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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际合唱节源自于认识到推广合唱艺术的重要意义，因为合唱能激发

不同文化背景和表演风格的各类合唱团体和社区共同合作、交流观点并创造

全新的文化艺术体验; 并且，通过举办国际合唱节这个合唱艺术平台，吸引各

族裔、各民族的广泛参与，助力推动和促进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繁荣。 

  



 

邀 请 信 

 

 

尊敬的合唱团指挥、团长， 

我们很诚挚地邀请您和您的合唱团参加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期间在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的第二届加拿大国际合唱节（原渥太华国际合唱节）。

在合唱节期间，歌唱家们将在一起切磋、交流合唱艺术，在加拿大最具象征

意义的文化场馆演出，向加拿大人民展示自己祖国和民族特有的歌唱艺术和

民俗文化。 

没有什么比合唱音乐更能联接不同的社区、族裔和团体，并成为国家、民族

和文化之间的友谊桥梁。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旨在通过独特的合唱之旅，将合

唱团艺术交流、教育和表演展示聚集到一个国际平台上。 

除此之外，在首届中加文化联委会上，在两国文化部长的见证下，加拿大国

际合唱节已与有 28 年历史的中国国际合唱节正式签约合作，互相支持并选派

优胜团队参加对方的国际合唱节活动。本次渥太华国际合唱节的获奖者将被

邀请参加于 2020 年 7 月在北京举办的第 15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此致 

敬礼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 

   二零一八年四月 



 

日 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9.21 周五   合唱团报到、注册 

合唱团报到、注册 

开幕式暨合唱团指挥、团长、组

委会评审等交流晚宴 

9.22 周六 
合唱大师工作坊及

合唱团交流活动 
合唱节竞赛单元 合唱节展演音乐会 

9.23 周日  闭幕式音乐会暨颁奖典礼  

 

 

开幕式暨交流晚宴 

开幕式将邀请加中两国政要、加拿大本土知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以及合

唱节组委会主要成员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出席、致辞； 

合唱团指挥和团长（或指定一名代表）受邀参加，为各合唱团指挥提供一个

交流和互相认识的机会。 

 

合唱大师工作坊及交流活动 

一个小时的大师工作坊，由加拿大合唱大师主讲。 



另一小时的交流活动将邀请 1-2 个加拿大知名合唱团作为主办合唱团，国际

合唱团体自愿参加该交流环节的活动。  

 

合唱节展演音乐会 

所有参加合唱节的团队均参与表演，每支团队需准备 2-3 支曲目，将有 10-

15 分钟的表演时间；音乐会将以所有团体同唱一首歌作为压轴节目。 

 

闭幕式音乐会及颁奖典礼 

主要环节将有：嘉宾致辞、颁奖、优胜合唱团受邀演出等。 

 

合唱节竞赛单元 

合唱节将包含一个竞赛单元（视报名参赛团体数量决定分组和时段单元），报

名参加竞赛单元的合唱团体按照比赛章程进行比赛；参加竞赛单元并获得优

胜的加拿大合唱团体将被邀请和选派参加中国国际合唱节。 

（一）参赛资格    

所有报名合唱团均有资格参加，目的是为各参演团体提供一个在国际舞台展

示自我的宝贵机会，通过国际知名合唱专家的点评与辅导，以及与其他团体

的交流，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同时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 



 

（二）参赛规定 

参赛曲目： 

由各参赛合唱团自选具有本地区、本民族特色合唱作品一至三首；全部参赛

曲目不超过 3 首。其中，对已出版的曲谱，应当使用正版曲谱或者有授权的

曲谱，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复制件或抄件，并请按原作演唱，不得任意改

编。对演唱的作品要注意版权的保护，因此而出现的法律纠纷责任由各演唱

单位自负。 

伴奏： 

伴奏形式为钢琴、手风琴、无伴奏或有少量地域民族特色的乐器（5人以下含

5人）。组委会只提供钢琴，不提供其他伴奏形式所用乐器；禁止使用各类伴

适合的团队 所有专业及非专业合唱团体。 

专家评委 每组由五名世界知名合唱专家组成，进行评议及辅导。 

评分体系 参考国际合唱节评分体系，详见所附《评分表》部分 

证书及荣誉 
各组专家经评议后对团队艺术水平设定一个合唱节大奖和优秀

奖，团队将颁发纪念杯和证书。 



奏带。 

演唱时间： 

参赛团体演唱限时为15分钟，即从各合唱团演唱的前奏音乐开始至演唱结束

为计时时间，超时将扣分（15分钟内为符合规则）。 

场次安排及出场顺序： 

参赛合唱团参赛场次由组委会安排，每场参赛出场顺序在比赛日走台时按抽

签结果确定。 

曲谱： 

参加赛事合唱团每首参赛曲目须提交5份纸质曲谱，曲谱应为国际通用的五线

谱，包括曲目名、词曲作者姓名以及改编者姓名（如有）。提供的曲谱应注明

演唱顺序，并于合唱节开始前两个月提供予组委会，之后组委会不在受理曲

谱的变更。（曲谱制作要求另行通知） 

点评与辅导： 

每个合唱团演唱3首曲目后将得到一名合唱专家不超过五分钟的点评与辅导。

点评及辅导内容详见评测委员会及评分体系。 



（三）注册报名 

合唱团团名 国籍/省/市/自治区 

 联系人姓名：                            性别：               团内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地址：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团长姓名：                                               电话：                                手机： 

 指挥姓名：                                               电话：                                手机： 

合唱团简要介绍：  

 

 伴奏方式：           □  钢琴      □ 手风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参加内容： □竞赛     □展演     □大师班&工作坊 &交流 

 贵团对此活动的其他要求： 

 

 

 

 团长（领队）签章：                                   年    月    日           



报名表： 

注册上报材料列表： 

□ 报名表 

□ 合唱团简介（200字以内） 

□ 指挥简介（200字以内） 

□ 3张合唱团高清电子照片、2张指挥个人照片（300dpi以上） 

□ 曲谱：5份乐谱打印稿和1份电子稿 

□ 报名材料可通过邮件发送至组委会工作邮箱：cicfottawa@oicf-ficc.ca 

□ 注册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6月30日 

（四）裁判和评分标准 

评委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不得申诉。合唱团的得分将是三位评审打分的平均

分。 

评分标准： 

以 100 分计，对每一曲目的表演，评委将围绕基础能力、技巧和艺术表现三

方面进行评判，具体如下： 



□ 基础能力：音准、节拍、速度、准确度、忠实原作等 

□ 技巧：声音技巧、音色表现、用声力度、声部统一、平衡、整体和谐度等 

□ 艺术表现：情感层次、舞台效果等综合表现力、整体感染力等 

评分表： 

合唱团 指挥 伴奏 

 

曲目1  

曲目2  

曲目 3  

评分标准 评语 

基础能力： 

音准 

节拍 

速度 

准确度 

忠实原作等 

 



技巧： 

声音技巧 

音色表现 

用声力度 

声部统一 

平衡、整体和谐度等 

 

艺术表现： 

情感层次 

舞台效果等综合表现力 

整体感染力等 

 

评委签名 

ME 



 

合 唱 节 背 景 

 

注册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英文正式名称：Canana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更名前名称为渥太华国际合唱节（英文正式名称：Ottawa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是在加中文化发展协会（Canada 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成功举办多次新年合唱活动以及

“2016 国会山春节快闪”等大型活动基础上，在渥太华巴赫合唱团等多个加

拿大知名合唱团体的联合支持下，发起并于 2016 年 6 月在加拿大联邦政府

正式注册、被批准成立的加拿大非营利性组织，组织注册号 978441-1。 

宗旨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旨在在加拿大搭建一个广泛的艺术交流和展示平台，通过

合唱节赛事、音乐会、大师课和在常规艺术活动中融入合唱艺术等方式，提

高对合唱艺术魅力的认识、鼓励不同国家、地区和团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合

作，展示才华并在其中分享和传播各自的音乐、艺术和文化传统，促进加拿

大多元文化的发展。 

愿景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愿景是依靠合唱艺术的强大群众基础，和会期在中国新年

的特点，倡导中西艺术融合和沟通，用歌声传递对世界的美好祝福和和平理

想，成为一个年度庆典的新传统。 

 

合 唱 节 组 委 会 

 

名师领衔，集加拿大和多国知名合唱领域指挥、合唱教育家、合唱权威、评

审和嘉宾。今年的的组委会阵容将会有哪些嘉宾齐聚呢？敬请期待。 

 

部 分 主 要 专 家 

 

Lisette Canton 博士， 合唱节艺术总监 

 

 

 

 

 

加拿大约克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合唱指挥系主任、合唱音乐研究生课程负

责人 

加拿大国际合唱节艺术总监 

加拿大渥太华巴赫合唱团创始人、艺术总监 



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客座指挥 

Canton 博士是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音乐学院合唱指挥系主任，合唱音乐

研究生课程负责人，并担任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合唱团和男声合唱团指挥。 

Canton 博士还是国际知名的加拿大渥太华巴赫合唱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多

次率团在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和亚洲多国进行巡演和受邀参加知名的艺术

节表演。 

在约克大学任职之前，Canton 博士曾在卡尔顿大学，渥太华大学，伊利诺伊

大学香槟分校和麦吉尔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Canton 博士是加拿大国际合唱节艺术总监，并在 2018 年 2 月首届加中文化

联委会上，在中国文化部长雒树刚和加拿大文化部长乔美兰的共同见证下，

与中国国际合唱节正式签约，达成合作。Canton 博士同时担任中国国际合唱

节大师。 

Canton 博士同时还兼任卡内基音乐厅和纽约林肯中心客座指挥，以及美国和

加拿大多个合唱团的客座指挥。 

Canton 博士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拿大，拥

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合唱指挥博士学位、伊士曼音乐学院合唱指挥音乐

硕士学位和麦吉尔大学表演音乐学士学位。她的指挥师从 Donald Neuen, 

Don V. Moses, Fred Stoltzfus, Ann Howard Jones, Chet Alwes 和 Paul 

Vermel; 声乐师从 Jan Simons, Lorie Gratis and James Bailey，以及钢琴

师从 Esther Master and Dorothy Morton，并且是多个专业协会成员。 



Jean-SébastienVallée 博士 

 

现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Schulich 音乐学院合唱研究部主任、指挥部主席、蒙

特利尔圣安德鲁教堂和圣保罗教堂合唱团指挥、渥太华合唱协会艺术总监。 

在加入麦吉尔大学之前，曾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合唱研究部主任

和雷德兰兹大学合唱系任教。 

Jean-SébastienVallée 拥有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以及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的博士学位，是国际公认的指挥家、学者和教育家。 

2015 年获美国艺术大奖 American Prize 合唱指挥类别第二名。他带领的乐

团曾为美国合唱指挥协会和加州音乐教育工作者大会献唱，并在 2011 年圣

路易斯奥比斯波国际合唱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除了对合唱、歌剧和

乐队音乐的兴趣外，还是当代音乐的倡导者。 



作为一名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音乐、

迈克尔蒂皮特的作品以及教育学。Vallée 博士受邀在多个国家的国际会议上

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包括美国合唱协会大会、加拿大纽芬兰 Festival 500、

全国大学合唱组织大会、Podium 大会、加拿大合唱大会、夏威夷艺术与人

文国际大会、巴塞罗那世界合唱音乐研讨会等。 

 

Julie Nesrallah 

 

加拿大著名中音女高音、演员、电台主持人。作为歌手和加拿大国家广播电

台国家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于 2014 年获颁女王钻石年奖章，以表彰她为

加拿大文化的贡献。 

Nesrallah 女士经常在北美和世界各地的知名歌剧公司、交响乐团、音乐节和

室内乐团等一起演唱，并荣获多个杰出奖项。2011 年 7 月 1 日，Nesrallah

女士在加拿大国会山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中演唱加拿大国歌。她还



在蒙特利尔为约旦皇后努尔陛下和约旦安曼的哈亚公主举行了和平之夜中演

唱。 

Nesrallah 小姐是执行制片人兼 Carmen on Tap 的明星，她是一位流行歌剧

公司，她创作了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作为晚餐剧场。 Carmen on Tap 在斯特

拉特福音乐节上首次亮相，并在多伦多的卢拉休闲厅和爱德华王子县音乐节

上演出。 

 

 

 

 

 

  



 

 

 

 

 

 

 

 

 

 

第二届加拿大国际合唱节 

加拿大   渥太华 

 

            更多信息稍后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