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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 2021
年第九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
赛”计划于今年九月举行。亚太
地区的初赛将于六月在台湾进
行 ；其它地区的初赛以及复赛和
决赛场地仍将设在美国纽约曼哈
顿。目前比赛的报名工作已经 
开始。

自 2007 年开办至今，新唐人
“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已走过
了近十个年头。每届大赛的决赛
现场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上
百位参赛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
的国际性中国古典舞比赛舞台上
一展风采。

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
大赛”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单纯以中国古典舞为比赛项目的
国际舞蹈比赛，而且已经成为全
球当之无愧的最顶级水平的中国
古典舞赛事。

新唐人大赛一向本着弘扬
“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

艺术”的宗旨，通过中国古典舞
这一艺术形式，努力恢复中国五
千年神传文化的精髓。

主办方认为，中国古典舞是
中华庞大的五千年文化基奠中艺
术体系里的一种肢体表演形式。
真正的中国古典舞不仅要有高超
的技艺和完美的动作，而且还要
包含古老中国敬天信神的文化内
涵，要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仁、义、礼、智、信”以及
善良、光明、美好等积极向上的 
精神。

大赛评委之一的资深舞蹈家
李维娜曾表示，新唐人大赛对选
手的选才和内容要求都很严格。

“从剧目、音乐、题材、服
装，以及演员在身体和内涵的表
现上等等，都以传统的、以道德
为基础的正统文化来衡量。”她
说，“要表现的是一种正面的、善
良的、光明的心理，因为神传给
人的文化都带给人平和、美好的

感觉，不是发泄、晦暗或者争斗
这些东西。”

本届新唐人中国古典舞大
赛的比赛内容为纯正的中国古
典舞，包括剧目和技巧组合 ；
比赛选手可以用独舞、双人舞
和三人舞等形式参赛 ；选手年

龄要求在 13 ～ 40 岁之间，并
将划分青年男女组（18 岁到 40
岁）、少年男女组（13 岁到 17
岁）等四个组别 ；比赛分为初
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每
一个组将评出金奖一名，奖金 
为 10,000 美元。

美设计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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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站在舞台的中心引吭高歌，坐
在圆形剧场后座的观众和前排的观众一样，
都能听到美妙音符”，教育家詹姆斯‧史密
斯（James H‧Smith）说，“古罗马的圆形剧
场是精心设计的结晶，绝不是偶然所得。”

史密斯同时也是建筑摄影和设计工作室
Cartio 的创始人，他在澳洲长大，现居纽约
从事设计工作。他的父亲是一名飞行员，从
小随父亲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对希腊尤为难
忘。漫步在雅典的街头，那坐落于地表以下
10 英尺的广场废墟，见证着古老文明的变
迁，壮观的雕塑和华丽的建筑，嵌进了这座
城池的风貌，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

“完整的艺术形式和先人的智慧，完全
呈现在你的眼前，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他如此评论雅典的古建筑。

史密斯解释说，古希腊的先哲启迪了艺
术的精神境界，为后世的古典建筑设计奠定
了创作基调。例如，柏拉图领会了人类与神
的联系进而参悟了更高的真理。

谈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时，史密斯说，
“我们都来自高层空间，那里存在的美感和秩
序，将比例、节奏、色彩、空间、光线、形状
以及修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建筑的和谐、协
调和美感，因此这些精雕细刻的建筑能够打动
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领会艺术的本质。”

帕台农神庙（Parthenon）就体现了这
种深刻的内涵，“如此令人惊叹，直观和出
色”，史密斯说，“坐落雅典卫城之顶，俯瞰
全景，是真实而壮观的体现”。

史密斯认为，经典建筑有更深层的使
命。他说，“它们体现了半神文化的人文环
境，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人们在生活中遵从神
的教诲。”

喧嚣退去 殊胜呈现
史密斯青年时代接触过各种修炼方法。

直到一位好友向他介绍了源于中国的法轮大

法，这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轻柔舒缓的功

法，仅几周后，他后背的骨折就愈合了，肢
体伸直了，睡眠也改善了。不过，修炼令他
获益的不仅仅是身体。

“法轮大法纯净了我的心灵”，他感概
道，“内心的躁动逐渐消去。”他打了个比喻，
好比一个人住在车水马龙的城里，一天开车
到了郊外，突然发现一切都静下来了。“这
就是修炼，你的思想变得毫无杂念而无限开
阔。当雾霾消散，我捕捉到了更美的景色。”

就如同他第一次去意大利，迎面看到广
场上华丽高贵的石灰石建筑。“那不是奢华，
而是优雅的美丽”，史密斯说，他把这种感
受归功于修炼。通过修炼，他获得了内心的

宁静，可以放慢脚步，欣赏简单朴实的美。
“在那种平静的心态下，古典建筑的魅

力深深打动了我，我再也无法移动脚步，它
直击我的灵魂。”那趟旅行激励他成为新古典
主义的设计师。

从文艺复兴中获取灵感
史密斯研究建筑之前曾是一名雕刻家，

他认为建筑学是表现视觉艺术的学问，“它
学习并融合了绘画和雕塑的长处，并贯穿于
人们的生活中”，他说，“学习视觉艺术是
了解艺术规则在建筑学中如何融合的基本步
骤”。

此外，他还通过学习摄影技术，提升了
对设计理念的认知。“摄影中所包含的基本

元素——线条、色调、纹理、形状、颜色，
为你构建了设计的基础概念”，他说，你可
以运用到设计房屋上。

同样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就是
通过研究素描、绘图和雕塑掌握了基本构成
原理。

然而，与黄金时代的研究多种学科的整
体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主义的方法
省略了广泛的培训，学生鲜有机会系统地学
习核心基础知识。

“读了三年的本科和两年的研究生，我
根本想不起哪堂课讲过审美构成，比例一词
也只是在评定作品时用过，根本没教过”，
这就是毕业于澳洲顶级设计学校的史密斯的
经历，“好比学习语言的学生，却连基本语
法也学不到。”

“美好的事物带给人们愉悦”，史密斯表
示，传统的学校系统地教授正统的美学，创
造出真正美好的艺术，例如在欧洲大陆随处
可见的漂亮的建筑和凡尔赛宫的收藏。他认
为意大利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艺术风格趋
向于过分华丽，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则提升
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品味。

“路易十四国王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简约，但进一步完善了这种风格，使其更具
品味，优雅和细腻”，史密斯表示，这就是
那个时代的建筑特征，史密斯的创作灵感亦
源于此。

后人都沿袭了路易十四建立的标准，
例如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苑内建造的具有
新古典主义特点的小特里阿侬城堡（Petit 
Trianon）。“它具有王族的礼节和气质，比
例简约，建筑精巧，法式落地窗呈现出垂直
的美感，装饰精美。”史密斯说，“他们仿佛
在和我的心灵对话，令我感到生机勃勃。”

他认为，这种感觉正如柏拉图所说的，
是人和神性的真我相通的时刻。“传统创
造了高贵、正直、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唤
醒了人们的真实本性，启迪人们做回真正 
的自我。”◎

国王“迷”和“明”

建筑深层内涵引领人返回天堂

享，那金光照见自己的一切肮脏，
“迷”无地自容，匍匐在地，泣不成
声，他隐约感到那高大的金身就是
圣贤，因为没有人会发出那么大的
慈悲。“迷”心中羞愧地说 ：“伟大
的圣贤啊，我背叛了你，我是罪人
啊，不要抛弃我啊！”这时那光芒
万丈的金身似乎听到了“迷”心中
的话，发出了“迷”永生难忘的慈
悲无比的话语 ：“徒儿啊，我从来
都没有抛弃过你啊 !!!”，那声音是
那么的温暖和祥，没有一丝责怪，
一丝批评，只有无尽的慈悲，“迷”
就象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中一样，
欣喜得泪如泉涌，心中生起了无限
感激与敬仰，他发誓从今以后将永
远按照圣贤的教导去做，永生永世
……。

从此，“迷”把自己更名为
“醒”，重新按照圣贤的教导治理
他的王国，使王国更加繁荣昌盛，

“迷”时刻不忘牢记自己的教训，时
时警策自己，并谆谆教导自己的国
民，永远牢记自己的教训，永生永
世都不要背离圣贤的教导。◎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
叫“迷”，他和邻国的国王“明”是 
兄弟。

“迷”和“明”的国家都是穷
国，“迷”发誓要找到治理国家的
好办法。他苦苦寻觅，一无所获。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迷”偶
然在一个书斋里发现了一本圣贤的
书，那里面全是治国修身的道理，

“迷”如获至宝，又抄了一本送给了
“明”，于是兄弟俩决定按照圣贤
的教导去治理国家。

按照圣贤的教导，“迷”和“明”
都逐步建立起了庞大的王国，并用
圣贤的教诲教导国民，百姓人心向
善，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迷”
心中对圣贤感激不已，把书中圣贤
的画像供在自己的殿堂之上。

在一个小山坳里住着一个自称
智者的人，叫“离”，他看到“迷”
和“明”的王国日益强大，心生嫉
妒，决定下山迷惑他们，不让他们
再看圣贤的书。

“离”先找到了“明”，没几句
话，就被“明”赶了出来。

“离”于是决定加大力气迷惑
“迷”，他来到“迷”的面前，先吹
捧了一通“迷”的丰功伟绩，听得

“迷”心花怒放，离说 ：“' 迷 ' 啊，
你才是真正的大王，你要比你的
兄弟强多了，你看你统一了五个
国家，“明”才统一了一个，你的
百姓比“明”的富裕，你的土地比

“明”的肥沃，你的军队比“明”的
强大，你的贤德比“明”高百倍
啊，你是真的实现了圣贤的教诲
啊！”“迷”觉得离说的很有道理，

正和自己的心意，忙把“离”扶到
上座，说 ：“你真是智者，你对我
还有什么启示的吗？”

“离”看到时机成熟，说到 ：
“' 迷 ' 啊，你想没想过再提高一步
呢，你已经完全实现了圣贤的教
导，不用再看圣贤的书了。你要把
书烧掉，圣贤的书也不是叫那些小
民看的。“明”比你差多了，还误
在书里，层次太低。另外，你把圣
贤的画像摆在殿堂之上，那不是情
吗，圣贤要你放下人的情，你要把
对圣贤的情也放下，把画像也烧
掉，并且完全符合人的状态，放下
原来的一切，这才是提高啊，才是
更高境界。”

“迷”觉得离说得太对了，于是
把圣贤的书与画像都烧了，开始吃
喝玩乐，认为这是彻底放下执著，
与民同乐，层次极高无比。慢慢
的，王国日益衰败，“迷”的身体由
于纵欲，也开始虚弱，甚至一病不
起，可是“迷”仍然固执己见，认
为这才是更高。而“明”的王国却
日益强大，更加富裕起来。

“明”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兄弟，
看到迷的王国日益衰败，又听说

“迷”病了，赶快来看“迷”。当看
到“迷”那衰老的样子，“明”止不
住泪流满面，说 ：“兄弟啊，你怎
么这个样子了。”“迷”吃力地说 ：

“你的情太重了，层次太低啊，该
提高了。”“明”说 ：“兄弟啊，你都
这个样子了，还这么说，我是为你
背离了圣贤的教导而哭泣啊，那是
我们的根本啊！我现在每天都按照
圣贤的教导去做，按照圣贤的教诲

去教导我的国民，我认为我即使做
得再好，也没有实现圣贤教导的万
分之一啊，圣贤的教导如同大海，
而我做到的只是一滴水而已，恐怕
我们永生永世都无法达到圣贤所要
求的标准啊，你怎么还能把圣贤
的书烧掉呢？我们之所以当王，是
因为我们的道德高于我们的臣民，
是因为我们更能按照圣贤的教导去
做，我们应该是做臣民的样榜啊！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你的臣民
中最败坏最不好的行为，你是与恶
民同乐，连个善民都不如啊！你还
有什么资格统治这个国家，还有什
么资格教导你的臣民呢？我把圣贤
的画像供在我的殿堂之上，是我对
圣贤无比伟大的崇敬与敬仰，是我
的本性对至真至善的回归啊，我每
天都把圣贤做为我的神圣的榜样，
看到圣贤，我就看到了自己的卑
微，看到圣贤，我就看到了自己的
不足，看到圣贤我就有了更加精进
的动力，我对圣贤的敬仰完全是我
的本性对最高至善标准的向往与回
归啊，这怎么能是人的情呢？你现
在已经完全背离了圣贤的教导，背
离了自己的根本，陷在不存在的自
我标榜中不能自拔了，危险啊，我
的兄弟啊！”

“迷”听到“明”的一席肺腑之
言，象一块明镜照见自己，羞愧得
无地自容，大哭了三天三夜。在第
三天夜里，“迷”忽然看见天空霞光
万道，龙凤飞舞，空中现出一高大
无比的金身，发出万道金光，“迷”
觉得自己沐浴在那无比慈悲的佛光
之中，心中充满无限的美好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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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九月纽约举行 此外，本次大赛的盛况将由
全球性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
唐人电视台向世界推广 ；决赛演
出向全球网络直播，可覆盖 1.8
亿人 ；选手将获得媒体独家专访
的安排，并可藉由这次国际比赛
的经历获得更多深造及到专业艺
术团演出的机会。

对于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典
舞艺术家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
古典舞演员、学生们来说，今年
的新唐人大赛确实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机遇。如果您想学习正宗的
中国古典舞，见识中国古典舞身
法的最高境界的话，就请现在报
名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
赛”吧。◎

比赛网址 ：

DANCE.NTD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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