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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合唱歌声的世界！
“充满合唱歌声的世界
！”
宣布 第二届国际合唱联盟（
IFCM）国际合唱作曲比赛
第二届国际合唱联盟（IFCM）

国际合唱联盟（IFCM）很高兴地
很高兴地向全球各地的作曲家宣布：以创作及推广创新的合唱作品为宗旨的
以创作及推广创新的合唱作品为宗旨的第二
第二
届国际合唱作曲比赛正式接受报名。此次比赛致力于合唱
此次比赛致力于合唱、无伴奏合唱作品创作（
（SATB 或分为八个声部
届国际合唱作曲比赛
SSAATTBB），最长时长限制是 8 分钟。
分钟
作品歌词可以是为任何场合以任何一种语言所创作，宗教或世俗歌曲（现有的歌词应为已向大众公开
作品歌词可以是为任何场合以任何一种语言所创作
现有的歌词应为已向大众公开）。
如果不是原创歌词，则必须提供歌词作者或版权持有人文本使用许可证明
则必须提供歌词作者或版权持有人文本使用许可证明，并与申请表一同提交
并与申请表一同提交。每位作曲
者最多可提交 2 份作品。申请表必须在
申请表必须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本次参与不收取
本次参与不收取报名费。
获胜的作曲者将得到 5，000 欧元奖金，由菲律宾马德里加尔组合首演，并将由全球三大洲合唱团在音乐会上
欧元奖金
并将由全球三大洲合唱团在音乐会上
演唱。评委将在参赛作品中选出最能展现
评委将在参赛作品中选出最能展现“和谐原创”精神的合唱作品，并授予特别
并授予特别大奖及与英国人声组合
Voces8 在工作坊式彩排中共同合作的机会!哇!截止日期是
在工作坊式彩排中共同合作的机会
2012 年 10 月 1 日!
更多详尽的条件，细节及申请要求请查看
及申请要求请查看: http://icb.ifcm.net/?page_id=324
世界合唱高峰会议
而又令人兴奋的合唱盛事。
时间不多了，快来注册这独特而又
三十个（30）嘉宾，五个（5）获邀
获邀世界一流嘉宾合唱团，上百支（100）中国合唱团的七
中国合唱团的七（7）天合唱热
潮—这就是“合唱天堂”的景象! 不要再犹豫了，为何还不加入其他国际合唱成员的行列
不要再犹豫了 为何还不加入其他国际合唱成员的行列一起参加世界合唱
高峰会议呢!
近距离与合唱大师交流、学习，如
如 Bob Chillcott, Lyn Williams, Eui-joong
joong Yoon, Fred Sjoberg, Jennifer Tham,
Jonothan Velesco, Maria Guinand 等
快登陆 www.ifcm.net 注册吧！
国际合唱联盟会员
你认识在你身边应该成为国际合唱联盟
认识在你身边应该成为国际合唱联盟（IFCM）一员的人吗？随着国际合唱联盟
随着国际合唱联盟（IFCM）不断发展，
快邀请他们成为我们大家庭的其中一员
快邀请他们成为我们大家庭的其中一员，了解全球各地最新的合唱资讯吧！
合唱改变我们
合唱改变我们的
改变我们的世界—
世界—合唱研讨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23 日
耶鲁大学合唱俱乐部，是耶鲁大学最古老的音乐组织
是耶鲁大学最古老的音乐组织，与国际合唱联盟（IFCM
IFCM）指挥无国界、ACDA 及
艺术与灵感国际艺术节合作，共同推出本次研讨会
共同推出本次研讨会，庆祝跨流派的艺术和思想之间的融合
庆祝跨流派的艺术和思想之间的融合。
更多资讯 www.ifc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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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合唱日 2012 年 12 月 9 日
你开始设想今年世界合唱日的活动了吗
设想今年世界合唱日的活动了吗？世界合唱日是宣传及推广你对合唱的热情的最好途径
宣传及推广你对合唱的热情的最好途径，让你与
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国家乃至全世界分享你的音乐
你的国家乃至全世界分享你的音乐。定期查看国际合唱联盟（IFCM
IFCM）网站查看更多详细资讯
http://ifcm.net/index.php?m=27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HORAL MUSIC

www.ifcm.net
© 2012 IFCM - All rights reserved

IFCM eNEWS

MAY 2012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HORAL MUSIC monthly electronic newsletter
2014 年第 10 届世界合唱研讨会计划 韩国首尔
感觉 2014 年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但对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合唱盛事—第 10 届世界合唱研讨会来说，永远
届世界合唱研讨会来说
都不会太早预留你的一席位。这个合唱盛事的
这个合唱盛事的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它将聚集全球最优秀的合唱音乐
它将聚集全球最优秀的合唱音乐
人，合唱团面试的详细资讯将在近期陆续更新
合唱团面试的详细资讯将在近期陆续更新，快从现在开始计划你的参与吧!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14 日 现在就安排到你的行程中吧
安排到你的行程中吧!

五月世界合唱资讯
2-6
2-7

爱尔兰
第 58 届 58th 国际合唱节 www.corkchoral.ie
乌克兰
首届国际青少年合唱节
首届国际青少年合唱节“Vivat,
Odessa!”
www.vivat-odessa.keysolution.ru
odessa.keysolution.ru
2-6
俄罗斯明斯克
第七届 Paparats Kvetka 国际学生合唱论坛 www.chorum.bsu.by/eng/_index.html
2-5
加拿大温哥华
Tapestry 国际合唱节 www.elektra.bc.ca
3
美国俄亥俄哥伦布
Eric Whitacre 飞跃合唱工作坊 www.ericwhitacre.com/soaring-leap
www.ericwhitacre.com/soaring
3-6
德国哈勒（萨勒）
第 33 届国际童声合唱节“Fröhlich
届国际童声合唱节
sein und singen” www.jw-frohe-zukunft.de
www.jw
6
意大利费城
欧洲音乐比赛 www.associazione-melody.com
10-13 奥地利巴登锡兰大道 国际合唱比赛 www.aveverum.at
10-13 保加利亚瓦尔纳
第 34 届国际日比赛 « Prof. Georgi Dimitrov » www.choircomp.org
15-20 瑞士巴塞尔
第 8 届欧洲青少年合唱节 www.ejcf.ch
16-20 委内瑞拉圭亚那城
圭亚那国际合唱节 www.cantaguayana.org
16-20 法国南锡
“世界的声音
世界的声音”南锡国际合唱节 www.chantchoral.org
16-21 波兰索波特
第 8 届索波特国际合唱节 www.munduscantat.sopot.pl
17-21 意大利威尼斯
威尼斯圣乐节 www.mrf-musicfestivals.com
17-20 立陶宛考纳斯
考纳斯国际合唱节及比赛 www.kaunascantat.lt
17-20 加拿大渥太华
2012 年合唱庆典
年合唱
www.choirsontario.org
18-20 斯洛伐克共和国纳梅斯托沃 纳美斯托沃音乐节 www.choral-music.sk
19
德国柏林
2012 年首届国际福音合唱节 www.eventtours.nl/choirfestivals.html
24-27 爱尔兰
梅奥国
梅奥国际合唱节
www.mayochoral.com
24-27 立陶宛考纳斯
希奥利艾
希奥利艾国际合唱节及比赛
www.kaunascantat.lt
25-27 法国图尔
第 41 届国际“图尔之声”比赛 France, www.florilegevocal.com
25-28 匈牙利琼格拉德
春季合唱节 kovats@csongrad.hu
25-30 德国马克特奥伯多夫
国际圣乐节 www.modfestiv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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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
2012 年第 2 届国际童声合唱节 www.eventtours.nl/choirfestivals.html
30-6 月 : 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
发 国际合唱比赛 www.festamusicale.com
5 月 31 日 –6 月 3 日 : 波兰克拉科夫
第 3 届克拉科夫国际合唱节 www.krakowchoirfestiva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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