样的错，你仍然宽恕他，让他继续错下去，不是这样。「宽恕」的意思是「忘记」。
这样那样的人行为不检点，只要忘记，忘记它，完全忘记它。对导师，霎哈嘉瑜伽士的导师，这是很重要的。 我必须说，其他的
导师不是这样，他们是极之，我要说极之脾气坏，常常向人发脾气。我遇过一个导师，他跟我说：「母亲，你对他们太好了。对
他们这么好是不能令他们变好的，我已经受够了。」他说：「我曾经培养两个人成为导师，其中一人已迷失在金钱里。「叧一个
怎么样呢？」「叧一个沉迷女色。」我说：「没问题，若他们迷失了，就迷失吧，但若你能以爱和关怀使他们醒过来，你最好说
服他们。」因此迷失的人...。因此，作为导师，你必须判定他们仍留有从动物遗传下来的质素。第二个问题更差劲，就是人类会
思考。当然，动物也会思考，这全是制约。牠们的行为是根据牠们的制约而行。但牠们没有自我，没有像人类那样发展自我。 很
多导师也有很糟的自我。他们的第一个自我是，我见过其他的导师，他们告诉我：「我们付出这么多，付出很多努力才到达这个
层次，我为何要给别人自觉呢？」又或当这些导师看到其他人得到自觉，他们就问：「他们做过什么？为何他们可以得到自觉？
」作出比较，他们把自己的状态，自己为到达这状态所付出的一切，跟别人付出的一一作出比较。因此，他们用各种酷刑，各种
花招来折磨人。例如，他们要徒弟倒立，要他们放弃家庭，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些导师甚至打他们的徒弟，要他们长时间留在
水中，单脚站立等等。他们就是这样惩罚徒弟，最差中的最差是他们会用木棒或石头虐打他们的徒弟，他们就像这样。这些师父
不想谈话，不想聆听别人或求道者的要求，不想知道他们想得到怎样的待遇。 这些愤怒，这些残害折磨人的行为，在过去可能还
可以。但是，你们要知道，有霎哈嘉瑜伽后，不再需要这些行为了。完全不必体罚你们的徒弟。现在，连精神上的惩罚也不用了

。 就好像有些人会不停对自己的徒弟有要求。例如当领袖发现徒弟犯错，他就会不停的说：「现在你是这样，你的父亲是这样，
你的祖父是这样，还有你的曾祖父也是这样。因此，你也是这样。」这些领袖说尽各种伤害徒弟的说话。伤害别人，完全帮不了
他们。就如若你走路时受了伤，就不能走下去。灵性升进也一样，若你受伤，就不能走下去。因此，不伤害人是非常重要的。若
你不断伤害别人，你就不是好导师，不是真正对徒弟好，真正了解他们的导师。 霎哈嘉瑜伽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不用任何的苦行
，任何忏悔，任何告解，你们就得到霎哈嘉瑜伽。什么也没做！以你本来的模样，就得到自觉。不用倒立，不用放弃丈夫，放弃
妻子，放弃家庭，全都不用。不管你穿什么衣服，处于怎样的境况，你都得到自觉—这是事实。你无需付钱，也不花任何力气，
不用做什么，只要坐在你原来的地方，就得到了自觉。 得到自觉的经验证实你拥有爱和慈悲的力量。从你的爱中，你得到自觉。
我们从不知道会这样。就如我们很渴望给人自觉，我们想到村庄里，给人自觉。为什么？为何我们会这样做？不是为了任何名誉
，任何回报或是什么，只是源于我们内心感受到的爱，「为何只有我享受一切？其他人不能享受？」因此，你尽力帮助别人得到
自觉。 现在，你已成为伟人，你关心别人。别人堕落，误入歧途，他们在做错事，你因此感到很沮丧苦恼。你想帮助他们。一旦
你有这种体谅，你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别人，就是，你要有导师的言行。导师通常都不用对别人说任何严厉的说话，最多只是
告知他们，他们犯了什么错，要以温柔的态度告知他，好使他不会感到惊愕。 有些人有太多的依恋执着，例如对家庭，对妻子，
对丈夫，对孩子或对任何人的执着。即使他们来霎哈嘉瑜伽后，仍留有很多执着。不要紧。问题是有这些执着下，他们能走得多
远，能持续多久。你要破除执着。若我说，你不能破执；这是一种精神状态，破除执着是一种精神状态。说到要为他们做点事，
你就尽力帮助他们。你要是没有执着的人。那么，怎样形容执着的人？执着的人常常为别人担心，他们只想着某些人，完全不会
想霎哈嘉瑜伽，只会想着他们依恋的人。他非常敏感，你不能说任何关于他的兄弟姊妹或某人的事，不然他会跳起。人们也会对
自己所拥有的名称执着。譬如说，他有某种名声，或占某个位置，他会怎样呢？你绝对不可以质疑他，不可有任何异议，因为他
是认同于自己的名声位置，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是他的一生取得很高的名誉地位。他是过于依恋执着，他也要他的导师尊重
他的执着。 现在，你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譬如有人很依恋他的妻子，以此为例，那么，你就不要跟他讨论和争辩，完全不要这
样做，因为他仍是很慢很慢的走向这个层次，他还不是完美的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你可以做什么？若他仍依恋着妻子，由他吧
。上天自会成就。你会知道他想的，做的和决定的都是错的。一旦他自己发现，就自会放弃依恋。但若你不断的告诉他，跟他争
论，事情就永远不能解决。 因此，你要明白，作为人类，也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们都有问题。这些问题会慢慢地溶化，不是因
为任何争论，不是因为说了什么，而是因为爱和慈悲。 若你对人有爱，你会很惊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重视爱。我要说这是人
类的第三种质素。人的第一种质素是来自遗传；第二种质素是能够思考；第三种就是重视爱。人若爱别人，对方自然会很重视那
份爱。这是因为他想︰「这个人爱我，不是为了我的财富，我的美貌，不是这些东西，他就是爱我。」这份爱的念头，就能令他
很容易完全不会依恋爱他的人。怎会这样？现在事情看来很有趣，若你喜欢某人，爱某人，那么你就要不依恋。只有通过霎哈嘉
瑜伽才能做得到。霎哈嘉瑜伽的精神状态是你完全不执着，完全不依恋，我们怎能做到？ 譬如，我有一个女儿，我不依恋她，从
不打电话给她，也不会担心她，因为在霎哈嘉瑜伽，你知道那人如何。若能量好，为何要打电话给她？为何要与她倾谈呢？为何
要要求什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只是透过能量，你就知道某人现在的情况。因此，你看来好像完全不依恋某个人，一旦你发觉
能量向你显示某人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你会怎办？你会将全部的注意力投放在这个人身上，放注意力在他身上而不是依恋着他
。 依恋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我们的注意力。若你仍是很执着，你的注意力就只是执着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不是为每个
人而设，注意力卡住了，只停留在一个你认同的人身上。你们要了解，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认同于某个人并不是放注意力在这
个人身上。 若你已到一定的层次，你的注意力就会产生效用。每当你把注意力放在需要你关注的人身上，注意力就能起作用。但
若你只因执着于某个人而每时每刻浪费你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你的注意力就会很疲累，不能起作用。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若
你依恋着某人，你的注意力就没用了。反过来，若你不依恋某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现在，我要演说，好吧，我在演说；当我
要做菜，就做菜。若你每时每刻都想着某个人，每刻都想跟那个人有联系—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人会妥当，为何要那么担心
他？毕竟你要做霎哈嘉瑜伽的工作，要做很多事情，要提升很多人的灵量，但你却依恋在某地的某个人，这不是好事。这种依恋
令你的注意力变得没用，完全不能发挥效用。 因此，要让你的注意力自由。你的注意力不该受依恋限制。注意力该完全自由，那
么它才自动运作，你会很惊讶，即使你不放注意力，注意力也会自动运作。拥有这份神圣的注意力是如此重要，它只是爱，会起
作用，你会惊叹于它如何起作用。 我说的是另一个世界，不是这个世俗的世界，而是某些更高的世界。在哪里，你的注意力起作
用，漂亮地起作用，你会惊叹于它怎样成就万事万物。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你的依恋执着来限制你的注意力。若注意力受限制，
你就受制于很细的范围，只剩下那些依恋你的人或你依恋的人。这是为何「认同」不是导师能成就事情的方式。 就好像有一个导
师和十个徒弟，导师只喜欢其中一个徒弟，他认为这个徒弟是最好的，因此应对他多加鼓励，各方面帮助他。这样做实际对徒弟
没有帮助。导师应该说︰「他已是很好的家伙，已经升进得很高，已经很深入。」因此，导师应将注意力放在不太好的徒弟身上
，多跟他们沟通，用亲切的态度告诉他︰「你要迎上前。」你要对还没到达，还在挣扎的人多倾谈，多了解他们，要留意他们在
做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没有改善？没有提升？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上天的能量不流动于他们？你会找出原因，因为这些人
没有好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将注意力每刻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以为自己有责任这样做。其实他只是为自己找借口，告诉别人︰
「你要明白，很自然，我为这些那些事情担心。」借口而已。 若你真的不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或十个人身上，你的注意力就能看
顾整个世界。它接收所有的信息，亦发放所有信息，让你能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去改正情况。因此，我们要提升至没有愤怒、没有
烦厌、没有苦恼的状态，完全没有这些情绪。不论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能看清形势，不会牵涉其中。你看到整个状况，

但同时能远离它。那么你才能妥善解决问题。若你成为问题的一部份，就不能把问题解决。就好像我曾经告诉你，有些人在打架
，他们不能解决问题，而旁边没有打架的人反而能解决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若你认同或牵涉入某个人或某件事里，你就会
迷失。因此，我们的注意力要时刻保持自由，并把它广泛地运用在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是要达至这种状态。若你到达了这种精
神状态，我不是说你能为此做点什么，这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好了，我们怎样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呢？只有内省，通过内省，你会
明白你需要帮助来解决你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因为你有点儿害羞，或许有点焦躁。时候来了，你
会惊讶于这种焦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若你太刻意，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但若你很霎哈嘉(自然而然)，问题就自然得以解决。
说到第二点，除注意力外，我们要把所有事情交托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Paramchaitanya)，让它为我们解决问题。「这是问题
？就让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解决吧，我们不用在意。」因此，我们就能不依恋执着。你把整件事情交予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来处
理，你不牵涉其中，远离它。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若你明白，人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感到对我们有责任。每个人都感到自己
有责任，这些事都令他们担忧，因此，我们今天有如此复杂的社会。人们受各种疾病折磨。这全因思虑所致。透过这种思虑，想
着一个人，想着问题，你只在原地踏步。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是将事情交托给上天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当你交托给上天
，祂就会处理，把问题解决。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亲身的经验。那一次我在美国，我想在哪里举行崇拜。我因此说︰「好吧
，让他们来崇拜。他们想来多好啊！」接着他们告诉我：「母亲，我们想在崇拜中送一些礼物给你。我们该怎样把礼物带来？」
我说：「很简单，干脆不带就可以了。」 但他们不理会我。他们说：「我们要带礼物来，海关会麻烦我们，他们会对我们这样那
样。」最后，我告诉他们前面那座大厦，正在结业清货，我说︰「那里会有些好东西，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就一起去逛，我发
现货品很便宜，难以置信，很昂贵的货品以很便宜的价钱出售。我很惊喜，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能把这些物品全买下来，我付
钱，你要把全部物品带到卡纳祖哈雷(Canajohari)。 怎会这样，你要明白，当你明白「爱」是最重要，事情就会改善。爱是 真理
，真理是爱。若你爱某人，真爱，任何你想与他一起做的事情都绝对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会是很真摰；任何你跟他说的话都绝对
是很明显、很明确的，因为这是完全真摰的。因此，当你与别人相处时，你要絶对真诚。当然，你不需要说任何伤害他的话，要
用明智的方法既不伤害他，亦能对他产生效用。 霎哈嘉瑜伽现在极之需要这种导师，霎哈嘉瑜伽能因此更广泛的传开去。首先，
我们要把脾气带到适当的状态。导师没需要，我是指霎哈嘉瑜伽导师完全没需要对任何事物发脾气。若他们真的能做到，就省却
我们很多忧虑，很多问题，很多自己制造出来的混乱。所有这些都能轻易的得以解决。但我们心中要先有纯洁的爱，不是出于任
何利益或回报，而是纯洁的爱，那么，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都能轻易完成。 导师的路途是很长的，可以不停的走下去。因为，
毕竟导师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为何他们是导师。这很重要，导师是很重要的位置，他们要运用这个位置来展示对徒弟无比的体谅
，而他们也要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别人才不会怀疑他，不会认为他们别有用心，这絶不应是难以触摸，而是要絶对的清楚明确
。 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一切，因为今天是我们来卡贝拉整整十年的日子。卡贝拉对我极之仁慈。他们带了很多人来霎哈嘉瑜伽，我
告诉你们，真的很多很多人。这样偏远的地方，很多人都摒弃它，说︰「你能住在那里？」他们都说着这些话。但是，这真的实
现了。你们要承认，这是很好的指示，证明霎哈嘉瑜伽能创造奇迹。 但是首要的是你要了解能量，若你不了解能量，就不能这样
做了。例如，当我第一次来卡贝拉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说︰「母亲啊，这里很孤寂，周围有很多黑手党，只有六、七所房子。
你要住那儿？这是什么呀？」他们都警告我。后来，我来到这里，我立即告诉市长︰「我打算买这所房子，明天我就付钱。」他
很吃惊，为何我会这样做？ 我说︰「不用担心，完全没问题。」用生命能量，我用生命能量来决定这是一处极好的地方，那时候
，生命能量帮了我很大忙，虽然每个人都不鼓励我，每个人都向我描绘一幅大的图画，这是一处恐怖的地方。到现在，黑手党去
了那里？他们全都离开了。 现在，想知道了解事情，你要入静，改善你的视野，使你的视野更加清晰明确。这种视野不只是反映
某些事情的某方面，还要清晰明确。通过霎哈嘉瑜伽，我们要明白，女神的保护时常都在我们的头顶之上。你绝不会出任何错，
没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它成就万事万物。我确信你能亲身体验到。 你们看，我们只是这样说霎哈嘉瑜伽，你们已经入静，进入
入静状态。你们都感受到，终有一天，你们所有人都要变得这样—进入入静状态。这种入静的禀性或不管什么状态，都会散发生
命能量，为你的工作、生活，为你一切开创路径。你不用与任何人对抗、争斗，也不用与任何人争论，只要入静，到达我形容的
入静状态。在这状态，爱会完全包围着你。
愿神祝福你们。有一事你要明白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为任何事情走向极端，这也是人性。 譬如说，若你是理性的，任何事情你都
要找合理的解释。「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那样做。」类似的情况持续。另一方面，他们变得情绪化，并藉情绪之名，做出各种
错事。你们要克服这两种情况。若你不能克服它们，有什么用呢？自称霎哈嘉瑜伽士有什么用呢？你们最低限度要做到。你们必
须避免走向极端，要省察自己。若你走向极端，就难以成就任何事情。你或许会生癌，一方面，你或许患上可怕的疾病，另一方
面，你或许变得很理性，任何霎哈嘉瑜伽的知识都进不了你的脑袋。因此，你每刻都要保持平衡。透过这种平衡，就如有女霎哈
嘉瑜伽士犯了大错，你不要在情感上依附着她︰「噢！母亲，为何会这样？我们要原谅她。」不要这样！你要告诉她︰「你要改
善你的生命能量，要回复平衡，一旦你回复平衡，我才会考虑你的情况，才会告诉你会怎么样。」 但若她没有平衡，偏向理性化
，偏向情绪化，这种情绪会把你带往任何荒谬的事情，因为这是心理方面出问题。人们可以因这种情绪而干出很错很错的事情。
就像即使只是唱歌，他们也很神经质，你要明白，所有这些牵动情绪的事物，可以牵引你到任何地方。 因此，你们不要情绪化，
只要有爱。左面是我们称的另一个极端。一面是情绪，另一面是理性。在理性中，你会像希特勒，对任何事情都论断。希特勒说
︰「不，这是对的，我做的全都是对的。」全部理由都是他自己放进自己的脑袋里︰「这是对的，这是合情理的。」
因此，情绪和理性这两方面都要好好平衡，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恰当的效果。

再次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1999-0905,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View online.
锡吕．克里希纳崇拜 1999年9月5日 意大利．坎贝拉 今晚，我们将崇敬身为宇宙大我（Virata）的锡吕．克里希纳。首先了解锡
吕．克里希纳的化身是很重要的。Krishna这个字来自Krishi，Krishi的意思是农耕，祂播种灵性上的种子；为此，祂首先必须思考
，就灵性上而言我们的程度到那裡？土地状况如何？ 锡吕．罗摩（Shri Rama）时期发生了什麽，祂制订了许多分际（maryadas
）。因为这些分际，人们开始用脑筋想，「我不应该那麽做、我不应该这麽做。」这只是思想上的一种约束，没有自然而然，这
不是Sahaja。结果，人们变得极端的严肃，不多交谈、不会笑，无法享受任何事。因此，锡吕．克里希纳决定第一要务是去除人
们的这种制约（conditioning），这种制约必须在人们享受自己的状态下才能去除。后来锡吕．克里希纳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的3
种方法。首先祂所说的是，要变成一个自觉的灵，SthitaprAgnya。超越全部的诱惑、超越全部的自我、超越各种的制约而成为一
个SthitaprAgnya（自觉的灵）。SthitaprAgnya，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感觉，被事物所奴役，而是绝对地不执著（detached）。这类
不执著的人不会有任何牢骚、妒嫉之类的事。这些是祂说的，但是要如何成为一个自觉的灵，祂从没说过。锡吕．克里希纳说的
第二件事是，你必须工作。你必须去工作，毕竟你拥有全部的人类倾向，那就是去工作。但工作成果如何，你必须交托给神的莲
足，或我们所说的，神圣的力量。

这是祂的另一个戏法，因为祂了解人类是如何的被扭曲，有怎样的自我（ego），如果告诉人

们一些事，他们将怎样的曲解。所以，祂转个弯利用别的方式告诉人们其中的荒谬。

不论我们做了什麽努力，你的自我（ego）

仍原封不动，因此做不到把工作成果交托给神的莲足，非常不可能。所以，锡吕．克里希纳造就一种无法转圜的情况，一阵子过
后人们就会了解不能做这件事，然后打消这个念头，或者把每件事都交托给神圣的莲足。这就是祂预备农田的方法。第二件事，
祂说：「Pushpam Falam Toyam，」花、水果和水，不论你供奉什麽给我，我都接受，但你必须是ananya bhakti的供奉。Anany
a的意思是，完全一心一意的虔信（bhakti），没有夹杂其他的〔什麽〕，这是唯有在得到自觉之后才可能〔做到〕。只有在得到
自觉之后，你才能把你的工作成果交给神圣的莲足，也只有在得到自觉之后，你能有ananya
bhakti，意思是，一心一意的虔信（devotion）。
祂因为人类是如此的複杂，而设置了许多荒谬的制约。许多人告诉我：「母亲，我们正在做Ananya bhakti。」怎麽做的呢？「因
为我们在街上唱歌、随时都讚颂神的名号、我们将会去Pandarpur，您明白的，衣衫褴褛的，一整个月我们沿途边走边唱。」祂绝
不会给予这种荒谬的虔信念头，祂想中和掉的，正是人类认为这样做就是虔信的荒谬行径，那样不是！Ananya bhakti（一心一意
的虔信）只在当你是一位已自觉的灵，当你与神圣的连结，而不是其他什麽的，才可能做到。这就是为什麽祂试著用３种方式对
付人类及人类的愚蠢，因为祂想，如果我直接告诉人类，「这样做、那样做，」那他们会说：「当然，我们有做！但我们还是没
有达到。」在印度，有个大型的祭仪（cult），我们可以这麽称呼它，人们汇集到Pandarpur，一整个月他们衣衫褴褛的行脚、唱
歌，一路上他们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进食。依据他们的说法，这样就是Ananya bhakti（一心一意的虔信），他们什麽也没达成，
他们变成病的很重、非常累，还有一个很糟糕的晚年。但谁能跟他们说呢？他们全部迷失在里面。所以，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揪住
人类，显示出他们的愚蠢。许多人来问我，我已告诉过你的问题，「为什麽我们对锡吕．克里希纳做那麽多的虔信，却什麽也没
达成呢？」 锡吕．克里希纳是为耕作而准备好田地的那位，我们可以说祂就像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农业家，所以，祂的名字是Krish
i（农耕），Krishna（克里希纳）。我已经告诉你很多关于祂的事，为何祂的名字是Krishna（克里希纳）、谁是Radha、谁是克
里希纳及其他的一切事。但当祂谈这些事时，祂同时也说你必须变成SthitaprAgnya（自觉的灵），那就是他们称的Gyanyoga。G
yan的意思是知识，所以，你必须得到绝对的知识，祂没提要如何得到。你已知道什麽是绝对的知识，在霎哈嘉瑜伽里，你可以在
你的手指感觉到它的存在。还有一件事是祂的专长，就是在人身上创造判断力。祂想，人们用愚蠢的行为做过一切事后，也许能
长出判断力，知道用这种方式无法达到任何事，必须要先得到自己的自觉。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此时，我们面对著一种
这个新千禧年的挑战，整个世界即将被毁灭，人们谈论著各种事，经由判断力去辨别什麽是好的、什麽坏的，真的很重要，人可
能把一些事说成非常的好、把一些事说成非常的坏。这个神圣的判断力（Divine discretion）却是非常不同的。而且，祂是自行运
作的。一旦你身在神圣的判断力的国度里，即使你想犯错，也无法犯错。我举我的例子给你，我们去买房子，那个房东像个乞丐
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他说：「我们什麽也没有，我们没有食物，他们拿走我们全部的东西，我们快饿死了。」当他说，我们
快饿死了，我们什麽也没有时，我很同情他，所以我说：「好，增加价格。」第一次我们增加价格时，他仍然说：「不，不，再
提高一点，」我们再增加了价格，我告诉我先生:「你加点价，」儘管不情愿，他还是加了价。我们第三次增加了买价，房东说：
「不，我们希望比这个数字再高点，再多一点。」立即地，这个判断力运作了，我说：「这些是伪君子。」我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他们，坐进车里。这不是很好的交易或什麽的，我明白我是出于同情，或你可能会说是慈悲而买的。但高于慈悲的是判断力，祂
说：「什麽都不用做了，你最好离开。」这个神圣的判断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应该明白祂是如何运作的，应该满足于
祂。不要觉得可惜，我们错失了一个机会或什麽的，而应该对发生了这件事感到非常快乐，你的神圣判断力已经接手了！有时候
，在那个神圣的判断力里，显得你好像做错事了、你已然犯错了，但如果那是神圣的，最终就会转变成非常好。我给你一个很基
本的例子，但是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当你练习霎哈嘉瑜伽。 神圣的判断力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大的
部份。因为这个神圣的判断力给予我们我们本质的、我们真我（ourself）的、以及霎哈嘉瑜伽的真正喜悦。因此，对锡吕．克里

希纳而言，第三点是令人们喜悦、快乐，但受制于锡吕．罗摩时期的一切分际，祂不知道该如何做。为了给人们喜悦，祂说：「
来吧，让我们来跳舞、唱歌，玩玩色彩（play

Holi）等各种事。」果真祂发明了许多不是很严肃，看起来无足轻重，却传递出喜

悦的事。祂所做的事是给人们一个完整的概念，身为一个霎哈嘉瑜伽士或已自觉的灵，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每件事。然而并不
是你必须去做这些，而是它自然成就，它是像这样运作的。在自然而然的（Sahaja）状态下你享受每件事、欢乐，这就是祂的想
法，在人群里创造喜悦感。有许多的评论家批评祂生命里的这一部份，根据评论家们的说法，宗教的意思是你应该在20岁时就变
老了，像个80岁的老人或类似的事，好笑的想法，这是虔诚信仰的成果。 祂谈到喜悦，但祂从没谈脱离关係，祂从没说你要放弃
你的家庭、放弃你的小孩、放弃一切，从来没有过。祂说你必须享受，不执著的享受。对人们来说非常难以了解，怎麽可能不执
著？其实执著，你才绝对无法享受。如果你对某事执著，你无法极致的享受它。就像，假设你执著于你的小孩。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执著于你的小孩。因为执著于你的小孩，你担心那些不应该在那裡的事情，那样无法给小孩喜悦。你不允许你的小孩外出、
或跟人说话，在小孩身上加诸许多的限制。相反的如果你真的有神圣的判断力，你会知道他该跟谁说话、该去哪裡、该享受什麽
，你将看见他享受他的人生。对任何事的任何执著，不会给你相关人、事、物完整的视野，如果你是不执著的，那你会从高于他
之上的角度看见全景。如果你是不执著的，你同时变成无思虑的觉知状态。就像我现在说的，看，在那裡的地毯。非常、非常美
的地毯。如果地毯是我的，我将随时提心吊胆，因为我执著于这些地毯不该被弄坏、可能会出差错。但如果我不执著，我将看著
那些地毯，我会看见什麽？喜悦！製造地毯时被艺术家放入的喜悦。那个喜悦真的试图也反映在我内在，那个喜悦来到我内在。
对任何什麽有执著，会有快乐，但不是喜悦。因为喜悦是单一的，快乐则是二面的，有快乐跟不快乐二种。所以即使我试著享受
某些什麽，我仍会想还有这个、这个〔问题〕点存在。但喜悦是无所不在的、没有界限，你只是溶化在喜悦的海洋里。这就是锡
吕．克里希纳的想法，这样就省略掉了这些分际。 当今，我们看见许多事的分际真的都没有用。例如，你已经发觉的宗教的分际
。看，当他们生活在分际里时，发生什麽事？他们有点凝固，或他们内部有各种孳生。就像池塘是绝对地被约束，不像河流那样
流动。类似那样，你看，依循这些分际，却变成某种封闭的心灵。当你遵循这些分际时，就会开始想，「我应该做还是不做、我
能享受或不能享受。」依循这些分际，只是扼杀了喜悦。现在，我们有其他的分际，关于…例如，宗教。许多人喜欢来霎哈嘉瑜
伽，但因为他们宗教里的一些分际傻事，他们不能来。他们想，这是我们的宗教，儘管他们不了解。虚假变成了分际，他们不了
解所谓的分际，实际上是宗教制定出来的。你看看现在的回教发生了什麽事？因为这些分际，他们想要成立另一个国家、这个事
、那个事。基督教也发生同样的事，印度教也是一样。所有这些分际真的使他们完全停滞，他们逐渐的粉碎自己以符合这些分际
。只因为人家这样说，所以他们就照做，完全没有判断力，被蒙骗到完全看不见什麽是对、什麽是错。但在接触霎哈嘉之后，你
能看见。当你能看见，对于他们你能一笑置之。再来，我们有社会分际（social maryadas）。社会分际存在著，有时当抛弃了，
也会变成非常可怕。就像在西方，女人认为她们穿得越少就越美丽，这是她们已经起头的新事件。这是件荒谬的事，如果你看到
这背后的判断力所在就非常简单。我们曾是动物，现在身为人类却不想穿任何衣服，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动物。这是动物的遗传，
这就是为什麽许多女人不想穿完整包覆身体的衣服，那只是动物的行为。人们想放弃分际，好的分际也是，说著：「我们不想要
任何的分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喜欢的事。」但在这个自由里，你达成了什麽？你的动物本能在这个自由底下
运作著，你自认为是非常自由的人。 我们还有各自国家的分际。神并没有成立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存在著是事实，
但有著多样性。人种的多样性、地方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必须当成某种艺术般被接受，我们不应该被「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
印度人、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之类想法给破坏、给混淆了，你不是！现在，接触霎哈嘉瑜伽之后，你知道你们全都是霎哈
嘉瑜伽士，不属于任何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属于你，但你不再属于这个国家。我的意思是，今天的工作是去了解，你是否真的想
关心所有的国家及一切？再来你必须做些工作。做些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如此，人们才能甩掉这些为领土、为这个、为那个而战
的愚蠢念头。这些在世界各地进行著，「我们想要这块地、我们想要那块地」。土地是神的，不是人类的，为土地而战有什麽用
呢？我不明白。但这种混乱存在著，这种幻象持续著，人们为这个混乱及幻象而努力到达极限，破坏了自己的及自己小孩的生命
。许多人迷失了。我应该说，许多人在精神病院里，因为他们到头来是待在某种难民营里。他们拥有好的房子、美好的生活，最
后却变成难民，为什麽？起因是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他们应该住在那裡。这个念
头会产生，我想来自某些愚蠢的领导者想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是为什麽人们会为土地而争斗。完全没有需要去为土地、或为你
的国家、或为这个、或为那个而争战。但情势是这样的，除非直到你战斗，你无法得到真理。这就是为什麽，如果你记得锡吕．
克里希纳告诉阿周那（Arjuna），「你战斗，你必须战斗，那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跟这些人战斗，因为他们没有依著正法（dhar
ma）过生活。他们是反正法的，所以，你必须战斗。」这就是为什麽祂的战斗被认为是正当。因为战争过后，他们得回他们应得
的，他们以前是被欺骗了。这就是锡吕．克里希纳说的，你不应该变成这些人的奴隶，而是反击。 所以，在神圣的判断力里，战
斗也被认为是正当的。「你必须奋战」仍是神圣的判断力，因为你不想要成为奴隶。如果你是奴隶，你就不好了，所以，你可以
战斗。可是人们开始为分裂或为领土而战，这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绝对不可以想要从主体中分离独立出来，这会製造出许多
问题。现今，我们相信的是全球性的宗教，我们相信的是全球性的领域，我们不用要求什麽。无论你去到哪裡，你就是那个地方
的公民，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想去俄罗斯（Russia），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将与他一起、去美国，美国人也将与他一起。这就是为什
麽，因为这些是人类整体的想法。如果人类全体得到转化，就不会有任何战争的或建立领域的问题。
这是锡吕．克里希纳的神圣的判断力，仍然存在于我们内在。如你所知的，这是锡吕．克里希纳所在的喉轮（Vishuddhi chakra）
之一部份。当祂上升至顶轮，上升至那个层次，那麽祂变成宇宙大我（Virat）。宇宙大我的轮环在头的这个位置，在额轮（Agny

a）的上面。这个宇宙大我是锡吕．克里希纳的形相，祂上升超越额轮。当你上升超越额轮，你变成宇宙大我领土的一部份，我们
可以这样说。因为除非直到你超越自我，你仍然是与你自己本身及错误的分际观念牵扯不清。但是，当你上升超越自我，你变成
宇宙大我、高贵的人物。那时，你身在宇宙大我的土地里，而宇宙大我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同阿周那所看见的宇宙大我的形相，
宇宙大我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致于祂的运作是全面性的。祂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你人坐在这裡，祂却可以在任何地方起作
用。如今，你已经见识过了，人们说了无数次：「母亲，真的是奇蹟！我的母亲生病了，她人不在这裡，我只是祷告，她就好了
！」这全归功于宇宙大我的力量。宇宙大我的力量可以穿透进入人类的精微层面，以这种方式，我们与每件事物都有关联，我们
不是单独的。就如同每滴水都与海洋有关联，我们也与整个宇宙有关联，当你变成宇宙大我的公民，那麽，与你有关联的一切也
得到你的能量、你的想法、你的野心，你的一切都透过祂传递出去，而且起作用。你已经见识过你生命里发生的许多奇蹟，那是
宇宙大我的力量（Virat Shakti）所成就的。 因为这样，你必须知道怎样崇拜宇宙大我。首先，你必须上升超越你的自我（ego）
，这非常重要，不然你如何能崇拜呢？你的自我（ego）卡在中间，你如何能上升到宇宙大我那点呢？你必须通过你的自我（ego
）。一旦你高于你的自我（ego），你进入宇宙大我的国度。那裡的国王是宇宙大我，你则是时时被Virat
Shakti，宇宙大我的力量，所照顾的那个主体。在那个阶段，你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变成一位宇宙人（universal

personality），

因为不管什麽问题都是我们普遍共有的问题，当然不必让这些问题贴縳著或联繫著你。假设，有位那个层次的人，刚好有些其他
国家正在打仗，则战争会停止，那个被压迫的人会赢。你的慈悲所到之处，祂解决那儿的问题、你的注意力所到之处，祂解决那
儿的问题。有时你惊讶于祂们是如何运作的，「母亲，这些事是怎麽解决的啊！怎会发生这些巧合的事！」唯一的解释是，你已
经跨越你的自我阶段，进入了宇宙大我阶段。进入宇宙大我的区域是件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事。那时，你不会再想「这是你的国
家、这个属于你、那个属于你」，这类归属的事结束了。那时，你属于宇宙大我，祂透过你执行祂的计划。当你整个想法改变成
全球性的思维时，祂开始行动，并且祂的力量是有许多种类的。至于锡吕．克里希纳的力量是祂使用一个贝壳叫唤人们。我已经
把贝壳交给所有的领导者。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宣佈及呼唤召集人们。但在宇宙大我的层次，你不必做些事。在宇宙大我的层次
，人们看得见，他们会知道。他们只要看到你，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只会想「你是人类，人这麽和譪、这麽好，就像宝石，不时
的在发光，」他们将印象深刻。这是经由宇宙大我的祝福而来的。当你变成那样，那麽你忘却其他的事，例如，你的高位、或任
何事、或你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所有这些无意义的事，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也不再想所有那些你想置身其中的事。人们喜欢
炫耀自己的财富，某些人非常喜欢说明他们自以为是的自己。但这个案例，是一位已经上升超越他的自我（ego）的人，他是宇宙
大我的力量之一部份。进入了宇宙大我的国度，他知道自己非常渺小。跟宇宙大我相比他是非常渺小的，他仅仅是溶化进入那个
力量里，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谦虚下来。我们应该谦虚下来，并且明白不论我们拥有什麽力量，若使我们变得自大了，我
们就应该丢掉它。

我们不应该有自我（ego），应该把它摆脱掉，真正的达到那个被称为「宇宙大我的力量」之公民的状态。

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 当你进入宇宙大我的国度，你必须像小孩一样。在那裡你是小孩，身为小孩你进入。如同基督说过的：「
当你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像个小孩。」这就是现今你必须做的，你们全都要天真无邪如同小孩。你必须天真无邪像小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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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7日，意大利卡贝拉 九夜节崇拜，1999年10月17日，意大利卡贝拉 今晚我们齐聚在此，举行女神摩诃伽利（Mahak
ali）崇拜——我们也称祂为杜迦女神。祂显现为诸多形象，以毁灭那些想要骚扰、阻碍人们的负面力量，进而也帮助温和善良的
人们成长。 祂的形象有不同的类型——我们都知道，祂毁灭了那么多的恶魔，祂摧毁了那么多的恶人。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在
之前的世界大战中，祂保护了应该受到保护的人；因此，他们从那些残忍邪恶者的邪恶计划、非法所得计划中死里逃生。 邪恶的
人有憎恨的能力，并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地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真的是生来就邪恶，也有人是后来变得邪恶的。当他们天生邪恶
，你能分辨出他们：他们的整个风格很具侵略性，爱记仇报复。但是憎恨没有限度，完全没有限度。因为，如果他们仇恨，如果
他们憎恨某人，然后——为了证明仇恨的合理性——他们会说各种理由，只是为了证明。但是有时，他们甚至都不想去证明。他
们只是觉得自己在“憎恨”，憎恨是他们拥有的基本权利。但这些力量有时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结合各种邪恶的人格，想要折磨人
类，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可能取任何名字。他们可能用任何名字称呼他们，但他们绝对百分百的邪恶，对于这样的人，上天没
有任何怜悯或同情。这些邪恶的人都要被毁灭。这正是女神的工作——毁灭他们——祂是母亲，充满了慈悲和爱。（因此）杀死
这些邪恶的人，这项工作对女神而言是非常矛盾的。 因为从更大的利益来看，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邪恶的人都应该被彻底毁灭。但
他们不会（被彻底毁灭）。他们……比如去坐牢一段时间。就像这样，他们去地狱呆一段时间，受苦受难，然后再次回来，变得
更强大，然后再次想要折磨善良的圣人。这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常见风格。 他们可能以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非常温和的
人或一个“非常了解神”的人的形象出现，或者他们会说可以“给你自觉”。他们擅长编造各种谎言，因为他们有邪恶的力量，做恶的
力量。所以他们满嘴谎言，声称：“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我们可以给你这个或那个”。 实际上，他们来到地球是为了毁灭人
类。我们有很多伪君子和很多蠢人追随他们。他们从不互相指责。基督说：“魔鬼从不反对自家人。”好像他们是“一家人”，因为他
们是“一家人”，他们不会说会影响他们的集体和手足之情的话。这手足之情是如此伟大，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一起的。
试想一下：所有邪恶的人联合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行事，这太令人震惊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很有集体性。假设有一个人占据了
一块土地，然后他统治了那里。另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抢占了此地。第三个人又抢占了此地。但魔鬼内部没有这样的竞争。最终
的努力是，以某种方式，摧毁神所创造的一切，摧毁世上所有的好人，即那些最终会得到自觉，得到关于实相的知识的人。 这种
氛围在斗争期最糟糕，有那么多愚蠢的人，这些人也许很单纯，也许很和善，但他们被这些人的恶行所吸引，善良的人有时也会
盲目跟风。他们也试图追随那些邪恶的人。这非常令人惊讶。为什么好人也会是非不分。但是，很多好人也缺乏明辨力，，因此
他们会做错事。他们一直在找理由：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是最好的事，他们要证明这一点。现在，如你所知，在斗争期有
很多这样的恶人，其中许多恶人目前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现在他们不能骚扰我们了。但仍然有更多的恶人被揭露出来。人们已竭
力揭露这些恶人，没有人会毫无证据地揭露任何人；但这些恶人就有这样的胆量和自信，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试图揭
露他们，他们必将毁掉那个人。 这些恶人正在做一些坏事……首先，他们把错误的想法灌输到你的脑子里。他们说：“我们是非常
伟大的人，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是神派我们来的。”他们会说各种话。但都无凭无据。人们也从不向他们要证据，比如问：“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证据吗？”所以，解决的方法是霎哈嘉瑜伽。在霎哈嘉瑜伽中，你有体验，有证据，接着你成长成熟了
。你不能立刻成为一个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这是事实。你要成熟起来。对一些人来说，这需要一些时间。对另一些人来说，需
要更多的时间。这不重要。但你确实会成熟。 与此同时，如果你试图去到这些假导师那里，那么就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再次让你
成长。我想，特别是那些在霎哈嘉瑜伽中升得很高的人。如果他们坠落，他们会跌到很低的地方。那么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霎哈嘉
瑜伽士都会说：“母亲，你看他！他去了哪里？”所以，由于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崇拜我们内在的摩诃伽利（Mahakali）
。因为，祂做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事 祂保护我们。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无
论你处于什么危险之中，无论你在生活中处于怎样危难的境地，祂都会保护你。首先，祂保护你。 所有给我写信的人（告诉我）
，他们如何被保护，如何被治愈，如何被帮助。这意味着，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你内在的摩诃伽利（Mahakali
）的力量。“祂存在于你之内。”当你在崇拜摩诃伽利（Mahakali）时，你是带着应有的尊重在崇拜“你内在的”摩诃伽利（Mahakali
）。 你必须知道，这位摩诃伽利（Mahakali）具有非常敏锐的品质。她非常敏锐。如果你想要对任何人做错事，她会引导你。她
会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你；“你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为什么要对某些人做错事？”但如果你不悔过，不回到正常的位置上，祂就会放弃
你。我要说的是，一旦摩诃伽利（Mahakali）放弃了你，你将不受庇护，容易受一切邪恶事物的影响。 【有一个婴儿哭了：“这个
婴儿怎么了？”】所以，当你崇拜祂，你渴求什么？你渴求祂保护你。因你的分别心，因你的过失，你可能犯了些错，可能做了一
些对你不利的事，可能对你非常危险。但祂是引导你规避所有危险的神祇。现在，祂保护你的生命，祂保护你的身体，祂保护你
身体的所有器官，祂是在你生活各方面给予安全感的神祇。 在祂的国度，你感到完全的安全，你从不害怕任何事。因为你离开了
祂的国度，你走出了祂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害怕的原因。但如果你在祂美好的指引和祝福下，你永远不会害怕做任何事，
你也永远不会做错任何事。一旦你要做错事，祂就会按住你的手。祂是真正的引导者，祂是真正赐予我们存在的神祇。没有祂，
我们不能存在，因为祂就是湿婆神（Shri

Shiva）的力量。

祂赐予我们如此多的事物。例如，祂赐予我们放松，睡眠。祂赐予我们真理。祂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 人们有时自我太

大，总是试图相信：“我所想的就是真理。”然后祂通过创造一个幻相（Maya），一种混乱，来指出这个问题，使你开始思考：“这
是什么？”所以祂也被称为赐予我们Bhranti的女神，Bhranti意思是幻相。祂让你陷入幻相。祂告诉你——将你放入——幻相，然后
最终祂将你从幻相中拯救出来。 是祂让你放松，因为祂接管了你所有的责任。祂接管了你所有的问题。是祂解决所有的问题。是
我们忘记了把所有的问题交托给祂。如果你只是把问题交托给祂，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不仅如此，你还会真正地感到被
祝福。这不仅是身体层面，也有精神层面的，祂让你的头脑完全没有忧虑。 祂不担心，也不希望你担心。如果你担心，那么祂会
向你展示，因你的担心，你在否认祂。你没有接受祂。担心是很常见的，人们总是自豪地说：“哦，我很担心。”当你的母亲真真正
正是摩诃伽利（Mahakali）时，你为什么还要担心呢？ 祂可以杀死所有的恶魔。祂可以终结他们所有人。祂知道如何去管理事情
。当你在祂面前像个孩子时，你为什么还要担心呢？所以你的担心结束了。祂担心你，你不必担心你自己。这就是重点。 祂的安
全感如此之强，祂自己很安全，祂给了你所需要的所有的安全感。你可以紧紧抓住祂的莲足。你可以抓紧祂的形象，或者祂的任
何部分。你甚至可以向祂祈祷。许多人仅仅向祂祈祷，就被治愈了。因为祂能治愈你。祂能治好你的病——哪怕是很复杂的疾病
——祂都能治好。 那么祂喜欢什么呢？摩诃伽利（Mahakali）喜欢光。祂在夜晚受崇拜，因为那时时我们可以将灯点亮。祂喜欢
被点亮的人。祂也喜欢光明。祂喜欢太阳。祂喜欢将会被完全启迪和照亮的事物。 你一定听说过有些人被称为……我忘记了……
但特别是在西方，他们用这个词。他们有獠牙，他们……【有观众说：“吸血鬼”】哈！就是那种人，他们——想象一下——他们不
能待在阳光下。当太阳升起，他们就要离开去睡觉。是的，他们见不得阳光，因为他们不能忍受阳光。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摩诃伽利（Mahakali）离开了他们。当摩诃伽利（Mahakali）离开时，他们就会害怕。而这些人被那些知道他们有恐惧的人攻
击了。 太阳本身对于彰显摩诃伽利（Mahakali）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特别在西方，我们工作非常努力，非常偏右脉，我们
崇拜太阳。我们所作的这一切：崇拜太阳，也非常偏右脉。然后，是祂给予我们平衡。祂让我们完全放松，以达至平衡，并保护
我们。有时我们好竞争，有时我们真的很担心，有时我们想做一些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然后我们很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然
后祂带我们进入睡眠。因此，当我们入睡时，祂照顾我们，祂抚慰我们，祂带走我们的问题。祂一直在做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
为祂做了什么呢？我们要明白这点。 重点是我们自己在崇拜祂。祂喜欢祂的孩子们崇拜祂，在那个层面上，祂可以和他们合一。
祂给予他们慈悲、爱和保护，使他们远离所有的邪恶。但是——我们要理解——那些还没有安定下来的人，那些还不属于摩诃伽
利（Mahakali）安全之地的人，可能会受到攻击。他们……一旦他们离开那个安全之地，他们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被杀，各
种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生活在—斗争期—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我们要观察
我们的头脑，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在教你什么？它在告诉你什么？试着去理解：这个邪恶的人有什么计划，将你玩弄于股掌
之中？你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呢？你怎么能做他叫你做的错事？然后，反对祂的是自我。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自我
会说：“不，不，我可以这样做。”自我说：“我会成功的。”自我说：“它会实现的。”但是人类——看吧——受到自我的支配。他们
非常满意于他们强大的自我，他们不想听从摩诃伽利（Mahakali）的力量。【一个小婴儿哭了。Shri
Mataji笑了，用印地语告诉她的孙女：“把孩子带到外面去。”】
他想要我，你看。孩子们就是这样。他们一点也不能离开你……你要像孩子一样。真的，那是最好的方法，像孩子一样纯真。 祂
喜欢纯真的人。祂自己就是纯真的。祂喜欢纯真的人，因为你纯真，祂会更照顾你。你并不狡猾。你不是非常……对别人玩自我
的把戏。如果你是纯真的，祂会帮助你。祂肯定会帮助你。但自我需要被降伏，因为自我是祂最大的敌人。祂不喜欢你的自我。
祂希望你没有自我，是纯真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首先祂到来了，祂创造了格涅沙。这就是我们崇拜格涅沙的原因。我们要保持
纯真，意思是：我们没有做坏事、做好事、或做任何事的打算，我们没有任何意图。我们只是……这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活动。你
只是不用担心你将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无须烦恼这些！你只是存在于完全的纯真中，享受你自己并让他
人享受。如果房子里有一个孩子，他可以让一百个人跳起舞。就是这样。因为这些孩子有纯真的力量，这就是祂所尊重的。 我们
有时会觉得：“人们如何成为了骗子！”他们是如何欺骗了我们。他们如何做出各种——应该说——攻击性的行为！有时，他们是如
何撒谎的！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并期望你们也是如此。但这一切正在发生……正在发生。你不应该为这些事烦恼。 你应该保
持纯真，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会得到完全的保护。如何保护呢？因为摩诃伽利（Mahakali）将伴你左右。如果你是纯真的，祂会
照顾你。纯真的人不会生气。有什么可生气的呢？我应该说，纯真有它自己的力量、影响力。它无比强大。即使是一个残酷的人
，如果他看到一个孩子，他会开始有点意识到：“这里有个孩子。”整个世界都知道，孩子们不该遭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和麻烦。为什
么？因为孩子们是那么纯真。所以纯真的特质会对你帮助很大，因为祂欣赏你纯真的特质。 祂欣赏你的另一点是你的慈悲心。对
彼此慈悲。对彼此仁爱。还有对他人的关怀。这是祂所喜爱的。如果你是一个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你是一个自觉的灵魂，祂会一
直陪伴你。但祂说：“你以慈悲心做了什么？你给多少人带了自觉？你在治愈多少人？你在帮助多少人？”无论你在做什么，祂都很
清楚。 我应该说，这是摩诃伽利（Mahakali）巨大的力量——祂知道你的一切；知道所有的事！祂知道你的想法。祂知道你的心
。祂知道你的健康。祂知道“一切”。事实上，祂是母亲，在各个方面，祂都关心这个小孩子。以这种方式，祂知道这孩子什么也没
做。他是很纯真的。所以，就像你小时候，你的母亲照顾你。同样的，摩诃伽利（Mahakali）照顾你。然后，摩诃莎维德丽(Mah
asaraswati)的力量进来了，祂教育了你。祂给你其他的知识……
这个，那个。但是，照顾你内在的孩子，照顾你的纯真和慈悲心，这是由摩诃伽利（Mahakali）的力量完成的。 所以，祂对祂的
孩子很敏锐。没有人敢碰祂的孩子。对祂来说，每个人都像孩子。特别是那些自觉的灵魂，祂将他们当作孩子，决不允许他们受
伤害。没有什么伤害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祂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 有人会问：“如果祂是一个‘人’，祂怎能密切关注他们（所有人

）呢？“因为祂是无所不在的，祂存在于每一处。祂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地方。特别是霎哈嘉瑜伽士，祂全方位的密切关注着。无论
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出了事故——祂会去那里救你。祂就像陪伴你的天使，没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
你真的发自内心地崇拜祂。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为了什么成就，而只是为了祂的祝福。祂的祝福非常伟大，真的充实了人类，也
丰富了地球，改善了一切，这些都源自摩诃伽利（Mahakali）的祝福。 当然，随后到来的是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祂
负责的是，在摩诃拉希什米原理中，你变得不执著。你开始追寻：“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你会开始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开始思
考，一定有更好的东西，一定有超越的真理存在。特别是那些被坏人折磨的人，总是这样想：“一定会有人将我们从此处救出。”你
身上显现出了摩诃拉希什米原理——这是女神的原理——升进。祂把这些想法放进你的头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需要做什么
？难道这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地球上？我们住在这地球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所有这些
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浮现，然后他就开始追寻。 在这一点上，你要理解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与人们所理解的极其不
同。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正在追寻——必须是智力上的，必须“通过他们的头脑”，或者合乎理性的，所有这些，或者说符合科学
的。他们就是这样前行，这样追寻真理的。这是不可能的。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是这样的：你必须有最热切的愿
望，去获得真理、真理、真理——而不是其他。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其他事情了。那么多人吸毒，认为通过吸毒可
以得到自觉。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你怎么能脱离你的觉知？从而得到自觉呢？觉知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能进入觉知的领域，
那么你就必须明白，基本的觉知不可丢失。 如果你失去了基本的觉知，通过喝酒、吸毒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在求
道，所以他们做这些。所以有时，他们以求道为借口做错事。这就像是在报复你自己，我认为，你通过认为自己在求道来报复你
自己。这不是真正的求道。在真正的求道中，一个人只是去冥想，应该找出正确的方式。但是，同样也不是通过阅读某些书籍或
者听从某些假导师。 事实上，唤醒昆达利尼是了解实相的唯一途径。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唤醒昆达利尼。他
们会告诉你：“我们会去这里，然后去那里，然后再去那里。然后要做这个。”然而，最终，你到了哪里？回到原点。这就像是：从
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虚假到另一个虚假，再到另一个虚假，都是虚假的。最终，很多求道者迷失了。那么多求道者迷
失了，因为他们认为“道”是很珍贵的，求道是很“贵”的，你需要付很多钱给导师。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花钱“购买”导师。所以，这
就意味着：“所有的富人都可以得到开悟。”

但我认为只有富人才是好人。好人就是好人。他们是否富有，不是重点。但是这些人

想要围绕在一个人的周围，我想是因为，他们对金钱有精微的自我：“我们能买得起这个、买得起那个。”

有一次，我在美国，有

位女士来见我，她不知道我是一个……灵性导师。所以她说：“现在有位非常好的导师到了美国。”我说：“真的吗？他做了什么？”
她说：“有一次促销活动。”我说：“真的吗？”“你可以付半价，他会给你祝福。怎么样？” 然后下一周，她说：“现在打折到原价的四
分之一了。如果你支付原价的四分之一，他会给你完全的知识。”我说：“这怎么倒过来了呢？这不成比例。”我说：“你给他一半价
格，他就给你一半祝福。当你给他四分之一价格，他给你全部。”“就是这样的，”她说，“他很宽宏大量，你看。这才是重点。”我说
：“对于所有认为他们可以购买真理的人，他们无法获得真理。”

你无法购买真理。你不可能花钱让你的昆达利尼升起。不可能！

你也不能为此收钱。自觉完全是上天的恩典。你不能以此赚钱。你不能出售它。它不是那么“廉价”，可以买卖。如果你理解这一点
，那么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就发挥作用了。而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是为那些真正的求道者，为那
些真诚地追寻真理的人准备的。它运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得到了非常自然而然的自觉。 这种自然而然的自觉，你们都已经
得到了。你们不需要去喜马拉雅山。你们不需要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结束了。你们曾经做过。在你们的前世，你
们必定做过了。现在你们什么也不用做。你们可以得到自觉，只是坐在这里，你们就能得到。无论你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你都能
得到它，它传播得非常快。 现在，传播霎哈嘉瑜伽是霎哈嘉瑜伽士们的责任。你们需要理解：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和
摩诃伽利（Mahakali）是携手并进的。你看，当你受到摩诃伽利（Mahakali）的祝福，祂和你同在，你在祂的国度里，摩诃拉希
什米（Mahalakshmi）也随之而来，祂肯定会帮助你得到自觉，也会改善你的问题，帮助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说是财务上
的问题，或者以任何方式——祂也会解决其他的问题。祂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你最大的愿望，即得到自觉，祂已赐福于你。 所以，
祂们之间没有竞争。所有这三种力量一起运作，无论需要什么，祂们都能解决。但正是摩诃伽利（Mahakali）指引着哪里需要帮
助，这就是为什么摩诃伽利（Mahakali）的力量非常受到尊重。事实上，祂已经毁灭了这么多的恶魔和邪魔，而且还有更多——
有些依然存在——但我确信，他们都将会被终结。这些可怕的恶魔会永远消失。 但我们仍然要非常小心和警醒，要找出这些人的
问题所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想宣传什么？你必须这样成熟起来，你应该了解所有这些作恶者的一切。你要找出这些虚伪的人
在做什么。看，这个很容易，因为你是开悟的。通过你被启发的注意力，你肯定能发现某个组织、每个邪恶的人、做坏事的人有
什么问题。 这将是...最好的方法是冥想。不要用任何侵略性的方式。而只是冥想，并请求摩诃伽利（Mahakali）：“毁灭！毁灭他
，因为他在毁灭世界。请您毁灭他。”那是祂的工作，祂乐于做这些。但是需要有人告诉祂，并请求祂。这样很好，因为有很多（
邪恶之人），直到你把他们指出来，祂才可能把注意力放到这上面。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祂帮助你，在个人的基础上，在国
家的基础上。也许在集体的基础上，或者在全球的基础上。这是因为：祂无所不在。祂存在于全世界。无论在何处：无论你的肤
色、种族、国籍——任何——祂总是在你内在。崇拜祂和唤醒祂，只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必须做的。如果祂在你内在被唤醒
，你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你会明白你所犯的错误，你会为此感到难过。你不会有“罪疚感”，但你会感到难过，因此：“我永远不
会再犯这样的错了。我已经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然后，你会试着去纠正它。 如果你的内心纯洁，这些将会运作得很好。你的心必
须纯洁。如果你的心不纯洁，如果你练习霎哈嘉瑜伽是为了和别人竞争，或为了取得某种物质成就，它就不会成功。你必须以纯
真的方式来做。你崇拜你的母亲，就像一个小孩子崇拜和爱他的母亲。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关系，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我们

应该如何爱我们的母亲，我们应该如何接受祂的指导和保护。这是你从童年时代就已经了解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崇拜
母亲，这种童真必须回到你身上。 愿神祝福你们！

2000-0305, 湿婆神崇拜
View online.
湿婆神崇拜 印度浦尼 2000年3月5日

我先以英语讲话，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外地，特别是从马德拉斯(Madras)，也有从Kerala、海得拉巴(Hyderabad)及邦加罗尔
(Bangalore)而来。所有这些人都来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来自南方，而又不大懂印度语。
假若你早上阅读过报章，有太多可怕新闻，都是人们制造各样的暴力、贪污及不道德的行为。我想正因为这样，这个湿婆神崇拜
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你会惊讶为何在你四周会有如此多的罪案在发生，就像湿婆神的Tandav Nritya 将要来临的时候一样，否则我
们会感到事情不能改善。若湿婆神开始惩罚那些犯罪的人，我们便知道祂非常愤怒。我不知道怎样从祂的盛怒中把人们拯救出来
。湿婆神是充满爱心的神，充满极大的慈悲；但另一个极端就是祂有巨大的毁灭力，祂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若祂发怒，可以把所
有生物摧毁。你们一定听过有关祂进入喜乐的故事。有一个恶魔，化身成小孩的形相，而母亲不能亲手杀死这孩子，她不能够。
她想，若湿婆神看到这个恶魔摧毁这个世界，她是没有能力把这世界从湿婆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所以她没有去牺牲或杀害这小
孩，而湿婆神接替了她，祂站在小孩的背上，杀死他。那小孩是恶魔，湿婆神从这可怕的恶魔(Raksha)手中拯救了整个世界，跟
着祂很喜乐地跳舞，这就是他们所称的天地之喜乐(cosmic joy)。很多人不明白祂为什么站在小孩之上，这就是原因。若现今人们
伪装成小孩，扮作很纯真的人，很神圣的导师，湿婆神都能毁灭他们。透过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知道这种毁灭力量不但已经
开展，并已全速进行。我们现在有台风、地震，很多的意外及很多破坏力很强的事情在发生，这就是迦奇(Kalki)已经降世的征兆
。但同时，另一样工作亦已经在进行，在同一降世神祇的身上，人类得到救赎。这类人永不受到伤害，没有坏的事情会发生在他
们身上，他们都能得到拯救，因为在母亲的保护下，他们都能从各种事情中被拯救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霎哈嘉瑜伽士如何处理另一类人，怎样令他们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提升他们的灵量。若你提升一
些又坏又迷失的人的灵量，他们若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拯救而变成好人。他们会停止所有正在脑海中计划的可怕事情，变成真正
的好人。但有些个案或许会不成功，我不会说霎哈嘉瑜伽每个个案都能成功。若霎哈嘉瑜伽士入静，处于完全的宁静，完全委身
于神，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常常都得到保护，你们全都曾经历这种保护，首先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及完全委身
于霎哈嘉瑜伽。
我们中，坐着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大多来自印度北面、东南面及西面，也有来自外国。现今所有国家，我可以说，都受负面力量
所控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唤醒灵量而令人们变得正面。这是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都可以成就的，为此你们不必做什
么特别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你们都可以做到，亦应该去做。今天唯一需要的，就是要改变人们，你们全都可以做到。你们所
有人都可以以很诚恳、很好的态度成就事情。不必发脾气，为粗鲁的人而生气，只要以平静的态度，你便可以成就到。那么，湿
婆神的愤怒本性，或正如他们所说，湿婆神的第三眼，就不会张开。那是些可怕的东西。我们全都可以以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态
度做到。我应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我们的湿婆神原则、喜乐的原则、爱的原则和真理的原则。人们因为不知道湿婆神的
宇宙品性(global

temperament)，所以有很大的问题。例如，我曾听过，人们因为争论湿婆神原则(Shiva

principle)和毗湿奴原则(Vishnu’s principle)而争吵及打架。现在毗湿奴在这里，祂的力量亦在这里，帮助你提升至湿婆神原则。两
者是没有分别，一方补足另一方。若你连这一点也争论，我真的不能理解。若没有毗湿奴，你不能到达湿婆神，若你不明白毗湿
奴原则，就不能遵守湿婆神原则。灵量是通过中脉而提升，她是原则，她就是湿婆神的tatva，她提升的通道是由毗湿奴从进化的
过程中建造的。所以，你怎可以只要其中一位。一位是道路，一位是目的地。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最重要是纠正你的能量中心
，你的道路要妥当，你的中脉要畅通无阻，因为我们是Madhyamargis。我们一定要从中脉前进，保持平衡，不要偏向左也不要偏
向右。你必须保持这平衡及不停前进，直至到逹你的Taloobhag。在那里，至高湿婆神(Sadashiva)正坐着。你可以经历它。你自
己可以看到，无论我说什么，你都非常明白。唯一的是当我告诉你时，你都可以验证到。霎哈嘉瑜伽是很容易去验证，你是知道
的。你知道唯一的真理，絶对的真理。当这两个力量相遇，也就是这原则开始见成效的时侯。你会很惊讶，当这两个力量相遇，
当你通过毗湿奴原则而到达湿婆神原则时，你便会明白这两个力量是如此互相补足，如此有关连。本质上这两种力量是没有分别
，所以你要令你的通道(madhyamarg)畅顺，令灵量可以通过。当灵量通过它，你会很惊奇，同一灵量会通过毗湿奴的通道而到达
湿婆神的莲足。

愿神祝福你们！

2000-0311, 对IAS官员的建议
View online.
对IAS官员的建议 孟买，2000年3月11日 我向所有真理求道者敬礼。让我为大家谈论这个话题，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一直很担
心IAS，IPS和其他政府公务员。担心是因为我知道我丈夫领导的那种生活。而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些新人，他们来到这里为政府
服务，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前面的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内里的精微系统是什么，如何操作。 当我们引入这种非常迅速密集的
生活，在精微系统中，它就会出现毛病。在图表中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的毛病。他们展示了，他们展示了一个微妙的系统。这里
在视交叉中心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中心很重要，因我们以和这个作出反应。我们对一切都有反应，但这些反应，会产生出我们内
在的问题。这种反应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超越思维而来到我们。每当我们看到某些东西时，我们都会做出反应。我们看一些人，
我们做出反应。但我们不能只是看着。我们不能只是静观。如果我们可以作旁观者，它将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但我们不能
够。当这个中心非常活跃时，就会变成问题。两个是神经的交汇点，我们称之为额轮Agnya。在交汇点，位于中心。 甚至荣格也
曾说过，“你必须超越自己的思维，而必须达到无思虑的醒觉。”也有记载到即使我们在顶轮，“你必须无思虑醒觉”。没有思维，“另
一个是无疑惑的醒觉。”甚至爱因斯坦都说过，“你必须超越头脑才能达到扭力场。”他这样说。当他在寻找他的相对论时，他遇到
难处。他找不到。他很累。他走进他的花园，像孩子一样玩肥皂泡。然后他说，“突然间相对论就出现了。”他把它称为扭力场区，
这个扭力场我们必须触摸而不是自己一直在思考和反应。因为我们应该看到发生了什么。 会发生什么是我们在自主神经系统上的
运动走向右侧。右脉，是很好的，使人看起来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他可以压迫其他人。他可以很有攻击性。他可以非常系统化。
所有这些都可以存在，但它有反作用。反作用很可怕，因为这个右倾会影响我们的肝脏。现在肝脏被称为“Liver”，因为活着(live)
，我们 靠肝脏活着。这就是它被称为“肝脏(liver)”的原因。肝脏受到影响，在医学上并没治疗法实际用于肝脏。他们可以用猪或类
似的肝脏代替它。但除此之外，并无他法。但我们却制造巨大的热来破坏自己的肝脏。肝脏有特殊的功能，可吸收并排出血液中
的热。然后你看到，肝脏得到缓解。但是当太多时，当肝脏充满了太多的热量，它就无法排出热。然后这个热开始向上游。它可
以去右边肺部。它可以走向心脏。 现在想像一下，右肺代表着哮喘。简单的事就是哮喘。然后它走向心脏。例如一个年轻的男孩
，到21岁左右，在哪个年纪。他打板球、打网球同时又喝很多酒。之后他会患上大型的心脏病。这是致命的。他不能活下去。如
果所说，之后它影响其他器官。这热会传到胰腺，引起非常严重的糖尿病，不是温和性的，而非常严重的。然后这热会传到脾脏
。在脾脏，它会使你患上血癌。我告诉你，这对所有右倾的人都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担心我国的要员。他们是我国
的支柱。他们不应因过多的紧张和压力而失去生命。之后热进入肾脏。它会使肾脏凝结，导致肾脏问题。尿液不能通过，那你会
有很多问题。除此之外，它会进入大肠，你会得到严重的便秘和所有便秘的问题。然后到了晚年，心脏也随之而来。它继续影响
。最终在你年轻时，心脏就已不行了。我知道，最近有两个人死于心脏病，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位。我非常担心如何让他们更了解
自己，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以此就会明白，我们对事物的反应，在反作用力下我们体内部便产生热。除
此之外，其他的心身疾病，我只说了关于身体的，而心理疾病是来自左脉你的心理精神问题。当然，我不会现在处理这个问题。
然而，如果你从右倾转向左倾，你肯定会得到一些医学没法治愈的身心失调病证，如各样不同的癌症，疼痛等。所以为此你要让
身体作好准备。 现代生活充满竞争及速度。当我们正在前来的时候发生交通挤塞。你会无能为力。我很静地看着想，“现在塞车，
必会迟到，但无关紧要。”而我丈夫通常会非常焦躁。他会一直看着手表。原本应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做什么？”这样那样。但
是他却静观整个事情，我很惊讶，因为通常他会因为迟到了一个约会而紧张。现在你看，一旦摆脱了这个问题，生活便变得从容
。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男仕被调动。他说“总是要这样！”他是国际会计准则官员，“母亲，每当我被调动，我就会紧张。这种紧
张，压力在我心中，喋喋不休。之后会发生什么？孩子们该去哪儿？房子会怎么样？这样那样，所有问题都会发生在我身上。但
是我和妻子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都没有感觉了。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并不担心。我们睡得很好。我说，“这事本应如此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应该影响你。”这只有能突破我们想像出来的思维才可能发生。我应该说，“思维” 可能用词不当，因为并不是指精神
上的。它是，如果它只是思维意指那想像出来的，那对他们来说整个精神病院都是疯子。我不知道英语是如何操作，你很难清楚
理解。以英语来解释霎哈嘉瑜伽是很困难，因为在英语中你会惊讶他们所称谓的“灵

(spirit)”。“Spirit”是Atma(灵)

，依他们来说“Spirit”
可以是“亡灵”。第三解释，是指“酒精”。我真不知道那个意思会比较接近，但这就是我说英语会辞不达意的意思。
马拉地语最好，因为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已完整了很多昆达里尼(Kundalini)的工作。通过冥想作修行的人仕(Nath Panthis)在那里。
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传统是，一个人只会向一个人开启自觉。如果我做了你认为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我试图找到一种给予
集体实现自觉的方式，集体地发生。这就是我卑微的贡献，并且我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他们的自觉。现在什么是自觉？如果你观
察脊柱的底部，会看到一个称为“

荐骨”的三角骨。它被称为'Sacrum'，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骨头，这希腊人已知道，那是一个神

圣的骨头。根据我们的圣典以及许多其他预言，有一个力量存在于我们之内，属于自己的力量，那力量叫做昆达里尼。被称为'Ku
ndalini'，因为它呈三圈半卷曲。卷曲称为'kundal'，这就是称为昆达利尼(Kundalini)的原因。现在，这个力量是你自己的。它存在
于每个人身上，如果它被唤醒，它会穿过六个中心再穿过头顶－我们梵文称之为Brahmarandhra英语称为fontanel(脑囟)。它穿过
童年时代的还是软骨的位置，你便开始感受到微微凉风从你的头顶冒出来，然后凉风来到你的指尖。它是这样发生。这是无论你

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能交换到的体验。你不能。我可能会继续告诉你很多这样那样的故事，那不能成就。它必会发生。昆达利尼必
须上升，然后穿过脑囟，否则，这是没有作用的。这只是文字，一些说教或类似的东西。在Kaliyuga迦利(纷乱)时期这是非常容易
发生。或许是因为纷乱期人厌倦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各种各样的成就都发生得非常明显。 它做了什么呢？它通过了六个中心
。六个能量中心，意指我们的身体，精神和情感的存有，也是灵性上的存有。因此，当它通过这六个中心时，它会滋养其中，整
合所有这些中心，最终它通过这个并进入无所不在的，被称为“Paramchaitanya”神圣之爱的力量。你可称为“神圣的无所不在的爱
的力量”或者任何无所称谓的，也没有分别。 我们周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力量，它照顾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这扭
力场区。当这样发生的同事，你会变得明白绝对真理，绝对！你知道所有绝对的事，无疑惑，没有可以被挑战。例如，它开始流
通你的指尖。开始流过指尖，您可以在指尖和各能量中心感受它。这是5，6和7能量中心，5，6和7能量中心。我现在不打算告诉
你所有的细节。但当你开始感受到这种完全知觉，商羯罗
(大师)称之为'spand(轻微震动)'，然后你就会感受到真理，真正的真理。

例如，假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遇到一个骗子，衣着得

体，说得一口流利英语，谈吐仪态也很好。你怎么把他分辨出来呢？只需将手放在桌子下面，亲自看看。你会立刻得到某种灼热
的感觉，或者你可能会感觉到某种感觉，你会称为，类似被针刺或钉的感觉。你会感到类似的感觉。然后你会从指尖感觉到他那
个轮穴被感染。这是对一切事物的绝对知识。不仅仅是知道他是好或坏人，而且还有疾病。假设你有一些疾病，你会从指尖感觉
到它。你会在指尖感受到它。你会知道你的疾病，如果你懂如何治愈它，你就可以治愈别人，也因为你成为整体之一，你会发展
出非常群体的个性。毕竟谁是以外的？我们是合一的。但唯一问题是我们因为无知而分开了。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事情会
从我们身上消失。这是我告诉你有关右脉的，但制约也对我们产生很大作用。 在我们的反应中，有两件事会产生。一个是右脉，
另一个是左脉。左脉你看到所有制约。这些制约来自我们的童年，家庭，国家，阅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家庭教养也非常
重要，因为根据印度古典籍记载，那里存在六大敌人。我们有六个。这六大敌人是什么？是Kama，Krodha，Mada，Matsara，L
obha，Moha。

Kama是你所谓的性冲动。Krodha是愤怒。Krishna(克里希纳)有斥责恶行的怒气。但是，所有右倾的人都脾气暴

躁。他们不想成为这样，但他们是。当他们发脾气后他们也感觉不好。并不他们想发脾气，但他们就是发了出来。现在这个也退
掉了。因为你发展出saakshi swaroopa(旁观见证者之反映)，脾气暴躁会离你而去。凭藉那种见证状态，你能看到一切。你不会发
脾气。你只会看着它。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Mada是妄自尊大。我们有这个。我知道IAS官员和他们的妻子。他们有这种妄自
尊大。不是每个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我有非常有趣的经历。就像，有一次我们去德里(Delhi)到Hatriji，他们在Mina Bagh安
排了给了一间屋给我们。同时我到勒克瑙(Lucknow)探望另一位与IAS军官结婚的朋友。那非常自豪的女孩问我，“哦！你住在哪里
？你好吗？”我说，“我的丈夫是政府人员，他被调到这里。”“但你住在哪里？”我说“Mina Bagh”“哦，我的天啊！Mina Bagh！你丈
夫是什么职位？他是文员吗？他是做什么的？”我说，“他正在办点事”，我就像她看着我一样，望着她。“我的丈夫可能是你丈夫的
上司”这样那样的。我说，“我对这些事情也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提到的人员名单，或什么的。我没兴趣。”然后我的丈夫
来了。然后她说，“看看那个高个子男人。你知道他很重要的人物。他与首相一起的。你去跟他谈谈，让你的丈夫提升职位吧。”我
回应（[笑了]她在做什么？），我说，“Sudhali，他是我的丈夫。”“嘿！他是你的丈夫？哈…呀！哦，我的天呀！我很抱歉。”我说
，“没关系。”相同经历。你看，那女仕也成了IAS人员，不是实际上的，作为人妻，而我一直跟她们一样迷失其中。我永远无法理
解作为IAS以及他妻子的意义。它超越了我的范围。但有一点，在所有这些混乱生活中真正帮助我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薪
水较少，这就是主要的问题，作为民族爱国主义者。 我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妈妈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他们牺
牲了一切。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乘坐任何外国航空公司。也许印度航空不好，没关系。这是我的，我的国家。因此，这我的国家
的感觉让我继续前进。你看，你变得像一个卡吉尔(Kargil)士兵。你正为你的国家而战。你为自己的国家工作。我的丈夫进入了印
度外交部。我告诉他，“办不到。我两不喝酒，当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在危难中离开我的国家，所以，如果你想要你可以
去，我不会来。我不想去外交部。”他被削减了工资。那个时候，你知道，300是一个很大的数额。我说，“没关系，不管什么，我
会留在我的国家。我将在我的国家工作，你在这里工作，我会一路支持你，我并无他求，我不要什么，你根本就不会收受贿赂，
否则那天我会离开这个。”另外我也说过，“另一件事是我们国家必需发展。”谁来发展？我一直觉得你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你必需
发展这个国家。金钱是什么？来来去去的。你见过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的孩子去了哪里？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取得了什么成
果？所以我坦率地告诉我，我不会去什么外交部门，因为外交部算是什么？我想在我的国家尽一切努力。我做过了很多抗争，所
以你会知道当看到正发生的事，是何等令人失望。但那一天会到来。这个国家将会崛起。如何达到？因为当这情况发生时，当昆
达里尼(Kundalini)升起，人们就会成为自觉的灵，他们会转化。他们变得极为爱国，非常爱国，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国家今天所需
要的。 他们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他们可以住在任何地方，他们不会为某种形式而烦恼，你可以称之为财务方面帮助或其他物质的
东西。他们超越了唯物主义。即使在我们国家，成千上万，也有国外，成千上万的人。现在霎哈嘉瑜伽正在86个国家工作。他们
都很高兴，因为有了这个你会得到一种没有双重意义的快乐。这不是 快乐 与 不快乐。只有快乐，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心里平
静。你会变得如此平静，绝对平静。你不必担心任何事。你不必因为看到你所患的疾病而感到紧张。除此之外，还不用担心各样
的瘫痪症发生在身上。我们在医院里有一位很勤力的医生。我告诉他，“医生，你的年龄都不轻了。你应该放轻松一下。白天你必
须休息。没有必要。你不在办公室时要休息，或休息下来做别的事情。阅读或你可以去玩。做点其他事。”他不会听我，后来他半
身不遂，手脚都完全不能动。他甚至不能走路。他无法提起他的腿。现在他没事，治愈了。但后来我告诉他你因为过于右脉才需
接受治疗。这非常重要。这是非常简单的治疗，可以很容易做到。例如，你可以在肝脏上放一个冰垫。你可以放一个冰垫在这里

，因为这个部分。这样的行径使这个部分变热了。所以你把冰放在这里，你放冰。这敷冰方法可帮你许多。也有些其他非常简单
的家常疗法，你可以采取。但我会要求你们所有人来到我们的中心。

和旁边的人对话：[Bhaaratiya？Wahan

na？Bharatiya，usmein

有人回答，“Bhaaratiya

hai

ki

nahi？]她去了哪里？

Vidya

hai
Peeth。”

锡吕.玛塔吉女仕：如果你住在这个地区，你们都可以来这里。在每个地区，我们都有中心。所以你们都可以虚心地到那个中心。
你知道，在霎哈嘉瑜伽中，没有什么职位阶级之分。我们必须谦卑下来。妄自尊大是无用处的。我们要谦卑下来。当我们谦卑下
来时，它会非常容易达到及融入自己。否则，它还会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如果不能享受。没有经历过，那你在做什么。我知道
你安排了很多工作，我理解。我知道你们何等努力工作。但要摆脱，要超越所有紧张和压力，你必须冥想5分钟，他们会告诉你如
何做。晚上五分钟便会帮助你。所以，就像你早上洗澡一样，以昆达里尼为自己淋浴。她是你的母亲。多年来她一直是你的母亲
，她记录了你自己的一切。这是你精微的一面，当你想得到自觉，她就渴望被唤醒。她非常渴望，它奇迹地成就了。我很惊讶人
们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自觉。对他们来说唯一问题就是，它像一个报春花，或者你可以称之为'ankuraa'

(挂钩)，它生长但

它不会成为一棵树。所以，你必须一点点地静坐。你必须在集体内并努力。在集体中，你会忘记一切，你的一切职位。我认识IAS
官员和村民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他们非常喜欢。他们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从不想表达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放下了。所有这
些外在的束缚都消失了，你就会与集体合一。你知道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如把它们解决，这非常好。我认为这是唯一一个必须达
到的，没有别的。如果你达成了这目标，那么便算你已经取得最后成绩。你可以以这个帮助别人。您可以给其他人自觉。你可以
拯救他们的生命。我的意思是，你所有的力量都会发挥作用。在这些可怕的斗争和各种各样事情，暴力发生的日子里非常需要霎
哈嘉瑜伽。而且你会感到惊讶，人们得到它是一个恩典。 在土耳其，我们有大约两千人是得到了自觉的灵。没有人失去生命或任
何事物，甚或他们的房子，他们只有一点点动摇，我会这样说，但从未跌倒过。整个奥里萨邦(Orissa)，也如此发生。在许多地方
都发生，人们刚刚和那些蒙神恩典的人一同得救。我们必会成为那样。生命里不能没有它。这是相当精微的。它很精微，而有时
我们必须变得精微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患病的人，他们都是右脉得很厉害。整体是右倾的。它绝对可以治愈，绝
对在你的控制之下，你亦可以治愈别人。这是我们在这个可怕的混乱期(Kaliyuga)中所拥有的祝福。他们说，这是最糟糕最坏的时
候，你看到发生什么事。但与此同时，霎哈嘉瑜伽的莲花才出现。 你不需要付费。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任何有人向你要钱，他
都不神圣。根本不用付钱。当你成长，成就，当你给别人自觉，那么你会感到惊讶，你会进入一个新的理解领域，这是无疑惑的
醒觉状态。根据印度圣哲帕坦伽利(Patanjali)，它被称为'Nirvikalpa Samadhi'(无疑惑 三摩地)境界。 现在我们学习英语，我们不
会多阅读印度经典和事情。而那些有阅读经典的，又会拜偶像，这个那个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宗教狂热人士，浪费他们的生命
。另一边是buddhivaadis你称之为知识分子，你看。他们更糟糕，因为他们以为已经阅读了所有知识。他们已知道一切。现在告
诉他们什么？这事情太简单，他们不想接受。你不能告诉他们，“直接说吧。”你须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它。所以也要了解，我们其实
还不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了解自己，而以我所知，为了这样唤醒昆达里尼是唯一的方式。我希望你们都会考虑一下，然后我们
的中心来获取自觉。我们有很多中心。你不需要付钱，什么也不需要，但你要轻松的来到。只有在得到视觉后才能放松，而不是
在此之前。你会惊讶于你会停止衰老。我没有年老问题。我丈夫也没有年老问题。我们没有想及它。这结束了。现在，必会死亡
的都将会死去。但在那之前，我们并不担心。你做的每件事都会有特别神圣的光芒。 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在你的内在发展这精微
的事。同时了解那从未了解过的自己。你必须了解自己。你不需反省，坐下来批判自己或感到内疚。一点都不要。所有该发生都
会发生，你会对自己感到惊讶，所有的坏习惯也会自己改掉。 在伦敦 一夜之间，有十二个吸毒成瘾的男孩。他们一夜之间戒掉了
。我没叫他们要这样做。我从不告诉别人，“不要这，不要那。”我从来不会这样说。但当昆达里尼上升了，你内心的光，心灵的亮
光会给你指引。它会告诉你有什么对你有害处。你有权拒绝那些对你有害的东西。我知道这有困难。我知道有问题，但你永远不
会察觉它们。比喻你坐在船上，你不会困扰于海有多深。这个就像。你超越所有这些东西，你看见并帮助别人。除此之外，它还
可以帮助你的工作，非常有助于你的工作。由于扭力场，你很了解你的工作。我的丈夫说：“你怎么有这个主意？”我说，“我就是
知道。好吧！这就是这个想法，我明白了。”现在他有时会惊讶于我如何管理事物。我处理得好吗？我没有秘书处。我没有秘书。
我没有私人助理，没有。我们在86个国家开展工作。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神圣的力量是如此有帮助及如此友善。 所以一次再
一次，祝你幸运。请来我们的中心。我希望他们能给你地址以及相关资料和你。你可以周六或周日来到，或随你什么时候想得到
你的自觉。 愿神祝福你！ 有人说，“锡吕.玛塔吉女仕(Shri Mataji)，他们请求，如果你可以在这里给他们自我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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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充满喜乐，我很感谢令这地方变得很漂亮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我不能想象他们为此要多辛劳地工作，令这地方变得这样
漂亮，这样宁静。在霎哈嘉瑜伽中，人们在互相尊重，相亲相爱的情况下一起工作，成就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曾是一遍
荒野，你们却把生命力及光带来。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不知道我的生日有何重要。但你们却真正显示了对我的谅解及尊重，我
唯一可以做的只有珍惜。我不明白我为你们做了些什么，令你们为霎哈嘉瑜伽付出那么多。今天是很吉祥的日子，我们称为色彩
节(HOLI)。这天我们在享受色彩节，这显示我们之间的爱及合一。
现在是时候要真正明白爱的价值，明白我们要尊重别人。一直以来，我们所有的理论及观念都建基在人类不用相亲相爱的原则上
，人类只会想到控制别人，互相憎恨，互相抢夺。一直以来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所有人们建立的组识，都阻碍及
污染一些正确的价值。
只有一个途径令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是谁，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当你认识自己后，你会很惊讶，你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懂得去爱及被
爱。当你完全克服你的自我，你便能絶对享受群体的爱。
在霎哈嘉瑜伽中，这是很简单的，它在很简单的情况下成就了，这很自然。要长成懂得爱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你们从世界各
地来到这里，有来自德里，有来自印度各处，来享受你们之间的爱及互相的了解。
我并没有期望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一个充满爱、信任、和平的美丽世界。但今天，我真的要说，我们有能力做到。作为所谓「人
类」，一般都是非常自私、自我中心及只关心自己。但很惊讶，你们通过得到自觉，明白自己，认识自己，你自己明白内里是何
等富足，何等伟大，何等有能力，这种理解已经来临并在如此美好的情况下显现出来。
霎哈嘉瑜伽的集体需要时间慢慢成长，慢慢成长，你们也曾慢慢成长。但今天，我要说是它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令人们很难离开
。
当你认识自己，当你知道什么是实相，什么是絶对的真理，你只会完全溶化在这真理中。当然，你们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博学，
你们是真正「博学」的有知识，因为你们明白你们内里拥有的是爱的巨大力量，是理解力的巨大力量，是一体的巨大力量，是整
体的巨大力量。这整体力量成就奇迹，给予我们整体的喜乐。我们再没有敌人，没有问题，我们都成为整体。
这整体在你身上展现的喜乐，就像波浪拍打海岸。到达岸边后，再回到大海，创造出美丽的图案。我发觉那漂亮的图案已在你的
生命、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言行举止中显现出来。一种很独特的人种就坐在我面前。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接受这内在的知识，
并与别人分享。你们明白自己，这是非常出众的，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到。
那里有颗价值不菲的钻石，但它不知道自己的价值。那里有一些狗，或一些动物，牠们可能是这样那样的，但牠们不知道钻石是
什么。除非得到自觉，人类也同样不懂得自己的价值。得到自觉后，他们忽然知道自己是谁，忽然变得很谦虚，很有爱心。
例如有人知道自己是国王，或发觉自己是伟大的音乐家，或是首相，或其他的。他感到自己高高在上，他心中只有自己。但当你
拥有真我的知识，你便与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合而为一，一起去享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怎能做到？你们非常享受一起共处，
并为这集体做点事，你可以奉献你自己。
以我七十七年以来的经验，可以说经历过各式各样的事情，遇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尽管如此多经历，在我面前展现的，是非常美
丽的莲花，它们如此芬香，如此美丽，如此鲜艳，如此吸引。

这全因为我们内里有一个价值系统，我们与生俱来已有很大的爱及慈悲。这慈悲你们要好好地明白及享受，你们会跳进慈悲的海
洋，那样美丽。你会惊叹自己自动懂得游泳，你也能在这海洋中遇到其他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烦恼，所有人都享受这爱
的祝福，这慈爱，这上天的爱……。
我真的衷心恭喜德里人，他们为你们的逗留作出这样美好的安排，这美丽的会场及在会场外面妥善的安排。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我完全没有参与。他们怎样一起工作，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后的指责，没有这些东西。这很惊奇，他们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
，这显示他们在霎哈嘉瑜伽已经成熟，我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恭喜他们，在这短时间内完成这伟大的工作。

愿神祝福你们。

2000-0405, Gudi Padwa/Navaratri Puja Talk
View online.
Gudi Padawa Puja 印度Noida Bhawan 2000年4月5日 在印度，女神节(Nava Ratri)有两次。第一次就像今天，在Chaitra
这个月。在这天，敬拜女神的Shail
Putri形相，意思是喜玛拉雅山的女儿。女神有很多名号，她首先在寒冷的喜玛拉雅山降生为Shail
Putri。她在那里降生，亦最先在那里开展她想做的事情。你们也知道有关她的其他故事。Daksha

并没有邀请湿婆神(Lord

Shiva)出席他的火祭(Havana)，Shail Putri 就成为湿婆神的安慰者。她被称为萨蒂(Sati)，因为她跳进火祭的神圣火里，奉献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湿婆神来到，把她烧焦了的身体从火中拿起。Shail
Purtri已烧焦的身体化成碎片，散落在很多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被认为是 Shail Purtri的地方，是崇拜的地方，就像Vindhyachala
这地方和很多其他的地方。她的力量转移到那里，她牺牲她的所有。她的第七个力量被认为是毁灭的力量。女神在右脉显现成为S
avitri和伽耶德利(Gayatri)，毁灭的力量则在中央显现。以杜伽(Durga)及她其他的形相在心轮显现，她就在那里。若任何人想伤害
你，迷惑你或骚扰你，这力量会保护你，摧毁你的敌人。当灵量上升，到达心轮，它显现得更有力量，更有效力，因为灵量就是
札格丹巴(Jagadamba)。在霎哈嘉瑜伽，当灵量上升，它便在心轮处安顿下来，保护你，好好地照顾你。若你心中常常有母亲，
便没人能伤害你。母亲的力量常常保护她的孩子。当遇上任何危险，以医学的名词来说，胸骨就会开始振动，在附近的抗体便会
有所警觉。以霎哈嘉瑜伽的语言，那些抗体就是伽蓝仙众(Ganas)。祂们准备好作出反抗。她就是伽蓝仙众的女皇，祂们遵从她的
命令，因为格涅沙和女神并没有分别，很容易识别两者，格涅沙是她的儿子，而她是祂的母亲。在霎哈嘉瑜伽，她保护已经唤醒
了格涅沙的人，在各方面她都保护他们，就像保护她的孩子一样。她支持他们，因为她是他们的母亲。你们就是格涅沙。你内里
的格涅沙必须完全被唤醒，你必须很纯真。若这轮穴有阻塞，那阻塞应该要清除。

她履行了很多责任。首先，她降世为Shail

Putri。在此之前，当太初之母来到这个世界，她化身为一只牛。宇宙生命能量(parama chaitanya)的地方 — 就这样创造了Gokul
。在早期，太初之母仍然以牛的形相在那里。无论她创造了什么，也在我们身上反映，正如湿婆神是至高湿婆神(Sada
Shiva)的反映。女神以Shail Putri显现。在生命能量的王国，太初之母以牛的形相显现，这就是我们为何不杀牛，她就是母亲。在
印度的牛与外国的牛有很大分别。我记起我的外孙女常常说：「婆婆，为什么这里的水牛在西方是白色的？」在Treta和Dwaper
Yuga 并非太初之母降世的时期。她是在斗争期(Kaliyuga)与所有女神和所有力量一起降临。若不是这样，这唤醒灵量的工作，在
这极端的斗争期是没有可能成就。女神以摩诃摩耶(Maha

Maya)的幻相显现。若不是这样，负面的力量会把她认出，跟随她一生

。在此之前，她未曾以摩诃摩耶的形相显现，她常常以她原本很有力量的形相显现。那时候，没有人想过杀死女神。无论如何，
那是在不同的时间。女神在喜玛拉雅山出生，嫁给最有力量的神只

—

湿婆神。所以很多时，人们对于女神拉特利(Navratris)感到很混淆。
对于女神，他们说她是摩诃迦利(Mahakali)，摩诃莎娃斯娃蒂(Maha
Saraswati)和所有女神。她们都是太初之母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时候显现。当女神 Shakambhari在Meerut在这地方显现时，她令
农产品的收成增加。当我在Meerut的时候，我也常常种植蔬菜。人们不能相信可以种植出这样大的brinzals，西红柿和青瓜，这就
是女神Shakambhari的力量。女神有不同的形相，不同的名号，人们有时也会感到很混乱。她是因应某个地方的需要而显现。杜
迦(Durga)、Chamunda 及很多其他的女神也是她不同的形相。神祇以不同的形相显现，成就某一种的工作。同样，女神显现为各
神祇的力量(Shakti)。没有这力量，那些神祇，无论以罗摩、克里希纳、耶稣基督或其他神祇的形相显现，都不能成就事情。祂们
每一位都有一位女神作为祂们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母亲在我们的国家那么受尊重。印度人是女神力量的敬拜者，虽然他们有不
同的差异和不同的问题，他们都是女神力量的敬拜者。 追随毗湿奴(Vishnu)或湿婆神的人都是女神力量的敬拜者。因为那力量是
母亲，母亲属于所有。尊敬母亲在我们的国家是很重要的习俗。所以，我们要常常尊敬母亲。我们国家的妇女没有过于被宠坏，
她们知道要有怎样的特质才可以获得像母亲一样的尊重，也知道如何可以培养出好的孩子。不尊重母亲的妇女，不会有小孩。就
像德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那里的妇女没有母性的爱。当然，她们现在开始明白这些质素。孩子为什么要在没有母爱的地
方出生？ 在印度，男人应该爱护及尊重妇女。或许不久之后，印度会被认为是灵性上最终指引的地方。在印度的妇女，特别在北
面，她们都很痛苦。妇女在哪里得不到尊重，她们常常被殴打，嫁妆的制度也在折磨她们。男人常常看不起妇女，自以为自己比
较优越，但实际上却不是。妇女被侮辱的国家，与母亲不获尊重的国家都是一样。妇女不能像这样。同样，男人也不应追逐女人
。男人和女人毫无疑问是平等的，但他们并不相似。我在印度北面看到，妇女完全不获尊重，她们被折磨，她们在各方面都被烦
扰。我们尝试改变印度妇女的境况，为此很多工作需要做。若这个国家的人发展他们的创意，我们印度的国土(Bharat
Bhumi)将会昌盛，变成Shasya Shyamalam。若是这样，不再需要有新的法律。在我们内里，要明白妇女就是力量。我并不是指
被宠坏的妇女，否则她们自以为像女神一样，这是每个人均有责任在各方面尊重她们，保护她们，帮助她们。但一般而言，男士
正控制女士。若男士有优越的头脑，女士有充满爱的心，若她言行像女神，就应该体谅及尊重她。被宠坏的女士不可能获得尊重
，所以女士应有神性的质素，被宠坏的妇女可以被指责。但有些时候，宰制别人的妇女得到尊崇，而好的妇女却被折磨。霎哈嘉
瑜伽士需要变成伟大的安慰者，他们之间需要有爱心和谅解，只有这样霎哈嘉瑜伽才可以成长。 很多经典都有形容女神的不同形

相，这絶对没有错。但要深入明白女神，必须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得很有深度。在能量层面，你可以拥有辨别是非的力量，你会
见到，女神的不同形相有不同的能量，这是非常精微的特质。你越深入霎哈嘉瑜伽，便会越明白。若你通过静坐建立自己，发展
你的力量，你便会立即明白。以你的能量，你会明白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能量系统变得敏锐，所以我们能够立即明白。要到达
这种状态，静坐非常重要，并无其他途径。做崇拜和唱拜赞歌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应该入静及内省。我为什么这样做？有什
么目的？我们要成为自己而非别人，因为这样没有用的。你必须纠正自己。若你想纠正别人，就先要省察自己。我正在做什么？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样的思维会进入我的脑海？你必须以爱心省察自己，以爱心看待别人。我们对别人要充满爱心
。你们要知道我爱及原谅别人。 有两种事情，一是静坐，一是内省，这是人类成长的两种方法。在静坐中，宇宙无所不在的生命
能量(chaitanya)令你成长。借着内省，你清除所有负面的能量。就像一条正在流动的河，很多石头阻碍水的流动，若把石头清除
，水流便会顺畅。同样，当轮穴清洁，灵量会以高速流通，你会享受这改变。我知道你们恒常静坐，但你们也须内省。不需要批
评，你需要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我有没有爱别人？我是否纯洁？我有没有控制自己的自我？若你看到这些，所有的负面能量
便会离你而去。就像当主人醒来，贼人便会跑掉。当你开始内省，负面的能量便会跑掉。这清洗，这纯洁是基本的。灵量正在工
作，她会帮助你。若你保持你的注意力，所有负面能量都会离开。 有些人是权力取向的，甚至在得到权势后，仍然不会停止追求
权力。这种追逐没完没了。当你察觉这些追逐是非常愚蠢时，你便没有问题了。但人们却不停追逐，追逐。他们没有时间享受所
拥有的一切。当霎哈嘉瑜伽来临，所有神圣的力量都会受你的差遣。祂们会照顾你，指引你和祝福你。若你仍然继续说，我要做
这工作，我要这样做等等，你仍未到达霎哈嘉的状态。当霎哈嘉状态来临，你会被滋养得像一个小孩。所有这些力量每时每刻都
帮助他，上天的力量供给他所有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敬拜女神力量(Shakti)比敬拜别的降世神祇多。

这上天的力量令我们

能确认降世的神祇。这力量是你的导师，你的母亲和你的指引。我们并不需要跟从其他力量。当你接受这上天的力量，它令你明
白所有降世神祇。若你没有接受我，你不能到达任何地方。耶稣基督说，祂会派遣保惠师给你们。祂说，圣灵会来临。若耶稣能
自己成就这工作，为什么祂要这样说？穆罕默德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因为他说带领人们到达絶对真理的时候还未到来。但他说这
样的状态将会来临，一位很有力量的降世神祇将会来到世界，你只要保持注意力的纯洁，紧记那全能者。他并没有提及集体意识
，但集体意识却祝福着你，你须在它之内成长。你必须静坐、内省和到达第三面向。意思是你能够看到别人的美丽和长处，不会
注意别人的短处，你的注意力只放在他们的美德上，你接受他们。你无法想象你是如何享受内省的状态，你会享受你内里的漂亮
和别人的漂亮。 当你开始找寻别人正面的事情时，你会惊奇地发现，每一个人都有某些优点，他们却都不能从自己的优点感受喜
乐。没有鼻子，又怎能嗅到花香？你需要有一颗可以明白爱和善良的心。你应该以这样的态度，你有能力去享受别人的芬芳，无
论别人享不享受，你要学习去欣赏别人的长处。这是女神的工作，女神是喜乐的施予者。当你开始享受，你会明白你现在已经变
成霎哈嘉瑜伽士。在霎哈嘉的状态，注意力不会走向负面。走向负面有什么用呢？你并不需要走到负面的人那处杀死他们，这是
女神的工作，你不需要这样做。去找寻隠藏在各种事物的喜乐及享受这喜乐，这是你遗传下来的。

今天是Phail

Putri

的日子。她是最高的山脉喜玛拉雅山的女儿。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所以就让她的注意力落在所有人类的身上。Phail
Putri以像小孩一样的好奇心观看人类，Shailja是她的另一个名号。根据我们的经典，第一位降世女神是Shail
Putri，全印度都在庆祝。在Bihar，他们在第六天庆祝。 偏向右脉的人不要念诵伽耶德利( Gayatri)口诀。他们应该念诵左脉的口
诀。偏向左脉的人应念诵右脉的口诀，这会令他们平衡。这是享受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生。女神拉希特利节(
Navratri)是在三月二十一日之后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组合。印度人唱咏很多 Chaitra(三、四月) 的歌曲。印度的歌手和诗人
可以在Chaitra中发现喜乐，把他们的感觉写入诗歌中。乡村的人在Chaitra这个月庆祝。若你聆聴他们的歌曲，你会感到奇怪，他
们为何如似充满喜乐、热诚和爱。乡村妇女的歌曲充满喜乐，因为她们有纯洁的心，所以她们可以到达这喜乐，她们有能耐接受
它。我们现在变得有点偏向右面？我们需要到达霎哈嘉的状态。你可以从这些 Chaitra的歌曲中得到比他们多的喜乐，因为你们在
霎哈嘉的状态。以极大的喜乐，你聆听这些歌曲。超日王(Vikramaditya笈多王朝第三位君主)在第三天庆祝女神拉希特利节(Navra
tri)，并称这日子为

Akshaya

Tritya

(永恒的第三天)。他制订的日历由Akshaya

Tritya

这天开始。Shalivahana

国王从这天开始就采用Samvatsara(每一年/持续)。所以这天对他们两位来说，也是新年。Shalivahana
攻击超日王的王国，并击败它。Shalivahana 非常诚实，为庆祝胜利，他们开展这Shak-Samvat。新年的第一天是 Akshaya Tritya
，穆斯林的Hizri也在这一天，波斯人称这一天为Navroze，他们全都是受同一力量所启发，他们都认为这一天是大日子。有一说
法是这一天开展的新企业会很成功，所以人们都在这一天开业或开展吉祥的事情，因为这天是非常吉祥的。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令我感到极之愉快。我们已经知道这天的重要。今天我们要下定决心，每天静坐和内省。为自己内省而非为别人，这样会令我们
的人生非常美好。在表达自己时，或在我们的言行上，都需要很甜美，那样我们才不会伤害别人。若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某些
事物上，也要出于爱心。你要想怎样与别人说话，对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某某人要来了，我知道怎样与他说话和令他明白我。
当你们看到这爱在四周，爱充满我们的心。与别人交换这爱，甜美地与他们说话。霎哈嘉瑜伽士不应生任何人气，以爱心对待人
，你内里应该很纯洁，要看到这内心的纯洁。没有愤怒和憎恨，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欣赏你。你们现在全都得到自觉，我告诉你，
你怎样才变得有吸引力。我希望你可以遵从这些意见，以爱心而不是仇恨看清内里。你可以有能力看到你的力量，你会变成纯真(
Satvik)的人。霎哈嘉瑜伽将传遍四周，整个世界得到转化，每一个人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是我的愿景。 愿神祝福你们。

2000-0423, 复活节崇拜
View online.
复活节崇拜 土耳其 2000年4月23日

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复活这件盛事。你的再生也是这个模式，你也在神圣的爱中得到新生命。你们也知悉有些更崇高的事情必须发
生，也要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怎样发生，也无人告知你的内在是怎样的。圣人只告诉你们的行为应怎样，他们
只说你应过怎样纯洁的生活，忠诚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告诉你们那是怎样达成的。当然，印度人知道，少数，很少数的印度人知
道。但现在，因为你们，这种知识已经成为全球的知识。
当你的灵量升进，她是你的母亲，她是你个人的母亲，她给你再生，这样你便可与神圣的天堂连结。这一切，如果没有自觉认知
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们已被告知关于它的伟大思想，也答应某天会得到再生。这是最重要的事，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
每一个人也觉得可以达成重生是很幸运的。这一切皆因你渴望它而能达致。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渴望到达天堂。人们进入深山
幽谷欲寻求它，你们已做了。你们不用放弃什么，不需要放弃什么。这些放弃都是错误的思想，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现在你需要得到霎哈嘉重生。自然的重生。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它就是这般简单已很成功了。我确是很快乐见到这么多人。尤其
是回教徒，我本来很担心他们，怎样可以拯救他们呢？他们在很多错事中迷失了。大家要明白《可兰经》是在穆罕默德死后四十
年才写成，有些字句可能变动了，有些意义可能含糊不清。还有一本名为《Sunna》的书也在当时出现，由某位并不很伟大的人
撰写，因为他不是有自觉的灵，我不明白你们怎可以以宗教明白他的诗篇，不论他怎样写的诗，你们又怎可以准确地诠释呢？我
也是诗人，我本来也可写诗篇，但我没有，因为诗篇可被曲解，也可被滥用，那就是诗篇的问题。
在古印度，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例如，卡比尔 (Kabira) 写了很美丽的诗，但是它们被诠释得莫名其妙，与诗歌的精神相去甚远，
人们可以把字句的意思扭曲以迎合他们的需要。我发觉如果写有关圣灵的诗篇，这种情况正正就会发生。在我所见的所有宗教中
，任何诗篇都会被扭曲。在《圣经》里，保罗负责策划有关基督的刊物，他不想写重生，也不想写圣灵怀孕。这些都在他脑海中
，所以多马 (Thomas) 要逃往印度，而约翰则拒绝写任何东西。因为所有这类人都在管事。他们以为自己掌管职份，有责任这样
做，但他们却不称职，他们没有权这样做。结果，基督教对于人类内在的成长采取了很错误的态度。今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后果
，你看到天主教廷所发生的事情，你会很惊异。这样的机构怎可以是宗教的机构，那里发生了这么多无理的事情？
我也是在基督教家庭中出生的，我被他们那样诠释基督的生命所吓惊，还有他们那样有权威地谈论它。很多书出版了，还有大规
模的讲道！他们所说并不真确。连我父亲也有同感，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十分后期的。第二，那些写书的人并非受上天委任而
写的，他们不是有灵性的人。他们只想有权力，在宗教中有权力。宗教的力量应该是内在的，是要让人醒觉的。我一定要说，多
谢这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苏菲派(Sufis)，他们知道还有些超越这些书籍及说话以外的道理。
我们有这样的庇佑，在每一个国家，我们也有一些人说出真实，说出真理，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受酷刑，有很多还被杀害。今天
这些事仍在发生。我发觉，人们不愿听真实，不肯听真理。但昨天我很快乐，真的非常高兴见到回教徒、伊斯兰教徒聚在一起，
他们明白有一个比每日的仪式更崇高的生命。他们一直过着充满仪式的生活，工作得很苦。四十天的捱饿，去到朝圣，做尽苦行
。但他们并不团结，即使他们之间，也没有团结，在某些地方他们还互相杀害，这令我吃惊！怎可以这样？因为这些所谓的习俗
并没有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并不合群，他们只是分割的个体，是被绝对无知的人所带领的派别。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的团结而庆祝，为这些人的群体性特质而庆祝，他们曾失去真理。他们以往不知什么是真理，但仍然追求，
求道者不会为任何的存在而找到慰藉。他仍会寻找，寻找，寻找，直至找到真理。但也有些求道者会迷失方向。在求道中迷失了
。很难说服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已迷了路。他们只可从自己的生命中领悟。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有经验吗？要信服你所得到
的，你要去证实它。你可以在别人身上证实，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证实。无论你是谁，你就在你指尖上知道。
在《可兰经》中曾说过两件事：Qayamat和Kiyama这两件事。很多人不明白它们的分别。一是指复活降临，一是指毁坏的来临。
人类的复活就是Kiyama，那时你的手会说话，你的指尖能感应能量。我认为穆斯林，顺服委身的穆斯林，认为被拣选成为天国的

高人的穆斯林，他们的手一定会说话。否则，他们不是穆斯林，我不会称他们为穆斯林。他们只是人，但不是穆斯林。所以每一
个穆斯林，或任何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应该感到手上的能量。他的手在复活的时刻，在Kiyama的时刻，不是在Qayamat时，一
定会说话。这两个字在人们的脑海中混淆了。根据《可兰经》，能以自己的双手或指尖的能量证明自己的成就，证明他人的便是
穆斯林。但这种情况没有人提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去麦加再回来，成为了朝圣者(Haji)，只此而已。
大家还要问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为何穆罕默德很明显反对崇拜石头？为什么他却叫人围绕那块黑色正方的石头走？那有什
么目的？那石头为何如此重要？如果你问任何所谓穆斯林，他会说这是命令。但你可以问，究竟为何？那只是块石头。为何穆罕
默德叫你们围绕这块石头走？那里有很多雕像是用石造的，人们开始崇拜各种雕像，正如在印度也是。但这些石头是上天创造的
天然圣石(Swayambhu)，在印度经典中所称为的Meccashwar Shiva。在印度我们各处都有湿婆神，有十二个灵柱(Jyotirlingas)。
如果我告诉你，你不需要相信我，但你可以用你的能量证实那是不是湿婆神，黑石也一样。穆罕默德发现这是Meccashwar
Shiva，所以人们要围着它走以得到湿婆神的庇佑。但那却只成为了仪式，整件事只成为仪式，没有人可进入得更深。
基督教也一样。今天，他们夸大了忏悔及罪恶感。他们为何这样做？他们本应负责守持美德及良知善性的。他们为何这样做？为
何做这样错的事？然后求神的宽恕！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灵，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如果要霎哈嘉瑜伽士想做错事，他们知道
是错事，就在他们的指尖上知道，或者可以叫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但这是对霎哈嘉瑜伽士最大的惩罚。如果我叫他们离开霎哈
嘉瑜伽，他们不会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感觉与真实分开了，所有真实的庇佑也失去了，这是他们的想法。那惩罚不是什么，
只是离开霎哈嘉瑜伽，看来不是什么惩罚。霎哈嘉瑜伽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庇佑，完全的和平与喜悦。
奇怪地，如果你读《可兰经》，你会奇怪，穆罕默德想带来和平，但现实却非如此。我遇过从克什米尔来的人。他说和平在哪里
？他们不断打仗。我们要和平。但奇怪，他说在印度你才找到和平。但克什米尔是个疯狂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受
到排斥，每一件事都因伊斯兰之名而受到袭击。所以我说，那不是伊斯兰。伊斯兰的意思是顺服。他说如果你投降，他们会杀你
，我们没有受保护。那是很奇怪的，非常非常奇怪，现在穆斯林也明白这不是神圣的生活，因为在神圣的生活里，人人平等。你
知道我们在全世界也有苏菲派，我读过有关他们的记载。我读过在土耳其（及其他地方）的苏菲派。在印度我们也有苏菲派，虽
然他们不称为苏菲派。Sufis的意思是，我不知你会怎样想，但根据印度的理解，Sufi是Seaf，Seaf是清洁、纯洁的意思。纯洁的
人就是Sufis。在纯洁中他们只见到神圣的恩典、神圣的爱、神圣的和平。他们只谈和平，不谈战争。任何谈及战争的人都没有权
去争斗。
战争是绝对疯狂的。甚至动物也不会那样打斗。我们想及战争，想及伤害他人，就连动物也不如。不可以这样做，要全面制止这
样做。无人有权杀害任何人，除非他受到袭击。所以我们听到的复活是

—

我们超越很多事情。我们失去具破坏性的质素，梵文中这叫「Shudripu」，即我们的六个大敌 — Kaam、Krodh、Mada、Matsar
、Lobh和Moha。Kaam即性变态；Krodh即发怒；Moha即迷惑；Mada指傲慢；Matsar指妒忌；第六是贪婪。这六大敌人在我们
脑海中，出于我们的无知、成长历程，以及所读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无论发展了什么，都会因我们灵量的提升而消失，你会与
神圣合一。你在好的基础上，明白自己找到真理，不再有这些坏习惯，它们都消失了。
而你则进入你内在的、神圣的、复活的国度里。这是人类真正的复活。现在你仍知道一些精微的事情，虽然人类尝试毁灭这些书
籍，破坏它的意思。虽然如此，那精微的事情仍然存在。例如复活节我们奉献鸡蛋。献蛋的意义是什么？为何我们要献蛋？首先
我们献蛋，因为蛋是会蜕变的。它会变成小鸡，它会重生。那鸡蛋可以再生。所以这蛋成了复活节的象征，它的意义是你可以成
为另一个人，一个改过的人，有灵性的人。你可以「成为」，就是那意思。为何我们献蛋？人们不知道。我问了很多人。我问了
很多修士，他们自认是基督教的权威人物，他们也不知道为何献蛋！第二，如果你读过有关格涅沙的出生，而你继续深入去看，
你会惊讶书中记载那称作Brahmand 的，意即梵天(Brahma)的蛋，它生出，一半成为摩诃毗湿奴(Mahavishnu)，即是基督，另一
半仍然是格涅沙。当摩诃毗湿奴出生时，祂呼叫着找父亲。试想想祂找祂的父亲。现在，如果你见到有关基督的记载，他常用他
两根手指。没有其他降世神祇是用这两根指头的。意思是一根是喉轮，另一根是脐轮。意思是祂说祂父亲是脐轮的皇帝。那是谁
？你们清楚知道，他是毗湿奴，降世成为克里希纳。所以，祂所指的是祂们是祂的父亲，多么清楚的指出来。为何不是用其他手
指的手势？他常伸出这两根手指，意指：「我父亲是毗湿奴，祂就是克理希纳。」在有关克里希纳生命的记载中，他们说摩诃毗
湿奴将是你的儿子。这些事情都没有放在一起去了解，正如我告知你们，它们都被分开了。但如果你清楚明白，你便可知其中关
系。基督是毗湿奴及克里希纳的儿子，他受庇佑，成为宇宙的支柱。很清楚地说出：「你将会支持整个宇宙。」
另一半是格涅沙，祂也是支柱，支持灵量。祂照顾灵量，照顾母亲的贞洁。而另一个表现为耶稣基督，祂是整个宇宙的支柱。自
然地祂也是道德的基础，因为祂是格涅沙的一部分，是人类的道德基本。只有在道德基础上你才会得到支持，不是其他无意义的
东西，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没有道德基础的。任何事也可以，真奇怪！只要你不是在天主教或非天主教教堂中离婚，你做什么

也可以。甚至结了婚也可以做你喜欢的。甚至在梵蒂岗，我听说也有这些问题。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已受浸礼的人，怎可以这样？我的意思是这些神职人员为浸礼而大事庆祝。顶轮在那里？灵量在那里？你怎样
得到再生？那里没有再生，只有修士用手放在你的头上。他不是自觉的灵，对孩子来说这是个问题。我见过很多孩子，被这些修
士祝福时大哭起来，因为他们是自觉的灵，修士们却不是。很有趣的，这是神职人员的问题，不是基督的问题。但他们之间关系
如何？基督代表道德。而关于祂，在现代，他们说尽不洁的话。他们不能明白有道德的人。我们已到此地步，道德已无用。你做
你喜欢的，只要你到教堂忏悔，那便可以了。
这些就是现代宗教荒谬之处。每个宗教皆有问题，而最坏的，我认为，就是当你有全世界的支持，正如做领袖的，你怎可以让人
有这样不道德的生活？若你追随基督，怎可以容忍不道德？不可能的！祂是道德的化身，祂是格涅沙，你怎可以让人上教堂，上
庙宇，又准许他们过不道德的生活？这些人得到什么救赎？基督生命的基本，整个基督，是道德，是圣洁。
格涅沙最先是由太初之母所创造，因为她想四周纯洁，她希望人类能享受纯洁，他们的性格可以照耀他人。如果有杂质，例如在
玻璃上，你放这玻璃在光上，光怎能穿过呢？不纯洁的生命不能照耀他人，也不能显示内在的光。两者的道理正是一样。但人们
说我们必须接受，因为如果你想你的宗教有多些信众，你需要接受很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不纯洁。试想一想！在基督居住的地
方 — 额轮，如果你的眼睛不洁，充满欲望和贪念，你便是跟基督作对，便是反基督。如果你的眼睛清纯洁净，你便可享受神的爱
，否则不可以。你也可享有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爱。你可以完全享有，如果你的眼睛是洁净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眼神鬼祟或
其他的，你怎可自称为基督徒呢？你不可以。无论你有什么证书，你也不是。因为追随基督的必定有绝对道德的生活。那是内在
自我的要求，我们必须有道德及洁净的眼睛。据我所知的西方生活，眼睛是不洁净的。他们会上教堂而眼光则四处打量！怎可以
呢？你怎可以这样做呢？如果你认为基督复活而你也会复活，首先，你眼内必须有纯真的爱。纯真的爱不是相对的，不能被污染
，不能有欲望及贪念。这两样东西必须从你脑海中完全消失。现今的世代，人们充满贪念。我不知他们有些什么，因为我并没有
研究人类的不道德。我所见的都是如你们般的美丽的人们。但当我希望明白所谓西方文明，我很惊讶。据我所知莎士比亚是「Av
adhoota」，意思是不会有毁灭性坏习惯的人。Avadhoota是很高质量的瑜伽士，但他们把他说成追求女人的蠢男人。他们不能明
白道德完美的人，有道德的人。他们不能明白，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灵，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他们心中并无道德观念。
他们自己这样便以为别人也是样。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此丑恶及恐怖地形容这样伟大的人物，证明人类的
价值观确是低下了。他们不能明白理想的人格，他们以为所说的正是超越真实的层次，但他们却不知道真实是什么。
昨天的苏菲派，我对于他们说的四个阶段有很深的印象。Hakikat意即真实，你要进入真实。真实是什么？这不是一种看法，它不
是见到什么而是要成为什么。如果你看，你看见白、红、黄。但你不是。当你是，你便是真实，你散发真实，见到它，享受它，
生活于真实中。这是真实的生活，你不耽于不真实的事，幻想的事，不神圣的事。现在你不会，你是真实，是Hakikat。正如他们
所说，你是真实，你的行为散发着它，在说话中、生命中，一切之中，这带来灵性中最大的力量。任何虚假、错误、破坏的，都
会远离代表真实的人。这是自动发生的。他们已是醒觉的灵的整体以及部分。
所以，复活已发生，无可置疑。你的手已说话，我不用给你命令或指定的路。你是自由的，你就是光。你既是光，还何需告诉我
你往那里走。你自知道有光明，你跟随自己光明的路，用你自己的光，不需其他人叫你不做这不做那，不是那样。你自己衡量，
不对的你不会做。若你是这样做，你也知道你要再升进一点才成。你是《可兰经》内所述的Nabis，即让全世界得到复活的人，他
们拯救活在肮脏以及腐败的人。看那些少数的苏菲派，他们是洁净的人，看他们怎样带领他人进入更崇高的生命。你们正要如此
。你要带领他人的生命，这是你的工作。不用抱怨周围发生的事，忘记他人的愚蠢以及不道德，只需知道自己是谁。
你要知道自己及自己最纯真的责任。正如我名字所述，你们是我的子女，是Nirmal的子女，是纯洁的子女。纯洁是你们生存的基
础。你们要看清楚，欣赏艺术，欣赏美丽的东西，欣赏由美丽灵魂所创造的，那没有错，但当中没有欲望与贪念。
纯洁的欣赏，纯洁就是讯息，若你内在纯洁，你便会爱自己。正如我爱你，你会爱一切。你明白这爱来自纯洁。你的纯洁绽放，
你纯洁的香味，你时刻都在享受，你的爱流向需要爱的人，需要照顾的人。
不用担心那些毁灭的人。只有这个字可形容他们，虽然还可以有很多说话形容他们。让他们毁灭吧，他们正毁灭自己。为何担心
他们？他们以为毁灭他人，其实正毁灭自己。忘记他们，忘记吧。你以为自己需要为世界建造而负责，这不是少数人可为。你们
十分聪明，有知识和明白事理。你们不像基督的门徒，他们未受教育，不明事理，自觉也未达你们的水平。不论他们做什么，以
致这基督教弄得一团糟，但你不会重蹈覆辙。你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的宗教。

我很高兴你们来自全世界。这是全球的运动，并非有限信念的宗教可比。它们已毁坏每一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
，尤其是佛教。在佛教中，你放弃一切，拥有的一切皆交给导师，想象一下！那导师是贪心的人，怎可以令人复活？他很贪心，
误导他人，只懂拿去一切！基督教也是这样，你做修女、神父、修士，完全荒谬！他们内在并无改变。有人来见我，我问他为何
做修士，他说他没有工作，便做修士。他不适合任何工作，最低限度便做这神职。怎做？别人告诉他传什么道，他练习了，背
诵了，便说这说那。他是被亡魂附着的人，没有头脑，不知自己说什么。在《圣经》中拿出一句便说一番。把所有人都闷透！十
五分钟内人们便想离开教堂。传道完毕，他们跑出去呼吸，并感谢天！难道这是宗教？这是你的遭遇？不，不是。你应享受自己
，享受集体的自觉，享受善良及道德。整件事像生命的精华，那可改变全世界。
仪式太多了。印度教有太多仪式。你坐左，坐右，做这做那。你姊妹死了，你要捱饿多少天。丈夫死了，多少天呢？死了便死了
，身体完结了。你绝食多少天是错的。若你绝食，亡魂便来找你。但仪式仍然被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制造。他们不是，更不能负
责道德及崇高的生命。他们过着平庸无用的生活！我去了格涅沙的庙宇，被认为是天然圣石 — 那八间庙宇之一。我奇怪那主持是
瘫痪的，他的兄弟死了，他的儿子也瘫痪了。他说为何格涅沙这样对他。我问他为格涅沙做了什么？赚了多少钱？他说很多。金
钱做了什么？有为社会做事吗？改善他人生活吗？照顾社会，还是照顾自己？他因此而瘫痪了。他的兄弟儿子也是。他还怪责格
涅沙！他问那是否格涅沙。我答是，而「你不是，你不值得祂庇佑。」他说不用理会我说什么，只需医好他。我说：「你要答应
把所用金钱用作改善大众的生活。」但他们怎会？他们不是觉醒的灵。如此大量宗教人士穿着可笑服饰，他们是死人，带着恶性
能量到处走，我不能明白！其他人很简单，说：「啊，他是祭师！」他们便尊重他。但他们不知，他们还未确定那自称祭师的人
的精神价值。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不用跟他们打仗，不用推翻他们，不用形容他们，只要明白你们是不同的。你有权利，有权力
。你有力量及信心去拯救他人，你是觉醒的灵，你已复活，你是瑜伽士。我完全同意这些，但你的工作是什么？为何事情如此发
生？为何这光到你身上？正因为你要带领盲目的人，引领他们到光明之处。你的复活目的就在于此。这不单止是为了你的追求，
上天的恩典要使你令世界变得神圣。你令多少人觉醒？你跟多少人说话？有一次我很惊讶，那次我坐飞机，有个女士要向我传道
，向我说她的假导师。她不断地说！我听她说。但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不会这样。每一个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要宣扬霎哈嘉瑜伽，
但不是向错误的人说，而是向适合的人说，你要这样做。你们是开悟的人。并非住在森林或隐跻于世界，你们开悟，你们复活，
正是要去开悟他人。你的责任如此，你也有能力做到。很多人已做了，很多人做了，无论是男是女，也要这样做，这是你母亲对
你们得到自觉的灵的要求。注意力应放在自觉上。你要觉醒多少人？你要救多少人？这是简单任务。你只需唤醒灵量，只需唤醒
他人的灵量，给他们复活。你不用做任何事，生命并不困难。你的工作是最易的。只需提起手，手中有力量，用你的手给他们觉
醒。不要失去信心，我说你们是重生的，自觉的灵，你们要在世上创造天堂！

愿神保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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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轮崇拜 达到霎哈嘉的境界 意大利2000年5月7日 三十年前当顶轮打开时，我发现到处都充满黑暗。人们都很无知。他们没有意
识到，他们必须追寻什么。当然，我发觉人们想寻找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未知的，什么是他们需要寻求的。
他们对自己，对身边的事物，对他们生命的目的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如何跟他们开始这个课题。 当顶轮打开后，我想尝试只给一
位女士自觉。她是位年老的女士。另外有一位女士也开始来到我这里。这位年老的女士得了自觉。另外那位年轻很多的女士告诉
我她被附体了。我的天呀！我说：“我要怎样给她自觉呢？”后来不知怎的她很快被治愈了，而且得了自觉。
这是极不为人知的知识，而且人类的自我拒绝接受他们是不完整的，也不想接受他们必须得到自觉。 他们的生活方式令他们没有
时间给自己。我发现很难说服人们要他们必须得到自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虚构的事情，十分牵强，而且他们只相信那些告诉他
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仪式（karamkands）”的导师，就只是这样，他们在那些导师的指导下做尽各种仪式，却不知道首先要认识自
己。这是所有降世神祇、先知都清楚地讲过的，人类要得到自觉不只是我的意思，更是所有先知、神祇的意思。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一个接一个地说，你们要寻找自己，甚至耶稣基督说过“认识你自己”。穆罕默德、那纳克(Nanak Saheb)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没
有人尝试去明白，这些仪式不是生命的意义，这些仪式也不会帮助我们达成生命的目的。你们必须得到自觉。 所以只有这两位女
士得到了自觉。于是我想，不如到海边去，大约三十人和我一起去。他们用滑稽的方式谈话以表示他们怎能得到自觉呢？他们不
配得到自觉。他们还不是很好的人，他们用各种事情责怪自己。最后到海边的总共大约有十二人，包括那两位得到自觉的女士。
这预示着真我觉知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而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得到自觉。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没有人能理解我。但
有一天，在一个活动中一位女士来了，她被附体并开始用梵文说话，她只是个女佣，每个人都很吃惊。她说：“你们不知道她是谁
。”然后她开始引述在《商羯罗颂赞》(Saudarya Lahari)中所形容我的话。我惊讶这位女士出了什么毛病。她说话像个男人，她的
声音像男人。人们相信或许不相信，但她真的是被附体了。人们开始向她提问。然后在场的人问我：“母亲，她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说：“你应该自己寻找答案。”因为如果你告诉当时的人任何类似的话，他们会转过脸（不搭理你），只有那些假导师才会告诉你
：“好吧，你给我五个卢比”，人们便会十分开心，因为他们以为已经付钱给了导师，再不用为任何事情而烦恼了。你们不需要做任
何事情。

就这样，事情便渐渐地起作用。我依然记得已得到自觉的人问我：“母亲呀，请允许我们作杜迦崇拜吧。”杜迦女神的崇

拜是很难做的。一般婆罗门还没有预备好这样做。因为他们还不是自觉的灵。他们通常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叫了七个婆
罗门来，并告诉他们：“你们尽管放心，不会有坏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现在都要面对实相，不是神像崇拜(Murti Puja)或
其他什么，而是面对一个真实的人。”他们都有些害怕，不过还是来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开始充满信心地念颂所有
的口诀。生命能量开始在每处流动起来。我们当时靠近大海，我发现大海在咆哮。但人们不明白。除了那七个人，他们说“没有任
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妥当地完成了所有事情。”而我认为这是霎哈嘉瑜伽的第一个奇迹。 你看，人类心智的问题
在这个层次，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是太过自我为中心，没完没了的想着自己。他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还有什么是自己不了解
的呢？我们很了解自己了。”所以对于求道者而言，最基本的特质是谦卑。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一切，便不能谦卑下来，更不能去求
道。就算你去求道，也不会跟从别人的道路，这样的人会说：“我们有自己的路，我们会走自己的路，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
遇到过很多来自不同国这样的人。他们只是来听我的讲座，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得到自觉，即使他们中有些会得到自觉，但又失
去了。 不知怎的，对我来说，给这些人自觉是个很滑稽的故事。我分文不取，我常常独自上路。但是即便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是
不能意识到自觉的价值？ 后来有一个第一批得到自觉的先生对我说：“如他们所说，如今的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个消费者的社会。”“
除非你收取他们的金钱，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珍惜。就让他们觉得要为自觉而付费。所以你应该找人在入口处收费，否则他们永
不会得到自觉。”我说你不能售卖自觉，这是错误的。你不能向人售卖自觉。他说你这样便不会成功。其他导师把钱放在首位，甚
至明确的说收这么多钱，或这个要收这么多费用。这些导师只是满足于人们的自我，就这样人们跟从了错误的人。
人们以后或会察觉到这个错误，因为他们因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问题而受尽苦头，但到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到目前为止，没有
任何著作曾描述过顶轮，虽然有人在一些古书中曾经提及，在印度也提到过。这些书籍中提及顶轮有一千片花瓣，但除此之外，
没有人再描述过它。如果他们有提及关于顶轮，我便较容易告诉你们：“看，这是在书本上有记载的。”

因为人们都是这样的，只

接受在书里描述过的东西。这令我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因为从前没有人集体的给人自觉，也没有人清楚地记载过，除了一两个
人清楚地描述过灵量，但我认为对灵量的描述也不是十分清楚，因为这些描述全以诗歌的形式存在。人们会唱那些歌，但却不明
白其中的意思。 我在想，这些人是怎样迷失在各种各样求道的路上。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我怎样才能给他们自觉？虽然这
些经历是如此骇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我不断地坚持去做，并最终有了给自觉的方法。当然我遇见过一些非常残忍和讨厌的人
，他们为我和霎哈嘉瑜伽士带来麻烦。这些事情本应打击我的热诚，但是相反的，我开始想，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会这样？ 后来
，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令全世界的人都得到自觉，这是最后的审判。这个时候，人们要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要认识自己，并且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的数量再多对我们帮助也不大，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坚定不移的
霎哈嘉瑜伽士。 接着我发觉有些人治愈了很多疾病，但更多的人迷失了。他们其中有些是吸毒者，戒了毒瘾。酗酒的，他们戒了
酒。吸烟成瘾的戒了烟，我从没说过一句话，说你要放弃这、放弃那。我知道，当灵量升起，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放弃这些坏习

惯。这些都发生了，人们因而变得洁净、美丽，而且开始享受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当这些人四处告诉别人时，别人都
说他们疯了。别人不相信这些人如何放弃酗酒，他们如何放弃抽烟。有些人说：“我们就是要喝酒，这又怎样？”自此，我发现这些
人（不能放弃坏习惯的）多是纵情放肆于享乐的一类。他们享受十分放纵的享乐，那跟灵性完全扯不上关系。 当然事情慢慢开始
成就。但我仍要说在这斗争期，我们不能期望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中，虽然这是我的愿望，这也是你们的愿望。你
们希望人们能得到自觉，也希望很多美好的事情得以发生。首先你的体质会提升，很多人得到医治。耶稣只是医治了二十一个人
，我不知道在霎哈嘉瑜伽有几千人被治好了。 但人类有另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同时对于他们应该寻找什
么，需要寻找什么却没有清晰的想法。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试图遵从书中的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摇摆不定的人。
这些人从一处转到另一处。他们在霎哈嘉瑜伽的进步比其他人困难得多，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正在走一条路，而你又开始转到
另外一条路，那么你可能要走回头路，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实际上若没有得到自觉，你都不可能拥有任何自由。自由意
味着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么。在自由当中你才是那位应该收到所有祝福的人。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些祝福，那
么你还没有自由。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一旦你得到自觉，你便成为绝对自由的人。“自由”意味着你
的灵在引导你，如你所知，灵是上天的反映，是全能的神的反映。如果每人都有相同的反映，并且是觉醒的，那么你们的灵会在
认知层面上起作用，好像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建设性的、什么是破坏性的。那不是你们所拥有的某种虚假的满
足，而是你们在现实中感知到的实相本身，这是注定要发生的。 在霎哈嘉瑜伽中，你首先会体验到你指尖的凉风。没有这种体验
，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新的维度已经来到你的神经系统中，你能感觉到那个你还未知的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在这里
，但你从不知道它如何运作。你对于真我的知识十分贫乏，但得到自觉后，突然所有东西都受启发了。你开始对自己有焕然一新
的感觉。有时候你仍要对抗你的自我，你要超越你对事物的无知。因为自觉给你绝对的知识，不能被挑战的绝对知识，这表征，
就如他们所说，就是唯一的真理(Ekmeva Satya)。当你得到这知识，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你能知道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些已经
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些生命能量，你们能感觉到这生命能量。例如在霎哈嘉瑜伽里，可能有些不满足的灵
，但你可以凭生命能量找出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呢？凭着生命能量，你能知道这些人是否处于实相的状态。你能分辨出企图
反对你的人，或分辨出试图告诉你其他事情的人，他们偏离得有多远？在你的指尖上你可以知道一切。这就是穆罕默德说过的复
活的意思。 我必须告诉你我几天前的一个经历。有一个来自印度电视台的职员，他是一个明星，他来采访我，并问我一些（与采
访）毫不相关的滑稽问题。他的名字是阿巴，所以我说：“阿巴，你正在浪费你和我的时间。你能说到正题吗？”因此他说：“我反
对所有原教旨主义。”“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呢？”他说他正尝试找出来答案。我说：“好吧，把你的双手向
着我。穆罕默德说，在复活(kyama)的日子，你的双手会说话。”你会感到惊讶，他立刻感到手上有凉风。他问发生在他身上的是
什么？我说如其所如。争辩、谈论、怀疑都是徒劳无用，你只需要观察自己的体验。他惊呆了，之后他跟我说的都没有播出。 所
以我要说，如果人们达到了实相，并知道这就是实相，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前提是他们已经达到了实相。你可以从所有伟大
的人的生命中看到。他们感知到“这是实相。”不只靠阅读，也不只是相信，而是一种体验，他们能在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感知到
实相的体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就像你看见一粒种子变成一棵大树，但你不能把大树变回种子，种子就是种子。当种
子变成大树，你不能把它变回种子。大树会生出更多种子，这是不同的。同一道理，一旦你得到自觉，并与上天联合，你便不会
堕落，除非你自己愿意自暴自弃。这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你在得到这特质，得到这能力之后，是不会失去它的！当然首先你
必须成长。为此，你必须静坐。一旦你静坐，整个人都会受启发，变得美丽，使你不愿意去改变它。你希望在那里，并永远享受
它。 当然你想把它给予别人，这是因为你太享受它的缘故。就像你在街上看见有人在挨饿，你却得以温饱，你便想给予那人食物
。同一道理，你看这个世界，人们疯狂地寻找，到处奔跑，做尽各种事情，所以你想告诉他们。他们可能相信，可能不信。他们
可能试图完全否定你，抗拒你。他们会做任何事，但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路是正确的。你在正确的思想层次上，那就是霎哈嘉的境
界。在梵文被称为“Sahaja Vastha”。在霎哈嘉的境界(Sahaja Vastha)里，你不会起反应，不起反应。你只会观看和欣赏。现在你
看，我来了，我已看见这顶轮的美丽，穿越了所有的轮穴，向上升才能到达（顶轮），在顶轮处一切都表现的非常美好。但有人
也会说，“啊！这颜色的组合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用这个？为什么他们不用那个？”就像这样，找别人的错处！这种找错处的
做法其实是来自你还未启发的脑袋。你不能享受任何事物，因为你起反应，每时每刻你不断的在起反应。即便有人说些好话，你
仍会起反应。当然如果有人说些难听的话，无疑你会起反应！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随意地起反应，我们并没有
低级到起反应的程度，我们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正是去享受，享受一切，这享受是上天的祝福。你甚至能
享受混乱和折磨，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什么能影响到你的灵，它才是真正的光，你自能享受一切。无论你遭受什么痛苦
，无论你觉得什么令你不安，但其实这灵体的宁静之光使你得到绝对、完全的喜乐，而且你也会把这种喜乐给予其他人。你不用
设计、不用计划怎样给予快乐，你会自然而然地给予（他人），而且这个过程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因为你在霎哈嘉瑜伽的境界
，在霎哈嘉瑜伽的境界你只是静观一切。你感觉这犹如一出戏剧，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类型，你只是观看着，从中得到喜乐。
观看时，重要的不是“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不是这个“我”喜欢，这是自我。自我使你远离喜乐，即远离实相。这世界上所有
你认为麻烦的事情，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霎哈嘉瑜伽的角度去看，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些麻烦。但是你必须达到更高的生命
存有。这个更高的生命存有应该在你内在建立起来。 几天前我跟一班官僚见面。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收入不高，你们可能会觉
得其他人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福利，但有一个方法能令你真正享受工作。如果你拥有爱国心(Deshbhakti对母亲国度的虔诚)，如
果你爱国，无论付出多少你都不会在意。你想要付出一切，而且能渡过各种所谓的饥饿和焦虑，还能若无其事。同时，你的情感

变得非常深沉。例如你在旅游时突然发现有人病倒了。你能凭生命能量感到这人病了，你的怜悯和爱立刻就流向这个人。你会尝
试帮助这个人。可能的话，你甚至尝试医治这个人。你像海纳百川一样的接收他所有的问题，但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也不
会给他带来麻烦。一个大爱无疆的人，拥有至高的力量，却不会炫耀他的力量，也不会在乎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侮辱你，
好吧，那侮辱算得了什么？ 那些已到达了霎哈嘉瑜伽境界的人是伟大的艺术、音乐及思想的创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都留
存至今。很多人创作，但他们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然而那些自觉的灵，无论他们创作什么，都是来自永恒的本质。因为他们在永
恒的海洋中，在纯洁的海洋中，他们完全没有伤害人和麻烦人的念头，他们时刻受到保护，他们不会被伤害。当你们进入神的国
度，谁还敢伤害或麻烦你们呢？ 我在霎哈嘉瑜伽士中看到了昌盛，他们十分慷慨，明白事理。我不必去讲课，告诉他们现在不要
做这不要做那，不，不用了。那些在霎哈嘉瑜伽中尚未成熟的人应该尝试成熟起来。对于还未成熟和带来麻烦的人，不用为他们
担心。你们应该有同情心。你们真应该同情那些还未成熟的人。 我觉得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因为我这三十年来四处奔波，把你
们这么多人集结起来。全世界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这里只是冰山一角。所以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有人形容过和预言
过。诸如此类的事情将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人会得到他们的自觉。 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但正如现在你们看到的，我们都是一体
的，这是多甜美的感觉。这里没有争辩，没有斗争，没有坏念头，没有人喜爱低俗的东西。他们令人愉悦并拥有善解人意的品质
。我曾看见他们成为诗人，谱写美丽的诗句。我曾看见他们成为演说家。我也曾看见他们成为很好的组织者。然而有一样东西是
很重要的，那就是谦卑，你们应该是个谦卑的人。一开始我就说了，现在我还要说的是，你们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们的谦卑。你
们应该成为谦卑的人。不要认为你是个特别的人，或以为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人。一旦你觉得你是个重要的人，那么你便不是整体
的一部分。如果我的一只手开始觉得自己重要，这是愚蠢的。一只手怎能是重要的呢？所有的手都需要，所有的都是需要的，双
腿也是需要的。身体一部分怎能这么重要？如果你在霎哈嘉瑜伽的旅程中，何时何地开始有这种想法，那我必须要说，你不是在
霎哈嘉的境界中。 我的努力是要带领你们进入那自然而然霎哈嘉的美丽境界。在那里你们绝对与真我合一，与自然合一，与你们
身边的人合一，与你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合一，（当你到达了这个境界）在每个地方，在整个环境，正如他们所说，整个宇宙
(Brahmand)成为你们的一部分，你们不会和它分开，而是与它呼应，你们可以称之为“Ninaad”。 显而易见，这是与你们自身存有
的呼应，与你们生命的呼应。这不是物质层面的进步或是其他东西，而是灵性层面的升进，那是最高的。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处
，都有这样质素的人，而且直至今日，人们还记着他们。同样道理，在你们的生命中，在你们的创作中，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
们能做的任何事情中，你们都将代表着一门非常伟大的，关乎实相的知识。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决定：我们要给多少人自觉？
我们能为自觉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们以完全自觉的状态，持续做这件事情，你会惊奇地发
现，这一过程就像在攀登一座大山，当你到达山顶，你将会一览无余，并且感到非常满足。尽管你们当中有些人还在攀登的过程
中，但不要紧，没有问题，你们可以继续攀爬，你们必须尊重自己，爱自己，明白你们必须达到山顶。一旦你到达了山顶，你将
会知道你就在那里，你的所有的爱、情感及所有的一切倾泻而下，并从山顶向山下流淌。 如果这是你的生活，这是最伟大的生活
方式。不要去理会所有其他人：那些政客和所有被认为很伟大的人。你们比他们高很多，因为在霎哈嘉的生活方式中你们已经被
打造得像钻石一样，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也是绝对的平安。它赐予你们喜乐、赐予你们平安、赐予你们能力、赐予数之不尽的
东西，你们顶轮中的千片花瓣都受到启发。上天知道你们在这种状态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你们融入浩瀚的千片花瓣的顶轮之中，
在那里，人们得到一切关于科学的知识，一切有关伟大发现的知识。 所以人们要建立自尊，自尊和自以为是是不同的。你们应该
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你们就会变得谦卑。你们会变得非常有爱，因为你们拥有爱的能力，而非外力强加。 我承认云从海里升起
，再降下雨水，但这只是他们生命的循环工作，它们对此毫无意识，它们不会想，它们正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因为它们就在循
环之中。你们不在那循环之中，你们仍然在工作，而且没有感受到任何自我的重要。你们这样做，因为你们必须要这样做。 另一
个循环，不是自然界的循环，而是另一个觉知的循环。在那里你们觉知自己在做什么。同时你们非常谦卑，非常有爱心，非常和
善。你们不会打骂任何人，不会苛责任何人，你们能应付最难相处的人，如果有人行为滑稽，你总能为他提升灵量并感到满足，
如果你悄悄地替那人提升灵量，那也好。如果你不能提升灵量，那么算了吧，放下他吧。他是多难相处的人，他可能是块石头，
对于一块石头，你能做什么？你不能让爱、尊严、这类特质流向他。这对铁石心肠的人是不可能的。放下他，这不是你的工作，
完全不是你的工作。我会要求你：首先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么谦卑，你们要非常谦虚。这是你们的装饰，这是你们美丽之处，你们
拥有爱，那是纯洁的爱，没有欲望或贪婪。你爱其他人，只是因为你在爱中。第二；因为你被赐予平安，你们绝对在平安之中，
并且你们会惊讶，当你们在平安之中，智慧便会来到你们身上。你们会被视为最有智慧的男士，最有智慧的女士，因为你们在平
安之中。只有在平安中，你们才能发现真理。你们能发现想要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你们变成十分智慧和明智的人，远比其他
人更伟大。你们绝非普通人。你们拥有喜乐。喜乐是不能以语言来形容。像我多次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这种纯粹的喜乐，不是开
心或不开心，只是喜乐，你们只是享受，享受所有，享受每一个陪伴，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享受所有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你们都懂得怎样去享受一切。 你看，单是喜乐就有无限的包容。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女儿、女婿去看一些历史遗址，为此我
们要攀爬很久，攀爬了大概三小时，我们自然都累了。在那里有一个由大理石做成的休息处，我们说不如在那里休息一下。当我
们分散开时，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千辛万苦地来到这里呢？”大家都很不情愿。忽然间，你知道，这里有一处有趣的地方。忽然
我看见一些大象的雕塑，我因此说：“你们能看到那些大象吗？每一只的尾巴都不相同。”他们说：“妈妈，你怎么能看到大象们的
尾巴呢？我们都这么疲累。”我说：“你们也能看见，你们来看看。”因为这喜乐将你们从无意义的思绪中转移。你们只用说：“这思
绪都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只是转移你们的思绪，这就是你们获得喜乐的方式。去做给你们带来喜乐的事情。

假如这里有个无趣的人，你只会看见那乏味背后的幽默,那个人是怎样使你乏味的？你就能从中学会以后不要令别人乏味。 这种喜
乐有这样的特性，能教你看见每事每物中的快乐本质。如果你有个坏朋友，好罢，你依然能享受，因为你看见他有多坏。当然，
如果你有个好朋友，你也总能看见，但（无论好坏）你不会有批评他们的念头。批评从你的脑海中溜走了。你对同一件事物的思
维立刻从荒谬转变成有趣。所以你不去批评，而且不觉得这是不好。 有时候人们会惊奇我如何能够包容这些人，但其实我并没有
去包容，无论他们干什么，我都没有放注意力在他们身上。如果你们有这本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状态，在那状态中你是完全
在Turya的境界，如卡比尔(Kabira)说过“Jab Mast Huephirkya Kolin”，这个意思是“当我已进入喜乐的境界时，为什么我还要说什
么？”就像是一种你必须明白并尊敬的秉性。它在你们内里，尊敬它，不要将它与他人比较，其他人跟你们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
你们是在不同的层次，而且你们只是试着去享受它，永远不要感觉自己比别人更高或更伟大。不，不要这样想。你们要感恩的是
，你们没有与所有那些滑稽的念头和可笑的生活方式混合在一起，在那里你不停地批评“这些不好，我不喜欢这个”。你是谁？你不
认识自己。当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你就不认识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我曾见过一些知识很贫乏的人，他们对什么都知之
甚少，只是批判别人。我不明白原因何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但可能他们终日只想着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但如果你们知道那绝
对知识，那么你们就变得非常谦卑，绝对谦卑、甜美、温柔和善良。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是。我没有想到我会活这
么久来见证这美丽的日子。因为按照别人的标准，这毕竟是个非常艰苦的生活，但它给我的最大喜乐，就是让我创造了霎哈嘉瑜
伽士，聆听他们，和他们交谈。他们如此甜美、和善和令人尊敬，所有这些对我帮助很大，我必须感谢你们。有了你们的支持，
有了你们的帮助，有了你们的理解，我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我能靠自己去实现它，我永不会要求你们的帮助。但你们就好像
我的手，我的眼睛。我非常需要你们，因为没有你们，我就无法成就。就好像调校频道，除非而且只有你有这些频道，否则作为
太初之母或其他什么又有何用？你怎样调校那频道呢？如果那里有电流，那里便需要有频道，否则这是个静止的东西。同一道理
，我总是感觉我需要有越来越多的频道。当这成就时，我的灵真是在非常非常高的状态。我为这天已经来到而再一次感谢，并且
衷心地祝福你们，现在你们已承担起这责任。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们有责任去给其他人自觉。不要把它只留给自己。这
必须给予其他人。你们能解释，你们能和他们谈话，你们能非常理解他们，尝试明白他们并和他们谈话。你们必须给别人自觉，
否则你们不会感到完整。为了要感觉完整，你们必须给人自觉。 愿神祝福你们。 意大利2000年5月7日 三十年前当顶轮打开时，
我发现到处都充满黑暗。人们都很无知。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追寻什么。当然，我发觉人们想寻找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未知的，什么是他们需要寻求的。他们对自己，对身边的事物，对他们生命的目的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如何跟
他们开始这个课题。 当顶轮打开后，我想尝试只给一位女士自觉。她是位年老的女士。另外有一位女士也开始来到我这里。这位
年老的女士得了自觉。另外那位年轻很多的女士告诉我她被附体了。我的天呀！我说：“我要怎样给她自觉呢？”后来不知怎的她很
快被治愈了，而且得了自觉。
这是极不为人知的知识，而且人类的自我拒绝接受他们是不完整的，也不想接受他们必须得到自觉。 他们的生活方式令他们没有
时间给自己。我发现很难说服人们要他们必须得到自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虚构的事情，十分牵强，而且他们只相信那些告诉他
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仪式（karamkands）”的导师，就只是这样，他们在那些导师的指导下做尽各种仪式，却不知道首先要认识自
己。这是所有降世神祇、先知都清楚地讲过的，人类要得到自觉不只是我的意思，更是所有先知、神祇的意思。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一个接一个地说，你们要寻找自己，甚至耶稣基督说过“认识你自己”。穆罕默德、那纳克(Nanak Saheb)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没
有人尝试去明白，这些仪式不是生命的意义，这些仪式也不会帮助我们达成生命的目的。你们必须得到自觉。 所以只有这两位女
士得到了自觉。于是我想，不如到海边去，大约三十人和我一起去。他们用滑稽的方式谈话以表示他们怎能得到自觉呢？他们不
配得到自觉。他们还不是很好的人，他们用各种事情责怪自己。最后到海边的总共大约有十二人，包括那两位得到自觉的女士。
这预示着真我觉知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而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得到自觉。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没有人能理解我。但
有一天，在一个活动中一位女士来了，她被附体并开始用梵文说话，她只是个女佣，每个人都很吃惊。她说：“你们不知道她是谁
。”然后她开始引述在《商羯罗颂赞》(Saudarya Lahari)中所形容我的话。我惊讶这位女士出了什么毛病。她说话像个男人，她的
声音像男人。人们相信或许不相信，但她真的是被附体了。人们开始向她提问。然后在场的人问我：“母亲，她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说：“你应该自己寻找答案。”因为如果你告诉当时的人任何类似的话，他们会转过脸（不搭理你），只有那些假导师才会告诉你
：“好吧，你给我五个卢比”，人们便会十分开心，因为他们以为已经付钱给了导师，再不用为任何事情而烦恼了。你们不需要做任
何事情。

就这样，事情便渐渐地起作用。我依然记得已得到自觉的人问我：“母亲呀，请允许我们作杜迦崇拜吧。”杜迦女神的崇

拜是很难做的。一般婆罗门还没有预备好这样做。因为他们还不是自觉的灵。他们通常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叫了七个婆
罗门来，并告诉他们：“你们尽管放心，不会有坏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现在都要面对实相，不是神像崇拜(Murti Puja)或
其他什么，而是面对一个真实的人。”他们都有些害怕，不过还是来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开始充满信心地念颂所有
的口诀。生命能量开始在每处流动起来。我们当时靠近大海，我发现大海在咆哮。但人们不明白。除了那七个人，他们说“没有任
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妥当地完成了所有事情。”而我认为这是霎哈嘉瑜伽的第一个奇迹。 你看，人类心智的问题
在这个层次，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是太过自我为中心，没完没了的想着自己。他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还有什么是自己不了解
的呢？我们很了解自己了。”所以对于求道者而言，最基本的特质是谦卑。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一切，便不能谦卑下来，更不能去求
道。就算你去求道，也不会跟从别人的道路，这样的人会说：“我们有自己的路，我们会走自己的路，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
遇到过很多来自不同国这样的人。他们只是来听我的讲座，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得到自觉，即使他们中有些会得到自觉，但又失

去了。 不知怎的，对我来说，给这些人自觉是个很滑稽的故事。我分文不取，我常常独自上路。但是即便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是
不能意识到自觉的价值？ 后来有一个第一批得到自觉的先生对我说：“如他们所说，如今的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个消费者的社会。”“
除非你收取他们的金钱，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珍惜。就让他们觉得要为自觉而付费。所以你应该找人在入口处收费，否则他们永
不会得到自觉。”我说你不能售卖自觉，这是错误的。你不能向人售卖自觉。他说你这样便不会成功。其他导师把钱放在首位，甚
至明确的说收这么多钱，或这个要收这么多费用。这些导师只是满足于人们的自我，就这样人们跟从了错误的人。
人们以后或会察觉到这个错误，因为他们因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问题而受尽苦头，但到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到目前为止，没有
任何著作曾描述过顶轮，虽然有人在一些古书中曾经提及，在印度也提到过。这些书籍中提及顶轮有一千片花瓣，但除此之外，
没有人再描述过它。如果他们有提及关于顶轮，我便较容易告诉你们：“看，这是在书本上有记载的。”

因为人们都是这样的，只

接受在书里描述过的东西。这令我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因为从前没有人集体的给人自觉，也没有人清楚地记载过，除了一两个
人清楚地描述过灵量，但我认为对灵量的描述也不是十分清楚，因为这些描述全以诗歌的形式存在。人们会唱那些歌，但却不明
白其中的意思。 我在想，这些人是怎样迷失在各种各样求道的路上。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我怎样才能给他们自觉？虽然这
些经历是如此骇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我不断地坚持去做，并最终有了给自觉的方法。当然我遇见过一些非常残忍和讨厌的人
，他们为我和霎哈嘉瑜伽士带来麻烦。这些事情本应打击我的热诚，但是相反的，我开始想，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会这样？ 后来
，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令全世界的人都得到自觉，这是最后的审判。这个时候，人们要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要认识自己，并且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的数量再多对我们帮助也不大，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坚定不移的
霎哈嘉瑜伽士。 接着我发觉有些人治愈了很多疾病，但更多的人迷失了。他们其中有些是吸毒者，戒了毒瘾。酗酒的，他们戒了
酒。吸烟成瘾的戒了烟，我从没说过一句话，说你要放弃这、放弃那。我知道，当灵量升起，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放弃这些坏习
惯。这些都发生了，人们因而变得洁净、美丽，而且开始享受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当这些人四处告诉别人时，别人都
说他们疯了。别人不相信这些人如何放弃酗酒，他们如何放弃抽烟。有些人说：“我们就是要喝酒，这又怎样？”自此，我发现这些
人（不能放弃坏习惯的）多是纵情放肆于享乐的一类。他们享受十分放纵的享乐，那跟灵性完全扯不上关系。 当然事情慢慢开始
成就。但我仍要说在这斗争期，我们不能期望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中，虽然这是我的愿望，这也是你们的愿望。你
们希望人们能得到自觉，也希望很多美好的事情得以发生。首先你的体质会提升，很多人得到医治。耶稣只是医治了二十一个人
，我不知道在霎哈嘉瑜伽有几千人被治好了。 但人类有另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同时对于他们应该寻找什
么，需要寻找什么却没有清晰的想法。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试图遵从书中的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摇摆不定的人。
这些人从一处转到另一处。他们在霎哈嘉瑜伽的进步比其他人困难得多，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正在走一条路，而你又开始转到
另外一条路，那么你可能要走回头路，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实际上若没有得到自觉，你都不可能拥有任何自由。自由意
味着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么。在自由当中你才是那位应该收到所有祝福的人。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些祝福，那
么你还没有自由。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一旦你得到自觉，你便成为绝对自由的人。“自由”意味着你
的灵在引导你，如你所知，灵是上天的反映，是全能的神的反映。如果每人都有相同的反映，并且是觉醒的，那么你们的灵会在
认知层面上起作用，好像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建设性的、什么是破坏性的。那不是你们所拥有的某种虚假的满
足，而是你们在现实中感知到的实相本身，这是注定要发生的。 在霎哈嘉瑜伽中，你首先会体验到你指尖的凉风。没有这种体验
，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新的维度已经来到你的神经系统中，你能感觉到那个你还未知的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在这里
，但你从不知道它如何运作。你对于真我的知识十分贫乏，但得到自觉后，突然所有东西都受启发了。你开始对自己有焕然一新
的感觉。有时候你仍要对抗你的自我，你要超越你对事物的无知。因为自觉给你绝对的知识，不能被挑战的绝对知识，这表征，
就如他们所说，就是唯一的真理(Ekmeva Satya)。当你得到这知识，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你能知道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些已经
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些生命能量，你们能感觉到这生命能量。例如在霎哈嘉瑜伽里，可能有些不满足的灵
，但你可以凭生命能量找出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呢？凭着生命能量，你能知道这些人是否处于实相的状态。你能分辨出企图
反对你的人，或分辨出试图告诉你其他事情的人，他们偏离得有多远？在你的指尖上你可以知道一切。这就是穆罕默德说过的复
活的意思。 我必须告诉你我几天前的一个经历。有一个来自印度电视台的职员，他是一个明星，他来采访我，并问我一些（与采
访）毫不相关的滑稽问题。他的名字是阿巴，所以我说：“阿巴，你正在浪费你和我的时间。你能说到正题吗？”因此他说：“我反
对所有原教旨主义。”“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呢？”他说他正尝试找出来答案。我说：“好吧，把你的双手向
着我。穆罕默德说，在复活(kyama)的日子，你的双手会说话。”你会感到惊讶，他立刻感到手上有凉风。他问发生在他身上的是
什么？我说如其所如。争辩、谈论、怀疑都是徒劳无用，你只需要观察自己的体验。他惊呆了，之后他跟我说的都没有播出。 所
以我要说，如果人们达到了实相，并知道这就是实相，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前提是他们已经达到了实相。你可以从所有伟大
的人的生命中看到。他们感知到“这是实相。”不只靠阅读，也不只是相信，而是一种体验，他们能在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感知到
实相的体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就像你看见一粒种子变成一棵大树，但你不能把大树变回种子，种子就是种子。当种
子变成大树，你不能把它变回种子。大树会生出更多种子，这是不同的。同一道理，一旦你得到自觉，并与上天联合，你便不会
堕落，除非你自己愿意自暴自弃。这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你在得到这特质，得到这能力之后，是不会失去它的！当然首先你
必须成长。为此，你必须静坐。一旦你静坐，整个人都会受启发，变得美丽，使你不愿意去改变它。你希望在那里，并永远享受
它。 当然你想把它给予别人，这是因为你太享受它的缘故。就像你在街上看见有人在挨饿，你却得以温饱，你便想给予那人食物

。同一道理，你看这个世界，人们疯狂地寻找，到处奔跑，做尽各种事情，所以你想告诉他们。他们可能相信，可能不信。他们
可能试图完全否定你，抗拒你。他们会做任何事，但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路是正确的。你在正确的思想层次上，那就是霎哈嘉的境
界。在梵文被称为“Sahaja Vastha”。在霎哈嘉的境界(Sahaja Vastha)里，你不会起反应，不起反应。你只会观看和欣赏。现在你
看，我来了，我已看见这顶轮的美丽，穿越了所有的轮穴，向上升才能到达（顶轮），在顶轮处一切都表现的非常美好。但有人
也会说，“啊！这颜色的组合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用这个？为什么他们不用那个？”就像这样，找别人的错处！这种找错处的
做法其实是来自你还未启发的脑袋。你不能享受任何事物，因为你起反应，每时每刻你不断的在起反应。即便有人说些好话，你
仍会起反应。当然如果有人说些难听的话，无疑你会起反应！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随意地起反应，我们并没有
低级到起反应的程度，我们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正是去享受，享受一切，这享受是上天的祝福。你甚至能
享受混乱和折磨，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什么能影响到你的灵，它才是真正的光，你自能享受一切。无论你遭受什么痛苦
，无论你觉得什么令你不安，但其实这灵体的宁静之光使你得到绝对、完全的喜乐，而且你也会把这种喜乐给予其他人。你不用
设计、不用计划怎样给予快乐，你会自然而然地给予（他人），而且这个过程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因为你在霎哈嘉瑜伽的境界
，在霎哈嘉瑜伽的境界你只是静观一切。你感觉这犹如一出戏剧，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类型，你只是观看着，从中得到喜乐。
观看时，重要的不是“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不是这个“我”喜欢，这是自我。自我使你远离喜乐，即远离实相。这世界上所有
你认为麻烦的事情，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霎哈嘉瑜伽的角度去看，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些麻烦。但是你必须达到更高的生命
存有。这个更高的生命存有应该在你内在建立起来。 几天前我跟一班官僚见面。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收入不高，你们可能会觉
得其他人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福利，但有一个方法能令你真正享受工作。如果你拥有爱国心(Deshbhakti对母亲国度的虔诚)，如
果你爱国，无论付出多少你都不会在意。你想要付出一切，而且能渡过各种所谓的饥饿和焦虑，还能若无其事。同时，你的情感
变得非常深沉。例如你在旅游时突然发现有人病倒了。你能凭生命能量感到这人病了，你的怜悯和爱立刻就流向这个人。你会尝
试帮助这个人。可能的话，你甚至尝试医治这个人。你像海纳百川一样的接收他所有的问题，但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也不
会给他带来麻烦。一个大爱无疆的人，拥有至高的力量，却不会炫耀他的力量，也不会在乎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侮辱你，
好吧，那侮辱算得了什么？ 那些已到达了霎哈嘉瑜伽境界的人是伟大的艺术、音乐及思想的创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都留
存至今。很多人创作，但他们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然而那些自觉的灵，无论他们创作什么，都是来自永恒的本质。因为他们在永
恒的海洋中，在纯洁的海洋中，他们完全没有伤害人和麻烦人的念头，他们时刻受到保护，他们不会被伤害。当你们进入神的国
度，谁还敢伤害或麻烦你们呢？ 我在霎哈嘉瑜伽士中看到了昌盛，他们十分慷慨，明白事理。我不必去讲课，告诉他们现在不要
做这不要做那，不，不用了。那些在霎哈嘉瑜伽中尚未成熟的人应该尝试成熟起来。对于还未成熟和带来麻烦的人，不用为他们
担心。你们应该有同情心。你们真应该同情那些还未成熟的人。 我觉得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因为我这三十年来四处奔波，把你
们这么多人集结起来。全世界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这里只是冰山一角。所以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有人形容过和预言
过。诸如此类的事情将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人会得到他们的自觉。 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但正如现在你们看到的，我们都是一体
的，这是多甜美的感觉。这里没有争辩，没有斗争，没有坏念头，没有人喜爱低俗的东西。他们令人愉悦并拥有善解人意的品质
。我曾看见他们成为诗人，谱写美丽的诗句。我曾看见他们成为演说家。我也曾看见他们成为很好的组织者。然而有一样东西是
很重要的，那就是谦卑，你们应该是个谦卑的人。一开始我就说了，现在我还要说的是，你们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们的谦卑。你
们应该成为谦卑的人。不要认为你是个特别的人，或以为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人。一旦你觉得你是个重要的人，那么你便不是整体
的一部分。如果我的一只手开始觉得自己重要，这是愚蠢的。一只手怎能是重要的呢？所有的手都需要，所有的都是需要的，双
腿也是需要的。身体一部分怎能这么重要？如果你在霎哈嘉瑜伽的旅程中，何时何地开始有这种想法，那我必须要说，你不是在
霎哈嘉的境界中。 我的努力是要带领你们进入那自然而然霎哈嘉的美丽境界。在那里你们绝对与真我合一，与自然合一，与你们
身边的人合一，与你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合一，（当你到达了这个境界）在每个地方，在整个环境，正如他们所说，整个宇宙
(Brahmand)成为你们的一部分，你们不会和它分开，而是与它呼应，你们可以称之为“Ninaad”。 显而易见，这是与你们自身存有
的呼应，与你们生命的呼应。这不是物质层面的进步或是其他东西，而是灵性层面的升进，那是最高的。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处
，都有这样质素的人，而且直至今日，人们还记着他们。同样道理，在你们的生命中，在你们的创作中，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
们能做的任何事情中，你们都将代表着一门非常伟大的，关乎实相的知识。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决定：我们要给多少人自觉？
我们能为自觉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们以完全自觉的状态，持续做这件事情，你会惊奇地发
现，这一过程就像在攀登一座大山，当你到达山顶，你将会一览无余，并且感到非常满足。尽管你们当中有些人还在攀登的过程
中，但不要紧，没有问题，你们可以继续攀爬，你们必须尊重自己，爱自己，明白你们必须达到山顶。一旦你到达了山顶，你将
会知道你就在那里，你的所有的爱、情感及所有的一切倾泻而下，并从山顶向山下流淌。 如果这是你的生活，这是最伟大的生活
方式。不要去理会所有其他人：那些政客和所有被认为很伟大的人。你们比他们高很多，因为在霎哈嘉的生活方式中你们已经被
打造得像钻石一样，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也是绝对的平安。它赐予你们喜乐、赐予你们平安、赐予你们能力、赐予数之不尽的
东西，你们顶轮中的千片花瓣都受到启发。上天知道你们在这种状态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你们融入浩瀚的千片花瓣的顶轮之中，
在那里，人们得到一切关于科学的知识，一切有关伟大发现的知识。 所以人们要建立自尊，自尊和自以为是是不同的。你们应该
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你们就会变得谦卑。你们会变得非常有爱，因为你们拥有爱的能力，而非外力强加。 我承认云从海里升起
，再降下雨水，但这只是他们生命的循环工作，它们对此毫无意识，它们不会想，它们正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因为它们就在循

环之中。你们不在那循环之中，你们仍然在工作，而且没有感受到任何自我的重要。你们这样做，因为你们必须要这样做。 另一
个循环，不是自然界的循环，而是另一个觉知的循环。在那里你们觉知自己在做什么。同时你们非常谦卑，非常有爱心，非常和
善。你们不会打骂任何人，不会苛责任何人，你们能应付最难相处的人，如果有人行为滑稽，你总能为他提升灵量并感到满足，
如果你悄悄地替那人提升灵量，那也好。如果你不能提升灵量，那么算了吧，放下他吧。他是多难相处的人，他可能是块石头，
对于一块石头，你能做什么？你不能让爱、尊严、这类特质流向他。这对铁石心肠的人是不可能的。放下他，这不是你的工作，
完全不是你的工作。我会要求你：首先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么谦卑，你们要非常谦虚。这是你们的装饰，这是你们美丽之处，你们
拥有爱，那是纯洁的爱，没有欲望或贪婪。你爱其他人，只是因为你在爱中。第二；因为你被赐予平安，你们绝对在平安之中，
并且你们会惊讶，当你们在平安之中，智慧便会来到你们身上。你们会被视为最有智慧的男士，最有智慧的女士，因为你们在平
安之中。只有在平安中，你们才能发现真理。你们能发现想要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你们变成十分智慧和明智的人，远比其他
人更伟大。你们绝非普通人。你们拥有喜乐。喜乐是不能以语言来形容。像我多次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这种纯粹的喜乐，不是开
心或不开心，只是喜乐，你们只是享受，享受所有，享受每一个陪伴，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享受所有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你们都懂得怎样去享受一切。 你看，单是喜乐就有无限的包容。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女儿、女婿去看一些历史遗址，为此我
们要攀爬很久，攀爬了大概三小时，我们自然都累了。在那里有一个由大理石做成的休息处，我们说不如在那里休息一下。当我
们分散开时，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千辛万苦地来到这里呢？”大家都很不情愿。忽然间，你知道，这里有一处有趣的地方。忽然
我看见一些大象的雕塑，我因此说：“你们能看到那些大象吗？每一只的尾巴都不相同。”他们说：“妈妈，你怎么能看到大象们的
尾巴呢？我们都这么疲累。”我说：“你们也能看见，你们来看看。”因为这喜乐将你们从无意义的思绪中转移。你们只用说：“这思
绪都是毫无意义的。”你们只是转移你们的思绪，这就是你们获得喜乐的方式。去做给你们带来喜乐的事情。
假如这里有个无趣的人，你只会看见那乏味背后的幽默,那个人是怎样使你乏味的？你就能从中学会以后不要令别人乏味。 这种喜
乐有这样的特性，能教你看见每事每物中的快乐本质。如果你有个坏朋友，好罢，你依然能享受，因为你看见他有多坏。当然，
如果你有个好朋友，你也总能看见，但（无论好坏）你不会有批评他们的念头。批评从你的脑海中溜走了。你对同一件事物的思
维立刻从荒谬转变成有趣。所以你不去批评，而且不觉得这是不好。 有时候人们会惊奇我如何能够包容这些人，但其实我并没有
去包容，无论他们干什么，我都没有放注意力在他们身上。如果你们有这本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状态，在那状态中你是完全
在Turya的境界，如卡比尔(Kabira)说过“Jab Mast Huephirkya Kolin”，这个意思是“当我已进入喜乐的境界时，为什么我还要说什
么？”就像是一种你必须明白并尊敬的秉性。它在你们内里，尊敬它，不要将它与他人比较，其他人跟你们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
你们是在不同的层次，而且你们只是试着去享受它，永远不要感觉自己比别人更高或更伟大。不，不要这样想。你们要感恩的是
，你们没有与所有那些滑稽的念头和可笑的生活方式混合在一起，在那里你不停地批评“这些不好，我不喜欢这个”。你是谁？你不
认识自己。当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你就不认识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我曾见过一些知识很贫乏的人，他们对什么都知之
甚少，只是批判别人。我不明白原因何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但可能他们终日只想着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但如果你们知道那绝
对知识，那么你们就变得非常谦卑，绝对谦卑、甜美、温柔和善良。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是。我没有想到我会活这
么久来见证这美丽的日子。因为按照别人的标准，这毕竟是个非常艰苦的生活，但它给我的最大喜乐，就是让我创造了霎哈嘉瑜
伽士，聆听他们，和他们交谈。他们如此甜美、和善和令人尊敬，所有这些对我帮助很大，我必须感谢你们。有了你们的支持，
有了你们的帮助，有了你们的理解，我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我能靠自己去实现它，我永不会要求你们的帮助。但你们就好像
我的手，我的眼睛。我非常需要你们，因为没有你们，我就无法成就。就好像调校频道，除非而且只有你有这些频道，否则作为
太初之母或其他什么又有何用？你怎样调校那频道呢？如果那里有电流，那里便需要有频道，否则这是个静止的东西。同一道理
，我总是感觉我需要有越来越多的频道。当这成就时，我的灵真是在非常非常高的状态。我为这天已经来到而再一次感谢，并且
衷心地祝福你们，现在你们已承担起这责任。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们有责任去给其他人自觉。不要把它只留给自己。这
必须给予其他人。你们能解释，你们能和他们谈话，你们能非常理解他们，尝试明白他们并和他们谈话。你们必须给别人自觉，
否则你们不会感到完整。为了要感觉完整，你们必须给人自觉。 愿神祝福你们。

2000-0507, “渗透你的注意力”——顶轮普祭后的讲话
View online.
“渗透你的注意力”——顶轮普祭后的讲话 2000年5月7日于意大利坎贝拉 将我的注意力投放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真是个美妙的主意
，这非常的重要。实际上，我将注意力放在所有那些领域，我关心这一切。但我想说，现在你们所有人要把你们的注意力放过去
，因为能帮助到这些的是你们。你们可以从自然界开始，如他们所说，我们要善待大自然。我们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人们砍伐树
木，做各种坏事，甚至不想想这块地会留给子孙后代，以后将变成荒漠。所以，同样地，要帮助到每样事，帮到你们的水果和农
业，生命能量真的能改变这些。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们花园的，牡丹花开得有这么大（母亲用手比划），甚至比这还要大，非常
大。我们从没看过这么大的花。我们也有这么大的郁金香，我这一生还未见过这么大的郁金香。
用生命能量，你们可以改善每一处。 比方说，你出去看到一些政治家，让我们看看，或是某个政党，你就可以用手一直给他们划
班丹。你可以坐在他们对面，在桌子底下不断给他们划班丹（笑）。 你们拥有力量，但如果你们不运用你们的力量，它就会变得
毫无用处——若你们只是不停地想着积累自己照顾自己的话。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现在你们要顾及到其它事情。对于他们所
展现的一切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已在那了。但如果在座各位也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你们知道的，我在马哈拉
斯特拉邦购买了七块很大的地，50～60英亩的土地，将用于不同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已经启动了。 现在在德里，我们还有一块
很大的地，用来安置贫困妇女。首先在社会层面，我想我们要做些事情。现在这些都实现了，我们开办了一所学校，还创办了一
所（音乐）学院——还准备再创办另外一所学院，教授青年人职业知识等等。 印度没有像你们一样在这些事上进展得那么好。但
印度有一点非常不错——也许是我们文化的原因，我们印度受尊崇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印度人非常胜任软件工作，这之类的事
。他们非常聪明，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渗透到了软件当中。所以，假如你们也渗透你们的注意力，我是说，你们也能取得同样的成
就。你们比他们还要更高。但是因为他们是在那种文化中长大，他们非常聪明，但他们的注意力并未展开，没有发散。他们的注
意力只集中于某一点，渗透得非常好。他们现在做得这么好，终有一天印度会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所以如果这些是注
定发生的，那么，首先，我们的文化要回复到这样一种状态：透过爱和慈悲，孩子们能接受所有正面的思想并妥善建立内在良好
品性。但不是去溺爱他们。他们应该以此种方式养育——使他们发展出一种正确的整体意识，同时他们还拥有渗透性的注意力。
但假如你们总是不停地改变自己的注意力，内在就完蛋了，因为你看注意力可以说是被破坏了。 所以，你们要看到注意力的这种
渗透。打个比方，你看着一棵树，只是用爱去看它。看看这树在对你说些什么？她在说些什么？就看着一座山，那么只是对着山
说话，看山会对你说些什么。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一个事物上，自己看着它，这将对你极有裨益。但如果你的注意力一直在看
看这，看看那，这，那。而批评是你失掉注意力的另一个途径。许多注意力都这样被浪费掉了。 第三：正如他们所说的，自高自
大，这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样的话，你会认为任何事都不重要，你只会一直关注自身是如何重要。 有许多的方法，但最好的方法
是学习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注意力，以及如何应对他人。那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位霎哈嘉瑜伽士来说，如何与人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应对得体，待人以礼，与人融洽相处，获人赞赏，然后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朋友，而他们会试着发现：你是如何成为这
样？你是如何这般平和，如何这般友好！为何你不像他人那样焦虑不安？所以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就可以建立它。但当你与他
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你们应该从哪个层次开始，这不好说。这取决于你的性
格与才能。但不论你觉得这些领域哪个重要，你都可以试着找出：解决方法是什么？你如何帮助它？你如何成就？ 你们所有人都
可以这么做。并不是要你们发展某个党派去作斗争。而是拥有你自己的注意力，你会知道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假如你发现了解
决方法，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透过集中注意力，你会发现解决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真的可以做到，所有你今天
面对的来自生活各方面的问题，都能轻易解决。并没有那么困难。你们说的家庭生活问题可以解决，取决于妻子，取决于丈夫以
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 但无论如何，我们背景如此，我想，因此我们才理解不了简单的事。我们只理解复杂的事。假如
你在生活的这些不同方面，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与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你会惊讶，你会非常受欢迎。人们会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

我告诉你们一位男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叫Dhumal先生。只知道这么多。他们认识他。他住在村子里，他照看自己的田地等等

，就像一个农民。然后他在浦那不知怎么就得了自觉。在浦那得到自觉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并在那里开始发展霎哈嘉瑜伽。
他开始给人们自觉，等等。令人惊讶的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我这里，也没有来浦那见过我。但他突然发展了那种专注力
。人们告诉我：“母亲，他发展了这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带着对霎哈嘉瑜伽这种认识，他发展了霎哈嘉瑜伽。”当我去到那里时，
我很惊讶，在那里竟然有比浦那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在浦那，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但这位男士独自一人改变
了Ahmadnagar

和Rahuri人们的整个想法。令人惊讶的是，我知道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农夫型的人，然后他开始把生命能

量用在他的活动和各种事情上，成效非凡。实际上，他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们经常去他家，待在他家。我们真的被他这种
向别人表达灵性的方式折服。同样地，你们所有人也可以做到。 现在我看到的是我们非常害羞——羞于谈论霎哈嘉瑜伽。一次我
坐飞机旅行，旁边一位女士全身散发着热气。于是我问她：“谁是你的导师？”

然后她便完全进入一种描述导师是这样那样的状态

中。我知道这个导师是个可怕的假导师——很可怕——但是她却如此赞美。她并不怎么认识我，却始终不停地说着。我说：“看看
这位女士，她谈了那么多关于她的导师的话！” 为何我们却羞于谈论霎哈嘉瑜伽。或许先对树木说霎哈嘉瑜伽吧（笑）——你们就
这样练习——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向他人谈论霎哈嘉瑜伽了。 你们可以成就这些，你们必须去做。任何遇到你们的人，应会看到

你，询问你。因为从你的脸庞，你的行为，都明显证明，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过，你应该开始公开地去讲述霎哈嘉瑜伽。假
如我像你们一样害羞，霎哈嘉瑜伽就不可能传播开来了（笑）。 所以，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你们就该只知道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都是苏非派教徒，你们可以对所有遇到的人公开讲述霎哈嘉瑜伽。渐渐地，你会惊讶，他们会看到你的性格，看到你的本
性，还有转变。就像这位Dhumal先生，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办公室，要去完成一些工作。在那里他告诉他们：“我想做这个。”他是
如此平和喜乐，他们问他：“你从哪得到了好处？”你们看，他们不能理解，他怎会如此宁静，如此诚实，如此敏锐。使他在办公室
里大受欢迎。那是一个收税员的办公室，许多人都来问他，他回答道：“我是Shri Mataji的信奉者，我是一名霎哈嘉瑜伽士，你们
大家也能够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就说：“好的，我们也要成为那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羞于去谈霎哈嘉瑜伽，不然发
生什么事，它会与你一同消融。 所以这是我一直反复说的。你们所说的这些事都非常好。我的注意力在那里，我是全世界唯一要
阅读所有报纸的女性。通常女性不看报纸，因为她们觉得头痛。但我阅读报纸，是想寻找并得到我所需要的信息，我的意思是，
这些事情都在我的心中。但是仅仅靠一个人无法实现，还要有其他人来传递这些。所以我想说——不要害羞，你们应该谈论霎哈
嘉瑜伽。你戴着这个徽章，看到这个徽章，人们会问你：“这是谁？”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说。以你喜欢的方式去展示自己，效果会更
好。 你们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这，也同时代表着身后的许多人。所以你们会明白自己具有何种品格，你
能给人们留下多深的印象。好吗？ 感谢大家！

2000-0702, 太初之母崇拜
View online.
太初之母崇拜 美国哈祖纳哈雷 2000年7 月2日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作太初之母崇拜。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太初之母是怎样在这世界上，帮助你们，成就了很多的事情。首
先是创造宇宙，跟着是通过进化而创造了人类。之后是安慰他们、辅导他们。很多人来到这世界是为了作教导的工作。他们指出
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尊重自己，告诉什么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责任。很多人来到
这世界，一个接一个来到每个国家。因他们的教导而建立了宗教。你看到他们存在于所有的宗教，他们如何浪费生命。他们建立
了一个又一个的宗教，人类却因此分裂。分裂令人类互相憎恨。若某人在某宗教出生，他会憎恨跟随另一宗教的人。为什么来当
教导者的人会提及完全的合一，人类的一体呢？虽然如此，人类的头脑在自由意愿下，恃宗教之名，做了很多错事，令这世界产
生很多问题。宗教怎可以令你憎恨别人？宗教要令你们明白爱，吸收爱和慈悲。所以我们第三样要做的，就是太初之母的工作。
就是我们那内在的灵量，通过唤醒灵量，我们获得纯粹的知识，絶对的知识。不可以质疑絶对的知识，它是絶对的。在你得到自
觉后，无论你知道什么，也是絶对的。你要明白，每事每物都要团结。你们不可有争斗，不可憎恨任何人。当这团结建立起来，
所有世界的问题都会结束。
首先是救赎，这是太初之母的特性。祂的特性是要令人们摆脱对别人错误的观念。首先，正如你所知，我们有六个敌人。除非我
们可以克服这六大敌人，否则我们都不是虔诚的人。但实际上，所有宗敎都令我们内里这六大敌人更加昌盛。当你看清楚这一点
，你开始追寻，热切地追寻真理。絶对真理只能在你的进化中，改进中出现，你变成什么都知道的人。因此，你内里太初之母的
升进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你的灵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自然放弃你的六个敌人。你变成漂亮的人，就像刚刚发芽的莲花。
它看来像其他在池塘中的小动物，或可说像其他在池塘中不洁的小东西。但当它开始长高，从污水中，从可怕的污水中成长，就
变成了很漂亮的花朵，茁壮成长，灿烂地盛放。同样地，霎哈嘉瑜伽士，虽然与可怕的事物生活在一起，但他像莲花，并没有沾
上昆虫，污水及污物没有沾污他。他只吸收纯洁的水，那些剩余物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你内里剩下的只有纯洁，漂亮和芬芳，
像莲花一样，不会受水中小生物和污物所攻击。那境界你已经达到。我很高兴很多人在美国可以到达这境界，这是很大的祝福，
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带领的国家。你可以说，在美国你可以赚很多钱，但这并非成为好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先决条件。伟大之
处是那份满足感，你满足于享受自己和别人所拥有的任何事物。第二样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你变得絶对的合群。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但我发觉仍然有些人不明白集体的意义。例如在这里，家庭关系很薄弱。家庭是建基在自然关系上这一点，并不获得应有的尊
重。这全因所有关系都建基在金钱上。所以人们开始吵架、打斗，甚至杀死对方。家庭的基础是爱心和慈悲，没有这些质量的家
庭，不是美好的家庭。我曾经见过，甚至在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中，有些人只为金钱而工作。受过教育的人，有时会看不起不大富
裕的人，在家中工作，照顾孩子，建设家庭的家庭主妇，都不如一些组织的秘书获得应有的尊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疯狂的事
情会在这世界发生。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的地位比在家庭中辛勤工作、煮食、照顾孩子以及承担所有冲击的妇女高。这是我感到
在美国或在其他西方国家所最缺乏的。当金钱变得重要，拉希什米原理(Lakshmi
Principle)就不会被尊重。很奇怪，金钱是拉希什米的其中一项祝福。古哈拉希什米 (GruhaLakshmi)这家户女神也不获尊重。我告
诉你们，一些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可以因此而发生。你可以工作，可以接受教育，但你必须要好好照顾你的家庭，照顾家人的舒
适，照顾家人的团结和谐。但受过教育的妇女，我可以称她们为男性化的女士，受过教育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地位比在家里工作的
妇女高。她们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各方面，男士都不比女士地位高。因为这种不平等，人们开始认为，妇女赚取金钱，接受教育
，就真的成为男性化的女士，这一点我必须说出来。在家中以爱心辛勤工作，照顾孩子及家庭的女士，在各方面都不比在辨公室
工作的女士差。所以家庭主妇必须得到她们丈夫的尊重，得到家中男性成员的尊重。还有，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必须尊重她们，
她们为家庭做了那样困难的工作。我也是家庭主妇，所以我知道她们是怎么样的，她们怎样管理家庭，怎样照顾孩子，怎样照顾
整个组织。在有限的金钱下，怎样妥善安排支出，自我必须要消失。
某天，有一个女士来访问我，她问我怎能在这男人的世界里获得这么多的尊重。男人的世界？我真的感到很可笑。什么令她认为
这世界是属于男人的。我真的很不理解，男人可以没有女人而生存吗？我很惊讶她提出这问题，因为她说：「在狱中的罪犯也非
常尊重我，这怎可能发生？他们怎能对女人如此尊重？」我说：「我不明白。罪犯有没有母亲？男人有没有母亲？」他们全都有
母亲。他们也尊重母亲。对孩子来说，你们要明白，女士比男士重要得多。我见过有些女士认为自己很有能力，想控制别人，制
造问题。母亲的工作并非要去控制，她要去爱，去给予慈悲。这就是女士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所谓进步的西方国家已经失落，这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认为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家庭会被摧毁，再没有人尊重在家中照顾家庭的妇女。我可以说，她比首相还重
要，需要受人尊重及体谅。

今天你们需要明白家庭主妇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家庭主妇，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我也亲身经历过，我知道她们是怎
么样的。若家庭主妇不受尊重，她们就不能好好照顾孩子。孩子是明日的公民，谁来培养他们？养育他们？像男人的女人并没有
孩子，所以她们不知道孩子的问题。要解决孩子的问题的人，要明白他们的责任。这点非常重要，我想这是为什么西方社会正在
崩溃，因为在它们的文化里，母亲没有地位。
照顾家庭的母亲，不要感到自己地位低微，也不要感到比自以为很伟大的人地位低。基本上，家庭需要团聚，群体性需要在家庭
首先出现。孩子也要正常地养育，正常地成长。现今的世代，你们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当我读到有关发生在孩子身
上的事情，我真的感到很震惊。孩子像没有人要的东西一样，没有人关注他们，最后，变成吸毒者，过着游荡的生活。因为过分
的疏忽照顾和对他们的憎恨，他们可以变成任何东西。
所以你们要紧记，为了集体，你们要好好看顾你们的孩子。还有，要用爱心，慈悲地对待他们，不要变成暴君，而是要成为喜乐
和慈悲的泉源。在我其中一个讲话中，我向你们说及情绪智商，这就是我们需要领会的 ________ 情绪智慧。这代表建基在情绪上
的智慧。除非我们在情绪上有智慧，我们的社会不会得到改善。在情绪上有智慧，你懂得关心亦享受关心，你以极大情绪上的理
解去为别人做所有的事情，不只是为一个小孩，一个儿子，而是为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在情绪上有智慧。有些孩子天生已有这种
情绪智慧，有些孩子却能后天培养。因为若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是金钱取向，或很自私，他们不会容许自己的孩子把东西给予别人
，这些孩子会长成很古怪的一类人，他们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甚至自己国家也不会。他为什么要做呢？他做每样事情都是出于
自私。这样的人会沉溺于贪污中，以自私的态度对待任何事物。
现在我要说及集体。在集体中，我们为别人作事，享受为别人工作，喜欢给予别人，不为自己。若不是这样，我们的孩子也会变
得与我们一样，只关心自己。这情绪智慧必须引入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模式中。我们是否情绪上很有智慧？或我们只有智慧
或只有感性？或两者都没有。若你只是很有智慧，你可以是干巴巴的人。你可能只有少数的几个朋友，或许没有朋友，你常常远
离集体。若你是情绪化，你只会依恋一个人，依恋一个孩子。即使在整体社会中，或许只依恋一个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为什
么你只依恋一个人？为什么只关心一个人？所有这些人都会自投网罗。在政治上，你看到人们如何帮助自己的儿子、女儿等等。
我们印度人已经因这种感情上的自私执着而深受其苦。
根据道德准则，情绪智商是你可以给予别人的最优秀特质。你关心别人，关心每一个人，你变得极之合群。现今孤僻已经成为时
尚，因为你不想跟大多数人一样，所以你要变得孤僻。你应该在情绪智商上与别不同，而并非在其他事情上。这是你可以拥有的
最美好的东西。我同意我只是妇女和母亲，除此之外，我也拥有像海洋一样的情绪智商。因此，我知道每一个人，明白每一个人
。我能做到是因为我有这种特质，我并不执着于任何人或任何事。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能明白，因为我已到达可以明白你们任何事情的层次。要达到这样的状态，你要尝试发展情绪智慧。在这里
，连小孩也不会把自己的玩具给别人，父母也是这样，极之自私。我们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有都是我们的，这样的态度必
须要消除。特别在美国，这种态度必须消除，因为美国是这种自私态度的带头国家。我并没有数算他们如何自私，但你们是知道
的。你可以问加拿大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他们会告诉你，美国人对自私不感到羞耻，他们都是剥削者，不感到羞耻。没有人
可以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富有。但所有这些富足都不能给予生命的喜乐，生命的喜乐只可以从情绪智慧中获得。若你
没有情绪智慧，你会变得很枯燥。生活变得不能忍受和可怕，甚至家庭也会破碎。若没有情绪智慧，家庭便会瓦解。我知道很多
女士曾结过三次、五次婚，我不知道她们怎能如此，她们这样做是因为缺乏情绪智慧。你应该做一些令你感到你正在施予的事情
。这并不代表你需要作出犠牲。不是这样，这也是你们以为需要忍受的，但并非如此。看看耶稣基督的一生，祂献出祂的生命，
为什么？祂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就是真理。当你与真理同在，拥有真理的光，真理的力量，你变得情绪上很有智慧。
你明白若你真正爱任何事物，你必须经历各种各样的麻烦，必须忍受许多荒谬的事情。我知道我说得太多，但我希望为了这个特
别的崇拜，我应说些有关家庭生活的事情。在集体静室，在我们的静坐班，或无论我们身处何处，必须要紧记，当我们谈及霎哈
嘉瑜伽时，我们是否拥有这情绪智慧？为什么我们在任何地方，也需要告诉他们。若你情绪上有智慧，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每个
人也会聆听你，为什么不能？我不需要到每一处地方跟他们说话。我可以到多少个国家呢？但我得到美好的响应。很惊奇地，在
那些国家如贝宁，那里全是穆斯林和黑人，他们全都变成霎哈嘉瑜伽士，共有九千人。试想想我如何能够做到，九千并非少数目
。在其他国家，我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这都是情绪智慧的力量，它能俘虏人的心。
你可能拥有物业，钱或其他，人们会因此憎恨你。你可能会说，我有什么错呢？我伤害最伟大的人类又有什么错呢？政客是很可
怕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情绪智慧。作为管理者若没有情绪智慧，管治是非常困难的。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情绪智慧这最高的

特质。若你的国家不继前进，我必须要说，你需要在情绪智慧上前进。他们是慈善家。我知道美国人以慈善闻名。在此背后，他
们却想拥有权势，想利用金钱来宰制别人。他们只想控制别人。若他们想开展任何慈善事业，是否有情绪智慧在内？他们只想在
电视上，广告上得到名誉，跟着他们像台风一样横扫全国，这是他们目标之一，财产的一部分，这样小题大做，只是为了从中获
利。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需要像波浪般传扬这情绪智慧，把爱心传遍整个世界，你们要显示怎样用爱心战胜一切。若你们
毫不执着，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若你只执着于你的国家(现在这是很大的课题)，你便会剥削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中获取好
处，贬低别的国家。但若你真的爱护你的国家，你会为你的国家做真正的好事，为它带来好名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没有判断
能力，为什么他们这样自私，做任何事也只为自己。你们全是霎哈嘉瑜伽士，这是你们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机会去获得情绪智慧。
你们必须像莲花一样。莲花的芬芳，传遍四周。这些日子，莲花都在水中生长，在肮脏的污水中，它传播香气。在这芬芳中，你
也可以成就很多事情，蜜蜂到来，睡在漂亮的莲花中，在晚上，莲花会小心地合上花瓣。一切都是因花朵而来，令花朵更美丽。
我们可以抽取充满芬芳的花朵的精华，你也可以从它那里抽取花蜜，什么也可以。每个人都来到这花朵，这并不表示花朵很虚弱
，这是它的特质，它的力量，它对你们的谅解。就正如你自己的特质，你们全都被创造成莲花，你们并非被创造成某些爬虫类或
某些愚蠢的驴子，絶对不是。
你们就是给予别人爱心和慈悲，并散发芬芳的人，为此你们应该感到很高兴。这并不代表你要放弃这些，放弃那些，并非如此。
而是无论你拥有什么，拥有任何能力，你也要尝试为别人作事，为别人付出。你付出越多，便越明白集体的重要。特别在美国，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跟随美国那些赚钱的生意，这生意，那生意。但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要做的是运用自己的成就为别人
付出，施予别人，给予别人自觉。很多已得自觉的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就是不去传扬霎哈嘉瑜伽，他们毫不关心这些。为此我
真的感到很惊讶。我为何要到世界各地，到那些疯癫的人生活的地方，向他们说关于霎哈嘉瑜伽？同样，你们现在也应感到这是
你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改变他们，把他们带入霎哈嘉瑜伽。我们为何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耶稣基督只有十二个门
徒，祂把基督教传得多远！你们又做了些什么？你们装备完善，拥有充足的知识，拥有絶对的知识，絶对的经验。若你拥有知识
和经验，你能够赢得别人的心。但有某些潜在野心，违背了霎哈嘉瑜伽文化。你想成为领袖，你看低某人，或你不停地只想及自
己，那是不好的。那类人也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也传扬霎哈嘉瑜伽，因为他们想加强自己，这并非成就事情的正确路径。
正确的路径是你要完全顺服，为霎哈嘉瑜伽的工作而完全的委身。这是有可能的，并不困难。正如我告诉你们一样，非常简单。
唯一你要明白的，是你在整个宇宙中是占有特别的位置，你不会腐坏，不会浪费掉你的生命。现在我们开始有婚姻的安排。在美
国，他们向我请求，我说：「好吧，这里也有配婚。」这些婚姻会有怎样的效果？若像一般的婚姻那样，又有什么用呢？这对其
他人又有什么帮助呢？他们的孩子又将会是怎样呢？当你们在霎哈嘉瑜伽变成已婚的一对，你们的家庭必须与别不同，你对你的
家的爱是与别不同，整个霎哈嘉瑜伽的大家庭也是你的家庭。你对待每一个人也必须慈悲和有爱心。我知道有些人成长得很快，
有些却不是，这是因为他们的情绪和智力并不平衡，这平衡必须完全的建立。我知道有一天，美国将会带领很多很多人，在霎哈
嘉瑜伽中带领成千上万的人。现在，无论是怎样错误的事情，在美国都被接纳。他们沉沦，然后另一样错误的事情又开始，各种
荒谬的事情在这国家都会发生，为什么？现在，新的莲花已经出现，他们需要改变这地方的气氛。在这里，各种污浊，不道德的
事物也会发生，败坏全世界。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是否正在成长？我们是否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我们为道德做了些什么？这是
在霎哈嘉瑜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如何穿衣，如何行走，如何与别人说话，每一样都非常重要。所有其他的事情你也要尝试。
如何创造，以及关于不同轮穴的各样事情。你们要尝试把注意力放在轮穴上。看看你自己，你在做什么？你想你的生命有什么成
就？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不是普通人，并非普通人。我要告诉你们，要有自尊。尝试去明白什么是你的特质，你是怎样的。
非常多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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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认识导师原理。导师要做什么工作？导师把你内在所有珍贵的东西发掘出来。所有知识、所有灵性方面的东西
、所有喜乐，全都在你里面。导师唯一要做的是要令你认识内在的知识、内在的灵。每一个人内里都有一个灵，你不能在外面得
到什么。在你获得这知识前，你还活在无明之中。在这无明中，你不知道你内里的宝藏。导师的工作是要令你认识自己。这是第
一步。这是开始唤醒内在的你，这样你便知道你不属于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全是虚幻，你的内里开始觉醒。有些人会全面得
到光的照亮，有些人则慢慢才得到照亮。
所有宗教的精髓就是要令你认识自己。因宗教的名义互相争斗的人，你应该问问他们，向他们询问：「你们的宗教有没有令你们
认识自己？」所有宗教都是说同一样东西，就是你要做的只是认识自己，但人们却只沉迷于宗教仪式中，他们以为只要按照宗教
仪式行事，便可以接近神。他们生活在无明中，日复一日，他们成就了一点事情，却与他们真我毫无关系。他们常常祷告，常常
崇拜。事情继续这样，他们全在无明之中。人们继续把钱给他们，因此他们变得很有钱，他们只是对金钱有兴趣，他们只是想榨
取你所有的钱，并愚弄你，令你自我膨胀，当你的自我膨胀后，便开始漂流进虚幻的海洋，淹死在这虚幻的海洋中。你自以为非
常虔诚，与神连上。但事实是你不是要先认识神，而是先要认识自己，若不认识自己，你不能认识神。认识自己是最基本的。
但当你认识自己，你只认识自己的一部分。那经验并不足够，这知识须要来临。你的导师教导你有关你自己的知识，你们要去细
想。你必须找出你的导师告诉你的是否正确，或他说的只是另一些虚幻的事情。
在这升进的道路中，人们产生很多问题，最先出现的问题是自我，特别在西方，自我出现时，你开始觉得自己很伟大，比别人好
，你是特别的。这无知比对世界的无知更危险，因为对世界的无知，你会知道做错事的后果。当你走到一半，当你的无知是有关
你自己，当你升进得更高时，你一定要明白你不能有自我。
跟着你开始要内省。你开始看看自己的问题，你有什么错处，当你知道你有自我的问题，你开始看清你自己。或当你发觉你有些
地方迷失了，或有些错处，你要开始内省，且要非常诚实。有些刚来霎哈嘉瑜伽的人觉得自己很伟大，他们不须内省，无知蒙蔽
着他们，令他们不能认识自己的真我，我或可说是不能得到自我觉醒。
所以你必须内省，以看清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你的进度如何。现在人们的性情开始改变，首先，曾是极之有野心、脾气差、
自我很大的人，开始变得很温柔，很和善。另一个很胆小、很怕事、很谨慎的人开始变得毫不惧怕。在这阶段，你没有恐惧。这
样你便肯定你是在正确的路径上，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你不容易受骚扰，但你仍要升得更高。当你静坐时，你会明白你内在
有些某些出错，你已成就你的自觉，你已得到获得自觉后的祝福。你非常健康，你得到各种数不清的福份，虽然如此，你还须要
认识所有有关霎哈嘉瑜伽的知识。首先，你要通过思维去认识，跟着你要验证这知识是否正确？你明白了多少？你可运用这知识
有多少？有多少知识你已认识了？
当你开始认识你自己，你开始进入虔敬的境界，你变成温和、甜蜜的人。你说话不多，你不会令别人为难，你是很令人愉快，温
和，能体谅别人。这个人要验证他自己怎样待人。现在你的注意力要从自己转到别人，你要看看你的言行，你如何爱人，你的慈
悲有怎样的性质。当你在毫无期望下去爱别人时，你便是完全对那人奉献，完完全全地，完全服从。你可为这人做任何事，这种
爱可称为降服，这里只有爱。降服只是出于爱。这种爱极之令你喜乐，这样虔诚（Bhakti）便开始。当这奉献开始，这虔诚会将
你洁净。所有你的坏习惯，你的缺点，你的问题，你都知道并将它克服。当你看到别人有你以往的缺点及问题时，你的爱心会容
忍这人，这没有野心，只有原谅。已得自觉的人都不停地宽恕别人，他们宽恕别人的能耐很大，他们不会对别人怀有恶意，他们
对任何事也没有怒气，他们不断地忍受及宽恕，那宽恕就像音乐，我可以说：「这就是你对上天的坚信（Shraddha）。」
大师可以有的宽恕，可以从耶稣的一生中看到，他们被折磨，被钉十字架，大部分圣人都受这种折磨。人们不喜欢他们，把他们
钉上十字架，但你们都知道，他们没有怨恨，从不反击，他们不会做任何没有爱心的事情，他们都很慈悲，因为对别人慈悲，他

们向神请求：「神呀！请原谅他们，他们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极之慈爱，这是他们的特性，当慈爱变成他们的特质，他们
便变得完全的平和，任何事都不会骚扰他们。当任何事情发生，他们想这是神的旨意，什么事也不会影响他们，令他们感到失望
。他们只享受对上天的忠诚，对他们导师的忠诚，对神的忠诚。在这忠诚中，他们可能写出漂亮的诗句，他们可能会跳舞，他们
可能会唱歌，因为他们内里有平安，他们自得其乐。当他们独处时，不会感到寂寞，因为他们享受自己，他们知道他们与上天合
一，享受上天赐予的祝福。
另外，他们不喜欢矫揉造作，亦从不担忧失望，也不会未来取向或缅怀过去，他们活在当下。他们处于现在，绝对宁静。若有任
何问题或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立即进入无思虑的入静状态，这就是他们的能耐。要成为导师，你也要发展这种性格
，不受任何束缚。以我为例，我从不匆忙着急，从不为时间担忧。我正想往美国，若你肯定上天为你计划好，你就不会担心什么
。上天正照顾着你，你为何还担心？我正要到美国去，那时有个孩子跌倒。我正起程动身要去，那女孩就在此时跌伤了手臂。我
看到那孩子，我说我会把她治好。他们说：「你要到美国去。」我说：「我无论如何也会去。」我跟着花了半小时治好那孩子。
然后我走出来说：「好吧，我们到机场去。」他们说：「母亲，你实在太迟了。」我说：「我并没有迟，现在去吧。」我们到了
机场，我们原先要乘坐的飞机发生故障，刚巧安排了另一班机是要到华盛顿而不是纽约。而我正想到华盛顿去！试想事情如此成
就。我们称之为自然而然，事情就是这样自然地解决。
但首先，你的性格要这样，你要对上天的忠诚非常大，令上天也迫着要照顾你，你要知道上天的力量就在你左右，这上天的力量
是绝对的，保证你的安全。若你想做任何事，你可以说：「母亲，你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也可以变得很有力量。如果你对上天
的工作非常忠诚，你也会拥有所有上天的力量。上天会提供你所想所需要的工作及你所需要的时间。一切都得到上天的供应。当
爱心从别人伸展到神或神圣的人，或你们的导师时，这样生活就变得很容易，很简单，毫不复杂。所有事情都获得解决，任何事
情也不会困扰你。只要闭上眼睛，事情便顺利完成。事情顺利发生就好像是照你的意志而成，但你却没有这样的意愿。不用想它
，它就解决了。上天照顾所有事情，照顾你的舒适，照顾你的健康，照顾你一切，这上天的帮忙你不用寻求，不用作任何要求。
你的品格正是上天对你负责的原因。
你是上天的特别责任。它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什么对你没有。我可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例如，我知道有人想来见我，他们说：
「母亲，他是很负面的人，他不会来，他永远也不会来。」所有正面的事情都会发生，但若有负面的事情发生，你便须要用爱心
去解决。若事情是负面的，你要用你的爱心去解决问题。你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身边的问题和你小区的问题。
现在你已经得到自觉，你的进度如何，我不知道。我有对妇女的投诉，有很多女士，她们没有静坐，没有照顾她们自己，她们不
是自觉的灵。这是为什么很多男人都想跟她们离婚。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妇女一无是处。有些男士也是这样。要解决这个问题，你
一定要有爱心。只要有爱心，你便可以赢得你人生伙伴的心。男士毕竟比女士忙碌。但女士沉迷于很多事情，她们要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所有事情。她们的思想满是这些世俗的事情，而没有时间静坐。没有静坐，你不能升进。你一定要静坐。人们常常想
，他们现在已经得到自觉，就已经足够了。不是这样的，每一天，你仍须要静坐，因为这是清洗的工作。通过这清洗，你会明白
一切，明白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你得到清洗，这是由上天所作的，但你一定要虔诚地静坐。逐渐你会发觉你的静坐
会越来越深，你也会越来越有深度，你的力量亦开始显现。当你在任何地方，负面的能量都会跑掉，所有问题都会解决。你想做
的任何事都会随心所愿。你想帮助任何人或给任何人东西，你便可以做到。这是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必须黄昏静坐，至少十分钟，早上静坐约五分钟，以完全虔敬顺从的心来静坐。我见到有些人有这份虔诚，这种虔诚成为了坚
信（Shraddha），这是比虔诚(Bhakti)更高层次。这成为你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你完全的包住。当你有这份坚信，是非常
神奇的，它成就众多的奇迹。有人因为只想想我，他们的病便痊愈了，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这份坚信，只是代表他们
需要发展坚信。如何发展坚信，它是灵的自然的光，很多人都很努力去发展。但Shraddha并不能用思维活动来达到，只能用静坐
中的宁静才可以得到。我常常告诉你们要静坐。我立即知道谁有静坐谁没有。他们来做崇拜，他们讲霎哈嘉瑜伽，他们在外面跑
只为要令自己受欢迎，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在外面跑只是想得到名声，但内里他们并不认识他们的真我。
所以在这发展阶段，你需要受到鼓励，并明白只要通过静坐和内省，便可以非常容易到达。通过内省，你会发展出一种新的洞悉
力，你会找到事情的解决方法。这是得到自觉的灵所应有的另一个特质。所有问题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你可以提议怎样可以得到
帮助，这是一种出自更深虔诚的手足之情。你可能正为霎哈嘉瑜伽作演讲，你正要做很多事情，但除非你到达坚信，否则你不能
升进。坚信是你内在的爱，它像柔和的火一样散播，不会燃烧，不会发出热力，但就像清凉的、美丽的、微风般的内在感觉，令
你明白事情。
你不会说任何霎哈嘉瑜伽士的坏话。我从不会听任何人对霎哈嘉瑜伽士的坏话。若这是集体的投诉，我便会有一点操心，我会与

领袖谈谈。但如果只是一个人来对我说三道四，我会告诉他要内省。找别人的错处是人类很普通的游戏，他们永远都看不到自己
的错处。找别人的过失对自己有什么用呢？找到别人的过失也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应找自己的过失，那么你便可以医治、帮
助、解决这问题。了解自己是你的责任，你最好找出自己的缺点，然后纠正它。
有些人对他们的喜好非常自豪。他们这样说：「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但你的灵又怎样呢？你喜欢这样，喜欢那样，你的
灵又怎样呢？它喜欢吗？它享受吗？他们继续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样。」这在西方非常普通。现在看
看一些女士所做的漂亮地毡。它是非常厚的，所以当我在上面走过时，我差点失去平衡。但她们用爱心把这张地毡做好，令我非
常喜乐，非常开心，你很难想象我对她们的感觉。这喜乐的海洋在你里面。当它开始活跃起来，不会令你受苦，只会使你变得美
丽。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就像你生命中下的毛毛雨，就像你生命中的恩典，别人的爱把你全部吸引了，你不须要求
，当你看到别人非常有爱心和仁慈，在这种关系上便有真正的友谊。
但诉说霎哈嘉瑜伽士的坏话是非常错的，跟着对每一个人说，这个人不好，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做了那样的事情，这是非常、
非常错的。这会令集体对他产生反感而不是帮助他。人们常常都会有困扰，这样你要在集体里帮助他而不是说闲话。他可能犯了
一点错，如果你开始批评，说他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那你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当你能透过内省知道自己的过失，你才是霎哈
嘉瑜伽士。
现在，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得到自觉，你们已有这经验，但你们有些人还未拥有这知识。这知识你们应该获得，并去验证它。就
像在美国，在一所医疗机构

N.I.H.，他们想验证霎哈嘉瑜伽士，那里有很多医生，其中一位医生走过来说：「好！你用能量来告

诉我，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你的心脏有点问题，」他说：「对。」在一个月前，他的心脏放了一个辅助器，他已出院。我
说的完全对，他感到非常惊奇。那诊疗令那病人受很多苦。用能量去诊断别人，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对我有十分良好的注意力，
他们想在医院里发展霎哈嘉瑜伽。
所以，你们也要验证自己，审查自己，以找出真我。例如，丈夫及妻子，若妻子静坐，她知道所有的事情，她了解她的丈夫，他
有什么问题，但她并没有告诉他，她默默忍受，也不会投诉，她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忍受，这种忍受令她丈夫也觉得她的人格比
自己更加高。他怎样也可以，但他明白她成就了什么，就是有伟大人格的人。
我们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特别是西方的道德操守，人们都好像被蛇咬了一口。我们现在所做的，从不会进入他们的脑海。这发
展是指所有不同种类的舍弃，所有摇摆不定的性情。他们以为自己很自由，他们可以四处去。这样的人十分普遍。但你们要审查
自己是不是与他们一样，或是与升进中比你更高的人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到达某一点。有时，新的霎哈嘉瑜伽士
比旧的霎哈嘉瑜伽士更好，因为他有很强的愿力。
我们追求什么？你应该明白你为什么要追寻，因为我们想认识自己。我们知道要认识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追求，并以追求的
名义做了很多错事。但就是这种追求令你来霎哈嘉瑜伽。跟着你们要得到自觉，通过灵量的工作，这很易得到，灵量能成就大部
分事情。有人告诉我，她一晚之间放弃了吸烟及饮酒。只是一晚她就能做到。我从没有告诉她要这样，她跟着说：「我很注重发
型，常常有不同发型，花很多时间在理发店，但我现在放弃了！」她说：「我以往喜欢穿些不庄重的衣服，现在我开始尊重我的
身体，穿衣亦比较正常。」这些知识都是自自然然地进入你之内。这全都在你里面，这是你本身拥有的。再者，你的导师告诉你
，你会得到指引，导师的工作就是指引你。
在这里，有什么缺少！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缺乏？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集体的灾难，各式各样的灾难。很多地震、水灾，还有大
雨，令泥沼像河流般流出。世界有很多灾难，但霎哈嘉瑜伽士却幸免于难。不用怀疑，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幸免。但被拯救后，
你们明白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为什么有这些灾难，因霎哈嘉瑜伽士不够团结。你们要非常团结，霎哈嘉瑜伽要给更多人知道，
到更多我们没有到的地方传播，我们现在正处于静止的状态，或只是做了一点点，我们全都要出动。看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当然
，人会犯错，但看他们如何工作，如何不眠不休的去做。如果你没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态度，或你并不完全忠诚的来传播霎哈嘉瑜
伽，那样集体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你为日常的俗务或其他工作而忙碌，这是没有问题，霎哈嘉瑜伽不反对你这样做，但你的注意
力应多放在你生命的这一面，你为集体做了些什么？你有没有对别人说霎哈嘉瑜伽？你有没有传播霎哈嘉瑜伽？你有没有令别人
知道霎哈嘉瑜伽呢？
有一次我坐飞机，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女士的能量很差，我就为我自己做了一个班丹，我问她：「你在灵性方面有什么工作？」她
就告诉我Bahai那些人的名字。「我的天。」我说。如果这些人传播，传播给很多人，会发生什么事？这会是灾难。他们是那些负
面的人，他们没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任何好处。你看见很多假导师，他们如何驾驭人，人们如何遇上他们，并为他们传播讯息。

我曾经看见人们在路上唱歌，唱他们导师的戏剧，穿有趣的衣服。我们不想要这样的东西。
当然你们已经拥有知识，你们是得到自觉的灵。在这一点上你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些什么？你要把霎哈嘉瑜伽传播到每一处。例如
，你戴上我的襟章，别人会问你这是什么，那么你便要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你要借着细微琐碎的小事向人介绍霎哈嘉瑜伽，只说
霎哈嘉瑜伽。你要向别人说霎哈嘉瑜伽，传播霎哈嘉瑜伽。除非你能做到，否则霎哈嘉瑜伽不能成为集体的力量，所有因集体的
愚昧而来的灾难都会继续发生。
你可以幸免于很多事情，例如，在污染的环境里，霎哈嘉瑜伽士都不会受影响。就算在地震中，霎哈嘉瑜伽士都会安全。为什么
不去拯救整个世界？灾难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如果你有爱心，你要为处于灾难的人考虑。毫无疑问，我可以医治很多人，但我不
知道怎样令霎哈嘉瑜伽士更加团结。
这里有很多人，你们全都能给至少上百人自觉。到每一处地方，说有关霎哈嘉瑜伽，唱赞美上天的歌曲。这样你便可以拯救全世
界。这不是拯救了一小部分的人，你就可以拥有伟大的真理完满期（Satya Yuga）。你亦要拯救这大地之母，你要拯救在大地之
母上生活的人，我指的是他们的行事，我见过很多人在电视上，毫不羞愧的说一些连他们也不明白的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在听，
他们并不是愚蠢，亦并非想走错路，只是虚假的人，错误的人知道怎样诱惑他们，支配他们，知道怎样跟他们说话。但霎哈嘉瑜
伽士见到负面能量的人便会逃跑，他们会逃避这社会，不会接近他们。只会说：「他们有很差的能量，我们不想有。」所以你要
有勇气，走到那些地方，跟他们说话，令他们能来集体。否则你不能从神的愤怒中拯救这世界。神毫无疑问很愤怒。神会拯救你
，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拯救大地之母，因此，你要作好准备，你要成就它。当你有任何机会，便要传播霎哈嘉瑜伽。有些人
对我说：「母亲，如果你来，一切事情便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你可以跟别人说霎哈嘉瑜伽。我开始传播霎
哈嘉瑜伽时只是一个人，是完全处于黑暗的时候，没有求道者，什么也没有，只有些可怕的人，但事情却能成就。
所以，一个人是有能力令很多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们为什么也不跟我一样，向别人谈霎哈嘉瑜伽呢！你的行为，你的风格，
你的任何言行，都会令他们留下印象。你们要把事情成就，达到集体意识的目标。这不是为霎哈嘉瑜伽，而是为每一个人。所有
灾难，所有可怕的事情都会停止发生，完完全全的停止，我可以向你保证，灾难是可以停止发生的，因为你常常都得到拯救，所
有有自觉的人都会获拯救，为什么不公开说霎哈嘉瑜伽？告诉别人：如果我们做错，如果我们不道德，如果我们欺骗人，如果我
们想迫害别人，我们便成为破坏的力量，集体的灾难仍会继续发生。我想你们要对此负上责任。你可担当任何事情，作任何工作
，但你不必成立组织去对抗它，只要用能量去说服别人，带他们来霎哈嘉瑜伽，分别就很大了。
我希望你明白作为导师，你必须怎样做。要成为导师，在性格上及其他方面要有很多特质。昨天，他们介绍老子笔下伟大的大师
是怎么样的。那些大师是如何超越世俗的事情，超越混乱，超越嫉妒，超越恶言妄语。他们非常伟大，他们是大师。如果你尝试
，你也会成为导师。这是你要成就的，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达到这个成就。但你们大部分都应用爱心和仁慈去达到这个成就。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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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向内在的克里希纳敬拜。你们未来霎哈嘉瑜伽前，都是不停的追求真理。你们到过不同的地方，阅读了很多书籍，甚至
有些人在追寻的过程中迷失了。在追寻中，你们当中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些什么。你们所追求的就是要认识自己。所有的宗教
，也有说「要认识自己」。这是很普遍的，每个宗教，一定有「你要认识自己」这一点。因为若你不认识自己，你便不能认识神
，也不能认识灵性。
所以首先你要认识自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用尽方法欺骗你，他们用不同的手段教导你，只是想欺骗你。所有这些事情都
会发生，但都会结束，跟着你来到霎哈嘉瑜伽，得到自觉。那么你为什么要得到自觉？就是因为你要认识神，这就是得到自觉的
目的。当你得到自觉后，会有什么事发生？你们大部分都会对荒谬的事 ── 例如毒品 ── 失去兴趣。你们会对没有用的书籍失去兴
趣。你们也会对例如饮酒之类的事情失去兴趣。这还不够，这还不够，因为这些事也可随时发生。在认识神之后，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神要你认识祂？因为神希望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祂的反映，祂希望看到自己的反映。
这就是祂要创造你的原因。祂想在你内心看到祂自己的反映。女神也一样，祂给你自觉，是希望可以在你内心看到祂的反映，所
以你要为成为神的反映做好准备，那反映是你会变得更纯洁、更漂亮、更有爱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充满智慧。这就是
你要到达的状态，你要明白你需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你就不是有自觉的人了。
在克里希纳的层次，祂希望你成为宇宙大我（Virata）及Viratangana的一部分。你要成为宇宙大我的一部分。不要因为你现在是
有自觉的灵，便认为自己完美无瑕，什么也不用做。重要的是你要怎样才能超越这一点。就是在得到自觉后，从你生命中看到在
你内在的反映，正如克里希纳一般。
克里希纳在困境下出生。从祂出生处被带到给耶守达（Yashoda）抚养。在那里祂开始祂的游戏人生。所以你也要懂得游戏。你
要创造生趣及喜乐。祂没有说你要如老圣人般在喜玛拉雅山某处坐下，而是你要与孩子融在一起，一起谈笑，一起玩乐，要有乐
趣。同时间祂也正在毁灭所有对祂不利的负面能量，只是以祂的耍乐性情，祂便可以做到。在祂小时候，祂已经这样做了。祂还
是孩子时，便已经杀死了Putna和两个可怕的恶魔，你便知道祂很成熟。同时，祂也跟众牧女（Gopis）开玩笑，戏弄她们，找她
们麻烦，从她们那里找乐趣。为什么？因为祂想令她们更有乐趣，享受一切的庆祝活动。曾有一次下很大雨，祂只用一根手指便
举起一座山，你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奇迹。但祂只是站着用一根手指便举起一座山。在这既简单也不能想象的姿态下
，祂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保护在游玩的男孩。跟着祂在水里杀了一条名为Kalia很大的大蛇，这条可怕的蛇在水里用毒液杀了很多人
。祂毫不迟疑便跳进亚穆纳河（Yamuna），杀了或说是降服了Kalia毒蛇，把所有人拯救出来。
那毒蛇的妻子请求祂原谅她丈夫，祂就原谅他，所有这些事情都显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做这些事时并不感到这是祂做的。可
以说祂未曾想过这些，但祂却成就了，因为祂知道自己就是克里希纳。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你是有自觉的人，并不是普通人，你日常的言行举止并不普通。你是特别的人，你的存在是为反映神的质量。
不是期望你去杀死毒蛇Kalia，因为现在你已每时每刻受到保护，没有人可以伤害你，没有人可以杀害你，你会被照顾，因为你是
霎哈嘉瑜伽士。
霎哈嘉瑜伽士作决定时抱什么态度？每一个决定都应自然而发，你不用费煞思量，你的决定是立即的及自然而然的，就像克里希
纳跳进河里一样。同样，你的所有决定都要出于自然。像现在你要买东西，例如地毯。当你走进店铺，你立即知道你要买的是那
一块。在你的一生中，你作的任何决定都应是立即及自然的。以我所知，人们作决定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分别，他们会到一间又一
间的店铺，把有关要买的货品列出，跟着回家，明天才作出决定。这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所应有的态度，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决定任
何事情都是绝对自然而发。你也要这样。现在，有人将被淹死。你实时的反应是要救他，但你怎样救他呢？你跳进水里，因你已
受保护，你不会有事的。所以你跳进水里把那人救起。这就是当你要作出决定时应抱的态度，你作出很自然的决定是你的特性。

要用很多思考，要开会才能作出决定的态度都跟你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要这样。还有在所有政治，经济的生活范畴下，
你也要这样领导，这样自然而然。
你怎样才能变得自然？我有怎样的特质？你需要什么武器呢？你需要知道你要作什么决定。你知道你能感觉生命能量吗？你知道
什么是生命能量。你知道生命能量向你传达什么信息。它向你说话，所以通过生命能量，你很快知道你应该怎样做。例如，有人
告诉我：「母亲，当我来到卡贝拉时，我感觉到很强的生命能量。」这是事实，但你们多少人能有同样的感觉呢！因为你们大部
分的敏感度还未发展。你要对生命能量有敏感度，只要看着某人，或坐在某人附近，也能感觉到生命能量。甚至与别人握手时，
你能知道那人的生命能量是属于那一种。若你发展出这种敏感度，你作出的任何决定肯定很自然。你知道我很能感觉生命能量。
我在五分钟内决定买下卡贝拉，只是五分钟。当我来到这里，他们说我不能进来，因我的车太大。市长就对我说跟他来，他用他
的车载我。他的车载我来到这里。我发觉这里很破烂，就像一个鬼墟。每一位跟我一起来的人都说：「母亲，你不能把这里买下
来。」
但我对市长说：「我要买下这里。」「什么时候？」「现在。」他感到很惊奇，我问他我应该怎样买下它。他说在意大利买房屋
很容易，你只要付三分一的楼价，就可以在这里居住。如果你之后发觉有问题，你可以放弃，但你付出的钱就不能取回。如果屋
主不想你买下屋子，他要付你双倍的钱。我说这个交易非常好。我要买这屋子。每个人对母亲这样做都很惊讶。这是生命能量令
我作出这个决定，就是这地方的生命能量。我随即作出决定，我说我要买下这所房屋。之后他们带我看另外七个城堡。我说不用
了，我只看外面就可以了。他们对我不走进这些城堡都很惊奇。我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这是修女住的道院。我说，请看
，你们现在都要发展这种发自自然的决断力。你们会对在这短时间能成就伟大的事情而惊奇。这不是说你们全都要这样做。
首先，你们要对生命能量有敏感度。如果你对生命能量有敏感度，我可以说你在霎哈嘉瑜伽里已经变得成熟。你必须在霎哈嘉瑜
伽中成熟，不能只是说，我已得到自觉，我就可以做到。首先你要意识这敏感度的存在。你怎样可知道呢？例如，当你作了自然
而然的决定后，发觉什么也得不到，这是有可能的，但你可以看看当你自然的作出决定后，这些决定是不是错的。如果这决定是
错的，会令你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其他方面受到损失。那么你便可以判断你在霎哈嘉瑜伽里到达怎样的深度。得到自觉后，你成
就了什么，你现在身处的境况。这就是测试你自己的方法。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被成功所迷惑，因为你是得到自觉的灵。当然
，如果你很敏感，你会立即知道这是怎样，当然我不是说你能有如我一样的敏感度，但你要尝试建立这种敏感度。
我看到有些人在我面前赞美另一些人，说：「母亲，他非常好，你一定要与他见面，他是很好的，这样会发生，那样会发生。」
我说：「好吧！你把他的照片拿给我看。」我看过照片后，说：「很对不起，我不想与他见面。」他们就很不明白，这人是很伟
大的人，将会是未来的首相，我就是不想与他见面。不久，报纸上很大篇幅报导他是个很坏的人。所以你要用你的经验和理解力
去作出自然的决定。你要继续作出自然的决定，不要去想，想怎样可以成事，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做会对你有很反乎自然的影
响。你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我买的房子。
克里希纳的另外一面是祂极之有创造力。祂还是孩子时就时常戏弄人，做所有这些事情。当祂长大后，祂成为Dwarika的君王。在
祂小时，祂习惯在衣服上佩戴很小片孔雀的羽毛，当祂成为君王，祂什么也穿上。祂习惯坐在王位上，以这样的态度与人民说话
。所有伟大的事都在此，祂极之有创造力。祂在Dawarika用金建了一座很宏伟的城堡，或可说是一座皇宫，用金建成的，你相信
吗？克里希纳真的做到。后来那座城堡被水覆盖。
现在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全都受西方人的训练，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水里什么也没有，从来也没有建过皇宫。这里发生的全都
是故事，就像神话一样。但有些人却相信有这座皇宫。他们跳进水里，真的发现那座皇宫。那里还剩下小量黄金，但不是全部都
在那里。他们对祂建造了这么大的皇宫感到很惊奇。它是在水中淹没的，所有降世神祇也如克里希纳一样非常有创造力。如果你
没有创造力，那么得到自觉有什么用呢？你最容易做到的伟大创意就是令别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最容易及最喜乐的事情是令别
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并将上天的祝福给予他们，那是他们长久追求的。在给予他们中，你不会知道你得到多少慰藉，多少祝福
。现在你轻易得到自觉。我定要说你会轻易就得到了。他们都说这是实时的涅盘（Instant Nirvana）。
霎哈嘉瑜伽是实时涅盘，是真的。每当你很容易及很快得到某些东西，你不会明白它的价值。你时常说印度人容易得到自由。如
果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自由，他们不会知道它的价值。这是真的，如果你免费或毫不费力地得到任何东西，你不会珍重它，你
不会去明白。
你想得到自觉是你的权利。但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因追求自觉而受很多苦，他们到喜玛拉雅山，用单脚站立，有时还要倒立数
月，也不能得到自觉。

我听说有些人为要得到自觉而要独自在一间房内居住了二十八年。为什么他们要过这种生活？因为他们以为远离其他人，远离污
染的环境，他们就可有自觉。但是他们并不能得到自觉。所以你们要明白，虽然你们很容易得到自觉，但能够得到自觉是非常宝
贵，非常伟大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容易就可以得到。你看看有些有自觉的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如何得到自觉，他们甚至不
知道灵量，通过他们的导师或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得到了。试想想佛陀要受多少苦才能得到自觉，祂怎样得到自觉，看到祂的
一生你会很震惊，祂是因饥饿及贫穷而死。但这些事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你在毫无困难下就得到自觉，你并不需付出分文或做任
何事情就可得到自觉。这不是代表你不用珍惜它。就像一颗种子，放在大地之母便会自自然然地发芽生长，长成灌木，最后长成
大树，但你要浇水，如园丁一样照顾它。你的情形也一样，得到自觉后，你也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首先，你要用爱心及慈悲来滋养它。你有没有这份慈悲和爱心？你是否爱人？像今天，我很震惊有人告诉我他不喜欢小孩，我问
他：「你不喜欢小孩？」他说：「不是，我喜欢其他人的孩子，但不是我自己的。」可以想象，你怎可以这样？你怎可以说你不
喜欢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们不可以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这些都是反口诀（Anti-mantras）说「我很喜欢」是
很普遍的。但你是谁？「我不喜欢这地毯」，「我不喜欢银制的物品」，你是谁？你可不可以造出同一样的物品？有这种想法令
他们自以为很顺乎自然的作决定，不是，这些决定来自你的思想制约，你认为你有权说「不喜欢」、「不要这些」的说话。但你
是谁？如果你是灵，你不会对别人说这种话，因为这些话会伤害别人。
你不应该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说话。你不应该做一些危害别人的事情，要常常说些令别人感到极之有爱心，有慈悲，平和的说话。
你会令人感到喜乐。这是灵的力量，能给予别人喜乐。若你是忧郁的人，就不是有自觉的人了。
你要能够给予别人喜乐，成为有爱心及慈悲的人，这都是在绝对顺乎自然下发生。有一个关于圣人的故事，发生在印度马哈拉施
特拉邦。那里的人用一种名叫Kavad的器皿盛水，将水带到在Gujrat的一座克里希纳庙宇。这样做视为对克里希纳的顺服。所以这
位圣人也用Kavad的器皿盛水。他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村子一直来到位于庙宇的山脚时，看见一只快渴死的驴子。他就把带来的
水给驴子喝，每个人都对他说：「你老远的把水带到这里，只为把水倒在这里的神祇上，但你现在却把水给了这驴子喝。」他说
：「你们不知道神已经从山上走下来喝了我带来的水。」你看看这位圣人的态度。已有自觉的人，他的慈悲也要如这位圣人一样
慷慨。如果你不慷慨、不开心，常常担心钱财，常把钱储起，那你就不是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除此之外，钱也不能带给你快乐
。吝啬是违反灵的本性。灵是非常慷慨，极之慷慨。它不会尝试储蓄、欺骗或偷取什么。这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它并不贪心。
它不会贪心，这就是为什么有自觉的人不会有罪疚感，他应该非常慷慨。我见过很多人也能做到，他们极之慷慨，也很体谅别人
。当霎哈嘉瑜伽士只顾自己的问题，他就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他的存在是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向别人说自己的问题。
「问题」这个字是现今才发展出来。我们过往从来也没有用这个字。只有在几何学上我们才会用「问题」这个字。但现在，他们
说：「这里没有问题。」他们全都在问题里，实际上，我想他们本身就是问题。
所以你要明白，你不应该将你的问题带给别人，不应要求什么，请你因我的原因而这样做。请你为我这样做。这令我非常惊讶，
人们时常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现在，有些人喜欢探访一些国家，他们会问我：「请呼召我，我想到你的国家。」慷慨的霎哈
嘉瑜伽士会说：「来吧！」但现在没有来的就是那个要求要来的人，所以你不应该要求什么，因为你是完全的人。你不单要知足
而且要完全。别人能给你什么？当你成为完全的人，你的所有欲望便会消失。像今天，当我来到这里，我看到天上有很多星星。
我说：「当月亮出现，所有星星都会消失了。」同样，当你成为完全的人，你不会期望别人为你做些什么。相反，你想知道你可
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你会将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承担，你会跳进别人的问题里。
这是非常有趣的成长过程。这是应该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因为你们已得到自觉，你会发展出一种性格，就是只为别人而活
而不是为自己。你会感到惊奇，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可以有食物，也可以不需要食物。任何的食物你
都会吃，因为你非常满足。相反，你喜欢煮东西给别人吃。你给予他们食物。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希望能把事情成就。但有
些人只顾自己的问题，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灵怎会有问题呢？它怎会有问题？你要明白你是灵，已经超越一切，所以你的创
造力有不同的向度。你开始给别人自觉，你创造艺术。你们认识巴巴(Baba Mama)（锡吕‧玛塔吉的亲弟），他在文学方面很差，
也不懂什么语言。他的数学则很好，因为我的妈妈是数学家，但他的语文就不行了。我通常都帮助他写文章，但当他得到自觉后
，他能写出这美丽的诗歌，真是难以置信。没有人能相信巴巴能做到，因为他不懂语文。我通常都会帮他写文章，很惊奇，他开
始写乌尔都语（Urdu）的诗、玛拉蒂语（Marathi）的诗和印地语（Hindi）的诗。我的一个兄弟问他：「你怎能写出乌尔都语（U
rdu）的诗？」他说：「锡吕．玛塔吉告诉我怎样写。」每一样事情，他都会说：「锡吕．玛塔吉告诉我的。」
所以你内里的创造力就像花朵一样，你会惊奇你自己的创造力怎样产生。你可以想象一位数学家突然变成一位诗人。这是不可能

发生的，但你是有这些能力的。你们全都有这些能力，你可以变得很有创造力，你们要有创意。我在各方面都非常有创造力。我
可以说，我全时间都在成就事情。事情很好地成就了，我不像一般人那样希望别人称赞，或想在报纸中出现。我对这些都没有兴
趣。你是为创造而创造，为创造而创造，你只享受你的创造，你变得很容易适应环境，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也很容易接受。
他们也可能会带点侵略，他们也会很赞赏你，但你不知道他们很赞赏你。甚至当你说：「锡吕．玛塔吉万岁！」（Shri Mataji Ki J
ai！）时我也跟着说，我忘记了他们是在说我。无论如何你已超越所有，你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类的言行会这样。为什么他们的
行为会这样，甚至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也有很大的欲望，希望成为领袖，或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组织人，在霎哈嘉瑜伽中享
有名声，他们想在国际上享有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名声，但他们没有想到我展示了怎样的创造力，我创造了什么。人们常常想
得到别人的称赞，有很大的知名度，这是很普遍的，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你是灵，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为什么要有知名度？为什
么要炫耀？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你在后面，你知道那里有光，你要去除黑暗，因为你知道你就是光，你要传达这光，如果你在
黑暗中，你又怎能传达这光呢？所以你的灵绝不可能有问题。
不会有恐惧，相反，应有智能，极大的智能，这智慧是你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成为很高尚的人格。我曾告诉你这是进化，当你转
化后，你会进化得很高。
你会有很不同的性格，你会站出来。若霎哈嘉瑜伽士与其他人一样，那么练习霎哈嘉瑜伽有什么用？谁是耶稣？祂是木匠的儿子
。祂从来都没有受过教育，但祂做了什么？祂是灵，祂的内反映了神，正因为这样，他被钉十字架。在霎哈嘉瑜伽里，你不会被
钉十字架。没有这种考验，但你的价值观会被检查。你要通过内省成就你自己。你需要问自己：「霎哈嘉瑜伽士先生，你好吗？
」你是不是与未得自觉的人一样沉迷于同样的东西。试试去发掘。因为霎哈嘉瑜伽的成长是可以在你的行为、你的风格、你的脸
容中显现出来。那这人的脸上没有皱纹，没有担忧。没有担忧，又怎会有皱纹呢？
任何人都不会令他失望，相反，任何事也会令他笑起来。曾有一次，在瑞士的教堂内，有一个女士用圣经打我，我就开始发笑，
我说：「我是什么东西，可以被一本圣经打？」当我在笑时，她就很害怕，我的意思是这女士很愚蠢，她用圣经来打我，我明白
石头或其他东西都可以用来打人，但不是一本圣经。所有这些事都在你们在场时发生，你们也十分清楚。所有这些事都是负面能
量想伤害你。它们可以伤害你的身体、你的思维、你的情绪，但当你超越这些，没有人可以伤害你，起码你不会感到受伤害，这
些伤害不会影响你。但你创造了什么？今天，有些男女在霎哈嘉瑜伽内结婚后，却想离婚。你可以想象吗？我非常震惊，他们甚
至认为我的丈夫就像我的兄弟。我说：「真的吗？」他们脑海里有着各种愚蠢的想法。他们的灵没有光，如果你的灵有光，你的
理解力会完全不同。你不会担心自己，只会担心别人，你会想办法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你会尝试帮助他们，这样做对你来
说非常容易。甚么对光是最容易的？就是燃烧。当得到觉醒后，它会燃烧。离开光明却很困难，但对人而言，我真不明白他们得
到自觉后，在霎哈嘉瑜伽中成长了很多年后，仍会做些很愚蠢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得到自觉的价值。这是关于灵，你不能杀死它
，不能吹走它。光会熄灭，但灵的光不会熄灭，是什么燃料令它不灭？就是你的慈悲、爱心及对别人的关心。我知道有些人常常
主宰人，他们可能是很麻烦的人，但你们也须要关心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像你，他们并不完全，他们有问题，所以你要关心他
们。但你们却开始想为什么我要关心他，他为什么不关心我，那么你就完了。这种反映或可说是反应并不是灵的特质。有灵性的
人的反应，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你可以在克里希纳的一生中看到。祂有一个很贫穷的朋友想来探望祂，那朋友的太太把一些大米
让他带来给克里希纳。
因为来探望别人一定会拿点东西。他有点害羞，他到克里希纳的皇宫找祂，在皇宫门口的人对他说：「你不能入内。」那朋友说
：「你进去告诉克里希纳，Sudama来了。」克里希纳正坐在王位上讨论事情。祂说：「Sudama来了。」他立即走出门外，不停
地紧抱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站在这里？」祂把他放在祂坐的王位上，跟着祂对祂妻子说：「来吧，替他洗脚吧。」跟着祂为
这朋友拿了些衣服，给他洗了澡。祂把祂睡的床给他睡，看看克里希纳的爱。祂的朋友的脚很肮脏，很多裂纹，祂给他的脚涂上
一些药。祂为医治这朋友的脚尽力做任何的事，祂把自己的床给这朋友睡，祂吩咐一些侍女给这朋友扇风，令祂的朋友容易入睡
。从这些事情，你可看到克里希纳的慈悲很漂亮地显现出来。我们有没有这慈悲？祂不需为这朋友做这些，但祂的心只是作出很
自然的决定便能做到。当祂知道Sudama来了，祂便立即走出外，祂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祂的老朋友来了。跟着祂前往Hasthinap
ur这地方，找Duryodhan，就是Kaurava的大儿子，他走出来迎接祂，对祂说：「你为什么不留在我的皇宫？」祂说：「好吧，我
可以来住在你的皇宫。但我要与Vidur一起吃饭。」Vidur是女仆的儿子，祂到Vidur处跟他一起吃东西，Vidur很穷，我不知道他可
以有什么食物给祂吃，另一方面Duryodhan却能给祂丰富的食物。对像祂这类人来说，食物的味道和级数并不重要。Vidur是有自
觉的灵，他的爱、他对人的尊重才最重要。所以你们也要尊重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如果霎哈嘉瑜伽士尊重总督，但却不尊重霎哈
嘉瑜伽士，我就很不明白，灵应该是超越所有，那他一定有什么不对，他应该明白灵性的人比所有有名声的人的层次更高。爱在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显示出来，所有圣人，所有降世神祇，他们都有这种爱。这爱超越所有，完全没有期望任何回报。这爱不会期
望从别人处得到什么，这是一种真正能反映神的特质。这种反映应该是从你而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并不代表你的地位比别人

高。但你是特别的，你超越他们，你没有架子，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别人不同，你非常谦虚，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别人不一样。
你非常喜乐，非常平和，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别人不同。从克里希纳的一生中，我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告诉你，以显示祂是瑜伽之
主（Yogeshwara）。这是因为祂是宇宙大我，但祂只曾向亚周那（Arjuna）显现祂真正的形相，因为没有人能像亚周那。当亚周
那看见祂的形相时也吓了一跳。亚周那也像克里希纳一样，生活得像一个牛仔，他在Gokul生活，但他从来没有炫耀他的力量，他
的力量在他内里，只有在顺乎自然的情况下才会显现。这力量有智慧和判断力，是完全的判断力。如果他的力量没有这些，这就
不是神圣的力量，而是魔鬼的力量。如果别人对你好，你也会对他好，不多也不少。在印度有一些人称做Avadhutes。他们都是
有自觉的灵，他们离开俗世，住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或是住在山洞内，住在远离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明白他们，
所以觉得与别人说话没有用。
他们都很分散，一个住在这里，另一个住在那里，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们不像你们，很多霎哈嘉瑜伽士都在一起，你有很多朋
友与你一起。但他们都是孤独的人，他们逃避这个社会，他们都不希望见到人，因为若他们尝试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被钉十字
架，但你不像他们，因为你身处社会中，在这个美丽、光明的社会中，你有很多好朋友，很多有灵性的人与你一起。你拥有这些
，但若你不能创造，我还说什么？你要创造一些东西，可以是艺术，可以是音乐，可以是诗，可以是文学，可以是写作，什么也
可以，你须要创作，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创造更多霎哈嘉瑜伽士，这是你最须要成就的创意，这是主要的事情，你须要
创造更多霎哈嘉瑜伽士。我在这里，我可以四处去，可以有讲座，可以做所有事情，但你要以身作则去显示霎哈嘉瑜伽是伟大的
，他们是怎样到达这个层次，你也可以到达这层次。所以你要成为可以启发人的人，令他们跟随你，令他们过霎哈嘉瑜伽士的生
活。当你变得完全，你就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Mahayogis），这就是你的目标，没有任何东西比变成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更
重要。那时你的灵会给予每一个人喜乐、平和和祝福。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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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sinusitis) Shri Mataji: So the venue (mucus) which is very

tough becomes loose, and the heat is absorbed.

医生︰关于鼻窦炎（Sinusitis）？ 钖吕‧玛塔吉，洋葱是否要热的？

钖吕‧玛塔吉︰是，要很热，要你能忍受最热的程度。这是很简单。通常如果你患上鼻窦炎，不要出门远游。
医生︰钖吕‧玛塔吉，我们列了一张问题清单向你请教，有时候，一些瑜伽士向我们发问，我们却不能肯定的回答他们。
钖吕‧玛塔吉︰关于疾病的问题？ 医生︰是，关于疾病的问题。 钖吕‧玛塔吉︰我反对化疗（Chemotherapy）。不需要做化疗。化
疗是错的。你要明白，化疗令你产生热力，你会掉头发。很多热力，热力带来各种并发症，而霎哈嘉瑜伽却是简单的方法。某程
度上你也用火，用樟脑，用蜡烛，大根的蜡烛，粗的，蜡烛的光要很光亮，但你不会把火放进身体里。
医生︰那么，一般而言，用外科手术（surgery）或放射疗法（radiotherapy）来治疗癌症是否比用化疗好？ 钖吕‧玛塔吉︰化疗是
绝对危险的。它从这边到另一边，是左脉的问题，化疗令你产生热力，透过这种热力，你的左脉暂时有所改善。但实际却是另一
回事。你也能从外供给热力，樟脑能给你热力，你可以做火祭，可以用樟脑，也可以用三支蜡烛疗法。他们只用这么细小的蜡烛
，不是那样做的。你要用粗的蜡烛。用粗的蜡烛，有粗的火焰，那么热力就能从外提供。你甚至可以用ajwain。
医生︰关于放射治疗(radiotherapy)，X射线疗法(x-ray

treatment)。有时候治疗癌症，他们用X-射线，叫作放射疗法。

钖吕‧玛塔吉︰不要让什么进入身体里。或许X-射线对治病有帮助，但它会穿透入身体，没用的。
医生︰钖吕‧玛塔吉，各种扫描，像计算机断层扫描（C.T. scan），磁力共振扫描（MRI scan），这些都是不同种类的X-射线扫
描。假设某个器官出问题或有疾病，为了找出出什么问题，他们扫描那个器官。钖吕‧玛塔吉，你说过怀孕妇女不应做超声波扫描
（ultrasound），因为这样会伤害有自觉的婴孩或胎儿。
钖吕‧玛塔吉︰不会有伤害，因为超声波扫描是在身体外面。你不会在体内进行超声波扫描吧？
医生︰不会，不过声波会进入身体。
钖吕‧玛塔吉︰不要紧，不太要紧。超声波没问题，超声波不会产生热力。热力才会做成伤害，它不产生热力。
钖吕‧玛塔吉︰好吧。什么是硬脊膜外注射（epidural）(麻醉)？ 医生︰钖吕‧玛塔吉，妇女生产时，当她们生孩子，会经历阵痛，
这时候，要把一个小塑料头，一根管子，一根细管插入她们的脊椎，然后注入药物来麻醉她们的神经，局部麻醉，这就是硬脊膜
外注射。 钖吕‧玛塔吉︰我要告诉你三、四个案例。有个案例是有个医生来找我，她有个奇怪的并发症，她的脊椎已经收缩了，里
面有凸起物，她很害怕，所以来找我。我为她做班丹，把我的手放在那个位置，告诉她不会痛的…如果怀孕妇女有静坐，她们生
产就不会痛。四、五个人分娩时不痛。这四、五个人来找我，非常好，无痛分娩。以我的孙女为例，她个子很小，但她的孩子却
有八磅重，我的孙女个子这么小，却能无痛分娩，你也能做到。如果你有静坐，就不需用这些不合情理的方式分娩，因为这样你
可能会弄坏脊椎神经。脊椎神经是很纤细的。 钖吕‧玛塔吉︰OCP 是什么？（译注：Oral Contraceptive Pill，口服避孕丸）
医生︰钖吕‧玛塔吉，是用来避孕的避孕丸（contraceptive pill）和激素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当妇女的激
素(荷尔蒙)水平开始下降，就要服食激素，就如她们在更年期(menopause)后服食的雌激素（oestrogen）。激素替代疗法是让妇
女在更年期过后能摄取激素。 钖吕‧玛塔吉︰有什么用呢？ 医生︰是用来防止骨质疏松症（Osteo perosis）。过了更年期，一旦
月经停止了，女人的骨骼就变得脆弱。医生说若她们继续用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她们的骨骼就会保持强壮。骨骼内的钙质在更年
期后会减少，因此他们说这个疗法是好东西。

钖吕‧玛塔吉︰你要明白，不需要有更年期。我不认为霎哈嘉瑜伽士会有更年期(译

注︰母亲应说更年期的征状)，她们不会有。更年期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平衡，所以才有更年期。如果你处于平衡状态，就不会有更
年期。我从来都没有过，我认识很多人也从来没有更年期。
医生︰钖吕‧玛塔吉，你是说更年期的征状吗？他们不会有更年期的征状？
钖吕‧玛塔吉︰不会。你可以服食钙片，更年期时服食钙质溶液。那是摄取钙的时候。
钖吕‧玛塔吉︰避孕丸不是好东西，不很好。没必要吃这种药丸。

医生︰避孕丸又怎样？

医生︰钖吕‧玛塔吉，妇女应否用任何方法避孕？

钖吕‧玛塔吉︰她们要避孕，但要用体外的方法。我反对任何体内的避孕方法。
医生︰钖吕‧玛塔吉，关于过敏症。人们患上湿疹（eczema），是由热的还是冷的肝脏所导致？ 钖吕‧玛塔吉︰所有过敏症(allergy
)都源自坏的肝脏。所有的过敏症都是。肝脏照顾皮肤，这是基本的。当孩子出生，母亲吃了一些不利肝脏的食物，或当孩子出生
…他们多数有黄疸病（jaundice），我见过，幼儿或许是因为在医院里受到感染，这类人会有过敏症，要治疗他们的肝脏。一旦
治好肝脏，就能把病治好。我的曾孙阿那曾经有敏感症，我告诉他，把冰敷在你的肝脏上，就这样，没有过敏症了。
沙法︰过敏症是因为热的肝脏而非怠倦昏睡的肝脏所引致？

钖吕‧玛塔吉︰是热的肝脏。它爆炸了。

医生︰我们怎么知道病因是冷的肝脏还是怠倦昏睡的肝脏？ 钖吕‧玛塔吉︰透过生命能量。你可以透过能量去感知。你看，有些症
状联系到肝脏。胀大的肝脏是冷的，热的肝脏则是收缩的。就肝脏而言，最好是好好照顾热的肝脏，因为所有问题都是源于热的
肝脏。如果它胀大了，你可以吃些鹰嘴豆(gram)之类的食物来令它缩小。这类食物可使肝脏收缩；而另一些食物会使肝脏胀大，
像白米，碳水化合物，牛奶会令肝热。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都会令肝脏胀大。吃太多糖会令肝脏胀大，因此你要让肝脏热的人吃糖

。我们用糖来治疗肝热。不过，要是有人吃太多糖，喝太多甘蔗汁，肝脏就会胀大。你要明白，任何事情若不平衡，就不妥当。
例如，孟加拉国（Bengali）的糖果，孟加拉国人有胀大的肝脏。为什么？因为他们吃未经煎炒过的糖果，是用蛋白质来做的，很
多汁液。例如，他们吃‘chom

chom’这类食物。你要是吃了孟加拉国糖果，你的肝脏就会胀大。

医生︰钖吕‧玛塔吉，胀大了的肝脏是否是怠倦昏睡的肝？我是说当我们吃太多糖后。

钖吕‧玛塔吉︰是的，有可能。肝脏不该胀

大，即它失去功能了；一是过度工作，即是热的，它的功能失效了。我是说试想像一下，肝脏有点鼓起了。
医生︰钖吕‧玛塔吉，怠倦昏睡的肝脏有什么征状？

钖吕‧玛塔吉︰有这种肝的人的个性是怠倦昏睡的。他不会思考过多，走路有

问题，不能正常地走路，有个大肚腩，会打嗝。这些征兆与热的肝脏正好相反。他不会有敏感症。要是人的肝脏胀大了，他不会
有敏感症，但他的个性却是怠倦昏睡，睡很多，偏左脉的。

医生︰钖吕‧玛塔吉，这是关于自体免疫性疾病（auto

diseases）的问题。例如，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immune

Arthritis），这类疾病是你自身的抗体伤害你，例如伤害关节。

钖吕‧玛塔吉︰我知道关节炎（arthritis）。关节炎可用ajwain来熏，病因也是偏左脉。 医生︰钖吕‧玛塔吉，用热的ajwain？ 钖吕‧
玛塔吉︰对，用热的ajwain来熏。你也可以用其他热的物品。可以用蜡烛疗法，也可以把左手向着照片，点上烛光，右手按在大
地之母来纠正左脉。它来自大地之母。你也可念诵大地之母的口诀。 医生︰钖吕‧玛塔吉，为什么你自身的抗体会伤害你？ 钖吕‧
玛塔吉︰不是，不是，是这样的：你的钙质处于低水平，因此骨骼才变成那样。有两种关节炎。一是太多钙质，一是缺乏钙质。
有两种关节炎。我不知道令人很疼痛的那种关节炎叫什么名称。 医生︰骨性关节炎 （Osteoarthritis）。 钖吕‧玛塔吉︰会痛的那
种。腿部、膝盖每时每刻都有剧痛。另一种关节炎使你残废。这些都是因为缺乏钙质。疼痛的那种是缺乏钙质，另一种是过多钙
质。 医生︰令人残废的那种？ 钖吕‧玛塔吉︰对，疼痛的那种。就医学而言，两者都没有分别。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疗全部
疾病。例如，某人有痛楚，他应该摄取磷（phosphorus）。磷，我的书有写到磷。磷令你发热，借着热力痛楚会减轻。如果他们
疼痛，可以摄取磷，磷能治疗疼痛。另一种病则是因为过多钙质。
医生︰钖吕‧玛塔吉，我们应该怎样摄取磷？服食药片，吃鱼或吃什么食物？
钖吕‧玛塔吉︰在血液里。它在基因里。我的书有写关于磷。医生们，你们读过我的书吗？ 医生︰应该读过，对，你的书里有写。
钖吕‧玛塔吉︰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过，我说过你的基因里有磷。如果你是个干巴巴的人，它就会爆炸，令你发热。
医生︰母亲，要吃什么才能摄取到磷？ 钖吕‧玛塔吉︰磷本身就可以了。 医生︰买到吗？ 钖吕‧玛塔吉︰买到，你能买到磷。磷也
存在于某些盐里。他们也吃海草。海草有磷。只静坐也能把这病治好。有个女士，她糟透了，连坐在地上也不行。我告诉她右脉
疗法。她现在好了，可以走路，也可以坐在地上。其他病就很困难了。
医生︰钖吕‧玛塔吉，关于自闭症（autism），自闭症儿童。 钖吕‧玛塔吉︰病因是被鬼附(badha)，你要用治疗被鬼附的疗法。柠
檬、辣椒之类的疗法。自闭症是被鬼附所引致。孩子本来是正常的，他们真的是正常的，可是却有癫痫症（epileptic）。癫痫症就
是他们被鬼附。

医生︰关于

M.E.

钖吕‧玛塔吉︰雅痞流行性感冒(yipping

（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肌痛性脑脊髓炎），雅痞的流行性感冒（yipping

flu）。

disease)，是偏右脉。这些日子里，对非常努力工作，为自己的工作感到很自豪，行为举

止像官僚的人，这种被称为雅痞流行性感(yipping disease)的病是很常见的。通常是官僚染上。要不是官僚染上，就是生意人，商
业上顶级的生意人，他们会患上这种病。我们曾经治好这病。你要做的就是治疗他们的左脉…我是说右脉，把他们带向较左边。
对，右脚放进水里，右手向着照片，不要用烛光，你也可以在这里、那里敷冰。和肝脏疗法一样。实际上这病的病因是肝脏出问
题。

医生︰钖吕‧玛塔吉，你已经回答了关于磷酸盐（phosphate）的问题。有高浓度磷酸盐的人又怎么样呢？

钖吕‧玛塔吉︰高浓度的磷酸盐（phosphate）令人脾气差，不单如此，如果你脾气差，就会得心脏病。
医生︰钖吕‧玛塔吉，不育的妇女能要试管婴儿(in-vitro

fertilization)吗？

钖吕‧玛塔吉︰不要，我是说试试霎哈嘉瑜伽的方法。霎哈嘉瑜伽能治疗不育。
医生︰钖吕‧玛塔吉，很多女霎哈嘉瑜伽士怀孕有困难。

钖吕‧玛塔吉︰是右脉出问题。多数是右脉出问题。以丹娜为例，她的母

亲生癌，丹娜大受打击，她的震惊是源自左脉。成因可以是过分偏左脉或过分偏右脉。受过多教育，整天努力工作，多数是偏右
脉，也可能是偏左脉。例如，你被鬼附，诸如此类。通过霎哈嘉瑜伽，你要暸解是右脉还是左脉出问题。不管那一边出问题，我
们都有很简单的纠正方法。 医生︰钖吕‧玛塔吉，子宫肌瘤（fibroids in the uterus）该用什么疗法？ 钖吕‧玛塔吉︰孩子，子宫的
任何毛病大多数是左边出问题。身体内长出任何东西都是左边的问题。他们是这么做的：拿个容器，放些炭，不要太多，现在要
治疗这个毛病就容易办了，再放些ajwain，把容器放在…例如马桶里面，或是你有什么架之类的东西，坐在它上面，燃点炭。 医
生︰钖吕‧玛塔吉，我可以提问吗？姬斯汀娜的丈夫添是我们的歌手，当他唱高音时，头这里就会痛，要是他这样做，下面，他这
里就会痛。 钖吕‧玛塔吉︰孩子，他染上感冒，我要告诉你另一件事，有时候你会感到脑里有压力，是吗？我亲身体验过，你要打
喷嚏，一定要驱除寒气，感冒已经走上头部了。这个理论你们不懂。要是感冒上脑，你变得绝对…怎么称呼‘bhan bhan’？你会感
到整个头都阻塞了，感到有压力，听不到声音，想作呕，就是这样。你要驱除寒气才能治好感冒。我在印度传统药学(Ayurveda）
发现了一种叫‘Shinkhani’的药物。叫阿加把‘Shinkhani’拿来，一小瓶只需花费二至三卢比。如果你闻一闻它，那种味道令你打个大
喷嚏，就能驱除感冒。这种疗法在英国很常见。很多人不戴帽子，不遮盖自己，他们得了感冒，感冒就上头。你看，是在头里。
你的肺在室外还可以，一切都妥当，可是头就…在这里我普遍遇见。
医生︰母亲，这样做能否清洁后额轮？能否消除后额轮的沉重感？
钖吕‧玛塔吉︰后额轮也用蜡烛疗法，不戴帽子也会导致你的后额轮阻塞。 医生︰这样做就能洁净后额轮？ 钖吕‧玛塔吉︰你要明

白有两种感冒（colds）。一是肝脏导致，一是真的感冒。肝脏导致的感冒要用冰块来治疗。你或许想感冒为什么要用冰块来医治
，可是却有此必要。 钖吕‧玛塔吉︰哮喘(asthma)也是肝脏导致。假设丈夫既霸道肝脏又不好。因为他霸道，所以肝脏不好，哮喘
随之而生。这类人会患上很严重的哮喘。
医生︰钖吕‧玛塔吉，儿童的哮喘，也是从父亲而来？

医生︰从丈夫而来？

钖吕‧玛塔吉︰坏脾气。

钖吕‧玛塔吉︰同样病因。要治疗他们的肝脏。

医生︰儿童的肝脏？

钖吕‧玛塔吉︰对，给那些儿童吃糖。你知道治疗肝脏的疗法，用糖，能量水，诸如此类。他就会康复。很简单，很简单。
医生︰钖吕‧玛塔吉，你说过湿疹（eczema ）是肝脏导致的。腹膜（peritoneum）干燥是什么原因，有什么症状？ 钖吕‧玛塔吉︰
孩子，也是肝脏导致的。肝脏产生热力，虽然其他器官也会产生热力，但热力却是由过度活跃的器官而来，就是肝脏。
医生︰钖吕‧玛塔吉，有什么症状？
钖吕‧玛塔吉︰你只要把冰块放在那里。冰块放在这里，放在那里。如果能冲个冷水浴则更好。
医生︰钖吕‧玛塔吉，这个问题是关于真菌感染（fungal infections），尤其是女人较易染上。 钖吕‧玛塔吉︰要用ajwain疗法。拿
个小盆子放些炭，把炭燃点，再放些ajwain在炭上面，把盆子放在马桶（WC）里,，便有烟升起来，你便坐在马桶上。
医生︰放在马桶前面？

钖吕‧玛塔吉︰我是说放在马桶里或是在架子里。

医生︰钖吕‧玛塔吉，痔疮（haemorrhoids

or

piles）又要如何？ 钖吕‧玛塔吉︰痔疮？我不知道怎样做，我在印度用芦荟制成了治疗痔疮的药物。你会惊讶于痔疮怎样不药而愈
。马莱的妻子生孩子后患上很严重的痔疮，当时我在那里，她告诉我，他们都很担忧，因为她流很多血。当我再次回去，他们说
痔疮消失了。信念。信念就是解决办法。 钖吕‧玛塔吉︰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嘉伦，她患上一种怪病，小肠和其他器官长出各种东西
。这是一种怪病。她动过手术把这些长出来的东西割掉。当她来到卡贝拉，仍有这个老毛病，已经约好要见医生，这样那样的去
治疗。她在卡贝拉待了一段时间后，再到医生处做检查，那些长出来的东西都不见了，都消失了。信念，信念是很重要的。全是
上天的戏法。这些全是外在的，而上天的戏法却很伟大。在霎哈嘉瑜伽，如果上天的戏法上演，你也知道很多濒临死亡的人也能
起死回生。 这里的阿查也是死了，离开了，他们告诉我她完蛋了。我到那里去，你或许看不到，因为她的灵魂在周遭徘徊。如果
你能找到灵，带它回来，放回心脏里，那就妥当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能否办得到。一旦有信念，信念。有信念就能做到。
钖吕‧玛塔吉︰这个跳动(ticks)是什么？ 医生︰钖吕‧玛塔吉，我的儿子卡快十岁了，这几个月，他的眼睛这样子跳动，这就是ticks
。他有时会这样，有时会那样，有时用嘴巴。我们要怎样治疗他？

钖吕‧玛塔吉︰明善轮出问题。

医生︰明善轮，是否也用洋葱来治疗？

钖吕‧玛塔吉︰热洋葱。

医生︰钖吕‧玛塔吉，这是有关怀孕妇女的问题，她们应否出席公众活动？
医生︰钖吕‧玛塔吉，如果医生怀孕了，她应否仍到医院上班？

钖吕‧玛塔吉︰当然可以。她们不需为别人洁净。

钖吕‧玛塔吉︰可以的，没问题，她们不应更改日程。如果她们有

静坐，就没事。每一天，晚上和早上出门前静坐五分钟，就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生出一个有自觉的灵。怀孕时不
要用樟脑。樟脑或是ajwain都不要用。这些全都制造热力。孕妇不要吃令她发热的食物，譬如木瓜。它会制造热力。就连水果都
有各自的属性。

医生︰钖吕‧玛塔吉，怀孕时可否用冰垫？

钖吕‧玛塔吉︰可以，用一点就好。如果她思绪太多，最好把冰垫放在这里（指向自我）.
医生︰钖吕‧玛塔吉，我们选择在家还是在医院生产好？

钖吕‧玛塔吉︰要看情况，如果有好的医院，就在医院生产。如果家里有

具备这方面知识的人，你也可以在家生产。医院应该比较好。我是说如果医院的护士很苛刻粗鲁，或不清洁，这样会导致伤害，
那么就最好留在家里，但家里必须有具备生产知识的人。如果是霎哈嘉瑜伽士要生产，而另一个霎哈嘉瑜伽士的医生能到家里帮
忙，安排一切，那就比较好，因为没有好的医院。如果有好的医院，我是说英国有好医院，那就没问题。

工作环境？

医生︰钖吕‧玛塔吉，怀孕期间… 钖吕‧玛塔吉︰你可以请假吗？ 医生︰可以。 钖吕‧玛塔吉︰能放假最好放假。这是好的做法，你
也一定要散步。散步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之前一直活跃，突然间因为怀孕你就不活跃了。所以你应该散步。散步是好的。
医生︰钖吕‧玛塔吉，这是沙医生所问的，关于MS这一类的疾病。 钖吕‧玛塔吉︰什么是M.S.？ 医生︰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染上M.S.，神经线周围的脂肪有缺陷。
钖吕‧玛塔吉︰多发性硬化症，肌肉方面？

钖吕‧玛塔吉︰那么什么会发生？

医生︰会瘫痪，视力也会出问题。

医生︰钖吕‧玛塔吉，这个病影响神经线，破坏神经线周围的脂肪。

钖吕‧玛塔吉︰我治好过，我知道我治好过M.S.，双手和双脚变成这样。他们会绊倒。 医生︰对，钖吕‧玛塔吉，他们变得虚弱。
钖吕‧玛塔吉︰有一事我很惊讶，如果夫妇中其中一人被鬼附，妻子被鬼附，丈夫会得病；丈夫被鬼附，妻子会得病。据我的观察
，是根轮有亡灵（badha）。 医生︰钖吕‧玛塔吉，左边还是右边？ 钖吕‧玛塔吉︰孩子，是左边。你知道，如果丈夫被鬼附，他
不正常，就偏向左边，妻子就会得病，不是丈夫得病。这是很常见。每当我问他的妻子怎么了…或你的丈夫怎么了…毫无疑问，
这个病针对根轮下手。疗法是先治好被鬼附的丈夫，不管谁被鬼附，都要医治他们。你可以用辣椒。
很多疾病都是源自被鬼附，许多连医生也不知道的疾病。你会患上许多疾病。被鬼附也是种病。 有时候他们这里肿起来，皮肤肿
起来，那就是被鬼附，这是征兆之一。在额轮周围会肿起来，症状之一。你能分辨出被鬼附极端的例子。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我的
相片前开始发抖、叫喊、尖叫，诸如此类。那就是被鬼附。 被鬼附的人是呆滞的，不然就是好勇斗狠。他做任何工作或做任何事
都是呆滞迟钝，但也能富侵略性。性爱方面他们大多是过度进取…多数是这样，他们也会摇摆不定。他们喜欢很多女人，诸如此
类。这个课题我可以讲很多。他们的眼睛游移不定。即使一点点被鬼附也会这样。很喜欢女人，制造问题。 是根轮，根轮出问题
。你会惊奇于根轮是这么了不起，它支持你的神经系统，也支持你的肌肉系统。病人已经治好了。霎哈嘉瑜伽治好多发性硬化症
。所以你要敬拜格涅沙，也可以用ajwain的烟，就像治疗感冒一样，你也可以拿来治疗多发性硬化。 这些日子人类有这样的行径

是很常见的。你看到犹疑不定，因为整个氛围都是那样。他们时刻都在谈论它。那就是为什么把它叫做多发性硬化症。麻烦在于
被鬼附的人不会得病，不管是谁与被鬼附的人结婚，他或她就会得病。 是根轮。艾滋病是根轮出毛病。无数疾病源自根轮。所以
根轮一定要保持很安全，对它要很尊重。婚姻是圣洁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但你也知道连女人也会患上很多疾病，要是她们
与其他女人一起，她们也会受感染。所有我们知道的疾病，全都是由坏女人带来的。根轮引致的疾病，全都是由坏女人带来。整
个文化是这么差，使得我们陷入麻烦之中。 譬如，男人总想要个年轻女人，抛弃第一个女人，再抛弃第二个女人，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根轮是我们存有的最重要轮穴。我们各方面都是由它来支持。就根轮而言，我感到很抱歉女人要受苦。骨质疏松症
（Osteoporosis）是由男人带给女人的，再由女人带给男人，如果他们光顾妓院。 钖吕‧玛塔吉︰游移不定的眼睛会使你的额轮阻
塞。人们受那种眼睛所催眠。他们以为这是种力量。这是很危险的，社会上一直有人这样做，尤其是在优雅、受过教育的社会里
。他们喜欢在聚会上互相挑逗。这样做对眼睛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些所谓的病毒，它们只是鬼魂亡灵，它们能通过各种途径
进入你的身体。整个注意力不是放在自尊自重上，取而代之，是放在其他事情上，变得厚颜无耻。我见过我的曾孙还这么小的时
候，要为他换尿布，他会说，给我盖上毛巾，这么有羞耻心。有些女孩在比赛游泳，他会说，把毛巾盖在他们身上。

‘Lajja

rupene samsthita’，是这个口诀，‘Ya devi sarva bhuteshu lajja rupene samsthita’。没有羞耻心不是好事，有些人有羞耻心却隐
隐藏藏，他们患上这些疾病，连妻子也因此受苦。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过正常健康的生活。尽量避免去医院，看
医生，因为有些事他们是不了解的。他们对一切都走向极端。我自己也曾因此而受苦。 有个医生常为我量度血压，当然是Sir C.P
.带他来，每一天他都会来这里。现在我的轮穴都有麻烦，我是说它们有运作但我的双手却…这些日子里，医院也像黑手党，只向
钱看。他们接收病人，检查心脏，检查每个器官，只为能向你收费。 我有这些毛病全因C.P.把我带到一间黑手党医院，他们给我
打针，为我注射这些荒谬的药物，我不知道这些注射剂是什么。二十针打在肚子，十针…十针打在这里，五针打在双手。我问他
们为我注射了什么，他们说你不用知道…我反对，我要知道。 我的肌肉因此肿起来，神经线在显示…透过能量感到一点热，现在
肌肉有点无力，患上‘gathiya’，像结的东西。医生不应该做得过分。他们应该确保不要做得过分，但有时候他们却过分小心。
像我的丈夫心脏有毛病，心律不整（missing

beat），窦房结(double

bundle）也出毛病，我就向C.P.说，你最好做一个小手术，像血管分流手术(by pass)之类的小手术，暂时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心脏
的毛病。他没有询问医生，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毛病，却要为他全身麻醉（general anaesthesia）。这样子的心脏，也要全身
麻醉。我就叫C.P.告诉他们，如果要全身麻醉，你们一定要这样那样做。他们照办，我一定得说他们照做了。不然他的心脏就会
恶化，因为他是个坏脾气的家伙，脾气很差。我是说，即使他为小事发完脾气后，会感到很不好意思，脾气也会照发，这是面子
问题。譬如说，他来到讲座，若安排给他的位子不是第一排，他就会发脾气。他常常发脾气是因为他的工作，他在每一处都是大
人物，所以一切他都要最高最好。他有这个意识才令他发太多脾气，因此患上心脏病，我则是多得医生才染上这些无聊荒唐的病
。他们想藉此赚钱。五十万卢比（五lakh rupees）是多少英镑？

医生︰钖吕‧玛塔吉，一万英镑。 钖吕‧玛塔吉︰比一万英镑还

要多。他们向他收取一万英镑，多过一万英镑，五十万卢比。我问他要付多少钱，他用印地语告诉我，五天收五十万卢比。他们
是何等愚笨。他们说我有高血压，要我服用胆碱（choline）。我说，如果我有高血压，为什么要服用胆碱。感谢天，医生梦到我
，就来告诉C.P.说他们全都疯了，不然他绝对不会让我出院。多亏我的丈夫，他对医生如此信任。
医生︰钖吕‧玛塔，过分信任，确实如此。

钖吕‧玛塔吉︰现在最好不要…你必须告诉他们，要控制脾气。要是你要发脾气，拿个

枕头，重重打它，或做一点其他事。我认为若要控制脾气，最好平衡右脉。也要有耐性。肝脏是个可怕的家伙，那就是为什么把
它叫做“liver”，因为你要与肝脏(liver)一起生活（live）。 钖吕‧玛塔吉︰问完了吗？ 医生︰问完。 钖吕‧玛塔吉︰还有很多问题。
医生︰对，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钖吕‧玛塔吉︰看看‘ eka hi akshar prem ka, pade to pandit hoye’, 一个爱的字，
能读懂的人会成为学者。我的曾孙是很感性的人。任何人来找他，他都会给他们一点吃的，送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物品。他整天都
在想怎样和他人建立友谊。就是这样。你的爱就会滋长。对人友善是很件好事，可是人类就是人类。借着静坐，你爱的力量会滋
长，慈悲也会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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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格涅沙。你们都很淸楚，格涅沙是纯真及圣洁的象征，所以我们要向祂的纯真敬拜。当你向格涅沙敬拜
，你必须知道，祂就是纯真的化身。我不知你们明不明白纯真的意义。纯真是一种内在的质量，不是可强逼得来、也不是可训练
得来。它是一种品质，一种在人类中的品质。当人成为格涅沙的门徒，他就变成纯真的人。
或许你会说，狡猾，有野心的人会攻击纯真的人。但纯真是这样伟大，不能摧毁它。它是灵的品质。纯真是灵的品质，当你内里
的灵被唤醒，你便拥有纯真的力量。它令你克服所有负面的、错误的，损害你灵性升进及洞悉力的事物，这些事物都不能与纯真
并存。要变得纯真，你就要在内里得到纯真，这是在得到自觉后，在练习霎哈嘉瑜伽后便会发生。你能够对抗所有错误，所有在
你内里负面感觉的力量。你完全得到格涅沙的母亲的支持及保护。在现今世代，告诉别人有关纯真是非常困难的，但你看看耶稣
基督的一生，祂就是纯真，他并不理会何种人在祂身边，祂认为他们全都是纯真的人，所以祂并不以狡猾的人的态度与他们说话
。狡猾的人知道别人是如何狡猾，他能说些狡猾的人都不明白的说话。无论耶稣基督说些什么，都带有纯真的能量，令任何人都
能与祂保持正常的关系。因为那时并非合适的时机令他们变成有自觉的灵，所以格涅沙的纯真并非被打败，而是创造了一个纯真
及美丽的气氛，你可以从耶稣基督的一生中看到。
我非常高兴你们都关心婚姻。为什么需要有婚姻？经过这么多日子，很多人都在没有婚姻下生活。婚姻代表婚姻的圣洁，在肉身
上、精神上、情绪上圣洁的融合。若你没有这圣洁而与别人住在一起，那就不是完美的婚姻，在这婚姻下出生的孩子将不会妥当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圣洁的婚姻。正如你所知，耶稣基督出席了一个婚礼，祂为什么对婚礼那样重视？因为婚礼是令两个人的
关系变得圣洁。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必须圣洁，否则他们的孩子会变成任何东西，可以是强盗，可以是骗子，可以是说谎的人，也
可以是非常残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到场出席，令这婚姻圣洁。
这是絶对错误及无知的说祂制造了酒精，祂祇是将水变成了葡萄汁的味道。酒精在希伯来语叫作葡萄汁，我的意思并不止是在称
呼上，酒可解作酒精也可解作葡萄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能立即制造酒精，制造酒精需要时间，需要腐烂再腐烂，然后才
能变成酒精。若耶稣基督以这种霎哈嘉的方式，即自然而然随即变成，又怎会制成酒精，令人醉倒的酒精呢？很多人，特别是基
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将酒变得圣洁，这是絶对错误的，祂从来都没有令酒精变得神圣，祂只是改变葡萄汁的味道。
某天我遇见一个人，他说：「母亲，请给我自觉。」我说：「好吧，给我一点水。」他们带了一点水来，我将我的手指放进水里
，跟着他品尝那水后说﹕「母亲，它味道像酒。」我说：「这正是，这跟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酒精并没有圣洁。你怎能期望耶
稣基督会做这种令你的知觉完全消失的事情？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都不是正常的人，他们的脑袋都出了问题。当他们喝酒，他们
都制造了问题。当他们与别人说话，你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正常的。他们想有权势，但有时他们也可以很被动。他们大多数都很有
野心，他们的言行不像人类。你们要知道这些酒，被发酵了很多天，是非常糟的，与灵性生命背道而驰。那些接受酒精是非常神
性的国家就像狗一样，违反格涅沙，也违反纯真。那些人可以变得很狡猾、很泼辣、很喜欢支配人，各式各样的坏事情都会通过
他们而发生。你不能信任会喝醉的人。他可以摧毁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以及任何人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巳经被摧毁。
所以你必须知道，纯真不会令你因拥有某些像这样的东西，而丧失你的知觉，人类的知觉非常重要，必须得到尊重。任何破坏你
的知觉，破坏你的健康，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你必须保持健康。你怎能令自己健康？就是避开所有可损害
你的健康的东西。所以婚姻生活是圣洁的生活，受祝福的生活。我们有牧师来作出这样祝福。但我可以说，在霎哈嘉瑜伽中，他
们全都被我所祝福，所以你们要明白你们得到了很大的福份。很多人来告诉我：母亲，我们想离婚，我们本想有好的婚姻。他们
告诉我各种故事。一段婚姻在经过霎哈嘉瑜伽的礼仪后，是圣洁的婚姻，不可能是恶劣的婚姻。但若你是坏的，没有人能帮助你
。若你对婚姻有可笑的想法，你必须纠正。若你想在霎哈嘉瑜伽中结婚，请你尊重婚姻的圣洁。
我知道有些时候女士可以很坏，男士也可以很坏，这都是问题。不过有智慧的人会尝试忍受这些，因为他或她想尊重婚姻的圣洁
。矛盾之处是耶稣基督和格涅沙都并非在婚姻内出生。祂们本身就是圣洁，祂们不需要外在的圣洁，祂们都是纯真的。纯真的人
不须要任何形式的仪式及礼仪，祂们是在絶对纯真下出生。这不是说你们要以祂们的例子作为自己的例子。祂们是神圣的人，所

以祂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出生，而我们需要圣洁及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降世神祇与凡人的分别。批评降世神祇非常容易，非常
简单。所有降世神祇都曾被人批抨，因为人们不能明白祂们。你要尝试变得纯真，你便会明白你的生命为什么在不同的轨道上、
在不同的方式上。现在，若你说：我们可以发展纯真，母亲，不可以吗？怎样才可以变得纯真？在霎哈嘉瑜伽里有正确的方法教
导你们怎样变得纯真，就是通过无思虑的入静。若你在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什么会发生？你对事物不会作出反应，不会牵涉在任
何错误的事情内。你不会牵涉入任何讨论、争辩，你只是静观，那时你内在的纯真便会漂亮地展现，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无论你身处任何环境，当你在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你不会作出反应，这就是纯真的征兆。不作出反应的人，能保持年青，
他们不会显示他们的年龄，他们保持年青。因为作出反应并非好东西，它令你卷入别人的事情。若你不作出反应，你只是静观，
只是旁观者，这样你不会牵涉入任何事情，你会远离它，这样你的纯真才可以生长，你可以变得很有信心。我曾读过一个有关一
个中国国王的故事，他问一位圣人，他请这位圣人帮忙，国王想他的儿子成长成可以面对任何问题的人。无论别人怎样对他，他
都能够面对。圣人说，你把你的儿子留下。当争辩开始，当打斗开始，他的儿子只在无思虑的入静状态中观看着所有事情发生。
所有在竞技场的人都后退，他们都离开了，他们都不能面对这非常年青的男孩的纯真。国王很惊讶他的儿子怎能面对所有人，所
有人的争辩，所有人的野心以及所有人对他儿子所说的可怕批评。其实若任何人对你说了些什么，你只需要表现纯真就可以。
到那时，你那纯真的力量会令一些想控制你，找你麻烦的人知道自己是很错的，他们会发觉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那个他们尝试
控制的人，并没有受任何影响。因此他们会感到很虚弱，他们没有能力去控制人。所以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可以进入无思虑的
入静状态，尝试减少你的反应，对任何事物的反应。人们对自己都有些有趣的想法，所以他们对事物作出反应。例如，某人向我
展示这些地毡，我开始去欣赏，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告诉我，这些地毡是霎哈嘉瑜伽士用双手织做的，非常漂亮。
我真的非常高兴，知道这是他们造的。若我是一般人，我会说：「啊，我的主，这颜色，这东西。」就像这样。无论他们做了些
什么，我也可以去享受。有一件事情也可令享受消失。对孩子来说，享受是完整的，无论他看到什么，他都能享受，能在当中找
到乐趣。看看那些孩子，我看过小孩，他们找到什么也可以制造成玩具。有天我们到热那亚(Genova，意大利城市)，我看见一个
很大的路障，有些孩子来了，他们爬上上面把它当马骑，非常享受。你看他们可以从任何东西、任何地方找到乐趣。对他们来说
，生命是一场充满喜乐的戏剧，只有喜乐，他们令你也享受每事每物。若你心情不佳，当他们来到你面前，会令你变成简单、自
然的人。所以若你遇见简单，自然的人，你可以说：「他们像孩子一样。」他们不明白狡猾，不明白人们的愚蠢，他们活在自己
纯真的世界里。同样，所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都要发展这种质量。让别人见到你，看见你是多么纯真，是多么可爱。没有争论、
没有争吵、没有打斗，只有内在无思虑入静状态下的满足。很多人对我说，他们不能没有思虑。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没有思虑
？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作出反应。你们要渐渐地停止作出反应，但要内省，看清自己。若你时常都作出反应，告诉你的思维要管
束自己的言行。若有任何反应，只要不说话，保持安静，渐渐你会很惊奇自己变得无思无虑。你变得这样美丽，每个人见到你都
知道你已作出某些改变，你不像一般人。人类一般反应是若有人在大街上争吵，每个人都会加入争吵，他们喜欢打斗，他们想参
与这争吵或打斗，不想置身事外。若那时你有纯真，纯真便会发生作用。
我告诉你纯真是灵，灵就是纯真，不能摧毁它。事实上不能摧毁纯真，它可以通过霎哈嘉瑜伽重新建立起来。你可能是很有野心
，很不快乐的人，你可能是时常骚扰别人的人。但当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的性格变得很可爱、很漂亮，不单你自己享受，别人
也很享受与你共处。这纯真是絶对充满智慧，它不是抱有任何目的，而是毫无目的。它是絶对毫无目的，因为对任何事物都没有
目的，所以它可以到达喜乐的高度。它看到我们尽力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什么目的，它只是享受，为什么人们营营役役？为什么
他们要你争我夺？只要站起来看看，为什么他们不像纯真的人？
某些人会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纯真是一种内在的质量，你不应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
纯真的人。
你要内省，看看自己为别人做了些什么？你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我曾经告诉你有关情绪智商，情绪智商是纯真的表现，也是
作为孩童的格涅沙的表现，祂因拥有这恩赐而常常取悦别人。孩子知道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他们会给予所有你想要的喜悦
，为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只为取悦你们。他们不会想及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会说：「我要这些，你帮我做这些。」从来都不会这
样。他们只想看你有什么需要，你想要什么，他们会尽力提供你的所需。孩子对待别人，对待老人的态度非常有趣，性格如像很
成熟一样，很了解别人。所以在纯真中，你变得极之成熟，非常成熟。在这成熟中，你知道这人需要什么，那人不需要什么。他
们怎样建立这份成熟是非常有趣的。孩子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对我来说，玫瑰很漂亮，但孩子却是非常有趣的东西，他们教
懂你很多东西，你会对他们的纯真很惊讶。很多有关孩子的玩笑，例如，他们怎样待人接物，怎样说话。他们非常纯真，所以他
们会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他们不会隐瞒任何事情。我知道一个笑话，有一个男士来到一所房子吃饭，那里的一个孩子以很专注
地看着他，跟着他说：「母亲，他不像你所说的吃得像一匹马。」所有人都很惊奇，「他吃得不像一匹马。」那母亲一定曾对孩
子说他吃得像马一样。所以看看他，他吃得不像马。孩子是那么纯真，有时他们会说一些话而令事情完全揭露出来。孩子有很多

笑话，若你想写一些书，一些关于孩子笑话的书，我告诉你人们会很享受。因为纯真，孩子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他们不懂说谎，
他们非常诚实。这就是纯真的特质，他们从不说谎，「你可否一样做到呢？」「可以，我可以。」「你不会这样做？」「不会，
我不会这样做。」他们从不说谎。只是那些成年人教他们怎样说谎，怎样骗人。只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必须拥有所有的东西这
坏观念，特别在西方，他们就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孩子。他们告诉孩子：「这是你的，你不应该把它给予别人，这是你的。」相反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就让他们的纯真来为他们决定该做什么。你很惊奇他们会把他们拥有的一切
捐赠予别人。以很漂亮的方式，他们的言行会令你很惊奇，他们怎样取悦每一个人，怎样尝试做些事情娱乐别人。他们这方面的
能耐是很大的，有时会令人惊叹这些小伙子怎能发展出这样的能耐。
这是格涅沙的祝福。祂的祝福令孩子那样可爱、那样懂得娱乐人，那样漂亮。试试像他们一样，你必须像他们。你可能看很多书
，可能拥有很多学位，可能有某些很伟大的质量，但你不像小孩。你必须像小孩，否则不会有人喜欢与你一起。我们称他们为闷
蛋，我想烦闷只会跟随完全没有纯真的人。他们只会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些，若你想成功，你便要这样做。所有这些对孩子都没
有用。你应该明白他们所说的都是无聊的事情。
孩子不会理会你的建议，要他们变得顽劣，变得可怕。若你是纯真的，你也不会接受这些建议。你可以聆听任何东西，让他们告
诉你他们所想的，没有任何关系，你不会照做。因为若你是纯真的，纯真会指引你，会给予你恰当的指导，什么可以做，什么不
可以做。现在尝试内省，看清自己，你是否纯真的人？人们认为别人想控制你、伤害你、鄙视你，其实没有人能鄙视纯真。
纯真是一种特质，不单可以在谬误中生存，还可超越年龄、健康、思维、思想。若你的情绪极之纯真，你会享受自己。现在社会
都没有羞耻之心，我见过的人都没有羞耻之心。男人想吸引女人，女人想吸引男人。孩子永远不会这样，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吸引
男人或吸引女人或吸引任何人。他们会取悦一只狗，或一匹马，但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想吸引某人。原因是他们有完备的自尊，他
们完全明白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无聊的去追逐女士或追逐男士而自找麻烦？
他们的自尊很完全。纯真也像这样，令你有完整的自尊，你不会向任何人卑躬屈膝，也不会要别人向你卑躬屈膝，这就是纯真的
可爱之处。它在你内里运作得很畅顺，这就是为何我时常说要敬拜格涅沙。我知道有一个身处高位的人，但我很惊讶为什么他突
然全身瘫痪，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呢？他是个好人，他怎么会瘫痪？之后我发觉他对女人有很坏的癖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身
体出现问题。所以我想还是敬拜格涅沙比较好。敬拜格涅沙改善你的根轮，改善你的羞耻感，改善你的尊严，改善你的自尊。你
的衣着要显示你尊重身体，你说话的态度要显示你尊重舌头和你的语言。若你在霎哈嘉瑜伽中，你不能有令人烦厌的嘴巴，不可
以滥用你的脑袋而说些可怕的说话。我曾经在美国见过人们以很滑稽的态度说话，你会感到很震惊。没有必要用这些下流的言语
来表达自己，这样会弄坏你的舌头。因为纯真是从你的舌头而来，若你的舌头失去纯真，无论你说些什么都不会实现，永不能实
现。
但若你是纯真，你的舌头也是纯真，那么你说的任何事情也会成真，所以你必须在各方面都尊重你的纯真，例如若你要向任何人
或任何事情发怒，最好的方法是保持安静，你必须尊重你的舌头，尊重你的眼睛。有些人有看女士的坏习惯，或有些女士也有看
男士的坏习惯，他们都不尊重他们的眼睛，他们都会发展出各种眼睛的毛病。还不止此，他们的头脑也一样，这些行为会破坏你
的思维，令你变得完全没有判断力，不能享受任何事情。这类人不能享受任何事情。若你尊重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
我告诉你，你会惊叹每事每物都令人很享受。在这世界有很多事物是可以享受的，但人们不能享受任何好的事物。这里有鸟儿吱
吱地叫，他们聴不到。这里有树木在生长，他们看不见。这里有花朵发出芬芳，他们嗅不到。因为他们的自尊很低，他们都是低
层次的人。我可以说，他们并不享受四周的事物，那些事物都是喜乐的来源。看看孩子，他们怎样成为喜乐的泉源，任何孩子走
上台上奔跑，我们都很享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享受小孩的奔跑？我们不会说他已经发狂或喝醉，我们都享受小孩，为什么？
这就是小孩可爱之处，他们令我们快乐，因为那纯真，他的力量是纯真。拥有这力量，他看来是那么可爱，那么漂亮，给予我们
内里真正的喜悦。
故此，第二样东西是纯真能给予喜乐。任何纯真地说的话、纯真地做的事，都能给予人非常大的喜乐，很容易看透纯真的人，他
们也很漂亮，你会享受他那通透及圣洁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敬拜格涅沙拜。格涅沙是第一位太初之母创造的神祇。因为
当太初之母在创造时，祂要确保纯真的力量存在，否则人们会走错路，做出各种错误的事情，所以祂首先创造了格涅沙。祂的纯
真可以称为生命能量，非常强大且能控制所有事物。当然也有人完全放弃自己的纯真，而只想及他们自己，忘记他们吧。一般人
都会被纯真所引导，无论你是否知道它存在，它仍是那么美好，令人们升进至尊贵、伟大的境地，这就是霎哈嘉瑜伽士内里必须
发展出的质量。霎哈嘉瑜伽士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遇见任何人，做任何社会工作，别人必定能感到你内里的喜乐。因为这
喜乐，所以太初之母创造了格涅沙。这份内里的喜乐，纯真的喜乐，不会伤害任何人。它不会期望什么、亦不会要求什么，它只
向四周发放喜乐，这就是你需要有的性格。穿着漂亮的衣服并没有错，吃好的食物并没有错，与别人谈话并没有错，但在进行这

些事情时，你必须尊重纯真，也必须表现纯真。有这份纯真，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世界所有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格
涅沙这样重要。
若你对格涅沙没有正确的理解，或你的格涅沙处于危险的状态，我不知道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些日子有很多可怕的疾病到
来，全因他们并不神圣，他们的关系并不圣洁。每段关系都必须用你的纯真令它圣洁。就像你有姊妹、母亲、父亲、兄弟一样，
你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很漂亮及圣洁，全因你和他们都有纯真的关系。
你出于纯真而爱你的父亲、爱你的女儿、爱你的母亲，为什么你爱他们？是为了占有别人，那便是狡猾？爱只是为爱而爱。若你
纯真，这是有可能的。我很高兴，明天你们将会结婚，那些准备结婚的人应该明白这是圣洁的婚姻。这是非常重要，不像其他婚
姻，这婚姻是在我面前进行，所以你们要小心。若你不想结婚，没问题，现在可以结束。你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人，但若你之后不
老实，对你或对我都将会非常为难，我或会放弃配婚。我不喜欢在结婚的第一天便说离缗，但若真的有问题，霎哈嘉瑜伽是容许
离缗的。我们并非天主教，他们不准离婚，这令男女都有各种不正常的关系。在这里是没有的。不要做出各种无意义的事情，你
是可以离婚的，但一定要在很纯真的情况下进行。若你要离婚是因为你的纯真受到挑战，我同意你可以离婚，你也应该为保存你
的纯真而离婚。在现今世代，保护你的纯真非常重要，格涅沙已经唤醒你及其他人内里的纯真。纯真可以拯救世界，只有纯真才
能做到，而你要做的就是拯救全世界。
无论你知道什么，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写什么，请你注意不要伤害你内里的纯真。你们不需要过不道德的生活，你只需要有纯
真。纯真能给予你道德的力量。对道德的理解，你不须阅读书籍，你不需请教任何导师，纯真自会指引你，告诉你这就是它的本
相，自然而然。这就是你应该有的。你们全都得到自觉，对你们来说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我时常想你向你内在的格涅沙敬拜。格
涅沙是你的纯真，祂是灵。当你想了解你的灵，祂就是格涅沙，你与格涅沙已经合而为一。
祂在你内里，通过格涅沙的力量，这是絶对可能，你们全部都可以得到完全的唤醒。我很高兴你们都接受婚姻，并且决定结缗。
但若你现在说不，也可以立即结束，但不要玩弄任何把戏，不要做些不正当的事情，因为这对你的婚姻一点帮助也没有。在第一
天，要尝试明白你需要对你的伴侣非常仁慈、非常尊重，非常关心，非常爱謢，这都是非常重要。人们都不明白而视这为理所当
然的。我曾听过，因为这是霎哈嘉的婚姻，所以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不是这样，永远都不要当是应分的。若你想有真正的喜乐，
你内里需要有纯真的爱并享受你的生活。
愿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

我没有向女孩说任何话，我想男士有更大的责任令他们的婚姻成功，男士要明白婚姻在他们的人生占很重要的位置。在适当的时
候，应该尊重婚姻。若你一开始已经很关心你的妻子，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一开始便要小心，不要有误会。她来自另一个国
家，她有她的成长过程，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尝试去明白她、尊重她，认真对待她，这不是开玩笑。特别在霎哈嘉瑜伽，你应该
明白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因你俩的婚姻已经被圣化，你们有责任令霎哈嘉瑜伽成功。霎哈嘉瑜伽是很伟大的，因为它能把这世界
转化成非常美好的地方，你就是要负起这个责任。身为男士，你要明白作为家庭主脑的责任。昨天我告诉你们我不相信离缗，我
期望你可以成为好丈夫，给予你的妻子所有的爱、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关心。在霎哈嘉瑜伽，男女是絶对平等，他们可能并不相
同，但絶对平等，也互补不足。你不应只认为你的生命才最重要，而你的妻子的生命则微不足道。我见过大部分在霎哈嘉瑜伽的
婚姻都是成功的，他们有很可爱的孩子。婚姻只有在自我出现时才会失败，这问题在男士身上出现比女士多，它可以摧毁你，你
的妻子及你的孩子。女士是通情达理的，但她们的容忍量只可到某一限度，所以你要看看你该有多大智慧去成就一个美好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良好的家庭才会有良好的孩子及普及的霎哈嘉瑜伽。所以请你不要期望自己得到什么，要知道你的
妻子有期望，她想要什么，她有什么愿望，她需要什么。你都要好好照顾，这是你的责任。你不是为结婚而结婚，你是有责任的
。在霎哈嘉瑜伽的婚姻，最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成功的，霎哈嘉瑜伽士的孩子都很可爱，他们都很通情达理。若有任何问题，你
必须告诉我。
霎哈嘉瑜伽是一个巨大全球性家庭，所以你对整个霎哈嘉瑜伽组织都负有责任。她来自另一个家庭、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环境，
所以要让她明白及让她适应，不要找她的错处，要令她感到舒服、开心，这样她就可以在霎哈嘉瑜伽中好好成长。你的孩子必须
絶对尊重母亲，因为若你尊重母亲，你的孩子也尊重母亲。我可以保证，若你对婚姻精明，你将会有很美好的时光。在霎哈嘉瑜
伽里，没有人会强迫你。现在你已决定在霎哈嘉瑜伽中结婚，婚礼已经进行。我没有与女士说什么，因为她们都很明智，非常渴
望将来。所以我想男士比女士更需要明白婚姻的责任。女士天生就明白成功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发觉男士却视之为理所当

然，不是这样的。她出于爱及情感而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必须懂得欣赏，这就是你向她表达你的爱的唯一途径。
你知道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容许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这是絶不容许。我希望你们与女霎哈嘉瑜伽士结婚时，都是明智及知道你
们的责任。你并不是与普通的女士结婚，而是与女霎哈嘉瑜伽士结婚，你要对她絶对的尊重，这样你便可以荣耀霎哈嘉瑜伽。
愿神祝福你们。

2000-1008,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View online.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2000年10月8日

今天我们来向称为安巴(Amba)的女神作崇拜，祂有很多其他的名号。我们可以说，祂是最后的，就是那「剩余的力量」。当女神
完成了一切事情，祂化为灵量，并处于你们的三角骨里，这就是根轮的位置。实际上女神较多表现在左脉处，因为祂在那时纯粹
是安巴。
左脉对所有人类非常重要。如果你们没有左脉，最先是你们不能平衡自己。女神给霎哈嘉瑜伽士真正的品格。如果你的左脉虚弱
，那么你应该向祂崇拜，并向祂恳求加强你的左脉。女神是安慰者，强化你的左脉。祂给你什么呢？首先，祂给你休息。就是让
你睡眠。如果你过于想及将来，过分未来取向，便会产生一些问题。最好不过的是你能够睡眠，这是极大的安慰。你能够睡眠，
并得到休息，这是极大的安慰。没有祂，你不能安睡。假若女神不在，你无法睡眠。因此左脉带给人体非常重要的睡眠功能。正
因为女神带给我们休息，所以我们要向祂崇拜。
女神就是给你和平，也就是给你幻相的那一位。这幻相被称为Bhranti。祂给你所有的艺术天分，祂也保护你。但在这部份祂也会
给你制造幻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祂会制造幻相给反对神及尝试离开真相的人。祂会将你和那些人分开。你知道自己活在实
相中，那些人却正在制造麻烦，尝试破坏女神工作。女神就是那位制造幻相者。祂以灵量的方式存在。我们可以说祂的一部分就
是灵量，祂的另一部分则处于左脉。
女神存在于那七个层次。当你开始享受祂的第一层时，你会具有所有关于曾经描述的女神的质素。祂就是和平，祂就是给你爱，
并给你创造一切美丽的事物的那位神祇。祂就是母亲。祂对你的期望就是享受祂的护荫，享受祂的爱，经常在祂完全的护荫之下
。这是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二层是：祂就是灵量。所以祂在这七个层次里面工作。祂在这七层当中移动，我们可以说
是水平地移动。祂也会向上移动贯通这七层。在这七层及两脉当中，祂为我们成就了巨大的工作。祂怎样通过这七层去保护我们
呢？是这样的，例如当你开始走向左脉，那里有七位神祇尝试将你抛回正常的状态。那里有Shankini，Dhankini······这些是神祇的
名号。就是这样，你尝试返回正常的状态。例如有很多「身心症」在我们当中发生，好像癌症和很多其他的疾病。「身心」(psyc
hosomatic)的意思是指肉体和情绪两方面。这些身心的问题都是由左脉而来的。有时你会太过偏向右脉，但突然间你会被抛到左
脉。就像钟摆一样移动，摆多远各有不同。在左脉的七个力量会保护你免患这些疾病，也会减低这些疾病的程度。
祂就是带给你和平，祂照顾你，保护你，而且祂同时将你从身心症中解救出来。祂是非常有力量的实体。如果祂不到位，我不知
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内心崇拜祂。我们应该尊敬祂，了解祂。祂是你们的母亲。作为灵量，祂是你们特别
的母亲。祂就是Amba，带给你们第二个生命。作为左脉的女神，祂对你们灵性的升进给予极大的支持。祂对你们的升进有极大的
支持。如果没有祂，你们不可能平衡自己。
有时人会走得太过，当人们过分偏向右脉，他们会患上一些很奇怪的疾病。他们会患心脏病，更会中风瘫痪。也可能右脉会完全
瘫痪，令他们不能走动，动弹不得。这是由于过多右脉活动所引致。女神便会使你感到难受，祂会向你提示，使你放弃右倾取向
，让你可以倾向多些左脉。你的右脉给左脉医治好，但这不表示是件很好的事。例如原先非常傲慢及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人可
能会变得绝对地服从，其他人可能认为他已给治愈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虽然他变得服从，他仍是不正常；他只是在左边。他仍
然十分有问题，因为他是在左边。
左脉的问题会引起很多疾病，像精神分裂就是发生在这类人的上层。在左边，同样的七个能量中心会使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其
中一个问题是会使那个人变得精神分裂。这是可以医治的。如果你能将那个人移回中央，这个疾病是可以医治的。当灵量给唤醒
，你就可以做到。即使所有来自右脉的问题都消失了，有些人却仍会变得疯癫、精神错乱。移向左脉的人没有肝脏的问题，他可
能会有胀大了的肝脏，但他没有过度活跃肝脏。他也没有其他的病征如哮喘、心脏病等······他们不可能患上心脏病。他们会令其他
人患心脏病，但他们自己不会患上心脏病。

当你的注意力突然转移到左脉，这七位神祇或女神们会无时无刻保卫着你。你是受看顾的。但如果你继续做某些事情，例如你仍
找假导师。这些假导师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把你移到左脉，会给你一个名号或数个名字，有可能是仆人的名字或任何被他们逮住
，替他们工作，受他们差使的亡魂。他们是密派术士(Tantrika)。他们拥有亡灵，并用亡灵去引诱你。若你用种种方式倾向左脉，
会令自己过分忧虑、感觉内疚、哭泣等等，，你的右脉问题因此消失了。正因为这样做令你的右脉问题消失，你才会继续这样做
，你走过了头。右脉的问题似乎给治好了，你却会染上左脉的问题。这些问题比右脉的问题更加危险。我已告诉你们各种身心症
，我不想给你们一份列表清单使你们害怕，这些身心症是从左脉而来的。
右脉的问题好像已完全治好，我应该说，那个人感到受亡灵附身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这些假导师会控制亡灵。怎么样做呢？我的
意思是他们的确懂得怎样去做，我不需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这样做。他们控制亡灵并对你说：「你念这个名号吧」。你们开始
念一些天晓得的名字。他们不会告诉你念任何一个降世神祇的名号，但他们会对你说：「用罗摩(Ram)的名号」。罗摩的名号不
是这样用的：神祇的名号是一定要用锡吕・罗摩(Shri Ram)、锡吕・克里希纳(Shri Krishna)、锡吕・玛塔吉(Shri Mataji)。他们永
不会用锡吕(Shri)作称号，他们只对你说：「念这些名字」，当你念这些名字，你会倾向左脉，因为你被亡灵逮住了。
一些亡灵在左边，一些亡灵在右边。如果亡灵是在右边，他们是非常有野心，他们会尝试逮住你。清楚的讲出这种情况是非常令
人震惊。当亡灵控制了你，如果你倾向右边，你会得到所有关于右倾的『特质』，那么你便是不正常。有时你会感到你走到空气
中，见到一些你平常见不到的事物。好像两个美国人来见我，他们是记者。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到这里来？」他们说：「母
亲，请令我们像哈利斯钱得拉。」曾经有一个记者叫哈利斯钱得拉。我说：「真的要像他吗？」「因为他经常在空中走动，并经
常得到新闻，例如他能说出孟买某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例如我们有新闻在朱胡滩(Juhu

Beach)，某日的报纸就登载着朱胡滩所发

生的事情。他的名字就在那篇新闻报导里，哈利斯钱得拉就是那个记者。」「那么，他怎样告诉你们关于我？我治好了他，但你
们竟然想有他的问题？」「我们，美国人，想学会灵魂出窍(astral

travel)。」「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记者，我们想知道一切

事情，我们也想到处游历。」我说：「我不会这样做。如果你们灵魂出窍，当然我能够减少这现象。」有假导师能掌握怎样灵魂
出窍，并能控制偏向右脉的亡灵。
右边的亡灵是非常有野心的，他们做各种不同的医治工夫，作各种不同的预言──因为他们是未来取向。有些他们知道，有些他们
不知道。但所有这些知识都是来自错误的源头，故此掉进这个陷阱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亡灵附上某人，他会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错
事。例如他会尝试抢走你的房屋，抢走你的金钱，欺骗你，与你的妻子私奔，做出各种各样绝对错误的事情。这是因为右脉的影
响力随之而增加所致。很多药物──像迷幻药之类──当你吃了，你会倾向右边，你开始看见不同的颜色，很多人认为看见很多颜色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是看不见任何颜色的。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他们的问
题是因为他们内里有亡魂，一种非常倾向右边的鬼魂已走进他们里面工作。
左边的亡魂是不同的。他们狡猾诡诈。他们会教晓你一些暴躁的事情。他们也会试图诱惑你。到了一个程度，他会说出无尽的谎
话。他们除了说谎，更尝试秘密拿走你的金钱，拿走你的一切。所有计划都是暗中进行的，没有一样事情会公开。即使你不明白
，你会照着做。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右边或左边，他们都对提高物质生活更感兴趣。有很多事情发生犹如原教旨主义一般
。如果你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亡魂会接管你，并试图控制你。他们会教你如何杀掉不属于你的宗教或派别的人。他们提供意见
，让他们战斗，口角并杀戮。但是大地之母或海洋，任何一种大自然元素都能够去毁灭。你会发现大地震会在这些地方出现，并
将他们毁灭。又或者会发生风暴，将他们毁灭。当然一些无辜的人也会与他们同时被杀。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情，这五种元素是会
作出改正。
印度有一处地方名叫拉杜尔(Latur)，这地方的人经常不停不停喝酒。他们然后一起将(象头神)格涅沙的神像放进海里，又回去喝酒
。我们是这样做的，将格涅沙的像放进海里三天，可能七天或十天。他们从那里回来后又喝酒，并且酩酊大醉，还在歌唱关于格
涅沙的颂赞，又说尽各种不圣洁、污秽的东西，可以说他们作出很多冒犯的事情，以满足他们不洁和不正当的意欲。突然地震来
临。他们还在跳舞，所有人都被大地之母活埋。只有霎哈嘉瑜伽静室惊奇地丝毫无损。静室周围出现一个约一百码直径范围的地
方，没有人能走出来。他们都稀奇霎哈嘉瑜伽静室怎可能丝毫无损。那就是女神的力量。同时，当女神看见负面的人走来折磨人
和制造麻烦，女神会出现拯救合适的人。你们都知道，若正道的人出现，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一百个不当的人去骚扰他。那人会
感到迷失，但是女神会帮助他，解救他──或人类──使他离开那些问题和负性力量。
你的母亲对抗着所有各种的负性力量。正如我告诉你们，他们可以是酒徒，经常喝醉酒。女神会消灭他们。在较低层次，女神会
损坏他们的肝脏，甚至在较高层次，女神会破坏他们的家庭，耗尽他们的金钱。我从没有听过在什么地方曾经竖立过酒徒的雕像
。没有一处地方以饮酒为风气时尚，并作为每天的崇拜，我从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人会竖立以喝醉酒的人作雕像呢？若这般展

示出来，确是很怪，但从没有这样发生。因为智慧得胜。人们明白什么是毁灭的力量。
人们能够受任何这种思想支配。看，就如希特拉。他自以为是所有事物的君主，他有权消灭犹太人。他不断破坏，消灭了很多人
。到最后什么发生？他用代表格涅沙的卐字符(Swastika)作战。事情是这样幸运地发生，母亲进入了他的思想中。因此他失去了B
hranti，幻相，他丧失怎样去运用格涅沙的力量。他采用模绘版作绘图，再以模绘版印刷，我应该说卐字符是以错调的一面印刷下
来。这符号代表毁灭。因他印刷了错调的卐字符，所以他反被毁灭。这是Bhranti的部分。女神进入你的思想并把你放进Bhranti里
，即进入幻相里。你会做错事。如果不是这样发生，相信更多人被杀害。女神会进入企图消灭人类和进行任何毁灭工作的人心里
。女神会加注一些意念在他们的思想中，令到他们死亡或被自我毁灭。此所以为什么这样记载女神，衪是Bhranti，并在我们里面
。当有人想制造伤害、麻烦和破坏的时候，女神会在他们心里产生幻相，令他们自己反被消灭。
女神有能力运用各种各样的事物，使很多人在世上生存，否则很多人或许已被摧毁，落入撒旦的国度。人们说女神拯救了我们，
这象征女神已杀死很多恶魔。事实上，女神确实将恶魔杀死了，这不单有象征性意义。世上有很多很多恶魔，即使在今天，我们
也有像恶魔的人。所有那些人不仅会被杀，并且永远被消灭。我曾在俄罗斯见过那些人，还有在其他很多国家。那些人曾经一度
被视为神灵，但现在已被消灭。这些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无论那里出现一些邪恶不当的人，他们都会被揭露出来。人们甚
至不想见到他们的相片，人们抛掉他们的塑像。这些一切都会发生，因为女神就是那位给人们创造幻相的神祇。
若某处有大魔头，将要毁灭很多人。有智慧的人会明白，但没有智慧的人会手拉着恶魔，直至他们被毁灭。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
毁灭，因为他们看不见正确的观点。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对错的观念完全给女神混淆了，好使能毁灭不当的人。
我们不想他们存在于世上。那些制造麻烦、有害和好议论的人都将会全部被毁灭。他们都将会自我毁灭。女神不必亲手去做。有
很多人这样问我：「为什么人们说Bhranti Rupena Samstita？为什么女神以幻相存在？」正是这个原因，你的明辨能力才受到挑
战。假如你是霎哈嘉瑜伽士，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能从手指头上感应你跟随的人是好是坏，再告诉其他感应不到的人。
像那样子，很多求道者被摧毁了。当假导师出现时，人们就这样跟随着他们。这些假导师都是绝对愚蠢的。这些愚蠢的人，我不
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跟随假导师。这些人只是贪求一些像劳斯莱斯汽车之类的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曾遇见过他们，他们极度
疯狂着迷，不能自拔。有人现正跟随着各种各样的假导师，其中一个特别受侨居外地的印度人所欢迎。在印度本土，他受欢迎的
程度也没有那么多。他们追随巴巴吉(Babaji)，那巴巴吉拿取金钱，偷取金钱和饰物，并作一切不当的事情。但是人们并不介意。
无论他作什么，人们都感到没问题。巴巴吉是要被毁灭的。巴巴吉的存在也有他的作用，世上有各种各样蠢人。他们没有明辨的
能力，他们都做了巴巴吉的猎物，彻底地灭亡。他们患上心脏病、失明、癌症，各种各样的毛病，他们都一一灭亡。
人们虽然看见巴巴吉或什么女导师摧毁一个人，杀害他，他们却仍狂乱地步其后尘，真令人咋舌。人类看不见这个人被摧毁，委
实是令人惊讶。正如我曾经多次告诉你们关于人们走进酒吧喝酒的事情。他们看见从酒吧出来的人都纷纷倒在地上。他们还是排
队进去，继续出来并倒在地上。这是何等的惊奇，他们实在没有脑袋。若然他们已经看见有人倒在地上，为什么他们还想走进酒
吧里？他们仍是这样做。
正如我向你们说过，现在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此时你们会看见那些人被错误的方法或被一些假导师所迷惑而发生的事情。如果你
们想看看实相，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鲜明易见的，他们是怎样摧毁自己的。他们会说：「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也要死。为何不走
进酒吧喝酒呢？」我想这是什么理由。他们会给你这样愚不可及的论据，他们好像没有脑袋，也没智慧明白为何人走进酒吧，接
着出来，倒在地上，而且没有任何人把这个倒在地上的人扶起来。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还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祂给人们喝酒
。耶稣不可能这样做的。祂是完美的。祂没有给人们喝酒，祂只给人们喝一些普通的葡萄汁。你怎可能在一秒钟内酿制成酒呢？
但是他们是这样解释这件事，他们用一些愚不可及的智力去解释他们所作的坏事，他们正步向灭亡。
现在正是斗争期(Kali

Yuga)，毁灭的力量非常快速地发生。为什么？正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明辨能力。很多人已丧失了审慎的质

素，这不只是一小撮人。现在不审慎已成为一种风气。我曾问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说：「母亲，这是一种风气。」所有愚
蠢的事情都成为时尚风气。现在你作这些愚蠢的事情，将会产生问题。现今女性的风气，特别在美国，我曾见过他们的上衣只穿
吊带。他们两边膊头的轮穴都曝露了出来。这些轮穴都是非常重要，你们甚至不应穿着没有袖的上衣，应该时常遮盖着这些轮穴
。除了额轮，我们应该将所有的轮穴遮盖着，我们甚至要用红粉遮盖着额轮。否则，很多疾病会发生。你会得到鼻窦炎，接着眼
睛会出问题，双手亦会出现麻痹。你也会得到巴金森症。这两边肩膊的轮穴都非常重要，因此，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出现：右边
肩膊的轮穴叫做日轮(Sri Chakra)，左边肩膊的轮穴叫做月轮(Laleeta Chakra)。你们绝不应该将这两个轮穴曝露出来，膝头的轮
穴也是一样。但现今曝露膝头是一种风气。我不知道，我不能明白背后的逻辑。膝头究竟有什么呢？为什么人们想看见别人的膝
头呢？我真不能理解。这里没有逻辑﹗这是愚蠢的﹗起初我是不明白的，但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想吸引男性﹗假若男性会被你们的膝头吸

引，这些男性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引来台下一阵笑声)我也不明白这样的男性。(台下更多笑声)男性要穿上完整的衣服，而女性
却要曝露脐轮及两边肩膊的重要轮穴。这就是所谓时尚。明天的时尚将会从剃光头开始，所以很多人会跟着剃头。这好像一羣不
懂事的羊，牠们只跟从羣众发生的事。这些风气实际上是集体性的。他们完全失去了明察的能力。你们每天都会见到，但是你们
不理解。我曾经见过一些住在海外的印度女士，她们也尝试仿效这些风气。她们也曝露了两边肩膊的轮穴，接着她们发生问题。
这真叫人惊奇。至少在印度，当你看见这样穿着的女士，会认为是不吉祥的。当她们身处外地，她们竟然学懂了曝露她们的身体
。
若人们走向另一端，可能会更严重。好像你遮盖着你的脸部。穆罕默德一定曾经想到现代并说：「你们要遮盖脸部，遮盖你们的
身体。把你们的身体完全遮盖，女士们才会安全，男士们也才会安全，因为他们没有被吸引到。」我的意思是事情也是走往极端
。本意是去解决事情，但实际却不是。我曾看见一些回教的妇女，当她们面对丈夫时，表现得十分愚笨。她们怎样吸引丈夫，而
她们的丈夫又怎样支配妻子，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就是Bhranti(幻相)。Bhranti幻相是由母亲，即安巴创造出来。由于这Bhranti幻相，我曾见过人们走向狂乱，他们竟不自知，因
为他们全部走向同一边。正如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父亲向他的儿子说：「其他人向哪边走，你一定要跟着。」当这个儿子看见很
多人一起走时，他便跟着他们走。他往那里去呢？竟然是去丧礼﹗这并不表示你们不需用脑袋﹗这当然有人说过了。你们听到他们说
，很多人是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脑袋，没有个性，什么也没有。不管别人是否做错，他们只懂跟随大多数人的行径。他们没有
看见自己已达到了什么，已得到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处。他们什么也没有想过。就算当你购买东西，你也想弄清楚这东西有怎
么样的质量，其他用家是怎样使用这东西的。你会想明白一切。但当谈到时下的风气，没有人会想到这些问题。风气时髦是被制
造出来愚弄人的。我是这样想。这是邪恶力量制造出来多么好笑、奇怪的事物，使人类灭亡。他们说是设计师创造出来的风气时
尚。我说这不是来自什么设计师，而是他们的侵略力量，是他们作用于你们身上的负性力量。母亲是处于左边的。
女神有七道帘。女神不想你们超越这七重界线。但人类却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若他们已走向地狱，
我也一起去。」当然可以。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请去吧。所以女神创造了Bhranti幻相，因为一定要除去某些人，离开这个运转
，脱离这个进化的过程。就让他们离开吧。现在就是最后的审判。你们就是这样受到审判，你们将以自己的愚昧而受到审判。我
已告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一些小事情。在晚上，你们要涂一点油，在早上才冲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涂上一点油会滋润及舒缓
你们，使你们安睡。涂油是件好事。我们各人都需要这样做，特别在寒冷的天气，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疏忽了自己，因为他
们认为霎哈嘉瑜伽士会受到保护，母亲能给他们涂油。事情不是这么样。你们要懂得照顾自己。就身与心而论，你们要对自己的
身体负上责任。在霎哈嘉瑜伽里，你们会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你们做错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但你们或许
认为不重要，但你们应该尝试跟着去做。因为你们是得到自觉的灵，灵体在你们那里，你们能够感应到生命能量，并能够知道别
人出什么问题。
现在这些情况已减少了很多，但大部分向我诉说的都是什么某人被鬼附。「母亲，这人被亡魂附体？」我说将他们抛离出去吧！
就是那样吧。为什么你们想我为他们费心呢？且将他们抛离出去。他们离开霎哈嘉瑜伽后才体会到不对劲，他们会说：「母亲，
我们不想离开霎哈嘉瑜伽。」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完全脱离实相和安全，所以他们想回来。能够回来的便能回来，但不
应该回来的便不要想着回来了。因为他们这样疯狂，他们将会产生一股癫狂的风气，人们会受他们影响。受别人影响的人不是霎
哈嘉瑜伽士应有的特征。霎哈嘉瑜伽士能够影响他人，他怎可能会被他人影响呢？
霎哈嘉瑜伽就是明辨的能力。灵量给予你这样的能力。灵量就是你的母亲，她位于你的三角骨处，她赋予你所有作为人的属性和
美丽。当然我已告诉你们很多本来不需要向你们透露有关灵量的事情。而灵量也能改正左脉。有些人有经常哭泣的习惯······我不知
道什么。每次你都会遇见他们在流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事情是这样那样发生了。」没完没了。他们经常写信给
我告诉我关于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困难，没完没了。你们现在已是霎哈嘉瑜伽士，为什么还会这样呢？现在你们已在伊甸园内，
已在天国内。为什么你们还想着不重要的事情呢？为什么？我想因为你们没有独立的品格。
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们要发展出明辨的能力，以了解其他的事情。还要了解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渴望世俗的事物？尝试去了
解，这些世俗的事物有什么好呢？为什么你们想这样做呢？试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占有欲的缘故？是不是风气时尚的缘故？或是
关于个人感觉而已？我曾告诉你们，你们的左脉是很有保护能力的。但如果你们对左脉过分偏好，你会被抛来抛去，直至堕入地
狱深渊处，你会受苦。所以你必须明白必须有智慧，由左脉而来的帮助你可以好好发展出你的智慧。有一个人，假设他是所谓的
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但是他绝对是侵略取向，金钱取向，欺骗别人跌进他的陷阱。在印度我们叫他做Chakkar。当你被卷进去Cha
kkar，他会不断牵累你。你的左脉仍然会保护你，但只限于某一程度。如果你过分走向极端，就会被抛走。「离开吧，离开吧」
。现在时候已经来临，你们要明白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要肩负非常重大的责任，你们内里被启发的良知会告诉你们应该做什么

。接受你们的觉醒开悟并活在光明之下，不要跳进黑暗里。就这样，你们会知道那个是好人，那个不是。
即使在霎哈嘉瑜伽里，这样的负性能量也能发挥作用。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卷入别人负性的思想和行为中。这是我今天给你们的忠
告，因为你们能到达那境界享受欢乐。你们要看管你们的注意力。它跑到哪里去？有多么美丽的事物，正如那些美丽的鲜花。你
们看看这东西多么美丽，它令我的心欢欣而跳动。但有些人却甚至没有注意到。前几天我问某人：「谁安排这些鲜花呢？」「那
些鲜花？」我说：「那里的。」「那个呢？」我告诉他鲜花的名称。「我从没有见到。」「你当时在看什么，难道你看不到那些
鲜花？」因为他们愚笨的眼睛看不到美丽的东西，他们被各种各样负性能量的东西所吞没。
女神要杀死所有的恶魔(rakshasas罗剎)。我不知道女神已杀死了多少个恶魔，但他们又回来了。人们会再跌进他们的陷阱。这是
持续不断发生的事情······恶魔是存在的，你们需要准确找出他们，并告诉人们：「你们正走往哪里？他是邪魔，他作过那些错误的
事情。」现在你们要这样公开地说出来。你们能把很多正在走向邪魔的人们拯救出来。虽然从邪魔的外表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但
他们将会一个接着一个被毁灭。但若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么多人的心里，你又怎能将他们毁灭呢？所以你们要告诉人们关于邪魔正
在作的事情。我知道他们的把戏，但最差的是人类却掉进他们的把戏。所以你们必须十分了解自己。要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吸引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向你们自己提问这些问题。你们会发觉来到霎哈嘉瑜伽所得着的实在是很多
。所以为何还要有错误念头、错误和负面的东西呢？那就是霎哈嘉瑜伽所要做的，因为你们不仅要对他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
现在有关女神最美妙甜蜜的事情的描述是女神给你Shraddha。我们可以把Shraddha(坚信)翻译为[英文的]faith(信心)。这是指能够
正确地，并不是错误地持守信心。假若你有错误的信心，别人便会乘虚而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女神给你信心。那是多么令人
喜乐的。信心就是令人喜乐。但当降世神祇生存于世上，没有人相信祂们。人们对降世神祇没有信靠。他们钉死耶稣基督，没有
人会站起来说：「为什么你们要钉死祂呢？」他们所有人，没有一个有信念要站起来。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国家而斗争，他们或
会为自己的宗教而斗争，或会为自己一些没意义的事情而斗争，但是「那个人，这个人的确是真理，是降世神祇」，却没有人这
样说出来。
昨天，他们上演的戏剧令我感到惊喜。我应该说，我不能面对自己。虽然我同意这当然是真理，但我不能面对自己。我是太过谦
虚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这是很有创造才华的戏剧。起初我曾说过英国人有着这种戏剧的触觉，像莎士比亚与所有那些搞戏剧的人
，我不能明白他们怎可以制作出这样出色的戏剧。但这场戏剧实在完美。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我十分惊喜他们向我们展示的真理
。如果你们有一点头脑，在我有生之年，你们将会没有疑惑，因为有这么多奇迹正在发生。今天某人告诉我：「某人得到癌症、
溃疡，诸如此类的疾病，当她来到霎哈嘉瑜伽之后，她走进医院去检查并发觉什么疾病也没有了。」所有这样的奇迹正在发生，
其他的就不用说。还有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像我的一些照片，真奇妙。甚至科学家也感觉惊异，那些照片是怎样做出来的？事实
上，是格涅沙站在背后，这是事实。照相机只拍下过祂一次，这正要让你们得着信心。当某人不在的时候，正如耶稣基督已不在
世上，人们才会跑到教堂去。罗摩不在世上的时候，人们都在歌颂祂，克里希纳不在世上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叫着「Hari
Rama，Hari Krishna」。当真真正正降世神祇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却不接受。也许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配得上。不过事实确如此
。人类是很难理喻的。当你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相信你。当你不存在的时候，他们才相信。这真有趣，可不是吗？如果你从
整个灵性发展的历史看，这是不断重复发生着。 阇那迪弗(Gyanadeva)曾显示过一些奇迹，仅仅有智慧和明事理的人才能明白和
相信。因为能明白的人没有几个，所以降世神祇都被钉死或杀害而告终。他们曾尝试这样对付我，但你会知道我以所有的形相出
现，没有人能毁灭我：除非我想自我终结，否则没有人能动我一毛。除了慈爱和怜悯能力之外，还有可以完全改正别人错误的能
力。若你们对霎哈嘉瑜伽没有信心，就只会显出空白。你们曾看过那些照片，曾看过每一样事情，你们知道这是奇迹，且在你们
身上发生了。尽管你们都有霎哈嘉瑜伽的体验，你们的信心却是如此弱小。女神就是给你们信心，所以你们要赞颂祂，你们要在
祂的足前跪倒，你们要向祂崇拜并祈求：「母亲啊，请给我们信心。」有了这份信心，你们会感到惊叹，任何人有这份信心，向
我说：「母亲，请你成就这事！」事情就会发生，事情是这样成就了。他们有这种权利去祈求任何事情。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
你们的信心必须要坚定。信心必须要真实。如果这信心是真实和深厚，无论你们想什么，你们都能够实现达成。我所指的是干好
事，不是干错事。你们要尝试去发展出这份信心，这信心也会给你们喜乐，然后你们会委身，你们会投入，你们不会想离开这份
喜乐。
得着信心是左脉最大的祝福。纯洁的信心可翻译成Vishwas，但也不恰当。坚信是Shraddha。Shraddha意指一些内在的东西，没
有疑惑，没有作事，就是如此这般存在。你们必须发展出对自己和霎哈嘉瑜伽的信心。如果你们的信心稳固，你们也会看见很多
的奇迹。但出现了奇迹和这一切事情，如果你们还是不明白，那么便要看你的明辨能力了。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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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因为我们在美国庆祝光明节

(Diwali).

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里，人们可以赚取很多钱，拥有很多钱；亦有人因为钱而彻底腐败。
当我们谈及光明节时，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在光明节会有这些光。光与拉希什米是甚么様的组合？她在水中出生，并站在水上。
为什么有这组合？她站在水中，正如我们所知，这是昌盛的象征。在人类的知觉中代表人类可以得到昌盛。
万事万物都有它们的分际，树木有它的分际，只有人类才可以昌盛。但若人们没有了分际，这是非常具破坏性的，对全世界亦非
常具破坏性。光明就在这里，所有拥有拉希什米祝福的人都要令自己觉醒，令自己有光，亦应该令别人得到觉醒。但实际上，当
他们得到这所谓的拉希什米，他们全都瞎了眼，他们忘记了拉希什米背后的祝福。
首先，拉希什米代表什么？我曽经告诉你们，有拉希什米特质的人是非常慷慨的。她的一只手是给予别人的。吝啬的人不能享受
祝福，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穷。当你开始用你的左手给予别人，这代表你已开门迎接拉希什米进入，拉希什米的恩典会包围你
。这恩典的另一方面，就是你必须保护别人。那些有麻烦的人，那些被虐待的人和那些孤儿，他们都需要帮助，所有这些人都要
照顾。要保护那些依靠你的人，这是用右手作出的，这就是拉希什米的象征。
那里有两只手举起，你看到粉红色莲花。粉红色的莲花代表你心中有爱。粉红色代表爱和慈悲。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有拉希什
米特质的人会邀请所有人到他的家，正如莲花也邀请所有昆虫入内，甚至是有很多触爪的甲虫，也可在它内舒服地睡一整晚。莲
花把它的花瓣合起，令甲虫睡得舒服。故此房子应用来接待客人，礼待客人，就像神到你的家一样。曾经遇见穷人比有钱人更好
客，国家也一样，穷国比有钱的国家更好客。这令人非常惊奇，有钱的国家有移民制度，他们对外来者诸多留难，避免客人到来
，以拉希什米的特性来说，他们是在错误的路径上。
另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是她站在莲花上，高贵、漂亮的莲花正支撑着她。但莲花并不感到有压力，也没有失去平衡，更没有感到拥
有权力。但有些有钱人的国家，他们尝试利用他们的权力。有钱人变得有权势，所有东西都变得有权势。钱是权势，爱心也是权
势。那权势没有神性在内，只是很有压迫性，很有野心，很自我中心的权力。
所有拉希什米的象征都令人折服，今天当我们说某人，或某国家有了钱，就做出些违反本性的事情，原因是他们并未有觉醒。他
们心中要有光，就如光明节的光一样，他们要有光。如果没有得到觉醒，那些所谓『Lakshmipatms』的有钱人会变得很荒谬，所
以我们一定要有光明。一个人可以变得完全瞎眼，因为有拉希什米同在，但所谓的拉希什米并不能令你正确地明白为何要拥有金
钱，为何你要有钱。那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有光。除非你内里拥有灵性之光，你不会明白拉希什米的伟大象征。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相信拉希什米必定要升进至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人会变成『伟大的人』，即『Maha-manava』，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她会变成摩诃拉希什米。摩诃拉希什米是降世神祇，祂令你对你所拥有的感到絶对的满足，完全的满足，
还不至此，你开始想及「我所拥有的并不足够，我还需要有某些东西，不是金钱，不是更多的私家车，不是更多的电视或任何东
西，而是某些东西可令我感到满足。」根据经济学的定律，你是永远无法感到完全满足，没有什么可以令你完全满足，所以你不
断地购买东西。但当摩诃拉希什米的原理在你身上显现，你便没有任何要求，你会希望给予别人，你会享受你的慷慨，这就是你
从拉希什米原理转变成摩诃拉希什米首先出现的征兆。直至你到达拉希什米的原理，你仍是瞎眼的，你仍要求更多更多的东西。
之后若所有都结束，你会得到光明的启发。若你正确地做下列四种特质 —— 慷慨、保护、热诚和慈悲，你会进入另一个情感状态
，你知道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你感到满足，由追逐一个到追逐另一个，只是没完没了。当这些人来到集体，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吸引别人看他们如何榨取金钱。他们有很多方法赚取金钱，就像我来到意大利，我想买鞋。我进入店铺内，他们只有一款我不会
穿的鞋，我说:：「我不要。」 他们说 ：「今年只有这款鞋子。」「只有这款?」「所有的店子都只有这一款鞋子。」我说 ：「人
们没有判断力，他们内里并没有生命。」明年将会有另一款鞋子流行。无论生产了什么都是新的，在去年或以前生产的鞋子都会

变成垃圾。这是一个大生意，所有大生意都是以这种模式产生的，很多人都会破产，很多人会丧失他们的自尊，跌进不道德的陷
阱内。
所以若你忘记拉希什米的原理，你不能升进至摩诃拉希什米。在这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内，你会发现另一种人格。若你心中有光，
你开始发现这些金钱生意，不能带给你满足。你会想 ：「我该怎样做？」 你心中的光会令你知道你要跟随伟大的拉希什米的原理
，否则你会迷失。当你想到摩诃拉希什米，你便开始追寻可以令你得到真正满足的生活方法。
我的意思是，就像在美国，人们拥有很多钱，拥有所有物质上的东西，他们也有很大数目的求道者。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很
震惊，虽然这里有摩诃拉希什米原理(Mahalakshmi principle)，人们却不知道自己追寻什么，他们都跟从各种假导师，变得疯狂，
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会发生。他们开始跟从各种假导师，成为拉希什米的奴隶，即那拉希什米的原理(Lakshmitattwa)，奴隶的意
思是他们对抗拉希什米的原理。这正是他们如何迷失了，很多人都在这国家迷失了。我对他们跟随错误的人而感到震惊，我想我
真的需要为美国做点事。跟着我有九年没有再来，为此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求道者都在错误的方向前进，他们不明白要追寻什么
。你要追寻什么呢? 有人来宣告：「我十六岁，我可以令你们都成为有自觉的灵。」有人告诉我他把朱砂粉(kumkum)放在货车上
，并炸毁它，跟着人们都感到他们已进入了天堂。这种笨蛋的行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想到。为什么他们变得这样笨蛋
。我真的不明白。所以我回去，我说：「我帮助不了那些人。」
跟着，另一种形式的事情开始发生，例如你参加任何派对，他们会说：「看，另一位导师来了，他更便宜，这里也有买卖。」我
会说：「看看这些男女，他们被认为是这世界的领袖，他们怎可以说这些话？」有钱人的圈子里，说这种话很普遍。在这个国家
，有很多很伟大的人曽被祝福过，例如林肯，他是怎样的人？或甚至华盛顿，所有这些人都能显现摩诃拉希什米的性质。但人们
不大想及那些伟人。他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夺取这世界，因为，权力已经进入他们脑海中，他们以为钱可购买任何东西，如
果有钱，我们可以令任何人在我们定的调子下跳舞，所有这些对金钱和对人类的态度都是絶对的邪恶，到达这种程度，令他们的
国家开始被摧毁。这对家庭制度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家庭会被摧毁？这是因为对拉希什米有错误的观念，女人
可以从离婚中获取巨额金钱。我曽在这国家遇到一个女士，她曽离婚八次，现在她告诉我她会第九次离婚，她变得很富有，但她
并没有感到羞愧，她还告诉所有人：「离婚是最好的途径，这就是来到美国的好处。」所以人类的问题在于没有得到觉醒。如果
他们获得金钱，如果他们在追逐无聊的事，他们都会进入地狱，这无须置疑，他们甚至做所有在这世界的历史上不曽做过的事情
，我毋须在此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什么荒诞、不合理的事情。
从吸毒、喝酒和所有有关的事情带出的负面能量应运而生，那瞎目、愚蠢的事情，你是不能明白的。他们的思维像完全被赚取金
钱的活动所蒙蔽。我曽见过有些人对衣着过分着重，当他们过世时，他们能穿什么？这看来很有趣，甚至他们的狗死了，他们也
作出精心的安排。他们甚至选择自己的棺木，作为安葬自己之用。所以，金钱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选择权」。你有什么选择
？人们都玩弄这选择的游戏。他们可愚弄你，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我不知为什么，金钱取向的人，若不是不道德，就大都是笨
蛋。絶对是白痴，任何人也可愚弄他们。神知道很有钱的人可以是非常狡滑，非常不道德，也可以自我摧毁，他们大部分都是笨
蛋。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你不知道要看什么，你也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的国家都变成笨蛋和愚蠢的国家，你不知道
怎样与他们相处，怎样向他们说更高层次的生命。
这拉希什米的原理(Lakshmitattwa)需要变成更大的原理，我们称之为『得到解放的人格』，或可称为「拥有伟大拉希什米原理的
人」。别人可能会欺骗这个人，可能会找这个人麻烦，但他内在有力量克服所有这些障碍，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摩诃拉希什米原
理。但有人会说：「为什么？拥有伟大的拉希什米有什么好处呢？」当伟大拉希什米原理来到时，拉希什米的九个形相，『Nava
dha』 即九，在人类中会完全的显现出来。其中一个我们称为古哈拉希什米(GruhaLakshmi)。古哈拉希什米代表家庭，妻子变成
很精彩的人。她不反对任何事，她不对任何事作出反应，但她却非常通情达理，她以很漂亮的态度教导她的孩子。相反地，若她
并不是『古哈拉希什米』她对任何成就都像男士一样自夸，对她来说，她的工作很重要，她的银行存款金额很重要，但古哈拉希
什米的真正银行存款账目是她的家庭和她的孩子。如果她没有这些，她只会以为自己很伟大，她可以和男人竞争。女人不明白她
们最大的能耐是要去爱。为什么拉希什米是一位女性，而其他所有女神都是女性呢？那些女神们的特质就是令人可以得到祂们所
拥有的质质所带来的祝福。
所以，认为我们比男人强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有钱是最大的笨蛋，你可能很有钱，但你的孩子将会被摧毁，你的家庭将会被摧毁
。当你有好家庭，你便创造一个很美丽，非常美丽的宇宙，一个一个美丽宇宙在整个世界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大宇宙。没有任何牺
牲，只有享受。正如我所说，你享受你的热诚，你享受你的慷慨，你不会感到痛苦或麻烦，你只是去享受，最少我能去享受。如
果我可以给予别人任何东西。这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那些笨蛋们相信慷慨是愚蠢的事，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愚蠢。

要提供正常的家给你的孩子是很重要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同时，自私也会出现。人类的生命中有太多这样的障碍，我不知道为
什么，人们不能享受每事每物。自私的出现令他们只爱自己的孩子，只爱他们的丈夫或只爱他们的妻子。这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
家庭，我是说一个全球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自觉的灵，他们和我们的家庭已经合一，但跟着他们会制造麻烦，说三道四
。我非常惊奇在霎哈嘉瑜伽中，也有很多妇女说别人的闲话，她们的特性就只会说闲话，因我要说及拉希什米和摩诃拉希什米，
我需要提及妇女，因为是她们创造了这伟大的原理，这拉希什米和摩诃拉希什米的伟大象征。说别人的闲话，甚至在现在的霎哈
嘉瑜伽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病态。我曾经见过他们的妻子与五至六个霎哈嘉瑜伽练习者见面，她们不停说话，我不知道她们说些
什么，但永远都不是说霎哈嘉瑜伽。她们诉说的都是「别人的过错，『他』是怎样错的人。」，我们称这种事为说闲话。诉说别
人的闲话在集体制造很多问题，所以我建议最好是保持沉默。他们甚至来到我的房子也不停的说话，他们并没有保持安静的意识
。不能保持安静，你是不能享受上天清凉的能量，不停的说闲话及说话并不会在成熟的霎哈嘉瑜伽士中出现。
这是为什么这些妇女首先要变得更有爱心，更有忍耐力，更能享受每事每物。当你遇见某些人，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人这样不
对，那个人样不对……」 不要这样。他们只是给你带来一些坏消息，各式各式的坏消息，他们却非常享受带给别人坏消息，他们
以为自己非常重要，当他们认为他们很重要时，他们可以是非常危险的人。我想妇女要成就的事情，以及了解霎哈嘉瑜伽的价值
，都比男士多得多，因为她们关心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家庭是霎哈嘉瑜伽的一个单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发觉，普遍来说，霎哈
嘉瑜伽的妇女都未达到她们应该到达的水平，她们说太多的闲话，所以她们应该入静(mauna)，处于完全的宁静，不说话。那些
真正很有效率，做了很多伟大工作的人，都是非常宁静，他们不大说话，我甚至见到当看到我时，他们都不会走近，而是往后退
。当妇女认为她们很特别时，她们就是最危险的人。
最先将拉希什米的力量放在妇女的肩膀上的是摩诃拉希什米，对所有女霎哈嘉瑜伽士最大的挑战是要小心她们的言行举止。要比
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更加伟大。我们拥有一些非常好，非常伟大的女霎哈嘉瑜伽士，毫无怀疑。她们的风格是不同的，她们成就
事情的态度是絶对令人敬佩，她们只为霎哈嘉瑜伽工作，她们不关心自己的个人关系，或个人的声名，她们只想在各方面帮助霎
哈嘉瑜伽。
另一位拉希什米称为伽扎拉希什米(GajaLakshm)，伽扎(Gaja) 解作大象。大象的特质是牠行走时有特定的步伐，牠的两面都在移
动。我曾告诉你们，我看过一些人，特别是妇女，她们走路像马，真的，她们走路看似马一样。曾有一次，一个舞蹈老师告诉我:
「母亲，我应不应开设一所舞蹈学校？」 我说：「开不开设一所舞蹈学校没什么关系，但你要肯定你是教他们跳舞，而他们并不
只是在飞跑。」她说：「为什么？」「因为我见过的妇女，她们走路像马一样，那些走路像马的妇女怎会跳舞，特别是印度舞，
这是非常困难的。」要看看那步调，我们应该怎样走路。你走路时是不是像大象，或你走路像马一样？特别是男士，男士走路应
像马一样而不是像大象一样。﹝众笑﹞但最糟的事是男士穿衣像女士，而女士穿衣像男士。我们应怎样做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疯狂的
改变？他们为什么会作这种事？男人变成女人，或女人变成男人有什么好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想改变，认为改变是很重要的
。你想改变你的衣着，你的房子，甚至你的性别，但为什么不借着得到自觉而完全改变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明白我们已
经转化，我们需要有霎哈嘉瑜伽的尊严，这包括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动和我们的成就。
我的经验是，当他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他们大部分都变得非常美丽；渐渐地，他们开始像花朵一样生长，发出慈悲和爱心的芬芳
。当然也有人不明白怎样生长，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活动，停滞不前，发育不正常，那样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必须离开霎哈嘉瑜
伽。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有责任看看自己的思维在怎样活动，他们要到那里去？他们要做些什么？他们可以怎样到达霎哈嘉瑜伽
士的地位？
在霎哈嘉瑜伽中，拉希什米、拉希什米的追随者(Lakshmipathis)和有钱人是有很大的分别。摩诃拉希什米(MahaLakshmi)原理应
该令你很自制、平衡、充满温情和爱心。如果它不能令你有以上的性情，那么你应该知道自己有某些缺失。无论如何，你来到霎
哈嘉瑜伽只是为了成长。要保持这成长，你要明白你该拥有怎样的人格，相对于仍在追寻真理的人，仍然瞎眼的人，我们必须成
就全球的解放，我知道这就是我的远景(vision)。
那天我们在数算有多小计划已经开展，我们需要止于第三十五个计划。我们已经有三十五个计划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开展，全都是
为解放全人类而作的。首先，正如我告诉你们，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你必须是亳不依恋执着的人，这是摩诃拉希什米的特性，就
是这个人亳不依恋执着，他不会依恋没有价值的事物，但这并不代表你像出家人(Sanyasa)一样，离开你的家庭，离开家人，远离
所有事物，这不是没有依恋执着，这是逃避。毫不依恋执着是当你拥有一切，但仍不依恋执着。你不会介意你可否从中获取任何
利益。这是很容易做到，如果你真的内省的话。内省是最佳的静坐法门，首先内省，然后才静坐，那么你便会成长。你及你的灵
真正的喜乐会令你得到真正的享受，你不会接受愚蠢和不重要的事物，你会在霎哈嘉瑜伽中变得很重要，成就很多奇妙的工作，

每个人都会很惊奇，一个普通人，怎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他怎样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正如我以往告诉你们，得到自觉后，你会变得极之有创造力，对任何事都有创造力。特别是给予别人自觉，还有在艺术、音乐、
诗词、话剧，创作方面都有创造力，你的各方面都有创意。我们曾经见过很多例子，一些从未走上讲台的人，可以说出很出色，
很有启发性的演讲。创造力的来临，可以启发别人。他们见到你便感到受启发，你没有走入影子中、退后了，而是公开地走出来
，毫不骄傲，亦没有侵略性，只有完全的谦卑，你可令人感到舒服，通过你的集体意识，令你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
有很多人都提及集体意识，你们都见过，很多人如容格(Jung )及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说及集体意识。但你们已经得到，你
们已拥有集体意识的经验，虽然如此，如果你在霎哈嘉瑜伽中落后了，这代表你有某些地方出错，你的头上应该有某些负担。因
为依恋执着，我们头上才有负担。在霎哈嘉瑜伽中，你投入每事每物，但仍能毫不依恋执着，你知道奇迹在你身上发生，我不需
要形容它。一种拥有摩诃拉希什米原理的人格出现，摩诃拉希什米带领你的追寻。当你发现真理，你便有进展。通过摩诃拉希什
米原理，你得到自觉。你十分清楚，只有通过摩诃拉希什米的通道，你才得到升进及自觉。要成为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要好
好照顾你的摩诃希米原理。
我见过只关心庸俗名声的人，我认识全为别人作事的人，做这做那却只为想得到名声。他们本质上并不明白自己为别人作的事，
是不是只为了那庸俗的名声？你不需要为霎哈嘉瑜伽争取什么选举，不需要在选举中投票，但每一天什么在发生，就是对霎哈嘉
瑜伽很有动力的人会出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为说话，不为打动人，不为炫耀，不为追逐庸俗名声，只为内在得到成长。在
此我不能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一棵树如何生长？它自己生长。你是霎哈嘉瑜伽活生生的例子，你可以怎样自己成长呢？你自己会
成长这是上天对你的承诺，通过内省及静坐，让它成长，这就是我们称为对上天的完全奉献和虔敬。
那天我告诉你「Shraddha」(坚信) 这个字，它并不只是祷告，并不只是信心，Shraddha是你借着对上天的虔敬和奉献，你内心拥
有的，就是享受你的成就，就是叫作Shraddha(坚信)。这样事情就可以成就，但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对霎哈嘉瑜伽有信心，你
知道你已得到它，别人只是谈论它，而你却已经得到它。你知道什么是集体意识，你知道你是在集体意识中。但你还要省察自己
成长到什么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须在这短时间内，形容所有拉希什米的特质，但你要尝试明白拥有拉希什米原理的人需要拥有什么质量，否则他就不是拉希
什米的敬拜者。
我祝福你们所有人今天可借着内心已启发的光，既有智慧又正确的明白拉希什米原理。
愿神祝福你们！

（崇拜后讲话）
我曾经向你提议，你需要成就及明白摩诃拉希什米原理。在你的生命中，若人们看见你非常平和、友善、乐意助人及合群，这样
才会令霎哈嘉瑜伽传播起来，这不只是我说话，只是我传播，或只是我能成就。我常感到霎哈嘉瑜伽应该肩负社会的工作，我的
一生就是社会工作者，我很投入社群，但所有我做的事，你可以说是秘密的进行，什么也可以，有些人是知道的。这是需要做的
。实际上大部分的工作都可捐助，我早期不作捐助是因为我想看看他们是否一些老实的人，老实地工作的人。因为用社会工作的
名义，人们只是想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等待了这么多日子，虽然我已捐助了格纳帕蒂普蕾(Ganapatipule)或医院及达伦撒拉(Dh
aramshala)学校。现在我想施予更多，像我并不知道在哈祖纳哈雷(Canajoharie)买的地是在我的名下，当我知道时，我非常惊奇
，因为那里并没有收入，跟着我便决定把那片地给予在美国生命永恒基金(Life
America)的集体，这全在我的意愿下成就。但在霎哈嘉瑜伽中除非你在格纳帕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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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你的工作，否则它不会显现，不会做任何事。甚至在印度，我们有很大块地及大屋，我想将它们捐献出来。有另一地方称为
达理奥(Daglio)，我想把它捐给意大利的集体，我发觉意大利人很好，很诚实和很虔诚，我知道他们不会滥用它。同样，当我在任
何地方购买了土地或建筑物，我也想将它们捐出，但我要见到事情是否诚实地进行。
还有些事情你现在感兴趣的，我很高兴知道有女霎哈嘉瑜伽士走到马德拉斯(Madras)开了一所孤儿院，为孤儿做了点事。这是非
常好的念头，因为试想想，孤儿、贫穷无依的妇女、受癌病等可怕恶疾折磨的人和其他人，想想我们可以医治的人。所以我开了

一所医院，我还会在德里开另一所医院。还有好消息，我在喜玛拉亚山脚买了一块地，很好，我想那里有五十五或五十六亩，还
有，我买了另一幅可耕种的地，现在已种出印度传统医术（Ayurveda
阿忧吠陀）的稀有蔬菜，我们可以以很便宜的价钱医治受疾病折磨的人，很容易治好他们的病。
就这样，很多计划已经开展，它们都已成就，我知道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没有捐钱，除了在研习班外。上述所说的计划的经费都是
用你们在研习班所捐的钱来支付，其他的支出是从我的书本和其他方面而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明白，你们在硏习班捐
的钱，全都用在为人类的福祉上，那些钱未必给予霎哈嘉瑜伽，但可以通过霎哈嘉瑜伽而造福人群，所以我请求大家不要吝啬，
你并不需要给予我金钱，但你不能有吝啬的态度，因为若只有钱而没有什么用途，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你们都要学习如何奉献，
不是给我，而是给予他们新提出成立的一个基金会，当我找到合适的人去管理这基金，我不介意成立一个基金。我们不应做愚蠢
的人所做的事，所以我请求你们，多一点慷慨，那慷慨应是用诸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并没有改变，现在这条路十分顺畅。我们首先要爬上一个很险峻的山，跟着便可到达一处我们明白的地方。有
了这份理解，我只想告诉你们，只是有需要做这些事时，才从你们处收取捐献，这与唤醒灵量并没有甚么关系。我们可唤醒灵量
，我们要展示唤醒灵量的成果，这并不只是为了你们，不只是为已有自觉的人，而是为整个世界，这是我的远景。为了这个目标
，我已经做了我的工作，现在我要把这责任交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应想想别的事情而并不是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愚蠢的问题。我发觉很多时候，甚至领袖，都会告诉我人们
做了些很无意义的事情。你不需要告诉我某人病了，某人怎么了……为什么你不去医治他呢？……为什么你把问题带给我？(……)
我要求大家不要再给我提出这些问题。你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尝试去解决它。当你解决了你的问题，你会很惊奇，你会知道你
得到什么。每次都将问题交给我？这是不需要的。并不需要把问题给我，因为我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每一次若有人病了，他们
一定告诉我，若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一定告诉我。甚至在告诉我后，你们还在传播：「这个人有癌病。」「这个人有病……那
个人有病。」我不想告诉你，但他们一定有些不妥？有关这个人，我并不想这样告诉人。但某些事一定发生了，然后这个人才会
病倒，或这个人一定有些不对劲。因为霎哈嘉瑜伽通常都可以帮忙，静坐应可以有帮助。它应可以成就事情，它在很多人身上都
成就了，甚至有些病得很重的人，他们来到卡贝拉时我不在，但他们都好了，这是他们内在的信念，把他们治好，这信念很强，
可以成就事情。
有些人习惯这样烦我，「这个人不对。」「那样不对……在我们的静室发生了。」为什么你们不一起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要明
白，所有这些问题你们都能自己解决，我并不需要在这里。我常常与你们同在，你不需要为一些绝对在你们控制下的事情找我，
若你不能解决这些事情，放弃你的领导吧。所谓何事？因为领导是代表你有能力执行霎哈嘉瑜伽，你有能力，你可以做到。你们
所有人都能做到，你并不需要常常找我，因为我有太多事情要办，太多事情要成就，我不眠不休地工作。你们应该尝试解决你国
家的问题，种族的问题。但如果你不能？……如果你并未成熟，跟着事情会发生，你会被卷入。你自以为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
随时告诉我，这样做不对，你应该自己去解决，你要知道自己可做些什么，自己可以怎样帮忙，怎样可以帮助别人。
还有，我们在这里并不只是照顾不再在霎哈嘉瑜伽的人，我想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地位还有一点野心的人才会这样做。所以我不断
要求，如果你是领袖或其他什么，请不要致电给我，请不要写信给我，因为我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纸张，信封寄给我，每一天。我
不知该怎样做，怎样告诉你们不需要写信给我，如果你能解决你的问题，这便完了。承担那些简单的，你能处理的，不需要承担
那些因难的，你不能处理的事。要有智慧，若你有智慧，你会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领袖，若领袖能通情达理，他们就永不
麻烦我。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有些领袖从来都不会告诉我这样出了问题，那样出了问题。所有问题他们都自己解决。他们就是你的榜样。就
是要这样成就事情。对你母亲来说，这是令人喜乐的事情。因为现在你可以做到，你已拥有力量。要感觉你的力量，明白你的力
量，明白你的责任，这样你会对事情怎样成就感到惊奇。
首先，我再次祝愿你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光明节，在下一年，以及你有生之年都有快乐，丰盛的人生。
愿神祝福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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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Puja, Ganapatipule (India), 25 December 2000
[Shri Mataji speaks first in Hindi for about sixteen minutes]
[Scanned from Divine Cool Breeze - Translation from Hindi to English]
The reason for celeberaling this auspicious day is the birth of the Christ.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Jesus Christ because in young
age he left his house and after returning he lived only up to the age of thirty year But dunng this short period he did tremendous
work After his death, his twelve disciples spread Christianity. They also faced problems as you have to face sometimes But
these twelve disciples did tremendous work. Their followers. In the beginning, were known as Gnostics, meaning 'Those who
have known' The origin of this word is from 'Gna' meaning To Know' These people were harassed and tortured by the priests of
that time So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nvince people of Christ s thoughts People were not seif realised Jesus
Christ had said it again and again 'Know Thyself. 'Know Thyself Without reali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elf realisation people
started spreading the religion. Without knowing the Self, religion could not be spread because gradually such religion becomes
Adharmas Same thing happened with Christian religion It is written that Jesus Chnst went to a wedding party There he put his
finger in the water and converted it tn to wine It is written in Hebrew language that
the taste of this water changed in to that of the wine. 'Wine' in Hebrew Christian people twisted the meaning of the wine and took
it for alcohol and Christians took to alcohol and accepted It in their religion Alcohol is Iho cause of all Adharma. ail sins It gives
human beings distracted attention Its very easy to change the taste of the water I may also do it by putting my hand m it. But
people took so much to alcohol that I am astonished! In England, I saw, they dunk alcohol Whether some one is born or dies,
you go to someone's house immediately they offer you drink Without drinking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Alcohol is so
much prevalent But it will be injustice to say that Jesus Chnst advocated the dunking of Alcohol. None of the incarnations could
tell to go against religion In India also tne use of alcohol has become prevalent. When we were young during the time of British
rule, Indians were not used to drinking May be that alcohol was consumed by some highly placed people, otherwise it was not
used. Now even common men could be seen annking. No one thinks of the miserable state alcohol drags the person in.
Orunkards. then commit sins. moaning the juice of the grapes Bui Christian people twisted the meaning of the wine and took it
for alcohol and Christians took to alcohol and accepted It in their religion Alcohol is Iho cause of all Adharma. ail sins It gives
human beings distracted attention Its very easy to change the taste of the water I may also do it by putting my hand m it. But
people took so much to alcohol that I am astonished! In England, I saw, they dunk alcohol Whether some one is born or dies,
you go to someone's house immediately they offer you drink Without drinking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Alcohol is so
much prevalent But it will be injustice to say that Jesus Chnst advocated the dunking of Alcohol. None of the incarnations could
tell to go against religion In India also tne use of alcohol has become prevalent. When we were young during the time of British
rule, Indians were not used to drinking May be that alcohol was consumed by some highly placed people, otherwise it was not
used. Now even common men could be seen annking. No one thinks of the miserable state alcohol drags the person in.
Orunkards. then commit sm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tell you rs that the drinking by the Christians is not a religious activity
Alcohol is made in the Church of Rome To commit sins (Adharma)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Dharma)l It is unpardonable s*n That
ts how people accept all the evils
The aim ot Jesus Christ was to open the centre ol your Agnya and to achieve that purpose He got Himself crucified and then He
resurrected. It appears to be a miracle but for the Divinity there t$ no miracle as such. He proved that human beings could rise
above the centre of Agnya and on this centre he told two mantras which we call Beei Mantras - Ham and Ksham' Ksham' means
to forgive. Ksham is the biggest mantra The ego of the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forgive, gets destroyed One is proud of
$mall»smalt things. For example if you toil someone to sit on the earth, Ns ego gets hurt If some one is told to sit m the chair he
will reply. This chair is very small, why have you given it to me7’ Everyone has some expectation about him and if his
expectations are not fulfilled, his ego immediately comes up. Unknowingly some times such things could be done but the
egoistical people take it as their insult Such people make their condition very miserable All the time they think they are being
insulted and humiliated He is always obsessed with this thought and he draws negative meaning of whatever is told to him So
we have to think ol what Jesus Christ had ihought He said. ’Forgive those who have tress passed against you’ Now see the

results if you forgive everyone You will neither suffer nor get disturbed mentaly. You will not think of the person whom you have
forgiven Nothing could go against you because you forgive everyone We get this power from the centre of Agnya. The person
whose Agnya is clear forgives everyone If we donot forgive we torture ourselves and play rn the hands of others, who assume
power over us 'Forgiveness' ts the greatest message that Jesus Christ has given to mankind.
Second is 'Ham' It has altogether different meaning. Ham means To Know Thyself.' You have to know that you aro the Spirit.
You are not this body. mind, bram or ego You are the Spin! When you know this 'Ham' then it will be clear to you that you are the
Atma The 'Spirit' means that alt the ego. foolishness, ignorance that we have m our mind, are meaningless At) these negativities
have absolutely no place in the Pure Spint You are very pure,
So he told two things, the first is To Forgive everyone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if someone troubles you, you should forgive him
You will not get tortured but if you donot forgive then you torture yourself because another person *s sitting nicely. So you must
develop the habit of forgiveness
Second thing that he told us is that 'You are the Spirit1 Know this Spirit, the Self No one can touch the spmt. can destroy it. no
one can torture it. If you are that spirit then you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it But to achieve this Atm- Tattva the awakaning of
Kundalini is necessary First »s to work out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hm and then to get established in it Untiil you are
established you will remain entangled in stupidies So one should know how to be established with in. to remain with in thyself.
When you achieve this state, you will feel the extreme joy within and nothing will disturb you When you get established in this
aura of peace, then you will be surprised, you wont worry about small small things You will be always drenched in the joy of
Spin!
To attain the Spmt. the awakening of kundaltni is essential, Without attaining awakening this is impossible But some of the
awakened people also get confused They do not go in depth The central point is your Agnya If you look at it then you will come
to know that it is contusing you. Because of it you are entangled, caught in different thoughts and having different problems But
when you cross this centre of Agnya and go beyond it then this problem will be over That is why this centre is very significant It is
written in the Bible that those who apply vermillion on their forehead will be saved They could be none else but Sahaia Yogis Its
a stupendous task Jesus Chnst had only twelve disciples but you a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Had you put one thousandth
labour that they pul. the spreading of Sahaja Yoga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I depend upon you people You are my sole
support and I hope you will spread Sahaja Yoga in the whole world
很抱歉我要说印度话，因为大部份在这里的人，只明白印度语。当我在国外时，我常常说英语，只说英语，所以现在我想作一点
改变。
有关耶稣基督的伟大的降生，我告诉他们祂是怀着非常伟大的使命而降生，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使命，因为祂想开启非常
压迫的额轮，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为此祂必须牺牲祂的生命，只有牺牲祂的生命，额轮才可以开启。祂是完全明白并知道这是
将会发生——祂要接受这牺牲。正如我们所知，祂是神性的人性。祂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但祂想或许有其他途径去开启这额
轮。
祂是要牺牲祂的生命。在这牺牲，祂显示若你要超越世俗、表面的生命，便需作某程度的牺牲。牺牲什么呢？牺牲你的六个敌人
。当灵量被唤醒，你对所有这六个敌人便完全不会执着; 这全頼你的灵量是怎样提升，如果它提升得很完美，我会看到人们是立即
得到自觉──他们变成完全醒觉的人。当然这类人是小数，但这里有一些。
当我见到你们大部分人只有很小问题，你们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来自额轮。我们就是这样消耗额轮──我们以「思维」作为对外在每
事每物的反应，我们对外在的每样事物都作出反应。我看到在这里的灯，我可以有这样的反应：「他们怎样找到这些灯？ 这些灯
值多少钱？他们怎样全年保存这些灯？」……所有类似的东西，我都可以作出反应。这些反应都是来自我们的思想制约或我们的
自我(我执)。
自我膨胀的人都极之敏感。如果你给予他们某些他们认为不尊重他们的东西，他们会感到受伤害。他们可以因为任何事物而感到
受伤害，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特别的，比别人层次高。别人与他们相处时，言行要检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看不起他们时，他
们会感到非常困扰。这是来自自我。自我是额轮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个原因是你的社会制约。现在你有某些制约，如
你是印度人──你的制约是当别人来见你时，他要触摸你的脚──假若这是代表你和他的关系──若这人不触摸你的脚，你便会生气。
所有有关这样的事情都是来自你的思想制约，令你感到受辱，或感到别人不尊重你，令你感到不安。自我的另一种反应是这样，
如我上述所说的灯，我可以说﹕「为什么我不也拥有一些灯？」或「如我有这些灯，我为什么要给别人？」。自我就是这样反应或

制约就是这样作出反应。
自我与制约将会消失，因为耶稣基督牺牲了祂的生命。耶稣是神圣的人，神圣的人就像海洋一样，保持在零点，在最低点。祂就
在这一点成就事情，祂可以制造云，制造雨，当所有河流水涨时，它们都会流入大海，因为大海仍然保持在零点。
所以谦卑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其中一种特性，并不谦卑的人不能称为霎哈嘉瑜伽士。我曾见过有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也能很愤怒，
他们有时也会叫喊、非常愤怒及行为失当，这就是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的征兆，他们仍需要变得成熟。
这种谦卑令你变得平静，我可以说这是令你保持同一状态而不会对外在的事物作出反应的原因，你不会作出反应。你看到每事每
物──你反应，跟着你便不作反应，你只是静观，新的旁观见证状态就这样出现，当你变成旁观者，你只是静观，不会作出反应，
不会想及它，你是处身现在──在这现在，你只静观，静观及享受一切。享受创造的一切并不能从你的思维中可以得到。当你不作
思考时，创造的美丽就在你身上反映，给予你极大的喜乐及平和。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作出反应，现今人类的问题是太懂得反应，反应是生活中的基本原则。看报纸、看书、与某人会面，我发觉
他们都是反应的专家，他们都反应。对每事每物作出反应令他们不能成就事情最精华的部份，事情的精粹只能通过旁观见证的状
态才能成就，这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中所能学习到的。从祂的出生──祂出生在很谦卑，很贫穷的家庭，生活条件很恶
劣。所有这些都是向你们展示所有外在的环境，外在的荣耀都不能令你变得伟大──伟大是源自内在。当这伟大在内里存在时，你
是不会关心其他事物，因为你内里已经满足，其他事物不会骚扰你，你不会想及其他事物，你活在你的尊贵中。这就是我们从耶
稣基督的一生中看到的，祂是很尊贵的人。否则当你遇见很可怜的人，例如他感觉到权力，他会以像乞丐一样的态度与你说话。
例如在很富裕家庭出生的人，他会以很炫耀的态度与你说话。但神性的人，所有这些都不会令他动容。对他来说，有钱没钱，有
地位没有地位，全都是一样，当这种情形发生，你可以认为你已变成霎哈嘉瑜伽士。
我曽经见过来到格纳帕提普蕾的人，现在他们都很成熟，否则他们都会说 :「我们没有水，我们没有这些设施，这里很冷，很热…
…或其他。」他们常常提及这些，像他们在度假，这里有很大分别，你要在这里发展你的旁观见证能力。你有没有看到这天空，
它是多么美丽？橙色、蓝色、各种各样的颜色也在那里。这颜色──自然的出现，享受着。它是不受任何影响而永远存在，它会在
黑暗中消失，只是看着，天空只静静的看着。任何事情发生，它都接受，所以它才这样美丽，给予别人无限的喜乐。
所以当你处于灵性的状态，你是令人喜乐，你是平和，你是很有爱心及爱每一个人。所有自我的问题都会消失。自我是你的最大
敌人，它是唯一真正阻碍你生命中的财富及美丽，所以若你能看到这自我，看到它是怎様运作，你只是享受它。像一出戏剧上演
，「好吧？让我们拥有它。」你会像看戏一样，怱然很奇妙地发觉你并不身在其中，你只是看着它。当你从自我抽身而出，你会
看到它是怎样尝试诱惑你。
这就是现今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需要耶稣基督，现今的问题是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变得自我之后，对他们自己，对别人
及对全世界作出多大的伤害。如果你能知道，我告诉你，他们会放弃自我。问题是他们享受这些，他们享受这种自私或我可以说
是非常低层次的生活。当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你们要做的是要明白「为什么这自我会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做了些什么？
我又是谁？」当你发问这些问题，你的自我便会消失。
对我来说，处理有自我的人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不能直接告诉他们
:「你有自我。」如果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会跑掉。如果我告诉他们
:「你非常好，非常令人喜悦。」那么他们的自我便会膨胀。他们会说 :「 啊！母亲告诉我，我令人愉快。」 这是很有问题。我不
知道怎样处理人类的自我，我知道他们有这问题，但我不知道怎样处理，我想只有你能处理，如果你能明白你的问题，这是解决
你和我的问题的最佳途径。
我要达成的目标对一世来说是太伟大了，我希望成就全宇宙得到自觉，我希望全世界人都得到自觉，这是非常卓越的要怎样……
(台下鼓掌)
在霎哈嘉瑜伽文化中，我们有正统的训练怎样清除自我，你可以通过内省，你能看清你自己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言行，这内省只有
霎哈嘉瑜伽士能做而不能别人代劳，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可以进入自己内里，以看清自己，他们可静观别人，他们可尝试看看这「
自我先生」在我脑海中正在做些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背诵耶稣基督的口诀能清除所有自我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当你念诵口诀
时，你必须以很谦虚的态度。「我是什么，除此之外，我是谁？」看看天上很多的星星，看看身边很多美丽的事物，我又是谁呢

？我有什么成就？为什么我要这样自我中心？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是很伟大？」
还有别人对你阿谀奉承，因为他们想在你身上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奉承你，他们会说 :「这是很伟大，你是很伟大。」他们完全迷
惑你，令你迷失了方向。就像倾盆大雨冲走你，令你淹没在充满自我的人群的洪流中。你今天看看四周，在现今的世代，每一个
人都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对自我很有意识，他们以怎样的态度在报纸上出现，怎样在杂志上出现，我感到很惊奇。若我在那里，
会感到很羞耻，这全都是自我的表现──没有其他。所有各种他们开展的事情，都是与自我竞争，很多的竞争，像他们很漂亮的竞
争，跟着他们再与某先生竞争──你可以说是在印度，某东西先生……所有这些东西都助长这个人的自我，其他东西亦追逐这竞争
。他们想：「为什么我不……我应该像这样」。
这些都令你麻木，并絶对蒙蔽你的思维，令你以为这样就是「成功」。 但这成功能持续多久？它随时都会消失，但在霎哈嘉瑜伽
中成功是可以持续至永远，及被每个人都记着。那些人有这种谦卑的性格会被一代一代的记着。我未曾见过任何一位被立铸像的
人是自我很大的。相反地，若某人常常批评别人，他是个很自我的人。现在这是没可能。若某人有自我，我想没有人会为他唱歌
，或以他的名字为他立碑。
在内心深处，我们都喜欢谦卑的人，如果我们想别人喜欢我们，我们必须非常谦卑，不是做作，真正的谦卑，若我们明白「我们
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骄傲？为什么我们要控制或找别人麻烦？」若你能明白，你对伟大的耶稣基督的降世作出正面的评价

，他性格上有很多特质。对我们来说，他最好的特质是祂因牺牲祂的生命而令我们通过自我，这是最伟大的信息。因此，我们要
明白只想及自己的人，是自我最大的人，我很惊奇在英国，英国人是极之自我，其他我见过的西方国家也一样，他们都很自我，
他们完全不谦虚。与印度人比较，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自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我们是不是这样
跟随耶稣基督？自称基督徒的人，自称耶稣基督仰慕者的人，都应该在他们的言行中显示这种谦卑、慈悲和爱心，但他们并不。
所以，特别从西方国家来的人，要尝试学习霎哈嘉文化，在霎哈嘉文化中，我们怎样说话，怎样生活，怎样与别人相处，都是与
别不同。当你在生活中开展霎哈嘉文化，你会非常惊奇，别人也会很惊奇，你是怎样能与别人融洽相处，你是怎能妥善照顾每事
每物。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是在这世界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自我，没有思想制约，什么也没有，你是絶对在这些质量中
解放出来。你会惊奇别人是这样信任你，喜欢你。
我希望你们都有很快乐的圣誔节并能记着耶稣基督及祂的生命所带给你们的信息。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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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踏入新的一年，我祝愿你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快乐和成功的新年，我亦祝愿你们能在霎哈嘉瑜伽里茁壮成长。现在，
你们所有人都得到了霎哈嘉瑜伽，你们全部人都要成为优秀的霎哈嘉瑜伽士，我知道你们有静坐，有内省，亦有进行各式各样霎
哈嘉瑜伽的「仪式」。在新的一年，我想你们将有更多机会做得更加好，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的严峻考验经已经完结。现在，我们
正踏入新的一年。我正要告诉你们完满期(Satya Yoga)怎样建立起来。起初，你未必感受到斗争期(Kali Yoga)的那种气氛已经被
完全清除。当然，你们会渐渐地发现黑暗正被完全消除，所有危害你的灵性生活、民族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事物，所有那些人
都会被击退，他们永远不能够成功。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需要想，他们究竟可以将霎哈嘉瑜伽传得多远。有多少人可以获得霎哈嘉瑜伽？这一年，有很多人正在等待
着你，可能在今年，如果你决定实现它，我肯定你们必能带领很多人，把他们从斗争期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这将会是你们在这新
年的第一天所作的承诺，而现在我们正从一个崭新的方向，一个更广大、更具影响力的方向去开展霎哈嘉瑜伽。这需要你们去做
的第一件事是Sanga

Shakti——那是你们的集体力量。这集体力量必须建立得很好，它必须有完全的谅解，以及绝对的爱。这对

霎哈嘉瑜伽来说亦不困难，因为实际上你们所有的妒忌，所有打击别人的念头，都已被你的灵量彻底清除。祂已将你完全改变了
，你变成全新的人，你完全转化了。除此之外，你现在也了解自己的「真我」。你知道你自己。所有明白自己的人不会跟其他人
争斗。因为这个「真我」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神，同一个上帝的反映：那么他怎能争斗？当祂存在于你们心内，你们怎能互相争
斗？否则，你们便是在对抗自己。这样做是相当相当的愚蠢。因此，若你们心里想着那些争斗及可笑的事，这当然会消失──这是
毫无疑问的。你会变得精力充沛，你会惊讶自己有如此的活力。你们只须要升进，彰显你们的真我──你们会变得非常非常集体，
并日渐进步，你们也可以令很多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已经得到自觉，已经得到有关自觉的知识，以及所有对你们健康及升进有用的知识。现在正是你们的责任用有创意的方法回
馈上天。你要非常有创意。你会发现这世界有很多人受问题缠身，而你已经脱离那层次。但是，你能够帮助他们。你不需要任何
帮助，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充满力量，就是那存在于你之内的上天浩爱力量。必须运用这力量，并非要把它荒废，它必须被运用
出来。否则，你们这么有力量有什么用？譬如我们有电力，但没有用来照明，那电力有什么用？同样，你拥有的力量是为了解放
整体的人类。你要提升人的灵量，你必定做得到。一个人可以给一千个人自觉。现在，我希望你们可以肩负这个重任。这将会是
对你，对霎哈嘉瑜伽，对全世界的祝福。因为我展望你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否完成它。但是如果你们
每一个都牵着我手，尽最大的努力，必定能实现。
首先我听说很多人没有作静坐，没有参与集体静坐。他们不会团结起来。真奇怪，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已努力了三十年。有些
人还是把霎哈嘉瑜伽的得着视为理所当然。你不明白自己的责任。你需要参与集体静坐。每当有集体静坐，你一定要参与。你也
可以在你所处的区域发起集体静坐。那必能成就。有很多在霎哈嘉瑜伽的人有静坐，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那些人有静坐，那
些没有，并不难分辨出来。
种种问题总是困扰着你们，例如我妈妈怎样。我爸爸怎样……我舅父……那些事情。你们完全不需要为那些事烦扰。虽然你已是
得到自觉的灵，你已经与上天连接，你的愿望都会实现，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仍未知你要转化成怎样。你先要给别
人自觉，看看自己会是怎样的喜乐。那份极大的喜乐，不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无论你买什么，无论你拥有什么，你都不能够获
得这给予别人自觉的喜乐。你会变得很愉快，并非因为你期望什么，或你想得到什么，或这些那些──而是那纯粹的喜乐──那创造
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的纯粹喜乐。这正是为何你在这里，这是上天想要你去做的。只是从上天的大能获得利益，「医治我的父亲
，医治我的母亲……，医治我的妹妹……」又或者是说：「我没有房地产……」有些人会说：「我的丈夫对我不好」或「太太说
什么……所以丈夫又怎样」这样没完没了。忘记这些吧！你是在所有事务之上，所有这些东西之上。你已经非常有能量，相信我
。如果你还未使用你的能量，那你怎会知道自己拥有何等能力。就是这么简单。那些有运用这能量的练习者告诉我他们遇到什么
奇迹，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怎样被保护，他们祈求什么──便这么获得了。

在霎哈嘉瑜伽里，你们不可以虚情假意。如果你是虚伪的人，霎哈嘉瑜伽知道，上天也知道。为了你和你的升进，你要在霎哈嘉
瑜伽之内。那不是为了任何人而做的，而是为了你自己。我常惊讶有能量的人那么容易得到痊愈。但他们必须静坐，必须参与集
体静坐。大部分人不参与集体静坐，我感到很奇怪。我知道，例如在德里，那里没有足够地方，所以他们要分两天来，星期六或
星期日。他们有些要在外面等，但这不要紧。因参与集体静坐，你会惊讶上天正在此流动。那里流动着上天的能量，我正在那里
，你们要去并不是只为了进行仪式。
问题是你们不知道自己对霎哈嘉瑜伽有责任，你们有责任给予别人自觉及参与所有静坐的活动。透过集体静坐，你们变得很好。
如果你定期参与集体，你所有问题都会解决──我向你保证！但问题是你们不参与集体。你们写信给我，说想见我。那没有用的。
你可以来烦着我，或干这些事，但这没有帮助。你要帮助自己，才是真正有帮助。未来对你将会是很重要的一年。
在西方，我惊奇现在事情为何发展得这么快。在俄罗斯，人们都那么有深度。当他们一开始得到自觉，他们已明白自觉的价值。
他们很谦卑，很深入。他们不需要什么；他们从不渴求什么。虽然他们经历过共产主义带来的可怕问题，以及现在出现的后遗症
。虽然如此，我会说这五个国家是「真正」神性的国家，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接受那些事情。在现代社会来说，他们很穷困，但他
们的心灵却非常非常富裕。从他们对霎哈嘉瑜伽的认识来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之富裕。他们的科学家也很有质素。有一位科学
家来到印度，发现了一种方法能看见所有轮穴、灵量，及其阻塞等等，他可以展示给你们看。
我们的科学家却忙着去对抗我。少量的知识是很危险的。他们不想看见我做了什么或我怎样做，他们只是想批评我，他们都是所
谓的学者。尤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那些学者──我想他们的头脑有些问题。他们不能够明白霎哈嘉瑜伽，那是完全超越他们，我
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只知他们不能明白霎哈嘉瑜伽。而所有马哈拉施特拉人都忙于他们的仪式。他们早上四时起床，洗澡，
然后开始拜祭，做这样，做那样。现在有一人生病了，他的妻子写信给我说：「我们没有上过庙宇，没有做过任何仪式，我的丈
夫也生病。」想想，他们以为不做那些，他们便是霎哈嘉瑜伽士。如果你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那便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但
你们只继续有这错误观念，你们有否去庙宇，有否去过不应去的地方或做任何仪式，那对任何人从没有帮助。
所以首先你要倒空自己。如果你的脑袋装满所有这些观念，这些陈年的观念，你继续带着这些观念，又怎能装得下上天的能量？
当瓶装满了水或其他，你再能装什么进去？你要把瓶子完全倒空。倒空你自己，倒空你自己的脑袋。透过霎哈嘉瑜伽，如果能将
灵量提升至宽恕轮之上，你便能做得到。不要作反应。反应是最差的东西，因为反应是从你的宽恕轮出来 ── 正如我那天跟你说
一样──那是因为你的积习，或因为你的自我而起。因此，有些人因他们的积习而作反应，有些人因他的自我而作反应。因此，一
个人不应对任何事有反应。你为何不去享受且不作出反应？只是静观。看看他们怎样种下如此美丽的花朵，只去享受它。有些人
会去找错处，有人会说不应放在这里，怎样去放，有什么需要作出所有这些无谓的事情？创造大能的喜悦就在那里。你应该能够
看见祂，感受祂及享受祂。那你便是霎哈嘉瑜伽士。否则，你便不是。如果你是作反应那类人，你便不能成为霎哈嘉瑜伽士。
这是有分阶段的──霎哈嘉瑜伽──我想那里有很多不同的霎哈嘉瑜伽士。有些是少了点，有些是多了点，有些是这样……但霎哈嘉
瑜伽士的层次是以他如何保持喜乐和愉快来衡量的。继续去批评人，去生别人气，继续所有这些事情，这不是霎哈嘉瑜伽的象征
。在我们神性的大学里，我们不发证书。如果你有了自觉，你便是霎哈嘉瑜伽士。若你的灵量穿过这里──那你便是霎哈嘉瑜伽士
。
那并不代表你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取决于你是否喜乐地，渴望地给予别人自觉，与别人分享你的自
觉，并不只想自己拥有自觉。如果你还未有这种心态，你还不是完全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要去找出你给了多少人自觉。这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在来年，我之前说过，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年。来年，我希望看见你们会到处去给予自觉。
我看见所有这些假导师一个接一个被揭露出来。你见到他们怎样态度，你在任何地方遇见他们。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一个女士
坐在我隔离坐位，她很热很热，所以我问她「你跟随什么导师？」她告诉我那导师的名字。她说：「他真的很好，这个导师是最
好的……」这样那样。这热力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我没有说什么，但我很惊讶为何这女士这么自夸地说他那样糟透的导师，而
不知道我，我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但霎哈嘉瑜伽士不谈这些。你要去告诉你的邻居，你要去告诉你的朋友……。
在印度我们与人见面时有很多的习俗：例如在印度，我们会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做Halide Kunkum。他们从不会跟那些来做Haldi
Kunkum的女士谈有关霎哈嘉瑜伽。他们甚至没有我的照片。假如他们想去做，他们可以做到。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有任何聚餐，有任何集体聚会，任何这些。他们从不谈有关霎哈嘉瑜伽。这真的很奇怪，他们不谈论
霎哈嘉瑜伽，他们不想去谈「我们是这样得到霎哈嘉瑜伽……」那么，霎哈嘉瑜伽怎样可以被传扬开去？

你们要明白你们要深入霎哈嘉瑜伽，你们需要何等的责任。当然，你们全都被保护，你们全都被祝福，每一个都得到他所想的。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但是，他们有多少人会报答这些恩典？有多少人在努力给别人自觉？这对你是一个恩典。但你的注意力是乱
作一团的。如果你的注意力不清晰，不洁净──那么你会被各种各样的事缠绕，就好像八爪鱼的爪一样。你变得好像八爪鱼一样，
你不停地依附这些，依附那些，又依附着其他的事……你要成为一只自由的鸟。所有这些依附将不会动摇你。你只要去依附霎哈
嘉瑜伽，并且要意识到你已知道真我。你只要明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程度，我告诉你──你可以改变全世界！
我们这国家有这么好的文化遗产，有这么好的文化。我看见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问题，我们没有这些问题；至少并没有那么广泛。
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知道你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就好像树木一样──当它在生长时，它知道自己是一棵树木。它知道自己要
生根，它不是一开始便是这样。它不是由树干开始长大。它要做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做事，那么霎哈嘉瑜伽士
要做什么？你能够得到自觉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我们为何还在周围浪费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为何忽略静坐？为什么？我们要
升进。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人，我们是世界上截然不同的种族。我们是得到自觉的灵。在基督降世的时代，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得到
自觉。我感到惊讶，就算是在古代中国，或其他地方，在一个时代里就只出现一个导师──一个宗师。为何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导师
，但你们还是不想去运用你们导师的力量？为何女士们也不运用祂？我知道在霎哈嘉瑜伽，女士比男士懒洋洋。你们看，我自己
也是女性，但我以一己之力也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何我们不去努力？因为这转化全世界人的工作极伟大。
这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如果我能做到，为何你不能够？但要将你们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此：去为改善全人类，而不是只为自己，
去传扬霎哈嘉瑜伽。我们很需要，很需要这样做，你们的怜悯心，你们的爱，全部都会被浪费，假若你只想着你自己，你的家人─
─有什么作用？就算在得到自觉之前，人们也是这样。那么，你们完全依附家庭，依附着其他东西，究竟有什么作用？你要依附全
世界！你现已属于全世界，你再不是独立的个体，永远都不是！
现在，正如我所说，水滴已经变成海洋。把自己与海洋连系起来。海洋是最低的，如你能看见，海洋低至由零点开始。海洋那么
谦卑。它处于最低点，但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它。海洋负责向天空供应云层。云层然后又变成雨水，落到同一个海洋里。它们回来
了同一个海洋。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会带来更多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那些亲切的人会带来更多霎哈嘉瑜伽练习者。
所以，你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性情。如果你炫耀，没有人会对你留下印象。如果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没有人会望你一眼。要做谦
卑、亲切大方及充满喜悦的人。现在试想想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来到集体，不断地告诉别人：「看，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死了……
但我是霎哈嘉瑜伽练习者」。那其他人便会说：「那你为何还在霎哈嘉瑜伽？你为何不回家坐着哭？」如果他是真正的霎哈嘉瑜
伽士，他根本不会生病，不会有烦恼。这是事实，尝试去了解。你要带领应该得到的人，他们的灵便会升起来。
你不必得到非霎哈嘉瑜伽士的人的认同。他们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任何东西。那没有用，因为你们在一个层次，他们在另一
个层次。只有去提升他们的层次，或不去理会他们。因为他们会把你拉下去。他们看不见你处的层次，他们没有眼睛去看，他们
没有耳朵去听，他们什么感觉也没有。如果他们看见你怎样改变，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他们必定会全情投入霎哈嘉瑜伽。但如果
他们没有，那便不是你的工作。你绝不需要被他们烦扰。如果他们来霎哈嘉瑜伽，那便很好，否则他们不是你的亲人。他们完全
跟你无关。你怎能将霎哈嘉瑜伽和他们扯上关系？你怎能跟他们解释任何事？渐渐地根本没有可能跟他们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的家，霎哈嘉瑜伽，是很广大的。已经传到八十六个国家，并发展得越来越好。而我们要看见──你们是属
于这海洋，属于霎哈嘉瑜伽的大家庭，但你们要扩大这个家庭。你要去英伦，要去改变其他人。这是你的责任。你得到霎哈嘉瑜
伽是有其他作用的，你要创造更多更好的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你要静坐，不是只静坐，还要去尽量参与所有集体活动。
我很高兴你们来了这里，并留下来。下过一阵雨，你们仍留在这里，享受着神性的凉风。我再一次从我心底里祝福你们，我希望
你们得到纯粹的欲望，那是一个纯粹的欲望，不单只是成为霎哈嘉瑜伽士，而是要创造更多霎哈嘉瑜伽士。那其实是你们内在那
纯粹的愿望。你自己还未能确切明白，除非你能达成这愿望，否则你永不能成为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你要在任何层次，任何地方
，向任何人宣扬霎哈嘉瑜伽，你一定可以做到。那必定能传扬得很好，因而很多人会得救。这样，有很多在愚蠢的幻相里迷失的
人会走回正途。那完全取决于你对他们有多好。我一个人可以带领这么多人来霎哈嘉瑜伽，为何你不去尝试，去带领更多的人成
为霎哈嘉瑜伽士？这世界需要霎哈嘉瑜伽。整个问题是──每当我看报纸时，我会想:「神啊，如果这些人都是霎哈嘉瑜伽士，那便
不会发生问题。」但我看见人们还是漫无目的地走动，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没有脑袋，抑或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会
怎样？」「谁会拯救这个世界？」

我不是来告诉你，你要如何过你的私人生活。但是你要懂得去保持自己洁净及美丽，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自己。有些人非常表面，
所以他们完全不明白。霎哈嘉瑜伽就是不能进入他们的脑袋──非常，非常表面。因此忘记他们。我不相信他们可以得救。因此忘
记他们。他们不能够去享受，他们只是常常担心那些愚蠢的事情。因此，对这些人，你们不需要……但还有很多人，至少百分之
八十的人，他们都在求道。而你，就是要帮助他们的。
这是你母亲的愿望，你现在要投入霎哈嘉瑜伽，并不断告诉所有来到的人。我不是要些低劣的赞同，我真的希望处处都是霎哈嘉
瑜伽士。
愿神祝福你们。

2001-0114, Makar Sankranti P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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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kranti Puja 印度浦尼 2001年1月14日
印度人的Makar

Sankrant

节日与太阳北面旅程的起点时间相同，就是据印度占星学，在每年一月十四日，太阳正进入山羊座的位置。

庆祝这天的节日在雅利安(Aryans)时代已开始，且被认为是最吉祥的节日。在《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记载中，皮士马(B
hishma)在他受伤躺在箭床上时，仍然挣扎存留最后一口气等待那天。人们相信若谁死在Sankrant 的日子便能逃出轮回。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人们会互赠由芝麻及糖制的糖果。如此互相送赠的背后意思是要人们忘记过去的怨恨或敌意
，重新说话甜蜜及成为朋友。在南印度，在Sankrant节日还会有对日神的崇拜仪式。

今年我们神圣母亲的Sankranti

崇拜便在锡吕‧玛塔吉在Pratishthan

的居所进行，只有一小撮瑜伽士在场。以下是在那日母亲讲话的摘要。有些部分已译成英文。

对印度人来说，今日是十分重要的日子，因为太阳从南面来到北面。在霎哈嘉瑜伽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改变，你们对女神应做的是
怀着改变的心，这心充满爱、情感及仁慈。我希望你们去传扬霎哈嘉瑜伽。

这十分重要，你们知道我的异象太大，你们要真的十分努力去达成我的异象。给他人觉醒，尽可能把觉醒给更多人。你们要想想
你们的心智在做什么。有很多人还在等候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们要有灵性的光，你们应去感受你们是属灵的，你们要长进，并要
使其他人长进。霎哈嘉瑜伽并不是局限于你，并不是为了一个个体，并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霎哈嘉瑜伽士，但他们没有传扬霎哈嘉瑜伽。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已感到满足。这不是霎哈嘉瑜伽。你们必须公
开把霎哈嘉瑜伽说出来。但霎哈嘉瑜伽士却十分害羞。他们不去宣扬霎哈嘉瑜伽。毫无疑问，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太阳改变它的
方向。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去祈求。人们在恒河沐浴以求得洁净，这没有错。

现在正是时候求得洁净，求得真我认同，求得明白霎哈嘉瑜伽的重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明白霎哈嘉瑜伽的重要。若人们明
白，便可在霎哈嘉瑜伽中作成很多工作。这是尊贵的工作，你们要一起作成，这样你便感受到此生的意义，否则生命便没有意义
，也没有光明。

故此你们要给别人灵性的启发。你们要反省，问自己：『我为霎哈嘉瑜伽做了什么？

2001-0225, 湿婆神崇拜
View online.
湿婆神崇拜 印度浦尼 2001年2 月25日
钖吕玛塔吉女士讲话摘要

今天我们在这儿庆祝伟大的湿婆神

(Mahashivarati)。我们可以明白至高神（Shri

Mahadeva），这是我们极大的特权。除非你已经得到自觉，否则你将不能明白至高神伟大的品格、个性及能力。
我们需要非常谦卑才可达到至高神的莲足。你也知道人们需要穿过顶轮才可达到这伟大神祇的莲足。祂是超越的──超越我们所有
的概念。祂是灵存在于我们的心内；当你得到你的自觉时，正好反映了这情况。
宽恕及毁灭
祂的第一种能力就是：祂是宽恕的神。祂宽恕我们许多的罪恶……包括破坏性的活动，以及我们尝试为各人制造难题的思想──而
祂的宽恕只是到某一程度。但是祂却拥有最大的能力去毁灭。祂的毁灭来临得非常突然，因为祂支配所有的元素」，包括了母亲
大地。祂可以消灭一切祂想消灭的，假使祂发现有问题的话……。
地震是由祂而并非由我安排的。我在此并非为了毁灭。祂看着在这地球上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发生的
地震，其破坏并未发生在霎哈嘉瑜伽士进行过崇拜及火祭的地方。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破坏发生在教堂。这就是介乎于你们母亲的
保护及全能天主的激怒之间。祂可以是非常具毁灭性的。虽然祂非常慈悲、极之仁慈及平和，但你们须留心祂的能力。
所有祂的能力是用来保护我的工作……这些能力的运用非常广泛，这是为了向世人显示他们不可妨碍灵性的工作。这必须是真正
的灵性工作，而非假导师的工作。只要你具有真正的灵性，上天的保护将与你常在，而湿婆神亦将充满喜悦……而祂所给予你的
亦会较你所能想到的更加美好。
祂是宽恕的源头。假如你心存宽恕，祂便存在你们心内。相反的话，你会慢慢地患上非常难愈的疾病。
野心及支配
野心勃勃或使人受虐的人会得到心脏病；对于荒唐的事物过于容忍、过于温顺及受惊的人会得到心绞痛。最终他们会产生罪疚感
，并会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

为着灵性而容忍是没有问题，但不可因为你们畏惧而容忍……假使你们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们实在不必害怕任何事物。因为
充满畏惧的心会变得衰弱。

在印度，有些男士压迫他们的妻子。若你相信永恒的生命、灵性的生命，你便不应受到荒谬的暴行所控制……。你们真正需要解
放印度的女性……由于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她们患上了可怕的疾病及精神病。至高神会惩罚这些不平衡的情况。

祂非常仁慈，祂会照顾受苦的人。同时，祂会尝试惩罚使人受苦的人。祂的本性是帮助消灭野心勃勃的人。祂不谈论灵量，不谈
论自觉，只是惩罚那些人……。

凡此种种，须以正确的洞察力来看待。当然祂会保护；在更多的情况下，祂会去毁灭……祂保护整个大自然。祂是那位带来……
灵性的喜悦的神。但假如你试图变得野心勃勃，祂便会来毁灭。有时祂会交予更多的长长的绳索去施以绞刑……。

在西方，女性正支配着男性。她们并不谦卑。她们不去爱，常常与她们的丈夫办离婚……她们不懂什么是爱。在印度，男士不懂
如何爱慕及尊重他们的妻子──他们的终生伴侣。结果便是巨大的天谴……恐怖的疾病……及困难……会在这些男士身上发生。假
如你野心勃勃，你会受到至高神第三眼的监视。假若你对你的从属或儿女有任何侵犯的行为，「这位震怒的神会看到，你将受到
祂毁灭的诅咒。

知识的源头
但祂赋予我们像喜玛拉雅山的高度；祂令人类极之美丽，非常高尚；祂希望人们可以互相爱护。人与人之间必须存有纯真的爱。
祂赋予你优雅及甜美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假如你没有这些质量，你便是走向错误的方向……祂赋予你高度及深度。假若你崇拜祂
的话，你会发展出这种高度，你便如旁观者观看整个世界。祂就如一位Sakshi-swarupa，一位旁观者观看这个世界。祂就是……
纯粹的知识。也许你得到自觉，这很好；也许你感觉双手有凉风，这也很好；但你有这种知识吗？我必须告诉你什么是自由的意
义；那只手代表什么；什么是能量…祂就是那种知识…最高程度的完全知识。

所以祂就是知识的源头。不谦卑的人不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傲慢自大的人和没有技巧地、甜蜜地以及优美地与别人相处的人，并
不会被祂祝福。他们在生命里什么也达不到。我们应当要达到些什么？不是你的权势，也不是你的财富；并非这些外在的东西──
但你应当去获得慈爱的心……假如湿婆神在你的心中，你将以非常美丽的态度爱每一个人。也没有任何关于爱的荒谬观念；只有
纯真的爱……为着所有人。有着祝福……所有你的严苛会离去。

争斗乃违反湿婆神
若你有少许的能力，你不应错误运用这些能力。看看湿婆神，祂具有那么多的力量。若祂错误地运用祂的大能，这世上将再无一
根草存活。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多么的罪孽深重、多么的自私。但祂仍然赋予你们机会……祂非常慈悲，也极之慷慨。

现在假设有些人住在沙漠，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祂会为这些人制造绿洲……假若他们追寻灵性，假若他们作崇拜，祂会作
所有事去令他们快乐。但人类是那么愚笨，还以神的名义持续地争斗。湿婆神降临在以神的名去斗争的人中间，并以祂的三叉戟
击倒他们。你们不要以神的名斗争，你们需要去爱及体谅。以神的名争斗是荒谬的事情……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有以神的
名斗争的人都会被毁灭。这是自我毁灭的行为……。

你们不用容忍荒谬的事情……但你们应当去爱人们，去散布你们的爱。这种爱慢慢地能走遍……整个世界；然后我就看见我的梦

想成真。假若有战争、有仇恨、有各种的侵略，这些都是违反湿婆神的，这样作为的人将会被消灭……假若他们总以金钱挂帅，
非常重视物质，他们只喜爱金钱的话，这样的人将会全部被消灭──这是无可置疑的。

得到湿婆神的爱与祝福
人不单要谦卑，也要……极之慈爱……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想帮助那人。我曾令自己受过伤害。我曾尝试去帮助某些人而
他们却欺骗我。那又怎样？这就是他们的本性，而他们亦被消灭了。我可做什么呢？我没有要求他们欺骗我……。

我并不希望任何人会被消灭。我爱我的创造。若他们具破坏性的时候，我便没有任何方法保护他们，因为另外有一巨大能量要消
灭他们。可以见到，我是完全处于无助的境况中──有时候，我有这样感觉而又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但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明白，当
你们得到湿婆神的爱与祝福，你们会变得极之慈悲，极之慷慨，非常非常的可爱，如赤子般纯真……。

你会惊讶你的纯真如何受到保护。假若你是纯真的话，你根本不必担心。湿婆神第三眼的力量正看顾着你。无论你往那儿去，祂
都跟你一起。这并不意味你变得愚笨……及不切实际。所有的事情会由湿婆神的力量接管。因着祂的指引、祂的爱、祂的慈祥，
你可以看到你生命的每一步伐。但你首先要留心你的步伐──你是否野心勃勃？你是否使人烦恼呢？你有否对别人说些难听的说话
？或者你是否谦卑？你是否温柔？假若你仁慈，祂会非常喜悦。

自然的律法
在自然界中，祂的法令主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是那样井然有序。它们生活在互相了解之中。老虎被尊为百兽之王。自然界存在
着这种纪律，这种对约法的理解。我对湿婆神如何管理动物界感到惊讶。

你从未听过动物会示威或有大型的地下组织。你亦未听过动物会偷窃。你试想想：我们来自动物界，但是我们却连动物也不如。
假若我们有着那些可笑的「战斗」念头，我们又如何可以升进？……动物之间虽然有时也会互相打架，但是牠们不会发动集体的
攻击……但只是很轻微的搧动，我们便会联群结党开始搏斗。我们应像动物一般明白自然的律法。

正是至高神（Mahadeva）掌管着所有要被遵从的自然律法。祂为了我们作了美好的事物。因着四季转易，祂创造美丽的花朵。祂
创造一切赏心悦目、充满喜乐、美丽的东西……祂让我们看到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并尝试去让我们像天真的小孩一般喜悦、
快乐及享受一切。但当我们傲慢的时候，我们便对所有事情产生抗拒。

明白爱的优美
你如何去表达爱，如何去谈论爱，这是重要的事情。先开始向你的妻子表达及谈论你的爱，然后再向你的儿女及其他人。有时候
我们是那么愚笨──我们爱整个世界，但却未能爱自己的妻子。

在西方，有时候人们爱妻子是因为惧怕离婚。爱里应无怯惧。那只应是自由的爱，没有任何怯惧或侵扰。去享受那纯粹的爱，这
就是人类正缺少的……。

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那时人类会明白爱的优美，然后花儿从天国降落在我们的身上。那将会是一个非常的日子──当至高神能够
闭上祂的第三眼，而祂的心内充满平安──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们的将来就是要看看你可以如何平和地对别人说话；你可以如何甜蜜地去爱别人；你可以为别人付出多少。当你买礼物的时候
，不论那份礼物的大小，它应显示你的爱，而非你的钱财。

对霎哈嘉瑜伽士而言，重要的是学习你的生命就是爱；灵性就是爱；爱不会期望什么。」有些人建立伟大功绩，他们为此认为自
己是伟大的──这样只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而非出于他们的爱。

所以当你做事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这只是满足你的灵、你的爱；而非为了任何利益或任何形式的权位。假若你具有无依恋执着的
爱──他们称之为virakta，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测试你。你有这种无依恋执着的爱，你就会享受这种爱……。

人必须以爱的语言去说话。动物明了爱，我们向牠们学习去明了爱。钱财及权力并不重要。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人类之中的瑰
宝，我们必须闪亮，必须去除我们内在的糟粕，就像切割过的钻石一般，看起来是那样非常非常的不同凡响。

至高神的特质
我唯一的愿望，假如我有任何愿望的话，就是尝试跟随至高神的特质；祂是如何的伟大；祂是如何的无执着母挂碍……祂与骨头
此类的东西生活在一起。祂并不介怀祂身处何方和祂与什么生活在一起，祂身无长物……我们必须像祂那样无挂碍。同时，你们
也要像祂非常慈爱，极之慈爱，像祂那样心里充满对别人的爱，像祂那样看顾别人。

我现在训诫你们：因为我明白你们都非常爱我，但你们也应彼此相爱。你应该要有一颗慈爱的心，并会为爱别人而得到满足。

假若你可以这样发展，你的高度会增长；你在霎哈嘉瑜伽的深度也会加深。那便好了，女神会赋予你坚信（Shraddha）……你们
只管深入这份爱中；浸淫在这份爱中；享受这份爱，那样你们再不会祈求什么了……。

你们已得到所有了。为此你们现在还祈求什么？就好像至高神的伟大一样，祂并无执着，祂是那样伟大……没有东西比祂更伟大

。没有东西比祂更重要……祂并不祈求什么……你们就是要发展这种无执着的心……。

同时，祂是所有艺术、音乐及节奏的君王……祂赋予万事万物的整体节奏……祂就是节奏。这节奏藏在自然中，万事万物皆有节
奏。具有节奏的人拥有宽宏的心，就像海洋一样。

假若你发现有人非常残暴，非常偏执，你便会觉得这个节奏立时受到扰乱。但在波平如镜、美丽宁谧的湖泊，那儿全无涟漪，只
有爱。若那节奏──那寂静节奏的心破碎了，湿婆神便会接手处理。

所以人们要有一个完全的观念，关于时间的节奏、自然的节奏及万事万物的节奏。但人们甚至不知道花儿的名字。他们不知道这
些花儿是什么，何时发芽。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节奏也毫无头绪，没有人去介怀……。

所以一切的节奏就像祂以弘乐 (pakwaj) 演奏出所有季节的美丽歌曲。这就是自然界如何由萌芽、繁茂至消退的循环。我们没有看
到这点。我们只是忧虑自己……然而有人会说：「啊，我很好。有什么要紧呢？妈妈，纠正这世界吧。母亲，你为何不去纠正这
世界呢？」这些人会想到别人，不会想到自己。

若明白人应如何去做才使这世界变得快乐及美丽，那人便应非常努力，（尽管说是非常努力）去实行。在实行的过程中，那人想
着：「这是否我们的责任令这世界变得美丽呢？这是否我们的工作令这世界变得有节奏，配合灵的韵律呢？」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实行，修习霎哈嘉瑜伽不只是为了你自身，更是为了其他人。你们不要时常忧虑自己，你们也要忧虑别人；忧虑世上
正发生的情况。这就是爱。

这种爱是自然而然的。若爱发生作用时，它会带来神奇。

今晚是个美丽的晚上，我们正崇拜这个关于我们升进的伟大源头。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是怎样与那大能在一起；你们是如何浸浴
在这大能中；在湿婆神的节奏中，祂以祂的韵律，赋予你们能量。

能量流入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使你们完全投入当中。……你的自我也应被融化掉──正是这个原因我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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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Felicitations. Delhi (India), 20 March 2001.
Sir C.P.'s Talk:
I recall that one day in 1970, She told me, She said, ‘I’m now going to devote Myself to Sahaja Yoga.’ I said, ‘What’s that?’ But
She said, ‘You know, I want to promote a movement of tranforming human beings.’ So I looked at Her in amazement.... I said,
‘Transforming human beings? Are you sure.’ She said, ‘Yes, I am.’...
She began with a small number of Sahaja Yogis and the number has grown and what a wonderful gathering we have here
now....
We must ask ourselves, ‘Why are we here?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I don’t think we are here to felicitate Her, but She’s above
felicitations. We are here to felicitate ourselves, that we are here with Her, that we are here in Her presence.
You would find it very hard to imagine a worl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yours. But there are two words — one word, which is
materialistic, cruel, divisive, fighting, and there is another word in here, created by Her, which is loving, united, together.
I have seen both these words and I pray to Her, as I do every morning — She’s my wife, I do — on the photograph, She does not
know that I sit and pray. And my prayer is ‘Please create this kind of assembly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You can do this.’....
This world has to be transformed and you must resolve unanomiously that She, the Divine Person, must retain Her abode on this
Earth until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has been transformed.
People say seventy-eight, but this I do not know. To me, She is ageless. She is as radiant today as She was when I met Her
fifty-four years ago.
The need for transformation is immense.... [You know, the world ... India. The world is at a conjunctio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world is being destroyed by materialism. Unless we wake up, this world will be in trouble.... [But leave that alone. Instead of
selfishness, of immorality, all of that threatens humanity]
Now we have reached a very crucial stage in human development. You know, I won’t take too much time, but i’ll tell you, initially
human beings were living in a ??? Society. They’re depending upon their physical minds. And then came religions, incarnatio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promoting civilized behaviour. Whichever religions, religions were formed then to civilize this
humanity, not to divide them. But what eventually happened is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se individual religions are trying to
collide in the name of one Almighty God. That there’s only one Almighty, they want to kill each other. Can you believe this?
Human beings who said they believe in God, they want to kill each other....
Now religions, therefore have, in my view — and this is my humble view — failed one very important respect, that we have not
created the feeling of oneness among human beings....
Now time has come for the humanity to rise above these religions and unite at a higher spiritual level. For this incarnation has
this new responsibility, to raise everyone above separatism, above devisiveness and elevate humanity to higher spiritual level —
unite them. And She has managed....
And this is the task that awaits your Mother, your Holy Mother. I say ‘Holy Mother,’ but She’s my wife, I have to say, but this is
Her task. And therefore, I move the resolution once again that She must continue on this Earth.... Until everyone has been
converted, You shall remain on this Earth.
Shri Mataji's Talk:
我向所有已经找到真理和正在找寻真理的人致敬。

人类最大的问题，很惊讶地，是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力量、什么财产，不知道自己可以升进得多高。他们
主要的问题是对自己的无知。假若你可以窥看你的心，想及你可以过的灵性生活，你便知道自己是一个宝库──爱的力量、正义的
力量、智慧的力量的宝库。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霎哈嘉瑜伽士也一样。因为他们是那么谦卑，令他们不能了解自己拥有什么力量。有时，我发觉
他们对于谈论或告诉别人霎哈嘉瑜伽，会感到有点害羞，因为他们以为是自己的自我(ego我执)在说话。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个自我会常常缩小。当你面对社会，它便会缩小。除非你面对其他人，你的自我是不会下降。现在，
该怎样做？自我的存在是当你视其他人比你更好，你害怕说出他们已经转化，你担心自己过于具侵略性。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而
又每天静坐，你在清洁自己，那么，你内里的力量便会显现成效。它会显现它的力量，大大的显现它的力量，令你对自己也感到
很惊讶：「这是我吗？」

当灵量被唤醒，什么会发生？那些微小事物，梵文所称为shadripurs的细微事物，全都会离去；我们必须面对自己。有些在霎哈嘉
瑜伽的人认为︰「我们可以成为非常伟大的人，或我们会到达某些伟大的位置……」，诸如此类。重点不在这里，那不是外在的
东西，外在的野心，而是内里的光必须完全照耀出来。

我必须要说，对于轮穴的知识，你们十分聪明，你们都是専家。但对于你自己的知识又怎样？你认识自己吗？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有什么能力？我们看不到这些。是你内里强烈的欲望所祈求，因为你已经得到自觉。但你仍然缺少了一点，就是对自己已经认
识真理这事实有完全的信心。而作为认识真理的人，你需要做的是把这真理传播，令这无明(无知)的黑暗消失。

在霎哈嘉瑜伽中，我曾经看到，当人们来到，他们想出各种对自己主意，他们尝试组织事情，做各种类似的事情。相反地，若你
知道自己的全貎，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在给予别人自觉后，可以成就什么──令他们明白他们拥有什么力量而不是你
拥有什么力量，以及他们可以成就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把霎哈嘉瑜伽传播得很快。

你不可以有会发展自我的恐惧──很多人都有这种荒谬的恐惧。因为当你越入静，便越能面对自己。你知道在你内里，你拥有很多
伟大的东西，就像一所储藏珠宝的仓库一样。你必须尊重自己以及知道，在你内里，你拥有什么，而不是外在你想有什么成就。
就像有些人想成为领袖，这全都是荒谬、没有价值的事物。最佳的事情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宝库，在你内里有很伟大的价值观，
你可以把它唤醒，你拥有力量。你可以很容易做到而不用伤害别人、麻烦别人、不用拿取金钱，做所有这些类似的事情。

但我发觉人们不是金钱取向就是权力取向──全是外在的事物，不是内在的。内在的才是财富、力量，是你可以想及的所有事情。

我知道有某些人从未在台上演说，现在他们都变成伟大的演说家，我对他们的转化真的感到非常惊叹。

最伟大的转化是你完全认识自己，运用这些知识，改变别人。不要局限自己，你必须把它传开。那力量已经给予了你，令你完全

认识自己，变得有信心、有爱心和温柔，与别人谈话时，你的态度令他们知道你的心是在霎哈嘉瑜伽。给予你这力量，不是要你
只说自己是霎哈嘉瑜伽士，而是令你完全认识自己，可以窥看自己的宝库，令你有洞悉力。

我必须要说，现在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成千上万。你们来到霎哈嘉瑜伽，我并没有选择你，是你选择我。当你已经选择了我，
你必须明白︰「在我内里，一定有某些东西令我来到霎哈嘉瑜伽，令我明白这精微系统。」这是一个非常精微的系统，只有非常
精微而非肤浅、粗糙的人才能明白。若你是因为发现这个「真我」(Self)而来，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自我，因为你不是自我。

有自我的人，正如我告诉你一样，他们甚至在霎哈嘉瑜伽中赚取金钱，组织某些事情以宣扬自己，他们身处不同的层次。但若你
不是他们的同类，你就不可以只是静止，你必须如其所如的去找找「我是什么？」耶稣基督曾经说︰「认识自己。」穆罕默德也
曾经说︰「认识自己。」他们全都曾经说︰「认识自己。」这代表你是某些伟大的。你并不知道你拥有某些隐藏于你内里的财富
。当你认识自己，你便会尊重自己，不会做错误的事情，不会有愤怒，你会是爱的海洋。这就是它本来的质量，这就是霎哈嘉瑜
伽。

我明白现在是最差的日子，正如人们说，这是整个斗争期(Kali

Yoga)。但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时间出现？你们是要去唤醒别人，

给予他们正确的观念。但该怎样做？除非你完全不认识自己，否则你是有这样的能力。

你看看所有伟人的一生，像林肯，他在很年青时已经知道，要以自己作为榜样，向别人展示他的价值观。虽然要人明白他是非常
困难，但他仍能显现成效。我曾经读过很多类似的人的生平，像在土耳其，有Ataturk。

在每一处，也有像这样的人。在印度，有首相沙特利( Bahadur Shastri)，他是那么伟大的人，他认识霎哈嘉瑜伽，对我是那么尊
重。人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对我那么尊重，比对我的丈夫或其他人更加尊重。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但他没有机会，但现在你
们却都有这个机会。

我已经年纪老迈，是真的，但我仍然不放弃。在我有生之年，我会辛勤地工作，以说服你有关你真正的品格，你的真我──我是为
此而活。除非你被完全说服，你会对来到霎哈嘉瑜伽而仍然做出各种各样荒谬的事情的人感到很惊讶，我知道他们会这样。本质
上，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因为除非你能深入自己，除非你找出你真正的品格，无论你尝试什么、做什么，都不是「Sahaj」霎
哈嘉。 Sahaj代表自自然然，自自然然的来到你面前。

正如我们所知，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与那个被爱因斯坦所称为扭场(Torsion area)的领域联系。那扭场就在你背后，生命能量(Par
amchaitanya)在那里支持你、帮助你。你们全都得到这些。虽然如此，你们不相信它，不相信你自己，不相信你内里已经拥有这
力量。

我认识一个在孟买的人，他是渔夫，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已经失去了他(译者按︰他已经死了)。有一天，他要到另一个岛向
那里的渔夫传扬霎哈嘉瑜伽。他发觉天空上的黑云正威胁他外出，他威吓乌云︰「我正要外出为母亲工作，你竟敢下雨，在我回

来前，你也不能把雨水带来。」很惊讶地，他出外，做了所有他想做的工作，五小时后回家。当他上床睡觉，才开始打雷。大自
然会与你一起，因为大自然是我们的代表，它帮助我们。若你也有这种质素，大自然会支持你。你们也曾看过很多次，大自然在
帮助我。不是我对它们有任何控制，或我告诉了它们什么，它只是发觉，我来到这里，是要成就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得到支持。

同样地，若你可以建立它，大自然会知道你就是那位拯救全宇宙的人，你可以做到。我或许想整个宇宙必须得到拯救，但我可以
怎样做呢？假若我已经可以做到，我就不需要有渠道。这些渠道知道他们的工作，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有能力做到。

毫无疑问，你们都是特别的人。否则，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的特别之处在于你是优秀的神圣能量指挥家，你是极佳的指挥家
，你是専家。它就是能成就，自自然然地成就。但你与上天的联系必须是絶对的。

谈论絶对价值是正确的。但这絶对的价值又是否在我们内里存在？若是，为什么我们不令其他人也接受它。我告诉你，那是絶不
困难。我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是什么令我可以成就到？只是因为我的爱，只是我，我必须要说，是我的本质，令它可以成就，
我对自己絶对的肯定。虽然我的外表或许像卑微的家庭主妇，人们常常视我说话不多，是因为我不懂英语，虽然真的是这个原因
，但这并非重点所在，重点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需要成为什么，就是这样。

这就是唯一的分别。若你们在内里发展这种知识，你也可以充满活力。你不会有野心，你不会有某些欲望，你不会有愤怒，你不
会有贪婪──所有这些就像这样消失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基在那里。最重要的根基是我们在这特别的国家出生。我们必须对此关注。他们说我是革命家，我的
确是。我曾进过监狱，只因我想我的国家独立，分别就在这里。但在独立之后，要成就的就是令人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单在印度
，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国家需要什么。他们要做的是去改善、去帮助、去升进、去转化。

你不用改变你的名字或其他，我从未要求你这样做。虽然你要求一个印度的名字。我最关心的反而是你必须关心你国家的同胞，
你是被授权得力量的。你的灵量已经到达可以成就很多事情的状态。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成就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们所有人必须去做。我只是说，第七十八岁的生辰，我忘了我的七十八岁的生辰，我与过往一样，没有太多的改变。
因为在我内里，我感到我必须告诉人们，他们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成就什么，我必须以令他们看到的态度行事，
就是没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重要。你是否富有或贫穷，都不重要，什么也不重要，认识自己才是最重要。

我很惊讶，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关这种知识用文字纪录下来。我找到老子的道德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阅读过老子所写的那本谈
及道(Tao)的书。道意思是「你是什么」。他形容得很精细，当你在这状态，什么会发生。现在的鸿沟是如何可以成就这状态，如
何可以到达这状态，并未有答案。老子只形容达到道的人，谁是得到自觉的灵，谁人处于什么层次。我很惊奇，他从未说及灵量
，但他有说及扬子江。那就是扬子江，你看这是具象征意义，更像诗那样。最后到达海洋，河流变成海洋，海洋拥有什么品质，
他形容得很美丽。

我必须要说，假若你们全都变成了海洋，那么，你们的言行是否像海洋？你们是否明白自己有能耐成为海洋？海洋是怎样的？看
看海洋，它有它的界线、份际，不会超越这界线。若你想把它推向一边，它会走出外面。所以你必须在你的分际之内，我们可以
称他为你处于平衡。你必须处于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曾经放弃吸烟的人，再次抽烟；曾经放弃喝酒的人，再次喝
酒。这代表你已经丧失了你的分际。所以这分际必须受监察，你自己监察自己。若你不停监察自己，你便会知道你是什么。你必
须监察自己。你呼唤他说︰「喂，先生，你现在的进展怎么样呢？」便会看到你的脑袋是怎样运作。这海洋，神圣爱的海洋，什
么会发生，它只是在流动。

这海洋，或许我们不知道，海洋是处于最低。我们以海洋来量度其他所有事物的高度。若海洋是在零点，喜玛拉雅山又有多高？
所以它保持在最低点。因为它处于最低点，它接收了所有的水，所有来自河流，来自雨水的东西。跟着太阳把它的身体燃烧，它
是开放的。当燃烧它，就制造了云，就是这样创造了整个循环。云变成骤雨，落在人们身上。跟着，它再次进入河流，回到大海
。

所有事物都走进大海，因为它在最低点，所以你要以信心立于最低点。不要与生活惬意的人比较，只要看到自己是最低的。处身
于最低点，你会很惊叹，各种事物都会来到你那里，每样事物都流向你。

主要是你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处于最高，你是最高的。你是最高是因为你处于最低点。我有极大的爱，这是真的，而我真的
希望为他们做些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印度，已经开展了至小十五个工作计划。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对自己并不满足，所有他们的不幸、他们的麻烦，就像敖德萨(苏联港市)这个城市一样。我作了很多祷告，因为
这个城市有太多麻烦。现在，我们要找出为什么它有那么多麻烦，问题出在那里。我告诉你，敖德萨是伟大的城市，我曾经到过
，那里最缺少的是他们没有信心。若他们在内里发展霎哈嘉瑜伽，那么洪水，所有问题都不会来到这个城市。同样，在我们的国
家、你们的国家、每个人的国也一样。

首先，我们必需有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有认识霎哈嘉瑜伽的霎哈嘉瑜伽士。你对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这个事实，有更大的信
心。为什么不能这样？我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你们全都能够做到，为什么不能？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可以做到。但你们必须有
信心，像母亲那样，我们可以是一样，没有任何自我。我曾经看到人们对他们的自我很害怕。没有自我，因为你像海洋，正如我
所说，它处于最低点。同样地，它可以成就到。

去爱整个世界是那么美丽，去享受你的慈悲、你的慷慨是那么美丽。我享受我的慷慨比享受其他事物更多。但在这慷慨中，我知
道我并不是在做任何事情，我只是表达我的喜乐感觉。

我看见花朵，感到非常快乐。同样，当我给予别人某些东西，我感到非常喜乐。这是一种喜乐，给予喜乐的质量。所有给予喜乐
的质量都在你内里，你必须自己发掘。你们也拥有给予平和的质量，你内里拥有那么多喜乐。若你的平和已经建立，你可以把它
传达到大气中、人群中、每一个人中。若那是愤怒、生气，它是不能成就什么。

所以你必须监察自己，必须看看自己，必须入静，找出你缺少了什么。是那么巨大的力量，正坐在你的面前。

我知道他们可以探索全世界的神话，但我不知怎样燃点他们，该怎样做，怎样告诉他们。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告诉你们，在我这个
生辰，若你们真的想给予我一点东西，给我这个吧︰「显示你的信心和你已经把它成就了」。无论你身处何处，你不必改变气氛
，不必改变任何事物，只要以诚实、诚恳和谦虚的态度，你真的可以成就很多。在每个国家，整个世界，你也可以做到。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是毫无欲望的人──我希望你们可以达成我这精微的愿望，就是转化全世界。

愿神祝福你们。

2001-0321, 寿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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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你们一起庆祝我七十八岁的生日。你们挂上美丽的气球，就好像为小孩子，以充满爱的手在他的生日挂上气球。 你们要寻找
关于你们自己的，你们要找出，正如你们爱我，你们又如何爱其他人，透过内省你们会更容易发现你们爱其他人有多少，你们照
顾其他人有多少。若事情是这样，霎哈嘉瑜伽的众多问题都立时得到解决。 霎哈嘉瑜伽不是赚取金钱或追求权力的场所。你会立
刻被揭露出来。若你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们要得到的就是在你们心内那仁爱的海洋，并且在其他人处看到。这爱帮助你非常顺利
及美丽地作每一件事。 若你真的爱你的国家，你便永远不会不诚实，你再没有任何利益，除了你的自由，你想为你的国家做任何
事。在印度有很多伟大的烈士爱他们的国家。你们的国家是有灵性的，是你们真我完全喜乐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和平得胜，若
你爱这国家，你为何会有那些求取金钱、权力及所有那些胡混的意念？ 这是揭露的世代……若你对霎哈嘉瑜伽没有爱，若你对你
的母亲没有爱，你便会追求那些胡混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弄得一团糟。若你想毁灭你自己，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做，但不要在霎
哈嘉瑜伽里。 你们要真的忠心及诚实，你们应享受你们自己的真诚，你们应享受你们的爱，你们应享受你们的慷慨……来到仁爱
的乐园以后，若你仍然管着那些无稽的事情，你便会很快堕入地狱。我很清楚看到。 这是揭露的世代。要十分小心，没有人会在
这年代幸免。若你们正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你会被揭露出来，并受到真确的惩罚，不一定是霎哈嘉瑜伽惩罚你，但会有多种事
情令这力量发生效果。首先的便是我们所说的「非拉希什米」（alakshmi）。 『非拉希什米』（alakshmi）的意思是当你受到惩
罚时，你会感到惊讶，你要面对破产，你再没有财富，你会被揭露，你或许会入狱。你们不要变得不祥。你们应知道你们的力量
是什么，你们可享受什么，你们可施予什么，你们可做什么。但首先，你们一定要知道你有没有力量做到。有些人仍然不能抛弃
旧日的试探。 你要记着你在霎哈嘉瑜伽花了多少个年头，并明白你享受我的生辰有多少次，你们如何成长、改变、享受及取得所
有霎哈嘉瑜伽的特质。 霎哈嘉瑜伽士首先及最重要的特质是绝对的诚实，他来到霎哈嘉瑜伽不是为了金钱或权力。但他来到是要
升进到我们所创造那新的美丽世界。我们创造这世界是为了全世界所有居住的人，他们甚至迷失在森林里，在喜玛拉雅山里──在
任何一处。我们要传播这美丽的感应，或这庄重自强的美丽尊严。 若你不尊重自己，去追逐无用的事情，你便不能取得霎哈嘉瑜
伽的任何特质。你们要去除一切的谬误，但在你们中仍然有些人在这发臭胡乱的泥浆中。 你们以如此的热心及喜悦来庆祝我的生
日，这是十分美好的。看见这一切真好，我真想你们所有人都成为我的装饰。让全世界看见你们是我的孩子，看见你们有这伟大
的价值及这伟大的洞悉力。 在我生命每一刻，在我想及你们时，我已为你们工作，我希望用美妙的方法去做，把你们变成真正的
好人，理想的人，特别的人，并有洞悉能力。 故此你们应感受到此日也在庆祝你们的生日。当清理自己完全，你会变得无瑕（nir
mal），绝对是爱的纯洁人格，此日便是你们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
有些人还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配得上什么……你们必须认识你们的真我。 真我是个灵，是全能的神的反映。若你想生活如其
他平凡胡乱的人，你便应离开霎哈嘉瑜伽……要明白在霎哈嘉瑜伽里你们不可以有所有这些弱点。 灵量会在某程度上纠正你，之
后她会惩罚你。「霎哈嘉瑜伽是十分容易让人来到、进入、并作出效果。但若你的言行像十分平凡无用的人，你便是对抗你自己
，你不能留在霎哈嘉瑜伽，你将会被赶走。 我要求你们成为吉祥的人，不要做任何不祥的事……很小的事情已可表现你们是吉祥
的人，你们不需要学习。自动地、自然地发生，你会享受你的吉祥，因为你是神圣的，因为你是纯洁无瑕（nirmal），而且你也
享受在你内里的这种特质。当这样发生，这便是你的生日。你们过去重生…但你们仍是小孩般，现在你们都要长进，此长进在每
一方面都要表现出来。 当一个人成长，你会做不同的事情表达自己。同样，若你们已长大，你们便要在霎哈嘉瑜伽里表现出你们
已长大成人，显示你们是十分有深度，十分有修养的人……但若你们仍然追逐无稽的事情，那样你们最好离开霎哈嘉瑜伽……这
真令人惊讶，人们如何不明白他们在霎哈嘉瑜伽的位置。 你们的成长整体来说都十分好。你们当中有很多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
但这样唯一有可能及可以被人认得出来的，就是除非你们真的在内里成长，你们的灵照耀得如仁爱的海洋那样水晶般清澈。 现在
那连系已经接通，你们已有所有轮穴的知识，你们知道如何提升灵量，也知道如何医治别人，如何护理他们。你们所得到的所有
知识，你们所得到的一切光明，它们都好像供给你们能量，之后你们变得有活力，你们不能够作事昏沉，若你们是昏沉迷懵，你
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要跟你们心里的火焰一起舞动，知道真我是什么，知道应为他人做什么。你们一定是往世伟大的追求
者，此追求之心把你带进霎哈嘉瑜伽。若你继续追求无用的事情，你不能长进，也不能帮助其他人长进。 最主要的是你们要明白
，你们的爱心长进了多少，那些去照顾、去关怀、去爱，及十分慷慨的人，便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是有独特质量的人，
这些质量必须在你们的生命中表现出来。 我知道你们十分爱我，你们也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去庆祝我的生日。正如你们有这么多的
装饰物，我已告诉你们，你们是我的衬饰，你们的行为如何，你们认识自己如何，这些都会在全世界每一处受欣赏。 你们所有人
都要长进，你们的人格要十分有深度。你们要在内里长进，去庆祝你们自己的生日。每一日都去察看你们所经验到的。 实际上每
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认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灵量我也知道，我并且知道谁人的灵量妥当，谁人的不是……每当我看到一个人，我
看到他的灵量，从他的灵量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有成千上万的灵量，但我知道谁属谁，因我爱他们。若你爱某人，你便会知道他
是什么。 这是十分深入的感受，就如你进入了心灵的花园，你感受到周围美丽的芳香，当你想起那些美好的人，他们都正如以往
的圣人，伟大的救世者，现在正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便感到十分恩慰，你已达到这集体喜乐的状态。 这正是你们正站立的考验之

处，若你不试验你自己，你怎会知道你已进入了多远？故此你是学生，你是考官，你也是那个给自己颁发证书的人。 之后你开始
明白很多以往从不明白的事情，跟着那绝对的知识会进入你内里，使你明白所有事情，之后你会清楚地知觉到你自己的状况。 要
得到所有的力量，你们要进入深处，就如有一口井，井内有水，若你不把水桶放进去，你怎可以拿到水？若你的水桶满是石块，
那口井对你有何用？ 同样，我们在内已拥有一切……霎哈嘉瑜伽是那使你进入深处的途径，发掘你自己……这正是值得去享受的
，而不是那些你正在追求，认为重要的无稽的事情。 这是Shuddha-ichcha，那灵量，那纯洁的欲望。其他欲望不会应验，你也不
会满足。你不断去购买，最终工业会倒闭。这正在美国发生。 无论你做何事，都会把你逐回，只有灵性的升进不会这样，它会开
花，发出芳香，美丽──此美妙的经验与你的真我同在，就如你已进入天国美丽的花园。 若你想感受如此，便要放弃一切无稽的念
头，放弃所有世俗的谬误。你放弃一切，你便会感受到你完全在此处，是你应到达的，你再没有疑惑，再没有渴求，在任何情况
下，你再不会感到不满足。 但有些人仍然停留在十分粗浅的阶段。他们会被揭露出来，你做这些事情有何用呢？你会被揭露，全
世界的霎哈嘉瑜伽士把你看成是罪犯，不用受尊重的人。 若你在此是要踏上进升的阶梯，你的眼睛要向上，而不是向下。你要看
到那些阶梯是什么，你要一一爬上去，通过这些阶梯，你会进入哪里？我会告诉你──就是美丽的花园，你们真我芬芳的花园，何
其美丽。相反，你们迷失在世俗的泥沼中，正如迷失的众人。你为什么还要来到霎哈嘉瑜伽？
放弃那些胡乱的想法。尝试接受你的灵，那纯洁的灵，纯洁是那『道』
(Word)，纯洁是你应当要有的，你可藉由霎哈嘉瑜伽去建立它。 你静观的状态要改善，静观的状态要大大扩展，使你的制约及自
我的反应结束。你再没有任何反作用的情绪，只去静观。实相的知识总是透过静观得来。若你不懂得如何静观，那样你所得到的
任何知识都只是从你的自我或制约而来的产物，这并非绝对的知识。
要得到关于任何事情的绝对知识，你要做的是要达到绝对的境界，即你能绝对的清洁、纯洁、nirmal。 现在你再不会因自己的缺
点而责备自己。缺点是在所难免的，你们都只是人。但所有这些缺点，你絶对可以凭着你灵性的力量去克服它。 你会抽离你自己
，并说：『你好，先生，你怎样呀？你状况如何？』你开始从外处看见你自己，并且扫除一切不属于你真我的东西。真我的知识
会进入你内里，当你希望得到知识时。这是你希望认识真我的纯洁欲望。
你们都是被拣选成为十分、十分特别的人，毫无疑问。你们一定有一些地方使你们进入这尝试成为真我的境界。 真我是绝对的自
我满足，它不用任何事情去满足自己。事实上这是一种人格化了的满足感，它只去看事情，只去观察事物，只去静观。当静观的
时候便能知道……这是真我的展现，若你是清洁的人，你的欲望清洁，你只有想升进的纯洁欲望。 你们的灵量一定是在你里面完
全地建立好，在你里面完全地展现出来，完全地启发了你的真我。这样的灵量必须在你不阻碍她成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若你让
它成长，它便会成长，并能得到效果。 我在1970年才开始这工作……因为我要等待自己能十分灵巧地处理各种不同的灵量。我要
解决所有已存在的互换及组合的情况，之后我只去想：『若我能有一种方法令所有这些组合都能在同一条在线得到解决，这样灵
量才会升起。』而这真真有效，并已发生。 我感到十分伤心，对于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胡乱的事情上的人。他们不能享受什么，他
们对任何事物没有真实的爱，他们甚至没有被爱过，更不可能去爱。
我细心观察人类，察看他们的偏差。透过内省，若你开始看到那些偏差的地方，你便知道如何医治你自己，并能切实解决。 你们
只要去处理你们的轮穴，看那个轮穴受感染，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要尊重自己，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的医生。你知道一切有关你
自己的事情……这便是你给自己的教育，这只会在你经验到所有感染的时候才有可能。
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现在就成长起来吧。成长为伟大非凡的人，可以创造历史、受人敬仰的非常伟大人物。 过去所有伟大的圣
人都不懂得提升灵量。而你们拥有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提升灵量、判断灵量、明白问题所在的知识。而且你们都知道怎样用美好
、慈爱的方式向人讲出他的问题。 所以，你的灵（spirit）的讯息就是：你们都彼此相爱。假如你不爱某人，那又怎么样呢？是否
因为你的嫉妒、贪婪还是情欲才这样呢？世界大同、民胞物与是要自己去真正感受，美妙地品尝的。假如你爱某东西，那就非常
和谐。它带来人群之中的和谐。
享受彼此的共处，分享彼此的成就，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我真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你会感到犹如身处伊甸园之中。 当你了
解真我，这种感觉应该来临。因为当你了解真我，那么你就了解自己的自性，你也会为真我之美、自己的美丽、自己的喜悦及自
己拥有这一切而欢天喜地。 要知道你内里是实实在在的充满喜乐的芬芳。你必须拥有那境界……任何时刻，你的灵应为最微少的
东西而起舞──最微少的受造物……一个仁慈的动作、一个感激的动作──你感受到那感觉的深度。 当我看见印度独立时，国旗升起
，我无法清楚讲出那感受。真理终于压倒了假理，正义战胜了不义。这感觉依旧挥之不去。我甚至不能直视国旗。如果我看见，
会回忆起整段历史……有多少人牺牲了、多少烈士、多少人为它而战。那国旗代表了这段历史。 而你们代表了所有这些。你们代
表了那理想。你们代表了牺牲者和那要为人类升进而达成的一切。你们要为他人而成就很多大事。你们要在内里好好用功，你们
可以为他人做什么、为他人成就什么、怎样才能在内里融合这些素质，好使自己能成为绝对独特的人格。 是什么令过去的伟人如
此伟大呢？一旦你拥有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你做大事。你不再惧怕什么。你不会团团转，你会找到解决方法。那会在你
身上发生。 如果你了解自己，就会有勇气和智慧。那就是灵了，它给你大大的智慧和大大的勇气。那个不是争战的灵体。它不是
暴力的本性……它却是宁静、美丽、勇敢的……宁静时勇气是很有力量的……它很有礼、很甜美。你们将会与勇气并肩矗立。 我
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会如此。不必什么斗争、什么战斗，只消与勇气并肩，做一切正确的事。这是可能的事，因为你们都已经与
上天有了联系。你们都拥有与无所不在的宇宙大能(Paramchaitanya）的连系，它自会成就一切。
今天看见你们这么多人都是很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我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如果你发现有人不是这样，请向我报告。 一旦你真

正解决了问题而进展良好，你就知道这领域就是所谓dharma-yudha（正法之战），我们的dharma-yudha就是站在正法（dharma
）之中。而正法的意思不是宗教，而是普世无玷正法（Vishwa Nirmala Dharma）。我们站在自己的宗教当中，那自会有不良能
量……那就是争战。只有当你正直无邪（dharmic），你才会在霎哈嘉瑜伽有所成。
当不诚实和腐败的人进来霎哈嘉瑜伽，他们会被揭发和受惩罚──不是我，不是你，而是被他自己的灵量惩罚。 我们存在这里不是
要做什么坏事。我们不是表现自己什么坏模样，而是在这里证明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不同凡响的人。那就是真我的本质，即是
完美。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身份而活。我们所成就的是个新领域，就让我们为这新领域而欢欣。 今天我有少许忧心把霎哈嘉瑜伽往
下拉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我知道一切，假如他们受伤害，不要埋怨我。很明显，他们一点也沾不上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每天
都把你净化。 你看见一个经验、一个人、一件事，而它自会把你净化。那就是标记了。假如我看见某人，不诚实的人，我就立刻
思索：『我希望不会做出对自己不诚实的事情。』只消设想自己是……纠正自己的影响的人。你站在哪里？你是否站在正确点还
是与它同归于尽呢？ 你们都是伟大的人。你们可以拯救世界。我视你们为非常伟大的人。尤其是妇女，应更加努力，因为我是女
人而女人有特殊的能力去爱和去承受。 我期望你们所有人成为美妙、美妙的霎哈嘉瑜伽士。没有什么能够令全世界信服，唯有你
们的工作，你们的能干和你们去爱的力量。 我见过很多东西，经验过与你们一起，每当想起这些事，我真的感到很宽慰。我见过
人们怎样应付和看管很繁重而难应付的事务，他们都能办好。 现在，我们都已进入了新世界。在这新世界里一群新的霎哈嘉瑜伽
族类要显示他们的成绩。他们要显出力量和勇气，以及他们的谅解。这并不是严肃的，亦非不庄重的，而是喜乐的事。
当你们感应到自己，就自然有喜乐。我告诉你们这一切，是因为这些都是你们内里的东西，你们内在的力量。 所以我祝你们有个
非常非常美好的生辰，好使你们都有新生、新的理解和新的人格。尝试去接受那人格，尝试去尊重它，那人格正是你的真我。
愿神保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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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齐集这儿作复活节崇拜。

在灵性的历史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其中一个重大的日子。在霎哈嘉瑜伽，这是既非常重要亦具象征意义，因为我们所做的
也是从死里再生。

要明白的是复活给予我们及全世界一个讯息。我们必须让自己重生。耶稣基督没需要复活。但祂是一个模范：圣人的模范、自觉
的灵的模范及人子的模范，祂由天国降临去拯救我们。

复活是我们生命的部分。这是那样具象征意义的……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中皆是迷失的人。我们无法支配自己……我们无法保持意
念及肉身的平衡，生命的种种也没有保持平衡；我们惯于跟随我们以为是好的方式去胡乱行为。那并没有任何智慧在内。

耶稣基督是格涅沙的化身。祂履行了非常艰巨的使命。祂要去说服对灵性一无所知的人。但莫名其妙地，这使命以美妙的方法得
以履行，人们开始明白祂所表达的复活是件重要的事情。

祂明白若复活发生，灵量上升，将你们与上天无所不在的神圣能量联合在一起，你会开始明白有一个超越你们现世生命的生命，
将你们与上天的神圣能量联合在一起。这上天的神圣能量赋予你绝对的真理。你越成长，越明白你现时还未懂的绝对真理。

我们都曾做过错误的事情；用了错误的方法；迷失了方向……误听了自夸的人诉说自己懂得真理。但当你自己发现了真理，你就
会是截然不同的人。你的发现是那样内在及真实，你会摒弃一切不真实的东西。

在这崇拜里，大部分人都是回教徒。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曾被误导及被教育去憎恨别人。那些回教的亡魂变得更为恶劣，但人们竟
去相信他们。在印度，这情况更严重，只是那儿并不接近回教，又没有穆圣（Mohammed -sahib）。

除非你已得到自觉，否则你只是无用的人，毫无用处。你可以仇恨其他人；你可以打其他人；你可以杀其他人；而这些行为都以
穆圣的名字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进行。

耶稣基督及穆圣不会争斗！但他们的信徒都在争斗。祂们都有共同的理解。这些人都是为无意义的事情而争斗。

耶稣在很年轻的时候便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显示祂并不害怕死亡，祂亦知道祂会复活。」祂要穿越狭窄的额轮
，祂必须要被杀……祂全心接受了祂必要经历的苦难。

同样，你也要穿越额轮才可达到你的顶轮。你不用为此而丧命，但你必须去钉死你的自我。

自我的支配
第一点是自我。我们所拥有的自我是你不可以摆脱的。我们透过自我，认同那些诸如国家或家庭的事物。你必须去打击你的自我
，否则你不可得到你的重生；而你的注意力不可穿越额轮。只要自我给予我们邪恶的认同，重生就不可成功。你们应该去察看自
己的自我，重生便会很微妙地发生……当得到自觉后，我会说：『你们认识了自己。』你会认识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有太多的条
件制约及太多的自我。

在印度，人们有着对他们的仪式的条件制约。但是自我是西方最不堪的部分……他们迷失在自我之中，他们不能看到自己、他们
自身社会、他们自身人民出了什么的错。

所以自我实际上已支配了许多情况。自古至今，已有许多国家的人因着某些人的自我而实实在在地被折磨及屠杀。当他们明了他
们曾是多么的恐怖时，他们才会放弃。然而他们必须明了──正如我所说──『你们必须重生。』没有重生的话……你们不会意识到
你们曾犯过什么错。但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如何持续犯过错。

在这整体的事情看来，你看见了世界的整幅画面。你会发现所有为着无意义的事情而战争的国家，都是非常非常的贫穷；正过着
非常艰苦的日子；而这些国家亦快将完全的灭亡了。但这些国家并不希望去了解他们为何正在受苦。富有的国家亦已迷失了。他
们同样要重生。他们要超越物质，他们要亲自看到他们所作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他们所有的时候都在欺骗社会。我想整个经济
都建基于欺骗──你如何可以欺骗人们。而在这欺骗之中，你甚至不明了你正在做一些使人感到没有安全感的事情。钱财使你变得
非常贪婪，而你又过于看重了它。

耶稣的一生
从耶稣的一生中，可以明白一点，祂是非常简单而贫穷的人，只是木匠的儿子。对祂而言，金钱并不算什么，只是一种绝对无用

的东西。对祂而言，心灵才是一切；祂在宣道时告诉人们：『你们一定要有灵性的觉醒。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尝试明白生命
超越这一切……』祂是那样的聪慧……祂是来自神的人，由神创造。祂是格涅沙，祂是太初第一声（Aum），祂是知识及一切。
但祂依然没有被认出。人们不能明白真理。他们是那样的愚笨，他们只喜欢虚伪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最终他们把祂钉上十字架
。

这是可笑的世界，圣人被钉上十字架；而恶魔则被那么的看重。但现在时候已到，干着坏事的人，试图勒死别人的人，将会被施
以绞刑……假若他们做着侵略及贪婪的行为，他们将会被揭露出来……他们将会被投进地狱内。这就是我今年特别感觉到的。

最好就是达到你的重生。达到你更高的生命，并检讨自己：『究竟你正在做些什么？』钱财及权力并不可帮助任何人。人们不会
因为这样而留芳百世。没有人会记得醉生梦死的人。

可以得到重生的就是为着改善人类生活及帮助人类而作出牺牲的人……因为他们爱人类。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开始想到有
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得到，而这些事情为他们又是最好的。

无知的父母试图以物质去逗他们的儿女。但若不是以爱去抚养儿女，他们会误入歧途。耶稣又或是任何伟人最伟大之处，就是他
们去爱……他们去爱所有人类。这就是我们应去做的。我们是否只爱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抑或我们爱整个世界？我
们是否为整个世界而活，抑或是为了我们的小圈子呢？

我们应找出什么是我们的抱负，什么是我们的渴求；什么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假若你真正地充满爱心去关心别人如同自己一样，
这是十分喜乐的事情。你即使拥有珠宝、房屋、物业、钱财，或权位，但假若你对别人没有爱，你也不能享受乐趣。你的乐趣只
源自爱。即使你遇到生命上所有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仍然没有什么可触动你。那些都不可给予你真正的喜乐。

耶稣曾教导我们：祂爱世人并希望为他们预备重生。倘若祂没有完成这工作，我去达成这境界便会很困难。所以祂已为霎哈嘉瑜
伽预备了舞台。

耶稣把额轮的打开及灵量的提升视为祂对人类的爱。这就是祂所作的，祂关心那么多的人。对我们在霎哈嘉瑜伽而言，祂是如此
的一个帮忙。没有了祂，我真不知道我如何可以真正地打开额轮……

人们透过额轮不断做错事，而他们从未为此感觉不好，也从没想过他们有做错过事……他们从没用心去感觉他们要达到那个境地
。只有耶稣，祂显示给我们：你打开你的额轮，并穿过了额轮。

祂在你们之内创造了静观的状态……你开始看到整出戏剧，而你会惊讶你是如何的宁静、无思虑而有知觉，如何静观万物。

我们必须相信耶稣以祂的形相存在额轮内。祂在此出生，祂在此重生。所有我们已得的已经完成了……这是最后而最困难的中心
，而耶稣基督真真正正打开了它。祂就是那位敢于去干而又漂漂亮亮地去干，为此我们现在有能力去看到自己的自我，去检讨自
己：『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何我们会认为自己非常独特呢？』

洁净额轮
当你开始看见自我时，你将会感到惊讶。你无论做任何事……你都不会感到疲倦。我们感到疲累是因为自我无时无刻地说：『啊
，你真是那样伟大，你正为别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你已成就了那么多。』

若我们开始相信自我，以为我们是伟大的及做了许多事，我们就应少点做及不去帮助别人。可笑的念头开始进入我们的意念……
与那可笑的念头打仗会使我们非常疲倦。

现在我们的整个情况透过耶稣的生命而变得更加简单。但看看基督教国家……他们正站在耶稣的另一方。他们是最野心勃勃的国
家。因为他们野心勃勃，所以他们被视为伟大。他们对待他人如同对待奴隶一般。他们从教会那儿学习如何去支配别人。

这情况就发生在拥有自我的人身上。他们试图去占领其他国家。以往的情况并没有今天那么糟糕。在希特拉的时代，并没有任何
混乱。每一个人都知道应站在那一方。但今天却有这样的混乱。人们并不尝试去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人们互相厮杀的情况，较
动物界严重。

战斗主义已发展得很强烈，人们都以为战斗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看基督与祂的生命，祂不与任何人争斗，祂不与任何人争斗。祂接受祂的死亡，因为祂知道这是「为了全世界的重生。」

这正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必须成为重生的模范。当你得到自觉以后，你会明了人类正做着荒谬的事情，但你却不能坐视不理
。

当你的额轮清洁了；没有了自我；你的思想没有了任何形式的支配以及条件制约，那样你便成为缔造和平的渠道……有一件事情
，特别为霎哈嘉瑜伽士而言，他们要知道：假如你没有了额轮的问题，你或许看起来像正在受苦，但事实上并不是。你仍在为他
人、为四周、为你的朋友，为你的邻居做事；你可以为你的同胞，为所有人说话。当你没有额轮的问题时，你会成为上天能量的
巨大源头，而这能量可解决一切。这能量可改变，改造人们。

我可以肯定，在集体的层面上，所有这愤怒，所有这充满野心的氛围，以及所有来自讨厌的人的挑战，都可以终结。需要的是人
们没有了自我；需要的是人们不再为他们的错误辩护；需要的是人们有清晰的概念……以上都是强大的盾牌，用以防御对真理具
侵略性的能量。而能量正在摧毁世界和平。基督打开了额轮，为世上带来了平安。世上有平安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没有了内在
的平安，你又怎可以得到外在的平安呢？这么多的国家谈论和平，但偏偏却在参与战争及争斗，这是非常使人惊讶的……他们没
有解决的方法。他们并不理解。我认为唯一解决方法是以霎哈嘉瑜伽去改造他们……你需要除掉他们的自我。你可以由许多人的
身上看到，自我在抵抗，自我在那儿，并在行动。这自我是人们拥有的非常非常危险的东西。耶稣尝试使你的自我再没有作用。
祂尝试带走自我的问题，使你成为谦逊温和的人。当人们都是充满野心及试图去支配的时候，谦卑的人往往是胜利者。

静观自我
所以重要的是去看管你的自我先生，看看它如何行动……这是非常有趣，看它如何制造戏剧；它如何试图掩饰事情；它如何试图
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胜……这都是非常非常讨厌的事，非常有害的事；亦是最令人尴尬的。

这些充满自我的人就像这样；最终他们变成非常紧张的人……他们终日尝试控制别人而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自己。

这自我就像小孩一样。它不去听任何东西。它不理解任何东西。它只是不断骚扰所有的事情。同样地，我们的自我也有这样举动
，并没有任何集体知识。当你做一些事情，肯定自己个性的时候，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满足感。假使你注意你的自我，你将会大笑
并享受这小丑带来的笑话，你将会看到它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当基督在世的时候，人们都有那么多的自我。没有人去谈论它，
没有人对此说任何的东西。

所以最好的是祂能显示给我们知道：你可以牺牲你的生命去打开你的额轮……同样在霎哈嘉瑜伽里，假如你有自我，你应首先处
于静观的状态。但若你有自我，你便不能静观，更不能改善你的自我。它是非常使人混乱的东西……假设你形成了非常大的自我
，你便会终日不断为你的自我辩护。你这样想：『我所作的无论是什么都是好的……』自我确定开始。你有自我确定，便不会看
到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你对别人做了些什么。

当有了自我，充满自我而又自以为他们具灵性的人会容易组成一个个小团体。现在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宗教追随者。

在灵性内，首要的是要变得非常温顺、非常谦卑……谦卑就是力量。祂的谦卑正造就事情并享荣耀。那不是野心。像希特拉及墨
索里尼的人来而复去，但他们不会被敬拜，也不会有他们的雕像。

那些拥有自我的人实在非常愚笨，因为他们虽做错事，仍以为是正确。最终他们会被认定为绝对极之邪恶的人种。人们甚至不想
提他们的名字。

时间可以证明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正在做什么。这是上天非常非常有计划的工作。你们不应被自我玩弄于股掌之中。试试看你自
己……只要念耶稣的口诀，自我便会消失。

条件制约
这恐怖的自我的另一个征兆就是条件制约。这也是非常微妙的。你的条件制约会告诉你：你不喜欢某些东西，但这会伤害其他人
。你们不能享受任何东西……这与你本身的个性或那东西本身的价值没有关系。「我不喜欢」不应由霎哈嘉瑜伽士口中说出。不
要用这字句……这批评的事情乃来自条件制约……

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像在美国及所有类似的国家）惯于无休止地只关心自己。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突然间人人都同情那国家。
当你在自夸或试图将你的条件制约加诸别人身上，大自然将去作改正并赋予另一面的情况。「它以巨大的方法去进行，这是你不
能想象的……然后会有地震。所有种类的灾难都会来临。

种族主义是很坏的条件制约。我的意思是：即使一个人的肤色是黑、是白，抑或是红，为何那么要紧？是神创造了那人。没有非
白皮肤的人，也没有美国。无休止的只关心他们自己。他们都是厉害的种族主义者。即使现在他们仍是这样，但慢慢地他们也要
改变；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不足之处。

这世界是一体，需要来自各国的人民去互相帮助。想象自己较别人优胜是很坏的条件制约。这是自我与条件制约的混和；条件制
约提供了『我们是最好』的讯息给自我。得到自觉后，霎哈嘉瑜伽士开始明白他们自己的社团有什么错处及他们正在犯些什么错
。他们变得警惕。他们明白什么人干着那些荒谬的事情。

你如何变得会留意你所属国家的弊病，这是非常使人惊讶的。额轮是那么重要。基督明白额轮必须打开。除非额轮打开了，否则
人类不能再向前迈步；这是为什么祂要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是因为若未能消除额轮，你便不能重生。

所有这些事情都很成功，现在整个世界跟你一样都正完完全全地看到荒谬事物被完全破坏。即使没有接触霎哈嘉瑜伽的人也正奇
怪这些事情为何会发生。

特别对欧洲人而言，他们必须明白其他人的优美、爱及伟大之处，这能带来极大满足。

衰退是由自我引致的，但现在它已撤退了。

复活
自我及条件制约就像两条蛇企图去吞噬人类，但他们已撤退了。这是最好的时候，你会看到整出戏剧。人们必须要谦逊，因为当
你充满自我，你甚至不可看到任何东西……我不能明白人们怎样将条件制约赋加于别人身上。

自我是愚笨的。今天它会说：『这是最好的东西。』明天它会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要另一个……』充满自我的
人不能分辨正邪。这些人现在已经……已经被大大惩罚。

在基督生命的模范里，证明了你的重生是必要的……是内在的；除非你得到重生，否则你会迷失。这自我可摧毁一个国家，一个
人或一个组织。它可以完全地将你带离现实。这是使你盲目的东西……当你有了条件制约，你开始种种荒谬的东西。而你开始以
此折损你的健康，人们是如何理解及喜欢非常具破坏性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使人惊讶的事。

基督已经牺牲了祂的性命然后复活。同样，所有已经摧毁了自己生命的人物必须要重生──重生只有透过霎哈嘉瑜伽，别无他法。
若你理解你己的价值时，你会理解所有事物。以你的眼去看。以你的耳去听。「明白自己。当你明白自己的时候，一切事物也会
成就得很好。只有透过这样，只有透过这类明白自己的人，霎哈嘉瑜伽才可以建立起来。

我们必须感谢基督带来了重生，为此我们得到了……上天的判断力。这是……如此的一条由祂创造的路径，通过此路径我们可以
非常轻易地渡过困难，消除我们的自我及条件制约。

我很高兴霎哈嘉瑜伽士理解这点并在他们内在尊重这点。你们已经那样清晰地看到你们的自我及超我，你们可以超越它们了。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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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向所有已经发现真理的霎哈嘉瑜伽士致敬。从远古以来他们一直追寻真理。当人们发现除了向上天交托顺服之外，没有
其他的方法可以令人发现真理，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做，怎样将它成就出来。

全世界都有真理追寻者，我去到土耳其，使我吃惊的是那里一直有很多苏菲派（Sufi），但他们的信徒都未是得到自觉的灵，因
为苏菲派人士也不知道怎样得到他们的自觉。黑暗就是这样的在寻道者周围存在。

当我还是小女孩，我发现全世界的人对怎样找寻真理是全然无知的，因此许多人迷失在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之中；从早到
晚他们经常做一切的仪式。不论他们是印度教徒、基督徒、穆斯林，他们都相信做这一切宗教仪式就能到达某层面，将认识真理
、将得到你的「自觉」。这些寻道者到错误的导师那里和被诱到错误的方向，是因为真切的、由衷的寻求。他们完全被误导，他
们被诱到错误的地方，进入黑暗的领域，他们不知道在追寻什么，应当追寻什么，应得到什么。

曾经有预言，「斗争期」（Kali

Yuga

黑暗时期）会来临，人类将寻得真我。有一个有关那罗（Nala）和迦利女神（Kali）的故事。迦利带走了那罗的妻子达马杨提 Da
mayanti(意即太太)，因此当那罗捉到迦利，就说：「现在将要杀你，因为你作恶多端，你对我作出这样的伤害。」迦利说：「你
可以杀我，但你先应该知道我的重要性，什么是我的摩耶幻相 (mahamaya )。我的重要性是当我的时间来临 ──当斗争期来临──
所有在丛林里、在山丘和深谷中、在喜马拉雅山里的寻道者，他们将变成普通的寻常百姓，他们将会是寻常百姓──他们不再是遁
世的出家人（Sanyasi）──他们将是寻常百姓，他们将寻获真理。

这个预言在很久远之前，并且有书籍记载，你应该读过《那罗往世书》（Nala Purana），说人类得知真我的时间将要来临。所有
宗教都述说同一件事，就是「你应该认识你自己」。伊斯兰说同样的事，佛陀说同样的事，基督徒说同样的事，印度教说同样的
事。直到现在他们仍继续作种种技俩，但他们自知「未有发现真理」。

所以这是我的工作，由孩提时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去做。但当我看到人类，他们是如何在黑暗内，如何带攻击性和多么充满罪恶
。他们的行为是那么残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这时也是我看到希特勒来临，且我的国家完全受奴役。所以第一件事是使我的国
家解放，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当时我为国家的自由运动担当了很活跃的角色的原因；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一样。但当我们得到自
由，不知何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迷失了。人们开始沉迷于各种错误的时髦玩意，那些所谓「娱乐」。

由于这一切，我发现全世界有一股巨大的追寻力量，但被一些说谎者充分利用。他们骗取了大量金钱；他们也用假知识令寻道者
被诅咒──我不知道这些人要怎样对待他们。许多寻道者就这样迷失。除此以外，我走到美国，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感到很震惊。但
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如此不健康，他们正正不能了解什么是他们必须有的，也不明白人是不能以金钱换取真理的。

后来，当顶轮打开后，事情就展开了。你们知道我怎样把顶轮打开的故事，和怎样由我一个人开始给予他人自觉。但在美国我非
常失望。我想：「它怎样才会茁壮成长呢？怎样才可将它发展呢？」

在印度，当时我们大约有二十五个有自觉的灵。他们明白有自觉后他们得到什么，他们明白自己已变成非常好的人，他们放弃所
有的坏习惯，他们也希望崇拜我。我说：「不、不。不要崇拜我，因为人们不会明白。」但有一天他们催逼我，故在房子的露台
上他们来崇拜我，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就是女神」。在崇拜后，一个被鬼附的女仆走过来，开始以女神的名字叫我，人们便说
：「你在说什么？」她是女人，但说话像男人。她说：「我告诉你们事实，她是到来拯救我们的女神。」她说的不是女仆的语言
，而是十分教养有的婆罗门，会说出所有商羯罗大师(Adi-Shankaracharya) 的赞美诗。这是十分奇怪的！他们问她几个问题之后
她就晕倒。我对他们说：「不要听她的话，那是没用的。」但他们不同意，他们接着说：「母亲，我们要对你崇拜。」

因此我唯有赞成。他们就找来七个婆罗门来做崇拜，他们害怕，因为做崇拜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出于真理，它能伤害你。但
相反，当他们做崇拜时竟得到了自觉！他们说：「现在，这是事实（真理）!」他们感觉到双手的凉风，所有特征显示有自觉的灵
魂的诞生。但在这时候我不想说得太多，因为那里有许多人自称：「我是这…… 我是那……。」因此我不想全部揭露出来。但渐
渐地我发现他们被吸引，来到我的讲座，然后霎哈嘉瑜伽开始以非常有趣的方式传播开去。

因此在这顶轮日子，或者可以说在这顶轮打开的日子，是非常重要，非常精微的。我们知道灵量卷曲成三圈半，隐藏在被称作圣
骨（Sacrum）的三角骨里。但我们不知道她怎样工作，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她在六个能量中心里升起，再打开第七个能量中
心──我应该说她开启了第六个能量中心，因为格涅沙的能量中心不扮演任何角色──因此当她打开了第六个能量中心，即顶轮，然
后她把你接连到上天无所不在浩爱的力量。

但这上天的浩爱是什么？它做什么？它是母亲的能量，我们可以说它是太初之母的大能；所有一切都借着这生命能量来成就。但
什么是这些生命能量呢？它是一些非常精微的能量，开始在你的顶轮流通。顶轮所有的千块花瓣慢慢地被启发，并且开始在你的
全身到处流动，在你的手、脚，你的全身流动。而且，当你更… 我的意思是若你的注意力越放在顶轮，它工作得越快。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读过关于人们找到一种能量，称之为……[锡吕‧玛塔吉问门人]

"量子能量"（quantum

energy）。我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称它为量子，因为量子是……。 它可能是指格涅沙的能量的意思，也许，我不知道。因为科学家
是盲目的，我不知道他们称什么为什么！他们就是说那里有一量子能量。这量子能量，根据他们说，以一种非常精微的方法流动
，而且它通常是不可看见的，但是有光的。你们看过许多我的照片有不同种类的光。这能量在光里移动，因此我想这就是量子；
再一次说我不十分肯定，因为我总觉得科学家有一点含糊。但他们谈论的量子能量就像心灵上的能量，一个在四周流动的爱的能
量。这量子能量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他们看到它带有光。他们称它为量子，因为它以一束束流动，每一束是一个quanta单位
。

这能量，当它流动，就如你们看到的，它能发生作用。它在每一方向，每一方面发生作用。例如它在肉身方面工作。假设你身体
有一些疾病，你看到许多人在我的面前被治愈，只需来到我的面前就成了。我不需要在他们身上做任何事，而且我只消看到某人
，就知道他患什么病。我必须说这是我与神的连系。这种连系告诉我什么人有什么毛病、我应该做什么。他可以立刻被治愈，因

为事情就是这样「如其所如」地来到我处。我的意思是，我不去问什么问题，不尝试去找出究竟，我不去分析，但它却会说：「
就这样做吧！」它同样不需「说」，它就这样发生！它自动成就一切。我们很难解释这些能量如何工作。

但你们所有得到自觉的也可以让自己的能量好好发展，并发生作用。如何呢？就是释放它、感觉它、把它赠予他人、验证它。当
然霎哈嘉瑜伽全因为你们才得以传播。你们带领他人来到霎哈嘉瑜伽，但这不是它的最终目标。我们应该挽救这世界。因此我感
到至少百分之四十的人类应得到自觉。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学历也好，人们都应获得自觉。在我们的印度经典里清楚地记载:
「没有 Athmasakshatkar，你的生命是没用的。」什么是athmasakshatkar？它是有关真我的知识，除非你与这个无所不在上天浩
爱的力量整合为一，否则不可能得到这知识。

所以我可以在1970年把顶轮打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兴奋莫名，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的障碍，它是人类唯一的阻
碍──人类因为顶轮未被打开，他们走进了黑暗，因此才有战争，有种种的问题。如果他们的顶轮被打开，并与上天的力量合一，
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每一种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且他们将成为非常快乐的人。当时我觉知这一切，我就非常快乐，高兴
极了。

但当时没有人了解我。我不知道，他们以为我在胡言乱语。没有人了解它是什么，甚至在经书里并未很清楚地记载有关灵量的知
识。只有一个伟大圣人Gyaneshwara（伽涅殊哇）在他的书第六章记载过有关灵量的知识，但不是很清晰，他仅仅说借着灵量你
可以得到你的觉醒。你们也常唱那些歌，我曾听过。他这样说：「噢！灵量母亲啊！期望唤醒你!」但没有人懂这灵量为何物，为
什么你们唱这歌。昔日那是在我们国家里的乡村中经常唱的歌。那么清晰，但没有人明白它的意思，只当作经常唱的一些拜赞歌
，或是一些音乐会之类的歌。没有人知道个中意义，他们对一切都存有很大的误解。所有这些诗人，清晰地记载有关觉醒、自觉
的知识，一切在书中都有记载。人们却只读到书中一行，然后就停下来。另一个人会在第二行开始，然后在某一些位置停顿，似
乎他们为阅读而阅读。同样所有有关的经典都如是。这样，就制造出很大的误解，也被人利用来达到私利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
不能让人类真正了解什么是自觉。为了获得金钱，或者获得某些权势，人类开始创建一些很大的团体，一个很大的宗教团体──我
不知怎样称呼他们──但没有一个是得到了自觉的灵。

举例来说，伟大的圣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他创办一宗教叫襌宗。襌的意思是dhyan（襌定），他希望用襌的方式使人类到达无
思虑的境界。他用一个很大的缸，载满沙，并在上面做图案，上面又放石灰，然后他说：「坐在池塘边只看，不要想！」但人们
不明白这是什么。通常一般人走到那里会说：「这好像船在海中。」或者有其他联想。但没有人尝试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我
向一些人说：「这是为进入无思虑的知觉状态而设的。」他们不明白。然后在日本也有所谓「道」。他们谈论有关无所不在的力
量即所谓道，老子正是那位……他描述过很多圣人，他们的言行事迹，他们的独特品格。但如何成为圣人呢？没有人描述过！我
想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过怎样将人改变成为圣人的品格。

因此在十二世纪，迦涅殊哇在十二世纪谈论过这些东西，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所有东西。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师傅只带一个门
徒，只给「一个」门徒自觉，不是给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令他们有这法规、这规条。然后在十二世纪开始，有很多圣
人颂唱「自觉」。同时所有人都认为仪式都是不好的，因此他们放弃所有仪式。但有什么事情是应该发生的呢？没有人知道。我
读过有关他们的生平，我亦读过很多其后的圣人，但好像没有人知道如何提升灵量。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提升
灵量。当我想他们不俱这种力量，或者可能他们没有这种知识。他们谈论灵量，无不可！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提升灵量。

这是灵性上非常特别的力量！从来没有人能够谈论或教导你如何提升灵量。现在你们全得到这力量，这是多么罕有的东西。你们

全得到这力量。我不曾看见有谁没有提升灵量的力量。你可能不是，你也可能对你自己感到满足，但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已
经把顶轮开启，如果你已知道如何提升灵量，你应该四出给予他人自觉。没有什么比给予他人自觉有更大的裨益。不需作其他慈
善工作，捐钱布施等等，这些是没有用的。最好是四出找寻需要自觉的人，给予他们自觉。

我非常高兴他们开始为吉普赛人展开工作。 我对吉普赛人有一种特别感觉。那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却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从
吉普赛人如何得到自觉，你可看出你可以给予任何人觉醒，只要他们有渴求便可以。当然，你不能强迫他人接受。如果他们有一
个愿望，一个纯洁的愿望，他们就可以获得自觉。

这一天，我需要说，很多年已经过去了，我很努力工作，日以继夜，我唯一的愿望是你们应该严肃地把一切成就。不是把自觉收
藏起来，据为己有！尽量把自觉给予更多的人，你们最大的责任是对我和对至高神负责。唯一要做的是你应该尝试给予他人自觉
。这样你将不会犯错，永不会犯错，因为灵量自会知道一切。她知道你，她知道你是得到自觉的灵，她会尊重你。即使你犯错，
她自会改正，也会帮助你──在各方面。

我只是──我应该说── 家庭主妇 ，我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但我肯定我的任务就是找出方法把顶轮打开。无论任何方式──外在的一
切并不重要──我的工作是找出方法把顶轮打开。我成功了。现在你也知道了！因此这也是你们的工作。科学家现在会向你询问，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探讨的就是我们已在做的。因此，你们都是非常有力量。不过，重点是，你们之中有多少人真正实践这事
功呢？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我想告诉你们，你们需要加强我的双手。他们说女神有千手，但纵使千手现在也请求你们的双手
加入，好让一切能成就。你需要作的事非常重要。世间种种的问题都是因为无知而来，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也好。如何解决它们
呢，那亦正因你与上天合一的力量。

给你们一个简单例子。土耳其人来到我面前恳求：「母亲你应该来，你不应该推迟到访。」我的护照出现问题，我说：「我的护
照未办妥，我怎样来访呢？」但我跟着想：「有何不可？我们会把护照办妥！」因此护照就备妥。他们渴望我到土耳其是因为他
们说：「经济条件下滑得非常厉害，经济完全下滑，我们被毁了。」我到土耳其，什么也没做；不出两天他们宣布获得世界银行
一千万元资助。我不曾与世界银行接触，我与他们并无关连。我不知道。接着我说：「不，可能是，你看，他们帮助你是因为你
们正在困境中。」他们说︰「但很多国家都有困难，为什么他们只帮助我们？」我说：「这就是重点所在。」

因此现在，我惊讶在土耳其只有女士，大多数，且当起领袖来，大多数，他们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现在，我想看到你们会对自
己国家做些什么。你可能说：「在我国家人民坏到不可救药。」可能是，我不否定。但，仍然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你仍可跟他
们谈一谈，告诉他们──特别要处理传媒。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情；也去找出为什么你不能做到。像我，我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没
有得到任何人帮助，我是如何打开了顶轮，你们同样可以打开其他人的顶轮。

这并不困难，因为我的梦想是:「 这世界应该最少有百分之四十人是得到自觉的灵，修习霎哈嘉瑜伽，他们给予他人自觉和尝试改
变他人。」你可以对任何人说，任何人。不需要有分别之心、或去找出、或着眼于……我的意思是人类有时着眼于学历──那是不
需要的，任何人都可以。我不是说给狗，或畜牲自觉，而是给人类自觉。他们可能是任何人，英国人，德国人，也可能是意大利
人，任何地方的人。有人告诉我有些人举办很多讲座，付出很多努力，在不同层面，已经看出成果。我们在穆斯林之中开始工作
。甚至在印度获得成功。你们不知道，人类并未完全迷失，所以这是能够实现的。不要失望和忧虑，情况会慢慢改善。

对于我们的自觉来说，我想最大的敌人是嗜酒。嗜酒，如果人类沾上这习惯，他们变成酒的奴隶，他们的思想会出现问题。我想
他们一定是因嗜酒而破坏了顶轮。因此我想嗜酒是最大的敌人。如果你发现任何人嗜酒，如果你可以帮助这个人戒酒，事情便会
得到解决。当然我们有其他敌人，如假导师；还有其他敌人利用宗教操纵群众。这并不重要。如果你能帮助嗜酒的人，我告诉你
情况会改变。他们会明白他们曾作的种种事，嗜酒，逃避──现在他们会来到这里，他们会把霎哈嘉瑜伽发扬开去。

你就像非常温纯的「爱的战士」，这是你需要宣扬和告诉其他人的事，给他们你所享有的喜乐。不要满足于仅仅自己得到自觉，
或者少数人得到自觉。你需要十分迅速地把它传播，你们是可以做到。因为它不需要金钱，不需要作什么表演的把戏，它只会在
我们内里工作；它已存在于我们里面，它就在那里，每个人都拥有它。我知道这一切。当然我知道这一切。但现在你也知道它，
因此你应该把它成就出来，并且把它成就到达一个程度，这样我肯定，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完全改变过来。

非常谢谢你们。

2001-0603, 太初之母崇拜
View online.
太初之母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2001年6月3日

今天我们崇拜太初之母。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崇拜，因为是太初之母的力量，令你得到自觉，得到真理，得到仁慈和爱的力量。
衪是从最高湿婆神（Sada Shiva）分裂出来的力量，并以衪自己的意愿创造了整个宇宙，一个个跟着一个个的宇宙。衪充满创造
力和爱，衪用爱，成就了这伟大的创造，亦创造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特意选择的星球，它非常优美地被放置于太阳和月亮中间，最终为了创造人类。这是衪伟大的创造，以无比的爱和眷顾
完成，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衪的儿女将会知道真理，并将得到有关他们自己及其他一切事情的最终知识。
你在《圣经》中读过有关太初之母如何以蛇的形相来到世上，告诉人类你们需要得到知识。阿当与夏娃，尤其是夏娃，他们接受
吃那知识之果。否则他们仍会好像动物一样，对生命的奥妙一无所知，他们或许比动物稍高些。当他们吃了那果实，便开始感觉
到没有衣服蔽体的情况有些不对，所以从树上拿了些树叶遮蔽自己的身体。
故此，首先出现的知识是有关贞节的知识，因为神圣格涅沙已被建立，衪的影响力令我们感知需要遮蔽自己的身体。我们已非动
物，只有动物对此不知道，当然它们不是站着的，所以仍不成问题。
有了贞节的知识，人类开始逐渐成长升进至美丽的国度，但仍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认识和觉知。你或许已认识很多事物，但除
非你已得到灵性上的觉醒，得到真我的知识，否则所有其他的知识都是绝对微不足道。
只要你拥有真我的知识，你就会变得很有力量。这真正的力量，是出自仁爱和慈悲的真正力量。
今天，你看见整个世界都忙于争斗，他们为了在战争中保护人们而创造出精密庞大的防卫装备。整个世界好像在一场疯狂的竞赛
中──互相厮杀，互相毁灭，互相竞争，充满野心，引致争斗，继而是更大的战争。他们为了一块土地而厮杀，是如此无知。当你
死亡时，你能否带走这片土地的任何一撮泥土？
当你出生时，你紧握双拳而来。当你死亡时，你摊开双手而去。你又能带走些什么呢？就算你或许不想带走任何东西，但你是否
享受那些你认为重大而为之不停争斗的事物呢？这些争斗为何仍持续于那些缺乏理性的人之中？当涉及一块土地时，你会惊异人
们是怎样的舍弃和平、舍弃谅解。整件事都偏向十分错误的方向，趋向完全的毁灭。
令人类受如此多苦难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习惯、迷恋、认同。这是如何的狭隘，令人们一个接
着一个被全数毁灭。人们需要恢复理性，需要得到真我的知识。
真我的知识是救世者给予人类的钥匙。我们已有这么多圣人、这么多苏菲派(Sufis)、道家和襌宗人士。各种各样得到自觉的灵来
到这世上，他们都受苦难，受折磨，没有人明白他们。然而，现在让你们知道真理的时刻已经来临。这真理非但不枯燥，还充满
仁爱。这真理包围每一个人，并带出我们存在的整体视野。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世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太
初之母的力量就是以爱和慈悲令你们首先明白自己的真我。
你一己之爱是极之有限的，不能感知自己真实的存在。试想这对你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就是首先你要非常认真地做到感知自己
的真我。
那是极之重要的。首先你要觉知自己的真我，现在你已得到灵的光。在灵的光的照耀中，你可以看见你是什么，你已迈进多远，
你如何做着错误的事情，并给自己造成什么伤害。你更拥有一种力量去治愈，改善，并恢复你的理性。这些是最重要的时刻。你
永远不会再得到这些时刻，在过往历史中不曾有，在以后、将来你亦不会得到。
这就是你有的时刻，不单是有关知觉及真我的知识，你还会知道如何去做。在过往，那些圣人、道家、襌宗和伟大的导师们都只

描述得到真我知识的人，他的行为及作风如何，怎样与别不同。但他们没有告诉你如何成为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没有
人能够做得到。或许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灵量的知识，而那些知道的也不能公开谈论它。
太初之母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把灵量放进你的圣骨内。灵量不是太初之母，太初之母远比灵量更伟大、更广泛、更深入、更强大、
更有力量。灵量是太初之母的反映，当衪升起，你就会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以及你如何得到自觉。但你必须警剔自己，你是
否真正是仁慈的人？对仁慈的人来说，他们首先会想帮助其他人，拯救其他人。他们不会只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及自己的自觉状态
。
事情不会这样成就，因为太初之母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尽力做这么多事情？正如你所知，我需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我自孩童时期便
开始十分努力地工作，并经历了以人类标准来说是极度艰辛的时刻。但最坏的时刻，就是当我看到那些我给予自觉的人，他们对
其他人只有很少或全无责任感。他们缺乏现时我们最需要的仁慈和爱心去拯救这世界、拯救人类。
这不单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而是我们唯一要去做的工作。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不会为人类带来任何成就，除非以你个人的努力让别
人得到自觉，以及得到这方面的知识。这知识是非常容易明白的。这知识毫无疑问是很微妙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现今科学家
在谈论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时说他们看见神迹的光波，并已就此进行研究。
如果说只有一些霎哈嘉瑜伽士能比别人升进得更高，这是不对的。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是一件非常特别的
事情。即使你们曾去过喜玛拉雅山，辟榖挨饿，或多年不停歌唱颂赞神，或做尽所有仪式和苦行，你们也不能得到自觉，这在以
前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此事。因此我需要非常努力地工作，面对各种问题、扰乱和压力。为了什么？就只为了要看到你们都得到转化，成为我
的手。你们要工作，每一只手指也要工作。这就是我一向告诉你们的，现在是我们的责任把它实现。不单只是自己要成为霎哈嘉
瑜伽士，现在是开花结果的时期，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要明白这是太初之母的工作。这不是任何一位圣人的工作，亦不是任何降世神祇的工作，或任何政治家或伟大领袖的工作。
这是太初之母的工作。衪是这般无形地在你们之中显现结果，现在你们必须明暸。
我知道你们热烈希望令我欢喜，亦很清楚你们爱我，想为我做事。你们可以为我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去传扬霎哈嘉瑜伽，这是
给予你们的一项非常特别及极度艰巨的祝褔。你们不用任何努力，不用付出任何金钱，也不会为仪式而生病，你们就是自然而然
地得到了。但这不等如说这是你们生下来就有权利得到的。这是太初之母的工作。太初之母的工作需要在你们的生命中显现。这
是慈悲，不需任何报酬。
人们曾为了传扬宗教而同情及照顾贫穷或伤残的人。霎哈嘉瑜伽士实在无需这样做。他们要做的是改造其他人，找出所有途径方
法改造其他人，传扬太初之母的讯息。你们只要集中心思在这方面，就会知道如何进行。
任何时刻，我们都应有迫切的愿望去找出可以传扬霎哈嘉瑜伽的方法。否则就如耶稣基督所说，有些种籽落在湿土里后发芽，却
不能成长。你要真真正正的成长才能变得十分特别及真实，并知道你有能力做什么。
我确实有宏大的理想，并常谈及这个理想，若这只能止于崇拜聚会，则不是好事。我知道在一些国家是很困难的。尝试找出问题
所在及为何如此困难。我们要将注意力集中留意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事摧毁自己，这是最后审判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同时亦让我们
透过慈悲和爱心尽力去拯救别人。
这是太初之母的工作，不是任何圣人或降世神祇的工作。衪们毫无疑问全都与我们同在，无时无刻在帮助我们。但你们已拥有太
初之母的力量。这力量非常伟大、无所不达、有如神迹般奇妙。这力量极之有效，但除非你们已觉知自己的力量，否则又如何去
成就一切呢？这就好像一部装备齐全的机器因无人使用而失效。
一直以来我需要经历极度危险的时刻，有时我感到事情对我是如此困难，令我感到或许要再降生一次。但现在对你们这已变得十
分容易，就如一个人要建造一条路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于那些在道路上行走的人，他们不了解如此容易就得到了。一旦了解，他
们同时也会了解要让更多人可以在这条路上行走──这条用无比耐性、体谅和爱心所造成的路。

我真想看到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能尽其所能去改变这世界，这世界需要改变。人类需要由你们拯救，而非其他人，非总统、首相
或部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改变及拯救这世界。只有你们才配得上，并有此力量。你们是否已知觉自己的地位，并升进至如此
高的身分？这知觉还未存在，若已存在，你们就会倾力四出向其他人表达你们的爱心和慈悲，令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
只有以霎哈嘉瑜伽你们才能拯救这世界，除此以外并无其他出路。其他所有的事，例如说你们去帮助穷人，去帮助这帮助那，都
只属极之表面的事。最好的事就是将自觉给予每一个你们遇见的人。我们看见儿童茁壮成长，我可以预见他们亦会成为伟大的霎
哈嘉瑜伽士。但在他们面前，你们必须彰显自己所做的事的优点。这不属静态的工作，而是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充满爆炸性。除
非踏出那一大步，否则我不知道谁会为那末日而被埋怨。
你们要为人类建立最终目的，切勿轻视自己。如果你们没有来到我面前，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自觉。在那么多人之中，你们来到我
面前要求，并且得到自觉。这自觉你们知道是不能强加于你们的身上。这种感知能力及它的增进是不能勉强的。
你们要发展自己那深藏于内的注意力，并看清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如果你仍忙于应付有关金钱、权力的问题，或要应付这或那
问题，那你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霎哈嘉瑜伽士是超越所有事物及非常有力量的。他们会得到力量，这是来自爱和慈悲的力量，而非空谈。这不单是爱他人的行为
，你们还会拥有强而有力的人格，发出上天伟大的光辉，深深地把别人逮住，你们所需要的就只是非常勇敢的人格。
我要说霎哈嘉瑜伽练习者已有所改善。否则每一个人仍会写信给我说：「我这样不妥，我父亲那样不妥，我袓父又有不妥。」以
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这情况已成过去，我要说这已大为减少。但代之而来的就是向我诉说谁人有病、谁人不能治愈，谁人仍未
有改善等，人们的注意力一定要改变。
假如在任何地方有人患上癌症，立刻就会有起码十张照片来到我处，领袖会写信给我，妻子的领袖也会写信给我。每一个人都会
写信给我说：「母亲，请你这样、那样。」为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吗？那人可以接受治疗，我们有医院，亦可以用我的照片去治
疗他，但在此时人们的注意力总是流向仁慈那一部分。
治疗所谓在身体上、精神上、情绪上、经济上，或婚姻中受苦的人，并非你们或我的工作。如果他们病了，应该拿一张我的照片
去工作。如果不凑效，那表示他们不值得。
你们无需治疗他们，或为他们解决问题，如不成功就写信给我说：「母亲，谁和谁有病。」什么事如此重要？我们四周已有这么
多健康的人，为什么不先从他们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治疗别人。对人们有眷念和同情心是没问题的，很自然我们的注意力会投
向患病、贫穷或受苦的人。然而对霎哈嘉瑜伽又怎样呢？如果有人生病，就会有一百个霎哈嘉瑜伽士将注意力放在那个人身上。
是什么原因？这是否慈悲心？不是。他们只是想证明他们能治好那人，而非出于慈悲。
现今的慈悲是要将人类改变成为霎哈嘉瑜伽士，成为好人。那就是太初之母的爱，因为生于这世上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死去。当然
我们不应麻木不仁，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能使多少人得到自觉上。许多时人们只沉溺于所谓治疗和改善的事。
此外又有在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有些结了婚的双方不想再维持下去。好，就此结束吧。假如他们不想再住在一起，就随便他们吧
。我们已有这么多有理性及健康的人在这世上。你如何还要和那些不想住在一起或有问题的人继续纠缠呢？这不是你的工作。你
首要是做一个灵性工作者，而非社会工作者。当然你可以顺带做社会工作，这不成问题。但你主要要做的是改造人类。人类最大
的疾病是吝啬、残忍、折磨他人和愤怒。所有这些内在而非外在的疾病都可以治愈，这是现今所需要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争斗及
遭虐待，无时无刻冒着被毁灭的危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他们得到觉醒。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当你令某人得到自觉，他珍惜这自觉，并且成长，你便会得到保护，你是完全的受到保护。
你或会说谁保护你呢？就是太初之母。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毁灭的力量在这世界运作。这并不是负面的力量，而是最高湿婆神
正面的毁灭力量。衪说若太初之母的工作进展良好，衪会高兴。但衪坐在那里看守着每一个人及霎哈嘉瑜伽士所做的每一件事，
如衪发现有些事是真正的非常错误，我也控制不了。他会进行毁灭，我不可以去到那一点。衪会进行毁灭，衪不单毁灭而是把成
千上万的人毁灭。

在任何地方发生的大灾难，我们可以说好像地震或旋风之类，所有这些都是来自至高神（Shri

Mahadeva）的运作。在这方面，

我也帮不了你们。但假如你们真正令别人得到自觉，所有这些都可以避免。当然，我会说是太初之母的一时之念而开始创造这世
界，创造你们及令你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但你们的责任也是很重要的。
你们不能负责什么，我觉得或许这是我的责任，但这是有差别的。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或工作，从来不觉得我需要如此做
。我就是做了，那就是我的工作。你也应该有这种性格。你要以非常谦虚及优美的方式去做，然后你就会惊异地发觉你如何受到
保护、得到支持，以及每一样事情如何成就。
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喜悦，就是当你发觉你可以令人得到自觉，你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你从不会感觉如此的喜悦，就算中了彩票
大奖，或得到上好的工作、名誉、地位或崇高的奖赏，都不会。制造霎哈嘉瑜伽士能带来无限喜悦，这是人生一大乐事。你们会
培育出手足之情，团结和合一是充满爱和慈悲的喜悦。这是一种不同层次、非比寻常的喜悦。
你们不用害怕我，但要害怕自己。要看守和警惕自己，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曾做过什么？因为你们已得到觉醒。如果得到
觉醒的人不能把光给别人，要他们又有何用？你们看这些细小的蜡烛，不论它们的光如何微细，它们仍把光发出，它们为发光而
燃烧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发出光，得到觉醒又有何用？觉醒不单是指给你自己的光，且是那来自上天非比寻常的爱和仁慈的光，正如你在影
片中看到，那是上天神圣的爱的作用。有时我会觉得稍为衰弱，那就是当我听到现时有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牵涉在金钱、欺诈及各
种各样的犯罪活动中。我不明白，亦难相信。
你们已得到最崇高的，为何还要做如此低下的事情？只因为你们还未能感受到自己已经得到。不，你们实在还未得到自觉，你们
不尊重自己。若你们仍在同一阵线和水平，我要说，这对我或对你们自己都不公平。我们要把事情成就。我已独自非常艰辛地工
作，要处理各种可怕、极之不仁慈、自私及残酷的人。但不成问题，我已发现如此美丽的诞生，你们一定要保持这光辉去把事情
成就。
我会很高兴知道霎哈嘉瑜伽正以极快速度深化及广泛地流传，人们能真正进入平安、喜悦及快乐的领域。
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你们能成就它。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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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母亲看见这么多人真的成为了导师的感受如何！他们在十分艰难的岁月去追求真理，他们十分渴求知道什么是
真理。这艰难的岁月正在你们的脑子里活跃，这就是在世上正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所看见的周遭事情。在这整个世界上，必然
有些事情十分错，我们要超越这些。

在追寻中，有一件事十分重要，就是那人要对真理有极大的忠诚，并有很多说不出的困苦你们要去捱过。追寻就是当你在内里挣
扎， 而你在外在却找不到什么可以使你满足。追寻是有两方面的。

在追寻中，若你想达到真理，这看似十分困难，但你不会放弃，因为你并不满足于存在你周遭的事物。看今日的世界充满斗争，
形形式式的争斗都有。人们不知为何而打斗，为了土地，为了杀人。土地能否创造人类？他们斗争，并集体地认为他们对人类做
了伟大的任务。

今日人类的思想并不十分有深度，而是十分肤浅，你可看见世界充满纷乱，每一日，每一分钟你也可以找到……他们杀了很多人
，他们大规模地折磨人，当然圣人全都被折磨在先，被所有各种不同的愚蠢念头所折磨。这些愚蠢的念头，我应该这样说，有些
是高招的，有些是低劣的，有些是出于好意的，有些是出于恶意的。

在这些念头下，他们混在一起，在全世界制造出各样侵略行为。不单在全世界，更在家庭里，在机构里，在组织里。他们自以为
十分正确，十分妥当，他们尝试去侵略其他人的品格。

故此很多人想反击，他们便集体地开始斗争，但这并不成功。 打斗不能成功，因为打斗不会带来什么，只会带来杀戮。故此很多
人被杀害，佛陀告诉人们不要抵抗，有历史为证。在Bihar其中一所著名大学，那些侵略者进来，以侵略的名义杀害所有圣人，他
们全都死去。

或许这是在微妙层面上成就了一点事情，诸如一些功德(punyas)。 但在黑暗时期 (kali yuga)，这不能成就什么。你对这些人可以
怎样反抗？你如何攻打他们？要说服人们知道他们好侵略，并且与真理背道而驰是完全没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无论他
们在全世界尝试什么或说服人们知道那些人的愚蠢行为，都完全失败。种种争斗及贩卖战争的行为都不能被修补。

我们要承认人类并不能到达明白自己过失的水平。他们不想去接受，对他们来说好侵略是唯一能够宣示自己好处的方法，故此有
何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我们要给所有人自觉。他们要得到自觉，唯有这样事情才得到改善，现在你或会说︰「母亲，在这些斗争、战斗、纷
乱的日子，事情会得到解决。境况会告诉他们，整天把武器挂在头上，生活将会十分困苦，他们终有一日也会去追求真理。」这
要切实地成就。

若他们追求真理，他们会惊奇这世界是一体，所有人类也是一体，这正是人类的命运。但为这原故，很多人会被杀，很多人被毁
灭，因为他们不会轻易地吸取教训。现在你们的工作是给他们自觉，改变他们。这就是他们成为导师真正要做的事情，但我们正
在做什么？我们以什么心态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们只在边缘工作。

首先我们只担忧自己，我们如何致富？如何改善生活？还有贪念在其中。我们看不见自己，是否好侵略，是否尝试去骚扰别人，
是否对自己有错误的想法，以及如何折磨他人。

故首先你们要洁净自己，接受自己的问题，以及自己惧怕的地方。这些都要去面对，且要挑战自己。我们正在做什么？你是霎哈
嘉瑜伽士，你怎能憎恨别人？你怎能搞乱别人？你怎能折磨别人？这是内省的开始，这十分重要。我可以塑造一个肯去静坐的人
，这是指真实的入静，指那人真的入静。你们不应欺骗自己。若你在欺骗自己，你怎能成为导师？要成为好导师，你们首先要在
内里非常诚实， 找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到达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有六大敌人，我已告诉你们。但我们都为所有这些敌人找理由。我们想︰「没大不了，我这样做都是为了这，我一定要这样
做。」有些人会说︰「我曾十分贫穷，故此我才不诚实。」另一个会说︰「我一定要说谎。」另一个又会说︰「我一定要不道德
。」人类最大的作为就是为事情找理由！动物界没有这样。牠们有固定的意思，牠们有固定的本性。但人类可做尽一切错事，然
后为它找理由。替事情找理由并不能帮助你升进。「我这样做正因为此……。」这永远不能帮助你！每个人都应内省，并看出这
些理由是什么。

若你开始支持自己做一切相反的事情，你怎能提升呢？你怎能升进呢？你只是无时无刻把自己降低！只要你清楚看见自己内里是
洁净这才有可能。若你看不清自己，你怎能洁净自己呢？若我在镜中看不见自己，我怎能知道脸上有什么不妥？故当你开始看见
真理，并把自己与真理相比，这样你才可以清洁自己，但你一定要认同真理才成。例如，你在镜中看见自己的脸，你看见脸上有
不妥的地方，你没有认同这不妥善之处，你只认同你自己的脸，故此你会把它清除。同样，若你只认同你自己，你便不能把错处
去除。

当你正攀上正义、美善、仁慈及爱的新路径时，你应看看自己，看清自己。你正做什么？你正要到哪里去？你愚蠢到那地步？你
不应欺骗自己。即使任由别人欺骗你，任由别人对你为所欲为，任由别人杀害你，你也不会杀害你自己！你也不会欺骗自己！你
有你的尊严，你有对自己的荣誉，你对此比别人看得更重。你不会为了得到什么而毁坏你在镜中的形像。这是第一步，就是从内
省出发。

什么能帮助你内省，就是你那爱的触觉。你能否爱一个终日愁眉苦脸的人？你能否爱一个好侵略的人？你能否爱一个脾气暴躁的
人？你能否爱一个欺骗你的人？你能否爱这样的人？你不能够。这样你又怎能爱自己？若你也有这些特质，若你也曾这样对自己
。

故此首先要对自己有纯洁的爱。纯洁的爱十分伟大。好像，你或会想要一张十分舒适的床睡觉，你或会想有一间十分美丽的房屋
，你或会想得到世间所有的财富，但所有这些会令你爱自己吗？若你爱自己，你不想要什么！因为你只要享受真我！享受真我是
最大的享受。

现在你已得到觉醒，意即你知道你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美丽之处。若是这样，你便会爱你的真我。若你开始爱自己的真我，你不
会理会所有荒谬的事情。这纯洁的爱是你可以为自己做的其中一件最美丽的事情。若你自私，你便不能爱自己的真我。若你不仁
慈，你也没有爱真我。若你好侵略，你也没有爱真我。因为你正爱这些坏东西，而你的真我是纯洁的，它是绝对的纯洁及美丽，
它只爱所有美丽及美善的本质。这便是你对真我觉醒的开始，就是当你察觉到真我如何重要。你对自己没有错误的思想，你不会
为做下的所有错误事情找理由，因为你知道这正是真我的瑕疵。用最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你会稀奇这是如何的美好。只看看在
你内里纯洁真我的闪耀。当真我开始发光，你会看见很多以前看不见的事情。其中一件是你看见爱不是单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
每一个人，这是对每个人的纯洁的爱，这并不是为了自己。这十分奇妙，当你真的爱自己的真我，你对真我的爱会开始扩大至你
也美妙地爱别人。

你不爱惜金钱，你不会因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去爱，例如为了权力或一些利益。你是为了爱而去爱，因为纯洁的爱是不断发放喜乐
的。任何事情诸如「我爱这人，因为我想拥有他。」「因为我有一些地方十分伟大。」或「若我爱某人，他便要绝对地依从我」
……所有这些思想都绝对不存在。

若你真的爱，你就只去爱。你爱每一个人。你或会说︰「母亲， 我如何去爱一个罪犯？」 你不用跟他一样，也不用与他混在一起
，也不用和他做什么。但若你有纯洁的爱，这样他或她也可以改变。若他们不能，你也不用操心。

那些来到爱的海洋的人，那些真的是纯洁充满爱的人，他们正是你们的朋友。他们正是地球所需要的人，不是那些罪犯，那些欺
骗你的人，那些尝试去主宰你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些完全与纯洁的爱溶在一起的人。

从爱我们谈到另一点，就是纯洁。纯洁成为一个课题，很多人谈论过。他们说人们一定要纯洁，要绝对开放，使别人知道你一切
。我不认为这便是纯洁的本质。纯洁的本质是能洁净别人！若你是一个纯洁的人，别人也会因而得到净化。他们必须净化自己。
假设你对自己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是十分高位的霎哈嘉瑜伽士，认为自己充满爱，或许这全都是想象。但这有没有净化别人？
你的纯洁有没有净化别人？它有否唤醒别人？他们能否成为得到自觉的灵？你给纯洁及那力量有多少价值？你给了多少人自觉？
你在多少地方传播这纯洁的本质？纯洁的本质需要传播出去。毫无疑问，以你自己的纯洁本质，你应该要这样做，因为它充满力
量。

纯洁本质充满力量。这或许不会在一两个人身上凑效，不要紧，一定会有些人十分低劣、可怕，这不要紧。但它会在很多想成为

霎哈嘉瑜伽士而又十分善感的人身上发挥力量。你只须去验证它，有多少人喜欢你及被你深深感动？

上天无所不在的爱的力量(Paramachaitanya)在你身上流通，正因为你纯洁。若你不纯洁，它便会在不同轮穴处停下来，它不能工
作。那性情的纯洁，那爱的纯洁，所指什么？这是指你爱某人，正因为那人有灵性！你爱某人，因为那里有纯洁。你到一些地方
只是为在人们身边传播纯洁。纯洁的人永不会制造问题，只是那些不纯洁的人每一天都去开展新问题。

一个瑜伽士的性情是去尊崇自己和别人的纯洁。我们每天都要醒察自己，每一天都要纠正自己，把自己抽离，再去看看自己做了
什么？走到了什么境地？现在又正做什么？

古代导师和现在导师的最大分别，是古代的导师不会理会有否给予别人觉醒，这不是他们的做法，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只理会
自己，安然地坐在喜玛拉雅山一处，远离烦嚣，享受自己！但你们把此喜乐分享，我想这才是好导师的表征。若那人不能与人分
享，只管照顾自己舒适，只管照顾自己的静室，或只管照顾自己的家庭， 或只管照顾自己的门生，他的注意力应放在全世界！

霎哈嘉瑜伽已到达一个境界，就是你们要忧心整体的人类，这不是单为了你，或一小撮的霎哈嘉瑜伽士，或更多的瑜伽士，而是
为了整个世界。无论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去解决，但首先先去除你们自己的细小问题。我收到一些来信，尤其是女士，说她们
的丈夫怎样，做了什么，孩子正在受苦，所有这些(她笑起来)……现在，你是一位导师！

这意思是你们都是受灵性大大充了电的人。你们为何要担忧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你们是纯洁」这意识使你们变得十分谦虚。这
和一般人是完全相反的，若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他们会十分骄傲，不停的想着自己。若他们有一种权力，他们都会变成这样。
若他们有一些才干，他们也会这样。若他们有一些名气，他们也会这样，他们不会变得谦虚。他们倚恃自己的成就变得极之、极
之骄傲、狂妄……完全错误！但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不会着意那些使你变得不纯洁的东西。

若你喜欢，你可以称呼自己为导师。我不用说你是导师，但首先你要成为自己的门徒！你首先必须照顾好自己。你抚心自问︰「
我有这些特质吗？我是不是全都做到了？」

所有在你内里的省察必须有十分清洁的心及理解力。你们都不是生下来绝对纯洁的降世神祇，你们是人类，正要进升到达降世神
祇的境界。故此你们要洁净自己，观察自己，明白到若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有没有纯洁与爱的美丽？

这爱不是相对的，不是附有条件的，不是有限的，而是绝对的，如海洋一样。你喜欢在这海中游泳，完全沐浴在这爱的海洋里。

以往的导师是指那位站着手拿巨杖的人。他惯常棒打别人，任何人做错了什么，他也会捧打他们。我们在音乐上有导师，我们的
国家有不同种类的导师。他们的特点是常常压迫门徒，控制他们，教导他们音乐的知识，或摔跤，或其他，但霎哈嘉瑜伽跟他们

不同。即使那些真实的灵性导师也是这样，十分苛刻。他们惯常向人掷石头，他们都惯常这样做，但他们不是要利用这些手段害
人，但我却不喜欢这手段。

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位被认为是伟大导师的人。我要去探访他，我要攀行很长的路，因为他住在一个十分细小的山洞内。我到达
的时候，他十分愤怒，不断地这样(她左右摇头)。那时正在下雨，我全身湿透。我到了并坐在他的细小山洞内，他过来问我：「母
亲，现正下雨，平常我可以把它停止，但你不容许我把雨停下来，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对他说︰「这是因为你的自我作祟。」
但我没有。我用十分甜蜜的语气告诉他：「你知道，你是隐士(sanyasi)，你已为我准备了一件纱丽。若我不是湿透了，我不可以
从一位隐士那里取下纱丽。」他完全溶化过来，眼中流下泪水，伏在我的脚前。

这正是霎哈嘉瑜伽的技巧。不是怒气，不是强制，不是憎恨。但那技巧正表示你的爱心。人们从此便能分辨霎哈嘉瑜伽导师和其
他导师的不同，不用杖打你的门徒，不用责骂，不用呼喝，爱最有力量！当然对有些人是没有用的，我同意，就忘记他们吧。

但爱对大部分人都有效，因为神以爱创造我们。我们有这量度去接受爱，去享受爱。故此霎哈嘉瑜伽士要做的是去了解爱的多方
面力量。若你们明白爱的力量，它便在你内成长。

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试试去理解，这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不是什么，而是神爱的力量，或你可以说是「母亲的爱」!
这力量漂亮地工作，秘密地进行，故我们称之为「奇迹」，因为你不能看见它怎样作成。

故首先及最重要的是要去发展在你内里对爱的感应。要明白，有一个问题常被人误解。纯洁的爱十分容易理解，它给你喜乐，它
帮助他人改善，且十分微妙地作成。

试回忆你初来到霎哈嘉瑜伽，试回想你得到觉醒时，试回想你是如何开始成长。这些都是我们内里爱的种子在萌芽，慢慢地我们
开始沐浴在爱的众多祝福中，我们开始去享受并去明白它。

若你将成为导师， 或你已是导师，在这阶段，你再不是什么而是爱的体现。我告诉你们的是完全不同的理论，没有一位导师会接
受，就是那些被公认为导师者，他们给你的知识，那些微妙的知识，所有你在霎哈嘉瑜伽得到的知识，在很早以前那些导师已经
告诉过。

有些人告诉这些，有些人告诉那些……但所有的知识，所有有关你自身，你的轮穴及一切的知识，所有你知道的，都在你内。这
是真理。你有完全精微的知识，以往没有人可得，可能因为那些导师不想传授，或他们本身不知道。所有霎哈嘉瑜伽的知识都是
十分简单，十分精微及真实。

拥有了你内在所有的知识，但这决不能只在思维层面上，而应该在灵性层面上得到。要把这些知识化作灵性，你必须要去爱！若
你爱别人，你对他便能产生果效。凭着你的知识，你跟着会发现那人有什么不妥。他这个轮穴、那个轮穴有什么组合出来的问题
。

但霎哈嘉瑜伽士不会因这些问题而生气。他会尝试去医治那人，去改善那人。他不会说︰「你十分差，你十分可怕。」不会，不
会。他会承担挑战，「凭着我纯洁的爱，我可以去医治。」这对他十分简单。他不会像一些医生或其他有学历的人，出来只为收
取费用。他不会收取什么！他知道你有什么不妥及如何医治你，他只是这样做。

因此你不用害怕，和你一起的人也因为你的性情及本质而不用害怕，那就是你对待病人的方法，你和那想知道真理的人的说话方
式。你给那人真理，你教导他真理是什么。

真理十分简单──你是永恒的灵！这是真理，要让别人知道。你已觉醒，你也要别人觉醒，你要做的是给他真理，那绝对的真理。

我知道在这些日子人们很难把时间放在霎哈嘉瑜伽上，去传扬霎哈嘉瑜伽。他们只为了渡假。无论怎样，无论发生什么，我很肯
定凭着你们拥有的伟大力量，你可以十分成功。这成功正可以把我对拯救全世界人类的异象成真。

愿神赐福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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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我们仇恨的人，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联群结党。 这些事情的出现，全因这是最后的审判。我告诉过你们，这是最后的审判。最
后的审判是要决定谁人获救，谁人将完全被毁。这是十分、十分严肃的事情。所有察觉到的人都应去思考。这里只是些微的缝补
工作，但些微的缝补工作于事无补。不管你怎样尝试，除非你们把人类转化，否则便不能拯救他们。转化既不是没可能，也并不
困难，这正是转化的时候，转化的机会。在我们内里已装置好了力量，它被描述为力量，就是在我们内里那神秘的女性力量。他
们也曾描述过它，我不是最先说它的人，或许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明白它、接受它，应在你身上发生。 你们不仅出生为人类，要
成为超人类，要自得其乐。你们的生命应是充满乐趣、喜乐的。你的生命不应是个诅咒，从早到晚担忧这些，担忧那些。这就是
创造你们的原因，神从来没有意图创造终日为如何争吵，如何斗争，如何去拯救而发愁的人类，而是要人类生活在完全融洽、平
安及喜乐中。这是创造我们的原因。这是我们的命运，这是，不单是我在告诉你，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我们要转化。转化
并不困难，但我发现人们满足于一切。印度教徒上庙宇，他们会想：“噢，我们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基督徒上教堂，他们以为自己
已经做得很好。穆斯林祈祷，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们有什么成就？请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局限，面对自己的苦难，面对自己
的问题，看看自己：能否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否能让自己脱离灾难？或许大灾难要摧毁那些伤害人的人，或许这是神的意愿。那
么，什么是你的意愿？你为何不会想：“我要是个仓库，是喜乐和爱心的泉源。”

我并不只是在空谈，我想你们所有人都有自觉。

什么是自觉？就是知道真我。你不知道真我，不知道。自己在不知道真我下活在这个世界，你能想象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
知道自己是个灵，而你却是知识的源头，纯粹知识的源头。

我发现人们坐在会议中聆听一些babaji告诉他们一些故事，很快乐。

这样是不会带给你实相和真相。若你想知道实相和真相，请你尝试明白，你身上要发生一些事情，你要有一些转化。你还未有足
够的精微，还未取得这些精微，直至你到达这一点。为此，你不用离开家庭，离开子女，离开家走进丛林里，完全不用做这些事
情。最好这样说，“好吧，你做出家人，把你所有的家当都给我。”这是何等愚蠢的想法。

这是紧急关头，我们正活在十分紧急的

情况，尝试去理解。我要忠告你，若你不深入自己，找出你是谁，并把自己转化，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会染上各种疾病，孩
子的各种新问题在浮现，各种国家问题已经浮现，所有国际性问题也已经浮现。人们无法处理应付，因此我们要抽身而出，成为
一个实在、拥有真理的人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比动物更差劲。它们的双眼是张开的，我们的双眼却是闭上的。不用
责备自己，只要保持警觉，意识到人类要改变，不然这只是…你来我的讲座，明天你到另一个讲座，只是这样。这样做只是每天
一些不错的娱乐，当我看到命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摧毁，多少人会完蛋，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染上什么疾病？
会出什么问题？什么会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什么会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什么会发生在全世界？ 只要扩展你的愿景。我的愿景
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要转化。我们内在有敌人，当我们谈及jihad，他们谈对抗你内在的敌人。这些敌人是谁？这些日子，最差的要
算是贪婪，是贪婪。贪婪令人做出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源于贪婪。他们会拥有金钱，拥有各种设施，但贪
婪仍是一种撒旦的意愿，你甚至看不到自己拥有什么。你的要求越来越多，欺骗人，欺骗政府，欺骗每一个人，应付处理它。 另
一种差劲的东西是愤怒，愤怒让你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因细微琐碎的事情而发怒，就如你来这个国家，我曾经看过人们
因为不同肤色而愤怒。我就是不能理解，神创造不同肤色，不然我们所有人都会是一模一样，像军队。这样的人生会是很不幸、
悲伤的，是大自然创造颜色，白色或黑色 — 有什么分别呢？我就是不明白。但这种幻象却持续着，为了这种幻象而争斗。白人打
黑人，黑人也打白人。他们也在太阳下曝晒自己而患上皮肤癌。我就是不明白，我们没有用逻辑，没有用平衡去看我们在做着一
些怎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我们本应是要转化。我们对任何事，对任何人也能发展这种愤怒。这是人类的
缺点，很普遍。人们为了一些细微琐碎的事情而生气，他们却喜欢这样，因为这样他们能压迫人，他们可以很专横。所以他们想
有这种愤怒，透过这种愤怒，他们想宰制人。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支配人？为什么我们想压迫人？为什么我们想控制
人？我们甚至不能控制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控制人？有这个需要吗？ 接着有执着依恋。依恋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孩
子，依恋一切。但明天你将不会存在，你会张开双手离去，什么也不能带走。所以这种对事物的依恋，他们特别是对他们的车，
他们的房子，都会好好保养，但对你自己呢？你妥当吗？你的内在是否绝对宁静、平静和喜乐吗？为什么浪费精力生别人气？这
些生命的征兆也会被摧毁。若你看看他人的缺点，例如他除金钱外还有对女人的弱点，这是很普遍又或女人对男人。要富吸引力

，为何要这样？每个人都会老，追逐女人你可以有什么成就？追逐异性？你毫无尊严，毫无荣誉。若你是…只要你穿着上好的衣
物便会被视为是极好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要内省，看看自己，我们为何要这样做，浪费精力在无聊琐碎的事情上？ 很多我遇见
的人真的是既半疯癫又迷失，有些人则是完全疯癫。他们告诉我，想与某个特别的女人或某个特别的男人结婚，又或是什么，这
就是他们为何得到了。我是说，这是何等脆弱，这样做并不怎样了不起。你们内里要十分、十分坚强，感觉你的真我，你的真我
是灵，是全能的神在你内在的反映。若你成为灵，你可以是十分坚强，十分健康，绝对的中正平衡。你曾经听过很多有关灵和灵
性生活的事情，但你是否到达这一点？ 即使你阅读，就以禅、道、圣经、可兰经或是什么为例，你能否知道怎样到达灵？还未知
道，还未知道。你必须要知道，因为你是很了不起，你是很珍贵，你内在是很漂亮。但你却仍未意识到这些，你要变成这样。这
个“变成”是很重要的，为此全能的神已经在你内在安排统筹好，那是被称为灵量，可以唤醒灵量，唤醒灵量能给你自觉，能给你我
们称为 “Atma sakshatkar”的真我知识。拥有它对你的人生是十分、十分重要。它是免费的，你不能付钱购买它，你能付多少钱？
它是完全免费的。为何你不取得自觉？为何你不能以成长来取代以宗教之名的斗争？

每一个宗教都说“你要认识真我”。穆罕默德

曾清楚的说，“在救赎的时刻，你的双手也会说话。”它们是否在说话？印度人知道，我们要得到自觉，只聆听这些babajis的话和
给他们钱是没用的。各式各样我们和我们先祖所做的仪式，能让我们有什么成就？什么成就都没有。 所以，现在重要的是，我们
要知道我们要进化，要取得自觉。若我们是完美的，就没有问题，若我们是有自觉的，就没有问题。各种自私，各种加在自己身
上的限制，各种生活中的制约和自我，全都在摧毁我们，我们要一一克服。一旦你能克服它们，你便能连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
样连上，你丢弃所有错误的认同。你们错误的认同是“我们属于这个国家，我们属于这个宗教，我们属于这个那个。”你不属于什么
你属于神的国度，这是你要成就的，而你也应是其中一份子。若你喜欢说故事，便没完没了，你正浪费自己的时间，剩下的时间
愈来愈短。我现在是在这里的最后，我也不知道，二十年或类似的时间。我十分努力工作，但我发现人们不知道他们该是怎么样
。他们喜欢说话简单的人，好吧，这只是一点娱乐。 全人类要明白，要避免迈进灭亡的命运，避免完全灭亡的命运。最简单的就
是进入神的国度，那是很容易的，你不用付出什么，不用有什么成就，只要得到自觉，接着是每天用约十分钟时间静坐。只有你
的脑袋时刻都在评价你的不当行为，我称它为“不当行为”

，是因为它违反你，违反神的意愿，违反人性，那会摧毁全人类。所有

这些错误的认同都要丢弃，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全是一体，我们全是总体。我们并没有因为肤色、种族、宗教或国籍而
分隔，没有。我们全是一体，这种一体不是来自口号或叫喊，而是能内在感觉一体，不是虚假人工的，应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一旦你意识到你是整体的一部份，这便会临到你身上。 宗教带你来到这个知觉层次，不是为了斗争，不是为了杀戮，为什么？
为什么？人类却自己分裂，因为对正义的无明，对自己的贪婪，自身，只为自己
最多也只为家庭或为亲属。为何你要局限自己？你是灵，灵是海洋，知识的海洋，爱的海洋，一切祝福庇佑的海洋。 我们要决定
，今天我请求你们，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决定成为灵，这是所有宗教带来的讯息。但如何能做到就没有好好解释，也
未能做好。他们有些人是得到的，但他们却被人逐走，没有人肯听他们的话。人们甚至杀害他们、折磨他们、钉死他们。 但现在
，请你们所有人尝试了解生命的价值，你们为什么要成为人类？为什么要创造你们？背后有何目的？你们是否要受荒诞的思想驱
使？你们是否要被所有分裂的因素弄至灭亡？不是，不是，你们所有人都要得到自觉，你们要明白生命的价值。问题是，你会某
程度上在你内在的力量提升时得到自觉。它统筹安排得很好，实际上，神是伟大的创造者。他怎能平衡，怎能成就，是很了不起
的。他在每个人身上成就，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未足够。就如你进入一座皇宫，你四处走，看到你是那么漂亮美丽，看到神为你
创造了漂亮的事物。你便在它之内成长，一旦你在其内成长，你便意识到自己是何等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宝石、最了不起的人，
那么有爱心。那里有一些，他们已经变成雕塑，没有人尝试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何会在这里。 今晚，我们可以亲身体验，
亲身体验灵。这是十分不平常，稀有的事情。以往从没像这样发生过，但现在便可以。为什么不就此获益？请为此准备好，接受
它，拥有它及成为它。成为是重点，你们要成为什么是重点。至于你们怎样填写整个人类文明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我可以
帮助你们，可以把问题解决，所以我请求你们准备得到自觉。这是好得多，但不能勉强，不想要自觉的人他们最好离开。若你不
想要自觉，请离开会堂。愿神赐福你们。 首先，你不用做什么，也即是说，你不用想我曾经说过什么，尽量保持思绪平静。我肯
定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自觉，但有多少人能成长，你们要来跟进班，接着要在我们的中心练习，它自会成就。你要给自己一点时
间，也要给这个全世界的问题时间。要把自己奉献委身于此。这是十分重要，你要奉献自己，这并不代表你要变成 sanyasi(出家
人)或二十四小时不停的为此忙碌，不是这样。这种奉献令你与自己合一，与全宇宙合一，我不用告诉你，你要奉献，你自会奉献
自己。所以，若你不想得到自觉，请不要留在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若你不想要自觉，请离开这个会堂。 你要做的是
什么也不用做，把双手向着我。当然，最好把鞋子脱掉，因为大地之母是很重要的。请把双手向着我，不用祈祷，不用说什么，
只要把双手向着我，像这样。现在请闭上眼睛，很重要，请闭上眼睛。 这个力量，灵量，是被安置在三角骨，被称为sacrum，即
“神圣”。它穿越副交感神经的六个能量中心，最终穿透脑囟，即你头顶的软骨头部的顶端。当你是孩子时，这块骨头是柔软的，它
穿越它，进入全能无所不在神圣爱的力量的精微能量。他们以不同名字称呼它，他们称它为“paramachaitanya”，有些人称它为“c
haitanya”，有些人称它为“ruh”，你怎样称呼它也可以，是爱，神的爱。一旦你与它连上，一旦你在手指间感觉一些凉风，有些人
会感到热，不要紧，它会凉下来，你取得圣灵的凉风。它们就是这样称呼它，它开始流动。 你现在可以把左手提高，放在脑囟上
，双眼保持闭上，感觉有没有凉风或热风从你的头顶走出来。你可以移动你的手，现在用右手去感觉有没有凉风或热风从脑囟走
出来。脑囟即你孩童时在头顶的软骨。感觉它吧，把头垂下，最好把头垂下，请垂下头。再次把右手向着我，用左手去感觉，感
觉有没有凉风从头走出来。若这是热的，不要紧，这是你内在的热走出来。 双手或手指或脑囟感到有凉风或热风的人，这才是真

的的洗礼，请举起双手。试想像，你们是拯救世界脱离灭亡的士兵，你们要明白自己的重要，可以放下双手。每个人实际上都能
感觉到它，这代表你们都有足够的成熟度去取得你的灵性生命。你是在这个生命的边缘，你就是这样取得它，这是到达实相的最
后一跳。 现在，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你是谁，什么是你的灵，你能做些什么，你拥有什么力量，什么是灵性的力量，为此我请
求你，先来我们的跟进班。之后，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我们最靠近你的集体中心。把它成就，我们要为全世界工作，你应知道，
有八十五个国家有霎哈嘉瑜伽。很令人惊讶，像贝宁这个黑人国家，我们有二万个霎哈嘉瑜伽士。我只在三年前，才在那里开展
霎哈嘉瑜伽。我在英国则已工作了超过十六年，这份工作还继续着，每时每刻，每一年。但不知何故，他们的成长是很多，但不
是精微方面的成长，不是内在的成长。内在的成长，你会享受，你会很享受实相。实相是漂亮的，绝对漂亮的。 愿神祝福你们。
他们想唱一首在十二世纪一位印度圣人写的歌，这首歌在所有村庄里都有唱，但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噢！母亲
，请给我联合，“jogwa”给我联合，我会戒掉坏习惯，戒掉坏脾气，放弃…….你不需要这样做。现在，你自会自动放弃。你拥有光
，拥有光，你自动会戒掉，自动会戒掉，你不用做什么，但要静坐约十分钟，并不多。(“jogwa”，你们懂得唱吗？)
他们是那么充满喜乐，想不停，不停的唱。

2001-0729, 克里希纳崇拜
View online.
克里希纳崇拜 美国哈祖纳哈雷2001年7月29日 今日我们聚集在一起崇拜神圣的锡吕克里希纳，祂是宇宙大我（Virat），祂无须进
入战场就能打击各种邪恶。克里希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富有创造力及充满爱的事情，但要了解祂，并不容易。
例如在Kurukshetra有战事发生，阿周那

(Arjuna)

变得十分哀伤，他问：“为何我们非要打仗，攻打我们自己的族人，我们的亲属朋友，我们的师傅？这是宗教吗？这是正法吗？”
在这之前，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中描述智者的人格，我们可以称智者为圣人。祂称呼圣人为Sthita
Pragna。当被问及如何理解Sthita Pragna时，克里希纳解释道：Sthita Pragna是一个与自己以及周遭的氛围完全和平相处的人。
这令人十分惊叹，祂在《薄伽梵歌》中首先给出所有这些知识。那最上乘的祂称之为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 ，那即是霎
哈嘉瑜伽，由此你们可得到精微的知识。但与此同时，当你看到祂劝告阿周那时，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里祂对阿周那只谈及
灵性和完全抽离静观，在Kurukshetra那里的时候，祂告诉阿周那：“你去战斗。他们本已是死去的人，你在攻打谁呢？”
这矛盾不一致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克里希纳教导“你们要成为一个自在和平的圣人（Sthita

Pragna）”，同一个人霎时间又教导阿

周那，“你要去战场作战”。一方面是完全的静观，另一方面却是战争。你们如何解释呢？这些都是克里希纳的话。你们可以说，当
你们成为觉醒的灵魂，你们的知觉状态已达到最高的位置，对你们来说万事皆空。 但现在，你们要做的是维护正法──不是人们所
说的正法。正法是指不断运行的人类进化过程。若所有良善的人，所有站在正义那边的人都没有了，那样这进化力量如何维护下
去？故此你们要拯救那些人，为此如果你们要杀戮，你们没有杀死任何人，他们本已是死去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是得到进化的灵
魂，他们并不关心得到觉醒。 故此你们要对抗他们，你们要对抗负面的力量，你们要对抗作恶的人。克里希纳解释得十分美妙，
祂谈到在我们里面有三种力量，这些我们已知道。透过我们拥有的中间的力量，我们超越了所有这些物质的、身体的、心理的及
情绪的问题，进入到灵性的新境地。这就是克里希纳希望从那些残酷、好侵略及误导他人者手中所拯救出来的。 这见解十分高明
：“谁是你的亲属？谁是你的兄弟？谁是你的姐妹？”只有那些得到进化的灵魂才是你的亲属，他们是你所拥有的，为了他们，你们
要对抗那些好侵略的人。你们最好这样做，你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正法之道。 我们有三条通道，正如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所知道
的。其一是虔敬（Bhakti），虔敬（Bhakti）就是你们歌颂神，对神奉献，奉行一切仪式及行为，并想着你们与神十分接近。此途
径受很多人及很多所谓的宗教组织的认同：“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忠诚。”如何能够呢…你们和神都没有联结。如何做？你们为此做
了什么呢？若你们根本没有与神联结，你们如何奉献神？ 其二是业（Karma），就是你们做你们的事情。你们以不执著的态度持
续做事，但这不可能。虽然他们如此说，我们造业，造好的业，做各种善事，周游他方以求洁净，拜访灵性伟大的人，到不同地
方祈祷，参拜一切被认为是吉祥的地方，所有一切的仪轨我们都去做。这便是业瑜伽
Yoga)，比照我们所说，是走向右脉的。

(Karma

很多人都是走向右脉。走向右脉的人充满自我及狂妄，他们不停地想着自己，你很难去

纠正他们。他们永远看不见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正确。这就是业瑜伽。 克里希纳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知道它能结什么果。”祂用了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说的，因为若祂清楚明确地说出来，人们无法明白祂，因此祂说：“无论
你们在做什么，都会成为让你们得到上天祝福的业力，这是不可能的。”“Karmineya paleshu ma Kadajanye”，他这样说。 我们应
该做什么事情？或是否要舍弃一切业，一切行为？人们都在这两种思维中。这是克里希纳的作风，把人带入两种思维中，要他们
自己去判断。 第三个途径是判断力，祂称之为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这便是你们赖以进化的中脉。你们进化到一个新
的状态，一个新的思维状态，一个新的存在状态，籍此，你们完全超越荒诞的事情。在这境界，你们被赋予力量，能毁灭负面的
东西，任何正在腐败的东西，任何正在杀死这个人的东西。在那个境界，你装备好了上天的力量，能毁灭在你四周的所有负面的
东西。 我们要理解，这是真实的境界，并不单是言语或信念，空说而已，其实这就是一种境界。若你进入那超越一切事情的境界
，你就拥有所有的知识，那纯洁的知识，那存有的精微知识，这就是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

很多人说无人可以到达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为此你需要有特别的个性，但这非常具有误导性。每个人都可到达这个境
界。这个进化的成就深入内在、与生俱来，它就在我们内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它。 唯一的问题是，也许我们缺乏信心，我
们不断地逃避，做一些较廉价的事情，例如忠于某些东西，进行什么仪式、寻访某类圣地及做什么荒诞的事情，但这些都不能使
你获得进化上的升进，都不能使你获得知识，那纯洁的知识，那真正的知识。 一直以来你们的知识都来自书本、父母或你外在探
究所得。但那最纯洁的知识，那真正的知识，那称之为Gnyana的只能透过你的升进，并好好建立此境界而获得。若你不断否定它
，你便不能得到。但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你不必受高深教育，也不必十分单纯，你不必富有，也不必贫穷，这些都没有分别。
只要你是人，谦虚的人，并希望达到此境界。 你们每个人都可达到此境界，这是你们清楚知道的。在此境界，你变得绝对知识渊
博，无论是对于你自己，其他人，或对身边四周的事物都了如指掌。但此境界必须要维持，并且要超越此境界，使你再无疑惑。
这是克里希纳所教导的，这是人们要达到的。但作为外交使者，祂尝试告诉你们其它故事：“试试这个，试试那个，这个，那个。”
但其实祂真正颂赞的正是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 我们的（霎哈嘉瑜伽的知识）正是正道的知识（Gnyana marga），这
便是知识，是你知晓所有知识的知识渠道。除非你得到全部的知识，否则你并不是一个知晓知识的人（Gnyani）。在此，祂已经
确定了我们进化的过程必须超越一切人类意识。 人类的其它意识对灵性毫无价值。现在他知道，例如从这里到纽约有多少公里，

乘什么火车可以到达，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知识。这匹布价值多少，这地毡价值多少，到什么商店可以买到。所有这些知识都
没有用，都不是真正的知识。 一个知晓知识的人（Gnyani）不知道这些知识，但他知道关于你的存有的知识，关于整个宇宙的知
识，这不是说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或多少宇宙，不是这些，而是内在关乎一切的精微特质，他就是知道。在那精微的层面，
他发现很多以前从来未听过的新事物。由此，你们达到了博学多才的人格状态，这便是我们要达到的。 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已经
知道很多事情。人们知道很多事情，但不知道真实。这知识并不是你通过阅读，智力上的追求或情绪活动而来的。不是这样，它
是Shashvat（永恒），任何时间都存在。它现在存在，将来存在，它只是为了被理解，只是为了让你自己知道它是什么，它不能
改变，不能被另行塑造，它就是自身这样，就是你现在所知道的。 没有人会怀疑，那些未达到此境界的人，他们可能会怀疑，或
以为你疯了，他们可能会有各种思维。但对于明理的人，你所说的都是真理。同样凭着开放的心，开放的头脑，你知道这是真正
的真理，这是如其所如地让人知道。 要达到此境界，按克里希纳所言，你们要经过一连串的考验，其一是你们要不断向祂祷告。
祂说︰“你不断向我祷告，你给我鲜花，我接受，你给我水，我也接受。无论你给我什么，是鲜花或是水，我都一一接受。”祂说得
十分清楚，但是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祂没有说︰“你给我什么，我便回报你什么。”祂并没有这样说。

那境界应是如

何？条件是什么？祂说：“无论你们称颂我，对我虔诚，献礼给我，做尽一切显示你们的忠诚，但你们要做到的是完全合一的虔敬
（Ananya Bhakti）。”Ananya的意思是当别无他人，当我们成为一个整体，当我们联结了，你们在此时的虔敬，你们奉献的任何
音乐，你们献上的任何花朵，你们所有的表达方式，应该就是完全合一（Ananya）。
这是祂的话，“要做到完全合一的虔敬。Pushpam palam toyam.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会接受。”祂便会接受一切，祂是那唯一的
Bhokta，意思是祂是唯一的享受者。但是，你会得到什么？他说，“当你行Ananya
Bhakti”时，意思是“你与我合一时”。这意味着你与祂有联结。 祂已清楚地解释了什么是虔敬。但人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虔敬便是
在街上不断地唱颂，歌颂罗摩，歌颂克里希纳。不是这样。若这就是真实，他们已有所成就，但他们没有。不要责怪克里希纳，
祂已清楚说明应该是完全合一的虔敬。 这不是依靠改变服饰，穿上特别的衣服。这些全属外在，只是去炫耀。但完全合一的虔敬
在你们里面，若你在此境界，你就与上天合一。除非你到达那境界并好好建立它，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
很多人告诉我，“我们正在做这么多的虔敬瑜伽（Bhakti yoga），母亲，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说：“真的吗？什么是虔敬瑜
伽？”他们说：“我们阅读克里希纳的《薄伽梵歌》，清晨四时起床，沐浴，颂读克里希纳的《薄伽梵歌》，做这做那。然后唱拜赞
歌 (Bhajans)，这些。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原因是你们没有与神合一。 若你与神合一，祂会给你什么？祂不
会给你廉价的转瞬即逝的事物，祂会给你具永恒特质的事物，故此祂给你平安，内心的平安。祂给你中正平衡，祂给你宁静的性
情、生命的喜乐。在我们与瑜伽之主（Yogeshwara）联合以后，在建立瑜伽以后，如果我们拥有了虔敬，所有这些都在我们内里
。这是人们要明白的。 很多业瑜伽士（karma yogis）疯狂地作事，绝对疯狂。他们认为：“毕竟我们正在做Nishkamavesa，我们
没有任何愿望，我们服务人，我们在服务国家，我们在为这个服务。”最终，你们得到了什么？你可以因而得到钱财、房子或诸如
此类的东西，但你得不到内心的平安，你得不到头脑的平安，你得不到喜乐。那无边的喜乐，不能解释，不能言喻。那无限的喜
乐，你不能得到。你也得不到能停止战争的永恒平安，它能完全废除人类残酷的性情。这种平安你得不到。 除此之外，你会得到
很多力量，你得到那知识，那关乎每个人的精微知识。你会知道每一个人，他们在哪里错失了关键点，你了解自己及别人，你拥
有真正的知识，你得到的知识不是在大学或学校内得到的，而是在你里面，那知识的海洋。无论你想看哪条路，无论你想实现什
么，都在那里，都存在。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即通过那微妙精微的知识(Sukshma Gnyana)所获得的关于轮穴的知识
，关于宇宙的知识，你可以从这精微的知识中知晓一切。于是，你越来越感兴趣于给予别人这知识，你再不想知道其他那么多事
情。有什么需要了解银行业务，或谁是当今最有钱的人？你对世俗的知识毫无兴趣。你整个态度改变了，你得到的只是宁静的头
脑，使你知道该知晓的一切，这便是人们要达到的。 你们的国家美国，十分仪式（Karmakandi）。它总是在不断地工作，工作，
工作。人们都是工作狂，他们疯狂工作得到什么？结果只酿成孩子吸毒成瘾，妻子四处奔波，家庭支离破碎，没有平安，只有一
个支持战争的国家。唯一一点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庇护，但你们还是摧毁了那么多土著人及很多应保护的根
本的事物。 终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十分错误。终有一天，在美国会有很多觉醒的灵魂。但现在的境况是人们只是疯
狂的想赚钱，然后他们发现现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都完结了。现在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就是他们要来到霎哈嘉瑜伽。
练习霎哈嘉瑜伽，你会得到你们内在灵性存有的宝藏，它会给你安慰，给你所有喜乐，无论多少金钱或权力都无法给予的至高无
上的事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受霎哈嘉瑜伽，让其他人也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使他们都能得到平安、喜乐和满足。那疯狂的奔
波追求将会完结，因为你永远无法满足于此。今日想买什么，明日想买什么，跟着又想做什么，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你不能从你
的欲望中得到喜乐。 因此，纯洁的愿望应该是与上天合一，这样事情便能成就。 克里希纳的特质是祂常支持觉醒的灵魂，走正路
，行事正义的人。祂不会支持那些或许十分富有的人，亦或是大人物。例如有一个伟大的国王叫做Duryodhana，他邀请克里希纳
到他的皇宫，十分华丽的皇宫做客，克里希纳说：“对不起”，祂要去见Vidura，一个名叫Dasaputra的侍女的儿子。因为Vidura是
觉醒的灵魂。对祂来说，觉醒的灵魂比那国王还高尚，因为那国王是个骗子，是个坏人。
分辨好坏的能力与你的头脑合为一体，成为你的内在气质之一，你常常都感到满足，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做坏事。 明辨力是克里
希纳给予的礼物，除了任何其它的，祂赐给我们明辨力。我要说，这是祂的风格。祂教导你如何去分辨，你成为分辨能量的专家
。在能量的层面上，你可以十分清楚及美妙地判断任何事情，其他人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何谓对与错
，这便是克里希纳赐予的礼物。 克里希纳掌管（喉部）轮穴十六个分支，祂控制着一切。祂控制你的喉、鼻、眼和耳。祂控制所

有这些事情，但最终祂说什么呢？祂说祂是Virat。Virat的意思是伟大的上主，我们称之为“Akbar”，就是在回教中所指的“Alaha
Hou Akbar”。因为这是在诗歌中的描述，故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但是祂是宇宙大我，祂向阿周那显示祂的形相，阿周那惊讶
的看到祂的形象，祂是宇宙大我（Virata），祂是那伟大者，接收一切，发放一切。祂是阎摩（Yama），祂是掌管死亡的神，祂
有众多名号，你们知道祂已被记录下来的众多名号。 所有这些力量都在祂里面，祂有需要便会运用出来。 霎哈嘉瑜伽士首先会得
到满足的力量，这是伟大的修行，能得到满足。试想在这样的地方，你们都能够去享受，且活得喜乐。这显示什么？这显示你是
得到满足的人。否则没有人会喜欢，他们会说：“我们要去好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不想和任何人在此居住。”但与人共处，
这合群性也是克里希纳的祝福。祂教导你要合群，拥有合群的乐趣，享受群体的乐趣。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一个像酒鬼一样让自己离群索居的人，他便不是崇拜克里希纳的人。 与克里希纳合一的人能享受与每个人相
处，尤其当他们都是得到觉醒的灵魂，那他会很享受他们的陪伴。这从你的生活中十分容易明白，若你明白自己如何生活快乐，
合乎道德，那绝对完美。你们不会做不道德、偷窃，或对别人有不好感觉的人。令人惊喜的事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一起快乐地
生活，与真理（satya）同在。 祂的合群性是要被理解的，因为我常说克里希纳是代表美国的神祇。美国十分合群，例如，美国对
每个国家都感兴趣。它会关顾每个人，但却用错误的方法去帮助别人，从来都没有用对方法。比方说有些国家在生产毒品，为什
么不去入侵那个国家而是侵略其他国家呢？就像这样，没有明辨力。 除非你有明辨力，否则你不能好好运用你合群的力量。美国
十分合群，但他们做了哪些集体工作？即使现在，他们也表示他们是另类的，是不同的，“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在克里希纳自己的国度集体性被如此地贬低。虽然他们内心有这种感觉，美国应该与每个国家对话，带领他们，给他们意见，但
美国人常对其他国家作错误的决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明辨力，他们应要有明辨力。
关于喉轮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我特别关心两边的两个轮穴，在左面的月轮（Lalita Chakra）及右面的日轮（Shri Chakra）。我常
常告诉女士们：“请把这两个轮穴覆盖好！”这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不要把它们曝露出来，要把这力量好好保存。日轮和月轮十分
重要。他们是克里希纳的阴性力量，你们要好好尊重自己的身体，否则会影响你们的轮穴状况，令你们受苦。 例如，若你不尊敬
格涅沙，你便会受苦。如果你尊敬祂，但你的行为不相配合，你也会受苦，也会有问题。所以整个身体都会做出反应。身体会对
外来影响作出反应，你会发觉有何不妥，使你会表现这样。 除此之外，眼睛也受这个轮穴支持。故此无论你看什么，都要以十分
纯洁的眼神去看。越是纯洁，你就越能享受，但若你的眼神不纯洁，狡猾地，左顾右盼，那你便是在摧毁你的正法，对抗你的进
化历程。终有一天你会瞎了眼，或患上白内障，或一切眼科疾病，你们必须十分注意。 这轮穴还连接到舌头。使舌头得到照顾。
有些人有个很坏的习惯，就是突然说可怕的事情，或突然说很差的话，或突然对人恶意批评，这些都对舌头有十分大的伤害，这
是克里希纳所不喜欢的。若你的舌头用来对别人说刻薄的话，冷嘲热讽，说难听话，满口脏话，终有一天我不知道这舌头会如何
反应，这舌头会有不同的反应，天晓得，舌头可能变得肥大，不能移动。天晓得，它可能会被吸进去， 这是对身体方面的影响，
在心理方面，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词不达意。你的舌头是有可能这样的。你们很可能不能说话，也许什么也说不出来。如果
你那样麻烦你的舌头，将它用于错误的目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舌头不是用来辱骂的，也不是用来…有些人尝试谄媚地友善
和温文藉以达到某些目的。这对舌头十分危险，可能引起口疮，若仍然不停止对人说恶语，甚至会致癌。 有些人认为，如果你忍
一忍，就会风平浪静。不。如果有人试图压迫你，不要强忍，要把它扔掉，否则你会走向左脉，招惹可怕的事情诸如癌症。你会
得癌症。那些争强好胜的人，他们也会生病。应该说，压抑型的人也会遇到麻烦。 你们应要处于平衡的状态，不应什么都接受。
假如有人无礼地称呼你，你只须沉默，看他一眼──仅此而已。知道他是愚蠢的人，不要承受他的行径。若你去承受它，然后持续
地哭泣流泪，这样你便会患上癌症。假若有人说闲话，你要明白他是愚蠢的人，远离这些闲话，你便可安然无恙。故此两方面你
们都要小心，因为克里希纳在四周把玩，祂看你如何行事。喉部十分重要，我们应该好好照顾。那些大喊、尖叫的人最终会失去
说话的能力，而可能会因为喉咙问题变得疯狂。特别是喉咙会发展出可怕的疾病，你只是——喉咙会肿胀。我们称它蛇病，你会
感觉窒息。 若你和人说话，要用甜美的态度清楚说出来，不要呼喝别人。永远不要！不要在说话中显出暴躁，暴躁可招致癌症。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两方面你们都要小心。你们要有这知识，你们不要做也不要承受那些荒谬的事情，如果有人说你什么不实的
话——意思是，你不应该接受它。有些人可能会对你说些什么，没关系，你可以向他解释清楚：“你这么说，并不属实”，但最好不
要强忍受苦。你们不是基督，你没有祂的力量。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患上癌症。 所以试着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中脉，静观一
切，若有压迫或被压迫──或其中一样──你们不要屈服于任何这些态度，但要发展坚守自己立场的态度。举例说，有一个中国故事
我曾看过。从前有一个皇帝，他想要他的两只公鸡能在斗鸡比赛中获胜，于是有人说：“您可以把公鸡送到一位圣人那里训练”于是
他把它们送到一位圣人处训练。它们受到很好的训练，之后它们被带回来参赛。在竞赛场中放下很多公鸡，互相攻击，但那两只
公鸡却站着不动，其他公鸡尝试挑逗都不成功。那两只公鸡仍然站立不动，最后所有其他的公鸡都跑开了。 你们应有这种个性，
不要屈服于好宰制的人，也不要宰制别人，折磨别人，站在别人的头上。这对你的喉部十分危险，而且这样的喉部永远，永远都
会有患上可怕疾病的危险。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一切，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达到这些知识。我们拥有关于喉轮十分精微
的知识。我们应知道若喉轮照顾不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这是克里希纳的工作，祂也照顾牙齿和耳朵。你们知道
要怎么对待牙齿和耳朵。这是祂的十六种工作。我们称这些为karyas，祂在不同层面做十六种工作。你们要发展喉轮的力量，透
过多种途径和练习，知道若我们不明白及珍惜我们的喉轮会有什么出错。美国是整个世界的喉轮，故掌管此地的人必须知道喉轮
所有的力量，以及知道如何保护它，并把它延伸渗透至全世界。 双手也是源于喉轮，因此我们要用双手传扬霎哈嘉瑜伽，你们要
到不同世界、不同国家，即使到小的村落，你们也要传扬霎哈嘉瑜伽。首先只有在双手中，你可察觉凉风，这意味着你在生命中

感到上天无所不在的力量。所以，这是集体、普世的爱，它来到你的双手并教导你。因此，喉轮如此重要。同样，美国十分重要
，作为美国的公民，你们要维护宗教，维护那正法，并建立对世界问题的深刻理解，把爱给予所有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愿神赐福给你们。

2001-0730, 克里希纳崇拜后对新娘的忠告
View online.
克里希纳崇拜后对新娘的忠告 美国哈祖纳哈雷
2001年7月30日
钖吕‧玛塔吉女士讲话摘要

这是十分美好的事情，看见你们很多都十分快乐的样子，正憧憬着美好的婚姻生活。

我要告诉你们，妇女可令婚姻快乐或不快乐。她应该知道如何处理状况，并明白这是爱的问题。若你心里有爱，你可以赢取任何
人。

故首先你要想想，以温柔的态度表达你对你丈夫及他的家人的爱，要去控制自己，使他们不会因你而伤心，丈夫也不会因你而难
过。

有时你或许不喜欢某些东西。此时你要保持沉默，之后你可以把它纠正，但最好的是如何爱你的丈夫，你如何照顾他，你如何想
办法表达你十分爱他。

这有时并不为人所了解，有时新娘子会想自己一旦结婚，「我们便可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不应有任何要求，任何种类的要
求。但若你长进得好，那爱会照顾你，给你所想而又是需要的。

你不用开口说：「给我这个，我想要这个。」不用，完全不用这样。你表现及付出的爱，将会是最大的价值，给你一切所需，无
论是什么需要的。

但你们不应开口，这是秘密。不要开口要求什么，或许他会埋怨：「你什么也不对我说。」这不打紧，任何合适的也不会打紧。

你看，你要建立你丈夫的自我尊严。你要尊重你丈夫的自我依靠，这全是你要做的……因为你是那给予支持的人物，事实上你就
是他的能量。你便是那个用你的爱及注意力完全充实他的生命的人。

若你如此决定，你便不会着眼细微的东西。你不会费神在细微的东西上，诸如他穿着什么衣服，他做了什么。因为他来自不同的
家庭、不同背景，他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故你不应在这方面批评他……也不应预期你所想的完美地步。

你应该容许他去表现自己。若你发现有些地方十分错，当他静下来时，你才静悄悄地告诉他，使他明白，这决不会令你屈就丈夫
。相反，他会变得迁就你。他会尝试令你快乐，令人欢喜，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伽的配偶。这并不是一般的婚姻。霎哈嘉瑜伽的
婚姻是指两个得到觉醒的灵结成夫妻。那些达至灵的人才结为一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配合，对你来说应是最大的享受、爱、平
安和祝福。

或许有些地方和你的不同，这不打紧，这不重要，这都是表面的事情。若有甚么地方你可以做而令对方欢喜，最好就做，因为他
会有回报，照顾你，使你欢喜、快乐、充满喜乐。

若他们失败，不能把自己适应过很合适的婚姻生活，这样我们也是容许离婚的。

但首先是妻子的责任，我个人认为，妻子要制造美丽的家、美丽的居室、美丽的孩子。

妇女若是认为自己在家中工作十分辛苦，自己应多点休息，应多点外出，以及诸如此类的，丈夫也会觉得自己工作太辛劳。问题
是永不会想到自己，想到对方，他做了多少工作，他付出多少努力，他有多少时间。若你这样想，发自内心，你会明白他的难处
，问题便再没有了。但若他同样只为自己，也同样是错。

故此要互相体谅，你们要证明霎哈嘉瑜伽的婚姻是最好的，能带来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快乐，以及最大的道德。在此点上请谨慎
。若你尝试婚后不忠，我便没有可能容许你这样结婚，因为你会给我坏名声，十分为难……尝试制造美丽的婚姻，使其他人也可
享受。若他们是快乐的配偶，每个人都可享受他们的同在。否则，便是某人埋怨这个那个，没有人喜欢和这些人说话。

把所有这些都脱离你的家庭生活，要在你能力之内给予喜乐。我憧憬你们的婚姻生活，过着十分、十分快乐的日子。

愿神赐福你们。

2001-0922, 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格涅沙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2001 年9月22日

今天我们聚集一起崇拜神圣的格涅沙──格涅沙是纯真之主，祂是纯真的海洋。虽然祂只是年轻的小男孩，但祂能对抗整个世界，
祂能毁灭所有负面力量，这是纯真的记号。

保护纯真
自古以来有众多故事叙述小孩被害仍能完全得救，安全无恙。纯真力保护不应受伤害的人。纯真力拥有世间的智慧及对世界的洞
悉。任何人想伤害纯真的本质，全世界的人，不论他们是否曾十分关注或尊崇纯真的本质，都会站出来对付伤害纯真的人。你可
从你生活周遭看到，任何人若想苦待小孩，所有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不论他们的国籍，他们统统都会站出来去保护那小孩。
这是什么？有什么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意识到要去保护纯真？

这对我们是如何的侮辱，若我们发现纯真正在受攻击。什么都可以忍受，但若纯真的人，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半点邪恶，生活
如小孩般纯真，若他们受伤害，即使没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忍受他们受伤害。我们没有察觉到在我们里面
有对孩子的爱的海洋及洞悉力的海洋，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尤其对小孩、尤其对纯真会有这样的感受？事实上还
有人不断攻击纯真的人、纯真的小孩，但没有人会支持他们。没有人会认为恶待小孩是恰当的。这样做的人必会受苦，他们必然
会得到受苦的回报。

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能产生这反应，去对付破坏纯真的人？举例说，若有一场平常的战争，人们对作战的人不会有太大的同情心
。人们或会说：「他们是如此，他们都是同一群人。」但最大的同情心会因为纯真受肆虐而来。这便是人类的特质。在人类里面
有格涅沙的力量，给予人们感受、量度及洞悉力去保护纯真的小孩、纯真的人。全世界都会出来对付杀害纯真的人，这毋庸置疑
。若他们不去反对及批评那些攻击纯真的人，他们并不算是人。

人类最高的品格能使他牺牲一切，舍弃一切，但他们不能放弃维护纯真的感情，这十分显明。我们没有察觉到对纯真的人的爱及
保护的海洋有多大。什么会引发最大的力量，就是正当我们看见纯真的人，纯真的小孩受到攻击。这便是人类美丽之处。当然，
有很多人是残酷的，可以称得上是恶魔，但若是面对孩子及纯真的人，每个人都感受到他们的责任。一般人很难变得纯真，因为
他们自以为十分了不起，自以为明白一切，能分析一切。他们可以成为罪犯，宰制别人或充满烦恼的人，他们都可以为此找出任
何理由，但他们所做的却永不会受到尊敬或推崇。

尊敬纯真
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霎哈嘉文化就是要尊敬你的纯真。霎哈嘉瑜伽士或会感到受骗，被牵制或受无礼对待，但他们一定要保持
纯真，因为在他们里面有神圣的格涅沙力量。他们不应感到被遗弃，即使他们曾被人利用、被人侮辱、被人虐待、被人牵制。这
不成问题。他们不应尝试去毁灭别人的纯真，事情自然会成就出来。你会稀奇若纯真被侵害，世界一切美善都要到来拯救。

最近在美国的袭击，便是无辜的人受到虐待、杀害的例子。在此时，全世界都引来巨大的支持。不论宗教及国籍，全世界都想知
道谁做此罪行。他们不是来自同一宗教、同一国家，或犯下同一罪行，但当此时，那些没有靠在纯真那边的人都会被孤立，被毁
灭，无须置疑。这一次，他们会受到教训，他们不应攻击纯真无辜的人。

在霎哈嘉瑜伽内，我们不应对小孩子感到厌烦。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对小孩有爱的关注，不论是
世界任何角落，不论他是否你的小孩或人家的小孩，或他们对你有否理睬。因为他是小孩，他是纯真──那内在的纯真──你自己的
纯真会去保护小孩。我们十分惊叹人们面对纯真受伤害时不惜牺牲性命。小孩子永远都不能受攻击，当然他们自有保护自己的力
量，无须置疑。但你不应耗费精力在那些不吉祥，极之残酷及丑恶的事情上。

若你不能爱小孩，你就什么也不能爱。我从来没有遇见自称不爱小孩的，真幸运！或许有人说：「我们爱花朵。」「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爱花朵？」因为花朵也同样有纯真的美丽。你们爱大自然，为什么？正因为其纯真。但是人类最伟大的纯真便是霎
哈嘉瑜伽士。

纯真的力量
变得狡猾及聪敏很容易，但若要有智慧，人们要明白变得纯真的美丽。你或会说：「母亲，纯真的人容易受剥削。」但其实没有
人可以剥削纯真的人，他们或以为是这样，他们可以变得十分好侵略，但实质上却不能。这就如一块坚石不会被忿怒的海洋及任
何报复的行动压倒。这块坚石正受格涅沙的保护、养育。

正如我以往曾告诉你们，纯真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被毁灭。这十分稀奇，你或会是一个罪人，或是一个残酷的人，你或是任何东
西，但内里的纯真不会被毁，是上天放在我们里面十分隐秘的东西。我们对我们的纯真玩把戏，我们认为随自己喜欢行事没有问
题。「没问题，毕竟这是我的欲望、我的意愿。」故我们继续任意削弱及隐藏我们纯真的力量，想着要去愚弄别人。但这种狡猾
性情不能给你任何满足。它不能使你达到满足。若你愚弄别人，这把戏只在你身上回报，那欺诈只在你身上毁灭你对纯真的信念
。而纯真正是最大的信念，最大的帮助，在大地上最大的力量。

那些不尊重自己纯真的人，他们认为纯真会令他们变得软弱，因为他们看不见纯真的力量，它如何行动，如何发生果效，在全世
界正起作用。但一直以来，我认为人类没有意识到纯真的力量。纯真最高尚，它起作用，就好像一切见解，一切作为都得到最美
丽的成就。

纯真的人常给人记住
在这世上，什么会受人纪念及尊敬？就是那些活出崇高理想的人，就是那些美好品格的人活出的美丽生命。所有这些人都曾受伤
害，或被杀害，但由于纯真，他们的光芒历世闪耀。你可看见所有伟大的人的生命都是这样。他们都十分单纯，他们没有任何做
作，他们行事自然，生活自然。

国家可以一个一个被毁灭，但纯真的力量不能被毁灭。要对此有信念。你们对自己要有完全的信心，你们的真我不是什么，而是
纯真。你们或认为纯真的人容易受骗，但没有人可以欺骗纯真，因为纯真关乎永恒的价值。他们可以欺骗你金钱，骗你一些东西
，但不能骗去你那最永恒的纯真。若你绝对的纯真，并好好照顾你的纯真，你在此生中将会是最成功的人。

正如我告诉你们，纯真永不会被毁灭。它可以因为你的坏思想、坏行为而被隐藏一段时间，但若在纯真的天空中，你把污云带走
，你便能战胜整个世界。我们可以基督为例，祂被人钉十字架，被人侮辱，被人折磨。干此事的人，他们在哪里？谁会理会他们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愿意认识他们。一个单独的人被如此折磨，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基督被全世界纪念、被全
世界尊崇，没有人着意祂如何被钉十字架。不是这样，人们只是尊崇祂。人们尊崇什么呢？就是祂那完全纯真的本质。用霎哈嘉
瑜伽的话说，祂是纯真本质的降世，祂是神圣格涅沙的降世。这可以验证出来。若你以为你可以任意妄为，不想考虑自己是否做
错，你们不知道在你们面前的东西。有什么降临希特勒身上？他以为他可以毁灭全世界，他可以操纵杀戮众人之事，他以为还可
以给自己高尚的人格。他们都是愚蠢的人，不明白在他们之前那些人才会受尊敬。历世以来，没有人喜欢希特勒。他不明白若要
拥有驾御世界的能力，成为受尊重的人，就必定要效法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人便是纯真的人，他们主要的能力来自纯真本质。
他们任何一个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如何述说这力量的工作，因为它以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可参考历史事实，有众多的记载，我
们会有什么发现？

十分纯真、单纯、有智慧的人会受人传颂。我年小在学校的时候，我习惯到图书馆，看很多书籍关于开创伟大事业的伟人。我深
深记住当中有些是十分单纯，如小孩子般。例如林肯，我对他极之极之尊崇，他常给他的妻子苦待。她常说：「你不知道自己十
分呆板，不懂得衣着，不懂得表现自己。」她真的对他十分苛刻，终日折磨他。最后他被杀害，有人或会说：「林肯又怎样？他
被杀害，他不成功。」直到今日全世界都知道林肯是谁，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人人都知道林肯是谁。呆板的男子，根据她所说
，并且还有所有不时尚的东西。但没有人尊敬她，根本没有人想到她。今日谁受到尊敬？正是林肯。为什么？他被谋杀，他没有
存活的力量──但其实他历世长存！这么多年头过去，他依然存在。

智慧源自纯真
看所有纯真的伟大的例子，他们为何会有远大理想，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理想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什么东西都不算是什么，即使
是他们的生命。理想、宏愿源自于你们的纯真，它教导你何谓理想，你应如何生活。你是否拥有极大权力并不重要，或你是否站
在首相般高位，所有一切都不重要。很多人都是这样来了又死去。有很多人都十分具野心及好侵略，但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关注
他们，没有人愿意理会他们。若他们的相片出现人们眼前，人们会闭上眼睛。没有人想看见他们。但若有一个小孩子，纯真的小
孩子，说话十分纯真，全世界都会欣赏他。伟大的人便是纯真的象征，他们的主要特质是纯真，那便是智慧的所在。

格涅沙的主要特质是祂的智慧。祂知道成功源于祂纯真的特质。有些纯真的人并不察觉自己的纯真特质。这令人惊叹纯真本质如
何透过人类发出光彩，那些人或是十分平凡，或是十分简单，或外表并不聪明或出色，或不是个外交出色的人。无论是什么，他
们依然纯真，这正是人类所有荣耀的终归。要变得纯真，我们要做什么？人们或会说：「母亲，我们要做什么才可变得纯真？首
先你要看清你的脑袋运作，它做了什么，如何反应。这便是内省。你的脑袋有什么打算？它认为什么是最好？在这思考的过程中
，什么是看清自己的最好方法？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你应如何向别人作出反应，这是否一个纯真的响应，或只是一种掩饰？

要看清自己，十分容易，因为你们现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可看出你对侵略行为或麻烦事的反应。你的反应如何？你的行为如

何？若你是十分有力量的人，你的行为会显得你不会受骚扰。你会看到只是那些人向你做出的愚蠢行为，这是绝对愚蠢的。他们
做出愚蠢事，我们何必理会他们？我们为何为此要浪费自己的精力？他们的愚蠢终有一刻令别人知识，最终只会受人藐视，人们
不想提及他们的名字，不想有他们的相片，不想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些歪曲、不纯真，甚至对抗纯真的人会跟随他们，因为这
更适合他们。他们喜欢好侵略及诡诈，故此撒旦组织会形成，但他们不能对赋有纯真个性的人作什么。

梵文的诗句有云──nainam

chidanti

sashtrani

──灵魂不能被任何武器杀伤；Nainam

dahanti

pavaka

──没有火可把它毁掉；Sayanam cleydayantaposh naso sathe marutha, Marutha 意即空、气或风，全句是──风不能把它吸走，
这是高出一切大自然的毁灭力量。大自然明白一切，正因它纯真。它会在适当的时机对付好宰制的人，他们尝试去欺负纯真的人
。

纯真流通于你
我们应知道我们要尊崇纯真本质。我知道有人或会感到因他的纯真而被宰制。有时会感到因受了别人如此对待而难过。所有这些
东西都进入你的思想。但若你尊崇你的纯真，你会常常是个快乐的人，常常是个仁慈的人，常常是个谦虚的人。故此你们要小心
，你是你自己的毁灭者，你可以杀害你自己。我们如何评论希特勒？谁人毁灭他？正是希特勒毁灭自己。每个人终归都有一死，
故他也不例外会死，但谁人把他永久的毁灭？正是他自己。你可杀害自己，但同样透过纯真，你可拯救你自己，并满有光荣。你
们要对纯真的力量有信心。

重要的是在你的生命中如何表现纯真的力量，你们之间如何互相对待，这便是我所说的爱。你不能变得慈悲，除非你对自己有这
态度，否则你不能变得仁慈，对你而言，仁慈只是短暂的感受。但是永远慈悲的性情是来自那人的性格上有纯真的本性永恒地流
通，它隐透于人类之中并育养人类，它比什么力量都强，千年以后，人们不会忘记你们，那霎哈嘉瑜伽士，若你们表现你们的勇
气及纯真的力量。

很抱歉，今日的聚会延迟了。但你们知道我已准备好出来，但那婚姻选配已成为今日的主要项目。由于那选配迟了，我们直到最
后一分钟仍考虑那婚姻安排。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我们要停止了。你们要最迟八天前把申请表寄来，若是在格
纳帕提普蕾 (Ganapatipuli) 要在两星期前。我们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不能再增加。

我有一个恳请，就是若你想有美好的婚姻安排，便要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察看，否则我会让其他人去决定。若你喜欢是如此，也可
以是这样。最简单不过的是要明白婚姻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你们可以创造纯真的小孩子，若你们成婚。但若你们的行为如此，责
任感太少，故我要求你们明白时间的价值，因为下一次我不会为你们作婚姻安排，若你们太迟递交申请表。这最少要在一个星期
前，我希望你们明白。

多谢各位。

2001-1021,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View online.
女神拉特利节崇拜 希腊2001年10月21日
今天我们聚首一堂，做女神崇拜（Devi Puja6）。这崇拜已做过很多次，女神应众天神（提婆Devas）的请求，由邪恶人手中把他
们拯救出来。今天我感到同样的，我们现正陷于奇怪的处境；我想，这些人本身正是恶魔；而且，其他人被他们迷惑（催眠）了
，因此才会做出一些原本永不会做的事。不过他们不知道，凡事都有顶点。那个点已经来临，所有好人，尤其霎哈嘉瑜伽士都应
全心全意消灭这些可怕的人，例如那叫Mahishasura的阿修罗。

在那些旧日子里，事情简单得多，因为邪魔来时就是邪魔，你可以看得见他们的魔相，他们的行为举止都证明他们就是邪魔。为
何他们这样做呢？为何他们要残暴不仁呢？因为他们之所谓「人」，其实不是人──他们的本性就是魔，他们正想设法毁灭人类，
好人。

事实证明要消灭他们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不会反对伊斯兰，也从不批评穆罕默德。他是神圣的，毫无疑问。他设法去做上天神圣
的工作。但神圣的事工引来愚昧而且接受邪魔的人。你们会惊讶于在伊斯兰里面有七十四个小组。他们说「我们追随一个宗教」
，但他们实非如此。这些支派当中，有些确是邪恶的人。他们自称为Devbandhis，因为那是印度的一处地方；他们也被称为瓦哈
比派（Wahhabiyyah）。

我认识他们由来已久，因为在我家，我父家里，都有过很多穆斯林当厨师、司机和其他工人。这些瓦哈比派是很滑稽的人，他们
甚至不相信穆罕默德。所以，假如要告诉他们穆圣讲过什么什么，他们会说「不，我们不相信穆罕默德这人。」「那么，你们相
信谁呢？」「我们相信阿拉！」「你们有遇过、见过阿拉吗？是因为这样你们才相信祂？」但他们的行为都充满残暴，是天生的
品性，十分残暴。每当我父亲看见，总要叫他们离去。因为他们总是对人阴险势利。

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田地。他们多是来自阿富汗，你们可以想象吗？大部分都是。当然他们也折磨其他阿富汗人。他们所
到之处都以十分残暴见称。不是所有阿富汗人如此，不是所有，而是一部分。他们来到印度，有不同种类的阿富汗人。有些很仁
爱、慈祥、乐于助人，十分好人。有些却很残暴。初时，我们不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但因为我父亲是个学者，而且是伊斯兰的
学者，他告诉我们「这些人不是伊斯兰教的。他们自称瓦哈比派，不是伊斯兰教。」今天我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不是说在其他宗教里没有坏分子。不过这些瓦哈比派不断秘密地成立小组，他们人数不多。那就是当年父亲所告诉我「将有一
天他们会变得爆炸性，且会图谋毁灭世界。」初时我不能理解，因为，说到底他们看来只是人而已。但他告诉我：「他们是完全
的伪装了，一旦发动他们的残暴，你就不知所措。」

我们的国家曾有一个侵略者，叫穆罕默德‧沙‧达里。他是个十分、十分残暴的人。他常杀害很多穆斯林，因为在他的概念里，你不
应崇拜穆圣，因为穆圣说过「我不是神圣」。我也经常讲同样的话，以免受那些愚昧者所害。多年来我一直说：「我不是神圣。
」但当他们感到那能量及其他，他们就会相信。但那些相信穆圣的人从来都不获这些人所理解。真是十分，十分残暴，而且因为
他们不相信穆圣，你就不能在任何论点上跟他们争辩。总不能争论在《古兰经》上写过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古兰经》，不相

信穆圣，只相信阿拉。天晓得他们何来〔与上天的〕连系。

不过，很奇怪，他们渐渐可以迷惑（催眠）群众──好像我们见到一些可怕的假导师以上师的幌子迷惑（催眠）人一样。你们都曾
见过，群众被迷惑（催眠）了。很多都已经被揭露，有些将会。但他们大都是对金钱有兴趣，总是以宗教之名，要榨取大堆金钱
。不过，在那个时代，人们看不出其残暴的手段和行为。

这种残暴开始生长。我们去过尼撒穆汀（Nizamudhin）。那处我发现了一所马达拉撒 (Madharaza) ──’Madharaza’的意思是学校
。那家学校一向招收幼童。这是十分计划周详的，天也不晓得──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说，单在德里就有一百二十所马达拉撒。没
有人知道他们在那儿教什么东西，怎样迷惑人，怎样办学。有一次，我走到尼撒穆汀那儿，见有人唱歌之类事情。他们有真爱的
心。他们也感到我的爱，十分深刻的，而且是全部人，他们也开始来霎哈嘉瑜伽。不过我不知道那儿有一所马达拉撒。我问他们
：「为何在这里能量是这么模样？尼撒穆汀本是个圣人，为何这(纪念他的)地方没有好的能量流通呢？」当中我感到能量很差。他
们才告诉我：「母亲，这儿有家马达拉撒。」

现在看看邪魔是怎样作为的。通常，邪恶的东西是这样的──它会形成一些小圈子，一些战争和杀人。他们人数不多，但以残暴为
宗教。他们迁居到那里就想着残暴。单在那些马达拉撒，就有人在宣讲残暴，怎去憎恨。就这样，「仇恨的教育」展开了。这些
仇恨的教育借着马达拉撒而广泛地交织起来，遍布全球。

现在，你们都知道，巴基斯坦曾与印度经常开战。但这次巴基斯坦也明白「假如跟印度开战就会被人叫做恐怖分子。」所以他们
说：「不，我们国家不会有恐怖分子。」但是，他们愚蠢地──这位新人物〔总统穆色拉夫〕──竟曾派遣六十五位学者、使节，到
阿富汗的马达拉撒，学习怎样变成残暴──你们可以想象吗！教导憎恨！当然很多穆斯林不是这样；但假如你尊敬穆圣，身为穆斯
林，你会如何呢！

故此，所有这些错误思想萌生，伊斯兰就分裂出一些组织。本来无不可，但这些组织完全违反人性，有十分危险的图谋。我不知
有多少穆斯林明白它。他们向全球散播这马达拉撒的东西；从这些学院出来的人都是十分残暴。第一项残暴是对待妇女。妇女被
蔑视，完全得不到尊重。这样就显出根本无人可以控制他们。在《古兰经》里并没有这样写，穆圣也没有讲过。他说：「上帝是
慈爱怜悯的；祂赐予平安。」他所做的事，都是绝对神圣的，毫无疑问。但这少撮人，因为他们投靠魔鬼的力量，令世人开始误
解伊斯兰。

「伊斯兰」的意思是「顺服」。那些顺服的人正是你们。顺服的意思是人已经放弃了贪婪及这类敌人，而且已经处于普通人之上
。另一点有趣的是，穆圣讲过，「在救赎的日子，你的双手会说话。」那是他清楚说过的。自然地，因为那是以诗人的语调来写
，人们就很容易按自己的私念而把它扭曲。不过穆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稍停顿）……。

在现代，这些人拥护歪理真令人十分震惊。不过，这也是因为人们发展出对他们抗拒的缘故。犹太人──他们也发展出一股对他们
的抗拒。这种仇恨要负上责任；那双方面的仇恨，我会说，现在那是两种不同的……（稍停顿）……那是很明显的。

现今，在霎哈嘉瑜伽，你们相信完全的纯真，以及简单的和平共存。而且人们都相信世上可以有不同圈子的人……（稍停顿）…
…那么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做？首先，我们必要自省。假如你是生于印度教的，你就应坐下来，找出自己是
否因某人是穆斯林而有仇恨。你不可以有仇恨！不能因某人是穆斯林你就仇恨。因为你都是一个穆斯林，因为你已顺服，那么你
怎可以憎恨任何人呢？假如你已顺服，向上天顺服，你又怎可以做些违反上天的事呢？故此，这些误导人的思想必须拚弃。假如
你是印度教徒，你没有必要憎恨任何人！那是肯定的。印度教（Hinda兴都）这个字来自信度（Sindu）河。当年因为亚历山大
大帝]

[

说不出信度（Sindu），他才说兴都（Hindu）。就因为这样在印度里很多人就构筑起这可怕的仇恨。不过，当时的主旨不

是残暴，那是一项补偿。他们不想去折磨其他人。

所以，这种折磨和憎恨其他人的资质来自其他来源。其来源是，你们都看得清楚，他们公开仇恨他人。憎恨他人是十分恶劣的品
格，其中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去憎恨。你们都必须知道……（稍停顿）……好了。现在我们来……（长停顿）……

对我来说，每想到我们人类仇恨其他人，我真痛心──当你明白爱是这么伟大、美丽的情操。但为何你要去恨呢？因为其他人在你
心中留下印象，他们向你撒过谎，你就去怨恨。好一个成就。首先成为人，然后成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在那些旧日子里，女神大开杀戒是无问题的。女神向来都杀这等人……（长停顿）……上帝从阿米巴虫创造人类，到这阶段，真
是十分心伤，我们怎可以仇恨他人呢──那正是已发生的！

现在当然霎哈嘉瑜伽是不同的。霎哈嘉瑜伽士知道怎去享受爱。他们喜欢它，享受它。你们可以看得见。假如你们以某种方法可
以把这仇恨拿走──总有办法，总有办法──以你们的愿力──抗拒和抗衡这些正向人类灌输的东西，我肯定……（长停顿）……那些
来到世上，经历了种种教养，一心想改善环境、关系、友谊，却堕入憎恨的深渊的人，那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长停顿）
……。

我的心在淌泪。我来到这尘世，要目睹人类这样互相憎恨仇视。他们谈论「爱」和「恨」。你们都是儿女，那是十分严重的……
（稍停顿）……他们最终变成这样……（长停顿）……我的意思是，我从前的经验是，假如我告诉你们真相，你们会震惊不已。
人怎会堕进邪恶质素的深渊。

这是我们的一种悟性，去了解自己。我们憎恨某人吗？我们有没有不该有的念头，或干过一些事？……（稍停顿）……你内里有
这些东西吗？找找看！你憎恨其他人吗？

这是人类思维中的，绝对是腐朽思想。这些思想完全跟牲畜的本能一样，是对人绝对无用的。但那正是在发生，且不断来临……
（稍停顿）……假如你穷，好，但你憎恨其他人就会富起来吗？不。假如你有困难，你的任务就是要去驱除困难，而不是令它滋
长。所有这些都应了断。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不大着紧我们在做什么。对，我们正正必须有正确的彻悟：我们何去何从？假如你
对某人有误解，就最好把它拔去，完全地。他们想找你麻烦，好，但不要对那人有不正确了解。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不会

看见那些事，他们多丑陋、多滑稽〔奇奇怪怪〕、怎样摧毁我们的人格。

你可能可以纠正某些人……（长停顿）……所有我们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的活动，从前我从不察觉到是这么重要的。我们要投入
很多时间。不要理会那些荒谬、不重要的尘世事，却要专注于在我们在内在外都重要的事。这些无意义的事都必须剪除。假如我
问你：「你恨多少人？」你可能会说「二十人」……（长停顿）……你们看，这些东西的整个气氛都令我充满了懊悔。真不知我
们作为霎哈嘉瑜伽士要怎样做才好。他们的计谋是什么？请大家注意内心，自省一下我们做过什么建设性的工作，什么毁灭性的
工作。你需要一次大大的震撼，才会明白过来。

我喜欢我们的讲座和崇拜的方式，但假如你问我那内在的真自性，我知道它是非常、非常不快，颓然若丧。此际，作为霎哈嘉瑜
伽士你要做些什么呢……（稍停顿）……身为霎哈嘉瑜伽士，至少你应投入全心全意。你也应告诉所有人……（稍停顿）……看
，霎哈嘉瑜伽士的问题在于你们开始享受愉快，然后就看不见身边发生的事。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此刻我正是与幻象作战当中……（稍停顿）……它是个领域，一个──我不知怎说才好──是个我们内里暗处
潜伏的弱点。我们不曾尝试向自己的弱点宣战……（稍停顿）……现在我向你们各人发出请求，请向自己冥想，看看自己有何不
妥善……（稍停顿）……。

这是个大震撼，要减少震撼，霎哈嘉瑜伽士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怎样摧毁这些生命中的可怖行径？以爱的力量这是可能的──你
们可以做到！不过，你必须在心里发展出这力量。想想吧！这是今天我们各人的一大教训，去看看自己──我们妥当吗？还是继续
去仇恨其他人？我们思想的功能是什么？去恨还是去爱？假如这爱能为你带来启悟，你就会惊讶，你将成为我的一大力量。我不
能独自作战。我需要有真正发展好爱心的人──不要其他。那是现在你们各人，全球的霎哈嘉瑜伽士的一项挑战。这并非信者与不
信者之间的争斗，而是一场我们全部人都合一，争斗到底之战。每一阶段我们都要越益精微。

你们今天必须看到要点的所在──我们是否都是这个邪恶东西的一部分？还是不受它所缠绕，准备好与之作战？这是一场大战，我
希望它会一举成功。在此以后，将再没有对人类的残暴，没有争斗，因为这是罗剎魔与我们自己之间的战斗。这次是非比「寻常
」的。必须要解释清楚，也要向那些支持邪恶力量的人说清楚。只有一件事，你可以说：「母亲，我们怎样知道谁是对抗的力量
，谁不是？」你们满有知识，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知道谁站在错误的一方。我知道霎哈嘉瑜伽士可以拯救他人，并把他
们带回知识与爱心的正途，不过，要非常小心那些不断在传播邪恶的宣传技俩。

我想触动你心的最深处，那是必须要安抚的心……（稍停顿）……。

我肯定你们将会明白那正要来临的危机有多巨大。可能没有人会幸存，可能没有儿童会幸存。因为要成就这种事，它是十分、十
分艰难的……（长停顿）……我整个人在颤动、给振动了。你们可以在生活中的每一角落都看得见：这次演讲在哪里延续？哪里
有人在谈论残暴？正在发生什么事？……（长停顿）……每当我想起……（顿停顿）……它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我们所有人
……（长停顿）……

我正在身处的争斗，本质上是十分严重的，毫无疑问。但假如你们可以集体地战斗，我们可达成的可大呢！……（稍停顿）……
我的所有努力、了解、力量，每一样东西都在你们手上，而那就是你们应该预备好的。不是依靠阅读什么或谈论它就成，你们要
在内里建筑起这爱的力量。

我肯定，打开顶轮一事会令你们做到。但尝试，以爱的力量，阅读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东西。这是个深层的课题，当你们谈论它
，我已有一半在内里，一半在外面。但我要告诉你们要去发展它，而且只有它（爱的力量）才能形成一股对抗他们所称为「邪恶
做事者」的强大力量。……（稍停顿）……

我的祝福全都给予你们，我想你们所有人都能成就它。你爱多少人呢？有多少人……（稍停顿）……这是你要寻找的。我希望你
们各人都明白我要你们做什么……（稍停顿）……一个新世代正在冒起……（稍停顿）……

你们所有人，所有人，都常在我心里。我非常爱你们，也愿你们都挺身而出做个与我一起作战的士兵。我亦得悉有人在组成小圈
子──那是多么负面的态度呢。此际我们需要的是绝对的团结。所以你见到这些人的话，就叫他们检点一下吧。要他们当霎哈嘉瑜
伽练习者是没有用的。

我肯定──那实实在在是由衷的──我盼望你们都成为爱与和平的士兵。因为那正正就是你们生于此的缘故，你们生于此时此地正是
为了那缘故。所以，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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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实在是大好的日子，因为邪恶的力量已被降服了！〔众鼓掌〕那邪恶力量因着两个原因得以伸展它的魔爪：一是知识贫乏，
二是盲目认同错误荒谬的事，而却认为那充满力量。这错觉造成的非止重重问题，还产生了绝对的毁灭。

故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毫无疑问，然而那不难解决。那个难题是根据所有的错谬的基础所产生的，是故意为人带来
麻烦的。无人能预料它那么容易及快速地被解决了，我的意愿是在排灯节前让它消灭掉的，而那确实发生了！〔众鼓掌〕

由于无知，许多人做了许多事，若有人跟随宗教或之类的事物，他们只是未能体会真理，甚至对寻求真理也十分无知，还以为自
己无所不知。现在发生了这许多事，其中有许多原因，许多愚蠢的人正完全被无知糟蹋了。现在我们来到霎哈嘉瑜伽，获得所有
知识──非常深沉隐晦的知识──非常微妙！那绝非肤浅的知识，而是非常微妙的；正因为他们对此微妙的知识不理解，他们走进了
歧途，是无知引致的歧途，才令致他们反对行善的人。

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是神的大能，这一切世事变幻，正是要证实那伟大力量的存在。一切都顺利的进行了，这些事发生了，你
们能静观这戏剧，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实在是一种重要的成就，因为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根本不理解，但你们却能透切理解事
情，因为你们是旁观者，纵使全世界皆置身局中，成了那惨剧的一部分，你们仍能置身度外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无论发生了何事
，无人能事先想到这事能在排灯节前结束。

愚蠢的观念就这样产生，拖延，被以为可以令人惊叹，然而它真能令人惊叹吗？试看，那么多人丧失了生命，这有何令人惊叹之
处呢？他们想令全世界吃惊，让人惊叹他们是战士和武者，然而人们又怎样看他们呢！不论是否得着自觉的人都能明白那是个奇
迹，事情像奇迹般成就着，现在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了。你们各人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更多人得到开悟启迪。人们已非以往那么自
以为是了，也不是那么讨厌了。其实，我发觉他们的确改变了许多。他们对真理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开始明白真理存在于他们的
知识以外。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一个人开始这样想：「那必定是真理！」他便糟糕了。因为无论用任何代价和任何事情都不
能改变他对那所谓真理的执着，他根本连验证那是否真理的能力都丧失了。

牲畜都可能做得到，牠们如何做到？全因为牠们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能有辨别邪恶的嗅觉──那是天生的，我们却不能，是人类所
不能做到的，若有一个陌生的人走近，狗会向其狂吠，甚至扑倒他，还会做出许多平日不会作的异常举动，牠们已发展了这方面
的能力，若不又怎能分辨出谁是小偷，谁又不是呢？

然而人类却拥有更高的知觉，我们的思维比动物进化许多，比牠们想得更多、明白得更多；我们把食物煮熟，牠们却不会；可惜
的是有时我们连自己的脑袋也煮熟了〔众笑〕。有时人类会十分奇怪地因为「自我」（我执ego）而回避真理，而这一切一切却正
是一台戏，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但你们最好能好好了解它，并把道理应用在自己身上，再了解自己是否也成了这台戏的一部分。
为此，你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得更高──比你的自我、超我及思想积习更高，再从那里省察自己，了解自己：「这一切怎么了？我怎

么在干这样的事？为何我的注意力会如此？我怎么会执迷不误？」──我该说──「我怎么会错误理解？我怎会接受错误的事？」

你只是开始理解，即使你只能发现在自己里面极小的一点谬误的观念，你便能谅解那些被完全洗脑的人──完全洗脑──而他们一切
所作都起源于此。正如现在你们比这些人都提升得更高，比他们都更觉醒，故此你们要看通这点，才能原谅他们所犯的一切错误
！

对于真正坏透了的人，你们别担心。上天神圣的力量自然会把他们歼灭。你们要担心的是自己，要省察自己──若然你产生了不洁
的意念，任何在脑内溜进的意念，若你把心灵的明镜擦干净，把自己的形象本相照出来，再尝试──你必定能发现，然后再把不洁
的意念洗净，要记住，洁净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作了许多错事──我只为他们婉惜，若犯错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便有责任看清自己的所为，为何他们要有如此的行为？他们
有何需要那样做呢？

这所有的自省的功课都会顺利成就，然后你本来真正的能力便会涌现──你给予别人自觉的能力，你了解自己国家甚至全世界面对
的困难的能力等，你一旦感到自己是为此而战斗的将士，你便有责任去为此战斗，而事情便会顺利成就，我们不能把一切留待上
天的大能去解决，你必须运用上天神圣力量，以上天精兵的身分而战；当然有了这个美丽意念我们会开始洁净自己，你毋须知道
一切，例如有何事在发生，如何成就。那并非你的工作。你是战士，所以你的责任便是战斗，与无明对抗──你自己与其他人的无
明。因为大多数战败的将士都是因为他们的我执；他们失败时，又会产生其他思想上的障碍了；然而我们应无任何障碍挡在面前
，你应努力推进，并清楚知道前面没有阻拦，那前面的障碍及你不能做到的信念都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要提升别人的知觉并不容易，因为表面上看来要渡过的那一小段路并不远──实际上却不然。事实真的很远，有时要让一些人跃出
额轮的班丹是非常艰难的。在那关节眼上，我看到你们有些人失败了，而就这来说，最理应的解决方法便是自我省察。当你自以
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一切没有问题，最好仍是能自我省察：「我所做的事全都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如何能为自身的完善而努
力？有时我们会产生幻象，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像在霎哈嘉的圈子中，有些人十分活跃，他们会上前来做这做那，但他们内心深
处的动机是什么呢？是让人看见他们如何活跃。但真正的动机却应该是看清内在的本我！你必须要发掘自己内在的问题，才能真
正体验自己是否在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例如有一座巨大的楼宇，在地震中，其他附近的楼房都纷纷倒塌了，这一幢仍然耸立，原因是这大楼是建在十分坚固的地基上；
同样道理，霎哈嘉瑜伽若能建筑在坚固不移的地基上，便没人能毁灭或动摇她了！你们各人也应如此。

又举一个例子，像有人来到我面前说：「你那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真是的，他们都爱炫耀！」我说：「真的？」我难以相信他们
会如此。「不管他们是谁，带他们来见见我。」故此他们说：「不用了！你自己会发现，他们是谁和为何如此表现……」我说：
「我自己？我自己无所不知，我是希望你也能完全清楚！」找出别人的错误是十分容易，最难的是找出自己深处的错误！什么事
情在令我们迷失落后？这正是提升自觉的最佳方法，就像你要驾车一样，你必须认清路向，你必须懂得驾驶，也要知道有何问题
。如果你不能明白自己的限制，一切便不能顺利成就了。

今天是大日子，我该说：庆祝排灯节，是一件非常非常愉快的事。不过，愉快并非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说，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我们必须为整个世界努力；我们为自己努力，为工作努力，为金钱努力，不管是为了什么，你又为他人作过什么努力呢？这一点
你必须洞察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霎哈嘉的群体中，只有那些懂得关心别人、照顾别人和肯为别人做事的人才是有用的。那
能叫人十分享受，当你能发热发光时，你自能得到快乐；他们燃烧自己身体来令你快乐，他们实在应该成为我们的导师，教我们
努力来享受更高层次的自觉。

这一切都会顺利成就的，我非常肯定！我也在努力使这些光不动摇及充满能量。是你自己，你自己正是应该急于充实自己的人，
而你定能做到。单要我为你忧虑，对你毫无帮助。故此假使你希望全面洞察真正的自我，你必须首先放弃自我认同，否则你一生
都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当你过分自我认同，你便不能抽身而出。现在经历了这许多事情之后，究竟目标在哪里呢？我们生命的
目标是什么？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改变得充满和平，改变你自己才是必然的要务，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改变别人亦能减少一些
世界的问题，若世上所有的人都变成好人，像霎哈嘉瑜伽士，那时你能预料会发生何事吗？请想想我那个梦：我们必须尽其所能
把一切的人都改变成好人；若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就像蜡烛没有火焰；若他们能被改变，我们就必须用尽一切方法，一切技俩来
成就这事。

现在，我非常肯定很快这一天便会来临，你们会说：「母亲，我们现在安全了！」别想过去和过去的问题，那些你们现在已经克
服了。现在好好享受吧！只要凭着信心和努力，我肯定那天将很快来临，真的不久那便会发生；关键在于你希望成就事情的愿望
，你成就事情的方法和你对事情能成就是否十分关心。最大的关心应该是：「我怎样才能改变这个人呢？」那么你便能改变任何
人。

你知道吗？你告诉一人这事，另一人便会跟随；就像我在机场入境时，我发现许多人将手伸出向着我，就像这样，我问：「他们
是谁？」他们并非霎哈嘉瑜伽的练习者。我不能问他们见过谁，发生过什么事──但他们都说：「我们感到手心有凉风冒出。」他
们本来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何谓灵量〔昆达里尼〕，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凉风又从那里来呢？基本上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获
得自觉，我们只需要顾念到他们。我们要以爱心顾念他们，而非因为他们而感到厌烦。最好能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你就会惊奇地
发现原来他们那么渴求被改变。世间一切虚荣假象他们已经受够了，而一切都过去了。

你会惊异有那么多人在等待你去给予他们自觉，让他们和你一同庆祝排灯节。好好享受排灯节吧！在这节日里你不能以一枝蜡烛
庆祝，你必须有我许多许多的蜡烛。那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去寻找你自己的蜡烛，那是属于你的，而你可以启迪任何人。既然如
此，为何不好好用它呢？要不惜代价，在任何地方好好发挥作用！

我遇到过一些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我问他们：「你们作过什么工作？」他们说：「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你真的什么也
没干？」「没有，真的没有！」那么他们得到自觉又有何用？如果你什么都没作，你并不希望给予他人自觉，不愿意和他人谈论
，你是否感到不好意思向他人说呢？之后有一次，我又遇到其他几个对我说：「母亲，我们刚从瑜伽讲座回来。」「怎么弄得这
么迟？」「因为有人说现场被人放置了炸弹。」「那你们便在外面等候了？」「是的。」「多少人？」「我们所有人，几千人在
等着。不过原来没有炸弹，他们检查后说没有，那我们便全体进入会场，全体获得自觉。」「但有时我们必须等候，而且现在我
们深信无人能伤害我们了。无人能给我们麻烦或以权力压倒我们；那只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对自己这样做。」故此，我必须再告诉
你们「自省」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那内在的光存在，你便要好好维护它。

听到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感到排灯节的祝福，我感到非常高兴，但你看，昨天天空出现了流星雨，那是多巧合啊！那是从未发生过
，在这世上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为何偏偏在昨天发生来让我们得到这全新的经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该说，连自然
界也知道，我们也该知道这日子会有一件特别的事发生。我经常收到人们的来信告诉我他们病了，他们的父母病了，或是他们的
什么人病了……等等类似的事，又或是什么人的婚姻破裂，什么人的孩子病了──就是那些所有的荒谬的问题；其实问题出自他们
本身，那些写信给我的人，他们都未得到自觉，或许只得到一半，因为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又何须写信给母亲？我们自己也
可以解决问题啊！」除了这些以外，你们应该写关于事情成就的信，像谁怎样成就了什么，怎样从别人身上得到爱，怎样在一些
小村落中传扬霎哈嘉瑜伽；这一切都比提到「我妈妈病了，我爸爸病了」等好得多，那种种的关系迟早会把你折腾死！

正因如此，没有人是你的兄弟，也没有人是你的姊妹，只有霎哈嘉瑜伽士才是你的兄弟姊妹。现在你又有谁是你的表兄弟姊妹，
他们又是谁的表兄弟姊妹……所以不要管他们了，那不是你的工作，你不用负责。就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仍收到那样的信，谁的
表兄弟姊妹的表兄弟姊妹如何如何……诸如此类，我便问那位女士，我说：「为何你总是写信告诉我这些事，有关那位表姊这位
表弟的？」她说：「母亲，我在传扬霎哈嘉瑜伽啊！」「如何传扬呢？」「因为若他们的病被治愈了，他们便会来修练霎哈嘉瑜
伽啊！」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应该选用来传扬霎哈嘉瑜伽的途径，这看来好像是宣传，尤其是你要治愈某某人，某某人才会来到霎
哈嘉。这种人霎哈嘉瑜伽并不需要他们哩！我并非想伤害你，我只想给你鼓励、洞悉力和智慧。为了什么我们霎哈嘉瑜伽士会聚
集于此？是为了治疗我们所有的亲属吗？他们的病可能源于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

你们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和在提升自己上。你必须尊重自己。你并不因为是他们的亲属
而有责任。像了解和智慧，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项非常特别、非常高深的工作。若不如此，那许多人都要写信给我了。

有一位女士在霎哈嘉瑜伽中结了婚，写信给我说：「我在八、九个月前离婚了，现在我的家人都质问我为何要在霎哈嘉中结婚。
每个人都在批评我，又批评霎哈嘉瑜伽。」我说：「谁叫她结婚的呢？」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而这婚姻成了她最重视的东西，什
么「我所有的家人都在说……」他们为霎哈嘉瑜伽作了什么东西？如果这婚姻到头来并不美满，他们又会说霎哈嘉瑜伽的不是；
由他们说吧！我们根本没有责任。

每次我都要重新告诉你们：「不要写信给我说你的爸爸怎样，妈妈怎样，这样那样。」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治愈他们，那干脆放弃
霎哈嘉瑜伽好了！你们自己绝对可以治好他们，你自己可以有办法成事！

但正如你们所见，每天仍有这样多信件寄来给我。我问他们：「你的父亲是霎哈嘉瑜伽里的人吗？」「不是。」「母亲呢？」「
也不是。」「兄弟呢？」「没有人是。」那你为何来问我？我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既非霎哈嘉瑜伽练习者，而我只负责照
顾霎哈嘉瑜伽练习者，为何你仍来烦我呢？真是不可理喻。

在霎哈嘉瑜伽中，你应该会得到自觉，那没错。若有谁愿意得到自觉，你便要给他们，且替他们好好治疗；但并不要着意那些意
向不明的，或从机场跟随到这到那，那是令人厌烦的；我并不关心那些人，你也不用关心他们。你应做的是看谁在谈论的话便把
他们带来霎哈嘉瑜伽，你还必须告诉他们：「正因为你没有修练霎哈嘉瑜伽，事情才会这样发生。」或者「那人没有修练霎哈嘉
瑜伽，而那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很好，也很快乐。」因为霎哈嘉瑜伽是公开给所有人的，故此各人才都来到这里。

在这排灯节里，我要求大家都向自己承诺：「我不会浪费精力在非霎哈嘉者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注意力总是放在错误
的事上，和在错误的基础上；如果你有机智的话，你应该知道你现在属于一个质素十分高的灵性团体，这样的团体在世上十分罕
见，实在很少；且你必须集中精力，让更多人拥有这样的质素，对此你必须有很大的抱负。去找出这样的人，告诉他们你已经找
到了。「你们也可以得到它。」别为对我们没有价值的事物担心，必须清楚自己在进行一场特别的竞赛，你是特别的士兵，受训
去完成霎哈嘉的事工，故此若把时间浪费在你的亲人身上，像兄弟姊妹之类，将对你无益。你应该明白要把精力好好贮存──来干
什么？对霎哈嘉瑜伽士来说，你应该帮助每个希望成为霎哈嘉瑜伽修练者的人成为真正的瑜伽士，对于资深的的霎哈嘉瑜伽士，
你必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是同一品格，同一品格的不同肢体，都属于同一位主宰。

这种合一必须在你自己里面建立，而他人也应该能在里面觉察这种合一。

有些人十分活跃，十分活跃于批评别人。但这些问题自然会被解决，因为今年是伟大成就和成功的年头。虽然如此，若你开始进
行错谬的事，那些事便不会成就。

当然，我不会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霎哈嘉修练者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然有。我们毫无疑问有那些士兵在我们当中，所有的装备，许
多许多都有了，但我们需要更多，为此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努力，更有计划的行事。

近来有许多人为伊斯兰的行为争论不已。我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伊斯兰或其他，我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
窄的框框里，说：「我是霎哈嘉瑜伽士，但我也是基督徒。」你不能够这样说，你必须要把那种边际放弃掉，你是彻彻底底的霎
哈嘉瑜伽士，所有荒谬错误的事物都不属于你。我也见过不少穆斯林来到霎哈嘉瑜伽，不过他们当中很少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
但他们是来听我的演讲，作这作那，但却很少在真正的意义上属于霎哈嘉瑜伽。然后你们会逐渐开始看到你所属团体的漏洞，或
你所相信的所谓宗教，无论那是什么宗教你都会渐渐觉察；那时候，如果你真正爱你的教友，你绝对会想办法放弃它──或许你会
放弃。这些人非常特别，是因为特别的原因被挑选出来，故此你不应把精力浪费在不重要或错谬的事上，这事你必须知道。

在这排灯节的日子里，你必须清楚知道你要以神圣的光燃烧自己，然后完完全全传开去，但不要做得太过分，像有些人来对我说
：「母亲，我把父母放弃了，我把一切都放弃了！但我们仍然未能完美。」而我说：「你为何要放弃？你抓住一些东西，然后又
放弃他们，又或者事情自动结束了？」「对！你看，我们对家庭、父母、国家等等都十分依恋，但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些放弃了」
，但只是「其中一些」。这些一半虔诚的人并不好，不需放太多注意力在他们身上，他们根本不配受到我们注意！那也是十分明
确的；你们也不应变成那样，你们的朋友也一样，不要让这样的人加入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士有着十分特别的士兵的特点：
只为真理作战。若你也拥有这样的品格，你便能感到四周都被光照着了。

在这排灯节里，我从心灵深处祝福你们所有人，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明白自己在这「团体」中的地位，或在这霎哈嘉瑜伽「社会
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要知道如何成事，注意力应从这许多荒谬、庸俗的事物中挪开，转向自己。那股力量将会十分活跃，并
且得以成就。而我就肯定明年一切都会十分不同。我们都会得到上天美妙的祝福。且让我们互相了解，共同努力吧！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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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大家唱起那些在世界各地都被颂唱的歌，我内心真的感到高兴！现在你们已经成为整体的部分。霎哈嘉已经传遍了世界。在
美国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九一一灾难事件中，三百名霎哈嘉瑜伽士逃过大难。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一人；最难得的是他们有些人迟到
上班，有些人及时逃奔到地面，有些人正开始奔往另一方向，而他们正好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在那么多在美国遇难的人中，没
有一个是霎哈嘉瑜伽士。试想想，上天灵性力量对你们的照顾与拯救是多么的可贵啊！

……你们全体，尤其是中国人，都应到这里来。我感到你们会大有作为！我们早已有「道」的传统。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有多少人
曾练习「道」，你们有吗？谁啊？其实他是──道──是霎哈嘉瑜伽的修练者。他 (老子)以极其动人的方法描述我们的精神状态与问
题，你若能阅读一下那些典籍，便一定能明白我所说的。有些人不肯习「道」，而使「道」成为了争论的理论而矣；现在道家复
兴了。我曾听说道家已被中国接纳。若他们能习「道」，我们便也能习「道」，我们都属于道家。在共产制度下，许多宗教信仰
都被制止，故此我们可以回归道家，也可自称为道家信徒，而中国政府对此会无异议，而他们其实也仍在寻求！

另一件事我感到意外的是和李先生[李鹏]有关的。我想他是( 曾是 )中国的总理；[很久之前 ] 他曾和我合照，所以奥地利的练习者
便有那张照片。那次他出国公干，有些霎哈嘉瑜伽士前往见他，并向他展示那张照片，他说：「对！我记得这位女士，她非比寻
常！」我不知何故他会这样想，但他说：「我很想知道她怎么样了！」他们说：「她是我们的师傅，她这么这么，她为我们作了
这些…」他十分感动，并指示他的文化事务参赞前往会见我，因为他自己太忙了，而我也并不在那里，即使他们是共产党员，他
仍坚持他们必须见我和了解一些关于我的事。后来他终于来了见我，……他闭上眼睛，而他（的灵量）往上升，我便把一切告诉
他。他告诉我「道」于本国存在，他对此是那么尊重，约好了十时见面，他九时半便来了──他还说在中国，人们对宗教信仰产生
了许多误解，他说：「我们曾相信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步向民主，我们至少希望做到……你教我们吧。」我说没关系，
便让他得到自觉，而他现今仍在中国。他叫什么名字？若你往中国去你可前往与他会面，他已在那里开始了一个小组，并努力着
呢！

我也希望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会见李先生，我肯定一切都会完美地实现。我最喜欢中国人的地方是他们非常谦虚，并十分懂得如
何尊重。我亦曾出席过他们的妇女会议，他们只派出了三名男孩子，他们安排了一所优秀酒店的整层楼给我们下住，真不明白他
们何以安排这样多东西，他们还送来两辆车子，一辆给我的轮椅用，一辆给我用。

而这些男孩还为我到处奔波，领我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实在非常非常令我亲切！
他们其中一人说：「母亲，明天我不能来了！」

我说：「怎么了？有事吗？」
「我明天要结婚了！」
我说：「你明天要结婚，这些天来你还陪着我？！」
他说：「对！我十分享受这段好时光哩！」

你看，即使我在那里参与会议，中间没有时间相聚，我到达机场时他们也来了，时间紧逼，他们眼睛还含着泪……他们实在是非
常，非常善良的好人啊！然而他们也受了许多的苦！

然而在这里（香港）你们的处境好多了，我的意思是起码这里仍然民主，人们应能循正道发展。而你们之间某些霎哈嘉瑜伽练习
者迷失了，我为他们感到婉惜。他们实在是愚蠢！有许多事他们都不明白，我是说，他们只想靠自己等等？……而你们却必须与
主体联合──若你不与主树干联合起来，你又怎能昌盛繁荣呢？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和出了什么问题──那些我全知道！
他们不知道为事情下决定，实与他们毫不相干。然而他们仍比较幼嫩，首次接触霎哈嘉瑜伽，而且，我想他们亦受到很大的试探
！

所以我们必须更努力传扬霎哈嘉瑜伽！幸好现在有些霎哈嘉瑜伽士与布殊先生会面，他得到了自觉。布殊先生深深被打动，他也
常常给我来信。他告诉我他希望能阅读一些有关的书籍，我告诉他有时他在下决定时三心两意时该怎么办。他说他在灵性上准备
不足，而战争已经爆发了！我给他写了一封很好的信，告诉他必须斗争，如果他能在灵性上作好准备，他便有更高的胜算！……
而当我到了美国时，他们正处于愁云惨雾之中。他们安排了接待我们，布殊更派了二十五个人来见我，他是……总是担心我的安
危，总是对我十分照顾！我给他写的信里的内容，他总是用于他的演讲词中，许许多多我所写过的字眼都被他重复引用着！

事实上，我遇见过许多处于高位的人士……而他们亦认出我，像在印度，一位内政部长对我极为尊重，他来到我家，得到自觉。
而我们在澳洲那边也有一位首相〔新西兰的戴维‧兰格〕也来参加。在印度，我们有一位政要名为Bal Thakre，他是位既优秀，又
强壮的好人，他一直反对某些伊斯兰组织做反对印度国家的事，而那也是事实，而他们的确存在。他常常说你们要小心穆斯林，
他们在不断改变别人的思想信仰，制造了许多问题。……他是那么友善与亲切，然而人们以往却说他是无神论者；他是除国家元
首以外位于最高位者之一，却是对我那么亲近──那次他乘直升机到我家来，那直升机把一切都震动得厉害，我问他：「你为什么
坐直升机来，而不坐火车或汽车呢？」他说：「啊！不行！我为你准备了很特别的花，若坐车来太慢了，那些花便会凋谢了！所
以我坐直升机来的。」他在我面前是如此谦虚，然而他却是出色的演说家，久负盛名，在印度十分受人尊重。

现在一个新的体系开始了，在印度有一股庞大的转化趋势，尤其是穷苦的穆斯林，被引进了这陷阱（他们觉得……尤其是与伊斯
兰教组织的战争？）──而且，那些人在未受教育的情况下受训练，对他们所作的一切皆一无所知。我们在这两种社会之间有着缝
隙，然而在印度某些穆斯林却是理智的；他们也有些成了霎哈嘉瑜伽练习者。有二十五位年青穆斯林在印度，他们被喻为失落的
一群。「母亲，请您拯救他们！」但他们是激进的，他们有些人是非常、非常激进！好吧！我会试试的。

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在非洲有一个叫贝宁（Benin）的国家，也在科特迪瓦等地……那里有七个国家曾被法国统治，他们都是穆

斯林，却都成了霎哈嘉瑜伽士。我问他们：「为何你们不随法国人成为基督徒？」「因为法国人既放荡又不道德，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当穆斯林比较好！」现在他们已经有二万名霎哈嘉瑜伽士了，还继续会有更多哩！

像你们所见，即使虔诚的教徒还是会误导和愚弄别人的。他们都受过高深教育。其实连科特迪瓦的总统也是修练霎哈嘉瑜伽的；
那位总统本身正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能想象在各国事情是如何成就的吗？这是世人都在寻求真理的时代。他们希望知道真理，
所以霎哈嘉才会在每个国家的每个地方如此迅速地传开。无论你到那里都会见这现象。人们已经受够了错谬的歪理。我发现几乎
在每个宗教中都有人在制造出谬思与小组，然而如果真理在你里面，你便不会被分裂出去，所以他们便制造出错谬的理论，就好
像……和尝试制造这些异端小组，而这些小组现在成为了极端分子，并到处制造战争与杀戮──我是说，杀戮成了他们之间仅存的
东西，他们把《可兰经》完全误解了！

有一本很好的书，由Javed Khan写的，叫《可兰经的启蒙》（The Koran Enlightened），你们有人读过吗？我告诉他这些观念完
全是错的。现在他们说《可兰经》是唤醒灵量的意思。你们都已经得到。这宗教其实是和神作对的，他们却正正是这样。

感谢神灵，当我前往美国时，战争已经很快结束了。我告诉他们上天的事……他们的理念是我们必须纯洁，那些成为穆斯林的是
可能的……，认为那些非穆斯林该被屠杀，正因如此他们不断杀戮。我真希望他们能明白灵量正在世界各地作工，而他们也可因
此而拯救自己。他们如此激进，又如此着眼于权力，根本不会了解。……然而这事震撼了整个世界，现在我真要感谢神灵让这战
争结束，而人们都要承受那战争后的祸害。

故此在霎哈嘉瑜伽里我们要避免成为激进派，我曾在霎哈嘉之中见过也有人成为激进派的。我们应反对极端狂热主义。我们是自
由人，都得着自觉，那是你灵性上的重生，而你不应受任何东西限制，你不会做任何错事，所有不好的东西都会自动消失，别人
不用对你说：「别做这，别做那……」一段时间过后我见所有霎哈嘉练习者都自然没事，且回复理智。有些人即使离开了，我也
肯定他们会回来。因为，你看，我们始终有着灵量，她就坐在那里，任何时间升起，把他们的行为修正，这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有些人来参加霎哈嘉瑜伽，一段日子后他们便会消失，然后又会回来。但他们一旦来了，他们便常常出现，那就是霎哈嘉瑜伽
发展的方式。

我非常高兴看见你们也在支持着香港的霎哈嘉瑜伽。我非常肯定她会好好成长，尤其在中国。我真为此感到高兴。你们要多为中
国努力，因为这正是「道」所带来的讯息。我认为这并非全新的概念，而我所作唯一的事是把她建立为一个大型团体，大型的社
会运动。就是那样了，这都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伟大的苏菲派、圣贤、神圣的化身都说了同样的话：「寻找自己，寻回自己，认识自己。」他们所说的全都指同一样东
西，我所说的并非新事。只有一件事，我能把事情成就，这就是了。

故此这正是我们需要成就的，要向别人谈论，告诉他们……有一件事令我惊异：当我们乘搭国泰航空时，Avinash开始和那些空中
小姐及其他人谈论，他们一位一位到我面前来，都说：「你是一位十分有力量的人……。」这些那些什么的，而他们都得到了自
觉。

就是这样它被传开去了。我们必须告知各人，告诉他们而不害羞。我所见的那些人，到处传扬他们的导师──而那导师却是恶魔或
类似的东西。然而他们总是不断的去传扬。我们也应向他人宣扬真理，而你们也必须认识真理。去吧！去传扬吧！

当然也有只会批评的人，那不要紧，那都是虚妄错误的言论，将必消逝。

看见你们都聚集在这里，我真感到高兴。再次郑重地向各位道谢！

（众人献花及致谢）

你们知道吗？那些你们放在我房间里的花自己开得十分十分大，知道吗？在卡贝拉我们的花园里长出了一个大南瓜，有十三公斤
重，整个村里的人都来看那南瓜哩！

谢谢各位，祝大家愉快！

*请注意，内文部份以……代表录音杂音太多难以辩认。
（）内表示笔录者个人注释。

2001-1225, 圣诞崇拜
View online.
圣诞崇拜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 2001年12月25日

锡吕‧玛塔吉女士讲话摘要

看到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在圣诞崇拜聚集这里，真是好。基督教传遍整个世界，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说跟随基督，我不知从那
角度。」

基督是无所不在生命能量的体现。祂是太初第一声（Omkara），祂是神圣的格涅沙，跟随祂的人必定要与别不同。但常发生在每
一个宗教的是人们随机地走向相反的方向，完全相反。基督生命的本质便是抽离与牺牲。若一个人能抽离，没有什么所谓牺牲。
他看自己的生命有如一场戏。如此伟大的人来到世上，却开创了所谓的基督徒宗教，引发连场战争，各种虚伪事情，现在人们也
正在发现出来。

祂保卫真理，但基督徒不知何谓真理。真理就是你们是个灵，你们要成为灵。祂就是那位叫人重生，得到觉醒。但人们忘记了祂
所说的，祂要人们成就的。

依斯兰与穆罕默德
这真令人可笑，这么多伟大的人来到世界，为人们的升进开创良好的宗教。但我不明白人们如何因他们所谓的师傅的教训而变得
十分愚蠢。这全是金钱取向，而且也不是站在真理那方，我想这是宗教的第二次被钉在十字架上。

没有一个宗教跟随自己的原则。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这样把真理扭曲──只是为了钱及制造纷乱。以基督的名义作出一切教条及仪式
，虽然他们多次吹嘘，并对世界带来很坏的影响，但人们仍然接受这些。

你列出任何宗教来谈，如依斯兰教，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穆罕默德（Mahammed-sahib）的生命中有两大重点，第一点称
为meraj，所指非他，正是指灵量的提升，十分清楚。第二是他所说的jihad。Jihad指杀去你的坏东西，杀去你的坏本质，杀去所
有在你内的shad-ripu。这不是说你要成为穆斯林并杀死你自己。这样做只是愚蠢的事情……把它当作仪式教条，他们如此说，这
样做你便可进入jannat，即进入天国。你怎可做到呢？

作为穆斯林，他们并不是宗教虔诚。把罪人杀死，你不会进入天国。但所有这些mollanas，首先弄完了他们的教育，他们没有好

好教育自己。故此他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毫无头绪，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有一小撮人是有受教育的，但却因要控制别人的思想而
迷失。以神的名义，以灵性的名义做出这样事情是如何的可耻。

迷失的人
现在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我们的责任是带他们走在灵性的正确道路，因为他们全都迷失。基督徒迷失了，回教徒
迷失了，印度教徒迷失了，他们全都迷失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所宣称的，以及他们应如何作事。最终，基督被钉死十字架
，你们可以看到，正当那里有真理，歪理便要把它弄完。他们不能承受真理，同样，苏格拉底也是被杀。

历世以来，那些维护真理的都被铲除，因为人们不想要真理。他们遵从某些宗教，因为他们想控制其他人──故他们制造一些宗教
来。Meraj即灵量提升，但他们说meraj是不可能的。十分奇妙，你们很多都得到觉醒，你们得到生命能量，得到凉风，即是在《
可兰经》所描述的。但穆斯林并不相信，他们所做的多么愚蠢。

在现今世代，我们可看见，很多人都超越所有分际（maryadas），所有宗教的事情……我惊讶他们如何忘却道德观念，他们毫无
道德观念，他们只把道德在市场上出售而赚取金钱。

另一方面，有些穆斯林──尤其是那些称为wahabis的阶层，他们说妇女会毁坏你的道德，故要把她们收藏，她们要被覆盖。在阿
富汗妇女若穿上白色的衬衣便要被打死。在印度有很多人，尤其在北方，接受依斯兰文化，他们真的虐待妇女。北印度受回教文
化感染，而南印度则受疯狂的印度教影响，妇女成为宗教仪式的受害者，例如Sati仪式，妇女要在丈夫死后被杀。这是没有人明
白的，为什么把所有闹剧放在妇女身上？为什么不放在男士身上？

印度教有很多地方都已过时，在我有生之年都可以被纠正。但在穆斯林及依斯兰，你不能去纠正，他们对妇女做出可怕的事情，
你想帮助他们也没有可能。

印度教苦待寡妇，她们很多都住在brindaban。人们告诉我她们每日只得一个卢比…他们极尽制造乞丐的能事…若这就是宗教，不
要也罢。我们已受够这些──所有由婆罗门教产生出来的仪轧，那些婆罗门僧侣真的一无是处。

纯洁的原理（Nirmala Tattwam）
教导宗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水平。故在霎哈嘉瑜伽，你要放弃一切，因为这些会是泥泞，你在泥泞中便会完结。你们要告诉别人
，他们打算作什么？他们误用宗教做尽一切坏事。所有教士都饮酒。有一个教士来到霎哈嘉瑜伽，我十分高兴，但他说：「我会
到霎哈嘉瑜伽，但我不会放弃饮酒…因为在《圣经》上写明，你们要饮酒。」基督怎会说你们要饮酒。祂不单是觉醒的真我，祂
本身便是觉醒。他们以为基督容许饮酒，因为在婚礼上，祂把水变为酒。但祂并没有，祂到了那里，在这短时间内祂只把手放在
水中，那些水便好像葡萄汁一般的味道。而葡萄汁在希伯来语中与酒的名称是一样的。我说：「我可以这样做。」这并不是我喜
欢人们饮酒，谁人会说出如此荒谬的话？这是觉醒，十分重要。Chetana（觉醒）十分重要，若你破坏了你的觉醒状态，你怎会
是霎哈嘉瑜伽士？

要告诉他们不能饮酒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在印度，饮酒也十分普遍，这完全违反基督教信仰，也违反印度教及回教。虽然在《可
兰经》已写明『不可饮酒』但他们统统都饮酒。他们不是跟随宗教，而是将自己变成最恶的罪人，这就是基督要他们做的吗？

你们都要成为纯洁的人，你们要有纯洁的原理（Nirmala

Tattwam）。萨利汉亚（Shalivahana）在克扎米尔（Kashmir）遇见基

督，问祂的名字及国家。基督说：「我来自的国家，那些人全都有malecch。」Malecch意即欲求污濊（mala）。故他对基督说：
「你为何不返回教导他们纯洁原理？」

这就是你们所得到的纯洁原理，能净化你，清洁你，给你喜乐、愉快及真理。这就是你们应该求得的。否则便是一片黑暗，你看
不见光明，无论你是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或任何人，你都看不见真理的光，故此你们要接受真理的光明。之后，你要把
它给其他人，你要转化其他人。你们已十分努力地做，有时我稀奇造就这样美好工作的人十分谦虚和良善。他们如何成就事情，
我不明白。

当然，其中有些人是金钱取向的，或是权力取向的，但这些都不能带来喜乐，只有你们内在真理的光才能带来喜乐，你们都有这
光，你们也知道。你们全都体验这光。但我要说的是这经验一定要传给其他人，这不是单为你的，应尽可能传给更多更多的人。

锡克教徒来到霎哈嘉瑜伽，说他们不能崇拜女神，但伟大宗师那纳克（Shri

Guru

Nanak）曾谈到女神。他的书本第一句便是

Adya，Adya正是太初之母。

传扬霎哈嘉瑜伽
你们有没有放弃一切荒谬或与你生命无关的事？或你还是不肯长进？这十分重要。若你不肯长进，问题便会出来。

霎哈嘉瑜伽成就巨大。在美国九月十一日，三百名霎哈嘉瑜伽士丝毫无损。这是我到美国来的原因。我告诉他们这场战争会在光
明节前结束，事实正是这样…他们以为可以如此毁灭神的创造，这是十分愚蠢的想法…这是人类的荒谬。

基督来到世上，祂工作很长时间，而要被钉在十字架。祂被钉在十字架，但十字架并不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耀是祂的复活，
祂曾复活，毫无疑问。有些人说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你是谁竟敢如此说？你知道什么有关灵性吗？对于属灵的人，在灵性上好好
装备自己的人，在他们身上事情如何成就，你对此知道什么？我们对人类所知的事情，都尝试下结论，但都是错的…。

在霎哈嘉瑜伽士的生命中充满神迹。那些好思维的人觉得这些难以理解。故若是可能，我们要尽力做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

些想求得的人。

霎哈嘉瑜伽在监狱、学校，甚至天主教教会内传播。但还要更广泛传播，你们每个人都要把事情成就，告诉别人。但霎哈嘉瑜伽
士还是有点害羞。那些假导师的跟随者会大胆地说出来，但霎哈嘉瑜伽士却不会，我真奇怪为何霎哈嘉瑜伽士不说出来…。

你们无论去到哪里，你有你的邻居，或你走到市场，你去到哪里都应把霎哈嘉瑜伽说出来。你可以透过拜赞歌（Bhajans）去告诉
别人，我们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如此害羞。害羞的个性对霎哈嘉瑜伽毫无帮助。

故请你们明白你们要让其他人得到觉醒。你们有力量，要对自己有信心。在意大利、奥地利及澳洲，霎哈嘉瑜伽广泛传播，这是
因为他们的坚信。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给其他人，我们要与人分享。

从基督的生命中，人们要明白祂的牺牲。与盗贼同钉在十字架是如何大的牺牲，但祂却成就了。同样，你们要成就霎哈嘉瑜伽的
工作，而不是只关心你的亲属，没有人写信给我是有关传扬霎哈嘉瑜伽，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要明白传扬霎哈嘉瑜伽的重要。若你不肯去做，你是绝对的无用。对我来说最伟大的事情，正如你们有这么多光，我们要在全世
界有更多更多霎哈嘉瑜伽修习者。若你希望避免一切的审判，及人们过着的无聊生活，你便要把他们拯救出来。你们要救赎他们
，这是你们的工作，这是你们要偿还霎哈嘉瑜伽的…你们不用担忧自己。

在霎哈嘉瑜伽内的婚姻
在霎哈嘉瑜伽内的女士埋怨不能成婚。有很多女士申请成婚比男士还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故你们可以外出，到你认为好的地方
成婚，或你静候而把你的生活交托给霎哈嘉瑜伽。这是十分难为的，若她们老是埋怨：「我应该结婚，但我还未能结婚。」

配婚永不是我们的主意。但后来我们容许配婚，现在成为每个人最主要的事情。他们有些想成婚，有些已成了婚但不开心，或有
些离了婚又想再结婚。霎哈嘉瑜伽并不是为了这些，若你的婚姻不成功，这不是我的工作。若继续是这样，我们便要停止配婚安
排。

我不想你们写信给我全都是说你们在霎哈嘉瑜伽中如何难过。为何不写信给我说你给了多少人觉醒？这会令我高兴……若事情发
展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你娶下。但若你总不觉满意，这便是你的责任。

这便是霎哈嘉瑜伽的障碍。在每个宗教运动中，都有很多错误的事情。在霎哈嘉瑜伽中，婚姻是很大的絆腳石，我不明白為什
在霎哈嘉瑜伽中，得到覺醒以後，對他們來說婚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给予觉醒的艺术
你给多少人得到觉醒？这十分重要。这便是你的生命，若那里有莲花，它便会绽放，但它一定要发出清香，即使莲花也有这责任
。你们又如何？我不是说你们要像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我是说你去享受你的生命，你有平安及稳妥、平衡。但同时，
你要传扬霎哈嘉瑜伽，这便是你们现在的工作…给多少人得到觉醒？只有这些才重要。

这是十分十分困难，因为人们把所有伟大的降世神祇、回教哲人（Sufis）及圣人都弄得一团糟。但至少你们不做这些。故请想想
你可给谁得到自觉，你可以向谁谈及霎哈嘉瑜伽，你们传扬出来。下一次，我希望听到你们说给多少人觉醒。这是对基督钉在十
架上，对祂的出生，对祂来到这世上，对祂的额轮的最大明证，若你给别人觉醒，他们便可穿越额轮，他们都能超越而进入顶轮
。

在霎哈嘉瑜伽中，你明白一切。这十分容易明白，霎哈嘉瑜伽是最容易明白的事情。但得到觉醒以后，你要到处看你可以给那些
人觉醒。一切皆是，你们所有的崇拜皆对。你们的崇拜是对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给多少人觉醒？我希望知道你给多少人觉醒…
。

女士对给予觉醒这方面较弱。她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知道她们可以。毕竟我自己也是女士。但我发觉霎哈嘉瑜伽的女士有些地
方并没有这个水平，她们在有些地方不明白自己生命的重要，你们是十分重要的…。

过往有很多回教哲人得到觉醒。他们写下诗歌便完了。过往有很多圣人做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没有什么成效。你们拥有给予
觉醒的艺术，你们认识灵量，你们全都知道，要立刻行动说，让别人知道。

我开始霎哈嘉瑜伽时只得我一人，而我是一个妇女。你们又如何？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挑战。你令多少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即
使在你家庭中，没有人是霎哈嘉瑜伽士，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儿子不是，那样歌唱颂赞基督的荣耀有何用？若你唱歌颂赞祂，你
便要使人穿过祂的额轮。祂在我们内在的位置十分高，但你们从没有尊敬祂。如此位置高的人物你已穿越了，为何其他人不是？

我是你们的
让我们从今日的崇拜里看你们的决心如何。女神不会因你的要求而到来。她随自己所愿而到来。她有自己的时序。但若你们属大
多数，是真的成为圣人，以及使别人成为圣人，这样我便是你们的。否则，我会静候你们，你们可以得到我的生命能量，你们可
以参加我的崇拜，所有这些都准许，毫无疑问。但要做到这些，你们就要修习霎哈嘉瑜伽，传扬霎哈嘉瑜伽，并给予其他人，这
样你们才有能力做到，才有名义去做，你们才算是真的有能力接受女神的生命能量。

在一些国家，这力量十分伟大，为何不是在你的国家？在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属身上是可能的。

今天晚上你要决定，把自己委身顺服于施予其他人，施予喜乐──就是把霎哈嘉瑜伽说出来。

愿神赐福给你们。

2001-1231, 新年崇拜
View online.
新年崇拜 印度Kalwe 200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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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来迟了。你们爱的力量把我带到这里来。你们母亲的身体有点毛病，但那愿力十分强大，使事情得到解决。我希望你们愿
望的力量也变得更强大。你们应想想自己，你们在这方面做了什么。你们应内省，看你们为此作出什么的努力……你们要在静坐
中进入更深的状态。你应该想到你是圣人，看你应该做什么。母亲已令你成为圣人，你现在该做什么呢？

你要令自己稳妥，毫无疑问，你要令自己稳妥，但达成了这些以后，你还要做什么？你参与集体，你参与那些活动，就止于此。

你还可以多做什么？你已透过你的灵得到祝福。那灵给你第二次的出生，故你应再看你现在做什么。你如何不断成长？或你是否
只利用你的进步来为你自己及你的孩子？这十分重要，因为我看见人们即使得到自觉，但仍然有缺点。他们不是完全的洁净。若
你不和其他人在一起為霎哈嘉瑜伽工作，你便不會知道在你裡面有什缺點和負面東西。

有些人甚至来到赚取金钱……有很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赚取金钱。不久他们会被揭发，毫无疑问，会让人看见，并会带来无必要
的麻烦，故这有什么用？你不是来到这里赚取金钱，你来到这里是要唤醒你的正道（dharma），你要建立正道。

我听到在孟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非正道（adharmas）开始了，这些在过去二十五年来是没有的，尤其是电影。在电影中已没有
什么纯洁可言。你们不应看所有这些电影。若人们不去看这些电影，它们也不会再被上映，也不能经营下去。你们明白没有人喜
欢这些电影。人们喜欢看全家都可以一同欣赏的电影。

现在有很多种类的污秽、愚蠢及可怕的书籍受广泛阅读。我知道你们不会看这些。但即使在报章中也有人们写下很多不雅的东西
。

你们要令自己纯洁。有些人的眼睛左顾右盼，那些用污秽的目光东张西望的人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们的目光要平稳。这是
霎哈嘉瑜伽士的第一个记号。若你们中有人的眼睛仍然是左顾右盼，这样你可以说他还不算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第二样是贪婪
。若你仍有贪念，你仍然不是霎哈嘉瑜伽修习者，你的贪念终有一日会被揭露出来。

首先是去除贪念。克里希纳曾说你一定要放下怒气。若你发怒，你应知道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没有人看过我发怒。人人都说：

「母亲，我们未曾看见你发怒。」有些时候人们会发怒，但我说：「这有什么用？」这没有用。今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要内
省，看出你现在还有的所有弱点。

我告诉你同一事情就是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在里面要有纯洁原理（nirmal tattwa），你们所有的弱点都要去除。把这些弱点留在
自己里面有什么用？这些人有很多已进入监狱，那些没有的人，也受人唾骂。我想告诉你们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要注视别人的弱
点及过失。相反，你要看在你里面的过失。你是否仍会发怒？你的眼睛是否还有欲念？你是否还受各种事情吸引，终日想着买这
些买那些，带这个那个？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但今日的美国已受到重大打击。

就如疯了的人购买东西……若你真的要购物，就买一些人手制作的，赋有艺术色彩及创造力的物品。有很多艺术家做了很多好作
品，但没有人购买。人们会买下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你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好处，也不会惠及制造美丽东西的人。

你们要有艺术色彩，你们家中所有东西也要有艺术色彩。他们在家中置有五十多款餐具，但你不能找到一个象样的。若你们是霎
哈嘉瑜伽士，你们应使用人手制作、赋艺术色彩的东西。你们还是继续买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女士们会买了一件纱丽，再买另一件，但却没有一件是合适的──所有这些纱丽，只会制造出如亡魂的古怪东西。你应备有两件美
好、人手造的纱丽，而不是要有五十多件。

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对艺术及创造力的鉴赏力。我有时走进一些房屋，看到他们的房屋满是奇怪如鬼附的颜色及鬼装饰。
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应知道什么东西是美，明白何谓美感。只有这样你才能令你的生活美丽，任何男士、女士遇见你都会
说你真是很好的人。正如你会装扮自己美丽些，同样，你也要装扮你周围的环境及房子。

若霎哈嘉瑜伽修习者像亡魂般游荡，这样的霎哈嘉瑜伽修习者有何用？要穿着正常、说话正常、对别人行为正常、用美丽的东西
装饰家居……你可以用鲜花装饰家居。你的花园要表现出霎哈嘉瑜伽的美感。很多人家中布满无用的东西，正因为市场推销，人
们走到市场买下所有无用的东西。你们应在神圣的日子中把这些无用的东西烧掉。

塑料在现在变得十分重要，即使我想找一个杯子，杯子都是塑料制的，我说这太过分了，我不能用塑料。现在还有塑料制的纱丽
。人们用塑料之多足令人类因此生病。小孩子会因塑料而死亡。你们尽可能不要用塑料物品。但现在什么东西也用塑料。尤其在
孟买，沙发也是用塑料造。人们坐在塑料上，穿着塑料，走在塑料上，过后连汽车也是用塑料造罢。

你们对塑料应毫无关切。我不是说你们要穿着礼服，在霎哈嘉瑜伽社群中行走。你们应穿着合适的衣服，不要把自己看像一个出
家的圣人（sadhu baba）。没有任何做作，要脱离一切对你不吉利的东西，你们不应使用塑料，你们应拯救你的孩子远离这些。

第二件事情我在霎哈嘉瑜伽看到的是每个人都想我到他们的家。你们为何不去想你们做了什么使我必须要到你的家？或是你遇见
什么人都想带他到我的家。无论我到那里，你应让我平安自处，直至现在你们还没有做过什么。你们应放下这些念头，然后去想
你在什么境界（aukat）。你为何欲求这东西？这会为你们的母亲带来麻烦。我由某处来到，他们便站在我面前──不要这样做。若
你在霎哈嘉瑜伽没有终极的满足感，你便毫无用处。

「无论我在哪里，母亲与我同在。」这Samadhan境界应在你们里面，你们便能成长。在这世界任何成长的在Samadhan境界都会
全被吸收。若你不是终极满足的境界（Samadhan），终日在人家面前招摇，你会得到什么益处？有Samadhan终极满足的境界，
你在哪里，母亲便在哪里。若你思想这样，你便算得是霎哈嘉瑜伽士。无论你们坐在哪里……要到我面前来，要走上台来……霎
哈嘉瑜伽士不须要这样。

我清楚知道每个人。Samadhan这境界使你在这深度中你可以见我，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应达到Samadhan境界。你应看见无论你
做什么事情，都应感足够。你们应到来传扬霎哈嘉瑜伽，为霎哈嘉瑜伽工作，你便会看到你将到达Samadhan境界。你不会还想
着要到我面前来，告诉我一切。大部分时间我看见所有站得很前，在我面前的不是虚假者便是盗贼。那些心灵洁净，并享受爱的
人已在自己内里那爱的享乐中溶化了。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时候已到，你们对我应有一点考虑，因为你们吸收从我而来的所有生命能量，若你们不妥当，我便会生病。

故你们都要郑重决定你们应变得这样，使母亲喜欢见你们，然后整个世界都会改变。今日你们要坐得久一些，很多人都离去，但
那明证是你们在我面前平安地坐着。以往人们都惯常说话大叫、制造噪音，但现在你们平安地坐着，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伟大的事
情。（从印地语译出）

我用印地语告诉他们霎哈嘉瑜伽士应该怎样。你们应该是满足的人……你应看自己里面是否满足，你已得到你所想最高的，你已
得到平安，你已得到喜乐及所有上天的祝福，否则，若你感到不满足，你便想做一些老是带来扰乱的事情。常常有些人喜欢在我
面前炫耀，想站在我面前，或想逃避霎哈嘉瑜伽。

首先，你们要传扬霎哈嘉瑜伽。你们带了多少人来到霎哈嘉瑜伽？只去想想，我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成为霎哈嘉瑜伽士等同你
是圣人。那些过往成圣的人遇到很多困难。一个单独的圣人能吸引很多人。当然他没有给人们觉醒，因为只有我教了你们怎样做
。但你们要去找出你们正做那些霎哈嘉瑜伽的工作。

单是静坐不是这样，静坐是装备自己去帮助其他人。我们在这黑暗时期（Kali Yuga）十分需要这样，人们要全都出来帮忙。但相
反，人们只想见我。「有什么需要见我？」我们的积习告诉我们要去见任何重要人物──但这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要有自尊──这自尊使你知道你的尊严及你应怎样。有些霎哈嘉瑜伽士十分优秀，十分好，十分自我满足，我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都要这样，否则你便不能享受霎哈嘉瑜伽，你便像其他人一样，把自己置身在所有荒诞的活动上。

今日我没有很早到来，但你们仍然坐着等我，这给我很大的满足，他们真的爱我，他们真的是霎哈嘉瑜伽士。

若你真的爱我，你便应爱其他非霎哈嘉瑜伽士，并尝试给他们觉醒。你们知道我年纪已很高，我还能去得多远？我现在并没有到
很多国家，但霎哈嘉瑜伽发展得十分快，即使在我没有到过的地方。它在那些地方发展是因为那地方的人知道自己的责任。你们
应知道你们应有什么责任，这不只是对你自己，而是对整个世界，你们要做事解决。任何人你们可以接洽可以见面的，都要出去
做。

那些假导师的信徒会谈及他们的导师，但霎哈嘉瑜伽士就不会。他们以为若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觉醒便会完了。

若你不传扬霎哈嘉瑜伽，得到觉醒有什么用？我所有的努力都只浪费在那些只为自己的人身上。

例如现在有很多女子想结婚。女子申请结婚的人数是男子的四、五倍。若那些女子不能成婚，她们便十分不快乐。不用担忧，你
们现在与神连接在一起。婚姻不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我告诉你，并不是。相反，这会成为限制，也可充满麻烦，故不应感到难过
，若你不能给其他人觉醒，你才应感到难过。

想想你给了多少人觉醒。思想婚姻并不能帮助你什么。你们都有点特别，你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对此做了什么？

我很抱歉在此终结，在我们伟大的格纳帕提普蕾这地方，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但有时，总要有人说出。我知道你们全都是十分好
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们也成就了很多。但我的愿望是你们所有都要成为光，并开始传扬霎哈嘉瑜伽。在某些国家这正在发生，并
产生果效，人们都感到极大的责任，我对他们十分稀奇，他们如何传扬霎哈嘉瑜伽。

现在我对你们发出同样要求，请注视你们自己，并向内反省。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在霎哈嘉瑜伽成就了什么？若你真的努力传扬
霎哈嘉瑜伽，自会产生满足感。

很多人以为走近我面前，我会感到欢喜。我不是，这毫无认授意义。你们不应这样做。相反，若你真的成长，我自己会知道的。

今天并不是我说这些话的日子，因为今天正是新年。只有好的念头才会在新年立下，这是人类的习俗。

故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下定决心，你们正为霎哈嘉瑜伽做什么？你们带给霎哈嘉瑜伽什么？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有没有和其他
人分享？

这是你们得到的最大真理。以往没有人得到，他们十分努力，干了很多，没有人给他人觉醒。只有你们才可以给别人觉醒。这十
分稀奇，迦比尔（Kabir）不能给任何人觉醒，Ganadeva也不能给任何人觉醒，他们都是那伟大的价值观下的伟大、伟大圣人，
并有深厚的洞悉力。无论他们写下什么诗歌，人们都唱颂──仅是这样。但他们不能给人自觉，这是你们可以做到。拥有了所有这
些力量，你们还是不给人觉醒。把力量给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

今天新年的讯息是明年你们要给予很多人觉醒。你们给多少人觉醒？这是最主要的事情，试找出你在全年内做了什么？我不知道
如何数算，你们自己数算吧。你们在这些年头做了什么？你们成就了什么？

参加我的崇拜对我没有恩惠，为崇拜做下任何事情，对我也没有恩惠。我最大的崇拜是人类的崇拜，若你们可以快速成就及传扬
霎哈嘉瑜伽，我将十分十分感激你们。

我已十分努力工作，我真的已十分努力。这身体，这思维，我所有的健康，一切，为拯救人们我已做了。也请你们今晚下定决心
，知道母亲说了什么十分重要及珍贵。我们要──我们要提升，给人们觉醒，但这竟不常见，我十分奇怪为何得到觉醒的灵的行为
是这样。

所有我对新年的祝福──为你们所有，祝新年快乐。但明年一定要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完成工作，并成就伟大。

愿神赐福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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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辰崇拜 印度德里‧2002年3月21日 Translation from Hindi: I have been watching the magnitude of love. How it has spread into
all corners. From where to where it has reached. Upto how many people? No one knows. But I have understood its Principle.
Can there be any Principle of love? Love has no Principle. Like an all encompassing divine halo, love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We have no awareness of it. We do not know it. But the love of the Almighty has spread to the entire creation, the whole world.
Only after getting your Self Realisation you can experience this. You can know this. That this is love.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God’s energy is only Love. It is only the energy of Love that becomes effective. We are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is. To hate
someone; to harbour enmity with someone; to wish evil on someone; to fight with someone. This is very low and mean. You are
a Sahaja Yogi. In your heart you should only feel love. Nothing else. The situation that is prevail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
Looking at it we cannot understand that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why there is so much hatred and violence. What has happened.
What was the need for this? Something starts, then comes rejection and contradiction, and it has a reaction which is more violent
than the original action. In this way whatever consciousness and sensitivity you have about God is reduced. Now we have to try
to understand how to increase the Spirit of Love. How can we express our love. And how can we become that.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that we should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What are we teaching our children. If someone gives them a slap, do we
tell them that go and slap him back. On the contrary we should explain that that child doesn’t understand. He is not bad. He will
come and make friends again. Because a child’s heart is very innocent and simple. In a moment he will get alright. And then we
can explain that son, he is beating you, that is a wrong thing. But you also must not do the same wrong thing. The child will
realise that fighting and beating is not a good thing. This can only be imbibed in childhood. But from childhood itself if children
are taught, „You are a Muslim; you are a Hindu, or you are this or that, from this the child i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He feels, we
all look the same. Our features, our build is the same, then what am I being taught. Why are people teaching me these kind of
things.Then contempt, greed and all this kind of wrong initiation come inside. These should be destroyed by Sahaja Yoga. It
should go away completely 我在告诉他们爱，大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爱，是祂创造一切。整个气氛在这里，整个爱的感觉也在这里
。只有纯真如小孩的人才能感觉到。若你有很深的恨，没有人可以救你。你可能有十个理由来显示你的恨是合理的，还会做任何
事来证明你的恨是合理的。
在我们的国家(印度)，有些人是非常…印度应该是个很朴素，很和平的国家，却有些人只相信杀戮，杀死这个人，杀死那个人。
即使在这个不相信这些事物的国家里，长久以来，也沉溺在各式各样的暴力之中。基本上，我们都是相信和平的人。因为没有平
安，就不能成长，必须有完全的平安。若你心中有平安，平安包围着你，你就能成长为漂亮的国民。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源于
压力，而是来自内在。若你心里拥有完全的平安，你不单对任何事都不惧怕，还会散发平安，给予平安。任何人走近这个人也能
取得喜乐，感到喜乐。 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全都得到自觉，你们的灵现在都散发出平安和喜乐的生命能量。不管你们身处何
处，都会散发出平安的能量，亦会创造平安，你可以找出任何途径来创造平安，建立平安的气氛。我们必须成长至可以创造平安
，给予别人平安，成为平安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德里，有那么多已有自觉的灵，我从来没有期望可以
这样。首先，我必须等待所有人拥有正确的思维去明白我的工作。因为国家的分裂，很多人失去性命，失去财产，我曾经面对这
种情况，我亲眼看到，他们就是…就是不能原谅别人。 原谅别人是明白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麻烦的最佳方法，你要发展这份深度
。若你能发展内在的平安，能藉由上天的爱而心境平静，就能取代愤怒，取代报复，那么你就什么也不用做了。你只拥有平安，
现在，在你的心里，你只感到平安，你是平安的人，不容易受到骚扰。你从来不会因为发怒，因为令别人的情绪受到困扰而要解
释，你不用这样做。你已经超越所有愤怒，超越愚蠢的仇恨。
向未有自觉的灵解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若我这样说，他们不会喜欢。若他们有自觉，我们就能与他们沟通谈话。 所以你最好还
是把霎哈嘉瑜伽传开去，向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四处传扬开去，特别要向印度教徒传扬霎哈嘉瑜伽。因为我发觉，现在
的印度教徒未能掌握理解他们的国家和他们国家的文化，这就是为何他们只是报复。我不懂这种报复，但该怎样做？人们已经到
达这个层次，这个低层次，在这个层次，他们懂的事情不多。 例如，现在他们不想让其他人在某一处地方建造罗摩庙宇，只因为
这些「其他人」不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不能对他们说这是罗摩出生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绝对尊重祂的降世。若这是罗摩的出生
地，我们就能感受到生命能量，那么为什么只因你不想让他们这样做而否定事实和真理？与他们谈话是非常困难的。 要理解的是
巴巴(Babar)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谁是巴巴？他是外国人，这地方甚至不是他建造的，不是，是某人…一个军人建造的，所以他们
称这里为Babri Masjid(Babri回教寺院)。 让我们看看什么发生在这个巴巴先生身上，他已经死了，他来自海外，甚至不是印度人
，不要紧，他不是在这里出生，我的意思是他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关连，我肯定知道，你们也知道，就在当下此刻，我们能用双
手感觉到这是Babri Masjid，是罗摩出生的地方。 现在，若你想在这里建庙宇，有什么不妥呢？若在这里建造庙宇，什么会发生
在他们身上？我的意思是这是有关尊重和感觉的问题。我念诵罗摩的名号，每一个人都念诵祂的名号，因为这样做令人感到慰藉

，感到舒适。人们看事情的方式…非常困难，你没法与他们沟通。 现在他们在说另一件荒谬的事情，我们在克什米尔有一条穆罕
默德(Muhammed-sahib)的头髪。有些人说这不是祂的头髪，你怎么知道？你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那是谁的头髪？实际上，你会感到
很惊讶，当我到克什米尔，我们的车正在走某一段路，忽然我感到巨大的生命能量，所以我问司机︰「为什么不把车子往那边走
？」他问︰「为什么？」「因为我想到那里。」他说︰「那是一段旧路，很少人住在那里。」「不要紧，往那里走吧。」
我们越走越近，那里有一些穆斯林的房子，我们叫他们，问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这是Hazrat
Bal(神圣的头发)。」即使只是这个名字已经令你感到平安，这是穆罕默德的头髪。 现在印度人不想认识祂，穆斯林则不想认识罗
摩，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店铺，出售自己的物品，但他们不知道，不管他们出售什么，也和别人出售的物品一
样。例如，他们说︰「安拉(Allah)。」「谁是安拉？」根据霎哈嘉瑜伽，安拉是毗湿奴(Vishnu)，毗湿奴也曾以罗摩(Shri Ram)的
形相降世。所以他们称呼的安拉即是罗摩。只有霎哈嘉瑜伽士明白。当我在说话，若你张开双手，你会因感到生命能量而惊讶，
因为这是罗摩，衪就是安拉，就是那位你想以你的愚昧令祂受辱的神祇。

所以这可能是对穆罕默德(Muhammed-sahib)或印度人

的愚昧。印度人也不明白，不知何故，他们知道这是罗摩的出生地，就是知道，必定是有人告诉他们，又或许…我不知道他们怎
样知道，他们不懂生命能量。我并未遇过太多有生命能量的印度人，我的意思是你们叫作原教旨主义的人，他们从未拥有生命能
量。所以我常常感到奇怪，他们是怎样知道这是罗摩的janma

bhoomi(出生地)。或许因为某些原因他们知道了，他们却没法证明

。问题是若他们是有自觉的灵，若我们的高级法院的法官是有自觉的灵，若我们的内阁是有自觉的灵，你可以与他们谈及这些。
但他们全都是 — 我该怎样说？他们全是完全闭塞的人。怎样告诉他们这些争论都是荒唐的？建造罗摩的庙宇是绝对妥当的，不管
你说什么，问题出在他们必须先有自觉。 就在此刻，当我们在谈话时，看看，并没有足够的人得到自觉，你们全都有自觉。有人
告诉我，他给了mahantas自觉，mahantas应该是圣人，他们每一个。一旦他们得到自觉，就会被揭露，所以他不知道对 mahant
as该怎样做。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甚至发生在基督教会，或犹太人，在每一处，你都发现这是问题。若你给他们
自觉，他们就会被揭露。那么，骚扰对自己有信念，以为自己是非常伟大的人有什么用呢。 现在你唯一能评价他们的方法只能是
透过生命能量。因为出于爱，我不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是有自觉的灵，因此不能谈论罗摩或穆罕默德，衪们远远超越你们。」
现在是有见识与没有见识的人之间的问题，之前是有很大的鸿沟。只要一个人有自觉，那么其他人用石头抛他，打他，做着各种
类似的事情。但现在你们人数很多，因此，若你在任何地方说你的事情，即使在台上，也没有人会聆听你。
我只要求你一事，给人自觉，越多越好，不是给所谓灵性的人自觉，因为他们会被揭露，给他们自觉有什么用呢？ 这很普遍，很
多人告诉我︰「我给牧师自觉，他被人揭露了。」「即是说什么发生了？」「他被人揭发，母亲，他入狱了。」「啊！这太过了
，有自觉后，他进监狱。」

所以这是问题。在爱中，你不会有这种伪善。爱

—

你要有纯洁的品格，必须洁净自己，你要改变。若你仍然愤怒，仍然贪婪，仍是这样，爱是成就不了，它不会成就。 以神圣的方
式爱人要先明白纯真的价值。为何我爱孩子？因为他们纯真，他们都没有那些品质。就像我们的国家在这些日子里，传染病

—

贪污的传染病 — 传染病，这并不简单，任何你遇见的人，你遇见的第三个人，就有贪污传染病，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钱，好吧
，那么他们怎样用钱？他们不懂怎样把钱藏起来，所以他们把它放进某种罐里，不管如何，钱就是丢失了；不然，他们被人逮到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有这种贪婪？」富有的人比穷人贪婪得多，因为穷人至少还对神有点惧怕，但富有的人却很
贪婪，他们追逐这，追逐那，没完没了。我们国家有这种新疾病形成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这种疾病，即使在霎哈嘉瑜伽，有些
人也从霎哈嘉瑜伽中谋利。贪婪是来自右脉，你开始为此辩解。就右脉而言，爱是没有位置的。 现在贪婪已经很严重，在摧毁整
个国家，我们永远没有进步，永远不能有任何成就，因为每一处都有贪婪，人们只是拿取。若你爱你的国家，若你对国家有份爱
，你不会这样做，但爱却丢失了。他们爱 — 我不知道他们爱谁，他们爱他们孩子的方式是在摧毁孩子的人生。 爱并不局限，爱
是要无限的，无限的爱能维系全世界。就是这份力量，这份力量已经在运作，唯一你要做的是成为它的代理，成为能与爱沟通的
人。你有权拥有这份大爱，你能把它传遍四周。但我发觉即使是这里，人们只想着钱，钱是爱的敌人，我向你保证，若你对钱感
兴趣，你在霎哈嘉瑜伽永远不会有进步。 我是无药可救，我同意，我不懂怎样对钱感兴趣，人为何那么关注钱？人们笑我︰「很
简单的事情你也不懂，即使只是数数钱。」我说︰「我懂，我可以这样对你说，这里有多少钱，我不感兴趣，有那么多令我感兴
趣的事情。」你看看孩子，你看友善的人，全世界有那么多美丽的人，美丽的事物，为何要放太多注意力在这无用的东西上？它
来了又走了，至多…我要说…这里有引人入胜的事和物。 我认为印度是最差劲的，他们说印度是最腐败的国家，我也不知道，我
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发生，但必定是真的。在这个场合，这个吉祥的日子，你应想，钱是毫无价值的，你会很惊讶，你从不受钱所
沾污，绝对的。有一事你要在霎哈嘉瑜伽里知道，就是钱没有价值，对钱不感兴趣。你的「钱」是你能令多少人来霎哈嘉瑜伽，
带多少人来霎哈嘉瑜伽，有多少人能得到这份喜乐，你并没有购买它，没有人要购买它，它是免费的，四处流通，它是那么令人
喜乐，你对钱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拥有金钱 — 就会头痛，恐惧，出各种问题。 与霎哈嘉瑜伽并行的，人生应是自由的，完全
的自由和享受，没什么要担忧，没什么要依赖钱。我见过人们活在很贫困的境况，却极之快乐，极之喜乐；那些很富有的人，特
别是外国人，富有的人，他们有抑郁症，出各种可笑的情况，他们自杀，为什么？若钱是万能的，为何富有国家的人会自杀？他
们能得到什么？看，他们每时每刻都只想着怎样追逐潮流，因为若你没钱，又怎能跟潮流走，现在潮流是那么普遍，那么普遍，
人们因此追逐潮流，若他们跟不上潮流，就以为自己出毛病，有点…你不会这样，因为你是霎哈嘉瑜伽士。 你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你要怎样做？要怜悯这些人，没有轻蔑，只有怜悯，你要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浪费自己时间？这是你要到达人
生最高目标的最佳时间，得到自觉，为何要追逐潮流？什么令你追逐这些无意义的东西？」 我想每一处这都是转折点，人们在想

，就是你要提供答案，你能大规模的去成就，我是说，我见过有些人一无所有，既不灵性，亦不能给人自觉，只因他们在做着一
些社会工作，因此很有名。什么是社会工作？照顾穷人或做类似的事情。
现在，你的爱是很伟大，很有效率，开始展现成效，你感到你要做点事，那么你会很惊讶，霎哈嘉瑜伽是怎样被人理解。 到目前
为止，霎哈嘉瑜伽还妥当，人们很友善，很出色，很圣洁。但人们必须看到这种效应，看到你这种爱的效应。首先是宽恕，你要
宽恕人，他们是完全愚蠢的。我刚向你解释他们是何等愚蠢，因此，没什么要担忧。若你有这种有智慧的品格，你要尝试以智慧
评价一切，不要跌进「你感到你要这样做」的陷阱里，像追逐潮流或做类似的事情…我要说什么？联群结党，不用这样，我们是
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自给自足，什么也不需要。只你一个人，我们是妥当的；有很多人，我们仍是妥当的。
现在你必须知道自己已经到达很高层次，你已触碰到爱，神宇宙的爱。 所以你要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别人相处交往时多表达爱，
要以让人感到快乐的方式表达爱，这些你都要想及。若你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怎会与人争吵？怎会看不起人？怎会欺骗人？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应对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感兴趣，即是说现在你已经很澄明，很清晰，你现在已是Nirmal(无瑕的)，没有人能
触碰你。 这种态度，要尊重自己，对自己必须有这种理解。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处于什么位置？你必须知道自己是有自觉的灵，
作为有自觉的灵，你必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并非另一类疯子追逐无意义的事情，不是在与别人竞争，也不好胜，你只是在自
己的爱和祝福下前进。我知道福佑怎样成事。首先，你要值得有这份福佑，不然，它帮不了你。你爱的本质，这就是为何基督曾
说，你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你已经在天国，但你必须像小孩，孩子是何等纯真，何等简朴，一些小事也会令他们快乐，他们
不想要任何不凡。很令人惊讶，实际上，我们的爱是受上天的爱所开悟，爱可以改变全世界。我怎会有这个想法，它是怎样得到
昌盛，若你们全都帮助我，我肯定霎哈嘉瑜伽能做很多还未实现成就的事情。 现在你们回家，想想我告诉了你们什么，想想我的
话，你需要的是内省，是体谅。「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的一生做了些什么？」你会发觉你能做很多，很多事情，全都是必须要
做的事情。 愿神祝福你们。 香港集体翻译

2002-0623, 太初母性力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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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母性力量崇拜 2002年6月23日 意大利卡贝拉 今天，对于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太初母性力
量崇拜的日子。太初之母拥有完整的特质，不仅是你们所知道的左脉的特质。 你们都只知道左脉，从锡吕·格涅沙开始，穿越左脉
的不同轮穴而上升。我并不想一开始就和你们谈论右脉，因为那些穿越右脉的人全都迷失了。 他们从一些书籍中获得了Gayatri口
诀，却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只是习惯于熟记，却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含义，这就是他们如何走向了右脉，我不知道怎么说，他
们最终停留在额轮，然后他们试图获得自觉。他们曾得到承诺，如果你们恰当的使用右脉，会达到终极目标即自觉，但他们中间
没有一人达成。他们大部分人脾气暴躁，诅咒别人，摧毁他人，很坏的脾气。所有这些他们都是通过右脉的行动而习得的。灵量
并未唤醒，他们最终，至多只达到了额轮，然后跌落到各种完全无明的状态。 所有这些书籍的撰写者都不了解通过右脉来升进并
不容易，最好是唤醒你的昆达利尼。昆达利尼直接在中脉带你穿过所有的轮穴，直到额轮，并穿过额轮，超越额轮达到顶轮，然
后突破顶轮。 那么，梵穴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它是从哪里穿越的呢？之前我从没和你们谈过这些。但是现在，我想对你们大部分
人来说，是时候了。你看，在童年时期，孩童有一个talu，即卤门骨区域，那里不停地跳动。那里会跳动是因为灵进入了这个区域
，当卤门闭合后，灵便安顿在心脏中。现在你必须成为灵性导向的人，但是，如何进入顶轮，这是个问题。 之前的谭崔教徒，他
们穿越了左脉，我们应该说，他们发展出所有左脉的黑巫术。因此，偏右脉的人变得极度暴躁，极具野心、残忍可怕，他们用诅
咒来杀人，他们擅长诅咒人，总是不断冲向前，把所有人都推到后面，践踏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被视为最野心勃勃和最有权势的
人。 现在，婆罗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刹帝利，他们开始走向右脉。因为在右脉，毫无疑问，他们开始变得很有权势。他们拥有
全世界所有的权力，他们被视为非常强大和尊贵的人，但他们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是如此暴躁易怒。易怒的人不可能有灵性。有
人告诉他们“你会得到你的灵性，别担心，继续前进。”。他们描述了右脉上的七个轮穴。
Bhuh是大地母亲（prithivi），也就是这个世界。

据他们所写，有Bhuh和Bhurvah。

Bhurvah是整个宇宙，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虚空（Antariksha）。

Swaha是指脐轮的消化功能，Swadha是内部的消化，即吸收。Swaha，Swadha。
然后是心智、心——manah。在Manaha之后是额轮、喉轮。喉轮是Janah，集体，人群，走向人群——Janah。 然后是额轮Tapa
h。在Tapaha的位置，中央是基督，左边是耆那教，右边是基督教。事实上这些并非升进的道路，对于求道者的能量来说，那只
是旁边的岔路。 这种情况在印度由来已久，直到现在。所有的导师、所有苦行僧、所有大苦行者，所有这些人都这么做。但他们
达到了什么境界呢？苦行者是指那些会发出尖刻诅咒（kshu）的人。 只要看一眼，他们就能杀人，就能烧毁东西。他们拥有所有
右脉的力量，那么，这些右脉的力量使他们达到了什么境界呢？去了地狱，我要说，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是去了地狱，就是在
地狱边缘。在那里，没有人得到自觉。你阅读印度古书（就会知道） 即便不是这样，还有希腊人、埃及人、英国人以及各种各样
好斗的人，德国人。所有这些人都那么富有侵略性。天主教徒，还有罗马人，所有这些人都爱好侵略，他们掠夺其他国家的土地
和财产。极其好斗。他们信仰杀人，极为傲慢无礼、性格暴躁。 那么，如何使他们恢复正常，来到中正的道路？一方面，正如我
所说，bhuh，bhurva，swaha，swadha，这是消化清除，通过导师原理运作。然后我们有manah，janah，这是集体性。由此，
他们变得合群，毫无疑问，因为他们如此强有力，因此有许多人跟随他们一起来对抗侵略。而曾经他们却因这种侵略人的性格，
打压人民，压迫人民。 如你们所知，这种类型的一代代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后续都消失了。他们引发战争，杀害那么多人。
像希特勒，就是极度残忍的例子。他们从不关心人类。最终他们走向了额轮。那些人还杀害了额轮的神祇耶稣基督，他们杀死了
耶稣基督。他们毁灭了许多走在中正道路上的真正圣人；有些是降世神祇，也被他们杀害了。 所有这些都从罗摩时代开始发生，
发生了这么多事。如此多的罗刹魔相继出世，他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和平文化。极度自负炫耀，我们可以称他们是极富侵略性的人
。这种侵略伴随着巨大的暴力而来，一个接一个，达到一个极点。如果有人作出回应，便被杀害和毁坏。降生了如此可怕的人。
所有这些人是那样的性好侵略和具有破坏性。 这种本性仍存在于我们某些人的体内，因为他们倾向右脉。所有右脉的人都有这个
问题：坏脾气、好侵略、宰制人。他们的发展停止了，没有任何灵性上的成长。他们想要拥有灵性，但由于发展出了这样的行为
，使他们丧失了灵性。我们有过如此多的降世神祇，他们都被杀害、钉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毁掉。总而言之，没有机会拯救人类。
一个坏人来到世上，他毁掉了全世界。世上有过一个希特勒，他真地打击了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我们全都完蛋。 所有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走向了右脉，我们认为在这边发展灵性更容易，其实不是。因此他们跨越了界限，达到了另一个阶段，完全变
成恶魔，罗刹魔，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变成了罗刹魔，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甚至连他们的导师也象那样，毫无建树，只会折磨
人，甚至折磨降世神祇，所有降世神祇都被他们折磨过。他们自救的努力确实非凡，但最终没有结果。 所以，我所尝试的第一件
事就是研究昆达利尼，我应该是能够提升起昆达利尼的。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为此而来，不为其它任何事，只是为了提升人类的昆
达利尼，以使他们能够走向中脉，而不会偏右或偏左。但我之前告诉了你们关于左脉的知识，并提升了你们的昆达利尼。通过昆
达利尼的升起，你们突破了顶轮，由此进入了实相的喜乐之境，所有那些不好的特质开始脱落。 在中脉，首先是根轮。通过唤醒
根轮和中脉，你们变成纯洁的人：你们的双眼变得纯洁，你们脱离了放纵和低俗，你们变成非常非常——我想可以说是——圣洁
的人。除非如此，否则你们仍不算进入了霎哈嘉瑜伽，你们不能放纵，不可以轻浮，你们不应该是那种想从别人手上赚取金钱的
人以及所有那些，或者说任何极富侵略性的人都不可能来到霎哈嘉瑜伽。 因此，所有这类人都被甩出去。我得说，一旦被甩出去

，他们便开始发怒。他们不喜欢自己被甩出去，但现在他们理解了，有些人会明白“我们犯了错”。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发展你

的贞洁，尊重它并享受它。这一切会发生是因为你的根轮被唤醒了。那是左脉上的第一个轮穴，这里驻守着锡吕·格涅沙。但是在
右脉我们也有一些神祇。每个轮穴都有一些神祇来平衡互补，但锡吕·格涅沙处在中脉，因此我们获得祂强大的祝福而变得纯洁，
我们开始理解纯洁的美丽、纯洁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右脉上启动会完蛋。右脉带来战争、杀戮、愤怒。这些人没有平安。他
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操控他人，没有耐心。 接着他们升至更高的位置：腹轮。在腹轮，他们提升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们的侵略性，
从而创造出一些东西。即使在现时还有很多这种东西：他们创造出各种废物，创造各种怪诞的物品（译者注：比如一些艺术行为
、某些丑陋的东西，如万圣节面具），以及一些非常非常，我应说，非常肮脏的事物来博取名声。因此，这是我们在腹轮处得到
的其它东西，人们想要获得的名誉和地位。那来自右腹轮。 然后那里的第三个轮穴是脐轮。在脐轮我们全都出去赚钱，没有拉希
什米，只有金钱。通过各种手段赚钱，他们欺骗全世界。他们用赚来的钱，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他们欺诈，或者侵略。欺诈在一
些偏左脉的国家非常严重，比如印度，而侵略则出现在那些倾向右脉的国家。 在腹轮中部，我们所得到的特质是创造力：艺术创
造，非常美，很深入，那是绝对充满灵性的。这些都消失了，人们开始展示甚至是满身肮脏劣习的降世神祇。在那种进展中产出
了各种污秽。 然后，正如我所说，我们有脐轮。在脐轮人们追逐金钱。偏向左脉的人在赚钱，偏右脉的人在用钱侵略。如果他们
能赚钱，他们便认为自己站到了世界之巅。如果他们有钱，他们便会想“没人比我们好！”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完蛋，完结了。最终会
到达一个点，他们会意识到，金钱不是用来毁灭的，是用来建设的：建设国家、将人类联结到一起并在他们中间带来平安和爱，
金钱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是用来做所有好事的。 然后，同样右脉的人来到了代表母亲的轮穴，他们成为可怖的母亲，企图操控他
们的孩子，操控每个人，无法为孩子做出任何牺牲。这样的女性已经够多了，她们对丈夫和孩子咄咄逼人。甚至连男人之中的母
性也已终结和完蛋。当我降生在地球上，看到所有这一切，我感到震惊：“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我该拿他们怎么办？我该怎么唤醒
他们的昆达利尼？”在脐轮他们只是迷失了，但是现在轮到了代表母亲的轮穴。他们没有父性，没有母性，他们对孩子拔苗助长。
非常自私、自我中心、好宰制的父母。这就是在心轮所发生的事。 然后，来到了集体意识的轮穴，我们称之为喉轮。在喉轮，他
们想要占领整个世界。他们想将整个世界占为己有，自己称王，他们建造帝国，他们胡作非为，甚至已经达到了非人类所能企及
的地步。他们真的是罗刹魔，我要说，那些罗刹的特质还在那里。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在每件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对人
行事，那样地对待他们。他们制造反灵性和好侵略的人民。然后这世界变成了双面世界，即有充满侵略的人，也有被折磨的人。
即使是现在，这个双面世界还继续存在，只不过比以前少得多。感谢人们对集体性的理解，建立了许多很好的机构，但是这些机
构却未能达成目标，他们并不算成功，因为这些机构的首领正在操控，但是控制什么呢？不是控制他们自己，而是控制别人。所
有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毁坏了这个轮穴的运作。 如今，如果你环顾四周，会看到在整体层面上到处都有战争在进行，战斗在进行、
杀戮在进行、毁灭在进行。怎么会这样？现在这个世界有如此多充满灵性的人。所以，原因就是，这些有灵性的人变得非常安静
，非常享受他们的灵性生活，变成了非常温顺和平安的人。但这样并不能带来和平！你必须行动起来，你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进化非常满意，但是我们并没有花心思来看看其他人的进展如何，他们已经走了多远，我
们会在哪里与他们相遇，我们可以改变些什么。在我的层次，我可以改变许多事，但是，在你的层次，你改变了多少人呢？你做
过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这一切发生。 在额轮中，你仍然带着你的自我，你对自己的平安感觉非常开心，对于在霎哈嘉瑜伽所获得
的一切非常愉悦。这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灾难，那些充满灵性，那些达至非凡灵性高度的人却最不愿关心要做点什
么有益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就是享受他们的灵性，来参加普祭，越来越有灵性。但他们并未集体性地开展工作来改变别人。 他们
有些人是在工作，总共一两个（印地语：这就是全部了）。但其余那些人正以这样一种方式享受着自己的美好时光，就是人们认
同他们是伟大的灵，是好人，这就是全部。现在我想要你们去内省，看看你到底集体性地开展了多少工作，你转化了多少人，就
像这样。你和谁交谈了？你对多少人提及霎哈嘉瑜伽？就这么点人而已。基督只有十二个门徒，他们却比你们有行动力得多。 所
以，现在你们要走向右脉。当你们走向右脉，我们会创造有行动力的人，而不只是一些无用的、能忍的、非常安静、平和的人。
那不是霎哈嘉瑜伽的目的。霎哈嘉瑜伽的目的是改变、改变如此多的人。那些这样做的人，我所有的祝福将会伴随着他。但那些
只是自己享用的人，这样做并不太好。在你的国家有多少人接触过霎哈嘉瑜伽？去找找看。你帮助多少人成就了它？ 所以，你的
霎哈嘉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瑜伽，你的霎哈嘉只是在左脉的局部瑜伽，在这里你可爱又和蔼，只是这样。无论如何，我并不是说你
要变得咄咄逼人。尽管我看到人们想成为领袖，他们想成为伟大的人，但是，他们又给予了多少人自觉呢？他们向多少人谈论过
霎哈嘉瑜伽？ 我说过，甚至在飞机上你也可以去做，走在街道上，去到任何地方，和人们谈论霎哈嘉瑜伽。但是在这里我们使用
霎哈嘉瑜伽令自己变得伟大，用于了解我们自己。这不是将霎哈嘉给予你的目的。把霎哈嘉瑜伽给你是为了让你去给予许多人自
觉。 我请求所有的年青人，年轻一代，不要像老一代人那样将他们的霎哈嘉能量浪费在荒谬的事上。你最好走向前，和人们谈论
霎哈嘉瑜伽，传播霎哈嘉瑜伽。他们却对于运营学校、照料贫困人群更有兴趣，做这个，做那个。那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工
作是创造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但那并没有发生，我所看到的是那没有发生。右脉是缺失的。你应当来到右脉。全都走向前，不
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没有人能杀害你，没有人会妨碍你，没有人能逮捕你。相信我说的！你拥有力量，但如果你不用它，
你就会像这样。
这正是为何我们停滞不前，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使用右脉。右脉非常重要。下次我会和你们谈谈右脉，你们在右脉上拥有什么。
现在，你要尝试各种方法让自己不能变得偏向左脉。因此，以恰当的理解、朝着正确的方向来运用你们的右脉吧。而不是某种，
我想说，非常专断或操控的个性，像希特勒那样。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也已经出现了希特勒！但现在是时候了，你们要多做些事

，比以前的圣人所做还要更多。用那样的方式来成就它。不要把它留给自己。你拥有家庭，有非常可爱的孩子，拥有，享受，所
有那些。那不是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是为了转化全世界。你必须思考：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你通过霎哈嘉成就了什么？
然后我们来到额轮。在额轮所发生的是，霎哈嘉瑜伽士正在变得，已经变得可以容忍任何事，他们可以忍受任何事——那不是我
所想要的。我们所要的是去除他人的苦难，去除他人的侵略性。的确，我们并没有，我们没有那种组织，我们没有那种理解。如
果这一切可以成就，你们会变成不同的人。 因此，我们变得像圣人一样，你瞧，坐在自己的隐居室里，不干任何其它事情。所以
，最好是不带侵略性地尝试着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仍然非常好侵略，爱炫耀。但如果你进入某种集体成就的
氛围中，那么，你会意识到，你犯了什么错，你的性格里还缺乏什么。那非常重要。 在额轮，有许多霎哈嘉瑜伽士畏畏缩缩，我
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在额轮我告诉过你们，必须原谅，但那并不意味着允许人们做错误的事。因为你想要原谅，如果不去战斗，
不说什么话，只是旁观，只是原谅，那会非常容易——不！你要走向前，和那个人谈话，告诉他那是错的。你必须面对它。如果
你不能面对它，那么你是无用的，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你们这些人得到自觉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了解，不仅仅是
我们拥有了能量，我们很妥当，最好不过就是你还可以治愈人，不是这样！你必须去传播它，你必须走向公众，在这一点上你要
变得合群，你必须传播霎哈嘉瑜伽。全世界有如此多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却并未有太大进展。因此，现在，你自己必须计划，
你要做什么，你要怎样去做，你要怎样传播霎哈嘉瑜伽。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这些人擅于谈论霎哈嘉，擅于歌唱霎哈嘉瑜
伽；所有这些事都没有用，没有用，除非你能实实在在地证明带了更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 在像土耳其这样的小国家，我们有25
000位霎哈嘉瑜伽士——你能说什么呢？他们全都是穆斯林，25000名穆斯林变成了霎哈嘉瑜伽士，而你会发现在任何其他国家，
这个数字却非常少。他们并不很富裕，但他们关心他们的自觉，他们关心给予其他人自觉。非常令人吃惊的是，霎哈嘉瑜伽在那
里是如何成就的，是如何传播的。 因此，不要再思考你的问题、你的敌人、你的力量了，而是想想如何把力量给予其他人，如何
把他们变成霎哈嘉瑜伽士。这非常重要。如果你在顶轮，那么你会拥有所有的力量。在顶轮，如果你不传播霎哈嘉瑜伽，得到自
觉又有什么用呢？只是为了你自己？那是非常自私的。
所以我要说，请努力带更多人来到霎哈嘉瑜伽，而不是传播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名声。充满活力地行动起来。 好多人向我抱
怨，霎哈嘉瑜伽士只不过是一些死气沉沉的人。你们是那样的吗？只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工作，那么，为什么你们这
些人不去工作呢？在你的整个国家，你成就出来了吗？去想想吧。那就是为什么，除非你这么做，否则你不是sampurna，你并不
完整，你并没有理解太初之母这一完整形象的力量。 那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你们崇拜我太初之母的形象非常重要。但
你们应当知道，太初之母必须是一个整全的形象。不能是仅仅左脉半边——不是那样。如果不能成就，又有什么用呢？就好像任
何其他人意识到了任何其它事情，那并不怎么重要。你们不仅仅要去传播霎哈嘉，还要让瑜伽士们意识到这一点（即太初之母必
须是一个整全的形象）。 我将我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爱，所有的力量给予你们。但试着去理解这一切吧。好吗？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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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21日GURU PUJA 意大利坎贝拉 (A loud thunder-clap followed by applause)（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在印度，他们都在
等待雨季到来，而且很担心，因为雨一直没来。所以，我刚才正在班丹下雨，它来到了这里（掌声和笑声）。现在他们也在电视
上说了，印度会下雨，但首先下在意大利（笑声）！ 我听说意大利也非常需要下雨，几天前是第一场雨，现在这是第二场。因为
我们的农民对问题的理解就在那里。你知道，雨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它在准确的时间工作。我对这雨如此快速的反馈和顺从感到
惊喜。 今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一天，因为我们正在庆祝导师普祭 ，并记住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导师们，他们向
全世界传授真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过。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向人类解释什么是灵性。但是人们理解偏差，不理解灵性是我们
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与上天的力量合而为一。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首先当然他们非常聪明，远高
于动物，并开始寻求，不是真理，而是某种自我解脱，我应该说，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称之为
——自我进步。因为他们迷失了，他们必须首先寻求灵性，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两种类型的旅程：一个是通过左脉，另一个是通过右脉。 在印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进入丛林而成为
圣人，但他们做的是右脉的苦行。也就是说，他们一个个进入五大元素;并掌握五大元素。毫无疑问，当然这里面有真相。你看过
一支蜡烛怎样（掌声雷动母亲停下来微笑），蜡烛怎样告诉你内在的状况：如果你被附身或没被附身，蜡烛可以告诉你——你能
想象吗？蜡烛是如此有学问。假设你有心脏病——蜡烛会显示出来。如果你治疗自己，你可以治愈自己。所以，它是如此敏感，
不但可以治愈，而且也很有能力。它不但可以告诉你你生病了，你有问题，而且有能力治愈你。 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火神被崇
拜，光元素被崇拜，火被崇拜，这些首先被崇拜。他们一定发现火知道一切，所以所有元素的内在知觉，他们知道这一点，这就
是为什么他们崇拜这些元素。因此，在普祭之前他们会召唤所有属于这些元素的神祇，见证他们的普祭。但人们把它弄成右脉的
活动。 没有左脉、只有右脉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没有右脉，当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首先你必须发展你的左脉。这就
是我们在霎哈嘉瑜伽中首先开始的事情。 左脉是慈悲，是爱，是普遍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女神的祝福，这在《女神颂》
中被描述过。你知道的，女神以许多形相存在于你之内。祂以信心、睡眠、幻象、迷惑的形相存在于你之内。在左脉，祂以各种
各样的形相存在，这已经描述过了。当我向你们讲述霎哈嘉瑜伽的时候，我想让你们的左脉变得强壮。 那些被带到右脉的人变得
非常有侵略性，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五大元素的本质，没关系。但他们脾气极其暴躁，甚至他们过去常常诅咒别人，诅咒他们。他
们经常说不友善的事， 他们不相信整体存有。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以致于他们被带到右脉。在印度典籍中，你可以看到许多人
们诅咒别人、说话尖锐的事件，非常普遍。所有这些导师过去常常诅咒别人，因为他们没有慈悲心，没有爱心，什么也没有只有
右脉的力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些右脉的人，只处在右脉、没有虔敬的人，没有上天的祝福，实际上会成为罗刹魔，会成
为人类巨大的危险。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通过你的智商，通过你的思维能力，你的自我可以达到任何极限，并在你内在制
造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的最终结果是，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疾病是绝对无法治愈的。甚至有些右脉的人，会得一种叫做血癌的
癌症。而这种血癌，现在我们能治好了，但即使它被治愈，你也可能回到那种侵略性，以为你是非常正确的。这样的人总是试图
找别人的错——这样的人、那样的人不好，他在伤害别人，或者无论如何他们都能找到他人的错误，而不是自己的错误。他们的
注意力总是在外面，而不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从来看不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但他们总能看出别人的问题。以这样的方式，你
们知道，他们正在爬上一个可怕的右脉的梯子，那会给你带来可怕的疾病。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首先就是血癌。 如果你摆脱了
血癌，你可能会陷入另外的问题。如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称为老年痴呆症，这也是右脉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那种虔敬、
谦卑，没有女神的祝福，你会得所有这些可怕的疾病，这些疾病不仅是致命的，也是非常伤人的。
所以处于右脉，你不会进步。你可以成为一个别人口中的大苦行僧，能诅咒别人、能让别人陷入困境，认为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并非如此！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虽然你没有被其他负面力量压制，但是你自己的力量夺走了你的生命。 所以昆达利尼，当
它升起时，最好的事情是走到左脉，不批评别人，不说别人的坏话，但是看看你的内在，有什么问题，找出你的问题。首先，它
始于妄自尊大，“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因为这种妄自尊大，你持续骚扰每个人、折磨每个人，所有这些。但是由于你的右脉

活动，你可以变得非常成功。希特勒就是这样的极端。随后人们开始做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
如今，我认为有些人正用他们的右脉统治各处。我们没有人使用他们的左脉。每当他们使用他们左脉时，他们被称为圣人。 现在
你们都拥有左脉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也有一点点偏右，没关系。现在我想说你已经取得了左脉的成就：昆达里尼已经唤醒，
你和上天的力量合一。现在你可以来到右脉，了解右脉，并尝试表达你的右脉。你可以表达它，不是通过控制别人而是通过控制
自己。通过自省，通过了解你自己的缺点。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要麻烦他人？你为什么压倒他人？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
组织事情，安排事情，做这做那。他们不管理自己，却管理他人。把事情变得复杂。 但如果你有爱，如果你有虔诚奉献，你可以
非常容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主导其他人。不是通过残忍管制，不是通过压迫，而是你通过爱来主导。你不想宰制，但人们很容
易就顺服于爱、宽容和慷慨。 因此，你首先必须在自己内在发展所有这些品质：这是左脉的问题，你应该很平和，你应该关爱别
人，你应该慷慨，你应该友善，看看它能花多少钱。我见过一些极其粗鲁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很粗鲁，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
应该用左脉来克服这些。粗鲁并不是圣人的标志。圣人极其平和，从不会对别人粗鲁。 因此首先应该内省，“我们哪里错了？我们

做了什么错事？我们的风格是什么？”一旦你发现你的风格已经有左脉的力量了，你就可以来到右脉，并拥有右脉的力量。 现在右
边的力量是什么？哪些是通过完善左脉可以达成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导师。其中一个是拉贾·加纳克。他是一个国家
的统治者，一个非常出名的统治者。但仍然，他是如此慷慨、善良，同时，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当时伟大的国王，因其公正而
闻名，因为他的政治才能以及他为国家所做的各种好事而出名。那就是拉贾·加纳克。他不会被任何事情打扰。人们不理解，为什
么最伟大的圣人都常常向他鞠躬行礼。为什么呢？尽管他是国王，生活奢华，尽管他有很多饰物和很多交通工具和所有这些; 但因
为没有什么凌驾于他，他不执着于这一切。他拥有一切，但他如此不执着。这是一个掌握左脉力量的典范，拉贾·加纳克国王。 我
们后来也有很多人像这样，一个接一个，他们极其富有，我应该说，极其强大像国王一样，但他们的内在，是绝对神性的品格。
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们，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更伟大或更快乐。没有什么名、利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 你们是获得自觉的灵，这是
人类的彻底解脱。你们应该充满慈悲、爱和谅解。但与此同时，它应该以正确的方式表达。例如，我们可以说基督，祂是另一个
例子。虽然祂是一个降世神祇，但祂依然对人们有巨大的宽恕和爱。但与此同时，祂过去常常去山上宣讲灵性。在那个时代不是
很安全，因为人们不喜欢任何人那样说。他们恨祂，因为祂谈到了上帝。他们对祂所做的事情，你们很清楚。没关系。虽然他们
把祂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仍然都尊重祂伟大的品格。原因是，毫无疑问祂是一个降世神祇，但祂仍然全力以赴地把祂的成就，
或者 ，我可以说，祂拥有的任何力量，都给予他人。祂走遍了各个地方，没有任何工具，但祂还是见了很多人，并试图拯救他们
。这是右脉的活动。 这意味着霎哈嘉瑜伽士也可以变得右脉，但要像基督一样。否则，如果他们是右脉的，他们会组织，他们会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有右脉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避免右脉。但是，一旦你完全掌握霎哈嘉瑜伽的左脉力量，接着必
须要成为一个整合的灵性人格，你应该有右脉的行动。右脉的行动就是集体性。 不应该满足于你们所拥有的。人们很容易感觉，“
哦，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自觉，还有什么呢？我们处于世界巅峰！“并非如此。你们必须走出去，告知人们。他们会侮辱你，会麻烦
你，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你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一个已经得到自觉的灵。你可以倾听他们，听他们在说什么。你不要求任何
东西，你只是想对他们好。这也是一种慈悲心，你不想把自觉留给自己，而是想分享给别人，让他们也得到自觉，这很重要。如
果你没有那样的感受，不同情那些还没得到自觉的人，想想你还没得到自觉的时候。那些没得到自觉的人正在经历艰难时刻，他
们会有麻烦的。 所以现在，不是如果你们得到了自觉，就自己安顿下来——不是这样。你们都应该走出去，给别人带自觉，去拯
救他们。你们都得到了自觉，不是只为了自己，局限于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带给他人自觉。一旦你们开始给别人自觉，你们会
惊喜，你内在那么多美好的品质开始显现。因为当你们看别人，你们会发现他们缺少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你们必须给予什么，
必须怎么给予。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成为诗人，可以成为作家，为了能面对其他人，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人。然后作为一种
回应，所有这些品质在你之内开始发展，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我应该说，艺术家。只有当你们面见他人、跟他们谈霎哈嘉瑜伽、
跟他们谈你的自觉的时候，这才可能发生。 我知道会有问题，我知道 ，这是真的。会有人反对你们，跟你们唱反调，他们会试图
阻止你们的行动，造成各种伤害，没关系。但那是你们应该达成的事情——面见他人，与他们交谈，并开始告诉他们自觉，你们
必须拯救他们，这很重要。但首先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没有右脉的问题，否则他们都会跑掉。 一个属灵的人，是人们认为或
公认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当然因为他很谦卑，人们会利用他，说各种各样的话，没关系，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任何事。无论他遇到任何事，他都不介意。但最主要的是他有慈悲心。他之前来自左脉的慈悲心开始扩展，他想要拯救
人们。 人们没有食物，好吧，这是个难题; 如果人们挨饿是另一种情况; 但如果他们得不到灵性，那成为人又有什么用？为什么他
们进化到这个状态？他们是从动物的状态、从最糟糕的条件进化到人类的状态。现在，如果他们得不到自觉，这意味着这比饥饿
更糟，比各种贫困更糟，比各种疾病和麻烦更糟。那么为什么不尝试给他们自觉呢？为什么看不到你们给他们自觉？ 但首要的，
正如我所说，你们的左脉应该非常强大。你们不应该因为自己得到了自觉，就开始带自觉。应该等到你们的左脉加强以后，才开
始带自觉。 这样的人极其谦卑，极其坦率，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什么都不抱怨，并可以适应任何情况。它不执着于任何东西。
这是一个自动的不执著，它不是被迫的。你可以为那个人做任何事，你可以尝试为那个人得到任何东西，没关系。毫无疑问，那
个人会接受，但没有任何执着。这样一个不执著的人可以成就霎哈嘉瑜伽的各种传播。今天这世界上最大的需求，是我们必须有
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现在有些人会很害羞这样做，这非常令人惊讶。但我看到有些人，他们没有任何真理，跟过各种坏导师，
却到处找人试图传播他们错误的想法。但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为什么觉得害羞，我不明白。 所以，向每个人谈论这个，把他们带
到霎哈嘉瑜伽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作为一个导师普祭，他们说导师不能给你们什么东西。但我可以给你们建议，建
议你们扩展你们的心，变得谦卑，并尝试谦卑地传播霎哈嘉瑜伽，而不是带有侵略性地传播。这极其重要。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
点，那这一生，这属灵的一生，你们会完全公正地做事。如果做不到这样，你们无法实现，你们无法实现，属灵的力量。为此你
们必须明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智慧，给霎哈嘉瑜伽一个完全的机会。 我收到的大多数信件，说的都是这
个人很麻烦，那个人很麻烦，这个人那样做。算了吧！所有这些人对霎哈嘉瑜伽都不重要。但如果你开始正确的线路，你会感到
惊讶，你会遇到那么多想要头脑平和的人，想要内心平和，想要和上天完全合一的人。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他们可能不会说，他
们可能也会曾经跟随错的人。但尽管如此，他们希望在自己内在拥有真正的灵性平和。现在这是人们非常普遍的愿望，但要接近
并达到目标，你必须过上一种有非常简单人格的生活。 你看，如果你对钱很感兴趣，或者如果你对你所谓的权力或你的野心感兴
趣，那么霎哈嘉瑜伽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你对你的慈悲心和理解今天的世界感兴趣，它是如何陷入混乱的，为什么？因为人类
自己处于错误之中。 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给他们上天的知识。这应该是你的愿望，这会让你感到非常舒服。所有其他的欲望，所
有其他的愿望，正如你所说，都是非常短暂的。传播霎哈嘉瑜伽的愿望，是如此美丽，以至于你持续致力于此。每次你这样做，

你会如此喜悦和幸福，你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是霎哈嘉瑜伽伟大的标志，我希望你们都成为那样。 今天的日子很伟大，因为我们
在思考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伟大圣人，他们试着引导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尝试向全世界传播真理。他们遭受了很多苦难，
他们遇到问题、很多问题，但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以各种方式传播霎哈嘉瑜伽并谈论上帝与神性。 综上，今天你们要给我一个
承诺，无论何时你遇到任何其他人，你要告诉他们霎哈嘉瑜伽。并不是说它很重要，而是说这是世界迫切需要的。如果你明白这
一点：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是这个世界的需要，你会立即开始感受到这个责任。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并不重
要。全力以赴地去宣讲，思考，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让人们了解霎哈嘉瑜伽，如此一来，我想你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导师。如果霎哈
嘉瑜伽只存在于你自身，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导师。“导师”也不意味着你一直讲述霎哈嘉瑜伽，谈论霎哈嘉瑜伽，讲授霎哈嘉瑜伽，
不！它意味着给他人带自觉。关键的是你给多少人带去自觉，不要去数算，但要在内在感受，像涟漪一样，你心中那爱的海洋的
浪花。看到人们得到自觉，并融入到灵性的喜悦中，是多么美好啊。 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做的。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我不得不也遭受很多苦难，没关系，所谓的苦难，我都视作一场戏剧。所以没关系，只要你不太在意这些苦难，又有什么了不起
的？ 昨天你们已经看了那部关于默罕默德的精彩戏剧。我以前常想，对祂来说这是多么痛苦——人们-误解他并误入歧途：为什么
人们要做这些错事？现在，我感到高兴，至少你们已经认识到了祂的伟大，理解祂并制作了如此美丽的戏剧。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
传播多远，但事实上默罕默德自己去世了，然后他的女儿、孙子也去世了，他的女婿也去世了。在他们去世后，出现了可怕的逊
尼派教徒。现在的逊尼派根本远离真理，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和非常残忍的宗教，并开始在各地蔓延。在真正的穆罕默德伊
斯兰教中，残忍根本不存在。那些杀死他的人开始变成“伊斯兰教徒”。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一个如此伟大、如此属

灵的人，不被接受。现在人们接受了一个杀死祂的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最糟糕的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看到了，他们以上帝之名，在做着多少坏事。 所以，试着去理解，发生的这些事不是默罕默德的命运，也不是实相的命运
，但它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开眼界——真理总是被假相所挑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坚持真理。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他
们一直以来是错的，跟随着错误，且一直在做各种荒谬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会成就，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如果我的愿望那么
强大，我敢肯定他们会意识到善良，友好，慈悲心是感到幸福的最好途径，没有其他。 愿上帝保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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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敬拜锡吕‧克里希纳这位伟人。你们都知道祂为何降世，是为了建立新形象

卡纳祖哈雷‧2002年8月18日
不是Virat或Virata(宇宙大我)的新形象，而

是这个国家要变得非常富庶昌盛的形象。祂要亲自现身，才能在人们之中建立美丽的心态，使人知道如何透过正法(dharma)来发
展美国。你们曾经拥有跟随祂，某程度上敬拜祂的伟大领袖，这些领袖创造了美国这个新世界。 很不幸，随着时间过去，祂的形
象从人们脑海中消失。原因是，这里代表克里希纳的人对锡吕克里希纳一无所知。祂是财富的伟大主人，祂知道怎样运用财富，
怎样透过正法 而不是非正法来创造财富。他们把这些事情完全忘记了，渐渐开始用手段权力各种各样非正法的手段，欺骗、掠夺
金钱，把金钱花在绝对无用的事情上。 祂是俱毗罗(Kubera)，祂不需要任何金钱，当然祂成就金钱。不止如此，祂活着，活在金
钱里。他们说，祂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光闪耀的房子，在Dwa

rika用金打造的房子，后来房子沉入水中，海洋里，因此，没有人

相信真的有座金房子。现在，他们在水底发现了祂的房子，在很深的海底。因此，他们知道，过往对祂的猜测全都是错的，假的
。祂确确实实透过正法赚了很多钱，祂是国王的儿子，祂用金块来建造这个Dwarika这所房子仍在那里。人们已经找到了，只是沉
入海里几千年过去，它仍然存在。或许是因为我们是属于锡吕克里希纳，它仍然存在。事情就是那样，祂是最先为真理(satya)而
活的人，祂为真理而活，祂依循真理的准则成就一切。任何不属于真理的事物，祂都会尝试消灭。任何具毁灭性的事物，祂也尝
试消除。祂透过真理来建立自己，只用真理建立自己。祂代表真理，绝对的真理，亦代表真理怎样优胜于一切。 我和祂正好相反
，我完全不懂钱，祂照顾我这方面。我是这么差劲，我不懂银行，不懂金钱，就连数钱都不懂。对此你能说什么？祂却照顾我，
使我从不缺钱，不缺任何财富，我的生命满是钱财。 财富也是透过满足感而来。如果你有这份满足感，就不需要寻找金钱。有些
美国人拥有钱，什么会发生？如果你有一点钱，你就尝到金钱的味道，他们并不满足，他们像疯子般不停把钱花在无聊荒谬的事
物上。这是很符合人性，当你进化成人类后，当你到达某种开悟的状态后，所有低贱的品格，例如贪婪，全都会从你的性格中消
失，你不再贪婪，变得极之满足。对你而言，金钱在这里，好吧，不十分重要，只是这样的。你认为不需要钱，就会得到钱。这
一切全是锡吕‧克里希纳做的。你能想象吗？全是祂做的，照顾你，在金钱上帮助你。 我们开展霎哈嘉瑜伽时，一分钱也没有，却
从没有碰上任何问题。记得一件事，俱毗罗是财富的供应者，祂照顾没有钱的人。对于捍卫真理，享受充满真理的生命的人，祂
向他们提供金钱。是祂的工作令人享受财富 没有祂，人们不会享受财富。他们拥有这么多，还想要更多。意思是他们不享受财富
。他们拥有一些，却还想要更多。为什么？因为不管他们拥有什么，他们都不享受。但在得到自觉后，你会看到，不管你拥有什
么，你都享受，完全地、绝对地去享受。你不贪图尚未拥有的东西，也不介意是否拥有它。 人们曾多次问我，“母亲，我们为何不
敬拜克里希纳的俱毗罗形相？”我说，“好吧。”刚刚每个人都想成为俱毗罗，让他们受到教训，我们才做俱毗罗的崇拜。那就是为
何今天我同意做这个崇拜。因为现在，你已经看到，要是你有贪念，会有什么下场。你一直不断犯下能够摧毁你国家的各种罪孽
，各种错事。这么富有的国家，现在已变得一贫如洗，钱去了哪里？他们非常聪明！今天有人告诉我，钱都花在买保险。我的天
！我说，法律规定你不能把钱拿出来。他们又说，钱放在离岸机构，诸如此类。我说，“现在看看，他们从不害怕会被逮到，他们
这样做多年了。不过，我肯定终有一天，俱毗罗会亲自揭露他们。” 所以，今天透过敬拜俱毗罗(财富之神)，我们要建立…建立金
钱的真理。金钱背后的意义？为何要拥有钱？这个国家曾经有钱，因此很多好人来这里工作，而你们亦拥有很多相辅相成的东西
，得到很多人的辅助。因为我认为美国人缺乏某方面的能力，我指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一些才华。有很多出色的人来自国外，
他们也是很专注的人，因此能好好的建立这个国家，他们也尊重有头脑的人。当你忘记真理是重点时，就会发生这种事。若没有
真理，有钱也没用，我是说，为拿到钱，你只是围绕各种事物团团转。 有次我经过拉斯维加斯 –去年当我们在机场停留，很多人
走进飞机里，他们的样子看来像有家人去世或有什么发生了，我最初不明白。他们说，“母亲，他们失去所有钱。”这一刻他们因为
有钱而跳跃，下一刻却因为失去钱而哭泣。这种短暂无用的钱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人性，追逐幻象。这也是金钱的质量，它令
你产生幻象。幻象就是这样，他们拿到一点钱，用这一点钱购买一些物品，因此他们以为钱很重要。你要明白，你能购买很多物
品，可以买汽车，买飞机，买这个那个。幻象就是这样玩弄你，你开始疯狂的追逐金钱，钱令你疯癫。很好，在这接合处，你们
发觉这个金钱幻象的虚假。我很高兴他们都被带上手铐，而他们金钱的力量都完蛋了。 是俱毗罗(Kubera)在玩把戏。克里希纳是
很足智多谋，极之机警。祂出谋献计，行动一个接一个。说到金钱，祂先愚弄你，让你追逐金钱，然后你才发现追逐金钱是很愚
蠢的。印度有一个故事，叫作“Sheikh

Chili”（笨蛋之名），他拿到一点钱，因此跌进幻象里。他想，我能做得很好，他开始梦想

该怎样做。就买了很多蛋，他说：“这些蛋孵出小鸡后，小鸡长大就可以卖钱，那么我就有很多钱。”他就像这样说话，想着时就睡
着了。当他睡着，身体压在蛋上，压破所有蛋，幻象就这样完了。这种事情该早点发生，若不你可能最终被关进狱中或有类此的
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霎哈嘉瑜伽给你完整的远景，因跟随幻象而来的毁灭的完整远景。它是那么有洞察力，你什么也不用做。我
则不一样，我告诉你，我完全不明白它，即使你明白金钱的价值，即使你明白金钱能带给你很多东西，即使如此，你也不要看钱
，只把脸转开。这是真正霎哈嘉瑜伽士的征兆，他不在意钱，这是他的本性。他不是做了些什么，或告诉自己什么，不是这样，
他的本性就是不关心钱，只因他超越钱，超越金钱的人才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 牵涉入荒唐的事物和金钱的幻象的人不是霎哈
嘉瑜伽士。当然，我遇到的大部份霎哈嘉瑜伽士特别是西方的瑜伽士，都是极之诚实。在印度，有一种疾病，就如你这里一些病

毒，印度也有某种病毒，所以他们仍然追逐金钱。对他们而言，金钱是重要的。在进化的过程中，若你到达一定的层次，升进超
越脐轮升过脐轮，金钱对你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我而言，我不会购买不必要的物品。我是说，有很多不需要的物品积聚，因为你
们送我礼物，送我各式各样的礼物。至于我自己，你会很诧异，我是那么紧张不安，或是说我很迟疑，或许说在做生意的地方，
购物的地方，我完全不会出现。 来这里，把它弄妥。它跌下，我要拿着它。好，现在妥当了。 同样，霎哈嘉瑜伽士要把意念放在
灵上，享受灵的力量，你自己的灵。一旦你取得这种乐趣，就不会跌进贪婪里。这是十分十分简单，但有时你却不去做，你迷恋
于某些事物，或许是汽车或许是飞机，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拥有太多汽车是件头痛的事，对吗？人们却仍想拥有，他
们以为这样会令人刮目相看，自以为是 — 不是这样。若别人真的对你留下印象，有什么用呢？你因此能得到什么？霎哈嘉瑜伽士
有自己的灵去享受。灵比一切重要，他不想拥有什么，拥有任何物品也是件令人头痛的事。 它的另一面是摩诃拉希什米，若你内
在拥有摩诃拉希什米原则，你永远不会有钱的问题。相反，你会知道该怎样停止它。到目前为止，我对我的摩诃拉希什米原则感
到厌烦，因为我不知道它从那里成就到，怎样成就到，毫不费力。我的天性对钱不感兴趣，我的本性就是如此。但它是，我不知
道这影响从何而来。例如，我买了一些小物品，就像这个，它能以十倍的价钱出售，我不知道怎会这样，它的价值至少多十倍。
自动地，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我买了些小物品，接着我发现它很昂贵。怎会这样，我想这必定是摩诃拉希什米的奇迹。 我想告诉
你的是，你完全不用担忧你的财政，不用不停的计算，不要查看银行户口内有多少存款，该怎样运用你的钱，该怎样投资。我看
过人们疯狂的计划他们的钱。一旦你是霎哈嘉瑜伽士，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一切都自动运作。你内在的贪婪，像其他疾病，就如
你有不同的疾病，贪婪此其一。你的其他疾病能以霎哈嘉瑜伽来治好，你不知道什么是贪婪，贪婪自会消失。 另一个制衡贪婪的
方法是，变得极之慷慨。若你是极之慷慨，贪婪会跑掉，或许这是另一种方式处理贪婪。就如你家中有些东西，你感到太多了，
不是想抛掉它而只是太多了，你应把它送给别人，你开始想该送给谁？你马上想起，“噢！这个人没有这件物品，让我送给他吧。”
若你把这件物品送给他，他会很感谢，很感谢，他会对你说各种令人愉快喜乐的话，这些话通常没有人会向你说。很令人惊讶，
这是那么喜乐，你的慷慨是那么受人喜爱。 所以你要慷慨，只是慷慨，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别人。尽量要慷慨，慷慨很能给人爱
，亦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这种事情多次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有人需要一些物品，我就记着，接着我购买这些物品送给那人，
那个人回赠给我的爱远比我购买这件物品取得的喜乐多千倍。这件物品对我是那么平平无奇，但对他却是…他告诉很多人母亲给
我这个，是母亲给我的。我是说，我很惊讶他们问我：“母亲，为何你要给他？”我说：“出于爱。” 很多人开始对霎哈嘉瑜伽有这样
的想法，这是何等慷慨。慷慨是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最佳方式。不管如何，拥有太多物品是很头痛的，最好摆脱它们，出于爱的把
它们摆脱。若你这样做，就会知道他们对你有多感谢。 另一件事是抛掉贪婪，要抛掉贪婪你要做某些集体社会工作。例如，你到
一些很多穷人的地方，我告诉你，你的贪婪自会消失，你会很诧异这些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生活，为何我还关心
介意财富和其他一切？你只会感到震惊。有时，你看到，你看到印度人的生活条件也很差。有一次我到加尔各答，我是那么…不
管怎的，你意外的看到，我刚到一处极之贫困的地方，即使孩子也是，你会很惊讶，我多天没法进食。我在哭，不能进食，我只
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感到，“怎会这样？为何这些人会那么穷？”我哭，因为我感到很无助，有天我要为他们做点事。

这真

的是很不平凡，我很年青时开办了一所麻疯病院，一所医院，一所难民之家，做着各种类似的事情，我甚至没想过我有多少钱，
没想过。若我要把钱给别人，我或许要放弃某些东西。我也出售了一些物品，我告诉你，因为慷慨是那么令人愉快，令人喜乐，
慷慨就是这样简单直接。这是俱毗罗的品质，他极之慷慨，你也要拥有这种品质。我见过的霎哈嘉瑜伽士都是很慷慨，到目前为
止，没有人告诉我谁是吝啬鬼。到目前为止，我肯定有天我们会拥有高品格的人。 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会像其他异教徒那样说
，要捐弃你的衣服，捐弃你的家庭，留在森林里，或小屋里，没有这种事。不用放弃什么，你要真心的放弃，你该有这种改变，
不需要捐弃。若你能好好建立你的灵性，你甚至不会想要抓着什么人，相反，你只想捐弃一切。 我要说，我父亲比我更甚。他常
常把家门大开，所有门都是打开的。他说，若你把门关上，没有小偷会来。有天，有个小偷拿走他的留声机，那年代有大喇叭那
种，小偷拿走了。第二天，父亲坐下很不开心，母亲就问他：“为何这样不开心？因为那部留声机？”“不，我不开心是因为他看来
是个音乐鉴赏家，他拿走留声机，却没有拿走唱片。”母亲说：“好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登广告让他来拿走你的唱片？”
我是说，这是那么漂亮，即使多年后，我告诉你，你仍然很享受。慷慨是何等美好的品格，若你是因为宗教透过你捐弃这个，你
给予这些想法而迫着要慷慨，不用捐弃什么。你要真心想捐弃，若你不依恋执着，即表示你已经捐弃了。若你享受慷慨和慈悲，
就是要到达这种程度，不像这样。我认识有些人很富有却不慷慨，这是俱毗罗的另一种品质。 祂或许懂银行，或许那时候没有银
行，我想必定是祂处理银行的方式，我认为祂超越他们，这就是为何银行仍没出问题。我也不知道，祂很聪明，很有才智，很有
警觉性，若你要处理金钱，这些质量是很重要的。虽然祂绝对不执着于钱，只看看祂的一生，看看祂做了什么。祂孩提时与祂的
导师一起生活，祂常常把母牛和牛群带离森林，祂的童年就是这样过。之后祂与牧童一起玩耍，我是说普通家庭的的牧童。祂从
不渴求追逐金钱。祂常常偷牛油，因为那些女士常常把牛油卖给金沙(kamsa)的军人，所以祂常常吃掉牛油，那么女士们就不能把
牛油给他们。试想像，像祂这样的小男孩。实际上，祂教训了她们，这些女士很贪婪，想把牛油给可怕的士兵，祂会把所有牛油
吃光。 祂做的一切，你看，都是极之慷慨，极之慷慨。以祂的聪明才智，祂是那么好，祂杀掉亲叔父，我要说，祂这样做，对祂
并不重要，那些所谓的亲人并不重要。但你看，特别是印度，亲人是很重要的，父亲是小偷，儿子是小偷，孙儿是小偷，他们全
是小偷，你能想象吗？我没有见过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成员是小偷，他有任何后代是诚实的。这很有趣，这种贪婪爬进他们的
脑袋里，令他们以为不重要，以为偷窃是唯一能生活的方式。虽然印度仍有人是极之诚实，我见过我的仆人，他们从不偷窃，从
不。我也不知道，不知何故，就是不偷窃。这是关乎习惯，他们从不偷窃，很令人惊讶。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偷窃？他们很满

意自己的生活，不想有任何改变，他们不想因犯下这种可怕的事情而令自己入狱。他们不知道甚至没有想过要偷窃，他们就是不
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羞耻的意识，对很穷的人而言，羞耻的意识发展得很好。在这个社会，他们对诚实的人很尊重，
而他们亦全都很诚实。他们之中可能有不诚实的人，但没有人会尊重这些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尊是最重要。你能想象这些穷人，
虽然他们一天只能进食一次，但对他们而言，自尊却重于一切。 所以，第三种解决荒唐的贪婪是你的自尊。为何你要偷窃？为何
你要拥有偷来的物品？为何你要拥有别人的东西？若你有自尊，你不会碰任何不是你的东西。仆人能做到，为何生活得并不大困
难的人做不到？我认为是他们的品格发展得更高层次，令他们感到自尊比任何满足自己贪婪的东西更重要。就贪婪而言，它是永
不满足，永不满足，我见过曾经很富有的人变得十分贫穷。对他们，生活变得像地狱，他们不能没有贪婪而活。我要说，浮华炫
耀的生活，他们不明白这种生活是错的。一旦他们失去钱，就不停的感到受践踏。有些人想拥有钱，为钱能做任何事。 这是很有
趣的事情，同样，为着取得权力也是这样。若你拥有自己的力量，就不会渴求追逐这种权力。他们想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想拥
有钱，取得权力就能取得钱。你能想象吗？人类在哪里？在什么层次？他们进化到什么层次？他们只在金钱中打转。需要改善给
你满足感的脐轮。若你的脐轮得到满足，你就能到达俱毗罗的层次。看到你的脐轮得到满足是很重要的。 我们拥有那么多各式各
样的东西，我认为最差劲的要算是贪婪。为此，若能以某种方式处理好，把它带到它应处的层次，我想这个世界会大大的改善。
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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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节崇拜，冥想的重要性 2002年11月3日 美国洛杉矶 我祝你们有个非常快乐的光明节。 见到你们所有人到来，见到你们以如
此美丽的方式接受霎哈嘉瑜伽，对我而言，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喜悦。霎哈嘉瑜伽是属于你们自己的，真我是你们自己的，灵是你
们自己的，但要达至这个真我却不容易。我认为，（要达至真我）仅需要你们的愿望，且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中。而那也是你们得
到自觉的方式。自觉不能强加于人，你们都很了解这一点，它只能通过你的愿望，通过你的交托来实现。谈论它是无用的，说服
别人相信它也是无用的。能够成就的只有你的愿望，就是那么简单。你内在愿望的力量会将它成就。得到自觉的人非常多，他们
现在不在这儿，他们遍布世界各地。我记得他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也应当记住他们。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可以想起世界上
所有那些已得到觉醒的人。那是真正的光明节：点亮人类，不是蜡烛，也不是灯，而是人类。 若他们得到觉醒，便不会有任何问
题。所有问题都来自那些未觉醒的人，因为他们在黑暗之中，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他们有些人还未意识到自己对实相完全一无所
知。一旦你们来到霎哈嘉瑜伽，让自己得到启迪，首先，你们会在光之中看到孰对孰错，然后你成长成熟、成为这光，非常美妙
，正如这些花朵总是洋溢着快乐，给你喜乐。同样，若你被点亮，有了那光，你不会向外追寻什么，你从内在得到所有一切。你
要尽力保持好这光。 你们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用你的光，你们可以点亮他人。正如这儿我们所做的，我们点燃一支蜡烛，借此
我们点燃了所有蜡烛。因此你们都可以做到，因为在你们内在已得到那光。用那光你们可以点亮他人，他们将感受到自身灵的喜
乐。现在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就像你们打开了这么多的灯，同样的，你们是整个世界的光，仅仅你们得到光那还不够，
你们还必须把光给予他人，你们必须点亮他人，如同点燃这些蜡烛一般。 一旦你们开始那样做，你便会意识到你获得了什么，然
后你会尊重自己，你的行为举止理应如圣人，亦或如智者一般，但无需向他人宣告什么。从内在，你发展出那种美好的，能够给
予他人喜乐的，极其美好的气质。 你不愿发表任何关于自身的谬见，因为凡是真理都在你之内。没有必要去讲述关于自身的虚假
谬论。人们将认识到，你是个自觉的灵，他们将感受到你精微的本质，你的实相，无论你来自印度、英国还是美国。你们内在都
拥有这爱与知识的海洋，你们要相信全都在那，只有你首先享受自身爱的海洋，首先你会享受它，然后你才能享受他人内在的海
洋。我不必告诉你，你们要相亲相爱之类的话。你们只是相亲相爱着，你们就是明白，你们只是在彼此之间传播着光。 有时你们
会为你们的国家，或你们的城市，或你们村庄里尚未觉醒的那些人而感到气馁。但最好就是让他们得到自觉，你们必须将这个任
务完成。你们知道，我这边第一个得自觉的是位女士，一位非常年老的女士，最先从我这得到自觉；然后，现在你们都在这。同
样，你们也能够做给人自觉的工作。做这工作，你们不用任何的计算，也不需任何的感恩。它就在那，它自会成就。 为了获得光
，你们做了什么，看，你只是靠近蜡烛，然后你便得到了光！同样的道理，你们的觉醒也同样如此，它能点亮全世界成千上万的
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需要我们着手去工作的国家还有许多，但我们会去做：只要锁定你们要去的地方，找出你们需要去
工作的地方。首先，你们有能力给人自觉，你们能！一定要相信你们能给人自觉，而且你们可以无需任何帮助，单个人可以做到
，成千上万的人也可以做到。这对整个世界的光明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给人自觉，这非常重要。 现在，在霎哈嘉瑜伽许多人
都因自身而感到有些气馁，对于他们的过去尤为如此。忘记过去，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当下此刻，你要做什么？你不
必担心过去：“我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

所有做过的已经结束了，现在你要着眼将来，你能为将来做些什么？你用某种方法，

藉由那光，看到自己的道路：你去除所有的黑暗，你知道要走多远，怎样找到人们，怎样传播霎哈嘉瑜伽。这都是你内在早已存
在的，但你首先必须建立与这部分的连接。若你们与你们内在的海洋建立好连接，你们就一定能成功，且以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
获得成功的。这种成功的方式将令你们惊叹。你们成功地摆脱所有这些无明，你们会为之赞叹。但你们确实拥有光！藉由这光，
你们清除了所有的黑暗，不必去思虑，就能清除黑暗，因为你们已拥有光。但若你们没有光，那么，空口谈论是无用的，无论做
什么也是无用的，因为不会有任何成就。相反，它会失败，以最糟糕的方式失败，对人而言会非常的危险。在霎哈嘉瑜伽我们曾
有过非常可笑的经验，但是我想，他们都忙于追逐着一个又一个（教条），“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是错的。”现在我们应该能发现这
样做是多么的盲目 在这个国家，一个如此金钱导向的国家：美国，这种金钱导向已传播到整个世界。在这种导向中，你们确实受
到迷惑，你们切实感到你们要用霎哈嘉瑜伽赚钱。有些人不那样想，但他们仍在追逐金钱，你们所有人都没必要追逐金钱，没必
要为你自己求得一种金钱保障。你们的保障是在你们之内先天就设置好的。因此所有这些完全不必要的身外之事不应令你们变得
盲目。现在，若你们有光，你们便可以明辨。你们可以在生活中非常清晰的看到来自上天的帮助。你们会惊讶上天如何在不同领
域给你们帮助。我收到一些人的来信说：“母亲，非常感谢您，我解决了所有问题，我除掉了我的敌人，各种各样的事。”但是我什
么都没有做！是你的光清除了这些黑暗。如果你们是无明的，那么也只有光能够清除你们无明的黑暗。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
光的力量有多强大。正如你们在这可以看到，每束光都给予如此多，不仅有能量，还有完整的画面，因此你们才能理解。比如，
你们可以辨别某人是否为自觉的灵，并不需要靠近那人，或特别在意那人或其他什么，你们就是会知道此人是否一个自觉的灵。
我有许多的亲身经历发现人们并不知道谁是自觉的灵，非常令人惊讶。如果你们知道谁是自觉的灵，那么一半的问题都会得到解
决。现在第二点是，如何让那人相信他能够做些什么，我发现霎哈嘉瑜伽士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他们能在世界各地做出非常伟
大的工作，他们能发现许多平常人无法发现的事。但霎哈嘉瑜伽士可以立刻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何种类型的人。 这便是区别所在，
那意味着你了解真实的事：关于每个人的真相，关于整体大局的真相，关于谁在自吹自擂或在编造谎言，或某种虚伪的真相。这

并不难，因为现在你们有这种眼力，用你们的光，你们能够看到何人不妥，何人妥当。这样的祝福赐予你，令你们不受任何欺骗
，也因为你们是由上天看护的，时刻受着上天的指引。一定要对上天有信心，对神有信心，那是非常重要的。就如你们相信蜡烛
那样，相信神会赐予你光，会指引你的道路，会带你去到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我是说，有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我与你们同在
的体验，我没告诉过你们有多少人都给我写信，说他们如何发现事情在成就。除此之外，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善待彼此，我们
不说谎话，我们不伤害任何人。那意味着我们大大超越了人类所有的缺陷，这只是因为那光。你们能看到自己在何处摇摆退缩，
你看清楚这些只是为了你自己。为此，我想冥想是最重要的事。 你们每天都应当冥想。那些不冥想的人会跌落下去，因为冥想就
像给油灯添油。那些不冥想的，且认为自己应不需要冥想的人，是错误可悲的，他们必须早晚冥想。问题是每件事都如此触手可
得，如此轻易简单，以致他们并不明白冥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不是你们，而是有很多我知道已得到自觉的人，他们并不冥
想，他们风格迥异，他们的个性与众不同。冥想如此能够给人慰藉，与上天如此美妙的连接，而所有你们的问题都会在冥想的状
态中得到解决。若你们不去冥想，你们不用冥想这种方式，那你们的光可能会暗淡下去，它将无法给你们充足的光。这是很重要
的，非常重要。在冥想中去发现你自己，发现别人。 很多人问如何冥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进入到无思虑的觉醒状态。试着进
入无思虑的觉醒状态，若你们能进入无思虑的境界，你们便完成了你们的工作，因为那是你们与真理、与实相、与喜乐、与根本
的每样事物同在的境界。 冥想时，不要企图从中产生某种功能，不要那样。冥想是让你自己宁静下来，让你的思维宁静下来，进
入你内在的深海之中。假如你不那样做，如果你不冥想，我可以立刻认出谁有冥想而谁没有。那对我一点也不费力。那些不冥想
的人总是摇摆不定，他们很迷惑，他们不能理解。那便是为何冥想是霎哈嘉瑜伽中头等重要的事。 正如灯能发光是因电流的流动
，你们能够看见是因为蜡烛的燃烧；同样的，冥想是一种能够持续运用上天力量的方式。它会减少你们所有的欲望，不但如此，
还会带走所有负面的想法，它能带走所有消极的事物。若你能那样冥想，那么在无思虑的觉醒状态中，你将惊讶你如何从内在和
外在获得帮助。它是种巨大的力量在运作着，即这种无思虑的觉醒状态，所以那些不冥想的人不会因着霎哈嘉瑜伽的好处而走得
更远。我们应尝试去冥想，上升至无思虑觉醒的境界。那么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在无思虑的觉醒中，会发生的是，你得
到信心，得到对神完全的信心。你知道你自己拥有那信心。我见过来自Dharamsala霎哈嘉学校的孩子极其自信，也极其谦卑’我问
他们：“你们是怎样做的？”他们说：“母亲，我们会冥想。我们傍晚在学校冥想，冥想对我们帮助很大。”想想这些小孩子说的话，
为何你们不能明白这点：冥想会带给你们安全感，它会给予你们真正的启迪以及与神完全的连接。若没有与上天的连接，练习霎
哈嘉瑜伽又有何用处？ 我知道人们谁有冥想，谁进入到他们内在的存有，谁发展良好，而且我也知道谁是肤浅的人。你的深度便
是体现在无思虑的觉醒中，这是你们应该达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看着任何事物，若你们是无思虑的觉醒状态，那么你们真
的会成为它的反映。就是那样来成就。我不知道你们能保持在那个状态中多久，但即使你能达到它只有一秒钟，你便会开始越来
越多地达到。关于冥想我之前说过很多，但今天当我看到这么多点燃着的蜡烛，我想他们都在冥想中。它们都在冥想状态，他们
就是那样在点燃着。同样的道理，我知道哪些霎哈嘉瑜伽士有冥想，而那些没有冥想的，我也知道。若他们有问题，我也知道问
题的原因所在。 重点是你与上天的连接，那只有当你冥想时进入无思虑觉醒状态才能实现。上天的力量在这个点起作用，在这个
点它会帮助你。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成功的，上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你的。所以，无思虑觉醒状态是你们首先应该达到的
，这非常的重要。那之后，我们可以达到其他阶段，但是第一步是无思虑的觉醒状态。 达到无思虑觉醒状态非常重要，因为随后
便不会再有来自左右脉、过去和将来的思维。你就在当下，这是你们所有人都拥有的（状态）。并非因为我是这么跟你们说的，
而这的确是你们所有人都拥有的，但要稳定你们自己。你必须将自己稳定在无思虑的觉醒状态。能维持多久——那不重要。重点
是，一旦你达到它，你就将持续达到它。许多人冥想，但他们的思想却忙个不停，他们还不在无思虑觉醒的状态。现在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若你要成长，你绝对应在无思虑觉醒状态中与上天连接。你不必祈祷，你不必呼唤任何人，什么都不用。它就是那
么有效，因为它就在你之内。所有这些思想都从你大脑的左右两边轰炸你。那些出现在你头脑中的思维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它们
不会支持你，你自己就是一个海洋。你必须进入那无思虑的觉醒状态。 这种状态在一切伟大的著作中通常都有所描述，但却没有
我告诉你们的这样清楚。我不是说那些未达到无思虑状态的人一无是处——不是那样。但请尝试一番。你们全都可以进入无思虑
的觉醒状态，即便是一秒，若你们这样想，那是个不错的主意。然后你可以继续延长那一秒。 我想这是一种反映式的大脑。当你
看到什么，你便变得无思虑，然后你的大脑反映出你所见到的深度，那便是你们所有人真正成为极富创造力的霎哈嘉瑜伽士的方
式。我发现，并没有太多人建立了无思虑的觉醒状态，这并不好。 今天，在光明节这个日子，我要说，你们要通过无思虑的觉醒
状态来启迪你们自己。这并不难，它就在你们内在，因为思虑是来自这边和那边。它们不是你的脑波，不是！只是你自己的反应
。但如果你在真正意义上去冥想，那么你会进入无思虑觉醒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无聊的思想，对你毫无用处的思想
，都将消失。它们从那消失，然后你才可能成长起来。你会成长得非常好。很多在这的人会说“母亲，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状态。”试
试看，试试看。我不相信你们不能达到。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有这个心念“我能达到”，然后你便达到。在此过程中，你不必放弃任何
事，你不必去看任何东西，只是入静，你将惊讶于它怎样成就出来。当然，你们非常多的人已经在那个境界中，你们大多数的人
（已经在）。但我仍要说，延长那无思虑的觉醒状态，扩展那个领域。 今天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是光明节。光明节被认为是觉醒
之日，但这个觉醒是指内在的：你达致无思虑觉醒状态的程度。每件事都会成就出来，因为你就是无思虑觉醒的海洋。你在内在
拥有它。唯一的一件事是，你必须去发掘它。若你不去发掘，那么它便成就不出来。你们一定要去发掘它，然后你们会惊讶你们
是如此喜乐的源头，如此快乐的源头，我要说，是真正开悟的源头。 所以今天的主旨是：冥想时，要进入无思虑的觉醒状态。无
思虑是重要的，因为思维是你们自己所创造的。但若你们要与上天的创造合一，最低限度，你们必须达致无思虑的觉醒，若你们

真的成长，这个状态将会逐渐到来。而且，你们会惊叹，在一条极其宽广的道路上，你们将会怎样得到成长进入霎哈嘉瑜伽。
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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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格纳帕提普蕾2002年12月25日
大家圣诞快乐！
根据霎哈嘉瑜伽，基督安坐在你们的额轮。祂的一生都在描绘一个觉悟的灵的品格，在祂自己的生命中，祂要告诫的是你们不应
该有任何贪婪和欲望。
现在整个世界的人们贪婪的方式真是让人震惊。打从孩提时候开始， 我们的孩子就学会了要这个要那个。只有对生命完全的满足
才可以给予你那种平和、平衡，使你不再追求物质。如今，甚至印度人也都已经变得很西化了，连他们也非常渴望要拥有这个、
那个。事实上，现在在美国，突然发生这样的事，人们正变得追求灵性。他们追求灵性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任
何满足。但是我们看看祂的人生，基督伟大的人生。首先，祂出生在一个小棚屋里，就像你们远道而来见到了他们许多人那样，
非常满足；祂被放在一个小摇篮里，用干草，非常干的草盖着。 你可以想象吗？然后祂的生命牺牲在了十字架上。
这完全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因为祂拥有一种力量，灵性的力量，祂可以牺牲任何东西。祂甚至牺牲了祂的生命。所以你可以
了解基督的伟大来自于祂伟大的灵性品格。虽然全世界崇拜着同一个基督，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在怎样追求
着物质你会大为吃惊。他们所有行业的运转都伴随着他们在制造什么的巨大故事及他们有多少财富的吹嘘。他们会在脖子上挂个
十字架以显示他们是基督徒。首先，人们永远也不必带那个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但是由于伪善他们用来做装饰，他们是另一个极
端的基督徒。
不仅他们，就连他们的妻子、孩子都是很贪婪的人，自认为应该拥有这个、应该拥有那个。
但是现在印度人在很大程度上也追求着同样的东西。然而他们要什么呢？ 他们认为得到身边所有的这些东西，自己就可以很安逸
。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在渴求，甚至不能享受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很奇怪的是，像在美国这样号称没有贪污腐败的国家，却有
人在赚大钱，他们本应该是基督的门徒。实在超出我的理解。印度曾经是个非常神圣的国家，在那里圣人们被尊重；但是现在印
度却降低到如此低的贪婪的层次，真是无法理解这些人。
我们可以说他们还不算真正跟随基督的。那些跟随过基督的，包括这里的基督徒，他们是最糟的。他们过着非常西式、非常贪婪
的生活，但他们称呼自己为基督徒。但是基督向人明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需要任何东西。祂有如此伟大的人格，如此伟大的降世
，到处受到尊敬；因为祂牺牲的力量是至高的；不是因为祂拥有一辆大轿车，拥有一栋大房子，都不是，只是因为祂是一个如此
谦卑的人。祂的一生是很了不起的。今天祂统领着这么多人的心，尽管祂生来是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也是
个很贫穷的人。
所以，那些追求金钱的人不可能是基督徒，边都沾不上。祂是如此幸福喜乐。祂帮助穷人，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因为祂明白他
们的问题，因为祂能感受到他们。祂尽力去帮助各种病人、穷人,但是今天的世界却变得如此荒唐以至于他们帮助各个国家去斗争
。他们创建基督教去斗争。在这个国家，基督教在做些什么？就只是建立大的权力以制造很多基督徒。我在很多地方听说过他们
怎样将人们转变成基督徒。基督甚至从未转变过一个灵魂。祂想给予的是转化，就像你们都获得的那样，而不是改变宗教或改变
你的胎记，不是。结果祂真正得到的却是这些追逐欲望和贪婪的、没有用的三等民众。有时我也为自己担心，我希望我的门徒们
和我的孩子们不会做出违反霎哈嘉、违反霎哈嘉原则的事情。霎哈嘉其中一条原则就是你要去帮助人，那些被压制的人们，那些
还没有获得自觉的人。你要去给他们自觉。世界运行的方式不是我们提供帮助给那些在毁灭世界的人。如果我们要拯救这个国家
，拯救这整个世界，我们就要变得像基督一样。
发展你牺牲的性格。它会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灵。试着去发展那帮助他人的性格。在我的生活中我知道一
些很了不起的人，他们总是愿意去给予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他们是具有如此了不起的品格的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授予奖状或
任何东西，却非常开心可以帮到他人。今天非常非常难过，在这个国家这么多人曾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去获得独立和自由，然而现
在，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同一批人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又或者不同的人，本该在治理这个国家，本该在负责任，却在挣钱。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在这个国家曾经我们也有很多人极其付出，他们是领袖。但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像这样？你们当中有多
少人愿意舍得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给他人？你们会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人？很悲哀那些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跟随基督，我们
也变得一样。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生意，或者不应该赚钱。你可以，但你应该记住所有这些事你在为谁而做。你准备怎么处理
它们？这些钱，你们准备拿来做什么？事实上，我们应该找出在至少一年内我们曾给予他人一件我们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们要牺
牲自己，不是，那样太过了点，但是你们是否至少可以为他人牺牲你们一点点的舒适？
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是非常善良、非常善良和爱他人的。如果你不是那样，你不是霎哈嘉瑜伽士。 首先，你应该善良，有爱心，理
解周围的问题，然后尽你可能地帮助更多的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就连霎哈嘉瑜伽士也不明白他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他们与
基督在同一个道上。他们是自觉的灵。他们必须有这种觉知意识。他们必须与其他的人合一，应该在自己的内在感知到基督的那
种牺牲；祂是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发展我们的额轮、消除我们的自我、打败我们的自我。而我们却是如此自我中心，以至于祂
无论做了什么都是种浪费，人们不理解，他们没有吸收祂的品格和祂的生命，这非常糟糕。对我们来说，祂为所有自觉的灵带来
了非常伟大的信息。祂是个非常伟大的榜样。
你们知道的，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我总是想着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已经开办了很多这样的机构，你们都很了解。最
近我开始为德里的贫苦妇女和孤儿做些事情。我付了大部分的钱，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不让霎哈嘉瑜伽士们付点钱结
束呢”，然后他们付了，他们真的付了。在德里我要祝贺他们为其他霎哈嘉瑜伽士做出了好榜样。我很惊奇他们是怎样为这个大机
构筹到这么多钱的。这是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在我们国家里妇女在经受着怎样的痛苦，这些贫苦的妇女在经受着什么样的痛苦。
她们被丈夫抛弃，不是由于她们的错，不是。就像那样，为一些奇怪的念头，她们和孩子一起被抛弃在大街上。在穆斯林家庭中
更多，更糟糕。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应该试着做些事情，至少把她们的注意力带回到她们的命运和她们的困难上，这样她们可以重
新生活，自给自足。我想这是所有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去看看周围谁需要你的帮助。不要只是为你自己而活，为你自己获取，
为你自己赚钱，而是要尽量去提供帮助，帮助那些真正可以帮到的人，然后他们会说“是霎哈嘉瑜伽士为他们做了这些。”
我有很多帮助他人的想法，我也将尽量去帮助他们，不管我有多少钱，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决定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尤其这个国
家已经分裂成至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富人，另一部分是很穷的人。这些穷人让我揪心痛苦。我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这是个
如此大的群体。不过如果你们决定，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你们可以到处走走，然后你们可以找到帮助这些赤贫者的方式和方法。
他们绝对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你们也有能力做到。带着摩诃拉希什米的祝福，你们已装备完好。尽量去帮助穷人，尽量去帮助
那些有严重困难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霎哈嘉瑜伽士，别期望他们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他们不会。在基督时代有多少人是霎哈嘉
瑜伽士？有多少人可以了解人类问题的深度。但是基督做到了，祂为了人类的罪恶牺牲了祂的生命，你可以想象吗？
今天是带着极大的喜乐庆祝基督诞生的日子，而祂必须去经历那样的诞生和一生，没有人愿意有那样的一生。但是我们要了解祂
的本质，追求贪婪是疯狂的。贪婪没有终点。那些贪婪的人永远贪婪。他们要钱，要这个、那个。为什么不看看其他人，他们需
要什么？ 因为我们处于集体意识中，我们应该了解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我知道在这个现今充满广告促销的
时代这很困难，但是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必须是正常的人。我们要去面对它，以圣人的方式去面对它，用你们特殊的力量
尽量去摧毁这些罪恶。
今天对我和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大喜乐的日子。同时我看到基督的一生——如此短的一生——是多么悲惨。不是因为贫穷，不
是，而是因为祂必须去经历的被憎恨与被折磨。祂不在意贫穷，祂没有写任何有关贫穷的东西。让祂感到很糟糕的是事物错误的
运作方式和致使人们受到压迫的生活方式。祂自己承担了所有的痛苦以解决问题。祂创造基督徒但他们所为却是荒唐的，只是荒
唐。没有意义，对于基督的一生没有意义，对祂伟大工作的丰富成果没有意义。
所以当我们在庆祝祂生日的时候我们也要庆祝祂牺牲的能力，祂爱的力量。现在霎哈嘉瑜伽士已经成为很好的人，很有爱心的人
，关于这点毫无疑问，但我想贪婪还是存在。贪婪没有止境，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看到有些人非常疯狂。像在美国，他们发现那
里每一个机构或公司的老总都非常有钱，他们有25架飞机，和大概50辆车，超过50辆。他们要开着这50辆车出行吗？怎样开？一
只脚在这一辆车，另一只脚在另外一辆车吗？但是他们却有，所有这种疯狂；然后他们说——现在他们无话可说，类似这样的。
但是现在都被充公了。
你拿这种品性的人怎么办？拥有25架飞机和50辆车不是很疯狂的一件事吗？而且他们还为自己想个没完没了，真是愚蠢。当他们
死了，所有这些都将结束。在美国，这个滑稽的地方，他们正为着什么事情而争战。在那里你可以明白贪婪带你走向哪里。有一

个例子，一位很年轻的女士嫁给了一个很老很老的男人，非常老。当他死了，他把他所有的钱留给了这位年轻的女士。所以他儿
子跑来说道，“我当他的儿子那么多年了，怎么可以让这位女士拿走所有的钱?
”她得到了几十亿，但她却想拥有全部，所以她找借口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为这位老人家，我牺牲了很多很多，” 然后这个、
那个。这些人为人处世的方式真是无耻，他们为了安逸、安逸、安逸，一直要钱、要钱、要钱，却不感到羞耻。要理解人类真是
非常非常困难。一旦他们步入了歧途，他们可以到达任何程度。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牺牲。
我曾看到——当甘地呼吁人们要牺牲，所有的妇女们放弃她们的饰物，抛弃她们的生命。她们被关进监狱，为获得独立做各种各
样的事情。然后她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独立？马上世界上所有的暴徒受到管制，世界上所有的小偷受到管制。
对于这样一个一切都很伟大和尊贵的地方变成荒芜之地你有什么话可说？你曾经是一个尊贵的人吗？

问问你自己，

你曾经尊贵吗？你曾经试着帮助他人吗？从基督的一生， 我们知道祂活在贫困中，祂是国王中的国王，但是祂活在贫困里，带着
优雅。祂为那些有罪的人，那些有困难的人做了一切——这么多，他一个人。现在你们有那么多人，你们都要做些事情。不要活
得像这些老板们一样，试着去了解，为了你的国家你们要牺牲一点你们的收入，一点你们的奢侈，因为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
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已经获得自觉。所以，你在干什么呢？你在问每一个人要钱还是你在给予每一个人你的爱？让我听听霎哈
嘉瑜伽士给予爱与慈悲的故事。、
很抱歉在祂生日的这天，我要告诉你们关于你的（注：锡吕．玛塔吉很清楚地说的是“你的”但是可能意指“祂的”）一生，那是非常
非常痛苦的一生，好使我们去理解这样一位光荣的人物，一位如此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在祂的一生中，祂必须去经历很多苦难
，祂自己的人还困扰祂。祂自己的人试图利用祂。从霎哈嘉瑜伽士这里我也有过这种经历，他们想从霎哈嘉瑜伽赚钱，总是给我
找麻烦，他们想从我这里赚钱。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有很糟的价值观，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自觉的灵？
所以，我们要想想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帮到他人，我们可以为他人做些什么。这是我们要从基督的一生中学习的其中一点。事实
上我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可是我发现那些基督教徒是极度小气、肮脏的人。他们总是彼此算计，非常金钱取向。当我父亲进监狱
后，他们把我们赶出教堂。爱你的国家是一种罪，是吗？他们却这样做。当他回来，他成为了NAGPUR的市长，他们成了他最忠
实的崇拜者，他们列队欢迎，你看看 。我父亲只是笑笑说道,“看看这些愚蠢的人们。” 这是完全的愚蠢，这种贪婪、这种愚蠢要停
止。他们追逐金钱，追逐地位，追逐其他很糟糕的东西，其中一些人。不是霎哈嘉瑜伽士，但是他们这样做。
但是即使在霎哈嘉瑜伽士中，我也发现有些人非常金钱取向，他们从霎哈嘉瑜伽赚钱。我是这样没用的一个人，我不懂金钱，所
以他们可以愚弄我。好吧，没关系。在一起很多年，他们都在愚弄我，没关系。现在怎么办呢？我要钱做什么？这是个问题。问
题是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不是很金钱取向，其他人便会掠夺你。 我说让他们抢吧，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但我不能发展这样的
品性。问人要钱，我不能。我接受你给我的任何解释，我接受你说的任何话。我知道它是有罪的，它是错误的。如果他们没有意
识到，我没办法。所有这样的人他们都会被毁灭。我知道。但是怎么办呢，如果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从霎哈嘉瑜伽赚钱，你可以
想象吗？做这样愚蠢的事情。非常庸俗，非常糟糕。我要求你们全部都要超越金钱，超越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你们也永远不会
挨饿，你们永远不会有问题。但是不要跟这些荒谬的东西混在一起。这是神的工作，你不应该从中赚钱，绝不可以。从基督伟大
的一生中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祂生来是个非常谦卑的人，祂做了如此伟大的事情，祂试图改善我们的额轮，即使现在你
想起祂你的额轮也会妥当，不妥结束了。
我知道还有些霎哈嘉瑜伽士总是非常匆忙，他们总是在催促自己。为了什么?
你要什么？时时刻刻他们总是在赶，就像其他愚蠢的人一样。
所以去感受你内在的满足，就像基督一样，你要冥想、内省，去发觉“你是个感到满足的人吗？”
你在生活中必须非常满足，否则拥有霎哈嘉瑜伽没有用， 获得自觉没有用。我从心里祝福你们，以基督为榜样，吸收基督的品格
，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把整个世界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
愿神祝福你们！

2003-0913, 格涅沙崇拜
View online.
格涅沙崇拜 卡贝拉 2003年9月13日 (锡吕・玛塔吉邀请孩子们上前并坐在台上)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小孩子。他们就是神圣的化身，
带领人类进入伟大的进程。人类必然受到看顾，他们是明日的人类，而我们是今日的。我们给予他们什么，好让他们跟随呢？什
么是他们人生的目标呢？非常非常困难去说。但在霎哈嘉瑜伽内，他们将来全部都会走进正确的路途，他们行事正当。我们将会
有一群与众不同的霎哈嘉瑜伽士涌现。 但这是成年的霎哈嘉瑜伽士的责任去照顾他们，他们要有较好的道德标准，较好的生活。
这样他们会跟从你的生活。成为真正良好的霎哈嘉瑜伽士。这是很大的责任。可能我们没有认清这些，我们还是不明白。所有这
些小人类都跟随伟大灵的形象，也应这样敎育他们，以这种态度尊重他们，并以很大的关怀去爱他们。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
年长一辈的问题是没有考虑过要顾及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我们以为自己太聪明，太好了，不用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这
是年长一辈的问题。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敬拜格涅沙，我们应明了他们就是锡吕格涅沙的化身，他们应该得到正确的注意力及正确
的理解。我发现有些孩子行为表现非常良好，他们的行为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而有些则不知自己要做些什么。所以这是年长一
辈的责任去把信念放在他们的脑袋里，并正确地了解他们，让他们得到自尊。我会对要照顾年幼弟妹的年长霎哈嘉瑜伽士说同一
番话。在这个我们称为霎哈嘉瑜伽士的大家庭内，有各种各样的人和行为。当然他们不应被严厉地控制，在大家庭内也不应千篇
一律；但在不同中应存在美丽

个人与他人一起相处的美丽。 为此，我们该怎么做是一个问题。年长者该做什么去达到此呢？什

么是我们对他们生命的实在「贡献」呢？第一件要告诉他们的是神圣的格涅沙，还有格涅沙的特性，以及祂所代表的。祂代表什
么？祂有什么特性？当他们开始明了，作为一个小男孩，祂是那么慷慨，那么仁慈，那么宽容
他们将会惊讶，因为他们同样是年幼的；他们将跟从这种生活。 我发现这儿有些孩子非常通情达理，非常的好。有些是顽皮的，
也有些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做什么。不论如何，他们始终都只是孩子。我们要做的是照顾他们，尊重他们，给予他们有关锡吕‧格涅
沙的全面形象。我想你们各人家中都应该有一尊神圣格涅沙的雕像。这样孩子在看见那尊雕像时会问：「这是谁？祂正在做什么
？」你会惊讶他们是怎样明了祂，怎样明了祂的特性；他们是怎样弄明白的。对你们所有人来说，在你们家中放一尊锡吕‧格涅沙
是重要的，你们可对你们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变得像祂一样。」 现在谈谈什么是锡吕‧格涅沙的特性。他们不会明白贞洁，他们
太年幼了，他们不会明白那些特性。但他们会明白一种特性，就是诚实，他们要诚实。 你们会慢慢发现所有麻烦都会减少，事情
会得到解决。虽然你们见到他们不明白我的演讲，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们内里有什么，都会显示出来
很清楚的显示

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天真，那么简单。他们的纯真帮助他们向实相显露。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照顾你们的孩子，正确地指引他们，带领他们进入另一个理解力的水平
他们会理解自己身处什么位置，应有甚么特质，为何会受到尊重。你们会惊讶他们的行为将改变其他孩子的行为。 我必须要说的
是没有人会因为你可以保持安静，安静地坐着及诸如此类，而觉得你是非常成熟的。你们之所以成熟，只因为你们接收到锡吕‧格
涅沙的特质。我曾见过一些很成熟的人，他们连贞洁、诚实这样简单的特质也没有。他们没有，他们也不会拥有，因为他们没有
想过这是重要的。所以，我嘱咐你们去寻找在你们之内的锡吕‧格涅沙。 我享受与小孩在一起，因为他们是那么天真及单纯。我非
常非常喜欢他们。所以，你们不应害怕他们天真淘气的行为或被他们吓倒。相反，你们应明白，他们配得上更多的爱，更多的谅
解，更大的领域去成长。我希望当他们到达你们的年纪时，他们会是伟大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将会明白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我
要面对成年人众多的荒唐，但他们将不会如此。他们会是非常简单，非常甜美，他们会明白爱。 所以我说我们要让这些孩子到外
面玩，让一些人照顾他们。你们将会得到平和(没有人有举动，孩子们仍旧坐在台上，动也不动。)谁可以把他们带走？(笑声)
你们可以给我花朵。如果你们有花朵，我会接受的(孩子们开始献花。)我们每人都听到她说

谢谢……很是感谢……谢谢……。

Shri Mataji: What is it? Boy: Chocolate. Sahaja Yogi: Chocolate. Boy: Yes, chocolate. Sahaja Yogi: Chocolate. Chocolate, Shri
Mataji. Shri Mataji: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 boy offers one flower] Thank you. [Shri Mataji continues receiving
flowers from childre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vinash: Can we have some volunteers? Please, take the children out.
Shri Mataji would like the children to play outside. Can we have some mothers, some aunties if they can please take them out?
So we can proceed, please. Any volunteers, anyone? If Yuva Shakti… You’ll get as much vibrations, please.

2003-1109, 光明节普祭
View online.
光明节普祭 2003年11月9日 美国 洛杉矶 今天是光明节这一伟大的日子。意味着今天要把灯点亮，把你们的心灯点亮，排放在一
起，让光芒更加明亮，让世界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也在传播着这巨大的喜乐。但问
题也存在，正如他们所说。但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因为没有黑暗，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黑暗。我们只看见一排排的灯光
、灯光、灯光。 那么欠缺的是什么呢？欠缺的是我们的真诚。我们必须对自己非常真诚，因为这不只是一种从外在借来的爱或者
借来的喜乐，而是来自内在的源头，它不停地在流动，流动，流动。因此那源头要被唤醒，爱要流动。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如嫉妒、竞争和那些毁坏我们的东西，必须被冲刷掉。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爱，它是可以被洗涤的。 今天是传播爱、传播爱之光
的日子，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启迪、感到喜乐，忘记这些琐碎的事情。我很高兴你们已经找到一些礼堂，能够找到是非常幸运的，
人们非常担心找到礼堂（的事）。但事情刚好就发生了，所以你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命运也都受到引领和照顾。你们已是受到
祝福的人，这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担心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一切都会成就得很好，你会看到，如果你把这留给命运，其非常
崇高、非常伟大----在你自己的命运中，你会走得很远。 这是排灯节对你们所有人的承诺，你们会达到生命中最崇高和最高贵的生
活方式。我说的每个字都会被证明，我所说的会成就。不管你有什么微小的问题都会被冲刷掉。所有这些都是来自上天的讯息，
你不必担心关于金钱、关于工作的琐碎的事情，那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天命会解决这些事情。你拥有一个承诺，你会获得照顾。
我希望你相信那个承诺，并感受到至高的喜乐。我衷心祝福你们所有人，过一个非常幸福、繁荣的排灯节。 非常感谢你们！ H.H.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 神圣的锡吕•玛塔吉•涅马拉•德维

2003-1225, 圣诞崇拜
View online.
圣诞崇拜 印度格纳帕提普蕾 2003年12月25日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因为我们将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祂拥有如此伟大的灵性品格
，要在十字架上受难。一个有祂那样的才干、地位和灵性的人，生命却要经历如此多的磨难，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容易理解
的是，祂是在与祂相背离、与上天力量完全背道而驰的氛围下出生的。所以，为了对抗那力量，人们想方设法要毁灭耶稣基督。
但祂并未感到痛苦，祂并未感到那些人的荒谬，相反，祂以巨大勇气和伟大的尊严经历了所有的磨难。 因此，对我们而言，需要
明白的是，如果你是神圣的，如果你拥有上天的力量，那么，你将拥有勇气，因这勇气你能面对各种磨难。总的来说，不论你在
地球上身处何处，都会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可能是皇氏家族，或者你也可能是个穷人，总是会有你要面对的问题。但是，耶
稣通过祂的生活表明，虽然祂必须遭受如此之多，祂却是如此耐心地充满勇气。祂的生活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面对人们出
于无知而带来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应该如何言行。 此外，今天还是个开心的日子，因为今天是祂的生日。我们将一起欢庆，因为
祂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新的灵性之路，人必须要经历的这样一条路。由于当时许多人的无知，祂受了很大的苦，但今天情況没那么
糟，人们能明白灵性和神性。而且现在你们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在这些磨难中，基督从未哭泣流泪。祂以一种刚毅的态度，承受
了所有一切。所以从祂的一生，我们应该学懂毫无畏惧。无论何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应害怕。但时代已经改变，人们不
会因你的灵性而去折磨任何人。这样的事不会再有——它已经终结。基督已经把这些东西从人类的思想中完全清除了，人们因为
你们有灵性而尊重你们。

这就是基督生命的资讯，我们应当庆幸的是，祂向我们展示出一条道路[不清晰：有四个特征……]。霎

哈嘉瑜伽的资讯也是如此——你得到你的自觉，你过上灵性的生活，一切都将成就，因为所有的神圣力量都与你同在。祂们会为
你成就一切，而且可以说你们有那么多人都已得到见证。所以，基督的这种人生，你们无需经历；祂已替代我们承受。你的人生
将会非常非常安全、宁静而充满喜乐。这些不必我告诉你，你们一定已经验证到。目前，依然还是有一些非常残酷、非常荒谬、
富有侵略性的人，但是尽管如此，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们。生活已经大不一样。而我们要感谢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祂承担了一切
，经历了那些磨难。[磁带的其他部分是印地语] 下面从印地语翻译而来。 今天是基督的诞辰，我们一起满怀喜悦地庆祝祂的生日
。我们还知道基督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我们的努力却远远不及。但耶稣基督受过多少苦……我们也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无需这样地付出，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已经改变了。在这变化的社会中，灵性生活变得非常重要。 许多障碍因这种灵性
的生活而被清除。由此，我们可以解決我们的身体问题，我们可以解決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可以解決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可
以解決整个世界的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整个人类的生活都会转变成一种灵性的生活。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明白，一方面耶稣
基督，祂在灵性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在灵性上也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就——因此世界才开始变得宁静。 许多问题正
在得到解決，而人类也已经认识到灵性生活的重要性。这种改变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我个人是无法做什么，我处在和基督同样
的境地中。我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有了很多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正因为你们，许多问
题都被解決，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人们逐渐知道这都是得益于霎哈嘉瑜伽。 许多改变都将会出现，不只为了某一个人
，而是为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全世界，整个社会都将改变。你们所有人正在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用马拉地语讲。
耶稣的生活非常悲惨，但祂怀着爱来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灵——这样的人不会有丝毫伤感。正因如此，
我们已过上灵性生活，现在我们要把这种灵性生活带给每个人。人们在一旁观察着我们的生活，看到我们如此的幸福喜悦，他们
感到非常的震惊。当他们意识到这些事情都出现在霎哈嘉瑜伽中，他们便也进入霎哈嘉瑜伽中来。
这是件极大的好事，而你们也已得到这种祝福。你们要好好珍惜这祝福，用心对待，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把这祝福给予每一个人。
你们全都得到这祝福——现在让別人也得到这喜乐。所以，所有霎哈嘉瑜伽士都要试着把霎哈嘉瑜伽带给每个人。 霎哈嘉瑜伽已
在全球范围传播，但数量仍然有限。霎哈嘉瑜伽应传播得更远更广。耶稣基督只有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却将基督教普传——不
过也造成了许多错误。 所以你们要铭记在心，当我们传播霎哈嘉瑜伽时，我们不应犯任何错误。我们应该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来
传播，并没有那么困难。 这件事，上主已经将力量和才智赐予你们，你们要懂得运用。我完全相信，你们能夠创造出许多霎哈嘉
瑜伽士，你们要尝试将霎哈嘉瑜伽带给每个人，时刻考虑能把霎哈嘉瑜伽带给谁。 因此我祝福你们，这是你们一项非常重大的责
任。因为你们来到霎哈嘉瑜伽，你们便负有这责任，从今天起，你们要牢记，一定要把霎哈嘉瑜伽带给每个人，不要只限于我们
范围之內。 愿神祝福你们！

2004-0509, 顶轮崇拜
View online.
顶轮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2004年5月9日

今天对霎哈嘉瑜伽士是很重要的，因为顶轮是在今天打开，这真是很有魅力的事件。我

从未期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成就到，但却成就了。你们很多人的顶轮已经打开。若非这样，你们不会知道什么是真理，你们会像其
它人一样迷失。 首先，顶轮是我们能察觉，能了解，能知道实相的唯一途径。你们因此知道什么是实相，享受自己知道实相。
顶轮被打开是一份很大的祝福，你们所有人都得到自觉。不然，任何话都只是空话，没有意义，人理解不了，所以为什么我最渴
望的是打开顶轮。它成就到，成就得很好，你们的顶轮全都已经打开，这是很了不起的。没有人相信这么多人的顶轮已经打开，
我却可以清楚的看到你们头上的光。

无论你成就了什么，都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无庸置疑。因为真诚的追寻，你得到了。我所

做的不算什么，你们就像一盏灯，我只是把它点亮，只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们已经到达了状态，被唤醒的状态
。你得到是因为你渴求，你把它成就到，你自己做到，这是很令人敬佩的，功劳不在我，因为我的顶轮已经打开了，但在你们身
上成就到也令我感到很喜乐。

现在你会明白，因为若顶轮还未打开，你不能向人谈论，不能向他们说什么，他们就是不懂。顶

轮打开后，你们的理解力提高了很多，这都在我们全部人身上发生。我很高兴这么多坐在这里的人的顶轮打开了，还有很多人还
没来。

人类的顶轮能大规模集体地打开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藉此你知道真理，绝对的真理。得到自觉后，你知道的都是绝对的

真理，你不再争论，不再质疑，你就是知道，你接受它为知识。它在这里是很美好的，但它仍未打开，当它打开后，人们就会理
解我，理解上天的律法。

顶轮打开是上天给予你的祝福，你可以说︰「母亲，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不是这样。你对真理的追

寻是那么热切，那么肯定，你想知道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成就到。不然，无论多少金钱，多少努力都帮不了你，顶轮必须
自己打开，全是由你所建立的。我要说，是你为自己带来这件美丽的事情，功劳完全不在我，我肯定的说，是我令你明白你要打
开顶轮是很重要的，不再争论，不再有任何建议，只要你的顶轮打开，它自会告诉你什么是真理。

在这漂亮的境况下，你的母

亲可以说什么？我只能说你们要活在实相中，活在理解中。每事每物你都找到真理，我们怎样运用这真理就是我们的成就。

人

迷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从书本而来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必须来自内在，来自自己的内在，你要明白，这能发生是因
为顶轮打开了。在所有国家，它发生了，也会发生在全世界，很多人会得到自觉。我感到你们唯一是不要有情感的执着，只能有
对实相的执着，它就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已经成就了。你有能力给别人自觉，你会明白得到自觉是何等重要。除非你运用它，
否则你是不会知道自觉的力量。所以你必须学习怎样运用这个在你内在的力量，它开始运作，给予你这样巨大的能耐。

我的健

康变差了，不管如何，我已经老了，但当我向你演说，我仍不感到疲倦，我对有这么多霎哈嘉瑜伽士感到很着迷，那么多的顶轮
已经打开了，他们都享受他们的顶轮。
事实上，我喜欢你们向我问问题，你也可以把问题写下寄给我，我会尝试解答，这会是更好的主意。
非常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在霎哈嘉中成长，在你的存有中成长，愿神祝福你们，赐给你们所有的祝福。

2004-0704, 导师崇拜
View online.
导师崇拜 意大利卡贝拉 2004年7月4日 在导师崇拜能看到这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令我感到极大的喜悦。我十分满足看到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门徒。我从未料到有这么多人追随我，我期望你们都能遵从我爱的讯息。我不需要说任何关于爱的事情。爱绝对是天
赋的，天赋去感受他人的感受。不需要谈论爱，讨论爱，甚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感受爱。要感受爱，必须要有一颗真心，如何可
以拥有一颗真心？甚么也不需要做，它就在这里，与生俱来的，你已经拥有，它令你能感受爱。爱是令人喜悦，令人和平。爱有
它的品质，其一是体谅。体谅不能以言语，以思维上来理解，只能内在的去理解，去感受，这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
识到爱只能感受，不能谈论，也无法向人展示，爱是内在的，只能去感受。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你庆祝导师崇拜，这个庆祝让你
感受对导师的爱，这份感觉是内在的，你只能在内里感受到它，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爱是不能展示出来，是份内在的感觉，你知道
自己拥有上天的爱。你能有此感觉是因为它就在这里。没有人能把这份爱给你，没有人能把这份爱售卖给你，也没有人能与你分
享这份爱，它就在这里。这份爱只能去感受，去分享。这与他人无关，不管他人爱不爱你，都毫无分别，它是在你内里，这份感
觉，这种深度，你只是享受。这份爱的能耐，每个人都拥有，拥有很多很多。有时候你感到失去它；有时候你感到获得它。爱像
海洋般广阔丰盈，你不能说它今天满溢，明天则不是，它是永恒的。同样，爱的源头是永恒的，你无法量度它，这是很困难的。
它是超越人类所能表达的，它彰显你的了解，对爱的了解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来解释的。你自会知道︰「我内在有这种能去爱
的质量，我也享受这份内在的爱。」这是非常独特的天赋，只有少数人拥有。你发现人对动物也有爱，但这种爱没有深度，也没
有意义，是怀有目的的，这种爱与人类的爱是不一样的，它缺乏人类的爱的美，缺乏人类的爱的谅解。 以文字来解释或描述爱是
不容易的，你只能感受爱。当你能感受爱，你便能感觉谁是你的导师，谁在教导你，谁在说服你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生活，这些都
是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以人的角度是有可能的。但若要去爱，去享受爱，却并不容易，除非你完全渗入爱中。爱令
人满足，看到人彼此相爱是很令人愉快的，这份爱会散播开来。爱会带来爱。如果某人有爱，爱便会传播，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不需要承认爱，爱自会传播。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如何在他人身上看到爱。 不管如何，我们已经在爱中，因为这是自然而然(Sah
aj)的发生了。我们全都能够去爱并且享受爱。透过我们的面容，我们性格，我们的生活都显现我们在爱之中。如此不凡的事都变
得很平凡，很容易得到。我们能成为人类是非常大的祝福，爱的源头，对爱的感受都在这里。这是个复杂精细的情况，无法用言
语来解释，只能身处其中去享受。 今天是庆祝导师崇拜的日子，最伟大的导师是爱，自然而然的爱是我们内在的导师，他教导我
们，以不用方式指引我们，指引我们如何理解事物，我们因此不需要进大学，进任何敎育机构。这是某些内在的东西，它在运作
，在表达，像光一样表达。我们可以辨识出这类人，因为他们完全得到开悟。他们拥有光，透过光，他们看到的世界是既纯洁又
简单。我们很自然的爱我们的孩子，很自然的爱我们的父母，爱一些人。但这种爱与神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是有某种联
系，某种意义，这种爱是…不能用文字来描述，只能用内心去感受。 同样，当你谈及你的导师，你内在必须有这份爱。为何你能
有这样深的感受？原因是你的导师爱你，你也爱你的导师，这是你们要爱你们的导师的唯一理由，没有其他理由了。因为爱是如
其所如的，这就是为甚么导师在你的人生中是如此重要。有些人很爱他们的导师，对他们的爱有非常贞洁的了解。现在我们就有
机遇在这份伟大的爱中，在这里全心全意享受彼此的爱。在这爱的海洋中，我们只是沉醉其中。我们即使在这海洋中迷失，也不
会有任何问题，任何质疑。一切事情都在掌握之中，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没有任何的争论，任何疑问。这就是自然而然(sahaj)
，霎哈嘉的处事方式。如果你拥有这份爱，你会自得其乐，也享受与他人相处，因为这是很霎哈嘉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爱就在这里运作着。爱的感受是难以表达，它就在这里，爱不能表达出来是因为它是没法表达的。 你只能感
受爱。你想做许多事情，想帮助每个人，想帮助自己，想对别人行善。世界上很多伟大的领袖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正因他们
有爱。他们甚么也没有，只有爱，只有这份没法藏在心里的爱，所以他们把它传播开去。我们称他们为灵性导师(guru)、大师。以
这份内在的爱，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接近人，爱是不能占有，不能索取，它就在这里运作着，自动的运作。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爱
，这份爱是内在的。我们必须拥有知识，完全的知道我们就是爱，它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你能解释一切，你的所有行为，所
有过失，所有事情都能解释，当你知道你被赋予了这份爱。 导师就是你内在的爱，他想与别人分享爱，想给予别人爱，这就是平
和和喜乐。我可以一直不停的谈论爱，但最重要的还是去感受爱。像水一样，如果你渴了，我们可以给你水，但我们不能帮你喝
，你必须自己喝，自己去尝尝水的滋味，自己去感觉水是怎样的。这全是一起的，不能分割出来。 我不认为这个课题对你们是太
精微高深。你们全都对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希望这份爱能成长，你们全都能在爱中成长，并且享受爱。 愿神祝福你们

2007-0408, 复活节崇拜
View online.
复活节崇拜 印度浦那 2007年4月12日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我是在说今天是非常重要。对你，对你们都是新的开始。要明白
，到目前为止，你们都已经很努力的工作，你想做比你能力能做到更多的工作，这是你的欲望，这将会成就到，这肯定可以成就
到，若你的欲望很强，事情便会成就，你也会遇到帮助别人的好机会，就如你帮助自己一样，你是乐意这样做的。你决定去帮助
别人是非常好，他们全都应该得到祝福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做到。你拥有的领导能力必须给予别人，你们大部分人都只是把这能
力留给自己，你必须给予别人，让别人也可以在灵性上有所得到。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得到自觉，你们都很投入，都很愉快。感到
愉快和快乐，是你得到自觉的第一个征兆，你已经得到自觉，这个自觉，你也可以给予别人。 今天的特别之处是基督的重生只是
为了为我们做点事，所以今天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说，你今天必须明白，你已经取得给予别人自觉的力量，你已经取得
这力量，现在，你要运用它，那些已经得到自觉的人不要浪费他们的精力，也要把自觉给予别人。 这个世界充满纷乱，争执和战
斗依然持续着，你的责任和任务是向他们说，告诉他们，霎哈嘉瑜伽士最重要的是变得平和，他们必须享受霎哈嘉瑜伽的成果。
我肯定所有事情都可以成就，它可以成就在你们很多人身上，它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成就到。这并非空谈，而是有某些事情在发
生，所以要记着你们全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都值得得到很好的帮助，从我和从大能的神那里得到帮助。没有甚么可以令你心
烦意乱，各式各样不同的考验只为令你变好，我们因此取得成效。 你发觉霎哈嘉瑜伽士都是特别的，看到你们那么多人尝试得到
自觉，又或已经得到自觉是那么美好。有很多人想得到自觉，也有很多人已经得到自觉，他们可以为其他需要他们帮助的人做很
多事。 今天是你们决定自己未来的好日子，你必须决定你要帮助其他霎哈嘉瑜伽士，令更多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传播霎
哈嘉瑜伽。虽然你看到有很多问题，若更多人成为霎哈嘉瑜伽士，便不会有任何问题，全都得到解决。 我希望你们有运气，正确
和坚定的得到自觉，我希望你没有任何怀疑，若你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写给我。现在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人来到霎哈嘉瑜伽，这
是你的责任去令他们变成好的霎哈嘉瑜伽士，令他们享受这祝福，我很高兴见到你们这么多人到来，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 在基
督的一生，有很多伟大的事情发生，令祂变成，祂变成或祂已经是霎哈嘉瑜伽士，他尝试制造更多霎哈嘉瑜伽士，但那时候的人
，并没有你们那么有警觉性。你们都是追寻真理，已经找到真理的特别的人，你可以把它给予别人，不要只留给自己。若你已经
得到，不要视这是你得到自觉的最后机会，把机会也给予别人，我会常常与你一起，若你们任何人有任何个人或其他的问题，你
可以写给我。 我很抱歉在这特别的日子没有给予你们甚么。 愿神祝福你们。 May God bless you all. The official video ends here
but just after the talk ended and before the present giving, Shri Mataji also said the following: Once you have got Self Realization
you have to give it to others and respect it, that is important to respect it. I am sure it will work out; and you all look so good to Me
and I am sure that all of you will do i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ish anything I have started and I have to work hard to pull others
out so they can see the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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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再次见到你们真好，这是这个地方的第一次崇拜，我希望你们都很舒适和方便的到达这里。
今天真的是一个大日子，是太初之母(Adi
Shakti)，庆祝太初之母的日子。太初之母的起源，我从未说过，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们太初之母就是原初的母亲(Primordial
Mother)，她是力量，神的力量，这力量想创造这个世界，她想创造这个伟大的世界。
你们可不可以坐下？是否没有位置或其他原因？请坐下，他们为甚么还站着？在你们的后面有一些椅子，你们可以坐在椅子上。
请尽量坐得舒适一点，不要扭伤自己，我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地方舒适的坐下。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有关太初之母，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古老的课题。太初之母是神的力量，她创造这个世界，把祂的国度降临地上。 你试想像，甚么也没有，只有黑暗。她要从黑
暗中，创造所有这些漂亮的，美丽的树木以及各种植物，她真的创造了，但创造这些不懂说话，没有理解力的植物有甚么作用呢
？它们显示不了甚么。当然，有些树木和花朵，在接受漂亮的生命能量后，生长得很好，不是全部，只是部分。 例如，我必须告
诉你，在这里的花朵没有香气，所有花朵都没有香气，我曾经四处看看有没有花香。他们只令花朵长得很大，花朵都非常大，比
你在其他地方找到的花朵大得多，但它们却没有香气。在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哪里的花朵却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就算小花儿也是
极之芬芳。为甚么在印度的花朵有芬芳而其他地方的花朵却没有？有些花朵可能有一点香气，有些花朵生长得很漂亮，充满爱心
和关怀，但却完全没有香味，在印度很多野花也很香，这是甚么原因呢？他们说印度的泥土是有香气的，泥土又怎会有香气呢？
但这却是事实，我不是在说故事，在印度生长的花朵，大部分都充满香味，这是事实。在这里却并不是这样，在其他国家也不是
。若你到挪威，或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你不会找到有香气的花朵。为甚么没有芬芳的花朵，这是令人感到很震惊的。当世界
被创造时，是没有香味，但在某些地区，一些被我们称为印度和其他的特别地区却有香味，在这里和海外其他地方，令人不能相
信是竟然没有花朵是有香味的。 你们现在在这里出生，你们已经把香味带来，你们都是得到自觉的灵，你们已经得到可以传播的
香气。所以你们有双重责任，我视你们必须传播香气。这种香气是天生的，就算这泥土没有香气，人们的香气是在他们的品格中
，他们的言行中，他们的理解中和他们的平和中散发出来。我不是说他们很平静而是说他们散发平静。这种把香气散发出来代表
他们是芬芳的人，他们非常芬芳。人类的香气展现在他的本质，他的品格，他是怎样的人和他是怎样对待别人上。 所有国家仍未
意识到你必须变得芬芳，若他们意识到，所有战争都会结束，所有这样的事情都会结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属
于任何国家，不属于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神没有制造法国，是我们令它变成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因为不同
的国家而战争。这个国家不属于任何人，它是属于神，但人却愚蠢地因为国家而战争，只为「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国家。」
我曾经到过世界各地，我不会说任何国家是「我」的，因为若你拥有一个国家，你必须拥有香气，你必须令人感到你是来自充满
香气的国家，这是毋庸争辩的。但国与国之间却在战争，战争在各处都在发生，当你阅读报章，你常常会看到这种荒谬的事情在
发生，各国在战斗，国家越发展，战争越多。我却希望他们发展的是升进，属灵和芬芳。 我视这种人类争斗的灵是来自撒旦。他
们杀害自己，杀害其他人，毁灭整个世界。当你阅读报章，你会因为人类持续争战而感到羞愧。所以所有霎哈嘉瑜伽士一定不要
支持任何的争斗，他们来是为人类带来芬芳，带来快乐，带来喜乐而不是争斗。这是霎哈嘉瑜伽士其中一个首要责任，不是参与
任何憎恨，战斗，以及制造麻烦。这些争斗的灵摧毁泥土里的香气。若人们变得有爱心和有感情，泥土也会变得芬芳。 我们首先
要学的是爱每一个人，不憎恨任何人。仇恨方式有太多，这也是人性。动物会憎恨因为牠们是动物，人类不是动物。我们是人类
，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有爱心、有感情，而没有仇恨。你们作为霎哈嘉瑜伽士，我必须要说，你们必须发展爱的容量而不是争斗
或批评别人的容量。批评别人很容易，但你们必须明白，我们的泥土里没有芬芳。 我们可以怎样把香气带到这泥土？只要在这里
居住的人对别人有感情和爱心，这是最重要的。创造只能藉由慈爱才会发生，否则，大自然有甚么需要创造所有这些？为甚么创
造这些？是令你感到漂亮，所有这些树木都很漂亮是因为要令你感觉很好，感到与大自然合一。为此，我们人类并无任何贡献。
我不是说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是罕有的，他们很奇妙，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们视爱为最高。但你必须向人显示，你爱他
们是因为你想他们也爱别人。 创造世界是因为爱，否则，有甚么需要浪费精力在这些土地上，这些不同的国家？不要争斗，不要
互相憎恨，不要不停的想着自己，而是要去爱，去拥有更多兄弟姊妹。在霎哈嘉瑜伽，你感到你各处都拥有兄弟姊妹。今天当我
来，我很高兴看到有人来自欧洲各地，也有来自印度，这是怎会发生？因为你们已经发展了这种爱，拥有这种爱，这种天生的爱
，所以无论你到哪里，无论你遇到任何人，他们必定会说︰「我们见过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只是爱。」他们不介意你是甚么人，
你处于甚么的地位，他们只知道你是霎哈嘉瑜伽士，而霎哈嘉瑜伽士爱其他霎哈嘉瑜伽士，这是很大的成就，从未在这里发生，
因为这里的泥土没有香气，人类亦没有香气。但现在香气来临了，你们已经拥有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和互相理解的能耐，不去批
评，不去羞辱或中伤别人。我这样说是因为你们都是稀有的人，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看，这里有多少霎哈嘉瑜伽士？很
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明白他们全是国家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是爱。当这种情况发生，你便可以说霎哈嘉瑜
伽已经成就了，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必须这样，我视霎哈嘉瑜伽士都是互相理解和互相爱护，他们仍然可以超越他们的界限。
很多人不明白霎哈嘉瑜伽不单为他们而设，是为着全世界。你必须把它给予别人，你必须把被称为爱的统一带给别人。在爱中，

你看不到错误的事情，你只是享受爱，这爱可以在今天的崇拜中看到，就是我们是否憎恨任何人？我们是否对任何人或任何国家
反感？我们必须审察自己，若你是真正的霎哈嘉瑜伽士，你不会憎恨任何人，而是去爱，爱别人如爱自己一样。爱是神赐予人类
最大的恩赐，我们必须发展这种爱。 我是那么高兴的在这里，你们老远的来到庆祝这第一天，第一天成长成霎哈嘉瑜伽，霎哈嘉
瑜伽士。若霎哈嘉瑜伽得到传播，变成霎哈嘉瑜伽士以及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你们的任务便完成，你会享受一体的喜乐。所以我
们必须以我们会成为一体这个目标而工作。不需要批评或憎恨任何人，重点是相亲相爱，我发觉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已经到达这种
爱的程度，但有一些仍在挣扎，他们仍未到达这程度，只是一些人，并不多。霎哈嘉瑜伽代表我们是一体，我们全是霎哈嘉瑜伽
士，不是分离的，而是一起的。若你们明白这事实，你们已经庆祝了今天这个太初之母的大日子。 太初之母为甚么创造这个世界
？所有这些为甚么会发生？为甚么我们不去想，为甚么有那么多爱，那么多昌盛给予了我们？我们从不知道我们身处何方，我们
已经得到甚么，不是金钱而是爱心，当你明白你们真的相亲相爱，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只有爱和爱和爱，这就是今天的信息，
我们必须相亲相爱。 我们必须有各种的仪式，只为表达我们爱，那不单是仪式，而是爱。当你拥有母亲的爱，你会怎样表达？同
样，我们必须知道，今天我们必须作出承诺，对我们来说，爱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去爱。有些人甚至在他们的家里也没有爱，
我不会与这些人说话，我是知道的。他们爱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周遭环境，以及每一处地方。但世界仍然充满战争
，争斗以及各种麻烦，整个世界必须提升至相亲相爱，没有其他解决辨法，只有爱。在这爱中，没有自私，只有享受，你必须感
觉这种享受以及把它给予别人。 我肯定你们作为霎哈嘉瑜伽士必定已经这样做，你看到别人的错处而不会令人有麻烦。爱是太初
之母的信息，现在你想一想，太初之母创造这个世界，她为甚么一定要这样做，甚么她必须先计划，她是怎样统筹的，这不是件
容易的工作，只因她有爱。她的爱是要显示你们全都在这里，要与她合一，你们必须学懂去爱，当然，为此你必须知道怎样寛恕
，若你不懂寛恕，仍找别人的错处，对你是毫无帮助的。你的新任务是看到自己懂得爱，对任何人也没有憎恨，你不会憎恨某人
或打击某人。这必须要成就，我肯定这是会成就到的。 在所有欧洲国家和印度的土地，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在争斗，那些还未
发展的国家也在争斗，唯一的分别是他们有自己争斗的模式，这是没有爱。若你想有爱，你会感到难过。若我看到有些国家憎恨
另一些国家，我可以很容易的批评说︰「这个国家很坏，人们也很坏，这是很坏的…」但我想他们潜在都是好的和非常好的人。
无论如何，我必须让他们明白到这些，若他们明白甚么是爱和享受爱，便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只有人类懂得怎样去爱，其他不懂
。动物也会爱但牠们的爱是局限的，人类的爱是那么漂亮，只有当他们有爱，他们才会看来那么漂亮，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低
下的爱，而是那种你会享受，别人也会享受的爱，你们必须要明白。人们怎样理解爱有时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甚
么是爱，还要明白你有没有爱。若你真的爱这世界，若你真的爱这神的创造，那么，便没有憎恨，没有战争，只会看到好处。作
为母亲看她的孩子，你必须看到整个世界是漂亮的，平和的，是神为你们所创造的。 这个课题很长，我可以花多个小时去谈论它
。我要说的是，若你只需要懂一点点，那就是你们必须相亲相爱，必须互相谅解。看看小孩子，你们互相爱对方，他们还未学懂
怎样去恨。若小孩不能好好地成长，他们也会互相憎恨，也会荒谬地变成滑稽的人，很多国家今天也是这样，他们只有争斗，因
为他们没有爱。 现在霎哈嘉瑜伽士要肩负更伟大的工作，更伟大的生命，就是彰显爱是非常伟大。无论你是印度教教徒，基督教
徒，这个，这些荒谬的…，你们全是人类，我们有权去爱，若你能去爱人，我告诉你，霎哈嘉瑜伽便可以扎根，霎哈嘉瑜伽就像
一颗树，需要爱为水分。 尝试这样做，尝试在你的生命中这样做，你会发现爱本身是怎样得到回报，并不在于你花多少钱，也不
在于你做了些甚么，你不用数算所有这些。就像海洋把所有周遭的东西浮起一样，你变成这样，一种霎哈嘉瑜伽典型的品格。所
以所有霎哈嘉瑜伽士必须在今天决定，我们要原谅所有我们憎恨的人，我们要爱他们，让我们看看这样是否可以成事，我肯定这
样是可以成就到，因为，首先你们都是有自觉的灵，第二是爱是最大的，是人类最大的恩赐，若你运用它，你会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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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拉特利节崇拜（第二夜） 澳大利亚 2007年10月13 日 你们那边能听到我吗？所有人都能听到吗？那些听不到我的人请举手。
好的，谢谢你们！所以你们最好唱一首歌，我很抱歉，他们告诉我，你们在等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所有人。 今天是女神节
的第二天，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第二个轮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何今天如此重要
，那么第二个轮穴是什么？你们知道哪个是第二个轮穴吗？啊，他们说什么？你们必须大声说出来。 腹轮是第二个轮穴，它非常
重要。因为在这个黑暗时期，腹轮工作得最多。我们有如此多的事务，让腹轮工作，让腹轮不断工作。它工作得非常辛苦。你们
知道什么在第二个轮穴中？在这第二个轮穴中，所发生的是我们被我们的雄心壮志逮住，这个雄心壮志让你跑上跑下。我也看到
许多的霎哈嘉瑜伽士迷失了。所以对于你们所有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第二个轮穴是重要的。因为在现代，它是非常宇宙
性的。同时也非常活跃，我们变得非常活跃，过度活跃。我们开始思考每一个，我们不关注的人。并开始让我们的头脑烦扰，所
以在今天，这个轮穴是重要的，因为它让你的头脑烦扰。它为你带来许多麻烦，你开始思考这些事情。你开始思考，你曾经说过
什么，什么发生了，谁生气了，所有无意义的事情。 你们都是霎哈嘉瑜伽士！所以你不应该担心这些人，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正
在做什么，你应该只是享受你自己。你必须享受第二个轮穴，这是享受霎哈嘉瑜伽最好的方式。当你的腹轮满足，就没有事可以
毁灭你，或者打扰你。你真正可以照看腹轮，腹轮对你们而言，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现在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可以掌控它，
这个轮穴会让人烦乱。尤其在西方社会，人们思考得太多，不断思考、思考、思考。这都是源于腹轮，你因为腹轮而产生这样的
问题。要让腹轮满足，你必须保持静默。你必须保持寂静，并观看你自己，看看什么事情在烦扰你。什么事情让你感到烦恼，给
与你主意和念头的是腹轮。 一些人思考得太多！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因为腹轮，他们创造自己的问题，然后不断地因一些琐
事而烦恼。当你只是微笑和享受时，腹轮是非常高兴的，也不会因为荒谬的事情而烦恼。我们在荒谬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多
少时间。我们不需要无意义的事，霎哈嘉瑜伽士不需要它，只有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会因此而痛苦。他们确实因此而感到痛苦
，他们甚至可能会给你找麻烦。但是你只是嘲笑它，你必须宽恕他们，原谅他们，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情不自禁。你
看这个腹轮，烦扰着他们，所以他们无法自拔。 你没有足够的空间，往前来一点，可怜的人。对不起，你可以往前来一点，这有
位置。一些人为他们腾出了一点空间。哦，好的，请往前挪。你带来了你的哈莫尼，你可以往前来，你要跳舞吗？好的。 所以现
在，不要让你的头脑因任何荒谬的事情而烦恼。任何的，任何荒谬无意义的念头，你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些念头到来，
这是腹轮先生的工作。他试图使你分心，你必须保持静默。一旦你在静默之中，然后他就会走开。不会再给你找麻烦。 我所有的
注意力，都在你们国家。因为你们是非常好的霎哈嘉瑜伽士，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霎哈嘉瑜伽士，你知道的有成千上万的瑜伽士，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像澳大利亚的瑜伽士那样。因为他们有一些，或者非常深地被世界上的问题所影响，或烦扰。所以你们现
在应该想，不是说与腹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你必须要成为的是霎哈嘉瑜伽士。没有腹轮的问题，可以烦扰你。所以这是，
我从不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现在他们只是告诉我，你们都在这儿。他们说，只有几个人在那儿，我说，没有关系啊，有多少人，
你数数了吗？现在，非常甜美的。 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有像这样美丽的孩子，人们也关爱孩子。你们必须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照顾你们的孩子，与你的腹轮战斗，没有事情可以烦扰你。你担心你自己的孩子，完了你必须为孩子们费心。一
切都会成就。怎么了，你们还好吗？你还好吗？ 确定无疑地，你们受到了祝福。因为你们没有掉入腹轮的，反复无常中。确定无
疑地，这也是你们国家轮穴的状况，它让你们跑上跑下，不断地思考、思考、思考。尤其是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应该只是想，你们坐在腹轮之上，你必须去驾驭它。而不是被它所驾驭，好吗？来自这个国家的你们，为世界上其他地
区的人，展示了你们是如何联接，并成为一个整体。我为此而感到骄傲！这是相当吃惊的，在其他国家问题有所不同，腹轮是你
们国家的问题。就像我今天所说的，但是你们征服了它。当我第一年来这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的头脑，都听从腹轮的指挥，然
后他们变得静默，非常平安。现在我看到你们所有人，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腹轮的问题消失了，所有无意义的事终结了，没有事
情可以烦扰你们。 所有疾病的根源都是腹轮，它们来自那儿。所以你应当知道，不要被腹轮玩弄于手掌中。然后不断地进行思考
、思考、思考。他们不断思考，思考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然后不断地想，当这些念头到来时，你说我们不想思考，就结束了
。我在这儿为你思考着，你不用思考。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让我知道。但是你不要去想，你能够做什么，你可以写下来，然后
把你的问题寄给我。我希望能够看到它，好吗？ 然后腹轮，是你们国家的轮穴，那就是第二个轮穴。在这儿你将会很吃惊地知道
，霎哈嘉瑜伽士来自每个国家。但是澳大利亚的瑜伽士是特别的一类，他们对自己有极大的信念，他们不会有错误的观念，我看
到过。并且为此而非常感谢你们。 那么，其他还想唱其他的歌吗？我想听听。 Sahaja Yogis sing “Mata oh Mata” Beautiful,
beautiful, thank God.

2007-1021, 女神拉希特节最后一晚
View online.
女神拉希特节最后一晚（Dassera庆典） 澳洲悉尼2007年10月21日 星期日 Mother looks at yoginis, smiles and says ‘Very
happy’. Please sit comfortably.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不是吗？──Dassera。 [Yogis organize a microphone for Shri Mataji] Is it
coming? Working?.. 今天是Dassera，是印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他们说﹝恶魔﹞拉伐那﹝Ravana﹞就是在这天被杀掉的。他是人类
最可恶的敌人而他已被杀掉了。为了纪念伟大的锡吕罗摩﹝Shri

Ram﹞，他们在今日庆祝Dassera。在这天，人们说那些dushtas，

即是作恶事的人或我们可以说负面的人，他们已被摧毁。你能不能想象？因此今天是被认为对印度很重要的日子，而人们会制造
拉伐那的巨型塑像﹝译注﹞。 你们都知道谁是拉伐那，锡吕罗摩杀掉的那个。他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他用武力拐走锡吕罗摩的妻子悉
妲﹝Sita﹞。但是由于她是一个那么贞洁的女性，所以他不能碰她。他曾尝试，但不能触摸她。他亦不能在她身上获得任何力量；相
反地，她是非常有力量的。 那时候锡吕罗摩的岳母，她是十车王Dasaratha﹝达萨拉塔﹞的妻子。她说 – 她就像一个大sadhuni，她
说从今天起不容许有两段婚姻，只能有一段。所以印度人只会结一次婚。他们不会有两段婚姻，而且按照印度文化，拥有第二个
女人是种罪恶。有些人会这么做，但那是错的，并非印度文化。 悉妲的家翁是受害者，所以他订立了有关法律。他有两个妻子，
其中一个想把锡吕罗摩送到森林。因为她想自己的儿子当上国王，所以她那么残忍。而那父亲又因为妻子曾在战争中救过他，所
以错误地承诺赐她一个本愿。所以她就要求他把罗摩送到vanavas，就是到森林去。其次，她又要求把王位交给她的儿子，拉斯
曼﹝Lakshmana﹞。可是拉斯曼不愿意。

他说：「我不想夺去锡吕罗摩的王座，因为那是属于他的。」

因此他去森林见锡吕罗摩，要求他：「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首都亚尤迪亚﹝Ayodhya﹞接受加冕。」
锡吕罗摩说：「我不能这样做。我要达成我父亲的意愿。」 那时候，父亲说在印度，谁都不能有第二次婚姻。由于有两段婚姻，
所以整个家庭都受苦。因此他说：「我们只可有一个妻子，不能有两个。」 很出奇地即使到今天，印度人仍相信只能有一个妻子
。可是你见到在其他国家，人们不一定有另一个妻子，他们会有婚外情，亦不尊重妻子。这是很悲哀的，也令国家受害。因为如
果这样对待女士，她们会受苦；当母亲受苦，孩子也会受苦。所以他订立法律不容许人们结两次婚。
可是穆罕默德说：「好吧，我们可以有四段婚姻。」因为那时有太多人被杀，留下很少男人

──

女多男少。所以他说：「好吧，你们每人可以娶四个妻子 ── 问题就解决。」其实并没有，问题并没有解决。就算是现今的穆斯
林都有这个问题。他们结四次婚，但是如果你看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是很悲哀的。我们印度人不应从他们身上学习任何东西
。相反地，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不要追逐女人，要好好照顾自己。」

──

西方人是没有理智的。他们有一个妻子，是的，他们不是有两个妻子，可是他们继续与其他女人纠缠。 在霎哈嘉瑜伽这些东西是
禁止的；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会叫他们：「你们离婚吧。」之后我再安排他们的婚姻。但是很悲伤地，为甚么他们在西方生活的
影响下，要试图去得到另一个妻子，玷污整件事？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受害。如果一个地方的道德不好，整个世代、孩子们都受害
。我们拥有甚么？一个生病的国家。 英国人曾经是又自豪又明智的，但是现在他们变得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认同一个妻子。他们
在家有一个妻子而在外面又有另一个老婆；这是十分悲哀的事。在霎哈嘉瑜伽我们不容忍这个。你只能有一个妻子，还只能与一
个妻子生活。一些女士是很顽固的

──

好吧，我说：「你可以离开霎哈嘉瑜伽。」一些男士亦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告诉他们：「你离开霎哈嘉瑜伽吧。」 如果你想得到
作为霎哈嘉瑜伽士的好处，你不可以与另外一个女人或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你们彼此要快乐地生活。如果你不能这样，那么你就
离开霎哈嘉瑜伽吧。但是有些人与他的太太或丈夫一起时糟透了，我会说一句：「好吧，那些爱打情骂悄、没有健全人格的人不
可留在霎哈嘉瑜伽。」 我们要建造一个纯洁的社会。我们的责任是让人们看到我们可以不用吵架而愉快地生活。霎哈嘉瑜伽士的
丈夫都公认是十分明智的。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有些是我认识的。是我让他们结婚的。他们都很快乐。 我要告诉你们所有
人，男士和女士，我们要专一的过生活。如果丈夫爱跟别人打情骂悄，就让他进地狱；或是如果妻子爱打情骂悄，就让她进地狱
。我们是霎哈嘉瑜伽士，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品格。如果你拥有良好的品格，你就能享受生命。如果你活得无聊，你永远都不能享
受，你会继续朝三暮四。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快乐，他们做所有不知所谓的事情去浪费生命。但是在他们临终的时候，情况是很差
，很差的。这些人要吃很多苦。我曾见过他们受苦，受苦得很厉害。
因此我们做夫妻的应享受有对方为伴，并愉快地生活；不要愁眉苦脸。 你们这里所有人都在霎哈嘉瑜伽里结婚；或许有些人仍未
尝过美好的婚姻生活。可是应做甚么呢？不是霎哈嘉瑜伽的错；是你和你妻子的错。 因此每一个人一定要坚守正义，活出正确的
人生；不要浪费精力在吵闹和争执上。尝试了解，为甚么你要吵闹，为甚么你要争执；在那些事情上有分岐？分岐是要存在的，
不要紧 ── 说到底，你们是两个人 ── 一定会有分岐。但是分岐不应该制造出问题。相反地，你们一定要享受大家的不同。除非你
变成专一的妻子，变成专一的丈夫，你永远都不能享受生命；你只会时常都担心和苦恼。
你们所有人，我十分感谢你们在这么盛大吉祥的日子到来；而你们看来都很快乐。 十分感谢你们。

2007-1110,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光明节崇拜
View online.
摩诃拉希什米崇拜 印度 光明节崇拜 2007年11月9日 光明节快乐!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光明节! 你们看到这些不同种类的舞
蹈，从而明白无论谁编写或谈论它们，都是说着同样的东西。他们说最重要的是Paramatma，是合一，祂们以不同形相，avatas
降世，Paramatma却是唯一的，他们对此并无争议。祂们来到世界是为摧毁邪恶，杀死坏人，这些事都在发生。我看到每一处的
坏人都被揭露。现在这也是你的责任，看到那些坏人，那些反对Paramatma的人，那些为钱可以干任何事的人，全都进地狱。 我
不知道有多少个地狱。你们现在坐的地方是远离地狱，与地狱毫不相干。若你留在这里，却作出非宗教的行为，做些错误的事情
，那么你也会进地狱。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地狱，安排进地狱的过程是很美好的，要进地狱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留
下来的人却会进天堂。居住在这地球的人，完全不知自己会进地狱。若我们做错事，也会进地狱。

Diwali的意思是像灯一样照亮

外面，你内在也必须得到照亮，即开悟(enlightened)。在这黑暗的世界，你是光，你是灯，你必须发光。若你内在并未完全开悟
，又怎能发光？要明白这一点，首先，霎哈嘉瑜伽士内在必须完全开悟，可能这就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原因。直至耶稣基
督，连谈论这一点的人也没有。基督在额轮降临，显示祂完全没有自我。虽然祂是大能的神的儿子，却没有自我。那些在祂之前
来的人，只显现一点点，基督只想我们的额轮能洁净。在德里，额轮很阻塞。为甚么会这样？英国人曾经在这里居住，他们教我
们要自我中心，你们言行举止完全能证明你们就是这样。我们曾经看过我们国家仍未独立的日子，你们现在已经解放了，独立了
。甚么是Swatantra，知道Swa-----即本性，拥有“Swa”---即本性的知识—的人，也拥有“tantra”的知识，“Swa”的工具，即本性。藉
由霎哈嘉瑜伽，你认识自己，你知道自己是“tantra”的工具，你必须追随Swatantra的信道，即本性知识的信道。 你可以看到德里
有很多的建设，德里外围也是，你们都知道这里的人的问题，不需要我告诉你。现在你们已经独立，你们必须看到，自己已经没
有这些问题了。最先的问题是你的额轮受感染。虽然基督被钉十字架，被杀害，我们却仍未从中学懂甚么。相反，来自基督教国
家的人却非常自我，我们受他们的影响。在这里最差的要算是我们仍未互相确认，打斗争吵四处都是，争执持续着，思维并不洁
净。我们首先要洁净自己的思维。藉由霎哈嘉瑜伽，甚么都可能发生，它可以把人带到那么高。我们不用跑到喜玛拉雅山，坐在
上面。在德里这个城市已经可以做到。若你环顾四周，你会看到四处都是自我中心的人，他们的额轮阻塞得很厉害，所以处境是
很困难。现在神差遣了一件新东西来，就是癌症。若你生癌，你的额轮便是不清洁，你不能把癌治好，大悲剧会发生。所以任何
生癌的人，必须来霎哈嘉瑜伽，把自我清除。哪里有政府，哪里的人便很自我。现在这里有很多公务员，他们的自我已经够大了
，但外来的人的自我却比他们更大，除此之外，他们还喝酒，你只是在分析，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却全都喝酒。喝酒对你不利
，你不服从自己的额轮，你不服从它。额轮清洁的人不会喝酒，永远也不会。无论你在哪里看到人喝酒，他们都不能摆脱酒精，
当他们发现不能摆脱酒精，便再次喝酒。沉迷于任何事物令我们成为奴隶，任何种类的沉迷也是。在这里，有人沉迷于paan，他
们也把烟草加进去。 神创造我们拥有很多情感，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出生，我们因此变得独特，他们可以是这样，印度人也是。但
最近，我发现一些严重的疾病，他们以吃钱取代吃食物。我们来这里的道路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感到很伤痛的看到这条路变成这
样，没有人能说它是新建的，只有印度人才会做这种事。我不曾在世界任何地方看到这种毫无羞耻的人，谁能做出种事，不需要
这样做。在这里，任何时候，任何有权势的人都可以做这种事。 首先，我们今天必须下定决心，洁净自己的额轮。额轮最严重的
问题是我们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我们开始视自己能统治全世界，纠正全世界。若你自己也行为不当，你又怎能纠正全世界？现在
，你必定看到很多人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却做了很多错事。这个国家的人收了很多钱，请告诉我，神怎会原谅我们？最大的罪过(
sin)是盗窃和贪污，犯这种罪的人，无论他做甚么，或许他作崇拜，念诵口诀，念诵名号，念诵Allah(神真伟大)，就算他做着各种
这类的事情，仍然不能获益。所以，今天对你是新的一年，我希望你们，希望你们作出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说谎，永不说谎
。印度人以说谎闻名于世，我不知道为甚么会这样，我的国家被标签为不诚实。伟大的圣人，先知在这里出生，人们怎能在一处
很多苏非派(Sufis)出生的地方说谎？所以今天，你必须承诺，永不说谎，无论这样会为你带来怎样的后果，你必须有勇气，因为
你绝对不能说谎，所以现在你知道自己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你只有是这样，人们才会对你有信心，你才是真正诚实的人。霎哈嘉
瑜伽士必须诚实，无论他是甚么职业，无论他做甚么，他可能是建路的工程师，可能是医治人的医生，虽然如此，若你说谎，便
会进地狱。因为你现在已经转化，已经得到自觉，有自觉的人说谎，是绝对不能因说谎而得益。 当我到海外，常常听到人说，我
们国家的人是骗子，说谎者，也很腐败，我感到很悲痛。今天对你们来说是很吉祥的，就让我们决定，无论怎样，永不说谎。我
是女人，也是印度人，我从不说谎。说谎令你蒙受损失，你会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而蒙受损失。这样做，你可能赚得更多，骗取更
多，但你却不能进天堂，你会进地狱。有一点很重要，你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全世界的声名很差，为甚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都是
这种人。当你知道某人好说谎，他组织了机构，你便要问问，例如若一条路建得不怎样好，便会有人问多少钱花在建造这条路上
，认可的成本是多少钱？实际用了多少钱？他们从建路得的钱，只会花在喝酒上，喝酒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为甚么这样做？你们
都是很富有的人。我看到很多国家的人虽然穷，但却很诚实，诚实是你们最重要的质量。 今天，我们作个决定，永远也不要不诚
实，不要与不诚实的人为伍，任何人不诚实，我们都要揭露他。现在就像这样，有人说︰「母亲，警队也是这样，其他部门亦是
这样。」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并不比警察或其他有权力的人差，你们都很有力量，所有力量都是真理，必须有诚实。我很高兴
很多霎哈嘉瑜伽士都很诚实，但我们仍需要有更多诚实的霎哈嘉瑜伽士。必须有诚实，否则你们的额轮便得不到洁净。自我是住

在额轮，当人变得自我，便会犯各种错误，他好批评人，伤害人，变得堕落，所有这类人都会进地狱。我想清楚的告诉你们，不
要堕落，你不会死，你必须要到达这种程度。赚更多的钱又怎样？你可以怎样？你必须点亮多一些灯，除此还能怎样？ 现在，当
你进地狱，你将处于怎样的境况？在光明节的日子，我不停的谈论这些，因为光明节是庆祝悉旦与罗摩的重逢。当我们拥抱贞操
，便不再是奴隶了，我们是自己的奴隶而不是别人的奴隶，无论甚么原因，我们都不应说谎。我在德里已经住了很久，我因他们
说了那么多谎言而感到很惊讶，他们完全不害怕说谎。他们可能因公开说谎而获益，可能赚更多的钱，但他们仍不知道自己将不
能进天堂。希望霎哈嘉瑜伽士能答应我，不要说谎，也不要支持说谎的人。人们说我们的国家很腐败，是，我曾经到过很远的地
方，我看到俄国人是最好的。他们有一半像霎哈嘉瑜伽士，很多霎哈嘉瑜伽士在哪里。今年我将不能去俄国，明年我一定会去。
这样是显示我们不能好好的实行民主，我们必须也是共产主义。在哪里，没有抢劫，没有说谎，每个人都相亲相爱。他们对我很
尊重，我们必须明白自己该往何处去。为着赚更多的钱，我们可以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得到甚么？诚实是我们内在最重要的
质量。你的不诚实会为你的人民带来问题。人们说印度人是不诚实的，我听到这些话会感到羞愧。那么多圣人在这里出生，有多
少先知曾经到过这里，但这地方的人却是贼，他们偷窃，他们批评。一开始你的额轮便因为所有这些而受惊。他们想赚大钱，最
后，所有这些有钱人都会进地狱。 在这光明节，我想告诉你光明节的意思是地狱充满黑暗，你们全都已经开悟，我期望你们能对
抗黑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若大家都这样做，我们的国家便会得到改善，你们必须都这样做。在作崇拜和所有的
仪式时，我们内在的shakti(神圣的力量)在对抗一切不诚实。很多人不知道赚钱是一种病态，他们会直接进地狱。我告诉你们这些
，是因为没有人曾告诉你们。在光明节，我告诉你我们会把灯点亮，庆祝在我们内心的喜乐。因此我们能看到自己是甚么类型的
人，是否一个窃贼？ 现在也一样，我看到人们争吵，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争吵已经结束，但与别人的争吵却刚开始。这是第二件
事，就是我们也喜欢争吵。至少在其他国家，没有我们那么多宗教，所以当我们一有机会，便开始争吵，争吵有优先权。丈夫与
妻子争吵，跟着是他们的孩子，任何人与他们一起，他们也与他们争吵。甚么是霎哈嘉瑜伽？霎哈嘉瑜伽是爱，只是爱，它把我
们内在的爱唤醒。今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我们要把内心的灯点亮，请你们作出承诺，你们或许会死但却不能说谎。这里有很多
伟大的人，但在全世界，印度人的声誉仍然是被视为不老实。虽然我不曾见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但当我听到这种话，我感到很
伤心。印度是神圣的地方，很多伟大的圣人在这里出生，这种事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苏非派在这里出生，他们变得很伟
大，全都在印度出生，很多伟大的圣人不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生，他们有些人必须在这里出生，在印度出生的，都是非常伟大的圣
人，但之后，他们的教诲却被人放弃，我们变成声名狼藉的贼，任何犯盗窃的人，永远不能进天堂，你会花比在这里多千倍的时
间留在地狱。 今天我在谈论地狱，因为地狱代表黑暗，我们看到四处都是黑暗，那是地狱。现在你的灯已经被点亮，尝试看看谁
在地狱。你要揭露不诚实以支持政府，无论你的职位是低是高，也要揭露那些窃贼，那些贪污的人。现在你已拥有力量，为甚么
你要拥有力量？你已经被唤醒，为甚么要唤醒你？你已经开悟了，在这光中，你看清自己。在黑暗中，你甚么也看不到，但在光
中，你看到你是谁，看到说谎可以为你带来甚么？我们是有家庭的人，我们永不说谎，永不，我们甚至不能说谎。在任何可能要
说谎的情况下，不要忘记你拥有力量，你就是光，你要明白，你就是黑暗中的光，要令光继续燃烧，我们必须结束这黑暗，不诚
实为我们带来坏名声。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的国家伟大，知道外面的人误解我们是很悲哀的，我也不知道不诚实为这些人带来甚
么，他们取得的都是很可怕，没有人会被寛恕，任何人不诚实都会被揭发，这是已有安排的。你们得到自觉是因为没有不诚实，
你们爱诚实，尊重诚实，我希望你们象征真理。

那些向Jamunaji(河流)乱抛东西的人是蠢人，Jamunaji是直接通往地狱的。你可

以从地狱中被拯救，你是已得自觉的灵，已经开悟的人永不倒下。若你真的想内在完全建立霎哈嘉瑜伽，必须首先决定，无论怎
样，也不要不诚实。赚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事情，若是这样，甚么会发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若你爱你的国家，你必须诚实，
否则，有谁会相信说谎的人的爱。对你，看到你的邻居是这类人是很不幸的，你想你自己也会变成这样。相反，你为甚么不想想
，我们是这样，我的邻居为甚么不能像我们。首先，你必须承诺，永远不要不诚实，也不要支持不诚实的人。我还未知道说谎者
的兴起，是否我们国家的咀咒？有很多人由早到晚至少说十个大话，对他们这还不足够。 现在你已经脱离贫穷，各样事情都很美
好，得到温饱，不再是乞丐，为甚么还要说谎？所以在今天，要作出承诺，我们不要说谎，任何说谎的人，我们都不支持，不与
他们有任何连系，这样我们便会平和快乐。你知道说谎的人会进地狱，若你支持他们，你也会随他们进地狱。神给你自觉，你内
在已经开悟，看，在这光中，若要其他人像你，你必须承诺，永不说谎，就算为此要切下你们的头，甚么也可以。这方面，印度
人是比较好，我知道，当我在外面听到有关他们的话，我感到非常伤心。这条路是怎样建造的，它是路吗？我感到我们像走过森
林。我们拥有有关机构，当你看到这种事情，你可以质问，谁建造这种路？他为甚么这样建路？谁侵吞了建路的钱？霎哈嘉瑜伽
士必须团结，把这亡灵从我们的国家赶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不要相信印度人。」这是何等羞耻。我们印度人
，本应是最值得信任的人。我们拥有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圣人，伟大的灵，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声誉，多少人
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你，不要支持窃贼，若你知道某人是贼，不要到他的地方吃喝，这样会令贼感到为难。我告诉你，你是上
天的警察，要留意你遇到的贼，要谆谆善诱，这份勇气也要教导给你的孩子。尝试找出犯错和说谎的人，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很多
圣人唤醒，你们全都是圣人，没有需要说谎。若你只能一天进食一次，甚么会发生？没有人会因此而死亡，人是需要饮食，除此
之外，我们还想喝酒。 第二是喝酒令我们寸步难行。相反，酒精破坏我们，酗酒令我们活得不好。就如在美国，他们有新的问题
，孩子到十六岁，必须自己赚钱，这代表所有人都是仆人，无论他们为你做甚么，都要给钱他们，如洗车等。在十六岁，他们会
说︰「先生，你已经十六岁了，现在要走出家门。」我在每一处都看到，这些只有十六岁的可怜孩子，我想，他只是刚满十六岁
，他可以往哪里去？怎样受教育？他现在十六岁了，被赶出家门，他的父母把他赶出家门。美国人要持续这样做多久，你只看看

，他们正在崩溃，只购买一两只飞机，不会令人变得伟大，你在哪里？你有甚么能力？ 印度这个国家可以服务全世界---全世界，
为此，必须有诚实，有甚么需要虚假，我就是不明白。大部分富人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是富有的，现在安静坐下，不要想多赚钱。
我不曾见过有人因为多赚钱而变得更快乐。你们是霎哈嘉瑜伽士，你们内在有光，在这光中，你看到你的道路，你的道路是真理
。你可能是穆斯林，可能是印度教徒，可能是基督教徒，全都没有分别。你们全是人类，若人类没有诚实，他们就是不诚实，没
有人会认出他。我们拥有超越这个的生命，怎会这样？诚实有很多益处，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与神同在的福气，当你知道你拥有神
的甚么祝福，你会感到很惊讶。不用花任何力气，你的所有事情都井然有序。 但现在在印度，人们无论拥有甚么，他们或许拥有
这些，或许没有这些，全都只追逐金钱。穷人仍然很多，所以今天的光明节，也要为他们庆祝，他们也应该快乐。我们住在同一
个国家，却欺骗自己。因为我们聪明，内在变得自我，变得自我，没有人能拯救你。自我令你生癌，你救不了自己。若你有癌症
，你便救不了自己，我也救不了你。我告诉你的都是事实。首先用火把你的自我烧掉，若你有自我，你应该感到羞耻。为甚么会
有自我？在我们的国家，可以因为各种原因。有人得了学位，便有自我，若他得了比学位更多的，他便拥有双倍的自我。某人有
任何成就，例如他成为工程师或医生，他便变得自我。当他的额轮受感染，它可以带你到哪里？进地狱，地狱是一处可怕的地方
。神赐予你们聪明才智，你们现在都得到自觉，虽然如此，若你仍想进地狱，也可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向你们说及这些。 今
天是吉祥的日子，因为很多事情在今天发生。悉旦在“Ramchandraji”这段时间回来，任何伟大的行为也在“Krishnaji”这段时间由已
得自觉的灵完成。所以我们首先决定，与此同时，不要有任何不诚实的行为，若任何人做出不诚实的行为，便要揭露他。我看到
在这个国家，白人与黑人争吵，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争吵。他们想印度分裂，这对大家绝对没有任何益处。当你是诚实的，拥有好
的品格，这又怎会是对你有利呢。无论我们从英国人学懂甚么，没有甚么是值得向他们学习，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差。我们现在要
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全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你已经有自觉，已经开悟了，若你仍想跌进沟渠里，别人又可以怎样？
每个人必须走在一起，去尝试，我想霎哈嘉瑜伽士组成一个委员会，若你们发现任何偷窃的行为，必须告诉委员会，再看看委员
会怎样做。这样你便会有好名声，会到达高位。所以首先你们不应不诚实，也不应让别人不诚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国家已
经被玷污了。油已经掺了杂质，酥油也掺了假货，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在笑我们。没有人相信，实际上最好的人是在印度。 在这
里得到自觉的人比世界任何地方的多，他们没有赚到任何美德，赚取美德比赚取金钱好，看看那些非常贫穷的人，今天是非常吉
祥的日子，也是非常喜乐的日子，为甚么喜乐？因为今天我们拥有天堂，我们只想留在天堂，胆小的人不能进天堂，不需要害怕
，若你拥有多一两个卢比，灾难会否临在你身上？全部人都变得富有，我曾经看到这样，我在过往十七八年都有来这里，你们都
变得比过往富有，环境也比过往好。但却从早到晚，不停的不诚实，不诚实，不诚实。路已经建好，今天只要作出承诺，我们不
会不诚实，任何人不诚实，我们都会一起对抗他。 为甚么给你霎哈嘉瑜伽？给你自觉？因为这样才可以传播光，若你内在没有光
，你又怎可以外在的传播光？在这光中，你是否看到你在帮助不诚实的人？无论赚多赚少，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若你诚实，
神会帮助你。为甚么死在我们国家的人比死在其他国家的多？很多人。原因是他们都要进地狱，所以你要知道，若不诚实，你已
经踏进地狱的第一步，说谎这第二步已经不再需要了。你说事实，说真话的人是独一无二的，若他是霎哈嘉瑜伽士，那就更好。
就像人记得苏非派，你同样会被人记得。你甚么也不需要做，只要抓住不诚实人，这是很需要的。这里的人为阻止人把东西抛进J
amunaji而抗争，必须告诉他们。我曾经到过很多国家，没有人会把垃圾抛进河里，你们为甚么那么懒惰？这里有很多设施，你可
以把垃圾交给市政府，或把它扔弃在某处，若你自己扔弃垃圾，别人又可以怎样做？ 今天，你们全部人心里要作决定，今天是非
常吉祥的日子，「我们不作任何不诚实的行为，不相信任何不诚实。」我见过有人不是不诚实，也不到不诚实的人的家。他们与
这些人毫无关连，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单是自己的福祉，还是整个国家的福祉。你是霎哈嘉瑜伽士，你需要作出承诺，不要做任何
不诚实的事。只要认出任何不诚实的人，便告诉你内在的灵，他是不诚实的。霎哈嘉瑜伽士，就算只有十二位走在一起，若你们
知道他是不诚实的，上天会支持你，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少数的富人而得益，却肯定能从老实的人而得益。 我们最大的污名是不诚
实的，霎哈嘉瑜伽士永远也不要不诚实，我们必须团结，于下争吵，承担起我们是诚实的人。印度的形象已经受到玷污，所以今
天请你们立誓，从现在开始，不要不诚实，任何不诚实的人，我们都要训斥他，明天他便会不能安睡，虽然这种事越来越多。我
对不诚实已经到达这程度感到很震惊，任何事情都不诚实。之前他们通常排斥所有的小事，把自己与小事分开，我们的国家曾是
那么诚实，拥有很好的质量，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这些质量？它们去了哪里？我可以看到四处都是不诚实，每一步都是不诚实，
我们必须教导孩子不要不诚实，对，就算他们要饿死，也会有安排，只要他是诚实的。若你不诚实，甚么人也帮不了你，就算神
也不能，他会染上各种疾病。我们国家有很多这种传统，他们喝酒，请告诉我，你来这里是否要变成蠢人？不要成为这种人的朋
友，不要帮助他们，我看到人们到喝酒的人的家，跟着他们也开始喝酒。当你知道有人是这种品格，当你知道他是不诚实，不要
再在他的地方吃喝，你与他毫不相干。因为神赐予我们光，我们要为我们国家的福祉而工作。在这光中，祂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若你决定这样，神便会照顾那些对国家不诚实的人，这样已经足够了。但你却变成聋子，你就是不能理解，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有
好的行为，他也不会有任何付出，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怎能活得这样毫无羞耻。 这就是为甚么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必须立誓，无论
如何，也不要不诚实，任何人不诚实，我们都不支持他，这就已经足够了。有更多已得自觉的灵会来到我们的国家，但谁又会想
来这个不诚实的国家？今天唯一的信息是你已拥有光，若你走在光中，便会给你力量。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看，我们已经成
就了“swatantra”。 “swatantra”是令我们明白自己的基制。我希望更多有自觉的孩子出生，所以你们要认识，今天是伟大的日子，
今天你要立誓，不要不诚实，亦不要支持不诚实的人。不要被他们吓倒，神从未与他们同在，神是与你同在，若你是好的，神便
会与你一起。所有人，都不是为了战争，跟着死去而在印度这伟大的土地出生，伟大的蠢人！我们作战，然后死去，战争是一无

是处，告诉他们。「啊！你们为甚么争吵？你想要甚么？无论如何，你吃好喝好，你还想要甚么？」现在最流行的是我们想要这
种衣服，想要这种类型的房子，我们并没有这些，拥有这些只会令我们进地狱。这些日子，很多稣非派，与他们一样，你也是稣
非派，因为你们都已经洁净。你们现在编写诚实的诗歌，这种不诚实必须摆脱，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很多事情必须得到纠正。
但看看，首先不要跟随不诚实，没有人在印度是穷得要依靠不诚实。 我在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被玷污，这必须清除，你们都是霎哈
嘉瑜伽士，你们都能做到。你拥有光，藉由这光，你可以把光传播到每一处，给予所有人勇气，那么事情便会妥当。特别是那些
年青的，那些朋友必须想想有甚么诚实的行为你可以做。现在他们开始不再把垃圾抛进Jamunaji，这样做没有不妥，但并不怎样
重要，重要的是要抛弃不诚实。这就是为甚么今天，每一处都被视为吉祥，各处都点亮着灯。虽然如此，若你这样也做不到，霎
哈嘉瑜伽有甚么好处呢？霎哈嘉瑜伽士最多的地方是印度，跟着是俄罗斯，现在俄罗斯人都很有礼貌，他们不会打劫，我不知道
为甚么？或许若共产主义来到印度，我们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这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任何事强迫去做都不好，我们要决定自
己必须变得有力量。 今天你要作决定，今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我们不要不诚实，也不要让别人不诚实。这样你的国家便会大大
的昌盛。我曾经见过其他国家是怎么样，他们的人是怎么样，全是一无是处的人。我们国家的人仍然喜好虔敬。若这些不诚实的
人变得有力量，我们国家的虔敬便会消失。所以唯一的信息是我们不要不诚实，也不要容许别人不诚实，在这里的人却对这很容
忍，他们容忍，这是他们犯最大的错误，当你有光，为甚么还要害怕？有甚么需要害怕？
这就是我为甚么今天请求你们，要有勇气，现在一种解放已经成就到，你会到达“swatantra”。 “tantra”(机制)的“swa”(自己)，你已
经到达了，要运用它。今天，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我从未见过德里有这么多人，所以，请你们今天决定，不要相信不诚实的人。
魔鬼在这里出生，是因为我们内在有某些东西，令它们以为我们会相信他们。印度人永远也不会相信，那些已得自觉的灵也同样
不会相信。 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一种诽谤，不是真的。很多印度人，很多很多都很诚实，这种中伤不是真的。我见过有人为土地战
争，这土地是我们的，那土地是你们的。你们拥有的是swaraja，自己的王国，我们自己的领域。当你变成真正swatantra，你拥
有自己的王国。不需要害怕任何人，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我很惊讶的看到那么多人，我从未在德里见过这么多人，我唯一在这吉
祥的日子要求你们的是，你们要作决定，不要不诚实，就算因此而死。我们的国家在过去十年已经开始衰落，你们有这么多霎哈
嘉瑜伽士，还害怕甚么？有甚么需要害怕？上天支持每一个人。当苏非派知道上天与他们同在，他们放弃世俗所有不要的东西，
不是全部苏非派，只是少数这样做。你们也要这样做。今天的信息是你永远不能是贼，也不要支持任何贼。我看到人们越来越为
各种不同的原因争吵，为种性(阶级)和宗教争吵。你来这里是要拯救国家，还是要被淹死？你肩负重大的责任。你在斗争期(kaliyu
ga)出生，斗争期必须改变，这就是为甚么那么多人得到自觉，很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仍未得到自觉，这就是我为甚么一次又一次
请求你们，站在真理之上，我会与你一起，神也与你一起。请你们坚定的决定，不要容许偷窃、盗窃，若发现任何不当的行为，
都要对抗。但人们却像喝醉或其他？藉由这光，他们成就了些甚么？勇气，勇敢的抗争。无论甚么是错的，必须从这国家移走。
我们的名声已经很败坏，仍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若没有诚实，神可以怎样帮助你？赚取金钱对神没有用的，但得到你
的宗教却很有用，你必须成就它。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瑜伽士不会有这种行为。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这里
的气氛很坏，我们每一处都有这种污名，你有食物吃，有衣服穿，还需要甚么？你看电影，你的确拥有很多钱，但这种对金钱的
沉迷却必须摆脱。 我希望你们听我的话。我们必须立誓，不会不诚实，只会反对不诚实的人，要明白今天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诚
实，没有比诚实更重要。诚实是你的母亲，你在一处有十件衬衣的地方拥有一件衬衣又如何。把同样的事告诉女士。它会发生，
它必会发生。 今天的讲话有点不同，很独特，你们都喜欢令我感到很亲切，感谢大家。

2008-0323, 复活节崇拜
View online.
复活节崇拜 印度那格浦尔 2008年3月23日 我从未期望你们全都能出席这个崇拜，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设法来到的。不管如何对
我们所有人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你们都知道基督是怎样死的。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被缚在十字架上，他死
了。
祂却以很非凡的方式谈论你们大家。祂请求神宽恕所有人。我们要从祂的生命中学习的是祂懂得怎样去宽恕-----宽恕所有人。

我

们要宽恕人们。对于人们来说去宽恕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你是愤怒的，那么你不能宽恕。那么你也不再是一个霎哈嘉瑜伽
士，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必须去宽恕。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正是你从基督处获得的力量。 人类会犯错，那是他们生命的一部
分，但同时作为霎哈嘉瑜伽士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去宽恕，这是比变得愤怒重要的多的。所以去宽恕那些做了某些错事的人，对你
或对神，你要去宽恕。并且你会惊奇的发现宽恕是那样伟大而美好的品格。如果你可以宽恕，你们将变得非常的纯洁。因为你原
本的污点和愤怒都消失了。 所以宽恕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大的祝福。甚至基督也说着同样的：“我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正
在做什么。”那么如果基督曾这样说何况你们呢？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我们犯了错，人们可以生气并使你不安，但对你们，最好
的事情却是去宽恕。宽恕那些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的人。这就是基督最伟大的品格，祂懂得怎样去宽恕。祂宽恕曾经犯下可怕的
过错的人们，祂宽恕他们，因为祂爱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也要宽恕。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宽恕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不管你怎样想时间很晚了，我们能汇聚一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不想错过这个时机。 宽恕来自于宽厚的人，他们心地善良。
你知道，每个人都犯错，我们也会犯错，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宽恕的权利，一颗宽恕的心。如果你没有，你就不是一个霎哈嘉瑜
伽士。你必须学习宽恕，毫无保留地宽恕。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基督正是那样做的。

可以这样说，祂是最有力量的神祈或天神之一。最具能量的。
祂可以做任何事情，祂可以惩罚他们，他们所有人，为那错误行径。但祂说过什么？祂说：“我宽恕”，并且祂请求上帝也宽恕。
所以不管你拥有怎样的力量，你的生活中成就了什么，拥有怎样的地位……。但你必须学习宽恕，否则你不能接近基督。你必须
去宽恕。 那是一种如此伟大的品格，如果你能宽恕，始终宽恕。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见到你们大家的原因。我希望见到你们并告诉
你们今天是去宽恕的日子。这并不是说让你坐下来，并思考有多少人你要去宽恕。那是荒谬的。但有些事情萦绕在你脑中，你感
到苦恼，陷入混乱中。有意思的是你不明白你拥有多少力量，你甚至不能宽恕。你拥有所有的力量，而最大的力量是去宽恕。 今
天是宽恕的日子。宽恕那些你认为对你做下错事的人，或对你不很友爱的人。请尝试记起你对多少人仍然感到生气。只是宽恕，
那么你也因此得到宽恕。如果你发自内心宽恕他们，你就已经惩罚了他们。你已经给回了他们希望的或应得的。所以， 去宽恕这
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人们觉得宽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想，他们怎能去宽恕？我不知道什么使
你不安，任何事情都能使你不安，毕竟，你们都是已获自觉的灵。你已经获得重生，是特别的人类。 所以你应该具有不一般的品
格，去宽恕的特别品格。去宽恕，不要继续记得你为什么愤怒，为什么不安，只需记得有什么要去宽恕。 只是宽恕。为了什么呢
？它是一个实际的事情。最实在的。设想某人用掌掴我。好吧，如果有人用掌掴我，我应如何？我掴回他？不是。或我应问他，
你为什么打我？不是。或我应想他一定是个愚蠢的家伙才这样做？这没有用。相反，你可以只是宽恕，宽恕那个犯错的人……。
对你来说你宽恕是重要的，因为其它的都没有用。当你懂得宽恕，这对你的善行，你的美德都有更好的影响。但我想人类发现去
宽恕是困难的…。通常如此，通常如此…。 但你们是已获自觉的灵，你们不仅是人类，这也是为什么我正要求你记住你拥有去宽
恕的力量。宽恕每一个人，伤害你的人，折磨你的人，麻烦你的人。你们能走多远？只是想着宽恕他，你将感到惊奇，他会改变
。他将改变而你也将享受自己。

理解这些对人们是困难的，但请只是试试。

只是尝试我正在说的。如果某人伤害了你，只是宽恕那个人，并看看反应。在那人和在你自己身上的反应。看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你想要在愤怒，愚蠢或什么的重负之中，你将毫无必要的令自己装载着无用的东西。
我们不应浪费我们的精力来决定什么是错的，他做了什么，你应对他做什么。我们不应那样。只需别管他，并且你宽恕。说：“
我宽恕。” 看看基督。如此有力量的人，如此有力量的神。当祂被钉死十字架上，祂怎样请求宽恕他们，为什么祂这样做？因为那
就是力量。说：“我宽恕”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不要失去这力量，而是相反你在这力量上走的更高，在你的人格上走的更高。只是宽
恕。就这么简单。说：“我宽恕”，就象这样。

那正是我怎样做，因为人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但我不为那感

到生气。我既不对那感到不安，我也不关心。我只是说：“我宽恕”，这是全部。你会惊奇的发现，我自己内在，它帮助很大。真的
非常有帮助。 对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在十字架上，基督说：“我希望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
们正在做什么。”在十字架上，祂快要死了，祂这样说，我们要学会去宽恕。 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为了其它人。这会帮助我
们。如果我们宽恕，这在我们自己内里帮助非常大。这是今天的启示，也是永远的，恒久不变的。如果你对任何人感到生气，只
要说：“我宽恕”。如果你发现某人麻烦你，伤害你或折磨你，不管他们犯什么错，只是宽恕，只是宽恕。这是唯一的方法。
今天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高兴你们中的一些在这里，我可以对你们讲话。 谢谢你们。

2008-0720, 导师崇拜，怎样成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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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崇拜 怎样成为导师 2008年7月20日 今天，对所有霎哈嘉瑜伽士是重要的日子，因为你们的顶轮已经打开，你们能感受神的
存在。只说有神是不足够的，说没有神也是错误的，十分错误的，说这些话的人都在受苦。只有在得到自觉后，你才知道有神，
知道有生命能量，这是全世界一个庞大的开启。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今天对你们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日子。 你们很多人已经从手上
或从脑袋感觉到凉风，有些人在霎哈嘉已经成长，有些没有，还有些仍然带着旧的感染。但现在，我必须要说，你们大多数人都
能成为导师，即是老师。你们的言行必须像老师。 作为老师，你们应该好好了解霎哈嘉瑜伽的理论，并去实践它，全面地了解霎
哈嘉瑜伽，这样你便能成为导师。导师需要肩负很大的责任，很有洞悉力。 首先，你不应有自我；任何轮穴也不应有感染；每时
每刻都要绝对干净；时刻都有生命能量在双手上流动。若生命能量只在一只手上流动，而另一只手没有，你还未能成为导师。所
以，你必须是位十全十美的霎哈嘉瑜伽士。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导师。你们很多人都可以，但你必须首先要肯定，你是否有能
力成为导师。 若你能谦卑，你便会知晓。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导师的人，应该成为导师。因为现在，我不能出门四处去，我的
工作，即给予人自觉，必须由你们来做。 你必须能集体、大规模的给予人自觉，这样你才能成为导师。大规模的给予人自觉，你
才能成为导师。你可以用我的照片，但自觉不应该是从照片上取得，而是从你那里得到。
这样，你就能够成为导师。男女同样都可以成为导师，同样可以把霎哈嘉瑜伽传遍各处。
在整个旅程中，我遗漏了加拿大，我请你们到加拿大，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很美丽的霎哈嘉瑜伽士在那里。
你们现在要做我的工作，我不能四处去，你们必须到别的国家，创造新的霎哈嘉瑜伽士。 你们都能做得到。开始时，你们可以用
我的照片，但之后，只放我的照片，是用你的力量去给予自觉。你们都能做到，我们就是这样，把霎哈嘉瑜伽传遍全世界。 我已
经在最佳的情况下，完成我的层面要做的工作。但我不认为自己现在可以再出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接管我的工作，把
事情成就。这并不代表你们可以取代我，绝对不是。我会与你一起，在每一处你要工作的地方。虽然摆放了我的相片，但给予自
觉的却是你，尝试集体、大规模的给予自觉。若你成就不了，你便知道自己不是导师。若你能大规模的给予自觉，你便是导师。
否则你就不是。我说你可以用我的照片，但你必须给予人自觉，这是导师的标志。 你们已经认识不同的能量中心，知道人们有什
么缺失。我也曾很清晰的解释过。同样，你发现那些来寻求自觉的人，他们都有一些毛病，你要找出他们什么轮穴受感染，你知
道怎样洁净这些轮穴，你必须告诉他们怎样洁净。 现在你已经掌握霎哈嘉瑜伽，你应该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你们认为自己已经掌
握，又或你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霎哈嘉瑜伽，那么，你们便可以成为导师。但首要你必须确定，必须找出自己是否导师。这是你
的责任去给予自觉，如果你拥有像导师般的生命能量，你便可以给予人自觉。女士们也可以，可以称呼她们为guruvis，不是guru
s而是guruvis，也可以称呼她们为guru。她们同样能把工作做好。 那么解决人的问题就不困难了。当他们得到自觉，他们的问题
便会得到解决。你们取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你们全都应该运用它。 起初的时候，你们可以一组人去做，之后就可以独自的去做
。你们能否想象到，如果大家都成为导师，全世界将会有多少霎哈嘉瑜伽士？ 无论你教导些什么，你也必须亲身去实践。当一个
人嗜酒，他是不能成为导师。喜欢调情及生活淫乱的人，是不能成为导师。所以，首先要审察自己：你是否清洁？ 很多亡灵附体
的人想成为导师，他们是不能够成为导师。你应真诚地望着我的照片，假如你是被亡灵附着，你便不能成为导师。若想成为导师
，首先要自我评核，全面地找出自己所有的事，然后你才能成为导师。 我不想个别的去告诉某一个人，你们所有人都能够自己找
出自己的一切。四至五个人在一起，便可以互相找出各自是否妥当，是否有任何缺失，任何感染。但如果他们说，你已完全没有
问题，你便能成为导师，可以传播霎哈嘉瑜伽。这是你的责任。霎哈嘉瑜伽就是这样成长。否则，在我退休后，又或我不能再到
任何地方，霎哈嘉瑜伽便会变成废物。所以，是你传送火炬，传送光。这是你们现在的责任，你们都已经得到自觉。 我生来已肩
负责任，亦明了一切。现在你们都了解自己，只要你开始给予自觉，便不要责备自己，但要小心，不要变得自我中心。你必须谦
卑的对待每一个人，非常的谦卑，把事情成就。因为他们都不是已得自觉的灵，你不应该责备他们，要有耐性，甜美地告诉他们
，“你们还有些不妥当。” 告诉他们如何静坐，如何改善自己。 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事实上，我一直以来都是做着这工作，你们
也可以做这工作。所以，你们都要成为导师，这是完满导师(guru purnima)的日子，我祝福你们全都能成为导师。 无论你现在拥
有什么，不要浪费它，不要放弃它，要把它用在人类的福祉上。若你想，开始时可以四至五个人组成一组，之后你们应该分开去
做。你必须花一点时间，你们已经得到自觉，必须给予别人自觉，否则你们的状况不会妥当，不会正常。 今天，我想告诉你们，
作为导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首先，他应该毫无执着，意思不是要你放弃你的家庭或者任何事，而是你应该持有一种无执着的态
度。若你家里任何一个成员犯错，你也应该远离他或她。 第二件事，就是透过你的自觉，你看到自己可以传播快乐，解决他们的
问题。你们看到，无论我能做什么，你们也同样能做，你们拥有力量去这样做，但不带任何虚情假意。不要有虚情假意，否则，
你会破坏霎哈嘉瑜伽的名声。如果你对自己有把握，你便应该成为导师，为霎哈嘉瑜伽工作。
我视我已经给予你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支持，现在你们要接手，成为导师。你们也可以做所有的崇拜，可以用我的照片。
你们已经看到，一个人如何将此事成就。假如某人有某些毛病，或者有某些轮穴受感染， 你应该告诉那个人如何去纠正那些毛病
。用我的照片是最好的方法。要非常谦卑，你应该告诉他们有什么事要做，你们可以拯救他们全部人。 我感到我现在不能像过往
那样，随时随地的做这些事情。我已经做得最好，我感到我不能再重做这工作。不是因为我年纪大，而是我想让你们自由的去传

扬霎哈嘉瑜伽。你们已经免费的得到霎哈嘉瑜伽，你们必须同样免费的给予别人自觉—-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崇拜的日子，要小心
，不要为自己做崇拜。除非你确定自己，肯定你已经最少创造一百位好的霎哈嘉瑜伽士，那么他们便可以为你做崇拜。但是最好
还是先观望一段时间。 你不可以开展崇拜，直至你…每一次都可以有一千人得到自觉，你才有权作一个崇拜。除非你完全妥当，
你仍然可以以我的相片来做崇拜。 现在最重要的是信心，不要责备自己，你们全是已得自觉的灵。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导师的
人，亦可以尝试。对求道者你必须要有耐性，不可以发怒发脾气，除非他们想找你麻烦，你不应发脾气，应该保持平静。 很多导
师是或曾经是脾气很暴躁的，他们忙于发脾气而无暇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从来未能给予自觉，因此我必须忠告你们—-要控
制自己的脾气， 要留意自己，若你发怒，你便不能成为导师。 导师必须是有爱心,很有爱心及洞悉一切的人。还有，你必须谦卑
，不要虐待人，不要呼喝人。若他们行为不检，你可以请他们离开，但不要向他们叫喊。若你认为某人行为不检，你可以请这个
人离开，但无需要对这个人喝骂或发怒。
因此，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你已得到自觉，你们四至五人可以组成一个霎哈嘉瑜伽小组，去给人自觉，试试吧！ 当然，应该放
我的照片，但你仍然要尝试，尝试去了解你现在有什么责任。假如给了你一个职位，你必须时常履行这个职位的责任。同样，若
你成为导师，你的责任是，首先必须有好的言行举止。 开始时，你不可以告诉他们不要到教堂去，或者不要这样、那样做。在给
他们自觉后，你才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刚开始时，你不应该告诉他们这些，否则他们会避开你。要接受他们原来的模样。
在初期，可能的话，不要医治人。在起初的时候，你可以用我的照片，但不要医治他们。 迟些若你有信心，四至五个人一起便可
以医治人。医治人不是容易的事，你可能受到感染，所以在为他们治疗前，你们必须做班丹。做班丹是非常好的，每次出门前，
你们都应做班丹。 若可以，你可以有非常好的演说。现在你已认识那么多，你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十分重大的责任。 自1970年
至今，我一直在工作，勤奋的工作了很多年。现在我不能再工作了，我必须回去。正如每一个人都说，我要休息，我想你们都会
同意。若有需要，你可以谈及“我”， 但要用我的照片。每次你们有聚会，都要用我的照片。 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是领袖兼导师的人
，他们应该先审察自己的生命能量。在我的照片前静坐，找出答案。你必须绝对诚实，你是十分妥当，完全没有任何感染，那么
你便可以成为导师。你必须如此做。 首先，可以两个人开始，随之是三个人。我是以五个人开始，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是怎
样开展这工作。尝试以两个人来开始，随之是三个人、五个人或更多人。之后，你也可以做些宣传，若你已经给予人自觉，打个
比方，你已经给十个人自觉，你便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你怎样称呼它也可以，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 现在你拥有力量，亦
拥有权利，但你还需要拥有气质。在开始的时候，你必须有耐性及仁慈，非常仁慈，随后你渐渐地发现，你能医治人。初期，你
可以用我的照片去医治，及后你看到自己可以医治人。
首先，以生命能量道出哪些轮穴受感染，哪个轮穴好，哪个轮穴不好。跟着你应该纠正它们。
若哪里出错，你要纠正它，那么你便能成为导师。 并非只接受自己是导师，你便可以成为导师。你们必须拥有十分、十分…这方
面能力。你必须评估自己。首先，你应该找出你能否成为导师，然后你可以写报告给我，我很高兴知道你们给了多少人自觉。毫
无疑问，霎哈嘉瑜伽就是这样传扬开去。 霎哈嘉瑜伽不可以因为我退下而停留在现阶段。但由于有那么多霎哈嘉瑜伽士，霎哈嘉
瑜伽会成长，会成就。我现在不能出门四处去，我要回去。我不能再回来，没法再回来了。 所以，最好你们自己去成就。 若有任
何困难，可以写信给我。如有人受感染或你有任何问题，我想不会有任何报章会批评你们，他们曾经批评我但不会批评你们。你
们所有人要向我承诺，尝试成为导师。我从未向你们收取金钱，从未收取过，我只想你们去传扬霎哈嘉瑜伽。 开始时，就算在崇
拜里，也不要收取任何礼物或金钱。假若有需要租一个会堂，或一个大的地方，你可以向他们收取少量的金钱，但这都是迟些才
需要这样做的。最先，尝试以几个人开始，这会发展得很好。 另一件事是，开始时，不要容许他们为你做崇拜，直至你已经拥有
三百个霎哈嘉瑜伽士，你不可以要他们为你做崇拜。初期做崇拜时，你可以用我的照片，但要小心，因为你现在有力量，它可能
令你的自我膨胀，或可能令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可以这样。 你是要拯救世界，这是我全部的工作。假如你遇到困难，请你写
信到印度给我，并且告诉我你是怎样传扬霎哈嘉瑜伽，什么在发生，我很想知道。我想你们都体谅我现在必须退休，我不能再出
门。 若你们有任何问题，请你问我… 那些有信心能成为导师的人，请举手。啊！那么多人。请举起一只手，不用双手。 如有任
何人收取金钱，你应该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也要写信告诉我。首先，不可以收取金钱。但当已经有三千人的时候，你可以庆祝
所有崇拜日，还可以做敬拜，但必须每一次都最少有三千个门徒，你才可以请求作一个崇拜。
有些人是不能成为导师，这些人受到感染，他们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不要成为导师，
否则将会影响你。若你认为自己是清洁的，开明的，你是可以成为导师。还有什么问题？ 我正在建立一所国际霎哈嘉瑜伽中心。
当你已拥有三百个霎哈嘉瑜伽士，你可以做崇拜，收取金钱。在此之前，如果收到任何金钱，你们可以送到这中心。这中心将会
有十一位成员，而我会宣布此事。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现在问我吧。
最先来的三百个人，你不要收取任何金钱，除了用作租用场地或其他支出。不可以收取任何金钱作为自己的使用。
现在，你们有多少人想成为导师？请再次举起手。 愿神祝福你们！ 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以机构的名义收取金钱，就是你需要有
场地，扩音器和所有相关的对象。但你不应收取金钱作为个人的用途。你必须十分小心，除非你有三百个霎哈嘉瑜伽士。你可以
以五至十人一组，去开展工作。你会享受这工作。任何人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 我一定会到加拿大，我从未到过那里，我会尝
试抽空。我必须先到俄罗斯，然后到加拿大。首先，你为自己的国家做的工作必须比外面的国家多，跟着才把它传遍全世界。再
一次，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想成为导师？ 啊！真是很多人。 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多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