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爱城春晚】名家云集	看点多多	正⽉初⼆不⻅不散

爱城春晚组委会给⼤家拜年！
⽜年⼤吉	安康如意

2021爱城春晚即将拉开帷幕	

2021爱城春晚演	出信息
时间： 	2021年2⽉13⽇周六⼤年初⼆晚7点（阿省时间），北京时间：2⽉14⽇周⽇上午10点
地点： 	天涯海⻆，相聚云端；共贺新年，喜迎⾦⽜ 	祈福⼈间
⽹址 	： 	Zoom	ID：976	8878	5951， 	⽆密码。组委会提前15分钟开放Zoom	空间，欢迎提
前加⼊

2021爱城春晚看点多多，精彩纷呈：

看点⼀：	多位著名演员和艺术家加盟
特别是参加陕西卫视⼤型演出--《丝路嘉年华-2021丝路云春晚》，与⼗⼤知⼿同台演出，刚刚结束的著名
男⾼⾳歌唱家汪永兴⽼师，⽕线加⼊爱城春晚，送上《我爱你中国》，这是爱城春晚开幕的⼀⼤惊喜。

春 节

快 乐

公众号⽂章转PDF
wechat2pdf.com



汪⽼师是原中国歌剧舞剧剧著名男⾼⾳歌唱家，阿根廷科隆歌剧院华⼈⾸席男⾼⾳歌唱家，中央电视台:
（⼿拉⼿艺术团）特邀歌唱家，中国侨联（亲情艺术团）特邀歌唱家，也是2021陕西卫视（丝路春晚）演
出特邀的著名歌唱家。	

看点⼆：	以	《像雾像⾬⼜像⻛》、《哭砂》《慢慢地陪着你走》	等歌曲⻛靡世界华语乐坛，并曾央视春
晚的⾹港著名歌⼿	梁雁翎⽼师	、著名⼥⾼⾳歌唱家李元华⽼师，都将带来她们的经典歌曲。

看点三：	名家云集、星光熠熠、演员阵容豪华，	⽼中⻘少皆宜，	普天同庆；

看点四：	晚会倡导正⽓，积极向上，既有	爱城隔离互助和抗疫的集锦	，⼜有当地精选节⽬参演，形式多
样，既接地⽓⼜倍感亲切；

看点五：	⾦⽜祈福歌唱⼤赛成⼈组、⻘年组和⼉童组的	冠军歌⼿	，也将带来他们的	获奖作品	呈现观众；

看点六：	本次春晚集歌曲、歌舞、戏剧、朗诵、器乐、武术等	多种艺术形式呈现，	内容丰富，既是艺术
享受，⼜是激动⼈⼼、凝聚团圆的盛宴；

看点七：	加拿⼤当地企业凯克集团所属的伟博公司，将为本次晚会提供	抽奖助兴；

更多惊喜和看点，等着你来感受和发现！

《2021爱城春晚》将在⼤家的瞩⽬中，绽放独有的⻛采！欢迎你来云端相聚，欢庆新春到来！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阅读：

【2021爱城春晚】正⽉初⼆与你云端相聚，不⻅不散！	

【2021爱城春晚】云端相聚	新年钜献
【歌唱⼤赛	扫除阴霾】欢迎你报名参赛，⾦⽜祈福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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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多名艺术家出镜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的⼥⼉，舞蹈表演艺术家赵⻘⽼师，将通过屏幕，为春晚送来跨洋过海的远⽅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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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之⼥，	中国歌剧舞剧院新中国第⼀代舞蹈表演艺术家。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级演员	李元华⽼师，	将亲⾃为本次春晚表演她的经典节⽬。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	原野话剧团总顾问徐松⼦⽼师，将给我们爱城同胞带来祝福。

⾹港⼥歌⼿梁雁翎⽼师，将	为本次春晚带来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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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兴⽼师：	原中国歌剧舞剧剧著名男⾼⾳歌唱家。

知名爱城京剧演唱家严庆蘋⽼师：	严⽼师现任加拿⼤爱城京剧研习社社⻓，她将为春晚录制她的经典曲⽬。	

本次春晚的导演，由杜晓鹂⽼师担任；	杜晓鹂⽼师是	原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歌唱家。
副导演：陈新梅；策划：海伦、彩虹、王黎等。

感谢西部凌志⻋⾏对《2021爱城春晚》的独家赞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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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onton西部lexus亚洲地区销售总监Danny

2021爱城春晚，还有抽奖惊喜等着你！

感谢凯克集团提供春晚抽奖奖品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我们⼀起办春晚

2021爱城春晚协办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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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顿孔⼦学院、埃德蒙顿统促会、加中友好协会、中华会馆、中华⽂化中⼼、洪⻔⺠治党点问顿⽀
部、爱城京剧研习社、基宏武术太极学院、	阿省加中⼯商联合会	等多家社团联合协办。

洪⻔⺠治党点问顿⽀部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感谢⽀持《2020爱城春晚》的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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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持《2020爱城春晚》的伙伴们

感谢以下合作伙伴对《2020爱城春晚》的⿍⼒⽀持
《2020爱城春晚》的合作伙伴们，让你们久等了！感谢你们对《2020爱城春晚》的⿍⼒⽀持和耐⼼等
待！⾦⽜祈福，祝愿2021⽜年，你们业务稳定发展！待到疫情结束时，2022年春节，咱们在《2022爱城
春晚》剧场相聚！

冠名赞助：
加拿⼤汉嘉酒业有限公司--五粮液经销商

■	■	■	■

银赞助合作伙伴：
爱城京剧研习社、赵尉盛房产经纪、浩伦德国际移⺠公司

■	■	■	■

铜赞助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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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南餐饮公司、易学⻘少年教育、梦宅客爱城物业、孔⼦学
院、	基宏武术太极拳学院、中华育才培训中⼼、Dr.王智翔教

授、刘淑莉⾦融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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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翔教授Dr.	Zhi	Xiang	Wang	
■	■	■	■

感谢友情赞助合作伙伴：
德威保险公司、秀妍⽪肤管理、	房产经纪周浩、	世纪电⼒公司、massage	and	wellness、Tres
and	Bien	私⼈订制、Sakana	Japanese	Cuisine、君乔窗帘公司、	新景界旅游公司、Sundial

印刷公司、	Super	lee	neno	AB	ltd.,	东北烧烤，加拿⼤英⽂学院⻢瑞⽂⼯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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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lee	neno	AB	ltd（装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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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感谢以下社团的友情⽀持
红枫合唱团、潮州同乡会、爱城江浙沪华侨联谊会、爱城朋友圈、埃德蒙顿新华⼈⾳乐协会、爱城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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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学⽂学院英语和电影研究系

■	■	■	■

期待《2022年爱城春晚》咱们剧场⻅！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感谢媒体⽀持

感谢以下媒体的友情宣传和⽀持！
光华报、	埃德蒙顿乐⽣活	、爱城华⼈、	爱城朋友圈、	吃喝玩乐埃

德蒙顿、AB⽣活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我们在努⼒

2021爱城春晚的主办⽅--原野话剧团、中华育才培训中⼼，停不住
俱乐部、小百花表演艺术中⼼，感谢您的⽀持和⿎励，并期待您的光
临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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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加拿⼤原野话剧团，	是在阿省政府注册的⾮盈
利机构，	成⽴之初，由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著名
导演徐松⼦⽼师担任艺术总顾问，莎莎和孙⽼师这两位专
业演员担任艺术总监，⼀位专业台词⽼师指导打造的爱城
具有艺术性、专业性的话剧团。	旨在培养⼀批热爱话
剧，热爱语⾔艺术，乐于表演的戏剧⼈才，内容包括话
剧、小品、相声、脱口秀、朗诵、⾳乐剧等等，丰富海外
华⼈的业余⽣活，为传播中国⽂化传承中国话剧尽⼀份⼒
量。

主办⽅：中华育才培训中⼼，	是爱城最早的中⽂培训机
构，数⼗年如⼀⽇，⼀直致⼒于传承中华⽂化和中⽂教
育，也是爱城唯⼀	⼀所省教育厅承认学分的⾮盈利中⽂
培训机构。曾与停不住俱乐部联合主办曹禺⼤师的《雷
⾬》《原野》《⽇出》三⼤经典话剧在爱城卡城的演出，
开创了中国话剧走进加拿⼤西部的先河。

主办⽅：	停不住俱乐部，	以倡导⼾外运动和健康⽣活为
宗旨，以丰富⼤家业余⽣活为⼰任，以帮助新移⺠尽快适
应加拿⼤⽣活，⿎励⼤家在安居乐业的同时，过有品质的
⽣活。停不住俱乐部曾协助京剧研习社和孔⼦学院，举办
过⼤型京剧演出和多次⽂化活动，也作为主办⽅之⼀组织
了爱城⾸次话剧《雷⾬》及《原野》《⽇出》的成功演
出，也是2019年爱城春晚的主办单位之⼀。	

主办⽅：	小百花表演艺术中⼼，	由原中国国家歌剧舞剧
院著名⼥⾼⾳歌唱家杜晓鹂⼥⼠创办并亲⾃执教，致⼒于
⻘少年声乐和歌舞等爱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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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家的关注和⽀持并参与！诚邀您共赴春晚盛宴！

海内存知⼰	云端送祝福

2021爱城春晚，精彩的
春节盛宴，期待你我相聚

云端！

2021爱城春晚⽹上演出信息
时间：	 2021年2⽉13⽇周六晚7点（family	 day⻓周末假期）
地点：	天涯海⻆，相聚云端；共贺新年，喜迎⾦⽜祈福转运
⽹址：	Zoom	ID：976	8878	5951	,⽆密码
免费参加，欢迎您共赴《2021爱城春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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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赛	扫除阴霾】欢迎你报名参赛，⾦⽜祈福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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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今宵】2019爱城春晚系列报道5：岁⽉静好
						
						

					
				

					
						【上篇】《⽇出》终耀爱城	《原野》⽣根开花——10.5曹禺三部曲最后⼀部《⽇出》爱城上演纪实
					
					

				

					
						【下篇】《⽇出》终耀爱城	《原野》⽣根开花——10.5曹禺三部曲最后⼀部《⽇出》爱城上演纪实
					
					

				

					
						
							今夜⽆眠-5.18爱城经典话剧《原野》演出图⽂纪实
						
					
				

					
						回⾸去年⾦秋爱城⾸次上演话剧《雷⾬》时
					
				

					
						
							写在爱城⾸演《雷⾬》话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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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E4MDU2Mg==&mid=2702612884&idx=2&sn=a11aa816bc5e194f60dc58c18e13d880&chksm=cda10629fad68f3f5ad8bacc39b03fe491727535c6784456a25e63382c6124589de94482788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E4MDU2Mg==&mid=2702611127&idx=1&sn=5d65523629fb0351ae1e4220f868a59b&chksm=cda10d0afad6841c3134c5336ef8c3067c4387f768247f58395b1e992cc2e3de63e7fc0cd9f0&scene=21#wechat_redirect


停不住⽹站QR	CODE

免费申请会员ID：
为了积聚更多的⼒量，也为了组织活动的便利，欢迎点击下述链接免费申请您在停不住俱乐部唯⼀的
⾝份代码。
⻢上⾏动，注册您在“滑雪停不住”群的专属ID！

与公众号联系或投稿：
请在⽂章后⾯留⾔，	或发邮件⾄：ACOAC.gzh@gmail.com。
停不住⽹站acoac.ca现已正式运⾏，所有活动信息将在⽹站刊登，并且接受⽹站报名，欢迎点击查
看，期待您的宝贵意⻅。

						
							微信号：停不住俱乐部	/

							
								cantstopskiing

							
						

					

品质打印，快递到家
微信公众号：唯打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E4MDU2Mg==&mid=2702607252&idx=2&sn=04f8e43f7d17866ee303d5b1e2ae7541&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