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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巡回艺术团南美首站的九

天十场演出七月五日晚圆满落下帷

幕，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创下奇迹，吸引了近万名观众。慕

名前来的各级政要、艺术名家、金

融巨子被纯正、慈悲的能量感动得

落泪，艺术家们从神韵演出中看到

人类艺术复兴的希望，华人则为中

华神传文化的弘扬而自豪。

国际知名摄影师罗杰斯女士

（Ms. Rogers）与友人观赏了七月

五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她表示感

受到“巨大的震撼”，难以找到言

语来表达她的感受。她说，以一个

摄影师的眼光看来，“整个色彩丰

富，服饰颜色华美，他们令我惊

叹。”

玛 莱 娜 • 李 维 拉 斯 女 士

（Malena Riveras）是古典舞舞蹈

演员，目前在圣菲尔南德学院等地

教授古典舞。她说：“演员们的一

举一动都体现着这种平衡，再加上

音乐的配合和舞台的设计，整体

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期待，一种希

冀。” 她表示，整场演出给了她

很多的启发，很多的灵感、感觉！

“我现在很想学习东方古典舞蹈。

东方古典舞非常柔美，非常感性，

但是却是一种力量！”

声 乐 教 授 阿 雷 汉 德 罗

（Alejandro）很喜欢神韵晚会，

很高兴从舞台艺术上来了解中国文

化，他认为演出中音乐的调配、节

奏非常细腻：“尤其是现场的音乐

和舞台上的表演配合得非常好，很

精确，还有颜色的搭配等都很有特

色。”

卡洛斯•莫雷诺（C a r l o s 

Moreno）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大

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他表示，最

令他感动的是神韵演出中精神层

面的内涵，“从演员们的精神内

涵，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内在特

征。”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刻。有很

多色彩，富含了人民精神内涵的东

西。”“中国文化是从天上传到人

间的。”

国会议员布劳斯（Nel i d a 

Belouse）女士和女儿七月三日观

赏了神韵晚会。她说：“透过舞蹈

这种表现方式，真的能让人更理解

中华历史，节目色彩缤纷，十分吸

引人，配合舞蹈的道具，真是精致

得不同凡响。”“节目让我很感

动，尤其是节目所产生的祥和感，

没有任何的负面因素，这种感觉和

动作及音乐一样重要，她不是一场

会让人情绪激昂的秀，看这场表演

让我感到十分平静，她传达的讯息

很特别。”

阿尔伯特•莫迪诺（Alberto 

Mottino）先生是位画家，他形容

“神韵把我带回到了我内心中的

那个年幼时的我”。莫迪诺先生

说，他会告诉人们：“如果你想尽

快找到你心中的一个不染尘世污

秽的地方，你就来观看神韵这幅水

墨画吧。”他形容神韵就像是一幅

大水墨画，是一幅艺术家们向人们

讲述着一段段历史的巨幅水墨画。 

“神韵演出是一个极限完美和一个

充满心灵力量的演出！”

老华侨罗志开夫妇带着四个

女儿和女婿一行九人前来观看神韵

的第九场演出，都说非常喜爱神韵

晚会。罗志开眼里泛着泪光，激动

地说，这台晚会很好，水平很高，

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展

示了出来，让西方社会了解。“所

有这些演员和工作人员做如此的奉

献，很伟大。”

罗老先生说，“我的孩子们对

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于去年

带三个女儿随旅游团回大陆寻根，

“在大陆也看不到这种演出。在北

京时曾看过杂技团的演出，像这种

真正的文化艺术呈现，还是第一

次。”

来自西安的洪女士说话时，

她两眼微红，闪着泪光。她表示，

观看演出，心中充满无名的感动，

“不知道为什么，也讲不出来，就

是很感动……” （转第七版） 

神韵巡回艺术团七月四日晚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上

演第七场晚会，舞蹈家达乐杉多

（Ms. Dalessandro）连续看了七

场，她说，“舞蹈家技艺高超优

雅，节目内容精炼而且涵盖了古老

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传统的信仰

价值，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我。值

得一次又一次地看，百看不厌。”

达乐杉多说每一个节目都美得

象一首诗：“看到这样一个奇观令

我非常感动，”她说：“非常富有

诗意，如此美的艺术，而且舞蹈动

作优雅非凡。” 达乐杉多说，看

了七场，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

她表示，看到中华五千年历史在短

短的一场演出中，通过中国古典舞

表达出来，真是太动人了。

达乐杉多从很小就开始跳舞，

从传统舞蹈到西班牙舞，再到后来

的爵士舞蹈、踢踏舞和弗拉明戈

舞。现在她觉得神韵是自己心目中

的偶像：“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

被神韵演员感动了，我喜欢艺术，

特别是舞蹈。”

“这里如此多的艺术，男高

音，钢琴演奏，一切都融入了民族

内涵。错综复杂的手部动作，一

切都是如此精准，我想告诉神韵的

演员们，继续表现深远的内涵、专

心、美德、整体性，和对艺术的热

爱。” 

今年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

二百三十三周年纪念日，全美各

地纷纷举行游行活动以示庆祝，

各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当地的

活动。法轮功团体第八次应邀参

加美国首都国庆大游行，是今年

所有参加首都游行的团体中规模

最大的，天国乐团将《法轮大法

好》、《法鼓法号震十方》、

《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带给观

看游行的数万观众，成为今年首

都国庆游行的一大亮点，让宪法

大道沿途观看的各族裔民众惊叹

不已。

在美国的诞生地——费城，

法轮功作为参加人数最多的团体

再展风采。天国乐团宝蓝色的古

代乐官服与腰鼓队亮黄色的服装

形成完美的视觉对比效果，所到

之处充满掌声及欢呼声。一位宾

大华裔大学生说，“我这是第一

次看到他们表演，真棒！” 来

自中国江苏的王先生表示：“法

轮功的方阵很好，给中国人增

光！”

芝 加 哥 法 轮 功 学 员 再 度

受 邀 参 加 北 部 城 市 埃 文 斯 敦

（Evanston）的美国独立日游

行。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应

邀参加了在红木城举行的盛大游

行，受到主办单位的好评，游行

组织者堪普林•卡尔说：他通过

麦克风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他

说，看到由男女老少组成的炼功

队祥和的功法演示，好象血压也

降下来了。

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奥法伦市（O’Fallon）的独立

节庆祝游行，并获得最佳音乐二

等奖。市长比尔•汉涅斯（Bill 

Hennessy）向法轮功学员表示祝

贺，他表示，几年前就了解法轮

继参加七月三日牛仔节大游行

后，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四

日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向人

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加拿大联

邦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 肯

尼（Jason Kenny）到场支持，并

在集会上发言感谢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的实践，帮助人们认清共产邪

恶。

杰森•肯尼在集会上首先说：

“西部文化的牛仔精神深植于对自

由的追求。”“你们在这里没有任

何恐惧地参与各种活动，应该感谢

加拿大给予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

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他同时感谢法轮大法修炼者持续不

断地提醒人们共产邪恶对修炼者的

迫害及对人权的践踏，并特别感谢

法轮功天国乐团的到来，为这座城

市带来了丰富的色彩。

肯尼表示，认清共产邪恶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告诉我

们，在共产国家里，有千百万无辜

生命被迫害致死。我们必须记取历

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不让悲剧

再发生在今天活着的人身上。加拿

大有上百万的移民是从共产国家逃

出来的，他们为加国作出了巨大贡

献，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和人生故

事。我们都了解犹太人所遭受的大

屠杀，我们也不该忘记发生在共产

国家里的大屠杀。”

他并表示，近来加中两国高层

互访，并不意味着加国政府已停止

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他说：“政

府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的政府永

远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

到场发言的还有：亚省立法会

议员Kent Herh、Neil Brown、Art 

Johnston、牛仔节组委会负责人

Teri McKinn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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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参加法轮功集会表感谢

大图：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十场演出
圆满落下帷幕。
小图：老华侨罗志开夫妇带着四
个女儿和女婿一行九人观看神韵
演出

图：加拿大联邦移民及多元文化
部部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y）
在法轮功集会上发言

图：芭蕾舞演员达乐杉多
图：法轮功团体第八次应邀参加美国首都独立日大游行

功真相，那时他还是市议员。在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周年之际，

法轮功学员希望汉涅斯市长能代

表奥法伦市的选民，对法轮功和

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表示支持，

市长真诚地表示，他一定会的。

在美属北马里亚纳联邦群

岛的首府塞班岛，法轮大法学会

连续第八次参加了庆祝游行。游

行组委会主席菲利普•阿塔利格

（Felipe Atalig）观看了天国

乐团的排练之后大为震撼，安排

天国乐团为游行主乐团，安排到

第一位，紧跟着联邦总督和塞班

市长的贵宾车队和美国海军陆战

仪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