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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神韵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中华民族
的希望，是救中国唯一的希望。”6 月 21
日晚，高雄市乐器商业同业公会前理事长
郭庭祯先生首次观赏神韵后感叹，“我耳
闻神韵已经很久了，今日幸会，果然‘百
闻不如一见’。”

“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能够将现
代科技与（传统舞蹈）技艺结合，天幕跟
人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她结合了很多（艺
术元素），整个都是给人全新的感受，真
是绝顶特殊，前所未见。”

“天人都合一了！人跟神结合在一起
了，真是感人！那是天人合一的感觉。”他
赞叹，“每一位艺术家都很用心演出，真
的很精彩，把古时候的一些传统技艺都表
现出来了。”

“神韵舞蹈结合乐团，这个乐团表现
得真好！”他表示，“我一辈子都在经营
音乐，所以感受特别深刻，乐团的演出也
好，这些舞蹈也好，艺术家们都搭配得很
精彩、很精彩。”

他津津乐道，“所有这些音乐，都是
我从事音乐乐团以来很少看到的，我可以
感觉到他们（的配器）都是全新编制，包
括整个乐曲也都是全新编乐——配合着剧
情的全新编创。”

他表示，“我应该是（两岸）开放以
后，南部第一个到大陆引进民族乐器到台
湾来的，我听过的乐器很多很多，大都以
民族乐器为主，对于这些音乐我都很熟
悉，所以从（神韵演出）这些音乐，我可
以感受到他们的特殊之处。”

“一般我们所听到的乐曲，都是中国古
时候的古典乐曲，大部分是传统的古调。”
他说：“可他们（神韵）都是配合着剧情，
根据剧情主题去编曲，他们很用心地创新
编创，所以大部分的乐曲都不曾听过。”

他谈到神韵的卓越之处，“你如果听
音乐会，就只是一场音乐会而已。但你看
这一台（神韵）演出，她既是一场音乐
会，又是一场剧情精彩的舞剧，里面有文
化、有艺术，还结合着科技（立体动态
天幕），这科技也是在一般演出中不曾看 
到的。”

“现在虽然有一些乐团，演出时也会
配合一些布景，但就只是布景而已，没有
和表演结合一体 ；而神韵就比较特殊，她
把它们（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了，这个
很不简单的！”他说。

他表示 ：“（神韵）这种艺术创作让我
很惊艳，但最大的感动是，让我看到了希
望！”“从神韵当中，我好像感受到有一

股无形的力量，慢慢在推动改变。”
“因为我看到几十年来，感觉中国越

来越到走向黑暗、越来越走向黑暗，感
觉这种东西需要改变，可是这种世代的
改变，却真的很困难。”他说 ：“从现实来
讲，大家看到的、感受到的，几乎都是悲
哀的中国，不光是他们悲哀，也影响到全 
世界。”

他不由地慨叹，“它影响的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未来的！大家目前所
看的到，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今天如果
没有共产主义的话，全世界每个民族国家
都会是和平的，是共产造成世界的祸害，
把这种祸害带给人类，发动一场战争动辄

几万伤亡。”
他表示，“我感觉到神韵真的有一股正

向的无形力量，她足以推动世界的改变。”
他体悟到，“神韵真的结合了所有全世

界的华人，结合起真善美，包括（坚持真
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忍受了这么几
十年，这是不简单的。我相信，这个（神
韵）是人类的希望，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
人间的。”

“我一直深信，因为我也是佛教徒，
我深信古时候的宗教，不管你称为神也
好，称为佛也好，称为什么也好，凡是正
信正神，都会带给我们正面（启发）。”

“人类就是要有这种观念，你偏离了
这一点的话，就跟所有共产、无神论（一
样），就完全颠倒了这个世界！”说到这
儿，他再次强调，“神韵真的是上天派来
的，这个是上天派来的！”

“他们的演出真是很好，每个人都很
专业，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全世界的未
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表示 ：“我希望神韵继续下去，可
以继续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当然每个
人、包括我自己也（像神韵）一样，我们
可以替未来，可以为人类，不管是创造哪
方面，都可以让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

乐器公会前理事长 ：神韵足以推动世界的改变

“神韵，舞出神性！舞出神性
与人的内在连结，从中你会感觉
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超然神性！”原
订在台中看神韵的太雅舞苑负责
人江玉琪女士南下，于 6 月 25 日
晚在高雄一睹为快，品味着神韵
神性之美。

“我看到最特殊的是动态天
幕！”投身舞蹈工作达 17 年的江
玉琪盛赞，“衔接得很不错，让舞
蹈更能接地气，让一般人都能看
得懂。”

她表示，“她用这个方式（动
态天幕）让你深入其中，引发更
多的理解与想像。”

她进一步阐释，“神韵源自
传统中国文化，跟中国大地一脉
相连，神韵的东西比较接地气，
她与一般音乐、音乐现场演奏，
都有所不同。而且神韵是有信仰
的，这些信仰的部分跟纯艺术是
不同的！”

“对于形而上的信仰、对于天
界的部分，虽说很难去表现 ；但
神韵用立体动态天幕打破了这个
观念，突破了这种方式，进入到
这种境界。”

“她用传统的（乐舞）方式
也很好，让传统艺术可以承传下
来，而动态天幕又是很现代的东
西，能够导引做个牵连的桥，我
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神韵服饰设计也让她赞为一
绝！她说，“包括她的服装，你
看女子彝族舞！她把服装展现在
那舞台空间上，让你感觉到她的

道具、服装，是可以穿越空间，
那个穿越感，恰与她的信仰相贴
近！”她说，“这点让我很感动，
觉得相当不错！”

她以《水袖》为例，说明个中
韵味，“神韵是群体舞，在抛接之
间，随着她的空间收放，你会觉
得她们是舞动在（形而上的）空
间里。还有彝族舞的裙摆，裙摆
在转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在轮
转。这种（超然的）概念，你会
很容易就带了进去！”

江玉琪说，观看神韵的当
下，“我有这样的感觉，那种穿透
感真的非常棒！”

她表示，“因为她是（承传
了）五千年的历史脉络，她又跟
信仰的天界有所连动的，所以那
个意象的传达是很重要的。”“通
过这种方式，导引一个完全不懂
的人，能够很接地气地了解到 ：
喔！原来她是这样（升华）上 
去的！”

“其实，她（神韵）有很特
殊的主题，是不会被模仿的！她
清楚地呈现了舞蹈、艺术和信仰
之间的连动 ；我很少看到这样大
型的舞团、艺术团体跟信仰可以
相结合的。”

谈到神韵的色彩搭配，她的
眼睛为之一亮，“我觉得很好！
比如《男子古典舞》，竟然使用
紫色，尤其是男生，当时我吓一
跳！因为它代表着尊显亮丽，因
为紫色是最高的顶轮颜色（唤起
人的超感知觉及内在智慧）。”

“再来是宝蓝色，宝蓝色的
衣服也非常轻飘，这是神韵的特
色，我觉得她选的质地绝对相当
好，她能够展现出‘舞蹈的服装，
就是我舞动身体的皮肤’。所以
整体看上去，就会觉得设计制作
很用心。”

“我喜欢神韵的服装和道具！
她的颜色，蓝色的，还有花团
锦簇的羽扇，《秀春梅》就展现
了春天的气息！她用翠绿搭配
桃红，羽扇和裙䙓是同搭的颜
色，用得非常好！其中绿色的裙
䙓尤其鲜明，无论怎么舞动，都
不会被桃红抢色，又能够看到她
的调和，这两种颜色搭配得真 
是好！”

她翻开节目册，指着彝族女
子舞衣飞旋的一页，继续解释
道，“她的圆，不是只有一个圆，
是超过 360 度、甚至 400 多度的
裙子，当飞旋起来的时候，她带
来了（超乎想像的）空间感。我
觉得很棒！”

“虽说是一趟轻松悠闲的艺术
欣赏之旅”，她表示，“其实我仍
然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每个人内
心应该要有的韵律节奏感，是有
关于人跟神之间的一种内在连结
——神性的联系，神性与舞蹈的
联系。”

“你会看到每一位舞蹈演员，
你觉得他好象是一尊佛，不管是
笑面佛也好或是庄严佛也好，你
就是感觉到他们在舞台上舞出神
性，舞出超然的神性！”Ⓞ

舞蹈团负责人 ：每位舞蹈演员象是一尊佛

“神韵是身心灵跟美的结合，
可以把一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最高的
境界。”曾任花莲教育大学校长、
曾多次获台湾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长期致力研究“如何提升学生的能
力”的中山大学教授林焕祥先生与
妻子洪瑞儿教授一起观赏了 6 月
23 日神韵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
堂的演出后，十分开心的赞美，

“那一种传统的美，可以让人的心
灵感觉非常的舒服，自然，同时也
体会了美学跟科技还有音乐艺术结
合的一种飨宴，真的是非常难得。”

他说，“本来今天工作非常
累，因为在赶一个研究计划，可是
经过神韵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一个陶
冶，觉得心灵非常的舒畅，真的是
一趟美的飨宴，非常感恩。”

“我坐在第一排，那整个画
面、音乐，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灵跟
美的一个结合，在整个节目的过程
当中，（神韵）透过各种情境，传
达各种美，所以真的是非常享受。”

他表示，“我最近几年一直尝
试着把美学（融入教学），美学呢
不管你融入科技或者是融入各种科
学的学习，对学生其实都有满帮
助的，所以当一个人体会到那种
美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积极认真，
而且他的灵感就会不断的启发出
来。”“所以透过观赏神韵，我觉得
可以让你体会美学是什么东西，然
后在那种自然的陶冶之下，我觉得

你的各种潜能，不管你的创造力
或是什么呢，其实都能够发挥的 
出来。”

他接着说，“神韵她带给人家
的精神不只是一个‘美’，她同时
告诉人类说，其实你要有一个信
仰，而且心中存着善念，因为那种
善念会激化你的潜能，配合那种
美呢，各种不顺利就只是一个暂时
性，并不是表示永远的挫折。”

“我们应该珍惜目前所拥有
的，然后把象神韵所代表的这些美
好的传统，想办法传给我们的下一
代，教育他。我是一个老师，所以
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那种美学的
感觉在你的心里面有建立的话，那
你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大学教授 ：神韵传统之美 
       能激发人最高潜能

 “今天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我怎么感觉还没看够演出就结束
了，觉得意犹未尽啊！”杵音文化
艺术团团长高淑娟女士表示，“觉
得还没看过瘾怎么就结束了，我
还舍不得起来，看到观众都感动
地站起来拍手，我才赶快站起来
拍手。”

2022 年 6 月 22 日下午，身
兼艺术总监的团长高淑娟带了 17
位编舞老师，在高雄观赏了神韵
国际艺术团在当地的第二场演
出。“这次我专程带几个在学校
教舞的、有编过好几年舞的老师
来看，除了舞团的成员，还有在
社区教舞的老师。他们来了，当
然会有心灵的提升和怡情悦性感
受，同时他来看了以后，对他在
编舞一定有帮助。”

几乎年年看神韵不缺席的高
淑娟说，“每次来都有每次的收
获，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感悟，其
实每一幕都会触动到心里，只是
有时候我会看她的编舞，有时候
会看动作的编排，有时候是看服
装的造型，有时候是看队伍的 
层次。”

“其中有太多太多的层次要去
琢磨。要搭配那个情境有太多功
课要做，（神韵）是一个（系统
庞大）综合艺术，要用言语或一
句话来形容，已经无法形容了。”

她表示，“要做出这样一台
演出，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困难
的。我是一个导演，我每一、
两年都要做一出舞剧，都在找
灵感，有时都想破头，一小时的
整出剧，我都要花将近一年的时
间。但还可以慢慢编，可以以缓
慢节奏呈现。”

她说，但神韵舞剧要在短时
间呈现出精髓那是最难的，“就象

说话演讲越短越难做好。这样子
的演出，越短越难做，在那么短
的时间，约 5、6 分钟，就呈现出
王昭君她的一个历史的任务，或
是西游记，只有几分钟就可以把
他阐述得那么贴切、到位，那是
很难的，那是高难度的编剧。”

“神韵舞蹈画面非常漂亮，
中国古典舞真是太厉害了！很优
雅，古典舞呈现出来的（功底）
很厚实，很要求基本功，他们

（演员）都是专业训练有素，看
起来很舒服，这是怎么训练的？”

“我还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
有‘我要把他跳好’的那种感觉、
那种精神，好像是个荣耀，而且
不是荣耀自己，是在融入那个
情境，他好像是那个情境里面 
的人。”

“加上（现场伴奏）交响乐
配合得很好，我们会跟着那个音
乐起伏，象小和尚他们的表情很
生动，我们好象跟着那个情境在
跑。”

她说，神韵的精彩不只体现
在宏观，还有微观处的细腻用
心，“演出处处精彩，让人目不暇
给，如此完美的呈现，很多人不
了解这其中有很多的细微处，都
要放大处理，有些人以为细微处
带过就好，但（神韵）很多细微

处反而是放大处理。”
她说，“放大处理就是微小

细节都很用心处理，都要花很大
的精力去处理，何况是更大的部
分，更是要大处理，所以不要小
看，她是很多细微处的累积，她
是环环相扣的。”

“前置作业真的很辛苦，才
有这么完美的呈现，这样呈现出
来，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在动作
他也可以变化，很多人会看得目
不暇给，还来不及看，下一个画
面就出来了。”

她说，“神韵不只是出神入
化，她还要韵味十足，（一般表
演）有的人可能是 8 分，有的
人只做到 5 分，而神韵她就是要
做到 10 分，就是要做到完美的 
极致。”

她说，神韵最令她感动的就
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努力，

“我自己也在做文化传承，看到
神韵由 3 个团变成现在 7 个团，
还在逐步扩张，看到有年轻人进
来，演员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
是看到那种精神，有传承有延
续，我很感动。”

“透过神韵的不断坚持做下
去，理念相同的人会想办法来支
持，除了对神韵的美好传扬口
碑之外，大家应该都用行动来支
持，因为他是一种（普世、传统）
价值观的传承。”

高淑娟最后愉悦地表示，“演
出让我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之前很多事情在忙，我看了神韵
以后心情就变好了，之前有一些
事物牵挂，看了之后心情就比较
舒畅，心灵被洗涤，心情的繁杂
被梳理了，最后一幕佛光出现的
那种祥和，让我感觉心情很愉
快，带着满满的感动回家。”

获奖艺术团团长 ：

神韵舞剧是高难度精髓之作
“‘神韵’这两个字取得太好

了！”6 月 29 日午间，知名专业
音响公司董事长杨兴邦先生观赏了
神韵在台中市中山堂的演出后，发
出如此的感叹。

作为台湾自创专业音响品牌的
董座，他赞叹神韵的音乐配器，

“我听过她（音乐）的这些细节后，
发现这个配器真是太完美了！”

他表示，“我听过很多音乐
会，她（神韵）有别一般的音乐
会，她所呈现的方式很不一样 ；一
般音乐会可能是一个层次的表现，
可这里的声音可以呈现出她里面的
精髓，她的节目内容跟整个演出的
呈现非常到位！”

“这一点是真的是不容易，也
是说这个乐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很用
心，才能呈现到这么完美。”他说。

对于神韵女高音歌唱家的歌
声，她也格外赞赏，“我觉得女高
音的高音声线跟唱法，可以穿透云
霄，很有穿透力，那种穿透力很难
去形容。”

“她所呈现的东西，应该完全
出自内心的一种升华、一种穿透力
的唱法 ；她真的是全心（投入），
透过这种形式把自己想要发挥的都
完全呈现，因此能够感动人心，这
个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他接着说，“台上的每个舞蹈
演员，他们把这（演出）当作一
个升华的使命感 ；对于每个演出，
他们倾注其精神、意念，投入在他
们的肢体细节中，那一种呈现我们
感受得到，真是太完美了！。”

“整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动
态天幕结合现场（舞蹈）演出，
能够分秒不差的结合，这一点真的
是不容易，我觉得这是极需很用
心、很认真的去排练，这也是这个
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很用心，才能

呈现到这么完美，这个真的是不容 
易的！”

他并观察到，从舞蹈、音乐到
动态天幕的整体搭配设计，让人感
受前所未有的视听震撼和感动，除
了所有艺术家的杰出和用心，他认
为这背后还有一位掌握关键的灵魂
人物，就是神韵艺术总监，“他是
主要执导的人，他的层次跟经验是
精准细腻的。”

他说，“一般来讲，任何表演
都包含好几个区块，每一个音乐

（作曲）或舞蹈（编舞），他们各
有专长，每个区块都有其专业，只
不过各做各的，但是每个部分只能
呈现他那一部分的专长，他们没办
法结合串连每个细节，也没办法结
合得那么细致。”

“但（神韵）这部分确实做得
很到位，从舞蹈到任何一个部门

（环节）都完美无缺。”他认为这是
靠艺术总监的指导带领，才能将整
个艺术团紧密串联并呈现得如此完
美，“他沟通能力很好，每个细节
能够沟通得很细，这一点我觉得
不容易，真的不简单！”他由衷赞 
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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