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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名 GYPSY QUEEN (吉普赛女郎)
主唱
Shinon(希侬)
低音贝司 Aki（秋山）
架子鼓
Masao（杉山）
电吉他
Macha（伊藤）

该乐队的流行音乐具有亚洲艺术风格，主要活动区域以亚洲为中心，活动内容包括现场演出、电台的
转播演出等。在海外演出超过一百次。在该乐队演奏的歌曲中，有几首是由中文诗改编的中文曲目，希
望世界上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GYPSY QUEEN的独特音乐。

《吉普赛女郎(GYPSY QUEEN)主要活动经历》

・2001年5月1号-16号 参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的[相约北京] [欧亚风情演唱会]
在北京，昆明，南京，大连，沈阳，天津 巡回演出
・2002年2月1号-2号 在上海ＡＲＫ演唱厅 演出
・2002年2月11号 参加北京电视台举办的 [歌从这方来 ― 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
参演歌曲[别离开我] 获 优秀奖
・2002年5月24号 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友好呂远作品音乐会]
地点:天桥剧场
・2002年5月25号 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 相聚88.7听众联谊会] 公开演唱会
・2002年9月 参加日本外务省举办的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 GYPSY QUEEN中国巡回演唱会]
地点:大连，长春，上海，重庆
・2002年9月 参加日本外务省举办的 [纪念蒙古日本邦交正常化30周年 GYPSY QUEEN演唱会]
・2002年12月29号-2003年1月2号 在香港参加过年演唱会 演出
・2003年2月13号-16号 邀请在广州BEYOND的叶世荣演唱会 在香港演唱厅 演出
・2003年7月17号-28号 参加日本外务省举办的 [纪念日本东南亚年 GYPSY QUEEN演唱会]
在文莱(纪念国王的生日)，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 巡回演出
・2003年10月31号-11月4号 [月色·阳光 2003 GYPSY QUEEN演唱会] 演出
地点:人民大礼堂(重庆)，音乐房子(成都)
・2004年4月30号 [2004年亚洲杯重庆赛区暖场公益GYPSY QUEEN演唱会]演出 地点:重庆珊瑚露天剧场
・2004年5月1号 参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的[相约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 地点: 朝阳公园
・2004年5月2号 参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的[相约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 地点: 龙潭公园
・2004年5月3号 参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的[相约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 地点: 朝阳公园
・2004年9月25号 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 演出
・2004年10月21号 发行新唱片”SILK”(香港·BEYOND的叶世荣参加)
・2005年5月
在北京13club，豪运酒吧 演出

・2005年5月27-28号 参加老挝政府和日本外务省举办的
”纪念日本老挝邦交50周年 GYPSY QUEEN演唱会” 在Vientiane，老挝”
・2005年12月27-31号 重庆・四川外语学院 吉普赛女郎 中日友好演唱会
・2006年7月14-19号 GYPSY QUEEN in Vientiane 2006 （国立文化会馆 在Vientiane，老挝）
・2006年11月23-12月5号 日本财团赞助 残疾人活动 客串演出
（国立文化会馆 在老挝，Vientiane，歌剧会馆 在越南，胡志明市）
・2006年12月6号在胡志明市日本领事馆主办・日皇生日纪念招待会演出
（和 越南第一位男明星 Lam Truon）
・2007年2月25-26号Jewelry of Mekong 2007（爱知县田原市，东京）（和 老挝女明星 Aluna）
・SKY Perfect TV! Benesse Channel ”热血Support！梦支援”主题歌「梦的门」（2007年6月～）
・2007年6月9号 One Asia Mohlum Night （和 泰国女明星，Jeab Kanokporn
・2007年9月23号 在胡志明市日本领事馆主办”JAPAN DAY” 演出
（青年文化会馆）（和越南女明星Hien Thuc）
・2007年12月 日本・泰国友好120周年纪念事业”GYPSY QUEEN CONCERT IN 清迈”
・2008年1月 发行新唱片” 梦的门”
・2008年2月19-20号 世界遗产Wat Phou Festival演出（老挝，Champasak）
・2008年9月19-21号 日本・越南外交树立35周年纪念Vietnam Festival 2008演出(在东京)
（和越南女明星My linh, Hien Thuc, 男明星 Lam Truong）
・2008年11月1号Japan China ONE ASIA Rock Concert #1 “四川大地震赈灾义演” (北京, MAO)
・2008年12月25号-31 VIETNAM-JAPAN INTERNATIONAL MUSICAL GALA演出(在河内,胡志明市, 越南)
・2009年2月6 -14号Mekog Tour 2009 (在泰國, Bangkok, 在老挝，Wat Pou, Savannakhet, Vientiane, 在
柬埔寨, Phnom Penh)
・2009年4月11-12号 Hanoi Sakura Festival演出 （在越南，和内）
・2009年8月13-18号 Japan Festival 演出（在越南，Hoian, 在柬埔寨， Siem Reap）
（和越南女明星My Linh）
・2009年9月19-20号 Vietnam Festival 2009演出(在东京) （和越南女明星Hien Thuc, Minh Thu）
・2009年10月31号 在乐汶堡啤酒坊(LOWENBURG)演出(苏州，中国)
・2009年11月1号 ”中日友好Love Asia in 苏州” (在苏州科技学院 石湖区大礼堂演出，中国)
・2009年11月2号 ”中日友好四川大地震赈灾义演Love Asia in 上海” (在上海MAO，中国)
・2010年3月20号 ”中日友好吉普赛女郎公益演唱会Love Asia in 重庆” (在重庆南方翻译学院，中国)
・2010年3月21号 ”中日友好吉普赛女郎公益演唱会Love Asia in 成都” (在成都艺术职业学院，中国)
・2010年3月22号 ”中日友好四川大地震赈灾义演Love Asia in上海” (在上海现场BAR，中国)
・2010年5月1-3号 参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的[相约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 地点: 朝阳公园
・2010年5月22-23号 Laos Festival 2010演出(在东京)
・2010年9月18-19号 Vietnam Festival 2010演出(在东京)
（和越南女明星Ho Quynh Huong, 男明星 Nam Cuong）
・2010年12月12号 参加上海和侨会1周年纪念集会 (在上海MAO)
・2011年3月20号 ”中日友好四川大地震赈灾义演Love Asia in贵州” (在贵州大学)
・2011年5月
越南女明星Ho Quynh Huong的演唱会客串(在胡志明市, 越南)
・2011年6月
越南女明星Ho Quynh Huong的演唱会客串(在河内市, 越南)
・2011年9月17-18号 Vietnam Festival 2010演出(在东京)
（和越南女明星Ho Quynh Huong Hien Thuc, 男明星 Noo Phuoc Thinh）
・2011年11月12号 中南大学演唱会(在中南大学, 长沙)
・2011年11月12号 长沙明照日本语学院演唱会(在长沙明照日本语学院, 长沙)
・2011年11月13号 第三届长沙日本节(在湖南大学运动场, 长沙)
・2011年12月26号 ” One ASIA, One WAKYO Concert” (在上海MAO)
・2012年3月24号 日本摇滚乐团GYPSY GUEEN与大学生交流会mini Concert（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2012年3月26号 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 中日友好LOVE ASIA CONCERT in 贵州(在贵州大学)

・2012年3月28号 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 中日友好LOVE ASIA CONCERT in 成都（在西华大学）
・2012年4月 Hue Festival 2012（在Hue， 越南）
・2012年5月27号 Laos Festival 2010演出(在东京)
・2012年6月15号 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 中日友好LOVE ASIA CONCERT in 武汉(在湖北大学)
・2012年8月24号 Hoian Japan Festival2012 演出（在Hoian，越南）
・2011年9月15-16号 Vietnam Festival 2012预定演出(在东京)
（和越南男明星Dan Truong, 女明星Phuong Vy）

询 问 SILK 股份公司/担任 vivi
网址：http://www.oneasia.jp/

E-mail oneasia@nif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