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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天，万物苏醒，百鸟
欢鸣，春风拂面，春意盎然。在本
应享受这大好春光的季节，已经被
疫情困住二年的人们还在为反复的
疫情而焦虑，为欧洲战火可能引发
的后果而担忧，心灵在备受煎熬，
无心顾及鸟语花香。为抚平人们心
灵的创伤，为在绝望中的灵魂找到
快乐的源泉，神的使者 -- 神韵的
七个艺术团在这温暖的时节奔忙在
欧洲和北美大陆，把创世主的慈悲
送到千家万户。

社会学家 ：创世主把
慈爱能量撒向每位观众

“当创世主出场的那一幕，光
芒四射，扑面而来，我们都被笼罩
在光芒之中，不可思议的一种感
受。光环中的能量洒向前排座位的
观众，能量随着音乐慢慢渗进我的
内心，一种力量充满身体，我感觉
整个人都被洗涤，重生一样。”专
注历史文化研究的自由撰稿人、社
会学家 Dalia Alusta 女士和身为公
司副总裁的先生 Yacine Atroune 一
起观赏了 3 月 26 日晚神韵在加拿
大密西沙加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后
赞叹道。

她表示，“我爱神韵。这个演
出像是来自天堂，而不是人间。就
如神韵之名所示，是神舞动之美。
这确实不是这个空间的艺术。”

当提到她所见的光环时，她
说，“我看到了非常明亮白色的光
芒照向我，特别是随着扮演创世主
的演员转动手臂时，随着他手臂的
起落，光芒就到了我的身上，一种
疗愈的力量充满我的身体，我感受
到的是一种平和、慈爱的能量，还
有其他美好的能量，不仅仅是到我
身上，我相信是到了剧场内每位观
众的身上。随之光芒的靠近，我的
身体逐渐发热，非常温暖。”

“看神韵，就象在做冥想。神
韵艺术家真棒。看完演出，我感觉
到自己像是一个全新的人。以前从
媒体里看到的负面信息都消失了，
身心舒展，感觉像长了翅膀，轻盈
飘逸。我现在感受到冬天确实过
去，春天就在我们身边。”

同时也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和催
眠治疗师的她表示，“神韵的一切
都具有疗愈能力，舞蹈、天幕、色
彩，一切的一切充满能量，都和观
众的内心有强大的沟通，每个人都
被深深触动。”

“不仅是音乐，神韵所采用的
色彩也非常有疗愈效果。我坐在观
众席上，感觉明亮的光芒笼罩着
我，然后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轻
盈，整个人好像飘然无物，升至空
中，内心充满喜悦和希望。我发自
内心感谢神韵的艺术家。”

“我很喜欢《水袖》的舞蹈，我
感觉好像是舞动着翅膀的天使在舞
台上为你而舞，鼓励着你，给予你
神的力量。而女高音歌唱家的歌
声，像是来自天上，充满神性，给
予听众坚强的力量。”

她表示，聆听神韵的歌词，
就像是在聆听神的训诫，“一刹那
间，剧场好像变成了一个神圣的 
场所。”

听女高音的歌唱而言，“也能
从她的歌声中感受到巨大的神性的
力量，她的声音有很强的回荡力，
像巨大的冲击波。神韵是超越宗教
信仰的演出。蕴含神性，却超越宗
教。这是让人印象深刻之处。”

夫妇二人表示，今晚最大的遗
憾是没有把孩子们带来。

她说，下次一定要把孩子们带
来。“我想让他们也感受到这种
能量。最主要的是，我相信神韵
演出会帮助他们打开智慧，提升创
造力和想像力，并且联通他们的神
性。这是孩子们必须要看的一场演
出。我觉得神韵真的是做了一件大 
好事。”

“我相信孩子们看到神韵会变

得坚强，也会对未来充满憧憬，满
怀希望，而且会正面看待事物。”

她举例说，“《餐馆的故事》就
展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当其中
一个餐馆着火了，他们停止了争
斗，互相帮助，度过难关。而《小
和尚》里也看到同样的人性美好。
强盗头目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些舞
剧都让我们对人生充满希望。我觉
得我明天对孩子们说话的语气都会
改变，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说 
话了。”

她说 ：“是神韵提醒了我们人
生中的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孩子们
能从神韵中看见他们需要的世界，
而不是媒体报导的灰暗世界。我希
望孩子们看到，疫情之后，神韵带
来了美丽的阳光，从天空、从天
堂、从神界而来的阳光。”

最后她表示，“疫情过去了，
我们要开始全新的生活。感谢神韵
带来的改变。”

州众议院多数党副领袖 ：
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

3 月 10 日晚，神韵纽约艺术
团莅临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进
行了 2022 年度纽约的首场演出。
当晚演出前，纽约州众议院多数党
副领袖、第 6 区众议员 Phil Ramos
以及纽约长岛苏福克县第 9 区议员
Samuel Gonzalez Jr 先生在林肯中
心大卫寇克剧院分别向神韵艺术团
颁发嘉奖令，随后观赏了演出。

Phil 由衷赞叹道，“整台演出
中艺术家展现的才华令人难以置
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台演
出可以同时在几个国家上演，而观
众百看不厌。首先，能创作出一台
节目已经令人难以置信，而每年都
有全新演出、如此吸引观众，就更
令人难以置信！”

他由衷敬佩神韵艺术总监，
“我为他喝采，我为这些付出向他
致敬。神韵的艺术让我们走到一
起，用艺术来向世人传达意涵、教
化历史、传授灵性，我祝贺他如此
富有创新性。”

“艺术家所展现的古代文化充
满传统、深厚博大，充满道德伦
理、人性与美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
代中国的样貌，看到（中共）消
除这一文化的企图。”

对神韵二字的含义是“神舞动
之美”，他强调，“这正是我被今
天演出深深打动的原因，演出中
注入了神性。这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精神信仰倡导善良、弘扬人
性。政府干涉这些人性教导是错
误的。”

在他看来，“演出独特之处
在于神韵真实体现了民众而不是
政府，展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文化根源、所思所想、欢乐与抗
争，而这是不应该被湮没的，因
为是历史使我们成为今天的自
己，而与世界分享历史，会让人
们走到一起。”

他赞佩说，神韵“用艺术来传
递团结、教育观众、架起桥梁，并
为社会公正发声，这样的声音会使
人们走到一起”，“今天的演出非
常动人地达成了这一切。”

陆军少校 ：遵照传统
是通向神性的大道

美国陆军少校 Alexei Fainblout
和 太 太 Jodi 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
下午来到来到檀香山布利斯黛尔音
乐厅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表示，“我
认为神韵不仅是完美的艺术演出，
还有她所传递的尊重传统、秉持信
仰、保持善良，并将这些美好价值
应用到现代社会的重要信息。”

“神韵将这个伟大的信息传播
到世界各地，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
影响。她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站在
相同的普世价值的起跑线上，这对
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我认为，如果世界各地的人
们都能坚持这些传统价值，那么世
界上的暴力就会少得多，世界上的
痛苦和折磨也会少很多。”

他继续说道，“神韵演出晓谕
我们，遵照传统是通向神性的大
道。神韵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早期，
人和神是同在的，是相互联系的，
演出甚至告诉我们那时人神是如何
相互联系。同时，她还告诉我们秉
持信仰将使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好。”

他满怀喜悦地说 ：“我从神韵
舞台上看到了明亮缤纷的色彩，包
括黄色、橙色和蓝色以及其它颜
色。我认为，这是一个来自舞台的
美好信息。”

他表示，最喜欢最后一个节目
展现了神佛的慈悲，他说 ：“在大
海啸将要吞噬地球上的一切时，全
身散发着慈光的创世主下世给地球
上的人们带来了温暖、团结与平
和。这是一则非常慈悲的信息。我
认为这则信息将坚定人们的信仰、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以及增加对彼
此的同情心，最终拯救世界。我认
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

“这是我们在中共病毒大流行
后期这样的环境中，第一次看到这
样伟大的演出。我认为这是开始把
人们从禁锢、长达两年之久的洞穴
中带出来、把团结的精神带回来的
重大的第一步。现在是人们走出来
并振奋他们的精神的时候了。”

他还分享，“我认为神韵演出
确实有疗效，至少在我身上发生了
这种奇妙的作用。我感觉一阵阵正
向能量从舞台上扑面而来，这是那
种积极的、治愈的能量。我觉得我
从这场演出中出来后，感到精神更
足了，身体更轻松了，我觉得我被
治愈了，我看到了光明。”

对于那些仍然心有余悸而不敢
走出来观看神韵演出的人，他想鼓
励他们勇敢地走出来。他说 ：“我
要告诉他们出来。现在就是走出你
的洞穴、睁开双眼饱览世界上美好
事物（神韵演出）的时候了。”

有幸观赏到这么伟大的演出，
他感谢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尤
其对神韵艺术总监表示感恩。“我
感恩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慈善家 ：
神韵就是神的使者

慈善家 Tonino Margani 先生观
赏了神韵 3 月 25 日晚在加拿大密
西沙加的演出。第一个节目众神随
创世主下世救度末世众生的情景，
让他非常激动，“这是我看到的最
美好的一幕 ：上界生命（跟随创
世主）下到人间，这一幕触动了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忘怀。”

他说，“整个（众神下世）的
过程，那阵势和布局，还有其中的
含义——他们下来拯救即将变坏的
世界，这个内容太珍贵，我非常 
喜欢。”

“我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是，
她代表了纯洁、神的伟大和善。这
个意义非常好。这是非常美好的传
统，非常美丽。”

观神韵让他体会到只有做个
善良的人，才会得到神“最后的救
赎！我们都会获得救度，我们值得
被救度。”

他表示，“神韵就是神的使
者”，“因为神韵带来的是神的
信息，而这信息如此美好，充满 
神性。”

观众 ：
看到神奇光芒 疼痛减轻

2022 年 3 月 27 日 下 午，
Rhoda Simpson 女士观看了神韵在
加拿大密西沙加

演出后，被神韵散发的能量深
深地震撼，“我感受到如此强大的
神性能量，我感受到希望、喜悦、
祥和……我觉得非常美妙。”

她说 ：“这些色彩散发着光
芒，像花朵一样绚丽。我是个基督
徒，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文化，这
样的展现让我心生喜悦。”

长期受健康问题困扰的她，不
能久坐，。但她表示演出的能量让
自己感到身心轻松，“今天有一点
痛，但不严重，通常我坐不了那么
长时间。”

她介绍说，“大概从第三四个
节目开始，我开始经历一些神奇的
体验，我感到非常幸福。”

她说 ：“我感受到神的存在，
还有他们身上倾泄而下的能量，我
看到这些能量向我们围过来，我也
可以感受到这些能量，这真是神奇
又神性的体验，非常神圣 ；我感受
着那些能量，让我想与舞蹈演员共
舞，非常神奇。”

“我感到身心的提升，就像我
的灵魂找到了快乐的源泉。我看到
我被明亮的黄色光芒包围着，让我
感到内心充满光明。”

“这些光芒来自舞台，我沉浸
在其中。我的座位靠近乐团，我无
暇顾及身旁或身后发生了什么，但
是我看到我身边的那位观众，那位
女士被金光笼罩，就像变成一尊金
像。她看上去是如此幸福。你可以
看到金光……我很难找出精确的语
言来形容当时的场景，但她确实金
光闪闪。”

她还说 ：“即使舞台演员都身
着相同的服饰，他们散发的能量色
彩也不尽相同，这是非常神奇的体
验，带来了生命的升华。他们给我
们带来了内心的喜悦。我想我今天
得到了神的恩赐。”

公司总裁 ：神韵
带给我的是满满的希望

“疫情中人们都经历了很多，
大家非常需要透过神韵来看见人生
的美丽。”护肤保健用品公司创办
人及总裁 Christina Shea 女士 3 月
23 日晚在加拿大汉米尔顿观看了
神韵演出后感触良多。她表示，今
年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比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神韵。

她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疫
情后的）世界需要看到希望。神
韵带给我的是，满满的希望。我觉
得神韵节目中展现的普世价值，比
如善良、为他人着想，是帮助我们
走出疫情的关键。神韵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来自哪种文
化、来自哪个国家。我们需要与人
为善。神韵让我们在一起。看神韵
是一种疗愈、对疫情的疗愈。她带
我们深入文化和历史，帮助我们了
解人生的意义，引领我们看到希望
并心存乐观。”

她介绍说 ：“每次只要能碰上
神韵，我都要来看。上周我在纽约
看到了神韵的广告，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来看。在疫情后的时间里，
我必须来看这么美丽的舞蹈，神韵
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 
滋养。”

她表示，“（神韵）歌词也非
常让我感动。我有信仰，我很认
真地看歌词的每个字。我认为在
很多信仰中都有创世主的概念。
无论我们朝拜哪个神，我们都相
信创世主，我们都主张善良和关
爱他人。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目
前最急需的。今天神韵艺术家用
精彩的艺术帮助我们走出疫情，
看到希望。”

她说，她还会每年追神韵。
“神韵的节目每年全新一套，全
新的舞蹈编排，全新的服装，全
新的故事情节，我是无法不深爱 
神韵。”

“我向所有人推荐神韵。这是
一生必看一次的演出。如果你一次
都没有看过，那就必须来看一次。
神韵让你体会视觉的享受，灵魂的
洗涤，你一定会不枉此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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