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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的飞快，刚过完元旦，一转眼《印地春晚》
就进入了倒计时：现在离二月七日大年三十的春晚演
出，只剩下不到三个星期共19天的短暂时间。是的，时
间紧迫，在“春晚”筹备组紧锣密鼓的运作下，各个工作
小组和演出队，也都在紧张有序地做着准备和排练。大
家互相鼓舞互相协作，目的就是一个，与我们印第安娜
的华人各界，携手迎接2016中国春节的到来（农历丙申
猴年4714年），把晚会办成功。我们呼吁印第安娜州侨
学各界，华人社团，社区商家和一切友好人士，积极支
持本届春晚，恭襄盛举。

春晚筹委会各工作组都已形成，分别进行着各项工
作。据总干事和总导演莫才清介绍，本届猴年春晚，节
目丰富精彩，包括歌舞、服装秀、《西游记》片段，太
极武术、歌剧名曲等众多内容，晚会亮点不少。特别
是我们有幸请到了享誉北美的四川籍当红抒情男高音
范青先生，前来印城为我们献歌，共度大年三十。过往
几年的春晚和节庆假日，这位北美当红歌星都是站在许
多的舞台上，为各地的观众们倾情高歌，如西雅图，芝
加哥，密芝根州等。这次为了参加我们印城的春晚，不
得不推掉其它几场的商演。能够邀请到这样一位当红歌
星，实属不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猴年春晚筹委会希望各界
商家积极赞助，各社团积极购买团体票，有志为晚会
筹备服务的热心人士也可积极报名担任志愿者。我们希
望新朋旧友一起齐心协力，大力支持本届晚会，踊跃购
票，积极赞助。大家共同努力，为印城地区的侨胞，父
老乡亲和学子们带来一场高水准的新春晚会。

春晚筹备会各个工作小组名称和负责人：
票务组：刘欣，舍云，吴敏等
儿童游艺组： 王蕾，罗京等
餐饮组（年夜饭）：李仁华，叶明，曾庆强等
舞台总监和催台：莫才清和四位ICCCI演出队负责人
音响灯光和摄像：曾庆强，赵立明等
海报票面创意印刷：甄月军等
招待后勤和安全组：卿科云，李林，甄月军，高永

进等
对外文宣广告组：李林，高永进等
赞助筹款和奖品组：卿科云，甄月军等

闭幕清场卫生组： 各演出队负责人，ICCCI理事会
和校委会

来自春晚总干事和总导演莫才清先生的心声：
先说一下，2016年《印地》春节晚会节目的征集概

况:自2015年11月初，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就启动了猴
年春节晚会节目的征集工作。到11月底为止，各个演出
队先后有23个节目上报。随后，考虑到节假日的因素，
我们筹备组又延长了报名截止日期。至今，节目报送春
晚节目征集到12/31/2015，共收到18个队伍和单位提
交的30个节目。有舞蹈，相声，小品，独唱，吉它，
中国民乐，太级，京剧等。其中舞蹈就有现代舞，古典
舞，爵士舞等。

面对如此多的好节目，可难倒了春晚组委会: 演员
的热情如此之高，好节目如此之多，超出了组委会的想
象。而舞台时间又有限，咋办？组委会采取了保留每位
演员有一次上台机会为原则，每个队或组织至少有一个
节目为原则，报留节目多样化的原则，和新鲜节目有优
先上场的原则等，组委会精挑细选了26个节目。

26个节目，那演出时间咋控制? 记得2015年春
晚，22个节目，花出了3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按以往经
验，那26个节目，岂不要花3个半小时? 好节目不忍砍
掉，而舞台演出时间又有限，卡梅尔高中要求当晚九点
就要交房。咋办? 节目从下午5:30开始，到晚上8:15结
束，满打满算，还不到三个小时。

为了节省演出时间，组委会计划采取旁白的方式报
幕，出掉中间休息时间，压速节目时间，和减少节目之
间的衔接时间，争取所有优秀节目都能按时保质保量的
表演完。至于节目的好坏，还要等观众你们的欣赏了。
有需要买票的话，可每周日下午1点到4点，到卡梅尔高
中的印城华夏文化中文学校购买。

晚会特邀演员：
这 次 我 们 的 猴 年 春

晚，特别邀请到了享誉北
美的男高音歌唱家范青博
士来印城，参加我们的《
印地春晚》，与印城的观
众们，一起渡过大年三十
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听
说，这次考虑到猴年的特
殊意义，况且范青也在芝
加哥和西雅图等城市，表
演过《西游记》“敢问路
在 何 方 ” 和 他 四 川 家 乡
的 “ 川 江 号 子 ” 等 静 动
歌曲。新成立的由ICCCI
的一位老师领衔的《印地
音乐之声》表演队，将和
范先生一起，以音乐剧的歌舞表演形式，为我们猴年春
晚，献上有关猴的赞歌。

我们印地的几位“川大”校友和“云南同乡会”以
及范先生的老朋友，是在前不久的圣诞节party上，有幸
见到了这位从芝加哥特意赶到“印地”过节的歌唱家。
虽然是久闻大名，在youtube和youku上也看到过范先生
许多的演唱视频，但是亲眼所见，亲耳聆听他的演唱和
钢琴伴奏，就更感觉他杰出的音乐才能和演唱技巧。的

《印地春晚》快讯
ICCCI 供稿

大脑跟随着手指去探索世界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大脑跟随着手指去探索世界...
懂得如何使用双手的人独享着一条了解世界的秘密通

道！生物学家发现在我们出生时，大脑已具有数以十亿计的
活跃的神经通道。如果在孩子早期和中期成长中正确地训练
它们，那么进入青春期, 这些通道就能与他们的思考能力相
连接。而做手工能保证神经通道一直保持活跃。 
　　如果我们忽视培养孩子们的用手能力和锻炼他们的手上
肌肉，他们就会失去全面领会事物的机会，妨碍审美和创造
能力的养成。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手工艺术，传播手
中的美好与质朴，它不仅是动手的实践，更是心灵的修行， 
集文化、艺术、设计与制作于一体，能够锻炼孩子的眼、
手、脑协调能力， 也能激发孩子设计与创造的热情，更有
利于孩子建立自信、增进生活情趣。

中国的民间手工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
族情感，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媒介。中国的民间手工有
剪纸、折纸、灯彩、玩具、面具、饰物、绢花、刺绣等许多
种，并随着工艺、材料等因素，不断发展、创新。我们将针
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从龙、熊猫、面具
等文化标识性作品入手，锻炼学生的基本手工技能，并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为喜欢动脑创造、动手制作的
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示个性才艺的机会和空间，丰富学生的
课余生活，也让忙碌的家人分享手工艺术的愉悦。

手工艺术，一个再简单的细节也要怀着诚意完成，希望
手里的宝贝能够被人喜欢，被人懂得，被人珍爱，如能带给
别人一点快乐，就如同布施了一份欢喜。手工艺品，是孩子
们平凡生活中一点幸福的“调味剂”，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得
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和小快乐。

ICCCI中文学校已开始举办儿童手工艺课后兴趣班，正
在招生中。老师如下，lead teacher Janna McCardel(张艳
手机：317-370-9210电邮：jannamccardel@gmail.com),在
TPCC 和 Eagle两所基督教会Pre-School任教，教中文与中
国文化、艺术、活动等课程，热爱国学、绘画、音乐、手工
艺，尤其擅长与孩子沟通与交流。

Teacher Assistant Yihong “Rye” Yu(于逸泓)， 
Zionsville高二学生， 学画10年，较熟练地掌握各种基本
画法，喜欢摄影、手工艺品制作等，其作品多次参加校内外
展出。

(ICCCI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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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ommunit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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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Proofing	Youth”	
A	seminar	by	
Jim	Bisenius	

	
Mr.	Jim	Bisenius,	an	expert	on	anti‐	bullying	has	

over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child	and	adolescent	
therapist	specializing	in	teaching	targeted	students	how	to	
handle	bullying	situations.		Jim	has	taught	his	methods	to	

over	950	schools	nationally.	
	

Seminar	is	FREE	for	both	Parents	&	Students	
	(Ages	10	and	above)		

Saturday,	January	23rd,	2016	
		1:00	to	3:30	PM	

Miami	University	VOA	Campus	
7847	VOA	Park	Drive	

West	Chester,	OH		45069	
Seating	is	limited,	must	register	to	attend.		Please	state	number	of	

adults	and	children	that	will	be	attending		
RSVP	To:	lynnmelzer@asiancommunityalliance.org	

	
	

	
	

确，名不虚传，音色之美绕梁三日。其实，范先生对iccci并不
陌生，他曾与我们的合唱团合作过，在《岁月甘泉》里，担任
过男高音领唱。非常高兴，我们iccci的朋友们，能为晚会，请
到这样的歌唱界的当红高手。毕竟范先生为此，不得不推掉其
他的春晚邀约，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北美太火了！

以下是湖南卫视国际频道，在2010年，对范青的采访报
道：

http://world.hunantv.com/news/20100412/1272.html
2010快乐男声北美赛区刚刚启动，各路精英纷纷踊跃报

名，芝加哥著名男高音，化学博士范青，人称“青哥”，也将
成为快乐海星，而且是博士海星！

芝加哥著名男高音，化学博士范青，人称“青哥”。他酷
爱音乐，音域宽广舒展，音色明亮清越，表演声情并茂。“青
哥”最高音可以唱到了声乐界的最高点3D，比老帕3C还高！
经常让全场的观众沸腾。凭着他天生的金嗓子和不懈的声乐实
践，将很多歌曲演绎非常完美。

多才多艺的“青哥”，还喜欢弹奏手风琴，钢琴，架子
鼓，吉他，笛子等乐器。多次参加芝加哥地区各种类型的文
艺演出。他演唱的多首歌曲，已深观众和网友的喜爱和普遍赞
赏。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

Event: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 21st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Gala
event time: Sunday, February 7, 4-9pm
location: Sycamore High School, 7400 Cornell Rd, 
Cincinnati, OH 45242
ticketing info: http://www.cccschool.org/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Event: 10th Anniversary Lunar New Year Gala
event time: Friday, February 12, 6-9pm
location: Kingsgate Marriott Conference and Event 
Center,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51 Goodman Drive, 
Cincinnati, OH 45219
ticketing info: www.china-midwest.com/gala
contact person: Rufan Li, 2016 Gala Chair - lirn@
ucmail.uc.edu

2015年12月20日，知音组合的10位声乐爱
好者来到了Crestwood Village和Park Regency 
Apartment老年公寓，为老人们带来了具有中国民
族风情的音乐问候，和几十位老人们渡过了一个
欢乐又温暖的下午。

在活动中，知音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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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老年公寓，
用音乐送上美好的祝愿

右图：三人舞，陈
艳艳，Sarah, 刘贞

下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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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