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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活动纪实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 New Year’s gala attracted hundreds

作者 张惠来（中文）  Echo Lu （English)

2016年2月7日，星期天，农历除
夕。这一天对于辛城华人社区而言
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大辛辛那提
中文学校要在Sycamore高中校园举行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庆祝活动。联
欢会虽说是预定下午三点才开始，
但中文学校的志愿者们从上午十一
点钟开始就忙碌了起来。有的忙着
装饰联欢演出的舞台，有的和校方
人员一起安装调试音响设备，有的
一趟趟不辞辛苦地运送晚上聚餐的
饭菜，有的认真清点将要颁发的由
赞助商提供的奖品，还有的协同商
家一起搭建孩子们最喜爱的欢乐游
戏场，还有的默默支起三角架，把
相机和录像机安装好，准备记录下
即将到来的欢乐场面。春节联欢的
准备活动就这样紧张忙碌而又有条
不紊的进行着……

临近下午三点，Sycamore高中
的校园忽然热闹起来。居住在辛城
的华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有
的是一家男女老少全体出动，有的
则是呼朋唤友相约而来，还有不少
当地的美国朋友也赶过来参加。不
少当地其他亚裔社团和组织也应邀
派人来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活
动 。 只 见 ， 人 人 的 脸 上 挂 满 了 笑
容，相识的人们一边互相道贺着新
春的祝福，一边走入联欢的会场。
演出还没开始，联欢主会场Sycamore
高 中 礼 堂 已 是 人 头 攒 动 ， 座 无 虚
席。

下午三点一刻，舞台的大幕在观
众热烈的掌声中徐徐拉开。伴随着
孩子们欢快的开场舞，几位主持人
春风满面地走上舞台，宣布了2016
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春节文艺演出
正式开始。紧接着，中文学校少儿
艺术团的一群七八岁可爱的孩子们
跳起了活泼可爱的少儿现代舞《健
康歌》。随后，一群中文学校在校
生表演了蒙古舞《忆故乡》，姑娘
们婀娜多姿的舞蹈赢来观众席上阵
阵掌声。就在人们还在回味着刚才
的舞蹈，由三个学生用古筝、大提
琴和钢笛演奏的《梅花三弄》又让
观众着实领略了一回中西乐器完美
合作的魅力……精彩的节目一个接
一个，联欢演出渐入佳境。这时，
舞台上走来了一群帅小伙。他们身
穿传统长袍，手擎两根击鼓槌，每
人一面大鼓，敲起了振奋人心的《
中国鼓》。激昂的鼓声顿时把会场
气氛推向了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庆祝活动还
请来了一批特殊演员，他们是一群
十三岁来自Cincinnati Hills Christian 
Academy学校的美国学生。这些美国

学生用学习不久的中文演唱了歌曲
《中国人》。当他们用不太熟练的
汉语演唱完“手牵着手不分你我，
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
中国人”时，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热
烈的掌声！

演出会上的节目多姿多彩，既
有表现中国传统乐器魅力的民乐合
奏，也有颇具专业水准的独舞；既
有 小 朋 友 朝 气 蓬 勃 的 演 出 ， 也 有
家长妈妈爸爸们矫健身影。台上台
下，一片欢歌笑语。最后，演出在
家长合唱团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和《北纬30度》的美妙歌声中落下
了帷幕！

演出虽说结束了，可是庆祝的
活动没有结束，欢乐仍在继续。夜
幕悄悄地降临，人们纷纷走到大餐
厅 吃 起 了 中 文 学 校 为 大 家 准 备 的
年夜饭。只见大人小孩三五成群围
在一起，一边品尝着丰盛的晚餐，
一边体验着大家庭般温暖的团圆气
氛。此时，兴奋的孩子们早已按捺
不住，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冲入游戏
场，冲向自己最喜欢的大型游戏。
为了给大家助兴，学校还特意安排
了抽奖活动。随着一个又个中奖号
码的现场公布，中奖者个个喜笑颜
开，纷纷大呼好运气。这个时候，
所 有 的 活 动 全 面 展 开 了 。 有 的 趁
此难得的机会和老朋友们唠起了家
常，有的聚在一起打起了扑克，卡
拉OK的爱好者们则是忘情地一展
歌 喉 ， 孩 子 则 排 起 了 长 队 ， 领 到
了象征着好运的由中文学校发的红
包……

夜色越来越深，联欢活动终于到
了结束的一刻。人们纷纷互相祝愿
着，在一片祝福声中依依不舍地离
开了……

后记：
此次联欢活动的成功离不开众

多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这些幕后英
雄来自于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董事
会 ， 校 务 会 ， 家 长 会 ， 教 师 志 愿
者，学生志愿者，中文学校少儿艺
术 团 ， 杨 冰 艺 术 中 心 ， 龙 星 艺 术
团，和辛城华人民乐团。这次活动
还得到了很多商家和个人的赞助支
持，他们是：玖久大酒楼，恒华贸
易公司，华欣超市，Kumon Math and 
Reading Center of West Chester,六福
旅行社，家乐超市，吴雪梅，Twin 
Dragon Buffet & Grill,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 Inc (陆纲）大辛城
华人音乐协会，Ownerland Realty 
（徐晓洁），1st National Bank (Dan 
Storts),Keller Williams Realty (宋岚曦),
在此向他们一并鸣谢！

因为有你、心存感恩         
幸运楼 刘瑞媚女士

今天收到许多同行和亲朋好友的祝福，内心
充满喜乐和感激……由于一天的忙碌，未能静下
来记录此刻的心情和久久不能平静的情绪，从
WisH一TV电台出来，内心一直在翻腾，圣灵在不停
的提醒我，这些都不是我的能力，更不属于我个
人的成果。在我的生命里，只有恩典和恩主的眷
顾，营造我炫彩的人生。

记得在做餐馆之前，我是在一间电子装配公
司工作，在职五年多而离开，为什么提到这公
司，因为当时的老板主管都是基督教徒，可以说
这是一间满有爱心，包容，很有人情味的公司，
由于我英文不好，从入职到离开我都被我的老板,
上司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所感动，吸引，令我有一
种对公司的不舍和眷恋，更感恩我能幸运地在这
公司工作多年，在内心深处种下这感恩之果，都
让“幸运”遇上了。

当我决定开餐馆，我委托朋友写了一份
很 象 样 的 辞 职 信 ， 讲 明 我 离 开 的 原 因 ， 此
刻我还记忆忧新，我的主管很惊讶，明白为
什么吗？好简单，由于当时我英文不好，而
我 有 胆 量 递 辞 职 信 ， 他 不 能 不 为 我 的 前 途
担忧（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在2012年12
月10日离开公司锝，那天，好感恩主管，经

理，办公室的干部和共同工作多年的同事，为我
开了一个欢送的派对，预备了香槟和礼品，给了
我一个完满的“幸运”的遇上的感觉。

回到我开餐馆经历的一页，相信行内人都知
道，领悟，那是没有华丽的词语更没有之前公司
的优闲氛围，那是一个如战场上的决战，决战
中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战胜，一个是战败。饮
食酒楼对一个陌生外行的我，更是一份具大的挑
战。

刚开始因为只有点心，粤菜，川菜，堂食店
的食材的调味料复杂更多，有些名称连听都未听
过，更不知道在那里买，那种的辛酸无奈……生
活中各有各的忙碌，甚至感觉亲朋好友都似是失
联了，而在我们教会却有那些不求回报的牧师，
师母，兄弟姐妹在背后有声无声的守望祷告，实
在令我动容。虽然未能常常去教会崇拜，可是每
一次去教会，Ann师母都会给我无限的动力和感
动，她那祥和的笑容足以让你忘记所有压力和担
忧。每一次她都会问你和你的家人都好吗？有代
祷告的事吗？这是她必定话语，但即使是这么的
简单和公式化的真实足以令我感动万分，让我知
道在我背后有无数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为
我尽心的守望祷告。

而有今日的成果，都有份于你们当中的每一
位，感谢生命中的恩主的眷顾，感恩在我需要的
时候，教会的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和认识主内
的朋友，诸位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让我这个在行
业缺陷和缺乏都得到及时的填补，如潮水般的关
爱，成为通往人与神的灵命经历，其实没有值得
我夸口的，一切都来自你们基督的爱，是那么的
包罗万有，长阔高深，是这种爱付予动力和有一
种努力拼搏的信念，祈望有骄人的成绩来回报我
身边的每一位。

在此亦特别感谢三年多来，一直对"幸运
楼"的支持和厚爱顾客。"因为有你、心存感
恩"末能用更适合的言语来表达，唯求上帝亲
自报答你们！上帝如何祝福我、同样的祝福
你们和你的家人。

右图，由上至下： 
全体演员和指导老师谢幕大合影
少儿现代舞 - 健康歌/杨冰艺术中心
中文学校的学生们尽情享受中国新

年的欢乐
傣族群舞 - 碧波孔雀/杨冰艺术中心

下图，从左到右：
Cincinnati Hills Christian Academy美

国学生唱中文演歌曲《中国人》
辛辛那提民乐队演奏 《虞美人》
辛辛那提少儿打击乐队表演 《中国

鼓》

The piccture on the right, from top to 
bottom:

All the actors and instructor curtain call
Children Modern Dance - Health Song / 

Yang Bing Arts Center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Dai dance - Peacock / Yang Bing Arts 

Center
The piccture below, from left to right:
Cincinnati Hills Christian Academy 

American students to sing Chinese songs

一月十九日，“幸运楼”的女主人，刘
瑞媚女士在当地电视台8频道Wish TV的节
目制作大厅，现场表演介绍中国经典小吃。
节目视频：http://wishtv.com/2016/01/19/
exploring-the-tastes-of-china/ 

Cincinnati, Ohio – The annual 
Chinese Lunar New Year’s Eve gala 
was hosted by the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 at Sycamore High 
School campus at 7400 Cornell Rd, 
Montgomery, Ohio.   

Gala volunteers started working 
around 11 a.m. setting up tables, 
organizing gifts, setting up the stage 
and audio/visual equipment, and also 
playground for children.  Around 3 
p.m., children and families started 
gathering on Sycamore High School 
campus. 

 Seats were filled quickly by 
guests from several local Asian 
organizations and friends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The hall was 
filled with cheers and New Year 
greetings among new and old friends. 
Curtain opened at 3:15pm with a 
round of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A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performed 
the opening dance, followed by 
several MCs came on the stage and 
greeted the audience, announcing that 
the gala had officially started. 

The performance lasted for 
several hours which included a dance 
to the popular song “Song of Health” 
by the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s Children’s Art Troupe, 

Mongolian dance “Missing Home”, 
and the famous ““Three Stanzas of 
Plum-blossoms” with Chinese string 
instrument Guzheng, violin, cello and 
flute. The afternoon performance was 
brought to a climax by a group of 
young men performing the “Chinese 
Drum” on several bass drums.

The gala also had a special group 
of guest performer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13 years old, who came from 
Cincinnati Hills Christian Academy. 
They sang a song in Chinese, and 
won a round of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The stage performance 
was closed by the choir of parents, 
two songs named “Under the silvery 
moon light” and “30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reception with Chinese food 
followed the stage performance, 
along with raffle drawing, karaoke, 
pokers, and the offering of blessings 
in the traditional ‘red envelope’ to the 
children from the Chinese school.

Note: The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 extends their special 
thanks to all the volunteers, school 
board, parents, performers and 
sponsors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successful event.

Cincinnati Chinese Band playing classice Chinese 
musi

Cincinnati Children's percussion band performing 
"China D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