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天人之際

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

【藝術傳神】
（明慧記者陳家正美國聖
路易斯報導）二零零八年五月一
日，神韻巡迴藝術團在密蘇里大
學聖路易斯市分校的陶希爾表演
藝術中心（Touhill Performing
Arts Center）拉開美中地區巡演
第二站第二場演出的帷幕。延續
前一天首場的盛況，第二場晚會
也吸引了東西方各族裔觀眾蒞臨
欣賞，讚賞神韻成功的詮釋了中
華神傳文化的精華。

音像公司總裁：我的靈魂被二
胡揪了出來
儘管參與了多部好萊塢電
影製作，作為資深音樂人的At
The Cross音像公司總裁Brett
Gregory Steen還是被神韻晚會
的音樂深深的震撼了。Brett
Gregory Steen說：「演奏二胡的
技藝真是非凡，扣人心弦，覺得
好像我的靈魂被揪了出來，在她
演奏的時候一直懸在那裏。這是
她的音樂的感染力。真是震撼了
我，震撼了我的本性和靈魂。」
音樂製作經歷超過十五年的

神韻讓我開始思索我從何而來
電台主持人：開始思索我從何
而來

感覺很平和，好像回歸了自己
的本性」
Steen 先生說：「我一直在
想『神韻』中的這個『神』字，
這個演出的音樂有一個因素非常
獨特，中國的傳統音樂是有關佛
性的，中國傳統音樂能夠帶出人
的佛性，人靈魂深處神聖的東
西。看起來，在神佛文化中，當
想到神和精神方面的追求，人們
更容易能找到生命的中心，更容
易平和。我現在就感覺到很平
和。」
他表示，「以《威風戰鼓》
來結束演出實在太妙了；伴隨著
鼓點和心跳，我坐在那裏，閉著
眼睛，同時感受著，我都溶在了
裡面，好像回歸了自己的本性，
這太神奇了。天幕的風景，多彩

音像公司總裁Brett Gregory Steen

的背景圖片與美工設計，還有電
腦製作等和舞蹈的配合非常好，
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編導很出色看得意猶未盡
Steen 先生還說，「（神
韻）舞蹈演出從文化角度上講，
的確是令人驚嘆。舞蹈的編導真
是很出色。我曾經到過很多地
方，看過很多其他文化的演出，
都比不上神韻，我真的希望更多
的人來觀看這個演出。」他略帶
惋惜的說：「我感覺正看的投

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
電台主持人英格爾梅爾（Steve
Engelmeyer）先生看完神韻晚會
後表示，十分激動，覺得晚會
啟迪他思索生命的意義。英格爾
梅爾說「我覺得（晚會）和我心
靈相通，我開始思索我從何而來
（where I am）。讓人驚異的
是，她把我帶到一個古老的年
代，非常感人的精神世界，超出
我的想像。」
英格爾梅爾先生表示，他有
幾次差點要流淚，特別是「那名
男子唱一首關於慈悲的歌曲」
（註：關貴敏的《我是誰》），
特別美妙，感受特別強烈，我要
查一查節目手冊，再讀一讀歌
詞，它的意義這麼深刻，這麼強
大的衝擊力（such impact）。「

死而復活明真機

【生命奧秘】
◎文/畢集
早就聽說在湖北省應城市的
郎君鎮上有一位老爹爹，他經常
向人講述他年輕時親身經歷的
「陰間小鬼拿錯魂，死而復活」
的奇事。一直以來我半信半疑，
近日走訪了本人，才弄清了事情
的原委，去掉心中的疑團。
這位老爹爹姓謝，出生於
1925年，雖然已有83歲的高齡，
但身體硬朗、思維敏捷、談吐
流利。老爹爹說，那是1964年，
他才39歲。一天他突然心臟停止
跳動了，家人以為他死過去了，
他被安放在家中木板上，二天二
夜後，家人及親朋好友們張羅著
準備給他穿喪服，打算安葬了。
母親心疼兒子，說他手掌心還有
熱氣，不讓安葬。到了第三天，
在家人反覆勸說下，母親看沒什
麼希望了，正準備打算放棄，這

入，演出就結束了，時間過的太
快了。在這裡的其他觀眾也說還
想看更多節目。」

Steen先生表示，「（晚會）音
樂打動我最深，我很喜歡這些音
樂，尤其那麼傳統的中國音樂。
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現在在這
裡看這個演出，使我很想去中國
看看。」

時，突然他長歎一口氣甦醒過來
了。而後講述了一番令大家瞠目
結舌的話來。
原來謝爹爹當時是被陰間
的小鬼帶走了。當時謝爹爹大
喊：「我沒做什麼壞事，你們捉
我幹什麼？」小鬼道：「少廢
話！」就這樣拉拉扯扯的到了一
條大河邊，大河一望無際，謝爹
爹說：「這怎麼過去啊？」小鬼
道：「你只管把眼閉上。」當謝
爹爹閉上眼又睜開眼睛時已到了
對岸了！這時看到了一座縣城，
城門上清晰的寫著三個字「自志
縣」。進城後直奔公堂，就如同
電視上看到的古代縣老爺審犯人
一樣，縣老爺坐中間，旁邊站著
判官和書記員。縣老爺問：「你
叫什麼名字，哪裏人氏？」謝
爹爹回答：「我叫謝某某，應

城人。」縣老爺一聽是應城人，
趕緊叫判官翻看生死簿後直呼：
「抓錯了，抓錯了！」就不再管
他了。
謝爹爹往邊上一瞅，原來旁
邊還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在向縣
老爺告狀。講的大意是，他挑了
一擔行李進城，途中經過一塊
田地時，請了一個紅臉大漢當
挑夫，哪知紅臉大漢在經過一
片叢林時，見四下無人，起了貪
財之心，一扁擔將書生打死了。
書生也指認說謝爹爹不是真正的
兇手。不一會兒，小鬼又抓來一
個紅臉大漢，此人是湖北省天門
市月亮灣人，也叫謝某某，與謝
爹爹同名同姓並且同年同月同日
生，故而小鬼抓錯了。那書生一
見紅臉大漢直呼：「就是他！」
紅臉大漢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

諱，縣老爺就判他立即下油鍋，
小鬼們就將紅臉大漢活生生的扔
進沸騰的油鍋中，其情形慘不忍
睹。
謝爹爹這時就溜出大堂，在
城裡轉了一圈。發現陰間的每
一個人都有一塊牌子，類似於身
份證的東西，上面寫明生前所做
所為，做了好事的呢，生活的還
可以；做了惡事的則為償還罪業
受盡苦刑。謝爹爹還發現一個很
大的牆，上面按陽間的省、市等
地方寫明每一個人的死亡時間，
謝爹爹記住了表弟和一個鄰居的
死亡時間。不一會小鬼找到他送
他回去，出城後又到了河邊，閉
上了眼睛，等到睜開時就醒過來
了。感覺才一頓飯的工夫，哪知
已過去三天了！
幾天後，謝爹爹特地到了天門

「晚會給我指點了一條道路」
英格爾梅爾認為每個人都應
該來體驗神韻晚會，覺得意義
特別深刻，「我不知道該如何表
達，她有更深的意義，好像我活
過很多世，而這特別觸動我。也
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我的世界中
如此迷失（why I am so lost in
my world），似乎我不知道我從
哪裏來，（晚會）給我指點了一
條道路，我要好好的找尋一下自
我（self-search）。」
英格爾梅爾表示，他同時也
在學習傳媒通訊，希望成為一個
影像與電影製作人。他對晚會的
製作讚不絕口，把這麼多元素整
合成一台演出，簡直是「超一流
（so super）。」
神韻巡迴藝術團結束了密蘇
里州聖路易斯的演出後，將轉往
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以及阿拉巴
馬州的杭特斯維爾，完成全球巡
演的所有行程。

市月亮灣，一打聽果然有一個和他
同名同姓並且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人，這人幾天前得急病死了。謝爹
爹的表弟和鄰居死亡的時間也在後
來都兌現了。謝爹爹表弟叫火旺，
30來歲。那天表弟和謝爹爹一起打
牌，下午謝爹爹就催表弟快回家，
到了晚上謝爹爹到表弟家詢問：
「火旺呢？」家人說睡著呢，於是
到臥室一看表弟已死去了。謝爹爹
的鄰居叫義仁，也是30 來歲。那
天也在謝爹爹家打牌，打完牌後謝
爹爹送他回家，剛進家門就一頭栽
在地上，扶起一看已奄奄一息只有
一口氣了。表弟的事驗證了，謝爹
爹知道死生有命，並非人力所能為
的。就對義仁說：「你是不行了，
有什麼後事要吩咐，趕快說吧！」
不一會義仁就死了。
經過了這些事後，謝爹爹開始
反覆告誡後人，不可作惡，要多
行善事，善惡到頭終有報！別看
眼前沒有什麼，那邊都記著呢！

【人體之謎】 人類意識具有能量並能預見未來？
——介紹「全球意識計劃」
美國科學家在實驗中發現，
他們研究的一種名叫「任意事件
發生器」－綽號「雞蛋」的高科
技黑盒子，能夠「感應」和捕捉
到人類的集體意識，從而能「預
見」某種未來。這是否說明意識
具有能量並能預見未來？

「全球意識計劃」
揚子晚報2月26 日報導，美
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羅傑·
尼爾森博士十多年前發起一項
「全球意識計劃」，使用一個名
叫「任意事件發生器」－綽號
「雞蛋」的高科技實驗機器，通
過複雜的科技，在屏幕上隨機產
生出0和1兩個數字，該隨機結果
將被解析成模式圖形，並通過打
印機記錄在一張圖表上。
據概率理論，「任意事件發
生器」產生的1和0兩個隨機數總
數應近似相等，所以圖表上通常
顯示一條直線，若在一段時間內
產生一個數字遠多於另一數字，
那麼圖標上就會出現一條曲線。
「全球意識計劃」的理論依

據是普林斯頓大學羅伯特·約翰
教授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些研
究成果。當時，約翰教授從街上
拉來一些陌生人，叫他們集中精
力面對「任意事件發生器」，並
在心中期盼它產生出更多的1。約
翰教授通過多次實驗發現，普通
人的大腦能夠影響他的機器，並
在圖表上形成起伏的波動！
之後，尼爾森博士繼承了約翰教
授的研究，他通過互聯網，將世
界各地的「任意事件發生器」
和實驗室的電腦連接起來。這些
「任意事件發生器」日日夜夜工
作，並產生一個總數據圖表。

意識具有能量？
大部份時間，尼爾森電腦上
的圖表都是一條直線，然而在戴
安娜車禍身亡、英國為戴妃舉
辦葬禮期間，圖表上的直線突然
開始上躥。科學家稱，全球成千
上萬哀悼戴妃遇難的人的集體悲
痛，可能影響全球各地「任意事
件發生器」的數據結果。
世界各地的「任意事件發生
器」還「感知」到俄羅斯「庫爾
斯克號」核潛艇災難，以及「探

測」到全球的元旦慶祝狂歡。

意識預見未來？
2001年9月11日，當世界各國
人們從電視上震驚地看著美國紐
約世貿雙塔遭到恐怖份子劫機撞
擊的消息時，世界各地的「任意
事件發生器」上也不僅「感知」
這一災難，並且其圖形變化早在
撞擊前4小時就出現了!
同樣的現象還發生在2004年
東南亞大海嘯來臨時，在海嘯前
24小時，尼爾森實驗室電腦中的
圖表發生急劇變化，而此時正是
許多動物預感海嘯來臨紛紛逃向
高地的時候。
尼爾森相信，他們可能在不
知情中「預見」了某種未來。但
儘管該機器可以「預見」未來將
發生重大事件，卻無法知道發生
什麼大事。
如今，「全球意識計劃」吸
引了美國、英國、荷蘭、瑞士、
德國等全球41個國家的75名科學
家參加，並連接了散佈這41個國
家的65台「任意事件發生器」。

頌大法

(譯自俄文)

頌大法，救度宇宙眾生！
頌大法，拯救無邊世界！
頌大法，造就無限壯麗、美好的、和諧的大穹！
頌大法，帶著我對慈悲、洪大佛恩的敬仰！
頌大法，和他無窮盡的滋養萬物的力量！

法輪大法好！
法輪大法好！
法輪大法好！
敬獻給5•13 法輪大法日
俄羅斯大法弟子，拉麗莎（Larisa）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