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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美国国会议员 ：出来看神韵吧
1 月 22 日，美国国会议员肯 Ken Buck 先

生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蒙福特音乐厅欣赏完
演出后，赞美道，“神韵真是非常暖心，是一
场精美绝伦的演出，舞蹈和音乐都是那么美
妙，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在文化层面，中国文
化是如何展现并被观众所接受的。我真心觉
得这是一个难忘时刻。”

“我认为音乐非常特别，是一种中西方音
乐的融合，能够温暖人心。这样的音乐我从
西方交响乐中是听不到的。这也是神韵之美
的一部分，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音乐。”

他表示 ：“我认为神韵用艺术的方式表达
他们自己，通过如此绚丽的色彩，如此优美
的音乐，以及如此卓越的舞蹈，这一切都是
非常振奋的，包括传递真，善，忍的信息，
以及舞剧中表现的正面的事物。所有的一切
融合在一起是非常美好的。”

他说 ：“我感受到了正能量，歌曲中所传
递的我们在地球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
做。舞蹈中传递的善与这些年轻人之间美好
的互动。我非常高兴看到神韵能来格里利。”

“我的确认为神韵提振精神，因为现在
人们在疫情面前遭遇挑战，因为我们面对不
同的严峻的挑战，我认为人们的确会感到抑
郁，并寻求积极的事物。而神韵演出是非常
积极和振奋人心的。”

他鼓励大家“出来看神韵吧！我会告诉所
有人尽全力来看神韵，并一定要分享给你的
朋友和社区，因为这很棒，如果有一个人看
了演出，十个人都了解到神韵的积极信息就
更好了。”Ⓞ

“来自神韵舞台上的能量让观众真正
的受益并立见成效。在剧场里人们比往日
更加友好、更加和善。这是神韵带给他们
的影响和能量所致。神韵让我们明白，
人类必须找到希望，互相包容，和睦相
处。”2022 年 1 月 22 日下午，供职于科
罗拉多丹佛大学，身兼教育训练师、励志
演讲家和作家、曾为专业芭蕾舞演员的
Gordon Hamby 先生和妻子在美国科罗拉多
州丹佛市格里利蒙福特音乐厅观赏神韵演
出后发出由衷的感言。

神韵以恢复 
五千文明为使命，令人起敬

Gordon 几年前看过一次神韵，谈到这
次再观神韵的缘起时，他表示，十年前他
重回大学学习，在大学最后一年时曾去过
中国北京，“我记得我们当时的课题是对比
新共产中国和新的资本主义。今年当我看
到神韵的广告说，体验共产主义以前的中
国，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和妻子说，我
们一定要再看神韵。”

他表示，他为自己的培训整理出了
人应该具备的 11 种品质，“这些品质相应
地联通 11 种能量，其中包括爱、真理、
宽容、善良、热情等等。我认为这些品质
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更加正面向
上。”“这些传统的品质在当今社会已经流
失，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去恢复的传统
品质。今天从神韵中看到共产中国前的中
国，古老而悠久，传统而善良。神韵以恢
复五千文明为使命，展现了真正的传统中
国文化，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现代科技让我们丢失太多传统的东
西。神韵的一个节目中也有展现这一点，
节目中有一个情节，人们都是人手一机，
低头刷屏，目不旁视 ；然后随着节目的推
演，我们回到了没有高科技的古代，人们
专注精神和内心，专注人性和美好，天人
合一，这是真正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

神韵让人们找到互相连接、 

互相扶持的力量

他表示最后一个节目《慈悲的展现》令
他印象很深刻。

“假如这个世界要面对最后的阶段，而
目前我们的政府、包括教育所走的方向可
能对人类来说不是最佳的选项。我们不能
看见世界走向崩坏而无动于衷，你不动我
也不动，那可能就太晚了，这个世界就没
救了。我们需要有所行动，恢复传统。神
韵正是在做着这样的行动。”

“当今社会，我们互相伤害而不自知。
我们相互疏远而没感觉，也许是疲于生计
或是事业繁忙，反正人类的彼此连接濒临
断裂。我们随意对他人猜测并横加判断，
高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
隔阂。我们不再互相说话，甚至不多看对
方一眼，Covid-19 瘟疫的大流行更加剧了
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国与国之间的分裂，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离。神韵让人们找到
了互相连接的力量，找回了相互扶持的力
量。”

“我觉得，人类必须相互包容、形成
整体，我们无论贫富贵贱、鸿儒还是白
丁、巨贾名流还是社会低端，我们每人总
有遇到苦难或挑战的时候，假如每个人都
可以对他人伸出一只手，互相扶携、共渡
难关，这就是人类精神的力量。这也是我
们为什么共同来到科罗拉多格里利观看神
韵的力量，这是创世主的力量，无论我们
信仰背景如何，我们总能找到空间互相包
容、和睦相处。我们不要横行粗鲁地推开
他人，或者叫他们住口。我们需要更宽
容、更慈悲。这是我对最后一个节目的理
解。”

“看完神韵，我心情舒畅、能量提升、
茅塞顿开、灵感无限。神韵的一切都美妙
无比，舞蹈、音乐、服装、剧情、幽默，
无不充满能量。环视剧场，看到有这么多
的观众和我一起来格里利看神韵，找到全

新的希望，感受慈悲的力量，这真使我满
心欢愉、心花怒放。是神韵让人们走到了
一起，给予了人们美好的感受、全新的希
望、振奋的精神状态，这真是太棒了！”

“现场的观众可能有着不同的信仰，但
是他们内在精神的一面让他们走到一起来
看神韵。我旁边的观众在中场休息时靠过
身来兴趣勃勃地和我们讨论神韵的节目，
表明人们非常渴望互相联系。我们需要打
破壁垒，走到一起。神韵给予了我们这样
的力量。”

来自创世主的巨大能量 
覆盖剧场每一位观众

他感叹 ：“作为曾经的芭蕾舞演员，我
对舞蹈的流畅非常关注。神韵舞蹈演员的
舞蹈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他们非常
专注，他们的专注带来的能量如海浪般冲
刷着剧场的每一位观众，就是这么神奇。”

“从我的体验来看，这种能量非现实
所能见到。你想看可是不一定看得见。比

如女子水袖舞，她们的水袖一伸一收，非
常的快，一瞬间，她们的水袖突然变得高
大无比，一个动作似乎覆盖了整个剧场 ；
七彩的服装随着她们一挥手，一股七彩的
能量团席卷整个剧场，能量如此之大，几
乎肉眼可见。仿佛一道彩虹从神韵舞台射
出，横跨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

“最后一个节目也让我感受巨大的能
量，来自宇宙的巨大能量，来自创世主的
巨大能量，这种能量冲破了所有宗教之间
的壁垒，这种能量来自动态天幕中转动的
法轮，巨大的能量发出耀眼的光芒，非常
耀眼，但不刺眼，让你可以感受得到、
看得到，那种能量洒出就如海浪一般，

“唰”一声，无处不及。巨大的能量覆盖到
剧场的每一个观众，从每个人身上走了一
遍。随着创世主的形象从法轮中走出，一
瞬间形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现代和
传统、天堂和人世，一切的一切都融合其
中。”

“我看到天使随创世主走出。在很多宗
教里都有提到天使。他们是圣灵，是为创
世主做事的。我理解创世主不会直接管人
中的事，而是通过天使来行人事，他们是
创世主和世人之间的桥梁和连接。所以人
们是比较容易看得到天使的。”

感恩神韵 
给世人带来永驻心田的美好

他对神韵艺术方方面面都有深入的观
察和体会。他说，“通常一般演出都只是
面对特定的观众群，而神韵则是独一无二
的，她可以吸引不同宗教背景、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年龄的观众来观看，几乎没有
演出可以做到这一点。神韵不只是一台演
出，她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她的舞蹈和音
乐的背后都有这层信息，而这一切是神韵
艺术家共同努力达到的。”

他感谢神韵的艺术总监“给世人带来
的美好永驻心田”。

2022 年 1 月 6 日，Atma Kirin 医
生和丈夫 Daya Arjin 先生观看神韵在佛
州迈阿密艾君爱诗演艺中心的演出后表
示，演出的精彩超乎想像。呼吁大家担
心疫情不如看神韵。

Atma 表示自己属于敏感性的体质，
因此她的体会很不一般。她说 ：“当我看
神韵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的百窍被打
开，感觉一种能量包裹着我，舞台上的
一切在我的身体里有一种共振和同频。
我顿时感受到神韵的能量无处不在。这
种能量托举着我、滋养着我，我感受她
源源不断地来自上界。这种如海水般的
能量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放松。”

Kirin 接着说，“神韵的艺术家是能
量的载体，他们完全是一个整体，无论
是舞蹈动作，还是音乐和歌唱，每次的
举手投足，每个音符甚至连演出服装的
颜色，都是能量的涌动。而这种能量是
流向观众的，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互动
和能量的流通。”

Kirin 认为，这种能力来自神韵艺术
家对“真、善、忍”的信仰，“这种信仰
的力量不会因压迫而消亡，不会因时间
而退减，这种力量是永恒的。”

丈夫 Daya Arjin 是一名前飞行员，
他说，“神韵对身心的疗愈作用来自于对
人精神的启迪。当我们突然开悟，认识
到无神论和现代科技不是我们的主宰，
这种启悟一旦获得，我们会在当下感觉
身心震撼。神韵的节目就是通过贯穿历
史的舞剧和故事让我们了悟真理，而身
心的疗愈正是来自思想的启悟。”

Daya 表示，“我相信每个观众都可
以从神韵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如果他
们需要疗愈，他们将获得疗愈 ；如果他
们需要滋养，他们将获得滋养 ；如果他
们需要平衡，他们将获得平衡 ；如果他

们需要积极向上，他们将获得积极向上
的力量 ；如果他们需要净化，他们将得
到净化。每个观众将满载而归。”

Atma 提到男高音的歌声非常打动
她。“他的声音美丽且充满力量，歌词
也充满了能量。”“我很认同歌词所提
示，我们有着同一个创世主。我们是一
个整体，都来自同一个精神体，人类的
精神都有一个相同的源头。无论我们来
自何方，我们都可以承载良善、仁爱和
宽容。”

Arjin 呼应妻子所说，他说，观看神
韵演出是一种超体验。“神韵的节目不
只是用来看的，而是需要品的，更需要
融入其中去体会，因而便可知过去、现
在、未来。”

Arjin 说神韵给他的启发是，“我们
来世的目的是去帮助他人，带给他们快
乐和繁荣，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然
后以其力量造福更多的人，帮助这样的
良善继续承传。”

夫妻俩表示，非常感谢神韵的艺术
家们。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看神韵，
亲身体验这种能量的传递。特别是在疫
情肆虐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人们不要过
多去关注染疫人数增加了多少，不如来
看神韵获得非常好的信息和能量。

医生 ：神韵的能量是流向观众的

著名政论作家 ：
神韵带领我们进入全新世界

精神理疗师 ：
神的力量令剧场里瘟疫遁迹无踪
2022 年 1 月 16 日 下 午， 精 神 理 疗 师

Taiya Himebauch 女士和友人一起在美国车城
的底特律歌剧院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
带给她的启示，足够她一辈子的回味。

她说神韵的舞台不同凡响，“神韵的舞台
上，从天幕上散发出一片明亮的能量，我相
信那是来自神的力量，是透过神韵艺术家们
带来的神的力量，在这个剧场，什么瘟疫疾
病都遁迹无踪。因为疾病是低频率的能量，
而神韵是超高频率的能量。”

“我感受到了神韵所展现的神性在自己体
内提升。”她表示，“神韵的音乐直达我的内
心，非常祥和。舞蹈让我身心轻盈，启悟不
断。音乐加上舞蹈，一种形象之美，带给我
一种非常疗愈的感觉。我感觉到我的内心完
全舒展开，能量进来，内心充满喜悦。”

“神韵透过一个又一个节目来唤醒我们
的神性。观众完全包裹在这神性的光芒里，
他们耳之所听，目之所及，都是充满创造性
的美的艺术，观众完全浸入其中。我自己也
忘我地陶醉其中，让自己的神性充分融入其
中。这时我们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对疫情的恐
惧，早无踪迹了。所以，如果你想从疫情带
给你的恐惧中超脱出来，你必须来看神韵。
你长时间处于疫情的压力和沮丧中，你都无
法驱散内心的恐惧，或者无力摆脱恐惧，那
你就需要来看神韵，真的。”

“看完神韵，你的内心充满喜悦，充满希
望，那种感觉有如一缕阳光照进阴霾，或是
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现在，在家里也
好，电视新闻中都充满着关于疫情的不好消
息的低沉气氛，神韵就是那个清新的空气，
充满你的肺腑，让你呼吸顺畅，心情舒畅。”

“在舞台上，我看到天使，穿着白色的衣
服，头戴皇冠，翩翩起舞，他们散发着创世
主所赐予的白色的光芒，那个光芒笼罩着一
切，我为之深深感动，禁不住落泪。”

“我也看到了创世主，在最后一个节目
里，在那个转动的金色的圆轮里，不是想
像，他就在那里。”

“创世主已经把一切都放到神韵的舞台上
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买票来看就
好了，深深地把自己融入节目的内涵中，必

须来看，来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神的创作。”
“神韵正是爱的化身，慈悲的化身，如果

你没看过神韵，你就不会了解这样的内涵。
如果你体会过佛的慈悲，你体会过耶稣的慈
悲，圣母玛利亚的慈悲，今天你在神韵的剧
场里必有同样的感受，你来体验一下，这种
慈悲的能量在整个剧场振动。”

“无论你的心情有多糟糕，只要你走进神
韵，你一定会被带进这样慈悲的能量里。无
论你因为疫情有多沮丧，神韵一定会带给你
希望。你的精神会重新抖擞，你会一直以这
种振作的精神传递给你周围的人。神韵是神
的杰作，神韵艺术家们是神的使者。”

“我们需要把神韵带给我们的能量传递下
去。当我们回到底特律我们的岗位上，你知
道，底特律是美国最乱的城市之一，加上疫
情，雪上加霜。神韵带给我们希望。我相信
疫情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过去。一切都会好起
来。我们需要神韵，全世界都需要神韵。”

“神韵带来的能量是一种慈悲，一种爱。
无论你是否需要和疫情抗争，你都要来看神
韵，你会得到这样的启发。你可能早忘记了
你的神性，神韵会提醒你，会帮助你连接到
那种无条件的爱和慈悲中。”

她表示非常感谢神韵的艺术总监，“感谢
您给世人如此宏伟的创作”。

她也感谢神韵的艺术家。“你们才华横
溢，技艺非凡，今天演出的价值远远超过票
价。神韵每年一台全新的节目，我相信明年
神韵将带来更美好的信息，我们明年会再回
来看神韵，感受慈悲和善良的力量。”

2022 年 1 月 7 日，著名政论作家、
多家政治论坛评论员及董事 Julio M. 
Shilling 先生在佛州迈阿密市艾君爱诗演
艺中心观看神韵后表示，他想向神韵艺
术总监致以最高的敬意。

他感叹，“神韵不仅在艺术层面造
诣精湛，更重要的是，每个节目带来的
文化和道德层面的深邃内涵。这种精神
内涵是我们当今社会非常需要的。目前
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推崇无神论，推崇
物质化，我们需要像神韵这样的艺术精
品，带领我们回归传统，回归古典。神
韵必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相信，人来在世间只是做暂时
的逗留，是在进入一个更永恒存在的世
界前的一个临时驿站。然而，如今物质
唯上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把人们带
入了歧途，让人们以为看得见摸得着的
才是实实在在的，其实不然。神韵的节
目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超
验的世界，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赞叹。“神韵的交响乐团非常棒。
音乐非常舒缓平和，让人非常放松。听
着音乐，看着舞剧，品着其中的文化内
涵，感受艺术的美妙，体会历史的穿
越，真乃人生一大享受，得此，我别无

他求。”
“还有，神韵的舞蹈和动态天幕的

精确结合是我从未见过的。从艺术层面
来说，这是一台非常辉煌的制作。特别
是，节目在道德层面对观众的点拨，是
了不起的。我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希望
能为神韵写一篇专栏，并以此向更多人
推荐这场独一无二的演出。”

他还表示，“我认为神韵最了不起的
成就是，向观众呈现艺术和美的同时，
指出了中共对人类的残暴罪行。我个人
觉得，要提及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就
不能不提到中共目前所做的一切。那个
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舞剧将对后人有深
远的影响。神韵的创举是令人敬佩的。”

励志演讲家：创世主的能量覆盖每位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