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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晚，神韵交响乐团
在波士顿交响乐厅的演出让波士
顿观众陶醉不已，也为 2019 年度
北美巡演拉下帷幕。在近两个小
时的演出中，神奇美妙的音乐引
领满场观众体验了心灵深处的平
和、善良与仁爱，及中华五千年文
明之辉煌。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每一首乐曲之后，都有观众高呼

“Bravo ！”。随着《康熙大帝》一
曲震撼结束，全体观众起立鼓掌，
掌声雷鸣，经久不息，直到两位指
挥家又分别献上一首安可曲，观众
仍意犹未尽。此时此景重复着神韵
交响乐团在其它 4 个巡演城市多伦
多、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纽约市
的盛况。

自 2017 年开始，神韵推出了
描述中国一代帝王系列的原创曲
目，《大汗》、《贞观之治》，气势
恢宏，震撼人心。今年的《康熙大
帝》更让喜爱音乐的人士喜出望
外。乐章一开始，紫禁城——这座
清王朝的壮丽宫殿，打开了它的大
门。雄伟的队伍延伸至宫内的大
殿，新皇上朝。随后，乐章中出现
湍急的鼓点、飞快的弦乐……喇叭
的声音犹如一声号令，康熙来到他
的帝国边境。奔腾的节奏伴随着
他，从南方的丛林到北方的旷野，
开创和平盛世。最后，音乐回到了
帝国辉煌的都城。结尾乐章，人们
赞颂康熙的文治武功……

观众对神韵音乐极尽赞美之
词，“让我短暂地超越了尘世喧
嚣。”“我从每个节目中都受到启
迪。这是一次与神同在的完整而深
刻的体验，（让人感受到）宇宙中
神的能量。”“令人充满希望”、“让
人生圆满了”。

银行高级顾问 ： 
好像跟神同在

纽约曼哈顿大通银行高级顾问
Michael Caspare 先生描述了自己在
卡内基音乐厅聆听神韵音乐的感受
时说 ：“这就像打坐——放松、平
静。（平常）生活、工作压力都很
大，这让我回到禅的状态，回到轻
松状态，就像是打坐。”

他表示，这场音乐会给他带来
了精神上的启迪。他说 ：“我还会
回来看的。这是改变命运的演出，
就好像跟神同在，听神在讲话，这
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表达方式，真
是很好。”

著名诗人 ：天籁之音
旅居美国的大陆著名诗人黄

翔先生盛赞神韵交响乐是“天籁之
音”。他说，“（这音乐）无法不让
你闭上眼睛细细聆听……”

他表示，聆听神韵交响乐，
“有某种东西即将来临的一种感
觉。难以言述，因为这是一种真实
的声音，生命的节奏。”

他说，那声音穿越时空，“从
几千年精神文明的深层辐射出来的
什么，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不
清楚，人类的感官也有局限。”

“两个指挥很不错。还有音乐
的表达，起伏跌宕的感觉，是很真
实的、本真的东西，不像那种人文
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

（这是）很天然的。”
他还说，他发现东方的文明、

智慧的精华和史前大智慧，遥遥领
先于当今的智慧。

“天人合一、符合自然的感
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黄翔觉
得从这场音乐会就得到这种感觉，

“听到的是极境。”

市府艺术总监 ： 
神韵音乐穿透灵魂

“这是我的第一次，但肯定不
会是我的最后一次，这些音乐家太
了不起了！

加拿大安省宾顿市府执行艺
术总监、同时也是宾顿市 Rose 
Theatre 的执行艺术总监的史蒂芬 •
希珀（Steven Schipper）先生赞叹。

他表示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音乐的人，这个乐团在艺术上一丝
不苟，很美——很美丽的音乐艺
术。”“他们的音乐表现力太强了，
其精神内涵穿透了我的心灵。我想
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感受，被这美妙
的音乐充实了心灵。”

他说，这些作曲家很优秀，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卓越的艺术造
诣，感受到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
的时刻，很幸运自己能在这里。”

神韵艺术致力于呈现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他感受到了。他说 ：

“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庆祝中国
五千年的历史。音乐令人回味无
穷，正如我所说过的，精神内涵丰
富。观众可以感受到这些历史，通
过优秀的指挥家和杰出的作曲家，
神韵交响乐团好像当着观众的面在
即时创作音乐。”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凡的、
才华横溢的、精湛的音乐演出。音
乐家们技艺细腻，值得任何人花时
间来看。”他说，他强烈推荐神韵交
响乐团给任何热爱音乐的人，“确保
在你一生中能看到这美妙的交响乐
团演出。一旦你看到她，你会再回
来看的，坐在我旁边的人说是第 5
次来看了。我不觉得惊讶，只要我
还活着，我也会经常回来看。”

设计师 ： 
内涵深如大海美好

设计师兼媒体制作人波兹克
（Alexander Bozic）先生和妻子卡
罗琳女士聆赏了神韵交响乐团在多
伦多罗伊 ‧ 汤姆森音乐厅（Roy 
Thomson Hall）的演出后感动不已。

波兹克感慨 ：“这真是一个不
同凡响的体验，我感到很荣幸，能
看到如此优雅和美好的交响乐演
奏，真是一个巨大的荣耀。演奏中
充满了爱，非常感人。”

当被问及如何听到“爱”的感
觉时，波兹克说 ：“我想这是乐曲
谱写之优美，以及弦乐将其演奏得
淋漓尽致所共同达到的吧！我们感
受到他们（神韵乐曲）与新派乐曲

以及由老作曲家们谱写的经典乐曲
之间的区别。她（神韵）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极有深度和让人感动的
表演，非常让人喜爱。她的内涵深
如大海美好，能够将谱曲、演奏及
所有优秀的艺术家融合在一起。”他
说 ：“今天能来到这里，成为其中
的一员，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们
建议所有的朋友都来欣赏。”

波兹克的太太卡罗琳说 ：“神
韵音乐带给我们震动的感觉。这触
及到我们细胞的层次，因为这是你
心脏跳动的振动，以及流经你的身
体的血液的那种震撼。所以当听到
这音乐时你能与之相连，然后你也
能与音乐厅里所有的能量相连接。”

“我们都很喜欢古典音乐，我
尤其喜欢弦乐团，因为它让人愉
悦。这音乐会的指挥们都非常棒。”
她说，“他们 ( 神韵音乐家 ) 演奏得
非常美妙，让人非常陶醉其中！”

对这场中西结合的音乐会，卡
罗琳说 ：“这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因为当你听到古典乐器的演奏时，
你同时听到了中国的乐曲演奏，这
就像被加入了一些让人兴奋的元
素、一些惊喜，真的很愉悦。”

卡罗琳说 ：“中国乐器的演奏
让人心起涟漪，就像其它乐器在演
奏的时候，小仙女歌唱一样。我听
到了快乐，神韵今天真的给我带来
了很多快乐。”

波兹克和卡罗琳都表示 ：“听完
了神韵交响乐的演奏，让我们不得
不期待能回来看神韵的舞蹈演出。”

“那将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体
验。”波兹克说。

心理医生 ：灵魂之旅
心理医师 Stephen Nicholas 先生

和女友 Brittany Pham 女士欣赏神韵
交响乐团在芝加哥的演出后，尤其
赞美神韵音乐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 Nicholas
表示，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是
让他很感兴趣的一种文化体验，从
专业角度而言，将东西方乐器相结
合的演奏也十分美妙。

5 岁就开始学乐器、曾在匹兹
堡交响乐团演奏巴松管的 Pham 则
表示，“小提琴独奏家杰出不凡，
看得出音乐家了解东方音乐的细腻
精妙，并能够将东方音乐与西方乐
器的乐音相交融，创造出如此独具
韵味的音乐，真是独一无二。”

Pham 特别欣赏神韵音乐的表
现力，“无论观众是否事先读过节目
单，你在聆听每首乐曲时，都能清
楚地了解到乐曲背后的故事，聆听
音乐的过程中，你的脑海中就会浮
现出舞蹈演员的舞姿，例如将士在
战场上冲杀的情景，或宫廷中人们
劳动的情景，那种情景历历在目。”

Nicholas 则表示，神韵传统的
音乐曲调带给人心灵震撼，“与我
们这一代人经常听的音乐大不相
同，非常振奋人心，交响乐有一种
特别之处，特别是神韵交响乐，她
让你能够体会到自己灵魂的驿动，
仿佛带我们去了古老的战场，或去

了更神圣的地方，她太美好了，聆
听她是一种灵魂之旅。”

律所老板 ： 
神韵音乐是对文明的描述

法律资讯事务所 Active Justice
业 主 Joseph Kanoni 先 生 和 朋 友
Arlene Penlington 共同观赏了神韵
交响乐团在多伦多的演出。Kanoni
盛赞神韵交响乐，“演出出神入
化，将你带入另一个文明的美好旅
行。”“非常陶醉、非常美好 .”他强
调，古典音乐是普世的艺术，是对
古老灵魂的唤醒。

他表示，每首乐曲都有不同的
内涵，因为是对世界的表达，对宇
宙的表达……这就是创造力和艺术
的美。

Penlington 女 士 是 木 偶 剧 演
员，她说 ：“我非常喜爱乐团的演
奏。演出在我脑海中产生的影像惊
人的美妙。我喜爱这中结合传统和
普世（价值）的融合。”

她说，她知道一些乐曲来自
神韵舞蹈的配曲，“舞蹈来自大自
然，因为我们都是其中一员。对我
来说，这就是迷人的全球能源，让
我们走到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这个
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说整场演出讲
述的是真相和灵魂。”

Kanoni 也认同地说：“跳舞是一
种表达方式、精神的表达，但是是
肢体语言。我们可以讲故事，音乐
也是精神层面的，但音乐更深刻，
因为它用不同的语言，将你带到相
同的背景，这是两者相同的目标。
没有音乐，我们怎么能跳舞呢？”

从未去过中国的 Penglington
说，神韵音乐是普世的，让她仿佛
身临其境的看到中国。“神韵音乐
仿佛在向我们所有人讲述。”

Kanoni 进一步解释说 ：“神韵
音乐是对文明的描述。如果是一个
关于中华文明的故事，我并不关心
是何种音乐体系，这不是重点，神
韵音乐传达的内涵更为深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去过中国
的 Kanoni 说，聆听神韵音乐，“你
感觉流连在古老的中国，……你去
了许多世纪之前的中国，这就是神
韵音乐带给你的。”

麦迪逊广场花园技术总监：
神韵音乐令人充满希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音乐
会，永远记得聆听时的感受，我真
的不希望这音乐停下来。”纽约市著
名体育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技
术总监Yvonne Fernandez女士感叹。

她描述了神韵交响乐给自己带
来的特殊感受。她说，“（音乐）将
我带到一种境界，是一种无比美好
的感受，仿佛一切皆有可能，从中
我感觉充满了希望，想起自己的愿
望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次我
赞叹这音乐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
听神韵交响乐，明年我一定还会 
再来。”◎

与神同在 聆听五千年文明之音
2019 神韵交响乐团北美巡回

2019 年 10 月 12 日，享誉全球的神韵交响乐团连续第八年莅临纽约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为观众带来两场东西方音乐合璧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