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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2021 年 8 月 6 至 8 日，神韵巡回艺术
团在犹他州盐湖城乔治 ‧ 多洛雷斯多尔
‧ 埃克尔斯剧院（George S. and Dolores 
Doré Eccles Theater）的四场演出，令观众
激动不已。演出结束时，观众全体起立，
用雷鸣般的掌声向神韵艺术家们致以最高
的敬意。一个小女孩激动地说 ：“我想冲到
大街上，告诉每一个人都要来看神韵。”

犹他州的众多名流精英也都慕名而
来。大学教授、企业老板、政府官员、律
师、医生、舞蹈家、歌唱家等各界精英，
他们异口同声地盛赞神韵是“不可或缺的
珍宝”；他们由衷地感激神韵启迪人们成为
更好的人，从神韵中学到了“慈悲、宽容
和忍让”；他们称颂神韵是“伟大的文化体
验”，感谢神韵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021 年 8 月 7 日晚，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和太太观赏了神韵后，被这场华
丽的盛宴深深吸引，他表示，“我经历了一
个美妙的体验。”

Paul 曾 在 里 根 总 统 的 白 宫 战 情 室
任职、曾任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他还
曾担任记者，采访过各国重要人物。他
还是位作家，著作包括《赤裸裸的社会 

主义者》等。
他表示，“我原来认为我了解中国文

化，看到神韵，我发现我原来并不真正了
解中国文化。”

他说，“看神韵，我学到了很多新东
西，知道了这世界上生活着很多好人，我
想进一步了解他们。我喜欢今晚的演出。
绝对令人震撼，令人感动。”

“今晚的许多东西都让我感动。那些了
不起的人需要帮助，我急切地想尽我一臂
之力。”

他说，“触动我的心的是，那些善良的
人想按照美好的原则过上美好生活，但是
黑暗势力企图摧毁光明。这好像是这个世
界的共同主题。生活可以是多么的美好，
而黑暗势力企图摧毁他，我们要站起来反
抗黑暗势力。”

“神韵的歌唱家很棒，我读着天幕上的
字幕，我想 ：歌词里的那些也是我所信奉
的，那些也是我极其珍视的。我非常喜爱
歌唱家分享的信息。很明显，在世界的另
一边，有我们的朋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
广博高深，我以前从没有象今晚这样对他
们肃然起敬。”

曾读过一些也研究过一点中国文化的
他表示，“我没有想到中国美丽的文化有那
么悠久的历史。我认为神韵完美地展现了
这个文化。看完神韵，我渴望更多地了解
中国文化。”

他说，他需要再来，再看一次神韵。
有些故事他想要研究一下。“我明白，那
些故事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取自古代传
说。我想回到历史中，学习这些文化。一
天中经历了 300 年，这个故事（《一日三百
年》）太有趣了！”

他表示，要告诉他的学生，看神韵可

以节省很多阅读的时间。所以一定要来看
神韵。“看看这个美妙的文化是如何经过
千年传承下来的。没有其他的文化像中国
文化这样被保存下来。长久以来，有这么
多善良的人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真
的让人大开眼界。”

他很感激演出展现了共产主义的恐
怖，“只因善良的人想象其他人一样过上美
好的生活就对他们进行迫害。他们企图摧
毁、谋杀、虐待。地球上没有地方可以容
忍这样的黑暗势力。”他说，“不久的将来，
中国人民就会起来，推翻黑暗势力。不久
的将来，全世界都将受益于这些人所给予
的，而现在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

他说，“在舞台上，神韵的那些演员展
现了活力、天赋和平衡，他们呈现给我们
的如醍醐灌顶，鼓舞人心，带给我希望，
即使在受迫害的黑暗时刻，光明也会穿透
黑暗。”

看神韵让他感到鼓舞。“我感觉我减
了 10 磅的体重，我感觉身体变得轻盈。我
经历了一个美妙的体验。我完全陶醉了。
我非常高兴今晚我来看神韵了。我会鼓励
所有的家人、朋友，抽时间看神韵。”

教授：神韵带给我希望

企业经理 ： 
感受光明和喜悦

8 月 6 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 2021 年
在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特宾表演艺术中心

（Tobi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首
场演出爆满。一位剧院工作人员表示，疫
情以来从未见过如此盛况。

当晚临近演出，仍有买不到票的顾客
在剧院门口等候，期待有人退票。

主办方原定举办三场神韵演出，最高
价票在一个月前售罄。主办方在演出前三
周临时增加一场演出后，再度掀起抢购高
价票的热潮，很快就售罄。

“今晚的演出精彩绝伦，我从中看到了
光明！”在德州一家公司担任产品质量经
理的 Daniel Cardenas 先生和太太观看了神
韵后惊喜地表示，“演出的方方面面都那么
地完美，是一场艺术奇观！”

自言一直喜欢中国文化的 Daniel，去
年看到神韵广告后便想观看，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正常生活。苦等一年多后，
才终于买到神韵 2021 年在德州的首场演出
门票。

他一直沉浸在喜悦中 ：“从演出开始到
结束，我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喜悦，
虽然带着口罩，但我心里充满了光明，这
光明是神韵带给我的。我能够感觉到和理
解神韵展现的内涵，而这正是神韵最美好
的地方。我现在就在期待明年的演出了，
不仅自己要来，还要带上孩子们！”

“每个舞蹈演员的技巧之高明、动作之
精湛，都令我赞赏，他们将自己的情绪注
入在举手投足中，我能够感受到演员想传
达的意义。”

他表示，“我从神韵演出中体会到如何
做人，你需要永远看到光明的一面，不要
让阴暗的事物阻挡前进的脚步，你就去做
你应该做的事情，未来永远是更美好的。”

石雕艺术家 ： 
神韵给我能量和启发

“神韵带给我能量和启发。”石雕艺术
家 Tom ballard 和女友观看了 8 月 8 日下午
在盐湖城的神韵演出后如是说。

他说 ：“我爱神韵。（舞台上）的舞
蹈动作，色彩，这一切都很好地融合在一
起，只为讲述一个大故事。”

“我喜欢所有的动作都是同时发生的，
都朝着相同的目的。舞蹈动作具有所有不
同的特征、颜色和旋转，却带给你相同的
结论和相同的感受。”

他说，作为一个石雕艺术家，他从神
韵演出中得到了启发。“是的，我雕刻石
头，但我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将情感注入
石头中，我从神韵演出中受到鼓舞，我觉
得自己受到了启发，充满了能量。现在我
想把这种能量注入到我所做的事情中，然
后激励其他人。”

他表示 ：“（看完演出），我说的第一
件事就是‘我想学中文’，这真的很酷。我
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去中国体验更多，对
中国传统文化我知之甚少，但我很乐意去
了解更多。”

牧师 ： 
神韵正在让社会回归传统

牧师 Joshua Heimbuck 先生是位神韵
迷，观看了 8 月 8 日下午在盐湖城的神韵
演出后，他赞不绝口，“美得令人惊叹！
我已经第二次或第三次来看神韵了，但她
总是美得不可思议！无论是舞蹈还是音乐
都是如此的美丽，所以我每年都会来看神
韵。”

他说他最喜欢美猴王的故事，“这个舞
剧非常有趣。当然，舞蹈编排和演出的一
切都很完美，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神
韵）每年还会做出不同的节目。我相信这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此我真的

十分感激。”
他从神韵中感悟良多，他说，“神韵

给世界带来了希望”。“是的，她带来了
希望。我很喜欢这些节目，关于年轻人沉
迷于技术，以及试图让现代人回归传统，
真正与人交谈和互动、而不是看他们的手
机 ；我十分欣赏这些内容。因为我认为有
些东西正在丢失，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人
们没有相互沟通。我认为让人看到这一
点，是十分重要的。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
情发生，人们没有相互沟通。这是一个非
常大、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神
韵）正在让社会回归传统，这是一件很好
的事。”

他很敬佩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
命，“我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中国传统文
化被共产党政权压制是可悲的。我喜欢演
出将传统文化带出来，并让人们关注到。
我认为保护传统文化真的很重要。所以我
非常喜爱神韵演出。”

他说，“在基督教和亚洲文化之间，都
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心灵和神性方面的相
似之处。我很喜欢这些内容。”

他还感受到神韵演出的强大能量，“绝
对有一种能量，祥和的能量。我想可能是
来自音乐和舞蹈的结合，以及万物运转的
方式。我能感受到一种祥和的能量。”

舞蹈演员 ：
神韵是世界级顶级的舞蹈

2021 年 8 月 7 日下午，专业舞蹈演员
Paige Mcnamara 女士和父亲 Jeff Mcnamara
先生在盐湖城观看了神韵演出。

Paige 对神韵仰慕已久，她激动地说，
“我已经祈求了很多年。今天终于得偿夙
愿，我真的无比荣幸能看到她（神韵演
出）！”

她对神韵舞蹈赞不绝口，“我爱极了神
韵舞蹈所展现的文化影响力，我很喜欢这
种有文化内涵的舞蹈，这是世界顶级的舞
蹈。看到她在舞台上，以非凡的专业品质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我、一个跳芭
蕾舞长大的人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能
看到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这个有着几千
年历史的舞蹈，能够在当今舞台上看到，
看到她的起源和承传，真是美不胜收！”

对神韵高科技动态天幕她也赞叹不
已，“喔！整场演出我都看呆了，他们的
技术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所使用的舞
台特效以及灯光、色调令演出极具文化美
感，令人叹为观止。”

“特别是他们所使用的中国乐器，对舞
蹈的呈现很有帮助。有了这样的音乐和背
景天幕，她真的把所有的一切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她所呈现的有关信仰
的场景，这方面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她表示，她被神韵所展现的中华神传
文化深深吸引，“我觉得非常启迪人心的
部分是关于神传文化，他的起源，以及我
们是如何被带到地球上，甚至一些神已经
来到了人间，准备拯救人类返回天堂。我
觉得这部分展现得太美了，美妙殊胜。演
出中我能感觉到一种非常强大而美好的能
量，我感到演出节目蕴藏着非常强大的精
神内涵。”

最后她表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神韵舞蹈会非常有名。”

企业创始人 ：绝美艺术佳作

神韵是一部“拥有美好信息的绝美艺
术佳作！”2021 年 8 月 7 日下午，企业
管理公司 Leaders247 的业创始人 Gordon 
Whitehead 先生携太太 Diane Whitehead 女
士一起观赏了神韵在盐湖城的演出后发出
如此赞叹。

演出结束后，Gordon 难以抑制内心的
激动，“奇观！我喜爱她所有的颜色，舞蹈
演员的身手是如此的矫捷，活力四射，他
们真的太出色了！我也喜欢他们讲述的故
事，引人入胜。”

“人们来到地球之前居住在天堂，他
们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为了经历考验，就像

（演出中）那首美丽的歌曲给予人们的教
诲，我们的目标是回到天堂，我相信这一
点。”

他太太也赞叹 ：“他们传递了非常强
有力的信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性
的一面，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神性的一
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他补充道 ：

“那是天上的神帮助人的一种方式。”
“他们（神韵艺术家）没有让这一古

老的传统文化失传，而是通过舞蹈、服装
和音乐的形式来承袭这一传统”。

他还说在观赏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强
大的能量，“我相信那些能量来自于演员内
心深处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他们
的信念，并通过舞蹈、音乐和服饰，向世
界传递这种热情。”

他很自豪和太太一起来观看了神韵，
并表示一定会推荐给朋友们，“我会告诉他
们，神韵是一部拥有美好信息的绝美艺术
佳作！”

公司经理 ：
神韵是从未见过的美

“神韵是我从未见过的美。”2021 年 8
月 8 日下午，公司经理 Jayson Reed 先生在
盐湖城观看了神韵在当地的最后一场演出
后激动的说。

他称赞，“我真的很喜欢舞蹈水袖，
还有服装的设计以及神韵的一切都非常打
动我，尤其是绚丽的色彩，神韵太美了，
我爱上了神韵。”他描述了观看水袖舞的体
会，“我觉得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我
的眼睛也随着演员的水袖起舞，真是令人
心旷神怡。”

他赞叹，“舞蹈为我们呈现了天国盛
景，并告诉我们是从天堂来到人间，而且
神佛会下世帮助世人，所有这一些是那么
的美好。”

“舞蹈中我看到神佛下世，帮助每一个
遭受苦难的人，帮助他们战胜魔难。神佛
也向人们展现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并在最
后关头救度世人。”

“我非常喜欢第一个节目，非常震撼。”
他十分感激神韵恢复传统文化，“我认

为这至关重要。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不了
解传统文化，他们只是从互联网上听到或
读取资讯。所以我认为神韵是一个对人类
非常重要的演出，她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和
学习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因为如果我们不
知道这些传统文化，以及当今正在发生的
一些真实的事情，例如那个医生意外地夺
走了他女儿生命（活摘器官）等真相，我
们就无法意识到今天仍然发生着对信仰的
迫害。所以神韵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他说一定要将神韵推荐给朋友们，“我

会告诉他们，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艺术演
出。她带给人平静、美好和快乐。神韵每
年都会有全新的节目，我一定会再回来观
看。其实就算节目没变化，我下次都会带
孩子们来看神韵。”

公司老板 ：感念创世主的伟大

“和创世主有关的节目太了不起了。”
公司老板 White 一家人在盐湖城观看了 8
月 7 日当晚的神韵演出后，非常兴奋，每
个人都急不可待想表达他们看神韵的感受。

White 说，他们非常高兴今晚能来观
看神韵演出，能在病毒大流行后观看演出
让他感觉到希望。他说 ：“这非常令人振
奋，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一起观赏这么精
彩的艺术演出，太棒了！”

他说 ：“演出很吸引人。令我印象深
刻。我不知道所有演员的年龄，他们看起
来虽然年轻，但非常专业，非常有成就，
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他表示，演出中展现了创世主的到
来，这令他感到太振奋了。“我喜欢演出
中展现了创世主创造和引领人来到地球，
创立和建造地球。我认为这真的很了不
起！在我的信仰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
为这非常棒。”

他介绍说自己去过中国，“我（在中
国）从来没有见过信仰、和创世主有关
的传统信仰，甚至从来没有人谈论过。所
以，（通过观看神韵）我了解了这些故事，
这些历史，那个信仰，那个信仰太了不起
了！听起来像是（中共）政府已经压制了

（这个信仰），在中国不能传授。我很高
兴在美国（他们）可以有这个信仰，这太 
棒了！”

教授﹕神韵对当今社会不可或缺

“神韵已非重要一词所能形容，而是不
可或缺。人们应当知道，在共产党政权之
前的中国文化是什么。”2021 年 8 月 7 日
下午，在杨百翰大学心理系执教 30 多年的
Gary Kramer 教授观看了神韵在盐湖城的演
出后，对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无
比推崇。

他对神韵的专业水准发出了由衷的赞
叹，“无论是整体的演出，还是每位艺术家
的表演，包括舞台背景、服饰等等，都是
完美无瑕，而且振奋人心。”

“我想要强调的是，每位神韵艺术家都
是单独的个体，然而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
浑然一体。”

他无比感恩和推崇神韵复兴中国传统
文化的使命，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
史的发展，很多文化都遗失了。我们更专
注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却遗忘了我们
的文化以及我们在世界上应行的善举。我
们应该去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
追寻的更高的力量（神传文化），而不是
去看重共产党政权。在中共统治之前，中
国大陆是有文化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神韵展示的神佛拯救世人的故事，
令他心生感动和共鸣，“这真的了不起，因
为理解我们和天堂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
的。在现代社会，在美国，人们都已经忘
记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
哪里。我们每个人，不仅包括演出现场，
还包括全世界，人人都应知道自己是谁。”

他反复使用“伟大”一词来赞美神韵
演出的意义，“为什么你在这里看到这么
多的人，因为他们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以
及正在中国发生、却不为人知的事情。神
韵演出是恢复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的步
骤。”“请让我祝贺神韵艺术家，祝贺他们
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一场演出中，他们做了
一件伟大的工作！”

他向所有人推荐神韵，“人人都应该来
看神韵！第一，她令人心悦神怡 ；第二，
她真实可信 ；第三，她鼓舞人心。她带来
了数不尽的欢乐，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