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 

卢卡 Lucca，2019 年七月 15 日-七月 28 日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由三项互有关联课程组成： 

 国际名家大师亲身指导之进阶课程； 

 进阶课程学员音乐比赛； 

 客座音乐家与最佳学生们共同举办之音乐会。 

 

演奏名家与美声是所有音乐家音乐思想表达的最佳声明，清晰而明了，在任何

层面，均无需任何释义。任何层面，均无需任何释义。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

演奏名家不具备音乐旋律创造天分，这是演奏艺术的主要特质。这样的音乐旋

律无法与演奏名家精湛技巧分离，象征人物如帕格尼尼，李斯特或萧邦。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是卢卡市历史与音乐遗产的庆典。城墙内诞生了许多有

名作曲家如普契尼（Puccini），波克瑞尼（Boccherini），哲明涅尼（Geminiani）

等音乐大师。除此之外，卢卡更是帕格尼尼之所以成为帕格尼尼的城市与舞

台。 

 

音乐节意欲更新这项独一无二的传统，為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大师与年轻音乐学

子之间，以长达两个礼拜的密集音乐会，大师班级，音乐课程，团练与研讨会

活動，创造音乐火花相遇研习空间。 

 

在这样的框架下，为纪念路易吉•波克瑞尼，室内音乐在此扮演中心角色。 

 

演奏名家与美声进阶课程是真正的学术教学课程：錄取的学生有机会与世界舞

台最重要大师级音乐家学习。每一位学员都有机会与自选教学课程的所有老师

上课。 

音乐节包含两个音乐研习坊活动：  



交响音乐，由 M° Jan Bjøranger 主持，意欲参加者将在注册组参加甄选； 

古典体验，由亲密的声音（Voces Intimae）三重奏引导。甄选后学生团员将研

究原创乐器演奏。 

 

演奏名家美声音乐节针对演奏技巧与旋律，共会举办五场专为教学课程学生音

乐比赛（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室内音乐），并有重要现金奖项，

音乐会以及弦乐乐器奖项。 

 

音乐会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十分密集，并有来自世界各地，享有盛名之音乐家与

新锐音乐家来到托斯卡纳这独一无二土地，是世界热爱音乐人不可错过的音乐

盛会。 

 

 

音乐研习坊 

 

室内音乐 

室内音乐是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自诞生以来，构成音乐节特色的主要音乐活

动之一。弓弦乐器课程学员亦可以参与音乐节室内交响乐活动。参与学生将在

注册组由 M° Jan Bjøranger 亲自甄选。此活动将透过每日试练，并在音乐节节

目中盛大演奏。 

 

古典体验 

甄选后的学员，在亲密的声音引导，将有机会研习古典演奏精选曲目以及浪漫

时期初期原创乐器。这将是实际纪念波克瑞尼以及同时期爱乐人喜爱作品的好

机会。研习训练成果将于音乐节演奏会发表。 

 

教学课程表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进阶教学课程分为： 

钢琴与古钢琴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室内音乐 

 

我们课程的独特性在于每位学生可以与主修乐器课程的每位老师上课（可选择指

导老师）。因此，两个星期的课程，学生可利用这罕有的机会与世界盛名音乐家

学习并加深音乐造诣。同时，注册学生将有独一无二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

音乐家一较高下。M° Boris Berman的课程有限定名额，将由M° Boris Berman

在注册组亲自筛选学员。 

室内音乐在我们的课程活动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所有注册学生将自动 

纳入相关甄选活动。 

室内音乐分为团体课程与个人课程。 

 

个人课程学生将由音乐主办处甄选并分组，同时分配以下所列自选曲目 

 

2019 纪念布拉姆斯曲目 

布拉姆斯弦乐六重奏 op.18 & 36 

布拉姆斯弦乐五重奏 op.88 & 111 

布拉姆斯钢琴五重奏 op.34 

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 op. 25, 26 & 60 

布拉姆斯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op. 78, 100 & 108 

布拉姆斯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op. 120 no.1 & 2 

布拉姆斯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p. 38 & 99 

 

课程表 

 

在注册时，所有学生将自动注册于乐器组与室内音乐组。所有只想要上单一课程学生（只

有乐器或室内音乐）必须在注册卡上注明。 

 



乐器+室内音乐： 

同时注册乐器与室内音乐课程的学生，每个项目，每周至少三堂课。 

 

乐器课程： 

只注册乐器课程学生，包含个人与团体课程，每周至少四堂课。 

 

室内音乐： 

只注册室内音乐课程学生（只包含一个团体课程），每周至少四堂课。 

 

主修钢琴学生至少接受一堂一对一古钢琴课程。 

 

演奏甄选 

 

只接受视频演奏甄选。请指明 You Tube 视频连结或直接利用 we transfer 或其它大型档案分

享网路服务，寄到 secretary@virtuosobelcanto.com。演奏内容包含不超过 15 分钟自选

曲目。并且，请在注册卡预留空间附上一份简短履历介绍。 

 

请记得注册期限为 2019 年六月 9 日。 

 

入学规定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节教学课程是专为世界年轻优秀音乐家而筹备的课程。 

 

日期： 

乐器教学课程将于 2019 年 7 月 15-28 日于卢卡举办。 

 

注册许可： 

本课程将接受所有具备合格音乐/技术背景学生，特别是： 

 

 室内音乐团体 

 主修以下乐器学生 

 钢琴与古钢琴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mailto:寄到secretary@virtuosobelcanto.com。演奏内容包含不超过15


此外，倍大提琴学生尚可成为交响乐团音乐研习坊的学员。 

 

注册： 

本教学课程有限定名额，注册进程只有在缴交注册费用后才完成，因此建议尽早完成注册

进程。 

 

注册卡，入学许可甄选视频与注册费用缴交，最晚不可超过，并在2019年六月9日之前寄

送缴交。 

 

课程费用则需在2019年六月16日之前缴交。 

所有费用需以PayPal或银行汇款方式缴交。 

在注册组尚可申请候选住宿减免。  

可注册旁听课程。 

 

注册费用退费申请需在缴交费用后（五）日内，以电子邮件方式寄至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

会秘书处(secretary@virtuosobelcanto.com)。否则，将无法获得注册费用退款。 

注册学生音乐节所有演奏会均可享有入门门票折扣或免费。 

 

所有注册学生需准备一套演奏会礼服，黑色洋装或白色与/或黑色衬衫。 

 

课程结束将会授予出席证明。. 

 

注册期限：2019年六月9日。 

 

所有信息都可咨询网站www.virtuosobelcanto.com；或者联系音乐节秘书处

secretary@virtuosobelcanto.com 

 

 

 

 

师资 

小提琴      

Eszter Haffner       

Andrej Bielow    

Jan Bjøranger  

Luigi De Filippi 

Bård Monsen    

Stephan Picard 



Hagai Shaham  

 

中提琴 

Bruno Giuranna 

Lars Anders Tomter       

Paul Cortese               

 

大提琴 

Xenia Jankovic 

Claudio Bohòrquez 

Adrian Brendel 

Ilmari Hopkins   

Sandro Meo                     

Alain Meunier           

 

钢琴 

Boris Berman   

Yejin Gil    

Mi-Joo Lee 

Ian Jones            

Péter Nagy    

杨为谊Wei-Yi Yang 

 

 

古钢琴 

Riccardo Cecchetti       

 

室内音乐与弦乐四重奏 

Luc-Marie Aguera ( Ysaye四重奏)  

 

演奏比赛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会举办的比赛只限进阶课程学生参加。比赛登记将直接在2019年七月

17日之前，在注册组秘书办公室直接登记。 

 

演奏名家与美声音乐是所有音乐家音乐思想表达的最佳声明，清晰而明了，在任何层



面，均无需任何释义。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名家不具备创造音乐旋律的天分，那正

是这个艺术的主要特质。其旋律部分不能与演奏名家灵魂分离，象征人物如帕格尼

尼，李斯特或萧邦。 

  

1.钢琴–纪念李斯特 

•  一等奖: € 2.500 由Richard & Maria Allwine提供 

•  二等奖: € 1.500 由Ego健康度假中心（Ego Wellness Resort） www.egowellness.it 

•  三等奖: € 1.000 由Fabio Francesconi公司提供 www.fabiofrancesconisrl.it 

 

2. 小提琴–纪念帕格尼尼N. Pagannini  

•  一等奖：卢奇父子（Lucchi & Sons）盖印之弦乐弓弦，由卢奇基金会提供

www.fondazionelucchi.it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由Antonio Bonacchi –Musicherie乐器中心提

供 www.musicherie.com/index.php 

 

3. 中提琴 – 纪念亚历山大•罗拉A.Rolla 

•  一等奖: 提琴制作名家Tommaso Pedani制作提供中提琴 www.tommasopedani.com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4. 大提琴–纪念路易吉•波克瑞尼 

•  一等奖: Jean-Luc Tauziede 制作并提供之弓弦www.archetier.com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5. 室内音乐–路易吉•波克瑞尼奖 

•  一等奖: € 3.500 

•  二等奖: € 2.000 

•  三等奖: € 1.500 

• 阿道尔夫•贝提奖Adolfo Betti（Animando-音乐推广中心提供）颁予最佳弦乐四重奏 

€3.000  

 

每个比赛项目不超过 15 人。如果登记参赛者超过 15 人，将在教学课程期间，择期举行预

选活动。 

所有胜选者将需参加七月 26 日晚间胜利者演奏会，若无法参加，将丧失得奖资格。比赛裁

判团会决定那些得奖者将在胜利演奏会演出。此外，阿道尔夫•贝提奖弦乐四重奏胜利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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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Animando-音乐推广中心举办的演奏会演出，演出日期为七月 27 日，在巴尼迪卢卡

(Bagni di Lucca)，若无法参加，则丧失得奖资格。 

阿道尔夫•贝提奖可与其它奖项重复颁发。 

 

钢琴比赛 

 

钢琴比赛 – 纪念法兰兹•李斯特 

•  一等奖: € 2.500 由Richard & Maria Allwine提供 

•  二等奖: € 1.500 由Ego健康度假中心（Ego Wellness Resort） www.egowellness.it 

•  三等奖: € 1.000 由Fabio Francesconi公司提供 www.fabiofrancesconisrl.it 

 

 

比赛演奏曲目最长可达20分钟，参赛者可选择萧邦与李斯特曲目之一。参赛者在这两位作

曲家之中，至少各选择一曲目演奏。 

必须演奏李斯特或萧邦的练习曲之一。 

 

 

小提琴比赛 

 

小提琴比赛奖项-纪念帕格尼尼 

• 一等奖：卢奇父子（Lucchi & Sons）盖印之弦乐弓弦，由卢奇基金会提供

www.fondazionelucchi.it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由Antonio Bonacchi –Musicherie乐器中心提

供 www.musicherie.com/index.php 

 

比赛演奏曲目最长可达20分钟，可选择以下三组所列曲目之一：  

a) 帕格尼尼，二号随想曲op. 1(Pagannini 2 capricci op.1) 

b) 巴赫：组曲(不含覆奏部分)J.S. Bach: dalle Partite (senza ritornelli) 

BWV 1003萨拉邦德与布雷舞曲(BWV 1003 Sarabanda e Bourée 不含Doubles)或 BWV 1004萨

拉邦德与吉格舞曲(BWV 1004 Sarabanda e Giga) 

或BWV 1006序曲，魯爾與迦佛塔舞曲(BWV 1006 Preludio, Loure e Gavotta) 

 

c) 以下曲目之一：  

A. Bazzini:妖精之舞op.25(La Ronde des lutins op.25) 

或 

B. Bartok: 幻想曲1或2  

http://www.egowellnes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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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乔治•盖希文: 三序曲(J. Heifetz) 。(G. Gershwin: 3 Preludi (J. Heifetz) 

或 

拉威尔：吉普赛舞曲（M. Ravel:Tzigane）  

或 

圣桑:序奏与随想轮旋曲, 或哈尔瓦讷斯舞曲(C. Saint Saëns: Introduzione e Rondo Capriccioso, 

o Havanaise) 

或 

帕布羅·德·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P. de Sarasate: Zigeunerweisen ）或卡门狂想曲

op.25(Carmen Fantasy op.25) 

或 

舒伯特: B小调轮旋曲（F. Schubert: Rondo in si minore） 

或 

E. Ysaÿe: 三号奏鸣曲叙事曲或四号奏鸣曲（Sonata n°3 Ballade o Sonata n°4） 

或 

H.Wieniawski 詼諧曲―塔朗泰拉舞曲 op.16（Scherzo Tarantella op.16） 
 

中提琴比赛 

 

中提琴比赛奖项 – 纪念亚历山大•罗拉 

•  一等奖: 提琴制作名家Tommaso Pedani制作提供中提琴 www.tommasopedani.com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比赛演奏曲目最长可达 20 分钟，可选择以下所列曲目之一： 

必选曲:  

亚历山大•罗拉：琶音练习曲（A. Rolla Esercizio ed Arpeggio） 

以下所列曲目任选其一： 

F. A. Hoffmeister: D 大调协奏曲 Grahl（Concerto in Re magg. Grahl 法兰克福版本) 

 

韦伯：行板与匈牙利轮旋曲(C. M. von Weber :Andante e Rondo ungherese) 

 

M. Rege 无伴奏中提琴三部组曲之一 

D. Milhaud: 奏鸣曲 n.1 op.240 (第一乐章或第二乐章) 

R. Clarke: 中提琴奏鸣曲（自选乐章）Sonata per viola 

http://www.tommasopedani.com/


P. Hindemith:奏鸣曲 op.11 n.5 –奏鸣曲 op.25 n.1 

E. Bloch:希伯来组曲（Suite hébraique） 

B. Britten: 涙 Lachrymae Op. 48a 

 

大提琴比赛 

 

大提琴比赛奖项–献给路易吉•波克瑞尼 

•  一等奖: Jean-Luc Tauziede 制作并提供之弓弦www.archetier.com 

•  二等奖: € 1.500 

•  三等奖: € 1.000 

 比赛演奏曲目最长可达20分钟，可选择以下所列三组曲目之一： 

a) A. Piatti: 择一大提琴独奏随想曲，自op.25后（1 capriccio per violoncello solo dall’op. 25）  

b) BWV 1009巴赫第三号大提琴组曲序曲（J.S. Bach: Suite n°3 BWV 1009 Preludio） 

或 

BWV 1010第四号大提琴组曲序曲（Suite n°4 BWV 1010 Preludio） 

或 

BWV 1011第五号大提琴组曲序曲（Suite n°5 BWV 1011 Preludio） 

 

c) 以下曲目之一： 

波克瑞尼– F. Grützmacher: 轮旋曲(https://imslp.org/wiki/Special:ImagefromIndex/108523) 

或 

G. Cassado: 大提琴组曲（1926）序曲（dalla Suite per violoncello solo (1926) e 与Sardana 或

间奏曲与最后舞曲（ Intermezzo e Danza finale） 

Z. Kodály: 无伴奏大提琴八号奏鸣曲第一乐章（primo movimento dalla Sonata op.8 per 

violoncello solo） 

或 

G. Ligeti: 大提琴独奏奏鸣曲 （Sonata violoncello solo） 

或 

A. Pärt: 兄弟交响曲（Fratres） 

或 

O. Respighi: 变奏慢板（Adagio con variazioni）  

或 

柴可夫斯基：随想曲op.62（P. Tchaikovsky: Pezzo Capriccioso op. 62） 

 

室内音乐比赛 

 

http://www.archetier.com/


室内音乐奖学金-路易吉•波克瑞尼奖 – 七月27日 

•  一等奖: € 3.500 

•  二等奖: € 2.000 

•  三等奖: € 1.500 

• 阿道尔夫•贝提奖Adolfo Betti（Animando-音乐推广中心提供）颁予最佳弦乐四重奏 

€3.000  

 

只有已注册的学生室内音乐已组团团体可参加比赛。 

比赛项目可自由选择演奏1770至1950年间的音乐作品（可接受作曲家本身或已授权的编曲

作品）。总长时间不超过20分钟。 

 

注册卡 

 

请看在线注册卡 

 

教学课程费用 

€ 180  注册费 

 

课程费用 

€ 450   一对一课程费用 

€ 330   只修室内音乐，二重奏每人费用 

€ 280  只修一室内音乐，三重奏每人费用 

€ 230   单一室内音乐，四重奏（以上）每人费用 

 

-旁听 

-只注册室内音乐研习坊 

只需缴纳注册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