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疗 愈 智 慧 学 校

迎向大地母亲
轻轻移动，到心的场域、

到那颗智慧的心灵、慈悲的心灵---

在您的里面、从这里，

在谦逊中向大地鞠躬

用你灵性的手触摸她的土壤

你朝向她物质之身中央、

打开自己迎向她的慈悲之心

你感谢她的物质体，这也是你的物质体

你感谢她的精神体，这亦是你的精神体

你感谢她的意识体，

她也包括了你的意识体

她，滋养生命

以至你的全部所有，从不间断

允许你在时间和空间里

表现出个性结构

你对她说:

我没有充分赞扬你，母亲

我在很多方面没有尊重你，母亲

我没有尊重你的土地，你的水，

或者你的空气

母亲，你不需要我们，我明白。

但我们需要你

如果我们要延续下去，我们需要你

我知道我们就像蚂蚁一样，

毫无目的地钻进了你，

而你正要摆脱我们

母亲，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尽我自己的一分

保护你，更新你。

在里面，你安静地向她鞠躬

为你在地球上展现的自性，

表达由衷的感恩。

杨珑 及 疗愈智慧学校团队

为了延续这种在线模式，我们要尊重和支持幕后的召集人、翻

译员和音乐人。为了办成这件美丽的事，我们得到了四位召集

人、九位翻译员和十一位音乐人的慷慨支持和服务，他们协助

我们在每次冥想会上取得巨大成功。

鉴于筹办连续不断的冥想会所需的时间和复杂性，我请求每一

位有感动的人，从您能力之内每周捐款，以表达您对召集人、

翻译员和音乐人的支持和感激。

我们欢迎所有的灵性传承，关于每一个传统，我们请每位修习

者各自从他们已知的门径进入源头。我们来这里聚集，不是为

了创造一种新的宗教或灵性传承。对于所有在各种传承中受感

召的人，我们都欢迎，我们的立场一致。

杨珑带领冥想
晚上8:00-9:30，北京时间。
(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00-9:30)

感谢我们的翻译员: 
粤语

周可凡(Hofan Chau), 
和陈婉萍(Adalyn Chan)

法语
辛迪·巴兰(Cindy Balan), 

和玛丽·布劳亚德(Marie Brouillard)

希腊语
卡利奥皮·克朗察(Kalliopi Klontza)

意大利语
弗朗切斯科·贝尼维尼亚

(Francesco Benivegna)
普通话

荆华(Hua Jing)

西班牙文
奥尔加·佩雷斯(Olga Pérez)

和丹尼斯·贝塞拉(Denisse Becerra)

感谢我们的召集人:

萨比娜·塞伦塔诺
(Sabina Celentano)

西蒙尼·林伯堤
(Simone Lamberti)

柏莎拉

(Sarah Peck)

米里暗·布乍得
(Myriam Bouchard)

每位参与者和您向

世界提供的服务

支持幕后团队

疗愈智慧学校全球在线冥想及疗愈圈系列

召集人、翻译员和音乐人

欢迎所有感召参与的人

周六带领者

杨珑
周三带领者

柏莎拉

全球在线冥想系列

疗愈圈让你有机会积极参与和体验灵性疗愈场域，包括了给予

和接受疗愈两面。我们鼓励那些正在寻求从重病中痊愈，或寻

求与源头有更深刻连结一致的人参加。疗愈圈也同时是杨珑教

学的入门，欢迎新学生参加。

疗愈圈每月不定时开办，并根据各地时区安排语言翻译：

美洲

英语

法语

西班牙文

欧洲

英语

意大利语

希腊语

亚洲

英语

普通话

粤语

杨珑带领

疗愈圈

冥想和疗愈圈的时间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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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莎拉带领冥想
晚上8:00-9:30，北京时间。
(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00-9:30)

疗愈圈
欧美地区: 10月6日和12月8日，
美国东岸时间下午1:00-3:00
(欧洲中部时间晚上 7:00-9:00)

亚洲地区: 11月4日，
北京时间晚上8: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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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珑
及疗愈智慧学校团队

杨珑

「

」

2020年3月26日，我们应全球学生和

朋友的要求，开始在线冥想和疗愈

圈。2021年9月26日，当我们完成了

100多场冥想和30次疗愈圈聚会时，

已经有来自美洲、欧洲、中东、亚

洲和澳大利亚，合共1000多名的参与

者。最初是少数人提出的要求，后

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性的群

体。每位聚集来冥想的朋友从慈悲

之心开展出来的工作究竟有多美？

我接受的是口述传统的训练。作为

一名学生，一个来到老师面前的人，

接受老师的传授，然后用一切的可

能，和通过天地的恩典去寻求，来

体现从老师那里接收过来的灵性实

相。小家伙在伟人面前的工作

是：「跟随」。于是乎，我继续前

进，并藉由跟随来继续「前进」。

通过跟随，总是只去应邀前去的地

方，灵性的内在移动通过外在环境

人们的邀请来实现。疗愈智慧学校

和疗愈智慧群体，已经成长并发展

成为一个成熟的灵性服务组织。

「跟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当疫症大流行到来时，我从前受教

的工作模式被颠覆了。如上所述，

出于必要，我们直接响应那些要求

我们提供网上冥想和课程的人，我

响应及跟随爱的移动，而这项工作

也继续「向前推进」。幸运的是，

《疗愈智慧学校》和《疗愈智慧》

的朋友已经能足够深入地进入，不

是进入屏幕、网络和世界恐惧仇恨

声音的虚拟现实的催眠，而是进入

那生命的实相。每位都有毅力有力

量，有他们天性的慈悲，和最重要

来自源头的恩典，以维持自己作为

一个植根于爱与慈悲力量的中心，

一个给予创造性智慧通过的场域。

在一个极端的、持续对抗的，和充

满死亡的世界中，每个人都通过他

们圆满的自性，拥抱所爱的人、拥

抱他们的小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世

界，就是在心中本源和内在挚爱眼

里所感知的世界。
杨珑

在线冥想的缘起

注：1. 日期或有变更，
请时刻留意电子邮件，

或查看我们网站的更新。

2. 关于疗愈圈，我们请您
参加您所在地区的聚会

登记连结
https://www.healingwisdom.com/en/zhwc/page-3/

捐献支持在线冥想
https://checkout.square.site/merchant/ML5MXBQFJ54XA/checkout/DEMPWMG7W6ZPD5V5H4II45QT

捐献支持疗愈圈
https://checkout.square.site/merchant/ML5MXBQFJ54XA/checkout/DEMPWMG7W6ZPD5V5H4II45QT

更多资料 HealingWisdom.com   如有查询请电邮至: info@healingwisdom.com

感谢我们的音乐人:
东·艾弗里(Dawn Avery)

劳拉·巴隆(Laure Balon)

迈克尔·法尔科(Michael Falco)

尚塔尔·戈塞林(Chantal Gosselin)

马库斯·米勒(Marcus Miller)

安娜·奥德尔(Anna Odell)

赫尔加·施莱(Helga Schleeh)

马克·波尔胡伯(Marc Poellhuber)

萨曼莎·波德雷巴拉克
(Samantha Podrebarac)

理查德·舒尔曼(Richard Shulman)

和吴子龙(Giovanni Voneki)

感谢他们神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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