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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聖日耳曼的 Adamus。 

歡迎，親愛的 Shaumbra。歡迎來到 2022 年 5 月的月聚會。我花點時間感

受你們每一個人，感受你們的能量。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個有趣的團體聚

集在這裡。 

你們中的許多人都感受到了來到這裡的召喚。你還有其他事情要做，也許是

你認為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你感覺到此時與這群人在一起的呼喚，幾乎是那

些不可抗拒的呼喚之一。感謝您來到這裡，因為我們今天有重要的工作要

做。 

當我們開始這個月聚會時，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這將與我們一直在做的有點不同。儘管我喜歡講課、和 Shaumbra 交談、分

散你的注意力、做一些滑稽動作 － 我們將在下個月重聚時做所有這些，希

望與我們的現場觀眾一起作 － 但這一個月聚會是不同的。這個月聚會……這

個月聚會，嗯，你會發現，謝謝你在這裡。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


 

 

現在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有時，當你身處其中時，很難看到所正

在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你知道事情很激烈，你知道你有這麼多的情感在發

生。即使是那些曾經說你從來沒有感覺到任何東西的人，現在你感覺到了。

現在你希望你能回到沒有感覺的狀態。不，你會繼續感受到事物，因為你的

靈敏性被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意識所喚醒。所以，你會繼續感受到事物，

你會繼續感受到你周圍的世界。 

你在這個星球上活了這麼多世。你熟悉事物移動和變化的方式，通常不是很

快，有時你似乎只是在重複相同的舊模式，或者世界在重複相同的模式。但

現在它確實發展得非常快，幾乎是你難以跟上的速度。啊，不久前有一個時

間點上你覺得變化不夠快。你想走得越來越快，現在它們來了。而且，事實

上，它們正在這個星球上發生。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DreamWalk。這將是一段相當長的 DreamWalk，在 

DreamWalk 期間，我們將一起將我們的光照進黑暗。我們將深入黑暗的中

心，或者也許是黑暗的深處，閃耀你的光，做你來到這個星球真正所要做的

事情。就是這個。你來到這個星球不是為了創辦大公司或發明東西；甚至不

一定是要做療癒工作或輔導或寫書。你來到這個星球是為了做我們今天所要

做的事情，作當你在長椅上所做的事情。 

  

閃耀的時刻 

我們將閃耀著光，如你所知 － 我們經常談論它 － 這是地球真正需要它的時

候。這是在一切發生史詩般的變化之際，你不能只說它是這一回事或者那一

回事。正在發生的一切都在經歷著變化，而變化往往並不容易。變化意味著

舊系統的崩潰，有點像 Shiva (濕婆)，破壞者能量，進來打破舊系統。在通

常情況下，這對人類來說很難 － 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所處的模式、他



 

 

們在一起相處的人來說很難 － 所以這非常困難。但現在，這些變化正在發

生。沒有回頭路了，沒有減緩變化。它們正在地球上發生，這就是你在這裡

的原因。很多時候，你說，“嗯，我想記起我為什麼在這個星球上，我在做

什麼”。你們中的很多人花了幾年，甚至幾十年，就是等到現在。這就是你

在這裡的原因。 

你們中的許多人在過去的幾世都與世隔絕，無論是神秘學校，還是某種秘密

組織，一個為地球點亮一盞燈的安靜的幕後組織。這發生在男、女修道院

中。它發生在被隔離在世界上非常偏遠的地方的小團體中。它是為地球持有

能量。持有能量意味著你將保持著天地之間、神與人之間的聯繫，所以它不

會丟失。您將保留該鏈接。現在有些團體仍在這樣做。自 Lemuria (利莫里

亞)時代以來，他們就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有一些團體仍在這樣做。你從來

沒有聽說過他們，或者很少聽說過。很多時候，他們打著宗教組織的名義做

這件事，但這只是他們在表面上使用的，因為他們真的、真的就是在維持著

能量直到適當的時候。 

他們一直維持著它，直到那些成為地球上光的承載者的時候。他們一直持有

它，直到地球上的某些人類開始允許他們的神性，他們的光進入這個現實層

次，而那就是你。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現在在這裡所做

的。 

雖然我喜歡和你交談、娛樂你、給予信息、演講，但今天我想做這個非常特

別的 DreamWalk。所以我請你讓自己舒服點。把燈關暗，無論你在做什

麼，都要讓自己舒服，如果你願意，關掉你的手機。你知道有時當我們在作

最深入的工作時，有時它幾乎吸引來分散注意力。它幾乎把他們帶進來了，

突然間某個你很久沒聯繫的人或家人，甚至只是一個垃圾性的招攬，突然閒

電話響了。所以，如果你願意關掉那些手機，或至少關掉鈴聲，然後在我們

的 DreamWalk 中感到舒適。 



 

 

我今天想和這個我能感覺到一起進來的團體做這個 DreamWalk，作為一個

團體的事情。現在，你會有你的個人經歷，但我想在真正的當下，在當下，

作為一個團體來做。通常，你自己坐長椅。通常，你會找一些時間，坐在湖

邊的某個地方，在公園裡，有時在你的車裏或家裡，就只是放你的光。但現

在我想和這群人一起做這個進入黑暗的 DreamWalk。而且，是的，你們中

的一些人在過去的幾天裡一直感覺不舒服，或者昨晚或者前一天晚上做了一

些非常瘋狂的夢，因為當我們做這種工作時，嗯，在某種程度上，黑暗不會

喜歡。 

你知道當你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突然有人打開燈的感覺，那很煩人。突然

間，你被帶離了你所在的空間。當黑暗感覺有什麼東西進來時也是如此。它

抵制它，這可能就是你一直在感受、思考或者夢境有關的事情。 

除了成為黑暗中的一個亮光之外，我們不會嘗試做任何事情，最終，如你所

知，真的沒有黑暗或光明。但是有些事情是缺乏意識和覺知的。他們缺乏看

到和感知可能性的能力，這就是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所說的黑暗。他們處於一

個非常痛苦的空間，一個非常痛苦的空間 － 身體上的，精神上的 － 那就是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黑暗。 

光就是意識。意識。唯一真正真正重要的是意識。它是所有事物中最純粹的 

－ 你的意識，你的我是。沒有它就沒有能量，沒有分子，不會有光，也不會

有任何的現實。所以我們真正在做的是把意識帶到那些被封閉、被掩蓋的區

域，那些充滿痛苦以至於他們根本看不到他們的巨大可能性的區域，無論是

在個人，或是在星球。我們將帶著我們的光，不是去侵犯，不是去強迫任何

改變，不是讓人像你相信的那樣相信，而只是去照亮。 



 

 

就在此時此刻，這對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的關鍵時刻；正是在這個時候，

那些意識的承載者，是你站出來的時候了。而且，再強調一次，不是試圖強

迫改變，而只是為了顯示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此，讓我們在這個 2022 年 5 月的月聚會中一起作個深呼吸。讓我們作個

深呼吸，將我們的能量聚集在一起。 

在這個 DreamWalk 中會有很多時候我不會説什麼。我只是要求你帶上你的

光。 

我要求你不要參與我們可能遇到的任何事情，我們像是站在那堵短牆後面；

不參與聲音，不參與角色，不參與你可能遇到的其他人。我們不會試圖強行

進入任何政府辦公室並更換領導人。我們不會試圖強制進行任何更改即使那

已經發生在過去。我們只是帶著光，這也是你在此生來到這個星球所要做的

事情。 

  

進入黑暗的 DreamWalk 

讓我們與此刻聚集在這裡的所有人，以及所有將要加入 DreamWalk 的人一

起作個深呼吸。當我們開始時，讓我們一起深呼吸。 

（音樂開始） 

在 DreamWalk 中，我們實際上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一切都會來到我們。 

在某種程度上，它有點像是一個螺旋。我們不會到外面去嘗試做任何事情。

我們只是在當下，讓我們成為一個群體，允許我們的光，一個莊嚴的群體，

允許你們的光閃耀。 



 

 

當你放光時，它首先照耀在你自己身上。而且，事實上，你的生活中仍然可

能有一些黑暗的區域 － 舊的記憶、過去的幽靈、傷害過你的人、損害過你

的人。 

讓我們從那裡開始，在這一生中，將你的光照到你內在的任何黑暗，這樣你

過去的那一個部分，你的那一部分可以看到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你的那一部分可以看到你沒有被卡住，你不受別人的控制。你並沒有真

正受到你任何選擇的限制，儘管你可能有過這樣的感覺。 

處於你自己的黑暗中 － 這是大多數人絕對避免去做的事情。大多數人都不

想要面對那個。但是在這裡，當你在意識中時，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不怕被

黑暗所吞噬。 

不再害怕轉向黑暗，這是你們許多人長期以來一直害怕的事情。如果你被黑

暗吞噬了，變成壞人怎麼辦？你現在根本不會如此。你對自己的光了解得太

多了。 

在這時刻，你根本不會被你的黑暗或其他任何人的黑暗所腐蝕。 

將你的光照射到你自己可能仍處於黑暗中的任何部分。 

（暫停） 

它可能試圖轉身離開，或者它可能試圖對你咆哮，但只要留在你的意識中，

在你的光中。 

現在這是你的道路。 

這不是讓你自己的黑暗來決定，做決定，做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現在是你

作為一個主權存在。 



 

 

讓你的光照亮你童年時代可能存在的任何黑暗。 

（暫停） 

你們中的一些人在年輕時經歷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它們沒有任何理

由，不要試圖推理或理解它。但現在有一道光，來自你的光，進入你過去那

些非常黑暗的走廊。 

（暫停） 

你所經歷的一些事情讓你感到非常羞恥。你們中的一些人，身體上受到性虐

待，這讓你們感到非常羞恥。但那不是你做的。 

而你已經把這黑暗的掩護罩在自己身上，現在是時候了，因為你的那部分想

要那光，想要那個天使現在就在這裡。 

當你生活中的黑暗，它們現在似乎正在向你走來時，去感覺。 

即使它們仍然試圖堅持著自己的黑暗，他們幾乎被你所放的光所吸引。你這

些被關押在黑暗中的部分知道現在時機已到。 

讓你的光照向它們，這樣它們就可以發現並使用他們可行的可能性。 

（較長的停頓） 

當你可以就是簡單地站在當下你的光中時，當你不試圖療癒或改變，而只是

在那裡作為那光而存在時，最大的轉變就會發生。 

不陷入傷口，不陷入羞恥中，不沉浸在黑暗中，而只是在那裡。 

（暫停） 



 

 

讓你的光照在你自己每一個迷茫的部份，無論是今天這裡的一部份，還是過

去的一部份；每個正在哭泣的部份。 

（暫停） 

致每一個還在你夢中徘徊、在你腦海中徘徊的野獸和惡魔，讓那光閃耀，讓

每一個受傷的部分現在都知道如何擺脫那黑暗的陷阱。 

（暫停） 

當意識之光出現時，真正的轉變就來了。 

（暫停） 

所有其他療法、諮詢，其他一切，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冠冕堂皇的藉口。黑

暗只需要感受到光的存在，光的穩定。 

（暫停） 

它需要知道光是真實的。 

最重要的是，它需要知道光來自內在，而不是來自外面的某個人，不是來自

另一個存在，不是來自天堂，而是來自你自己。這就是它所需要的。 

你帶來的那光就是你的意識，你的覺知，和你意識的純淨。 

（暫停） 

光不會試圖療癒，光不會試圖諮詢。光就在那裡，只是在說：“ 有一個方

法 ”。 

你生命中仍然存在的每一個黑暗情況，每一個黑暗經歷實際上一直在渴望

光，渴望你現在帶來的這種光在那裡。 



 

 

它不想再玩遊戲了。它不想要更多的治療和超級療法。它只是想要這個 － 

你現在帶來的東西。就是如此，你的光。 

那個覺得不值得光的黑暗，那個不認為自己可以成為光的黑暗，它只是想知

道那光 － 你可以在這裡。 

讓它照向你生活中的一切，那可能是灰色或黑暗，可能是隱藏或受傷。讓它

放光到那每個一部分。 

（暫停） 

然後讓那些你稱之為你前世的東西，帶著它們的黑暗，讓它們向前來。 

（暫停） 

他們中的許多人，你看，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生活在這些經歷中，幾乎就像

陷入了一個夢境。 

僅僅因為前世有了肉體的死亡，並不意味著前世死去。它可以繼續它的創

傷、它的黑暗和它的痛苦。它進入其他維度。它甚至延伸到近地球維度，並

且經常繼續著。 

你知道，因為你能感受到傷痛和痛苦，幾乎就像過去的迴聲。 

讓你的光照向所有這些前世。 

（暫停） 

它們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尋求救贖。他們竭盡全力擺脫傷痛、黑暗和痛苦。但

它們需要的是這個，你現在所帶來的 － 你的光、你的智慧、你的成熟。 



 

 

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樣他們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可能性。他們可能會看到

一個不同的場景。 

你不是給他們帶來療癒，你不是給他們帶來解決方案。你只是把你的光帶給

了它們，他們需要看到它，他們需要感受到它。 

你過去的每一世現在都在經歷他們自己的證悟形式。您在此生中引領著你所

有的過去世。你在引領的道路，因此，他們正在經歷他們自己的證悟。 

歷史不是歷史。歷史不僅僅是那被記錄下來的。換句話說，當你把你的光帶

給他們時，他們正在改變他們的歷史、你現在的歷史。 

每一個前世，也會在那一世證悟。 

是的，他們會挑戰歷史本身。他們會挑戰時間和空間。其影響令人難以置

信。 

過去世可能是在貧窮、憤怒、黑暗中死去，現在為他們自己改變了那一生的

過程 － 即使是在那一世死前的最後時刻 － 隨著光的到來而改變。 

有些過去世曾向上帝、天使、耶穌、阿拉、佛陀祈禱，祈求從他們所忍受的

痛苦中解脫出來、從他們自己的黑暗中解脫出來，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和感受

自己。但是不會，那些存在，沒有一個能夠提供像你現在在這裡的光所能提

供的療癒和解決方案。 

光必須來自內在。它不能來自外在。它就是不行。哦，外面的光，你可以說

外在的光提供非常短暫的緩解。但是為了真正影響那些前世，哦，現在就去

感受它們。 

（暫停） 



 

 

他們必須感受到光是從內在而來。 

（暫停） 

不是來自遙遠的天堂，不是來自某種精神偶像，而是他們必須從內在感受

它。這就是你帶給他們每一個的東西。 

現在你的光照亮了他們的可能性，然後由他們來作選擇。但是你的光照亮了

可能性 － 讓他們超越自己的黑暗的可能性。 

現在感受你的光給你的每一個前世所帶來的變化。它改變了你自己的歷史過

程。 

（長時間停頓） 

沒有什麼能像你的光一樣觸動這些前世。沒有任何東西。 

（暫停） 

如此多的前世，他們去世時在心理和內心中充滿了如此多的混亂。 

它引起如此多的找尋，如此多的焦慮，如此多的痛苦。當那些前世繼續試圖

尋找答案 － 奇蹟療法、快速修復、外在先知時，情況似乎只會變得更糟。 

它根本行不通。他們需要這裏的這個。他們需要你的光的存在。 

我敢說，這是唯一能提供解決方案、轉變的東西。唯一的東西。其他一切只

會導致更多的心痛、更多的失敗、更多的失望。 

讓你的光照在你的每一個前世。 

（暫停） 



 

 

這很有趣，因為我已經看到，你已經看到人類試圖做很多事情來影響他們自

身的變化。 

他們嘗試了每一種不同的技術和方法，不斷地尋找最新的新方法 － 跪在大

師面前，學習學習和學習書籍和腳本，直到他們的眼睛幾乎掉出來，而這些

都沒有，沒有一個提供純粹的轉變。 

只是你，你的意識，在黑暗中放光。 

是你回到你的自我（Self）。 

是你把那神聖的神性部份照亮他們，有意識地照亮他們，照亮每一個前世。 

（暫停） 

而在他們的心中，也能感受到那種熟悉感。他們可以感受到你和他們以及靈

魂的合一。它感覺真實性、誠實和真的，感覺像是內在的東西，而不是外在

的東西。 

對於許多前世來說，感到現在閃耀的光是多麼地親密，多麼親密啊，他們真

的感到驚訝。 

（暫停） 

讓他們感受你的光。讓每一個前世的黑暗處感受你的光，你的基督意識。 

（暫停） 

你現在處於可以帶來這種光的成熟和融合的水平，這難道不是很神奇嗎？ 

以前，你總是覺得你需要成為光的接收者，你在黑暗中，你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光來到你。但現在你是那個帶來它的人。 



 

 

你是那個不再害怕自己或不再害怕你的光的人。你可以成為那個帶來它的

人。 

你不再是這群前世的角色一直在等待光明的其中一員，即使他們一直都在堅

持著黑暗。你已經超越了它，你現在是帶來光的那個人。不要擔心會扭曲

它，也不要擔心你是否會濫用它，一點也不會。 

（暫停） 

現在，讓我們繼續我們的 DreamWalk。 

讓我們把那光帶到這個世界、這個星球，帶入現在這個星球上的所有黑暗，

黑暗意味著意識之外。經常被人歪曲和扭曲，甚至經常被人們稱為邪惡。 

讓我們把我們的光帶給這個星球，帶給那裏數十億心地良善的人。他們內心

真的很良善，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陷入了自己的黑暗之中。有些人陷入了權

力遊戲，有些人陷入了黑暗，那些甚至是從他們自己的前世帶到了這一世。 

讓我們把我們的光帶到一個充滿良善可能性的星球，但它現在卻有如此多的

恐懼。 

（暫停） 

有恐懼。在這黑暗中，有絕望。 

讓我們帶上我們的光，讓大眾意識和人類能夠看到確實存在著其他可能性。 

（暫停） 

這個星球上不需要任何苦難。但是，黑暗仍然抓住它。黑暗以此得到力量。 



 

 

讓我們將我們的光 － 在這個月聚會中，在我們的 DreamWalk 中 － 帶到這

個星球上。 

（暫停） 

哦，有那麼多人陷入業力，他們自己從過去來的業力。他們自己的業力 － 

是如此糟糕的陷阱、如此誘人的陷阱。 

讓我們帶上光，如此他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可以隨時決定釋放它，這不是來自

天堂的懺悔，完全取決於他們，隨便什麼時候想要釋放它。 

（暫停） 

這個星球上的人們，他們作著他們的日常事務，他們作著他們的典型模式，

但他們現在很害怕，他們害怕什麼會發生。 

科技、軍隊，它們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致於它可以在一瞬間、就在一瞬間

中影響地球。 

人們通常不喜歡談論它，但他們很擔心。他們正在等待某種類型的答案，某

種類型的干預。 

我看著大眾意識，看著人類，他們不知道該轉向哪條路。他們真的想要某種

類型的干預，想要一些事情來改變現狀，但要讓它們變得更好。那就是你的

光進來之處。這就是你現在在這裡的原因。 

讓我們的光照向這個星球。由他們決定用它來作什麼，如何使用它，如何照

亮自己的可能性，最終如何來感受自己的光。 

（更長的停頓） 

人們已經如此麻木了。因為他們很難應付，處理事情，他們已經麻木了。 



 

 

很多人很難獨立思考。然後他們陷入了陷阱 － 哦，陰謀論之類、不斷為失

敗做準備的誘人的陷阱。他們認為他們不想失敗，但實際上他們陷入了這些

黑暗的陷阱並為失敗做好了準備，因為這是他們所知道的，這就是他們認為

他們應得的。 

讓我們將我們的光照耀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暫停） 

對於所有上癮的人、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那些覺得被惡魔控制的人，讓我們

把我們的光照向他們每一個人。 

（暫停） 

對於那些認為權力和武力是解決問題、處理事情的方式的人，以及那些跟隨

的人，那些有權力和武力的人，以及權力和武力的受害者，讓我們向他們放

出光. 

（暫停） 

對於那些還在打仗的人，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可以

處理問題，所以他們訴諸戰爭、戰鬥。他們常常沒有意識到這些戰爭是古老

的，不是有關於地球上的當前時間，而且這些戰爭、這些戰鬥可以追溯到好

幾個前世前，他們可以追溯到幾世紀、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而他們仍然在為

其而戰鬥。 

讓我們將我們的光照亮所有仍在戰鬥和衝突、殘酷、國對國的人，讓他們可

以看到光，感受到光。 

（暫停） 



 

 

戰爭和那些領導戰爭的人有一些有趣之處。他們被捲入其中，他們將它從一

世帶到另一世，並不斷將其施加在地球上。 

讓我們向所有使用戰爭的人，以及所有在地球上成為戰爭受害者的人放光。 

並將我們的光照亮所有試圖忽略它的人。他們害怕說 “不再如此”，所以他

們只是忽略它，假裝它不存在，而這常常導致戰士們繼續他們的戰爭。 

讓我們把光照向這個星球。這就是你來到這裡的原因。 

（暫停） 

你注意到了沒有力量。我們不必推動或強迫任何事情。 

你只是帶來了那光，那同樣的光，你帶給了自己。它是意識。 

意識有一種照亮道路、照亮可能性的方式。意識有辦法喚醒那些睡著的人，

並提供新的和真正的解決方案。 

（暫停） 

讓你的光照亮你自己，照亮這個星球。 

（更長的停頓） 

甚至這個星球的歷史和所有人類的歷史，它都可以改變。 

這是一種正在發生的量子物理學，即使你認為事物在歷史中以某種順序和模

式存在，它也可以改變。即使你稱之為過去，它也可以改變。 

事實上，過去必須改變才能有真正的改變。 



 

 

過去和現在，必須有一個轉變，這樣人們、人類就不會像他們過去一樣繼續

走在相同的線性道路上。 

所以，你現在向地球所放的光，它可以回到歷史，回到過去。它可以改變 

500 年前、1000 年前所發生的事情。 

它改變了可能性。 

（暫停） 

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在這個星球上。 

讓你的光照向這世界，照向人類，照向大眾意識。 

（暫停） 

現在感受我們的 DreamWalk。感受我們 DreamWalk 的美麗，感受這光。

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 

這就是你一直在等待的，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裡。你知道現在這個時候是

如此地關鍵。 

我甚至不想想像如果沒有光被帶來，那這個星球上會發生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在這個星球上，當你放出你的光時，它首先會照到你自

己，照到你這一生中的每一個面相、每一次經歷，然後它會照到每一個前

世。那光只是擴散，它照到最黑暗的地方，它甚至會改變你所說的過去。 

花了很長時間才來到這裡。它需要相信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意識，體現為

人類，它需要認可和信任那光。 



 

 

十年前，你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相信它。你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懷疑自己

的靈魂。但現在我們在這裡，從世界各地一起加入我們進入黑暗的 

DreamWalk ，能夠在沒有議程的情況下放光，而只是將意識帶入這個星

球。 

感受一下那光繼續照耀著。 

（暫停） 

這就是你來這裡的目的。 

你來到這裡接受你自己的光，你的靈魂之光，你的神性之光，然後讓它照耀

著。 

這道光現在照到地球上。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讓我們一起在我們的 進入黑暗的 DreamWalk 中深呼吸。 

讓我們好好地作個深呼吸。這就是你現在在這裡的原因。 

我是聖日耳曼的 Ada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