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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宗旨
在意大利于1888年成为国立机构的首批四所音乐学院
中，帕尔玛的阿里格·博伊托音乐学院是一所高文化学
院，它的起源是一所公立音乐学校，由拿破仑的妻子玛
丽·露易丝公爵夫人（Duchess Maria Luigia）创办。
它集传统与创新于一体，结合了培训，专业化，研究，
出品和社会活动。
主要目标是通过高的教学标准来训练乐器演奏家、歌唱
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以开发每个学生的潜力。教学内
容分为150多种课程—从古乐和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和流行
音乐—到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的发展，拥有进入工作
领域的实际前景。
得益于密集的国际关系网络，帕尔玛音乐学院保证与其
他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交流教学和艺术经验与实践，这是
进行音乐家教育的基本要求。
从古乐和古典音乐的综合传统，到对创新的音乐系统的
应用研究，以及前辈艺术家与后代艺术家之间的不断对
话等多方面出发，帕尔马音乐学院也是一个多产的音乐
出品中心，并注重所有的音乐细节。音乐学院在该市有
若干个音乐季和通俗推广活动，并为学生提供了不断与
公众面对面的机会。所有这些还归功于主要的公共和私
人机构之间的深而坚固的协同作用，以及该区域的文化
事实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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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nservatorio.pr.it/missione

艾米利亚大道青年管弦乐团 – OGVE. 摄影 ©Rolando Paolo Guerz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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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史
帕尔马音乐学院自其卡尔米内修道院（Convento del Carmine）
（始建于13世纪末）以来一直以该学院为基地。最先是由玛丽·
露易丝公爵夫人于1818年建立的，其原本是为男性孤儿建立的公
立歌唱学校。1827年，学校开始进行器乐练习，并在1833年将唱
歌教学扩展到了面向女性。公爵夫人玛丽亚·路易吉亚总是安排
最好的学生进入由尼科罗·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领导
的从1834年至1836年的公爵管弦乐队。
1888年，皇家音乐学院转变为国立音乐学院，全面进入国家艺术
教育体系，并与米兰、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一起成为意大利排名前
四的音乐学院。
在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推荐下，他们被任命为
乔瓦尼·博泰西尼学院（Giovanni Bottesini Institute）的第
一批理事，紧随其后的是弗朗科·法西奥（Franco
Faccio），
其后是阿里格·博伊托—担任音乐学院名誉主任（1890-1891）
。1919年，音乐学院以阿里格·博伊托的名字命名。
1977年，指挥家皮耶罗·瓜里诺（Piero Guarino）创办了音乐学
院附属的实验音乐高中，这是意大利第一所同时提供音乐教学和
坚实文化准备的学校。
2004年，随着音乐学习的改革，帕尔玛音乐学院采用了新的自治
法规，并启动了EQF 6、7和8级课程（毕业文凭以及本科与硕士课
程）。
在杰出的学生和老师中，我们无法忘记的有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
、雷娜塔·苔巴尔迪（Renata Tebaldi）、伊尔代布兰多·皮泽
蒂（Ildebrando Pizzetti），克莱奥丰特·坎帕尼尼（Cleofonte Campanini）、布鲁诺·巴里利（Bruno Barilli）、恩里科·
波洛（Enrico
Polo）、吉安·弗朗切斯科·马利皮耶罗（Gian
Francesco Malipiero）、佛朗哥·玛戈拉（Franco Margola）
、朱斯托·达奇（Giusto Dacci）、卡米洛·通尼（Camillo Togni）、阿希尔·隆戈（Achille Longo）、丹尼尔·加蒂(Daniele Gatti)、皮耶罗·瓜里诺（Piero Guarino）等等。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在阿里格·博伊托音乐学院的历史博物馆、多媒体室中的研究

阿里格·博伊托

www.conservatorio.pr.it/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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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乐器与技术
在前卡尔米内修道院（建于13世纪和16世纪之间）的卡
卡
尔米内礼堂（Auditorium del Carmine）内，音乐学院
尔米内礼堂
举办了很多音乐会和活动。哥特式的建筑包含了284个座
位、一台德国管风琴（Weigle
1983）、一台由克劳迪
奥·梅鲁洛（Claudio Merulo）（1533-1604）所制作的
古管风琴和一套具有32通道的Presonus Studiolive数字
混音器的4通道D＆B广播系统。
www.conservatorio.pr.it/auditorium-del-carmine

圣罗克教堂
圣罗克教堂（Chiesa
di San Rocco）是典型的巴洛
克风格的杰出建筑。得益于与帕尔马大学生宗教组织
Pastorale
Universitaria达成的协议，在圣罗克教
堂及其圣礼堂得以举办音乐会和音乐学院古乐系的课
程。

古乐器
古乐器：帕尔马音乐学院收藏有丰富的键盘乐器、弦
乐器、弹拨乐器和管乐器，具有很大的历史和艺术价
值，其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至20世纪初。这些乐器中
的一些可供学生学习和演奏，也可以通过MIMO（在线
乐器博物馆）项目进行数字展示。  

威尔第厅
威尔第厅（Sala
Verdi）是举办活动、会议、音乐会和学
生毕业音乐会的地方，设在卡尔米内修道院的前食堂。
最近经过修复，它配备了大型舞台和一套带有24通道
Presonus Studiolive数字混音器的Bose立体声设备。
卡普里亚特教室
卡普里亚特教室（Aula
Capriate）：非常适合流行音
乐和爵士音乐课，它的技术设备包括了键盘（Yamaha
MOTIF XF7, Nord Stage 2 Compact, Moog Voyager,
MAG Organ），数字混音器（Presonus Studio Live 32,
Yamaha 01V96），麦克风Shure SM 58 beta，吉他和贝
斯放大器（Vox AC15VR, Mark Bass CMD 121），架子鼓
（Pearl Reference, piatti Sabian）和FBT监听设备。
主庭院
主庭院（Chiostro
Maggiore）：宏伟的庭院于1583年完
工，按照陶立克式建造，于春季和夏季向公众开放，举
办各种活动和音乐会，内容从古典和交响音乐到流行、
摇滚和音乐剧都有。
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多媒体室和历史档案室是一个三重结构，
可为音乐研究提供丰富的非书籍式的参考资料。博物馆
收集了往年的学生或教师的音乐家的资料，并重建了阿
图罗·托斯卡尼尼和阿里格·博伊托的个人研究。
www.conservatorio.pr.it/museo-riccardo-barilla
意大利最重要的历史音乐图书馆之一的帕拉提那图
书馆音乐部（Sezione musicale della Biblioteca
书馆音乐部
Palatina）也位于音乐学院大楼内。它拥有170,000多篇
资料，包括乐谱手稿、印刷乐谱、音乐脚本、期刊、音
乐文学、书信。
卡尔米内礼堂

主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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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教师
150名EQF 6和7大学课程和预备课程的教师
50名EQF 7和8 本科与研究生master课程的教师

音乐会，活动，大师班和研讨会
100场音乐会
40个座谈会，见面会，书籍介绍，报告会
每个学科有70个大师班，研讨会和讲习班

课程
150门课程分为：
EQF 6本科课程
EQF 7研究生课程
EQF 7和8本科和研究生master课程
预备课程
音乐合作基础教育

国际关系
100个与Erasmus+、欧盟国和非欧盟国的协议
2个活跃的战略伙伴关系
60个欧盟和非欧盟学生

学生
每年，帕尔玛音乐学院平均约有1,000名学生，来自四
大洲50个国家的外国人比例为
25％（AFAM机构的外国人全国平均值：16.5％）。

*数字指年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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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门课程

教学内容

单门课程是指选择学习设置在I级和II级学术课目中特定的
课程授课，可需要颁发定期认证regolare常规证书以证明取
得的大学教育学分（CFA），并允许即使没有注册也可以学
习单一学科的学术课程。

帕尔玛音乐学院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从针对音乐入门者的
预备课程到大学课程，再到能够满足职业音乐家专业化需求
的master课程，不一而足。提供的课程从古代到当代音乐的
古典领域以及爵士和流行摇滚领域。

www.conservatorio.pr.it/corsi-singoli-accademici

学业之前
预备课程
预备课程：针对那些想要获得旨在进入本科课程的培训的
人。这些课程包括individuali一对一的器乐、声乐或作曲
课，以及小组理论课以及合唱和器乐合奏。

奖学金

I级学术文凭课程-EQF 6（三年制本科生）

为了支持学生，每年都会为各个领域提供优秀者奖学金borse di studio和学习权奖学金borse di diritto allo studio
，这些领域包括钢琴、管弦乐队和合唱队、录音和编
辑、语言辅导以及对音乐出品和社会活动的支持。

一级学术文凭课程相当于三年制学士学位，不仅包括
individuali一对一的器乐、声乐唱歌、作曲和指挥课程，
还包括对音乐人才家进行全面培训所必需的所有学科。

Rotary Club, Lions Club,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Zonta International Club几所协会多年来一直与音乐学院
共同提供奖学金，以支持那些受之无愧的学生。

音乐合作基础教育：针对初学者。
音乐合作基础教育

II级学术文凭课程-EQF 7（二年制研究生）
II级学术文凭课程等同于硕士学位，可让您加深在特定的音
乐领域的学习深造。

I级和II级高级课程（MASTER）-EQF
年度）

7和8（annuali一年制

由托斯卡尼尼组织为纪念法尔内塞歌剧院400周年举
办的音乐会。Ensemble Par.M.A 古乐团

Master课程的对象是已经拥有I级或II级学位的学生，他们
希望在与以音乐专业为职业的世界al mondo musicale professionistico 有关的特定领域取得进步进一步深造。
www.conservatorio.pr.it/presentazionemaster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机构网站的“教学”部分:：
12

www.conservatorio.pr.it/ammiss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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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程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

*

*

古乐与声乐合奏

*

*

电子音乐

*

*

*

*

室内乐—声乐

*

*

爵士打击乐

*

*

室内乐—钢琴

*

*

爵士打击乐颤音琴方向

*

*

双簧管

*

*

*

*

巴洛克与古双簧管

*

*

爵士声乐

*

*

管风琴演奏与作曲

*

*

*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声乐

*

*

钢琴

*

*

*

*

*

爵士钢琴

*

*

*

*

古钢琴

*

*

*

*

流行/摇滚贝斯

*

*

*

*

流行/摇滚打击乐

*

*

竖琴
贝斯
大号

声乐

吉他

*

*

*

爵士吉他
单簧管

*

爵士单簧管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

*

*

流行/摇滚声乐

*

*

*

*

流行/摇滚吉他

*

*

*

*

*

*

单簧管低音单簧管方向
古单簧管

预备课程

羽管键琴与古键盘

*

*

*

流行/摇滚钢琴与键盘

作曲

*

*

*

萨克斯

*

*

爵士萨克斯

*

*

*

*

吹管乐器配器法

*

*

爵士低音提琴

*

*

打击乐器

*

*

*

短号

*

小号

*

*

*

*

*

*

*

*

*

爵士作曲
低音提琴

圆号

*

*

*

*

*

音乐教育
乐器教育

*

爵士小号
长号

*

爵士长号

*

乐队指挥

*

*

中提琴

*

*

*

合唱指挥

*

*

维奥尔琴

*

*

*

*

小提琴

*

*

*

大管

*

*

*

巴洛克小提琴

*

*

*

手风琴

*

*

*

爵士小提琴

*

*

长笛

*

*

*

大提琴

*

*

竖笛

*

*

音乐历史、批评与分析

古长笛
琉特琴
艺术指导
室内乐

*

巴洛克大提琴

*

*

*

*

古典与近代音乐专业

*

*

古乐专业

*

爵士专业

*

*

流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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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与社会活动

出品部门在帕尔玛音乐学院内有着重要的战略重要性，这也要归功于该地区声望很高的音乐领域的紧密的合作
网络。
音乐学院每年举办100场音乐会，为学生提供表达，训练，成长和与不断面对公众的空间。最好的学生会被选中
参加音乐会、歌剧作品、乐器合奏和合唱。在最经常举办的活动中，与帕尔马省合作举办了两个年度音乐季（II
concerti del Boito和Barocco
Boito Barocco in San Rocco），以及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和共和国日
Rocco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和共和国日的纪念活动。
除了这些音乐季之外，还增加了一些通俗、大众化的活动：面向所有人的音乐聆听指导（Il
Il suono svelato）
svelato
，面向在校学生的音乐聆听指导（Ascoltando
Ascoltando

s’impara
s’impara）以及一系列旨在音乐领域发表音乐出版新闻的见面

音乐会（Parola
Parola da ascoltare）。所有见面会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ascoltare
与这些活动同时开展还有Les
Les Concerts duClôitre，这是一项学生倡议，旨在为学生提供在音乐会或考试前在
duClôitre
观众面前进行非正式表演的机会。
2019年国家艺术奖的古乐组于帕尔马音乐学院举办，并还将举办2021年的声乐组与室内乐声乐组。
在意大利音乐节和全国音乐会中，每年帕尔玛的学生都是其中的主角。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提高专业水平的教育活动，例如大师班和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由来自意大利和国际最负盛名
的学术机构和音乐机构的著名老师举办。

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与La Toscanini基金会合作举办的OERAT incontra i giovani talenti音乐会

www.conservatorio.pr.it/archivio/eventi
www.conservatorio.pr.it/archivio/masterclass/e/semin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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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帕尔玛音乐学院是国家威尔第研究学院的创始成员，在研究领域、组
织内部教师和校外专家参加的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以及推广出版物
方面，证实了其从事实验和创新的使命。研究领域是理论、音乐史和
教学领域；是艺术的且有创意的；是表演性的演绎性的。
研究的成果在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参与的项目中得到了具体体
现：Sentiamoci
Sentiamoci a Parma，该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视唱练
Parma
耳培训老师，并于2019年和2020年获得了“莱昂纳多·达·芬奇”
MIUR奖； LabRetMus
LabRetMus，音乐修辞学工作室；Labirinti
Labirinti Sonori，关
Sonori
于创造力和新技术之间关系的研讨会与音乐会；il
il Laboratorio di
Tastiere e prassi storiche，古键盘和实践工作室。该研究还与历
storiche
史遗产与文献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有关，这些历史遗产与文献保存在“
里卡多·巴里拉（Riccardo Barilla）”历史博物馆、媒体图书馆、
历史档案馆和帕拉提那图书馆的音乐部中，这也要归功于Cariparma
基金会的支持。
通过聚会、展览、古乐音乐会、出版物来纪念杰出校友和教师，例如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伊尔代布兰多·皮泽蒂、克莱奥丰特·坎帕尼
尼和皮耶罗·瓜里诺。帕尔马音乐学院促进了国家委员会的成立，以
纪念阿里格·博伊托逝世一百周年。
从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并通过线上出版物得到
了丰富，该出版物以开放的电子格式，II Quaderni del Boito，面向
Boito
教师和学生。
最近的出版物中，包括帕尔马音乐学院和米兰国家档案馆合作的“托
斯卡尼尼，意大利，世界：教育，职业，音乐遗产和文明”会议的记
录，以及专为佛朗哥·玛戈拉
佛朗哥·玛戈拉（Tactus）和皮耶罗·瓜里诺
皮耶罗·瓜里诺的录制的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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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www.conservatorio.pr.it/pubblicazioni
www.conservatorio.pr.it/i-quaderni-del-boito

Casa del Suono di Parma

乐队、合唱与合奏
帕尔玛音乐学院从小就为学生提供在声乐和器乐合奏中体验音乐合奏的机会，并逐渐使他们接触古乐，古典，爵
士和近代音乐领域的著名曲目。得益于这些经验，学生可以掌握处理专业作品的技能。除了经常有各种的纯乐器
合奏，这里还有声乐和器乐合奏的形式：
学生交响乐团 Orchestra degli allievi 为学生提供了接触重要交响曲目的机会，经常在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帕
格尼尼礼堂和帕尔马大教堂举行音乐会。
学生合唱团 Coro degli allievi 由合唱训练班的学生组成，演绎有丰富的神圣和世俗曲目，经常在包括帕格尼尼
礼堂和帕尔马皇家歌剧院的重要场合下演出。
Symphonic Wind Band 交响乐团经常在著名的场地举办音乐会，如帕尔马皇家歌剧院、摩德纳歌剧院和菲登扎的马
交响乐团
格纳尼歌剧院。它在面向学校学生传播推广音乐上起着重要作用。
Accademia del Carmine 是一个合奏团，旨在使学生也可以在现代乐器的演奏上更接近古代音乐的演奏实践，并为
他们提供有关各时期乐谱的演奏方式的知识。
Par.M.A. Musica Antica 是学院古乐系的合奏团，为学生提供了与他们的老师一起专注于研究声乐和器乐曲目的
机会，例如大教堂和帕尔玛的法尔内塞剧院以及在国家音乐节中。
Mefisto Ensemble 是一个乐团/工作室，借助它，爵士乐课程的学生可以表演并聆听他们自己制作的作品与配器，
从而实时核对其作曲方式。
Gruppo di Musica Contemporanea(GMC)能够让学生有机会处理1900年代中期至今的音乐作品以及新的作品，是帕
Contemporanea(GMC)
尔马Due剧院，摩德纳歌剧院和博洛尼亚艺术节的常驻嘉宾。
Ensemble Suono Condiviso 合奏团组织学生就近代音乐曲目进行合作，并且在音乐之家（Casa
合奏团
della Musica）与
电子音乐研究小组合作。
Orchestra Propedeutica 乐团的创建是为了向年轻的学生传授管弦乐的基本知识、排练时的纪律、相互尊重、倾
乐团
听与合作。
Junior Band乐队旨提供给管乐器专业的学生在很小的时候的合奏体验。
Band乐队
儿童白声童声合唱团Coro
合唱团Coro di voci bianche 针对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其目的是通过创新和认真的教学来创造一个
欣赏音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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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格·博伊托音乐学院的学生管弦乐团与合唱团。音乐会在帕尔马的帕格尼尼礼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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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VE - 艾米利亚大道青年管弦乐团
      OGVE于2018年在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国立音乐学院以及摩德纳和雷焦艾米利亚高等音乐
学院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为四所院校中最好的学生提供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与地区和国家级
别的极有能力的管弦乐队合作的机会。
    该项目得益于 MIUR 为 AFAM 2018 部门的出品和研究活动中的贡献，还得益于
Cariparma 基金会、摩德纳基金会、兰博基尼汽车、国家纪念阿里格·博伊托（2018-20)
逝世100周年委员会、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赞助人以及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雷
焦艾米利亚市的赞助、剧院、基金会和委员会为个别活动提供的捐款（帕尔马皇家歌剧院与
威尔第音乐节、摩德纳帕瓦罗蒂剧院、雷焦艾米利亚各剧院、蒙蒂新堡的比斯曼托瓦剧院、
皮亚琴察剧院、摩德纳 Belcanto音乐学校）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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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nservatorio.pr.it/ogve-orchestra-giovanile-della-via-emilia

艾米利亚大道青年管弦乐团 – OGVE. 摄影 ©Rolando Paolo Guerz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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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地区–合作
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基金会：
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基金会：帕尔马音乐学院的学生定期演出
与参加歌剧中主角、音乐会、开幕和威尔第音乐节中由皇家
歌剧院组织的见面会（在2017年国际歌剧奖中被评为世界上
最好的音乐节）、威尔第Off、Imparolopera、Prima che si
alzi il sipario等活动。
帕尔马音乐学院还定期与博洛尼亚歌剧院，皮亚琴察的剧
博洛尼亚歌剧院，皮亚琴察的剧
院，雷焦艾米利亚的剧院，摩德纳歌剧院合作。
La Toscanini: 与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基金会（Arturo Toscanini Foundation）紧密合作，该基金会为“博伊托”的学生
提供了与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爱乐乐团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乐
团合作，作为独奏家、作曲家、乐团指挥和乐手的经验。从
此次合作中，其中还包括在管弦乐队中演奏的实习机会，夏
季音乐节OERAT问世了，他们聚集了众多年轻的有天赋的人
们，是一个优秀卓越的活动。
“ Luigi Cherubini”青年管弦乐团：由里卡多·穆蒂（RicCherubini”青年管弦乐团：
cardo Muti）指挥的乐团，为学习管弦乐的学生提供了在专
业的乐队中积累经验的机会。
帕尔马大学：
帕尔马大学：合作包括教育方面的交流（针对外国人的语言
课程、音乐学课程）、在电子音乐领域进行的研究与接待国
际学生，并在马尼亚（Magna)教室举行音乐会。
帕尔马市：
帕尔马市：与帕尔马大学合作，您可以享有使用Casa
della Musica，Casa del Suono和Studio Label的设施的权力，
在电子音乐领域进行教学、出品和研究活动。在众多其他项
目中，包括有在Casa della Musica举行的博伊托音乐会、I
like Parma乐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阿里格·博伊托、
克莱奥丰特·坎帕尼尼周年庆典以及庞大的Parma 2020+21意
大利文化之都的活动，音乐学院已经举办了将近100个活动，
分为四个大区域（La città sonora, La Via Emilia, Parma
barocca, Il patrimonio storico e strumentale del Conservatorio），涉及到了博伊托音乐学院所有内部力量以及
国内与国际上的密集关系网。
Imparolopera: 《弄臣》, 与帕尔马皇家剧院合作出品。摄影 ©Roberto Ricci - 帕尔马皇家歌剧院

www.conservatorio.pr.it/parm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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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省督府：
帕尔马省督府：多年来，帕尔马省督府与音乐学院和
UPI共同组织了共和国节音乐会，Orchestra
degli
allievi管弦乐团参与了该音乐会。
帕尔马教区：
帕尔马教区：关于公共项目活动的出品，例如大教堂
的圣诞节音乐会，以及准许使用圣罗克教堂，在那
里，音乐学院古乐系的学生和老师可以在教堂专门提
供的地方上课，并为在圣罗克举办的巴洛克音乐节赋
予生命。
Prometeo基金会：
Prometeo基金会：音乐学院的学生定期参加Traiettorie，这是一个现代和近代音乐的国际音乐节，并于
2010年获得了Premio Abbiati的意大利乐评奖。
ParmaFrontiere协会：
ParmaFrontiere协会：这个合作涉及ParmaJazz
Frontiere音乐节中的教育活动和音乐会，该音乐节自1996
年以来一直在促进爵士乐和近代音乐领域的发展。
帕尔马音乐会社团：
帕尔马音乐会社团：master课程的学生定期参加帕加
尼尼音乐节。
纪念阿里格·博伊托逝世一百周年的全国委员会
纪念阿里格·博伊托逝世一百周年的全国委员会包括
Cini基金会、帕尔马市、米兰市、斯卡拉歌剧院、帕
尔马皇家歌剧院、凤凰歌剧院、Due剧院、托斯卡尼
尼基金会、米兰音乐学院、帕尔马大学、历史文物档
案馆、帕尔马音乐会社团，、皮洛塔纪念性建筑群
（Complesso monumentale della Pilotta）。

在该地区的众多合作中（帕尔马音乐学院于2019年为
古乐夏季学院揭幕）以及与其他意大利音乐学院的合
古乐夏季学院
作中，与皮亚琴察音乐学院以及摩德纳和雷焦艾米利
亚的ISSM共同拟定了《艾米利亚大道议定书》
《艾米利亚大道议定书》，首先
便是鼓励与促进在合奏和管弦乐团中进行公共的教学
和出品活动。该议定书包括对OGVE的管理以及对教育
和行政服务的合理化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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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 ERASMUS+
   帕尔玛音乐学院具有培养国际关系方面的传统，并因进行的活动而被认识，并认为交流
经验和艺术实践对音乐家的形成至关重要。
   目前，欧洲Erasmus +计划中有约100个合作伙伴协议，这使得有可能通过欧盟捐款来
资助来往的学生和教师。选择的范围之大，使我们能够通过见面会和大师班扩展教育提供的
范围，并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出国留学的体验。国际关系和Erasmus办公室
国际关系和Erasmus办公室的团队由教师和行
政人员组成，向来往的学生提供个人化的建议和后勤协助，并协调教师的流动性。
   欢迎即将到来的学生参加与帕尔玛大学合作的意大利语课程和其他活动；他们可以积极
参与音乐学院的生活，参加国内外出品和音乐会的选拔演出。
   出去的学生必须接受针对最适合其专业的培训途径的教学和艺术经验的指导。
   除普通的Erasmus +系统外，帕尔玛音乐学院目前还与著名的非欧盟机构（如莫斯科
莫斯科
Gnesins学院和第比利斯州音乐学院（格鲁吉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与格鲁吉亚大学
Gnesins学院和第比利斯州音乐学院
格鲁吉亚大学
（美国）进行定期合作；是AEC–Association
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s Conservatoires,
Académies de Musique et Musikhochschulen、Global Music Education League 和 CNVQR
（国家难民资格评估协会Coordinamento Nazionale sulla Valutazione delle
Qualifiche dei Rifugiati）以及Roche
Roche Continents/Salzburger
Continents Salzburger festspiele计划的成员。
festspiele
   国际活动还包括参加欧洲歌剧学院
欧洲歌剧学院（European Opera Academy），由14个欧洲机构组成
的网络，这些机构致力于音乐剧院的专业培训和提供联合制作的经验，以及在这一领域设计
战略合作关系，专门从事歌剧教学。音乐学院还参加了与其他6个欧洲音乐学院共享的战略
合作伙伴爵士音乐工作室
爵士音乐工作室（The Jazz Workshop）。
   帕尔马音乐学院长期举办国际盛事：特别是每年一月 Sentiamoci a Parma 视唱练耳培
训班；Labirinti Sonori, 一个与音乐之家（Casa della Musica）和帕尔马大学合作，全
年专门针对电子音乐的培训班和音乐会。
   帕尔玛音乐学院在最早的一批欧洲音乐学院中于2009年被欧洲委员会授予“Diploma
Supplement Label”，后来于2013年得到认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站 www.conservatorio.pr.it 的“International”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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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伦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马里奥·赞菲奖
   “费伦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马里奥·赞菲奖每四年
在帕尔玛音乐学院举行一次，对年轻的优秀钢琴演奏者来说是
一个难得的机会。该课程面向35岁及以下的任何国籍的钢琴演
奏家，在这里，权威的陪审团可以聆听并挑选优秀的选手给重
要的音乐会机构。
  该竞赛自2018年以来一直是Alink-Argerich基金会的成员，
该竞赛得益于马里奥·赞菲Mario Zanfi（1901-1976）的遗
产，马里奥·赞菲的演奏富有燃烧般的激情和超凡的技巧，他
毕业于帕尔马音乐学院。赞菲始终与基金会保持着联系，以至
于在1975年，他决定让该基金会继承他全部的遗产，以建立一
个完全致力于费伦茨·李斯特作品的钢琴比赛，他是演奏李斯
特作品的佼佼者。
自1981年以来，“费伦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马里奥·
赞菲奖已经举办了11届，在其中脱颖而出的才华横溢的钢琴家
被广为人知。

30

有关信息：
www.zanfilisztcompetition.org/concorso.html

赞菲奖2019年总决赛，这是帕尔马皇家歌剧院在威尔第节上的一项活动

生活在帕尔马
帕尔马是一座以艺术，音乐和生活质量闻名的城市。
它的中心拥有丰富的艺术杰作、广阔的绿地、不同时
代留下的珍贵宝藏，欢迎游客和市民的光临。在历史
的见证中，脱颖而出的有罗曼式大教堂、维罗纳粉红
色大理石铺成的洗礼池、皮洛塔的纪念性建筑群（象
征法尔内塞公爵权力的标志性建筑物，包括法尔内塞
剧院、国家美术馆、国家考古博物馆和帕拉提那图书
馆）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帕尔马皇家歌剧院。

美食：
美食：帕尔马被称为美食谷之都（capoluogo
della
Food
Valley），有如帕尔马火腿、帕马森奶
酪、Culatello di Zibello香肠，Spalla Cotta di
San
Secondo猪肩颈肉火腿之类的优质产品。毫不奇
怪，这座城市被选为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常任
理事国，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为美食创意城
市。

人物：
人物：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出生在距
离城市仅几公里的Roncole，如今仍然可以参观他的出
生地。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在
帕尔马奥尔特洪特（Oltretorrente）的一栋小房子里
长大，现已改建为博物馆，并在阿里戈·博伊托音乐
学院学习大提琴和作曲。尼科罗·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玛丽·露易丝公爵夫人（Duchessa Maria Luigia）、画家科雷焦（Correggio）都是与这座
城市的历史息息相关的著名人物。

资料来源：帕尔马市官方旅游信息站。

活动：
活动：帕尔马是一个在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的城市，
以其音乐和戏剧传统而闻名。每年，剧院、广场以及
该地区最原始和迷人的地方都会有高水准的表演和活
动。由帕尔马皇家歌剧院举办的威尔第音乐节于10月
份举行。
地理：
地理：帕尔马位于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地处博洛尼亚和米兰之间，在波河河谷的中心地带，
从这使您可以快速到达具有经济和旅游业发达的地
区。它位于米兰—博洛尼亚A1高速公路和帕尔马拉斯
佩齐亚A15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机场。火车站与其他
意大利城市以及欧洲最重要的首都都相通。

取自帕尔马市旅游信息官网上的照片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armawelcom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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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阿里格·博伊托音乐学院
地址： Via del Conservatorio, 27/A – 43121 Parma, Italia
电话： +39 (0)521-381911 – 传真：+39 (0)521-200398
PEC: conservatorio.pr@pec.it
PEO: cmparma@conservatorio.pr.it
官方网站: www.conservatorio.pr.it
电子邮箱:
院长秘书处: segreteria.direzione@conservatorio.pr.it
院长秘书处
行政总监: direttore.amministrativo@conservatorio.pr.it
行政总监
会计办公室主任: direttore.ragioneria@conservatorio.pr.it
会计办公室主任
教学秘书处与学生辅导:
   本科与研究生以及20学分课程，预备课程与音乐合作：
segreteria.didattica@conservatorio.pr.it
segreteria.didattica1@conservatorio.pr.it
segreteria.didattica2@conservatorio.pr.it
segreteria.didattica3@conservatorio.pr.it
Master 课程: master@conservatorio.pr.it
学生辅导: tutor@conservatorio.pr.it
国际关系与Erasmus办公室: erasmus@conservatorio.pr.it
出品办公室: ufficio.produzione@conservatorio.pr.it
乐器办公室: ufficio.strumenti@conservatorio.pr.it
印刷室: press@conservatorio.pr.it
工资和养老金办公室: ufficio.stipendi@conservatorio.pr.it
个人办公室: ufficio.personale@conservatorio.pr.it
采购和资产管理办公室: ufficio.acquisti@conservatorio.pr.it
DPO: dpo@conservatorio.pr.it
大学部门与研究部门
MUR: www.miur.gov.it
Studiare in Italia: www.studiare-in-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
ERASMUS+ National Agency www.erasmusplu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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