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11 年 8 月 第 72 期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精彩推荐

第二版

愿君听我言 
瘟疫面前有良方

第六版

从“劈山救母”看神传孝道

第五版

救人误考竟得福报

第三版

贫寒遇大道 百折志不移

第七版

浅解《红楼梦》之玄机

第八版

教堂总监 ：神韵艺术 
总监的创造力宏大惊人

第四版

天文新发现 ：半个世纪内
百颗恒星神秘消失

进入 2020 年，神韵七个艺术
团马不停蹄的在北美、欧洲、日本
巡回，各地演出一如既往，盛况空
前。在欧洲的意大利的 4 个城市
的 14 场演出一票难求，伦敦 11 场
演出，场场告罄 ；在美国达拉斯地
区的三个剧院就一共上演了 17 场
演出，包括最后一场加场演出，几
乎场场爆满 ；在日本东京的 7 场演
出，场场售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纷纷慕名而来，争睹神韵风采。

意大利六所舞蹈学校的艺术总
监 Sara Aniello 先生赞叹“中国古典
舞独一无二”“舞蹈来自艺术家的
精神灵魂，他们比世界上任何种族
都具有这种灵性。这就是为什么我
如此爱神韵。因为这不只是舞蹈，
更富有神性内涵。”

金融、证券结算系统的大型开
发公司株式会社 IWI 董事三木健一

（Miki Kenichi）表示，““能感受到
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能量，实在是
太棒了！”“我觉得能量的根源在
于中国数千年文化底蕴的内涵，通
过舞台传达给了观众。”

身为长老会牧师，同时还是一
位作家和诗人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名
誉教授 Gerald Middents 先生表示
他对第一个节目感到非常震撼，

“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界打
开了，大大地增强了我对创世主的
敬仰之情，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开阔胸襟的作用。”美国西南航空公
司财务总监 Mark Erickson 先生则
表示，“作为有着忠实信仰的人，
我认为创世主在眷顾着所有的人。
他（创世主）给整个世界带来了 
希望。”

艺术教授 ： 
每个人都在被唤醒

看完神韵在那不勒斯圣卡洛剧
院的演出，意大利艺术教授、服装
设计师兼艺术治疗师 Patrizia Mauro
女士感动万分，她不断双手合十的
表示，“这是一个让人返本归真的
邀请”，“看神韵是一种福分”，“每
个人都在被唤醒……”。

她眼含泪光的说着，“当神韵
把慈爱融入到艺术中来表达（内
涵），那是真正纯净的艺术，神韵
所做的，就是一个在全球疗愈人类

（疾病）的过程，太好了，感谢神
韵！”

“这场整个演出，蕴涵着一种
恩典世人的福泽，那是神之手在帮
助世人，因为每个人都在被唤醒
……”她表示，能制作出这么超凡
脱俗节目的神韵艺术总监拥有“伟
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神”，绝非
凡人。

意大利最高法院大法官 ：
神韵将人与神相连

1 月 12 日，意大利最高法院的
宪法法官、意大利前国务委员会主
席 Giancarlo Coraggio 先生在意大
利那不勒斯市圣卡洛剧院

观看神韵后表示，“我们对于
中华文化所知甚少，现在通过舞蹈
和这些艺术表现形式来欣赏其内
涵。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重
要的经历，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

他说，“毫无疑问，神韵演出
正在重新把人类与一个更高的思想
联系起来，我认为就是把人类跟神
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尽管每个人的
理解方式不同，但是所有人都能感
受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一定会

向人推荐神韵演出。

著名电台制作人 ： 
神韵是恩典 纯洁无瑕

英国一家大型广播电台的著名
音乐节目执行制作人 Pippa Taylor
女士观赏了神韵在伦敦的演出后，
赞叹 ：“演出是如此优雅，我们几
乎一直在鼓掌，我们很喜欢，演出
太棒了！”“他们（的舞姿）是如
此精巧，而且动作非常流畅，在舞
台上如行云流水一般，赏心悦目，
非常精彩！”

神韵将神传文化的精髓呈现出
来，她有很深的感受 ：“我认为她

（神韵）带来了一些领悟，关于光
明、恩典、优雅以及信仰，她所带
来的一切都纯净无瑕。我们忙于俗
世之中，神韵给每一个观众都带来
了一种恩典之情。所以我认为每个
人离开剧院时，都会感到被赋予了
力量和安宁。我真的很喜欢，这是
非常美妙的经历，我们都很喜欢。”

“我认为神韵真的是一场能量
强大、感人至深、色彩绚丽、壮丽
之至的演出，是你前所未见的演
出，不同凡响，所以我极力推荐 
神韵。”

伦敦大学牧师 ： 
神韵传递希望

“演出所传递的信息尤其令我
感到震撼，这个信息对于中国乃至
全世界来说，是希望！”伦敦大学
天主教牧师 Olivia Raw 女士在观看
神韵在伦敦的第 11 场演出后钦佩
地说。

她说 ：“我尤其喜欢男高音的
演唱，我认为歌词非常深奥，非常
感人，其中的神性内涵非常、非常
清晰，这给追求精神信仰自由的人
们，传递了真正的信号。”

她表示，自己跟着“孔子学院”
去过中国，现在她意识到这些人并
没有在传播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她说 ：“我对此感到真的懊悔。我
真实地感受到，只有通过（神韵
的）美，通过他们的信仰，才是真
正地传递着希望！”

“我认为神佛降临拯救人类的
那一幕，令人深受启悟。”她说，

“我看到了佛的形象，也看到了基
督的形象，我认为（神韵）通过
非常美的方式传递了信仰自由的
信息。看来不只是通过政治，也
可以通过艺术和美（来传递信仰 
自由）。”

公司 CEO ：神韵呈现古
老的智慧

 （Anthony Maddalena （左二））
英 国 职 业 培 训 公 司 CEO 

Anthony Maddalena 先生与家人一
起观赏了神韵在伦敦的演出后，
赞叹 ：“舞蹈优美而典雅，演出
艺术性极高，让人达到忘我的境
界。”“演出美不胜收，这就是保持
古老文化的特别方式。也是神韵正
在做的。”

身为剧作家的他感佩地说 ：

“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
化，非常现代，但是演出又呈现了
古老的智慧，那真是很耐人寻味。”

他表示 ：“从演出呈现的故事
中，我能看到当今问题百出的中国
会被那些古老的智慧所治愈，只要
人们去找回并尊崇古老传统的文
化，演出传递出的这个信息真的非
常强烈。那非常感人，因为那是非
常真实的信息。”

演出最后，当看到创世主在最
后危机关头重返人间，拯救善良
的民众，他表示非常感动。“我很
喜爱看到演出最后创世主的光芒万
丈。”他说 ：“他能量强大，（灾难
后）剩下的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
共同走过劫难，我真的喜爱这种呈
现方式。真是非常好，非常震撼和
感人肺腑。”

公司董事 ： 
我得到了强大的能量

“我感动无比。大幕一拉开的
那一瞬间，我激动的浑身如同触电
一样，真的是太壮观了！超出想像
力的令人震撼！舞台的天幕也是美
丽的令人惊叹。我非常感动。”1
月 11 日晚，美血 life 株式会社董
事荻原泰伸先生观看了神韵纽约艺
术团在东京文京市民音乐厅的演出
后，激动无比，“我得到了强大的
能量。”

“歌词发人深省，传达出了目
前被中共蒙蔽的许多人们必须关注
的信息，堂堂正正地表达（传统文
化）善恶是非的理念，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表达的十分明确，这太
需要勇气了。”

他说 ：“（法轮功）被迫害这
件事是我不知道的。一般说来（被
迫害）很令人消极痛心，而神韵用
舞台艺术的形式把其传递出来，我
感到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勇
气。就我个人而言，去年辞职，今
年开始从事新的工作。前途堪忧，
在这个新的起点的时刻，我遇到了
神韵这样的演出，这也给予了我巨
大的正能量。从这一点来说，我内
心也是充满了感激。”

他满怀期待地说 ：“我希望神
韵能弘扬光大。我希望在全球能持
续地做下去。明年新的节目出来我
一定会再来观看。”

公司股东 ：我将重返天堂
绿色能源公司 Exeger 股东、

工程师 Marcus Nyman 先生在瑞典
斯德哥尔摩观看神韵的第一个节目
展现创世主引领众神下世开创辉煌
文明时，他激动不已 ：演出“唤醒
了我生命深处的记忆”，“我也是
那众多生命中的一个，是其中的一
个，我悟到自己就是这样的生命，
我将再次回到天堂。”

他表示，“演出展现了许多智
慧，这些智慧基本上从地球上消
失，演出让我发现丰富的智慧蕴藏
在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化和生命
起源的知识中，正是这些深深吸引
我来这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学会认识自己，在生活中每一个智
慧和知识的宝藏中更好的了解自
己。”

他动容地说，“返回到真我，
是的，（神韵）演出告诉了我们”，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如何回归（ 
天国）。”

医生 ：来自天堂的演出

Stefan Blomberg 医生在观赏了
神韵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出后赞
道 ：“太不可思议了，令人着迷，
美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他惊叹于男子舞的技艺高超，
“当他们做翻腾动作的时候，他们
的爆发力太强大了。我以为这是西
方的体操或者武术呢，现在我知道
了这是中国的古典舞。”“看到他们
在准确的时间里竟能跳出那么高难
动作，简直不可思议。”

他赞叹，“演出的水平不能再
高了，这是一场至高无上的演出，
圣洁美好，是神圣的，真的是来自
天堂的演出，一定是什么人从天上
下来创作的这场演出。”

他表示，看神韵能“改变命
运”、“治愈身心”、“洗涤灵魂”；

“这个演出意味着‘希望’，她让我
的生命充满希望。”

词曲作家 ： 
神韵以乐舞疗愈世界

曾获葛莱美奖提名的词曲作家
Kris Miller 女士于 1 月 19 日下午
观赏了神韵在圣地亚哥的演出后表
示 ：“在这个星球上，有一群人在
毁坏一切，有另一群非常善良的人
起来抗拒，他们用音乐，用舞蹈，
用歌曲，来疗愈这个世界。”

她说，她非常喜欢演出的第一
个节目，“非常独特、原创，就如
同《圣经》说的。（创世主）在云端
出现。还有那些天使，那真的就是
我们啊。每个人都睡着了，我们就
是那些降落的天使啊。我们现在要
醒来了。所有善良的人都醒来了，
给地球带来和平。”

“（神韵）音乐将音乐的神性和
精神内涵展现出来，能看到音乐里
的舞动，简直是最好的享受，因为
这将心和灵魂连接起来，这是一个
非常美的展现。”

大陆艺术界人士 ： 
神韵会救度中国 14 亿人

“神韵非常经典，不落俗套，
令人升华，这种文化层次在国内真
的是享受不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
艺术界人士曾女士于 1 月 17 日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观赏神
韵后由衷地赞赏道。

她说 ：“我很自豪，我们中国
的民族文化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
可。同时，我很悲哀，中国老百姓
生活在（中共）这样一个残忍的统
治政权下。”

她说，演出中神佛降临的一幕
让她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就觉
得神在我心中，就有那种感觉，就
是神离我很近。总有那么一天，神
韵会救度我们中国十四亿人口，我
深信这一点。天亮的那一天，为期
不远，为期不远。”◎

创世主在慈悲召唤
2020神韵世界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