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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
上海音乐学院建校 95 周年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建校 71 周年



　　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和孵化器，
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杰出代表在
海内外享有盛誉，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前身为国立音乐院，
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于 1927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创办，
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
府，以“援西立中，化用为体”办学理念，奠立了中国专业音乐
教育的专业建制与学科体系。1956 年起改用现名，为文化部直
属重点院校，现为文化和旅游部与上海市共建院校。2017 年，
被列为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入选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
校建设学校。办学九十四年来，上海音乐学院秉承“养成音乐专
门人才，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
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的办学使命，恪守“和毅庄
诚”的校训规范，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始终站在音乐
艺术发展的前沿，创立并不断完善中国专业音乐艺术的教育体制
与办学模式，担负起引领中国专业音乐发展方向的责任，积淀了
宏阔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名师辈出，
名作纷呈，培养了几代杰出的中国音乐领军人才，为中国音乐教
育事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院学科体系完备，是全国最早拥有“音乐与舞蹈学”“艺
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专业音乐学
院，形成了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应用“四轮驱动”
的音乐学科综合体系。我院坚持精品教育战略，坚持“重视基础、
严格教学、精于实践”的教学传统，涌现了萧友梅、黄自、贺绿
汀、谭抒真、卫仲乐、丁善德、钱仁康、马革顺、周小燕、胡登跳、
高芝兰、桑桐、才旦卓玛、俞丽拿、廖昌永等中国几代卓越的作
曲家、音乐理论家、表演艺术家以及教学名师，产出了一批影响

深远的经典著作与全国通用专业教材，众多毕业生成为世界各大
乐团与音乐机构的领军与骨干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以廖昌永、
许舒亚、李坚、宋思衡、黄蒙拉、杨光、沈洋、孙颖迪、王之炅、
王珏、于冠群、陈牧声、沈子钰等为代表的上音学子在图鲁兹国
际声乐比赛、多明戈声乐大赛、贝藏松国际作曲比赛、玛格丽特·隆
国际钢琴比赛、BBC 卡迪夫国际声乐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
比赛、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柴可夫斯
基国际青少年大提琴比赛、托蒂斯国际中提琴比赛等作曲、声乐、
钢琴、弦乐等世界顶级赛事中屡屡收获大奖，为国争光。
　　我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师生创作了一大批代表
中国、影响世界的音乐杰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小提琴协奏
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长征交响曲》、中胡与交响乐队《荒
漠暮色》、艺术歌曲《致世博》……近年来，交响曲《丝路追梦》
《炎黄颂》、歌剧《贺绿汀》、音乐剧《海上音》《梦临汤显祖》
等原创作品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一批重大研究课题获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
程立项，获省部级项目与奖励数十项。每年平均举办各类艺术实
践与音乐会 400 余场，承办“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 20 多
个国家的世界一流平台举办各类音乐会，唱响“中国声音”。
　　我院拥有一批集教学、表演、艺术科创为一体的创作中心、
艺术中心、研究中心及表演团体等平台，拥有一个国家级核心学
术期刊《音乐艺术》，一个中国音乐学科高地“贺绿汀中国音乐
高等研究院”，一个历史文献与档案收藏丰富的音乐图书馆，一
个体制灵活的音乐研究所，一个不断推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上海
音乐学院出版社，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东方乐器博
物馆”，一个文化成果孵化和社会服务平台“上海音乐艺术发展

上海音乐学院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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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音附中），国
家级重点中专。上音附中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中等音乐专业学校，
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由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于 1951 年创办
少年班；1952 年行知艺校音乐组并入少年班；1953 年改名为中
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1956 年，学校随院部
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同年，建立上海音
乐学院附属儿童音乐学校（简称上音附小）。1996 年，上音附
小并入上音附中。历任校长分别为：程卓如、蒋在文、金村田、
续靖宇、东峰、汝洁、黄祖庚、华天礽、赵晓生、徐孟东、方蕾、
刘英。现任领导班子：吴学霆（党总支书记）、丁缨（校长、党
总支副书记）、周挺（教学副校长）、李仲璠（党总支副书记）、
张琼（副校长 挂职）。
　　建校以来，我校师生在国内外重大音乐比赛中摘金夺银，硕
果累累。基于学校在国际国内音乐赛事方面的卓越表现，1993
年，学校被文化部授予“三年中连续四次获国际音乐比赛第一名”
的唯一奖匾。上音附中获得的其它荣誉包括：2001 年被教育部

评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03 年被评为上海市花园单
位；2005 年被评为上海市中小学行为规范示范校；2006 年被评
为上海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2015 年被评为上海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首批特色示范校；2015-2017 年度被评为上海市花园单
位；2017 年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2018 年荣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2019 年被评为上海市中职示范品牌专业；2019-
2020 学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2019-2020 年度文明校园；
2020 年入选上海优质中职培育学校；2022 年荣获上海市教学成
果一等奖。
　　迈入新时代，上音附中全体师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遵循“传
承创新、开拓进取、深化内涵、历练精品”的办学理念和“学艺
精进、崇德尚音”的校训，秉持“重视基础学习、强化专业训练、
勤于艺术实践、注重全面培养”的办学特色，为实现“办一流的
音乐教育，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创造一流的教育环境，培养顶
尖的音乐人才”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协同创新中心”，一座具有国际一流声学条件的专业歌剧院“上
音歌剧院”。
　　我院现为欧洲音乐学院联盟和环太平洋音乐学院联盟成员，
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所世界顶尖或一流音乐院校签署合作
办学战略协议，包括美国茱莉亚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伯克利
音乐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奥地利维也
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法国巴黎国
立高等音乐与舞蹈学院、俄罗斯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等，并与其中 11 所院校开展深度校际合作，当前，上海音乐学

院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承接国家战略，担当文化使命，以“办一流音乐教育，创
国际先进水平”为愿景，明确和坚守“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引领
者，文化强国战略的支撑者，上海文化品牌的贡献者，长三角音
乐联盟的引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标杆”的新时代办学定位，
着力培养德艺双馨、红专兼备、国际视野、全面发展的高等音乐
人才，为早日全面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
界顶尖高等专业音乐学府而不断奋进！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The Music Middle Schoo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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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谣》	 																																																																																	汪磊	作词作曲
		《闲聊波尔卡》	 	 																					J.	施特劳斯作曲				李闳、杨鸿年	填词			杨鸿年编合唱及钢琴
演唱：上音附中合唱团     
指挥：罗雅南     钢琴：付钰珊、阿旺公桑

2.《为双簧管与钢琴创作的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普朗克	曲
双簧管：周玥琥（高一）2022 意大利世界音乐大赛第一名
艺术辅导：朱琤琤     指导教师：孙铭红

3.《正月十五闹雪灯》	 	 	 	 																																					刘英	曲			王莉莉	移植改编
二胡：何沂珊（初二）“第五届（敦煌）中国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艺术周”二胡儿童组公开赛金奖
扬琴伴奏：梁媛     指导教师：王莉莉

4.《歌唱祖国》	 	 	 	 																																							王莘	原曲			储望华	四手联弹改编
		《四手联弹钢琴奏鸣曲D大调K.381》第一乐章	 																																																					莫扎特	曲
钢琴四手联弹：刘善为（小五）2022 年第八届兰州国际钢琴公开赛公开组少年组第一名
             安    烨（小五）“致敬肖邦”2022 年第三届华沙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中国区决赛专业小学组金奖
                            指导教师：娜塔莎、钟听

5.《归 .愁》2022中国扬琴高端论坛	——“乐海飞翔”新作品展演独奏 1组十佳作品															叶圣乔（高三）作曲	
扬琴：马路瑶（高三）2022“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专业少年组一等奖
钢琴：王风雷（高二）2019 第 23 届日本浜松 PIARA 国际钢琴总决赛 Senior C 组第二名
指导教师：强巍昊、应皓同

6.	D大调弦乐四重奏	Hob. Ⅲ :No.49	作品 50之 6—	“青蛙”																																										海顿	曲
			第一乐章	快板					第四乐章	终曲	—	精神饱满的快板     
活力四重奏     
小提琴：游清然（高一）、钱梦淇（高一）     中提琴：吴承展（高一）     大提琴：文成月（高一）    
指导教师：吴淑婷

~~~ 中场休息 ~~~

7.《培尔·金特》第一组曲	作品46之 1	“晨景”	 																																											 										格里格	曲
		《华丽圆舞曲》																																																																															莫什科夫斯基	曲
钢琴八手联弹：王悦彤（高二）2021 年珠江·恺撒堡国际钢琴大赛专业二组一等奖
             吴一凡（高一）2022 年第十九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专业少年 A 组一等奖、中国作品奖
                            金子涵（初二）2022 年第十一届深圳钢琴公开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
                            吴优男（初三）2022 年厦门音乐季国际钢琴公开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
                            指导教师：周挺，杨韵琳，孙韵，陈巍岭

8.《幻想曲》	 	 	 	 	 																																															斯托桥夫斯基	曲
长号：应子贤（高二）2022 年匈牙利国际音乐大赛 C 组一等奖
艺术辅导：高育彤     指导教师：李大力

音乐会曲目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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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合唱协会会员，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视唱练耳、
乐理教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合唱团常任指挥，“欢唱音符”
系列音乐会总策划。
　　首届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合唱指挥培训人才。多次携合唱
团参加国内外合唱高峰论坛、国际研讨会。荣获热那亚首届
国际青年音乐节最佳指挥奖。莱昂纳多·达·芬奇国际合唱
大赛（线上），荣获 D 组童声组银奖。带领附中合唱团随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演出团队赴北京中央电视台拍摄录制《快乐
琴童》专题节目。并于 2021 年 由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科内
涵建设资助，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欢唱音符 -- 儿童视
唱乐理启蒙》。

　　上音附中合唱团前身是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红领巾
合唱团。新时代的合唱团在筹备期间，于 2016-2017 年两
度受邀参加上海高校合唱论坛、中俄合唱国际研讨会，2019
年被选上上海音乐学院“音才助飞“合唱项目。同年参加“歌
传天地和 纪念黄允箴教授学术音乐会”，作为唯一一支童声
合唱团在音乐会上献唱黄教授的合唱作品，获得一致好评。
　　上音附中合唱团正式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同年参加
莱昂纳多·达·芬奇国际合唱比赛（线上），获得 D 组童声
组银奖。
　　合唱团自成立以来，受到校领导和各任课老师的多方支
持。现常任指挥为上音附中视唱练耳教研室教师、青年合唱
指挥罗雅南。

罗雅南
Luo Yanan

上音附中合唱团
Choir of The Music Middle Schoo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9.《幽兰操》	 	 	 	 	 																																											韩愈	词			赵季平	曲
独唱：王乐天（高二）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优秀奖
艺术辅导：彭芝清     指导教师：雷鸣

10.《F大调第二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勃拉姆斯	曲
大提琴：裘智宇（高一）2022 年第六届日本京都国际音乐比赛第一名
艺术辅导：李文琦     指导教师：李继武

11.《帕萨卡利亚主题幻想曲》	 	 	 																																			亨德尔	曲			苏畅、石头	编配
古筝三重奏：李语婧（高三）、潘宣燃（初三）、王宗美（高三）
指导教师：高慧

12.《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Op.47》第三乐章	 	 																																											西贝柳斯	曲
小提琴：顾祎玮（高二）2022 青岛全国小提琴协奏曲比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
艺术辅导：金珊珊     指导教师：郑青

13.《为双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五首》	 																																											肖斯塔科维奇	曲			代博	改编
手风琴：刘弋维（高一）第 71 届手风琴世界锦标赛青年室内乐组第一名
小提琴：金于诚（2020 届）、花思远（2022 届）中提琴：王富亮（2022 届）
大提琴：沈郝（2022 届）、低音提琴：张子宸（初二）
指导教师：吴淑婷、徐达维

* 演出曲目以当日为准

6 7



　　2007 年 8 月出生于上海，2018 年开始跟随吕爽老师学
习双簧管，2019 年 9 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接受了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双簧管教育家孙铭红教授的专
业培训，至今的三年里获得了 36 次国际音乐比赛的奖项。 
2021 年 6 月入选上海音乐学院优秀学生“音才助飞”计划，
在上海上音歌剧院成功举办了首场独奏音乐会，广受关注和
好评！

周玥琥
Zhou Yuehu

8 9

　　现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钢琴艺术辅导、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1988 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跟随郑大昕教授
学习。1994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跟随吴乐懿教授学习。1998 年毕业留校担任管弦系钢琴艺
术辅导。2006 年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赴俄罗斯格涅辛音
乐学院跟随格利高力·巴里萨维奇教授学习研究生课程。
2008 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学位评审委员会颁发的音乐艺
术钢琴硕士学位。2010 年被聘为副教授。作为艺术辅导参
与了各类管弦乐器的国内外演奏比赛并获得过数十次的各类
奖项和荣誉。 

　　2009 年 7 月出生于梨园世家。从小受家庭熏陶喜爱音乐，
4 岁学习钢琴，5 岁便跟随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上海
音乐学院附中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莉莉学习二胡。钢琴
师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谢小河副教授。2018 年考入上海音
乐学院附小，2021 年以优异成绩直升附中。现为上海音乐
学院附中初二年级学生。
　　曾获：全国第十六届华夏艺术风采系列活动——圆梦中
华·艺术之星交流展演“金奖”；第四届亚太青少年国际器
乐锦标赛三等奖；“第五届（敦煌）中国民族器乐·民族舞
蹈艺术周”二胡儿童组公开赛金奖、二胡重奏金奖；2021
年入围首届“富康杯”中国民族器乐展演；施坦威 2021 年
国际钢琴比赛加拿大卡尼尔赛区优异奖。
　　2021 年 6 月成功举办了“小何”才露尖尖角《何沂珊
二胡独奏音乐会》。
　　曾受邀录制网络公益宣传片“你是我的明天”。

　　青年扬琴演奏家。六岁习琴，启蒙于旅美扬琴演奏家赵
扬琴老师，1987 年考入“南京小红花艺术团”，1988 年赴
四川成都参加“全国首届少儿民族器乐、西洋管乐演奏邀请
赛”，获民乐儿童组一等奖，并受到大赛组委会名誉副主任
彭修文的特别赞许。九岁起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
大学，现留校任职于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从事民
族乐器研究工作。曾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扬琴演奏家、教
育家郭敏清老师、成海华老师，还获得中央音乐学院著名扬
琴教育家桂习礼老师的悉心指导。
　　1990 年随“上海少年儿童民族音乐演出团”赴日本访
问演出。于 2002 年成功举办了个人专场独奏音乐会。　　
大学期间曾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建校
70 周年纪念唱片《岁月留韵》的录制，2004 年攻读完院内
研究生课程班全部学科。演奏风格独特，基本功扎实，艺术
处理细腻感人，音乐表现力极富感染力。

朱琤琤
Zhu Chengcheng

艺术
辅导

何沂珊
He Yishan

梁媛
Liang Yuan

艺术
辅导



　　2011 年出生，四岁半开始学习钢琴，曾师从章琼娜老师、
唐哲教授，现就读于上音附小五年级并师从娜塔莎副教授。
曾获第六届国际青少年钢琴家比赛总决赛第一名；第五届墨
尔本国际钢琴比赛总决赛第一名；上海钢琴公开赛总决赛第
一名；TSP 国际钢琴公开赛总决赛第一名；第八届门德尔松
国际钢琴比赛亚太总决赛第一名；厦门国际钢琴公开赛总决
赛第一名；红色经典公益网络钢琴展演第一名；珠江恺撒堡
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总决赛第一名；第八届兰州国际钢琴公
开赛总决赛第一名；上音附中牛恩德奖学金等。

刘善为
Liu Sh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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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音附小五年级钢琴专业，先后跟随李卓老师及钟听副
教授学习钢琴。曾参加合肥大剧院、上海大剧院 24 周年庆
典演出。曾荣获：上音附中牛恩德奖学金 ;2022 白玉兰国际
音乐节钢琴总决赛中国作品大奖；2022 圣彼得堡国际音乐
节钢琴少年组第一名及总冠军奖；2022 第 29 届肖邦国际少
年儿童钢琴比赛中国区专业一组第一名；2022 第三届华沙
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国区决赛专业小学组金奖；2022 第
五届 SAE 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专业小学组金奖；2021 第四
届美国联邦钢琴公开赛亚太区公开五组第一名。

　　2004 年出生于浙江温州，自幼学习钢琴，并随父亲学
习竹笛。于 2020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学科，师从
强巍昊副教授，在校期间曾获校级奖学金。
　　2022 年扬琴与钢琴作品《归·愁》入围中国扬琴高端
论坛—“乐海飞翔”新作品评选。2020 年作品《如您所愿》
获上海音乐学院庆祝建党百年歌曲征集大赛三等奖。

作品简介：
　　归——思乡之念的真情流露。
　　愁——归家之路的思绪涌动。
　　《归·愁》，作者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情绪，展现归家
人的欢喜和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家乡画面，但矛盾也同时暗含
于内心：不知家乡的模样是否随着时间早已改变，更不知记
忆中的家乡是否会包容归来的人。归，终化为愁。思乡之情，
浓烈而纠结。

　　2005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九岁开始学习扬琴，启蒙于
宋珊瑚老师。2017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跟随应皓同
副教授学习至今。
　　2019 年荣获第二届浙江扬琴艺术节暨“粤华杯”第二
届扬琴邀请赛专业少年 A2 组铜奖。2020 年策划举办上音附
中高一“瑶相辉映”扬琴独奏音乐会。2021 年参加“华夏
民声沪甬交流系列活动·音乐会”。同年荣获第二届“敦煌杯”
中国民族室内乐，重奏比赛职业少年组金奖。2022 年获得
2022“白玉兰”国际音乐节国乐竞演大赛专业少年组一等奖，
重奏组一等奖。

叶圣乔
Ye Shengqiao

马路瑶
Ma Luyao

安烨
An Ye



　　师从于章琦老师，曾师从唐哲教授、周帆老师。四岁开
始随母习琴，品学兼优，屡次获得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人民
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十岁在香港举办莫扎
特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十三岁举办肖邦协奏曲音乐会。
　　2015 年获得法国加尼国际钢琴比赛总决赛“天才少年
组”一等奖。2019 年第 23 届日本浜松 PIARA 国际钢琴总
决赛中以最小年龄参赛者荣获 Senior C 组第二名，并接受
采访，刊登于日本权威刊物《肖邦》钢琴杂志。2019 上海
钢琴公开赛总决赛一等奖。

王风雷
WAN Feng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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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于上音附中。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中心副
主任，上音附中室内乐学科副科长，室内乐演奏家吴淑婷副
教授。由游清然（小提琴），钱梦淇（小提琴），吴承展
（中提琴），文成月（大提琴）组成。四位成员曾多次获得
国际音乐赛事大奖，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曾获得 2021 年
第四届意大利萨尔扎纳国际音乐比赛室内乐组第一名；2021
年法国国际音乐大赛室内乐 9-15 岁组第一名；2021 年瑞士
音乐学院国际音乐大赛室内乐 B 组一等奖；2021 年加拿大
国际音乐大赛 15-16 岁组一等奖；2021 年 '' 特内里费群星 ''
瑞典国际音乐节大赛室内乐组二等奖。

　　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2014 年师从黄
晨星副教授，2022 年师从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宋阳至今。
2016 年以专业第一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2019 年直
升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在校期间每年获得奖学金。2021 年
“横琴杯”全国小提琴奏鸣曲比赛少年组第三名，2021 年
第四届意大利萨尔扎纳城国际音乐表演比赛室内乐 H 组一
等奖。

　　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2007 年出生，
4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师从文跃进老师。2017 年考入上音
附小，师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弦乐科主任周铭恩副教授学
习至今，2019 年 9 月考入上音附中。在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专业有了长足的进步。2018 年入选“音乐小天使”
优才培育计划，12 月与国际指挥大师汤沐海大师及上海爱
乐乐团合作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2019
年 8 月获得韩国 SCC 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 A 组第三名。
2020 年 8 月获得青岛全国青少年小提琴协奏曲比赛专业
少年组第五名，同年荣获 2020 纽约曼哈顿国际弦乐网络
大赛 B 组第一名。第十一届 (2021) 香港国际小提琴大赛
网络比赛总决赛少年专业组第一名。2022 年 10 月获得白
玉兰国际音乐节弦乐专业 B 组一等奖。

　　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师从上海音乐
学院管弦系党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盛利教授。曾获 2021
瑞典“特内里费之星”国际线上艺术节弦乐 D 组一等奖，
2021 美国“贝拉格兰德”国际音乐大赛中提琴 D 组三等奖，
2022 第四届波兰·克拉科夫国际音乐比赛中提琴 C 组一
等奖。

　　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2019 年考入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前管弦系主任，博士
生导师大提琴教育家李继武教授。在校期间多次获得上音
附中人民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等荣誉。曾获得：2021 香
港国际弦乐公开赛少年 A 组一等奖；2021 第三届匈牙利
多瑙河天才李斯特国际音乐比赛 B 组第一名；2021 年 ' 特
内里费群星 ' 瑞典国际音乐节大赛大提琴组第一名，并受
邀参加获奖者展示音乐会。2021 年第四届意大利萨尔扎纳
国际音乐比赛室内乐组第一名；2021 年法国国际音乐大赛
室内乐 9-15 岁组第二名；2022 年德国安东鲁宾斯坦国际
大提琴青年演奏家比赛第三名。

游清然
You Qingran

钱梦淇
Qian Mengqi

吴承展
Wu Chengzhan

文成月
Wen Chengyue

“活力”四重奏
   （左起）：吴承展、文成月、钱梦淇、游清然



　　2005 年出生，4 岁开始学习钢琴，曾跟随中国福利会
少年宫钢琴主任杜雯雯老师学习，自小就显现出非凡的音
乐天赋，并活跃在少年宫的演出舞台上，先后多次在上海
市各类钢琴比赛中斩获奖项。2019 年 9 月，他以优异的
专业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并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
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杨韵琳教授。进入上海音乐学院
附中后，他连续获得人民奖学金，并荣获上音附中“三好
学生”称号，他还获得牛恩德奖学金及上海市奖学金，并
多次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获得奖项：2022 年第十九届星海
杯全国钢琴比赛专业少年 A 组一等奖、中国作品奖；2022
年第十一届深圳钢琴公开赛协奏曲专业组第一名、牛恩德
奖学金金奖；2022 年第 29 届肖邦国际少年儿童钢琴比赛
中国区决赛专业四组第一名；2022 年第六届法国巴黎国际
音乐比赛 E 组第一名；2021 年第十届施坦威全国青少年
钢琴比赛上海赛区决赛专业 C 组一等奖；2021 年第十届
深圳钢琴公开赛专业公开组第一名、牛恩德奖学金金奖；
2021 年第八届国际青少年钢琴家比赛中国总决赛公开 B
组第一名；他还与武汉爱乐乐团、两岸艺术青年联合交响
乐团，指挥家刘鹏、韦丹文等合作演出钢琴协奏曲。

　　现就读于上音附中高二，师从周挺教授。
　　2015 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音附小四年级。
　　获“第八届全日本青少年钢琴大赛”专业组金奖、上

音附中第八届协奏曲比赛金奖，参加中日建交 40 周年纪
念活动演出。2018 年专业第一免试直升上音附中，获意大
利第 22，23 届卡萨马吉诺国际音乐节，第二届德国莱茵
河音乐节最高荣誉奖和观众奖。参加温哥华和钢琴艺术杂
志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系列音乐会。获美国 e 钢琴国
际钢琴比赛青年艺术家组第三名、第八届意大利国际钢琴
比赛一等奖，珠江恺撒堡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专业二组第
一名。

　　2007 年出生于上海，4 岁开始学琴，7 岁起师从上音
附中现任钢琴科主任陈巍岭教授。2020 年以附小钢琴专业
毕业考第一名的成绩直升上音附中初一，现就读上音附中
初三年级。吴优男今年荣获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
音乐周钢琴 B 组第二名和第三届厦门音乐季国际钢琴公开
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其它重要比赛获奖还包括 2021“福
田杯”全国青少年钢琴精英赛专业组第三名，2019 上海音
乐学院附中国际青少年钢琴展演暨中瑞近现代钢琴作品展
演特设中级组第一名和 2016 欧盟国立音乐学院青少年钢
琴比赛儿童组冠军。吴优男是第一届“长江钢琴全国青少
年艺术家培养计划”成员。2020 年他和同学杨雨恬的双钢
琴组合荣获上海音乐学院优秀学生“音才助飞”计划奖项。
2021 年吴优男参加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少年儿童心向党”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并获得基金会奖状。同
年他荣获唐君远基金会奖学金一等奖。

14 15

　　2009 年出生于杭州，2013 年师从姚镁老师 , 后师从上
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孙韵教授至今。2018 年考入上音附小四
年级，2021 年免试直升上音附中，品学兼优，多次获牛恩
德奖学金和上音附中奖学金，曾获第九届施坦威全国总决赛
专业 A 组第一名 ; 第 11 届小柴中国预选赛 B 组第一名 ; 第
11 届深圳公开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牛恩德钢琴奖学金金奖；
大运河国际艺术节郎朗杯总决赛 A 组第一名 , 中国作品第一
名 ; 瑞士明日古典大赛特等奖 ;GOCAA 全球总决赛专业 C
组第一名 , 意大利第 13 届音乐大赛第一名 ; 美联邦亚太区公
开赛第一名，法国尼斯音乐大赛第一名等。 2021、2022 年
入选音乐小天使“优才培育计划”，2021 年与著名指挥家
汤沐海在上交合作演出协奏曲，2022 年与刘鹏指挥、武汉
爱乐乐团演出协奏曲。

王悦彤
Wang Yuetong

吴一凡
Wu Yifan

金子涵
Jin Zihan

吴优男
Wu Younan

钢琴八手联弹（左起）：金子涵、吴一凡、王悦彤、吴优男

　　出生于中国上海的音乐世家，5 岁起学习钢琴，为之后
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8 岁开始跟随上海歌剧院长号
首席赵竹南先生学习长号，10 岁起多次登台表演；后师从
上海音乐学院李大力副教授学习至今。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高二学生，有着丰富的乐队经验。先后加入上海市平南小
学管乐团、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管乐团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青少年交响乐团并担任长号首席。曾获得 2020 法国巴黎歌
剧院国际音乐大赛青少年组第一名。2020 法国青年演奏家
国际音乐“云”大赛少年专业组第一名。2021 德国卡尔斯
鲁厄国际音乐大赛青少年组二等奖。2021 瑞典国际音乐大
赛青少年组二等奖，2021 年上海国际少儿艺术大典专业组
金童奖，2022 年匈牙利国际音乐大赛 C 组一等奖。王荻奖
学金，傅成贤奖学金及多次获得校内奖学金。

应子贤
Ying Zixian



　　2018 年起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从事艺术辅导工作。法
国巴黎高师音乐学院钢琴演奏、钢琴教育、室内乐硕士。
2004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受到多
位老师指导关心，上海市“星光计划”奖金获得者。留法期
间师从著名国际钢琴大师 MarianRybicki，期间参加多场音
乐会且受到好评，包括由 animato 协会举办的“来自世界
各地的钢琴家”音乐会，瑞士伯尔尼音乐盛会等。比赛获奖
奖项包括美国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葡萄牙 viseu 国际钢琴比
赛第三名，法国巴黎 Ile-de-France 国际钢琴比赛演奏家组
决赛奖，希腊罗德岛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等。

高育彤
Gao Yutong

艺术
辅导

　　2005 年生，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二年级在读，美
声专业方向，师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声乐专业教师雷鸣老师。
美声演唱曾获“第八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优秀奖（202208
中国宁波）、“2022 美国古典青年音乐家奖”三等奖（202208）、
“2022 卡迪夫钢琴与声乐比赛”金奖（202208）。
　　声乐专业的学习之外，还学习古琴与书法多年，两次参
加福州市文联主办的“清弦雅韵——古琴音乐会”惠民公演，
并表演古琴独奏。

王乐天
Wang Letian

　　留美青年钢琴家，室内乐音乐家。4 岁开始学习钢琴。
2001 年考入东方行知钢琴学校，师从张育青，王建中教授。
2007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孙以强教授，获学
士学位。2011 年毕业后考入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师从
著名钢琴家 Alexander Korsantia 教授，获硕士学位。
　　2014 年起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担任外聘艺术指导老师
至今，演出足迹遍布上海、青岛、珠海、德国、美国等地。
多次参与弦乐，管乐及打击乐的室内乐演出，广受好评。
　　2015 年和 2017 年受邀参加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
比赛艺术辅导；2016 年担任第一届上海艾萨克 - 斯特恩国
际小提琴比赛官方艺术辅导。

彭芝清
Peng Zhiqing

艺术
辅导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学生，师从李继武教授。
　　在校期间曾入选上海音乐学院“音才助飞”计划。多次
获得学校奖学金及上海市第 35 届“君远奖”一等奖。
　　近年来先后获得 2018 年第七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比赛
少年组第一名，2019 年第八届匈牙利大卫 • 波帕尔国际青
少年大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二名，2019 年独奏家国际大提琴
音乐大赛青少年组第一名，2022 年意大利法鲁奇奥 • 布索
尼国际音乐比赛第二名，2022 年第六届日本京都国际音乐
比赛第一名。

裘智宇
Qiu Zh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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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表演硕士。4 岁开始学习钢琴。2009 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2013 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免
试保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师从杨韵琳教授。2015
年获公派赴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留学一年。2016 年起
在上音附中从事钢琴艺术辅导教学工作。
　　曾获“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二届全国钢琴比赛专业青年
组第一名、第一届“长江钢琴杯”全国高校钢琴比赛获专业
组金奖、第 44 届贝尔格莱德 Jeunesses 国际音乐比赛决赛
大奖 & 指定曲目奖 & 塞尔维亚作曲家协会特别奖、第四届
意大利“Ischia”国际钢琴比赛成人组第一名等国内外大奖。
　　曾先后在意大利、德国、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塞尔
维亚以及中国各大城市演出，与意大利锡耶纳市交响乐团，
香港管弦乐团，湖北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上海爱乐乐
团，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电视广播交响乐团合作钢琴协奏曲，
均获强烈好评。

李文琦
Li Wenqi

艺术
辅导

　　2007 年出生上海，5 岁习筝，师从潘文副教授，2017
年 9 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上音附小古筝专业。2020 年 9
月以第一名的成绩直升上音附中，目前就读初三，至今每学
期获得乙等奖学金。2020 年 5 月参演公益微电影《忘不了
的爱》，饰童年苏畅；2021 年 8 月第六届“敦煌杯”古筝
专业少年 A 组铜奖；同年 9 月《筝秀古筝邀请赛》重奏组银奖；
同年 11 月“上音众乐‘未来之星’上音附中专场音乐会”
参演古筝独奏和古筝重奏；2022 年第一届国韵杯民族器乐
展演活动，获得职业少年 A 组希望之星；11 月参加“上海
音乐学院优秀学生音乐会”。

潘宣燃
Pan Xuanran

古筝三重奏（左起）：潘宣燃、李语婧、王宗美

　　5 岁习筝，2015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潘文副
教授学习至今，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三学生。
　　多次获校奖学金。
　　2018 年获得第三届“敦煌杯”古筝艺术菁英展演职业
少年组优秀演奏奖。2019 年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快乐琴
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场》音乐频道栏目。2020 年获
得浙江青少年中国民族乐器展演比赛专业组金奖。2021 年 9
月获得敦煌国乐举办的“筝秀——古筝邀请赛”银奖。2021
年 6 月参加央视《风华国乐》音乐栏目古筝重奏《茉莉芬芳》
录制。2021 年 10 月获第二届“敦煌杯”中国民族室内乐比
赛职业少年组金奖。2022 年 10 月获“白玉兰”国际音乐节
国乐大赛组合职业组一等奖。

　　6 岁习筝，2017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师从潘文副教
授，2020 年师从罗晶老师学习至今，现就读于上海音乐学
院附中高三年级古筝专业。在校期间曾两次参与央视录制活
动，多次参与各项演出，多次获得上音附中奖学金及上海市
奖学金。曾获“上海之春”敦煌杯古筝展演院校专业少年组
最佳表演奖，首届“国韵杯”民族器乐艺术展演职业组少年
A 组“希望之星”等。

李语婧
Li Yujing

王宗美
Wang Zo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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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5 月出生，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二年级学生。
5 岁跟随沈洪娟老师、岳伟强老师，后跟随李由瑾老师、朱
清霖老师，9 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目前顾祎玮同学师
从郑青副教授。多次参加大师班学习，得到好评，并作为优
秀学生参加学校举办的学生音乐会。
　　他荣获的奖项包括：2015 年荣获上海“海曲杯”少儿
小提琴比赛金奖；2017 年 7 月在中国青少年全国蜂鸟音乐
奖中获室内乐专业组第一名；2019 年 3 月在日本东京萨尔
茨堡 - 莫扎特国际室内乐比赛中获第四名；2019 年 12 月比
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室内乐比赛中获第一名；2022 年 8 月青
岛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协奏曲比赛专业组第一名。

顾祎玮
Gu Yiwei



　　金珊珊博士，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
院附小及附中，先后师从于李道韞，巢
志珏 , 杨晏茹，王建中教授。 
　　随后留学俄罗斯，考入莫斯科柴科
夫斯基音乐学院附属中央音乐学校学
习。2000 年入选了 21 世纪天才少年，
并和俄罗斯的多位音乐大师一同在著名
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演奏。16 岁时考入了柴科夫斯
基音乐学院学习，毕业时获得了“钢琴演奏、室内乐、伴奏、
钢琴教育学”四项专家学位。并多次前往欧洲举行了音乐会。
随后完成了博士学位。俄罗斯留学期间，师从人民功勋艺术
家 Yuri Slesarev, 以及 Victor Merzhanov.
　　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邀请在克林姆林宫总统宴会厅演
奏。 曾随著名俄罗斯指挥大师 Pavel Kogan 带领的俄罗斯
国家交响乐团一起赴索契（Sochi）参加音乐节，参与了多
场演出。 荣获意大利 Un ricetto in musica 国际钢琴比赛第
二名。
　　回国后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曾获得 : 全国钢琴小
金钟奖 , 中国音协颁发的优秀钢琴教师指导奖；第一届上海
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比赛优秀园丁奖 ; 珠江恺撒堡、德国欧米
勒钢琴比赛、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厦门钢琴公开赛、
施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等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奖；第五
届墨尔本国际钢琴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由文化部颁发的“文
华院校全国小提琴比赛优秀艺术指导奖”、香港国际小提琴
比赛最佳艺术指导、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基金艺术辅导特别
奖。

金珊珊
Jin Shanshan

艺术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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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岁，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博
士生导师徐达维教授。
　　曾荣获：第 71 届手风琴世界锦标赛青年室内乐组第一
名；第 70 届手风琴世界锦标赛中国赛区国际公开组第一名；
第 6 届中国（天津）“鹦鹉杯”手风琴大赛少年 B 组金奖；
深圳国际手风琴大赛少年组金奖；上海音乐学院优秀学生”
音才助飞”计划获得者。
　　先后与国家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参加国家大剧院“五月音
乐节”和“周末室内乐音乐会”的专场演出；与中国交响乐
团室内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
浙江交响乐团等十余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巴扬协奏曲和室内
乐，并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成功举办个人音乐会。曾与谭利华、
林大叶、范焘、姜金一、夏小汤、刘明等指挥家合作。

刘弋维
Liu Yiwei

　　2002 年出生。自小喜欢音乐，启蒙于浦东少年宫马岩
老师。2011 年 5 月始，师从上音附中弦乐科主任周铭恩副
教授学习。2014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一年级。
　　2017 年入选“音乐小天使”优才培育计划；2018 年
1 月获第八届香港国际小提琴大赛青年组第二名。2018 和
2019 年两度获得上海音乐学院“音才助飞计划”的资助。
2019 年 7 月获得美国 cooper 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第
四名，8 月获得 2019 厦门第一届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三名，
2019 韩国 SSC 国际小提琴比赛 C 组第一名。2020 年同时
被美国新英格兰和曼哈顿音乐学院录取。同时，作为免推生
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曾任职过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团首席。
现师从俞丽拿教授，张洋老师。

金于诚
Jin Yucheng 　　上海音乐学院本科一年级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学生，师从

黄蒙拉老师。4 岁学习小提琴，曾师从丁载元老师、李由瑾
老师。9 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四年级，师从朱清霖老师
学习至高中毕业，以小提琴专业第一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
弦系。
　　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青少年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首
席，2019 年成立 Brio Quartet( 弦乐四重奏 )，担任第一小
提琴，室内乐师从吴淑婷副教授学习至今。
　　曾荣获“2020 年第五届匈牙利多瑙河天才国际音乐比
赛”四重奏 C 组第一名。“2021 年第 71 届世界手风琴锦
标赛（CMA）总决赛”青年室内乐组第一名。“2021 年世
界古典音乐比赛”小提琴协奏曲 D2 组金奖。“2021 年第六
届法国巴黎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 F 组一等奖。“2021 年
第六届匈牙利多瑙河天才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 D 组第一名。
“2022 年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第一名。

花思远
Hua Siyuan



　　2003 年８月出生，2012 年 6 月起跟随广州星海音乐学
院李自立教授学习小提琴，2016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中提琴表演专业，师从刘念教授。2022 年以小、中提专业
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 2022 级
中提琴专业学生。
　　2020 年参加第 5 届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音乐大赛，获中
提琴第一名；同年参加第 21 届意大利“蒙特洛萨 - 卡瓦伊奖”
瓦尔塞西亚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获 e 组一等奖；2020 年
匈牙利“多瑙河天才”国际音乐比赛，获室内乐组一等奖，
组别最高分。2021 年，荣获第 71 届世界手风琴锦标赛（CMA）
中国赛区 青年室内乐组二等奖。2021 年 5 月 , 在上音歌剧
院成功首演著名作曲家刘灏教授的委约作品《世纪·风行》
( 手风琴与弦乐四重奏 ) ，同月在北京市国家大剧院圆满完
成第二次演出，获得一致好评。

王富亮
Wang Fuliang

　　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六岁开始学习大提琴，
九岁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副教授谢光禹学习至今。
　　2020 年，荣获第 5 届匈牙利多瑙河天才国际音乐比赛 
弦乐独奏 C 组二等奖，室内乐 ( 弦乐四重奏 )C 组一等奖（组
别最高分）。2020 年，荣获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音乐比赛 四
重奏二等奖。2021 年，荣获第 3 届捷克“古斯塔夫·马勒
奖”大提琴比赛 第八组优秀奖。2021 年，荣获第 1 届保加
利亚金色弦乐国际器乐比赛 独奏第五组二等奖。2021 年，
荣获第 71 届世界手风琴锦标赛（CMA）中国赛区 青年室
内乐组二等奖。2021 年，荣获意大利米兰国际大提琴比赛 E
组一等奖第二名。

沈郝
Shen Hao

　　2019 年初开始学习低音提琴，师从罗兵副教授，于
2021 年以低音提琴专业成绩第一名考进上音附中。进入附
中之后更加勤奋刻苦，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校、老师的教育
和帮助下各方面能力都获得了提升。
　　主要获奖情况及事迹如下：2021 年 5 月参加《美国路
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低音提琴音乐节》中获得 14 岁以下组别
一等奖；2021 年 6 月参加《美国国际低音提琴协会比赛》
中获得 14 岁以下组别二等奖，2021 年 12 月在上海音乐厅
参加《2022 上海音乐家协会小提琴专委会迎新音乐会》独
奏表演；4.2022 年 9 月荣获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 35 届
优秀中学生君远奖二等奖。

张子宸
Zhang Z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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