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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2]地球未来几年的扬升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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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无限之哲学(中译修正 2009.7.24) 

 

1. Humanity and Planet Earth are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 huge change or shift in consciousness and reality perception. 

 

1．人类和地球目前正在意识和实相感知上经历巨变或转换。 

 

2. The Mayan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was and is the most advanced in relation to time-science knowledge. Their main calendar is the most accurate on the 

planet. It has never erred. They actually have 22 calendars in total, covering the many timing cycles in the Universe and Solar System. Some of these calendars 

are yet to be revealed. 

 

2．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过去曾是，目前仍是时间-科学领域知识中最先进的。他们的主历法是本星球最精确的。它从未出错。实际上他们

总共有 22 本历法，涵盖了宇宙与太阳系的众多循环周期。其中一些历法还有待揭露。 

 

3. The Mayan fifth world finished in 1987. The sixth world starts in 2012. So we are currently "between worlds". This time is called the "Apocalypse" or revealing. 

This means the real truth will be revealed.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us to work through "our stuff"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3．玛雅第五世于 1987 年结束。第六世自 2012 年开启。所以目前我们正处于「两世之间」。该时期被称作「天启时期」或启示期。这意

味着真相将被揭示。这也是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个别及整体开展的时刻。 

 

4. The Mayan sixth world is actually blank. This means it is up to us, as co-creators, to start creating the new world and civilization we want now. 

 

4．玛雅第六世实际还是空白。这意味着现在由我们，身为共同创造者的一份子的我们，一起来创造我们所想要的新世界和新文明。 

 

5. The Mayans also say that by 2012- 

- we will have gone beyond technology as we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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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have gone beyond time and money. 

- we will have entered the fifth dimension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fourth dimension 

- Planet Earth and the Solar System will come into galactic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 

- Our DNA will be "upgraded" (or reprogrammed) from the centre of our galaxy. (Hunab Ku) 

"Everbody on this planet is mutating. Some are more conscious of it than others. But everyone is doing it" - Extraterrestrial Earth Mission. 

 

5．玛雅人还说，到 2012 年： 

 

-我们将超越目前已知的技术； 

 

-我们将超越时间和金钱； 

 

-我们将经过第四维度进入第五维度的世界； 

 

-地球和太阳系将进入与整个宇宙一起的星系同步(galactic synchronization)状态； 

 

-我们的 DNA 将由银河中心「升级」（或重编）（Hunab Ku） 

 

「此星球上每个人都在变异。尽管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意识到此点，但每个人都在如此。」——来自星外地球使团 

 

6. In 2012 the plane of our Solar System will line up exactly with the plane of our Galaxy, the Milky Way. This cycle has taken 26,000 years to complete. Virgil 

Armstrong also says that two other galaxies will line up with ours at the same time. A cosmic event! 

 

6．2012 年，我们太阳系之平面将和我们的星系-银河系(平面)完全共平面。该周期花费了 26000 年来完成。Virgil Armstrong 也说到，还有

其他 2 个星系将同时和我们银河系共平面。这是一起宇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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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ime is actually speeding up (or collaps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chumann Resonance or pulse (heartbeat) of Earth has been 7.83 cycles per second, 

The military have used this as a very reliable reference. However, since 1980 this resonance has been slowly rising. It is now over 12 cycles per second! This 

mean there is the equalivant of less than 16 hours per day instead of the old 24 hours.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s - we, or rather Consciousness have been down 

this same road seven times before over the last 16 billion years. Each of these cycles of Creation runs 20 times faster than the last one. The same amount of 

Creation is paced 20 times tighter. This is why time seems to be going so fast. It is not "time" but Creation itself that is accelerating. (see Mayan Calendar Central) 

 

7．时间正在加速（或说塌缩）。千万年以来，地球的 Schumann 共振（Schumann Resonance）或脉冲（心跳）为每秒 7.83 周，军事上一直

将其作为极其可靠的参考来使用。但自 1980 年以来，该共振逐渐提高，目前已经超过每秒 12 周！此意味着现在每天等同于不到 16 个小

时，而不再是过去的 24 小时！另一个解释是——我们，或说意识，160 亿年来，到此同样之路 7 次了。每次的创造循环(cycle of Creation)

都比上回快 20 倍。同样的创造循环，都每次都比上次还要压缩紧密 20 倍。这就是为什么时间看起来如此之快了。不是时间，而是「创

造」本身自己变快了。（请看玛雅中心历法。） 

 

8. During the Apocalypse or the time "between worlds" many people will be going through many personal changes. The changes will be many and varied. It is all 

part of what we came here to learn or experience. Examples of change could be- relationships coming to an end, change of residence or location, change of job 

or work, shift in attitude or thinking etc. 

 

8．在启示时期，或「两世之间」，很多人将体验个人变化。变化很多且花样繁多。这都是我们来此学习和体验的一部分。比如：一段关

系的结束，居住地的搬迁，工作的变迁，态度或思考的转变等。 

 

9. Remember, in any given moment we are making small and large decisions. Each decision is based on LOVE or FEAR. Choose love, follow your intuition, not 

intellect and follow your passion or "burning inner desire." Go with the flow. 

 

9．记住，任何时刻，我们都在作或大或小的决定。每个决定都是基于爱或是恐惧。请选择爱，跟随你的直观洞察力，而不是思虑犹豫；

请跟随你的热情或「燃烧之内在渴望」。随顺自然的波流走。 

 

10. Thought form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affect our everyday life. We create our reality with thought forms. If we think negative thoughts of others this is wha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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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 If we think positive thoughts we will attract positive people and events. So be aware of your thoughts and eliminate the unnecessary negative or 

judgemental ones. 

 

10．思想实相极为重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以思想形式创造我们的实相。如果我们负面思考，我们就会吸引那些负面东西。如果我

们正面思考，我们就将吸引正面的人与事。所以，要小心你的想法，排除不必要的负面或审判性想法。 

 

11. Be aware that most of the media is controlled by just a few. Use discernment! Look for the hidden agendas. Why is this information being presented to you? 

What is "their" real agenda? Is it a case of problem-reaction-solution? Do "they" create a problem so that "we" react and ask for a fix, then "they" offer their 

solution? The "solution" is what "they" really wanted in the first place. 

 

11．要小心，大部分的媒体信息由一小部分人控制。使用你的洞察力！寻找那些隐藏的意图！为何此信息呈现于你面前？什么是「他们」

真正的意图？这是「问题-反应-解决」的典型模式吗？还是「他们」制造问题，然后「我们」反应并要求得到解决，然后「他们」拿出他们

的解决方案？这「解决方案」就是「他们」一开始就企图好的！ 

 

12. Remember almost nothing happens by accident. Almost all "events" are planned by some agency or other. Despite this, it is a very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12．记住：几乎没有任何事是偶发的。差不多所有「事件」都是经过计划好的。除了这些，生活在此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时代！真相将把

你解放！ 

 

 

http://www.2012.com.au/Site.A.html 

 

 关于 2012 -- 米拉·M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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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道正在收缩，正在回归万有之源或说它自己的旅途中。回归的意向很久前就有，但还有众多迷失的造物尚需收集。这就是地球的困

境及为何如此多灵魂现在加入你们，因为有很多课题来体验与学习。万物必须在没有任何遗留的情况下收集起来，甚至不留下一个细胞

或分子。一切必须回归，因为一切都是整体的一分子。地球已结束她呼出周期及呼出吸入的间隙，正开始着手进行吸入过程或全体提升

中。因此对性质为多密度的整个新一致实相而言也如此。你们的造物正在回家，至爱的人类。 

 

人类的确注定要么提升，要么被净化。人类前方的未来并没有被确定。净化时期是确定的，但净化性质是极端困难还是比较温和还未被

决定。现在它是取决于聚合一起的提升人类来决定，来改变未来的进程，以便让人类到另一相关更温和的变迁方式可达成结果。 

 

当人类全体提升时，不仅个人如此，全球范围内也将如此。此后且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和平。和平透过满足来自内在，然后世界和平才

跟随开始。这是一个只有短短 8 年的时间跨度，至爱的人类，持久的世界和平即将到来，地球万物展现欢乐、爱和统一的新时代就要到

来。 

                                     

                                     ——万有之源 

                                   Mila 2001 年传递  

 

 

 关于 2012 -- 多比亚斯·克林姆森  

你们叫做地球的这个地方，正在经历着一场你们已经清楚意识到的变动。在你周遭的其它人也许没有敏感到发生着的事，但你确确实实

知道它。你，实际上，正在穿过一个隧道。这是一个多度空间的隧道，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一个能量转化的隧道。你正在通过一个

首先将改变你的本质的东西。然后你将帮忙催化其它人改变，接着是整个地球，再来是整个宇宙。 

 

我们没有给这个过程定下一个时间表。它将在最近发生在你们每一个的身上。当你们在为它做准备、当这个过程在进行时，你们首先将

在你们的地球上看到许多外在世界的变动。因为地球现在选择了释放那些旧的能量。在你们世上的其它地区将有巨大的震动。许多人类

将会在此时选择离开他们的肉体。在灵魂的层次上，他们知道他们还没准备好要横渡峡谷。而且他们知道，你将需要他们离开地球以维

持能量的平衡。他们将在你们的三度空间外，创造一个平衡以提供你所需要的能量。是的，你的确可以这么说：他们放弃了他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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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助你前进。他们在心里知道，他们没有准备好要像你们每一个将要做的一样，去跨越种种挑战把神圣性带来这个世界。 

 

在这个星球上的光明行者们，你们这一家，其实是第一批经历这场改变的。它会首先牵动你们的内在恐惧，你们每一个所面对的最大的

挑战就是恐惧。这些恐惧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和你的心底。我们要求你就只是去和它们共舞。即使是你内心的恐惧在逐渐升级，而你

在犹豫着是否该到其它地方寻求庇护的时候，你都能够穿越恐惧。你知道这只不过是幻觉。你知道你能够转化它。你知道你处在一个安

全的地方。当你们穿越过恐惧时，你们就转化了所有的能量，把它们转变成了爱的能量。这不是去找寻你读过的古老名言来获取保障的

时候。这不是召唤你的守护天使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刻，有一个更高的能量、一份更伟大的爱正在那里盼望着被召唤。...... 

 

                                   ———多比亚斯 

                                   克林姆森委员会 

 

你们首先将在你们的地球上看到许多外在世界的变动。因为地球现在选择了释放那些旧的能量。在你们世上的其它地区将有巨大的震动。

许多人类将会在此时选择离开他们的肉体 

 

去跨越种种挑战把神圣性带来这个世界 

 

有一个更高的能量、一份更伟大的爱正在那里盼望着被召唤  

 

 

 关于 2012 —— 巴夏谈地球的未来  

问：你能看见未来吗？ 

 

巴夏：并没有未来这回事；存在着无限数量的可能的现实（probable realities）。我们所具有的能力，就是审视现在，并感觉在此刻哪一个

可能的现实会有最高的动能或在它背后的惯性最大——并且，也许是最有可能显现的。但这也会变化，我们可以有能力告诉你们，它是

否会变化的确切的可能性的百分比。但没有未来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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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我所关心的是…… 

 

巴夏：又是这个词。 

 

问：好吧……我想看见地球上的和平。 

 

巴夏：那就创造它。 

 

问：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是否是注定了的？我们是否将自我毁灭？ 

 

巴夏：不，上一次的毁灭已经过去很久了。你们现在看到如此多的暴力剧增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将暴力从你们的系统中去除

是安全的——因为你们将不再把它带到一个最终的世界末日。会有少数孤立的事件，在某个时候，在中东地区依然有可能真的会有你们

所谓的核武器的使用——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但我想说的是，即使这样的事件真的发生了，它也会制造一个冲击波，将立即激发你们所

有人改变你们的方式，并认识到如果你们决定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但总体而言，你们将会发现，在某个时候，大约十年前——可能最多 15 年前，你们实际上都已经集体地决定了你们将不会自我毁灭。但

你们也认识到，你们中许多人也许不得不经受各种各样的烈火考验，以让你们将自己意识中所有黑暗面的思想带到表面上来。因此，正

如你们所说，将它们放到桌面上来，你们就有自由选择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做出选择，以及是否你们

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创造你们所想要的和平而负起责任，还是你们将继续放弃自己的力量，让别人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为

你们作出选择。但你们现在是在飓风眼中——你们每一个人，就站在支点上——你们每一个人影响着你们所有的人。你越是你的「全我」

（total Self），你们所有人就越容易是你们的「全我们」（total Selves），并在和平、和谐之中将整幅图画拼凑完整。 

 

甚至我们此时能与你们人类进行这些对话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们已经选择不毁灭你们自己。如果你们已经做出这样的选择，再进行

这样的对话就毫无意义，我们就会去别的地方。但我们知道，最有可能的能量，尽管还存在着你们的星球依然会毁灭的各种不同方式，

最有可能的可能的现实就是，你们的世界在大约在你们的 2011 年至 2013 年，在经历了某些转变之后，将会最终开始为你们星球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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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和声之流（a flow of harmonics）打下基础。 

 

并且，到 2037 年，地球将极有可能成为宇宙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Worlds）的一个成员，我们也是它的成员之一。这大致就是我们所理

解的你们的能量将如何展开的情形，以及为何我们在此时与你们人类交流的原因，因为我们正在与进化中的地球交流，它总体上是在朝

这个方向前进。你能理解吗？ 

 

问：是，非常理解。你回答了我的问题。谢谢你。 

 

巴夏：乐意分享！  

 

你越是你的「全我」（total Self），你们所有人就越容易是你们的「全我们」（total Selves），并在和平、和谐之中将整幅图画拼凑完整。  

 

最有可能的可能的现实就是，你们的世界在大约在你们的 2011 年至 2013 年，在经历了某些转变之后，将会最终开始为你们星球上的一

股和声之流（a flow of harmonics）打下基础。 

 

 

 

 关于 2012 -- Wingmakers  

我希望我已尽我所能地做到了对你们的再度保证，眼前的这些重大事件，虽然令人担忧，但同时也会对所有牵涉到的人起活化作用。每

一个人都会被发生在这行星上的事所触动到。每一个人。 

 

记住这一点：我们全体都与你同在! 尽你所能地深入去体会这句宣言里的那些本质。它将会在那些艰难的时期里支持着你。要知道每一

个人（包括你在内），不管在那些生命的情境中他们的显现如何，都是试着要在那「弥漫于这个行星以及，联带地，他们个人的生活上」

之动乱中，做到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这是在你那内在最深的心中滋长的，慈悲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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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这份文件所陈述的，你有着「能够去接收和传送，发自中央太阳或最初源头那里的一种爱的频率与智能」之潜能。这个潜能需要你

做出选择去达到它，去把它变成你的新使命的一部分。在如此做的当中，你就是已经，对于那等在前头的行星的变革，发出了准备就绪

的信号，并且你也是在做出一份贡献，以使得这个转变能以更大的平衡和稳定性来发生。…… 

                             

                                   ——从我的世界 

                                      到你们的世界  

                                        James 

 

WingMakers 资料：能量的心/真情的艺术 

http://www.lawofone.net/doc/wingmakers.rar 

 

我们全体都与你同在 

 

你有着「能够去接收和传送，发自中央太阳或最初源头那里的一种爱的频率与智能」之潜能。这个潜能需要你做出选择去达到它，去把

它变成你的新使命的一部分 

 

 

 

 关于 2012 -- 齐塔网状星系  

以「服务别人」定位的人类：你们正与许多地球上的，社会和生态的难题奋斗着，而无论你们是否呼唤我们，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的努

力上平安，因为你们既没有免除于风险之外，也不容易达成你们的心之所愿。你们是我们的心。我们感受你们的疼痛。我们分担你们的

悲伤。 

 

于你们之中，那些呼唤我们的人们，我们将与你们站在同一边，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将不会在挫败的时期被遗弃。这些努力是长期的，

而不是简单的被解决。你们指出世界可能的方向。你们可以依照需求调用我们的一切，因为你们是我们在艰难奋斗之中的同盟。你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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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肯定的要求，然后我们会与你们商讨并依我们所能之处协助。 

 

地球，作为智人的家，现在是由智人来掌管。地球透过这样的人们而被挽救——为了未来。 

人类，并且只有人类，才能在这时期影响地球的未来。…… 

 

 

                              ——齐塔网状星系  

 

地球，作为智人的家，现在是由智人来掌管。地球透过这样的人们而被挽救——为了未来。  

人类，并且只有人类，才能在这时期影响地球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