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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 School

美国东部的顶级双语国际音乐节

主办单位: 美国蓝资源艺术教育及美国特拉华大学名家音乐季

2017年7月25日 至 8月6日 (国际学生专享“美国音乐之旅”: 7月21日－25日以及8月6日－7日)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2月15日
由享誉盛名的美国蓝资源(美国艺术教育策划咨询机构)协同美国特拉华大
学名家音乐季联合推出, 每年在美丽的特拉华大学校区举办的名家音乐节
(MPF)是一个为期12天的, 当今美国顶级的音乐及美术强化训练夏令营。 

这个双语国际夏令营将为年轻音乐家及美术家们提供世界级的音乐会体验, 
美术展览, 以及独一无二的训练课程。无年龄上限的学员们将通过一对一
小课, 公开大师课, 国际音乐及美术比赛, 室内乐和交响乐演奏课, 爵士乐体
验课, 以及音乐理论课向世界著名音乐家和美术家学习。同时音乐节还将
每天提供讲座并举办国际一流的音乐会和画展 。通过由美国蓝资源策划举
办的“全美私立住校高中和音乐艺术大学年度展会”, MPF也能帮助年轻
音乐家们和美术家们提前准备他们未来在美国的学习和事业。

MPF还在为10-14岁的音乐学员举办“未来大师营”的同时, 每年接待了众
多观摩者和家长参与。

特拉华大学坐落在美国的第一独立州: 特拉华州, 其位置毗邻重要的音乐, 美术, 金
融, 和文化中心包括首府华盛顿, 巴尔的摩, 费城和纽约市。

请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或使用以下链接获得MPF报名信息及音乐节视频花絮。
微信平台：BlueResourcesUSA  官网:  www.masterplayersfestival.com

赞助方: 
中国音乐基金会(美国), 闲人爱乐(中国), 及中国凯西国际艺术中心    

名家音樂節2017 (MPF)

https://www.masterplayers.udel.edu/festival/mpf-%E5%90%8D%E5%AE%B6%E9%9F%B3%E6%A8%82%E7%AF%80


MPF音乐类课程
入选者将师从当今最优秀的音乐名家, 观赏他们
的表演。入选者同时也会获得与美国著名音乐
学府和顶级交响乐团的教授们结识和交流的机
会。MPF还将举办美国大学文化及申请座谈会, 以
帮助入选者了解美国高等学府申请流程, 教育体系
和理念, 以及校园和社会文化等重要讯息。 

MPF美国音乐之旅
 
MPF在音乐节活动之前和之后为感兴趣的国际
音乐和美术设计学员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短途旅
行:“美国音乐之旅”。MPF将会提供优秀的双语
导游和MPF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以确保高水准的
服务质量, 给学员们一个难忘的美国之行。行程包
括游览著名历史名胜和观光景点以及美国重要的
音乐及视觉艺术地标。学员们将参观纽约的朱丽
亚音乐学院, 曼哈顿音乐学院, 林肯中心, 卡内基音
乐厅, 大都会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和百老汇; 
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 费城交响乐团音乐厅, 宾
州大学, 和天普大学; 巴尔的摩的皮博迪音乐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首府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
等。

MPF音乐理论与作曲营

音乐节今年首次推出了“音乐理论与作曲营”, 包
括音乐分析大师班、作曲工作坊以及音乐会观摩
等。美国权威教授通过讲授申克分析、新黎曼理
论、姿态分析、表演分析、聆听分析、分析的进
程、还原分析等不同分析理论, 带领学生深入解读
巴洛克时期至20世纪的音乐作品, 以提升学生认
知、批判、分析音乐作品的能力与修养。教授还
将引领学生进行模仿作曲, 展开研讨与即兴创作。

同时, 理论作曲班的学生还将在教授们的指导下体
验美国的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观摩弦乐、管
乐等不同组别的音乐会, 以期深化与拓展理论知识,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

MPF 未来大师营

MPF欢迎2017年7月25日当天年龄10到14周岁, 
并有音乐训练基础的学员参加我们的营队活动, 全
程参与感受MPF的艺术气氛 。虽然MPF有双语员
工全程监护, 最少一位家长必须全程陪同以个人方
式报名并被录取的营员*。(由校方官方带团队参与
的营员除外) 未来大师营的学费以及申请流程与其
它音乐节报名者相同。MPF每天都会为孩子们和
观摩陪同的父母安排很多独特的音乐及非音乐的
营 队活动。 (MPF观摩团里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及
家长的一部分活动安排將有所不同) 所有的营员将
得到音乐节的官方结业证书。 MPF为小营员特别 
安排的营队住宿为双人间, 在音乐节所有活动期间, 
我们要求以个人方式报名参加者的家长与营员同
住双人间。如果其他家长或观摩者要求单人间, 音
乐节将另收取费用。

*可选择付$1500由音乐节专职双语监护人全程陪
同 

MPF美术设计类课程 

入选的美术与设计学员将在特拉华大学美术系教
学主楼与美国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及美国名校的艺

术家教授学习和参与多种视觉艺术的创作。参观
艺术家的展览，并创作及参加音乐节举办的创作
比赛和获奖者作品展览。音乐节的跨界美术设
计教育还为学员们提供与著名音乐家合作的机
会——为大型音乐会创作舞台及平面设计。

音乐节设施 

学员将使用特拉华大学的一流校园设施包括: 
Roselle艺术中心, 音乐系主楼, 美术系主楼, 主课教
室, 琴室, 美术工作间, Gore独奏厅, Puglisi排练厅, 
美术展厅, 及Loudis音乐厅。学员也可以使用体育
馆, 学生活动中心等 。所有场馆都配备24小时空
调和高速免费WIFI。

学员将食宿于特拉华大学最新酒店式学生公寓和
自助餐厅。公寓房间宽敞, 安全系统完善。每个单
元有两个双人卧室和一个浴室, 供四人合住。公寓
提供所有卧室用品, 包括床上用品和毛巾。公寓和
餐厅配备24小时空调和WIFI。如果您要求单人卧
室, MPF将另收取费用。未来大师营员们将使用
MPF特别安排的双人间营地住宿设施。如果您想
了解设施详情请浏览MPF官网。 

www.masterplayersfestival.com

MPF报名时间表
2月15日 网上报名申请截止, 报名费100美元 (不可退款)

2月28日 迟到申请截止, 迟到报名费150美元(不可退款)

3月5日 入选者的名单在官网宣布

3月10日 入选者 缴纳全部费用, MPF官方邀请函在收到费用后通过电子邮件寄出

3月15日 极力建议入选的学生(和随行家长/老师)及时办理赴美签证    

4月15日 极力建议入选的学生(和随行家长/老师) 预订国际航班机票

4月25日 MPF 公布室内乐, 比赛, 交响乐团, 及爵士乐曲目

5月1日 完成网上注册  

7月21日 “美国音乐之旅”的参加者纽约时间下午3点前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7月25日 所有其余MPF参加者在纽约时间下午3点前自行抵达特拉华大学校园

https://www.masterplayers.udel.edu/festival/mpf-%E5%90%8D%E5%AE%B6%E9%9F%B3%E6%A8%82%E7%AF%80


MPF美术设计师资 

TROY RICHARDS, 美术设计营总监及特拉华大学文理学院
副院长
NADIA HIRONAKA, 马里兰艺术研究院(MICA)大学教授
ELAINE BUCKHOLTZ, 波士顿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ANDREW BALE, DICKINSON大学教授
RICHARD HRICKO, 天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及教授
LYNN TOMLINSON, 马里兰TOWSON 大学教授

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网站上获得最新的MPF美术设计师
资信息

MPF音乐师资 

更多在美国各大院校任教的顶级独奏家, 教育家正在申请
参与我们的音乐节。请于3月初在我们的官网查询终结版
师资名单。

小提琴
JONATHAN CARNEY,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
JUSTIN CHOU, 未来大师营主管
高翔, 蓝资源总裁, MPF艺术总监，特拉华大学教授
DAVID KIM, 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
李青,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首席
JAMES STERN, 马里兰大学教授
吴海昕, 底特律交响乐团小提琴副首席

中提琴
SHEILA BROWNE, 特拉华大学教授
ELIAS GOLDSTEIN, 路易斯安南州立大学教授
ANDREA PRIESTER HOUDE, 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王蒙,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及费城交响乐团中提琴家

大提琴
COLIN CARR, 英国皇家音乐院和纽约STONY BROOK大学
教授
李波, MPF招生部及节目部主管,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大提
琴家
倪海叶, 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
JEFFERY SOLOW, 天普大学教授, 纽约大提琴协会主席
ALAN STEPANSKY, 皮博迪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教授
LAWRENCE STOMBERG, 特拉华大学教授

低音提琴
CRAIG THOMAS, 特拉华大学教授
魏詠蕎, 路易斯安南州立大学教授

竖琴
ANNE SULLIVAN, 特拉华大学教授

古典吉他
CHRISTIAAN TAGGART, 特拉华大学教授

钢琴
CHARLES ABRAMOVIC, 費城天普大学教授
MATTHEW BROWER, 华盛顿学院教授
郑慧, 香港演艺学院及中文大学教授
唐芝华, 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 
HOWARD WATKINS, 大都会歌剧院副指挥及艺术指导
TOM PALMER, 特拉华大学爵士钢琴教授

管乐与打击乐
KATHERINE NEEDLEMAN,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
MERIDETH HITE ESTEVEZ, 北卡罗莱纳大学双簧管教授 
AARON GOLDMAN, 美国国家交响乐团长笛首席 
EILEEN GRYCKY, 特拉华大学长笛教授
CHRISTOPHER NICHOLS, 特拉华大学单簧管教授
翟耀光,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
LYNN MONCILOVICH, 特拉华大学巴松教授
謝非,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巴松首席 
PHILIP MUNDS,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圆号首席   
TODD GROVES, 特拉华大学古典和爵士萨克斯管教授 
张智勇, 星海音乐学院爵士萨克斯管及长笛教授  
HARVEY PRICE, 特拉华大学古典及爵士打击乐教授

指挥
JAMES ANDERSON, 特拉华大学教授

音乐理论
PHILIP DUKER, 特拉华大学教授
STEVEN LAITZ, 朱丽亚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
DANIEL STEVENS, 特拉华大学教授

特聘艺术家 (2016年12月30日截止的名单）
常林, 华东师范大学指挥家及小提琴教授
郑艳,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理论教授
陈舒华, 廈门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及钢琴教授
孙晓雪,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汤芷诺, 华东师范大学长笛教授

请到我们的网站上获得最新的师资信息

如果您有蓝资源员工无法回答的问题，请用英语直接联系
MPF国际学生教务处的电子邮箱：masterplayers@udel.edu

音乐节费用: $2600 
(在7月25日下午3点之前到达特拉华大学校区) 

费用包含音乐学员两节专业课, 室内乐指导课, 大师班, 比赛
及演出的钢琴伴奏, 所有音乐会门票, 讲座, 全美艺术教育年
度展会, 国际健康和旅行保险, 设施使用费, 酒店式学生公寓 
(双人间) 以及全套卧室用品和清洁服务, 从7月25日晚餐到
8月5日晚餐的所有餐食,全职双语宿舍管理员和音乐节工作
人员的费用, 以及丰富多样的社交及户外活动。费用也包含
了美术设计学员的所有美术系主楼设施使用费, 每天的小课
和大师班, 创作材料费, 比赛, 及举办展览的费用。我们欢迎
家长或老师以相同的价格陪同观摩音乐节。

(被要求但不能来陪同“未来大师营”国际营员的家长可
选择付$1500由音乐节专职双语监护人在音乐节期间全程
陪同营员。14岁以上的MPF国际学员家长也可以选择付
$1500由音乐节专职双语监护人在音乐节期间全程陪同）

“美国音乐之旅”费用(自愿选择参加):$900 
(7月21日至7月25日, 以及8月6日至7日) 

费用包含机场接送, 3-4星级酒店, 旅行所需门票, 双语导游, 
空调大巴, 所有餐食(已包括小费) 我们欢迎未来大师营营员, 
被要求陪同的家长或老师以相同的价格陪同观摩。

(被要求但不能来陪同 “未来大师营”国际营员的家长可选
择付$600由音乐节专职双语监护人在美国音乐之旅期间全
程陪同营员。14岁以上的MPF国际学员家长也可以选择付
$600由音乐节专职双语监护人在美国音乐之旅期间全程陪
同）

其它费用
学生宿舍单人间费用：$280美元（7月24 － 8月5日）
酒店单人间费用：$350美元（7月21日 － 7 月24日, 及8月
6日）

官网: www.Masterplayersfestival.com
微信: BlueResourcesUSA

MPF艺术家教授名单 (2016年12月30日的最新名单) 

https://www.masterplayers.udel.edu/festival/mpf-%E5%90%8D%E5%AE%B6%E9%9F%B3%E6%A8%82%E7%AF%80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and affirmative action employer and Title IX institution. For the University’s complete  
non-discrimination statement, please visit www.udel.edu/aboutus/legalnotices.html | ••/300/1214/D

CMF
China Music Foundation (USA)
中國音樂基金會(美國)

MPF美国音乐之旅(纽约) 2016年MPF音乐节艺术家及学员 2016年MPF未来大师营营员

请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或使用以下链接获得MPF在大中国地区的实名志愿者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他们是MPF的校友, 家长, 或观摩
者, 愿意帮助您了解他们的MPF亲身经历。

微信平台:  BlueResourcesUSA  官网:  www.masterplayersfestival.com
 

音乐节建议您使用美国蓝资源亚洲华语区资深的双语网上报名及美国签证咨询专家 (过去两年的音乐节录取率和美国签证率为
99%), 他们将另外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Dr. Sun 孙博士, 蓝资源大中国地区教育项目总管: 86-13811961035
微信名: 13811961035 

如果您希望用英语在美国东部上班时间与音乐节员工直接联系有关申请事项, 请登录音乐节官网:
www.masterplayersfestiv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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