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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天人之际

神韵斯德哥尔摩演出落幕 观众感受神的呼唤
（明慧记者斯德哥尔
摩综合报道）神韵国际艺术
团二零一二年四月四日至四
月六日在享有北欧之都称誉
的斯德哥尔摩上演了三场晚
会，这是神韵第五次访问这
个城市。在三天的演出中观
众的掌声、惊叹声和叫好声
贯穿整场演出。终场时，人
们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四次
催开舞台大幕，为能多看一
眼神韵艺术家们，为了表达
感恩和谢意，也因为实在是
不舍，更为了心底的那份祈
盼。他们中很多人眼含泪
水，挥手向演员致意，散
场后还有的人依然留在剧场
里，不肯离去。
在神韵的演出中看到了
希望
坐在第一排的博理·由
瓦森先生是瑞典一家著名的
婚庆婚展公司经理，他的旁
边坐着他的太太克利斯汀。
夫妇俩都是婚礼饰品专家，
也是瑞典婚展界的知名人
士。
他们冒雪从恩雪平市赶
来观看神韵演出，中场休息
时，克利斯汀激动地向晚会
组织者表达了谢意和对神韵
艺术家们的敬意，并赞叹这
是一场精美绝伦的演出。
由瓦森先生表示：
“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
出。神韵歌曲演唱的节目和
她的中国舞节目同样精彩，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神韵通过艺术手法向
我们表现中华传统文化，非
常出色！”
他还说：“我们一家
人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我
和我的太太都去过中国。看
到承传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在
过去几十年中被中共大量地
破坏，令人感到痛心，然而
我在神韵的演出中看到了希
望。”
由瓦森先生最后说：
“我非常喜欢神韵演出表达
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对强权坚
持不懈，最终成功的节目。

图：经营建筑公司的约翰逊先生一家人都非常喜爱神韵晚会 图：瑞典婚展界知名人士博
理·由瓦森先生
这个节目告诉我们，正义的 友介绍，他与他的妻子特兰
回 归 之 路 永 远 都 充 满 了 希 德松专门从哥德堡来到斯德 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以前在
望！”
哥尔摩观看神韵演出。中场 国内看过的感觉都不一样，
看神韵给生活带来欢乐 休息时特兰德松先生告诉记 都是那种特别低级的东西。
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者：“四年前我们就打算来 看 了 这 个 才 真 正 感 受 到 中
约 翰 逊 先 生 经 营 一 家 看神韵，今天我们终于坐在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伟 大 ！ 就 是
建筑公司，四月五日他携一 了这里！他们的舞蹈犹如天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特别感
家三代共七口人前来观赏神 国世界般美好！演出带给我 动。”
接着她哽咽地告诉
韵。记者都被他们快乐的笑 对人生新的思考。我是怀着
声感染了。约翰逊太太说： 谦卑的心情面对中国五千年 记 者 ： “ 我 们 全 家 都 流 泪
了。”
“无以言表，人的语言没办 的文化。”
当记者问站在林女士身
法形容那心底的快乐。太与
“男女声独唱的歌词中
众不同了，感觉如此真实， 所传达的回归人类的本源， 边的丈夫能不能用两句话描
太美妙了，从心灵深处到全 不要忘记人是从哪里来的这 述一下观感时，他尝试几次
些主题在西方文化中也有。 要开口，但最终还是摇了摇
身的快乐。”
约翰逊的小女儿，则将 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林女士替丈夫解释说：
自己的长围巾摘下来搭在手 对我来说接受这样的信息并
“他看演出时一直在流泪，
臂上，模仿《哈达献给神》 不难。”
华人的感动 有回家的 所以现在他一说话就要哭，
的舞步，边跳边舞并伴随着
所以他说不出话来。”
阵阵脆笑声从座位那边凑了 感觉
林女士说着就抱着记者
过来：“哦，我希望能象他
神韵演出不仅给西方人
们那样活着，那个活法儿太 带来了欢乐与希望，也给中 哭着说：“看了演出就有回
快乐幸福了，太美了。象我 国人带来了回归人类本性的 家的感觉，特别激动，希望
神韵明年还能再来。”最后
们瑞典人，或北欧人，以及 希望。
来自中国大陆的林女士 夫妻俩带着孩子依依不舍地
欧洲人，如果我们要那样的
活着，就必须要有那样的精 一年前来北欧，她与丈夫带 离开了剧场。
上苍给予的最好礼物
神内涵，融入我们生活中， 着两个孩子观看了神韵在斯
在记者就要离开剧院
看过这个演出以后，你们明 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场演出。
白我的感受吗？我是说看完 散场时记者看到她的丈夫眼 时，在瑞典拥有一家环保公
这个演出我们的生活会更幸 圈红红的，想上前听听他们 司的美国人丹尼尔兴奋地问
记者：“你们要听听我的故
观看神韵的感想。
福。”
林女士对记者说：“我 事吗？”他告诉记者，他在
约翰逊的大女儿同意
妹妹的感受：“太美了，所 们在网上找到神韵，因为之 神韵最后一场演出快开始前
表达的情绪，细微的故事情 前听说过了，所以就特别留 才在地铁上得到了神韵演出
节，我一直沉浸在快乐中， 意 。 看 演 出 时 我 就 是 很 感 的消息，随后与朋友辗转赶
动。”林女士平静了一下激 到剧院，因演出已经开演，
是笑着看完演出的。”
动的情绪后接着说：“特别 无法入场。他的朋友对票务
犹如天国世界般美好
戊 拉 · 斯 蒂 柏 克 经 营 感动！感觉到这真正的是中 管理人员说：“我等的就是
着一家管理顾问公司，经朋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才 这个。”当票务管理人员对

他的朋友说能理解她的心情
时，他的朋友流下了泪水。
他们想看神韵的真诚感动了
剧场的工作人员，最终为他
通融了下半场的票。
尽管只看了半场演出，
丹尼尔依然很高兴，他说：
“我最后一分钟买到了票，
绝对是被神指引着，而且我
听从了神的召唤。我从不认
为我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我
一直听从神的安排，而他让
我的生活变得神奇无比。这
个演出是神的恩典，是上苍
给我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散场后，丹尼尔把自己
的名片递给剧场管理人员，
请他们来年神韵再来时要在
第一时间通知他，他要第一
个买票，要买第一排最中间
的票。他还要带上朋友一起
来看。
感受神的呼唤
赫林是瑞典的一个大
家族，地位显赫。赫林夫妇
也来看了神韵在瑞典的压轴
戏。赫林先生对记者说：
“传统，非常强大的传统主
题，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
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躲避
国内的迫害飘泊海外，虽然
目前情况特殊，但是终会有
好报的，我绝对相信这个
真理，震撼人心，我太喜欢
了！”
赫林先生说：“看演
出时，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
受，似乎是神在声声呼唤，
唤人们回家。那些艺术家在
跳舞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
们内心的投入，散发的信息
让人们强烈的感受到那是神
在声声呼唤，我有一种被召
唤和被接纳的感动，一种欢
迎回家的感觉，这种信息很
强烈。”
二零一二年的神韵演出
在斯德哥尔摩降下了帷幕，
她把快乐，美好和希望留给
了瑞典人！人们已经在期待
着来年再观神韵。

唐代石碑预言南宋状元
文/明古
福州福清县大平乡修仁
里有座石竹山。南宋时，此
山离县城十五里。南宋孝宗
乾道二年（西元 1166年）
三月三日夜半，附近居民郑
周延等听到有响雷声，其声
震天撼地，响了好久方才停
止。同时，门外高空象闪电
那样闪光。大家估计雷声的
位置，大概在石竹山上。
第二天早晨，当地人发
现石竹山顶东南方九丈高的
巨石，已飞落到半山腰里，
巨石擦过之处，都变成四尺
左右的山路，而除此之外，
山上其它的树木、山石并没
有受到多大损害。县里的读
书人李槐说：石竹山下原来
有一个石碑，刻着唐代山寺
中妙应大师的预言，后来发
大水，碑石被冲不见了。响

雷后，在县大桥下边找到这
块碑石，碑石上写着：“天
宝石移，状元来期，龙爪
花红，状元西东。”原来县
境内有个石坡，是唐代天宝
年间（西元742—756年）建
筑，所以叫做天宝坡，距石
竹山只有十里路。
就在巨石飞移的这个
月，永福人萧国梁考中状
元，正好是“状元来期”。
当时萧国梁的居住处翀峰
（今青云山）附近长满了像
龙爪的龙爪花，“龙爪花
红”也应验了。古代殿试三
年一次，三年之后，居西边
龟岭（今属永泰赤锡，一说
属仙游）的郑侨在殿试中独
占鳌头；又三年，居东边龙
屿（今属福清）的黄定亦高
中状元。至此妙应大师关于
“状元西东”的预言全部应
验了。这一段历史，记载在

《永泰县志》、《夷坚志》
中，南宋张世南《游宦纪
闻》也有记载。此外还有一
个趣闻，台湾知名人士，现
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萧万长先
生2007年回大陆寻根认祖，
就是因为清乾隆丁酉年镌、
光绪壬午年重修的萧氏《凤
翼家谱》中有“天宝石移，
状元来期；龙爪花红，状元
西东”之句，并载其先祖是
福州永福状元，与《永泰县
志》的记载吻合，从而确定
其祖籍古永福即今永泰县。
一块唐代的石碑居然预
言了几百年后南宋状元的情
况，可真是神奇啊！这也说
明了万事皆有上天安排，冥
冥之中自有定数存在。其实
类似的石碑上刻有预言，后
又应验的记载在历史上非常
多。而且有的石头上还有天
然形成的字迹，例如秦始皇

末年，有陨石坠于东郡，上
面就有天然形成的文字“始
皇帝死而地分”，结果没过
多久秦始皇真的死了。又过
数年，秦末大起义爆发，秦
王朝灭亡了，楚汉争霸，真

的“地分”了。
在现代也有这样的一
块天然藏字奇石，2002年
贵州发现了一块天然奇石，
上面有天然形成的“中国共
产党亡”这六个约一尺见方
的横排大字，而且最后一个
“亡” 字略大。贵州省平
塘县掌布乡利用这块石头开
发了国家地质公园（当然
对外只说石头上有五个大
字）。这块奇石之所以被发
现，正是天意使然。上文中
巨石跌落，预示着状元出
现；现在藏字奇石被发现，
实乃上天在昭示人们：中共
气数将尽，此乃天意不可抗
拒，然上天有好生之德，所
有曾加入过党、团、队的人
都要尽快顺应天意，声明退
出（可以用化名），如不退
出，未来必有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