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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報特約記者陳嵐南卡
報道】美國南卡軍事學院The 
Citadel的大禮堂，最近不時傳出
《板橋道情》等古詩吟唱配國樂
的歌聲旋律，這是為2月25日將
在該校推出的2017年“中華文化
周”演出專場進行排演，該專場
節目將涵蓋琵琶演奏家柯明的琵
琶和古箏獨奏、陳慧玲的古詩吟
唱、黃莉的古典舞以及由郟佳吹
笛、帥土彈古琴、莊海靜彈古箏
組成的國樂小組，另外還有城市
藝術中心中國舞團的古典舞《青
青子衿》、以及查爾斯頓中國媽
媽舞蹈隊的團體舞《美人吟》。
　　南卡軍事學院自2015年年初
推出“詩歌琴簫會南卡”文藝
演出後，2016年又舉辦“李白之
夜”的表演及教學活動，再加上
將於2月25日登場的“中華文化
周”演出專場，共連續三年舉辦
集演唱古詩、國樂、舞蹈等於一
臺的中華文化藝術表演節目，今
年該校活動將與查爾斯頓學院
（College of Charleston）聯合主
辦，南卡軍事學院Project Go基金
與查爾斯頓學院共同贊助經費，
並由查爾斯頓華文中心協辦。
      2月25日下午1時30分起，將
先由上述兩所大學選修中文課程
的學生在軍事學院大禮堂進行中
文演講比賽，2時30分起則是包
含國樂獨奏、唱古詩配樂配舞、
以及團體古典舞的表演，節目結
束後在現場並有表演者和觀眾交
流的藝文沙龍。
　　此項活動特邀曾與上海交響
樂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等合作

    【 僑 報 訊 】 2 月 2 0 日 （ 周
一）-26日（周日），來自中國
蘭州的油畫家燕昱先生，將在北
卡大學教堂山分校（UNC）的
FedEx Global Education Center 三
樓舉辦個人畫展。
     燕昱是蘭州大學藝術學院副
教授，目前在UNC漢斯藝術中
心訪學。此次畫展主題為《尋
源·心源》，包括油畫、中國畫
以及書法三部分。燕昱說，本次
展出的是他來美國訪學期間創作
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按
照中國傳統畫論“外師造化，中
得心源”的精神，以東方畫家的
審美情懷和藝術語言來表達西方
的美麗景致，作品融合了東方

     春節聯歡會由喜氣洋洋的幻燈
片拉開序幕，一段段文字，一張張
圖片，帶大家回味全體師生員工和
志願服務者在過去一年獲得的喜人
成績。張治平校長致開幕詞並向大
家拜年，特別感謝各位老師的辛勤
付出，感謝學生家長們的大力支
持，和志願者們、贊助者對學校的
無私奉獻。曾昭邦先生和楊名會長
上臺向大家表達了誠摯的新年祝福
和對學校越辦越強的殷切期望。學
校領導分別為獲得全美中文學校協
會優秀教師的曾憲靈和廖偉瑩及優
秀工作者陳曦、鄢非頒發獎狀，並
向一直以來熱心捐贈為學校作出巨
大貢獻的China UNO張旭暉和梁琳
夫婦頒發了榮譽證書。　
　　師生們精心編排的節目是聯歡
會的重頭戲。開場舞《新年到》和
KB班朗誦《鵝鵝鵝，遊子吟》的
小演員憨態可掬，一下子吸引了在

     【僑報訊】經過4個月緊張激烈
的角逐，凱瑞中文學校（CCS）乒
乓球代表隊在三角區2016－2017校
際乒乓球聯賽中奪得兩個團體賽冠
軍，單雙打冠軍季軍，總共8個大
獎杯。
　　最後一場大決賽中，雙打冠軍
由CCS的Tony Ma／William Feng　
獲得，雙打季軍由CCS的Brian Han
／Kevin Sun獲得。
     單打冠軍由CCS的Kevin Sun　
獲得，單打季軍由CCS的Isabella 
Xu獲得。
　　一年走來，CCS乒乓球隊迅速
擴展到80多位學員，在三角區乒乓
中心（TTT）由多位專業教練系統
培訓，成長進步表現越來越出色。

三角區年度校際賽

凱瑞乒乓球隊
包攬冠軍

場的所有觀眾；舞蹈1、2班的舞蹈
《採蘑菇的小姑娘》《紅紅火火好
日子》，無論是服裝還是表演都原

汁原味體現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新春的祝福；紅舞鞋藝術團的舞蹈
《敦煌飛天》、《水墨書韻》更

         2/25 南卡軍事學院與
查爾斯頓學院合辦“中華文化周”演出

表演的琵琶演奏家柯明由辛辛那堤
到南卡演出，她將彈奏《十面埋
伏》、《龍船》、《彞族舞曲》等
琵琶名曲以及《高山流水》等古箏
曲；曾在美國和中國多所大學演唱
古詩並應邀擔任過南京大學“美院
論壇”主講人的陳慧玲則將帶來
《板橋道情》、《煙花三月下揚
州》、《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等
古詩配樂配舞的演唱，柯明亦將率
同曾任北師大京師笛簫社長的郟
佳、曾是成都藝術劇院古琴演員的
帥土、以及曾在中國農業大學民樂
團彈古箏的莊海靜組成國樂小組為
古詩吟唱伴奏；此外，在上海開設
過五家舞蹈分館的都市舞工廠創辦
人黃莉，將為陳慧玲的古詩演唱配
上涵融古典詩境的不同舞蹈，並指
導城市藝術中心中國舞團演出古典
舞《青青子衿》；查爾斯頓中國媽
媽舞蹈隊則將帶來舞動紙傘的群舞
《美人吟》，活動聯絡人賀寧基教
授以及金蕾教授等則將在節目中穿
插詩、樂、舞的相關文化知識簡
介。
　　全部活動對兩校師生與校外
來賓免費開放，南卡軍事學院大
禮堂地址如下：Buyer Auditorium, 
Mark Clark Hall at The Citadel, 
171 Moultrie Street, Charleston, SC 
29409，歡迎愛好詩詞、國樂、舞
蹈等的志願者參與擔任義工，聯
絡及詢問請洽網址：nhe@citadel.
edu、jinl@cofc.edu，或致電賀寧基
教授（843）818－8608。

2/20日-26日蘭州油畫家燕昱UNC畫展

    上圖為燕昱畫展作品之一《敦
煌寶窟》。

    ▲生動活潑的音樂劇《音樂與
數學的魔力》。         　張松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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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哥倫比亞華人協會提供

　　【僑報訊】2月11日，中國駐
美大使館莊元元領事約見洛麗漢語
學校（RACL）部分校領導，就如
何進一步加強和拓展北美華文教育
進行了廣泛深入探討。
　　RACL校長張治平先生感謝中
國國務院僑辦對學校的大力支持，
向莊元元領事介紹了學校的日常管
理、運作和各項活動，以及與其他
族裔社區互動狀況，概述了學校的
長期發展規劃。教務長楊晨敏女士
和教務顧問施紅女士介紹了現階段
RACL的中文教學、教師的配備和
培訓及學生的學習情況。
　　莊領事高度讚揚RACL在推廣
華文教育、中美文化交流等方面作
出的貢獻，他表示，國務院僑辦
會繼續支持全美中文教育的各項
工作，將在中文教材提供、教程安
排、中文教師培訓以及中美學生交
流方面，一如既往給予大力支持。
　　莊領事請RACL的校領導轉達
他對學生和家長、全體教職員工和
志願者的新春問候，並向學生們贈
送了禮物。（洛麗漢語學校供稿）

　　【僑報記者李憶南紐約報道】
2017年南卡州哥倫比亞春節聚會於
2月12日在哥倫比亞地區的列克星
敦（Lexington）舉行。400多人參
加了這一由哥倫比亞華人協會和孔
子學院聯合舉辦的題為“幸福雞
年”的熱鬧而溫馨的新春慶祝會。
　　12日下午在列克星敦的River 
Bluff高中內，首先由哥倫比亞華人
協會會長岑偉荃和孔子學院中方院
長李越分別致簡短的歡迎詞，並且
祝賀大家新春快樂。慶祝會有豐富
多彩的文藝節目和美味中餐，參與
者有華人，有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
非華裔人士，也有來自中英文雙語
學校東點小學的學生和家長，場面
熱鬧而又溫馨。
　　慶祝會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以
The Academy舞蹈學校和南卡腰鼓
隊聯手的金雞報春開場，隨後有中
文學校的唐詩連唱、南卡州立大學
音樂學院鄒梁君的小提琴獨奏《春
節序曲》。南卡州腰鼓隊的集體舞

　　領事考察洛麗漢語學校

      上圖為莊元元領事（中）與學
校部分領導會談後留影。

洛麗新春聯歡會
活力四射

　　【僑報通訊員廖偉瑩報道】2
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節），2017
洛麗漢語學校新春聯歡會在新校址
Apex Middle School隆重舉行，表
演廳內張燈結彩，全校沈浸在一片
歡樂喜慶的氣氛之中。
     洛麗漢語學校的首任校長曾昭
邦、CAFA楊名、《僑報周末》南
北卡主任胡艷萍、北卡州立大學孔
子學院魏燕及全校師生家長們出席
了聯歡會。

是把舞蹈的神韻體現得淋漓盡致；
RACL全體教師身穿各式旗袍衣裙
朗誦《我愛你，中國漢字》，抑揚
頓挫而富有感情的詩句把整場聯歡
會帶到了高潮；在9B班的相聲《大
拇指和食指》中，兩位女生用大拇
指的“真棒”和食指的“指責”　
生動形象地向大家展現了在現實生
活中相關家庭教育問題，也完美地
把整場聯歡會帶到了尾聲。
　　聯歡會結束後，全體師生員工
和家長們共享美味午餐，參加遊

      ▲紅舞鞋藝術團帶來的舞蹈《水墨書韻》。        　               張松華攝

《荷塘月色》給人帶來中國古典悠
揚含蓄的韻味。東點舞蹈老師董穎
浩領舞的《雨打芭蕉》贏得陣陣掌
聲，舞蹈把中國南國風情和優美活
潑的音樂和舞蹈融為一體，董老師
等演員的優美舞姿令人耳目一新。
東點小學的學生集體舞《紅燈籠》
（右圖 哥倫比亞華人協會供圖）
惹人喜愛，大紅色的燈籠，鮮艷的
服裝，配上孩子們幸福的笑容和憨
態可掬的舞蹈，讓喜慶的聚會更
加熱鬧。中文學校的表演唱《青春
修煉手冊》和兒童集體舞《京韻》
即充分體現了孩子的活潑，也顯示
出足足的中國味，家長們看了之後
喜不自禁。聚會還有中國民族服

裝時裝秀，獨唱和對唱等等，不一
而足。溫馨難忘的雞年新春慶祝會
在南卡腰鼓隊熱鬧非凡的腰鼓表演
《好日子》中結束。

哥倫比亞四百人鬧新春

戲、抽獎等活動，人人都在笑逐
顏開的活動中度過了開
心愉快的元
宵佳節。

的筆意和西方的色彩。此次活動
是UNC亞洲文化周系列活動的一
部分。該活動由UNC亞洲中心舉
辦，旨在慶祝中國的農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