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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能量系统 

能量系统负责给你提供度过一天的力量。顾名思义，它是你的能量，你的动机，你的

力量。 

 

能源系统是有助于你拥有大量动力和能量的一切。能量系统包括所有不可见的东西，

如你的思想、情绪、感觉，也包括你的知觉和你的感官感受。 

 

你的能量系统的一部分还包括你吃的食物，你每天做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影响你的能

量。我们只是在处理重新连接心脏水晶的能量部分。 

 

能源系统决定性地决定了你作为一个人拥有移动东西或投资东西的力量。如果你有大

量的能量，你可以，例如，看到很多，感知很多，认识到很多，做很多。人类只有有

限的能力，因此他淡化了许多事情或自动行动。 

 

如果一个人有很多能量，他就会变得更有意识；如果他的能量较少，他就会把许多活

动推到潜意识中。如果一个人有很多能量，他可以活在此时此地，如果他的能量很少

，他就活在回忆中，活在过去，活在低振动中。 

 

能源系统也影响着你一天的质量。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来说，有积极的想法和积极

的情绪和感受。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问题，并能更快地感知到情况

。因此，拥有大量的能量是值得努力的。 

 

了解人类的能量系统并为自己所用是一个领域，将帮助你走一条新路，让能量为你工

作。 

 

能源和电力是西方国家没有考虑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关于精神或胡言乱语，而

是关于人类的内在生活。内部和外部必须相互协调运作，这样健康才能存在。 

 

高能量水平导致健康、幸福和快乐。请阅读《阿特兰文化的活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

章。你可以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找到所有书籍的参考资料。你也可以在各地的商店找到

这本书。 

 

如果一个能量通道被阻断，大致上意味着，当你拥抱一个朋友时，你的思想开始恐慌

，例如，你的身体会僵硬，呼吸停止。在此可以说，ENERGETICS在以下方面对心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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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治疗 

<再一次强调，精神治疗与精神无关，而是与你的思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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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的思考是如何阻止并对你的身体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从而对所有Stoffwechsel

过程产生影响。这主要是指那些关键的、被你的系统认为是危险或威胁的经历。你的

机体已经创造了一个记忆点，就像一个永久的斑块，它对相同的经历或类似的经历有

警觉性，并要求谨慎。 

 

好的是，这些记忆点可以被删除，一切可以重新自由流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Energe<k，我们在人的能量系统上工作，重新建立良好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是电工或精神学家，再次纠正心灵。 

 

只要你照顾好自己，为自己努力，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每个人都可以清理自己的内

心世界，从而成长、学习并接近自己的愿景、目标、欲望和需求，只要他愿意。为此

，他可以求助于自己并告知自己。如果没有转向自己的第一步，成长是不可能的。 

 
 

 

基础知识 亚特兰蒂斯的文化 

亚特兰蒂斯文化是亚特兰蒂斯文化和知识的结晶，是亚特兰蒂斯为人类的觉醒和成长

而输送的。这些是来自亚特兰蒂斯领域意识的能量、频率和振动，以文字、书籍、图

片、视频、语言甚至动作的形式来到我们地球上，以便人类能够吸收它们。 

 

只有当人转身并与亚特兰蒂斯同步时，才能吸收来自亚特兰蒂斯的能量。他一定想和

阿特兰<s>联系。只有这样，亚特兰<s>、亚特兰<s>场意识、加拉克<s>光联邦和来自亚

特兰<s>的光人和水晶魔王才能发挥作用，因为他们都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 

 

阿特兰用简单的生活原则、简短的技术、简单的练习和直接的信息来工作。但最重要

的是要有高能量。高能量也意味着高振动，这意味着低振动会自动溶解。 

 

通过传输的光的频率，体验的可能性被触发了。人类直接体验知识，无需阅读或学习。

他做了一个经验，并通过这个经验进入一个新的经验和意识状态。传递的能量直接作

用于人的振动体，通过共鸣吸引体验。 

 

Atlan<s水晶技术支持人类的觉醒过程，直到他们完全自由，并提高了他们自己的能量

Gi^er。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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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技术的拐杖从他身上掉下来，让他绝对自由，以便他自己能够继续成长。因此，

在这个剧本中，有两个能量结构。一个是重新连接到自己的能量系统，大西洋<ic心水

晶，灵魂之星，地球水晶和帮助成长的支持性能量，并在某些时候被自我产生的能量

取代。 

 

阿特兰<心水晶与统一场一起工作，用纯净的水晶光能量渗透到一切。但一开始，它被

允许整合并慢慢成长，以辐射出能量本身。当它足够大时，它将包围整个人类，因为

它就是人类本身。 

 

心水晶是人类的天然能量吉^器，包含空间和时间以及所有维度。但是，这种情况太大

，不可能瞬间发生。因此，晶体将以人类的速度缓慢生长。编辑变得多余，因为水晶

会从里到外照亮一切。尽管如此，与阿特兰的能量合作，使水晶生长得更快，是有支

持作用的。有了心水晶，内在的S<mme和指导回来了，这样人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

WAY。 

 

灵魂之星是在地球上存在的真正联系。许多人既失去了他们的起源，也失去了他们的

宇宙联系。灵魂之星是灵魂最原始的联系，包含完整的灵魂计划和所有的意识旅程。

通过重新连接，意识慢慢回来，带来所有时间的知识。有了灵魂之星，直觉就回来了

。 

 

土晶石是灵魂的全部潜能。它所有积累的才能、能力，通过重新连接，灵魂变得完整

。它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WAY，并作出决定。只有那些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才能看到并

走自己的路。 

 

水晶灯的任务和功能是清理和删除你的数据记忆中的负面记忆点。你不需要为此做任

何事情。水晶之光随着连接和重新连接而自然流动，就像阿特兰的所有其他能量一样

。但你也可以积极行动，与能量一起工作。 

 

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和控制自己生活的无限制自由，所以才会让每一个被删除的点再次

展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决定自由选择是否要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可

做的了。因此，始终要为自己做决定。 

 

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心脏晶体也会慢慢长到全尺寸。没有什么事情会像这样，

一步一步地发生。但半年之后，你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你越是有意识地伴随着自己

的觉醒过程，越是敏锐地与这个剧本合作，你的成长就越快。这是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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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灯能输送大量积极的能量，并将其带入你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的能量水平会自动

提高。能量水平决定了你的思想状态，这影响了你的情绪和你的感知。 

 

你的思想拥有你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没有能量，你很难摆正你的思想，所以能量是第

一选择，其他一切都自动跟随。当你身体不舒服时，收集能量。当你的情况好转时，

通过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会失去能量。 

 

能量是自动投射在ATTENTION上。注意力将能量引向事物。只有当你自己有足够的能量

时，你才能给予关注。 

 

能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为什么？能量始终存在，只是不再被环境所吸收。幼儿

吸收能量，将其投入到项目中，不会在思考或过度思考上浪费能量。他们的行动、创

造、表现和创造性，给人以巨大的能量和成功。 

 

由于你们社会的结构，老年人越来越认为它浪费了能源，由于能源的强制性，衰老过

程开始了。没有所谓的老化问题。与此同时，你变得越来越谨慎，你不再完成项目，

你只在你无法再注册任何成功的领域工作，从而消耗了更多的能量。 

 

能量也是由活动产生的，社会上的人倾向于降低活动水平，活动越来越少，因此能量

也在减少。同时，痛苦产生了，然后变成了日常问题，精神受到了毒害。通过消极的

谈话，你就会失去你仍然拥有的其余能量。因此，是你的生活习惯造成了能量的减少

。你有能力为自己决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 

 

谁能考虑到能量的原则，谁就能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能量的作用更大，根

据共振法则，很多能量与很多能量发生关系，会吸引繁荣、财富和幸福进入你的生活

。新的冲动在等着你。 

 

此外，随着你的能量增加，它将丰富你周围所有的人，并为全球的觉醒过程做出宝贵

的贡献。我们都会产生我们都需要的能量。因此，只从自己开始，这就是需要做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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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原则 

能源的阿特兰<原则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能源都应该被100%地积极使用。能量是生命

力。应该避免任何浪费生命力的行为。能量是亚特兰<s>的圣地。能源在任何时候都受

到尊重，并被收集起来，以创造能源场所，使生物既能平衡又能补充其能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系统中的任何个人低振动都要避免并努力解决。每个亚特兰蒂

斯人都被要求转向他内心的情绪和领域，并使它们保持平衡。一旦一个人陷入低振动

，他就容易受到黑暗和低级力量的影响，不仅会毒害自己的系统，还会成为社会的危

险。了解这一原则的人将努力只为自己建立高振动，并使所释放的能量可用于环境。 

 

谁把 "能量 "原则应用于自己，谁就能保持健康、快乐和年轻。同时，他只会传播好的

思想、好的情绪和情感，从而传播爱、幸福和希望。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一

种文化的能量共享，保持一个人的区域清洁和能量的高质量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一个人滑入低能量状态，或从较低的动机行事，主要是积极和真诚地与阿特兰<的

心水晶技术重新连接。在此之后，要进行增加能量的练习。如果不知道有什么额外的

能量练习可以帮助，在自然界的森林中散步一直被证明是有用的。亚特兰蒂斯人喜欢

在大自然中，而大自然也会立即使田野变得和谐。 

 

如果自由意志得到尊重，亚特兰蒂斯人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能量水平和内心生活，情况

会尽快改变。没有人能真正看透另一个人，亚特兰蒂斯人也不会这样做，所以保持高

能量并将他的ENERGY用于好的目的，用于增加能量或调节自己的系统，是亚特兰蒂斯

人自己的任务。 

 
 
 

能量水平和感受 

低于30%的振动会造成任何形式的疾病，应立即列为紧急行动，彻底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病态中，一个人不仅依赖他人的帮助，甚至从环境中耗费能量，成为一个SOG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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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这给整个环境带来了压力。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疾病。 

但低振动还有其他层次。疾病和虚弱是他们中最低的，谁还沉沦<efer>，谁就会死亡。

在疾病产生之前，可以明显感觉到精力不足、虚弱和无力。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可

能会清楚地感受到情绪化的悲伤和恐惧或担忧。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可能会明显感

觉到怀疑和不安全感。亚特兰蒂斯人被要求觉察到这是一种能量的缺乏，并立即采取

行动。 

 

性格特征领域也强烈依赖于能量。在中等能量领域，我们发现贪婪、成瘾、消费主义

和利己主义。一个人的生命被置于其他众生的存在之上，自己的地位被剥削了。一旦

一个人接受了能量，他就要对自己如何使用它以及用它表现出什么意图负责。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注意，不要离开阿特兰<s>的道路。因为阿特兰<s>只支持尊重阿特兰<s>

基本原理的存在。 

 

 
*************************************************************************** 

 
1 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 - 自由是最高戒律 

 

自由包括对其他生命的尊重，也包括对其他生命的界限的尊重。自由尊重自由意志和

个人自己的决定，避免任何控制和行使权力。 

 

2 能量的原理 

 

应用能量原则是为了使自己的能量水平达到一个良好的能量场，并为自己的环境提供

积极的能量，而不是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或成为社会中的吸力不足。 

 
*************************************************************************** 

 

 

只有从70％的能量开始，人们才会说到高振动。亚特兰蒂斯人必须使自己进入这种状

态。如果一个人应用精力充沛的基础知识，并每天努力工作，这很容易。你可以通过

内心的喜悦、笑声或感觉良好来感受这一点。只有这样，能量才可以自由使用和自由

振动。很多没有快乐的能量被封锁了。 

 

如果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变得吃力或艰巨，这又是一个提示，面对这项任务，立即恢复

轻松。努力已经是一个领域的能量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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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的能量中，可以加入欣快感和幸福的冲动。一切都是轻巧和简单的。从这里开

始了同步化、自由摆动和能量的分配。在他自己没有长期处于高振动之前，事先敏锐

地将能量分配给其他人的人，将一直处于能量贫乏状态。这种状态必须首先为自己的

存在永久地建立起来。 

 

能量的原则说，如果你想拥有能量，你必须自己做出努力。有一些能量练习可以提高

能量水平，如果一个人从高振动的角度看自己的生活，找到真正的职业，就能永久地

保持高振动。 

 

因此，建议向他人传授这些原则，并与他们就这些原则进行哲学探讨，以便共同成长

，而不是给那些不想践行这些原则的人提供能量。通过赠送能量，生命体失去了克拉_

，自己进入了低振动。通过传授这些原则，两个生命可以一起产生能量，并且都会从

中获益。 

 
 
 

自己的来源 

那些与自己的源头相连的人总是能够为自己和环境挖掘并使用足够的能量。找到自己

道路的人是自由的。因此，在这里也要争取一个自主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一个人自己的源头会发现创造力、兴趣、快乐、兴奋、欲望、需求、和平、爱，最重

要的是在自己的天赋、能力和性格特征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领域的创造力。谁为自己找

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将大量的能量永久地分配给环境。 

 

那些利用他人的能量来充实自己的人，将从亚特兰蒂斯的源头分离。这在阿特兰<s>地

区是要避免的。只有那些找到了自己的来源的人，才不再需要使用环境能源。因此，

这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目标。 

 

那些关注亚特兰蒂斯能量的人试图收集尽可能多的能量，以便找到其来源。寻找它的

人也会发现源头，因为阿特兰<s>在这方面支持个人。只有当一个人自己的源头被找到

并活下来，觉醒的过程才算完成。 

 

然而，在成长的时刻，所有的愿景都可以出现。缺少或依赖性。在分离过程中，来自

其他人的过度和能量是一种正常的可能性。始终是把自己的能量引回自己的系统，学

http://www.atlantis-kultur.de/


*Michaela  Molls * www.atlantis-kultur.de 大西洋之心水晶2021 

13/67 

 

会过自己自给自足的自由生活，并为自己提供能量，以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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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tlan<s的能量场是为了提升能量，治愈所有生物，恢复健康的生命基础。虐待与

所有能量分离。 

 
 
 

亚特兰蒂斯之心水晶 

与亚特兰蒂斯心水晶的重新连接是与你个人的全光谱重新连接。你是一个由纯粹的光

组成的能量体。因为与你的心脏晶体分离，你的系统已经被撕成了几块。你是阿特兰&

心水晶。 

 

在你的存在之光中，你将所有的生命带入你的体内。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后果，因此

有阻滞或业力附于其上。由于你的分离，你无法再次溶解一切，因为只有在统一中才

能真正溶解。 

 

因此，与阿特兰<的心水晶的重新连接是与你自己的重新连接，但要更多，。当Atlan<

的心水晶被转移回来时，你自己又是FULL。 

 

阿特兰之心水晶是一个高振动的光单元，它包含了你的全部潜能，并将你与阿特兰之

源能量连接起来，同时也与阿卡萨和你个人的源泉连接起来。这使你摆脱了依赖性，

摆脱了搜索。 

 

只有亚特兰蒂斯人与亚特兰蒂斯之心水晶系统有天然的共鸣，因为他们在亚特兰蒂斯

寻找自己的能量之心。因此，如果你想迈出这一步，你应该与阿特兰<s>产生共鸣。但

是，如果你想获得自由，并与阿特兰<s>产生共鸣，感受到连接，需要帮助和支持，阿

特兰<s>将为你打开大门。 

 

由于你是亚特兰<心水晶，它是你的财产，你的全部，所以亚特兰<心水晶只能免费归

还。如果用它来充实自己，那就是自以为是了。出于这个原因，我想让你在主页上为

自己使用这个脚本，并让朋友和熟人知道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脚本。这些文本将

被不断地更新和重新赋予活力。 

 

当你与你的灵魂的所有部分以及所有的生命和经历重新联系起来时，你的系统可以产

生不可估量的能量。因此，旧的负担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它们在重新连接时被永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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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我们假定，当你让自己被重新连接时，你同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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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重新连接，你的身体-心灵结构变得能够吸收和处理新时代的能量。我们现在都在

进入黄金时代，将进入更高的能量领域。我们的系统可能为此做好了准备。 

重新连接是由精神世界、光明高级理事会或梅塔特隆个人在任何时候为人类的治疗而

进行的。所需要的是意识和知识，即这种情况可以发生，以及你个人通过转身允许你

真正渴望援助。 

 

那些选择重新连接的人将被连接到Atlan<s 

 

ATLANTER. 

ATLANTERs是 "连接到Atlan&s"。 

 

人类的潜力远未耗尽。亚特兰蒂斯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亚特兰蒂斯<资源，供

他们使用。没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通过亚特兰蒂斯水晶技术，亚

特兰蒂斯人被收集的亚特兰蒂斯来源的能量所提供并引导成长。一个持续的过程，只

有在自己的源头觉醒后才会结束。 

 

然而，亚特兰蒂斯人被鼓励找到自己的源泉，这样他就能独立地为人类、世界和宇宙

提供能量，并能自给自足地将他的表现带到世界上。 

 
 
 

重新连接心脏晶体的效果 

• 修复所有的业力问题--业力被消除了 

• 生活模式的再生和重构 

• 愈合旧伤痕 

• 尺寸连接 

• 与阿特兰的联系<来源 

• 与《阿卡什纪事》的联系 

• 与个人的灵魂之星/自己的来源相联系 

• 与个人的地球水晶/潜能源的连接 

• 来自Atlan<s的取之不尽的能量，支持自我发现 

• 能量重组--在 "一 "的光照下的脉轮系统的重组 

• 从Alpha到Omega的全光谱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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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心的谐波收敛 

• 与中央太阳保持一致，以协调生活的平衡 

• 意识的觉醒和扩展 

• 与内在的S<mme, Intui<on, Willkra_的联系 

http://www.atlantis-kultur.de/


*Michaela  Molls * www.atlantis-kultur.de 大西洋之心水晶2021 

18/67 

 

• 为人类的Aufs<eg，与高级理事会和Galak<an光明联盟的领导层进行联络。 

• 在阿特兰知识中吸收和觉醒--进入伟大的阿特兰领域意识图书馆ff。 

• 通过晶体场进行保护 

• 通过水晶场进行情感保护和旧伤愈合 

• 转移和变化 

• 自由和分离不需要的领域 

• 提高生活质量 

• 能量<scher Aufs<eg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到自己的来源。 

• 通过实施Atlan<生活原则来实现目标 

• 能源 

• 自由意志 

• 自由 

 

 

由于你的自由意志，你要如何生活，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能由你自己决定。这也取

决于其他人自己的决定。每一个决定的基础是，你已经被告知你的选择。 

 

Atlan&s文化的目的是 

 

• 为所有生命创造一个可行的环境。 

• 恢复自然和自然栖息地 

• 训练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共振，使人学会在各个层面上积极地与环境打交道。 

• 创造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 

• 阿特兰的知识传播 

• 新文化的觉醒 - Kulturaufs<eg - 黄金时代 

 

阿特兰<的心水晶是地球上所有有意识的能量生命的基础。亚特兰蒂斯心水晶是高级文

化的基础。只有当人在能量上是自由的，他才能为自己选择，为自己决定，活出他的

自由意志，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自然结构。Atlan<s通过向人类免费分发Atlan<s心形

水晶来支持地球上人类的进步。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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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你们的地球上有12种文化，生活在和谐、和平和高度文化中。地球是几个维度

的星系文明的星系中心，这些星系文明把地球作为一个星球来访问，以获取经验，并

与星系文明分享他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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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居民。为此，在地球上建立了能量结构，作为天线伸向宇宙，传输各维度的

能量知识。 

 

这12种文化中的一种是亚特兰蒂斯。对其他11种文化一无所知，Atlan<s只能overmi^el 

Atlan<s。 

 

亚特兰蒂斯人与阿克图里亚人合作非常密切，阿克图里亚人很乐意与他们分享他们的

高技术。他们主要将能量和频率储存在水晶中，也将知识储存在水晶库中，以储存生

活中的经验和知识。 

尽管亚特兰蒂斯人的生活非常简单，但他们完善了他们所做的一切，直到它具有非常

高的能量水平。他们把对身体的崇拜培养成不可言喻的力量和美，也把知识培养成智

慧。他们所有的建筑都是在神圣的和谐中建造的，因为他们想通过自己完整的存在，

成为传入能量的和谐汇聚点。 

 

通过亚特兰蒂斯在地球上的文明，能量保持了平衡，因为亚特兰蒂斯人产生的能量超

过了他们生活所需，并将能量分配给全世界的众生。通过亚特兰蒂斯，所有的人都有

可能生活在高文化和高振动中，因为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剩余的能量用于自己。 

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中，神庙、水晶和亚特兰蒂斯被摧毁。许多亚特兰蒂斯人失去了他

们的生命。随着亚特兰蒂斯的衰落，地球的能量迅速下降。心脏晶体也被基本摧毁，

由于能量和亚特兰蒂斯的损失，地球上的能量水平无法再维持。随着亚特兰蒂斯的出

现，地球进入了低振动状态。 

为了保护它们免受进一步的损害，心脏水晶的残骸被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带到了阿门

的大厅，密封和保护起来，直到重新连接、恢复和释放成为可能。在最后的守护者离

开世界之前，地球上最后的能量实践gi^er启动了能量的离开，只在精神世界中看守这

个过程。 

 

一些大师收集了最后的能量，并将其聚集在维度转换的门户后面，以确保最后的文化

的生存。在这些地方，他们仍然生活在高级文化中，用能量墙保护他们的领域。我们

假设这些都是阿瓦隆、香巴拉、海区和幸存者居住的地下世界。 

阿门<的大厅被关闭，直到人类的意识再次准备好接受能量。这个时间就是现在。 

大厅又被打开了，水晶又自由了。自由地回到他们的起源，回到你--你的灵魂。为了避

免进一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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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只能由振奋的灵魂进入，他们心怀敬意地行走在殿堂里，以便成长。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过度和滥用，所有Atlan<能量和水晶现在只有在有意识地遵守Atlan<

生命的基本原则时才能使用。为了防止水晶再次被破坏，从现在开始，它们总是立体

地躺在大厅里，即使它们被转移回来。 

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其他生物的界限要尊重。 

如果没有这些原则的真正生活态度，就无法获得阿特兰<来源和能量。 

 
 
 
 

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 

Atlan<s Guardians>已经被重新召集，并守卫着Atlan<s和Atlan<s设施，以防止滥用和过

度控制。因此，每个亚特兰蒂斯人都被要求注意和尊重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的能

量以及亚特兰蒂斯人和大祭司。Atlan<s natural defences reflek<ert energy back to the 

attacker.那些在亚特兰蒂斯的人不需要担心防御问题，因为他们会受到保护。然而，每

个亚特兰蒂斯人都被要求永远不要将自己的能量用于对抗外星生命或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文化是团结的。都能促进生命和活力。对亚特兰蒂斯的攻击不会被容忍，无论

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Atlan<s有一样东西--能量。攻击亚特兰蒂斯的人将只得到一样东

西--能量。他得到的是在他发送的意图中反射回来的，因此，它是一个镜子的盾牌，总

是ac<v。 

 

这个镜面盾牌和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是所有真正转向亚特兰蒂斯并生活在亚特兰蒂斯

的亚特兰蒂斯人的福音。阿特兰<s>还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意识状态。那些居住在

亚特兰蒂斯意识中的人将获得安全和保障。 

因此，要尊重自由意志，研究这里的剧本中给出的阿特兰<文化的基本原则。任何生活

态度仍然可以进行，对于连接来说，它只需要在对待其他人和众生时有一点心态。 

• 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和自己的自由意志/限制 

• 进入高振动，不在低振动中行动 

• 唤起阿特兰的知识，并得到指导和引领/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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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存在来改善世界上的所有情况。 

• 保存和真实的生活 

• 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 Kul<viere your life 

 
 
 
 

引导 

阿特兰<心水晶是阿克图里安人给予人类的，以引导他们进入有意识的觉醒。从那时起

，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心形水晶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人类却无法处理

如此多的能量和自由。他逐渐被允许学习与能量一起成长。 

 

并非所有的人都转向了阿克苏里亚人，有些人选择了其他文化。这就是地球上基本的

12个民族是如何产生的。 

由于许多水晶在堕落时被破坏，与之相关的人类灵魂无法快乐和自由地生活。内心对

家的渴望使他们坐立不安。对更多事物的内在认识促使他们去寻找。 

即使水晶躺在阿门<的大厅里，也没有给人们自我拥有的可能性。缺乏与人的全部潜力

的内在联系使人痛苦。这个世界的痛苦被银河系光明联盟听到了，地球的Aufs<eges的

支持被启动了。 

由于大汇合，因此决定启动心脏晶体的重新连接。每个亚特兰蒂斯人都拥有一块水晶

。这块水晶与他一起经历了所有的生命和经历。我们甚至说人本身就是这种晶体，因

为生命的外壳不是永久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晶体的存在，它通过心脏晶体扩展和

物化。亚特兰蒂斯人对这个世界的痛苦感受非常强烈。 

世界的痛苦和伟大的追求在心脏水晶被转回时结束。晶体不能再次被摧毁，因为在你

们的太阳系中不再存在同样强大的能量，而且能量不能针对自己。由于大统一，周围

的宇宙处于和平状态。银河系光明联盟守护着所有星系的空间。 

对你们地球的能量传输几年前就开始了。最初，他们从未结束，因为幸存的地球人永

久地放弃了能量。但他们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为此，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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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支持地球。因此，我们正在向你们的星球传输光的频率。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

为此开放自己。 

 

 

关于重新连接的信息 

心形晶体的重新连接finds sta^如下。 

• 你要求得到支持，要求重新连接你的心水晶/自由意志和奉献。 

• Atlan<sche Meister öffnen the Halls of Amen<为你寻找你的个人水晶。 

• 活生生的水晶人和治疗师重建你的原始水晶，并彻底治愈它。 

• 你的心脏晶体被转移回你的系统并重新连接起来。 

• 安装了平衡能源装置以支持这一做法。 

 

 

随着重新连接，人类从此被认为是亚特兰蒂斯人，并被认为是不可触摸的。碰不得，

还因为他的存在空间/时间可以在必要时被转移。即使亚特兰蒂斯人从此受到精神世界

的训练和指导，他的生活也不能再受到外界的干预，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他的内心。 

他在亚特兰蒂斯的保护下，受到亚特兰蒂斯的指导和训练。没有其他要求。 

我们尊重所有亚特兰蒂斯人在任何情况下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如果一个亚特兰蒂

斯人从亚特兰蒂斯分离出来，他也会变得无法被亚特兰蒂斯所触及。 

没有一个亚特兰蒂斯人比另一个人更厉害。没有大祭司比亚特兰蒂斯人更多。每个人

都是一个共同结构的一部分。 

水晶慢慢地开始成长，把你的全部存在带入你的生活，或者它保护和治愈你，使你能

过上自由的生活。 

 
 

 

我想成为一个亚特兰蒂斯人 

为了成为亚特兰蒂斯人，你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但这只有在你彻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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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在内心接受所有信息后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自由意志在我们的维度上是可

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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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怀疑都会阻止重新连接。一旦重新连接，你就会与心脏水晶永

久地连接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 

自由意志是我们的最高戒律，因此是通往亚特兰蒂斯、黄金时代和高级文化的大门。

尊重自由意志的人就在这个领域，无视自由意志的人就把自己与自由意志分开，从而

也与阿特兰<s>分离。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顾虑，您可以随时通过www.atlan<s-kultur.de与我们联系，获得免

费的、不具约束力的信息。 

请注意，只有从16岁开始，当你达到成年年龄时，才有可能重新连接。 

已经真诚地进行过一次的重新连接不能再被逆转了。转型过程已经启动，转换已经发

生。 

• 你的能源系统被完全改造了 

• 阿特兰的高科技是以一种支持性的方式提供的 

• 亚特兰蒂斯的心脏水晶被转移回/Energe<s heart>。 

• 与所有大西洋的能量系统连接（维度）。 

• 溶解和解决目前存在的所有能量系统（脉轮）。 

• 重新连接到所有现有的能力（全谱）。 

• 立体光晶技术 

• 统一意识 

• 新时代的语言，人际间的生物共振 

• 结晶体，所有层面的晶体过程 

• 勇气 

 

 

脚本的这一部分结束了关于阿特兰&心脏水晶的准备和信息。下一部分将引导

你决定你是否真的想要重新联系。如果你对Atlan&s没有共鸣，那么现在就停止

阅读，选择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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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做出决定 

当你至少16岁时，你可以单独为自己和你的能量系统做决定。这就是阿特兰<的成年年

龄。如果你的年龄较小，将不会进行重新连接。因此，至少要等到你16岁以后。 

不需要进一步的包装。如果你在重新连接心脏水晶之前或之后有问题，请到

www.atlan<s-kultur.de询问。 

这种自由重新连接的目标是唤醒一种新的文化，恢复一个值得生活的健康积极的未来

，以及宇宙中所有民族的和平与和谐共存。一种由人类和生物组成的文化，他们相互

重视，相互充实，保护和治愈他们的星球和宇宙。 

这个新文化被称为亚特兰蒂斯文化，它的居民被称为亚特兰蒂斯人，信息从亚特兰蒂

斯的大祭司和吉斯的世界传下来。 

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并愿意接受自由意志，真正成为亚特兰蒂斯人并加入亚特兰蒂斯文

化，那么请在这一页之后继续阅读。 

要知道--每个亚特兰蒂斯人都是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拥有的，即使在重新连接后，也可

以自由地塑造和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强制的社区、规则、法律或其他费用。 

 

 
*************************************************************************** 

从这里开始，能量开始流动 - 如果你想要重新连接，请继续阅读 

*************************************************************************** 
 
 
 
 

*************************************************************************** 

从这里开始，能量开始流动 - 如果你想要重新连接，请继续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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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准备重新连接 

 
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 

把下面的句子说三遍。"我接受所有众生的自由意志，并将努力接受和尊重自由意志"

。 

能源的原则 

把下面的句子说三遍。"我将努力把自己的能量提高到尽可能高的能量水平，每天收集

能量并扩大我的知识。" 

转向阿特兰和斯 

把下面的句子说三遍。"我已经决定要与亚特兰蒂斯的文化一起成长，希望转向亚特兰

蒂斯。因此，我寻求进入亚特兰蒂斯的领域意识。" 

************************************************************************** 

不需要以前的能量知识。阿特兰<s>通过你和你的现实生活经验来工作。每当你向阿特

兰（Atlan）请求能量时，阿特兰（Atlan）都会启动能量转换。 

能源调用 

把下面的句子说三遍。"我希望得到阿特兰的支持，并为我的系统调用阿特兰的能量。

我以亚特兰蒂斯为能源，为我的发展和个人的Aufs<eg。" 

************************************************************************** 

你的自由意志是亚特兰的最高命令。没有你的明确许可、你自己的决定、你的意愿或

你转身询问阿特兰<s>，什么都不会发生。所发生的一切都将通过你自己的意识和你明

确的愿望发生。 

为了使你的决定得到自由，你的意识、潜意识和对每一种情况的感知都将得到磨砺，

这样你就能获得知识。此外，你将获得知识、智慧和光明，以便你能做出真正自由的

决定。 

然后由你来选择。你的选择将是有意义的。这是你的生活，你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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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所有事物的看法将改变，你的意识也将改变。这是因为所有的幻觉都会从你身上

掉下来。由于能量的增加，你将能够看到和感知到更多。但这也只有在你采取必要步

骤的情况下。 

能量将随时提供给你，让你做任何事，实现任何事，也让你认识到任何事。利用你的

机会。 

可以出现高灵敏度，以及扩大的感知领域。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想法，或在有问题时

联系。 

由于观念的改变，可能有必要在许多领域做出新的选择。但要意识到这一点，感知只

向你展示真相，而没有你迄今为止所屈服的幻觉。 

始终为自己选择感觉良好、适合自己的可能性。以前接受的情况如果不是真实的，就

会以新的面貌出现。让自己被引导。生活就是变化。 

 

 

重新连接的物理准备 

净化仪式 

将头发完全上油。将精油护理留在头上至少15分钟，把所有的精力能量从头上引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彻底去除你的身体角质。你可以使用按摩手套、剑麻或盐/糖来为清

洁身体做准备。然后淋浴，并向天空举起双手，同样体验能量净化。彻底清洗自己。 

淋浴后，穿着浴袍或在毛巾下休息10分钟，赤身裸体，全身湿透，不要擦干身体。完

全覆盖自己。同时，如果你有浴缸的话，就开个浴缸。 

净化你的整个身体。用盐、醋、玫瑰花瓣、油和你选择的Du_进行清洁浴。使用音乐、

声音和Du_在浴缸中完全放松，至少15分钟，并放掉在能量上牵制你的旧生活的一切。 

Alterna<v你也可以只做一件事来清洁自己。还要清洁你的牙齿，清洁你的耳朵，清洁

所有你觉得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变得完全纯净。然后放松你的身体，使你感到完全自

在，并穿上宽松轻盈的自然衣服。 

在这段时间内喝新鲜果汁或水。然后继续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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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准备 

确保你在一个自己的小房间里或在一个没有其他能量或人的地方完全不受干扰。关闭

所有的干扰源，避免附近的技术设备。 

 

如果你和伙伴或朋友一起走这一步，要把它作为一个庆祝活动。 

 

提供足够的水、茶、饮料和零食，以防饥饿或口渴。再次访问厕所。事先为自己花点

时间，喝杯水。 

 

设置蜡烛或灯光，提供愉快的背景音乐，用香或精油创造一个愉快的你，并准备愉快

的座位。 

 

当你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且对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就坐下来，或者按照你的意愿来

操作。然后继续阅读。 

 
 
 
 

*************************************************************************** 

连接到亚特兰蒂斯心脏水晶，扩大你的能量系统，进行人类向亚特兰蒂斯的进化，这

是你的自由意志。 

*************************************************************************** 
*************************************************************************** 

连接到亚特兰蒂斯心脏水晶，扩大你的能量系统，进行人类向亚特兰蒂斯的进化，这

是你的自由意志。 

*************************************************************************** 
*************************************************************************** 

连接到亚特兰蒂斯心脏水晶，扩大你的能量系统，进行人类向亚特兰蒂斯的进化，这

是你的自由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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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连接 

光明高级理事会和加拉克<c>联邦欢迎你的重新连接。当你在地球上启迪你的能

量时，你的光将比天空中最亮的星星更闪亮。我们最热烈地欢迎你。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存在采取的心态，并希望以我们的净化来支持你。因此，向天空

举起你的双手，体验我们的祝福，为你的重新连接做准备。 

我们是由希望通过分享知识、能量和技术来支持和丰富人类的光明使者、开明大师、

地外种族和生命组成的理事会。我们很荣幸能与您合作。通过你与你自己的起源和你

的真实能量的联系，你也加入了我们的联盟，它将指导和引领你。然而，你仍然是一

个自给自足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仍然是自强不息和独一无二。 

 
 

知道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是在地球和宇宙上恢复神圣秩序的银河协会。我们是世界之光。我们尊重所有众

生的自由意志和独特性，无论他们的选择和取向如何。 

 
 
 
 

*************************************************************************** 启

动从这里开始--重新连接的能量随着每一句话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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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自己的话说，并在你说话时感受能量。 

我承认自由意志的最高原则。 

我为大西洋心脏水晶系统请求光明高级理事会。 

我已准备好接受高级理事会的指导和领导：我已准备好倾听我内心的

声音。 

我准备将自由意志授予每个人：我准备体验我的自由意志。 

我意识到没有回头路可走。 

我自愿采取这一步骤，有我的自由意志。 

我被告知，自由意志的生活是大门：无视自由意志的人与所有能量分离。 

生活和尊重自由意志--再次打开。 

恶意无视最高指令将导致我的绝对分离。 

我意识到这一决定意味着生活的改变：我决定做出这一改变。 

我决定加入亚特兰蒂斯。 

这是我的自由意志。 

我现在无可挽回地进入。 

进入新时代。 

大西洋文化。 

光明的。 

请接收。 

 

 

说完这些后，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感觉良好，可以喝杯水。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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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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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连接到你的全部光谱 

全光谱是什么意思？目前，人类只使用其频谱的低振动范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

的选择和决定，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更高的频谱。 

高振动也意味着幸福、快乐、爱和繁荣。如果人可以选择，他就会希望得到幸福。但

低振动使他被囚禁。那是违背自由意志的。阿特兰<s>解放了你，你可以选择。 

全光谱包括低振动（如果需要）和高振动（如果需要）。 

 

高振动包含力量、光以及电磁波、辐射和量子意识。因此，一个人的高振动可以影响

这些领域，以及无线电、移动电话、卫星和其他一切。这是一个学习领域。谁振动得

高，谁就会影响到低处，不再受它的影响。 

因此，那些能使用全光谱的人可以接触到所有的光谱，并能阅读、体验和使用它们。

坐在低振动范围内的人无法认识、看到或体验到这一点，并被它们控制。这是对自由

意志的违背。他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影响他们，因此他的可能性有限。 

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侵犯的 

 
 

与你与生俱来的权利重新建立联系 全光谱的大

西洋能量 

你成为ATLANTER与重新连接。成为亚特兰蒂斯人意味着 "与亚特兰蒂斯人有更多联系"

。成为亚特兰蒂斯人意味着能够使用全部光谱。在真实世界中，在阿尔法和欧米茄之

间。 

亚特兰蒂斯人是新时代的信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存在，把改变的能量带到地球，带到

母体。这意味着他们生活在亚特兰蒂斯，因此它在传播。 

亚特兰蒂斯人通过他们的存在改变世界。他们正在表现出矩阵。他们写的是矩阵。他

们定义了空间。它们是矩阵的基础，也是方案的核心。 

你的能量系统，你的存在将会改变。你的存在的能量进化和发展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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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清楚这对你意味着什么，给自己时间和空间。请按以下步骤

进行。 

首先阅读能量。然后做重新连接，感受能量的所有面貌。然后才读解释和能量的描述。 

Atlan<s的过程很简单。你收到一个给你的精神的信息，但没有关于这个信息的信息。

你自己通过你的经历和你的存在来体验这个信息。 

只有这样，你才会收到信息、文字、解说和geis<gen知识部分的匹配。这将解开你内心

的钥匙，扩大你的意识。 

不要走得更快。阅读标

题 感受--感觉--体验 然

后阅读标题。 

感受 - 感知 - 体验 然

后继续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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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之光 
*************************************************************************** 

回归 

我们是那一位的光。我们是统一的意识。光和本体流向你，将你完全包围。我们是一

体的。我们完全溶解了时间和空间以及二元性。没有什么存在于我们内部。我们是一

切，但我们又是什么都不是。 

说三遍："我为重新连接和传递一世之光而努力"。 

- 双手斜向上握住双臂--掌心向上--。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能量流进。感觉。 

 
*************************************************************************** 

 

你现在与 "一体之光 "相连，只需向天空举起你的手和手臂，就能终生获得它。直接尝

试一下。 

 

http://www.atlantis-kultur.de/


*Michaela  Molls * www.atlantis-kultur.de 大西洋之心水晶2021 

3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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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神之光的宣言 

当你举起双手，围绕着光亮，光亮就会流进你的灵气，并在你周围扩散。一体之光是

一个统一的领域/现实的统一光谱。这意味着那里不存在双重性。 

思考变得困难。思想完全被溶解了。因为思想是矩阵的双重构造，不存在统一性。 

因此，它可以完美地用于净化、再生和放松，或用于保护自己。一体之光可以在任何

时候被召唤。 

一的光本身就是基本的真理。它应该始终并尽可能地被用于自己的工作和活动。每个

亚特兰蒂斯人都可以接触到这种光。矩阵的所有幻觉都不能存在于统一性中。因此，

它有助于提高清晰度。 

这种能量会给你充电，包围你，保护你，并指导你做正确的事情。一体的光直接将你

包裹在现在的神性存在中。因此，"一体之光 "消解了过去和未来的思维，将你的存在

带入这里。 

如果身体不能容纳或传导，高能量会被认为是压力或痛苦。因此，要慢慢来，不要过

度消耗能量。 

一 "的光从本源涌出，因此是所有生命的原始本质。它被认为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光明滋

养之源。因此，经常使用它来为你的能量体提供能量。一个人的光把你带回到你的生

命和你的活力的原始自然节奏中。 

 

所有的进化都远远没有学到这一点。只有在原始的本质中，生命才能回归到真正的神性

，并与创造物相联系。你也可以称它为Go^e之光。在 "一 "的光中，人与神/与源头合

一。与创造、与自然、与自然性和与宇宙合一。 

 

人们不再与时间、生命或自然需求抗争，而是与它们一起畅游。这是一种不消耗能量

而获得能量的状态。 

光线净化了你和你的存在，使其远离所有的干扰和各种问题。只要你把自己放在 "一体 

"的光中，你就会把你所有的存在、你的细胞、你的身体和能量以及你的意识状态、你

的头脑、你的思考、你的感觉带入一个愈合的通道。 

一号之光可以用于任何形式的治疗。该灯还可用于清洁场所、房间或物体。旧的能量

只是消失在光的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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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光，"二元性 "被消解，从而对各种思想进行评价。这对发现自己的真实性和mi^e

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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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一体之光 "的转化过程没有任何副作用，一切都会立即被溶解和转化。因此，它

应该首先用于所有的能量工作，并在所有的练习之前进行练习。 

它既是保护，也是意图的基础，然后可以更纯粹和有意识地采取。 

************************************************************************** 

一体之光的应用 

双手向上伸直。对角线oöff网。 

Handflächen指向上方。 

"我叫一的光" 
 
 
 
 

************************************************************************** 
 

 

如果你想为自己或他人使用这道光，要知道它也可以在精神上被激活，但只有在当事

人对亚特兰蒂斯能量开放的情况下才有效。 

所有阿特兰蒂斯的能量都尊重和尊重所有生物的自由意志，只有当人类转向阿特兰蒂

斯时，才能发挥作用。Atlan<s也不能针对Atlan<s，否则攻击者会透过保护罩本身收到

一个镜像。Atlan<s也不能伤害，因为它只对接受起作用。因此，如果你以纯粹的意图

行事，你就不会做错。 

一体之光，像所有其他亚特兰蒂斯能量一样，可以安全使用，因为能量聚合考虑到了

维度的转变和自由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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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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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之心水晶 
*************************************************************************** 

回归 

我们很荣幸能支持你的重新连接，并将你的全部能量转回给你。我们是Amen<大厅的

水晶大师，在用爱转移你的水晶并将其重新连接到你的能量系统之前，我们会完全重

建你的振动和频率。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和保护，我们将在大厅里保留一份副本。因此，你在任何时候都与

大厅和你的原生水晶相连，你也将带着它在你体内。 

大声说三遍："阿门厅的水晶大师<，我请求重新连接、清洁、重建、恢复和修复我的

能量系统，并传输我个人的阿特兰特心脏基督。" 

- 双手握住心脏，感觉到手掌和胸部。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能量流进。感觉。 

 
 

 
*************************************************************************** 

 

你现在与你个人的心脏水晶重新连接。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将手放在心脏上，感受

自己的内心，与能量连接。直接尝试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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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水晶的解释 

阿特兰<心形水晶向你身体的各个部位输送不可估量的能量、光和温暖。你可以在精神

上激活它，但也可以通过将你的手放在你的胸部，感觉到它。 

阿特兰<心水晶是你们所有生命和存在形式的能量<ic本质。它包含所有KARMA的溶解和

赎回的净化形式。它包含了你在当前维度时间线以及维度转换中所经历过的每一个生

命。它包含了你所做过的每一个FORM。它包含了你曾经拥有的每一种能量，以纯化提

升的形式。 

你的心脏晶体已经恢复了。以完美的形式，洗净并治愈了所有时代的伤痛。它是活的

。它是你。你是心水晶。你已经与你自己团聚了。你又完整了。 

你越是成长，心形水晶就越大。因为你正在再次成长为自己，直到你达到你此时在这

个地球上应该有的自然健康尺寸。 

你与心水晶一起成长，直到它完全包围了你，你完全融入了明亮的光和存在。在你的

水晶中感受你自己。最后，你将成为一个人。 

 

 

与你的心形水晶一起工作 

当你与心水晶相连时，你就是ATLANTER。你与阿特兰<s>相连。只要有意识地集中在心

脏水晶上，并意识到来源，就能达到水晶的效果。 

你可以把水晶拿在手里，而不离开它的位置，去看它，感受它，与它一起工作，与它

交谈或与它调解。水晶就是你。你是一个看着自己、探索自己的水晶生物，因为你已

经与自己分离了很长时间。 

心水晶本身将你与亚特兰蒂斯的知识联系起来。因此，你是阿特兰的大使<s>。你是一

个亚特兰蒂斯人。与Atlan<s>有关的人。通过心形水晶，知识可以向你敞开，能量、意

识、经验和真实性。 

水晶以你自己的速度成长，这对你来说是正确和舒适的。它支持你的系统通过在你的

生活中实施Atlan<原则，再次吸收足够的能量和动力。你将被清洗掉所有的依赖和问题

，这些问题对你来说仍然是虚幻的，你必须有意识地放下，因为你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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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心形水晶，脉轮系统和任何系统的影响都会对你失去效力；从重新连接开始，一

个统一的心形脉轮，一个源头，你的心形基督，就存在了。你变得无系统和独立。 

因此，心轮获得了将所有主要和次要的脉轮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并增加能量。如果

没有心形水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心形水晶由于其多维性，还包括空间和时间以及

维度。 

心水晶以缓慢的阶段改变身体、心灵、感知、感觉和移情，让佩戴者感到愉悦。新的

感官发展。感知力增强。有了这个穴位，你可以清洁、捆绑和治疗自己。 

心水晶的持有者无权召唤其他心水晶或进行重新连接，只有水晶的原始拥有者可以为

自己订购和要求这样做，并将在这方面得到加拉克<光之联邦，阿门<大厅的水晶大师

们的协助。 

人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无法感知进行重新连接所需的能量<ic线，但如果你考虑到

阿特兰<s的基本原理，我们会很乐意指导你。 

 

 
************************************************************************** 

心水晶练习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让那一位的光灌入你的心。 

"我与我的精神之心和我的心脏水晶取得联系" 坐着感受能量fließ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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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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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水晶灯 
*************************************************************************** 

回归 

我们是亚特兰蒂斯的水晶魔鬼和光的光谱，被召唤来协助人类，以各种颜色和频率进

行转化。我们是亚特兰蒂斯的水晶之光，是银河系联邦的高频率，也是亚特兰蒂斯作

为守护者能量之乡的盾牌。通过亚特兰蒂斯的高科技，我们正生活在具有能量的钻石

世界里，具有神奇的可能性。 

我们是仙女和精灵的尘埃，也是显现的能量粒子的集中力量。我们是活的，是流动的

，喜欢用我们的存在笼罩你，清洁和照亮你的领域，帮助你上升。 

用 "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并欢迎你以我的自由意志进入我的系统 "的话为自己的能量

打气。 

- 双手握住现在感觉良好的所有区域--最后停留在你的心脏水晶上，感受自己。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能量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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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灯激活了你的能量通道。伴随着水晶灯而来的是稳定的水晶，这样你就可以把高

能量和频率保持在你的体内。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你的手来增加和流动光线。你的

存在得到了魔鬼的支持。 

*************************************************************************** 

亚特兰蒂斯水晶之光的解释 

你可以用Atlan<s水晶灯来激活和使用水晶，或者仅仅是为你的存在提供能量。光线在

你的灵气和能量系统中永久流动，滋养你的心脏水晶，提高你的能量水平。 

你愿意允许的能量和力量越多，就有越多的能量可以流经你和你周围。直到你的光环

完全充满了光，所有的能量通道都闪耀着光芒。水晶光在你周围和你身上流动。它没

有维度，因此是独立于维度的。 

水晶灯既是通过纯粹的光能滋养你的能量系统，又是通过光的转化来进行治疗。 

水晶灯可以由你自己或其他人使用。水晶之光是你心脏水晶的一部分。水晶般的光线

不断充斥着你。水晶光能治愈你的水，因此也能治愈你的情绪和想法。水晶光是对你

的存在的滋养。每天使用水晶灯。 

如果个人有意识地对Atlan<ic能量感兴趣，那么对他人的Atlan<ic能量只能因为自由意志

而有所帮助。 

水晶之光与阿特兰<s>的来源相连，并允许高光能量振动到你的系统。水晶魔王居住在

水晶居住的地方。水晶魔王在你体内和周围创造水晶。 

能量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培养，并为你的成长和生活所需要。能量和水晶

灯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因此，每天为你的心脏水晶连接水晶灯，并将其纳入你的日常

饮食，如食物的摄入。 

水晶灯可用于沐浴、清洁、治疗。水晶灯可用于为食物、饮料和食品提供能量。将你

的手放在你的心形水晶上，让水晶的光辉流淌。 

经过水晶光充电的水晶可以永久地给住宅注入能量，作为一个石圈，照亮里面的所有

存在。请注意，亚特兰蒂斯的能量永远不会伤害人，只对那些完全接受这种能量和自

由意志的人起作用。由于水晶光的能量密度很高，它不能流经每个系统。因此，你只

能慢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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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Atlan&s水晶灯 

继承与魔鬼和水晶之光的联系。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生命中需要被光照到的领域。

慢慢地，这些领域的能量将被提升和结晶。 

用你的手来扫视并引导你的注意力。在你让这种能量流动的过程中，保持注意力

和心的连接。 

"我与水晶魔鬼和阿特兰<的水晶之光接触，在我的存在中启动一个水晶体过程。" 

坐着感受能量fließ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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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http://www.atlantis-kultur.de/


*Michaela  Molls * www.atlantis-kultur.de 大西洋之心水晶2021 

41/67 

 

*************************************************************************** 

亚特兰蒂斯和灵魂之星 
*************************************************************************** 

回归 

我们是银河系光明联盟，是地球周围时间和空间线的守护者。我们很高兴能给你机会

，让你的根和空间之旅，与你的真正起源联系起来。 

作为时空连续体的守护者，我们努力恢复自然的宇宙状态，并将所有的能量通道重新

连接到它们的起源。因此，我们很高兴你选择见证这一过程。 

灵魂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是它的兴趣决定了下一次的飞跃，但每个人都有

一定的习惯和一个固定的方向。如果你能看到在空间中延伸的能量通道的奇迹，你就

能理解一个错误的灵魂会造成多大的混乱。 

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你为解开这个结贡献你的力量，并对你的神圣秩序表现出兴趣。

我们期待着将你带入真正的连接，并恢复你系统的秩序。 

我们是光明高级理事会--空间和时间的守护者。 

说三次："我希望重新连接传输，并连接到我个人的亚特兰蒂斯灵魂。" 

- 把你的手举过头顶，感受你的源头--与你的源头连接，然后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脏水

晶上--。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能量流进。 

 

*************************************************************************** 

解释 灵魂之星 

灵魂之星是你的存在与你所有来源的连接，与你非常个人的治疗来源，与你自己支持

和滋养你的来源。灵魂之星是你个人的家，在前往地球的路上。因此，有许多灵魂之

星，你在上面徘徊，直到你最终在地球上化身。 

与你的家相连对你在地球上的存在的发展很重要。你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你真正的起源

，你的原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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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自己的灵魂之星的连接使你摆脱了对地球的所有依赖，并给你自我断绝关系、自由

和独立的可能性。 

与灵魂之星进行调解可以帮助你发现你的真正起源，这可以扩展你的意识并释放你的

能量。然而，你使用哪种做法，以何种速度向一个方向发展，取决于你自己。 

要进行接触，只需把灵魂之星带入你的冥想中，并专注于与这个起源合作。 

灵魂之星是心水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你和你的心水晶永久相连。水晶体在能量源、

源头和潜在的折叠之间被拉伸，因此不受外部振动的影响。 

 

 
************************************************************************* 

灵魂之星的实践 

进入冥想状态，吸纳你所有的领域，直到你感到舒适。然后思考你的灵魂之星，让能量

流动起来。要求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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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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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兰蒂斯的地球水晶 
*************************************************************************** 

回归 

我是你的灵魂，但不仅是你有意识的灵魂，而且是你有能量的精神不朽的灵魂。没有

什么东西在我这里丢失，也没有什么东西落入遗忘。它只是徘徊在你的潜意识中，在

那里等待你和意识的觉醒。 

我一直与你同在，即使你不理会我，我也会看顾你。因为我就是你。我们一直都是一

体的，即使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幸福和爱中度过这一生

。当我们再次合而为一，并保持合一。 

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指导你，但你总是独立决定，因为这是你的生活

。我可以等待下辈子，因为我一直在那里。然而，这一生毫无例外地属于你，属于你

的急性意识，你选择在这一生中体验。 

我是你的根基，因为没有我，你就没有身体和精神。我是你的思想和你内在的S<mme

，但我不是你头脑中来自二元性的S<mmen。你会在你的思想中认出我，因为我是不同

的，我感觉不同。当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把你关掉。当我们成为一

体时，那么你在这一生中是无懈可击的。 

说三遍："我要求重新连接传输，并与我个人的亚特兰蒂斯基督和我的真正灵魂连接"。 

- 双手放在脚下，集中注意力在身体下方一米的地方--。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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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阿特兰的地球水晶 

你现在与你的真正本质永久相连。当你成为真正的自我时，你的本质将吸引你。你的本

质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大可能性。你的我是真实的。 

接地水晶是Atlan<s的支持。它是一种连接你和你的真实存在并使你团结的水晶。只有

当你是真正的自己时，你才会脚踏实地，扎根于自己。然后没有什么能使你与你的真

理分离。 

亚特兰蒂斯人不以GAYA为基础，因为GAYA也是一个生命体，根据亚特兰蒂斯的原则，

所有生命体都是自由和独立的，有自由意志，因此有自己的存在。尽管伽耶自愿向她

的环境和生物释放大量的能量，但她的能量是枯竭的，正如你们在地球上可以自己认

识到的那样。因此，有必要在自己的内心找到立足点，达到源头并再次发出能量，这

样伽耶也能恢复。 

你的落脚点不是另一个生命体，而是你自己。你通过土晶石与你的真正本质、你的潜

能相连。如果你经常与土晶石打交道，你的全部力量和能力就会展现在你面前，你就

会在自己的内心得到安息。 

每一个在起源之源和效力之间的生命体都有足够的能量来表现自己的真实性，也有自由

意志的发展。 

两者都是幸福和精力充沛的生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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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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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兰蒂斯的水晶光环 
*************************************************************************** 

回归 

各个维度的细密雾气包裹着你。这里有神奇的众生以及家中的维度myst<ic众生，他们

想要保护和加强你的存在。 

这些众生会找到他们的方式，照亮你的光，并将其笼罩在精细的结晶雾中。水晶光环

既是能量的保护，也是最高轻和最微妙的净化。 

它环绕并渗透你，将你所有的存在领域提升到下一个维度。 

因此，请以正念和尊重的态度说话，因为所有的水晶都是生命体，"我希望重新连接我

个人的阿特兰蒂斯-克里斯塔劳拉。我是为了传输大西洋克里斯塔拉能源。" 

- 将双手举过头顶，慢慢地将双手从上往下移动，最好是向身体一侧移动数次。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能量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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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水晶光环 

感受你周围的水晶碎片的细雾。水晶光环始终是活跃的，但你可以通过在精神上说出

名字或用手移动文字来加强效果。你可以通过将能量输入你的系统并将注意力集中在

它身上来加强灵气。 

 

 

水晶旋涡星云 

水晶光环是由水晶孢子雾组成的。每个小晶体都能完美地适应环境。水晶光环笼罩着

你，穿透了你。每块水晶都会给你带来不可估量的星光，就像一个维度的通道。 

 

它还能将二元性反映到源头，从而实现对真理的观察。水晶光环提供保护以及洞察力

。 

晶体spli^er层是对灵气层的一种结晶保护。超细晶体的细雾充满了身体周围的所有灵气

层。这导致所有灵气层的净化，因为水晶持有最纯净的意识形式，也能转化较低层次

的意识。 

 

水晶粉尘层的存在不仅能清除灵气层所包含的区域，还能转化储存在那里的所有旧的

和废弃的东西。我们的灵气就像一个硬盘，将其信息储存在每个区域，以便在需要时

可以访问。水晶人有可能转化这些层次，也就是转化它们。 

 

晶体钻头的帕尔和克尔层 

开发水晶-钻石-准分子层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意识，训练他们的感知力。它是一个带有水

晶钻石的光环，像小镜子一样，将意识反射到房间里。因此，一方面，他们可以对外

部影响产生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自己发出的能量。 

 

星体-光-尘体的结构 

金刚石圆环<由星光尘埃组成，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整个矩阵，是我们的起源，只有通过

与这个元素的重新连接，身体/思想/灵魂复合体的人类也有可能回到其原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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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星体连接的质量的接触和重新连接有助于人类达到他个人的升华过程，成为为他个

人准备的存在，并将用光和爱充满他的整个生命。因为我们真正的身份，当我们达到

时，对我们来说就像人间天堂。 

 

因此，水晶光环是在阴霾时期的真正支持，使我们进入快乐和幸福的存在，放下 "旧的

负担"，进入新的工作和体验。 

 

引导 

恒星par<cular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和谐维度。用你的语言准确描述，让你的头脑理解，

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会尝试。星尘也需要作为人类的滋养品，因此人类在灵气层中

得到了供应和滋养。 

一个由几个钥匙组成的小球体，总是完全适应你自己的意识周期，并以你可能需要的

任何方式单独改变这个粒子。 

 

一种光芒从内部充满了这个粒子，因为它与宇宙的中央太阳和所有开悟的众生和地方

相连，从而使你与你整个生命中的每一个光环层和每一个质量都相连。因此，一个小

的强光，可以把光传达给你的存在。 

 

这种粒子的光环不允许暗物质、低振动或分解物（我现在无法向你解释）进入你的光

环或在那里定居。此外，它本身也能将它们从你的灵气中溶解出来，使你摆脱它们。 

 

三~对准的东西或他们的光环-一切都直接转化为光的存在和纯能量。这使你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以及其他一切，都成为纯粹的能量。 

你的 "外部 "直接被转化和转换为光的存在。 

 

对提升过程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也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一种光芒围绕着配备

了水晶光环的众生，从而使这个星球、Mu^er Gaya和一切都充满了光芒，这是一种美

妙的景象。 

 

我希望我能够让你对那些不幸的、超出你的感知、维度和想象力的、但真正为保护自

己而付出乐趣的分子有一点了解。 

 

我是阿塔玛，时间和空间的守护者，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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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光环的效果 

水晶光环也可以通过单纯的想象力用手来实现。每天有意识地吸食两次就足够了。 

在有问题的情况下，水晶光环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你越能与光环配合，在与其他人的

房间里就越容易发挥作用。即使你感觉不到灵气，它始终是活跃的。 

水晶光环是对光环层和自身存在形式的一种结晶保护。水晶粉尘颗粒的细雾充满了所

有的灵气层，并为每一层独立提供能量。通过流入的光，任何转变都能更快地完成。 

水晶光环在所有领域引起永久的清洁、能量转换、治疗，溶解来自空间和时间的能量

负担，并独立转化。 

 

 

应用水晶光环 

通过对能量的练习，这些能量独立开放。最好是通过应用和实践来认识这些能量，从

而改造自己。 

 

水晶光环的应用非常简单，因为它一旦被安装，就会独立工作，并始终处于活动状态

。然而，如果你把你的意识指向光环，每一个单独的粒子都会发亮，并使其效力增加

许多倍。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并且能够多快地转变。在转化过程中没有任何副

作用，因为低级振动只是被提高，因此不是被溶解，而是被改变。因此，不存在必须

事后清除的废物或毒素。 

 

应用的方法是将意识引导到水晶光环这个词，想象到光环层中的水晶准星的图片，或

者干脆将手臂举过头顶或下到脚下，以支持想象/说话。 

 

只要你想集中精力，ak<vieren就会持续下去--一天两次就足够了。早和晚是最好的。 

 

在较低的频率水平上对灵气进行ac<vate是有帮助的，以包括周围的空间。这种应用需

要练习和帮助_以提高房间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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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与其他众生的交流中会有帮助。为了提高房间的振动，集中注意力在灵气上是基

本的先决条件，以获取灵气，然后想象/推测到所选择的房间。 

 

想象和引导你的意识，然后有助于将你的 "活跃 "光环扩展到空间，并转化一切处于低

频率的东西。这也可以在团体动态中有所帮助。 

 
El Morya 

 
 
 
 
 

 

为你的存在结束能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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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慢慢来--没有人催促你--你决定你如何继续，或者你是否先享受这一刻--不急--你的速度-

-你的空间--你的规则--你的感觉--呼吸和享受 

 
 
 

 
 
 

*************************************************************************** 感

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 呼吸 - 喝水 - 让话语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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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亚特兰蒂斯人 

++++++++++++++++++++++++++++++++++++++++++++++++++++++++++++++ 
 

恭喜你 

 

如果你诚心诚意地走完了最后几步，那么你就是阿特兰特--一个 "阿特兰特连接 "的人

。 

 

你的改变来自于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你现在是自由的，拥有的，但也是自我负责的

。你已经从所有的依恋和依赖中释放出来，现在在你自己的光中振动--永远。 

 

阿特兰<心水晶的能量系统已经还给你了。注意你的指导，你的内在S<mme。你是免费

的。 

 

开始把你的能量水平提高到100%，然后开始自由摇摆。 记住，你是一个新的世界形象

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握手和想法都会影响到整个领域。 这意味着你的想法会在世界

中表现出来。因此，要积极地调整自己，尊重自由意志，使亚特兰蒂斯的能量与你永

久相连。 

 

• 只做对你感觉良好的事情。 

• 让自己与那些让你感觉良好和快乐的人围绕在一起。 

• 对你的同胞说话要和蔼可亲，心胸宽广，仁慈。 

• 尊重自由意志 

• 在你觉得应该的时候说真话。 

• 走自己的路，尊重自己 

• 将你的力量/能量用于自己（除了放养孩子/保护他人）。 

• 倾听你内心的S<mme/你的感觉，并跟随它。 

• 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 

• 让你的世界每天都比你发现的更美好 

• 如果你愿意，可以与其他亚特兰蒂斯人联系，交流意见。 

 

在你需要它、思考它或想处理它时，激活你的系统。使用这个脚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

同样的方式进行ac<vation，即使重新连接，它也可以帮助你在不同的领域工作和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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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复启动，作为一种练习，尽管现在它在你的系统中永远是ak<v。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到 www.atlan&s-kultu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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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意识、能量和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联系以及成长而来。将该系统作为能量冥想或

成长放松的一种方式。有了这种联系，你就能在转向系统和成长时使用阿特兰<s>的所

有能量。 

 

转变过程可能需要半年时间，不要被它干扰，要随着变化而成长。你的能量将增加，

你将能够理解和整合越来越多的东西。一步一步来。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了积极的变化，那就把信息传递出去，让其他人也能获得自由。 

 

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从现在起，你可以为自己使用所有已知的能量和能量系统。你可以完全访问它们，因

为有完整的光谱。培训已不再是必要的。你不再需要任何其他世俗的能量技术培训。 

 

它与心形水晶系统一起为你流动所有Atlan<的已知和未知技术。由于你的个性，你可能

能够使用别人无法使用的技术。开始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别的。你还可以使用

MATRIX和AKASHA的能源系统。 

 

请注意以下几点!!!你是亚特兰蒂斯人，对光明高级理事会负责。如果你有问题，请与

高级理事会交谈。如果你听不到大议会的声音或有问题，请联系一个文化的大祭司。 

 

如果你尊重自由意志，为所有人的利益使用你的能力，你的能量将增长，新的大门将

为你打开。如果你滥用能量，它们会关闭，你会伤害自己。 

 

现在一切都从你身上长出来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光明高级理事会。祝福你! 

 

现在为自己工作。随着你的生活，地球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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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的信息 

即使你是孤独的--你并不孤独--我们有很多人。Atlan<sch Gemeinscha_是一种内在的态

度，让人感觉到连接。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培养了这种感觉，我们才能真正联系

起来。共同性是一种转向的意愿，是对一种文化中的亲近和欣赏的开放。 

 
 

我们每个人都保护自己的光，让我们的光越发明亮，如果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就会用

它照亮世界。只有当我们的光芒闪耀时，我们才能以良好和积极的能量向前迈进，成

为我们文化的一个光辉榜样。 

 
 

因此，我们都对我们的星球负有责任，可以做出我们的小小贡献，使我们都能过上自

然健康的生活，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从我们的小世界开始，然后对整个地球进行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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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与亚特兰蒂斯的能量一起工作，水晶体的过程就越能在我们的存在中扩大，

并引导我们在地球上的真正存在。在银河系光明联盟和加入亚特兰蒂斯的水晶生命的

支持下，人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好准备，并接受古老知识的培训，以便升华。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恢复了宇宙中的神圣秩序，并激活了所有的光频率，以提高所有众

生的银河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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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和平、和谐和爱存在于我们自身时，我们才能与我们的同伴一起训练和发展这

些属性。因此，我们是否能在我们的星球上恢复和谐，取决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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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能量治疗方法有助于打开其他意识状态、思想领域和新的可能性，并能产生情绪和地理的澄清

作用。能量工作支持当事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自己调整和操作他们的生活。 

******************************************************************************** 

医生和药物信息 

尽管如此，在没有得到医生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停药，也不得在没有咨询家庭医生的情况下减少

药物的处方剂量。在我提供的框架内，我不做任何诊断，不进行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也不进行

法律意义上的任何其他医疗。 

放松技术、手划船治疗和精神治疗的作用是激活自我治疗的力量，不能取代医生或替代医生的

访问、诊断或治疗。请注意，你可以在能量治疗方法的帮助下改变你和你的同伴的生活，然而

，与所有其他顺势疗法或替代治疗方法一样，这需要时间和密集的个人工作。 

******************************************************************************** 

始终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你的发展和你的变化过程。亚特兰蒂斯的能量只能支持你自

己决定要做的事情。多喝水并遵循精力充沛的原则，让你的身体有转变的可能。 

我还想指出的是，所有的文本和内容都是通过渠道（通过精神世界传播），所有的名字和能量

都是直接传递的。如果名字与现有的能量、培训或专利系统有任何相似之处，我想指出，在创

建这些培训文件的时候，对它们没有任何了解，互联网上也没有关于它们的条目。 

 

该系统自2009年以来一直被灌输--媒介Michaela Molls - www.Atlan<s-Kultur.de 

 

自己检查一下知识，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真理。我还

想指出，我不具备任何医学知识，没有医疗或治疗实践，也不参考任何书面专业知识。 

 

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行动和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与读者的所有决定和行动保

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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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神之光的宣言
	一体之光的应用
	大西洋之心水晶
	回归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你现在与你个人的心脏水晶重新连接。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将手放在心脏上，感受自己的内心，与能量连接。直接尝试一下。


	心形水晶的解释
	与你的心形水晶一起工作
	心水晶练习
	大西洋水晶灯
	回归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水晶灯激活了你的能量通道。伴随着水晶灯而来的是稳定的水晶，这样你就可以把高能量和频率保持在你的体内。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你的手来增加和流动光线。你的存在得到了魔鬼的支持。


	亚特兰蒂斯水晶之光的解释
	练习Atlan&s水晶灯
	亚特兰蒂斯和灵魂之星
	回归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解释 灵魂之星
	灵魂之星的实践
	亚特兰蒂斯的地球水晶
	回归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解释 阿特兰的地球水晶
	你现在与你的真正本质永久相连。当你成为真正的自我时，你的本质将吸引你。你的本质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大可能性。你的我是真实的。

	亚特兰蒂斯的水晶光环
	回归
	静静地坐一会儿，感受自己的内心。


	解释 水晶光环
	感受你周围的水晶碎片的细雾。水晶光环始终是活跃的，但你可以通过在精神上说出名字或用手移动文字来加强效果。你可以通过将能量输入你的系统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来加强灵气。

	水晶旋涡星云
	晶体钻头的帕尔和克尔层
	星体-光-尘体的结构
	引导
	我是阿塔玛，时间和空间的守护者，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水晶光环的效果
	应用水晶光环
	为你的存在结束能量转移。

	你是亚特兰蒂斯人
	恭喜你
	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现在一切都从你身上长出来了!

	重要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