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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CI 芝加哥春節大遊行
                      Page 2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
中国广东艺术团在印第安纳卡梅尔市访问演出

哥伦布市迎新年庆元宵
                   Page 3

 
SAT MAR 18 
THE PALLADIUM
Tickets from $30

Shaolin Warriors brings remarkable 
skill, stunning movement and death-
defying martial-arts prowess to the 
Palladium stage.

武林时空”的演出将在Palladium的舞台
上展现非凡的武术技能, 令人震惊的功
夫，和置死地而后生的绝技。

 
2017年3月18日 
THE PALLADIUM 隆重上演“武林时空”
票价从 30美元起

Tickets Online  
TheCenterPresents.org  
or Call The Box Office 
317.843.3800 

购票方式：
网上购票：TheCenterPresents.org
售票处： 317.843.3800
 
 

These activities made possible, in part, with support from Butler University, Indiana Arts Com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 federal agency.
這些活動進行 , 部分支援從 Butler 大學、印第安納藝術委員會和國家 Endowment 對於藝術、的聯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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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春節

本报讯（记者谢萍萍）二月十二日， 也就
是中国农历鸡年的正月十六，一轮皓月照着广
袤的印州平原，正应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这句老话。刚刚吃完元宵汤团的印州华人们，
迎来了中国广东艺术团来美国中西部的巡回演
出。这场高水平的专业演出为当地的华人们带
来了一场视觉和音乐的盛宴， 让“身在异乡为
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侨胞们欢欢喜喜地
过了一个中国年。

         该场演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北郊的卡梅
尔市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厅（The Palladium at the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举行。作为当地地

标建筑的演出厅在当天被中国的大红灯笼，各
种各样的吉祥挂件装饰得喜气洋洋， 充满了中
国年的气氛。

         此次文化盛事由本地华人八个社团以及
北美华人联盟携手共同筹办，得到了中国驻芝
加哥总领事馆的鼎力相助，以及广东省文化部
外事处的大力支持。

         广东团带来了精美图片，在剧院里举办
了以广东为主题的图片展，并播放视频，介绍
广东省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图片展吸引了众多来宾。

         演出开始之前本次活动的筹备委员会负

责人叶明一一介绍嘉宾登台致词。卡梅尔市市
长Brainard对广东艺术团的来访表示欢迎；他特
别指出卡梅尔市有近10%的亚裔美国人，并充
分肯定了华裔对社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芝加
哥总领事洪磊首先向印州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表
达了美好的新春祝愿，让祖国陪你过年。他强
调中美两国应该加强互相了解，推动双方健康
发展。广东省文化部外事处主任陈秋彦希望通
过文艺演出和图片展向大家介绍广东，加强双
方友谊。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主席李林在感谢各
方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同时，还指出了这是第一
次当地众多社团共同组织有来自中国的高水平

专业演出团体同美国当地
民众一起欢度春节，这是
社区庆祝春节历史上的一
次里程碑事件。Telamon 
公司创建人 Albert Chen高
兴地说这次活动的级别和
观众人数是他在本地多年
没有看到过的。他兴奋地
在台上挥手指挥大家一
起唱“恭喜，恭喜，恭
喜你”的拜年歌。稍后
Brainard市长向洪磊总领
事和广东省外事办赠送了
有卡梅尔市主要地标的绘
图。

         能够容纳一千两百
多人的演出厅今晚可以说
是爆满。在两个小时的演
出里， 中国的表演艺术

家们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杂
技、魔术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 其中杂技“
软钢丝”表演者唐哲在摇摇晃晃的软钢丝上做
出一个接一个的高难动作， 展现了惊人的平衡
能力。此节目曾获国际金奖。 太极与民乐节
目“山水“，民乐行云流水，太极优美舒缓，
柔中有刚，音乐和动作 配搭得天衣无缝。 杂技
对手顶”力量“和肩上芭蕾”蝶恋“展现了杂
技中力量和柔软相辅相成的美感。 女声独唱”
荔枝颂“，舞蹈”鼓舞岭南“，民乐联奏”岭
南乐韵“给观众带来了颇具广东岭南特色的民
间音乐和歌舞艺术。民乐表演者们还即兴演奏

了一段美国民乐联奏。美国的“洋基哥”等老
少皆知的几首民歌被古筝， 琵芭，高胡这三
种中国传统民间乐器演绎出了另一种诙谐的风
味。 男声独唱“鸿雁“， 那浑厚的男中音，
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辽阔无际的大草原。  一
群美丽的姑娘在舞蹈”桃色满园“和”雨打芭
蕉“中把年轻女子的欢快，俏皮劲表现得淋漓
尽致。 

         整场演出充满了演员和观众的互动， 喝
彩、掌声连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领事洪磊
也到台上一展金嗓子， 与女歌唱家刘东红联袂
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 和“我的祖国”。本
地的华人合唱团也为此次演出上台助兴， 表演
了 “故乡之恋“和俄罗斯民歌“卡琳卡”。在
美国中西部的华人们有此机会团聚一堂，享受
来自太平洋另一岸的高水准的表演，共同 庆贺
新春， 真可谓“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在演出前的招待会上，总领事洪磊讲
到，在他第一次访问印第安纳州时， 他从当地
的华人那里了解到，华人们希望多多看到祖国
的高水平文艺团体来美演出。 他把这件事放在
了心上，今天实现了。他说一方面印州有不少
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高校里学习，中国向印
州的的投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美国人对中文
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希望，中国
与印州这样的良好合作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加强，同时希望当地的华人团体能在促进中国
和印州的良好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明代表当地华人社区对广东团的到
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她盛赞广东团把中国人民
对和平、友谊、合作的良好愿望带给了中西部
的美国人民，同时也感谢洪总领事对此次活动

的大力促成。这次演出也为当地华人社区侨团
精诚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不分彼
此，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客服了各种困难，
把印州的春节庆祝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次演出的带团负责人，广东省文化部
的外事办主任陈秋彦对记者讲， 此次巡回演出
得到了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竭诚指导，以及各侨
界的大力支持。该演出团 二月八日在威斯康辛
州的麦迪逊， 十一日在密执根州的底特律进行
了两场演出， 今晚的演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本次的演出人马实力雄厚， 是由广东省文化厅
从广东歌舞剧院、广东民族乐团、广州杂技团
几个文艺团体里挑选出来的。 其中不少演员曾
获国际或国内金奖。据演员陈锐奇和吴千讲， 
此次演出行程满满，他们是马不停蹄地从一个
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华人
们的热烈欢迎。2月12日印地的成功演出为本次
巡演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期待来年华人社区精诚团结，再接再
厉，我们明年再见！

为了我们读者的和社区的利益，
《印州华报》调整2017出版发行
时间如下：

2/17；2/24；3/10；3/24；4/7；
4/21；5/5；5/19；6/9；
6/30；7/14；7/28；8/11；
8/25；9/8；9/22；10/6；
10/20；11/3；1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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