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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4月 28 日陈江和夫妇与小白鹭艺术团合影

李鑫，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

演员队队长，三级演员。

2022 年 3 月 7 日，福建省文

联公布了首批 20 名“十四五”时期

“文艺英才计划”舞蹈青年人才培

养名单，李鑫在列。

时间切换到 2021 年 6 月，群

舞《春会来》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当代舞大奖，也是福建

省舞蹈作品首次获得全国性专业

舞蹈赛事的第一名。其中，男主角

是李鑫。

光环不止这些，作为小白鹭第

七代传承人，李鑫在 2017 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文艺汇演担

任舞蹈篇章领舞。

当年，年仅 12 岁的李鑫考入

厦门艺术学校学习舞蹈，只身一

人离开家乡，开始了追求舞蹈梦

想之路。李鑫说，自己舞蹈生涯真

正的起点在小白鹭艺术中心金荣

剧场。

2008 年 4月 28 日，为欢迎前

来考察的陈江和先生、黄瑞娥女

士，曾若虹特意让舞团准备了一

场文艺表演，李鑫是其中的一名

演员。李鑫说，在自己的印象中，

陈江和先生和黄瑞娥女士非常和

蔼亲切。演出结束后，上台和演员

们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并嘱托

我们“剧场竣工后，要珍惜机会，

好好利用。将来还要走出中国，走

向世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

美展现给全世界。”

李鑫很感慨自己的幸运，作为

厦门艺术学校毕业后直接被选进

舞团的演员，正好赶上小白鹭艺

术中心金荣剧场建成投用。当第

一次进入剧场参观的时候，李鑫

说，第一感觉是震撼！里面的设施

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拥有当时

厦门市唯一一座具备 24 米深度和

多种升降功能的现代化专业舞

台，多个化妆间可满足 200 多位演

员同时化妆。

“其实，就个人而言，能有今天

的成就，除了勤奋苦练和用心钻

研外，还要感谢厦门艺术学校、小

白鹭的大力培养以及陈江和先生

捐建剧场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李

鑫表示，自己接下来仍要一步一

步、踏踏实实走好未来的舞蹈艺

术之路。他坚信，只有心怀感恩，

人生之路才能走的更高更远，艺

术追求的梦想才能最终实现。

陈江和先生还是厦门市荣誉

市民，每年都要专程回家乡看看，

看看家乡还需要什么，自己还能

做点什么。他曾多次说过，“小白

鹭”不仅是厦门、福建的无形资

产，更是中国人的文化资产，一定

要让这样优秀的民族文化发扬光

大。

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没有

辜负陈江和先生的期盼。据不完

全统计，艺术中心的中国民族民

间舞节目在各级各类展演、比赛

中获奖一百多项，并先后数十次

代表中国和福建省出国艺术交

流，真正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到五湖四海。”

（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

北京冬奥会时期的奥林匹克

公园里，见证了 2008 年北京奥运

辉煌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也

披上了洁白的外衣，摇身变为“冰

立方”。这里承担北京冬奥会冰壶

比赛项目，产生了 3枚金牌。

2022年 1月 20日，同为冬奥

会举办地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

赛区，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中国侨

联举行仪式，由 53个国家和地区

近 3万侨胞共同参与、国内规模最

大、展品最多的华侨冰雪博物馆揭

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全球华人华侨

支持祖国举办奥运的又一座丰碑。

无论是“水立方”“冰立方”，

还是华侨冰雪博物馆，都与一位

华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

东南亚爱国侨领、中国侨商联合

会荣誉会长、新加坡金鹰集团主

席陈江和。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提上议事

日程后，在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

强烈要求下，北京市经过慎重考

虑，于 2002 年

7 月决定接受海外华人华侨的捐

资，建设一个标志性的奥运场

馆———“水立方”。

为了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北

京市决定由时任市侨办主任的乔

卫率团到华侨比较集中的东南亚

宣介，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一站

就选择了新加坡。

陈江和向乔卫建议，千万不

要设立捐款的门槛。爱国不论年

龄、职业，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是

华人，捐多少都行，一定要通过奥

运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

2003 年，国

内尚在欢度元宵

佳节之际，乔卫再

次来到新加坡。

这一次，乔卫带来

了募捐方案，陈江

和当场就认捐了 500万

美元。陈江和说，捐款这件事

上他动员了很多企业界的华人朋

友和社会名人，他自己不能落在大

家后面。他就此成为了海外华人华

侨捐赠奥运场馆“水立方”第一人。

这场历时 7 年的募捐，共筹

得了来自 107 个国家和地区、35

万名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善

款近 9.4 亿元。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

会在与“水立方”毗邻的国家体育

场“鸟巢”盛大开幕。陈江和携 30

余名亲属及海内外友人亲身与

会。第二天 8月 9 日，北京市委、

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

式，表彰为建设国家游泳中心作

出重要贡献的海外同胞，陈江和

等 19 位人士获颁“捐资共建功勋

荣誉章”。

20 世纪 30 年代，陈江和的父

辈一代下南洋到了印尼棉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陈江

和在印尼出生。

父母的耳濡目染，让陈江和

既热爱自己的出生地，也眷恋自

己的祖籍国。至今在家中，家人们

彼此都能熟练应用印尼语、中文、

英语相互对话。在与他所领导的

金鹰集团中国籍高管开会时，陈

江和要求大家必须讲中文。

2019 年底，中国侨商联合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小礼堂召开。作为荣誉会长，陈

江和再次来到北京。会议期间，中

国侨联向与会的代表和海外华人

华侨发出捐建华侨冰雪博物馆倡

议。

万立骏主席的话音刚落，早

等不及的陈江和就站起来率先表

态：“我捐两千万”。“我也捐两千

万”“我也认捐两千万”……在座

的侨领们纷纷表态，争先恐后。

“华侨冰雪博物馆”建设的主

要资金在 15 分钟内落实，完成认

捐。人民大会堂顿时掌声雷动。

2022 年 1 月 20 日，华侨冰雪

博物馆举行落成仪式，由于疫情，

陈江和虽然未能亲自成行，但特

意委托工作人员专程祝贺。万立

骏主席向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

颁发了纪念奖牌。华侨冰雪博物

馆专门设立了金鹰厅。

陈江和说：“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启了中华

民族新的百年征程，迈向第二个

百年目标。”

（中国新闻网、《海峡体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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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环岛南路，蓝天、大海、沙滩、绿地和四季花开不断的

美好景色让无数的游客陶醉。和风景融为一体的还有位于环岛

南路和龙虎山路交叉口的小白鹭艺术中心金荣剧场。就在这座

剧场里，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和

厦门市民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厦门艺术学校一

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从这个舞台“展翅飞翔”；同时，也见证了厦门

市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发展历程。其实，这座剧场背后，还

有一位爱国侨胞心系祖国、造福桑梓的感人故事。

曾若虹的“难题”解决了

曾若虹，原厦门艺术学校

校长兼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

的首任团长，曾带领厦门艺术

学校与“小白鹭”从最初的困

难重重、濒临关门，以“校团结

合”的创新体制，在厦门创立

中 国 第 一 家 专 业 民 间 舞

团———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

闯出了一条生存发展之路。

曾若虹虽已退休多年，作

为当年剧场捐建和建设过程

的见证人，谈起数次接待陈江

和先生和黄瑞娥女士，他仍有

太多的感激之情。

厦门艺术学校创立之初校

产仅有 5万元、小白鹭民间舞

团建团经费也只有 1.5 万元，起

步异常艰难。最初依靠租来的

两层旧楼房供舞团练功排练和

职工住宿，没有自己固定的演

出场地。每当舞团创作出新作

品，曾若虹还要想方设法，托人

走关系去市区租赁剧场演出。

经常因剧场费用太高、演出冲

突等影响舞团计划好的档期。

每每回忆至此，曾若虹内心

久久难以平静。演出场地的缺

乏，已成为严重制约舞团发展

的瓶颈。剧场是“小白鹭”的窗

口，为了舞团的生存发展，也为

了厦门艺术学校的学生们能有

一处实习演出剧场，曾若虹曾多

次向市里和相关部门呼吁求助，

但财政资金紧张，最终没有实现。

2004 年，曾若虹看到了希

望。

2004 年年初，陈江和先生

向来访的家乡客人表达了在

厦门市捐建文化艺术场馆的

意向。得到消息的曾若虹，在

陈江和先生来厦门考察的时

候，想方设法见到了陈江和先

生，陈述了舞团缺乏训练和表

演场地的实际困难。让他惊喜

的是，陈江和先生当即表示

“要建就建国际水准的现代化

剧场”，并承诺捐资 3000 万

元，全面支持舞团和艺校发

展。后来曾若虹才得知，陈江

和先生曾观赏过小白鹭民间

舞团的表演，对孩子们的艺术

水准大加赞赏，更为艰苦条件

下孩子们能在各类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而感动！

在随后的选址中，曾若虹

全程陪同。再次让他感慨的是

陈江和先生的高瞻远瞩。剧场

最初选址为厦门艺校内的预

留用地，陈江和先生查看后没

有说话，拉着曾若虹一起跑起

了选址，最终选择了环岛南路

北侧的荒地。事后，陈江和先

生告诉曾若虹，“刚才我看厦

门艺校的预留用地太小，地理

位置也不理想；厦门市领导这

么重视，我建议要到环岛路选

址，要建就要建厦门的标志性

建筑！”正是这块临海的 18 亩

荒地，建起了对公众开放、与

海滨景观融为一体的小白鹭

艺术中心金荣剧场。

曾若虹一直惦念于心的是，希

望陈江和先生有空的时候能常

来厦门市，再来看一看在他大

力支持下已经飞向世界的“小

白鹭”。曾若虹说他还要接待陈

江和先生和夫人黄瑞娥女士。

李鑫的新舞台

厦门小白鹭艺术中心 金荣剧场

陈江和夫妇莅临小白鹭艺术中心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