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丽布兰国际音乐学院经由意大利马尔凯大区认证 

玛丽布兰国际音乐学院夏令营 

简章

友情合作

2015夏季

详情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accademiamalibran.it 

电子邮箱：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学院所在地：Altidona(FM)-Marche-Italy 

Via P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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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 玛丽布兰音乐学院 

学院位于意大利中部马尔

凯大区，亚得里亚海海滨城

市Pedaso。距离地中海海岸

线仅三公里，是一所经马尔

凯大区认证的旨在培养优秀

音乐家的职业高等学校。今

年与柏林国立艺术大学合作

开设玛丽布兰音乐节大师班

课程。                          

 学院设施 

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宁

静祥和。 

全新的设备，现代化的家具，

并且拥有一个封闭的公园。

夏季，您可以组织各种户外

活动。 

内有大教室，适用与学员和

教师在其中进行教学，测试

和合奏音乐会。 

这里的学习生活及宁静的氛

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

化的修养和艺术 
非常有利于集中学习。 

              招生对象 

面对有一定声乐或相关音

乐专业的高中及高等学历的

在校生或毕业生。具体专业

包括：声乐，钢琴。 

(请学生准备几首歌曲）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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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环境 
学院所在地 

Altidona 是一座马尔凯大

区的中世纪小镇,位于约

海拔230米的山 丘之上,

阿苏山谷的入口。 在其

附近有绵延3公里的海滩,

户外活动和海滨旅游住宿。

在这座充满传统,历史,艺

术文化的城市你可以沿着

历史的脚步, 探索它的奥

秘。在他周围环绕着例如

Ascoli,Fermo,San Bene- 

detto del Tronto 等富含

历史价值的意大利城市。 

这里还是农副产品盛产的

地区,传统饮食让人流连

忘返 这里也是一个适于

学习度假的好地方。 

Accademia Malibran 音

乐学院坐落于 郁郁葱葱

的Aso山谷,Altidona小镇

上 。这里环境优美犹如

世外桃源。 设施齐全且

现代。周围环绕着美丽的 

花园,每到夏季可以组织

各种室外活 动。为教师

以及学生上课提供舒适

的 教室,此外还有可以进

行多种室内活 动的多功

能视听室。 对于外来的

学生访客,学校提供如同 

英式住宿学院般的服务。

（请学生自行携带毛巾

与浴巾）。 

   

音乐学院生活 

集体生活以及良好的氛

围更适于学习,此外丰富

的课余文化活动 

不仅提高专业水平也促

进同学之间的友谊。 

每一门课程都旨在强化

学生声乐,乐器,舞台演出

的技能 

大师班中优秀的学生与

教师可以参加课程结束

后所举办的青年音乐汇 

演（请携带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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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简介
  

女高音歌唱家 Rossella 

国立切塞纳＂Bruno Moderna＂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玛利亚 玛丽布兰音乐

学院创始人与现任校长。先后以满分毕业于佩萨罗＂G.Rossini＂音乐学院

和费尔默＂G.B.Pergolesi＂音乐学院声乐以及室内乐专业。 

经Roberto Zedda大师邀请，曾参加于Osimo举办的学院杯声乐与合唱课程

以及于佩萨罗举办的罗西尼音乐节。在此后多年，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类声

乐比赛一等奖，并在多个知名剧院演出，其中包括米兰斯卡拉大剧院，

Spoleto新剧院，巴里Petruzzelli剧院，那不勒斯圣卡罗剧院，博洛尼亚市

立剧院等等。还在德国英国西班牙捷克波兰等国巡演。 

1989年首次亮相于Spoleto城市新剧院，出演Vincinzo Bellini的＜梦游女＞

一剧中Amina角色。 

多次参演多部知名剧作家作品。其中包括威尔第作品＜弄臣＞，出演弄臣

之女Gilda；奇马罗萨作品＜秘婚记＞Carolina一角等。 

在音乐上的天赋与对事物的好奇促使她对音乐有了深入地了解，并成功展

现在其作品之中。在她丰富多样的作品中与其他音乐大师有着广泛且密切

的合作，其中包括：Glauco Mauri,  

Pamela Villoresi, Eugenio Allegri, Ugo Pagliai, Paola Gassman, Massimo 

Dapporto, Moni Ovadia, Francesco Guccini。 

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师从她门下的学校曾多次斩获国家与国际音乐大奖，比如

Spoleto国际音乐比赛，并且担任意大利多所国家音乐学院监考官。 

2014年荣获意大利商会年度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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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 Giuseppe Garberoli 

1987年毕业于罗马S.Cecilia音乐学院，师从 Sergio Perticaroli 大

师。 

说辞荣国国际音乐大赛大奖，其中包括国家罗马“Premio 

Agora’”大赛，国家Mascia Masin钢琴大赛等。并多次受邀参加

在德国奥地利等国举办的音乐比赛。 

长期与罗马皇家舞蹈学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现于国立切塞纳音乐学院担任钢琴教授一职。 

钢琴伴奏  Massimo Sabatini 

1976年满分毕业于国立Foggia音乐学院，师从Roberto di Matteo 

大师。 

1999年受邀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开展一系列音乐会演出。 

1994年起担任罗马S.CECILIA音乐学院研究生课程钢伴教授。 

与此同时也与Ascoli Piceno市立剧院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并曾经多次受邀担任国内外音乐大赛的评委。 

2008年受邀到韩国开设大师班课程。 

此后又与Rossella教授合作到新罕布什尔州州立大学开设专业针对

声乐与室内乐的大师课程， 

 近期，曾在国家Rai2电视台直播演奏钢琴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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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团价格：11900 RMB 

包含内容：


注册费，课时费，学院住宿费

伙⾷食费（提供⽇日常所需⾷食材，⾃自⾏行烹饪，学习期间提供⼀一次意⼤大利晚餐体验）


罗⻢马⾄至学院所在地接机服务,课时翻译,境外服务费


费⽤用不包括： 护照费、签证费、个⼈人消费、通讯费。

学⽣生从各地到出发地(上海)的交通费  

往返国际机票费，课程结束后旅⾏行费


赠送2015⽶米兰世博会⼀一⽇日通票⼀一张 

学费以及付款⽅方式

报名


注册费：700 ⼈人民币（在报名截⽌止之前，以收到汇款作为报名成功，并发放学院
注册通知书）；汇款原因：Iscrizione accademia mariblan

第⼀一期学费：4800 ⼈人民币（收到意⼤大利⼤大使馆签证后汇出）

注：1）若因材料不全等个⼈人原因造成拒签，注册费概不退还（700⼈人民币）

       2）若成功出签后，除不可抗拒⼒力以外⽽而引起的⽆无法前往，第⼀一期学费概不退
还。

第⼆二期学费：6400⼈人民币（抵达学校后，交予学校秘书处）

汇款原因： Sing summer school


汇款⽅方式：国际汇款（⼿手续费⾃自理）

(汇款账户)IBAN IT62 Z033 5901 6001 0000 0017 340

(银⾏行代号)BIC：BCITITMX

收款⼈人: ACCADEMIA MUSICALE INTERNAZIONALE Maria Malibran

报名⽅方式：

填写以下报名表，发送⾄至指定邮箱。


报名以及信息咨询邮箱：

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签证办理我们已经全权委托
福建省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理

联系⼈人：江彦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55号新华兴⼤大厦11层

联系电话：88230596

mailto: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mailto: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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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城市 具体⾏行程安排
上午 下午

第⼀一⽇日 上海-罗⻢马 提前三⼩小时抵达上海浦
东机场准备登机

下午抵达罗⻢马机场，并乘⼤大巴返回学
院，校⽅方安排⼊入住学校公寓

第⼆二⽇日 佩达索 调整时差 组织参观学校并了解学院所在地周边

第三⽇日 佩达索 ⼤大师课：⼀一对⼀一课程与意⼤大利语课程	

第四⽇日 佩达索 ⼤大师课：⼀一对⼀一课程与意⼤大利语课程	

第五⽇日 佩达索 ⼤大师课：⼀一对⼀一课程与意⼤大利语课程	

第六⽇日 佩达索 ⼤大师课：⼀一对⼀一课程与意⼤大利语课程	

第七⽇日 佩达索 ⼤大师课：⼀一对⼀一课程	 

结业⾳音乐会暨结业证书颁发

第⼋八⽇日 ⾃自由活动 推荐线路：前往⽶米兰，参观世博

第九⽇日 ⾃自由活动 推荐线路：前往⽶米兰，参观世博，参观时尚之都

第⼗十⽇日 返回 预计返回

注意：学院内所有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玛丽布兰⾳音乐学院所有。

课程结束后，学⽣生旅⾏行⾃自理，学校概不负责。

课程时间 
第⼀一期：2015年7⽉月1⽇日-6⽇日   （报名截⽌止：5⽉月20⽇日） 

预计6⽉月29⽇日出发，7⽉月10⽇日返回（因课程结束后⾃自由旅⾏行，返回时间因⼈人⽽而异） 
第⼆二期：2015年7⽉月7⽇日-12⽇日 （报名截⽌止：5⽉月25⽇日） 

预计7⽉月5⽇日出发，7⽉月16⽇日返回（因课程结束后⾃自由旅⾏行，返回时间因⼈人⽽而异） 
第三期：2015年8⽉月9⽇日-14⽇日 （报名截⽌止：6⽉月25⽇日） 

预计8⽉月7⽇日出发，8⽉月18⽇日返回（因课程结束后⾃自由旅⾏行，返回时间因⼈人⽽而异） 
第四期：2015年8⽉月24⽇日-30⽇日（报名截⽌止：7⽉月5⽇日） 

预计8⽉月22⽇日出发，9⽉月4⽇日返回（因课程结束后⾃自由旅⾏行，返回时间因⼈人⽽而异） 

⾏行程安排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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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意⼤大利夏季⾳音乐夏令营
报名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拼⾳音拼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拼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护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城市以及省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程选择： __第⼀一期 7.1-7.6
                     __第⼆二期 7.7-7.12
                     __第三期 8.9-8.14

                       __第四期 8.24-8.30

注：请将护照信息复印件与报名表⼀一起发
送⾄至：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注：最终解释权归玛丽布兰国际⾳音乐学院所有

mailto: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mailto:studytravelital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