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合 唱 协 会

⼴广东省第六届（深圳）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

招⽣生简章

主办

⼴广东省合唱协会

深圳市⽂文化馆

承办

深圳合唱学会



§课程概述

⼴广东省合唱协会致⼒力力于打造国内⼀一流的精品合唱教育品牌六年年来，陆续引进

了了来⾃自世界各地不不同⽂文化背景的顶尖世界级合唱指挥⼤大家来粤与全国的合唱指

挥共同学习和探索合唱艺术以及合唱教育的发展与改变。

迄今为⽌止，⼴广东省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已经将要迎来第六届。该品牌注重教

学和实操同时引进了了⼤大量量跨⽂文化背景的⽂文献作品，近年年来在原有品牌活动的基础

上不不断创新和拓拓展，发展出以合唱教育为主线条的系列列精品⼤大师课、合唱座谈以

及“⾛走进合唱团”系列列⼤大师单独辅导⼩小课的综合项⽬目。本次⼤大师班为期 8天，除了了

传统的 3天精品⼤大师课外，还将融⼊入示范⾳音乐会、教育座谈会、合唱团单独辅 导

等板块，⼴广东省第六届（深圳）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现⾯面向全国招⽣生！

! 活动时间：2016年年 11⽉月 3⽇日-10⽇日（具体详⻅见课程表）

! 活动地点：

精品⼤大师课/示范⾳音乐会场馆——深圳市⽂文化馆⼀一楼⼩小剧场

名师⾯面对⾯面辅导场馆——各团所在地（详细请询问组委会）

! 招⽣生对象：

" 合唱指挥



" 合唱教育⼯工作者

" 合唱爱好者

" ⾳音乐⽼老老师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并可以灵活⾃自由组合

§关于教学

1. 内容梗概：

本次活动特邀享誉世界南⾮非著名合唱指挥家、作曲家安德烈烈•万•德-梅梅维来

到⼀一年年⼀一度的⼴广东省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授课。不不同于以往，在注重技巧与实践

中反复练习的传统⼤大师课基础上，这次我们随着安德烈烈的视⻆角，将⼤大家带到神秘

的⾮非洲⼤大陆，了了解天⽣生⻣骨⾎血⾥里里融着⾳音乐的⼈人类世界是如何⽤用⾳音乐表达故事和情

感，在消除种族歧视、实现⼈人类平等⼤大业功勋卓著的国度⾥里里，⼈人们是如何⽤用⾳音乐

作品来注解历史、表达喜悦以及放⻜飞⾃自由的。⾳音乐是科班技巧和灵性教育的结合，

能够带出⼀一⽀支感动全世界的合唱团的指挥拥有着怎样的⾮非凡魅⼒力力。不不仅仅是⾳音乐

家、戏剧家还有⼈人类学家等光环绕顶，会给教育⼯工作者们带来如何启发受众、直

指⼈人⼼心的震撼体验。

2. 活动形式及亮点

- 精品合唱⼤大师课

# 南⾮非合唱的历史⼈人⽂文——南⾮非古⽼老老⾳音乐的起源以及随着⼈人类迁徙和历史

变迁带来的现代⾳音乐艺术发展脉络。

# 南⾮非的合唱团尤其是⻘青少年年合唱团是如何训练的？孩⼦子从⼩小是如何接受



启蒙以及学习⾳音乐的？

# 在全球化视野的今天，如何看待世界多元合唱艺术的审美。

# 在合唱指挥的学习之路路中如何克服困难、打磨细节并⾛走向卓越。

- 技巧与实操——合唱⼤大练兵

# 如何启发学⽣生运⽤用情感构建有质感的声⾳音；

# 排练中让队员短时间内放松、融⼊入并⾃自然⽽而然的表达；

# 节奏训练、吐字发⾳音、辨认作品以及南⾮非合唱作品的正确打开⽅方式。

- 合唱⼤大检阅——示范⾳音乐会

5⽀支有代表性的深圳本⼟土合唱团担任本次教学示范团，演绎不不同时期的

作品⻛风格并⼀一同举办⼀一台示范⾳音乐会。具体名单如下：

⻰龙华教师合唱团 指挥：贾俊芬

深圳⼤大学合唱团 指挥：周春⻁虎

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女女⼦子合唱团 指挥：胡漫雪

深圳中学⾦金金钟合唱团 指挥：刘梅梅

深圳滨海海⼩小学合唱团 指挥：⾼高丹丹

- 名师⾯面对⾯面

3天精品合唱⼤大师课之后，还将举办为期 5天的名师辅导⾯面对⾯面专业辅导。

安德烈烈将在此期间亲⾃自登⻔门为 7⽀支深圳本⼟土合唱团给与南⾮非作品的专⻔门指导以

及其他作品的排练，为每⼀一⽀支合唱团量量身打造的⼩小班课。同时，也可接纳观摩者

的观摩。（观摩⼩小班辅导课将不不提供曲谱）



3. 精品合唱⼤大师课⽇日程表

11⽉月 3⽇日 9:00-10:30 南⾮非现代合唱⾳音乐

10:30-12:00 合唱教育之路路——南⾮非

合唱教育的启蒙与发展

14:00-17:00 合唱⼤大练兵——南⾮非好

声⾳音的正确打开⽅方式

示范团：⻰龙华教师

唱团

11⽉月 4⽇日 9:00-12:00 ⽂文献阅读——南⾮非合唱

⽂文学及表演实践

示范团：深圳⼤大学

合唱团

14:00-15:30 排练锦囊 1——⾏行行之有

效的热身训练

示范团：滨海海⼩小学

合唱团

15:30-17:00 排练锦囊 2——如何训

练⼩小学⽣生合唱的连贯性

20:00-21:30 示范⾳音乐会 5⽀支示范团

11⽉月 5⽇日 9:00-10:30 排练锦囊 3——放松、 示范团：深圳⾼高级



⾃自然、专注的投⼊入演唱 中学百合少⼥女女合

唱团10:30-12:00 排练锦囊 4——⾳音乐的

感染⼒力力是怎样产⽣生的？

14:00-16:30 排练锦囊 5——如何在

短时间内快速让合唱团

员学会⽐比较难的节奏?

示范团：深圳中学

⾦金金钟少年年同声合

唱团

16:30-17:00 ⼈人⽂文的传递——世界合

唱的审美和国际化视野

4. 名师⾯面对⾯面⼩小班辅导课⽇日程表

11⽉月 6⽇日 19:00-21:30

（第⼀一节）
合唱团：深圳⾼高级中学

百合少⼥女女合唱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及合唱团

⾃自选作品

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春⽥田路路 2号深圳

市⾼高级中学⾼高中

本部南校区 A 座

412

11⽉月 7⽇日 14:00-17:00

（第⼆二节）
合唱团：坪⼭山教师合唱

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及合唱团

⾃自选作品

地址：深圳市坪⼭山

新区⾏行行政⼀一路路坪



⼭山实验学校⾳音乐

教室

11⽉月 8⽇日 9:30-12:30

（第三节）
合唱团：光明新区教师

⼥女女声合唱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及合唱团

⾃自选作品

地址：深圳市光明

新区公明街道振

明路路⽂文化馆 c 座

306室

14:30-17:30

（第四节）
合唱团：光明新区教师

⼥女女声合唱团

11⽉月 9⽇日 9:00-12:00

（第五节）
合唱团：罗湖教师混声

合唱团

合唱团⾃自选作品

地址：深圳市罗湖

区⾏行行知学校

14:30-17:30

（第六节）
合唱团：深圳中学⾦金金钟

少年年同声合唱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及合唱团

⾃自选作品

地址：深圳市罗湖

区晒布路路深中街

18 号深圳中学⾼高

中部雍睦堂

11⽉月 10⽇日 9:30-12:30

（第七节）
合唱团：⻰龙华新区教师

混声合唱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



地址：深圳市⻰龙华

新区清湖⼩小学礼

堂

14:30-17:30

（第⼋八节）
⻰龙岗⼥女女教师合唱团 讲师特选南⾮非现

代作品

地址：⻰龙岗区中⼼心

城⽩白湖路路 1号⻰龙岗

实验学校

§关于讲师

世界合唱⽐比赛体系连续多年年排名第⼀一的合唱团的引领者

传奇南⾮非现代合唱的领军⼈人物

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合唱指挥之⼀一

安德烈烈•万•德-梅梅维（南⾮非共和国）

安德烈烈 是⼀一个南⾮非著名的指挥家和作曲家。他

经常被世界各地，例例如美国、瑞典、英国、希腊、

德国、⽇日本、中国、奥地利利和葡萄⽛牙等地的各⼤大学

和⽂文艺团体，以及全国各地邀请担任客座指挥、评

委和⼤大师班讲师。

安德烈烈最早在科普镇的⼤大学学习⾳音乐本科，获

得⾳音乐学⼠士学位，但是⾃自从他的⼿手受伤之后，他改

变了了他的课程，并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学习了了戏剧导演本科专业。在 1990年年到 1996

年年期间，安德烈烈指导了了格雷雷厄姆国际艺术节和在奥次颂的克莱恩卡鲁艺术节的艺



术作品。在这两次国际艺术节⾥里里，他获得了了国家演员奖和导演奖。在 2012年年，

安德烈烈成为了了 KykNet嘉年年华节⽬目的最受欢迎的电视主持⼈人。

!讲师指导合唱团经历（安德烈烈现下指挥着两个合唱团）：

1. 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

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是南⾮非最有名的最古⽼老老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成⽴立于

1936年年，当时的指挥和合唱团创建者是威廉·莫⾥里里斯。从那之后，南⾮非涌现出⼀一

批优秀的合唱指挥在相继成⽴立了了⼀一些有影响的合唱团。

安德烈烈指挥的接棒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以来，近⼏几年年获得的主要成绩有：

- 在 2010年年中国绍兴世界合唱⽐比赛，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参加了了现代⾳音

乐和混声合唱两个组别，并在这两个组别⾥里里⾯面分获冠军。

- 在 2012年年⾟辛⾟辛那提世界合唱⽐比赛中，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分别获得了了

混声合唱和宗教⾳音乐组别的冠军。

- 在 2014年年拉脱维亚⾥里里加的世界合唱⽐比赛中，斯泰伦博斯⼤大学赢得了了他们

所参与的三个组别⽐比赛的冠军，并刷新了了历史上最⾼高分：99分。

- 如今，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在国际⽂文化基⾦金金会世界排名前 1000名的排

名单⾥里里⾯面，世界排名第⼀一。

- 在 2016年年 2⽉月，斯泰伦博斯⼤大学合唱团获得南⾮非艺术节最佳古典作品嘉

年年华奖。

- 在 2016年年 7⽉月，

俄罗斯索契举办

的第九届世界合

唱⽐比赛上，斯泰伦



博斯⼤大学合唱团再⼀一次以惊⼈人的⾼高分和绝对优势获得了了现代组、灵歌组及

⽆无伴奏圣乐组冠军，同时他们的专辑也被世界合唱⽐比赛组委会授予年年度

CD嘉奖。

2. 斯泰伦波格⼥女女孩合唱团：

⾃自从这个合唱团成⽴立以来，该合唱团多次获得国家和国际合唱⽐比赛第⼀一名。

这个合唱团的其中⼀一个亮点是在 2006年年 7⽉月的威尔⼠士举办的兰⼽戈伦国际⾳音乐艺

术节中被评为世界总冠军。

在 2012年年⾟辛⾟辛那提世界合唱⽐比赛中，这个⼥女女孩合唱团获得了了两个组别的冠

军。

在 2013年年，斯泰伦波格⼥女女孩合唱团在国家 ATKV 合唱⽐比赛中获得了了 12次掌

声以及喝喝彩。

最近，斯泰伦波格⼥女女孩合唱团在国际⽂文化基⾦金金会世界排名前 1000名的排名

单⾥里里⾯面，排名第 12。

! 讲师客座教授与客座指挥：

- 2013年年 2⽉月⾄至 4⽉月，被英国电视节⽬目 Cor Cymru邀请为客座教授和评委成

员。

2013年年 6⽉月，应邀为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合唱暑期学校的客座指挥和客座教

授。

2013年年 6⽉月⾄至 2015年年，应邀为葡萄⽛牙夏季合唱节的评委和讲师。



- 2013年年和 2014年年 7⽉月，应邀为威尔⼠士兰⼽戈伦国际⾳音乐艺术节的评委和讲

师。

- 2013年年 8⽉月应邀为台北北国际合唱艺术节和台北北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和客

座教授。

- 2016年年安德烈烈将为中国⼴广东、新加坡、⽽而俄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过的⾳音乐艺

术节和⽐比赛⼯工作。

! 个⼈人成绩：

- 出版：安德烈烈的⾮非洲⾳音乐改编作品被美国地球歌曲出版社出版

www.earthsongschoralmusic.com/catfind.php

- ⾃自 2012年年以来，安德烈烈已经被选为国际⽂文化基⾦金金会组织合唱理理事会南⾮非

代表。– www.interkultur.com

- 2012年年，KyKNet 宣布安德烈烈是嘉年年华电视节⽬目中的最好的节⽬目主持⼈人。

- 在 2012年年 11⽉月，安德烈烈因他在合唱⽅方⾯面和⻘青年年教育⽅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

了了部级⽂文化奖（⻄西开普政府）。

- 2012年年 5⽉月，安德烈烈因为他的合唱⽅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了开普敦市的公

⺠民荣誉奖。



§关于报名

参训学员可由各市、区⽂文化和教育部⻔门推荐，也可⾃自⾏行行直接报名参加。请

按要求完整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4），并于 10⽉月 2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回⾄至深圳市合唱学会邮箱：shenzhen_chorus@126.com

报名截⽌止⽇日期：2016年年10⽉月25⽇日

深圳市合唱学会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梅华路路128 号深圳市群众艺术馆梅梅

林林基地⼆二楼。

联系电话：0755-83312961

联系⼈人：施⼩小娜 13798358850，QQ：1907976684

深圳合唱学会公共微信平台：szhcxh

深圳合唱学会官⽅方邮箱：shenzhen_chorus@126.com

公共QQ群： 347579651

（请报名学员及时加⼊入QQ 群，并密切留留意公众微信平台公告，承办单位



将在群内发布相关课程安排等补充事宜，并解答学员咨询问题。）

财务组联系⼈人：⻰龙⽼老老师 13620204226

⼀一、 费⽤用标准

1. 培训费：1500元/⼈人（含报名费、曲谱资料料费）；

观摩团队辅导⼩小课：100 元/⼈人/节（根据⽇日程表中⼀一个半天为⼀一节，不不

提供曲谱）

2. 住宿安排：培训期间主办⽅方协助联系住宿酒店（距离会场 6分钟以内），

学员也可⾃自⾏行行安排住宿，住宿标准为 2 ⼈人⼀一间双⼈人房，130 元/⼈人/晚（含

早餐），如⽆无早餐则退 15元/⼈人/晚，费⽤用⾃自理理；学员⽤用餐⾃自理理。

注：如需学会统⼀一开具住宿发票，需要向学会统⼀一预定住宿，并根据实际

预定额度开具。

3. 其他各届资料料费（⻅见附件 3）；

4. 以上费⽤用均由深圳市合唱学会开具正式发票。

六、 缴费⽅方式：

报名学员须在 10 ⽉月 25⽇日前完成交费，⽅方式如下：

1.直接前往报名点找财务⼈人员交费，可交现⾦金金，也可刷卡；

2.通过银⾏行行转账，转账时请务必注明单位和学员本⼈人姓名。

账户：深圳市合唱学会

账号：⼯工商银⾏行行上步⽀支⾏行行（400 0020 1092 0020 1211）



七、 学员报到：

组委会提供的报到时间为：11⽉月 2⽇日 15:00-17:00, 11 ⽉月 3⽇日 7:30-8:30

请全体学员在规定时间段内报到，课程将在 3⽇日早晨 9:00准时开始，

请尽量量提前到授课地点报到领取资料料，以免出现早晨 3⽇日早晨扎堆报到影

响⾃自身学习的情况。

附件 1：报名表

附件 2：场馆地图指引

附件 3：往届资料料价格⽬目录

⼴广东省合唱协会、深圳市合唱学会

2016年年 8⽉月 29⽇日



附件 1：报名表

第六届⼴广东省（深圳）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及观摩辅导课报名表
（11⽉月 3⽇日-11⽉月 10⽇日）

姓 名 性 别 年年 龄

⼯工作单位 学 历

联系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 机

邮 箱 QQ

是否带团 □是 □否 所带合唱团名称

所带合唱团类型
□童声团 □⼥女女声团

□混声团 □⽼老老年年团
付款⽅方式 □转账 □现⾦金金 □刷卡

是否参加精品合唱⼤大

师课
□参加 □不不参加

观摩名师⾯面对⾯面⼩小班

辅导（可⾃自由选择）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 第九节

以往参加过哪届⼴广东

省国际合唱⼤大师班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是否接受安排住宿
□11 ⽉月 2⽇日 □11 ⽉月 3⽇日 □11 ⽉月 4⽇日 □11 ⽉月 5⽇日

□11 ⽉月 6⽇日 □11 ⽉月 7⽇日 □11 ⽉月 8⽇日 □11 ⽉月 9⽇日

是否需要订购往届资

料料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五届（美国曲谱集）

是否需要预定住宿
请注明⼊入住时间和离店时间以及是否需要含早餐（含早餐 130元/⼈人，不不含早餐 115 元

/⼈人）

注：请认真、准确填写姓名及⼯工作单位，开发票的信息以此为准。发票⾦金金额与实际报名价格

相符，不不经学会安排住宿者，学会不不开具住宿发票。

TEL: 0755-83312961 13798358850

QQ : 1907976684 公共QQ群： 347579651

E-mail：shenzhen_chorus@126.com



附件 2: 场馆地图指引

深圳市群众艺术馆影剧场地理理交通图

地铁线路路：⻰龙岗线——通新岭站A出⼝口

蛇⼝口线——燕南站A出⼝口

公交线路路：

妇⼉儿医院：108 路路、10路路、123 路路、12路路、13路路、25路路、

303 路路、311 路路、383 路路、59路路、64路路、

67路路、K105路路、N6路路

建艺⼤大厦：375路路、395 路路、65路路、75 路路、80路路、

M383路路、M389 路路



附件 3：

往届资料料价格⽬目录

各届资料料价⽬目表

时 间 授课专家
上课教材 （1

本）

上课现场录像（1

套）
教材+录像

2011 年年第⼀一届
Andrea Angelini

(意⼤大利利)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2012年年第⼆二届
Zimfira Poloz

(加拿⼤大)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2013年年第三届
Dennis Zabor

(匈⽛牙利利)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2014年年第四届
Lynn Williams

(澳⼤大利利亚)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2015年年第五届

Todd Jere Harper

(美国)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美国古典+当代作品

集（共 25⾸首）
200 元 ⽆无 200 元

注：以上资料料均可成套购买，也可分开购买，深圳市合唱学会开具正式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