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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1日晚，农
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之
日，由哥伦布市华人
协会 (Columbus Chinese 
Association (CCA)) 主
办，康明斯华人社团
协办的 2017丁酉鸡年
庆春节闹元宵联欢晚
会在当地Columbus East 
High School圆满落下
帷幕。
晚会成功邀请了来自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舞狮团队和乐团前来助
阵，可谓生龙活虎迎鸡年。哥伦布市长Jim 
Lienhoop以及康明斯高层领导， 包括CFO 
Pat ward和CTO Jennifer Rumsey均携家属出
席， 并为哥伦布市华人送来了新春的祝
福。

本次晚会以康明斯
CEO兰博文先生的祝
词以及印州华美协会
醒师团的舞狮和锣鼓
声拉开序幕。为迎
接春天的到来，本次
活动以“春”为主
题，“江南雨”、“
荷塘月色”、“小苹
果”都给大家送来了
春的气息。钢琴曲
《Waltz in A-Minor 
Op. Posthumous》、

《Pie Jesu》，流行歌曲串烧和抒情歌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也缭绕在耳旁让大
家久久不能忘怀。小朋友们表演的可爱勇敢
的“葫芦娃”把我们带回了童年，精彩的旗
袍秀“胭脂扣”更是把我们带回了三十年代

初春时节，让我们体
会在那战火纷飞的年
代，妙龄女子的感情
世界。
同时，此次晚会注
重多元素的融合与
创新，首次邀请了
Columbus Got Talent 
的获奖选手前来表
演。精彩的印度风
情舞蹈以及灵魂
歌手Donell带来的
《Celebration》不仅
使表演更加多元化，更吸引了许多的非华人
观众，使我们得到了又一个展现中华民族文
化的良好契机。富有中国特色的傣族舞蹈，
紧紧联系高科技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小品“机
器人”，民族乐器演奏以及劲爆的街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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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京韵经典  国粹唱响海外
——于魁智、李胜素到访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与师生欢度新春

    当地时间2017年2月1日，中国国家京剧院
副院长、京剧大师于魁智老师及中国国家京
剧院一团团长、京剧大师李胜素老师应邀来
到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以下简称迈
大），与师生共度春节，此次演出由迈大艺
术系和迈大孔子学院共同邀请，于魁智和李
胜素两位艺术家赴美到访辛辛那提五天的时
间里，为迈大师生及辛辛那提中外观众带来
京剧盛宴。
      演出前，迈大美丽的校园内随处可见京剧
艺术讲座及京剧春晚的宣传海报，足见迈大
对两位艺术家此行的期盼以及戏迷的热情。
    在短暂而充实的三天行程中，迈大校长格
里高利 ● 克劳福特先生（下图中）接见了于
魁智、李胜素，迈大第一副校长菲利斯 ● 卡
拉汉女士，迈大副校长罗纳德●

    2月2日，于魁智应邀为迈大戏剧专业的学
生讲授京剧课，他讲到京剧发展史以及京剧
的角色和唱念做打等技巧，于魁智讲解京剧
虚拟表演的同时，李胜素现场演示并指导。
     2月2日晚，迈大孔子学院和比较教育协会
共同邀请于魁智和李胜素两位艺术家与迈大
中国留学生和教授举行见面会，期间两位艺
术家讲解京剧历史和发展，并就京剧艺术相
关话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在现场，他们就个人经历激励现场学生努力
学习，发奋立志，他们还对留学生提出殷切
希望和深切关怀，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当地时间2017年2月4号、5号，迈大孔子

学院分别与迈大表演艺术中心及中美文化交
流学会、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共同组织举办
了两场隆重的新春晚会，邀请到了中国国家
京剧院副院长于魁智、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
团长李胜素到场并进行精彩演绎。
       2月4日，迈大孔子学院与迈大表演艺术
中心，中美文化交流学会共同举办的2017年
迈阿密大学中国新春晚会于晚上七点在迈阿
密大学剧场隆重举行。迈阿密大学的师生们
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中国新年。参
加演出的有中国京剧大师于魁智，李胜素，
美国著名的音乐频道主播蒂凡尼阿尔福德
（Tiffany Alvord），还有来自国内的假面歌手
回音哥。
        首先开场的是于魁智、李胜素两位京剧大
师，于魁智带来了一场精彩而生动的京剧讲
座，一边讲解普及京剧知识的同时，一边现
场演示，李胜素给观众们展示不同角色的手
眼身法步等。引得台下观众喝彩连连，阵阵
掌声。大师们还手把手教观众们京剧中基本
的手势与神态，观众们也学的有板有眼，十
分投入。大师们现场演绎了《大登殿》，《
贵妃醉酒》，《白毛女》，《四郎探母》及
《武家坡》等五首经典剧目引得现场欢呼不
断。在场的许多美国观众表示这是他们第一
次领略到中国的京剧文化，对大师的高超演
艺表示赞叹！一名中国留学生激动地说，在
异国他乡能有幸听到大师们表演国粹京剧，
亲切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真是一场一生
难忘的春节晚会。
      接下来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孔子学院民
乐社的《奇迹》将古典与现代相结合，展现
了传统音乐的魅力；孔子学院舞狮社同学带
来的《武松打“虎”》生动无比，增添节日
喜气；
        孔子学院中国民舞社的学生献上精彩的藏
族舞蹈《天路》, 迈大学生最喜爱的街舞社当
天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回音哥与蒂凡尼
阿尔福德（Tiffany Alvord）的精彩表演也将气
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
        最后孔子学院的书法社、武术社及汉服
社的学生联合演出《礼仪之邦》，节目融合

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
忘怀的印象。
举办这次活动不仅让
海外华人同胞感受到
节日的氛围，一解相
思，朋友们也借此机
会畅叙友情，互通有
无。节目的多元化也
让大家了解到哥伦布
市华人协会对当地社
区的关心与支持，进
一步增强了华人社区
的凝聚力。

本次活动离不开众多赞助商的支持和志愿者
们的辛勤付出。哥伦布市华人协会藉此向所
有支持、帮助和参与晚会的热心人士表达最
真切的谢意！也祝所有华人幸福美满、鸡年
纳福！

IU 鸡年春晚
       就在二月三日美好的星期五的晚上，印第
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节
联欢晚会。
这一次的春晚可是将鸡年欢庆的节日气氛与
各大“神技”相结合，使人难忘。首先由13
位学生会的同学为大家展示了美妙的开场
曲，来自和平剧社的两位相声演员更是让我

们大笑连连。来自舞社的美妙夺人眼目的舞
蹈，小品也同样像以往那样吸引着我们的眼
球，成为了每年的话题。今年最让人觉得惊
喜的便是来自天天中文学校的小朋友的武术
表演以及从国内请过来的知名rap组合：龙
井。
        这确确实实是个让人难忘的春晚。

了雍容的古代服饰、华丽的古典舞蹈、浑厚
隽永的书法、刚劲洒脱的武术及千年传承的
礼仪，这场明星汇聚精彩纷呈的新年晚会到
此圆满落幕。
    2月5日，迈大孔子学院与大辛辛那提中文
学校在辛辛那提马修音乐厅共同举办大辛辛
那提京韵贺新春晚会，近千名观众来观看。
       音乐厅走廊内设置了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
展台，孔子学院展示了以中国服饰，剪纸，
书法，茶艺，照片墙等主题板块。观众们可
以品热茶，尝美食，画脸谱，写书法，尽情
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晚会主办方及京剧表演大师于魁智在演出
前致辞。于魁智首先向观众送出新春祝福，
他表示很高兴来到辛辛那提为不熟悉京剧的
美国人带来京剧表演，并为华人带来新春问
候和祝福。孔子学院院长赵晨向观众们拜年
并简单介绍了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文化为载
体，是连接中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赵院长
表示非常荣幸能邀请到著名的京剧大师于魁
智、李胜素来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感
谢他们“为辛辛那提人民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儿，使得远在海外的华人感受到祖国的亲
情”。她鸣谢迈大表演艺术协会对两位大师

的邀请和倾情赞助，并感谢大辛辛那提中文
学校的倾力合作。
         整个庆典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表演形
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大辛辛那提中文学
校龙星艺术团、杨冰中国表演艺术中心、辛
城中国民乐团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受
到一致好评。京剧大师李胜素与辛城中国民
乐团合作，演绎了《夜深沉》选段的剑术。

        于魁智与李胜素共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京剧艺术讲座，现场讲解了生旦净丑等京剧
知识，并与观众现场互动，观众纷纷踊跃走
上台，向大师学习手眼身法步等京剧仪态与
动作，现场气氛热烈。两位著名艺术家联袂
演绎了传统京剧选段，现场高潮迭起，叫好
声不断。     
        两场隆重的新春庆典晚会都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不仅为当地华人同胞提供了共庆新春
佳节的机会，更打造了一个中美文化交流的
平台，使更多人了解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观众们纷纷表达对京剧精彩演出的兴奋
之情，并感叹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大辛
辛那提地区欣赏到中国国粹。更有意向者愿
与孔院联手，期待今后为当地民众带来更富
民族特色的艺术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