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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病毒肆虐世界之时，人类在黑暗与绝
望中祈盼，祈盼上天带来希望和光明，为人类指
明出路。神韵艺术团，神的使者，又开始了她
马不停蹄的布洒甘露的巡演。这次在 2021 年的
世界巡演第四站 -- 美国德克萨斯州持续引起轰
动，人们奔走相告，在圣安东尼奥、理查森、麦
克艾伦和休斯顿的 15 场演出（ 含两个加场 ）全
部爆满。在休斯顿，盛况之下，主办方在不到一
周的时间里临时加场，结果照样爆满，创下“神
速”般的奇迹。

演出吸引了八方宾客，高朋满座。大幕拉
开，天堂美景灼灼生辉。神韵艺术家技艺高超的
舞蹈、内涵深邃的歌词、出神入化的天幕互动，
无不引来阵阵掌声！最后神韵艺术家谢幕的时
候，更是掌声如潮，观众情绪高涨，现场充满感
恩和欢愉的气氛。

美国石油大亨 ：神韵是最好的演出

“这是每年当中最蔚为壮观的演出！我们都
爱 神 韵！”2021 年 9 月 25 日 晚， 美 国 石 油 大
亨、德州前州务卿、资深政治家 George W. Strake 
Jr. 先生携夫人 Annet Strake 女士观看神韵后如 
是说。

他表示，“演出真是令人惊叹！我很高兴休
斯顿每年都举办神韵。”

观看神韵，已经成为夫妇二人多年来的惯
例。他说，“我们就住在休斯顿的市中心区域
内，离这里不远。所以，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
他们全年最好的演出。”

他盛赞神韵，“演出水准极为高超，我不知
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水平更高的。”“神韵演员美
丽、善良、身手不凡，并且富有智慧。演出的每
一部分都如此美丽。”

对于这位资深政治家来说，“看神韵演出，
甚至比看橄榄球比赛更为重要。”

他表示，观看演出，是感人的体验。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我也为
中国（ 沦入中共之手 ）而感到难过。我认为，有
一些中国人非常优秀。我们曾经去过中国。中国
是一个地域壮阔的国家。真希望他们没有承受共
产主义的压顶之负。”他希望中国人能幸免于共产
之劫。

对年逾八旬的 Strake 夫妇来说，神韵也在疫
情中给人带来希望。他赞佩地说 ：“他们（ 神韵
艺术家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先前还担心他们
来不了，但他们的表现完美无瑕。”Annette 补充
道 ：“一如既往，（ 演出 ）真的启迪人心。”

公司副总裁 ：真实的神性的展现

“神韵，是我从未想像到的最高水准的演
出。”财富 500 强公司副总裁 Roy I Lamoreaux 先
生携太太 Kami Lamoreaux 女士和女儿观看神韵演
出后盛赞。

他盛赞神韵，“非凡的演出。神韵所传达的
信息使我深受感动，而且神韵的方方面面，音
乐、舞蹈神韵的全部都是如此的美好。”“我喜欢
真人和天幕同台出现，真是难以置信，真人出现
在舞台上，然后借助天幕，瞬时穿越千年，然后
又返回到现实，如仙如幻，太神奇了。”

他表示，神韵艺术家将“传统文化价值”传
播到全世界，“演出真的是在讲述故事，并将这
个信息带给世界。”

“对我来说，亲眼目睹真实的神性的展现，
对（ 创世主 ）的相似的信仰，我认为是很多人和
宗教的（ 相同信仰 ）。”“绝对具有启迪性。我们
也坚信这些信息。”

对此 Kami 极为认同，她表示 ：“我丈夫的意

思是神韵演出可以描述，但我们没有语言可以表
达，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在神韵的舞台上可
以看到这些强大的信息并与全世界分享。”

“整个神韵演出在引领人类回归，尽管人们
的信仰有些缺失，但是人们拥有共同的核心人
性，神韵的纯净的力量使人们聚拢起来。”

Roy 进一步阐述道，“我认为神韵非常具有
启迪，神韵帮助启发每个人的神性。是的，每个
人的神性。每个人的神性的本性。”“我们相信这
些信息。”

他还特别强调他真的感受到舞台上的能量。
最后，他说，“感谢神韵艺术家，谢谢你们，了
不起的演出。”

前公司副总裁 ：
神韵展现了生命的来源和去向

“绝对的顶级演出，太棒了。舞蹈动作非常
精准，必定经过了充分和艰苦的排练。”9 月 26
号晚，财富 100 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小彼得 • 多
尔西携父亲、Officemax 的前销售副总裁大彼得 •
多尔西和母亲苏珊 • 多尔西女士在休斯顿观看神
韵后赞道。

他表示，“神性的精神内涵，对我来说是个
惊喜。演出所展现的就像是穿越了生命的旅程。”

小彼得的父亲大彼得赞美道 ：““这是壮观的
盛典，那色彩、舞蹈、音乐、故事，都蕴含深
意。所有的元素恰到好处地编排在一起。”

他表示，演出启示观众 ：“我们人类同在一
艘船上，都经历了一段航程，从节目中，我们得
以了解我们的曾经，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生命
将去向何方。”

他还表示，“很高兴了解到，中国人民不像
他们的政府那样是无神论者，他们有许多与我们
相似的（ 对神的 ）信仰，向往和平，幸福和欢
乐。”

小彼得的母亲 Susan 也表示，“节目告诉我
们，生命将去向何方。我没想到演出会展现精神
元素，这真好！”

三人都表示，神韵演出展现了人和神之间的
联系，他们都对此感到惊喜。

高尔夫球场老板 ：
神韵在唤醒美国人

9 月 18 日 下 午， 经 营 高 尔 夫 球 场 的 Bill 
Massey 先生和太太 Ann 观看演出后赞叹，“神韵
太美了，我爱神韵！”

Bill 表示，“我们在一年多前就订了票，但是
大瘟疫改变了世界的秩序。我们对这场演出真是
期待已久啊！苦苦等待了一年多才有今天这个宝
贵机会，非常感谢神韵能回到休斯顿！”

他感叹，“神韵编舞独具匠心，舞台上的演
员与天幕中的画面搭配得天衣无缝，展现出的舞
台效果前所未见，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演出。”

神韵以艺术形式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也让他
思考，“传统的美国人对神有虔诚的信仰，他们
为人忠诚、工作勤恳。但不幸的是，共产主义正
在改变美国的传统文化，试图抹掉美国的历史。”

他继续谈道 ：“中国人被共产主义迫害了七
十多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如果我们了解了中
国的历史，就能明白现在的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着
什么。如果时间倒退三十或五十年，那时候的美
国人绝对想像不到，现在共产主义会在西方社会
如此猖獗，神韵在唤醒美国人！”

前商会总监 ：
神韵展现中国从古至今真相

观赏 9 月 5 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后，德州前沃
克西哈奇县商会预算总监 Linda Needham 女士和
丈夫 Gerald Needhan 先生对神韵充满敬佩。

Linda 激动地说，“人们明白（ 神韵的演出 ）
不是说教，她（ 神韵 ）想告诉人们的是 ：这就
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中
国传统文化 ），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你们看
到了精美的辉煌灿烂，你看到了我们几千年来的
各种变化。”“但是现在你们看到的（ 共产主义中
国 ）是丑陋的东西。”

第一个节目众神下世开创辉煌文明的一幕，
就让 Linda 十分震撼，“那个部分存在足够的真

理，那个画面实在叹为观止！”
她表示，过去一般人只能凭雕像，知道有佛

陀、耶稣的存在，如果不是有人告知真相，“你
不会知道神，除非你自己在心中感觉到，知道些
那是美好的，但你不会知道祂是什么。”

而神韵演出展现了天国世界神佛存在的真
相，她认为这会帮助更多人认识到信仰的美好和
珍贵，“因为你不是天生的开悟，所以你必须寻
找真相，当你寻找真相时，你会找到祂。当你逐
渐了解并且会变得更加开悟，（ 知道 ）敬仰上帝
的生活真是非常美好的。”

“如果你从不寻找真相真理，如果你不渴望
知识，如果你不渴望正义，如果你不渴望过一种
敬仰上帝的生活，那么你永远无法达到。”

她还说到信仰的重要，“（ 世上 ）每个人都要
经历困难、考验和磨难，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但
是，如果总是消极的，那怎么有可能会改变呢，
而信仰能带给人积极乐观。”

从神韵演出中，她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虽然我不熟悉这方面，但是我今天认识了法轮
大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说过，那是充满积极

（ 光明 ）的，所以才不同凡响。”
她强调，“这对中国人的发展是积极的，这

就是我们来支持的原因。”
她同时提到，“我觉得中国文化很美，这也

是我们来的原因。我们有很多（ 中国 ）文化的东
西，中国的东西我们通通喜欢。我很喜欢丝绸的
感觉，所以我喜欢中国（ 传统 ）的那一部分，那
里的文化。”

Gerald 也表示，神韵演出意义非凡，“像是
一种呼吁与唤醒，所有这些美国人都在找寻并支
持，更被吸引进来坐下来观看，并至少了解一点

（ 中国人 ）所拥有的文化。我认为这太棒了！”
他说，即使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以及目

前在中国背后的共产主义，让人们看到的都是黑
暗面，但是神韵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大家带来
了希望，“我觉得这（ 演出 ）很令人鼓舞，我喜
欢这样的（ 中国传统 ）文化。”

病理医生 ：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我们看到神韵广告，然后阅览观众评论，
每个人都说是美妙体验。果真如此！”资深病理
医 生 Cristina Montalvo 女 士 与 丈 夫 Tony Palomin
先生一起观看神韵后连连热赞，“演出蔚为大
观，其舞蹈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妙灵动，绚
丽多彩，是精致细腻的体验，显然也将是每年必
看！”“我最喜欢那种情感张力，以及传递出的
平衡感，每个节目都是刚柔并蓄！”

她的丈夫 Tony 则表示，“最后一场演出，我
感到非常耐人寻味。”

据神韵节目册介绍，最后一出舞剧表现乱象
纷呈的末世，生命接受神佛的救赎，飞升重返天
国家园。

她完全赞同丈夫，“终场节目展现了我们当
今所处的现代社会、现代科技 ；同时传达了这样
的理念 ：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我们只需要返
回去，接通那个心灵维度来重新发现。”

她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需要返回去，并且
记住一点 ：他（ 生命的神性 ）永远在那里，不
曾失落，只是人们尚未找到。遗憾的是，全世
界的人们都在被迫害 ；而这场演出让我们想到
那些承受迫害的人——不止在中国，而是无处 
不在。”

华人 ：真善忍是最伟大的精神
徐女士来美前是上海的顶级西点技师和培

训师，她流着泪看完年 9 月 18 日下午的神韵演
出后，激动地赞叹 ：“神韵是最高超最完美的艺
术。”“真善忍是最伟大的精神。”

她 还 说 ：“我 非 常 喜 欢 艺 术， 我 从 上 海 来
的，我在上海看过很多中外的演出，但像神韵
这么漂亮的色彩，这么高超的艺术，这么好的含
义，从来没看过。（ 今天 ）一看到（ 演出 ）我就
太激动了！这么好的艺术，怎么（ 在大陆的 ）中
国人自己却看不到？我心里非常为中国人难过。

（ 中共 ）为什么把艺术都封杀掉？！”
她表示 ：“感谢神韵艺术团，感谢他们，是

他们保留了中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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