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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引发的疫情，还有
正在发生的欧洲战火令世界动荡不
安，人们在盼望着回归正常的生活
和得到心灵的慰籍，在无望中盼望
着神的恩典。犹如乱世中的清流，
神韵将各界精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
剧院，把神的慈悲送给每一位观
众。在北美和欧洲，其火爆程度更
甚于往年，爆满、售罄、加场、爆
满。愿还没机会观赏神韵的您能从
观众的心声中也能感受到神的慈爱。

世界名人录富豪 ：神韵
给予人类良好的精神复兴

收录在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中的著名投资家、
富 商 Denman Zirkle 先 生 和 太 太
Ann Zirkle 女士观赏了神韵于 2 月
16 日下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肯尼迪
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演出后，称赞神
韵“给予了人们良好的精神复兴”。

“我觉得她（神韵）华美壮观，
美不胜收，又是如此的富有深意，
具有精神内涵，所以这真的是一场
盛会。”

他还说，“我被她（神韵）感
动了”，“我认为她制作得唯美至
尊，呈现得美妙神奇，代表了传统
遗产、从古代到今天的中国遗产，
所以我认为节目达到了她的目的，
一个令人欣赏且迷人的呈现，具有
精神意义。”

“这是一场纯洁高尚的秀。”

音乐家 ：神韵艺术总监
是天才 伟大杰出

有着 45 年演奏经验的管风琴
家、钢琴家 Ted Gustin 先生和太太
一起观赏了 2 月 18 日晚神韵纽约
艺术团在美国首都肯尼迪艺术中
心歌剧院的演出后，得知神韵音
乐作曲全部是出自神韵艺术总监
D.F. 先生一人之手时，他赞佩道 ：

“他（D.F. 先生）伟大非凡，他是
天才！”他说，“他是位专业的作曲
家，卓越杰出！”“我是一位音乐
家，我知道这有多么难。”

另外，他也对神韵的音乐家
和歌唱家赞赏不已，“钢琴家很出
色，所有的演奏家们都很棒，竖琴
师也是超棒！”“乐团的指挥令人
惊奇，歌唱家也非常出色，钢琴家
更是了不起！”“他们（音乐家们）
把音乐演绎得很美。”

舞蹈学校创办人 ：
神韵舞蹈动作技巧极高

2 月 15 日，舞蹈学校创办人、
从事舞蹈行业 43 年的前舞蹈教师
Sandra Jones 女士在美国德州考珀
斯 - 克里斯蒂瑟林纳剧院观看了神
韵演出后，对神韵赞叹不已。

她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因为
之前就看过神韵了，我知道神韵演
员的舞蹈动作极其精准。舞蹈演员
在他们的全部舞蹈动作中都可以掌
控自如，达到极高水准地在快速移
动中跳跃、翻腾。”

“每个动作中，舞蹈演员的手
臂、头部、眼睛以及呼吸的配合协
调都精准完美。我最喜爱的编舞之
一就是对手臂的使用，绝对完美。
服饰的色彩、灯光还有现代化的天
幕背景，简直是太美妙了，还有音
乐也很精彩。”

“神韵是一场伟大的演出，气
势恢宏。”她赞叹，“舞蹈演员将他
们的热忱传递给观众，演出每一部
分都饱含热情。演员们为此付出艰
辛的努力，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热忱
和美好。坐在剧场中间，我能观察
到每一位观众都喜爱神韵。今天剧
场观众爆满，真是太好了！”

她接着说道，“演出所展现的
中国古典舞的集体舞蹈形式非常完
美、紧凑、充满力量。舞蹈演员们
将能量从舞台散发出去，带给观
众。他们的每个舞蹈动作都富含能
量。舞蹈演员们都如此训练有素，

每个舞蹈演员都技艺高超，把他们
的能量带给观众。”

她赞扬，神韵演出让她领悟到
“音乐赶走野蛮，舞蹈驯服人们心
灵，真的是如此”。

影视舞台演员：大师级作品
2 月 27 日下午，影视舞台演员

Zachariah Moyes 先生在在拉斯维加
斯观看神韵演出后赞叹 ：“神韵就
像是以新的方式重塑经典而成的大
师级作品。”

“神韵演出为我打开了崭新的
视野，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这些
色彩让我‘哇’的惊叹，然后演员
们的高难度技巧让我目瞪口呆，
我尽力忍住不要大声惊呼，但我
发现自己在问 ：‘哇，这……怎么 
可能？！’”

他表示 ：“神韵的视觉效果让
我闻到春天的味道，感受到秋天的
气息，冬天的气息，当暴风雨来临
时还闻到了一点水汽。演出将我内
心的感受带出来，各种感受纵横交
错，将我带入情境中，一时之间我
好像不在拉斯维加斯了，我在地球
和其他星球上到处去，在这之中接
触到不同的神，我不太确定……就
是各种不同高层生命的显现。神韵
能将对神的信仰融合在演出中，尤
其在现代社会乱象中，还能看到有
人将更高的主宰演绎出来，并从中
找到信仰的价值，真是美好。”

知名智库主任 ：
神韵是光彩夺目之奇观

“这个演出是一场奇观。”美国
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宗教自由
项目主任 Nina Shea 女士 2 月 18 日
在华府观赏神韵后赞叹，“中国人
在共产党来之前的数千年，一直拥
有的美丽、优雅和喜乐，让我大开
眼界，这是我几年来度过的最快乐
的一个夜晚。”

她说，“我认为这是一场光彩
夺目的演出，每一个节目、舞蹈和
音乐，都是那么地完美，令人惊
艳。”她为此要感谢身为法轮功修炼
者的神韵艺术家 ：“感谢他们保留
和恢复了这么美好的艺术、舞蹈和
民间舞，否则就会消失了。”

她表示，她高兴地看到舞台
上还有关于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的
节目，“让美国人和世界看到在中
国发生的恐怖事情很重要。”，“节
目中充满了对信仰的坚贞，‘真、
善、忍’真的是普世价值，我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容忍她，
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信条，他们不相
信普世价值观。”

“演出反映了法轮功根植于中国
古老的文化，他们旨在恢复传统文
化，并尊重不同的各族裔文化以及民
族舞蹈和音乐，所有这些音乐和舞蹈
编舞都是中国古文化的一部分，是他
们力图保留的，并教育西方观众，因
为我们以前并不知道这些。”

她说，“法轮功对社会具有如
此正面积极的影响，是一股积极的
力量。”

“这是一场神圣的演出，启迪
人心。”她说，“她来自人的心灵深
处，体现了人类灵魂之美，从头到
尾都美丽非凡。”

精神健康名医 ：神韵
引人向上 世人迫切需要

“我爱这场秀，她如此引人向
上。”神韵传递强大的正面讯息，
让有近 50 年经验的知名华府精神
健康医生 Bruce Wyman 先生于 2
月 19 日晚在华府观看神韵后感动 
泪盈。

“我太高兴、太感动了。”他动
容地表示，“演出传递了如此强大
的讯息，是美国和中国都需要的，
那就是精神信仰与自由。”

他说，他和诊所的十名同事每

月接治几百名患者。“美国人处于
‘创伤后应激障碍’状态，很多人
在（疫情的）长期压力下崩溃、
抑郁、吸毒。孩子，家长，他们在
呼救。”他盼望美国民众都能看到神
韵，“如果我们能做到（让人们看
神韵），她会让人精神大振！”

“我热爱中国文化，两个国家
都需要发展精神信仰。中共当权者
容不得这些人（神韵艺术家），真
是耻辱，因为这是你们五千年的遗
产。”说至此，他哽咽了。他眼中
含泪地说 ：“演出让我如此深深地 
感动。”

他认为，心理危机中的人们要
治的不仅是症状，而是需要心灵解
方，“美国医生治表，而中医治本；
中医不会让你因吃药成瘾而病得 
更重。”

“说实话，我不知道美国人是
否都能看懂，但这些理念、音乐、
文化，五千年的医学，我们这里如
此迫切需要这些。”他说，“这音乐
本身就能治病 ；那些色彩，美丽的
宝蓝色本身就能治病。”

前美助卿 ：
传统让我们能沉稳立足
于当下的困难时期

“绝对美不胜收！”“非常耐人
寻味。”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法学教
授 Robert A. Destro 先生于 2 月 19
日下午在华府观赏神韵后，赞叹 ：

“太美了，绝对美不胜收！（舞蹈
演员）高超的技巧，那种优美，了
不起！”

他感到舞台上展现的五千年神
传文化内涵“非常耐人寻味”，“这
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文化的精
神信仰内涵。整场演出的故事主题
引人深思，我现在得做点功课了。”

“我们（西方人）对中国文化
的灵性内涵真的了解不多，这是真
正精深的传统，我必须去做更多了
解。”他说。

他相信，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当
下，神韵通过巡回演出弘扬传统文
化，给世界“带来很多希望”。“正
是我们的传统，让我们能沉稳立足
于当下的困难时期。演出也展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当下在
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径，所有
这些融会在一台节目里，观众从中
可以汲取很多东西。”他说，“我今
天能来这里（观赏演出）真的很 
荣幸！”

电视录像制作人 ：
神韵传递爱与良善

2 月 26 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两场演出一票难
求。首度观赏神韵演出的录像制作
公司老板 Louisa Pecheco 女士倍感
震撼，“演出是满分，绝对的。”

她娓娓道来 ：“我仰慕中华文
化，因为她是所有文化的核心。所
以我很喜爱演出展现的事实——那
些传统和故事。我喜欢服装还有传
统元素，我希望这些不会随着时代
变迁而消逝。”

神韵独特的艺术手法令她印象
深刻，“演员运用动作和表情与观
众沟通，无需言语。这就是整个世
界最终所需要的，尽管我们说着不
同的语言。演出表现了爱、同情
心、善良，关于善良的剧目十分感
人，从演员的动作、音乐、音响当
中，我感到了这些内涵，确实如
此。这是非常好的交流方式，所以
我真的喜爱这场演出。”

她表示，“其中一首歌曲的大
意是说，我们历经生生世世，为了
寻找天堂。这一概念在所有文化中
都有记述，不止是一种文化。”

全球非营利组织主管 ：
感受到更高层次的善

“我感受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善

贯穿了整个演出。”任职于华盛顿一
家全球非营利组织主管的 Tammy 
MoreLeste 女 士 和 先 生 观 赏 了 2
月 19 日神韵在美国首都的演出后 
表示。

“我认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
正欣赏她。”她说，“我喜欢音乐，
二胡演奏实在惊人，我还以为是录
音，在音乐流淌出来的那一刻，灵
性好像被吸引并提升了。”

她还兴奋地表示自己感觉到
能量，“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空
灵、善良，一种更高层次的善，遍
及一切的大善，这种善贯穿于整场
演出。”

“她包含了对人类的同情、尊
重和爱。舞蹈动作在台上如流水般
流动，有一种温柔的善，这是一体
的，在那个当下，仿佛与地球同
在，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她还表示，“我喜欢神韵所有
的一切，甚至更多，每个小细节都
信奉一种美德，节目自始至终都有
一些指引人向上的教导。”

企业 CEO: 希望是
神韵传递的首要讯息

每场演出都不一样 ；但不管我
来多少次，她（神韵）都一如既往
的美。” 2 月 18 日晚，马里兰州国
会众议员参选人、企业总裁兼 CEO 
Dave Wallace 先生第五次观赏了神
韵在华府的演出后感动地说。

“这真是奇妙的机会，能看到
人类达到如此辉煌的造诣，看到年
轻人如何完善他们的舞蹈技巧与艺
术性，包括不凡身法。他们（舞蹈
演员）超越了地心引力！”

他对神韵艺术总监充满敬佩 ：
“他创作出如此美丽的艺术，并将
音乐与演出结合得完美无瑕。他是
一位了不起的导演。”

在他看来，“希望”正是神韵演
出传递的“首要讯息”：“不管你境
遇如何，总是有希望。这是关于希
望的信息，神韵每年都在传递。”

他坦言，来看神韵，是“来支
持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所信仰
的每个传统元素（原则）都是我
所信仰的。当你相信‘真、善、忍’
三原则之美，明白你可以通过（实
践）这三要素把自己交给神，你不
仅有忠于信念的人生，也拥有充实
的人生。”

神韵艺术家通过修炼大法提升
修为，使舞台艺术臻于完美，对
此他推崇备至。“当你每天早上修
习，那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会
内化于你。你会和神更近，就能专
注成为更好的人、实现你的梦想和
抱负，这就是生而为人的真义。”他
说，“当你向神寻求方向，你才能
以最丰富的方式圆满人生 ；你就有
了目标，一切资源都来自神赐和 
神助。”

“就像（神韵演员）早上在练
习（乐舞）之前或之后打坐，他们
就准备好了迎接这一天，这是法轮
大法之美。我尊崇法轮大法，他让
人们拥有所有的传统与美、能够实
现他们的梦想。”

大学教授 ：希望神韵精神
现在就能融入到全社会

2 月 26 日，拉塞尔大学的
政治学教授 Mark Thomas 先生在
费城玛丽安剧院观赏了神韵演出
后，表示，“神韵的理念和音乐
令我非常感动，音乐完美地烘托
了演出气氛与美丽的舞蹈演员，
神韵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 
向往。”

他深有体悟地表示，“神韵带
来了谐和，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
的，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世界，神
韵都带来了谐和。如果每个人都懂
这些，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我希
望神韵的精神现在就能融入到全 
社会。”Ⓞ

神韵艺术登峰造极 
乱世中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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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大区议员 ：
神韵演出像一股清流

从主元神、魂魄看生命组成， 
从因果业报说六道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