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音 乐 

 

 
可  爱的音   乐         在                                                                                                                        

当  我  痛   苦         时 

 
多    少 忧  郁的 时   候,              你  安慰 了     我    生  命    的  

把    那 琴  弦   拨   动,              发  出   了     一    阵  甜    蜜 

 
痛         苦,                            使   我      的  心  中       充 

轻柔  和   声,               使   我      幸  福  好

        
满      了  幸     福 和    欢    乐,        把      我      带   进    美 

象      在  天     堂       之    中,        可      爱      的   音乐  我 

 
好    的 世     界  中,       带  进美 好      的世     界 中! 

衷    心 感     谢  你,       可  爱的 音      乐我   感谢 你! 



  

献词  


 
 
 
 

  
神奇美妙的音乐使我有机会不《百合女声》的团员们在追寻歌唱艺术的道路上，共同

渡过了一个令人难忘，但却又使人回味无穷的十年。。。。！ 

十年来，团员们对歌唱的进取心和对音乐的丌断的追求之心，深深的感动着我。多少

“喜，怒，哀，乐”，给我的音乐生活增添了许多灿烂的色彩。。。！ 

《百合女声》成立的宗旨是要能够学习演唱丰富多彩的世界民歌名曲。十年来她们遵

循这个宗旨，学习了十几种丌同语言的歌曲，如：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

班牙语，英语，日语，韩语，印尼语，马来语以及华语歌曲。在她们勤奋丌断的努力

下，终於可以在今天的十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上奉献给各位观众朋友了。 

今晚的音乐会凝聚了全体《百合》团员们十年来丌断进取的心血和对音乐的坦诚之

心。谢谢你们十年来对音乐的奉献！ 

借此也谢谢我们年青的钢琴家李彬先生和我们尊敬的老一辈钢琴家巫漪丽老师对《百

合》的支持和帮助！ 

我衷心祝愿今晚的音乐会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同样为十年来一直支持《百合》的朋友们献上我对你们的最诚挚的感谢！也谢谢今

晚在座的各位嘉宾和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光临和支持！希望音乐会能给你们带来一个美好的音乐之夜！ 

 

指挥兼艺术总监 

于吉星 



 

《百合》十年 

一群来自各方的朊友，有缘相聚，由于志趣相投，为了共同的嗜好，追求共同的理想，于 2002 年 11 月

正式成立《百合女声》合唱团。这十年来，在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于吉星老师的辛勤教导之下，我们逐步

学习了对音乐的鉴赏、歌唱的技巧、合唱的互动、歌曲的演绎等；学习的歌曲也不局限于中文戒英文歌

曲，其他语文歌曲，也都略有涉及，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学习把它从演唱中表达出来。十年来的

努力，虽然起步稍晚，不敢期望丰硕的成果，但每周一次的练习也着实加强了我们对音乐的认识、歌曲

的掌握、与表演的技巧，而尤其可贵的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凝结了互助互爱的情谊。 

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这场音乐会特以‘致音乐’为主题，表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及与音乐深厚的情缘。

演唱歌曲包括十种语文，这是我们的初步尝试，希望朊友们会喜欢，给予支持和鼓劫！ 

 
 

 

 

 
 

女高音 Soprano： 

王平 Wang Ping，王玉霜 Wong Yik Suan，王秀莲 Ong Siew Lean，冯移坪 Feng Yiping 

司徒桂莲 Sitoh Kui Lin，苏娟娥 Soh Kwan Moh，陈季凤 Tan Kwee Hong，林 婉 Lim Wan 

郑巧莺 Teh Kah Eng，徐人薇 Chee Jin Mieh，辜昭然 Koh Chiow Jiang，蔡玉美 Chua Geok Bee 

女中音 Mezzo-Soprano : 

王秀妮 Wong Siew Nee，吴理英 Goh Lee Eng ，李秀君 Lee Siew Khoon，李美玲 Dora Lee， 

陆明星 Lu Mingxing，陆碧坚 Veronica Lohardjo，黄宝钻 Wee Poh Suan  

曾梅蓉 Tseng May Yung，楊宜瑾 Yeo Gee Kin 

女低音 Alto: 

刘海燕 Law Hai Yang，陈美玉 Chan Mei Yoke ，周玉芬 Chew Jee Poon， 

林佩影 Lim Pei Yin，林爱玉 Lim Oi Yuke，戴雅竞 Tai Ah King 



《百合女声》音乐活动： 

日期 活动 

 
周年演唱会 @维多利亚剧院 

 

 
第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中国无锡 

 

 
交流演出  

@中国大连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厅 

 

 
《百合》汇报 @蒙巴登民众俱乐部礼堂 

07-04-2002 参与艺星艺术研究会合唱团周年演唱会演出 

09-05-2003  《百合》汇报 

05-10-2003 参与艺星艺术研究会合唱团二周年演唱会演出 

23-11-2003 《百合女声》周年演唱会   

24-12-2003 报佳音演唱 

08-07-2004 《百合之夜》演唱会   

27-07-2004 

至 01-08-2004 

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中国无锡) 

荣获：成年组优秀表演奖，中国作品演唱奖， 

          优秀伴奏奖（巫漪丽老师） 

25-05-2005 《百合》汇报 

31-12-2005 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艺星艺术研究会联合主办 

《迎接新年歌唱晚会》  

20010-08-

2006 

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艺星艺术研究会联合主办 

《男高音歌唱家于吉星中国声乐作品独唱会》 

12-07-2007 

至 16-07-2007 

参加《A Voyage of Songs》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泰国芭提雅) ; 荣获：B 组与 F 组银牌奖 

29-09-2007 参与《二零零七年合唱系列》演唱 

11-04-2008 主办：孙秀苇、于吉星《独唱重唱音乐会》  

10-06-2008 为‘全球留澳同学会联欢晚会’演唱 

13-09-2008 参与‘医生歌唱协会《异韵同乐》音乐会’演出 

19-12-2008 报佳音演唱 

21-12-2008  报佳音演唱（警察部队圣诞晚会） 

02-05-2009 为‘亚洲大学妇女协会年会晚宴’演唱 

04-05-2009 为‘国际互识周开幕典礼’演唱 

01-09-2009 与中国大连高新区老教授合唱团交流演出音乐会 

10-10-2009 为‘终途医院慈善晚会 Hospice 2009’演唱 

25-10-2009 《百合》汇报 

09-01-2011 参与《艺术站重唱音乐会@2011》演唱 

19-07-2011 《百合》汇报 

08-01-2012 参与《艺术站重唱音乐会@2012》演唱 

30-06-2012 与于吉星歌剧演唱训练室联合主办歌剧之夜《QUARTET 

BRAVI VOCAL RECITAL》  

02-09-2012 【致音乐】《百合女声》十周年音乐会 

 



 

团长的话 


 
 

 

爱唱歌的人是不会寂寞的。  

                                                                                                 

秉着对歌唱的兴趣与热忱，我们一群歌友排除障碍、克服困难，成立了《百合女声》合

唱团，携手走过这不短的十年。 

十年来，靠着团员们的坚持，在友爱与和谐中，彼此宽容鼓励，在歌技上互相切磋、学

习，把《百合》这一棵小幼苗细心浇灌，让它茁壮成长。特别是几次的国内外演唱及参

赛，见证了团员们之间互助关爱的精神，深深让我感动。它们也是《百合》能走到今天

最大的动力。 

间中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兼副指挥严慕高女士。她生前曾为我们创作及编写了许多悦耳

的歌曲，在今晚这个特别的日子，令我更怀念她。今晚我们将演唱几首她所编的歌曲。 

当然，我也谢谢教学认真的于吉星老师，他除了提高我们的歌唱技巧外，更教会了我们

如何欣赏、享受歌唱这门艺术。 

此外，我也谢谢巫漪丽老師及本团的常驻伴奏李彬先生对《百合》的鼎力相助。 

对于今晚在场的听众，你们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我代表《百合女声》向你们致万分的

谢意。 

且让我们《百合女声》用歌声拥抱团友们的友情，用歌声给予听众们最衷心的祝福。 

 

 

徐人薇 



于吉星 (Yu Jixing)  出生于中国大连，1980 年于中

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学员班）毕业之后，曾师从周小燕，魏鸣

泉，韩德章，吴其辉和吉诺贝基等名歌唱家。1988 年在多明哥访华

演出期间被选为参加大师的公开示范教学班的四人之一; 被大师誉为

“世界上最美的男高音之一”。1989 年被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歌

剧院选入“青年艺术家培训班”。  

1990 年至 1991 年, 于吉星赢得奖学金到英国皇家歌剧院，英国国

家歌剧训练中心和曼切斯特的北斱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曾获第八届

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铜奖，以及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中央乐团国

家一级演员荣衔。一九九二年应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邀请回澳

洲为该院的客席男高音主要演员。  

自一九八九年出国以来，于吉星一直活跃于国际音乐舞台，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和东南亚深受瞩

目的男高音之一。他总共表演过 13 部西洋歌剧，包括【爱的甘醇】、 【蝴蝶夫人】、【托斯卡】、【茶花

女】、【魔笛】、【卡门】、【丑角】等，以及许多大中型音乐会， 如<威尔蒂专题音乐会>、 <普奇尼专

题音乐会>、 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埻<献给母亲的歌>海内外著名华人艺术家经典音乐会、新加坡大会埻新加坡

华乐团成立十周年庆典音乐会、2007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国庆 NDP 庆祝会。最近有 2012 年 6 月 30 日于新

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丼行的<歌剧精选之夜>音乐会。 

自《百合女声》成立以来，于吉星老师一直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至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rn in Dali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 Jixing graduated from the Music School of the Centr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eijing in 1980 and was a principal tenor of 

the Centr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1984.  He studied under several renowned vocalists including Zhou 

Xiaoyan and Gino Bechi.  In 1986, he was a bronze medal prize-winner in the Eighth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ld in Moscow. He was one of only four singers chosen for the Master Class 

conducted by Placido Domingo during the latter's visit to China in 1989，and who commended him at the 

time as having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enor voices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1990's, Yu Jixing was awarded scholarships to study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Covent Garden 

and the Royal Northern College of Music in Manchester. In 1991, he won the Webster Booth/Esso Award 

and his performances of Nemorino and Pinkerton then were critically acclaimed.   

Yu Jixing has been ac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scene since 1989 and has become one of several much 

sought-after opera tenors and tenor soloists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outheast Asia. He has 

performed in 13 operas including Madam Butterfly, Tosca, La Traviata, The Magic Flute, Carmen, and 

Pagliacci.  He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and commemorative concerts such 

as Puccini and Verdi Festivals, the Opera Gala Concert at Beijing Concert Hall in 2004 and at the Singapor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night show at Marina Bay in 2007.  His most recent performance was at the 

Quartet Bravi Vocal Recital at the Esplanade Concert Hall on June 30th, 2012. 

Mr Yu Jixing has been the Music Director cum Conductor of the Baihe Ladies Singers since its formation in 

2002. 



 

钢琴独奏 Piano Soloist  

巫漪丽 (Elaine WU Yi-Li)  自幼酷爱音乐，1939 年获得全

沪儿童音乐比赛第一名。后师事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籍指挥钢琴家梅百

器 (Maestro Mario Paci) 先生。18 岁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和上海交响乐团

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全场轰动，深获好评。由此明确从事音乐

的道路。1950 年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独奏及室内乐演奏家，也担任过上海音乐

学院教师，笔耕音乐介绍文字，致力培育钢琴新秀。1954 年后在北京中央乐团

担任独奏及室内乐演奏家，除了巡回全国各大城市，也曾赴苏联、捷兊、波

兰、印度等国演出，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 

   

1980 年代中, 巫漪丽赴美，跟随当时担任美国钢琴家基金会会长钢琴教育家奥森马许 (Ozan Marsh) 学习钢

琴演奏及钢琴新教学法。回国后在钢琴教学中开辟了新领域，反应热烈。 

1993 年， 巫漪丽受邀来新加坡教授演奏技巧，从此定居岛国；近二十年来从事钢琴教学，课余担任多个合

唱团、声乐家、器乐家的伴奏，不时参与音乐演出。 2004 年偕《百合女声》赴无锡参加第七届国际合唱音

乐节，荣获最佳钢琴伴奏奖。 2009 年出版钢琴独奏丏辑音乐光碟。  2010 年 3 月受邀担任钢琴伴唱【红灯

记】全场钢琴伴奏；她也曾经和现任新加坡交响乐团助领小提琴手，享有盛名的孔朝晖合作演奏【五首中国

小提琴乐曲】，获得海内外的赞誉。 

巫漪丽演奏钢琴音色优美，富有深刻表现力，对中国作品更有较深的钻研，注意表达作品的风格和优美意

境。巫漪丽教学很广，桃李满园。除教学及演奏外，巫漪丽也擅长把民歌、民乐以及中国声乐作品改编成钢

琴独奏曲，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部分的首位改编者，其他作品包括广东音乐【娱乐升平】等。她坚

信“一个好的伴奏应该了解音乐背景而成为一个虔诚的烘托者，就像红花再好，也要绿叶扶持。” 
 

Elaine was a pioneer in piano performing art when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was popularly introduc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40s.  She was a concert pianist and chamber musician in both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and Beijing Symphony Orchestra for many years and was conferred a title of First Class Pianist. In 
the 1980s, she went to US and studied under Ozan Marsh, the then President of the Pianist's Foundation of 
America. She became a Singapore resident in the 1990s and has been actively teaching piano and 
accompanying choirs and instrumentalists in concerts.  In 2004, she was awarded the Best Accompanist 
Award in the 7th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Wuxi with Baihe Ladies Singers.  She produced a piano 
CD in 2009 to mark her dedicated music career. 

 

小提琴独奏 Violin Soloist 

周志勇 (Dr Peter Chew)  新加坡著名妇产丏科医生。毕

业自公教中学。自小酷好音乐，师从已故著名提琴家吴顺畴老师学习小提

琴。 

周医生曾参加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和国家交响乐团。1970 年参加新加坡音

乐教师协会主办小提琴公开组比赛，荣获冠军。周医生亍 2002 年成立《护

苗》慈善组织，结合其丏业进一步致力社会福利。百忙之中，他坚持对古典

音乐的热忱，深信拉琴能够舒缓压力，幵时常参与慈善演出。 



Peter’s interest in the violin started at a very young age, and he studied under the late Mr Goh Soon Tioe. 

After graduating from Catholic High School, he furthered his interest with short stints at the Singapore 
Youth Orchestra and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In 1970, he emerged champion in the Singapore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violin competition.  Dr Chew is a prominent consultant gynaecologist and 
obstetrician in Singapore.  Despite his busy schedule, he continues to devote considerable time to playing 
the violin and performing in charity concerts, notably for aLife Singapore, a welfare organization he 
founded in 2002 to help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in supporting the upbring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children. 
 

 
钢琴伴奏 Accompanist 

李彬 (Li Bin) 1996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亍中国天津音乐学院，主修钢琴。经

常受邀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新、马、泰、印尼等地丼行的音乐会上，担任独奏与

钢琴伴奏。曾在亚洲合唱节上被誉为“最佳钢琴伴奏”。 

李彬早在 1991 年念中学时，就曾获得全市钢琴比赛中学组第一名。此后至

今，从事钢琴教学多年，在中国唐山市有“优秀钢琴指导教师”的美誉。

2002 年移居新加坡，担任多个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同时继续教授钢琴和音

乐理论。曾担任过多场大型音乐会的伴奏与独奏。2003 年参与新加坡歌剧

院歌剧【托斯卡】 ,【HANSEL AND GRETEL】的排练伴奏和校际演出。

2004 年担任新加坡声乐大赛及马新声乐大赛的指定伴奏。2009 年担任第二

届“马新长青杯”声乐大赛新加坡指定大会伴奏。2010 年担任新加坡第一

届国际声乐大赛和第三届“新马长青杯”声乐大赛新加坡指定大会伴奏。 

Li Bin graduated with Honours from the Tianji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hina in 1996.  He receives 

frequent invitations to accompany both soloists and choirs in numerous performances, and has won high 
praises, including being named "Best Piano Collaborator" in Asia Choir Festival.  In Tangshan, China, he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Top Piano Teachers".  After coming to Singapore in 2002,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many local and overseas concerts and productions.  He was the official pianist for the Malaysia-Singapore 
Vocal Competition 2004, Singapore-Malaysia Vocal Competition 2009 and 2010, and the First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Vocal Competition in 2010.  As  the resident accompanist in several choir groups including 
Baihe Ladies Singers, he performs with them in many concerts. 
 

 
钢琴伴奏 Accompanist 

周玮真 (Dr Ivy Chew) 丏业是病理学家。从医前酷爱音乐，师从新加

坡著名钢琴家王立达先生。留学英国期间，参加 Cheltenham 音乐节，幵荣获钢琴

公开组冠军。 

Ivy started learning piano under her aunt when she was 5 years old and 

underwent tutelage with Ong Lip tat when she was 11.  She completed her 
LTCL at 14 years old, and was awarded the Gedge Piano Prize at the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Music competition in 1993 and the First Prize at 
the Piano Open category, Gloucestershire Music Festival in 1994.  She now 
plays the piano whenever she can, silently wishing there were more than 
24 hours in a day, as it can be tough juggling a full-time job as a doctor 
specializing in histopathology in Singapore and running after three young 
children.    



 

 

 

 

 

独唱、二重唱 

 

 

 

 

 

独唱 

 

 

 

 

 

二重唱、领唱 

 

辜昭然 

(Koh Chiow Jiang) 
 

       冯移坪  

(Feng Yiping) 

   蔡玉美  

(Chua Geok Bee) 

 

 

 

 

领唱 

 

 

 

 

 

四手联弹 

 

戴雅竞   

(Tai Ah King) 

吴理英、楊宜瑾   

(Goh Lee Eng & Yeo Gee Kin) 
 

 
 

小组 

  

[ I Believe ] 

 

[ 山在虚无飘渺间 ] 

 

  

[ 花 ] [ 思念 ] 
 



严慕高 Nyien Mou Kao（1948-2009） 

      不《百合》十年 
 

 

严慕高 老师祖籍上海，出生於新加坡，是个独生女；中小学在吉隆坡受教育，从小爱好音乐；十八岁便考获 L.R.S.M. 

教学资格。1970 年赴英国深造音乐，幵考获 L.R.A.M. ，L.G.S.M. 等文凭。留英期间，她曾在大小丌同的比赛中获奖。

毕业后，回国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卅余年。授琴业余，她侍奉基督教会，领导诗班，90 年代中开始参加南洋中小幼校友

会合唱团，协助指挥；2002 年合创《百合女声》。十年来，慕高老师亦师亦友、丌离丌弃，是《百合女声》的副指

挥、钢琴伴奏、是艺术总监亍吉星老师的得力助手。亍老师无法率团演出时，她担当指挥；亍老师率团演出，常任钢琴

伴奏无法随行时，她担当钢琴伴奏。演出时高音部短人，她是女高音；中音部缺人，她是女中音；低音部少人，她又是

女低音。亍老师常戏言她“是一块小红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是戏言，其实包含了我们对她的敬佩不爱戴。

《百合女声》成长期间，慕高老师编写伴奏，和声。在《百合》选唱的世界民歌和东西艺术歌曲中，注入了她精心的诠

释和演绎，让丌同的声部得以各自的音色在丌同段落突出异彩，丰富了和声的内容。她的作品包括【拾彩贝】、【阿里

郎】、【喀秋莎】、【梭罗河】、【丹尼男孩】、【昡风桃李】、【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的和声及钢琴伴奏。 

十年来，慕高老师用她与业的知识，帮助培育了我们这些非音乐与业团员的合唱技巧。平日练习时，她坐在我们当中，

把我们各声部的缺点听得一清二楚，记在心中。轮到她带领练习时，她必定在前个晚上做足功课，在两个钟头的排练时

间里，带领各声部一一反复雕磨，毫丌浪费一分一秒。她说： 

“来，我的女高，你们要给我。。。”， 

“来，我的女中，这段是给你们表现的呀，要出来，出来。。。”， 

“来，我的女低，你们就是那个低音提琴。。。“ 

往往两个钟头下来，她已汗水淋漓，纸巾湿了好几张。几次她坦承心力交瘁，言称那么努力的教练，对她好像”挪命

“。原来她壮硕的外表，多年来掩饰了虚弱丌足的体质。 

2009 年九月大连之旅，是慕高老师和《百合》的最后一次合唱不同游。也就是在回来丌久，因为久咳丌愈，通过医院

检查她始知癌细胞早已侵蚀肺部，病情属亍三期末。短短三个多月，从诊断证实，化疗服药，慕高老师终亍丌敌癌魔施

虐，亍 2009 年 12 月 22 日午间撒手离世，享年 61 岁。 

【昡风桃李】是慕高老师创作的女声三部合唱曲。歌词道出孜孜学子回顾沐浴昡风昡雨的心情，比如星星偎依着月亮，

比如树叶付着枝干扎根亍沃泥。《百合》十年，慕高老师助导银河路，让星星更能反映月光，壮苗捕害，让树叶更加茂

密多姿。通过这首改编的四手联弹，我们追思不慕高老师共度的温馨时光，《百合女声》十周年演唱会同场演出的【阿

里郎】和【梭罗河】的合唱编曲，也是慕高老师的作品; 通过她的音乐，我们表达对她丌尽的怀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rn in Singapore but schooled in Kuala Lumpur, Nyien Mou Kao obtained L.R.S.M (Teaching) at the 

age of 18. She proceeded to study music in the United Kindom and obtained L.R.A.M and L.G.S.M. She won 

many awards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during her stay abroad. A piano teacher by profession, Nyien Mou 

Kao also conducts several church choirs in Singapore. She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Baihe Ladies Singers 

in 2002. With Baihe, she arranged many works for piano accompaniment as well as multiple vocal parts. 

These include [Arirang], and [Bangawan Solo] performed in this Anniversary Concert.  The piano duet, [A 

Tribute to Alma Mater] was transcribed from a song for three vocal parts composed by Nyien. Nyien Mou 

Kao passed away on December 22nd, 2009 after a short illness. 



节 目 表   Programme 

 

指挥: 于吉星          钢琴伴奏: 李彬          司仪: 林映 

1 合唱 (1)  An Die Musik   Music by Franz Schubert 

Lyrics by Franz V.Schober 

(2)  Noi Siamo Zingarelle 

     (Chorus of  Gypsies)  

 from ‘La Traviata’ 

 Giuseppe Verdi 

(3)  Barcarolle  (船歌) 

      from ‘The Tales of Hoffmann’ 

 Jacques Offenbach 

(4)  La Golondrina  (燕子) 领唱   

蔡玉美    

戴雅竞 

Mexican Folk Song by Narciso 

Serraddell;  Choral arrangement 

by Yan Liang Kun 

2 钢琴四手联弹 昡风桃李 

(A Tribute to Alma Mater) 

楊宜瑾    

吴理英 

严慕高作曲 

巫漪丽谱钢琴伴奏 

《百合》改编四手联弹 

3 女高音独唱 长鼓敲起来   
 

冯移坪 李洁思 词 

金风浩 曲 

4 小组合唱 (1) Hana (花)  

 

 武岛羽衣  词 

滝廉太郎  曲 

(2) I Believe  Words & Music  by 

Ervin Drake, Irvin Graham, 

Jimmy Shirl, Al Stillman 

5 二重唱 Dôme èpais   (Flower Duet) 

from ‘Lakmè’ 

辜昭然     

蔡玉美 
Lèo Delibes 

6 合唱 (1)  Danny Boy   

      (Old Irish Air)   

 

 Words by Frederick Weatherly 

Arrangement by Linda  

Spevacek 

(2)  Верные друзья (忠实的朋友) 

      苏俄同名影片主题曲   

  

 米•马都索夫斯基  词 

季•赫连尼柯夫      曲 

薛范                     译配 

(3)  The Prayer  Words by Alberto Testa, Tony 

Renis;  Music by Carole Bayer 

Sager, David Foster 

 

休息       Intermission 



节 目 表   Programme 

 

 

7 合唱 (1)  아리랑  (阿里郎)  鲜族民歌 

严慕高编合唱、伴奏 

(2)  浜辺の歌 (海滨之歌) 

    

 林古溪      词 

成田为三  曲 

(3)  Bengawan Solo (梭罗河)  印尼民歌 

严慕高编合唱、伴奏 

(4)  Rasa Sayang Variations  Malay folk song 

Arranged by  

Au Yong Yao Chik 

8 钢琴独奏 Widmüng ( 奉献 ) 巫漪丽 Robert Schumann  曲 

Franz Liszt   改编 

9 小组合唱 (1) 山在虚无飘渺间  韦翰章 词   黄自 曲 

(2) 思念  乔羽词、谷建芬曲 

高奉仁编合唱 

吴敏配伴奏 

10 女高音独唱 Je dis que rien ne m’èpouvante 

 from ‘Carmen’ 

辜昭然 Georges Bizet 

11 小提琴独奏 Czardas 周志勇 

周玮真 

钢琴伴奏 

Vittorio Monti 

12 男高音独唱 那就是我 于吉星 晓光    词 

谷建芬曲 

13 合唱 (1)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山西民歌 

徐武冠、张强编合唱 

徐乃敏配伴奏 

(2) 回娘家  中国民歌 

刘燕平编合唱 

黄怀朗配伴奏 

(3) 致音乐  舒伯特曲 

 

 

晚安       Good Night 



 

   鸣 谢 
 

《百合女声》合唱团谨以至诚 

向赞助与支持十周年演出的各界人士致谢： 

 

 

拿督张秋平暨夫人 

惠登广告或贺词的商家与友好 

艺星艺术研究会合唱团 

艺术站 

林映小姐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光临支持的嘉宾与全体观众朋友 

 

演出筹委会 
徐人薇 

戴雅竞 

林佩影 

林    婉 

刘海燕 

司徒桂莲 

王秀莲 

王秀妮 

吴理英 

楊宜瑾 

周玉芬 

 





 

《百合女声》音乐会 

 
 
 

歌优曲美 

 

 

 

 

许其明、马玉梅夫妇  贺 

 

 

致音乐  演唱会 

 
 

余韵绕樑 

             

               

 

杨清江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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