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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 杨祖仪

钢琴伴奏

Accompanists

霹雳⽂艺歌友合唱团  |  主办



美枫出⽣於⻢来西亚吉隆坡，声乐启蒙於施昭群⽼师，后赴台湾升造，毕
业於国⽴台湾师范⼤学⾳乐系，主修声乐，师从任蓉教授，副修钢琴，师
从李娓娓教授。⼤学毕业後赴意⼤利升造，就读於国⽴罗⻢⾳乐院，随
Rebecca Berg学习声乐，另随 Sergio Coniglio学习钢琴。离开意⼤利以
后考获澳洲墨尔本⼤学颁发之奖学⾦，跟随澳洲声乐家Merlyn Quaife 学
习，并考取墨尔本⼤学⾳乐表演硕⼠；回国后继续修读博⼠学位，参与⼈
声复健之研究，最后考取国⽴⻢来西亚博特拉⼤学⾳乐博⼠。
 
在师⼤留学期间，曾获师⼤⾳乐系声乐协奏曲⽐赛冠军。2003年，她在
世界华⼈声乐⼤赛中从逾百名参赛者中脱颖⽽出，获得第⼋名并获颁新秀
奖；2014年10⽉，美枫获颁“全球⾳乐⼤奖”之银奖-卓越成就奖；2018年
初，美枫获得意⼤利政府总统颁赠的骑⼠勳章，作为表扬她对声乐艺术的
成就与贡献；同年9⽉，美枫获得了柏林国际⾳乐⼤赛声乐组⾦奖，评审
委员会⼀致认同，美枫的⾳乐表现了精致的⾳乐性、具有深度的⾳乐演绎
并且具备了国际⽔平的声乐技巧。2019年初，美枫获得第16届⻢来西亚
艺术⼤奖（Boh Cameronian Arts Awards）颁发年度最佳独唱⼤奖。
 
她演唱的曲⽬⼴泛，室内乐作品则包括舒曼的《⼥⼈的爱情与⽣活》⼂佛
瑞的《美好的歌》⼂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歌》、⻉尔格的《最初
的七⾸歌曲》等等；她也曾担任韩德尔的Ode for St. Cecilia's Day 以及
《弥赛亚》的⼥⾼⾳独唱。除此之外，美枫也爱好演唱当代作曲家之作
品，她曾在澳洲墨尔本⾸演近代意⼤利作曲家 Aldo Finzi之声乐作品集，
也曾受邀参与多场⻢来西亚当代声乐作品之世界⾸演⾳乐会，其中有⼀些
作品是特别献给她，为她⽽作。
 
美枫曾多次与吉隆坡城市歌剧公司  (KL City Opera, KLCO) 合作。从
2013年开始，美枫参与KLCO製作的歌剧《卡⻔》，担任⼥主⻆，备受瞩
⽬并获得好评；2014年她再度受邀参演KLCO製作的梅诺弟的歌剧《阿玛
尔与夜访者》，担任⼥主⻆“⺟亲” ⼀⻆；2015年初，她在⻢来西亚爱乐
交响乐团 (MPO)制作的歌剧《卡⻔》中，在不同的演出场次中饰演 “卡
⻔”以及“梅尔塞迪”两个⻆⾊；2016年美枫再次与KLCO合作，担任普契尼
的歌剧《波西⽶亚⼈》的⼥主⻆ “咪咪” ⼀⻆。2017年1⽉，她担任 MPO
製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的演出，担任第⼀侍⼥；2017年，美枫担任
KLCO製作的莫札特歌剧《费加洛的婚礼》中伯爵夫⼈⼀⻆。2019年6
⽉，美枫担任KLCO制作的威尔第歌剧《茶花⼥》中的⼥主⻆维奥莉塔。
 
美枫是现代⻢来西亚最受瞩⽬的⼥⾼⾳之⼀，常受邀担任各⼤型⾳乐会独
唱领唱者和各⼤型歌剧⼥主⻆，也常受邀到各地⼤师班当指导。她⽬前担
任国⽴博特拉⼤学⾳乐系之专任讲师，专⻔负责统筹⼤学的声乐独唱与合
唱课程。除演出与教学之外, 美枫也积极从事声⾳的研究⼯作，⽬前的研
究⽅向为⼈声的复健。她现在是《星洲⽇报》⾳乐专栏「听弹琴」的作
者，同时也是董总课程局艺术科⽬的委员之⼀。
 

⼥⾼⾳ | 洪美枫
Soprano | Ang Mei Foong
www.angmeifoong.com

摄影/ Sean Chin
⼥⾼⾳洪美枫摄于REXKL

"It was the consensus of the commission that
your performances reflect musicality, depth of
interpretation,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needed
to distinguish oneself in the world of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Berliner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Commission

 1 Sep 2018

“演唱茶花⼥的⼥⾼⾳洪美楓⾳質卓越，並強有⼒，她把主
⼈翁要求⾃由之⼼境唱⼊觀眾⼼扉中。⼀⾸歌，美麗的獻
唱，將觀眾帶⼊了歌劇《茶花⼥》的軸⼼意境。”

 
蔡兩俊 | 特約劇評
星洲⽇報 | 藝⽂週報

9/9/2015



節⽬單
 

⼤会主席陈正华先⽣开幕词
 

洪美枫/  伴奏  杨祖仪
哈萨克⺠歌     玛依拉变奏曲

河北⺠歌     孟姜⼥
 

李怡静/  伴奏  杨祖仪
哈萨克⺠歌/  成明编曲     燕⼦

 
洪美枫/  伴奏  王志远

晓光词/  徐沛东曲       乡⾳乡情
贺东久词/  印⻘曲      芦花
光未然词/  冼星海曲       ⻩河怨

 
⾼欣洁/  伴奏  王志远

⻩振⽂词/曲       彤云天边⻜
 

⼥声⼆重唱  |  李怡静   ⾼欣洁/  伴奏  王志远
李叔同词/曲    送别

 
中场休息

 
霹雳⽂艺歌友合唱团/  伴奏  陈燕屏

罗⼤佑词/曲      东⽅之珠
⻩志⻰词/  边洛曲      ⾹格⾥拉，⾹巴拉

 
陈燕屏/  伴奏  杨祖仪

孟德尔松      乘着歌声的翅膀
 

洪美枫/  伴奏  王志远
林徽因詩/  ⻩振⽂曲      你是⼈间的四⽉天

⽅路诗/  梁学贤曲       茨⼚街
 

陈正华/  伴奏  陈燕屏
张寒晖词/曲     松花江上

 
洪美枫/  伴奏  杨祖仪

曾⼩慧词/  ⻩志伟     圆⽉中秋
徐志摩诗/  ⻩志伟     我等候你
吴岸诗/  楊朝胜曲       星遇

 
颁赠鸣谢纪念状

⼤合照
 
 



陈正华
男⾼⾳

陈燕屏
⼥⾼⾳/ 钢琴伴奏

陈燕屛
 
曾考获英国皇家钢琴学院LRSM教师⽂凭 及英国三
⼀钢琴学院教师LTCL, 演奏ATCL⽂凭。担任过独
中⾳乐⽼师5年多。活跃于参与歌唱，⾳乐，⽂化
团体活动，是怡保⽂艺歌友合唱团的署理主席，也

是该团的⽼师助理及伴奏⽼师，同时也担任霹雳怡

保孙⼦兵法学会的总务，霹雳华⼈⽂化协会的理

事。⽬前也是狮尾⾹功班歌咏团的钢琴伴奏。

陈正华

多才多艺的声乐指导⽼师，抒情男⾼⾳，

全⾯的⾼中低⾳区演唱歌⼿。

 
五⼗多年的教唱经历，六⼗年代在政治团

体教唱⾰命歌曲与劳动歌曲，七⼗年代在

校友会教唱群众⽣活歌曲。九⼗年代创⽴

安顺精武体育会合唱团。曾担任创价学会

霹雳分会【⼤红花合唱团】指导⽼师。冷

甲华侨校友会合唱团指导⽼师。2007年开
始⾄今，担任霹雳⽂艺歌友合唱团指导⽼

师。2015年8⽉16⽇，筹划与训练，在怡
保育才独中礼堂，指挥两百⽼中⻘演唱

【⻩河⼤合唱】。词曲创作：《我们是这

块⼟地的⼉⼥》，《天荒地⽼》；歌曲创

作：《批⻰甲，搏⻁头》林连⽟词，《傻

⽠聪明⼈》沈慕⽻词。录制CD光碟专
辑：华教歌曲、群众歌曲。⽂艺歌曲卡拉

专辑【献⾝艺术，永远的吉打河】【让⼼

中的太阳升起】。

 

霹雳⽂艺歌友合唱团

霹雳⽂艺歌友合唱团
 
2006年，由张鸿寿创⽴于怡保狮尾新村，开始是⼀般唱
卡拉OK，流⾏歌曲与⽼歌的组织，原名〔怡保歌友
会〕。后来获得安顺陈正华，到来主讲歌唱法，接着邀

请任教，陈⽼师义务教唱⽂艺歌曲，⺠歌与世界名曲，

也教导混声合唱。

 
2008年，获得陈燕屏加盟，⽴刻购买钢琴，逐渐提升采
⽤钢琴伴奏练唱。2009年，搬到怡保市区休罗街。由于
张鸿寿会⻓到吉隆坡养⽼，由陈正华⽼师接任会⻓。后

来更换名称【霹雳⽂艺歌友合唱团】扩⼤接受全霹雳州

会员。⼗多年了曾在，怡保，安顺，太平，主办多次演

唱会。最为轰动是在2015年8⽉30⽇，主办【⻩河⼤合
唱与抗战歌曲】，纪念世界⼆战结束70周年，四间独中
学⽣与四间合唱团，两百位⽼中⻘，联合演唱。

 
2018年开办基础班与初级班，训练新学员，吸收五位参
加成为团员。同年主办【魔王，名曲欣赏会】。先后获

得⻩秀珍，林建成，刘曼宏，洪美枫，声乐⽼师到来主

讲歌唱法。2019年，全⾯训练团员提升⽤美声唱法。也
练唱上海⾳乐家协会主办声乐考试的歌曲，计划2020年
报考。



李怡静
⼥⾼⾳

⾼欣洁
次⼥⾼⾳

李怡静
 
⼥⾼⾳李怡静出⽣於怡保。⾃⼩师从Ms Patritia
Lim 学习声乐。2013年，她毕业於⻢来西亚艺术
学院 (MIA) , 主修声乐, 师从洪美枫⽼师;副修钢
琴,师从梁学贤⽼师和彭鮎娟⽼师。学院毕业后便
到博特拉⼤学继续进修学⼠课程，毕业于2018
年。期间她也曾参加任蓉教授(台湾), Dr. Michela
Bertagnoli (意⼤利) ，Marie Saadi (法国) 和 Dr.
Vincent Connor(美国)的声乐⼤师班。
 
怡静曾获得2013年第11届中国东盟艺术节声乐⽐
赛⾦奖。她也曾参与许多⾳乐会演出 , 担任独
唱。其中较为瞩⽬的,是2014年6⽉和同学合办的
联合⾳乐会「相约。享乐」(The 4s Voices),以及
同年替⻢来西亚年轻作曲家郑天云做作品演说者

的作品发表⾳乐会。2015年期间，她在由City
Ballet呈现的 “Storybook of Princesses” 担任独
唱的⻆⾊（Blue Fairy），也曾担任PSPA Junior
Associates Conference主办的 “Jazz It Up” 分享
会的声乐指导。于2016年先後在年初与年中担
任“知知港⾳乐会” 及 “跨乐新声代” 独唱，并且在
家乡（The Haven, Ipoh）办了⾃⼰的独唱会 “If I
Sing”。
 
怡静于⼤学期间是吉隆坡城市歌剧公司（KL City
Opera Chorus） 的活跃团员之⼀。除此之外，
她也在怡保City Ballet的⾳乐剧教学中声乐训
练。于2018年终，她在City Ballet 办的⾳乐剧
《Being Different, Being Loved》⾥担任声乐指
导及⾳乐总监，同时也担任魔丽波夫⼈

（Madame Morrible）⼀⻆。⽬前怡静已毕业并
回到家乡怡保，活跃于指导合唱团及声乐教学的

⼯作。

⾼欣洁
 
2015年毕业于⻢来西亚艺术学院⾳乐系，主修古
典钢琴，及副修流⾏歌唱。2016年尾，她进⼊⻢
来西亚博特拉⼤学就读⾳乐系学⼠学位，转主修为

古典声乐，师承于著名⼥⾼⾳洪美枫⽼师。在就读

期间，她踊跃参与各项声乐与合唱活动，如陈容艺

术节，第四届越南国际合唱⽐赛，⻉多芬第九交响

曲，世华⼤赛等，并参与了⻢来西亚各个合唱团如

吉隆坡城市歌剧公司与⻢来西亚爱乐交响乐团的

“Russian Bells and Eugene Onegin”, 歌剧《糖果
屋》, 《蝴蝶夫⼈》以及《茶花⼥》。 她也曾参于
国外⼤师的⾳乐⼤师班，包括来⾃意⼤利的

Maestro Sergio la Stella ，来⾃⽇本的Akiko，来
⾃澳⼤利亚的Peter Cousens, Nicole Thompson
和 Professor Judith Brown。



杨祖仪在 2016 年以最⾼荣誉毕业於皇家伯明罕⾳乐学院，考获⾳乐演奏学⼠学
位，师从 Jan Loeffler。她从9 岁开始学习⾳乐，启蒙于 Loh Bee Tin ⽼师。2008
年，她以优等的成绩考获伦敦圣叁⼀学院ATCL 钢琴演奏⽂凭，同年获得每年⼀
度的 Malaysian Youth Orchestra Foundation 钢琴⼤赛的第⼆名。她曾就读⻢来
西亚艺术学院⾳乐系，师事 Chee Su-Yen ⽼师，毕业後获选参加英国曼纽因⾳乐
学院 (Yehudi Menuhin School) 的冬季钢琴⾳乐营。
 
在英国留学期间，祖仪曾跟伯明罕⻘少年城市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并且以她的录
⾳专辑 "Jazzy Things out there" 获得Marjorie Hazlehurst 钢琴奖。2018年，她获
得了⻢来西亚艺术歌曲团体纺歌者的⻘年钢琴家奖学⾦，成为⻘年纺歌者的成员
之⼀。除了演奏外，祖仪还对编曲有兴趣，最近参与的编曲制作包括 Young
Musicians Go  Classics (2017) 还有  Yamaha Sonata Music and Arts 主办的
Dear Parents ⾳乐会 (2018) 。她⽬前致⼒於教学也是活跃的钢琴合作演出。
 
 
 

钢琴伴奏 | 杨祖仪
Pianist | Iau Jo Yee

志远是⻢来西亚⻘年钢琴家及作曲家。2009年毕业于美国布鲁明顿市印第安纳⼤
学，师从埃⽶尔·挪勿莫夫（Emile Naoumoff）。埃⽶尔乃⾳乐教育家纳帝雅·鲍
朗格（Nadia Boulanger）之⾼⾜。
 
志远曾多次以钢琴和管键琴⼿的⾝份在⻢来西亚爱乐交响乐团的室内乐系列与团
员合作。 除此以外，也常与本地的演奏家和歌唱家合作。他的独奏曲⽬包括了⼗
九世纪最挑战性作品，如李斯特与萧邦的B⼩调奏鸣曲。志远于2013年在印尼⽇
惹和High Winds Ensemble演出莫扎特第⼆⼗五号协奏曲的现场录⾳被录制成光
盘并在当地发⾏。
 
志远也⾝兼作曲家，虽未正式受训，已有两⾸管弦乐曲为⻢来西亚爱乐交响乐团
演奏，即《六幅素描》及《三部曲》。甚⾄另⼀⾸《海根斯咏叹调》于2010年在
德国由弗洛⼒科出版。他也在许多场合为High Winds Ensemble编曲。他为第⼀
届陈容⾳乐艺术节所创作的五⾸艺术歌曲⾃发表以来获得多次的演奏， 并于今年
五⽉在南宁⾳乐节⾸演。 
 

钢琴伴奏 | 王志远
Pianist | Wong Chee Y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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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海南会馆

义利粮油有限公司

森信摩多有限公司

胡万铎

⻢来西亚华⼈⽂化协会霹雳分会

⾦世纪旅游有限公司

⻩连冰

许圣杰

张庆强

李志成

霹雳⼴东会馆

霹雳⽂艺研究会

霹雳中华⼤会堂

张德常

霹雳韩江会馆

怡保⽃⺟宫

霹雳南⼤校友会

⻢振国

王诗贻

霹雳育才校友会

⻢来西亚孙⼦兵法策略哲理学会

拿督李锐泉医⽣

陈锦彬

拿督易沛鸿

霹雳古冈州会馆

叶建成

霹雳福建公会

李锦清

霹雳福建公会合唱团

温炳楠

怡保中国精武体育会

丘志华



Vocal Recital

LONGING  FOR  YOU

September 21, 2019

8:00PM

IPOH

⼥⾼⾳洪美枫独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