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特卡蒂尼国际声乐大赛、歌剧选角简章
2019年 8月 21-23日

第四届MOA国际声乐歌剧大赛由帕纳索艺术文化协会、MOA歌剧学院艺术总
监玛丽亚 （Maria Giulia Grazzini）及意大利蒙特卡蒂尼-泰尔梅市政府（托
斯卡纳著名的温泉镇）共同合作，在意大利蒙特卡蒂尼市举办。比赛在2019年
21、22、23日举行，是一个让渴望展示自己的青年歌手走向国际的重要舞台。

一、 比赛面向18周岁或18周岁以上的声乐学习者招生。
     内容分两个部分（所有曲目要求选手背谱演唱，报名时必须确认选择参加哪一部
分）。

A部分：歌剧《蝴蝶夫人》选角曲目
B部分： 自由选择曲目

二、 报名材料：

- 比赛报名表

- 报名费：120 欧（ 可退款）不
- 有效的护照证件复印件

- 证件照（JPEG 格式）

- 个人简历（意大利语或英语）

- 报名截止日期：意大利时间 2019 年 8 月 12 日 23：59。
管理层有权酌情变更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管理层有权拒绝不完整的报名申请。

三、 支付方式：

-  Paypal
- 银行转帐：

收款人（Beneficiario）： Associazione culturale Il Parnaso, Via Guido Baccelli 10, 7 – 51016
Montecatini Terme  (PT) c/c 000000605479 presso Credito Cooperativo della Valdinievole, sede di
Montecatini Terme (PT) - 51016 Montecatini Terme (PT) ITALIA
IBAN：IT58D0800370462000000605479    
BIC：ICRAITRR030
转账原因（Causale del bonifico）：MOA 2019/Competition: quota ammissione+候选人姓名

如果通过银行转帐付款，则必须在申请表上附上付款收据的副本。 如果没有支付费用，

申请将被视为无效。

四、 比赛候选人需在 2019 年 8 月 21 日上午 10：00 在蒙特卡蒂尼市政府 consiliare
大厅（Sala consiliare）报到。

比赛顺序由艺术总监与评审委员会协商确定；评委会有权在比赛阶段中断表演或要求

进行额外的表演。

五、 比赛日期安排

初赛：2019年 8 月 21 日上午10点

半决赛：2019年 8 月 22 日上午10点



决赛：2019年 8 月 23日晚21点 30分

决赛将以与管弦乐合作的形式进行，决赛地点：Montecatini Terme的

Tettuccio terme。

六、 A部分比赛曲目要求：歌剧《蝴蝶夫人》选角部分

角色必唱曲目+4首自选曲目（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歌剧曲目作品，其中要求至少一首

威尔第作品）

歌剧人物①：Cio-Cio-San – Pinkerton – Suzuki - Sharpless （蝴蝶夫人巧巧桑 – 平克尔

顿 – 蝴蝶夫人的女仆铃木 - 夏普莱斯

）角色必唱曲目：

- Cio-Cio-San （蝴蝶夫人）: “ Un bel dì vedremo”; “Scuoti quella fronda”
- Pinkerton（平克尔顿）: “Addio fiorito asil”; “Amore o grillo”
- Suzuki（蝴蝶夫人的女仆铃木）: “Scuoti quella fronda”
- Sharpless（夏普莱斯）: “Amore o grillo”

初赛：一首自选曲目，要求原调演唱意大利语作品，评委可要求演唱另一首曲目。

复赛：自选一首《蝴蝶夫人》角色曲目，评委可要求演唱自选曲目一首。

决赛：自选一首《蝴蝶夫人》角色曲目，评委可要求演唱自选曲目一首。

歌 剧 人物②： Goro – Zio Bonzo – Principe Yamadori – Commissario

Imperiale – Kate Pinkerton – Ufficiale del registro 

初赛：一首自选曲目，要求原调演唱意大利语作品，评委可要求演唱另一首曲目。

复赛：评委选择一首《蝴蝶夫人》角色曲目，比赛时评委可另要求演唱自选曲目一

首。

决赛：B部分必选曲目部分一首，比赛时评委可另要求演唱自选曲目一首。

七、 B部分曲目要求： 自由选择部分

1首必唱曲目 + 3首自选曲目（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歌剧曲目作品，其中要求至少一

首普契尼作品）

必选曲目：

女高音

Quando m’en vo 《艺术家的生涯》

Vissi d’arte 《托斯卡》

Caro nome  《弄臣》

È strano 《茶花女》

Una voce poco fa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O mio babbino caro 《贾尼斯基基》

Tacea la notte placida《游吟诗人》 ( aria e cabaletta )
女中音

Habanera 《卡门》

Stride la vampa 《游吟诗人》

Voi lo sapete, o mamma 《乡村骑士》

男高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7%E5%B7%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6%96%AF


Una furtiva lagrima 《爱的甘醇》

Lunge da lei 《茶花女》（da eseguirsi con cabaletta）
Che gelida manina 《艺术家的生涯》

E lucevan le stelle 《托斯卡》

Nessun dorma 《图兰朵》

La donna è mobile 《弄臣》

男中音

Di Provenza il mar il suol 《茶花女》

Largo al factotum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Cortigiani vil razza dannata 《弄臣》

男低音 

Madamina, il catalogo è questo 《唐乔万尼》

Vecchia zimarra 《艺术家的生涯》

La calunnia è un venticello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初赛：一首自选曲目，要求原调演唱意大利语作品，评委可要求演唱另一首曲目。

复赛：评委选择一首必唱曲目，比赛时评委可另要求演唱自选曲目一首。

决赛：评委选择一首必唱曲目。

八、 本次活动费用不包括旅行和住宿费用。但可享受酒店折扣优惠。
九、 比赛成绩将由评委会以分数的形式呈现，下一场的比赛资格将由上一场
的成绩决定。比赛成绩具有权威性，不接受质疑。
十、 比赛免费提供钢琴伴奏，选手需提前准备好谱子。
十一、 评委会由歌手、艺术总监、剧院经理、乐评人和国际知名记者组成。
评委主席

FELIX KOROBOV：管弦乐指挥，俄罗斯莫斯科歌剧院院长

MARIA GIULIA GRAZZINI：钢琴家，意大利 MOA 歌剧院艺术总监

PAOLO RODDA：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威尔第歌剧院艺术总监

EDDY LOVAGLIO：记者，乐评人，意大利帕尔玛歌剧艺术协会艺术总监

BALAZS KOCSAR：管弦乐指挥，匈牙利布达佩斯歌剧院院长

JOSEF HUSSEK：奥地利萨尔兹堡音乐节艺术顾问

MARIE-ANGE Q. LAINZ：西班牙马德里“2001 歌剧”艺术总监

RUBIN ABDULLIN：鲁宾·阿卜杜林，俄罗斯喀山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TATIANA ZOZULIA：导演，乌克兰基辅歌剧院艺术总监

ILIA KOZHEVNIKOV：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歌剧院负责人

GUDO HASUI：男中音，日本北九州城市歌剧协会主席

十二、 参赛者将有机会获得组委会成员颁发的奖项和奖学金。

由意大利蒙特卡蒂尼市颁发的“蒙特卡蒂尼歌剧音乐节”奖：获奖者将获得
《蝴蝶夫人》人物角色演出及2020年度巡回演出机会。

由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颁发的“威尔第歌剧院”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
剧院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由意大利帕尔玛市颁发的“Summer Reggia 歌剧音乐节”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音乐节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由匈牙利布达佩斯市颁发的“匈牙利国家歌剧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
音乐节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由西班牙阿里坎特市颁发的“2001歌剧”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音乐节
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由日本北九州市颁发的“北九州市歌剧音乐节”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
音乐节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由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颁发的“viva 歌剧音乐节”奖：获奖者将获得
2020年度该音乐节歌剧巡回演出机会。

特别奖：获奖者将获得由意大利布塞托布鲁松歌剧学院提供的为期 10天的布鲁
松大师班学习机会。

荣誉奖：给在技术及音乐造诣方面有明显潜力的参赛者提供荣誉奖项。获奖者
将将获得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顾问 Joseph Hussek博士向奥地利，瑞士
和德国剧院的推荐资格。

由意大利蒙特卡蒂尼市颁发的“Lions Club”奖：获奖者将获得荣誉奖章。

特别荣誉奖：
最佳天赋奖
最佳表演奖
最佳威尔第声音奖
2019年度 MOA声乐大师班最优秀学员奖

获奖者名单将在比赛结束后公布（2019年 8月 23日）；新闻界将报道优秀获奖
者。所有参与者都将获得荣誉证书。

十三、 “Il Parnaso”协会保留录制录像带，CD-dvd，电影，互联网，广播和电视
等各种活动宣传的权利，参加大师班以及比赛涉及到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广
播等宣传活动涉及到的肖像权等私人隐私，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不接受任何原
因或理由来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

十四、有关与公告不同的信息和要求，您可以联系 MOA 秘书处：
info@montecatinioperacademy.com
十五、 根据法律，我们将保护选手隐私，未经允许，不对外公开任何私人信息。

十六、 本公告以意大利语、英语、俄语和中文发布。如有任何争议，以意大利
文版本为准。

mailto:info@montecatinioperacadem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