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 Opus74 ! (BIENVENUE)

位于
弗拉因的音乐厅 Auditorium de Flaine
Opus 74 艺术机构坐落于法国上萨瓦省（Haute-Savoie）的弗拉因(Flaine), 自 2013 年以来便一直
致力于举办伴随大师课程的古典音乐节。通过与市镇联合工会（Syndicat intercommual）和弗拉因文
化中心（Le centre culturel de Flaine）的合作, Opus 74 旨在向所有人打开古典音乐的大门。7 月下旬，
机构与当地旅游局合作举办了数十场免费音乐会，为年轻的观众展示了多种乐器的魅力。
艺术多元化也是 Opus74 秉持的宗旨之一，除了古典音乐，自 2016 年以来，Opus74 始终坚持着
向造型艺术开放，旨在消除不同艺术学科之间的隔阂并强调艺术的互补性，同时应对新兴文化的挑
战。
文化宝地-弗拉因 Flaine – Un lieu à dimension culturelle

Œuvre de Jean Dubuffet 让.杜布菲特位于弗拉茵的作品

位于法国上萨瓦省海拔 1600 米的弗拉因是一块艺术创作的宝地。其主建筑由 Bauhaus 的知名建
筑师 Marcel Breuer 亲自设计，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和探索毕加索（Picasso）、瓦萨雷利
（Vasarely）的雕塑，皮法雷蒂（Piffaretti）和汉塔（Hantaï）设计的喷泉等等。此外，弗拉因还拥
有一座可提供高品质试听享受的音乐厅以承接各类文化活动，
弗拉因一直致力于支持艺术本身和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个人发展，而 Opus74 便在这块宝地扎根于
传统文化和艺术本身，您将尽情享受在弗拉因的文化之旅。
高品质的活动 Des événements de qualité
在多元化宗旨的前提下，国际化是 Opus74 的又一优势。通过邀请具有杰出职业生涯和演出经验的
艺术家进行表演，Opus74 举办了一系列高品质的音乐文化活动，这些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意大利、
西班牙、德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中国...）纷纷来到弗拉因以感受这片宝地的魅力，其中不乏
许多音乐名家及古典音乐界的大鳄。如安德烈·迪耶夫（AndreïDiev），周夏福，斯特凡诺·杰瓦索尼
（Stefano Gervasoni），杰罗姆·格兰洪（JérômeGranjon），雷纳托·弗朗切斯科尼（Renato
Francesconi）和亚历山大·弗雷（Alexander Frey）等知名音乐家都曾在这里进行过演出。

极佳音乐课程 Le stage (workshop)
Opus74 向业余音乐爱好者以及未来的专业人士提供极佳音乐课程。学员在这里可参与独立乐器的课
程，许多钢琴 studio 房间也可用于个人或团体的练习，乐器演奏者可以选择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进行
工作。课程的数量和时长取决于每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及模式。

课程包括 Instruments :

视奏、声乐、和声、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单簧管、键盘、吉他、长笛、双簧管、竖琴、钢琴、
萨克斯管（经典及爵士）、长号。
通过注册该课程，在征得同意的前提下，您将可以自由地参与由各个老师提供的各类公开课程。
我们旨在促进高水平的音乐教育发展，在一个允许学员充分发挥其才能的环境下让不同的音乐进行
碰撞，并通过在高品质设备/音乐厅支持下举办的众多音乐会激发学员们的音乐热情。同时 Opus 也
向业余爱好者和有兴趣认识不同艺术家的人开放。弗拉因所提供的特殊文化氛围将使来到这里的每
一个人受益。

工作 Travail :
我们将会为学员们提供 Studio 房间以便他们能够在除上课时间以外进行工作和实践，为此我们会出
台详细的时间安排表以更好地进行组织。
同时，我们强烈鼓励学员们在课程期间进行小组式练习和艺术交流，在轻松愉悦的环境里一起讨论，
发现和学习，所有学员们的作品都将在课程结束时得到公开展示。

发现更多的乐趣：Les loisirs
参与课程，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当地旅游局提供的“夏季通行证”，其中包含了 16 项特色的旅游项
目活动，详细的活动介绍和细则将在课程开始的一个月前发送给您。 ’

住宿 Se loger：
在住宿方面，我们提供带厨房且设备齐全的公寓以满足学员们的住房需求，公寓的类型从单间
STUDIO 到多人房间（3 室或更多）皆可供您选择。
同时，弗拉因周围设有超市，各类商店，可满足各类型的生活需求。

价格 Tarif :请详见网站
申请课程：Inscription 请详见网站

Venir à Flaine 如何来到弗拉因？ :
抵达日内瓦机场后，可乘坐出租或巴士前往弗拉因。

CONTACTS ET PARTENAIRES 联系人与合作伙伴
对外事务邮箱：administration@opus74-flaine.com
艺术指导总监邮箱：Bertrand Giraud
bertrandgiraud@yahoo.fr
中文服务邮箱（可联系+微信）：OpusArtisChina@163.com

Opus 74 总公司地址：56 rue Mary Besseyre, 92170 Vanves.

Page de tarif :
S’INSCRIRE ET TARIFS 关于申请与费用
COMMENT S’INSCRIRE 如何申请
1) S’INSCRIRE EN LIGNE 网上申请
Remplissez tout d’abord le Formulaire d’inscription en ligne 点击链接并填写好在线申请表格
Follow this link to access online application in English 点击此链接填写英文版申请表格
Pour finaliser votre inscription, merci de verser votre acompte de 130€ pour toutes les discipines / 50€ pour
l’atelier choral. 关于预付款（定金）：为了完成您的注册，请您预先支付一定数量的预付款。各类乐
器课程：130 欧元，室内声乐类：50 欧元。
付款方式：
Par carte bancaire en suivant ce lien. Attention, 5€ de frais bancaires sont ajoutés au montant.
通过银行卡支付请点击此链接，请注意，将会产生 5 欧元的额外银行费用。
En téléchargeant notre iban pour effectuer un virement (préciser votre nom dans l’intitulé du virement)
通过下载我们的国际银行 IBAN 码（点击此链接）向我们的银行账户转账。（请在转账人一栏注明您
的姓名）
En envoyant votre chèque à l’ordre de l’ « Association Opus 74 » – 56 rue Mary Besseyre – 92170 Vanves
如需用支票支付，请邮递至我们位于巴黎的官方办事处地址：Association Opus 74 » – 56 rue Mary
Besseyre – 92170 Vanves

2) S’INSCRIRE PAR COURRIE 通过信件注册
Merci de télécharger la plaquette pour l’année 2020 qui contient un bulletin d’inscription. Pour le bulletin
d’inscription seul, vous pouvez le télécharger ici : Bulletin d’inscription ou Subscription form (in English)
请下载包含注册表的 2020 年手册并进行打印填写，如仅需下载注册表，请点击此链接（有英文版）
Bulletin d’inscription 或 Subscription form (in English)

填写完表格后，请随函附上相应的支票，发送信件至我们位于巴黎的官方办事处地址：Association
Opus 74 » – 56 rue Mary Besseyre – 92170 Vanves

ELEVES MINEURS 对于未成年参赛者
Pour les mineur de moins de 18 ans, merci de télécharger cette autorisation parentale et la joindre à
votre bulletin d’inscription :
Autorisation parentale à télécharger
对于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请点击此处下载父母授权书并将其附在您的注册表中：

Autorisation parentale à télécharger
TARIFS 课程价格
Un acompte de 130€ pour toutes les disciplines et de 50€ pour l’atelier choral est demandé lors de
votre inscription. Le solde est à régler lors de votre arrivée sur place.
您需要支付一定的数量的预付款以完成正式注册，各类乐器课程：130 欧元，室内声乐课程：50
欧元。剩余的款项将在您到达弗拉因后进行支付。
-25% sur la deuxième
discipline (hors atelier)
乐器类课程两人同行第二位 TARIF / PERSONNE 价格/每人
享受-25%折扣（不包含
Atelier 讲习班课程）
1 semaine 1 周课程

2 semaines 2 周课程

400€ （3200rmb）

700€（5600rmb）

440€（3520rmb）

780€（6240rmb）

MUSIQUE 课程类型
Cours instrumentaux,
direction de choeur,
合唱团方向乐器类课程
Cours de piano OU de chant
钢琴课程或声乐课程
Cours de chant lyrique et
coaching vocal (avec
pianiste/chef de chant)
抒情声乐类课程（与钢琴家
和声乐指挥协作）

500€
(4000rmb)

1000€ (8000rmb)

Musique de chambre

170€

室内音乐课程

(1360rmb)

Atelier Jazz et musiques
actuelles

260€

当代音乐及爵士乐讲习班课 (2080rmb)
程

TELIER VOCAL 声乐讲习班
Grand Choeur (Semaine 1) 大合唱团（第一周）
120€（960rmb）
Ensemble Vocal (Semaine 2) 合奏声乐（第二周）

150€ （1200rmb）

320€ (2560rmb_

510€
(4080rmb)

Stage de chant /E. Bujeau:
(30 Min/jour)
声乐 Workshop/E.Bujeau (30 分钟/每天)
220€（1760rmb） 380€（3040rmb）

Stage de direction de choeur (30 Min/jour)
合唱团方向 Workshop （30 分钟）
220€（1760rmb） 380€（3040rmb）

Option technique Vocale (20 min/jour)
声乐技术指导（20 分钟 /一天）

60€（480rmb）

Option formation musicale (3H)
音乐综合培训指导（3 小时 /一天）

30€（240rmb）

Double stage : 双 Workshop 课程
Choeur et chant
合唱团及声乐 Workshop
300€ （2400rmb） 510€（4080rmb）
Direction de choeur et chant
合唱团及声乐 Workshop Workshop(进阶)
350€ （2800rmb）

600€ （4800rmb）

Un cours de groupe de sophrologie (5 heures par semaine) est
offert aux stagiaires.
此外，学员将享受由我们免费提供的每周 5 小时的艺术修养培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