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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开创人类舞蹈的全新天地（二） 
（明慧记者华盛顿DC报导）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二日、十三

日，大陆舞蹈家王淑亭（化名）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顶级剧院肯

尼迪艺术中心连续两场观看神韵

晚会后，激动的说，“看不够，

越看越好看。这是看过的最好的

演出。这就是我要找的感觉，这

正是我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及

的境界。”

王淑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古典舞系，曾获舞蹈大奖，

后因故离开了自己钟爱的舞台。  

（续本报第九十八期第八版）

艺术最震撼心灵的就是真实

王淑亭说，自己从前曾试

图塑造一个古代女子的柔美，模

仿各种姿态、神情，但始终不满

意，总觉得矫饰。今天看了神韵

晚会才恍然大悟，其实艺术最震

撼心灵的就是真实，而不是靠技

巧表现出来的。神韵的演员们，

他们展现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

融入了他们的心灵，所以无论表

现什么都是那么自然。那些女舞

蹈演员很娇美，但却又非常纯净

高贵，没有任何媚俗的地方；很

有亲和力但又很庄重。

她举例，《济公抢亲》中的

那个新娘表现娇羞也都是那么自

然含蓄又落落大方，一个很自然

的动作就让人看出那种情绪和意

境，并不是大陆有的演员那种挤

眉弄眼、花花样子、哗众取宠，

过度的、有意的表现自我。神韵

晚会中的衣服都很让人惊艳，但

又不是那种艳俗，更不是大陆现

在流行的靠暴露装哗众取宠。神

韵服装的高雅，就跟舞蹈的高雅

一样，跟一般人完全不是一个档

次，有着质的区别。

大陆的舞蹈方向偏了

王淑亭表示，在大陆，搞

舞蹈这一行的，多如牛毛，技术

水平也是一个赛似一个，因为中

国人能吃苦、勤奋，有恒心毅

力，所以多苦多累都愿意付出。

但是很多人却总觉得不得要领，

因为舞出的东西没有那种想要的

意境。其实就是方向偏了。不管

是对舞蹈，还是对服装等的追求

上，都舍本逐末了，弄的越来越

媚俗、晦暗、腐败、丑陋，甚至

有的东西妖里妖气、不堪入目。

她说，你比如说，同样一

个动作组合，完全按照老师说的

去做，但就是觉得没味，这不仅

是对每个动作的分寸的把握，包

括强弱、快慢、舒缓、动静等，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气质和精

神，以及对舞蹈的理解。应该是

由神带着型去走，型去配合神的

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现型而去

造型。这就不是照猫画虎能学来

的。差之毫厘，失之万里。所以

说，技术是基础，不能没有技

术，但有了技术并不代表就能跳

的好，技术并不是根本。没有精

神这个灵魂的东西，再好的技术

也无用武之地。

神韵将引领世界舞蹈开创全新
天地

王淑亭表示，相较于芭蕾，

中国古典舞有很多优势，有更大

更广阔的空间和生命力。

王淑亭表示，外国人没几个

懂中国舞的，中国人自己也没有

多少能珍视这个传统瑰宝的。现

在神韵艺术团还原中国古典舞本

来面目，并且在世界舞台让其绽

放光芒，而且以这么快的速度在

传播，令西方主流社会都开始了

解、接受并且高度赞赏，这是我

们舞蹈同行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

希望。

她表示，舞蹈是综合了音

乐、服装、布景等的综合艺术。

艺术本身是为了传达美好、教化

人心，而不是为了纯粹娱乐。无

论从艺术价值还是文化内涵来

看，中国古典舞都具备成为世界

主体舞蹈的潜力。神韵艺术团由

于其精湛的技艺、纯正的理念和

超凡的精神内力，各方面都是出

类拔萃的，其境界将是永无止境

的大道。

她说：“我相信，传承并发

展中国古典舞的神韵艺术团一定

会引领世界舞蹈界的方向，开创

出人类舞蹈的全新天地。”（全

文完） 

2009年2月11日至15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六场公
演，场场爆满，各界名流感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善纯美和博大精深的
内涵，艺术家亦收获全新感受。图为肯尼迪艺术中心。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治国如种树治国如种树   
◎文 / 秦自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是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

少时勤奋好学，十三岁即有文

名，二十岁中进士，授校书郎，

后升任监察史里行、礼部员外

郎。他凭自己的经历及观察所

得，写出《种树郭橐驼传》一

文，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

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指

出，这也是养人的道理，为官治

民者，不可“好烦其令 ”。文

传千载，熠熠生辉，极富社会意

义。现译介如下：

郭橐（读驼，高高突起的样

子）驼，这个人，不知道原先的

名字叫什么。由于得了佝偻病，

后背高高隆起，俯伏着走路，好

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

呼他“橐驼”。橐驼听到这个外

号，说： “好得很，用它来称呼

我，确实很恰当。于是舍弃他的

原名，也自称“橐驼”了。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

城的西郊。橐驼以种树为职业，

凡是长安城的豪绅人家，修建观

赏游览的园林，以及卖水果的商

人，都争相迎请雇用他。看橐

驼所种植的树木，或者移栽的树

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

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其他种

树的人，虽然偷偷地察看仿效，

但都赶不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

“我郭橐驼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

久，并且生长得快，只不过能够

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它

按照自己的习性成长罢了。一般

说来，种植树木的习性要求是：

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 ；移栽

树木要保留根部的旧土，捣土要

细密。这样做了以后，不要再去

动它，也不要再为它担心，离开

后就不必再去看顾它了。树木移

栽的时候，要象培育子女一样精

心细致，栽好后置于一旁，要象

把它丢弃一样，那么树木的生长

规律就可以不受破坏，而能按照

它的本性自然生长了。我只是不

妨害它生长罢了，并没有使它长

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领，我只是

不抑制、不减少它的结果罢了，

并没有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

多的特殊本领。

“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

这样，树根拳曲不能伸展，又换

了新土；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

了。如果有与此相反的人，却又

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担心得过

了头，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

经走开了，还要回头再看顾。更

严重的，还用手指抓破树皮，来

检验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察

看栽得是松是实。这样，树木的

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然说

是爱护树，实际上却害了树；虽

然说是忧虑树，实际上却是仇恨

树。所以都不如我啊，我其实没

有什么本领，只是对树木顺其自

然、遵其本性而已！”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

道理，转用到为官治民上，可以

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

了，为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

啊。然而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

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布各种命

令，好像很爱惜百姓，但最后反

造成了灾祸。每天早晚，差吏来

到村中喊叫：‘官长命令催促你

们耕田，勉励你们播种，督促你

们收割！早点缫好你们的丝，早

点纺好你们的线！抚育好你们

幼小的子女！喂养大你们的鸡

猪？’一会儿击鼓让人们聚集在

一起，一会儿敲木梆把大家召

来。我们小百姓顾不上吃晚饭、

早饭，来应酬慰劳差吏，尚且都

没有空暇，又靠什么来使我们人

口兴旺，生活安定呢?所以都非常

困苦而且疲乏。像这样，那就与

我们行业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

处吧？”

问的人颇有感慨地说道：

“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

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我柳宗元特地记下了这件

事，把它作为官吏的戒鉴。

笔 者 反 复 恭 读 郭 橐 驼 的

话，把他的教言命名为“郭驼原

理。”觉得这一原理，不仅适用

于种树和为官，他的适用范围大

得很！种花养草也适用，养鱼养

鸡也适用，养儿育女也适用，教

师的教育学生也适用……总之，

顺其自然，遵其本性；讲究分

寸，不可过度。古人讲：过犹不

及，适得其反；中庸至道，勿执

其偏。真是每个人都可以借鉴

的啊！（资料来源：《柳河东

集》，原载《正见网》）

（接上期第八版）一年半前

她来治腰痛时，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是因为她那修长的身材像

是芭蕾舞演员，加上一头美丽的

头发，她只来了一次，就没有音

讯了。这次见到她，如果不是病

历的提醒，我已经完全认不出她

了，不仅体形变了，头发也像鸡

窝一样乱七八糟，加上浓浓的化

妆，她看上去老了至少十岁，眼

袋也有了，两眼发出暗淡痴滞的

光。

给她针完后，我就仔细地检

查她的腰部。当我第一眼看到她

的背部如蟒蛇一样的花纹时大吃

一惊，天哪，身体后背的三分之

二的皮肤深一块浅一块的有规律

排布着白色和棕色的图案。

“你被烫伤过吗？”我问。

“没有。”

“怎么皮肤会变成这种颜色

呢？”

“不知道，”她又说，“刚

开始是少部份皮肤，后来蔓延开

来，才越来越大，现在要占据整

个背部了。”

这时，我有想起过去曾经治

过一例这种病案，这是一种很特

殊的隐藏很深的要发又发不出来

的带状疱疹，从腰脊椎开始，人

一疲劳抵抗力弱就发作，平时一

直躲在脊椎骨的神经系统里，这

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毛病。

它的特点也是疼痛难熬，

想到这里，我才开始将这“迷魂

阵”弄清楚了。噢，原来她的腰

痛并不是临床常见的腰肌扭伤及

腰间盘的病，而是由带状疱疹引

起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当然由于

不对症就无法下对药，致使疾病

越来越猖狂，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就是从这天起，她的病情

才开始有转机。当然戒药也与戒

毒一样，非常痛苦。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今天不服药就算了的，身

体内会起反应，一会儿冷一会儿

热，焦虑烦躁，疼痛难熬，没有

一分钟可以静的下来。就这样，

我教她呼吸、打坐，将自己捆在

椅子上，用尽了一切招数就是不

吃药。开始时，她非常怀疑，这

种诊断的正确性，因为没有任何

一个医生提过。但二、三天下

来，不吃药虽然疼痛，但她的头

脑是清醒的，意识是明白的，且

每一小时过后，她都有蜕一层皮

的感觉。就这样，三个周期下

来，泰勒居然没有吃一粒止痛药

或镇静药。

我与她谈到锻炼身体，注

意饮食，又专门讲了修炼之道，

让她先到图书馆借书，看完了再

继续讨论。到此刻我写这篇医案

时，她还是我的病人，还在继续

与病痛抗争，但至少她不再陷入

那令人绝望的困境中了，眼下是

怎样生活的正常和自我管理的问

题了。

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了泰勒

的医生，那位将她转到我这儿来

的西医。他告诉我：“泰勒非常

信任我，她以为我有所有关于她

的腰痛的答案。由于她的信赖，

促成我过强的自信心有些远离现

实。我是想帮助她解脱这痛苦的

困境，不断地增加剂量。从一方

面我也知道是在害她，但是我自

己也陷在这内疚中无法自拔，看

到她因为不满意药的剂量而不愉

快失望的面孔时，听到她半夜里

痛的睡不着觉打我的呼机求救

时，我也在受折磨……无奈中只

有从这个药换到那个药，虽然也

在尽我的能力，却将她一步步领

到更难解脱的深渊……”

从这个医案中，读者您会看

到从患者到医者的一个治疗心理

过程，疾病的发展过程。这仅是

一个现象，更深的一层理却是切

莫贪一时的舒服，忽视了有得必

有失的道理。 

药 瘾药 瘾 ( 下 )( 下 )【医山夜话】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