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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日晚合唱节闭幕式暨
优秀团队展演中，8支荣获金奖
的合唱团队带来了风格各异的
合唱作品，从富有中国古典雅韵
的《国画》《蠡湖情歌》到优美抒
情的《蒲公英不说一语》《雨后彩
虹》，从富有民族气息的《木鼓
歌》、《阿里郎》到融汇中西的《铃
儿响叮当的变迁》，给观众带来
了多元灵动的视听盛宴。

本届全国教师合唱节，得
到了全国各地众多教师合唱团
体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既有大

学教授的合唱团，也有来自县
城的教师合唱团；既有青年教
师合唱团，也有退休老教育工
作者合唱团，既有来自上海、深
圳、武汉等国内大城市的合唱
团，也有来自东莞、惠州等周边
城市的合唱团，形成了教师合
唱精英云集、共唱新时代之声
的交流学习平台。很多教师为
了参加本次活动都放弃了暑假
时光积极排练。三天的时间内，
他们向社会各界展示了教师们
课堂之外的艺术风貌。

威海市教师合唱团隶属于
威海市教育局，是一支由 80名
声乐专业，本科、研究生学历
的音乐教师组成的团队，团员
个体具有较扎实的演唱功底和
较好的音乐表现力。该团在本
次合唱节上也荣获了中青年组
混声金奖，团长孙胜松介绍
说，合唱团成立以来，在中国
合唱协会指挥委员会副主任孙
相根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凭借
团员的良好个人素养，多次在
国内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应邀

参加众多大型演出活动，得到
广泛的好评。这次能够代表威
海来到中山参加演出非常荣
幸，“我们是第一次来中山，感
受到这里浓厚的合唱氛围。无
论是比赛的设施、承办方的接
待，还是各支参赛队伍的水
平，都让我们赞叹。”参赛的选
手对中山的合唱氛围赞叹不
已。来自无锡市灵阁·尚女子
合唱团的杨女士也介绍说，该
团是一支由无锡各中小学音乐
女教师自愿自发聚在一起成立

的女声合唱团，2015 年成立以
来，每月用业余时间来排练大
家钟爱的合唱艺术作品。三年
来在艺术总监杨秋鸣的执教
下，快速成长，借助上海艺术
节这个平台以原创女声合唱曲
为主线，展示自己艺术作品和
艺术表现实力。“中山整个城
市对合唱极为重视，投入的力
度也很大，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此次合唱节不仅有相互学习
还有专家指导，也可以说收获
颇丰。”

唱响新时代之声
我市成功举办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

●2006年
中国合唱协会合唱基地挂牌揭幕仪式

在中山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标志着中国合唱
协会第一个合唱基地正式成立。“中山杯”首
届全国合唱指挥大赛举行。

●2007年
中山市第三届合唱节举行，全市城乡59

个合唱团共3000 多人参赛，共举行了9场比
赛和农村文化广场展演。

全国首届社会主义新农村合唱大会在
中山市举行。

●2008年
中国合唱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举

办，召开指挥培训班研讨合唱艺术。首届中
国民歌合唱汇演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2009年
中山市合唱团摘取广东省第九届“百歌

颂中华”歌咏活动总决赛1金1银。
首届全国农民合唱大会在中山盛大开

幕。
●2010年
第十五届群星奖合唱决赛在中山举行，

中山合唱团获合唱类全国“群星奖”，中山农
村群众歌咏活动获得群文项目类全国“群星
奖”。

●2011年
“纪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第五届中

国童声合唱节”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
举行，中山市东区赖元葵少儿合唱团、中山
市实验小学合唱团获儿童组金奖。中山市实
验高中合唱团、中山市一中女子合唱团获少
年组金奖。

●2012年
第十一届中国合唱节在中山隆重举行，

中山合唱团、东区赖元葵少儿合唱团、实验
高中合唱团摘金。

●2013年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合唱决赛，

中山合唱团获得“群星奖”。
中山市第六届合唱节举行。
●2014年

“共筑中国梦唱响文明城”2014 年中国
城市合唱节举行。中山市合唱团、中山七彩
虹合唱团、中山市实验中学合唱团等合唱团
分获混声合唱、女声合唱、少年儿童合唱等
奖项的一等奖。

●2015年
“纪念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2015 中国城
市合唱节举行。

●2016年
第七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
●2017年
中山合唱季，全国合唱指挥大赛训练

营，全国合唱指挥大赛，第七届中山合唱节
●2018年8月

“新时代之声”——第四届全国教师合
唱节

8 月 26 日，中山
市文化艺术中心，为
期三天的“新时代之
声”——第四届全国
教师合唱节活动在这
里圆满闭幕。本届教
师合唱节由中国合唱
协会主办，中山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
办，中国合唱协会高
校合唱委员会、广东
省合唱协会协办。全
国 27支参赛队伍、3
支国内优秀合唱展演
团队云集中山，唱响
新时代之声。这既是
我国合唱界的一大盛
事，也是中山市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打造中国合唱
之城的重要举措。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音乐水准和合唱修养直接影响一代代学子的音乐水平
和艺术素养。合唱节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对教师合唱队的成长和发展，会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

——李培智（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

★本次合唱节吸引了全国各地优秀的教师合唱团队参与，由此可以看出，中山构建的平
台影响力很大，含金量很高。合唱节中出现了许多民族和传统的作品，体现出教师响应号召，
重视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让合唱表现出多元化丰富的面貌。

——刘晓耕（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作曲家）

★一个合唱团要抓什么，有两点是必需的，首先是指挥，需要“准、美、神”，不能“蝴蝶
飞”，“云里飘”；其次就是声音训练，不能拔苗助长，需要扎扎实实，找到自己能驾驭的作品，
合适自己声音的作品，把作品里需要的声音表达出来，一点点积累，早晚有一天会走出来。

——陈家海（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合唱协会会长）

在本届合唱节开幕式上，李
培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合
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
载体，全面体现一个国家的音乐
修养、文化涵养和文明素养，教
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
音乐水准和合唱修养直接影响
一代代学子的音乐水平和艺术
素养，中国合唱协会自2006年创
办全国教师合唱节以来，得到了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 新 时 代 之
声”——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
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对教师合唱
队的成长和发展，会起到良性的
推动作用，使各教师合唱团的合
唱理念和水平得以提升。”

在合唱节上，经过激烈比
拼，中山市合唱团二团（中山教
师合唱团）等 6支队伍摘得中青
组混声金奖，中山市七彩虹合唱
团等9支队伍摘得中青组女声金
奖，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老干大学
退休教师乐之声合唱团荣获老
年组混声铜奖，而由韦娅作词、
邓卓锐作曲、中山合唱团二团

（中山教师合唱团））演唱的《蒲
公英不说一语》获得合唱节优秀
新作品奖，该团的指挥邓卓锐也
荣获优秀指挥奖，中山市七彩虹
合唱团的王乐荣获优秀钢琴伴
奏奖。

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全
国著名作曲家刘晓耕也表示，相
对于全国其他教师合唱团队，中
山此次参赛的团队之一中山教
师合唱团的合唱水平可以说走
在前列，无论从曲目难度还是艺
术性及技术规格都是很高的，这
体现了领导的重视和政府的投
入，但合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优秀的成绩来源于平常工作
学习中长期的坚持，“现在教师
负担都很重，来自不同岗位教师
集中训练，达到这样的水准很不
容易。另外，从她们现场的表演
看得出这个地区教师的精神面
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很
重要，教师会在各自岗位上发挥
巨大作用，影响一批批的孩子，
对孩子的艺术素养有推动作用，
市委市政府看准了培育教师合
唱团，相信中山未来音乐艺术教
育一定会更好。”

除了多场合唱比赛，中山还
为本次活动准备了多个合唱艺
术讲座，25日上午，中国合唱协
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作曲家刘
晓耕老师为合唱团成员们举行
了“中国民族合唱作品创作与推
广专题讲座”，26日上午，中国合
唱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音
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吴灵芬也举
行了“吴灵芬教授合唱指挥实训
班”，在合唱节的评讲会上，评委
们还对各个队伍进行了有针对
性的点评，为合唱爱好者和合唱
团队搭建了合唱艺术学习平台，
提高了各合唱团队的艺术水平。

在吴灵芬教授的合唱指挥
实训班上，各团的指挥们得到了
一次近距离与大家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从对音乐的理解和处

理，到手势如何干净到位，吴老
师的讲解都让大家有很大收获。

“指挥是一门单学科，又是所有
学科的汇总。同时还要具备钢
琴、管理、心理、语言等综合素
质。与合唱团的合作是很奇妙
的，要把你想要的感觉表达出
来，让他们理解，互相找到结合
点，他们就会跟着你的指挥唱出
你想要的声音。这次合唱节给了
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
自武汉诗语教师合唱团的一名
指挥表示。“合唱不是立竿见影
的艺术，而指挥素养的提升对于
合唱团来说至关重要，通过这样
与大家的交流，我们很快能发现
自己的短板在哪里，更能激发潜
能，积累经验。”长春中小学教师
合唱团的团员如是说。

吴灵芬教授合唱指挥实训班。

教师合唱节讲评会。

全国27支优秀合唱队伍参与

搭建交流学习平台

以教师合唱活动
带动全社会提升合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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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

●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中青组
混声金奖:

1.中山合唱团二团（中山教师合唱团）
2.威海市教师合唱团
3.东莞市教师合唱团
4.上海小荧星教职工合唱团
5.武汉诗语教师合唱团
6.长春市中小学教师合唱团

●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中青组
女声金奖:

1.无锡市灵阁·尚女子合唱团
2.郑州市金水区女子教师合唱团
3.黄埔区香雪教师合唱团
4.郑东新区教师合唱团
5.东莞市教师合唱团女队
6.上海小荧星教师合唱团
7.中山市七彩虹合唱团
8.深圳市光明新区明月合唱团
9.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师合唱团

●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优秀新
作品奖：

由韦娅作词、邓卓锐作曲的《蒲公英不
说一语》由中山合唱团二团（中山教师合唱
团）演唱。

●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优秀钢
琴伴奏奖：

郑霏 赖元葵 王乐 贾琳

●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优秀指
挥奖：

邓卓锐 王伟澍 孙相根

中山合唱基地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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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为期三天的“新时代之声”——第四届全国教师合唱节活动圆满闭幕。

合唱节闭幕式上的优秀团队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