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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第 安 纳 大 学 中 国 留 学 生
二 零 一 四 马 年 春 晚

二月七日，由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IUCSSA）主办的“印第安纳大学二零一四马年春节
联欢晚会”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Auditorium盛
大上演。印第安纳大学春节联欢晚会是印第安纳大学中
国留学生群体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观
众前来，今年更是创下历年之最，晚会共有一千余名观
众到场。除了中国留学生和Bloomington当地华人，还
有众多美国师生到场观看。作为主办方，印第安纳大学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IUCSSA）在本次晚会的筹备过
程中力求精致与创新，使得晚会无论在精彩程度还是节
目质量上相比历年印大春晚都有极大的突破，晚会的整
体效果也受到了在场观众的一致认可和普遍好评。

整个印大春晚活动由“free food”和文艺演出两部
分组成。下午五点整，进场观众排队领取IUCSSA为大
家准备的各式中国菜肴后到大厅就餐，然后欣赏文艺演
出。在餐后等待文艺演出开始的过程中，观众们欣赏了
IUCSSA拍摄的印第安纳大学中国留学生拜年视频，镜
头中的同学们纷纷用自己家乡的方言为大家送上最诚挚
的新春祝福。此外，领事馆官员、学校教职工、印大各
学生社团、其他美国高校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出镜向到场
观众致以新春的问候。

整场晚会由古典舞《China concept》拉开序幕，九
位舞蹈演员头戴斗笠，身穿鲜红的仿古舞服惊艳亮相。
演员们在舞蹈动作中大量融入的中国功夫元素，配合欧
美风格的背景音乐，使得东西文化元素在整个节目中完

美交织，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除了开场舞，整场晚会中还有许多“中西合璧”

的节目，特别是《东琴西奏》，将中国传统乐器与西
方乐器交融在一起，连奏了中国歌曲《菊花台》和美
国歌曲《rolling in the deep》，古典的东方风韵和激情
的欧美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在场观众纷纷拍手
叫绝。

相比于歌舞类节目，语言类节目无疑博得了观众
们更频繁的掌声。由中国留学生们自导自编自演的小
品《同福客栈进IU》、相声《说你什么好》让晚会现
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最大亮点《同福客栈进IU》中
融入了大量的歌舞元素和方言运用，“男扮女装”的
表演方式更是出乎观众们的预料，爆笑的剧情和贴近
留学生活的幽默对白让观众们接连捧腹大笑。

不同于往年，今年的歌唱类节目主打“温情路
线”，在印第安纳大学最受欢迎的两大中国留学生乐
队——火柴人和Onestart表演了数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流行金曲”。火柴人乐队在一曲《爸爸去哪》中与
可爱的小演员进行了精彩的互动与配合，让晚会现场
顿时充满了家一样的温暖。而作为曾经数次登上舞
台、成员中有数位即将面对毕业的印大春晚“老面
孔”，Onestart演唱了众多充满青春活力的经典励志歌
曲。最后，在Onestart演唱的小虎队经典之作《爱》
中，晚会达到高潮，全体演职人员登台谢幕，为整场
印第安纳大学二零一四马年春晚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文／张子腾

小品《同福客栈进Btown 》
文／万芊

小品《同福客栈进Btown》改编自一度风靡全中国的情景喜剧
《武林外传》，小品主要讲述了几位主人公佟湘玉，郭芙蓉，吕
秀才和李大嘴在Btown新开了一间同福客栈IU分店，在开业第一
天，几位主人公智斗浮夸校园土豪和其女朋友，以及参加美食节
目“舌尖上的Indian Bloomington”录制的搞笑故事。

在为期两个多周的彩排中，剧组导演董梅，编剧万芊、张子
腾，以及演员杨毅、孟可、安格、任星齐、徐宁、孙群等在一遍
遍的表演中不断推翻原有的剧本，添加最新的流行元素和笑料，
力求完美，不断丰富剧情和完善剧本，终于在正式演出中得到了
大家的喜爱。其中，杨毅凭借反串出演IU名媛和美食节目女主持
两个角色以及他精湛的演技成为本次晚会最闪耀的新星。

民     乐
文／刘晓帆

民乐是IU春晚每年都必不可少的节目，
今年春晚的民乐节目由中国学生会一手策
划，并邀请了音乐学院研究生范沁作为主要
编曲人员。据悉，此次的民乐演奏包含古
筝、琵琶、二胡、小提琴、钢琴等乐器，中
西合璧的全新演奏方式向观众们展现了完全
不同往年的创新。

据了解，此次的民乐节目服装也别出心
裁。乐团中十一名成员的服装全由一名艺术
学院的学生为她们量身设计制作。完美的音
乐加上美仑美奂的服装，可谓精彩绝伦。

Mandarin-Speaking 
Internship & Career Fair at Purdue
Are you looking to enhance your talent pipeline in China? On March 11, 

2014, the America China Society of Indiana (ACSI), the Purdue University 
Center for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 the Purdue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PUCSSA) will be holding a Mandarin-Speaking 
Internship/Career Fair at Purdue’s West Lafayette campus. With nearly 4,300 
Mandarin-speaking students at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his event features some of the brightest young minds who are looking to work 
for organizations like yours!

Free employer registration begins on November 18th. Attendees will receive 
exhibit space, covered table, brunch, snacks and one parking pass for the event. 
Additional space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ll be available as well.

Event Details
Date:Tuesday, March 11, 2014
Location:France A. Córdova Recreational Sports Center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diana
Tentative Schedule:
8:30am Registration
9:30am Networking Brunch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ders
11:00am Career Fair
To register, visit https://purdue-csm.symplicity.com/events/mandarin

 
 
 

Lingnan Chinese  
Opera League SYSU 

Performance 

Friday March 7th 6:00pm 
IUPUI IT Auditorium 

535 W. Michigan Street 
Indianapolis 

 
 
 

Free to the Public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Indianapolis 

pres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