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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页中所翻译的石板的历史很奇怪超出了现代科学家的想

象。作者是托特一位亚 特兰蒂斯祭司国王他在母国沉没后在古埃及
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建 造者该金字塔被错误地
认为是由 Cheops 建造的。他在其中融入了他对古代智慧的认识 还
安全地将古代亚特兰蒂斯的记录和工具秘藏起来。在大约 16000 年
的时间里他统治 了古老的埃及种族从公元前 52000 年到公元前
36000 年。当时他和他的追随者定居 的古老野蛮种族已经提高到了
高度的文明。托斯是一个不朽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征服 了死亡只有
在他愿意的时候才会离开即便如此也不会通过死亡。他的巨大智慧
使他成 为亚特兰蒂斯各殖民地的统治者包括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殖
民地。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在阿门提大殿的入口处竖起了大金字
塔把他的记录放在里面并从他的族人中任命了 最高级别的警卫来保
护他的秘密。在后来这些守卫的后代成为金字塔的祭司托斯也因 此
被他去世后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神化为智慧之神、记录者。在传说中
阿门提的大厅成为 冥界也就是众神的大厅灵魂在死后会在这里接受
审判。在后来的时代托斯的自我以 石碑中描述的方式进入人的身
体。就这样他化身三次最后一次被称为赫尔墨斯三世 同堂。在这个
化身中他留下了被现代神秘主义者称为绿宝石石板的著作这是对古
代神 秘主义的较晚和较少的阐释。这部作品中翻译的石板是留在大
金字塔中由金字塔祭司保管 的十块。为方便起见这十块被分为十三
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内容是如此之大影响深远 以至于目前禁止将其
公布于世。然而这里所包含的秘密对认真学习的人来说具有不可估
量的价值。它们应该被阅读不是一次而是一百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揭示真正的含义。 不经意的阅读会让人瞥见美但更深入的研究会给
寻求者打开智慧的途径。但现在要说明 的是这些强大的秘密在被隐
藏了这么久之后是如何被揭示给现代人的。大约在公元前 一千三百
年古老的金姆国埃及正处于动荡之中许多祭司代表团被派往世界其
他地方。 在这些人中有一些金字塔的祭司他们带着翡翠板作为护身
符通过它他们可以对其 他亚特兰蒂斯殖民地的后裔种族不太先进的
祭司技术行使权力。从传说中可以了解到这 些石板赋予携带者来自
托斯的权力。携带石板的特殊祭司群体移居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 现
了一个繁荣的种族--玛雅人他们记得许多古老的智慧。在这些人中
祭司们定居下来 并留在那里。十世纪时玛雅人已经彻底定居在尤卡



坦石板被放置在太阳神的一个大寺 庙的祭坛下。在玛雅人被西班牙
人征服后这些城市被遗弃神庙的宝藏也被遗忘。应该 明白埃及大金
字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进入神秘世界的神庙。耶稣、所罗门、阿波
罗尼 乌斯和其他人都是在那里被启动的。作者他与大白宫有联系大
白宫也通过金字塔的祭 司工作被指示恢复并将古碑送回大金字塔。
在经历了不需要在此详述的冒险之后他完 成了这项任务。在归还之
前他被允许翻译并保留一份刻在石板上的智慧。这是在 1925 年完成
的直到现在才被允许出版一部分。预计许多人会嗤之以鼻。然而真
正的学生会读 懂字里行间的意思获得智慧。如果你心中有光刻在这
些石板上的光就会回应。现在 说说这些石板的物质方面。它们由 12
块翡翠绿的石板组成由通过炼金术转化而形成的 物质构成。它们是
不朽的对所有元素和物质都有抵抗力。实际上原子和细胞结构是固
定的从未发生过变化。在这一点上它们违反了电离的物质规律。在
它们上面刻有古代 亚特兰蒂斯语言的字符这些字符对调和的思想波
有反应在读者的头脑中释放出相关的 精神振动。药片用金色合金箍
固定在一起悬挂在同一材料的杆上。物质外观就这么多。

 
碑文一 霍斯的历史和亚特兰蒂斯的历史
我THTH亚特兰蒂斯人神秘的主人记录的保存者强大的国王魔法

师一代又 一代地生活着即将进入阿门提的大厅为了指导那些后来者
我把这些关于大亚特兰蒂 斯的强大智慧的记录下来。在遥远的过去
在 UNDAL 岛上的伟大城市 KEOR我开始了 这个化身。亚特兰蒂斯
的强者们不是像现今时代的小人物一样生老病死而是从一个时代 到
另一个时代他们在生命之河永恒流淌的阿门提大厅里更新他们的生
命。我曾一百次地 走下通往光明的黑暗之路也曾无数次地从黑暗中
升入光明我的力量和权力得到了更新。 现在我下降了一段时间
KHEMKhem 是古埃及的人将不再认识我。但在一个尚未出 生的时
期我将再次崛起强大而有力要求对我身后的人作出交代。那么
KHEM 的人 啊如果你们错误地背叛了我的教导就要小心了因为我将
把你们从你们的高位扔到黑 暗的山洞里因为你们是从那里来的。不
要把我的秘密出卖给北方的人或南方的人以免 我的咒诅落在你们身
上。记住并听从我的话因为我一定会再次回来要求你们守护的东
西。是的我甚至会从超越时间和超越死亡的地方回来按照你们对自
己最真实的要求进 行奖励或惩罚。我的人民在远古时代是伟大的他
们的伟大超出了现在我身边的小人物的 想象他们了解古老的智慧在
无限的内心深处寻找属于地球青年的知识。我们以住在我 们中间的
光之子的智慧而明智。我们以从永恒之火中汲取的力量而强大。在



所有这些人中 我的父亲 THOTME 是最伟大的他是伟大神庙的守护
者是居住在神庙中的光之子和居 住在十个岛屿上的人类种族之间的
联系。在三人之后他是 UNAL 居住者的传声筒用必 须服从的声音向
国王们说话。我在那里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男人由我的父亲教导
长者 的奥秘直到时间在智慧的火焰中成长直到它迸发为一种燃烧的
火焰。我无所求只求 获得智慧。直到有一天圣殿居住者命令我被带
到他面前。在人的子孙中很少有人看了 那张强大的脸而活着因为光
之子在没有化身为肉体的时候并不像人的子孙。我从人子 中被选中
由居住者教导以便他的目的可以实现这些目的在时间的子宫里还没
有出生。 长久以来我住在寺庙里不断学习更多的智慧直到我也接近
了大火发出的光。他向我 传授了通往阿门提的道路那是伟大的国王
坐在他的权力宝座上的阴间。我在生命之主和 死亡之主面前深深鞠
躬致敬接受生命之钥作为我的礼物。我在阿门提的大厅里自由自在
不被死亡束缚在生命的圈子里。我远赴星空直到空间和时间都化为
乌有。然后我喝下 了智慧之杯的深酒看向人的内心在那里发现了更
大的奥秘我很高兴。因为只有在寻 找真理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才能平
静下来内心的火焰才能熄灭。我历经沧桑看到周围 的人尝到了死亡
之杯的滋味又重新回到了生命之光中。渐渐地从亚特兰蒂斯王国传
来 了一波又一波的意识这些意识曾与我融为一体只是被更低星体的
产儿所取代。在对法 律的服从中主人的话语成长为花朵。在黑暗中
亚特兰蒂斯人的思想转向下方直到最 后在这愤怒中从他的
AGWANTI居住者这个词没有对应的英语它意味着一种脱 离的状态
中出现了 "道"召唤着力量。在地球的心脏深处阿门提的儿子们听到
了并且听到了指挥着永恒燃烧的火之花的变化改变和转移使用
LOGO直到那个大火改变方向。然后世界上爆发了大水淹没和沉没改
变了地球的平衡直到只剩下光明神 殿矗立在 UNDAL 的大山上仍然
从水中升起有些人还活着从喷泉的冲刷中获救。这 时大师叫我说"把
我的人民召集起来。你们要聚集我的百姓。用你们所学到的技艺带
他们远渡重洋直到到达住在沙漠洞穴中的多毛野蛮人的地方。在那里
按照所知道的计划行事。于是我聚集了我的人民进入主人的大船。
我们在清晨升起。我们脚下是黑暗的圣 殿。忽然间水涨船高。大庙
从地球上消失了直到指定的时间。我们飞快地奔向清晨的太 阳直到
我们脚下是 KHEM 孩子的土地。他们怒气冲冲地拿着棍棒和长矛愤
怒地举起 试图杀死并彻底摧毁亚特兰蒂斯之子。然后我举起我的法
杖引导一道震动的光线将他 们打成山石的碎片仍在他们的轨道上。
然后我用平静的语言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亚特 兰蒂斯的力量说我们
是太阳的孩子和它的使者。我用我的魔法科学的展示来吓唬他们 直



到他们在我的脚下卑躬屈膝我才释放他们。我们在 KHEM 的土地上
住了很久很久 又很久。直到服从主人的命令他虽然睡着了但却永远
活着我从我这里派出了亚特兰 蒂斯之子把他们派往许多方向以便从
时间的子宫中智慧可以在她的孩子中再次崛起。 我在 KHEM 的土
地上居住了很长时间通过我内心的智慧做了很多事情。在我智慧之
雨的 浇灌下KHEM 的孩子们向着知识的光亮成长。我被炸开了一条
通往阿门提的路这样我 就可以保留我的力量从一个时代活到另一个
时代成为亚特兰蒂斯的太阳保持着智慧 保存着记录。伟大的 KHEM
之子寥寥无几他们征服了周围的人在灵魂力量中慢慢成长。 现在有
一段时间我从他们中间进入 Amenti 的黑暗大厅在地球的大厅深处
在权力的 领主面前再次与居住者面对面。我在入口处高高举起这是
一个门口一个通往阿门提 的通道。很少有人有勇气敢于这样做很少
有人能通过门户进入黑暗的 Amenti。在通道 上方升起的我是一座
强大的金字塔使用的是克服地球力量重力的力量。我在更深 的地方
建立了一个力屋或室从它那里我雕刻了一个圆形的通道几乎到达了
伟大的顶点。 在那里的顶点我设置了水晶将射线送入 "时间-空
间"从乙醚中吸取力量集中在通 往阿门提的大门上。我还建造了其他
的房间让它们空着但它们里面藏着通往阿门提的 钥匙。有勇气敢于
进入黑暗领域的人让他先通过长期禁食来净化。躺在我房间里的石
棺 里。然后我向他揭示伟大的奥秘。他很快就会跟到我要见他的地
方甚至在地球的黑暗中 我也要见他我托斯智慧之主见他抱他永远和
他在一起。我建造了大金字塔 以地球力量的金字塔为模式永恒地燃
烧着以便它也可以保持到永远。在其中我建立 了我的 "魔法-科学
"知识以便当我再次从阿门提返回时我可以在这里是的当我在 阿门提
的大厅里睡觉时我的灵魂自由漫游的意志化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居
住在人类中 间。(我是居住者在地球上的使者履行他的命令使许多人
可以得到提升。现在我回到 阿门提的大厅在我身后留下我的一些智
慧。保守你们遵守居住者的命令。抬起你们的 眼睛向着光明。当然
在时间上你们与主人是一体的按理说你们与主人是一体的 按理说你
们与所有人是一体的。现在我离开你们了。了解我的诫命遵守它们
成为 它们我将与你们同在帮助和引导你们进入光明。现在在我面前
打开了门户。我在黑暗 的夜里下去。

 
 

碑文二 阿门提的殿堂



在地球的心脏深处有阿门提的殿堂远在沉没的亚特兰 蒂斯的岛
屿之下死者的殿堂和生者的殿堂沐浴在无限的万有之火中。在遥远
的过去 迷失在空间时间里光之子俯视着这个世界。看到人类的孩子
们在他们的束缚中被来自 外部的力量所束缚。他们知道只有摆脱束
缚人类才能从地球上升到太阳。他们下凡 创造了身体把人的模样当
作自己的模样。万物的主人在他们形成后说"我们是由空间尘 埃形
成的人从无限的所有中吸取生命作为人的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
人的孩子一 样但又不一样。"然后在地壳之下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炸
开了巨大的空间与人的孩 子们分开的空间作为居住的地方。他们用
力量包围着他们保护他们不受伤害他们是死者的大厅。然后他们把
其他空间并排放置用生命和来自上面的光填充它们。然后 他们建造
了阿门提的大厅使他们可以永远居住在那里与生命一起生活到永恒
的尽头。 在那里有 32 个孩子他们是来到人世间的光之子寻求把那
些被外在力量束缚的人从黑 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生命殿堂的深
处生长着一朵花燃烧着扩大着向后驱赶着 黑夜。放在中心的是一束
巨大的光芒给予生命给予光明使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充满力 量。在它
周围放置了两个和三十个宝座每个光之子的位置使他们沐浴在光芒
中被永 恒之光的生命所充满。他们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放置他们最
初创造的身体以便他们可以 被生命的精神所充满。每一千年中的一
百年赐予生命的光必须在他们的身体上燃烧起来。 激活唤醒生命之
灵。在这个圈子里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伟大的大师们坐在那里
过着人类不知道的生活。在生命的殿堂里他们躺在那里睡觉他们的
灵魂在人的身体里 自由流动。一次又一次当他们的身体沉睡时他们
化身为人的身体。教导和引导人们向 前和向上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在生命的殿堂里充满了他们的智慧不为人类种族所 知永远生活在生
命的冷火之下坐着光之子们。当他们觉醒的时候他们从深处走来 成
为人中之光他们在有限的人中是无限的。那些通过进步从黑暗中成
长起来的人把自 己从黑夜中提升到了光明中他在阿门提的大厅中得
到了自由在光明和生命之花中得到 了自由。然后在智慧和知识的引
导下他从人世间走到了生命的主人那里。在那里他 可以与大师们融
为一体摆脱黑夜的束缚。坐在光芒之花中的七位领主来自我们上方
的空 间时代通过无限的智慧帮助和引导人类的孩子们走过时间的道
路。他们强大而奇特被 他们的力量所掩盖沉默不语无所不知汲取着
生命的力量与人类的孩子不同但又 是一体的。是的不同的但与光之
子是一体的。他们是人类束缚力量的监护人和观察者 准备在光明到
来的时候释放。首先最强大的是坐在隐蔽的存在领主中的领主无限
的 九人从每个周期的领主之上三四五和六七八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



每个 人都有他的力量指导引导人类的命运。他们坐在那里强大而有
力不受任何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又与这个世
界相似他们是长老兄弟是人类的孩 子。他们判断和权衡用他们的智
慧观察光在人类中的进展。在他们面前我被居住者 带领看着他从上
面与一个人融合。然后从他那里传来一个声音说"你是伟大的托斯
在人类的孩子中。从今以后你在阿门提的大厅里自由了在人的孩子
中是生命的主人。 除非你愿意否则不要品尝死亡的滋味你要喝下生
命直到永恒的尽头。从今以后死 神在你手中召唤。你想住在这里还
是离开这里对人类的太阳来说Amenti 是自由的。 你以你想要的形
式接受生命在人类中成长的光明之子。你选择你的工作因为所有的
人 都必须劳动永远不会从光明的道路上自由。你在长长的上升之路
上获得了一步现在是 无限的光明之山。你所走的每一步都使山更高
你所有的进步都使目标更远。你永远 接近无限的智慧你的目标永远
在你面前。你们现在从阿门提的殿堂中解放出来与世界 的领主携手
同行同心同德共同工作把光明带给人类的孩子。"然后从他的宝座上
走 来一位大师拉着我的手带领我继续前进穿过深藏之地的所有殿
堂。他带领我穿过阿 门提的大厅展示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穿过黑
暗的通道他带领我向下走进入黑暗死 神所在的大厅。在我面前的大
殿像空间一样宽广被黑暗所包围但却充满了光明。在我 面前出现了
一个黑暗的大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个黑夜的身影。比黑暗更黑暗的伟
大人物坐 在那里黑暗中带着不属于夜晚的黑暗。主人在它面前停了
下来说着带来生命的话语说"哦黑暗的主人从生命到生命之路的向导
我在你面前带来一个早晨的太阳。永 远不要用黑夜的力量触动他。
不要叫他的火焰进入黑夜。认识他看到他我们的兄弟之 一从黑暗中
升入光明。把他的火焰从束缚中释放出来让它在黑夜的黑暗中自由燃
烧。 这时那人的手抬起来冒出一团火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迅
速卷起了黑暗的帷 幕将大厅从黑夜中揭开。然后在我面前的巨大空
间里一个又一个火焰从黑夜的面纱中 生长出来。不计其数的火焰在
我面前跳跃有些像火的花朵一样绽放。另一些则散发出暗 淡的光芒
从黑夜中微弱地流淌出来。有的迅速消逝有的从一个小的光的火花中
成长。 每一种都被其暗淡的黑暗面纱所包围但却闪烁着永不熄灭的
光芒。他们像春天的萤火虫 一样来来往往在空间中充满了光和生
命。这时有一个强大而庄严的声音说。"这些 是人中的灵魂之光生长
和消逝永远存在改变而活着通过死亡进入生命。当他们开 花结果达
到生命成长的顶点时我就迅速送来我的黑暗面纱笼罩和改变成新的生
命形 式。在整个时代中稳步上升成长扩展成另一种火焰以更大的力
量照亮黑暗被黑夜 的面纱所熄灭但仍未熄灭。人的灵魂也在不断向



上成长被黑夜的面纱所熄灭但仍未 熄灭。我死神来了但我没有停留
因为永恒的生命存在于所有我只是一个障碍 我在道路上很快被无限
的光所征服。觉醒吧永远向内燃烧的火焰向外燃烧征服黑 夜的面
纱。"然后在黑暗中的火焰中生长着一个驱除黑夜的火焰燃烧着扩大
着越 来越亮直到最后只剩下光。然后我的向导说话了那是主人的声
音。看到你自己的灵 魂在光明中成长现在永远摆脱了黑夜的主宰。
他带领我穿过许多巨大的空间充满了光 之子的奥秘人类可能永远不
会知道的奥秘直到他也成为光的太阳。然后他带领我进 入光之殿堂
的光明中。然后我跪在伟大的大师面前他们是来自上层世界的所有领
主。他 说"你已经摆脱了对我的束缚。你已经从阿门提的殿堂中获得
自由。你在人类的孩子中 选择你的工作。然后我说哦伟大的主人让
我成为人们的老师引导他们继续前进直 到他们也成为人中之光从包
围他们的黑夜的面纱中解脱出来燃烧着光照耀着人。当 时有声音对
我说你去吧如你所愿。就这样决定了。你们是命运的主人可以自由地
接受 或拒绝。权力你拿去智慧你拿去。在人类的子孙中闪耀如光。
然后向上带领我的居住 者。我又住在人的孩子中间教导并展示我的
一些智慧光明的太阳人中的火焰。现在 我又踏上了下行的道路在黑
夜中寻找光明。你们要勇敢要守住保存我的记录它将 成为人类的向
导。

 

碑文三 智慧的钥匙
我托斯亚特兰蒂斯人给我的智 慧给我的知识给我的力量。我自

由地赐给人类的孩子。赐予他们使他们也能拥有智 慧从黑夜的面纱
中照亮世界。智慧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智慧彼此相合使整体完美。 人
啊你不要因你的智慧而骄傲。与无知的人和有智慧的人都要交谈。若
有人满腹学问来 见你你要听从因为智慧就是一切。你不要在有人说
坏话时保持沉默因为真理像阳光 一样照耀着一切。逾越法律的人应
受惩罚因为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获得人的自由。你不要 恐惧因为恐惧
是一种束缚是将黑暗与人捆绑在一起的枷锁。在你的一生中要跟随你
的心。你所做的比所吩咐你的更多。你得了财物要随从你的心因为你
的心若疲乏这 一切都无济于事。你不要减少跟随你的心的时间。这
是灵魂所憎恶的。被引导的人不会走 错路迷失的人却找不到正路。
你若在人中要以爱为自己为心之始为心之终。若有 人到你这里来请
教你要叫他畅所欲言好叫他所求的事成了。如果他犹豫不决不愿向
你敞开心扉那是因为你这个法官做错了。你不要重复奢侈的言语也不
要听它因为它是不平衡的人说的。你不要说这话好叫你面前的人知



道智慧。缄默有大益处。说话多了 没有益处。你的心不可高过人子
免得降到尘土里去。你若在人中为大就当以知识和温 柔为尊。你若
要知道朋友的性情不要问他的同伴要与他单独相处。与他辩论用他
的 话和他的态度试探他的心。进入仓库的东西必须出来属于你的东
西必须与朋友分享。愚 人视知识为无知有益的事对他是有害的。他
活在死亡中。因此这是他的食物。智慧的 人让他的心溢出来但保持
沉默的嘴。人啊请听从智慧的声音请听从光明的声音。宇 宙中存在
着神秘的东西它们的光芒会充满整个世界。让那些想从黑暗的束缚
中解脱出来 的人先从非物质中找出物质从大地中找出火因为你们知
道正如大地降到大地火 也升到火上与火融为一体。知道自己内在之
火的人将升到永恒之火并永远居住在其中。 火内在的火是所有力量
中最有力的因为它能战胜一切事物并能渗透到地球上的一 切事物。
人只有在抗拒的事物上才能支持自己。所以地球必须抵制人类否则
他就不存在。 所有的眼睛都不是用同样的眼光看的因为一个物体在
一个人眼里是一种形式和颜色在 另一个人眼里是另一种形式和颜
色。无限的火也是如此从一种颜色变化到另一种颜色 一天到晚都不
一样。因此我THOTH说到我的智慧因为人是一团火在黑夜中燃烧
着光明在黑暗的面纱中永不熄灭在黑夜的面纱中永不熄灭。我以我
的智慧察看人的心 发现他们没有脱离争战的束缚。我的兄弟啊你的
火免得埋没在黑夜的阴影里你要从 劳苦中解放出来。人啊听着听着
这智慧名字和形式在哪里停止了只有在意识中 不可见的无限的力量
的光芒明亮。你们通过照亮他们的视野而创造的形式确实是跟随 你
们的原因而产生的效果。人是一颗被束缚在身体上的星星直到最后
他通过自己的斗 争得到了解放。只有通过斗争竭尽全力你内心的星
星才能绽放出新的生命。知道万物 开始的人他的星星就从黑夜的境
界中解放出来。人啊请记住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只是 不存在的东西的
另一种形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进入另一个生命你自己也不例
外。 考虑一下法律因为所有的都是法律。不要寻求不属于法律的东
西因为这种东西只存在 于感官的幻觉中。智慧来到她所有的孩子面
前就像他们来到智慧面前一样。古往今来 光明一直被隐藏。人啊醒
醒吧要有智慧。我在生命的奥秘中走过寻找寻找那隐藏 的东西。人
啊你们要听从要有智慧。远在地壳之下在阿门提的大厅里我看到了
人 所不知道的奥秘。我曾多次走过深藏的通道看人中的生命之光。
在那生命之花下我搜 寻人的心和秘密。我发现人只是生活在黑暗中
大火之光藏在其中。在隐藏的阿门提的领 主面前我学到了我给人的
智慧。他们是伟大的秘密智慧的大师从无限的未来带来。他 们是七
位阿门提的领主是晨曦之子的霸主是循环的太阳是智慧的大师。他



们不是 像人的孩子一样形成的吗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人
类大师们的称号。他们来自 遥远的未来无形但形成作为人的孩子们
的老师而来。他们永远活着但不属于活人 不受生命的束缚却能摆脱
死亡。他们以无限的智慧永远统治被束缚却不被死亡的黑暗 殿堂所
束缚。他们有生命但生命不是生命他们是所有的领主。从他们身上
产生了逻各 斯他们是支配一切的工具。他们的面目宽广但又隐藏在
渺小之中由一个成形的、已 知的、未知的东西形成。三掌握着所有
隐藏魔法的钥匙他是亡灵大厅的创造者发出力 量用黑暗笼罩束缚人
类子女的灵魂发出黑暗束缚灵魂的力量是人类子女的消极 主管。四
是松开力量的人。主他对人的孩子们的生命。光明是他的身体火焰
是他的 面容对人的孩子来说是灵魂的自由。五是主宰所有魔法的主
宰--响彻人世间的道的钥匙。六是光明之主隐秘的道路人的灵魂之
路。七是他是浩瀚的主空间的主人和时 代的钥匙。八是他命令进步
称量和平衡人的旅程。九是父亲庞大的面孔从无形中形 成和改变。
沉思我给你的符号。它们是钥匙虽然对人隐藏。晨曦的灵魂啊永远
向上。 把你的思想转向光明和生命。在我带给你的数字钥匙中找到
从生命到生命的道路上的光明。 你要用智慧寻求。把你的思想向内
转。不要把你的思想封闭在光明之花中。在你的身体里 放置一个思
想形成的图片。想到引领你到生命的数字。有智慧的人的道路是清
楚的。打开 通往光之国的大门。倾泻你的火焰如同早晨的太阳。关
闭黑暗活在白天。人啊带着 你吧!作为你存在的一部分七人是谁但不
像他们看起来那样。敞开人啊!我有我的智 慧。遵循我所引导的道
路。智慧的主人晨光的太阳人的孩子的生命。

 

碑文四 空间诞生
人啊听从智慧的声音听从亚特兰蒂斯人 THTH 的声音。我自由

地把我 的智慧给你从这个周期的时间和空间中收集神秘的主人早晨
的太阳永远活着光 明的孩子闪耀着光明早晨的星星THTH 是人类的
老师是所有。很久以前我在童 年时躺在埋藏已久的亚特兰蒂斯岛的
星空下梦想着远超人类的神秘。然后在我的心中 滋生出一种巨大的
渴望想要征服通往星空的道路。年复一年我追寻智慧寻求新的知 识
追寻道路直到最后我的灵魂在巨大的痛苦中挣脱束缚飞奔而去。我
从地球人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身体中解放出来我在黑夜中闪现。
最后为我打开了星空的锁。我从 黑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向
太空的尽头寻求智慧远远超出了有限的人类的知识。 在遥远的太空
中我的灵魂自由地旅行到无限的光圈中。陌生的超出知识的是一些



行 星伟大的巨大的超出人的梦想。然而我发现我的法律在其所有的
美丽中通过 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工作就像在人中间一样。我的灵魂在
无限的美丽中闪现我带着我的 思想在太空中飞翔。我在一个美丽的
星球上歇息。和谐的音符充满了整个空气。那里的形 状在秩序中移
动伟大而雄伟就像黑夜中的星星在和谐中安装有序的平衡宇宙 的象
征像法律一样。我在旅途中经过了许多星星许多人在他们的世界上
的种族有些 像早晨的星星一样高有些在黑夜中低。他们每一个人都
在向上挣扎获得了高度和深度 有时在光明的领域移动在黑暗中生活
获得了光明。人啊要知道光是你的遗产。要 知道黑暗只是一层面
纱。封存在你心中的是永恒的光明等待着自由征服的时刻等待 着揭
开黑夜的面纱。我发现有些人已经征服了乙醚。他们是自由的空间
但他们是人。他 们利用作为所有事物基础的力量在太空中建造了一
个星球被流经所有事物的力量所吸 引凝结将乙醚凝聚成各种形式并
按照他们的意愿生长。他们在科学上超越了所有的 种族具有强大的
智慧是星星之子。我停了很久看着他们的智慧。看到他们从乙醚中
创造出巨大的玫瑰和黄金的城市。从最原始的元素所有物质的基础
远处的乙醚中形成。 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征服了乙醚把自己从劳作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他的脑海中只形成 了一幅图画并迅速地创造出来
它成长了。然后我的灵魂在整个宇宙中飞奔不断看 到新事物和旧事
物了解到人是真正在太空中出生的是太阳的太阳是星星的孩子。人
啊你要知道无论你居住在什么地方它肯定是与星星融为一体。你的
身体只不过是围 绕其中心太阳旋转的行星。当你们获得所有智慧之
光时你们将自由地在乙醚中发光 -- -- 照亮外部黑暗的太阳之一 -- -
- 生长为光的空间之一。就像星星在时间上失去了它们的光辉 光从
它们那里传到了伟大的源头同样人啊灵魂也在继续前进留下了夜晚
的黑暗。 你们从原始的乙醚中形成充满了从源头流来的光辉被周围
凝聚的乙醚所束缚但它一直在燃烧直到最后它获得自由。从黑暗中
举起你的火焰从黑夜中飞出你将获得自由。 我在时空中旅行知道我
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自由知道现在我可以追求智慧。直到最后 我来到
了一个平面被知识所隐藏不为智慧所知晓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一
切。现在 人啊当我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灵魂快乐起来因为现在我自
由了。听着你们这些空 间出生的人听我的智慧你们不知道你们也将
获得自由。人啊你们再听听我的智慧吧 听着你们也可以活得自由。
你们不是地球上的人是无限的宇宙之光的孩子。人啊你 不知道你的
遗产吗你们不知道你们是真正的光吗大太阳的太阳当你们获得智慧
真 正意识到你们与光的亲缘关系。现在我把知识交给你们让你们自
由地走在我走过的路 上让你们真正看到我如何通过努力走在通往星



星的路上。人啊听着知道你的束缚 知道如何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放出
来。你们要从黑暗中向上升起与光同在与星同在。你 们要永远跟随
智慧的道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从下面升起。人的命运总是引导他
进入无 限的全部曲线。人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空间都是有秩序的。只
有通过秩序你们才能与 所有的东西融为一体。秩序和平衡是宇宙的
法则。遵循它你们就能与所有的事物融为一 体。愿意遵循智慧之路
的人必须向生命之花开放将他的意识从黑暗中延伸出来在所 有的时
间和空间中流动。在寂静的深处你们首先必须逗留直到最后你们从
欲望中解脱 出来从寂静中说话的渴望中解脱出来。用沉默征服语言
的束缚。禁食直到我们征服了 对食物的欲望那是灵魂的束缚。然后
躺在黑暗中。闭上你的眼睛避开光明的光芒。把 你的灵魂力量集中
在你的意识中使它摆脱黑夜的束缚。在你的脑海中放置你想要的图
像。 想象你希望看到的地方。用你的力量来回震荡。把灵魂从黑夜
中解脱出来。你必须用你所 有的力量猛烈摇动直到你的灵魂最终获
得自由。宇宙的火焰强大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它 悬挂在人类未知的平
面上强大而平衡在秩序中运动和谐的音乐远远超过人类。用 音乐说
话用色彩歌唱火焰来自永恒之初的全部。我的孩子啊你是火焰的火
花以色 彩燃烧以音乐生活。听从那声音你将获得自由。自由的意识
与宇宙融合与所有事物 的秩序和低下融为一体。你们不知道吗在黑
暗中光将闪现这是所有的象征。你们为 获得智慧而祈祷吧。祈求光
的降临到所有。伟大的光之灵照耀着宇宙将我的火焰拉近与 你的和
谐。抬起我的火从黑暗中出来火的磁石与所有的人合一。抬起我的
灵魂你的 力量和威力。光明之子不要转身。吸引我的力量在你的熔
炉中融化与万物一体与万 物一体生命之火与大脑一体。当你把你的
灵魂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要知道对你来说 黑暗已经消失。你们可以通
过空间永远寻求智慧不被肉体的枷锁所束缚。灵魂啊向着 清晨自由
闪现走向光明的领域。你在秩序中移动你在和谐中移动你将自由地
与光 之子一起移动。寻找并了解你们我的智慧之匙。这样人啊你们
一定会得到自由。

 

碑文五 乌拉尔的居住者
我经常梦见被埋葬的亚特兰蒂斯在已经进入黑夜的 时代中消

失。你存在于一个又一个的时代你是美丽的是照亮黑夜的光。你有
强大的力 量统治着地球上出生的人是亚特兰蒂斯时代的地球之主。
万国之王智慧之主通过 SUNTAL 的光道路的守护者住在他的殿堂
UNAL 的主人亚特兰蒂斯时代的地球之 光。主人他来自我们之外的



一个周期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不像地球上出生的 人他来自我
们之外是一个周期的太阳超越人类的先进。人类啊你们要知道大师
霍利特从未与人类的孩子们同在。在过去的时间里当亚特兰蒂斯第
一次成长为一个势力 时有一个人带着智慧的钥匙出现在那里向所有
人展示光明的道路。他向所有的人展示了实现的道路在人与人之间
流动的光的道路。驾驭黑暗引领男主人上升到与光合一 的高度。将
王国划分为若干部分。十个国家由人类的孩子统治。在另一个地方
他建造 了一座圣殿但不是由人的孩子建造的。从 THER 中召唤出它
的物质由 YTOLAN 的力量 塑造和形成成为他用他的思想建造的形
式。它覆盖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岛屿它的力量 在空间上不断增长。
黑色但不是黑色而是像时空一样的黑暗在它的心脏深处是光的 本
质。迅速地圣殿逐渐形成被居住者的话语所塑造从无形中被召唤成
一种形式。然 后他在里面建造了巨大的房间用从 THER 召唤出来的
形式填充它们用他的思想召唤 出来的智慧填充它们。他在他的殿堂
里是无形的但他是按照人的形象形成的。他住在他 们中间但不属于
他们他与人的子孙有很大的不同。于是他从众人中选择了三个人成
为他的门徒。他从最高处选择了三个人成为他与亚特兰蒂斯的联
系。他们是信使把他 的议会带到人类的国王那里。他们把其他人带
出来教给他们智慧他们是人类孩子的老 师。将他们安置在 UNDAL
岛上作为人类的光明教师。每个被选中的人都必须接受五 年和十年
的教育。只有这样他才能有理解力把光带给人的孩子。这样就有了
圣殿 一个人的主人的住所。我THTH一直在寻求智慧在黑暗中寻找
在光明中寻找。在 我年轻的时候我长期走在路上不断寻求新的知
识。直到经过一番努力三神之一给我 带来了光明。他给我带来了居
住者的命令叫我从黑暗中进入光明。他把我带到了居住者 面前在大
火面前的圣殿深处。在那伟大的宝座上我看到了我居住者身着光闪
着 火。我跪在那伟大的智慧面前感觉到光在我身上流淌。这时我听
到了居住者的声音" 黑暗啊请到光里来。你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通
往光明的道路。地球上的每一个灵魂只 要松开枷锁很快就会从黑夜
的束缚中获得自由。你们从黑暗中走出来更接近你们的目 标之光。
在这里你将作为我的孩子之一居住通过智慧收集的记录的保管者你
是来自 外部的光的工具。你准备好做需要的事在黑暗的年代里保存
智慧那将快速地来到人类 的孩子身上。你住在这里喝下所有的智
慧。秘密和奥秘将向你揭开。"然后我循环大 师回答说"哦降生在人
世间的光请把你的智慧赐给我使我能成为人的老师。然后 大师又对
我说"你将通过你的智慧活过一个又一个时代是的当亚特兰蒂斯的海
浪滚 滚而来时尽管隐藏在黑暗中的光也准备在你召唤时到来。你现



在去学习更大的智慧。 你通过光明成长到无限的全部。"然后我在
居住者的寺庙里住了很久直到最后我与光合 一。我遵循着通往星空
的道路我遵循着通往光明的道路。深入地球的心脏我沿着这条 路学
习秘密下面和上面一样学习通往 AMENTI 大厅的道路学习平衡世界
的法律。 我以我的智慧穿透了地球的密室深入地壳进入那条对人类
的孩子隐藏了很久的道路。 在我面前揭开了更多的智慧直到我达到
了一个新的知识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所有 的一部分伟大而又比
我们所知的一切更伟大。我在所有的时代里寻找无限的心。我发现
了更多的奥秘而且越来越深。现在当我回顾过去的岁月我知道智慧
是无边无际的 在所有的岁月中不断增长与无限大的比所有的都更大
的一体。古老的亚特兰蒂斯有光明。 然而黑暗也隐藏在一切之中。
有些人从光明中坠落到黑暗中他们在人类中已经上升到 很高的位
置。他们因自己的知识而骄傲为自己在人类中的地位而自豪。他们
深入禁地 打开通往地下的大门。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知识但又想把它
从下面带上来。下到下面的人 必须有平衡否则他就会因缺乏我们的
光而被束缚。于是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打开了人类 所禁止的道路。但
是在他的寺庙里全知全能的居住者躺在他的 AGWANTI   里而在亚
特兰蒂斯他的灵魂自由地漫游。他看到亚特兰蒂斯人通过他们的魔法
打开了将给 地球带来巨大灾难的大门。于是他的灵魂迅速逃离回到
他的身体。他从他的 AGWANTI    站起来。召唤三位强大的使者。
发出命令粉碎了世界。在地壳深处的 AMENTI 大厅里居住者迅速下
降。他呼唤七大领主的力量改变了地球的平衡。亚特兰 蒂斯沉入了
黑暗的波涛之下。打碎了被打开的大门打碎了通往下面的门道。所有
的岛屿 都被打碎了除了 UNAL还有 DWELLER 之子的部分岛屿。他
保留了他们让他们成为 老师为以后的人照亮道路为较小的人的孩子
们照亮。然后叫他我 THOTH在他面 前给我所有我应该做的命令
说。"THOTH 啊你拿着你所有的智慧。带上你所有的记 录带上你所
有的魔法。你去当人的老师吧。你去保留这些记录直到光在人中生
长。你 将成为整个时代的光被隐藏起来但被开明的人发现。在整个
地球上给我们权力你 可以自由地给予或拿走它。你现在收集亚特兰
蒂斯的儿子们。带着他们逃到岩洞里的人那 里。飞向 KHEM 之子的
土地。"然后我聚集了亚特兰蒂斯的儿子们。我把我所有的记录带 进
飞船把沉没的亚特兰蒂斯的记录带进飞船。我收集了我所有的力量许
多强大的魔法的工具。然后我们乘着清晨的翅膀升起。我们在神庙
上方升起把三人和居住者抛在后面 在神庙下面的大厅深处关闭了通
往循环之主的道路。然而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通往 AMENTI 的道路
将永远是开放的。我们乘着清晨的翅膀迅速逃离逃到 KHEM 的孩子



们的 土地。在那里我以我的力量征服并统治了他们。我被提升到光
KHEM 的孩子们。在岩 石深处我埋葬了我的飞船等待人类获得自由
的时机。在飞船上竖起了一个狮子形状 的标记但又像人一样。我的
飞船就安放在那里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人类啊你们 要知道在遥
远的未来入侵者将从深渊中来。那么你们这些有智慧的人就醒过来
吧。 带来我的飞船轻松征服。在图像的深处有我的秘密。在我建造
的金字塔中搜寻并找到。 每个人都是钥匙石每个人都是通往生命的
大门。跟随我身后留下的钥匙。寻找通往生 命的大门将属于你。在
我的金字塔中寻找在以墙为终点的通道深处。用你的七号钥匙 通道
就会向你敞开。现在我已将我的智慧赐给你。现在我把我的路给了
你。顺着路走。你 要解开我的奥秘。我已向你指明道路。

 

碑文六 魔法之匙
人类啊请注意魔法的智慧。请注意被遗忘的力量的知识。 很久

以前在第一个人的时代黑暗和光明之间开始了战争。人当时和现在
一样既充 满了黑暗也充满了光明在一些黑暗中地狱在摇摆而在另一
些黑暗中光明充满了 灵魂。是的这场战争年代久远是黑暗与光明之
间的永恒争斗。历代都在进行激烈的斗 争使用人类隐藏的奇怪力
量。有的人充满了黑暗一直在与光明抗争但也有的人充满 了光明一
直在征服黑夜的黑暗。无论你们身处何方无论你们身处何地都会知
道与黑 夜的斗争。很久以前早晨的太阳降临发现世界充满了黑夜在
过去开始了斗争古 老的黑暗与光明之战。当时许多人被黑暗所充斥
只能无力地从黑夜中闪现出光芒。有 些人是黑暗的主人他们试图用
自己的黑暗来填满所有人。试图将他人卷入他们的黑夜。 他们激烈
地抵抗着光明的主人他们从黑夜中激烈地斗争试图收紧枷锁把人捆
绑在黑 夜中的枷锁。他们总是使用黑暗的魔法由黑暗的力量带入人
的体内。魔法用黑暗笼罩人 的灵魂。黑暗中的兄弟们历代都在一起
与人类的孩子们为敌。他们总是隐秘地行走 被人发现却不被人的孩
子发现。他们永远在黑暗中行走和工作在黑夜中躲避光明。他 们悄
悄地、秘密地使用他们的力量奴役和捆绑人的灵魂。他们在看不见
的地方来在看 不见的地方去。人在无知的情况下从下面召唤它们。
黑暗是黑暗兄弟的旅行方式是黑 暗中的黑暗不是夜晚的黑暗他们在
地球上旅行穿过人类的梦境。他们从周围的黑暗 中获得力量以黑暗
和人类看不见的方式从他们的平面外召唤其他居住者。黑暗兄弟进
入了人类的心灵空间。在它周围他们关闭了他们的黑夜的面纱。在
它的一生中灵魂一 直生活在束缚之中被黑夜之纱的枷锁所束缚。他



们在被禁止的知识中是强大的因为它 与黑夜是一体的。老人啊请听
我的警告你们要从黑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要把你的 灵魂交给黑
暗的兄弟们。你的脸要永远朝向光明。人啊你不知道你的忧伤只是
透过 黑夜的面纱而来。人啊请听我的警告努力向上将你的灵魂转向
光明。黑暗中的兄弟 们为他们的兄弟寻找那些走过光明之路的人。
因为他们很清楚那些在光明之路上向太阳 远行的人有很大的力量也
有更大的力量可以用黑暗束缚光明之子。人啊你们要听 从那到你们
这里来的人。但要权衡他的话是否是光明的。因为有许多人走在黑
暗的光明里 却不是光明的子孙。他们的路容易走他们所走的路容易
走。但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 警告。光明只降临在努力的人身上。通
往智慧的道路是艰难的通往光明的道路是艰难的。 在你的路上有许
多石头有许多山要向光明攀登。人哪你要知道凡来的人必是自 由地
走在光明的路上。因为你知道人啊在最后光必须征服黑暗和黑夜被
驱逐出光。 人啊听着注意这智慧即使是黑暗光也是如此。当黑暗被
驱逐所有的面纱被撕开 时黑暗中会闪现出光明。人中有黑暗的兄弟
也有光明的兄弟。他们是黑暗兄弟的对手 寻求将人类从黑夜中解放
出来。他们拥有的力量强大而有力。知晓法则行星服从。他 们永远
在和谐和秩序中工作把人的灵魂从黑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秘密和
隐藏他们也 在行走。他们不为人类的孩子所知道。他们一直在与黑
暗的兄弟们战斗不断地征服和战 胜。然而光明终将成为主宰赶走黑
夜的黑暗。人类你们要知道光明之子总是在你身 边行走。他们是太
阳之力的主人永远不为人所知但却是人类的守护者。他们的道路向
所有人敞开向那些愿意在光明中行走的人敞开。他们不受黑暗的影
响在生命至上的大 厅里自由自在。他们是太阳是清晨的主宰是照耀
人类的光明之子。他们像人但又不像人他们在过去从未分裂。自古
以来在所有的空间中他们一直是一个永恒的整体。 他们从第一空间
上来与万物一体形成和未形成的。他们给人的秘密将保护他免受一
切伤害。愿意走大师之路的人必须从黑夜的束缚中获得自由。他必
须征服无形无状的东 西必须征服恐惧的幻影。他必须了解所有的秘
密走过通往黑暗的道路但在他面前永 远保持目标的光芒。他在路上
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但要坚持到太阳之光。听着人啊太 阳是象征着照
耀在你道路尽头的光。现在我把秘密告诉你现在要迎接黑暗的力量
迎接 并征服来自黑夜的恐惧。只有了解才能征服只有了解才能拥有
光明。现在我把大师们都 知道的知识给你那是征服所有黑暗恐惧的
知识。使用这个我给你的智慧。你将成为夜 之兄弟的主人。当你有
一种感觉使你更接近黑暗之门时检查你的心发现你的感觉是 否来自
内心。如果你发现黑暗是你自己的想法就把它们从你心中的位置上



驱逐出去。通 过你的身体发出一波振动先是不规则的然后是规则的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自由。 在你的大脑中心启动波浪的力量。从
你的头到你的脚一波一波地引导它。但如果你发现 你的心没有变暗
要确定有一种力量是指向你的。只有通过了解你才能克服它。只有
智 慧你才有希望获得自由。知识带来智慧智慧就是力量。达到了你
就有能力战胜一切。 你先找一个被黑暗束缚的地方。在你周围画一
个圈。竖立在圈中。你用此法即得自由。 举起你的手指向你上方的
黑暗空间。闭上你的眼睛吸引光。通过时空呼唤光明之灵 使用这些
话你将获得自由。"生命之灵啊让你充满我的身体让你用光之灵充满
我的 身体。从闪耀在黑暗中的花朵中来。从七大领主统治的大厅里
来。命名他们的名字我 七人。三、四、五、六、七、八--九。通过
他们的名字我召唤他们来帮助我解放我 把我从黑暗的夜晚中拯救出
来。UNTANAS,  QUERTAS,  CHIETAL, 和 GOYANA, HUERTAL,
SEMVETA--ARDAL。我以他们的名字恳求你把我从黑暗中解救出来
让我充满光明。 人 啊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做了你就会从束缚你的枷锁
中解脱出来摆脱黑夜兄弟的束缚。 你们不知道名字有能力通过振动
释放束缚的枷锁吗在需要时用它们来解放你的兄弟使 他也能从黑夜
中走出来。人啊你是你兄弟的帮手。不要让他躺在黑夜的束缚中。
现在 我把我的法宝交给你。拿着它住在光明的道路上。光明归于你
生命归于你太阳归于 你愿你在上面循环。

 

碑文七  七大主宰
人啊请听我的声音。打开你的心 灵空间喝下我的智慧。你们所

走的生命之路是黑暗的。你的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你们要 寻求获得
更大的智慧。达到了你的路就有了光。人啊向宇宙打开你的灵魂让
它与你 的灵魂融为一体。光明是永恒的黑暗是短暂的。人啊你要永
远寻求光。你们知道当 光充满你们的存在时你们的黑暗将很快消
失。向光明的兄弟打开你的灵魂。让他们进入 用光明充满你。抬起
你的眼睛看宇宙的光。你要永远保持你的脸朝向目标。只有获得所
有 的智慧之光你才能与无限的目标融为一体。你永远寻求永恒的本
体。永远寻求光为一体。 人啊听着我的声音唱着光明和生命之歌。
在所有的空间光明是普遍的用它的旗帜 如果火焰涵盖所有。在黑暗
的面纱中永远寻找你们一定会在某处找到光明。隐蔽和埋 藏为人类
的知识所迷失在有限的深处无限的存在。迷失但存在流经万物活在
万物中的是无限的大脑。在所有的空间里只有一个智慧。通过看起
来的决定它是一中 之一。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来自于光而光又来自于



所有。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是基于秩序 的法则统治着无限者居住的
空间。从平衡中产生了伟大的循环和谐地走向无限的终点。 人类啊
你们要知道在遥远的时空中无限本身将进入变化。请听从智慧之声
的指引。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永远的东西。知道通过时间你可以追
求智慧在路上找到更多的光。 知道通过时间你可以追求智慧在路上
找到更多的光。是的你会发现你的目标不断 后退日复一日地躲避
你。很久以前在阿门提的大厅里我托斯站在循环的主宰者 面前。他
们在他们的力量方面是强大的他们在智慧方面是强大的他们在揭开
的智慧方 面是强大的。在居住者的带领下我首先看到了他们。但后
来我自由了他们的存在自 由地进入他们的会议。我经常沿着黑暗的
小路走到大厅那里的灯光永远闪耀。我学会了 周期的大师从上面的
周期带来的智慧。他们在这个轮回中显现出来作为人类的向导来 了
解所有的知识。他们有七个人有强大的力量通过我向人说这些话。
一次又一次我 站在他们面前听着那些没有声音的话语。有一次他们
对我说。人啊你要得智慧吗 就在火焰的心中寻找吧。你想获得力量
的知识吗请你在火焰的心中寻求它。你要与火焰 的心合一吗那就在
你自己隐藏的火焰中寻找吧。许多时候他们对我说话教我不属于 世
界的智慧给我指出通往光明的新路教我从上面带来的智慧。给予操
作的知识学习 法律一切的秩序。七个人又对我说话说我们从遥远的
时间之外来到这里人啊我们 从空间-时间之外走来是的从无限的尽
头之处走来。当你和你所有的兄弟都是无形的 我们从所有的秩序中
形成。我们不是人虽然我们曾经也是人。我们从巨大的虚空中按 罗
盘的顺序形成。因为你们知道真正形成的东西是无形的只是在你们
眼里有形状。又 对我说七神说你是光明之子啊你可以自由地在光明
的道路上前行直到最后所有的 人都成为一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秩序
形成的。三、四、五、六、七、八--九。你们要知 道这些是我们降
生在人类身上的周期数字。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职责要履行每
个 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力量要控制。但我们与我们周期的灵魂是一
体的。然而我们也在寻 求一个目标。远远超出人类的概念无限延伸
到一个比所有都大的地方。在那里在一个 还不是时间的时间里我们
都将与一个比所有更伟大的人成为一体。时间和空间都在绕圈 运
动。了解它们的规律你们也将获得自由。是的你们将自由地在循环
中移动--通过住 在门口的守护者。然后他对我说"九"。我存在了无
数个时代不知道生命不品尝死 亡。因为你们知道。人啊在遥远的未
来生命和死亡将与所有的人融为一体。每一个都 通过平衡另一个而
变得如此完美以至于两者都不存在于所有的本体中。在这个周期的
人 中生命力很旺盛但生命在其成长过程中与他们所有人成为一体。



在这里我表现在你 们的这个周期中但我却在你们未来的时间中存
在。然而对我来说时间并不存在因为 在我的世界里时间并不存在因
为我们是无形的。我们没有生命但却有存在比你更 充分、更伟大、
更自由。人是束缚在山上的火焰但我们在我们的循环中永远是自由
的。 人啊你要知道当你进入了上面那个漫长的周期生命本身将进入
黑暗只有灵魂的本 质将被保留。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你们所知道的
一切不过是小事的一部分。你们还没 有接触到伟大的东西。在遥远
的太空中光的存在至高无上我来到了光中。我也是有形 的但不像你
们这样。我无形的形体形成了光的身体。我不知道生命也不知道死
亡但 我是所有存在物的主人。你们要寻找穿越障碍的道路。走在通
往光明的道路上。又对我说 "九人说。你们要找寻通往超越的道
路。增长到超越意识并非不可能。因为当两个人变成 一个人一个人
变成所有的人时你们知道障碍已经解除你们在道路上获得了自由。
你 从有形成长到无形。你可以在道路上获得自由。因此在漫长的岁
月里我聆听着学习 着通往所有的道路。现在我把我的思想提升到所
有的东西。当它呼唤时你们要倾听。哦光所有的预言与所有的一体
与所有的一体你通过渠道流向我。你进入使我 得以自由。使我与万
物合一从黑夜中闪耀。让我从所有的时空中自由从黑夜的面纱中 自
由。我是光的孩子我命令。从黑暗中解放出来。我对光的灵魂来说
是无形的无形却 闪耀着光。我知道黑暗的束缚必须粉碎在光明面前
倒下。现在给我这个智慧。人啊愿 你们自由活在光中活在明亮中。
不要转脸不看光。你的灵魂住在光明的境界中。你是 光明的孩子。
思想向内不向外。找到你内心的光明之魂。知道你是主宰。所有其
他的东西 都来自内部。你成长到光明的境界。把你的思想保持在光
上。知道你是宇宙的一部分是 光明的火焰和孩子。现在我向你发出
警告。不要让思想转走。知道光明永远流过你的身体。 不要转向来
自黑人兄弟的黑暗兄弟。但要保持你的眼睛永远抬起你的灵魂与光
同调。你 们要听从这智慧听从这智慧。听从我的声音服从我的命
令。遵循通往光明的道路你 将与道路融为一体。

 

碑文八 神秘的钥匙
人啊我将知识赐给你我将光明赐给你。你现在 听着接受我从太

空中带来的智慧。我不是人因为我已经成为自由的维度和平面。在
每 一个层面我都有一个新的身体。在每一个空间我都会改变我的形
式。我现在知道无 形的是所有的形式。七神的智慧是伟大的。他们
是强大的来自外部。他们通过他们的力 量表现出来被来自外部的力



量所充满。你们听着这些智慧的话语。聆听并使它们成为你 自己
的。在它们中找到无形的东西。神秘的是隐藏的知识。知道了你们
就会揭开。找到 深埋的智慧成为黑暗和光明的主人。你周围的奥秘
很深隐藏着古老的秘密。寻找我智 慧的钥匙。你们必能找到道路。
通往权力的大门是秘密的但达到的人将得到。仰望光明! 我的兄弟
啊。打开就必得着。穿过黑暗的山谷继续前进。胜过黑夜的居民。
你的眼睛永 远保持在光的层面上你将与光合一。人类正在向不属于
这个世界的形式转变。渐渐地 他就会变成无形的一个在上面的循环
的平面。你们知道在你们与光同在之前你们必 须成为无形的。人啊
听着我的声音告诉你们通往光明的道路显示你们与光明合一时 的成
就之道。你们搜索地球心脏的奥秘。了解存在的法则通过原始迷雾
的力量使星星保 持平衡。寻找地球生命的火焰。沐浴在其火焰的光
辉中。沿着三叉路走直到你也成为一 团火焰。你用无声的言语向住
在下面的人说话。进入蓝色的庙宇沐浴在所有生命的火焰 中。人啊
你要知道你是复杂的是土和火的存在。让你的火焰明亮地照耀出
来。你只 做火。智慧隐藏在黑暗中。当被灵魂的火焰点燃时你会发
现你的智慧并成为光的诞生 一个没有形状的光的太阳。不断寻求你
的智慧。在火焰的心中找到它。要知道只有通过 努力光才会涌入你
的大脑。现在我已经用智慧说话了。听从我的声音并服从。撕开黑
暗 的面纱。将光照耀在路上。我说的是古亚特兰蒂斯说的是阴影王
国的日子说的是阴影 之子的到来。他们被地球人的智慧从巨大的深
渊中召唤出来被召唤的目的是获得巨大的 力量。在亚特兰蒂斯存在
之前的远古时代有一些人钻研黑暗使用黑暗的魔法从我们 下面的巨
大深渊中召唤生命。他们来到了这个轮回。他们是另一种振动的无
形之物存在 于地球人的孩子们所看不到的地方。只有通过血液他们
才能形成生命。只有通过人他 们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过去的
岁月里他们被大师们征服被赶到他们来时的地方。 但仍有一些人隐
藏在人类未知的空间和平面。他们在亚特兰蒂斯像影子一样生活但
有 时他们会出现在人类中间。是的当血被献上时因为他们来了他们
住在人中间。他们 以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中间但只有在看到他们的
时候才会像人一样。他们是蛇头的但 在人面前却像人中的人。他们
爬进议会取了人的形体与人相似。用他们的法术杀了诸国的首领取
了他们的形体在人身上统治。只有通过魔法才能发现他们。只有通
过声音 才能看到他们的脸。他们从影子王国中寻求毁灭人类并在他
的位置上进行统治。但是 你们知道大师们有强大的魔法能够从蛇的
脸上揭开面纱能够把他送回他的位置。他 们来到人类身边向他传授
秘密即只有人类才能说出的那句话。然后他们迅速地从蛇身 上揭开



面纱把他从人中间的地方赶了出去。然而请注意蛇仍然住在一个对
世界开放 的地方。他们在你中间行走而你却看不见他们在举行过仪
式的地方行走。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们将再次变成人的模样。他们可
能会被知道白色或黑色的主人召唤但只有白色 的主人可以在肉体中
控制和束缚他们。不要寻求阴影的国度因为邪恶一定会出现。因为
只有光明的主人才能战胜恐惧的阴影。我的兄弟啊你们要知道恐惧
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在光明中做一切的主人阴影很快就会消失。你
们要听从我的智慧光明的声音是清楚的。 不要寻找阴影的谷底光明
只会出现。人啊你要听我智慧的深度。我说的是人所不知道 的知
识。我在空间-时间的旅程中走得很远甚至到了这个周期的空间的尽
头。是的我 瞥见了障碍物的猎犬它们在等待着那些要通过它们的
人。在那个时间不存在的空间里 我隐约感觉到周期的守护者。他们
只通过角度移动。他们不在弯曲的维度上自由活动。屏 障的猎犬是
奇怪而可怕的。跟随它们的意识到了空间的极限。不要想通过进入
你的身体来 逃避因为他们通过角度快速跟随灵魂。只有圆圈能给你
们提供保护以免遭住在角上的 人的爪子。有一次在过去的时间里我
走近伟大的屏障在时间不存在的海岸上看到屏 障的猎犬的无形的形
式。是的躲在时间之外的中间我发现了它们它们在远处闻到了 我的
气味抬起头来发出巨大的钟声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都能听到并
穿过空间 向我的灵魂移动。我在他们面前飞奔从时间不可想象的尽
头回来。但在我之后它们一 直在追赶以人类不知道的奇怪角度移
动。是的在时空尽头的灰色海岸上我发现了障 碍物的猎犬它们对试
图超越时空的灵魂虎视眈眈。我绕着圈子逃回了我的身体。逃亡 他
们快速追随我。是的在我之后吞噬者紧随其后寻求通过角度来吞噬
我的灵魂。是 啊你们要知道敢于挑战壁垒的灵魂可能会被来自时间
之外的猎犬所束缚直到这个循 环结束当意识离开时就会被留下。我
进入了我的身体。创造了不知道角度的圆圈创 造了从我的形式形成
的形式。使我的身体成为一个圆圈在时间的圆圈中失去了追寻者。
但是即使如此当我从我的身体中解脱出来时我必须永远谨慎不要在
角度中移动 否则我的灵魂可能永远不会自由。你们要知道"障碍 "的
猎犬只通过角度移动而不是通 过空间的曲线。只有通过曲线移动你
们才能逃脱它们因为在角度上它们会追捕你们。 人啊听从我的警告
不要试图打开通往外面的大门。很少有人能成功地通过障碍物到 达
照耀在外面的更大的光。因为你们知道永远的居住者在寻找这样的
灵魂将其置于 自己的控制之下。听着人啊听着我的警告不要以角度
而以曲线移动如果当你从你 的身体自由时虽然听到像猎犬的海湾一
样的声音响彻你的存在通过圆圈逃回你的身体 不要穿透之前的中间



雾。当你进入你所居住的形式时你要使用十字架和圆圈的组合。张
开你的嘴用你的声音。说出那句话你就会得到自由。只有拥有最充
足光亮的人才有 希望通过道路上的守卫。然后他必须通过奇怪的曲
线和角度在人类不知道的方向形成。 人啊你们要听从我的警告不要
试图通过路上的守卫。相反你应该寻求获得你自己的 光使你自己准
备好在路上通过。我的兄弟啊光明是你的最终目的。寻找并找到路
上的 光。

 

碑文九 自由空间的钥匙
人啊请听我的声音在这轮回中教导智慧和光明教导你们如何驱

逐黑暗教导你们如何在生活中带来光明。人啊寻求你们 找到通向永
恒生命的伟大道路就像太阳一样。把你们从黑暗的面纱中拉出来。
寻求成为 世界上的一束光。使你自己成为光的容器成为这个空间的
太阳的焦点。抬起你的眼睛看 宇宙。抬起你的眼睛看向光明。说出
居住者的话语召唤光的颂歌。歌唱你的自由之歌。 唱你的灵魂之
歌。创造高振动使你与整体合一。把你自己全部与宇宙融合。成长
为与光 一体。你要成为秩序的通道成为通往世界的法则之路。人啊
你的光是伟大的光照亮 了肉体的阴影。在你与光合一之前你必须从
黑暗中自由升起。黑暗的阴影围绕着你。生 命以它的流动充满你。
但是人啊你要知道你必须站起来让你的身体远走高飞到 那些围绕着
你的平面但也是与你合一。人啊看看你的周围。看你自己的光反
射。是的 即使在你周围的黑暗中你自己的光也透过面纱倾泻而出。
你要经常寻求智慧。不要让你 的身体背叛。保持在光波的道路上。
避开黑暗的道路。知道你的智慧是持久的。自万物之 始就存在通过
存在于道路上的法则创造和谐。人啊你要听从智慧的教导。聆听那
诉说 过去时光的声音。是的我将告诉你被遗忘的知识告诉你隐藏在
过去时间里的智慧在 我周围的黑暗中丢失的智慧。你要知道人你是
万物的终极。只有这方面的知识被遗忘 了在人类被抛入束缚被黑暗
的锁链束缚和捆绑时就失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我抛弃了 我的身体。
我在浩瀚的乙醚中自由地游荡绕过将人束缚的角度。人啊你要知道
你只 是一个灵魂。身体是虚无的。灵魂是一切。不要让你的身体成
为束缚。抛开黑暗在光中 旅行。人啊抛开你的身体获得自由真正成
为与光合一的光。当你们从黑暗的枷锁中 解脱出来在空间中像光的
太阳一样旅行时你们就会知道空间不是无边无际的而是真 正由角度
和曲线限定的。人类啊你们要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只是更大的事
物的一个 方面还没有到来。物质是流动的像溪流一样流动不断地从



一个东西变化到另一个东 西。当你们从黑暗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像光
明的太阳一样在空间中旅行时你们就会知道 空间不是无边无际的而
是真正由角度和曲线限定的。人类啊你们要知道所有存在的 东西都
只是更大的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没有到来。物质是流动的像溪水一样
流动不断 地从一种东西变化到另一种东西。古往今来知识一直存在
虽然埋在黑暗中但从未改 变虽然被人类遗忘但从未丢失。你们要知
道在你们居住的整个空间里还有其他和 你们一样伟大的人他们通过
你们的物质核心交错在一起但又在他们自己的空间里分开。 曾经在
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时代我 THOTH打开了门深入到其他空间并了解了
隐藏 的秘密。在物质的本质深处隐藏着许多神秘的东西。九是交错
的维度九是空间的循环。 九是意识的扩散九是世界中的世界。是的
九是来自上方和下方的循环的领主。空间充 满了隐蔽的人因为空间
被时间所分割。你们寻求时间空间的钥匙你们将打开大门。你 们要
知道在整个时空里意识肯定存在。虽然从我们的知识中它被隐藏但
仍然永远 存在。通往你体内世界的钥匙只在你体内找到。因为人是
神秘的门户是与一合一的钥 匙。你们在圈内寻找。用我所给的话
语。打开你内心的大门你也一定会活着。人你以 为你活着但要知道
这是死亡中的生命。就像你们被束缚在身体上一样对你们来说没有
生命存在。只有灵魂是无空间的有真正的生命。其他一切都只是一
种束缚一种需要自 由的束缚。不要以为人是土生的尽管他可能来自
大地。人是光生的灵。但是如果不知 道他就永远无法获得自由。黑
暗包围着光明出生的人。黑暗束缚着灵魂。只有寻求的人 才有希望
获得自由。你周围的阴影正在下降 黑暗充满了所有的空间 照耀吧人
的灵魂之光。填补你的黑暗空间。你是大光之子记住你将获得自
由。你不要停留在阴影中。从黑 暗的夜光中跳出来让你的灵魂哦太
阳的诞生充满光的荣耀从黑暗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一个与光合一的灵
魂。你是所有智慧的关键。在你里面是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不要 活
在黑暗的束缚中。你你的光形从黑夜中解放出来。充满整个宇宙的
伟大之光你完全 流向人类。使他的身体成为光的火炬在人类中永不
熄灭。漫长的过去我寻求智慧不 为人知的知识。遥远的过去我穿越
到时间开始的空间。我寻求我所知道的知识来补充我 所知道的智
慧。然而我发现只有未来才是我所想的智慧的关键。下去到
AMENTI 的 洞里我去寻求更多的知识。问你循环之主我寻求的智慧
之路。我向诸神询问这个问 题。一切的源头在哪里九神的声音有力
地回答说你的灵魂从你的身体中解放出来和 我一起到光明中去。我
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在黑夜里成为一团闪亮的火焰。我站在耶和华 面
前沐浴在生命之火中。我被一种力量抓住了那力量大得超出人的知



识。我被抛向深 渊穿过人所不知的空间。我看见秩序的模样从黑夜
的混沌和角度中出现。我看见光 从秩序中涌出听见光的声音。我看
见深渊的火焰投射出秩序和光明。看见秩序从混沌 中涌出。看见光
产生了生命。然后我听到那声音。你听你明白。火焰是万物之源包
含 所有潜在的事物。发出光的秩序是道从道而来的生命是万物的存
在。又有声音说在你 里面的生命就是道。你要找到你体内的生命拥
有使用文字的能力。我长时间地观察着从 火的本质中涌出的光焰意
识到生命只是秩序人与火是一体的。我回到我的身体再次 与九人站
在一起听着循环的声音用他们所说的力量振动。托斯啊你要知道生
命不 过是火的文字。你们在你们面前寻求的生命不过是世界上如火
的文字。你要寻求通往文 字的道路权力一定是你的。然后我问九
人。主啊请指示我道路。给予通向智慧的道路。 给我指出通向话语
的道路。九世的主回答我说"通过命令你们将找到道路。你们看见
文字是从混沌中来的吗你们没有看见光是从火中来的吗在你的生活
中寻找这种秩序。 平衡你的生活并使之有序。平息所有情绪的混乱
你就会有生活的秩序。从混沌中产生的 秩序将给你带来源头的话语
将给你带来循环的力量并使你的灵魂成为一种力量自由 地延伸到时
代成为来自源头的完美太阳。我听着那声音深深感谢我心中的那句
话。我 一直在寻求秩序以便我可以借鉴这句话。你们要知道得到它
的人必须永远有秩序地使 用话语尽管这种秩序从来没有也不可能
有。人啊请接受这些话吧。作为你生命的一部 分让它们成为。争取
征服这个秩序你就会与话语合一。在生命的道路上努力获得光明。
寻求与太阳/状态合一。寻求成为唯一的光。保持你对光与人的身体
的一体性的思考。要 知道一切都是从混沌中诞生于光的秩序。

 

碑文十 时间的钥匙
列举你人啊。 接受我的智慧。学习他深藏的空间之谜。了解在

深渊中成长的思想为空间带来秩序与和 谐。人啊你们要知道所有的
存在都是因为有了法则才存在的。了解法则你们将获得 自由永远不
会被夜晚的枷锁所束缚。远远地穿过陌生的空间我已经进入了时间
的深 渊直到最后一切都被揭示出来。你们要知道神秘只有在它是人
类未知的知识时才是 神秘。当你们探究了所有神秘的核心知识和智
慧必将属于你们。你们要寻求并学习时 间是你们可以从这个空间获
得自由的秘密。长久以来我智慧一直在寻求智慧是的 并将寻求永恒
的尽头因为知道在我面前不断退去的是我寻求的目标。即使是循环
的主人 也知道他们还没有达到目标因为他们所有的智慧都知道真理



在不断增长。有一次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与居住者交谈。问及时间和
空间的奥秘。我问他在我的存在中涌现的问题说"大师什么是时间大
师啊什么是时间然后他对我说大师。托斯啊 你要知道一开始就有虚
空和虚无一个永恒的、无空间的、虚无的。在虚无中出现了一 个思
想有目的的无所不包的它充满了虚无。没有物质只有力量一个运动
一个 漩涡或充满虚空的有目的的思想的振动。我问大师说这个思想
是永恒的吗住持者回 答我说。起初有永恒的思想而要使思想成为永
恒时间必须存在。因此在所有的思 想中生长出了时间的法则。是的
时间存在于所有的空间漂浮在一个平滑的、有节奏的 运动中永远处
于固定的状态。时间不会改变但所有事物都在时间中改变。因为时
间是 将事件分开的力量每个事件都在它自己的适当位置。时间不在
运动中但你们在时间中 移动因为你们的意识从一个事件移动到另一
个事件。是的通过时间却存在着总之 是一个永恒的一体存在。你们
知道即使在时间上你们是分开的但仍然是一个整体在 所有的时间存
在。这时居住者的声音停止了我离开了去思索时间。因为我知道这
些话里有智慧有探索时间奥秘的方法。我时常思索居住者的话语。
然后我寻求解决时间 的奥秘。我发现时间是通过奇怪的角度移动
的。然而只有通过曲线我才有希望获得 能让我进入时间空间的钥
匙。我发现只有通过向上移动和再次向右移动我才能从移动 的时间
中解脱出来。我从我的身体中出来在改变我时间的运动中移动。在
我的旅程中 我看到了奇怪的景象许多神秘的东西向我开放。是的我
看到了人类的开始从过去了 解到没有什么是新的。人啊你要寻着路
学习穿过时间中形成的空间的道路。人啊不 要忘记在你所有的寻求
中光是你应寻求达到的目标。在你的道路上寻找光对你来说 目标将
永远存在。不要让你的心永远转向黑暗。让光明照耀灵魂成为路上
的太阳。你要 知道那永恒的光明你将永远发现你的灵魂隐藏在光中
永远不会被束缚或黑暗所羁绊 永远它将闪耀出光明的太阳。是的要
知道尽管隐藏在黑暗中你的灵魂真正火焰的 火花仍然存在。你们要
与最伟大的光合一。在源头找到你目标的终点。光是生命因为 没有
伟大的光一切都无法存在。你们要知道在所有形成的物质中光的核
心始终存在。 是的即使被束缚在黑暗中内在的光总是存在的。有一
次我站在阿门提的大厅里听 到阿门提之主的声音用响彻寂静的音调
说着力量的话语强大而有力的。他们吟唱着循 环之歌这些话语开启
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是的我看到了伟大的道路被打开并在一瞬 间看
到了超越。我看到了循环的运动巨大的思想是 SOURCE 所能传达
的。我知道即使 是无限也在向一些无法想象的终点前进。我看到宇
宙是秩序是延伸到所有空间的运动的 一部分是秩序中的秩序的一方



在空间的和谐中不断运动。我看到循环的轮回像巨大 的圆圈横跨天
空。那时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成长以便在遥远的空间和时
间的 组合中与另一个生命相遇。那时我知道在话语中有力量打开对
人隐藏的平面。是的 甚至在话语中也隐藏着能打开上下的钥匙。听
着现在的人我把这个词留给你。使用它 你们将在它的声音中找到力
量。你们说这个词"ZIN-URU"你们就会找到力量。然而 你们必须明
白人属于光光也属于人。人啊请听你将听到一个比太阳底下的一切
更 奇怪的神秘。人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空间都被世界中的世界所填满
是的一个在另一 个之中但却被法律分开。有一次在我寻找深埋的智
慧时我打开了阻碍他们与人类接 触的门。我从另一个世界中召唤出
一个比男人的女儿们更公平的人。是的我从空间中召 唤她让她作为
一束光在人的世界中闪耀。我使用了塞特彭特的鼓。我穿上紫金的
袍子。 在我头上戴着银冠。围绕着我朱砂的圆圈闪耀。我举起双臂
呼喊着打开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的咒语在他们的房子里向 SIGNS 的
LORDS 呼喊。两个地平线的领主三重门的 守望者你们一个站在右边
一个站在左边因为星星升到他的宝座上统治他的星座。 是的你这个
黑暗的阿鲁鲁王子请你打开昏暗的隐秘之地的大门释放你所囚禁的
她。 听着听着听着黑暗的领主和闪亮的人用他们的秘密名字我知道
的和能发音的名 字你们要听从我的意志。然后我用火焰点燃了我的
圆圈在空间平面之外呼唤她。光 明之女从阿鲁路回来。我七次又七
次地穿过火堆。我没有吃过食物。我没有喝过水。我从 阿鲁鲁召唤
你从埃克塞加尔的领域召唤你。我召唤你光明的女士。然后在我面
前出现 了黑暗的身影是的阿鲁鲁的领主的身影。他们在我面前分开
光之女神走了出来。她 现在摆脱了黑夜中的领主自由地生活在地球
太阳的光中自由地作为光的孩子生活。我 的孩子们你们听着听着。
魔法是知识只有法律才是。不要害怕你体内的力量因为 它像天上的
星星一样遵循法律。你们要知道没有知识和智慧就是魔法不属于法
律。但 你们要知道通过你们的知识可以更接近太阳的位置。我的孩
子们你们要听从我的教导。 你们要永远追求光明。在你周围的人世
间发光成为照耀人世间的道路之光。跟随你们 学习我的魔法。你要
知道只要你愿意一切力量都是你的。不要惧怕引领你走向知识的 道
路而要避开黑暗的道路。人啊光明是你的。抛开枷锁你将获得自
由。你知道他们 的灵魂是生活在束缚中被恐惧束缚着使你束手无
策。睁开你的眼睛看到伟大的太阳 光。不要害怕因为一切是你自己
的。恐惧是黑暗中的耶和华对从未面对黑暗的恐惧的 人来说。是啊
要知道恐惧的存在是由那些被恐惧束缚的人创造的。孩子们甩掉你
们的 束缚走在光荣的日子里。不要把他们的思想转向黑暗你们肯定



会与光合一。人只是他 所相信的是黑暗的兄弟或光明的孩子。我的
孩子们请到光中来。走在通向太阳的道路 上。现在听着听着智慧的
声音。使用我给你的话语。使用它你一定会找到力量、智慧 和光明
走在路上。寻找我给你的钥匙你将永远成为光明之子。

 
 

 

石碑十一  上和下的钥匙
金姆的孩子们啊你们要听要听。我所赐的话语必使你们得着光

明。.人们啊你们知道 我认识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我
历代不死从你们的知识开始就住在你们 中间。我一直努力引导你们
走向伟大的灵魂之光把你们从黑夜的黑暗中拉出来。我在其 中行走
的人们啊你们要知道我托斯拥有自古以来人类已知的所有知识和所
有智慧。 我是伟大种族的秘密的守护者是通往生命的钥匙的持有
者。我的孩子们啊我是你们的 启蒙者甚至从亘古的黑暗中就开始
了。你们现在列举我智慧的话语。聆听我带来的信息。 你们要听我
所给你们的话就必从黑暗中升到光明里。遥远的过去当我第一次来
到你身 边的时候我在岩石的洞穴里发现了你。我以我的能力和智慧
提拔你直到你在人中发亮。 是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你。汝只稍
稍升起超过野兽。我不断地煽动你的意识的火花直到最后你像人一
样燃烧起来。现在我将向你讲述你的种族所不能想到的古老知识。
你们要知道我们伟大的种族曾有过并拥有比人类更多的知识。我们
从星生的种族中获得 了智慧智慧和知识远远超过了人类。智慧的主
人下到我们这里就像我与你一样远远 超过我们。现在当我给你们智
慧的时候你们要听从。使用它你将获得自由。你们知 道在我建造的
金字塔里有钥匙它将告诉你们进入生活的道路。是的从我建造的伟
大形 象画一条线到金字塔的顶点建为一个门。在相同的角度和方向
上再画一条相反的线。 挖掘你们找到我所隐藏的东西。在那里你们
将找到地下的入口通往在你们成为人之 前所隐藏的秘密。我现在告
诉你们周期的奥秘这些周期的运动对有限的人来说是奇怪的 因为它
们是无限的超出人类的知识。你们知道有九个周期是的上面有九个
下面有 十四个和谐地移动到将存在于未来时间的连接处。你们要知
道循环之主是由其他单位 派来的意识单位将此与所有统一起来。他
们是所有周期的最高意识与法则和谐地工作。 他们知道随着时间的
推移所有的一切都将得到完善没有一个人在上面没有一个人 在下面
而是在一个完善的无限性中的所有一体在所有的一体中的和谐。在



地球表面的 深处在阿门提的大厅里坐着七位循环的领主是的还有一
位来自下面的领主。 然而你要知道在无限中既没有上面也没有下
面。但是当一切都完成时永远存在 并将是所有的一体。我曾多次站
在万物之主的面前。常常在他们的智慧之泉下饮酒用他 们的光芒充
满我的身体和灵魂。他们对我说话告诉我周期和给予他们生存手段
的法律。 是的九大主宰对我说。哦托斯你们在地球的孩子中是伟大
的但存在你们不知道的 神秘。你们知道你们来自低于这个时空的时
空也知道你们将前往一个更远的时空。但你 们对其中的奥秘知之甚
少对其外的智慧知之甚少。你们知道你们在这个意识中的整体 只是
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细胞。在你下面的意识以不同于你所知的方式不
断扩展。是的它 虽然在你下面的时空里却以不同于你自己的方式的
方式不断成长。因为要知道它的成 长是你成长的结果但不是以你成
长的方式。你过去和现在的成长带来了一个因果关系。 没有任何意
识会跟随它之前的人的道路否则一切都将是重复和徒劳的。每个意
识在它存 在的循环中都遵循它自己的道路达到最终的目标。每个人
都在宇宙的计划中扮演自己的 角色。每个人都在最终的结局中扮演
着自己的角色。循环越远它的知识和能力就越强 就越能融合整体的
规律。你们要知道在我们下面的循环中你们在做法则的次要部分 而
我们在延伸到无限大的循环中则负责努力和建立更大的法则。每个
人在循环中都有他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要以他
的方式完成。在你之下的循环并不在你之 下而只是为了存在的需要
而形成。因为你们知道发出循环的智慧之泉永远在寻求新的 力量来
获得。你们知道知识只能通过实践获得而智慧只能从知识中产生因
此循环 是由法律创造的。它们是为作为万物之源的法界获得知识的
手段。下面的循环并不是真正 的下面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有所不
同。那里的意识正在工作测试比你们更小的东西。 要知道就像你们
在为更大的事情工作一样在你们上面也有那些人在为其他法则工
作。 存在于各周期之间的差异只是在与法则合作的能力上。我们在
超越你的周期中存在的 人是那些首先从源头出来的人并在穿越时空
的过程中获得了使用更大的法则的能力 这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概念。
没有什么是真正低于你的而只是法律的不同运作。看你在上 面或在
下面你都会发现。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处于律法之源的本体的一
部分。你下面 的意识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你的一部分。你
们小时候没有成为人时的知识。在 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旅程中你们
比较一下周期在你们下面的周期中看到拥有知识的 孩子看到你们自
己是长大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知识上不断进步。我们也看到孩
子长大成人有了随着岁月而来的知识和智慧。托斯啊意识的循环也



是如此孩子们处 于不同的成长阶段但都来自于一个源头即智慧而且
都会再次返回到智慧。于是他停 止了说话坐在领主的沉默中。然后
他又对我说托斯啊我们在阿门提坐了很久在大 厅里守护着生命的火
焰。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我们的周期的一部分我们的视野 延伸
到他们和超越。是的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事情中除了我们可以通过我
们的灵魂获 得成长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知道我们的肉体是短暂
的。人们认为伟大的事情对我们来 说不算什么。我们所寻求的东西
不属于身体而只是灵魂的完美状态。当你们作为人能够 学会除了灵
魂的进步最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计算那么你们就真正摆脱了所有的
束缚 自由地在法律的和谐中工作。人啊你们要知道你们应该以完美
为目标因为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达到目标。虽然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什
么是完美的但它应该是你们的目标和目 的。九人的声音又停止了这
些话已经沉入我的意识中了。现在我寻求更多的智慧以 使我在与万
物的关系中变得完美。我很快就会下到阿门提的大厅在生命的冷花
下生活。 我所教过的人再也见不到我了。但我永远活在我所教导的
智慧中。人的一切是由于他的 智慧。他将成为的一切都是他事业的
结果。你们要听从我的声音成为比普通人更伟大 的人。抬起你的眼
睛让光充满你的存在你将永远是光之子。只有通过努力你们才能 向
上成长到光是一切的一切的层面。成为你周围一切的主人。不要被
你生命的效果所控制。 然后创造更完美的原因到时你将成为光明的
太阳 自由让你的灵魂不断向上飞翔摆脱 黑夜的束缚和羁绊。抬起你
的眼睛看着天空中的太阳。对你来说让它成为生命的象征。 知道你
是更大的光在你自己的领域里是完美的当你自由了。永远不要看向
黑色。抬起 你的眼睛看上面的空间。自由地让你的光明向上燃烧你
将成为光明之子。

碑文十二  因果律和预言的钥匙
人啊请听我智慧的话语听亚特兰蒂斯人托斯的声音。我已经征

服 了时间空间的法则。我已经获得了关于时间的未来的知识。我知
道人在他的时空运动中 将永远与万物融为一体。 人啊你要知道所有
的未来对能够阅读的人来说都是一本打开 的书。所有的效果都会带
来它的原因就像所有的效果都是从第一个原因发展而来的。要 知道
未来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稳定的而是随着原因带来的结果而变化的。
你看你要带 来的原因你肯定会看到所有的结果。所以人啊要确信你
所带来的效果永远是更完美效果的原因。你们要知道未来从来都不
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自由意志在时间空 间的运动中走向新的
时间开始的目标。人只能通过带来结果的原因来解读未来。在因果
关 系中寻找你们一定会找到结果。人啊当我说到未来时请听我说说



紧随因的果。你们 要知道人在向光的旅程中不断寻求摆脱围绕着他
的黑夜就像天空中围绕着星星的阴影 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他也将从黑
夜的阴影中发光。他的命运将永远引领他前进直到他与 光合一。是
的尽管他的路在阴影之中但在他面前永远闪耀着伟大的光。虽然道
路黑暗 但他将征服像黑夜一样在他周围流动的阴影。在遥远的未来
我看到人类像光一样诞生 从束缚灵魂的黑暗中解脱出来生活在光中
没有黑暗的束缚来覆盖他们灵魂的光。人啊 在你们达到这一点之前
你们要知道许多黑暗的阴影将落在你们的光上试图用黑暗的 阴影浇
灭努力获得自由的灵魂之光。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是伟大的是古
老的但又是 新的。然而你要知道在遥远的未来光将是全部黑暗将沦
陷。人啊请听我的智慧 之言。准备好了你们就不会束缚你们的光。
当新的意识浪潮从我们下面的巨大深渊流向 他们目标的太阳时人类
已经崛起人类已经堕落。我的孩子们你们已经从一个比野兽 高一点
的状态上升直到现在你们是所有人类中最伟大的。然而在你之前还
有人比你更伟 大。但我告诉你在你之前别人已经堕落了你也要归于
灭亡。在你们现在居住的土地 上将有野蛮人居住并依次升为光明。
古代的智慧将被遗忘但却永远活在人们面前。 是的在你称为 Khem
的土地上种族将崛起种族将衰落。你将被遗忘在人类的孩子中。 然
而你将移居到这之外的星空留下你所居住的地方。人的灵魂不断向
前不受任何一 颗星的约束。而是不断向他面前的伟大目标迈进在那
里他将溶于万物之光。你们要知道 你们将不断前进受因果律的影响
直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体。知识和智慧都将被遗忘只 有对神灵的记忆
会存留。正如我因我的知识而成为神你们也将因你们的知识远远超
过他 们而成为未来的神。然而你们要知道在所有的时代里人在愿意
的时候都可以接触到 法律。未来的时代将看到智慧的复兴那些将继
承你在这颗星上的位置的人。他们将反过 来进入智慧学会用光明驱
逐黑暗。然而他们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为自己带来光明的 自由。然
后将有一场伟大的战争降临到人类身上使地球颤抖和摇晃。是的那
时黑暗兄 弟将开启光明与黑夜之间的战争。当人类再次征服海洋像
鸟儿一样展翅飞翔时当他学 会驾驭闪电时战争的时刻就会开始。各
种力量之间的战斗将是巨大的黑暗和光明的战 争将是巨大的。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将利用黑暗的力量来粉碎地球。力量的武器将消
灭地球人直到一半的人类种族消失。然后晨曦之子将出来向人类的
孩子们发出他们 的命令说"人啊停止你的努力吧。人啊停止你对你
兄弟的争斗吧。只有这样你 们才能到光明那里去。我的兄弟啊你要
停止你的不信跟随道路知道你是正确的。那 时人们将停止他们的争
斗兄弟对兄弟父亲对儿子。然后我的人民的古老家园将从 黑暗的海



浪下的地方站起来。到那时光的时代就会展开所有的人都会寻求目
标的光。 那时光明兄弟将统治人民。黑夜的黑暗将被驱逐。是的人
类的孩子们将向着伟大的目 标不断前进。他们将成为光明之子。他
们的灵魂将永远是火焰的火焰。知识和智慧将属于 伟大的时代因为
他将接近永恒的火焰所有智慧的源泉开始的地方与万物的终结合
一。是的在一个尚未出生的时代一切都将是一个一个将是所有。人
这个宇宙的完 美火焰将向着星空中的一个地方前进。是的甚至将从
这个时空移动到另一个超越星空 的时空。我的孩子们啊你们听我的
话已经很久了你们听托斯的智慧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离开你们进入
黑暗。现在我去了阿门提的大厅在那里居住在未来光明将再次降临
到 人类的时候。然而你们知道我的精神将永远与你们同在引导你们
的脚步走在光明的 道路上。你要守住我留给你的秘密我的精神一定
会在你的生命中守护你。你的眼睛永远 保持在通往智慧的道路上。
始终把光明作为你的目标。不要让你的灵魂被黑暗束缚让它 自由地
飞向星空。现在我离开你去住在 Amenti。你在今生和来世做我的孩
子。时候到了 你们也将不死从一个时代活到另一个时代成为人中之
光。你们要守住阿门提大厅的入 口。守住我藏在你们中间的秘密。
不要把智慧丢给野蛮人。你要为寻求光明的人保守秘密。 现在我走
了你接受我的祝福吧。你要走我的路跟随光明。将你的灵魂融入伟
大的精髓。 让你的意识与大光合一。当你需要我的时候请你召唤
我。连续使用我的名字三次。 Chequetet, Arelich, Volmalites.
 

碑文十三  生和死的钥匙
人啊请听你 的智慧。请听那将使你充满生命的话语。你们要听

那驱逐黑暗的话语。请听那驱逐黑夜的 声音。我已将奥秘和智慧带
给我的儿女知识和能力从古而降。你们不知道当你们发现 所有人的
一体性时一切都将被打开吗你们将与神秘的主人、死亡的征服者和
生命的主 人合一。是的你们将学习 Amenti 之花在大厅里闪耀的生
命之花。在精神上你们将 到达阿门提的大厅并带回活在光中的智
慧。你们要知道通往权力的大门是秘密的。你们 知道通往生命的大
门是通过死亡。是的通过死亡但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死亡而是一种 死
亡是生命是火是光。你想知道这深藏的秘密吗你要看你的心那里有
知识的束 缚。知道在你里面隐藏着秘密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也是一切
死亡的源头。人啊你听着 当我告诉你这个秘密时向你揭示古老的秘
密。在地球的心脏深处有一朵花它是将所有 的东西捆绑在它的形式
中的精神之源。或者你们知道地球的身体是活的正如你在你自 己形



成的形式中活着。生命之花是你自己的精神之所它流经地球就像你
流经你的形式 一样给地球和它的孩子以生命从形式到形式更新精
神。这就是作为你身体的形式的精 神塑造和塑造成它的形式。人啊
你要知道你的形式是双重的在形成其形式时在 极性中平衡。要知道
当死亡在你身上快速接近时只是因为你的平衡被动摇了。这只是 因
为失去了一极。要知道在阿门提的生命秘密是恢复两极平衡的秘
密。所有存在的东西 都有形体都有生命因为其两极的生命之灵。难
道你们没有看到在地球的心脏里是所 有存在的东西的平衡并且在它
的表面有存在感你的精神之源来自地球之心因为在你 的形式中你与
地球是一体的当你学会保持你自己的平衡时你就会吸取地球的平
衡。 当地球存在的时候你也要存在当地球也要改变的时候你才会改
变形式。不尝死亡的 滋味而是与这个星球融为一体保持你的形态直
到一切都消失。人啊当我给你秘密 的时候你要听我说这样你也不会
尝到变化的滋味。每天有一个小时你应该躺在你的 头指向正极的地
方北。每天有一个小时你的头要指向负极的地方南。当你的头 朝北
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意识从胸口保持到头。当你的头向南放置时你的
思想要从胸部 到脚部。你在每一个七中保持平衡你的平衡将保持其
全部力量。是的如果你已经老了 你的身体会变得清新你的力量会变
得像年轻人一样。这就是大师们所知道的秘密他们 通过这个秘密挡
住了死亡的手指。不要忽视遵循我所指出的道路因为当你已经过了
百岁 忽视它将意味着死亡的到来。听我的话沿着这条路走。保持你
的平衡在生活中继续生 活。人啊你要听从我的声音。听从那给你死
亡的智慧。当你的工作结束时你可能希望 从这个生命中离开去到早
晨的太阳生活的地方作为光之子的存在。毫无痛苦地通过没有悲伤
地通过进入永恒之光的世界。首先躺下休息头朝东。在你的生命之
源太阳 神经丛折叠你的双手。把你的意识放在生命的座位上。转动
它向北和向南划分。把你 的意识向北送出去。把另一个送出到南
方。你放松他们对你的存在的控制。你的银色火花 将从它们的形式
中飞出向上飞向早晨的太阳与光融合与它的源头合一。它将在那里
燃烧直到欲望被创造出来。然后将回到一个地方的形式。人类啊你
们要知道伟大的 灵魂就是这样通过的从生命到生命随意改变。阿凡
达也是这样过去的他愿意他的死亡 就像他愿意他自己的生命。人啊
请听我说喝我的智慧。学习你们的秘密那是时间的 主人。学习你们
那些被称为大师的人是如何能够记住过去的生活的。伟大的秘密却
容易掌 握让你掌握时间。当死亡向你快速逼近时不要害怕要知道你
是死亡的主人。放松你 的身体不要用紧张来抵制。把你灵魂的火焰
放在你的心中。迅速地把它扫到三角形的位 置。保持片刻然后移向



目标。这你的目标是你的眉毛之间的地方是生命的记忆必 须坚持的
地方。在你的脑座上保持你的火焰直到死亡的手指抓到你的灵魂。
然后当你 通过过渡状态时生命的记忆也将随之消失。然后过去将与
现在融为一体。然后所有 的记忆将被保留。你将从所有倒退中获得
自由。过去的事情将活在今天。

 
 
 

补充碑文十四 A TLANTIS
人啊你要听从深藏的智慧自居住者的时代起就被世 界遗忘被这个

时代的人遗忘。你们要知道这个地球只是一个门户由人类未知的力量
守护着。然而黑暗领主隐藏着通往天堂之地的入口。你们要知道通往
阿鲁鲁领域的道 路被只有光之人可以打开的屏障所守护。在地球上
我是圣地之门的钥匙持有者。我以超 越我的力量命令我留下通往人
类世界的钥匙。在我离开之前我给你们如何从黑暗的束 缚中升起的
秘密扔掉束缚你们的肉体枷锁从黑暗中升入光明。你们要知道灵魂必
须 从黑暗中洗净才能进入光明的门户。因此我在你们中间建立了奥
秘以便永远可以找 到秘诀。是的尽管人可能会陷入黑暗但光总是作
为指南而闪耀。隐藏在黑暗中隐藏 在符号中总是能找到通往门户的
道路。未来的人将否认这些奥秘但寻求者总能找到道 路。现在我命
令你们维护我的秘密只给那些你们已经测试过的人这样纯洁的人就不
会 被腐蚀这样真理的力量就会胜利。现在你们列举神秘的揭幕。列
入我所给的神秘的象 征。使它成为一种宗教因为只有这样它的本质
才会保持。在今生和大一之间有两个地方 由离开地球的灵魂走过
Duat幻觉的力量的家Sekhet Hetspet众神之家。奥西里斯 象征着门
户的守卫他使不值得的人的灵魂返回。再往前走就是天国的权力范围
阿鲁鲁 伟大的人所经过的地方。在那里当我在人类中的工作完成后
我将加入我古老家园的伟 大者。七个是大能者之家的宅院三个守卫
着每个宅院来自黑暗的门户十五个是通往杜 特的道路。十二个是幻
象之主的房子面向四条路每条路都不同。四十和二是伟大的力 量审
判寻求入口的死者。四个是荷鲁斯之子两个是伊希斯的东西方守卫为
她的孩子 求情的母亲月亮的女王反映了太阳。巴是精华永远活着。
卡是人类所知的生命的影 子。巴在卡化身之前不会到来。这些是历
代保存的奥秘。它们是生命和死亡的钥匙。现在 请听奥秘中的奥秘
学习那无始无终的圆那独一无二的形式。听吧听吧去吧应用 吧这样
你们就能走我走过的路。神秘中的神秘但对光明之人来说是清晰的我



现在要 揭示的是一切的秘密。我将向入门者宣布一个秘密但让门完
全关闭不让外人知道。三 是奥秘来自伟大的人。听吧你身上的光将
会照亮你。在原始世界中居住着三个统一 体。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存在。这些是平衡是创造的源泉一个上帝一个真 理一个自由
点。三者从平衡的三者中产生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善、所有的力量。
三是 上帝在其光宅中的品质。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智慧、无限的
爱。三是赋予大师们的权力。 转化邪恶协助善良使用鉴别力。三是
上帝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情。显现力量、智慧和爱。 三种是创造万物
的力量。神圣的爱拥有完美的知识神圣的智慧知道所有可能的手段神
圣的力量拥有神圣的爱和智慧的共同意愿。三个是存在的圆圈状态。
光之圈里面除 了上帝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能穿越它混沌之圈所
有事物的本质都来自死亡意 识之圈所有事物都来自生命。所有有生
命的事物都有三种存在状态混沌或死亡人类 的自由和天堂的快乐。
三个必要条件控制着万物始于大深渊、混沌圈、天堂的充实。三 条
是灵魂的道路人、自由、光明。三个是障碍缺乏获得知识的努力不依
附于神依 附于邪恶。在人身上这三者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内部的权
力之王。三个是神秘的房间在人的身体里发现但又没有发现。现在你
们听一听被解放的人从生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进入光明。知道所有
世界的源头将被打开。是的即使是阿鲁鲁之门也不会被阻挡。然而
想进入天堂的人啊请注意。如果你们不配最好跌入火中。你们要知道
天人要经过纯 洁的火焰。在天堂的每一次旋转中他们都沐浴在光明
的泉源中。人啊你要听这奥秘。 很久以前在你们出生之前我住在古
亚特兰蒂斯。在那里的神庙里我喝了智慧的水 从居住者那里浇灌成
光之泉。赐予钥匙让我在大千世界中升到光明的存在。我站在火之
花中的圣者面前。他被黑暗之光遮蔽否则我的灵魂就会被荣耀击碎。
从他的宝座的脚下 像钻石一样滚出四条火焰的河流通过云的渠道滚
到人世间。大厅里充满了天国的精 灵。星宫是奇迹中的奇迹。天空
之上如火与阳光的彩虹形成了精灵。他们唱出了圣者 的荣耀。然后
从火中传来一个声音看啊第一因的荣耀。我看到了那高过所有黑暗的
光 反映在我自己的存在中。我达到了众神之神精神-太阳太阳球体的
主宰。有一位甚 至是第一位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创造了所有的
东西他管理所有的东西他是 好的他是公正的他照亮了他维持了。然
后从宝座上涌出巨大的光芒以其力量包围 并提升我的灵魂。我迅速
穿过天堂的空间向我展示了奥秘中的奥秘展示了宇宙的秘密 核心。
我被带到了阿鲁鲁的土地上站在领主们的房子里。他们打开了门让我
瞥见了原 始的混沌。我的灵魂对恐怖的景象感到颤抖从黑暗的海洋
中缩回我的灵魂。然后我看到 了对屏障的需求看到了对阿鲁鲁领主



的需求。只有他们拥有无限的平衡才能挡住涌入 的混沌。只有他们
才能守护上帝的创造。然后我绕过了八个圆圈。看到所有征服了黑暗
的灵魂。看到他们所居住的光明的辉煌。我渴望在他们的圈子里占有
一席之地但我也渴 望我所选择的方式当我站在阿门提大厅里对我要
做的工作做出选择时。我从阿鲁鲁的 大厅走到了我的身体所在的地
球空间。我从我休息的地上站起来。我站在居住者的面前。 承诺放
弃我的伟大权利直到我在地球上的工作完成直到黑暗时代过去。人啊
你要听 我给你的话。你们将在其中找到生命的本质。在我返回阿门
提大厅之前我将教导你们秘 密中的秘密你们也将如何升入光明。保
存它们保护它们把它们藏在符号里这样 世俗的人就会嘲笑和放弃。
在每一个地方形成你们的奥秘。使寻求者的路难走。这样 软弱和动
摇的人将被拒绝。秘密将被隐藏和保护直到轮子转过来的时候。在黑
暗的年代 等待和观察我的精神将留在深藏的土地上。当一个人通过
了外部的所有考验就用你们 持有的钥匙召唤我。然后我启动者将回
答从阿门提的诸神殿堂而来。然后我将 接见入门者给他力量之言。
听着记住这些警告的话不要把缺乏智慧、内心不纯或 目标不坚定的
人带到我这里。否则我将收回你们的权力把我从睡觉的地方召来。你
们 听着记住这些警告的话不要把缺乏智慧、心地不纯、目的不纯的
人带到我这里来。否 则我就要收回你们召我出睡的权力。现在你们
去召集你们的兄弟以便我可以传授智慧 在我离开后照亮你们的道
路。你到我殿下的密室来。三日未到不可吃东西。我将在那里 给你
智慧的精华使你有能力在人中发亮。我将在那里给你秘密使你可以升
到天上在 真理中的神人正如你的本质。现在离开离开我我召唤你们
所知道但还不知道的人。

 

补充碑文十五 秘密的秘密
我的孩子们现在你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秘密的秘密它将给你们力

量展开上帝的人给你们永生的路。我将直言不讳地讲述被揭开的奥
秘。我 不会给你任何黑暗的话语。现在打开你的耳朵我的孩子。听
我所讲的话并遵行。首先 我要说的是黑暗的枷锁这些枷锁将你们捆
绑在地球的范围内。黑暗和光明都是一个性质 只是在表面上不同因
为每一个都是从所有的源头产生的。黑暗是无序的。光是秩序。黑
暗被转化为光明的光。我的孩子们这就是你们存在的目的从黑暗到光
明的转化。现在 听一听大自然的奥秘生命与它所居住的地球的关
系。你们要知道你们在本质上是三重 的身体、星体和精神合而为
一。每种性质都有三种品质总共有九种上有老下有小。 在肉体中有



这些通道血液以旋涡状运动反应在心脏上以继续其跳动。磁性通过神
经路径移动是所有细胞和组织的能量载体。流经通道的阿卡萨微妙而
有形完成了通 道。这三者中的每一个都相互调和每一个都影响着身
体的生命。形体是骨骼的框架微 妙的乙醚通过它流动。在他们的掌
握中身体的生命秘密就在其中。只有当他的生活目的 完成后才会按
其意愿放弃。三种是星体的性质是上下之间的中介不属于物质不属
于精神但能在上面和下面移动。三是心的本性它是大一统意志的载
体。是你生命中因 果关系的仲裁者。这样就形成了三重的存在由四
的力量从上面引导。在人的三重性之上 和之外是灵性自我的领域。
四是它的品质在存在的每个层面上发光但十三是一个 是神秘的数
字。基于人的品质的兄弟们每个人都将指导存在的展开每个人都将成
为大 一的渠道。在地球上人是被束缚的被空间和时间束缚在地球
上。围绕着每个星球的振 动波将他束缚在他的展开面。然而人的内
心是解脱的钥匙在人的内心可以找到自由。 当你们从身体中释放了
自我就上升到你们地球平面的最外层界限。说出 Dor-E-Lil-La 这 个
词。然后你的光将被抬起来你可以自由地通过空间的障碍。在半个太
阳的时间内六 个小时你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地球表面的障碍看到并认
识那些超越你们的人。是的 你们可以通过最高的世界。看到你自己
可能的展开高度了解灵魂在地球上的所有未来。 你们被束缚在你们
的身体里但通过这种力量你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秘密束缚将
被你的自由所取代。让你的心平静下来。你的身体要休息。只意识到
脱离肉体的自由。你 的存在以你所渴望的目标为中心。反复思量你
将获得自由。想着这个词 La-Um-I-L- Ganoover在你的心中让它响
起。随着声音漂移到你渴望的地方。以你的意志从肉体的束 缚中解
放出来。当我给出最伟大的秘密时请听我说你们如何进入阿门提的大
厅像我 一样进入不朽的地方站在领主们的位置上。躺下休息吧你的
身体。平静你的心不要 有任何思想干扰你。你必须在思想和目的上
保持纯洁否则你将面临失败。憧憬阿门提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满心
渴望到那里去。站在你心目中的领主面前。念出我所赐的力量之 语
Mekut-El-Shab-El Hale-Sur-Ben-El-Zabrut Zin-Efrim-Quar-El。
放松你的思想和身体。 然后确信你的灵魂将被召唤。现在给我香巴
拉的钥匙那是我的兄弟在黑暗中生活的地方。 黑暗中却充满了太阳
之光地球上的黑暗但精神之光在我的日子结束后为你们指引。 你离
开你的身体正如我所教导你的。递给那深藏的屏障。站在门前和他们
的守卫者面前。 用这些话命令你进入。我是光。在我里面没有黑
暗。我已摆脱黑夜的束缚。请你打开十二 个人和一个人的路使我能
进入智慧的领域。当他们拒绝你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拒绝你 你要用这



些力量的话语命令他们打开我是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障碍。我命令
用秘密中的秘密打开埃多姆-艾哈迈-萨伯特-祖尔-阿多姆。那么如果
你的话语是最高的真 理为你打开障碍将下降。现在我离开你我的孩
子。我将往下走又往上走到大 厅里去。我的孩子们你们要为我赢得
道路。你们将成为我真正的兄弟。我的著作就这样 写完了。钥匙留
给后来的人。但只给那些寻求我的智慧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我的钥
匙 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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