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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在过去的7年里，一对一，帮助过众多高中毕业生

进入他／她们的梦校（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

理工、耶鲁、哥伦比亚、加大）。学生们从他那里得到手

把手的申请作文的帮助。从构思立意到例子应用，文章结

构，和遣词造句，黄博士都会精心指导。

•	 另外，服务还包括简历和CommonApp方面的指导，使得学生

能够从counselor及老师那里得到非常好的推荐，并使整个

申请一体化。黄博士还会推荐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补上一

些必要的活动，以提高申请质量。

•	 你家孩子如需要大学申请方面的帮助，请联系黄博士。

大学申请
服务已开始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黄河的颂歌唱响印城
ICCCI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委员会           ICCCI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委员会           

       黄河缘         你不知道的

印城黄河大合唱背后的故事 
攝影: 楊恩璞教授，張大為，韓先明，陳可躍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由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印城华夏文化中
心（ICCCI）和巴特勒大学（Butler）音乐学院共同主办的
《黄河大合唱 》于十月十一日在印城Butler大学音乐厅举
行。ICCCI合唱团 ，芝加哥黄河合唱团和辛辛那提悦声合唱
团 共一百二十名演员与Butler大学学生交响乐队共同演绎了
包括：《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水谣》、《河边
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 
》共七个乐章。演出指挥Richard Auldon Clark的一举一动，
展示了他非凡的指挥才华，充分再现了作品魅力。整个演出
气势磅礴，精彩绝伦，震撼人心。

嘹亮的歌声，唱出了中华儿女保卫黄河和保卫家园的雄心
壮志和豪迈气魄。音乐恢宏的气势，演绎着七十多年前那段
惊天地、泣鬼神、异常悲壮的抗战历史。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及震撼的歌声不断地敲击着在场观众的心灵。演出过程中台
上台下拍手互动，全场齐唱，场景十分感人，很多观众流下

了激动地泪水。由印城著名歌唱家，ICCCI合唱团指挥刘小
迪演唱的《黄河怨》如泣如诉，哀婉凄凉，催人泪下。向大
家诉说战争的残酷，和百姓妻离子散的哀苦，赢得了全场的
热烈掌声。伴随此次演出还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图片展
览，吸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本次展览帮助更多人了解这段
历史，追忆缅怀中美两国人民携手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岁月，
提醒人们珍惜两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与自由。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平及夫人龚梅女士，卢晓辉领
事作为嘉宾应邀莅临了这次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印第安
纳波利斯孔子学院院长徐造成，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
平，印城市长办公室代表Jane Gehlhausen，IUPUI副校长Amy 
Warner，ICCCI理事会主席卿科云等嘉宾先后致词，预祝演
出成功。印城市长Gregory A. Ballard为演出发来了贺信。观
看演出的嘉宾还有专程赶来的芝加哥华联会主席汪兴无，理
事长胡晓军，副主席刘颖斌，三位嘉宾代表芝加哥华联会为
祝贺此次的演出成功赠送了花篮。参加二战的老战士和首次

出演《黄河大合唱》的老演
员受邀与当地观众近一千人

观看了演出。

此次演出的精彩纷呈和演员
们的超水平发挥赢得观众赞誉
不 断 。 “ 组 委 会 怎 么 想 到 与
Butler大学音乐学院的合作，
联手打造这一经典史诗般的中

文大合唱曲目”，“多么棒的指挥，个子不高，但却有拿破
仑般的气势和大将风度，吸引着台上台下，凝聚着演员和观
众”，“高水平的演出，上乘之作” 等等，不一而足。赵
总领事和芝加哥华联会主席汪兴无对演出活动严密组织和成
功举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演员们的辛勤付出和Butler音
乐指挥的精彩表演和激情奉献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并对以
ICCCI为主体的印州华人社团在组织大型活动中展现出来的
合作精神及运作能力给予了赞赏。这次唱响在印城的《黄河
大合唱》影响深远，我们要向所有的演职人员致以崇高的敬
意。也以此，告慰那些为民族事业和世界和平而浴血奋战过
的二战先烈们，告慰写出不朽之作经典乐章的冼星海和光未
然两位伟大艺术家的在天之灵！

成立于一九九六年的ICCCI合唱团主要由旅居美国印第安
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华人华侨组成。她的足迹遍布美国，
及澳洲、亚洲，可以说是誉满全球。曾先后在美国纽约的卡
耐基音乐厅、美国耶鲁乌斯音乐厅、美国印第安纳州Butler
大学、华盛顿 Music Center at Strathmore音乐厅、澳大利亚悉
尼歌剧厅、美国芝加哥交响音乐厅、休斯顿音乐厅和圣路易
斯市音乐厅等地演出，受到海外华人和各国观众的好评。此
次演出是ICCCI合唱团再次与Butler大学合作，在印城演绎中
国本土音乐家的的作品。

【执笔：高永进，赵立明】

十月十一号印城的黄河大合唱获得空前
的成功。 经过长年努力的ICCCI 合唱团,
芝加哥合唱团和辛辛那提悦声合唱团的团
员们,巴特勒大学音乐学院 理查德. 克拉克
(Richard Clark) 指挥和教授同学团队自然功
不可没。 

每件成功的背后, 都有无数的小故事。 让
我们慢慢细数这些小故事吧。

黄河缘

ICCCI合唱团第一次谈起演唱《黄河大合
唱》，是在2013年的秋天。 几位主干们希
望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
段也能做点什么。

合唱团指挥刘小笛(小笛)和艺术指导，钢
琴伴奏孟垂远(小孟)都曾经深度研究并公开
演出过《黄河大合唱》。 其中的女高音曲目
《黄河怨》是小笛在大学毕业音乐会上演唱
的压轴曲目。小孟曾经作为钢琴独奏于2006
年，2007年分别演奏过三场《黄河钢琴协奏
曲》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双钢琴音乐会，
两场与管弦乐队合作。

唱黄河，教头提议攻关

根据对这部作品的了解，小笛和小孟提议
攻关，要合唱团从《黄河大合唱》最难的一
首曲目《怒吼吧，黄河！》开始练习，最难
唱的部份要能过关,才能走下一步。 否则不
必白浪费时间。

经过8次的排练，教头总算点了头。合唱
团有了底，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唱好整部作
品。

教头点头，“老彭儿”又回来了

自2015年2月起，全体合唱团开始了《黄
河大合唱》整套曲目的排练。团长周明社有
序的负责全团音乐资料的发送，沟通排练的
各项注意事项，不落下任何一个团员。主力

顶梁柱彭先步更是担起了副指挥的重担，负
责曲目中的音准，节奏，及旋律的准确。大
家都亲切的感受到，当年那个拍巴掌打节奏
的“老彭儿”又回来了。

ICCCI，辛辛那提芝
加哥攜手同心

来自辛辛那提的悦声合唱
团，与芝加哥黄河合唱团也
加入了这次的演出。从不同
的地方，几个团队靠Emai l
和电话保持联络。悦声合唱
团更在演出前一个月，邀请
ICCCI合唱团的指挥与骨干
队员过去帮助排练，确保在
曲目演唱的技巧和处理上保
持一致。

Butler大学的筹备

Butler 大学音乐学院有难
得的音乐资源，在合唱团团
长周明社的联络下，得到了

音乐学院的支持。但是《黄河大合唱》这部
非西方的经典之作，对于Butler 大学音乐学
院的指挥，乐团，合唱团而言，又是全新的
经验，对曲目的理解，音乐的表达，以及中
文歌词等等都是全新的。怎样做到最好的沟
通，共识？任务艰巨啊！

摄影俱乐部肩挑「历史不容忘却」
影展,为《黄河》添意义

另方面,对历史的责任也不能忘却。 印城
华人摄影俱乐部(ICPC)联系上在中国,日本,
港台都办过抗战影展的张国通先生,并且在
孔子学院徐造成教授建议下, 强调中美联合
抗日的历史事实, 邀请二战老兵参加活动。 
具体实务则由摄影俱乐部落实。 影展当天,
不少观众驻足研究,二战老兵Vera 说:“我们
不但听了音乐会,还看到了这么好的展览,今
天很值得啊!”

与指挥们，系领导沟通

团长周明社，和艺术指导兼钢伴小孟主要
负责与Butler大学的沟通与交流。周团长主
要负责电话及邮件的联络，小孟则着重负责
与乐队指挥，合唱团指挥，及各位领唱的艺
术沟通。为了更好的了解这部作品，Butler

大学乐队指挥Richard Auldon Clark（理查. 
克拉克）, 及合唱团指挥Eric Stark （史塔
克）先后两次来到ICCCI合唱团进行旁听与
观摩，亲身感受并认真仔细的记录下来每一
个音乐细节。

与Butler领唱，合唱团员们“咬文
嚼字”

当两位男高音,史都贝克和舒司特,以标准
的普通话唱河边对口时,台下观众发出了惊
奇的笑声。 你知道他们的普通话怎么学的
吗?  对Butler合唱团及三位男生独唱演员而
言，中文歌词的准确发音，是他们最关心的
事情。所有的美国演唱者都没有任何中文
背景。为了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小孟多次
前往Butler大学，逐字逐句的辅导大家的发
音。直到演出前一天的彩排，他还在边听
边录独唱演员的曲目，然后一对一的进行纠
正。 下足了“咬文嚼字”的功夫。

黄河怨

除 了 B u t l e r 大 学 的 两 位 指 挥 来 我 团 观
摩，ICCCI合唱团的指挥及团员们也在演出
之前用心的与乐队进行合练。在女高音独
唱《黄河怨》这首曲目的筹备过程中，演唱
者刘小笛多次前往Butler大学与乐队进行合
练。

这首曲目感情表达极为丰富，时而凄惨悲
凉，时而刚毅愤怒，是一首极具歌剧咏叹调
风格的曲目。每次排练的时候，克拉克指挥
每次都请小笛站到他身边，面对乐队歌唱，
锻炼大家的默契配合。 在演唱过程中，为
了达到精益求精的艺术效果，克拉克与小笛
更是精确到每个音，每一拍都不能有任何差
错。

交响乐团不能演奏中国小调
 
观众对中国小调的河边对口听得耳熟。 但

是交响乐团的乐器没有中国小调的乐声。 于
是来自纽约,熟悉各国乐器和中国历史的的
克拉克总指挥 特别向中乐团借来了中国小
鼓,手锣,木鱼,配合演出中国小调。 可这手锣
英文怎么翻译呢?  简单, Shou Luo。

徐一鸣女士，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翻译了大
部分的歌词。

 

柯明演奏的不是典型的琵琶音乐
 
观众欣赏了名琵琶音乐家柯明的演奏。 可

知道她演奏的不是典型的琵琶音乐,而是她
用个人特别发展出来的弹法,弹出三弦的声
调。 神吧 ! 

克拉克指挥比美名指挥家小泽征尔
 
也是音乐爱好者的大芝加哥地区华联会主

席汪兴无博士表示,理查德. 克拉克的指挥过
程掌握了每一个细节,清晰的带动了整个过
程,诠释了黄河大合唱的精神,比美日本名指
挥家小泽征尔。

 

指挥的眼神似乎只关注我一个人
 
有团员纳闷克拉克教授在指挥过程中,怎么

眼神似乎只关注她自己一个人。 一问之下
才知道其他团员也都有样的感觉。 为此,我
们特别请教了克拉克教授,有关乐团指挥和
音乐家心灵沟通的秘诀。 克拉克教授只谦虚
的表示,自己最崇拜能和音乐家沟通的指挥
家。 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小笛唱黄河怨，
讓王临平和团员想哭，又不敢哭

 
演唱过程中,尤其来自辛辛那提的王临平

说,随着演唱的进行,情绪高昂,突然发觉自己
眼眶润湿,她不得不强压情绪。 再不控制,她
会哽咽,影响歌唱。站在台上,王临平深深以
身为中国人为荣。

罗斯福大学校董的胡晓军：
中国有了和平,世界就和平了

 
其实,有这感觉的不止她一个人。 事业遍

及全美,也身为芝加哥罗斯福大学校董的胡
晓军直言,这些成果来之不易。 我们不能忘
记历史,透过音乐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互了
解。 中国有了和平,世界就和平了。 

可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