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IFCM 的新闻

2023/24年世界合唱音乐世界研讨会，卡塔尔多哈：新闻稿
2023/24 年 IFCM 世界合唱音乐研讨会 (WSCM) 无法在卡
塔尔举行。不幸的是，由于资金缺乏，卡塔尔国家合唱协会
（QNCA）不得不退出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合唱音乐研讨会
WSCM。出于以上和其他种种原因，IFCM 尊重 QNCA 撤销和
终止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定。 IFCM 已经在与该地区的潜在国家
进行谈判，从而维持其在该地区为未来的 WSCM 存在的战略目
标。
此处阅读完整的新闻稿。

2022 年世界合唱博览会：研讨会介绍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葡萄牙里斯本
正如我们在上次IFCM电子新闻中所承诺的，这里有一些关于世
界合唱博览会期间提供的研讨会详细信息。

巴西声乐（通俗乐组，巴西）
领导者：Augusto Ordine 任音乐总监，和Maíra Martins任声乐
打击乐手。
通过互动的方法和活动，参与者将体验巴西流行音乐的独特声
音、节奏和响度。一系列为业余合唱团编曲的通俗作品将在工作
坊中使用。

使用阿拉伯音调的声音体验（ 马赛克歌手们，约旦）
领队：内迪 穆纳（Nedy Muna）和马赛卡歌手们
参与者将体验马赛卡风格最受欢迎的表演之一：合唱团围绕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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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几乎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表演。歌手的这种布置创造了一种
温暖的声音，一种“拥抱”、仅依靠声音就将观众带入温暖的亲密
旅程。歌手们将演奏东方音阶和音调，即兴创作旋律，并创造通
过声音的力量传递观众的音景。

约旦文化的味道（马赛卡歌手们，约旦）
领队：内迪 穆纳（Nedy Muna）和马赛卡歌手们
这个工作坊将通过使用马赛克式的约旦混音并呈现约旦音乐、艺
术和文化的品味。使用声音创造的东方节奏，参与者将沉浸在黎
凡特（Levantine）文化中，并将学习黎凡特民间舞蹈Dabkeh的
基础知识。

你是光明（集体歌手，纳米比亚）
领袖：Ponti Dikuua和集体歌手们
参与者将学习该国的一种方言并用这种方言来演唱当地一首传统
的纳米比亚歌曲（ Omuriro ）。由于编舞和鼓/打击乐是纳米比
亚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集体歌手的成员将教授歌曲的相关
舞蹈动作。参与者还将有机会学习如何打击非洲手鼓以及与其他
打击乐器一起为歌曲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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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合唱博览会 - 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和国际合唱歌手大师班
里斯本，2022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
客座教授：Frieder Bernius ，斯图加特室内合唱团（德国）
这个专业的大师班专注于音乐的诠释，该课程面对世界各地的学
院开放。该课程是为有经验的合唱指挥和歌手而设计。 

大师班曲目
• 约瑟夫·莱茵伯格: 弥撒曲 (Carus)
• 阿诺尔德·勋伯格：地球上的和平（Schott）
• 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 羔羊经 （Schott）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国际合唱指挥大师班和国际合唱歌手大师
班歌手。

WCE交流！
还在考虑世界合唱博览会是否适合你吗？这里有超过 50 个演示
标题的样本，可以激起你的兴趣并激发你对参加 2022 WCE 和
更多相关交流会的兴趣。
• 使用创伤形式的社区原创音乐实践来表达叙事目的
• 写作材料：将作曲和即兴创作融入合唱排练
• 微分音演唱
• 建立非传统合唱社区
• SHIFT 文化：如何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 唱我们的故事：通过集体唱歌建立社区和发展自我赋权
• MAMA：通过歌曲、文字和动作探索母性的愿景
• 揭开谜团：为西方合唱指挥理解阿拉伯合唱音乐
• 声音老化：挑战、方法和潜力
• 合唱歌手用爵士乐风格表演的音乐技巧课程
有关所有演示文稿标题和摘要，请访问
https://www.worldchoralexpo.org/exchangesessions

不要忘记在WCE Facebook
https://www.worldchoralexpo.org/上关注我们

指挥无国界
贝宁，科托努的第三届会议
原定于2020年9月的第三届“指挥无国界”（CWB）会议由于疫
情的原因未能按期举行，直至2022年1月24日-29日，该届会议
终于得以召开，约有50名参与者和数位导师，其中导师包括来
自多哥和贝宁的两名当地指挥。接下来的第四届会议将以提高
教学和指挥技巧为主题，由当地的教师团队全员执教，计划于
2022年8月下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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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贝宁合唱联盟，爱心国际（ACJ）和阿波美-卡拉
维大学（UAC）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特别感谢阿波美卡拉维大
学为会议提供了设施，并提出了今后与爱心国际的合作计划，
可能促使CWB会议成为阿波美卡拉维大学课程的一部分。点击
阅读 法语的全文报道。

国际音乐节
为女性作曲家的作品规划
         在与合唱团指挥的交谈以及世界各地有关合唱活动的文章
中发现，合唱曲目计划的多样性很显然是一个引起大家广泛兴趣
和关注的主题。音乐会曲目中越来越多的女性作曲家作品的现
象，说明了人们对多元化的高度认同。在各种合唱类型和主题
中，其实有无数女性创作的优秀作品，只是这些作品还没有被广
泛了解。
有一个好方法是在 Musica International database搜索此类作
品。你只需要在“更多标准”的搜索栏中设置<作曲家的性别>过
滤，然后，Musica将列出超过11，000首由女性创作的合唱作
品！于这一庞大的结果，你可以在搜索栏中选择其他类别以根据
您的具体需要定制结果。您想在Musica中添加有关女性创作的
合唱音乐的信息吗？请发信息至 librarian@musicanet.org 或
者访问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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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IFCM创始成员的消息

欧洲合唱协会-欧洲合唱团（ECA-EC）
注册参加“领航之声”实验室！
         2022年7月27日至31日，荷兰乌得勒支将举办一项全新
的活动：领航之声，欧洲声乐和合唱指挥日。这个全新的欧洲合
唱音乐活动将有超过80场会议和50位发言人，为合唱音乐的专
业人士提供一个平台。
         领航之声一共包含五种不同的形式，其中之一是合唱实验
室。实验室将为参与者和执教者提供一个实验空间，他们可以在
空间里尝试创造各种各样的和声。每个合唱实验室持续的时长不
同，在文章最后会有每个实验室的展示介绍。

         请记住所有的实验室都需要提前在“常规注册”中进行注
册，这些课程的名额有限。Josep Vila i Casañas 的合唱实验室
需要注册和面试。
         查阅www.leadingvoices.nl 获取更多信息。

欧洲合唱2022
         50位歌手，20个民族，2位优秀的指挥家，1个欧洲合唱
团，今年将聚集在瑞士！
         欧洲合唱团是一个特殊的合唱团项目，旨在促进有才华的
年轻歌手在欧洲的交流。它为被选中的歌手提供机会，让他们聚
集在一起，与著名指挥家一起排练有挑战性的曲目，提高他们的
声乐技能，并在公开音乐会上展示他们的排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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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A)美国合唱指挥协会
ACDA国家活动
2023年ACDA全国会议-归属之地
2023年2月22日-25日，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归属感是人的本能。在我们的合唱团中，在我们的机构
中，作为人类大合唱的一员，归属于一个社区意味着每位成员都
能被听到、理解、看到和重视。2023年ACDA全国会议欢迎我
们所有人回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庆祝我们的多样性
和亲密无间，扫清隔阂，并在集体活动中相互鼓励，让每个人都
感受到自己是属于这一段共同的旅程。
         申请入口已为试镜的合唱团、和兴趣班开
放。截止日期：2022年4月15日。更多信息请点
击：https://acda.org/conferences/national-2023

         合唱研究国际研讨会（2022年4月29-30日，将同步虚拟
活动）。
       

来自IFCM成员的消息

来自Feniarco的消息
欧洲青年合唱作曲家研讨会, 意大利奥斯塔，2022年7月17-24
日
主讲人是Ēriks Ešenvalds (拉脱维亚), Lorenzo Fattambrini (
意大利), Ivo Antognini (意大利), Luca Scaccabarozzi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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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uigina Stevenin (意大利).
        请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申请。
联系人： info@feniarco.it

我们  你点击Calendar of Choral Activities 查看有欧洲合
唱协会Europa Cantat和美国合唱指挥协会ACDA共同编 的
ChoralNet 网页查看最新合唱活动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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