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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23 年，从亚洲的日韩到欧洲，再
到北美洲，严寒挡不住人们观赏神韵艺术团演
出的热情。前百事可乐全球运营总裁 Enderson 
Guimaraes 先生赞神韵演出“犹如在寒冷的冬天
带来了春的讯息”。

在日本，神韵在近 40 天里共计上演 32 场。
神韵艺术家的足迹遍布日本关东、关西及九州
等地，上演神韵的城市多达 10 个，是历年最多
的一次，并且票房不断被刷新。在演出第一站
的东京都八王子市，票在一个月前售罄，演出
当天一票难求 ；在最后一站名古屋的 5 场演出
更是场场爆满，以至于主办方不得不开放 4 楼
座位以满足观众观看神韵的愿望。

对于在日本掀起的“神韵热潮”，日本知名
电视台的高管林（Hayashi）先生表示，“我注意
到，从去年（2022 年）年底到现在近一个多月，

（神韵）在日本各地的演出几乎场场都是满座。”
喜欢中国历史的冷冻空调公司社长河渡

正暁先生说，“我被‘真、善、忍’三个字打
动。”“现在道德颓废，我觉得让世界了解‘真、
善、忍’很重要。”

据主办方表示，神韵在日本演出期间，在
剧场大厅的摊位上，《转法轮》等法轮大法书籍
售出 130 多本，中途曾一度断货。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共又利用其影响力
向多米尼加各级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媒体发信
息，试图让演出取消，但是以失败告终。相
反，中共此举令多米尼加人更热衷于观赏神
韵，首场演出的门票全部售罄。主办方临时加
座，也被一抢而空。

观赏神韵后的《加勒比报》主编兼影视制片
人 Alfonso Quiñones 先生表示，“她（神韵）真
的向我们展现了‘硬币的另一面’。”“我就是证
人，我看到过中共领馆如何给媒体施压不让报
导这台秀，在我看来是残暴的。这种行径应受
到制止和惩戒，如果我是外交部长，会发照会
抗议，仅就这一事实而言，这台秀也很重要。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台秀，不只是从文化角
度及其高度的美学价值而言，从伦理道德意涵
和意识形态角度看也如此。”

大陆博士生 ：深受震撼
“我觉得特震撼，感觉没有语言去形容那种

震撼，真的是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笑）真的
震撼，很振奋人心。”1 月 21 日大年三十晚，从
大陆来荷兰攻读博士的刘谚哲女士观看了神韵
在荷兰格罗宁根的 MartiniPlaza 剧场的演出后如
此赞叹。

“来之前对她有很大期待，在国内没法看，
看了之后我觉得超过我的期待很高很高。每一
个（节目）都超过我的想像，特别特别好。”

“开场时我觉得特感动，就像是一个大宇
宙，很多人从上面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
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想回家的
感觉。”

“我看到演出最后一幕，一圈一圈的那个巨
大光环，也给人感觉，神是真实存在的，我是
相信的。”

“我觉得神韵的信息传递方式也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以说话、语言的方式，但是
神韵是以歌曲、舞蹈、音乐的形式，她能让
每个人都能领会她传递的信息。我觉得很有意
义，对每个人都很有意义。”

神韵歌词让她感到震撼，“我在来之前读了
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人类存在，（指法轮功创始
人李洪志大师刚刚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
类》），我刚刚看到歌词挺感悟的，就是感觉每
一个人来到人世上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可能我
们有时没意识到，或意识到了。但无论怎样，
在这个社会上，保持善良还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非常希望神
韵可以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人们看到什么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当时坐在那里的时候，还
觉得挺自豪，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知道这个东
西，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自己是非
常幸运的那一颗星。

看到神韵在国外这么受欢迎，她表示，
“我还挺骄傲的。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更
多的是外国人面孔而不是中国人面孔。所以这
又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希望神韵能传递到每
一个角落，让大家知道。因为她本身就是中国
文化，反而中国人知道的却很少，甚至很多
人不想去知道她，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悲，或
者是一种想去救度他，但又不知如何去救的 
感觉。”

她表示想把感受告诉亲朋好友和其他中国
人，“我会以我自己的感受去推荐，以我身边亲
戚为例吧，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递给他们，
更有信任度，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可能
知道，但假装自己不知道，所以我希望通过我
自己这种真实的情感去叫醒装睡的人。”

“所以我站在这里（接受采访）了。”

教育馆馆长 ：
神韵是神创造的作品

“这是神创造的作品！”2023 年 2 月 2 日，
韩国忠烈祠安乐书院教育馆馆长许昌硕先生观
看了神韵在韩国釜山昭香剧场演出后赞叹，“这
场演出给了我很多感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程度。”“人类能做出如此玄妙的舞台背景，这

实在是很了不起。”
他表示，他“不敢评价”神韵的艺术水准，

“是非常优秀的水平。是平时看不到的、无法想
像的，仿佛天上的仙女降临一样的、非常出色
的演出。”

他说，“今天的演出中出现了‘真、善、忍’
的字样，这真的让人非常感动，虽然是短短的
三个字，却是非常高明的。我们都应该把这几
个字背下来，不应该看过就忘的。”

他对神韵艺术总监表达敬意，“您真的辛苦
了，做出这样的作品，您是创造奇迹的人。将
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体，在异国他乡所付
出的辛劳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能量讲师 ：
神韵的能量超出这世界

“我感到了非常强烈的能量。”2023 年 1 月
9 日晚，美姿美仪能量讲师 Kamino Shyoko 女士
观看了神韵在日本兵库县立艺术文化中心的演
出后表示，“这种能量超出这个世界。”

她表示，看的时候，“宇宙空间的能量和人
体的能量合为一体，感觉人体的能量在宇宙中
旋转着。”“觉得自己也可以跟着演员们一起跳
起来，觉得自己在跟演员们一起跳舞。”

“就感觉那个能量通透了全身，然后仔细一
看，就能看到我的轴与大地相连，我觉得我感
到了这样的联系。”

她赞叹，神韵“非常厉害！”“因为我是做
使用能量的工作，我希望能够把神韵的这个能
量也传递给我的客户。”

看完神韵，她深刻感受到 ：“感觉黑夜结
束，黎明要到来了！”

前能源与矿业部长 ：
当今世界需要“真、善、忍”信息

多米尼加共和国前能源与矿业部长、党派
领袖 Pelegrin Castillo 先生于 2 月 3 日观看了神
韵后表示 ：“演出精彩绝伦，还传递了一个必不
可少的信息——这个世界上还有专制政权在如
此严酷地压迫人民。我一直很钦佩伟大的中国
人民，我在了解、也一直在追随中华文化，但
能有机会观赏到如此精湛优雅、美不胜收的演
出，而且（演出）卓越不凡地展现出多姿多彩
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特色，让观众感受到超越凡
尘的美，所有这些，都是令我从中获得满足的
缘由。”

他认为，“因为艺术、文化，是人类灵魂的
最高级表达方式。这与一个民族的特性有很大
关系。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神韵展示
的）中国为世界做出了榜样。正是（神韵）这
样通过保存民族的特性，在时代的变迁中，中
华民族祖先（创立的传统文化）、生活智慧没有
被遗忘，（将历朝历代的故事）融合之后再现舞
台上，以期未来更美好。”

他还表示，“真、善、忍”的信息，对当今
的世界来说是“必需的”。

国防部前陆军助理部长 ：神韵让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1 月 7 日，美国国防部前陆军助理部长 John 
Swart 先生在弗吉利亚州诺福克市的 Chrysler 
Hall 看完神韵演出后表示，“演出鼓舞人心，她
给了我信心，让我在当今世界发生这么多不好
的事情的时候，对未来充满信心——人类的神
性将胜利。”

他表示，整个演出对他来说都有特别的
意义，“一切都特别的美丽，我喜欢天幕的特
效，演员在天幕和舞台之间自由穿梭。”他谈
到其中《西游记》节目讲的两位王妃的故事，
他说 ：“邪恶将她们绑架，后来（她们）被救
出，那个故事很美 ；中国古典舞的女子舞也 
很美。”

“我认为演出的一切都非常美好，而且制作

精良。”“我接受到了共产党来之前的中国古老
文化的信息 ；这个信息让我体会到，自由、真
理以及荣耀是永存的，共产主义不能压制也压
制不了人民，这是我从演出中学到的。”

他说，天才的神韵艺术家都应该获奖。“不
可思议！他们应该获得很多奖项——为他们令
人不可思议的才华与表现。”

“另外，演出展现出的有关神性、善良和忠
诚的信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心理治疗师 ：神韵将带领我们进入
新的黄金时代

2023 年 2 月 2 日 晚， 心 理 治 疗 师 夫 妇
Juanjo Zumeta 先生和 Nuria García 女士在西班牙
圣塞瓦斯蒂安尔素礼堂观赏了神韵在当地的演
出后，Nuria 感动地说 ：“能够看神韵的都是有
福的人，她带给我们所需要的觉醒，每个有能
力看到的人，都会看到其深层的内涵。”

她赞叹道，“这绝对是一场不同凡响的演
出，绝对是受到了上天的启迪。”

“我看到了无限多的内涵，她将带领我们进
入新的黄金时代，终点是金色的太阳（法轮），
那金色的太阳（法轮）具足不可思议的神圣。”

她也表达了最深的感谢之意，“感谢神韵将
神圣的东西传到了地球。”“我们绝对需要神韵
的演出，她能带给人光明和希望的福音、绝对
的。”

Juanjo 强调 ：“特别在最后大结局的一幕，
体现了如果没有创世主或没有众神，你就什么
也不是。”

神韵致力恢复人对神的信仰与连结，对此
他表示，“这是正确的事情，这就是现代人所需
要的，（神韵）所做的努力正是世界所需要的。”

他理解，“能在生活中每天都维持与神的连
结是最好的，能够减少犯错 ；如果失去与神的
连结，生命的过程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从演出
中，他感觉自己与神韵好似有某种连结，而这
种连结一直都存在着。

IT 顾问 ：
创世主一直都在这里

“我爱‘真、善、忍’，这是很棒的讯息。”
音乐人、IT 顾问 David Perez 先生观赏神韵在美
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特宾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后
表示，‘真、善、忍’对当今世界“极其重要”，

“更多的人需要知道，需要放开思想敞开心扉迎
纳神，因为那是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为何在
这里——来觉知我们内在的神性”。

终场节目中，创世主在海啸之际现身救度
世人，对此他表示 ：“这真是及时的讯息，因为
这个星球已有亿万年之久，多次被毁灭过，这
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是否可
以尽可能防止灾难、减轻损失？如果我们能调
谐到神性能量，一切都会没事。”

联想到开场表现创世主率众神下世创五千
文明，他更领悟到 ：“宇宙中一切东西都是循
环的，有始有终，整场演出像是展示出那个周
期、那个循环。成与灭是一个周期，就像生命
一样，创世主一直都在这里——每一天，时时
刻刻，不过在我们的时代可能更明显，一些人
会看到。”

神韵演出让他倍感振奋，“现如今你看不
到很多正面讯息，即便看到，也是某种议程，
就是有人在推动以获利——在这里我看不到这
个，我觉得（神韵）是发自内心的真理，是出
于善意，想让世界变成它应该有的样子。光明
总会战胜黑暗，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他盛赞神韵演员，“你们个个才华横溢，神
就在你们中间。创世主的光辉肯定在你们身上
闪耀。”

他最后表示 ：“谢谢你们，这是我看过的
最为典雅的演出之一。我感受到真理，欣赏到
美，继续努力！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是这世界
亟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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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总监 ：神韵产生深远
影响 衷心祝贺演出成功

生命觉醒 -- 一名被判
“死缓”犯人的狱中神奇经历

2023 年 2 月 2 日晚，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库尔素礼堂的谢幕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