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惊艳
芝加哥春节大游行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2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February 17, 2017 社区 / Community

爆竹声声辞旧岁，
锣鼓隆隆迎新年。
印城双龙展雄姿，
欢天喜地腾芝城。
彩绸飞天舞花海，
金鸡展翅报福音。
佳人彩车香满路，
气宇轩昂龙传人。
四面八方中华人，
红红火火过大年。
中华文化处处传，
华夏光耀美利坚。

2月5日的清晨，万
里无云，碧空如洗，清
风拂面。满载着印城龙狮队和彩绸队的大巴沿
着I-65高速公路，浩浩荡荡地向芝加哥进发，
参加芝城唐人街一年一度的迎春大游行。这已
经是ICCCI团队连续第三年应邀参加这个芝城
规模最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每年前来观看
游行的群众都超过三万人。

午后稍过，随着悬挂在中国城“天下为
公”牌楼下的串串鞭炮的喧天巨响声，两条栩
栩如生，精神抖擞的巨龙跃入了人们的眼帘，
气势如虹。

龙，在中华文化中是个巨大的神灵。它用
无穷的力量和博大精深的追求，凝聚起一个
伟岸的中华民族。ICCCI的红绿两条长龙，龙
头硕大而威严，龙须飘动，目光如炬, 给人一
种“神龙下凡”的感觉。ICCCI龙狮队的成员
们个个身强体壮，训练有素。他们身穿黄色对
襟衣，灯笼裤，腰扎红色绸带，头戴红绒帽，
手举舞龙杆，兴高采烈地舞动着。在他们的妙
手操控下，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锣鼓声，两条巨
龙上下翻飞，瞬息万变。时而翻江倒海，头尾
齐钻；时而飞腾跳跃，冲入云端；时而左右开
弓，入海破浪。舞龙队员们精彩的表演完美地
舞出了新春节日的吉祥、欢乐和幸福，同时也
舞出了海外华夏子孙顽强不息，刻苦奋斗，团
结一致的不朽精神。

彩绸队的姑娘们也不甘示弱，表现可圈可
点。她们个个朝气蓬勃，精神饱满。她们身着

红装，手执彩绸，人人脸上笑容甜美灿烂，向
观众展现了新一代印城华人的无比青春活力。
她们个个技巧娴熟，伴随着曼妙而整齐的舞
姿，她们手中的彩带凌空飞舞，在空中划出一
道道优美的彩色弧线，宛如一对对欢舞的金鸡

翅膀，给观众们带来鸡年的吉祥。
在 清 一 色 黑 头 发 黄 皮 肤 的 舞 龙 的 队 伍

里，有一个名叫David的白人小伙特别引人注
目。David从小在美国土生土长，却特别喜欢中
国文化，还会说简单的中文。作为ICCCI龙狮
队的一名资深队员，他和其他队员一样，穿上
了传统的舞龙服装，过了过做“龙的传人”的
瘾。

中国城的新年游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前来观看。这些观众，有当地的，也有从外地
专门赶来看游行的。观众们把唐人街的街道围
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神
龙欢腾，彩绸飞舞。游行道路两旁的不同肤色
不同年龄的观众们看得目不转睛，如痴如醉。
欢笑声，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连绵不
绝。沿途许多观众频频伸出两个大拇指，盛赞
ICCCI龙狮队的精彩表演。观众群里还不时传
出当地人用刚学的中文大声说“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

主席台上的嘉宾们深深地被这气势磅礴、
雄浑豪壮的舞龙彩绸表演所感染，都不由自主
地站了起来，欢呼雀跃。主席台上的嘉宾还
给ICCCI的红绿双龙赠了过年大红包。这大红
包，即是对ICCCI龙狮队的感谢和赞赏，更是
对印州华人真挚的鸡年祝福。主席台上的主持
人更是激动地加大了嗓门，在广播喇叭里交口

称赞，为龙狮和彩绸队员们加油鼓劲！
观众群里有一个老华侨，他不停的向龙狮

和彩绸队员们挥手致意，鼓掌叫好。老人眼里
噙着激动的泪花，兴奋地说：他在异国他乡生
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振奋
人心的有中国特色的舞龙表演！ICCCI龙狮队
的表演，让他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作为一个炎黄
子孙，龙的传人在国外是一件多么令人自豪，
多么令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这次ICCCI芝加哥之行不仅得到了芝城群
众的广泛好评，还得到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
馆的大力支持。总领事馆在游行结束后，热情
地招待了ICCCI龙狮彩绸队成员。席间气氛热
烈，总领事洪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
价了ICCCI游行队伍的精彩表演，并且邀请大
家明年一定再来，再为芝城春节增光添彩。

（初稿：许子翔，终稿：ICCCI。摄影：徐
造齐、林超华、刘建英和王贤忠）

经过12小时（8:30AM — 8:30PM）的激烈
角逐，2017年ICCCI迎新春乒乓友谊赛于二月四
日晚在和谐、欢乐的氛围中降下了帷幕。

本届比赛共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
三个项目。男单又分A—H八个组，每组7—8人
进行循环赛，前四名分别进入争冠组、A、B和C
组，然后进行单淘汰制直到冠军的产生。

本着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共同进步的精
神，赛场上六十多名参赛者勇于进取、积极拼
搏，上演着一场场活力四射的”争夺战”。随
着比赛流程的进展、众多好手的纷纷落马，竞
争场面也变得愈加激烈。到了半决赛阶段，剩
下的则只有顶级高手间的对决了。

四位高手个个身手不凡，高难技术在他们手
中玩儿得精湛娴熟、“小菜一碟”、甚至超乎
想象，使得比赛场面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令
我等现场“吃瓜者”看得眼花缭乱，不时为之
报以热烈掌声。

来自非洲贝宁共和国的Olouwache-houn 
Guiganfode （简称Chehoun)曾是贝宁国家队
队员并多次代表贝宁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15年
的苏州世乒赛；并于2016年1月纽约州韦斯切
斯特（Westchester)的乒球赛中赢得积分2500
以下组头奖。这次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届ICCCI杯
的冠军。比赛中他不仅展现出令人惊叹、折服
的球艺，还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君子球风” 
— 无论竞争场面如何激烈，始终要保持和蔼
微笑。Chehoun目前正在印城寻找工作机会。
一旦成功，就会在这里安顿下来。Good luck 
Chehoun !

来自尼日利亚的 Oluwole Ayangade(简称
Wole)已是我们十几年的球友。经过多次回尼接
受国家队训练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现已成为
中西部乒坛无人不知的高手。他在这次比赛中
发挥出几近专业球员的水平, 特别是其效仿”金
反手”格林卡式的打法，着实令人叹服。

虽然该赛事“三冠王”谭健与骆华这次只屈
居并列第三，但他们也充分展现出与高手过招
的超强应对能力；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平日鲜为
人见的实力释放。实际上他们打法、技术并不
落后，而常常让人看到的是：已年过半百的他
们在需要剧烈跑动时，与二三十岁的对手相比
而言，略显力不从心。

双打共有42人（21对组合）参加。循环赛
分四组进行，每组5-6对组合。组内前两名分别
进入争冠组和A组的淘汰赛直到各组冠军的产
生。组合配对原则是：没有原则。无论男女老
幼只要不是一厢情愿均可成为双打搭档。唯一
的前提是每个组合的积分不得超过3600。这个
前提使得所有组合夺冠机会相对均等，同时也
增加了比赛的”可比性”。这样一来，21对组

合经过大约四个时辰（8小时）的”惨烈厮杀”
才决出了最终的胜利者。

女单采用五人循环制。前三名由各自胜负的
场次决出。第一名由前耶鲁大学女子冠军吕鸿
雁获得。吕女士在此之前也曾多次获得ICCCI杯
冠军。第二名由前多次ICCCI杯冠军袁伟平女士
获得。第三名再次由历年的季军胡红取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数年中进步神速
的吕健先生在小组赛中几乎击败所有积分高于
自己的球手，其中包括2050分的Philip Mar（
亚特兰大第一高手John Mar之弟。也是笔者数
年前在亚特兰大期间的老相识）和笔者本人（
积分1932的印城乒坛吊丝），这是他继不久前
绍姆堡（Schaumburg）公开赛后又一次战胜积
分两千以上的选手。这次小组赛中他只不敌一
人，那就是直板长胶高手— 魏红武。魏先生曾
在国内外参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乒球赛，并多
次赢得老年组冠军。他将业余健将黄建江和国
家队员陈晴的直板长胶技术加以消化、吸收，
将“磕挤”、“刮拱”等长胶技术在比赛中发
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对骆华的晋级淘汰赛
中，让我们再次欣赏到直板长胶打法的非同寻
常之美。

积分低者战胜高积分者在本届赛事中屡见不
鲜。积分只有1750的Dattatreya (Sri)Adusumilli
战胜了积分2000以上的Philip Mar；1782的 
Viresh Vasu在A组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了1888的
Carl Bradley和1929的Richard Hicks而夺得该
组的冠军；1882的Kenta Nomura在战胜小组一
号种子Rick Hicks及其他球手后进入争冠组。淘
汰赛首轮就遭遇本届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本
届的冠军，积分2412的Chehoun。双方打满五
局，决胜局才以9:11惜败。为我等小人物打出
了大气派。真乃虽败犹荣！

自打2005年第一届ICCCI杯迎新春乒乓友谊
赛开赛以来至今已经过了十二载。该赛不仅为
广大球友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球艺的机
会，还为球友们提供了展示自己、不断提高的
舞台，同时也营造了”快乐乒乓，和谐健康”
的氛围。

无论是参赛选手总人数（男单参赛人数与
奥运会同类赛事人数相当）、高水平参赛者人
数（美国乒协积分2000以上者达八人之多）和
参赛者最高积分（2412）均创下历年记录的新
高。这要归功于ICCCI杯赛会主任 — 谭健、骆
华和张友焰先生的有效组织；赛委会所有成员
们一如既往的不懈努力；及现任ICCCI主席李林
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代表球友向他们表示感
谢。

（作者 卢金）

2017年ICCCI杯
乒乓友谊赛圆满结束

Open Single: 
First: Olouwache (Shawn) Houn
Second Oluwole Ayandade
Third Hua Luo / Jian Tan

Single division A: 
First Viresh Vasu
Second H. Richard Hicks
Third Carl Bradley

Single division B: 
First Dattatreya Adusumilli
Second Phil Strout
Third NA (forfeited)

Single division C: 
First Yueling Zhang
Second James Stout
Third Keyue Chen

Women’s Single: 
First Hongyan Lu
Second Ping Poulsen
Third Hong Hu

Open Doubles: 
First Olouwache (Shawn) 
Houn / Marvin Fox
Second Viresh Vasu / P.J. Engel
Third Hongwu Wei / JR. Eu-
stace Rawlings 

 Doubles Division A:
First Carl Bradley / Scott Sch-
weizer
Second Huao Luo / Hong Hu
Third NA (forfeited)

2017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CCCI Cup Results

图从左上起顺时针：
ICCCI主席李林先生亲临赛

场并致开幕辞。
单 打 亚 军 W o l e 、 冠 军 

Chehoun 与并列第三 与谭健/骆
华。

女单冠军吕鸿雁
女单亚军袁伟平
女单季军胡红
双打亚军P.J.Engel/Viresh 

Vasu, 、冠军 Olouwachehoun 
Guiganfode （Chehoun)/Marvin 
Fox 与季军 JR.Rawlings/魏红
武。

（摄影 陈可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