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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这场灵魂之战中的每一件武器。首先，你们要寻找我，并明白我
是全能的天主；我创造了一切。你是天国大家庭的一员，你要记住整个天国大家庭都是你的后
盾。你要明白，我们的母亲圣母玛丽亚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总是站在与邪恶和欺骗战斗的第
一线。你应当每天祈祷玫瑰经。你们拥有七件圣事。你们中每一位---为我服务的圣洁的灵魂
们---都应当尽可能多的参与弥撒圣祭。你也要在告解圣事中寻求与我的和好。同时，朝拜圣龛
中耶稣也会带给你无穷的恩宠，使你找到平安与生活的指导。天堂的每一位圣人都是你的朋
友。他们都愿意帮助你。你每日都要让他们为你转求。你要多多了解他们的故事，这样你就会
明白他们为什么是你如此得力的助手。他们已经走过你正在走的路。你们在心灵的静谧中拥有
我。请你们每天都让自己在这份静谧中度过一些时间。孩子们，你们拥有的另一件武器是众天
使。天使是没有被赋予性别的天堂的仆人。他们是完全的善良。他们充满了天堂。当你回到我
家的那一天，你就会非常享受天使的陪伴。这些美丽的受造物正一如既往的活跃在你们的世
界。如今，我已意识到天国的帮助和转求的重要性，所以我已允许天使和圣人们把自己更清晰
的显现给你们。如果你要求天使和圣人们包围着你，他们就会这样做。如果你向我寻求天使的
帮助和保护，你就会得到它们。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天使的性格，你就会明白你从来不孤单，因
为天使们无时无刻不围绕在你的身边。孩子们，你知道很多关于敌人的谈论；敌人在你们的世
界大受荣耀，以至于许多灵魂都忘记了天堂远比这些可怜的、可悲的、效忠黑暗的东西大得
多，强得多。这些东西只想看到你的苦闷。而我们，我的无数善良、纯洁的仆人们，只想看到
你的喜乐与平安，但你必须用祈祷来激活这种力量。现在有很多灵魂的行为与娱乐都是在黑暗
中进行的。这样做便是邀请敌人与他们为伍。如果一个灵魂没有通过祈祷请求我们做他的伙
伴，我们是不会强迫自己的。所以，请你让自己进入光明，这样敌人就会躲开你。只要你要求
我的天使守护你，这些来自天堂的受造物就会围绕着你，保证你平安的完成你的使命。孩子
们，你们是天主的小小受造物。天主不会抛弃你们。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亲爱的孩子们，天使正围绕着你们。我难以向你解释他们正以怎样无以计数的方式帮助你，但
我要告诉你一些他们的事，这样你就能了解你这所在的一方的力量。当你参与弥撒圣祭时，你
其实正与千万个天使一起祈祷、朝拜。你的守护天使在你身边，非常感激你让他有机会与他的
天使伙伴们相聚。这些受造物此时会怀着喜悦的心情一心一意的赞美我。真的，每个教堂都充



满了天使。当你走进一座教堂，发现它是空的，这只是说你看不到其他人。但那里却充满了天
使，而且他们正热情地欢迎你和你的守护天使。我这位忠实的仆人---你的守护天使，总是专心
的为你祈祷，从不受任何打扰。当你安全的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行走时，你的天使就会为你转
求更多、更大的恩宠。他会与天堂的圣人对话，并常常请他们为你转求。当你与你的天使以及
众圣人合作，你就会发现你的灵修正取得巨大的进步，因为你通过他们的转求而得到的，是各
种各样最深厚、有时甚至是难以察觉的恩宠。亲爱的小小的灵魂，你常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
但你的天使正仔细洞察。当你的灵修进步受到威胁，他就会试图警告你。他警告的方式有很多
种。你有时会听到自己良知对你的窃窃私语。这是你的天使正试图告诉你，你所考虑的某件事
可能对你无益。天使也可以预见危险，所以你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并让他协助你。当一个灵魂尽
力向好的道路迈进，他的守护天使就会非常高兴。他会对天堂唱出赞美，因为托付给他的灵魂
在做善举。当一个灵魂远离圣洁的道路，他的天使就会为此悲伤，心情沉重。而不管这个灵魂
作了什么邪恶的事，他的天使却对他不离不弃，并会求天堂为他降下恩宠，使他悔改。当一个
天使预见托付给他的灵魂可能会丧失永生，他便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的发生。这个美丽
的守造物会让许多圣洁的灵魂转求，并请求他们为那个身处危险的灵魂祈祷和奉献。天使也会
请求圣人们为这个灵魂转求，并不顾一切的帮助这个灵魂从灭亡中转向。只有地狱的的大门能
使一个天使放弃希望。小小的灵魂们，请跟你们的天使谈一谈吧！你要相信他的临在。我，耶
稣，希望你在世间的旅途上得到所有的安慰。请你好好珍惜这位善良、忠诚的朋友。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我那些寻求光明的孩子们正被天使们围绕着。这些受造物---我的天使们，寻求的是我的旨意。
在他们内没有黑暗。他们也从不犯罪。他们不会今天为天主服务，而明天却弃绝天主的圣意。
他们认识我并朝拜我。他们对天堂有很深的理解，所以能够预见天堂的旨意和计划。我的天使
们清楚的了解我在每种情形下的旨意。他们也都知道怎样让一个灵魂在生命的每一刻走向完
美。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忠告与建议都是完美的。他们不会使一个灵魂远离我。他们做不到。
他们所追求的只有天主的圣意。孩子们，这就是为什么天使是你们完美的伙伴。你必须记住他
们，并记住他们的临在。他们所拥有光明正是你缺少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不知所措。这时
候，你应当征询你的天使的意见，因为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我的道路。天使们一眼就可以看穿一
个灵魂。他们知道哪些朋友不适合你。请让你的天使把你带离那些使你远离我的人。这一点在
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你要时刻记住，你周围朋友会影响你。同时，请让天使保护你的孩子
们，并帮助他们找到好朋友。每位明智的家长都知道，孩子们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所以如
果一个孩子的伙伴走的不是通向我的那条路，这个孩子就很可能误入歧途。这不论对孩子还是
成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选择圣洁的伙伴。天使会帮助你。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当一个灵魂遇到困难，我就会派遣额外的天使去帮助他。这样就会有更多来自天堂的力量协助
这个灵魂对抗世俗的困难。如果一个灵魂要求天堂帮助他，我就会为他派遣天使并降下各种恩
宠，给他更多的支援。“这样怎能帮助我，耶稣？”我听见我的孩子们问我。是这样的，当你要
我帮助你，我就会为你派遣我的天使，让他们围绕在你的身边。他们会为你祈祷并请求圣人们
为你转求。他们也会影响其他人的言行。天使可能会鼓励一个圣洁的灵魂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
到你的身边。你难道忘记了你曾多少次感叹某个人“来的真是时候”吗？你真的认为这只是偶然
发生的么？不是的，我的孩子。是我让那些围绕着你的光明的使者派这些“及时赶到”的灵魂去
帮助你的。发生在你的世界里的很多事都是你看不到的---这种隐形很有必要。如果你什么都能
看见，你就无需在诱惑中挣扎，也就不会有你对我的信德、爱德和服从的美好行为了。这些美
德使天堂充满了愉快的音乐。在这个时候，即使大多数灵魂选择不为我服务，我的心也会因为
那些尽力为天国带来益处的少数灵魂而得到安慰。你是一支队伍中的一员，我一直都这样告诉
你，所以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帮助，甚至比你需要的更多。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是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光明的使者围绕着我的战士们。如果你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你就会
得到它们。唯一阻碍天堂帮助的，是我的孩子们信仰的缺乏。当一个灵魂缺少信仰，他就会害
怕自己的软弱。这种恐惧可能被那些希望看到灵魂们远离我并投身世俗的力量所利用。在这个
大转折的时代里，你必须怀有非常坚定的决心走我的道路。我正依靠那些为我工作的孩子们拯
救他们的兄弟姐妹。你要对围绕在你身边的天使们充满信心。他们是你的助手。你要以最大的
爱和尊敬对待他们，经常默想他们的临在。你要通过祈祷这样默想，在祈祷中你可以感谢天主
为你派遣了如此美妙的守护者。当你不知该做什么或说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祈祷：“自天
而降之天使，请指我应行之路。”这是一段短小的祷词，而你却能因此清晰的寻找通往天堂的
道路。这也是一段强有力的、取悦于我的祈祷，我将对祈祷者回报巨大的恩宠。你要在每日的
生活中经常这样祈祷；你不会对从中得到的帮助失望。圣人们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增强了，天使
们也一样。你会渴望使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到那时，你将成为天主的一名战无不胜的仆
人。我希望把圣洁倾注给每一位回应我召叫的人。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孩子们，你们在认识物质世界、甚至在对人类肉身的研究上都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你
们所发现的和了解到的，还不及天使所了解的无限知识的万分之一。他们知道人体每个细胞之
间的关系。对一位病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他病在哪里。这些天使孜孜不倦的为你和你的世界
服务；他们已经真正掌握了无穷的知识和智慧。他们是你真正的良师益友。你的困难在他们眼



里不过是小孩儿扮的家家酒，因为他们知道生命中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虽然可以给你
建议和忠告，却不会强迫你接受它们。所以如果你决心犯罪，它们并不能阻止你。但有些时
候，他们可能会从一个犯罪的近机会中把你救出。又有些时候，在你面临犯罪的诱惑时，他们
会保证你对罪恶毫无兴趣。你会诧异为什么这种以前令自己无法自拔的诱惑，现在却丝毫提不
起你的兴趣。你要感谢你的天使，因为是他通过祈祷为你求得了这样的恩宠。他们从你在天堂
的朋友那里收集支援，并准确的知道哪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当你了解你的守护天使在你的
一生中为你做了什么，你的感激会不胜言表---你既会感激这位孜孜不倦的朋友，又会感激那位
给你派遣了爱的使者的天主。你要感谢他们并与他们谈话。你并不像那些天花乱坠胡思乱想的
痴人，你是明智的：当你看到宇宙时你便知道其中必有你不了解的奥秘。亲爱的孩子们，请你
过来静静的与我坐一坐吧，我会赐予你这份智慧。请你们向天使祈祷，它们将会为你求得这一
切。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天使充满了整个宇宙。难道不是吗？宇宙是属于我和我的所有跟随者的。你仰望天空，天使就
在那里。你在世上的肉身死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天使。那时，跟他们在一起会令你感到很舒
心；他们也将很高兴跟你在一起，因为你们同是我的孩子。你，在世间为我服务的小小的灵
魂，对我尤其珍贵，而且你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报偿。在你为我服务的过程中，你将遇到许多
需要悔改和皈依的灵魂。你可能会像坐了一辆火车---或其它交通工具---一样，频繁出入于某些
灵魂的生命中。你就会察觉到某个灵魂可能正为阻碍他进步的某种恶习而倍感苦恼、失落或沮
丧。你要向这个灵魂的守护天使祈祷。你可以只简单的说：“守护天使，感谢你对这个灵魂孜
孜不倦的照顾。天堂众圣人，请帮助这个天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祈祷，你却因为它而为这
个小小的光明使者带来了全新的希望和支援。这样，这个灵魂的天使便可以利用你的祈祷赢得
更多的恩宠。孩子们，你们要对祈祷怀有无比的信心。你们的祈祷正在拯救灵魂，并改变着世
界。请你们继续向天堂祈求恩宠，好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帮助他人。我们正在俯听，亲爱的灵
魂们。我们正在俯听。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如果你想活得充实，你就要考虑到你所生活的宇宙中一切看得见的以及看不见的东西。通常，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会触动灵魂，而那些接受天堂的指引和保护的人往往生活的更充实，也更
安全。孩子们，你拥有天堂的协助，实在一无所缺。我不会交给你一项任务却不给你足够的恩
宠。援助就在你身边，你只需要使用它。如果你在试图完成我的某项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
难，请喜乐的请求天使把你的困难移除吧！请你满怀平安，因为你知道我是不会因为那些你无
法改变的事而责备你的。你要坚守岗位，并记住周围全是我的朋友们---众天使和圣人们。有这



些天国的伙伴在你身边，你将学会在每件事上都保持平静。你也将学会以天堂的视角来观察每
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比如，你的身边可能有一位你不愿接近的灵魂。世俗的做法是从这个灵魂
身边尽快远离。而现在，既然你已经了解了天使和圣人的临在，你可能需要首先静静的与他们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这个灵魂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而这些痛苦让他有了
一些令人不悦或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可能这个灵魂很沮丧，需要像你一样与天堂结合。可能这
个灵魂被那些本应爱他的人伤害了。又或者他只是生病了。也有可能，朋友们，生活辜负了
他，而他有没有耶稣为他疗伤。现在，难道你不会在光明中重新考虑一下以上这种种的可能
吗？你的天使朋友们，包括这个人的守护天使，可能会向你解释一切，并会劝你好好对待这个
灵魂，以使他在自己的心上打开一个小口，让我进去。你知道当一个灵魂允许我进入他时，我
能为他带来多大的恩宠。这就使原先的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吗？你在世上的日子
可能看不到你的祈祷和爱在这个灵魂身上所成就的事；但总有一天，当你来到天堂的时候，你
会看到你的自我牺牲和爱结出的所有果实。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能时刻记住你这些天堂的伙
伴，你的生活将会非常不同。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我亲爱的孩子们都在天使的陪伴下走过他们的人生。有些地方的天使数量比其它地方多。一个
圣洁的人可能会在某个地方感到莫名的喜悦或平安，这通常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个由于这样或那
样的原因充满了天使的地方。我那些亲爱的仆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被某个地方吸引着，但却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件或多件圣事。可能那儿的某个房间里住着一个
圣洁的灵魂。也有可能这个地方出现过伟大的牺牲和爱。这些地方十分吸引天使，对人也一
样；天使们会经常在这样的地方驻留或重游。同样的，如果一个灵魂和我对着干，那他就会发
现这些地方让他很不舒服。他们在这些地方坐立不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与天使为伴；他们
在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些天堂使者的朋友。如果他们有一点想悔改的意思，这些地方
就会使他们回想起不愉快的事，于是他们就渴望一些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种渴望难
以察觉，但它却是一种对良善的渴望。他们会想到一个他们认识的好人，并在与天主隔绝的状
态下审查他们的生活。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行为会使他们从愤怒中逃离。他们对我毫无兴趣。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来到这样的地方会使他们开始一种变化或悔改。请你邀请天使到你家里
来，到你工作的地方去。请你邀请天堂与天使一起，在你参加的每场会议、每次对话中围绕着
你。请你派遣天使经常光临那些身负罪恶的人，好使他们可怜的心灵得到宽恕的氧气。我现在
给你的这些战略是伟大转折的一部分。你正在准备着灵魂们和你的世界。你们是我的朋友。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一个灵魂可以通过许多方式为天国服务。在这个时代，我需要每个灵魂为我传教。这句话的意
思是，我需要每个灵魂把我带给其他人。我们必须找到每一个孤独的、痛苦的灵魂；这些灵魂
已经与我圣洁的大家庭分离了。如果你把我带给一个灵魂，我会融化他冰冻的心，并为他注入
喜乐。他也就可以了解天主爱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渴望他回心转意。亲爱的救世主的小小仆人
们，我的天使会帮助你们找到这些灵魂。请不要错过天使们的每一个提醒和暗示；他们能看清
一切，他们也知道谁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感到一种冲动，想带着这些小册子接近某个灵魂，
请你这样做吧。请你相信你的直觉。就算这个灵魂在一开始可能会嘲笑你，他最终也会迎来一
个恐惧与悲伤的时刻；那时，他会努力寻找安慰---他可能会翻翻你带给他的书。但如果你没有
把这些书带给他，他也就不可能有机会接近这些书了。如果你给他们一卷书，他们就会打开
它。请你对每个灵魂的各种反应都保持镇定。你不可能强迫一个人了解我。你只可以建议他这
样做。你可以谈论你对我的爱以及你从我这里获得的恩宠，这样你就可以给别人做见证。你要
多谈谈平安，多谈谈喜乐，多谈谈镇静。请不要谈论关于敌人的事情。你们的世界已太看重寻
求毁灭的那一位的力量。当一个灵魂真正跟随我时，敌人根本无法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不要害
怕任何事。你既然拥有整个充满天国使者的宇宙，而且这些使者都随时为你待命，你还害怕什
么呢？请你仔细的聆听他们的指引，我的天使将带你找到那些需要你帮助的灵魂。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必须团结起来，学会团队工作。我把赋予你们的任何一项工作也同样托付
给了一个或多个天使，他们的工作是协助你。你知道你从来不孤独。就算最简单的工作也有至
少一个天使帮助你。你的守护天使无时无刻不在你左右，所以如果你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无所适
从，你就错了，因为你只担负着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当你感到任务非常沉重，你就要问问自己
主耶稣需要你这一刻做些什么。然后你要向天使祈祷，请他们来帮助你；还有众圣人，你也要
让他们为你转求。除此之外，你要记住，你天国的母亲玛丽亚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她从不忘记
为你转求。她对你的困难了如指掌，她也清楚地洞察着你的每次努力。你还要记住，我，耶稣
基督，万物的天主，也与你同在。然后，你再问问自己是否还是力不从心。当你对未来充满忧
虑，你就可能充满恐惧，因为你收到的恩宠只对现在有效。我给你的恩宠只能在此刻帮助你。
请你与我、与你的母亲玛丽亚、天使以及众圣人团结在一起。我们并不是活在未来。我们也不
是活在过去。我们活在这一刻，而你是我们这个强有力的队伍的一员。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你们必须用信仰的眼睛寻找我的天使。亲爱的正苦苦挣扎着的灵魂们，我的天使与你们同在。
你们必须相信你们不是孤立的；这样你们就会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当一个灵魂坚信自己是天
国队伍中的一员，她就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灵魂理解我对整个宇宙的权威与统治。她
也接受自己的所有苦难，并把它们奉献给我，如同奉献她的整个生命。没有什么事可以使她不



安，因为她明白世间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的确，只要她追寻我的旨意，她就会得到平安。我
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你们必须毕生努力追求与我圣意的合一。只有这种合一可以使你平安
的走过一个喧嚣的世界。而我对你的期望就是：你那小小的灵魂以及你周围所有的人得到平
安。你必须让你的灵魂接受我的平安，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平安才会传播。你对别人作出的榜
样是我的计划的重要部分。所以当我要求你保持平安，我其实是在恳求你这样做。在我的平安
中生活是我对你要求的一部分。当你为周围的事物感到恼怒和心烦，请一定抗拒这些诱惑并坚
持你的圣洁，记住我是你的天主。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当我在世上生活时，我总不忘提醒自己天堂的存在。我知道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天使们总是乐
于安慰并帮助我们。这种警醒并不是来自于我肉身的感觉---我看到了什么或听到了什么，而是
来自我的灵魂---爱与被爱。你必须开始学着用灵魂去感觉。这些感觉---你可以认为是圣神的踪
迹---将会指引你。我在一切事情上都追寻与我创造者的结合。我的天主从没有让我失望过。因
为我不断追求这种结合，所以我越来越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世界与天堂，从空间上来讲，并不
是分开的。天堂在世间以圣神、以那些先于我们而去世的灵魂、当然还有那些美丽的天使的形
式存在。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光明的使者！他们只追求天主的旨意和一切的真善美。的确，他们
就是黑暗与灵魂救赎的区别。他们与我同在，也与你们同在。我无玷圣心中的小小的孩子们，
我们要为天主的天使而感谢他。感谢天主通过天使赐予我们美丽的灵感。你有没有被陌生人帮
助过的经历呢？你必须感谢你的守护天使，因为是他为你提供了这些帮助。当你带着信仰看看
你的世界，你就会看到天使无处不在。在这个伟大的转折的时刻，天使们将活跃在那些慷慨协
助天堂的、忠诚的灵魂们的生活中。小小的灵魂们，我与你们同在。永远同在。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年年年年 7777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我非常高兴与我的孩子们讲讲有关天使的事，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会令你们很愉快。我们经常
谈及生活中的困难和艰辛，所以现在能跟你谈谈这些轻松的话题，我感到很高兴。孩子们，你
们的耶稣经常要你们在平安中生活。他需要你这样做，因为他的计划只有在你的平安中才能得
以认识和实现。平安要靠你们每个人传播到你们喧嚣的世界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要
给你一个建议。当某件事让你心烦意乱，而且你感到平安正在流逝，请你马上告诉你的守护天
使。你要让那个小小的天堂勇士赶来帮助你，并为你求得恢复你的平安所需的一切恩宠。这对
你是一个完美的要求，因为没有任何事比让一个世间的灵魂获得平安更令天堂喜悦了。你看，
我们知道你拥有平安是多么重要，你可能也会说当你亲自要求这些恩宠时，你会更容易得到它
们。所以，当你的灵魂失去平衡与平安，请你这样祈祷：“最最亲爱的守护天使，我渴望在平



安中为耶稣服务。请你为我祈求获得耶稣神圣平安所需要的恩宠。”孩子们，你们不会失望。
你们一定能得到这些恩宠。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孩子们，我是那样专心的守望着你，那个被天使围绕但还是倍感孤独的你。这些天使们的心柔
柔的；当你悲伤时，他们跟你一起悲伤。他们渴望用天堂的温柔来安慰你，而你却从不接受他
们。请你们在心中接受天堂的温柔吧；这样你就会得到天使们一直努力为你祈求的安慰。我现
在再说一次----我知道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你们必须让自己保持平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天国的安慰投入你们心中。你要明白，与天堂对话和与世界对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通常不会
大声叫喊，所以你必须用灵魂仔细倾听我们。世界在过去并不像现在这样喧嚣。孩子们，请你
们想一想，为什么敌人从不给你们平安。这就像一个孩子为了避免某个人听到关于自己的坏消
息，会努力转移这个人的注意力。当你心烦意乱，感到平安正从你身边溜走，你要问问自己今
天用了多少时间默想天主的圣言。我保证这些时间是不够的。所以你要静默。你要抽出时间保
持静默。你也要珍惜这些静默的时光。你要知道这些时间并没有浪费；相反地，这正是你一天
中最重要的时光。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天国的孩子们，你们必须常保喜乐。你们要记住，你们属于上主的大家庭。这个事实永远不
变。天主永远不会抛弃你。你无需担心这一点。无论你犯下了何种错误、罪过，或是造成了何
种失误，你都不会失去天主内的永生，只要你悔改并跟随耶稣。我无玷圣心内的孩子们，请你
们静静的默想天主的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强势的家庭---我们是最庞大与强势的一个。你
的天父是全能的。他的天使拥有所有智慧。而你可以随时使用他们的智慧。如果你明白服务天
主所需的种种智慧并不是由你而来，你就会感到轻松许多。请你们满怀喜乐吧！你一定会得到
永生，所以你不必担心。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会自由的、轻松的为上主服务。我，圣母玛丽
亚，希望你能这样做。你的服务不必是痛苦的，当然你可能需要有所牺牲。但请记住，你作出
的每一个值得的牺牲其实都奉献给了上主。你不能对那些不能永恒的东西依依不舍。对这些东
西不可避免的眷恋是你痛苦的原因。请你让你的守护天使帮你处理这些事。天主已经赋予你的
天使这样的使命，所以他们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请你经常这样默想：你永恒的伙伴知道天
主对你有什么样的旨意。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天国有很多种天使；每种天使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在世上工作的天使们是特殊的一群，他们
对人类有最深刻的爱。孩子们，在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们感受不到天国对你们最纯洁的
爱。然而，你确实是被完美的爱着；你必须相信我们所说的。这种爱的一部分便是你的守护天
使对你的爱。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你，因为他们是从永生的角度了解你。在你被创造之
前，这个光明的使者就已经知道了你。这个天主的受造物充满了天主的爱，并把这份爱传了给
你。当我们谈起基督再次来临的开始，我们讲的是基督的爱在你们每个人之间的传播。天主的
爱由他的天使传播到你们的灵魂。如果你们欢迎这份爱，那它就会通过你们再传给其他灵魂。
这个过程多么美妙，又是多么令天主的家庭成员团结一致！当天主的家庭成员们相聚在一起，
爱的传播就会天衣无缝。我们只懂得爱和平安；而到那时，孩子们，你们就会真正理解我今天
一直试图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小小的孩子们，请你们常保平安。你的母亲与你们同在。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孩子们，我是多么爱你们！母亲的爱之所以最宽容、最善解人意，是因为母亲最了解她的孩
子。我就是这样一位母亲。我对你们每一位都了如指掌，所以我理解你们所有的困难与痛苦。
我们的天主以他的良善与仁慈，赐予了我最大的荣幸。我有完全的判断力指导天使怎样在世上
帮助你们。我，与天堂中所有的灵魂一样，只在上主的圣意中行走，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
歧。你们必须让我帮助你们，我也就会派遣天使去帮助你们以及你们周围的人。当我注视你
时，我的圣心有时会很痛，因为你感到孤独。当你到天堂来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你其实没
有一刻是孤独的。你不会被孤立。请你想想耶稣，想想他对你的爱。他会抛弃你么？当然不
会。耶稣能看到你的痛苦，并派遣他的天使以及世上的灵魂来帮助你。有时你没有准备好，所
以你并不接受天主给你的帮助。耶稣理解你并耐心的观望着，等待着下一个机会---也许下次你
会对他敞开心扉。我们珍爱着你，所以你要喜乐。你的母亲爱你，并永远不会抛弃你。我每天
都要想想你今天需要为天国做那些工作，然后我会派遣合适的天使帮助你。任何事都不能靠运
气，尤其是做天国的工作。天主家庭里小小的孩子们，请你们驱走你们的恐惧。你们没有理由
害怕任何事。我们不会忘记对你们做出的承诺。你可以依靠这些来自天国的承诺；你可以依靠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