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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州华人 共庆“欢乐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华夏儿女，无论身
在何方，到了农历新年，都要
至爱亲朋，全家相聚，隆重地庆
祝一番。在美国印第安纳安家落
户的几千炎黄子孙，自然也不例
外。 印地安纳的2月，本该是风
雪的季节，寒冷的季节，但2017
年2月12日，却是蓝天白云，温
暖如春。这一天，中国驻芝加
哥总领馆领区2017年“祖国陪你
过年” — 农历鸡年新春系列演
出“欢乐春节”广东艺术团，在
印第安纳波利斯北邻的卡梅尔市
隆重登场。本次活动意义深远，
是史上首次由印地主要八家华人
社团共同携手打造、由高水平专
业团体演出的庆祝中国新年盛
会，演出选择在具有地标意义
的Palladium大剧院，面向整个社
区。参与组织此次盛会的社团是
美中商会(America China Society 
of Indiana)、卡梅尔-襄阳姐妹友
好城市委员会(Carmel-Xiangyang 
Sister City Committee)、IUPUI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of 
IUPUI)、印州华美协会(India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ndianapo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
、印州华报(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北美华人联盟(North 
American Chinese Coalition)
、Telamon Corporation以及印
州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按照英文顺序排名）。
         当晚6点30分，世界级的

剧场Palladium里热火朝天，张灯
结彩。能容纳1200多名观众的演
出大厅几乎座无虚席，春意融
融。广东艺术团的艺术家们为大
印城地区的观众们倾情制作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国文化艺术
盛宴。 吱吱木屐响，油伞雨中
来，一幅独具岭南风情的画卷在
这里徐徐展开。
         文艺表演开始之前，“欢

乐春节”印地专场组委会主席叶
明女士向观众们介绍了应邀前来
参加晚会的嘉宾。卡梅尔市市
长James Brainard先生，中国驻芝
加哥总领事馆总领事洪磊先生，
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陈秋彦
先生，印城副市长Angela Smith 
Jones女士， ICCCI主席李林博
士，卡梅尔著名公司Telamon 
理事会执行主席（Executive 
Chairman） Albert Chen先生分别
致辞，祝印城的华人新春阖家欢
乐，鸡年大吉。
         此次广东省艺术团是在中

国文化部“欢乐春节”项目下前
来演出，由广东省文化厅从广东
歌舞剧院、广东民族乐团、广
州杂技团等专业团体选派精英组
建。节目集歌舞、民乐、杂技、
魔术、武术为一体，有着浓浓的
中国特色和岭南韵味。
        晚会以《鼓舞岭南》热闹

开场，红红的灯笼和热情似火
的舞蹈点燃了现场的新春气氛。
由唐哲和葛良希表演的杂技《力
量》，音乐雄浑有力、激情四
射，掀起了晚会的第一个高潮。
两个演员技艺高超，肌肉有力，
演绎了一场真正的男性力量与美
学的激情碰撞。整套动作行云流
水，令人惊艳，为观众们带来无
限的视觉冲击！ 

         民乐联奏《岭南乐韵》充
分展现了广东音乐的音响色彩的
清脆、明亮和华美；旋律风格的
华彩、跳跃和活泼。张婷婷、
吴千和陈志毅三位演奏家们用琵
琶、古筝和高胡三种乐器，为大
家演绎了民间广为流传的《步步
高》、《彩云追月》等选段。脍
炙人口的广东音乐旋律联奏，让
乡音在整个音乐厅飘扬。更值得
一提的是，为了考虑到现场的
美国观众，演奏家们还用同样
的传统中国乐器成功演绎了耳
熟能详的美国乐曲，包括“The 
Sound of Music - Do Re Mi”
，“Moon River”和“Oh! 
Susanna”，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魔术《蝶彩幻影》
，在虚幻神秘中带来阵阵惊喜。
魔术师付彩霞技艺精湛，动作娴
熟。双手一摇，纸牌变钱；轻轻
一抓，空袋现宝；彩带一挥，鲜
花绽放。魔术师还与台下观众进
行了精彩的互动，博得了现场一
片叫好声。在女子群舞《桃色满
园》里，王闽瑞、陈锐奇、赵敏
言和陶德燕等演员们舞姿优美动
人，乐曲唯美悠长。一次次把观
众们引领进天上人间的奇幻世
界，在世外桃源之中，与仙女为
伴，与神仙为邻。
         杂技《软钢丝》无疑是最

扣人心弦的节目之一。杂技演员
唐哲在不停摇晃的软钢丝上完
成“双手爬走”、“单手顶”
、“双臂独轮车”、“单拐倒
立”、“前空翻落地”等高难技
巧，完全颠覆了普通人的平衡概
念，让人看地目瞪口呆，拍案叫
绝。太极与民乐《山水》实现了
古典乐器和传统武术的完美结
合。吴千演奏的古筝乐曲豪放中
带着柔情，悠扬里不乏激越。太
极高手甘雷，随乐起伏打出太极
十三式，松柔慢匀、开合有序、
刚柔相济，如行云流水，连绵不
绝。让人如痴如醉，留连忘返。
由王闽瑞等表演的群舞《雨打芭
蕉》意趣横生，伴随着精致的灯
光舞美，女演员们穿着木拖鞋，
打着绸布伞，在舞台上轻快地富
有节奏地击打出美妙的滴滴嗒
嗒，犹似雨打芭蕉淅沥之声，极
富南国情趣，并且塑造出一群岭
南女子柔情似水的可人舞蹈形
象。杂技《肩上芭蕾-蝶恋》可
谓叹为观止，在优美儒雅的梁祝
乐曲声中，女演员在男演员的背
上、双肩、手掌和头顶上轻灵地
跳着芭蕾舞，娓娓道来一段千古
爱情故事。绝美的技巧和舞姿让
杂技变得优雅浪漫，让芭蕾变得
惊险刺激。
        男声独唱《绿叶对根的情

意》《鸿雁》和《我和我的祖
国》，歌声高亢嘹亮，慷慨激
昂。唱出了印城华夏子孙对祖国
母亲深深的思念和眷恋，引起了
广大华人观众强烈的内心共鸣。
独唱演员潘倩的一曲高亢的《青
藏高原》，回肠荡气，将所有观
众从平坦的美国中西部，带到了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演唱粤语歌
曲《荔枝颂》的国家一级演员刘
东红音色丰富清脆，演唱功底深
厚。最后一句“卖荔枝”，借鉴
花腔女高音，把“枝”字无限延
伸，由强至弱，欲断还连，让观
众们闭着眼睛也仿佛能体会到曲

Columbus市的副市长Ryan 
Hou和洪总领事交换名片

CCS理事会新当选的郑琳女
士出席晚会

中卖荔枝姑娘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洪磊总领事大展歌喉，与女高音歌唱家合唱了经典红歌《洪
湖水浪打浪》和《我的祖国》。洪总的歌声雄浑有力，直抵
人心，赢得了全场喝彩叫好。
         由 ICCCI合唱队部分队员献唱的《故乡之恋》和《卡

琳卡》，是本地华人参演的唯一一个节目。合唱队员们在刘
小笛的指挥下，个个感情投入，训练有素，指挥专业，歌声
动人，异口同声，整齐划一。听着她们的歌声，仿佛可以看
见那巍巍的雪山，茫茫的草原；牧场的毡房，故乡的炊烟；
温暖的春天，盛开的雪莲。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一首首多情
的诗篇，一次次故乡的眷恋。
         整场演出在《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朝气蓬勃、欣欣向

上的歌曲声中徐徐落下了帷幕。广东艺术团的演员们热情满
满，还向大家抛送了金鸡宝宝吉祥物作为节日礼物。很多观
众们意犹未尽，纷纷情不自禁地跑到前台来和中国艺术家们
合影留念，想多留住些这无比美好的时光。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夜的月亮特别亮。广东艺术

团的精彩演出，不禁让人想起李白 《静夜思》里的著名诗
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印第安纳州的华人感谢芝加

哥总领馆、广东省艺术团、和所有为组织这次晚会付出了辛
勤劳动的义工。
        “欢乐春节”印地专场组委会在此特别向赞助

企业、社团及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Telamon 
Corporation，Confucius Institute of IUPUI，India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Indianapolis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Inc.，Jane J Chen DDS 
PC，M/I Homes，Raymond Wong DDS MSD Family 
Dentistry，Unidoor， Carmel-Xiangyang Sister City 
Committee，Chinese American Bridge，Faegre Baker Daniels，
和America China Society of Indiana。
          这次活动的巨大成功，离不开所有参与组织的社团、

赞助商以及每一位默默无闻的义工的大力支持。因为你们的
努力和付出，让我们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华人华侨，虽
和中华大地远隔千山万水，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温
暖，亲人的关怀。祖国陪我们过年，真好！ 
（初稿：许子翔，终稿：“欢乐春节”印地专场组委会。

摄影：张大为，刘建英，王贤忠，林超华，严聪）

Telamon Corporation的董事会主席Albert Chen先生和夫人与Indy
副市长 Smith Jones，华夏文化中心主席李林相见甚欢

国际中心也是本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
一。Peter Kirkwood 先生是宣传海报和节目单
的设计者，并为活动的顺利进行做了很多幕后

工作

洪磊总领事、陈秋彦主任、及刘永庆副会长通过图片向Carmel市长Brainard和Indy副市长Smith Jones
介绍广东省

卡梅尔-襄阳姐妹友好城市委员会代表Peter Kirkwood、李清与卡
梅尔市政府Nancy Heck和Indy市政府代表Jordan Rodriguez在一起

IUPUI的孔子学院和印州华美协会是最早承诺赞助的组织
印州华报在人力物力资源
方面做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个影，永远记住印地安纳州热情的观众

賓    客    篇

负责招待会的王磊女士（
左）和注册处的义工

美中商会的Colin Renk是这次活动
筹款负责人之一

演出结束了，双方导演合个影吧

贊   助    篇

義   工    篇

几十个展板就是靠义工一个一个架起来，演出结束后再一个一个
拆掉（王天夫妇，戴贺桥，莫才清，甄月军，程裕功）

李博南就是这样看完全场演
出的 - 一直在后台随时听从

召唤

甄月军（左）为方便大家购票，多次往返剧院买票出
票。同时他还负责演员们的晚餐。在观众都聚精会神
地观看“走钢丝”精彩演出时，甄月军还和周绍玉（
右）、李博南一起做了一回“人肉秤砣”，压住两端

的钢丝，保证了演出的顺利完成

所有参与组织和组委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