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表

CONCOURS MUSICAL DE FRANCE

Ÿ ⽹网上递交: www.concours-musical-de-france.com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申请表格)
Ÿ 邮寄: 完整的填写申请表格.

FAMILY NAME

姓………………………………First Name 名…………………………………………………

ADDRESS 地址……………………………………………………………………………………………………...
CITY 城市………………………STATE省………………. ZIP CODE邮编…………COUNTRY国家………….
类别 (请圈出):

CLASSICAL 钢琴独奏

C.M.F 法国⾳音乐⼤大赛
FRANCE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法国国际钢琴⽐比赛

2019

Under the High Patronage of the

4 HANDS钢琴四⼿手联弹 *

MINISTRY OF CULTURE OF FRANCE

DEGREE所选之组……………………………………………….APPLICATION FEE报名费………………...…

法国⽂文化部协办

EMAIL : ……………………………………………………………………………………………………………..
*Four-Hands 四⼿手联弹搭档的名字: ………………………
PROGRAM 参赛曲⽬目:（请⽤用正楷填写)
Composer

Title

作曲家

作品名称

Opus

作品号

Timing

⽐比赛主席／创办⼈人
Ginette GAUBERT
钢琴家

演奏时间

⽐比赛办公室: 5, rue Jules Moulet - 13006 - MARSEILLE- FRANCE
⽐比赛官⽅方⽹网址:www.concours-musical-de-france.com

CMF ⼤大赛奖⾦金金总额 : 6800€
＊我在此同意并接受⽐比赛的全部规则， 签名 :………….…….(Signature)
需要签证的正式邀请函的选⼿手 ， 请在这个框⾥里里打勾 (Invitation Letter Request)

总决赛: 巴黎, 法国 2019年年06⽉月01⽇日－02⽇日
在亚洲选⼿手资格选拔赛DVD: 提交全部参赛曲⽬目的DVD

如果您想在邀请函⾥里里包括为此⽐比赛⽬目的与您同⾏行行的⼈人的名字，请写在这⾥里里:……………
请递交报名表格，连同:
1.

所选择的组的报名费 (⻅见⽐比赛章程)

2.

所选择的组的全部曲⽬目之DVD

3.

邀请请求 （如签证需要）
*结果将在⽹网上公布*

报名截⽌止⽇日期 : 2019年年5⽉月01号
有关⽐比赛中⽂文的信息,请联系: cmf.concours@yahoo.com

钢琴独奏组－参赛曲⽬目

⽐比赛章程

I) 申请
★ ARTIST DIPLOMA - Superior (演奏时间：约20-25分钟):

• ⼀一⾸首巴洛洛克作品：J.S. 巴赫 或 D.斯卡拉蒂
• 选⼀一⾸首规定作品：F. 舒伯特: 即兴曲作品90之2
L.⻉贝多芬: 奏鸣曲 作品13之8 之第四乐章
F. 肖邦: 圆舞曲，作品70之2，或作品64之2， 或作品69之2
W. A.莫扎特：奏鸣曲F⼤大调，K280 第三乐章， 或G⼤大调，K283第⼀一乐章
F. ⻔门德尔松：幻想曲， 作品28 第⼀一部分
• ⼀一⾸首法国作品
• ⼀一⾸首20世纪作品
★ ARTIST DIPLOMA - Virtuosity (演奏时间：约35分钟):

• ⼀一⾸首巴洛洛克作品：J.S. 巴赫 或 D.斯卡拉蒂 或 索勒勒
• 选⼀一⾸首规定作品： L.⻉贝多芬: 奏鸣曲 作品14之1 之第⼀一乐章 或 第三乐章
W.A.莫扎特: 奏明曲 K309 第⼀一乐章，或 K280 第⼀一乐章
• ⼀一⾸首法国 或 俄罗斯 作品
• F.肖邦：练习曲 作品25之2，或夜曲 作品9之2，或夜曲 作品55之1，或李李斯特练习曲《叹息》
• ⼀一⾸首20世纪作品
★ ARTIST DIPLOMA - Excellence (演奏时间：约45分钟):

• 选⼀一⾸首规定作品：L.⻉贝多芬: 奏鸣曲 作品27之2 “热情” 之第三乐章，或作品31之3 第⼀一乐章，
或 奏鸣曲 作品79号 之第⼀一乐章
W.A.莫扎特: 奏鸣曲 K330 第⼀一乐章 或 K284 第⼀一乐章 或 K332 第⼀一乐章
F.肖邦：⾃自选练习曲⼀一⾸首 （除作品25之2）
• ⼀一⾸首浪漫派作品: 选⾃自肖邦，李李斯特，舒曼 或 布拉姆斯
• ⼀一⾸首法国印象派作品
• ⼀一⾸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 ⼀一⾸首20世纪作品
★ARTIST DIPLOMA - Concert Diploma (演奏时间：约60分钟):

• 选⼀一⾸首规定作品：L.⻉贝多芬: 奏鸣曲 作品111 之第⼀一乐章 或 作品78 第⼀一和⼆二乐章，
或奏鸣曲 作品109号 第⼀一和⼆二乐章，或《绮想回旋曲》作品129
W.A.莫扎特：K576第⼀一乐章 和 第三乐章
• ⼀一⾸首⼤大型浪漫派作品; 选⾃自肖邦，李李斯特，布拉姆斯 或 舒曼
• ⼀一⾸首法国印象派作品
• ⼀一⾸首俄罗斯，⻄西班⽛牙 或 阿根廷作家的作品
• ⼀一⾸首20世纪作品 或 拉赫⻢马尼诺夫 《意⼤大利利波尔卡》（Gaubert奖）

• 钢琴独奏
参赛选⼿手需提交所选择的组的全部曲⽬目之DVD， 连同报名表和报名费⼀一起.
选⼿手可以申请参加若⼲干组. 每申请⼀一组，选⼿手需提交新的申请表格，报名费和DVD. 申请了了若⼲干组的选⼿手必须
予每组准备不不同的曲⽬目.
所有的参赛曲⽬目必须背谱演奏.
**为了了满⾜足时间的限制，选⼿手可以⾃自选添加某⾸首曲⽬目**

• 钢琴四⼿手联弹组
申请参加四⼿手联弹的两个选⼿手只需要提交⼀一个申请表格，报名费和DVD.
选⼿手可以看谱演奏.
• ⽐比赛报名截⽌止⽇日期
所有申请材料料必须在2019年年05⽉月01⽇日之前收到.

II) 报名费
报名费⽤用不不予退还给选⼿手(包括⽐比赛中途因个⼈人原因退出⽐比赛的选⼿手).
报名费需国际邮汇或银⾏行行电汇的形式汇⾄至以下帐户： （汇款报名费时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选⼿手⾃自⾏行行承担）
Société Marseillaise de Credit - 75 rue Paradis-13006 Marseille. IBAN: FR76 3007 7049 0017 1709 0020 075 – BIC : SMCTFR2A.

Artist Diploma - Superior………………80 €
钢琴四⼿手联弹Virtuosity…………75 €
Artist Diploma - Virtuosity……………85 €
Artist Diploma - Excellence…….……..90 €
钢琴四⼿手联弹Excellence…………90 €
Concert Diploma……..………….……100 €

III) 总决赛:
巴黎地区:Maison du Japon - 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 7 C Boulevard Jourdan - 75014 Paris
⼊入围选⼿手必须演奏与预赛完全相同的曲⽬目，并且背谱演奏
每位选⼿手必须持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ID）以便便确认身份.
如需要的话，评委会可以打断任何演奏. 评委会持有最终的决定权.
⽐比赛结果将在当晚宣布， 接待会随后。

IV) ⼤大赛奖⾦金金
只有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被授予“CMF法国⾳音乐⼤大赛”奖项, 同时必须由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通过.
获得“CMF 法国⾳音乐⼤大赛”奖项的优胜者将给予现⾦金金奖励. 每组将产⽣生⼀一个 CMF ⼤大奖. 四⼿手联弹组，两个选⼿手
将分享⼀一个 CMF 奖⾦金金. 决赛中并列列的选⼿手将平等分享 CMF 奖.
Artist Diploma - Superior………500 €
钢琴四⼿手联弹Virtuosity…………400 €
Artist Diploma - Virtuosity….....900 €

钢琴 - 四⼿联弹
★ ARTIST DIPLOMA - Virtuosity:

•

20分钟的选⼿⾃选曲⽬

★ ARTIST DIPLOMA - Excellence:

•

30分钟的选⼿⾃选曲⽬

Artist Diploma - Excellence….1,500 €
钢琴四⼿手联弹Excellence…………800 €
Concert Diploma……………..2,000 €
Ginette Gaubert 奖: 拉赫⻢马尼诺夫 意⼤大利利波尔卡 最佳表演者……..300 €
Teresa Janina Czekaj 奖: 肖邦作品最佳表演者………….…100 €
根据1957年年3⽉月11⽇日法国法律律 -禁⽌止复制副本或部分副本 According to French law of March 11th 1957 - Penal Code art. 425
中⽂文章程仅是翻译件，⼀一切以法⽂文章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