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级演出阵容携大型歌舞剧《传奇》将献演堪城！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派出的、我们堪城中美联合会 KCCAA 承办的 2017 

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中央民族歌舞团大型歌舞剧《传奇》50 人大阵容将

于 2017 年 2 月 3 日周五晚 7 点在堪城音乐厅隆重上演！著名歌唱家王宏伟、

吕薇、张其萍、张平、扎西顿珠等将在《四海同春》倾情演唱，给堪萨斯和密

苏里的华人华侨和主流社会人士带来一场新春的艺术盛宴。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于 2009 年春节期间正式启动，7 年间累计向海外

一百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派出了超过 50 个文艺团组，观众超过 412 万人次，

被侨胞誉为“海外春晚”。这一次我们终于在堪城迎来了祖国最高级别的专业

演出团队的精彩节目。 

 



 

 



歌舞剧《传奇》以一名现代都市青年背包游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为线索，呈

现出十余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典型歌舞形态，其中不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西南边陲的锦绣梯田，到东北山区豪放的狩猎场景；从辽阔北疆的青青牧场，

到雪域高原的滚滚白云……舞台上的大屏幕亦把祖国山河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带

到观众眼前。 

 



 

 

在舞台上，除了能看到我们熟悉的苗族、藏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舞蹈外，更

能看到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彝族的花腰酒歌、回族的花儿等多民族的特色歌舞。

据介绍，《传奇》剧是中央民族歌舞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创新性作品，淳朴的

少数民族音乐与现代时尚音乐元素相融合，全新的舞蹈语汇、音乐制作和舞美

变幻，勾勒出中国各个民族的独特风情。 

 



 

 



 



 

 

The “Cultures of China, Festival of Spring” global tour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2009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During the seven year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as well as locals 

and has reached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over 4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Now, Kansas City has the chance to welcome China’

s acclaimed artists to perform "Legend", a story about modern urban 

youth backpacking through China and experiencing the beautiful sights 

and sounds of China’s minority areas. 

 



This is a very rare opportunity for local Kansas Citians to enjoy a visual 

and auditory feast during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ome experience 

this memorable cultural event in celebration of Chinese New Year -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organized and support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CAO)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P.R. China, the China 

Oversea Exchanges Association (COEA), and Kansas City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KCCAA). The single showing will be on February 

3rd, 2017 at Kansas City Music Hall showcasing the finest of traditional 

and ethnic minority dance performance, folk song singing by China’s 

top national performers. 

演出团队 

中央民族歌舞团 

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于 1952 年，以继承、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宗旨，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

少数民族文艺表演团体。 中央民族歌舞团培养和造就了众多中国著名的艺术家，多年来创作了大批优

秀作品，很多作品至今仍被广为传唱和使用，已成为经久不衰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精典之作。 

 

王宏伟 

倾情加盟的西部歌王王宏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曾在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

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获得专业组民族唱法金奖及“观众最喜爱的歌手”奖，“中国唱片金碟奖”最佳男民

歌歌手奖，“第四届中国唱片金唱片奖”民歌类专辑奖及民歌类男演员奖，“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评委会特别奖，第六届、第十一届“CCTV—MTV 音乐盛典”内地最佳民歌男歌手奖。王宏伟先后出版

过的专辑《黄河遥遥》《西部放歌》《西部情歌》《儿行千里》《用我的心握你的手》《黑眼睛》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心中的草原》等。主演多部歌剧并在北京、宁波、广州、深圳、菲律宾、新

加坡、维也纳等国内外多个城市成功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 





 

吕薇 

青年歌唱家吕薇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

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14 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15 年央视春晚，演唱歌曲《把心交

给你》；2016 年央视春晚，演唱新春第一曲《相逢春天》！吕薇曾多次赴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德国、意大利等 30 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吕薇获奖无数：两次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国公众最满意艺

人奖”“第十八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金号奖”“华鼎奖最受观众喜爱女歌唱演员

奖”“韩国最高人气外国人歌手大奖”等。出版专辑：《太阳很好月亮很好》《中国红》《中国当代青年

歌唱家系列--吕薇》《但愿人长久》《江南故事》《真爱》《东方红又红》等。 



 

 

 

 



张其萍 

张其萍，国家一级演员， 曾荣获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金号奖”，国家文化部第三届新人新作（声乐）

大赛“荣誉奖”，首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声乐比赛专业组一等奖，首届长三角（江浙沪闽）青年歌手

大赛民族组一等奖，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优秀演唱奖，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

手电视大赛 “优秀歌手奖”（四人组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江苏赛区第一名。

张其萍曾多次随国务院侨办艺术团、江苏文化艺术交流团赴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英国、

奥地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访问演出。 





 

扎西顿珠 

中国新生代影视歌三栖明星， “全国青联委员”，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

歌唱演员。这位年轻，阳光，帅气，勤奋的小伙子，他用独特的音色和乐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对

艺术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在音乐，影视，主持等众多领域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张平 

中央民族歌舞团回族青年歌手，出生于“中国花儿之乡”甘肃临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湟花儿”传承人，

被誉为“西北花儿王子”。曾参演舞剧《月上贺兰》，歌舞剧《传奇》《西夏之恋》等，2011 年荣获第

二届“西北花儿王”选拔赛一等奖，2013 年荣获中国（西部）民歌大赛金奖，2015 年获中央电视台“争

奇斗艳”少数民族歌王争霸赛东乡族冠军。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堪萨斯城演出 

时间：2017 年 2 月 3 日(周五) 晚 7-9pm 

地点：Kansas City Music Hall 

(301 W 13th St, Kansas City, MO 64105) 



购票工作即将展开, 请关注堪城中美联合会网站 www.kccaa.org 

同时 KCCAA 大型春节联欢晚会也在筹备中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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