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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起立，舉起手畫圈，然後搖擺你的骨盆，張開嘴
拉長音說： 「啦──」，音樂指揮Kathryn Nicholson
表示，要讓一大群人一起唱歌可不是易事，事前練習
最重要！

只見她揮手讓參加民眾起立，一群人搖擺着準備開
嗓。在幾次肢體暖身運動後，Kathryn 先讓大家跟着

唱 幾 首 短 歌 ， 之 後 就 開 始 進 行 主 題 曲 《Cherry
Blossoms For You and Me》大合唱，只見大家聚精會
神地隨着歌本吟唱，但第一次練習默契不足，讓所有
人笑成一團。

後來的練習漸入佳境，Kathryn 還讓溫哥華兒童合
唱團的小朋友跳起舞來為大家伴舞，只見天真爛漫的
孩子們扭腰擺臀、跳上跳下地隨着音樂擺動，讓場面
好不熱鬧！

唱完了主題曲，接下來唱日本民謠《Sakura》（櫻
花），為了讓大家體現歌詞意境，現場還臨時找了位
日籍女士為大家翻譯日文詞句。

唱完了日本民謠，接着唱形容漫步櫻花樹下的詩歌
《Now I walk in Beauty》以及節奏歡快、讚頌櫻花之
美的《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只見大家愈唱
愈高昂，默契也更佳！

「今年的大合唱真令人感到振奮，很難得看到一大
群人為櫻花齊聚一堂的景象。」櫻花節志工 Keni Ng
表示，這個節日不但給了大家相聚的機會，也是一個
讚頌春天到來、萬物復甦最棒慶祝活動。

櫻花熱情十二年

今年櫻花節邁入第十二個年頭，創辦人 Linda 表示
，最感謝全民每年的參與和對櫻花的熱愛，她從日本
詩人會在櫻花下吟唱詩歌獲得靈感，因而成就了今年

四百人大合唱活動 「Vancouver Sings One Song」，在
歌聲中開啟了櫻花節的序章。

「櫻花樹是有生命的，對着櫻花樹歌唱，讚頌花朵
的美麗，，是多麼浪漫而且詩意的一件事！」

她指出，本次歌唱活動主題曲《Cherry Blossoms
For You and Me》 靈 感 來 自 於 溫 哥 華 居 民 Oz
Hershfield為櫻花節寫的詩句：

「Blossoms bursting
Each tree is a choir
Singing to the sun」
這次合唱活動是由本地合唱團 「Sound Eclectic」、

溫哥華兒童合唱團，加上參與活動民眾所組成，Linda
為此定製了400件櫻粉色T恤供參加民眾穿，讓合唱
畫面看起宛如櫻海一片。

除了四百人合唱開場，今年節日精彩活動有動有靜
，不論是以往廣受歡迎的櫻花日日本文化節（Sakura
Days Japan Fair） 、 櫻 花 夜 慈 善 晚 會 （Sakura night
Gala foundraiser） 、 春 季 櫻 花 燈 展 （Spring lights
Illumination）、城市漫遊櫻花樹下騎單車（Bike the
Blossoms city bike tour）都有，個別城市舉辦的一系列
櫻花樹下談心散步（Tree Talks & Walks）或在樹下彩
繪櫻樹倩影（Plein-Air Blossom Painting Classes）等都
有得玩，加上整個城市四萬多棵櫻樹綻放，為大家提
供不一樣的 「櫻花」體驗！

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D1廣告：工商、專業

愛情上平
淡如飴，單
身者有機會
獲得異性的
垂青，並有
機會長期發
展。今天顯

得很輕鬆，很多事做起來都較
順手，原有的壓力一下子就不
見蹤影。偏財運佳，買樂透會
有所收穫。不宜過多約會，容
易因小事鬧得不歡而散。不如
在家中看電視、看書。

愛情際遇
不錯，參加
朋友的聚會
，極易遇到
與你合拍的
異性。今天
很適合購物

，能買到一些物美價廉的東西
哦。學生族今天的思維顯得特
別的活躍，有助於快點完成作
業。愛情運很不錯，單身者懷
着愉快的心情去接近身邊的異
性，可提高戀愛的成功率。

狂熱的愛
情，喜悅幸
福無法掩飾
，但是不能
鬼迷心竅哦
。財運較好
，偏財豐厚

，因此更要避免貪慾的膨脹，
否則有散財的危險。家庭關係
不太和睦，逃避不是解決的辦
法，溝通才會讓關係融洽。有
伴侶的人，和另一半互動熱情
；單身者也過得很自在。

為情事所
困，不妨到
運動場上給
身體加油吧
。今天用心
做好每一件
事，讓自己

處在忙碌之中，煩心的事就能
暫時忘卻。閒暇之餘多出去走
走，呼吸新鮮空氣比悶在家裏
有意義得多。已婚者與另一半
偶爾有磨擦，只是一些小事，
不必太過計較。

已婚者今
天容易遇上
感情的困擾
，但強烈的
家庭責任感
會讓你很快
擺脫煩惱。

生意人今天容易拿到大訂單，
一定要注意按時發貨，免得發
生不愉快，而錯過以後長期合
作的機會。單身者可望收到異
性的邀請，出席大型的聯誼晚
會。

愛情運偏
好，可以約
心儀的對象
吃飯，你們
的戀情有機
會得以發展
。投資很有

謀略，能把資金放在合適的位
置，將產生不錯的收益。指出
別人不對之處，若不注意方式
，易發生衝突。單身者偶爾會
感到寂寞，但應用更有意義的
事情來充實自己。

今天與朋
友在一起的
時間較多，
會聽到一些
議論，若一
時衝動會釀
成惡果。在

與另一半相處時，以對方的話
為標準，可避免爭吵。多行善
，會有意外財。一個人若有所
思的樣子也很有吸引力，但態
度過於冷淡，會讓追求者望之
卻步喔。

財運暢通
，有機會收
到親友的饋
贈，讓你既
興奮又感激
。有機會參
加派對，單

身者需主動接近目標，優雅的
舉止是你的魅力所在，但還是
需要積極行動。已婚者為另一
半忙前忙後，但內心卻沒有一
點抱怨的情緒，反而覺得有種
幸福感。

感情上應
注意兌現承
諾和情感穩
定，別讓疏
忽冷落、缺
乏溝通而扼
殺原有的默

契。早上做瑜伽，能穩定你全
天的情緒，並創造持續整天的
平靜和滿足。財運不錯，投資
理財時稍微放開、大膽點，比
較有大的收益。感情運不錯，
多能心想事成。

雙人情誼
持續升溫，
所有事情都
能達成一致
，而單身者
會遇到對眼
的異性，愛

情之路一路暢通。欲與人合作
者，今日簽約會異常順利，應
善待機會。身體健康方面是今
天的弱處，待在家休息。已婚
者給感情生活來點浪漫吧，感
情容易升溫。

親和力突
顯的一天，
言語溫和，
善解人意，
主動為身邊
的人付出，
你也因此收

穫到了快樂。異性緣佳，單身
者應坦誠相待而獲得真情。財
運平順，購物有機會獲得贈品
或優惠券。你積極熱情的表現
，吸引了眾多異性目光，不久
將會出現一段美好的戀情喔！

不太熟的
人主動向你
示好，讓你
有點意外。
已婚者也能
靜下心來與
另一半促膝

談心，對家庭的未來充滿信心
，共同描繪生活的藍圖。找一
些有關的證券信息看看，為下
一輪的投資做好準備。對周遭
的異性容易產生好奇心，有擦
出火花的機緣。

活動

櫻花日日本文化節

（Sakura Days Japan Fair）

大野餐會（The big Picnic）

春季櫻花燈展（Spring lights

Illumination）

櫻花夜慈善晚會（Sakura night

Gala fundraiser）

城市漫遊櫻花樹下騎單車

（Bike the Blossoms city

bike tour）

更多活動及詳情請瀏覽：vcbf.ca/，賞櫻花地圖請查詢：maps.vcbf.ca/map/

時間
4月14日
11am-7pm
4月15日
11am-5pm

4月14日
正午至3pm

4月14日
8pm-10pm

4月22日
6:30-9:30pm

4月28日
11am-1pm

地點

5251 Oak St
（VanDusen Garden）

Queen Elizabeth Park
（33街和Cambie街交界）

Queen Elizabeth Park
（33街和Cambie街交界）

610 Pipeline Rd,Vancouver
（Stanley Park Pavilio）

3300 Victoria Drive
（John Hendry Park南側）

門票

19-64 歲成人票$12、65 歲及
以上耆老和 13-18 歲青少年
$9.50、4-12歲兒童$4.25

免費（停車位置有限制，請
上官網瀏覽細節）

免費（停車位置有限制，請
上官網瀏覽細節）

$162
（$100捐贈稅收據）

免費（需自備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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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下午六點半，溫哥華的周二下午六點半，溫哥華的
天空飄着厚厚的灰雲，伴隨着天空飄着厚厚的灰雲，伴隨着
冷風，彷彿隨時就要飄起了小冷風，彷彿隨時就要飄起了小
雨，但這些都阻止不了接二連雨，但這些都阻止不了接二連
三走進市中心主教座堂三走進市中心主教座堂ChristChrist
Church CathedralChurch Cathedral的人群。的人群。
近四百名民眾在教堂裏齊聚近四百名民眾在教堂裏齊聚

一堂，身穿統一的粉色衣，手一堂，身穿統一的粉色衣，手
上拿着小本子閱讀；別誤會，上拿着小本子閱讀；別誤會，
來教堂可不是來禱告。來教堂可不是來禱告。

「「我們以詩歌讚頌櫻花！我們以詩歌讚頌櫻花！」」
溫 哥 華 櫻 花 節 （溫 哥 華 櫻 花 節 （VancouverVancouver
Cherry Blossom FestivalCherry Blossom Festival）創）創
辦人辦人Linda PooleLinda Poole 笑稱，這場笑稱，這場
四百人大合唱為持續整個四月四百人大合唱為持續整個四月
的櫻花節拉開序幕！的櫻花節拉開序幕！

文文//攝影：葉曉蓉攝影：葉曉蓉
圖：受訪者提供圖：受訪者提供

▲櫻花節創辦人 Linda Poole 在
活動前請Oz Hershfield唸出他為
櫻花寫的詩句。
◀大家聚精會神讀着歌本。

▲ 音 樂 指 揮 Kathryn
Nicholson 令合唱團 「Sound
Eclectic」 就定位。
◀唱累了？溫哥華兒童合唱
團的可愛小朋友幫你伴舞。

市中心主教座堂市中心主教座堂 ChristChrist
Church CathedralChurch Cathedral 的 四的四
百人大合唱，一片粉色百人大合唱，一片粉色
衣宛如櫻花海。衣宛如櫻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