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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低迷不振，“神韵演
出对亚特兰大非常重要！神韵在
此开启新的演出季，我们无比荣
幸。”2022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下
午，亚特兰大市议员 Alex Wan 先
生代表整个市议会前往剧院，分别
向神韵艺术团和亚特兰大神韵主办
方颁奖。当晚的 2023 年演出季首
演票房大爆满，由此拉开了 2023
年全球巡演的帷幕。

无独有偶，12 月 30 日，美国
国会议员 Sheila Jackson Lee 女士亲
临德州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送来褒
奖信，并观看了当晚的演出。她在
褒奖信中说，“值此德克萨斯州休
斯顿市神韵艺术周之际，我代表德
克萨斯州第 18 国会选区的选民非
常自豪地对神韵艺术团予以褒奖。
祝贺你们，希望你们演出愉快、满
载而归。你们仁慈的贡献当值得我
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确实无愧
于美国国会的尊重、钦佩和褒奖。”

创 建 于 2006 年 的 神 韵 艺 术
团，在 17 年的时间里不断壮大，
今年又有一个新团 -- 神韵新世界艺
术团将加入巡演。 8 个神韵艺术团
演员将踏遍全球 22 个国家的 185
个城市，包括往年没有的多米尼加
共和国和巴西的城市，为百万观众
送去希望的福音。

在 2022 年 12 月底短短 8 天的
巡演里，一如既往，神韵所到之
处，延续了往年票房大爆满、一票
难求的奇迹。在全球经济低迷、疫
情依然肆虐的时刻，这奇迹的展现
是在无言地告诉人们，神韵带来的
美好在人们的心里已留下了深深的
印迹，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效应。
正如今年第十次观看神韵演出的前
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驻丹麦大
使 Richard N. Swett 先生所讲 ：“你
从剧院的满场就可以看出观众对她

（神韵）的喜爱。”

首席运营官 ：神已下世救人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休斯顿

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首席运营
官 Scott Ray 先生在休斯顿观赏神
韵后赞叹 ：“神韵的水准是我见过
最好的 ；演员对节奏精准的把握
也是完美的 ；他们是如此乐观、
积极向上、充满活力，他们给了
我们希望。”

他谈到，“比如演出所展现的
重视家庭的价值，对我们也是重
要的。”“我认为神韵生动地刻画
出了人类关于爱、生命以及幸福
等情感。”

他还表示，“我真高兴看到演
出中人们对神的信仰，他们以一种
美好的方式来展现神。”他说，“有
那么两三次，我感到神已经从天堂
下世到人间，来救人了，而这正是
我们一直期待着的，我们一直在等
待这件事情。”

知名活动家 ：用美唤醒
灵魂 神韵导演是觉者

12 月 31 日下午，知名古巴人
权活动家、作家 Orlando Gutiérrez-
Boronat 先生在美国迈阿密艾君爱
诗演艺中心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
的第四场演出后感叹 ：“演出非常
精彩，充满神性，疗愈人心。”

他表示 ：“演出向我展示了西
方和东方文明是如何统一于美的理
念，以及超越于美之上，又与美紧
密相关的真理和神性。”

“我感到与更高的力量和更高
的真理之间有了连接，而且我在演
出中绝对感受到了那种非常祥和的
连接。”

“观看整个节目时我都在想，
这些非凡演员的老师、神韵的导演
和制作人是觉者，他们被赋予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通过美来
唤醒我们的灵魂，重新找回我们在
这世上的位置。”

他表示“我肯定会推荐神韵
的，那么美的演出。在这个纷繁复
杂的世界，神韵给你一个非常明

确（的指引），帮你找回自己的记
忆，即什么是美、善、真，并且他
们是不可分割的。”

著名电影制作人 ：神韵是一
道光，提醒人莫失信仰

“神韵的制作非常巧妙，艺术
形式很柔美，而艺术内涵却非常有
力度，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人文层
面。”“这是神韵的独到之处。”著名
电影制作人 Veronica Riedel 女士观
看了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下午神韵
在迈阿密的演出后称赞道。

“神韵节目的内涵非常深邃，
能启悟观众，让观众觉醒。”她说，

“就如同神韵提到的信仰，我们要
清楚，我们不可以丢失信仰，要保
持我们的信仰信念。我们要相信
神，要保持我们的传统。即使身处
世界其它地方，即使是精神信仰被
禁止的地方，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神韵是一道光，提醒人们不
要丢失他们的信仰，提醒人们回归
传统。我永远相信，神灵在高处，
创造奇迹。我们需要奇迹。”

她表示，“在制作电影时，我
们都会表现善恶之战。今天在神韵
的节目中我看到了善恶之战。我们
要知道，在当今社会，恶的因素还
是非常猖狂，几乎在每个国家，方
方面面。所以，神韵的节目内涵是
有普世价值的。

集团公司总裁 ：神韵能驱走
恶魔 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

2023 年 1 月 1 日 下 午， 一
直关注神韵的建筑服务公司总裁
Don Neff 先生观看了神韵在美国
佛州迈阿密的演出后认为，神韵
演出展现的价值观可以驱走人们
在生活中遇到的恶魔，“例如最后
一个节目凸显善与恶的概念，善
战胜恶，神韵展现出来的文化告
诉人们，要寻求善良和纯洁的价
值观。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有
必须对付的恶魔，所以我们要不
断地加强这种价值观，才能驱走
恶魔，才能生活得更健康。”

他强调，“我们绝对需要保持
传统的、好的价值观，就像你在大
学和研究生院学习理论，然后是实
践。在实践中，在我们所做的所有
事情中，我们总是试图遵循可以达
到完美的价值观。神韵的文化演
出，就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一
种价值观。这一点极其重要。”

男高音 ：神韵艺术总监
创造了一部杰作

作为艺术家，我必须要说，
我深表敬佩。每个神韵艺术家都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
们的纪律性以及整个演出所表现
出的美学。”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歌剧男高音 Werner Heinen 先生和
女儿一起观看了神韵在德国柏林
波茨坦广场剧院观的演出后发出

如此的赞美。
他说，“我认为，今天对我来

说是一种充实。演出中每个人都
在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全身心地
投入，每个人的演出都很精彩。
特别是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声音
神圣，技巧高超，唱得优美至
极。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如此
美妙的声音了。”

“那是神圣的声音，就像是来
自于天堂。第一个音符立刻就打动
了我。对于歌唱家来说，第一个音
符和最后一个音符是最重要的，技
术上也是 ；但是想要诠释一个如此
高难度的歌曲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他要向神韵艺术总监表达最诚
挚的感谢，“神韵艺术总监创造了
一部杰作！他在节目与节目之间建
立起了一个联系，在整个演出中设
定了一条线，这条线最终通向神的
旨意，通向我们自身的转变，即我
们应该在生活中改变自己。现代的
世界充满阴险狡诈，通常没有人与
人之间应有的善、爱和情谊，这个
世界不想让我们变好，而神韵艺术
总监把这些美好的价值通过舞蹈完
美地呈现出来了。”

他一再表示自己非常激动，“今
天看过演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埋进
了一份美好的东西，一定是这样。”

“我为神韵祈祷，她激励了我们
全家人。……我感到幸福、激动，并
会带着这样的感觉进入新的一年。”

企业总裁 ：感受到无尽恩典
“神韵演出很美，我犹如触摸

云端，又仿佛身临仙界。”百年家族
企业总裁 Julia Gomez 女士于 12 月
29 晚在美国佛州迈阿密看完神韵后
发出如此的赞叹。

她表示，“（神韵）复兴传统文
化、重塑传统价值观很重要，这关
乎我们所有人，也关乎我们今天的
世界。这样的传统价值观，不仅中
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

她表示，“神韵是一场纯美的
演出，从节目中我看到真理和美，
还有坚贞。这些都是我们当今社会
非常需要的价值观。”“今天真的感
受到了无尽的恩典。”

获奖医生 ：创世主是医者之主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晚， 身

为 一 家 医 疗 中 心 老 板 的 Aaron 
Tuckler 医生偕夫人在迈阿密观看
神韵演出后表示，他“被演出深深
的震撼了”。

他表示，神韵让他“感受到希
望，感受到幸福，知道了有一位神
圣的医者（创世主），他不管面对
什么困难都不会动摇，他坚如磐
石，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这就是我的感受。”他说，“演
出就像在传播照亮人心的种子，意
义非凡。”

他说，神韵的演出“就像是一
个起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剧院，观看演出，“去看神圣的创
世主的展现，并且试着回归神性，

用善良去对抗邪恶，最终，善良的
一方胜出，这一点亘古不变。”

他表示，他喜欢神韵演出中带
来的神性启迪，“我非常喜欢这一
点，还有那两首歌，歌词感人至
深。”“（歌词启发）人们要有行善
做好人的愿望，永远善待他人，这
样的信息会重建我们的信仰。”

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神韵
会有这样的展现，“在最后一个节
目，在人们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创
世主来救度世人。”

“这令人敬佩”，他说，“没有
任何一场演出能做到这一点。”

他还表示今晚观众在场内都
被创世主所治愈，他再次强调 ： 

“（创世主）是医者之主，是医者的
医者。”

时尚营销总监 ：神韵是
连通天界之门

“神韵演出带给我一种冥想的
体验。我的每一次呼吸，仿佛都
和神韵艺术家的舞蹈动作、服装
的色彩起伏，以及乐池的音乐节
奏，同频共振。”迈阿密时尚界名流
Roxana Frontini 女士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观赏了神韵在迈阿密的演
出后赞叹说。“这是一种超越了人
间的一切体验。”

她对神韵艺术团的服装赞赏有
加，她说，“服装是灵魂的语言。
而在（神韵的舞台上）艺术家们的
服装可以随音符而翩翩起舞，舒缓
流畅，我完全被带到了一个轻盈灵
动的世界，不似在人间，完全像是
神界。”

“我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是
可触的、有形的，当我们超越有
形，我们内在的神性就会闪现。只
要我们细细体会，我们就可以通过
神韵的音乐、舞蹈、服装等元素和
我们的神性连通上。神韵，是连通
天界之门，确实如此。”

大陆女士 ：希望观神韵
给染疫家人带来祝福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神韵
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加州圣荷西表
演艺术中心的第三场演出，吸引了
众多湾区大陆移民。从中国大陆来
的金女士表示，神韵演出“向西方
世界表达了，中国人并不是像中共
宣传的无神论（者），是有传统观
念、有道德约束的。西方很多（信
仰）以基督教为主，美国很多人信
基督教。中国人也不是没有信仰。”

她表示，通过神韵，“西方人
能感受到中国人还是有很多优秀的
艺术，还有传统价值观念，并不是
无神论。”

她提到中国目前疫情特别严
重，她的父母，还有弟弟一家也都
感染了。

“（来看神韵）我觉得是对家人
的一个祝福。”金女士说，“希望我
来看（神韵），能给家人带来美好
的祝福。”Ⓞ

神韵将为百万观众送福 新年祝福 ： 退出邪恶  
回归本性

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

“生命”的内涵 ： 
中医与西医

从科学的迷茫中 
走入大法修炼

汉字“冤枉” 藏大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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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历年之最 8团22国185城
2023神韵世界巡回演出

2023 年 1 月 2 日下午，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的第十场演出大爆满。图为谢幕照。（摄影 /
陈筱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