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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会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2. 您是如何找到12位长者的？ 
3. 为什么唯独是这些长者？为什么是这些传统？
4. 为什么选在纽约以及为什么在联合国？
5. 与联合国的合作性质是什么？
6. 仪式持续了多长时间？它涉及到哪些内容？ 
7. 那两天发生了什么事？
8. 虽然您说长者们不信教，但是影片中有时也会用到“上帝”一词。这 
 是为什么呢？
9. 长者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10. 长者们在纽约有什么经历以及仪式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11. 您现在还和长者们联系吗？
12. 能否详细说一下，您如何在Le Ciel基金会中进行团队管理运作？
13. 联合创始人是怎么认识的？
14. 您想通过“十二长者”来实现什么？
15. 《十二长者》能激励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6. 拍摄《十二长者》时遇到了哪些具体挑战？
17. Le Ciel基金会如何筹措资金？
18. 我们如何帮助Le Ciel基金会并助力其实现目标?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watch-the-tw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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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集12位长者组建理事会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Le Ciel基金会于2016年由9位创始人共同创立，他们都行走在一条精神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在各
自的旅程中，通过个人愿景或他人言教找到了人生使命。这些使命大多过于艰巨，我们无法独自完
成，, 所以我们决定团结起来，积极合作，在有生之年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使命。

成立“十二人及以上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welve and Above）是其中的一项任务，是我们的
一位创始人在获得一系列非常清晰的愿景后提出的：从世界各地找到12位长者，6男6女，然后把他
们带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执行一项特定的任务，尽管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任务。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这一愿景并非只传达给了我们当中一人；其他许多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息。实
际上，在我们寻找长者的过程中，甚至是在理事会成立之后，我们也遇到了其他一些人，他们收到
了完全相同的信息，然而他们要么没有采取行动，要么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方法。
甚至在我们当中其中一个人收到信息之前，我们就已经听说过这个任务。 

2. 您是如何找到12位长者的？ 

我们觉得，不是我们找到了这些长者，而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他们身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
尽各种办法才联系上他们。

• 直觉、梦想、阅读和 引导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找到下一个完美的步骤；正确完整的步骤
让我们走上成功之路。  
• 我们收到了一份12个国家的名单，上面标注着我们访问这些国家的顺序，.以及每个国家的长

者是男是女。 
• 我们根据指导找到正确的联络人，接着由他们带领我们踏上寻找长者们的道路。我们的联络

人不一定认识这些老人，他们很惊讶，觉得自己可能帮不上什么忙。然而就在我们在投入大量精
力之后，突然有联络人告诉我们，他们在路上奇迹般地遇到一个人，这人刚好认识一位符合我们
描述的长者。于是我们就会记下长者的名字，并核实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确认名字正确之后，我们就订票前往，去拜访这位长者。 
• 我们与长者见面的过程完全基于心中的意念, 卸下心防 充分信任。无论是作为团体还是个

人，我们对这些意念都经过了系统的测试，有时甚至都没有需要去拜访某位长者，我们就拿上机
票就前往某个国家，仅仅是因为在特定时日我们需要出行。我们需要进入完全的意念状态，只有
成功完成诸如谦卑、信仰、精度、信任和快乐这些主题的测试之后，我们才能最终见到他们。

 
最后，当我们见到她或他并解释拜访的原因时, ，他们通常会告诉我们说，他们早就（甚至在我们
开始寻找之前就已经）料到我们会来。他们知道有人会为此而来，但不一定会是我们！

3. 为什么唯独是这些长者？为什么是这些传统？

他们在联合国参加了这个非常特殊的仪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充分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精神，并在
电影中以他们名字突显出来。 
他们来理事会不是为了代表某种宗教，也不是为了展示他们的传统或文化。他们大多数人均是寂寂
无名；他们也并非大师。
但当他们集合在一起，12种精神就糅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块完整的拼图，使得仪式变得更加强大，
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此外，如果人类将这12种精神结合起来，这将为和谐世界和可持续再生生命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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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选在纽约以及为什么是在联合国？  

纽约和联合国是传达给我们的一系列愿景中的“一揽子计划”。这个地点不是我们选的；它一直
是计划的一部分。

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联合国和整个曼哈顿都坐落在一个能量焦点上，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任
何在这里举行的仪式都会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早在联合国建立之前，这个地区就是美国原住民的圣
地。这个能量焦点一直在那里，众多智慧传统都见证着它的存在。

5. 与联合国的合作性质是什么？

我们没有与联合国开展合作；联合国当局不知道我们要来。一年多来，许多不同的人向我们保证
可以让我们进入联合国，但这些保证后续就没有了下文。在理事会召开的前几天，我们被引荐给赤
道倡议组织（Equator Initiative），这是一个总部设在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它为我们争取到了
一个房间。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如前所述，我们关注的不是联合国本身，而是能量焦点，但是我们强烈希望这部电影能在联合国大
会上放映。如有人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胜感激。 

6. 仪式持续了多长时间？它涉及到哪些内容？

理事会召开了两天但仪式本身只有七分钟。 
当我们到达纽约时，我们不知道联合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理事会召开的前两晚，加蓬代表团找到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全部仪式，并将其传递给
我们。他们说，最后的冥想不能超过七分钟，因为长者们需要集中全力来完成这一创造仪式，整个
过程会是非常令人疲惫的。

7. 那两天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天是集会的开幕日。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莫霍克族代表团正式欢迎理事会来到印第安人领地。
依照易洛魁族的传统，他们将理事会‘召集’到一起(团结起一群人，明确具体的任务使任务圆满完
成）并提供指导，以便该小组能够在精神指导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友好工作。然后，在接下来的一
天里，长者们相互介绍自己。 

第一天晚上，要求长者们谈谈参加这个仪式的初衷；以及说说他们所期盼的愿景。然后，我们对他
们的初衷进行了汇总，最后发现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和平与和谐

在联合国的第二天早上，每位长者都有时间做他/她自己的祷告，而不需要为其他人翻译，以便让他
们真正连接到精神层面。点燃蜡烛祈祷开始，渐渐地，圣光之环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介绍每位长者的愿景和初衷，然后分享他们如何与“和平与和谐”的主题产生共鸣，“和平与
和谐”将是在仪式期间制定蓝图的主要核心。 

此时，仪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得不停止拍摄，以便所有在场的人都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仪式
上。

仪式是一个持续七分钟的引导式冥想，长者们在此冥想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意图：创造一个基于和平
与和谐的全新的现实世界。七分钟后，他们的意图被传达给了永恒/宇宙/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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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能量是如此的强大，意图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房间里的许多人在脑海中看到了同样的
景象：一束充满能量的光芒，直冲云霄。

意图成功传达之后，就播放异常响亮的音乐来分散注意力，目的是让思想和心灵集中在不同的事物
上，所传达的意图和祈祷留给永恒/宇宙/造物主去处理。想象一下，就像你在餐馆点餐一样，如果
你选择一道菜但却一直盯着菜单，这样服务员永远都不会为你下单。 

来自加蓬的阿托姆大师作了闭幕发言，他提到，此次理事会的召开使他三年前的清晰愿景得以实
现；之后圣光之环关闭，标志着“十二人及以上理事会”会议结束。

8. 虽然您说长者们不信教，但是影片中有时也会用到“上帝”一词。这是为什么呢？

“上帝”这个词主要是由加蓬长者阿托姆大师使用的。他所说的上帝是来自原始传统的创造者、
永恒、宇宙或造物主，而不是我们在宗教中听到的上帝。您可以在他们的神殿前看到十字架；它们
是对水平性和垂直性精神原则的表达。 

9. 长者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正如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他们能够彼此感知、交流以及积极地进行沟通。 
他们都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助手来帮助他们(通常是一个精神导师)，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在精
力充沛的状态下进行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10. 长者们对纽约及对仪式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出过村子，所以，这次纽约探索之旅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喧嚣、忙碌、远
离自然以及无处不在的躁动让他们疲惫不堪。
只是过了一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非常想念家人、社区和大自然，渴望尽快回家。

但是他们非常乐观，且都有强烈的使命感，知道参与这个共同的仪式是他们人生目标的一部分。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私合作的好榜样，且都毫不犹豫地同意暂时撇开各自的传统，为地球上所
有生物的利益举行一个集体仪式。 

仪式结束后，他们对结果欣喜若狂，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次合作以及他们是否能每年都参与这个仪
式。

11. 您现在还和长者们联系吗？

是的，当然。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与长者联系。

首先，通过社区项目。在我们举办了“智慧与自然”的筹款展览和拍卖活动之后，每位长者均获得
10,000美元，用以在自己的社区中建立一个项目。
例如，来自博茨瓦纳的长者建立了丛林学校，他们通过传思舞蹈向年轻人传授有关丛林、狩猎、植
物、药物和康复的方法。该倡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口碑已传遍卡拉哈里沙漠，如今丛林居民要求
创办更多的学校。因此，今年我们将再次推进这一倡议。
其他长者也围绕语言、康复、文化、保护、音乐等方面设置了社区项目。



LeCiel Foundation

其次，通过全景研讨会“十二人及以上理事会”是一个能够激发未来变革潜力的行动方案。研讨会
既能做到注重细节又做到务实连贯，例如，如何在长者的精神支持和教导下做出改变。来自逾37个
国家的144位创新者、有影响力的人和投资者围绕12个主题进行研究，这些主题涵盖了我们现代社
会的主要问题，并且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完全相互关联的，此外他们还认为，只有统筹兼顾，才能解
决所有问题。每个主题都是全球性答案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主题可以单独带来改变。长者们将“现
实中的神圣”视为这12个主题的核心，并且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诚信、责任、团结、互
联、发展），没有与自然、宇宙、芸芸众生以及人类本真本性建立正确的联系，就不会有可持续和
可信赖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做，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整个计划，树立完美典范，展示智慧传统如何
在当今时代为所有人提供帮助。

12. 能否详细说一下，您如何在Le Ciel基金会中进行团队管理运作？

Le Ciel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成为现代文化和智慧传统的桥梁。我们真诚地认为，世界各地的智慧
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东西，有些是精神上的，有些则非常实用，可将自然和我们作为人
类的本性重新联系起来，从而不仅为我们的孩子，而且为一切众生谋得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
来。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的目标是率先垂范，将这些知识整合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并证明它在多个
层面上都是可行的。我们正竭尽所能履行诺言，努力做到言行如一。

Le Ciel基金会采用一种完全扁平化的分层管理模式。社区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如前所述，我
们试图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决策是在指导中做出的，同时在指导过程中，我
们探寻开展下一步工作的正确方法。我们走在灵魂使命的道路上，目标指引我们前行。每一天都是
一个为自己做出改变，去学习和去成长的机会。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要坦诚相待互助友爱，解
决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承认每一种情况，无论好坏，都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必经的一课。我们
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特质，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往往都是我们内心的映射。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必须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运作，保持充足的团队能量和足够高的动力，充分发挥
作用，努力取得成功。当我们感到进退两难之时，或当外部因素似乎也压向我们或令我们举步维艰
之际，我们会停下脚步，努力找出给群体动力造成困难的原因。我们秉持充分的信任和信心去做这
件事，因为直接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信，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坎坷，这都是我们成长所
必需的，那么，这个卸下心防并遵从宇宙法则的过程总是会产生最大的效果。

让我们举个例子吧。理事会召开的五天前（大多数成员将在两天后抵达），我们还没能找到可供莫
霍克族代表团主持开幕式的场地，也没能在联合国找到一个房间。 

我们从数十亿人口中找到了12位长者，未曾想到，竟被看似轻而易举的任务给难住了，尽管我们坚
信理事会将如期召开。我们也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被困住了，那是因为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没能充
分发挥作用，而且这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改变来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形势。从过去的精神工作中我们了解，理事会的主题是团结。我们认为
作为一个团队，在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挑战之后，已经达到了团结的状态。秉持诚实和谦逊的态
度，通过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尚未达到目标。我们之间仍旧存在着误解、压抑
情绪以及需要澄清的事情。
过去的一周纽约都是阳光明媚的，但是那天，太阳却被乌云遮住了。我们秉持诚实和爱心一起努
力，以期达到真正的团结。
这期间有过愤怒、眼泪、笑声、长时间的沉默、忏悔和激烈的讨论。但大约6个小时后，天空放晴
了，我们在内心深处觉得我们已经做到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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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打开电脑，没过几分钟，就收到了来自赤道倡议组织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该组织是联合
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中的一位成员在最后万不得已时联系了他们。他们发邮件是告诉我们，
他们可以在联合国为我们安排一个房间，并为每个人办理安全通行证。
第二天早上，大会联系并告知我们，他们已经考虑了我们几天前发出的请求，并很高兴作为理事会
开幕日的东道主。
卸下压在身上的重负，我们再次整装待发，准备好接受下一步的引导，并跟随它们指引的方向。

13. Le Ciel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各自的精神之路指引我们走到一起。我们有些人是在12年前的2007年认识的，有些人是在五
六年前认识的，剩下的其他人则是在2016年基金会成立前几个月认识的。一些人已经合作并组织了
几年的转型研讨会，而另一些人经人介绍参加其中一个研讨会，随后就加入了该小组。我们因为共
同的价值观、宗旨和目标以及共同的精神传承走到了一起。

14. 您想通过“十二长者”来实现什么？

我们特地传达一些在与长者和智慧传统相处时所体验到的非常深刻的东西：他们传达的理念存在
共性。这些长者来自世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接触其他
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尽管如此，他们却表达出相同的理念。 

我们希望长者的理念能广为传播，观众能与长者产生深刻的共鸣，影片能够直抵他们内心。

该影片讲述的是要记住生而为人的意义何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我们都具有相同的神圣本质，如果我们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真实本性相连，我们就能体验到自己的
神圣维度。体验这种重新连接需要的是直接体验，而不是坚持信仰、思想和教条的结果。 

我们所有人都与造物主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要以谦卑和正直的态度与大自然建立联系。从它那
里，人们可以获得关于生活、目的、意义、结果和行为的多样而广泛的观点。培养这种联系是人类
进化之路的前进方向。

电影正式上映后，可供大家下载，它还带有一段电影录音问答，所以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分享这部电
影，并自己组织观影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分享经验，增进彼此的联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采
取行动。 
我们希望以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为基础来创建社区，充分认识到土著智慧在创造更光明的未来方面的
价值，并与他们坦诚合作，共同推进积极的变革。

15. 《十二长者》能激励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认为有多种采取行动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正因为断绝了与自身、
与其他生物、与大自然的联系，我们才逐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由我们的思想和
行为决定的，， 是我们以分离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态度来看待世界的直接结果。无论是个人层面
还是集体层面，我们都是那个应该负起责任的人。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直接为现行思想体系的建
立贡献力量，但我们通过将其作为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在无形中加强它的存在。

其次，我们需要重新与我们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与芸芸众生建立联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个人
和社区开始频繁与大自然接触，他们将重新找到自我，为自己创造一个意识觉醒和精神提升的空
间，这样的话，现在看来不可企及的事，将逐渐变成习惯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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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楚一点，那就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石器时代，相反的，要过上更好的现代生活，
就要完全遵从自然和宇宙的运行规律，将两种生活方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第三，我们需要退后一步，倾听长者们的心声，虚心向他们学习，坦诚恭敬地与他们合作。从他们
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理解神圣的重要性，我们这里所指的是真正的正念源于直接的经验与授权，它
可以帮助我们成功构建和谐的社会模式与生活方式。

土著文化给了人类一个5到6年的时限，来摆脱我们的破坏性行为模式，改善我们与自己、与众生及
地球的关系，与世间万物重新建立联系，并找回我们在宇宙中的正确位置，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以
谦卑和感激之心面对生活。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我们将陷入一个循环，这意味
着人类将绕一大圈然后又返回到原点。通过拥抱人类古老的智慧，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以及我们作
为人类在其中的真正作用，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人类才能走上螺旋式上升的进化之
路。
很多人觉得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世界各地出现许多令人惊叹的倡议和运动，这正彰显了变革的潜
力。一旦有足够多的人感觉到这一点，并相信有人正在付诸行动，我们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届时真
正的变革潜力将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此时，每一个行动、每一条信息、每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计划都至关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合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审视自己的内心，看看个人能采取什么行动，然后
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16. 拍摄《十二长者》时遇到了哪些具体挑战？

拍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制定计划并预先做好准备工作。这部电影的拍摄条件正好相反，完全不可
能计划任何事情，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Lucy是我们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也是电影制片人兼联合导演，她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断接
受挑战，永远不知道我们要去见谁，不可能做任何调查，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这部电影
的制作是一个真实的过程。Lucy本人在电影开拍时并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灵性，她只想拍一部关于
自然的电影。但是，与长者们见面越多，她就越意识到他们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是真实存在的。为了
能够领悟这部电影的主题精髓，她不得不停下来，开始学着放手，不断审视自己，把越来越多的信
任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于是，整个电影制作的过程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变成一个不断了解自我
的过程，也给她提供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17. Le Ciel基金会如何筹措资金？

Le Ciel基金会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机构。我们的慈善基金来自私人捐赠。我们最初的4个项
目和长者社区项目的基金，一部分来自我们的个人储蓄，一部分来自个人赞助者的慷慨捐赠，这些
赞助者完全认同Le Ciel的使命。“智慧与自然（Wisdom and Nature）”展览在纽约的最终拍卖会
也为我们筹到了30万美元。

今天，随着我们开展的项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更多地依靠公众的捐助，同时也希望认
同我们的工作和理念的公司、企业、基金会和组织为我们提供捐助。资金对于我们完成使命和开展
项目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持，对任何想要支持我们的人表示欢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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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如何帮助Le Ciel基金会并助力其实现目标?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我们完成使命。

• 进行电影宣传，在您的社区内组织观影活动，鼓励其他人组织自己的观影活动，讨论电影所表 
达的信息，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智慧传统及其知识。进行捐赠，哪怕是一小笔捐款也行，这样我们
才能把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watch-the-twelve

• 通过这个链接，加入我们与CitizenOS合作开发的社区平台，并通过组织观影活动，鼓励社 区
参与，以实际行动实施变革。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the-twelve-community

• 如果您想帮助我们将这部电影翻译成您的母语，请发送邮件至hello@lecielfoundation.com

•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有关我们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our-projects-for-2019-2020/) 并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实现变革。

• 把我们推荐给任何可以与我们合作的公司、组织或基金会（通过邮箱
hello@lecielfoundation.com联系我们）

• 在Facebook（http://facebook.com/lecielfoundation）和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ecielfoundation）上点赞并关注我们

• 在此处订阅我们的新闻通讯：https://lecielfoundation.com/subscribe-to-our-newsletter

谢谢！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watch-the-twelve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the-twelve-community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our-projects-for-2019-2020/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subscribe-to-our-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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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免费发行的，这样的话，长者们传达的信息就可以
被世界上最大的观众群体看到和听到。

在线播放和下载电影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您喜欢这部电影并与我们的使命
产生共鸣，请捐赠2英镑，来帮助我们补偿制作这部电影的数据中心所产生的碳足迹。

如果捐款更多，您将帮助我们把这部电影翻译成更多的语言，为我们今后的电影或不
同的举措提供支持。每一笔捐款都很重要，衷心感谢！

 2英镑——通过植树来补偿制作该电影的数据中心的碳排放 

 5英镑——补偿制作该电影的数据中心的碳排放，并资助我们将这部电影翻译成 
 更多的语言

 10英镑——补偿制作该电影的数据中心的碳排放，并资助我们将这部电影以及下 
 一部电影翻译成更多的语言

 50英镑——补偿制作该电影的数据中心的碳排放，并资助我们将这部电影与下一 
 部电影 以及 其他项目翻译成更多的语言

 选择您愿意为支撑Le Ciel基金会的当前项目及未来项目而捐助的金额

Contribute here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watch-the-twelve

https://lecielfoundation.com/watch-the-twel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