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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半加侖裝紅標蠔油，以新鮮蠔油汁為原料，味道濃郁，品質優良，是您期待的
正宗風味之蠔油。本產品美國製造，價格合理，設計貼心。容器瓶口大且附有易握把
手，讓您使用更方便。直接打開瓶蓋即可使用。用後請清潔瓶口，並蓋上瓶蓋，儲存
於冰箱內，所佔空間很少。（半加侖裝蠔油重5磅）

今天就來試用萬字紅標蠔油，炒出新鮮美味中餐。

萬 字 榮 譽 呈 獻  ——  萬 字 蠔 油

           為您廚房準備的半加侖裝蠔油

請致電洽詢經銷商:  

吉祥食品批發  Tel: 314-426-3440
1550 Page Industrial Court, Overland, MO 63132

www.kikkomanusa.com

夕陽下的聖路易斯春寒料峭。紅燈籠掛起來

，張燈又結彩，玉兔探春了。熟悉的陌生的聖路

易斯華人，攜家帶口呼朋喚友，于二月四日傍晚

，齊聚一堂，參加由聖路易中華教育中心和聖路

易斯華助中心共同舉辦的“玉兔迎春” 春節廟會

和春晚。

徜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眼花繚亂，眼前

飄過唐裝的挺拔偉岸，漢服的婀娜多姿。品嘗著

東西南北中的各式各樣的美食，酣暢淋漓，忍不

住悄悄回眸遙望源遠流長的中華古文明習俗：正

月十五，一年中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意為元宵節

，又名上元節。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中有曰

：“正月十五元夕節，乃上元天官賜福之辰。”

元宵節源自民間的古習俗開燈驅魔祈福。其實，

這一民俗在漢魏之後就作為全國的民俗節日。唐

朝時大興佛教，佛教燈火遍佈民間各地，元宵張

燈遂成為法定之事。可知否，元宵節也是古代的

情人節。據說平常裡鎖藏深閨的女子也可在這天

出門賞燈遊玩。君不見，大宋的辛棄疾在那裡高

歌呢：“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

馬雕車香滿路，鳳蕭聲動，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

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樣浪漫歡樂的氣氛，豈能錯過？

我們是四點半進入學校一樓東側大廳的，裡

面已是人頭攢動。大廳的兩側是各式各樣的各地

美食。先略舉一二，以饗讀者：糖葫蘆，芝麻球

，發麵包子，山西肉夾饃，豆花腦，老北京炸醬

麵，煎餅果子，鹵茶葉蛋，涼拌雞絲，涼拌面，

紅糖冰粉，八寶粥，潮州米線，珍珠奶茶，日本

壽司大比拼，脆香大雞腿，紅亮叉燒肉。各種甜

點更是數不勝數。把肚兒撐得圓圓的，跟老朋友

噓寒問暖合影留念，跟新朋友點頭哈腰擊掌相慶

。一時間恍惚回到了兒時的舊時光，走在故鄉煙

火飄蕩的街上，紅塵滾滾而來。頭頂的紅燈籠在

煙火裡搖曳，孩子們在人群中追逐嘻鬧。三兩點

鼓聲傳來，厚重的、清脆的。尋著聲音找到那些

在邊上擊鼓的孩子們，有婷婷玉立的，有蹣跚學

步的，或笑顏如花，或憨態可掬。這是久違了的

畫面啊！三年疫情，無情的隔離，人們終於可以

無拘無束的相聚，擁抱，在異國他鄉，品嘗老祖

宗流傳下來的美食，那些家鄉的味道。口齒留香

的同時，我們把對親人的思念，對故鄉的緬懷，

一併深深地，珍藏在美食裡。有道是，民以食為

天啊。

驚喜還在後頭呢！吃罷美食，我們移到一樓

西側大廳。大廳的四周被高高掛起的燈謎所包圍

。猜燈謎，自古以來就是元宵節的傳統娛樂活動

。我先猜出了兩個謎語，去後臺領到了獎，這一

下子大大激發了兒子的興趣。在燈謎女神護士程

阿姨的指點下，兒子學會了不少燈謎，領了四個

筆記本，六隻筆，還有好幾個紅包。懂事的兒子

還送給朋友家兩手空空的小妹妹一個筆記本一隻

筆。哈哈，無意之中，兒子似乎愛上了這個猜燈

謎的遊戲，希望這個遊戲能夠激勵他好好學習中

文。

突然一聲震天的鑼鼓把我們從猜謎語的夢中

喚醒。原來節目正式開始啦。蕭雅文老師指導的

鑼鼓隊拉開了晚會歡慶的序幕。傳統的紅獅子和

黃獅子在鼓鑼聲中歡騰。紅色代表喜慶忠義、勝

利和財富；黃色則寓意著澤被蒼生、仁義及大貴

。獅子們還進入人群中，給大家拜年，場面甚是

溫馨熱鬧。

接下來的中學生鋼琴手David Wharton 和小提

琴手Will Liu 聯合演奏李煥之的《春節序曲》，把

大家帶入陝北歡慶春節的場面。鋼琴的激情歡快

搭配小提琴的悠揚婉轉，讓人直想起身跟著扭起

大秧歌來。

任麗麗老師指導的青花瓷旗袍秀，讓人大飽

眼福。旗袍文化起源於清代，原本是滿族的土著

服裝，在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趨於成熟，成為獨具

魅力的女性服飾代表。旗袍大多採用高立領，吸

腰，短袖，妞襻，斜襟，高開叉，來展顯女性突

兀有致玲瓏優美的身姿體態。但見一個個妖嬈的

女子，踩著舒緩的音樂，一舉手一投足，千般風

韻。 而何江英老師指導的漢服秀《伊人賦》又把

大家拉回到那久遠的時光，著漢服的男人女子，

長袖善舞。讓我想起古代“你耕田來我織布，我

挑水來你澆園”那神仙眷侶般的田園生活。待付

微微老師指導《國風國韻》登場，但見粉紅的彩

裙，紫朱色的扇子，飄來飄去的仙女們，輕移蓮

花步 ，一顰一笑，恍如從大唐的彩繪裡走出來的

伊人，風姿綽約，韻味無窮。原來，國之風韻，

流淌在女人的骨髓裡。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

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沈娜老師指導

的童聲合唱《元日》在大廳裡飄起。天真的孩童

，純真的嗓音，穿過劈裡啪啦的爆竹聲，但見舊

符被新桃換上，辭舊迎新。煦暖的春風徐徐吹來

，千門萬戶次第打開，擁抱春天！ 這是一幅多麼

美好的畫面。春天來了，楊柳長出新的細細的柳

枝來，生命的細枝，慢慢的長大。那不是趙璽老

師指導的舞蹈《楊柳依依》嗎？一群少女，恍惚

從剛剛蘇醒的春天裡走出來，嫋嫋婷婷，依依低

垂，嬌媚含羞，看似柔軟卻又蘊藏著無窮的活力

！那是春天

的活力，生

命的活力！

而生命的活

力，在梁謝

筱渝老師指

導的《駿馬

飛馳》舞蹈

裡，展現得

淋漓盡致：

萬馬奔騰，

大氣磅礡，

穿過曠野，

奔向遠方！

在這個

歡樂團聚的

時刻，就著

家鄉的美食

，再來聽一

首家鄉的歌謠，豈不可以寬慰對故鄉的相思之苦

？男生小合唱的《家鄉》如期而至。 低沉的厚重

的和聲，表達著心中對家鄉的無限熱愛和眷念，

遊子啊，對故土的思念，如沉默的大山。而葉麗

老師指導的民樂《憶江南》和《步步高》，是用

二胡和琵琶來演繹的。一曲《憶江南》偏偏把我

拉回到故鄉四川的老家，元宵節前後，油菜花開

始開花了吧？那一地的金黃啊！一直在琢磨二胡

獨特的音色是來自哪裡？耳旁不禁回蕩起小時候

每天廣播裡播放的瞎子阿炳那如訴如泣的《二泉

映月》。家鄉那條彎彎曲曲的小河，還記得我追

逐你的腳步嗎？彈琵琶的小妹妹，你今年芳齡幾

何？你是否見過小河蜿蜒處的油菜花和油菜花裡

的春天？

在此相聚，因為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源自一

脈相傳的華夏文化。尊老愛幼，更是深入我們每

一個華裔的家庭。春晚主辦方特別邀請了 20位元

來自聖路易斯地區三家養老院的老人來參加元宵

節活動，並給每一位老人準備了一床溫暖的毛毯

作為禮物。這個優良傳統，我們應該一代一代傳

承下去。在此相聚，因為，我們都是聖路易斯人

，感恩我們有機會相逢相知。胡彤老師的獨唱

《當我們相聚的時候》，以其高亢與深情，把晚

會推向了高潮。這時候，半個月亮爬上來，照著

我的姑娘她那半掩的梳粧檯，可否把你那薄薄的

紗窗打開，露出你那嬌俏的臉蛋來，如果再把你

的玫瑰摘一枝，扔下來，那該多好呀。胡彤老師

指導的大合唱《半個月亮爬上來》，把溫馨浪漫

的約會情景，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是否似曾相識

？是否未來可期？收尾的合唱《祝你平安》，道

出了對每一個人的兔年祝福。是啊，還有什麼比

平平安安更重要的呢。期待來年再相聚，元宵節

，團團圓圓又一年！（余麗華）

編者按：
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這

台完美的演出！感謝每一位的辛苦付出！感謝到

場嘉賓密蘇里州勞工部部長許心怡（Anna Hui）女

士，Richmond Heights 市長 Jim Thompson 先生，

Richmond Heights圖書館館長Kathleen Gallagher女士

，Edward Jones APIBRG 主席 Phoebe del Castillo 女

士和所有遠道而來的朋友們。致詞的時候 Jim

Thompson市長特意感謝我們華人社區在疫情期間

做出的捐贈和大量無私工作，他還特別指出疫情

爆發後第一個來支援Richmond Heights警局和消防

局的就是我們現代學校和華人社區。

今年廟會、春晚自一開始的準備活動到現場

主辦，組委會成員和志願者們花費了很大功夫。

從節目的篩選、編排到最後成功的演出，趙璽、

盧怡，曹勇偉費盡心機；為了保證有足夠場地和

人流控制，王麗麗和黃若若組織義工清理了餐館

的廚房和吧台勞心勞力，黃穎文、段為民絞盡腦

汁地拆除了不必要的飲料系統。張丹纓為拉贊助

兢兢業業，社區眾多商家慷慨解囊為這次活動提

供了豐富贊助和獎品。一場近兩個小時的節目，

馬凱龍老師承包輕鬆搞笑，潘博涵擔當美麗大方

，劉夏菁負責乖巧可愛，三位主持人不僅順利主

持了下來，還盡可能地調動觀眾，調節氣氛，實

屬難能可貴！

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的招牌美食隊也奉獻了

各種純手工美食，主食，小吃，甜點，飲料一應

俱全。雖然食物的品量不是最多，但都是純手工

精心製作，可口健康，既接地氣又有顏值。大家

群策群力，一起定菜譜，商量原料來源，討論製

作細節，同時兼顧南北口味，真正體現了中文學

校的東西南北中的包容，親切又不乏精緻的氣質

！當晚攤位前人頭攢動，不少回頭客，美食一搶

而光。

李曉燁、夏梅、李甦茵、李月釵?、張明惠等

人準備的謎語，從內容到裝幀處處都提現了一個

字，精！謎語精選，列印精美，裝飾精緻。當數

百條紅彤彤的謎語掛滿大廳，整個會場瞬間氣氛

滿滿。另外像薇婭等志願者們一直在背後默默地

支持和扶助，準備短、會場雜，觀眾多等等都極

大地增加了控場難度。最後現場整理，舞臺指揮

，服飾化妝、食品發放等等樣樣到位，志願者們

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很多人都沒有正經吃上晚飯

！太多事蹟無法一 一道來。

從開始準備到最後完美收官，感謝大家一直

以來的不懈付出和陪伴！實踐證明，我們這個團

隊是一個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英

隊伍。為大家驕傲！大家一起繼續努力加油，為

學校、為華人社區的發展保駕護航！（聖路易現

代中文學校 攝影 唐志文 任南）

玉兔探春鬧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