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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藝 表演 藝 術 中 心 简 介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原名華藝劇社)為501C3非營利藝術團體，正式成立于1992
年，活躍在灣區舞臺二十多年，曾在灣區成功地上演過《情趣》，《你输
了》，《生命线传奇》，《柜中缘》，《浮世绘》，《中国人》，《天下一
大笑》，《单程机票》，《少帅传奇》，喜剧《七星上將》，黑色幽默剧《
阴差阳错》,音乐轻喜剧《换个老婆太麻烦》，历史剧《新“兰与黑”》，喜
剧《称心如意》，后现代黑色幽默喜剧《暗恋桃花源》，音乐剧《我和春天
有个约会》，喜剧《领带VS高跟鞋》，黑色幽默喜剧《武林外传》，《飞跃
世纪》，《21世纪的童话》，《喜福会》等多部大型話劇，以及《莫言的动
物园》，《雁南飛》等众多的小品和短剧，受到廣大观众的歡迎及迴響。
除了話劇演出活動之外，華藝表演藝術中心經常舉辦小品/短劇比賽，表演
知識講座及訓練課程。近幾年來並積極參與社區各項慈善公益活動及義演，
如“汶川大地震賑災”，“美國防癌協會加州華人分會”,“美華慈心關懷
聯盟”，“跨文化基金會”，“智利/海地賑災”，“日本地震海嘯賑災”
及“重陽敬老小品” 等等。華藝今天的使命，不僅是在宣揚中華文化，促進
文化交流；更以藝術促進不同族裔的人士對中華文化的瞭解，也鼓勵在美的
華人積極瞭解並吸收美國文化的優點。
華藝將一如既往，不斷創新提高，以高水準的優秀劇目與觀眾見面。我們衷
心感激各界人士及團體多年來對我們的支持，並竭誠歡迎戲劇愛好者和我們
聯繫，加入這個大家庭。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的宗旨，是在弘揚中華文化，為灣區華人提倡高尚娛樂以
豐富其生活；給當地的戲劇愛好者提供一個展現才華與風采的舞台，並帶動
灣區人士對表演藝術參與的風氣。劇社成員奉獻出才華，時間與財力, 不取
任何報酬。
华艺理事长：陈建萍		

社长：秦灼		

副社长：欧阳茹莎

Mission of Hua Y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Hua Y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s a 501C3 non-profit and self-supporting organization
which mission is to promote modern American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ater Arts. Our
objective is to inspire American Born Chinese with a strong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and
encourage new American citizens to transcend traditions to overcome cultural barriers.
Intrigue Bay Area residents by telling the best stories of both worlds!
Hua YI's root can be tracked far back to 27 years ago. Fomally established in 1992 by a
group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rtist, Hua Yi today consists of entrepreneurs, engineers,
businessowners, lawyers, realtors and students, all donate their time and assets to carry on
Hua Yi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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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陳建萍
話劇《愛在 硅 谷 》 _ 總 策 劃 _ 總 製 作

From the Chairman of Hua Yi Board
作家陳謙的長篇小說“
愛在無愛的硅谷”改編
而成的。她曾是一位硅
谷工程師，因熱愛文
學，棄工從文，其作品
在國內多次獲獎。
“愛在硅谷”的編劇兼
導演蘆小燕畢業於上海
戲劇學院，曾在華藝
劇社主演和導演過多部
舞台劇。她一直不忘初
從創意到策劃，從排練到 心，致力於話劇創作和
正式演出，“愛在硅谷” 表 演 ， 舞 台 一 直 在 她 心
中。
整整經歷了三個年頭！
“愛在硅谷”的藝術總
監艾毓齡老師曾是四川
人藝的資深話劇演員。
這些年她為了華藝表演
藝術嘔心瀝血，操盡了
“愛在硅谷”是根據灣區 心 。 這 次 她 抱 病 為 “ 愛
這三年來，為此劇付出
的心血和汗水只有團隊
每一個參與者才能深深
體會到。

在硅谷”的順利上演傾
其所能，盡心盡力。
這個團隊還有許多能人幹
將為此劇默默奉獻，他們
不為讓人看見，只求無愧
於心！若沒有這些人對藝
術的真正熱愛和痴迷，酷
戀和衝動，“愛在硅谷”
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
話劇是小眾藝術，排一部
戲脫一層皮！但許多的循
道者不就是選擇了一條人
煙稀少的路嗎？我們不能
和人家比，但能跟人家
學！
“愛在硅谷”是華藝表演
藝術中心近年來難得的一
部反映灣區生活的原創作
品，希望大家喜歡。

陳建萍_華藝表演藝術中心理事長

85年赴美，獲教育碩士學位。青青草中文學校創辦人。曾任美亞藝術協會秘書
長。2005年參加華藝劇社。
2011年和林家俊先生共同創立木木基金會。現任木木基金會秘書長。基金會主
要致力於文化，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發展。
自2017年開始，擔任華藝表演藝術中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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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謙_美國華文作家
Kristen Chen_
The Well-Known Chinese American Author
陳謙 , 海外華文文學代表性作家。自幼
生長於廣西南寧。
廣西大學工程類本科畢業。一九八九年春
赴美留學，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曾長期
從事芯片設計，
現居美國矽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愛在
無愛的矽谷》《無窮鏡》及中短篇小說
《特蕾莎的流氓犯》《繁枝》《望斷南飛雁》及《下樓》等。
曾兩度獲人民文學中篇小說獎，及鬱達夫小說獎、中山文學獎等多
種獎項，小說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中國小說排行榜”，并入選
多種選本。 ”

獲獎作品:
《特蕾莎的流氓犯》評上中國小說學會2008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
《望斷南飛雁》榮獲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
《繁枝》榮獲2012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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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硅谷》劇情簡介
她，硅谷工程師，全身心的投入擴增現實技術的研發。
真實世界的枯燥，虛擬世界的遙遠，而擴增現實讓兩者合二為一。擴增現實的世界
讓人感受刺激，全身每個細胞都充氧，膨脹，同時也讓人模糊了真實和虛擬世界之
間的界限。
蘇菊的故事，更準確的說，她的愛情故事無疑讓我們對擴增現實拉近了距離。
在現實生活中，她毫不費勁的得到一切：一份年薪豐厚的工作，一個愛她她也愛的
男人， 房子車子。但她似乎並不滿足。 她渴望得到得不到的東西。
當浪漫，玩世不恭的畫家王夏闖入她的生活，她無處安身的心靈似乎找到了歸屬。
儘管在擴增現實裡她得到了滿足，但擴增現實畢竟不是現實。 並且，她有勇氣去
追求“矯情“的人生，她能承擔”矯情“的代價嗎？

“Seeking Love In Silicon Valley” Synopsis
She’s a Silicon Valley engineer eng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ugmented Reality.
(AR)
The real world is boring, the virtual world is far away, and the augmented
reality makes the two in one. AR makes people feel exciting, every single cell of
the body is oxygenated, expanding. But AR is blur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al and virtual world.
In fact, Su Ju’s story, her love story has no doubt brought us a close range to AR.
In real life, she has got everything effortlessly: a lucrative job, a man she loves
and he loves her, the house and car. But she seems not happy. She longs for
something not real, far away.
When a cynical, romantic painter Wang Xia comes to her life, her restless heart
found reassuring.
She is so infatuated in augmented reality, yet the augmented reality is not the
reality after all.
Although she has the courage to pursue a "pure soul" life, can she afford the
price of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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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表演藝術中心主創團隊
蘆小燕_导演/编剧_Xiaoyan Lu: Playwright & Director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美國波士頓大學戲劇碩士。
來美之前，上海人民藝術劇院舞台演員並參與多部電影電
視演出。定居灣區後，加入華藝劇社，執導，主演了多部
舞台劇 。劇本創作有：處女作“去購物”榮獲“ 2005年
全國劇本徵集活動”優秀劇本獎。“美國留守女士”由特
雷西表演藝術中心排演並參加2011年上海戲劇學院主辦
的第六屆國際小劇場戲劇節，並在2015年，由灣區索菲
亞大學劉稼瑋心理戲劇workshop再次排演。

艾毓齡：藝術總監_Yu Ling Ai Artistic Director：

從事話劇表演職業三十年，原四川人藝主要演員。主演過
話劇：“風華正茂”“於無聲處”“趙錢孫李”“薑花開
了的時候”“抓壯丁”“雷雨”等。主演過電視劇：“女
律師”“別難過翡翠江”。
1986年來美後，參加過多個話劇社演出。在華藝表演藝
術中心也工作了二十多年。演出離不開觀眾，希望我們的
演出給觀眾帶來歡樂和感悟。

張曉春: 電影导演及制作人_Joanna Zhang:

Producer, Film Director
舊金山國际新概念電影節創会主席，美國藝術學院院長。
畢業於美國舊金山藝術大學研究生院電影學院，獲MFA
電影導演碩士學位及美國林肯大學國際貿易研究生院
MBA碩士學位。
2000年參加華藝劇社任副社長，2002至2008年任
華藝劇社社長。實際製作，主演及參演過多部大型話
劇。Graduated from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with
MFA Degree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elevision in Directing
Major as well as MBA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Lincoln
University. Joanna is the president of American Art Institute and the Founder &
president of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New Concept Film Festival.
Joanna joined Hua Yi as the Vice President in 2000; then was the President
of Hua Yi in 2002-2008,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dr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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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表演藝術中心主創團隊

王淥 Lucy Wang_銀河少兒劇團藝術總監，銀河教

育中心校長，兒童戲劇編劇，導演，藝考老師
戲劇/影視/舞台劇作品：《種子》，《紅蓋頭》，《琵琶
記》，《藍風箏》《陰差陽錯》《換個老婆太麻煩》《我
跟春天有個約會》等
導演舞台話劇：《相親》《健康晚餐》《稱心如意》《換
個老婆太麻煩》《我跟春天有個約會》執行導演，《海外
剩女》舊金山版
兒童劇原創作品/編劇/導演：銀河十二生肖系列之《猴馬
精神》《雞勤手中線》《爸爸媽媽手機我》《雞鳴狗叫到
達到》《小豬肥肥年》，《白色世界與小紅帽》《豆豆挑食的故事》《感激之情，
加州戀》改編《小蝌蚪找爸爸媽媽》，其中《雁南飛》加州少兒小品大賽一等獎《
豆豆挑食的故事》 《爸媽手機我》獲獎加州少兒小品短劇大賽二等獎，《望爸爸
媽媽故鄉》獲中國“金畫眉”原創劇本特別獎，金百花原創劇目優秀獎。中國少兒
戲劇2109論壇演講嘉賓，記錄片第六屆新概念電影節最佳編劇獎，監製作品《成
長》獲得舊金山新概念電影節最佳教育短片獎，戴維斯特別獎，中美電影節入圍。

劉鎵瑋：藝術指導_Jiawei Liu：Artistic Instructor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表演專業學士，莫斯科國立藝術大學戲
劇導演專業碩士，美國舊金山藝術大學多媒體傳播專業碩
士，索菲亞大學超人類心理學專業博士。國際戲劇家協會
會員。索菲亞大學心理戲劇研究中心負責人。著作：《導
表演語言訓練》，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On The
Stage》,美國Visuals
Press出版社出版。導演作品：《
蒼蠅》，原著：薩特；編劇、導演話劇《搬遷Moving》
《At The playground 》主演話劇作品《牛虻》、《復
活》、《雷雨》、《仲夏夜之夢》、《哈姆雷特》 、《奧
賽羅》、《麥克白》。

Xingjiu Liu 劉興久

動作指導_Xingjiu Liu：Movement Advisor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中國舞蹈家
協會會員，原瀋陽歌舞團主要演員。納入了《中國當代
藝術界名人錄》及《瀋陽文化誌》。榮獲文化部第二屆
文華個人獎和國家多項大獎。 98年以傑出人才身份全家
移民美國。頒發了《傑出貢獻獎》，2018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舞蹈日聘為“舞蹈夢想大使”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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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表演藝術中心主創團隊
秦灼 Zhuo Qin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 - (華藝劇社)社長，舞台總監。 The
President of Hua Yi Performing Group
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系優秀教師，從事藝術教育工作20
多年。曾歷任市藝術團藝術指導、藝術總監，全國運
動會開幕式編導，創作排演的節目榮獲全國文藝調演
金獎。

余雪 Sharon Yu：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秘書長。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Hua Yi Performing Group. 職業女性。現
居美國硅谷，任職於一高科技公司全球採購策略經
理。喜愛旅遊，美食，攝影。熱愛文學，藝術，話
劇。是華藝劇社的忠實觀眾和義工。

歐陽如莎 Rusha Ouyang_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副社長,
Vice President of Hua Yi Performing Group

擁有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LBJ總統公共事務學院碩士學
位。畢業於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現居美國西部，喜
愛經營家庭，音樂，寫作， 烹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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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硅谷華藝表演藝術中心2019 演出
話劇《愛在硅谷》演員表
Hua Yi Performing Group
2019 Drama “Seeking Love in Silicon Valley”
Cast List
蘇
菊：
郭麗瑋 Livia Guo
王
夏：
廖智超 Peter Liao / 熊松 Alex Xiong
利
飛：
王獻藝 Sunny Wang
蘇
玫：
劉小寒 Xiaohan Liu / 馮舒洋Ariel Feng
洪
歌：
張立明 Eric Zhang / 劉文欽 Mark Liu
彤
彤：
余天添 Tiantian Yu / 龔曼曼 Manman Gong
艾
瑪：
張曉春 Joanna Zhang
老
張，
婚禮牧師，老陳： 劉興久 Xingjiu Liu
大
米：
謝天睿 Terry Xie, 小米： 王麒睿 Rainier Wang
律師,心理醫生： 溫顯 Michael Wen / 周虹 Hong Zhou
婦科醫生：
龔曼曼Manman Gong / 余天添 Tiantian Yu
大
勇：
馬元儒 Yuanru Ma
範
生：
程浩傑 Enoch Cheng / 李偉華 Leka Lee

華藝《愛在硅谷》鳴謝單位
木木基金會
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
美國藝術學院
丁丁電視
探賦讀書會
陳旭明

青山基金會
浙江大學美國教育基金會
銀河少兒劇團
神彩藝術團
谷雨書苑
陳小眉

Proudly sponsored and presented by BPC Charity 由榕泉基金会
（BPC)赞助和荣誉呈献
華藝表演藝術中心感謝BPC慈善對《愛在硅谷》演出的支持和幫助。

Great thanks to BPC charity for big support to Hua
Yi’s drama “Seeking Love In Silic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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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硅谷華藝表演藝術中心2019 演 出
話劇《愛在硅谷》工作人員名單
編

劇： 燕子/立夫

小說原創：陳謙

總策劃/總製作：陳建萍

導

製

藝術總監：艾毓齡

作： 張晓春

演：蘆小燕

表演導師：王 渌

藝術指導：劉鎵瑋

舞台總監： 秦灼，劉鎵瑋，馬元儒

動作指導：劉興久

燈

音

光： 王革新

效：袁彼得

原創主题曲：温顯

音樂制作：Steve Mansour

主题曲原唱：梁潔

编

舞

美： 戴晨星

舞台制作：李偉華，马元儒

道

具： 陳瑞蘭

服

装：康铌		

化

妆： 康铌，王渌，王洛娜, 張守芳

视

频：郭昕宇，特效：程浩杰

舞：劉興久，楊洋

英語字幕翻譯：鄧海雍，葛曉芙，李雨涓，林晨，歐陽茹莎，蘇泉，余雪
字幕放映：李梦琪，赵可鉴, 盧思颖

油

宣传公关：張晓春，余雪

财务管理：葛晓芙，徐微			

排版设计：楊瑞明

海报设计: 王小花

网络设计： 王建平

剧

录

传媒票务：歐淑華，余雪

像： 美國NGM

画：王婧瑶

照：雅尼，秦健植

前台主任：余雪，歐淑華，李祖昌，安益清
後台主任：歐陽茹莎，陳瑞蘭，張琳珠，
宣傳視頻：泰哥製作工作室
協 辦 方: 赤兔華盟

非常感謝所有參加演出和前後台工作的義工
朋友們的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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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 Yi Performing Group
2019 Drama “Seeking Love in Silicon Valley”
Staff & Crew List
Playwright: Yanzi/LiFu
Executive Producer: Sue Chen
Producer: Joanna Zhang
Acting Coach: Lucy Wang

Original Fiction Author: Kristen Chen
Director: Xiaoyan Lu			
Artistic Director: Yuling Ai			
Artistic Instructor: Jiawei Liu

Stage Manager: Zhuo Qin, Jiawei Liu, Yuanru Ma
Movement Advisor: Xingjiu Liu
Lighting:
Gexin Wang
Sound Effect: Peter Yuan
Original Song Composer: Michael Wen Music producer: Steve Mansour
Theme Song singer: Annie Liang
Choreography: Xingjiu Liu, Yang Yang
Stage Prop: Chansing
DaiStage Set: Leka Lee, Yuanru Ma
Prop: Rachel Cheng
Costume: Connie Xu
Make up: Connie Xu, Lucy Wang, Luona Wang, Coco Zhang
Special Effect: Enoch Cheng
Video/Projection: Kenji Guo
English Subtitle: Haiyong Deng, Grace Li, Lareina Li, Chen Lin, Rusha Ouyang,
Sunny Su, Sharon Yu
Subtitle Screening: Amy Li, Mark Zhao, Crystal lu Oil Painting: Jane Wang
Marketing/Public Relation: Joanna Zhang, Sharon Yu
Accountants: Grace Li, Annie Xu
Poster/Flyer: Xiaohua Wang
Program Book Design: Lydia Yeung
Web Design: Jianping Wang
Photography: Yani Liu, Jason Qin
Videography: N Global Media
Tickets: Shuhua Ou, Sharon Yu
Front Desk Supervisor: Sharon Yu, Shuhua Ou, Salina An,Tsuchang Lee
Promotion Video: Cheerlie’s productions Co-organizer: USChitu

Many thanks to all voluntee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ject with great effort and 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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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硅谷》演員介紹
Cast Introduction
郭麗瑋

Livia Guo 飾蘇菊_
舊金山藝術大學電影學院碩士
研究生
“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____蘇菊”

廖智超 Peter Liao 飾王夏 是來自谷歌的一名軟件

工程師。我從小熱愛舞台劇，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表演發
燒友。此次有幸出演《愛在硅谷》，希望大家能喜歡我們的話劇。

熊松 Alex Xiong 飾王夏

大家好，我叫熊松，在谷歌擔任軟件工程師，平時
熱愛唱歌跳舞演戲。這次在《愛在硅谷》中飾演畫
家王夏，希望大家喜歡。Hi everyone. My name is
Song Xiong,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at Google, and
I enjoy singing, dancing and acting in my spare time. I
plays a role as artist Wang Xia in "Ai Zai Gui Gu". Hope
you will like it.

王獻藝 Sunny Wang

飾利飛
大家好，我叫Sunny，是一名
灣區物業經紀人。Hi, My name
is Sunny, a real estate agent in
Bay Area.

刘小寒 Xiaohan Liu

飾苏玫
我是小寒，硅谷的一名軟件工
程師，同時很熱愛藝術表演，在劇中飾演蘇玫。
I’m Xiaohan, a software engineer in Silicon Valley. I act
the role as Su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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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舒洋 Ariel Feng飾蘇玫

畢業於武漢大學，目前任職於世界知名投行。
熱愛文學，歷史和藝術。Ariel graduated from
Wuhan University. She now works at a world-known
investment bank. She love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rt.

張立明 Eric Zhang 飾洪歌

久違了，劇場！久違了，舞
台......，這裡曾經的形形色色
的”我”,再次靠近妳，依然那
麼心潮澎湃，那麼如痴如醉的享
受，戲劇——這是我的國度。

劉文欽 Mark Liu 飾洪歌

多年後，洪哥獨坐家中。門外響
起了有節奏的敲門聲......
Be Healthy and Wealthy ! 健康發達！

余天添 Tiantian Yu 飾彤彤/婦科醫生

My name is Tiantian Yu and I am currently working
as a piano teacher around Bay Area. I have a B.A
degree, Music of Performance and a Master Degree
of Education from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龔曼曼 Mandy Gong 飾彤彤/婦科醫生

200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愛好音樂、表演、舞蹈。
2016年出演灣區銀河劇團舞台劇《三個女人一台
戲》。 2017年在美國藝術學院大型話劇《海外剩
女》中飾演“日本女人”。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7. I am
interested in music, dancing and performing.2017,
acting as "Japanese woman" in the drama “Where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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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春 Joanna Zhang 飾艾瑪

這次我飾演的是一位“畫廊經紀人，藝術鑑賞家，眼
睛很毒的......”
Graduated from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with MFA
Degree of Motion Pictures and Television in Directing
Major as well as MBA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Lincoln University.

劉興久 Xingjiu Liu 飾老張/婚禮牧師/老陳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中國舞
蹈家協會會員，原瀋陽歌舞團主要演員。納入了《
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及《瀋陽文化誌》。榮獲
文化部第二屆文華個人獎和國家多項大獎。

謝天睿 Terry Xie, 飾大米11歲，6年級。

兩年前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話劇，從此便愛上了舞
台。雖然用中文演繹角色對我來說有點難，但這次的
經歷讓我對海外華人文化增加了很多了解。我想這也
是我這個小ABC應該補上的一課吧！
11 years old, 6th grade. Two years ago, I was introduced
to drama; ever since I have enjoyed it very much.
Even though speaking Chinese is difficult for me, I still
push through. After all, this is what a vital step in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for all ABCs.

王麒睿 Rainier Wang 飾小米

8歲，二年級。從坐在觀眾席看哥哥的表演，到自己
走上舞台；我越來越喜歡和小朋友一起扮演不同的
角色，演繹有趣的故事。
8 years old, second Grade
My first introduction to drama was watching my
brother perform. I have always enjoyed drama,
especially acting out interesting stories with my
friend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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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顯 Michael Wen 飾律師/心理醫生。
溫顯，音樂人。原浙江大學文委藝術教研室音樂教
師。曾創作“媽媽的歌謠”，“曾經相逢”，浙江大
學校友之歌和“西湖春天”等歌曲。 高峰會議全國
征歌一等獎。現擔任本劇的音樂作曲及扮演律師及心
理醫生角色。

周虹 Hong Zhou 飾律師/
心理醫生
曾經是專職文藝工作者的我，信
奉舞台上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
色。經老師舉薦，有幸在劇中客
串出演律師角色

馬元儒 Yuanru Ma

飾

大勇_
這次我出演大勇這個角色，這
也是對我的一個挑戰，也讓我
在戲中體驗不一樣的人生。

程浩傑 Enoch Cheng 飾範生

程浩杰，聖何塞州立大學影視製作繫在讀本科生。
主演過《黑澤》，《窒》等獲獎微電影和話劇《飛
虎戀》，並參與過多個廣告、婚慶視頻的幕後製
作，負責編劇、攝影與剪輯等事宜。在本劇中飾演
范生，生活中性格文靜，平日裡喜歡讀些閒書，愛
好寫作。
主題歌原唱：梁潔 Theme song Singer: Anni
Liang
現任半島藝術學院藝術總監
一九八六年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 同年加入中央歌
舞團舞蹈隊. 一九九四年開始曾參與了飛揚藝術團
及中華演藝學院的演藝表演及教育事業. 二零零
六年為喜愛舞蹈藝術的中半島的兒童們在Foster
City創辦過舞蹈學校. 至今仍是一位熱愛藝術表演
的文藝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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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神彩藝術團”加盟助演
楊洋-IPAA 執行董事兼藝術總監

1991-1997年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專攻中國古典舞表
演。
1997年由意大利著名電影導演，製片人，作家，演員和
前電影攝影師張藝謀導演，在圖蘭朵歌劇中擔任首席舞蹈
家。
1998年在朝鮮國際表演藝術節舞蹈大賽上獲得舞蹈蘭華
獎金獎。
1999年舞蹈界金獎參加荷蘭國際表演藝術節舞蹈比賽。
2000年西班牙國際舞蹈表演節比賽中的《 Fly Fly》獲得
金獎。
2018美國國際演藝藝術總監兼編舞。

劉嫣-IPAA 副總監

她出生於一個舞蹈家庭，跳
舞是她的激情。
1989年至1998年，她是西
藏軍區藝術團的首席舞者。
標誌性的表演包括《洗衣之
歌》，《貪婪的油香》，
《雪山之戀》，《和諧》，
《夏爾巴人》等。
2018年，美國國際演藝副
總監兼首席舞者

Eliza Wang
王鑫-IPAA的獨舞

IPAA的硬件工程師，已
經學習中國舞5年了，參
加了灣區的許多舞蹈活
動。

17

Samantha Wu
吳莎曼-IPAA 副總監

薩曼莎（Samantha）
從10歲開始學習舞蹈，
並畢業於國立台灣體育
大學舞蹈表演專業。她
在表演行業工作了數十
年，並教瑜伽和健身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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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硅谷︾青年演員們。

︽愛在矽谷︾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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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菊和利飛

《愛 在 硅 谷 》

劇照

蘇菊和王夏

蘇菊和利飛

蘇菊和王夏在教堂
大勇，老陳，陳太和範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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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菊和王夏
蘇菊在醫院

蘇菊和王夏在漁人碼頭

蘇菊和利飛重逢
王夏和蘇菊
蘇菊，蘇玫和洪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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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菊，彤彤，王夏和老张

蘇菊
蘇菊和利飛

《愛在硅谷》排練照
蘇玫

《愛在硅谷》啟動儀式開機大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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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基金会
木木基金会于2011年建立
基金会的活动宗旨:

让金钱成为一种动力，致力于文化, 教育, 和医疗事业。

基金会的理念: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通过各项慈善活动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人生。

教育领域捐款
主要有: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中国浙江大学
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BayEcho Association)
Saratoga High School
竺可桢基金会 (ZUEF Foundation)
海外青少年研讨基金会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
将会持续资助湾区晨露支教团赴国内贵州景东等地区的支教活动

医疗健康领域捐款
斯坦福大学的医药研究
红十字会的抗灾活动
旧金山国际儿童家庭健康组织
云南景东太忠中学的饮水工程

文化领域捐款
湾区合唱团活动
华艺剧社
舞蹈社团
社区爱之心活动
湾区大型文化活动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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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在北美的大陆高校校友会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是由一批30~40年代经过西迁的
浙江大学老学长们在纽约创立，在1976年成立的。其他著名北美校友会近十年才开始创会。浙大
创会会员现在还健在的老学长已经100多岁，依然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宗旨是促进校友之间联谊、互助、及发扬浙江大学求是精神，关心并促进浙江
大学的发展。现在北美浙大校友比较集中的39个大城市或地区已经建立了地方校友会; 大约有2~3
万浙大校友在北美工作、创业、和继续读研深造，大部分校友在金融，数字，医药等发明专利和
行业专业优势明显。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每年在北美不同城市召开年会，目前巳经召开了43届年会，是年会历史最悠
久的北美校友年会。关于北美浙大校友会的详细介绍请浏览 www.zjuaa.org。

浙江大學前身求是書院成立於1897年，為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新式高等學府之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在北美的大陆高校校友会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是由一批30~40年代经过西迁的
浙江大学老学长们在纽约创立，在1976年成立的。其他著名北美校友会近十年才开始创会。浙大
一。1952年，在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時，曾被分為多所單科性學校，部分系科併入兄弟高
创会会员现在还健在的老学长已经100多岁，依然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校。1998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合併組
建新的浙江大學。學校位於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的風景遊覽勝地―浙江省杭州
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宗旨是促进校友之间联谊、互助、及发扬浙江大学求是精神，关心并促进浙江
市。其北依蘇滬，東接甬港，南聯閩粵，是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重要城市。
大学的发展。现在北美浙大校友比较集中的39个大城市或地区已经建立了地方校友会; 大约有2~3
万浙大校友在北美工作、创业、和继续读研深造，大部分校友在金融，数字，医药等发明专利和
學校設紫金港、玉泉、西溪、華家池、之江等五個校區，分佈於杭州市區不同方位。校
行业专业优势明显。
園依山傍水，環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與西湖美景交相輝映，相得
益彰，是讀書治學的理想園地。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每年在北美不同城市召开年会，目前巳经召开了43届年会，是年会历史最悠
北美浙大校友會的微信公眾號是
zjuaa1976，歡迎訂閱。
久的北美校友年会。关于北美浙大校友会的详细介绍请浏览
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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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zuef-usa.org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原北美竺可桢教育基金会），于 1995 年在加州注册为非营利性公益机构
（501（c）3，具有税务豁免功能）。基金会由浙江大学北美校友组成的理事会管理。现有理事 15
人。基金会的理事们分布美国各州，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为促进浙大的发展，为支持和
扩展美国院校与浙江大学之间在教育、研究、学术、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做着不懈的努力。

基金会宗旨：
 汇集八方涓流 襄助教育伟业
 为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提供支持
 寻求各种方式、促进多学科的研究，充实浙江大学的教育和科研
基金会主要专项基金：
 浙江大学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基金 （自 1997 年起，已举办讲座超过 50 次。）
 浙江大学 - 斯坦福大学公共健康研究项目基金
 教育学院基金
 浙江大学北美校友西迁基金
 姚文琴教育社科和人文讲座基金
 林家俊陈建萍人文教育基金
 医学院杏林奖学金
 计算机学院 ACM 计算机大赛基金
 晶钻实习奖学金
 多项校友命名的优秀学生、贫困学生奖、助奖学金 等

基金会主要联系人：
President of the Foundation: 杨芳莘（catherine.yang@cnsu.edu）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王晓丹（angemory@yahoo.com）
Fund-Raising Committee Chair: 倪继红（joanni@suzhouchem.com ） Office
Manager: 沈澜 （lshen1107@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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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第三屆神彩國際藝術節

October 17th, Saturday, 7pm,
October 18th, Sunday, 2pm
2020
California Theater, San Jose

A Production of 神彩藝術團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of America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ww.IPAA.live or
www.IntPerformingArts.org
Contact: info@IPA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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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guang Child Care美光藝術育兒院

銀 河 少兒劇團

銀河少兒劇團是舊金山灣區兒童戲
劇、青少年影視教學和實踐的教學表
演基地。專業教師團隊來自中央戲劇
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
學、電影學院、州立大學、舊金山藝
術學院等高校。學校以為在美國長大
的中國兒童提供一個學習表演和展示
藝術才華的平台為宗旨，啟發孩子們藝術潛能，增強自信心，讓孩子們在不同角色的扮
演中體會表演帶給他們的樂趣，提高社交和承受壓力的能力。
銀河十二年的戲劇短劇作品大部分都是根據華人孩子學習中華文化多元化原創作品，曾
獲得戛納電影節作品提名、舊金山國際電影節第三屆第四屆導演獎、第四屆美術獎及表
演獎（銀河劇團高中生）、灣區戲劇小品比賽一等獎、二等獎、原創作品獎等各大國際
電影節和舊金山灣區比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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