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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回答了人类永恒的问题”“神韵回答了人类永恒的问题”  
2009年1月18日下午2点，西

雅图市历史悠久的剧院——派拉

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

迎来了素富盛名的神韵演出。首

场演出即吸引了各方慕名而来的

观众，整个剧场为之爆满。神韵

国际艺术团以精湛、一流的舞

蹈、音乐表演，再现源远流长的

中华正统文化及其深邃内涵，使

西方主流社会的观众深深为之折

服，在节目演出当中，不时传来

阵阵热烈的掌声。

 Carolina Hartse女士是

奥林匹克学院的人类学教授，这

是她第二年观看神韵晚会。她表

示非常喜欢神韵晚会：“那些美

丽的色彩，非常感动人！”“晚

会有很多地方使我感动，都非常

精彩。”“特别是《迫害中我们

屹然走在神的路上》和《济公抢

亲》这两个舞蹈故事，把内涵生

动地展现给观众。”

 Hartse教授说：“《迫害

中我们屹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

节目非常感动人，也给人很大的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人们希

望，是因为她表达了‘好人得好

报 ’。虽然在这个世界，表面上

好像不是如此，但实质上是好人

得好报。我认为这种希望，会使

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不管得到

的结果如何。”

“《济公抢亲》中，济公要

救助人，但人们不相信他，我很

感动！我理解到，即使人们不相

信你，你也要去做你认为对的事

情。”Hartse教授接着说：“人们

认为他（济公）不正常，但实际上

他想救这些村民。表面上看，他是

不正常，但实际上他是对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

瞧不起一些人，认为他们不正常

或者有问题，但他们可能在更深

的意义上有一种精神被我们忽略

了。这个故事告诉我，要透过现

象，去看一个人的精神实质而非

表面。”

Hartse教授也喜欢神韵晚会

的歌曲：“那些歌词非常有震撼

力！我觉得这些歌词也在告诉人

们，透过表面，看清真相，特别

是那句‘红尘欲海无尽头’。我

觉得那些歌词的意思非常清晰、

非常深邃。”

Hartse 教授说：“从人类学

方面来看，我鼓励所有的人来观

看神韵晚会，来了解（中华）文

化，晚会呈现了丰富的文化和历

史。而同时神韵晚会又充满了精

神层面的内涵，回答了那些人类

永恒的问题，人们应该怎样对待

他人的问题等。我觉得对于人类

中的一些问题，神韵晚会给出了

答案。”

“我觉得晚会的一个主题

是：要透过表面现象去看一个人

真正的精神，尊重他们的精神，

允许人们有自己的信仰。要看清

真相，看到人们内在的闪光的

神性，让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生

活。”

Hartse教授表示：“晚会

的意义深远，触动了人们的灵

魂。” 

2009年1月18日下午2点，神韵国际艺术团主演的神韵晚会首场在美国
西北部名城西雅图著名的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上演。

中国人自古讲人缘，人缘好四

处逢源，人缘差寸步难行。一项最

新的研究称，我们的人缘怎样，是

否受到朋友欢迎是由基因决定的，

与我们的成长环境关系不大。

这项由哈佛大学进行的研究

称，是否受欢迎是由我们的基因决

定的，善于交际部分遗传于父辈，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人缘好的人是天

生的。

研究人员针对1100对双胞胎进

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在

朋友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类似，因

为他们的基因类似；而异卵双胞胎

在朋友中的受欢迎程度则有很大差

别。

这 项 研 究 的 负 责 人 之 一

Nicholas Christakis说：“我们

能够证明，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表

现是受基因影响的。事实上，是否

有完美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基因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

研究还指出，基因还决定着你

的朋友们是否互相认识和你的交友

圈。

Christakis说：“我们认为

基因能决定一些人是否愿意将

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其他朋

友认识，进而形成更庞大的交友

圈。”Christakis表示，要想成功

立业，交友圈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看来天生的好人缘还能带来更多的

机遇。

这项研究于本周一发表在国

家科学研究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网站上。

其实，基因决定的人际关系，

只是人类科学目前所能探索到的一

个侧面的表现而已。中国人都知

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先天的

缘分决定的，而现世的缘分则是往

世结下的。法轮大法创始人曾在

《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

法〉中对这个“缘”作了这样的阐

述：

“另外还有什么亲朋好友

啊，学生弟子啊，还有人与人之

间的恩怨结成的这个缘，都能促

成你成为一家，或者是一个群

体，在社会上发生着社会的连

系，使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恩怨得以回报。这都是缘，都是

指这个。它不是一世来的，也许

是几世的或者是上一世的，这是

指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因

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人在这

一生当中有他的恩恩怨怨，有他

的亲朋好友，有他的妻子儿女等

等等等，那么很可能这一个群体

就有恩怨存在。对他好，对他不

好啊，他要回报他呀，那么这些

东西就会促成下一世的群体转

生。但是他不是一起来的、大家

一块儿转生，不是。来在世上早

晚不等，有年岁大的年岁小的，

反正是这一个人群当中它会发生

着一些连系，先后转生来的。不

是一个群体或无缘的，与你无关

的你会发现走在街上，好象是与

世隔绝的人，与他好象是没有任

何关系。你也会发现有这样的

人，好象你们是两路人。这就不

是你这个群体来的，与他没有任

何因缘关系。所以往往转生来的

时候都是一个群体，先后不同时

间来的。有当父母的，有当儿女

的，有当朋友的，有当仇人的，

有当恩人的。我刚才讲缘就是这

个。”

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 ：人缘好 受欢迎 都是天生的人缘好 受欢迎 都是天生的  

最新研究称基因决定着你的交友圈。

2009年1月2日，八位考古学

家和地质学家在世界著名的科学

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阐述

大约一万三千年前，一颗彗星在

北美上空爆炸，造成众多哺乳动

物物种灭绝和当时人类数量急剧

下降。这场灾难同时引发了长达

一千三百年的全球性寒冷期。

报告称，“罕见的众多彗

星碎片”在大约一万两千九百年

前突然降临北美，造成火灾和

窒息，导致很多种植物和动物的

灭绝，其中包括猛犸象。那时

在北美大陆生活的科洛维斯人

（Clovis)数量骤减。

同时，爆炸产生的巨大热量

融化了当时位于北美五大湖的冰

川。大量淡水流入墨西哥湾并进

入大西洋，造成海洋流移动和全

球性的气候变冷。

科学家称他们在六个地方

发现了纳米钻石（颗粒微小的钻

石），这是巨大撞击中产生的

高温和高压的结果。这些钻石

只存在于大约一万两千九百年

前新仙女木层（Younger Dryas 

Boundary layers)，而在它上面

和下面的地层却没有。

人类的文明遭到毁灭性的破

坏时，都是在道德下滑到不可救

要的地步而发生的。通过考古或

其它发现都在证明这一点，今天

有这样的发现是否在警示目前的

人类呢？

资料来源：http://www.cnn.

com/2009/TECH/science/01/02/

comet.diamonds/index.html 

唐玄宗与杨贵妃在东都洛阳时，

一天晚上忽然梦见一位容貌艳丽、头

梳交心髻，身穿大袖宽衣的女子来到

床前拜道：“我本是凌波池中龙女，

为保护宫苑和陛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听说陛下通晓天音，希望您能赐一曲

给龙族。”

在梦中的唐玄宗遂为其用胡琴作

了一首《凌波曲》，还亲自操琵琶弹

奏。一曲终了，龙女拜谢而去。

玄宗醒来后，依稀还记得演奏的

乐曲，于是同宫中的乐工一起排练。

反复弹奏了好几遍，终于将《凌波

曲》的全曲回忆出来。

之后，玄宗召集文武官员，在

凌波池边亲自演奏新曲。乐声刚起，

只见池水大作，波涛汹涌，有一神女

从池中现身，正是玄宗梦中所见的龙

女。过了好长时间，龙女才渐渐隐没

了。于是，玄宗下令在池边建立一座

寺庙，每岁祭祀。 

凌波仙女凌波仙女 

◎文 / 宋晨光

中医认为，人体有十二

经脉，十五络脉，还有奇经八

脉。十二经脉，与人体五脏六

腑相连，通过络脉，将经脉连

接起来，使经脉内的气循环流

动不息，经脉里的气的流动，

何时流到什么穴位，何时取那

个穴，古人在“子午流注”，

“飞腾八法”，“灵龟八法”

中都有标明。

奇经八脉中，有两条脉，

一条叫任脉，一条叫督脉。任

脉由会阴起，沿前身正中循行

至下嘴唇的承浆，督脉由会阴

起，沿后背、头正中，循行至

上嘴唇的人中。任脉可任一身

之阴，督脉可督一身之阳。用

白话讲，就是任脉总管一身的

阴脉，督脉总管一身之阳脉。

任督两脉构成一个小周天，中

医讲，小周天一通，百病皆

无。小周天的打通，是靠修

炼，中医的针灸是打不通的。

但这里点出了，经络的通畅可

以使人得到健康。

“子午流注”，“飞腾八

法”，“灵龟八法”是按时间

取穴的治病方法。应用熟了，

可提高治病的疗效。以前，我

经常用此方法，为自己调理身

体，每当有什么病了，一调

理，病很快就会好的。

后来，经人介绍，知道了

法轮功。看过法轮功的书后，

觉得很好，因为法轮功一上来

就能使炼功人的身体百脉打

通，这在其它功法中，炼很长

时间也达不到的。于是，就炼

法轮功了。炼了一段时间后，

觉得身体与以前不同了，好象

总有使不完的劲，精力充沛。

但身体有时还会不舒服，也知

道这是修炼过程中，身体消业

的表现，但由于搞了许多年中

医经络的研究，有时不自觉的

会点点相关的穴位。但怎么点

都没用，可是一炼功就会好，

有时我曾想，是我的医术水平

降低了吗？但给不修炼的人点

穴，效果比以前还好。后来，

我终于明白了，法轮功修炼

者，在修炼过程中，身体的脉

会不断加宽，最后连成一片，

达到无脉无穴的境地。身体的

难受，不是病的反映，而是通

过承受在长功的表现。怪不得

点穴不好使呢！

科学家称一万三千年前的彗星爆炸造成物种灭绝

怪不得点穴不好使呢！怪不得点穴不好使呢！ 
卜算子卜算子••神韵 神韵 
辽宁地区大法弟子

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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