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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神韵在拯救世界

“当黑暗侵袭地球，神韵来拯救世界，这正
在发生。”“神韵音乐是神的音乐。”“神韵是天才
的演出，人人都要来看神韵。”作家、作曲人、牧
师 David Christopher Lewis 先生于 10 月 13 日晚观
赏了神韵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艾伯塔拜尔剧
院的演出后赞叹不已。

他讲述了一个为何来看神韵的神奇故事。他
说，“（ 在一个景象中 ）有几位中国古人，观音
菩萨、孔子、老子来告诉我，让我们机构里的每
位员工都来看神韵演出，每一位员工都要来看神
韵。我们把这个信息传遍了美国我们的组织。我
们总裁在西雅图看了神韵，他也很喜爱神韵。”

他表示，“我热爱神韵。神韵是我一生中所
见最美好的演出，最杰出的演出。”

“我相信轮回转世，我知道我曾转生在中
国。神韵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古老记忆、我灵魂
深处的记忆，我获得启迪。”

“神韵音乐充满光明，充满精神，充满丰富
内涵，神韵的音乐充满启迪。中国古典乐器与西
方乐器完美结合，使得我们得到了美好的启迪。”

医生 ：
神韵是乱世中的一帖良方

10 月 9 日晚上，Lisa Miller 医生观赏完神韵
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肯塔基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
后赞叹，“神韵舞蹈演员用他们的肢体、动作、
手指、脚趾，所有的身体部位来医治我们，他们
今晚的演出就像一帖良药，让人感受到喜乐、优
美壮丽、深感荣幸，是如此美妙神奇，正是我们
所需要的。虽然现在尘世纷扰，欣赏神韵时，我
知道一切都会好转。但我们需让神韵演出持续下
去，她是如此优美。”

她表示 ：“神韵的乐器，无论是长笛、单簧
管，还是锣，都是快乐的完美处方。现场交响乐
真是太壮观了。神韵音乐美妙动听，是幸福的最
佳处方。”

她提到，去年因为疫情，她错过了神韵，但
今年看到神韵广告时，她就想，绝对不能再错
过。“就像我所说的，这是治疗此次瘟疫的完美
处方，神韵将治愈人们。”

副总裁 ：神韵带来希望

10 月 2 日晚，军事承包公司运营副总裁 Peter 
Herting 先生陪太太 Donna Herting 女士在西雅图马
里恩奥利弗麦考剧院观看演出后赞美不已 ：“演
出质量卓越非凡，从同步、色彩、编排到音乐，
全部都是精彩无比。”“我真的非常喜爱”。

他表示，“演出非常具有娱乐性，也非常具有
启发性。看到（演出中 ）展现神佛下世与中国文
化信仰，再对比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无神论，什么是
真正的中国文化，就一目了然，非常透彻。我们非
常清楚地明白了这个信息，这一点非常有用。”

“演出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希望。”他表
示，虽然自己的信仰与佛家有所不同，但这无损
于神韵演出所传递的信息，“不会削弱希望这个
信息或主题的意义。我认为所有宗教都在努力实
现这一点。”Donna 补充说，“演出中，无论经历
何种逆境，（ 神韵艺术家 ）都专注于希望，不管
什么纷争和困难，他们仍然坚守希望。”

他说，“所有的表演艺术都有主题驱动，因

此需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和好的执行力，这样的演
出才能寓教于乐，才有奇妙的体验。我认为神韵
演出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好。”

人事主管 ：神韵传递最重要的信息
“这场演出所传递的是人类精神领域目前最

需要的、救赎的信息。”亚马逊公司的人事主管
Anderson Green 于 10 月 17 日在麻萨诸塞州的伍
斯特市观赏了演出后惊叹道，“这场演出带给我
启迪和希望。”

“这场演出真是一场令人惊艳的演出，远远
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喜爱舞台上所呈现的一
切，观赏这场演出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他说 ：“我认为这场演出还有更深的内涵，
他传递的是更神圣的神性内涵，演出中所有的舞
蹈演员、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视觉效果，都是其
主题的一部分，都在从多个层面上增添着演出的
色彩，因此这是一场制作得非常成功、主题鲜明
的演出。”

他说 ：“观赏这场演出确实是来自于另一个
世界的体验，在整场演出中我都看得目不转睛，
一动不动，因为我知道，没有神，就不会有我。”

“（ 演出让我知道 ），救赎一直都存在着，而
且传递此信息的并不一定是神职人员 ；然而演出
中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却是目前在信仰领域最需
要的信息。”

资深媒体人 ：神韵有益人的灵魂

“神韵，是神之韵。”资深媒体人 Steve Kates
先生观赏了神韵于 10 月 27 日晚在美国亚利桑那
州凤凰城奥芬剧院的演出后，意犹未尽地赞叹。

他表示，“这是我连续多年来第六次欣赏神
韵。每次我都因神韵的信息与艺术家们的表现而
感惊奇。神韵谈及世人应学习和平共存，更重要
的是提及灵魂不灭。若我们相信灵魂不灭，那么
做对的事，遵循正道，我们就应学习融为一体，
在世行善。”“也许我们该考虑放下科技产品、欲
望及拜金主义。我们更应该追寻灵性成长，乐于
助人。”

他每年都要带朋友一起来欣赏神韵，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让朋友如上界生命般体验神
韵。这是非常棒的体验，人们都该来看神韵，不
分老少，神韵会让人觉得心灵满足，我们在宇宙
并不孤单，我们真是天上来的生命。当我们迎向
永恒之际，人生会有更多值得我们引颈期待的。”

他表示，“每年看神韵都更深一层体会‘自
由’，美国人能自由表达意见真是幸运。我也希
望中国人及全球百姓都能有此权力，没有人希望
生而为奴，世人应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奋斗。对我
个人而言，神韵让我心灵感受到平和与安宁，也
让我反思 ：为何世人不能和谐共处？”

他衷心期盼人人都来看神韵。“人们需要来
欣赏神韵，来领受神韵的内涵，因为神韵对人的
身心，尤其是灵魂都大有好处。”

前日企美国 CEO ：
神韵展现正义和对神的正信

“神韵节目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
爱、慈悲、正义和对神的正信。”前日本著名医疗
器械公司 Terumo 美国分公司 CEO Mark Sutter 先
生和太太 Leslie Davis 女士在底特律歌剧院观赏
神韵演出后，深有感触的说。“我们很欣赏这种
理念。”

神 韵 歌 词 里 的 精 神 内 涵 也 让 Mark 感 到 共
鸣，“歌曲非常优美，充满神性。虽然我们有不

同的宗教背景，但我非常看重我们人生命中共同
的神性，神性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夫妇俩表示，一定要向更多的亲朋好友推荐
神韵，他们说 ：“神韵演出还有很大的娱乐性，
让我们从世俗的生活中逃逸出来，享受一段美好
的时光。”

剧院董事 ：令人陶醉又展现真相
“看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舞蹈和文化，还有

中国历经的漫长的历史，人们依然快乐满怀的
翩然起舞，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一代一代，年轻
人、老年人，在良善的心灵中共同携手前进，让
人相信未来将更美好。”加州莫德斯托加洛艺术中
心董事暨房地产经纪人 Victor Barraza 先生 10 月
28 日观赏神韵后深有所感。

他表示，“我很喜爱演出能反映当今社会现
实的一面，若非如此，他们不被允许在中国演
出，他们如何向世界发声呢？这真是一个极佳的
表达讯息的方式。我们此前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今天看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事此刻仍然在不断的
发生着。”

“演出的艺术性令人陶醉，在艺术中又能反
映社会现实尤其令人激赏。使我能从中了解到那
些惨绝人瞏的事。”

他进一步表示 ：“从舞蹈中可以看到中国不
同区域的文化。但最打动我、也让我很开心的是
他们得以在演出中承载这样的真相。这场演出无
法被允许在中国上演真是令人痛心。”

前国会议员 ：感受到神的美好
10 月 26 日晚，前美国国会议员 Wally Herger

先生和太太 Pam Herger 女士，以及友人 Amos 夫
妇，在加州莫德斯托加洛艺术中心欣赏了神韵演
出后，对神韵赞赏有加 ：“真是人间少有的演出
啊！这是我第三次看神韵，我们非常喜欢，演出
如此精彩。”

他表示神韵“（ 让人们 ）对明天还抱有希望，
我们今天还能变好。演出展现了共产主义、无神
论在占领世界，但是还有好人，是的，还有大纪
元，我们阅读、喜爱大纪元。”

“正如演出中提到的，当今世界上无神论如
此强势，神韵指出的（ 我很认同 ），这世界上还
有善良人，神还在看护着祂的子民，我们也会战
胜邪恶。就像演出中展现的，最后节目中神来
了，祂来救度，我们在期盼着。”

“我们太喜欢（ 神韵 ）了，她代表着很多信
仰，我们是基督徒，演出展现的正是我们信仰
的、同样的价值准则。”

“我们感受到神的美好，感受到一切都如此
美好。”

市议会副主席 ：
神韵带给世界一个新的中国

林伍德市议会副主席 Jim Smith 先生与太太
于 10 月 2 日晚观赏了神韵在马里恩奥利弗麦考
剧院的演出后，赞叹 ：“整台演出都远远超出我
们的预想。这不仅仅只是舞蹈。里面有舞蹈，有
表演，有幽默，有戏剧，一切都如此美妙。我们
太喜欢了，绝对喜欢。色彩相当令人印象深刻。
舞蹈演员们绝对令人难以置信。我一直在用难以
置信这个词，简直超凡出尘了。”

他说，“我认为，神韵带给世界一个希望，
一个新的中国，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是
什么样子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中国
未来变成什么样子，从政治中解脱，让传统文化
回归。这一点非常重要。”

“神韵演出非常正面的一面是，我们在今天
的表演中看到的一些价值观，演出是反无神论
的。还有就是有良心很重要，有信仰很重要，有
传统很重要。而这些在今天的演出中都体现出来
了，这些非常重要。”

“这是我所见过的在促进中国文化方面最
好的外交活动。因此，我希望神韵能在全世界
加倍、三倍、四倍地推广，以便人们能够看到
发生了什么。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的核心
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是什么。我对此感到非常 
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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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碧云天，美国的大地叠翠流金，在这美丽的风景里又流动着另一道赏心悦目的景致，那就
是满载着神韵艺术团演员到各城市巡演的大巴士。他们把希望送给千家万户，帮助人们走出疫情的阴影。

神韵在各地票房火爆的场景是一如既往，观众不吝赞美之词来表达他们对神韵的喜爱，及神韵带给他
们生命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