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

Trentino Lirica Opera Studio 

2019 夏季莫扎特歌剧《唐璜》角色选拔章程

Don Giovanni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现开放报名选拔

学员可面试剧中所有角色


排演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1 日

意大利特伦托省首府特伦托市 Trento (TN)

大师团队
意大利交响乐队指挥，作曲家，钢琴家: Claudio Vadagnini 

意大利职业歌剧院导演，意大利国立音乐学院教授：Gabriella Medetti 

舞台布景，灯光设计师：Riccardo Canali

歌剧工作室行政总监，旅意男中音歌剧演员:马瑞 Rui Ma 

秘书处，中意语翻译: 周月 Yue Zhou

演出安排

2019 年 7 月 28 日 被选歌手专场歌剧音乐会 La Casa Raphael di Roncegno Terme(TN)

 2019年 8月 9日 意大利特伦托市剧院歌剧演出 Il Teatro Villazzano di Trento, Italia

 2019年 8月 10日 意大利 CembraLisignago市剧院歌剧演出 Il Teatro Parrochiale di Cembra Lisignago,Italia

合作单位

意大利特伦托 AURONA 音乐公司 L’associazione musicale Aurona di Trento

中国西安 Vieni微念艺术中心 L'associazione di Arte e Musica "Vieni"di Xi'an

截止注册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官方网站：www.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com

电子邮件：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gmail.com

微信：maruishengyue

Facebook：@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

联系电话：意大利(+39) 389 063 2995







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现开始 2019 年夏季莫扎特歌剧《唐璜》的面试选拔工作。

声乐从业作者，意大利美声爱好者（不限国籍，不限年龄），均可参加歌剧角色选拔，并赴意大

利排练演出歌剧。参加面试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我们将通过面试选拔所有角色。我们将选拔两组

演员，共计不超过 16 名歌手。此外我们还将面试选拔两名钢琴艺术指导学生，全程跟随歌剧排

练。表现优秀的学生有机会在歌剧正式演出中担任伴奏。

《唐璜》歌剧角色

唐璜 Don Giovanni （男中音） (baritono)

莱波雷洛 Leporello（男低音） (basso)

安娜 Donna Anna （女高音） (soprano)

司令官 Commendatore （男低音）(basso)

奥塔维奥 Don Ottavio （男高音） (tenore)

爱尔维拉 Donna Elvira （女高音） (soprano)

采琳娜 Zerlina （女高音）(soprano)

马赛托 Masetto （男低音）(basso)

章程. 1–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及 2019 夏季歌剧排演计划简介

始于 2018 年的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主旨为声乐工作者、学生、意大利美声爱

好者以及艺术指导工作者提供与意大利职业歌剧院导演、指挥学习、排练，并在意大利歌剧院演

出歌剧的机会。学员将在意大利传统剧院，面对欧洲观众用歌剧原文演唱整部歌剧。通过在意大

利与大师两到三周沉浸式综合训练，学员将全面提高演唱/演奏水平、声乐技巧、意大利/德语等

主要歌唱语言的发音，舞台表现等综合能力。通过直接与意大利歌剧从业人员的接触，学员能更

进一步的靠近和了解意大利职业歌剧院的工作。我们师资力量强大，直接与意大利职业歌剧院的

导演和指挥合作。在当地政府，意大利职业歌剧院和意大利老牌音乐机构的帮助下，学员可以直

接进入歌剧院进行排练；演出的服装均为意大利职业歌剧院专用戏装。2018 年夏天，我们国际

歌剧工作室成功在意大利旅游城市阿索洛市立剧院（Teatro Duse di Asolo）上演了罗西尼的歌剧杰

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一届学员分别来自中国，日本，哥伦比亚，意大利等不同国家和地

区。2019年夏天，我们选择了莫扎特的歌剧杰作《唐璜》。歌剧中所有角色现在开放注册，选

手无论国籍年龄，均可参加面试。通过面试的学员，将跟随意大利著名职业歌剧院导演和指挥，

参加在意大利为期两周（周一到周六每天 8小时）的培训；并将在意大利歌剧院进行音乐会和整



部歌剧的演出。我们配备了专业的舞台灯光、舞美布置；职业合唱队；以及意大切塞纳 Cesena

职业歌剧院的演出戏装。

所有参与歌剧演出的学员，均可获得由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颁发的证书。

若通过录取的学员有申请签证的需求，我们将为其提供相关邀请函。

章程. 2 - 参加面试方式

歌剧角色选拔有人数限制，我们会从报名者中选拔出所有角色，报名和面试均免费。

我们将分别在意大利和中国设点进行现场面试，参加现场面试的旅费请报名者自行承担，无法来

现场面试的选手还可通过上传视频发送邮件的方式进行网络面试。

意大利区现场面试安排：

2019年 6月 9日，意大利特伦托市。具体时间和地点将会以邮件的方式通知成功报名的选手。

中国区现场面试安排：

2019年 4月 24，4月 25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微念艺术中心

网络面试安排：选手可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参加选拔。

我们的评委组由职业音乐家，歌剧演员，意大利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意大利交响乐队指挥和歌剧

导演组成。评委组将共同对学员的演唱水平进行评估，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选拔出最优秀的选

手参加我们的歌剧项目。选拔结果将通过邮件通知。被录取的学员需在被通知被选后一周内回复

组织方，确定是否参加所有的歌剧排练和演出。排练期间不得缺席。学员们在排练中如有需要，

可与经验丰富的老师们进行声乐技巧、歌唱处理等方面的学习与讨论。


章程. 3 - 歌剧角色报名注册

报名注册截止于：2019年 5月 15日，学员需将以下报名材料发送至官方邮箱：

报名材料包含：

1，填写完整的报名表：

包括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包括区号）、电子邮件、意大利税号（如

没有，可不填写）、声音类别、所选角色、学员签名等。

2，全身照片一张，半身照片一张

3， 个人简历

4， 2首歌剧咏叹调的视频。

其中一首咏叹调建议选自歌剧《唐璜》中所选拔角色的咏叹调（包括完整的宣叙调）；

或者一首莫扎特其他歌剧的咏叹调。



章程. 4 - 钢琴艺术指导报名注册

报名注册截止于：2019年 5月 15日，需将以下材料发送至：

1，填写完整的报名表：

包括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包括区号）、电子邮件、意大利税号（如

没有，可不填写）、学员签名等。

2，照片一张

3，个人简历

4，一段不超过 15分钟的歌剧选段的演奏视频。



章程. 5 - 听课学生报名注册

报名注册截止于：2019年 5月 15日，需将以下材料发送至：

1， 填写完整报名表：

包括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包括区号），电子邮件，意大利税号（如

没有，可不填写），声音类别，学员签名等信息。

2，照片一张

3，个人简历

4，报名注册者可选择发送 2首歌剧咏叹调的视频，我们会安排组委会试听并给予反馈。

章程.6 - 学习课程安排：

意大利语正音

歌剧舞台表演

歌剧谱面学习

音乐艺术处理

章程.7 - 参加费用：

学员需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参加课程的费用（以下以歌剧演出为钢琴伴奏为标准）：

唐璜（Don Giovanni）, 莱波雷洛（Leporello）,安娜（Donna Anna）, 爱尔维拉（Donna Elvira）,

采琳娜（Zerlina）, 奥塔维奥（Don Ottavio） ：以上角色费用为 800欧元（即人民币 6400元）。

司令官（Commendatore）, 马赛托（Masetto）：以上角色费用为 700欧元（即人民币 5600元）。

钢琴艺术指导：400欧元（即人民币 3200元）。

听课学员：200欧元（即人民币 1600元）。



以上费用均不包括食宿交通费用。

学员需在 2019年 6月 15日前汇款至组织方银行账户。

汇款信息组织方将以邮件的方式通知被选人员。学员在确定参加课程后，需按照官方通知的汇款

流程在截止日前完成汇款。在课程开始第一天，学员需出示费用缴纳的收据。

如有学员在参加工作室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非重大伤病事故），所缴费用全部不予退还。

付款时需注明以下信息：

付款人姓名，被选角色/钢琴艺术指导/听课学员，2019 Trentino Lirica Opera Studio

例：王 XX，Don Giovanni，2019 Trentino Lirica Opera Studio

学员如没有及时正确缴纳课程参加费用，将被取消其参加资格。

章程. 8 - 歌剧排演地址

歌剧将在意大利特伦托省首府特伦托市进行。

排演期间的食宿交通均由学员自理。

如有需要，学员可联系我们的合作酒店。



章程.9 - 个人资料意大利相关法律使用声明

Ai sensi del D. Lgs. n. 196/2003, i dati personali dei candidati verranno raccolti e trattati, anche con

strumenti informatici, ai fini della presente procedura selettiva, nonché per eventuali future analoghe

procedure.

执行总监

马瑞 Rui Ma

官方网站：www.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com

电子邮件：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gmail.com

微信：maruishengyue

Facebook：TrentinoLiricaOperaStudio

联系电话：意大利(+39) 389 063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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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特伦蒂诺国际歌剧工作室

（Trentino Lirica Opera Studio）

2019夏季歌剧排演计划报名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 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住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

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门牌号 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大利税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教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专业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音类别（如：抒情女高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报名邮件中附上以下文件：

— 身份证或护照证件照片；

— 个人简历；

— 一张全身照片，一张半身照片；

— 歌剧排演学员：2首歌剧咏叹调的视频（参加现场选拔的可以免交视频）；

钢琴艺术指导学员：一段不超过 15分钟的歌剧选段的演奏视频 ；

听课学员：可选择发送 2首歌剧咏叹调的视频。

参加课程类别（请在▢ 内打“✓”）

以下角色费用为 800欧元（即人民币 6400元）：

▢ 唐璜（Don Giovanni）； ▢ 莱波雷洛（Leporello）； ▢ 安娜（Donna Anna）

▢ 爱尔维拉（Donna Elvira）； ▢ 采琳娜（Zerlina）； ▢ 奥塔维奥（Don Ottavio）

以下角色费用为 700欧元（即人民币 5600元）：

▢ 司令官（Commendatore）； ▢ 马赛托（Masetto）



▢ 钢琴艺术指导：400欧元（即人民币 3200元）。

▢ 听课学员：200欧元（即人民币 1600元）。

汇款信息组织方将以邮件的方式通知被选人员。学员在确定参加课程后，需按照官方通知的汇款流程在截止日期

前完成汇款。在课程开始第一天，学员需出示费用缴纳的收据。

日期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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