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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喜迎“天下第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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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尹宏
【本报讯 记者谢萍萍】十一月二
十四日印州博览会的“庆祝公园”张
灯结彩，有“天下第一灯”美誉的中
国四川自贡灯会首次来印第安纳波利
斯展出。
三十三组色彩绚丽，充满趣味的纯
手工大型彩灯把这三英亩大的公园点
缀得像一个童话世界。进入公园你会
看到两百英尺长，两层楼高的巨型龙
灯。穿过一个个彩灯拱门，你会看到
矫健的美洲猎豹，憨态可掬的熊猫、
企鹅，姿态优雅的天鹅。袋鼠、恐龙
跃跃欲生。京剧人物、兵马俑述说着
中国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奇异的海
底世界炫人眼目，美丽的花卉争奇斗
艳。请见第四版精彩的灯会照片。
在这里你还可以买到泥人，熊猫
等中国的手工艺制品，欣赏到中国的

杂技和歌舞表演，品尝到中国的食
品。“天下第一灯”无疑给本地增添
了不少的节日喜庆气氛。
灯会组织者Tianyu Arts & Culture
Inc 的负责人 Jesse Lee 告诉记者，
印地灯会是他们在美国组织的第十五
次灯会。灯会所到之处都相当受老百
姓的欢迎。印地的灯会与在Columbus,
OH 以及Cary, NC 的灯会同时进行，将
持续到明年的一月七号。
灯会是具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民俗
文化活动。早在西汉初年，灯会就见
诸文字记载。自贡灯会始于唐代，兴
于明清，在国内属于传统保存最完整
最成规模的观灯民俗活动之一。自贡
灯会属于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在这次灯展场地上，有一个白色帐篷，里面有三种中国民间工
艺展示，包括：内画鼻烟壶，泥人制作，中国结制作。产品对观
众销售。笔者以前听说过内画鼻烟壶，对艺术家如何能把山水花
鸟画到小小的瓶子里面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有机会，专门采访了
内画艺术家胡晓然。
内画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内画可以在玻璃瓶小小的空间展现
恢宏的画面，赋予小小的鼻烟瓶无与伦比的美。世界各地艺术家
赞美这种艺术为“超级匠工作成的不可思议的艺术”。
胡晓然是他的艺名。他于1979年出生于河北饶阳县，从小受
父亲的影响酷爱书画艺术。他毕业于河北工艺学校，从师于张立
山，黄双水，刘艺子等名师，从事内画已经20多年了，现在是河
北省艺术协会会员，担任中国传统内画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内
画鼻烟壶协会理事，是中国内画领域的一位知名人物。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盛宴
合唱圣诞音乐会的观感与访谈
文 许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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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Rodney Adcock, 特别引人注目。他说自己是个
中国文化迷，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已6年，每天都想
要多学些中国的文化，为了这次跟着大家唱中文歌，
他这两月每天都投入了两三个小时的练习时间。现在
他的中文歌，已能唱得字正腔圆。这对于中文非母语
的他来说非常不容易,他的精彩表现得到了其他团员们
的好评和称赞。
ICCCI合唱团团长苏湲女士表示“这是我们合唱团
第二次与外国人合唱团合作，我觉得和外国人的团体
合唱有很多收获，特别这次唱那么多英文歌，其中有
三种文字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对我们大家都
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也是一个挑战。但通过这次活动大
家对以后唱英文歌更有信心了。”

ICCCI合唱团和IUPUI合唱团全家福

12月4日的夜晚，印城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表演
厅内灯光柔美、座无虚席，却极为安静；空气中只
有优美动听的旋律在激荡，余音绕梁的合唱歌声在
漫溢。ICCCI华夏合唱团和IUPUI合唱团的歌手们正
在舞台中央比肩而立，放声高歌。华夏团的女粉裙
配上其余歌手的黑色套装显得格外耀眼，远远望去
仿佛一根黑色粗大有力的树干上绽放出朵朵粉色的
梅花，格外惊艳壮美！合唱团员们时而歌声高亢嘹
亮, 穿云裂帛；时而珠圆玉润，声动梁尘。她们个
个面带微笑，感情投入；他们仿佛不是在歌唱，而
是在述说，诉说着华夏儿女在印城努力奋斗, 与当
地美国人民和谐共处, 互帮互助, 共同建设家园的
美丽篇章；那异口同声、美妙无比的合声出自心
灵, 来自天堂。
这次华夏合唱团和IUPUI合唱团共同合唱了六
首圣诞歌曲 -- Kyrie, Gloria, UBi Mountain,
Angelas Carol and A Celtic Silent Night。ICCCI
合唱团演绎了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和”故乡
之恋”。他们用歌声深情地描绘着祖国巍巍的雪
山与茫茫的草原；牧场的毡房和故乡的炊烟，诉
说着印地华人浓厚的思乡情怀。华人知音合唱组
合(Voice of Angels) 精彩地演唱了摇篮曲”The
Seal Lullaby” 和 “瑶山夜歌”。她们那柔婉悠
长的声线配合欢快的节奏变化，以及跳跃的舞蹈元
素，把人们引领进那”丰收夜，人不眠，到处起歌
声”的愉悦意境中。最后的合唱曲”平安夜”以那
深成而又悠扬的旋律把整场演出推向了高潮，观众
们都陶醉在这令人感动不已的圣诞旋律中；歌声完
全停止后三秒钟整场寂静无声，然后众人起立，爆
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此次的观众席中有许多当地的各界人士，他们
对此次演出好评如潮。
Darrell Bailey 是IUPUI音乐和艺术系的一
位教授，他介绍说自己的太太来自宝岛台湾，他
经常访问中国各地，曾经组织指挥过许多大型的
合唱表演。他在观看演出后情不自禁地翘起两个
大拇指，对华夏合唱团的演出评价”Beautiful!
Terrific!” （太美了！了不起！）
Susan N. 是一位IUPUI合唱团团员的母亲，
她的女儿Alexa从小参加合唱活动，至今已有12年
的历史。Susan感慨地说虽然自己听不懂中文歌
的歌词，但是感觉ICCCI合唱团唱得很感人，觉
得听着你们的歌，自己的感情在提升，心灵在净
化。”Very Emotional, Very Sentimental”
Kathryn H. 是一位IUPUI合唱团团员，在大学
学习工程专业。她说和ICCCI的合作很愉快，站在
她旁边的Peggy Hu女士很友好，经常给她鼓励。她
还说虽然有部分华夏合唱团的团员英语还不是很完
美，读的简谱也和她们用的五线谱有所差异，但是
大家都很努力，完全把外语歌的精髓唱了出来，要
大大地点赞。
David
Mannell是此次演出美方的指挥，他对
ICCCI合唱团也赞赏有加，他说这次两个合唱队合
作相当愉快，华夏合唱团很专业，很热情，很支持
我们！希望IUPUI合唱团从这次演出中向ICCCI合唱
团学到东西，希望下次有机会继续合作。
这次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合唱团清一色的黑头
发，黄皮肤的同胞之中多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老

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再展英姿

2017年11月23日，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的龙
狮队、彩绸队和灯笼队参加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这次
ICCCI派出的游行队伍，是几年来参加感恩节游行规模最
大的一次，有60多名热心的志愿者前往。
今年的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一共有一百多个来自美国
各地的队伍参加。ICCCI龙狮队、彩绸队和灯笼队的精彩
表演是这次大游行的一个亮点，受到街道两边观众的热烈
欢迎。
游行结束之后，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洪磊总领事、
侨务组长卢晓晖、柳青领事和其他官员与ICCCI游行队员
聚餐。席间，ICCCI现任理事长莫才清博士、原理事长李
林博士和叶明女士真诚感谢所有志愿者所付出的辛勤。洪
磊总领事代表总领事馆致辞，高度赞扬了ICCCI的游行队
伍为增进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供稿：ICCCI 摄影 王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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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美音乐会的成
功，少不了各位团员的努
力付出,更少不了合唱团
指挥的辛勤耕耘；她是如
何带领团队在短时间内学
会这么多外语歌的? 她在
工作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
挑战和困难? 她认为这次
演出的水平怎么样? 带着
这些问题, 笔者特地走访
了ICCCI合唱团的指挥刘
小笛女士。
笔者：小笛指挥，请
您回顾一下这次的圣诞中
美音乐会，您最大的感触
是什么？
刘小笛：实话实说，
以前也跟美国合唱团合作
过，但大部分都是共同
演唱中国作品，比如：
黄河，或者1-2首外国作
刘小笛指挥
品，这次是我在合唱团担
任指挥以后演唱外国作品
数目最多的一场音乐会。合作外文作品，拉丁文，意
大利文，英文等6首，曲风也是海外华人合唱团比较少
接触的安魂曲，弥撒曲等。所以对指挥和团员们挑战
极大！
笔者：这么大的挑战，您是如何带领大家从容应
对的？
刘小笛：刚开始排第一首舒伯特的Kyrie时，我觉
得进行起来很有阻力，一个是大家对此类作品接触不
多，并且整个歌曲对音准，节奏，和声音的质量的要
求很高。除此之外，还有3首圣诞歌曲，美妙，温暖，
好听，但是不好唱。。。。我作为指挥，压力其实很
大，音乐会谈下来了，得唱好，没有打退堂鼓的余
地。团员们也是很给力的，女中声部长和主力队员一
直在排练之外的时间帮大家录音，让大家在平时方便
随时随地的练习。在这几个月的排练中，虽然过程挺
辛苦，但不断有团员跟我说”这次的机会太好了！让
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好的作品，虽然有压力，但是
大家愿意一起努力。感觉合唱团一下子上了好几个台
阶。”
笔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知音合唱组合(Voice of
Angels)的表演, 两首歌唱得都很精彩, 特别是其中第
二首”瑶山夜歌”还融合了鼓掌、节奏的变化、舞蹈
的元素……赢得了如潮的掌声,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
个组合，以及您对这两首歌的选曲、排练以及演出效
果的感想？
刘小笛：知音组合是一组对合唱艺术形式有着极
高热情和追求的女士们。在这个组合的选曲上，根据
大家的特点，选择会更加大胆一些，也就是说曲目更
难，歌曲和表演形式更加多样化。第一首《The seal
lullaby 》出自于Eric Whitare, 是Kipling的短篇童
话《白海豹》（收录在短篇童话集《丛林故事》）开
头的一段歌谣，是故事主人公白海豹科迪克的妈妈在
他小时候哄他入睡的温柔的摇篮曲。歌曲非常优美，
但难度极高，对于知音组合这次只有不到10人的演出
队伍来说，挑战极高！第二首《瑶山夜歌》，和大家
很熟悉的《瑶族舞曲》非常相像，歌曲中的快慢，轮
唱，对唱，等等处理体现出了歌曲丰富的民族特色。
知音组合的歌友们为此次演出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
力，背词背谱精准到每一拍每一小节，很多队员都是
每天练习2个小时以上。特别棒！
笔者：您对合唱团大伙的这次精彩演出有什么要
总结的吗？
刘小笛：我认为最后的音乐会是很成功的，大家
因此也对外国合唱作品有了新的理解和体验，并且纷
纷表示期望以后多有此类的机会。谢谢大家的共同努
力，合唱其实不止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运
用集体力量创造美好艺术的生命体验。让我们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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