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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版POLO衫
合唱团训练、出游统一团服

>
中国国际合唱节珍藏版POLO衫

纪念与收藏的最佳选择

选用亲肤衣料制作而成 
透气吸汗  舒适耐穿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售价：

颜色：

尺码：

尺码    身长       胸围       身高（建议）

  S     66CM   46.5CM    155-160CM

  M    68CM   49CM      160-165CM

 L     70CM   51.5CM    165-170CM

 XL    72CM   54CM       170-175CM

XXL   74CM   56.5CM    175-180CM

XXXL  76CM   59CM       180CM以上

￥68.006月10日前订购

￥78.006月10日后订购

注：学生团订购小尺码请联系组委会。

注：屏幕有色差，具体颜色请咨询后订购。

货号：01



“跑男”同款网眼衣
时尚防晒衣

> 售价：

颜色：

尺码：

￥38.006月10日前订购

￥48.006月10日后订购

注：此款衣服只接受预定均码；

      建议1.6M到1.8M之间中等身材的团员选择。

男款 均码

女款 均码

货号：02



中国国际合唱节珍藏版
极具收藏价值

为纪念创建于1992年的
中国国际合唱节，

特带有“CICF”LOGO刺绣图案
和“1992”图案

时尚的设计和优良的材质
为这款棒球帽增添了年轻的气息

珍藏版鸭舌帽 
合唱团训练、出游统一遮阳配饰

>

双肩背包内设拉链袋
可放置各种证件等小物品

优质的防水尼龙面料：防雨防水、轻便耐磨
特选全球第二大拉链品牌SBS拉链

保证20,000次顺滑开合

售价：

颜色：

6月10日前订购 ￥38.00

￥48.006月10日后订购

货号：03



一款两用，双肩包折叠变腰包，适宜出行
重量轻便、耐磨耐用

背包容量大
便于演出携带随身物品

双肩背包内设拉链袋
可放置各种证件等小物品

优质的防水尼龙面料：防雨防水、轻便耐磨
特选全球第二大拉链品牌SBS拉链

保证20,000次顺滑开合

合唱团折叠两用包
便于合唱团彩排携带曲谱、水杯、外套等随身物品

> 售价：

颜色：

尺寸：

双肩背包：
43cm×28cm×12cm

（折叠后）腰包：
12cm×28cm×12cm

￥48.00

￥68.00

6月10日前订购

6月10日后订购

货号：04



合唱节珍藏版双肩背包>
售价：

颜色、尺码：

￥98.006月10日前订购

￥128.006月10日后订购

烟灰色Classic
38cm×27cm×13cm

桔色Classic
38cm×27cm×13cm

桃红+深蓝Mini
29cm×29cm×13cm

      

注：该价格仅限6月10日前整团预订，单件购买108元。

Classic款

Mini款

货号：06



合唱团贴身证件包> 售价：

颜色：

尺码：

￥28.006月10日前订购

￥38.006月10日后订购

长21cm×宽12cm×厚0.3cm

合唱团成员随身携带参会证件、手机、门卡等

货号：07



合唱团折叠行李包> 售价：

颜色：

尺码：

￥48.006月10日前订购

￥68.006月10日后订购

46cm×13cm×35cm

（折叠后）10cm×17cm 

合唱团外出参赛折叠包

货号：05



合唱团化妆包> 售价：

颜色：

尺码：

￥58.006月10日前订购

￥68.006月10日后订购

17cm×11cm×7cm

防挤压化妆包，方便演员携带

货号：08



手表款蓝牙音响>
售价：

￥128.006月10日后订购

输出功率：3W4r
灵敏度：400mv
响应频率：120hz-20khz
充电电压：dc5v
信噪比：80db
蓝牙规格：Bluetooth v21+edr

可插卡播放音乐、FM调频收音，运动或外出携带方便

￥98.006月10日前订购

注：该价格仅限6月10日前整团预订，单件购买108元。

货号：09



小钢炮蓝牙音响>
售价：

￥158.006月10日前订购

￥178.006月10日后订购

声道：单声道
输出功率：3W
频率响应：90-2000HZ
信噪比：80DB
抗阻：4Ω
电池容量：
550mAh（可持续播放6-7小时）

高品质音箱，可插卡播放音乐、FM调频收音

货号：10



套餐一>

售价： ￥179.006月10日前订购

￥209.006月10日后订购

珍藏版POLO衫（颜色任选）

珍藏版鸭舌帽（颜色任选）

珍藏版书包（颜色\大小任选）

整团购买有惊喜，请联系工作人员。

货号：11



套餐二>
珍藏版POLO衫（颜色任选）

珍藏版鸭舌帽（颜色任选）

折叠两用包（颜色任选）

合唱团化妆包（颜色任选）

售价： ￥179.006月10日前订购

￥209.006月10日后订购

整团购买有惊喜，请联系工作人员。

货号：12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高水平音乐会及点评专场票务预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时间：7月27日14: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票价：120元/80元/40元

       参加本届合唱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20多个,本场音乐会特意从中选出五个

国家的高水平青年合唱团交流展示，通过合唱的艺术形式，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音乐之美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
听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唱音乐会

表演团体：

印尼团合唱团

蒙古全军歌舞团

巴基斯坦夜莺合唱团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模范室内合唱团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泊乐合唱团



时间：7月27日14:30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地点：北京音乐厅
票价：120元/80元/40元

       中国国际合唱节从2014年开始首次举办“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就受到中国合唱界

的高度关注和好评。今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引导和推广中国合唱新作品的力度进一

步加大，参与展演的高水平合唱团体增加到10支，入选的合唱作品也更趋多元，不仅代表了

中国当代合唱创作的整体面貌，而且极大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音乐的特色。

       

      本场音乐会展演团包括：天津大学北洋合唱团、苏州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合唱团、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团、山东大学舜歌合唱团。

>
民风古韵——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一）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以色列莫兰合唱团由指挥兼音乐总监娜奥米·法兰女士在1986年创立。合唱团的宗旨是给青年人和儿童

提供合唱教育、音乐培训和演出的机会，并在以色列及世界范围内用合唱歌声传递普爱。

       莫兰合唱团共有40名12至18岁的青少年歌者，在近30年的活动中，莫兰合唱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音乐及

教育成就。合唱团曾多次赢得国际性比赛、参与国际合唱节，与世界顶尖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并演唱由以色

列最出色的作曲家的原创的曲目。

       莫兰合唱团的表演曲目包括传统音乐及以色列传统犹太音乐、原创以色列现代音乐、地方及国际上      少

数民族音乐。合唱团曾与以色列爱乐乐团、以色列Rishon LeZion交响乐团、以色列室内乐团和Kibbutz室

内乐团合作演出。合唱团曾受邀在国家庆典活动及国际活动上代表以色列演出，例如1994年奥斯陆和平会

谈、2008年耶路撒冷总统会谈；也曾进行世界巡演包括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俄罗斯、

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斯堪的纳维亚、韩国、巴黎等地参加比赛、工作坊、艺术节等活动。

时间：7月27日19:30

>
天籁童声·和平天使——以色列莫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和歌雅乐——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二）

时间：7月27日19: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票价：120元/80元/40元

       中国国际合唱节从 2014 年开始首次举办“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就受到中国合唱界

的高度关注和好评。今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引导和推广中国合唱新作品的力度进一

步加大，参与展演的高水平合唱团体增加到 10 支，入选的合唱作品也更趋多元，不仅代表了

中国当代合唱创作的整体面貌，而且极大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音乐的特色。

       

       本场音乐会展演团包括：北京大学校友爱乐合唱团、河北邯郸教师合唱团、广东中山大

学合唱团、上海师范大学泊乐合唱团、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上合之夜——上海合作组织合唱夏令营专场音乐会（一）

为纪念上合组织成立 15 周年，本届合唱节特别设立“上合组织合唱夏令营”板块。

时间：7月27日19:30
地点：民族剧院
票价：120元/80元/40元

表演团体：

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室内合唱团

尼泊尔合唱团

哈萨克斯坦国立拜卡达莫夫合唱团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艺术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天籁童声·中国——中国四大优秀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汇集了四支国内优秀童声合唱团，是中国童声合唱发展水平的集中呈现。

时间：7月28日14: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表演团体：

北京市一七一中学金帆合唱团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经纶之声”金帆合唱团

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

厦门闽南大剧院梦想童声合唱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阿卡贝拉·纯声之美——法国欧姆组合&中国台湾斑马线组合

时间：7月28日14: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法国“欧姆”阿卡贝拉组合是一支职业合唱团，该团曾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无伴奏人声

合唱比赛冠军，该团歌手个个身怀绝技，他们融合爵士、嘻哈、法国香颂和世界各地的音乐

形式，对节奏、即兴、和声都能精准掌控，演出每每让台下观众情绪沸腾、大呼过瘾。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中国台湾斑马线阿卡贝拉组合是由“台湾阿卡贝拉之父” 朱元雷老师于 2003 年成立，演

唱曲目的主要类型为爵士、中英文流行乐，主要特点是以欢乐的气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新鲜

活力，“斑马线”一黑一白交错的意象，象征钢琴的黑白键 ，以此来表达团队对音乐的热爱。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极致人声——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室内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28日19: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室内合唱团 1994 年 12 月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科

夫斯基音乐学院院长索科洛夫 ( 俄罗斯前文化部部长 ) 教授倡议，由俄罗斯人民演员，当代杰出

的指挥家杰夫林教授组织创建了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室内合唱团，该团是 GRAND 

PRIX 大奖获得者，2 次获得国际合唱比赛金奖（意大利 1998 年），勃拉姆斯国际合唱比赛金奖（德

国 1999 年），奥林匹克合唱比赛第一名（奥地利 2000 年），以及第 22 届东正教教堂合唱比赛

大奖（波兰 2003 年）获得者。

       瑞典合唱指挥大师埃里克 · 埃里克松称赞该合唱团“是一个具有国际最高水准的团体，他们

用令人惊奇的美妙的声音出色地诠释着每一个音符。” 2008 年杰夫林指挥录制的俄罗斯歌剧《莫

洛佐夫之妻》获得 2008 年德国“古典回声（Echo Klassik）”大奖，二十至二十一世纪歌剧年

度歌剧最佳演出奖。2012 年 8 月份，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现代合唱艺术教研室副教授索罗维耶

夫出任合唱团艺术总监。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听世界——拉脱维亚巴尔西斯青年合唱团 &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艺术团

时间：7月28日19:30
地点：民族剧院

拉脱维亚巴尔西斯青年合唱团（简介待确认）

票价：120元/80元/40元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艺术团成立于 1994 年，是国际民俗艺术节获奖团队，艺术

团以白俄罗斯民族节日“格拉布尼茨”命名，意为振兴传统文化，追求光明。 艺术团成员主要

由在校学生和教师组成，民族乐器巴杨为主要伴奏乐器，艺术团的创作力求准确表达白俄罗

斯民族的礼仪和风俗，这一切都体现在艺术团动人的歌声和热情的舞蹈中。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极致人声——匈牙利佩奇男声合唱团 & 西班牙MUSICA FICTA组合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29日14: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

        匈牙利佩奇男声合唱团成立于 1945 年，佩奇大学教授托马斯 · 兰克纳自 1980 年起担任该团指

挥。随着该团年轻合唱团员的增加，合唱团逐渐成长为一支成绩斐然的团队，曾获得海内外超过 38 个

比赛及艺术节大奖。2013 年，佩奇市男高音合唱团在伊斯坦布尔的国际合唱比赛中获得金奖。合唱团

的成就还包括于 2010 年由匈牙荣盾公司录制出版的柯达伊男声合唱作品集。合唱团演唱的凯尔 · 费

伦茨作品还曾在国际古典音乐大奖中获得提名并被评为欧洲年度十大优秀合唱唱片，曾在全欧洲以及加

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及乌拉圭等数十个国家进行巡演。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西班牙 Musica Ficta 被认为是西班牙古典音乐最优秀的改编团队，他们自成立初就广泛参与世

界范围内的各类合唱活动，并且在全球各地巡演。Musica Ficta 共出版了 17 张专辑，在群众和官方

报道中都获得了好评。2002 年 9 月，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最佳文艺复兴时期作品 CD”的奖项，还获

得了西班牙当地报纸的专栏报道。西班牙 Musica Ficata 将乐器的表演融入到合唱中，除了做到人声

和谐之外，还做到了人声与器乐的融合。他们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巴洛克风格的合唱作品。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天籁童声·极致——以色列莫兰青少年合唱团 & 俄罗斯莫斯科欢乐青少年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29日14: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以色列莫兰合唱团由指挥兼音乐总监娜奥米 · 法兰女士在 1986 年创立。合唱团的宗旨

是给青年人和儿童提供合唱教育、音乐培训和演出的机会，并在以色列及世界范围内用合唱

歌声传递普爱。合唱团共有 40 名 12 至 18 岁的青少年歌者，在近 30 年的活动中，莫兰合唱

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音乐及教育成就。合唱团曾多次赢得国际性比赛、参与国际合唱节，与

世界顶尖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并演唱由以色列最出色的作曲家的原创的曲目。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俄罗斯莫斯科欢乐青少年合唱团作为少年儿童的音乐审美教育的创作发展中心 30 年有

余，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获得过全俄和世界多国艺术节的各种奖项。他们的演出曲目

广泛，丰富，多样，既有俄罗斯传统灵魂音乐，也有西欧古典音乐、现代作品，以及世界各

地知名作曲家的音乐遗产。他们的演出极具特色，动感的舞蹈、幽默的服装、变幻的灯光等

都使得音乐会更具吸引力和艺术魅力。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极致人声——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29日19: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合唱团成立于 1970 年，当时

的名称为“大学歌手”合唱团， 1980 年市长 John Y. Brown 称赞其为肯塔基州的财富，并

授予“肯塔基亲善大使”的称号。

       1991 年之前，Lathon 先生一直都是歌手合唱团的指挥，之后 Shirley Wilkinson 便接

过了指挥棒，并长期作为合唱团的团长。Hatteberg 博士 1997 年就任合唱团指挥。

       路易斯维尔大学合唱团一直活跃在肯塔基州，并参加国内外巡演及比赛等活动。合唱团

常年开展大师班讲座、工作坊教学，并在 ACDA（全美指挥家大会）上受邀进行示范表演使

得全场大放异彩。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阿卡贝拉·HIGH歌劲曲——美国BALL IN THE HOUSE&乌克兰UNITED PEOPLE

时间：7月29日19: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美国 BALL IN THE HOUSE 阿卡贝拉组合来自美国波士顿，受其城市文化影响，是一支

擅长 R&B、灵乐、流行乐曲演唱的阿卡贝拉合唱组合。他们每年分别于全美各地剧院、俱乐部、

学校和艺术节中进行超过 150 场演出，并曾与多位优秀的艺术家及艺术团体合作演出，曾出演过

NBC 电台“今日秀”、“美国达人”、“TheDBZ”等节目以及第四届费城七月游行等大型活动。

波士顿环球报曾评论：“该团拥有您所能想到优秀流行 R&B 音乐的所有要素，而唯一没有的是乐

器。”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乌克兰 United People 阿卡贝拉组合是由五名乌克兰女孩通过 “乌克兰梦想秀”国内大型

电视选秀节目选拔出来。阿卡贝拉是合唱音乐艺术中一门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与其他各种类型的

合唱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不与任何乐器组合，只单用人声作为表现的工具。五个乌克兰女孩本次

来华将带来《青藏高原》、《姐姐妹妹站起来》、《小苹果》等多首传唱度极高的中国歌曲。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上合之夜——上海合作组织合唱夏令营专场音乐会（二）

时间：7月29日19:30
地点：民族剧院
票价：120元/80元/40元

为纪念上合组织成立15周年，本届合唱节特别设立“上合组织合唱夏令营”板块。

表演团体：

蒙古全军歌舞团

俄罗斯莫斯科欢乐青少年合唱团

巴基斯坦夜莺合唱团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模范室内合唱团

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大学生合唱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极致人声——匈牙利佩奇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30日14: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

       匈牙利佩奇男声合唱团成立于 1945 年，佩奇大学教授托马斯 · 兰克纳自 1980 年起担

任该团指挥。随着该团年轻合唱团员的增加，合唱团逐渐成长为一支成绩斐然的团队，曾获

得海内外超过 38 个比赛及艺术节大奖。2013 年，佩奇市男高音合唱团在伊斯坦布尔的国际

合唱比赛中获得金奖。

       合唱团还经常在清唱剧中演出，曾与潘诺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数首作品。合唱团的成就

还包括于 2010 年由匈牙荣盾（HUNGARONTON）公司录制出版的柯达伊男声合唱作品集。

合唱团演唱的凯尔 · 费伦茨作品还曾在国际古典音乐大奖（ICMA）中获得提名并被评为欧

洲年度十大优秀合唱唱片，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比赛中荣获总决赛第二名。该团曾在

全欧洲以及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及乌拉圭等数十个国家进行巡演。

       西班牙 Musica Ficata 将乐器的表演融入到合唱中，除了做到人声和谐之外，还做到了

人声与器乐的融合。他们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巴洛克风格的合唱作品。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天籁童声·北京——北京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30日14: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童声合唱纯净、优美，给人一种天使飞来人间的感觉，听者几乎每根神经都为之牵动，令人

心旷神怡，被誉为“天籁之声”。童声合唱之所以具有独特魅力，是因为它与成人合唱相比，具

有清纯、率真、明快的特点。

       

        本届合唱节精心挑选五支北京的优秀童声合唱团联合演出，分别是景山学校合唱团、展览

路第一小学合唱团、中关村第二小学合唱团、清华附小合唱团、北京中学合唱团（排名不分先后），

孩子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浓浓“北京味儿”的天籁之夜。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阿卡贝拉�狂欢夜——
美国BALL IN THE HOUSE &乌克兰UNITED PEOPLE&法国欧姆组合&中国台湾斑马线组合
时间：7月30日19:30
地点：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

       阿卡贝拉（意大利：A cappella 、中文：无伴奏合唱）的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教会音乐。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怀念和谐的纯人声合唱，阿卡贝拉重新流行起来，并发展出近现代的版本。

阿卡贝拉热潮由美国开始，再逐渐蔓延至欧洲以至世界各地。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声是音乐的最高审美。本届合唱节将举办三场阿卡贝拉专场，

观众们可以欣赏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纯人声合唱，感受人声之美。

      本场音乐会将汇聚四支高水平阿卡贝拉组合为大家带来一场无伴奏合唱的狂欢盛宴。

票价：380元/280元/180元/120元/60元       
           套票600（280×2）/套票600（380×2）

表演团体：

美国BALL IN THE HOUSE 

乌克兰UNITED PEOPLE

法国欧姆组合

中国台湾斑马线组合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天籁童声·兰色欧洲——芬兰、波兰青少年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30日19:30
地点：北京音乐厅

       波兰少儿合唱团成立于 1998 年，由安娜 · 勃拉姆斯卡和维克多 · 勃拉姆斯基创立。

合唱团共有 148 名成员，这些孩子们都是 8 到 25 岁之间，来自于普沃茨克及其周边地区。

2000 年，合唱团被授予“普沃茨克优秀市民”称号。普沃茨克市市长授予了他们“优秀儿童

及青年音乐文化普及教育成果奖”。2004 年，马佐夫舍省将军授予他们“有价值的文化运动”

奖章。17 年间，普沃茨克市的男童合唱团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今天的波兰少儿合唱团，并

活跃在波兰及世界性的合唱比赛等活动中，如 2013“斯洛伐克国际歌唱节”、2014 西班牙 “坎

塔国际合唱比赛”、2015“第四节葡萄牙夏季合唱节”、美国旧金山 2015“金门国际合唱节”、

秘鲁国际歌唱大赛等，并获得奖项。

票价：200元/120元/90元/60元

芬兰星星童声合唱团（简介待确认）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听世界——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赞比亚、刚果金合唱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7月30日19:30
地点：民族剧院
票价：120元/80元/40元

表演团体：

拉脱维亚巴尔西斯青年合唱团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苏拉室内合唱团

赞比亚伊芙琳艺术学院合唱团

刚果金沃克斯迪波萨合唱团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点评专场>
时间 地点 演出内容 票价（元）

7月27日

14: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童声组A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混声组A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A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I 40

19: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童声组B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混声组B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B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J 40

7月28日

14: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童声组C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混声组C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C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少年组A 40

19: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童声组D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混声组D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D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少年组B 40

7月29日

14: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少年组C / 成人男声组 4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混声组E / 流行组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E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E 40

19: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重唱/小合唱组A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男声组 / 老年女声组C 20

时间 地点 演出内容 票价（元）

7月29日

19:3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混声组F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F 40

7月30日
（周六）

14: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重唱/小合唱组B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女声组A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女声组A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G 40

19:30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 民谣组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 老年女声组B 20

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成人女声组B 20

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 童声组H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