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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節 》請   Invitation to 
    謹以摯誠敬邀閣下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同事出席 9 月 10 日星期六整天在波士頓中央公園舉辦的第 6 屆《亞美節》。欣賞多
元族裔文化、美食、及精彩的歌舞、武藝、音樂表演，尚有講座和藝術品展覽拍賣…共同見證創造一個融和美化的家園。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along with your family and colleagues to attend the Sixth Asian-American Day 
Festival that will take place for the whole day on Saturday, September 10th at Boston Common. 

第六屆亞美節將
于 9月 10日星期
六全天在波士頓
中央公園舉行。
由三十多個合作
夥伴組成籌委
會，經四個月籌
備，與波士頓市
府多次開會最後
通過公聽獲得執
照。包括華裔
韓、越、柬、
菲、日、意等族
裔團體都將參與
慶祝活動。是日
將有大型遊園活
動，預計參與人
數將達 4-5 萬
人。有一百一十
個攤位，展示多
元化社團內函，
包括三十個食物
攤位展示各種類
美食。 尚有大帳
篷供講座及藝術
展覽拍賣。中央
舞臺有四十個音
樂、舞蹈、雜
技、歌唱功夫、
武術等竟日表
演，節目都經過
挑選，當然少不
了帶來節日熱烈
氣氛的“瑞獅巡

園”。合作夥伴各族裔團體將
出席盛會，省市政要被邀請主
禮。目前參與合作夥伴或參與
表演族裔包括中、意、韓、
日、越、柬、非等。大草地有
婦女兒童的各式文化體育演
示。亞裔與美國各族裔共用此
平臺，溝通交流，一步步顯露
出亞美會宗旨： 融和亞美族
裔，美化社區家園。 

9 月 11 日、晚在勒盛頓 Cary 
Hall (Lexington)舉辦兩場音
樂會，邀請來自中國十多位一
級演員和本地國際級有《世紀
之聲》美譽的意大利歌唱家、
華裔韓裔等藝術家共同獻藝，
海報未印刷，聞風而預購音樂
會已數百。 

6 月 25日第六屆亞美節第一
次記者會，亞美聯誼會執行董
事柏志剛宣佈，已經徵集了超
過 1200人簽名，由董事長黃
野律師呈文向麻州政府申請，
定每年 9 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六
立法為“亞美日”。如申請成
功，將會開創麻州亞裔一頁新
的歷史，《亞美節》真正不光
是亞裔節日，也是與美國各族
裔共同溝通交流，友好互動的
節日。 

 圖為第亞美節籌委會在在波士頓

Parker House Hotel 舉行第一次 
新聞發佈會。 

        第 6 屆亞美節波士頓公園盛會送夏迎秋 
               兩場音樂會海月景山加意裔《世紀之聲》  

 

亞美節用波士頓公園經過近 4 個月努力才通過市府公
聽,時間非常緊迫，各項工作加進程，圖為在合作夥
伴韓裔東方時報辦公室召開會議，籌委會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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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義大利/美國協會委派國際級
女歌唱家 Vanessa Salvucci 參加第
六屆亞美節音樂會，義助亞美會。
她被邀參加過無數
超大型場面獨唱，
例如大型球賽面對
數以萬計觀眾開場
演唱，被評為"世
紀之音"，成為義
大利寵兒。該會波
士頓負責人 Jimmy
與亞美會顧問，上
屆亞美會董事之一
司徒秉權和甄雲
龍、柏志剛開會時
明確告訴亞美會：
將全美義大利/美
國協會列為合作夥
伴。並正式邀請亞
美會出席 10 月 2
日在義大利社區舉
辦的盛大慶祝會，
該活動由電視轉

播，在美義大利裔一千五百萬人同
時收看。同一天，在昆士市中心高
中(前第二/三屆亞美節在該處辦音

樂會、舞劇）音樂會特別為亞美會
留贈送一百張門票。該音樂會有國
際級小提琴家演奏。所有票已經由
該會贊助或高價出售預訂一空。 
該百張珍貴入場券待亞美節後再討
論分配。這段"因緣"緣起於五年
前，波士頓義大利社區每年都有盛
會叫《聖.約瑟夫節》，該年節日
有一項節目為北端小義大利碼頭區
一處移民紀念碑動土典禮，通過司
徒先生邀請亞美藝術團參加表演
會，共同慶祝。原來該碼頭區大概

一百八十年前
是外來移民的
登岸處。那時
許多華裔與義
大利人等都混
居在那裡，非
常友好，守望
相助，後來華
裔才慢慢搬到
現在華埠。小
義大利區向政
府申請獲批
准，乃籌款建
立了紀念碑。
亞美藝術團在
那次慶祝會承
擔了半場演
出，受到熱烈
歡迎，當地報
刊及社區領袖
給予高度評
價。追溯到明
朝義大利旅行
家馬哥波羅訪
問中國遊記，
（傳聞今天流
行的義大利麵
來自中國）到
今天華裔與義
裔的友好，歷
史上一脈相
承。我們對義
大利區/義大
利裔這次
的"湧泉回
禮"表示非常
感動，萬分感
謝。  
 

 

     

圖為有《世紀之聲》美譽的歌唱
家 Venessa Salvucci 由全美意大
利/美國謝委派參加亞美節音樂
會，義義助亞美節。 

奧運之星登台 
全美少年藝術體操多次金牌及多次國
際青少年體操金牌獲得者吳雅琪小姐
義助亞美節,音樂會登台表演，無法去
巴西看奧運者波城也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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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歌劇舞劇
院獨唱演員，
大陸知名創作

型女歌手，
中國首位在
黃河壺口瀑
布開演唱會
的藝人。 
因其演唱維
塔斯的《歌
劇二》"海
豚音"震驚
四座，被認
為是國內最
高音，獲評

委贈"海嘯音"美譽。李雨兒音色飽
滿而擁有瞬間爆發超高音的能力，
高音區能輕鬆飆到 HIGH C，猶如高
山平地而起直衝雲霄，舞臺上的聲
音和情感感染能力極強，有"中國
海嘯音"美譽。李雨兒一直以超強
的舞臺表現力和演唱實力著稱，曾
推出《雨花石》、《夢飛翔》、
《南飛雁》、《我的心》 等膾炙
人口的歌曲，並作詞作曲創作了
《因為愛》 《回故鄉》等多首優 
秀歌曲。 

 

從事歌唱表演藝
術三十多年，曾
數次獲得國際國
內聲樂比賽大
獎。同時，他還
擔任大型聲樂比
賽評委，曾多次
在中美各地舉辦
個人獨唱音樂會
並受邀參加一些
大型音樂會、大
型藝術節的表
演，受到廣大朋
友們及各界人士
的喜愛及一致好評。段小毅是成都
人，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1990 年
代初到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攻讀聲
樂表演專業研究生。2008 年汶川大
地震是段小毅音樂生涯中的一個新
起點，他參加了波士頓華人舉行的
規模盛大賑災義演，他充滿激情演
唱的歌曲《那就是我》表達了海外
赤子對祖國和故鄉的深情厚誼，至

今讓人難以懷。  

 

男高音
歌唱
家、畫
家。深
圳職業
技術學
院客座
教授。
80 年
代末留
校任教
於武漢
音樂學
院聲樂
系，隨

後深造於中央音樂學院。1992 年在
第三屆國家“文華獎”獲獎歌劇
《櫻花》劇中擔任男主角而展露歌
壇；同年被選派赴英國參加“第五
屆大格裏姆斯比”國際聲樂比賽。
多年來，在參加國內舉辦的各類歌
唱比賽和文藝演出的同時，樂漢寧
放歌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臺
灣、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從
2006 年至今，在每年一度的深圳市
“企業春晚”上，樂漢寧作為“獨
唱嘉賓”先後與趙本山、宋祖英、
蔣大為、董文華、閻維文、殷秀
梅、佟鐵鑫、韓紅等名家同台放
歌。2009 年 12 月 13 日晚在深圳大
劇院音樂廳舉辦“歌入畫、畫亦
歌”男高音歌唱家樂漢寧獨唱音樂
會（哈爾濱交響樂團擔任伴奏）；
2014 年 4 月，作為“粵港三大男高
音”之一的樂漢寧，受邀參加了
“保利院線”全國九省 16 城市巡
迴演出活動； 2014 年 5 月 19 日
晚，《樂漢寧和他的朋友中外作品
音樂會》暨《樂漢寧獨唱音樂會》
唱響北京音樂廳。同時，樂漢寧在
繪畫方面也碩果累累，曾多次成功
舉辦個人山水畫展，出版多本個人
畫集。 

著名歌唱家馮夢雪、詩人。15 歲
開始接受系統聲樂訓練，師從四
川音樂學院劉一學教授。 後考取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聲樂系，師從
馮麗教授。曾獲得海南第一屆選
美「椰城小姐」之稱。 同年參演
電視劇」卡啦永遠 ok」和「在那
燦爛的日子」等。 榮獲 2001 年
美東新星歌唱大賽歌唱優秀獎，
在 2005 年有幸與郭蘭英，王靜等
八位歌唱家同台演唱。作為一個
移民音樂家，馮夢雪憑藉對音樂
夢想的執著追求，克服了各種困
難，來美近 20 年一直活躍在北美
多州的文藝舞臺上，留下美妙的歌
聲。她今年推出一首原唱歌曲《美
麗心語》唱響紐約，洛杉磯，維吉
尼亞，華盛頓特區，
馬里蘭等。她結合美
聲與民族聲樂為一
體，形成了大氣，唯
美的演唱風格。音質
甜美清澈，富於變
化，極具穿透力，又
極富藝術表現力與感
染力，被觀眾譽為
「漂亮女聲」。 

        

ShuishanYu is a 
fourth generation 

Mei’an 
School 
guqin player, a Professor at 
th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Boston, and the Chair of 
North America Mei’an 
Guqin Society. Born in China 
and learning Chinese instru-
ments since age seven, Yu’s 
early music education be-
longs to the rich and dy-
namic folk traditions of the 
Shandong Province.. Yu is 
especially committed to the 
spread of guqin among non-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
ties. His fingering-centered 
etude writing aims to sys-
tematize traditional experi-
ence-based guqin education 
and his composition based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s ex-
plores new possibilities of traditional 
musical    vocabulary. 

 

于水山是美國東北大學藝術媒體與
設計學院教授，也是梅庵派古琴的
第四代傳人和北美梅庵琴社社长。
他自幼时起学習中国民族樂器， 

于氏的古琴音樂实踐尤致力于古琴
藝術在非華語社圈的傳播，其以指
法為核心的古琴練習曲編写試圖將
演奏經驗系統化和理論化，其琴曲
創作則探索傳統音樂語彙在當代文
化環境中新的可能性。 

畢業於 中
國戲曲學
院 。2013
年主演中
國戲曲學
院 首部戲
曲舞劇
《臨川四
夢》 榮獲
2014 年 
“國家藝
術專案基
金”。 
2015 年主
演中國戲
曲學院 原創戲曲舞劇《聊齋》， 
榮獲 2015 年“國家藝術專案基
金”。 受邀參加 2016 年第 18 屆 全
球演藝名人華鼎獎 頒獎晚會 ，
2016 年全球頂尖商學院校友會春季
舞會， 2016 年北京京交會，中澳
藝術之夜晚會。 
 

李雨兒  

樂漢寧  

 
馮夢雪  

于水山  

  北京愛樂薩克斯重奏樂團成員簡介  

             克斯重奏樂隊總指揮、每位成員的指導老師 杜銀鮫 
中國著名薩克斯演奏家、教育家。中國薩克斯學會會長，中國薩克斯聯盟藝術總監、中國管樂
學會理事，中央電視台光榮綻放中國十大管樂演奏家。2015年曾擔任千人薩克斯重奏的總指
揮，該演奏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Soprano 高音薩克斯    禹良 Simon 
1999 年 2 月出生，自幼熱愛音樂，9 歲由學校西洋樂培訓啟蒙，10 歲與中國薩克斯學會主席，cctv 十大
管樂演奏家之一，解放軍軍樂團薩克斯首席杜銀鮫老師學習至今。11 歲與杜銀鮫老師在 cd 爵士俱樂部同
台演出，2014 年于少林寺國際大師班進行彙報演出，2014 年于義烏爵士音樂會獨奏演出，並與杜銀鮫老
師進行同台演出，2016 年中國薩克斯學會年會進行了獨奏表演，即將以參賽者的身份參加第一屆中國薩
克斯藝術節的流行專業組。 

Alto.1    中音薩克斯 1 聲部 顏紮額爾德木   Ethan 
自幼學習薩克斯，初中拜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席薩克斯演奏家，中國薩克斯學會主席杜銀鮫先生為師。

2005年參加中華青少年才藝大賽器樂組一等獎，2013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音樂表演專業同年考上本
校研究生，2015年參加國際薩克斯大師爵士音樂會與杜銀鮫大師同台獻藝。 

Alto.2      中音薩克斯 2 聲部    蔣鎮亦   Chris 
天津音樂學院 2015級在讀。小學開始學習薩克斯，自幼隨寧夏歌舞團田繼元老師學習。2010年師

從於薩克斯演奏家杜銀鮫先生，2015年考入天津音樂學院現代音樂系，師從天津音樂學院劉柱喜教
授。2013年獲第六屆全國青少年才藝大賽管樂組金獎，2015年戴夫·考茲全國巡迴音樂會銀川站中與    
其同台獻藝。 

Tenor 次中音薩克斯     秦子璐     Michael 

浙江省第一屆薩克斯管大賽專業組金獎。 小學起師從浙江義烏薩克斯教師陶斌，初中師從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樂團專業薩克斯管青年演奏家林博老師，2006年全國薩克斯藝術人才展演獲少年組第三名，
2010年師從首席薩克斯演奏家，中國薩克斯學會主席杜銀鮫老師，多次跟隨老師參加國內大型演出，
現在浙江音樂學院就讀，師從浙江薩克斯專業委員會主席，浙江音樂學院王震教授。 
    Baritone 上低音薩克斯     顧金磊    Parker 
新疆烏魯木齊人，是准康奈爾現代音樂學院學生。七歲半開始學習薩克斯表演，自幼跟隨彭芙蓉老師  曹
紅軍老師   2015年從師于瀋陽音樂學院李軍老師，2016年從師於薩克斯演奏家杜銀鮫先生。於
2013、2014年分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藝術特長生大賽特金獎、金獎，2015年在宜峰杯全國藝術生大
賽中取得全疆第一名，同年代表新疆參加亞歐藝術節。                       

杜琳  

 

 

貝斯手、主唱、詞曲作
者.1997-2012 擔任中國著名
搖滾樂隊瘦人樂隊（Thin 
Man Band）貝斯手、和聲，
於 2010-2012 擔任中國新晉
搖滾樂隊魔力橙樂隊（Tosh 
Band）主唱及貝斯手。瘦人
樂隊先後發行三張唱片，其中 2008 年樂隊同
期錄音專輯《第七天》于同年榮獲中國流行歌
曲排行榜-最受歡迎搖滾樂隊；第十六屆東方風
雲榜-最佳搖滾樂隊等榮譽。2012 年底 Ethan 俊
英移居美國，並被北京著名“現代樂手”雜誌
特聘為駐美特約撰稿人。2014 年為伯克利音樂
學院的的薩克斯演奏家劉培義製作完成其薩克
斯爵士音樂專輯《Peiyi Liu 15 years》。2016 年
6 月與著名詞人劉兵先生合作為亞美會創作了
亞美會會歌“Asian Americans”，與馮麗麗首
唱。 其一直致力於研習現代音樂並努力促進中
美兩國的音樂文化交流。 

 
著 名
歌 詞

作家。畢業於清華大學建
築學院，是當時中國校園
歌 曲 運動 的代 表 人物之
一，他創作的《出國謠》曾
在中國高校內廣為傳唱，
是紀錄片《我畢業了》的插
曲。該紀錄片已被法國盧
浮宮博物館拷貝收藏。畢業後長期從事商業地
產的設計、開發與諮詢工作。他作詞的歌曲《傳
奇》在 2010 年經王菲翻唱紅遍大江南北，成為
當時最受歡迎的歌曲，並獲得大批國內和亞洲
的音樂獎項。有 50 多名包括李健、王菲、周華
健、費玉清、周筆暢、孫楠在內的歌手在大型音
樂會和電視節目中翻唱《傳奇》並收錄於各自出
版的音樂專輯中。2014 年移居波士頓後積極參
加當地的文化活動。2016 年受邀為亞美會撰寫
會歌《Asian Americans》。 

劉 兵  
Ethan Zhu 

 
馮麗麗作為第一位在非洲出唱片的
華人女歌手而被“環球華網”評為
“2009 年全球海外華人十大新聞人

物”，與駱家輝、高錕、趙美心等政界、教育界、商界
名流同時獲此殊榮。 
馮麗麗畢業於哈爾濱師範大學音樂系聲樂專業和南非普
利托里亞大學音樂教育專 業！ 
曾榮獲第六屆全國青年歌 手電視
大獎賽專業組通俗唱法螢 屏獎，
非洲華人歌唱比賽第一名 等等國
內外獎項， 為多部電視 劇和電
視晚會演唱主題歌，如電 視連續
劇“都市大亨”“如煙舊事” 等等。
具有多年舞臺主持經驗， 在南非
僑界主持、演唱、組織策 劃了多
次大型文藝晚會，例如香 港回
歸，澳門回歸，國慶，春 節及中
國藝術團等等 
與國際知名音樂人 Con-

cord Nkabinde、Wilson Jo-
el,  Dennis East,  Rick wolff，Steve Taylor, Steve Mac 多
次合作。 2009 年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個人演唱會。
2010 年南非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出版發行
Lili Feng - “King Dong Love” (康定情歌)專輯，受到南非
音樂界的矚目和好評。2010 年 9 月受邀上海世博會在非
洲聯合館舉辦了為期一周的演唱專場。2011 年，作為特
邀嘉賓在波斯瓦納舉辦春節慈善演唱專場。同年 5 月，
“Kang Ding Love”專輯參選第 17 屆南非音樂獎 
（SAMA）2012 年來美，現主持 Lili 唱歌工作室。她是國
際音樂教育協會成員，南部非洲音樂版權組織成員，南
非藝術家協會會員，美國 ROTU 娛樂公司簽約歌手。 
 

馮麗麗  

段小毅  

 韓國舞蹈 Samul nori is a genre 
of percussion music originating in Korea. 
The word samul means "four objects" 
and nori means "play"; Samul nori is per-
formed with four traditional Korean musi-
cal instruments: Kkwaenggwari (a 
small gong), Jing (a larger-
gong), Janggu (an hourglass-
shaped drum), Bu(drum) (a barrel 
drum similar to the bass drum). The tradi-
tional Korean instruments are 
called pungmu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cuss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r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ditional_Korean_musical_instrume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ditional_Korean_musical_instrume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kwaenggwar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ing_(instru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gg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k_(dr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rel_dr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rel_dr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s_dr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ng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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