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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羊衔穗迎春至，小宝欢聚闹新春
IUPUI中文学校2015年春节联欢会

【本报记者王璐】欢声笑语辞旧岁，载歌
载舞过新年。2015年2月22日下午，IUPUI中文
学校举办了2015年“贺新春,迎羊年”春节联
欢会。窗外雪花飘飘，屋内热情连连。小朋友
们兴奋的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家长以及老师们
也都换上了最贴合中国年的服饰，大家欢聚一
堂，上演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小小春晚。 

五羊献瑞增春色，小小主持新登台
中文学校联欢晚会在李昤和李晟两位小小

主持人的开场白中拉开了序幕，李昤和李晟是
一对姐弟，一个身穿小礼服，一个身着小西

装，配着现场喜庆的
背景，可谓是中西合
璧，年味十足。这两
个小宝贝年龄虽小却
毫不怯场，一出场便
赢得了阵阵掌声。他
们从头主持至尾，口
齿清晰，报幕、串场
都表现出了超乎年龄
的冷静和自信，他们
认真又可爱的样子，
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
肯定，无疑是今年联
欢会的一大亮点。

乐曲合奏来开场，传统现代相结合
第一个节目是Anna小朋友一家人的表演

《拜年》，瑞典爸爸和Anna一起吹着圆号唱
着歌，配上妈妈优美的舞姿，让大家快速进入
到了过新年的模式，整个礼堂充盈着过年的喜
悦感，羊年来啦，又长大了一岁啦！端端、朵
朵、玫玫和爽爽小朋友的《大海啊故乡》清秀
温婉、优美抒情，把家长和小朋友们都唱醉
了。瑞瑞的小提琴独奏《梁祝》更是让中和西
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正
当大家沉浸在一片感叹中，玫玫和Lucy幽美的
《思念》把大家带入了深深的中国情中，远在
大洋彼岸的我们，无论走的再远，也不会忘记
祖国，忘记家。中国人就是在哪里都要过年，
中文学校的宗旨就是要传扬这种文化，让每一
个小朋友和家长都体会到家的感觉，体会到这
种春节对于中国人的特殊的思乡之情。

羊年启泰亮点足,小宝贝们来当家
舞蹈小班的舞蹈《小苹果》、《兔子舞》

和小班宝贝们的广播操《世界真美好》活泼可
爱，让整个联欢会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高潮。三
到六岁的小小朋友在舞台上认真投入，小大人
般陶醉的样子，那是相当的可爱。虽然这是很
多小朋友第一次在中文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但

他们在舞台上信心满满，扭的头头是道，完全
没有紧张感，像一个个朝气十足的小羊，精神
气十足！精彩的表演让台下的观众们都情不自
禁地连连为他们叫好。 

小朋友们闹新春，妈妈宝宝爱相随
五年级小朋友的《老鼠嫁女》和七年级的

课本迷你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形象生

动，令人耳目一新，以其独有的形式将平日里
所学习的中文知识用到了节目里。小朋友们热
热闹闹的上了舞台，投入的表演，加上小朋友
们的滑稽搞笑，台下的家长孩子都被引得捧腹
大笑。四年级小朋友们的《妈妈的爱》温馨甜
蜜，妈妈和孩子们一起登台，孩子们在台上为
妈妈献上一杯茶。小朋友们和妈妈们，将舞台
带入了悠悠的春日，暖阳相伴。春节，与家，
与妈妈，满满的都是爱的味道。

年末岁除爆竹响，大家一起来歌唱
二年级的宝贝们最小的只有四岁，但他们

的《幸福拍手歌》和古诗背诵清晰准确，一点
也不比大哥哥大姐姐们
差，而且还不怯场，在
舞台上收放自如。三年
级的舞台剧《说唱三字
经》活泼可爱，小朋友
们穿着年华中童男童女
的小肚兜，一登台就吸
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六
年级的《龙的传人》尤
为精彩，这个班级的小
朋友们都已经在中文学
校读书三四年以上了，
从去年的表演《小龙
人》到今年的《龙的传
人》，再一登台，让我
们感到他们已经是大孩子了！ 

神秘嘉宾又来到，璀璨舞台更精彩
Amy的芭蕾独舞《大天鹅》，舞姿优雅，

身段柔软，那完美小跳、立足尖、旋转给这个
欢畅的舞台带来一片独有的宁静美。妈妈舞蹈
班的芭蕾舞也不甘示弱，她们优美恬静，五个
美妙的妈妈如少女般，舞姿曼妙，柔情似水，
把大家瞬间带入了一个世外桃源⋯⋯ 晚会还
邀请了那些孩子已经从中文学校毕业的妈妈舞

蹈队，他们和特别来宾Jerry Yang老师带来的《
鸿雁》将此次联欢会再次带入了高潮。在Jerry 
Yang老师高亢嘹亮的歌声中，妈妈们婀娜的身
姿，在台上曼妙起舞，令大家的震惊之余便是
深深的敬佩和喝彩，中文学校不仅小朋友们这
么优秀，妈妈们也都是身怀绝技啊。

今年的春节联欢会还贯穿了抽奖环节，调
动了全体小朋友都参与其中，把活动推向了高
潮。最后，晚会在IUPUI中文学校校长高剑华女
士的致谢辞中落下帷幕，她真诚的感谢每一位
在场与不在场的家长、老师和小朋友，谢谢大
家认真精彩的表演和配合，谢谢大家在去年一
年为中文学校的努力。高校长给IUPUI中文学校
带来了一种新观念，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中文，
更是在教一种中国文化和生活态度。

舞台上有小到四五岁的孩子，大到五十岁
的成人，大家都快乐在舞台上表演着、享受
着，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带来了视觉和听觉上
的双重享受。这就是IUPUI中文学校，每个人
都参与到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中，每个人都带着
爱，在传扬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一起成长。在
这里，不仅仅是春节，包括所有的中国传统节
日，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中，将不单单是一个
中国节日，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种
文化。

2月15日，3:00pm-7:00pm在普渡大学西
拉法叶校区，由普渡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PUCSSA, Purdue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s & 
Scholars Association)举办的羊年春节晚会顺利落下
了帷幕。

本次春晚中，PUCSSA有幸邀请到了来自普
渡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西拉法叶中文学校的小
朋友，密歇根大学茉莉舞团以及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的同学来为此次春晚助兴，同时校内各个
兄弟组织成员也为本次春晚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本次春晚，所有的策划组织彩排都是学生
自己组织，包括赞助商的商洽，节目的筛选彩
排 ， 灯 光 音 效 的 控 制 ， 主 持 人 的 培 训 等 。 其
中，PUCSSA成员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节目，把中
国著名话剧《雷雨》搬上了春晚舞台。为了这次
的表演，雷雨话剧组排练了三个多礼拜，他们从
前期的编剧，准备道具以及到后期的排练录音都
是在繁忙的考试时期腾出时间来完成的，在演出
期间，他们不仅是演员更是春晚的组织者，他们
身兼数职为此次的春晚台前幕后大力付出，不仅
提供了精彩的表演更是为幕后的统筹协调作出了
不少的贡献。他们的这次表演，把中国著名的话
剧《雷雨》带到了美国观众面前，给了美国观众
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的话剧文化，带给了他们不
一样的中国文化体验。许多观众观看之后对此节

目大力赞扬更表示希望能够观看到更多有关于中
国特色的节目，以便让他们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
到中国五千多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来自普渡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小朋友为此
次春晚带来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舞蹈表演《呼唤绿
荫》和《康定情歌》。他们每年都会为PUCSSA
举办的春节晚会准备节目，这次更是提前早早的
准备了两个节目，从排舞到最后服装的准备都是
特别的用心。表演《康定情歌》的美国小朋友更
是为了这个节目刻苦排练，争取在舞台上为大家
呈现最好的一面。虽然最后小朋友们的表演由于
紧张时有差错，但是台底下的观众们无一不为这
群可爱孩子们的卖力演出为之动容。

普渡学生们自己表演的节目更是在今年春晚
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普渡第一支华人学生首创乐
队Suspension带来的歌曲向来是每年晚会的热点。
民乐串烧极富创意地把神曲小苹果和中国古典乐
器、B-box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别样的感觉。
小品《葱葱那年》在为大家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带
来了感动。歌曲《山丘》《时间煮雨》《后会无
期》作为压轴曲目将整台晚会推向了高潮。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嘉宾也带
来 了 非 常 精 彩 的 表 演 ： 密 歇 根 大 学 的 茉 莉 舞
团、UIUC的声乐博士查晓艺，他们在舞台上的惊

艳表现都给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来观看本次春晚的观众主要是普渡大学的

在校学生，当然更不乏来自拉法叶、西拉法叶的
当地居民。他们展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强烈
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在到场的1000多名观众
中，超过百名是美国本地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
来宾。

还有一些重要嘉宾也通过视频向现场的观众
们送去了新春的祝福，他们是：拉法叶市长Tony 
Roswarski 、西拉法叶市长John Dennis、印第安
纳州州长夫人Karen Pence。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根岸英一教授、普渡Krannert商学院创始人
朱永棠教授、普渡孔子学院院长洪玮教授、普渡
大学校长Mitch Daniels、普渡大学国际事务中心
院长Michael Brzezinski、普渡大学校友协会副主
席Mary Dennis、普渡大学职业发展中心主任Tim 
Luzader。

普渡春晚已然圆满落幕，然而PUCSSA春节
系列活动仍在继续。本周在普渡大学各大食堂、
体育馆，都会举办有PUCSSA参与的春节庆祝活
动，内容包括中餐品尝、文化展示等等。即便身
处异国他乡，但是浓浓的年味已经飘散在了普渡
校园。

（照片由PUCSSA提供）

春晚圆满落幕 迎春活动继续
作者：严子翘   吴子近   张添翼 

精彩瞬间

在2015年印城春
节联欢会上，印地
华人歌手黄鹂演唱
了众人熟知的《雁
南飞》，加上《东
方少女》舞蹈队的
唯美伴舞。表达了
海外华人浓烈的思
乡之情。   
（摄影：韩先明）

印城第一華人循理會春節愛的團园庆祝活动

親朋好友齊欢聚，同庆中国喜羊年，
耶稣基督好牧者，頌讚主為万福源。

（摄影 张大为）

2015年2月20日晚上，大約有八九十位華人和一些
美國朋友在CARMEL的愛加倍華人敎會歡聚一堂慶祝中國
新年，一起享用美食並且享受了由愛加倍華人敎會家庭
大人和孩子們準備的精彩節目表演。愛加倍華人敎會在
濄去幾年都有舉辦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不僅有助於在
印城和CARMEL社區華人之間的聮誼，同時也是與追求生
命真諦的朋友們一起分享神的愛的好機會。

愛加倍華人敎會的成員有來自台湾，香港和中國大
陸和美國的家庭，在CARME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CUMC）内的一個CHAPEL聚會（地址：621 SOUTH 
RANGELINE RD CARMEL ，IN 46032 – 第9號門進口） 
主日崇拜上午11點，星期五晚上在教會(7:30pm)和家庭
(8pm) 两處有查經聚會和團契，歡迎您前來體驗！
E-MAIL聮絡：contact@agapeindy.org

（摄影 张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