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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举办的大
印城地区2016猴年春晚，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中。声名远播的《印地春晚》，这
是印城乃至整个印第安娜州华人各界一年
一度的文化盛会，汇集了各个方面的文艺
精英。这一次，时隔五年，重新又回到了
风水宝地－Carmel高中能容纳1,500观众
的大剧院。猴年春晚的时间是2016年2月
7日星期天的大年三十--天时，地利，人
和， 让人们充满了无限的期盼和渴望。

是的，经过ICCCI理事会和《印地春
晚》筹委会的的多方努力，也经过与Car-
mel高中领导层的多次联系和友好协商后，
我们终于再次赢得了校方的理解和大力支
持，让我们在喜庆的猴年之际，重新启用
了舞台设备精良的具有现代音响效果的高
中剧场，并且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难得和
重要的日子。这样，观众和演员以及所有
晚会的工作人员，在欣赏了国内央视和各
个地方台的“春晚”后，即可梳妆打扮，
换上节日的盛装来参加我们自己举办的位
于市中心的春节晚会，共庆佳节喜迎新
春！

随着国内央视“春晚”在八十年代叫响
以来，已经成为了大年三十里男女老少必
不可少的重头戏。而我们印地华人举办自
己的春节晚会，也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十多
个年头，真是好快啊。目前，已经有十多

个文艺团体报上来的二十多个演出节目，
其中有歌曲也有舞蹈等，以此年复一年地
打造印地华人的特色及亮点，秀出东方神
韵的风采。

如同往年的印地春晚，得到会员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好评。本届春节晚会，
仍然本着“积极健康、主题创新、活泼轻
松”的主题，以中华文化为基石，以此彰
显和宣传中国的风土人情，民族特色等，
又将是一台美丽而又包容的文化盛宴。而
晚会从多个艺术化角度渲染节日气氛和团
圆环境，如下午场的少儿游艺等，让孩子
们体验春节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将春晚变
成一场华人自己高质量的品牌展示和教育
下一代的文化平台。

时间慢慢在走，我们慢慢在变，但我
们印地华人各界庆祝春节，一起观看和相
聚“印地春晚”的传统习惯，却是年复一
年越来越浓，平添着一份思乡的情绪和对
祖国繁荣富强的期盼。锣鼓敲起来，龙狮
舞起来，歌曲唱起来！让我们在这喜庆欢
乐的时刻，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相聚Car-
mel市中心的高中剧场，一起迎接猴年的
到来，一起唱响节日的歌声，渡过一个难
忘的三十之夜，一个难忘的新朋老友喜相
逢的时刻，唱起这首动人心弦的《难忘今
宵》！

（ICCCI供稿）

跑步知识讲座及讨论会

组织者：印跑团 
 http://indychineserunner.weebly.com/
主讲人：李卫
时间：1.3.2016（周日） 14:00-16:00
地点：3405 E. 116th St., 
 Carmel, IN （印城华人教会 ）

内容：跑步目标设定，训练计划，饮食，恢复手
段，交叉训练，比赛准备，比赛日策略等

老李是有着十几年跑龄的资深跑者，也是印地华人
跑步社团-印跑团的主力跑将，已经完成过三十六场
全程马拉松赛。经过长期的积累，厚积薄发，近年连
续在马拉松赛上跑出个人最好成绩，跑进了业余精英
选手行列。
老李对如何跑，如何跑的健康，如何跑的好，有着

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些都会通过这场讲座与
大家分享。
无论你是打算跑步，或者渴望跑得更好，都适合来

参加这个公益讲座。

报名方式：1 微信报名，加入印跑团微信群； 
       2 邮件报名，jonathan70@gmail.com

 

筹备猴年春晚紧锣密鼓
返卡梅尔剧院喜气更盛

2015年印城华人春节联欢会的四位节目主持人。卡梅尔高中剧院座位图。

时间:大年三十
2016年2月7日星期天

Date: Chinese New Year’s Eve
Sunday, Feb. 7, 2016

地点：卡梅尔高中
Place: Carmel High School   

源于社区，服务社区
Indianapolis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CMA) 
Annual Meeting

（接第一版）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于十二月
十三日举行年会。聚会由2015年ICMA主席孙洋医生
及其他委员会成员召集，有20位医生会员前来参
加。会上大家济济一堂，新朋老友谈过去，谈未
来。2016年ICMA主席林京梅医生表示将一如既往，
带领我们印城的华人医生一起为社区服务。
     (ICMA 供稿）

走进老年公寓，
用音乐送上美好的祝愿

（接第一版）在20日下午的活动中，知音合唱组为老人们带来
了数首精彩的歌曲，其中包括The Lily and The Rose，《回娘
家》，《茉莉花》，和《山楂树》。除此之外，还特邀了几位
舞者带来了独具中国民族风的舞蹈《兰花舞》。最后，表演者
们集体唱起了《Jingle Bell Rock》等几首脍炙人口的圣诞歌
曲祝福老人们节日快乐，老人们也不禁跟这大家鼓着掌一起唱
起来，整个活动的气氛达到高潮。
活动结束后, 老人们都走上前来与表演者们道谢。其中好

几位老人都非常激动，拉着大家的手说：“This is really 
wonderful! I haven’t had this lovely afternoon for a 
very long time. You ladies make my day. Thank you so 
much!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Please do!”
    （VOA 供稿）

左图：知音合唱，左起: 刘月明，杜红，
唐露，白玲，胡红，许妙珍，毕坤，胡培
怡，戴建农， 刘小笛（指挥）

上图：三人舞，陈艳艳，Sarah, 刘贞

下图：部分演出人员与住在老人院的二战
老兵合影

（摄影 刘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