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艺术之门”  八喜·2013 暑期艺术节 

时间：2013 年 7 月 7 日-8 月 31 日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票价：20 40 60 80 100 元 

订票：400-010-8285   www.fcchbj.com 

 

7 月 7 日 周日 19:30                                *辉煌名团 

打开艺术之门 2013 暑期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 

演出：北京交响乐团  指挥：谭利华 

曲目：柴科夫斯基：《天鹅湖》选曲  雷哈尔：金银圆舞曲 

      约翰·斯特劳斯：南国玫瑰圆舞曲 闲聊波尔卡《吉普赛南爵》序曲  

      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 5 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间奏曲     

 

7 月 10 日 周三 19:30                              *大师名家 

跃动的节奏—李飚打击乐团儿童音乐会 

曲目：鼓动 瓦伦西亚的弗拉门戈舞曲 缩小的世界 马林巴圣曲 

      鼓皮的对话 非洲鼓声 雷格泰姆舞曲 萤火虫 怀念 腾飞 

 

7 月 12 日 周五 19:30                               *儿童园地 

猫和老鼠—最好玩的卡通电影及动漫音乐·大屏幕交响音乐会 

演出：新华保险交响乐团  指挥：高伟春 

曲目：猫和老鼠 音乐之声主题曲 狮子王主题曲 憨豆与火的战车 虎口脱险    

      植物大战僵尸 愤怒的小鸟 超级玛丽 天鹅湖组曲《胡桃夹子》选曲 

 

7 月 13 日 周六 14:00                               *名歌金曲 

爱的致意—世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 

演出：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  指挥：蒋雄达 

曲目：埃尔加：爱的致意  莫扎特：嬉游曲  舒伯特：圣母颂   

      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  德沃夏克：幽默曲  托赛利：小夜曲 

      安德生：蓝色探戈  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  电影音乐选曲：叶塞尼亚 

 

7 月 13 日 周六 19:30                                *名歌金曲 

琴弦上的青春—弦乐四重奏经典名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交响乐团紫禁城弦乐四重奏 

      小提琴：杨颖 张宁  中提琴：马艳春  大提琴：李成 

曲目：莫扎特：C 大调第四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D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         

      勃拉姆斯：第一弦乐四重奏  海德里西改编：生日歌变奏曲  

 

7 月 14 日 周日 14:00/19:30                          *儿童园地 

神奇的京剧王国—京剧童星嘉年华 

演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校 

节目：三国人物 西游记 散花 武家坡 卖水 铡美案 

      行云流水 梅尚程荀 闹猴操 花团锦簇 丑行数板 



7 月 16 日 周二 19:30                              *儿童园地 

明日之星—周广仁钢琴艺术新人奖得主·钢琴名曲赏析音乐会 

钢琴：潘雨萌 王一诺 李悦萌 张瑞雪  讲解：陈达 

曲目：肖邦：波兰舞曲  海顿：奏鸣曲  拉威尔：幻影  德彪西：焰火 

      李斯特：钟 梅菲斯特圆舞曲  斯克里亚宾：幻想曲   

 

7 月 17 日 周三 19:30                                *华夏瑰宝 

诗情“话”意 琴韵箫声—李凤云王建欣琴箫诗词音乐会 

古琴：李凤云  箫：王建欣 

曲目：流水 广陵散 梅花三弄 平沙落雁 阳关三叠 

       静夜思 登鹳雀楼 春晓 悯农 咏鹅 塞下曲 天净沙 

 

7 月 18/19 日 周四/五 19:30                         *大师名家 

盛中国濑田裕子小提琴钢琴名曲音乐会 

小提琴：盛中国  钢琴：濑田裕子 

曲目：陈钢 何占豪：梁祝 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  

      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 2  穆索尔斯基：戈巴克舞曲  

      肖邦：圆舞曲 诙谐曲  舒伯特：即兴曲  德尔德拉：回忆 

 

7 月 20 日 周六 14:00                              *名歌金曲 

竹翠京城—中国丝竹经典名曲音乐会 

演出：北京竹乐团  指挥：陈崴 

曲目：竹翠京城 霍拉舞曲 绿袖子 茉莉花 山歌好比春江水 竹林小景 

      快乐的竹板琴 天鹅 拨弦波尔卡 哎哟，妈妈 大象 

 

7 月 20 日 周六 19:30                              *华夏瑰宝 

古韵流芳·梦圆新声 

笛箫名家张维良携中国竹笛乐团金曲音乐会 

笛箫：张维良  演出：中国竹笛乐团 

独奏：陈悦 张健 陈昀颖 薛亚杰  笙：申玉晶  钢琴：马克 

曲目：阳关三叠 夕阳箫鼓 远去的歌声 我住长江头 喜相逢 山歌 月·日·光        

 

7 月 21 日 周日  14:00                                *儿童园地 

音乐小骑兵·欢乐大派对—世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 

演出：北京八中交响乐团  指挥：刘峥 

曲目：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  汉斯·季莫：加勒比海盗  

      比才：卡门组曲  刘冷妮改编：爱丽丝  郑阳改编：弦乐四重奏与童声 

 

7 月 21 日 周日 19:30                                *名歌金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世界经典名歌音乐会 

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 

曲目：月亮代表我的心 半个月亮爬上来 达坂城的姑娘 相思河畔 满江红 

      今夜无人入睡 歌剧魅影 青春舞曲 菊花台 绒花 光阴的故事 故乡的云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故乡是北京 灿烂与欢愉 斗牛士之歌 



7 月 22 日 周一 19:30                               *名歌金曲 

意大利歌剧的巅峰—威尔第歌剧精粹音乐会 

男高音：王杨   男中音：王东隽   男低音：梅杰 

女高音：周媛媛   女中音：付茜   钢琴/讲解：张佳林 

曲目：威尔第：歌剧《弄臣》《游吟诗人》《西西里的晚祷》《麦克白》 

              《十字军中的伦巴第人》《唐·卡洛》选段 

 

7 月 23 日 周二 19:30                              *大师名家 

月下弦歌—中国爱乐乐团弦乐四重奏中外名曲音乐会 

小提琴：陈允 颜柯  中提琴：毛新光  大提琴：关正跃 

曲目：海顿：弦乐四重奏 五度音程 

      快乐的萨里哈 二泉映月 情深谊长《白毛女》主题弦乐四重奏 

 

7 月 24 日 周三 19:30                               *华夏瑰宝 

筝之四季—古筝名家王中山名曲赏析音乐会 

钢琴：陈哲 

曲目：四季调 春到湘江 雪山春晓 夏夜 出水莲 秋望 汉宫秋月 冬猎 闹元宵 

 

7 月 25 日 周四 19:30                               *辉煌名团 

纯美天籁之音—美国华盛顿童声合唱团音乐会 

指挥：乔恩·格里瑞 

曲目：狮子王 感觉不错 哦，苏珊娜！让灯燃烧 简单的礼物 船夫之舞 

      萤光飞舞 阿里郎  茉莉花 大海啊，我的故乡 凤阳花鼓  

      尼斯城的温泉 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强尼·史基基》） 

 

7 月 26 日 周五 19:30                              *华夏瑰宝 

赏京剧 听经典—国家京剧院·经典京剧名段演唱会 

 

 

7 月 27 日 周六 14:00/19:30                         *辉煌名团 

中国杂技团·杂技奇幻之旅 

节目：滑稽小天鹅 魔术 变脸 地圈 草帽 流星 拍球  

      抖空竹 单手顶 对手顶 车技 滚环 双人技巧 

 

7 月 28 日 周日 10:00/14:00/19:30                     *儿童园地 

大型动漫人偶剧《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记忆大盗》 

演出：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7 月 29 日 周一 19:30                               *名歌金曲 

炫酷节拍—王家训打击乐团儿童音乐会 

曲目：卡通序曲 游戏时间 吹口哨的人 鼓皮的对话 威廉退尔序曲 MINI 鼓乐队 牛斗虎 

 

 



7 月 30 日 周二 19:30                              *大师名家 

吹响嘹亮的号角—铜管五兄弟·经典管乐名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 

      长号：刘洋  小号：陈光 尹晓晖  圆号：朱昆强  大号：王海宇 

曲目：比才：卡门组曲 柴科夫斯基：胡桃夹子组曲 普契尼：图兰朵组曲 

      伯恩斯坦：西区故事 巴赫：和声前奏曲 萨默尔：强与弱 

 

7 月 31 日 周三 19:30                              *大师名家 

胡桃夹子—以色列钢琴家吉尔·沙哈与多瑞尔·格兰双钢琴音乐会 

钢琴：吉尔·沙哈  多瑞尔·格兰 

曲目：柴科夫斯基：胡桃夹子组曲 普罗科菲耶夫：魔鬼的诱惑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 拉赫玛尼诺夫：第 2 钢琴奏鸣曲  

      拉赫玛尼诺夫：双钢琴第 1 组曲 音画幻想曲 

 

8 月 1 日 周四 19:30                                 *辉煌名团 

蓝色多瑙河—世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 

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  指挥：刘凤德 

曲目：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春之声圆舞曲 闲聊波尔卡 农夫波尔卡 

      柴科夫斯基：花之圆舞曲 爱德华·施特劳斯：快乐列车波尔卡  

      比才：法兰多拉舞曲 约瑟夫·施特劳斯：无忧无虑波尔卡  

      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 苏佩：轻骑兵序曲  

 

8 月 2 日 周五 19:30                               *辉煌名团 

哈利波特—世界电影金曲·大屏幕视听交响音乐会 

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  指挥：刘凤德 

曲目：哈利波特 星球大战组曲 外星人组曲 阿凡达 加勒比海盗组曲 

      阿甘正传片头曲 卡萨布兰卡 燃情岁月 辛德勒名单 2012 组曲 

      名侦探柯南 千与千寻选曲 天空之城选曲 

 

8 月 3 日 周六 14:00                              *名歌金曲 

弦与键的共鸣—美国萨斯曼思豪斯三重奏音乐会 

小提琴：科特·萨斯曼思豪斯  大提琴：克里斯托夫·萨斯曼思豪斯  钢琴：徐暳利 

曲目：门德尔松：第 1 钢琴三重奏曲 舒伯特：第 1 钢琴三重奏曲 

 

8 月 3 日 周六 19:30                                  *华夏瑰宝 

龙腾虎跃—中国民族打击乐经典名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打击乐组合 

曲目：龙腾虎跃 喜庆锣鼓 鸭子拌嘴 老虎磨牙 闹天宫 锦鸡出山 牛斗虎 回旋曲 鼓师  

       

8 月 5 日 周一 19:30                                *名歌金曲 

铜管旋风—世界经典名曲交响管乐音乐会 

演出：敦善交响管乐团  指挥：阿迪安·施耐德 

曲目：轻骑兵序曲 阿尔玛·蓝奈拉 幻想曲 西班牙拉丁风格舞组曲 

      阿兰胡埃斯协奏曲 胡桃夹子组曲 茉莉花 粗布娃娃 



8 月 6 日 周二 19:30                                *名歌金曲 

欢乐集结号—动画电影金曲与世界名曲交响管乐音乐会 

演出：敦善交响管乐团  指挥：阿迪安·施耐德 

曲目：天空之城 龙猫 哈尔的移动城堡 风之谷 儿童序曲 茉莉花 生机勃勃  

      狩猎波尔卡 野蜂飞舞 三首国王摇摆舞曲  轻盈的脚步 电闪雷鸣 

               

8 月 7 日 周三 19:30                                *华夏瑰宝 

北方昆曲剧院：昆曲《牡丹亭》 

主演：邵天帅 邵峥 王琳琳 等 

 

 

8 月 8 日 周四 19:30                                *大师名家 

指尖游戏—钢琴名师吴迎·快乐家庭音乐会 

钢琴：吴迎  邵丹  吴培希 

曲目：舒曼：幽默曲  拉威尔：《镜子》组曲   比才：卡门幻想曲 

      莫罗斯：芭蕾舞组曲《夏娃和亚当的故事》  

 

8 月 9 日 周五 19:30                                *华夏瑰宝 

菊苑撷芳—北京京剧院·传统京剧经典名段晚会 

段子：《三岔口》《 闹天宫》《 贵妃醉酒》选段等 

 

 

8 月 10 日 周六 19:30                                *大师名家         

天使的回音—以色列青春女声演唱组音乐会 

女高音：凯伦·亚龙 玛雅·郭德史密茨  女中音：李莫儿·亚诺维茨 莫兰·本艾米 

女低音：茵巴尔·海福特  音乐总监：舒拉·艾莱紫  

曲目：音乐之声 今夏你将穿起白色的婚纱 哈利路亚 布偶秀 当你说“不”的时候 

      永恒的誓言 我的爱中之爱 游离与神秘 最重要的是浪漫 挥金如土的人  

 

8 月 11 日 周日 14:00/19:30                          *儿童园地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大型音乐童话剧《雪童》                                 

故事：这是个励志的儿童音乐童话剧。雪童是个任性的孩子，雪妈妈教会了   

      他什么是爱，用爱唤醒了他。雪童为了唤回美丽的春天，融化了自己， 

      但他那颗火热的心却没有化掉。明年，雪童还会回来。 

 

8 月 12 日 周一 19:30                                *华夏瑰宝 

中国评剧院：现代评剧《刘巧儿》 

主演：王婧 于海泉 等 

 

 

8 月 13 日 周二 19:30                                *华夏瑰宝 

说学逗唱 欢笑满堂—暑期相声大会 

演出：马岩 郭迎欢 孙仲秋 迟永志 王亮 李宽 杨凯 冯巍 万宇 刘捷 赵广武 

段子：笑口常开 欢歌笑语 礼仪漫谈 欢乐 K 歌 长安街上逛花灯 绕口令 



8 月 14 日 周三 19:30                                *名歌金曲 

夏日罗曼斯—浪漫主题·经典名曲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基因三重奏：小提琴：张精冶 大提琴：宋昭 钢琴：张佳林  

曲目：一辈子失去了你 夜半歌声 为你钟情 侧面 昨天 十一月的雨 嗨，朱迪  

      莫扎特：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曲 

 

8 月 15 日 周四 19:30                                *儿童园地 

小小琴童爱登台·快乐的钢琴课音乐会 

钢琴：张博 陈睿超 钱雨禾 宝宝 贝贝 

讲解：盛原   

曲目：肖邦：夜曲 辉煌变奏曲  李斯特：爱之梦 匈牙利狂想曲 

      德彪西：小组曲  弗雷：洋娃娃组曲选段  舒曼： 阿贝格变奏曲 

 

8 月 17 日 周六 14:00                                *儿童园地 

小动物交响大联欢—小动物主题交响名曲音乐会 

演出：北京青少年爱乐乐团  指挥：邵紫绶 

曲目：《白雪公主》序曲 美女与野兽 孔雀迎春 龙猫 羊毛剪子咔咔响 养鸡场 

      《天鹅湖》场景 《猫》序曲“回忆” 《狮子王》主题曲《永恒》 金蛇狂舞 

 

8 月 17 日 周六 19:30                               *华夏瑰宝 

指尖上的舞蹈—琵琶名家吴玉霞名曲赏析音乐会 

朗诵：李羚瑞 书法/男高音：李春玉  舞蹈：石雪函 

曲目：春江花月夜 琵琶语 雨巷 追梦 春雨 文心乐韵 龙船  

      琵琶春秋 静谧 阳春曲 楚汉相争 

 

8 月 18 日 周日 14:00/19:30                            *辉煌名团 

让我们荡起双桨—世界名歌童声合唱音乐会 

演出：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  指挥：杨鸿年 杨力 

曲目：让我们荡起双桨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有趣的童谣 欢乐的黑人 

      自由飞翔 风趣波尔卡 唱脸谱 伙伴们的歌 马车从天上来 八只小鹅 

 

8 月 19 日 周一 19:30                              *辉煌名团 

春江花月夜—中国民乐传统名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  指挥：洪侠 

曲目：春江花月夜 花好月圆 二泉映月 渔舟唱晚 高山流水 火车进侗乡 夜深沉 

      梁山伯与祝英台 十面埋伏 金蛇狂舞 赛马 沂蒙小调 春天来了 花木兰 

 

8 月 20 日 周二 19:30                             *辉煌名团 

辉煌交响之夜—莫扎特最伟大的交响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  指挥：彭家鹏 

曲目：莫扎特：g 小调第 40 交响曲 c 小调第 41 交响曲 

 

 

 



8 月 21 日 周三 19:30                                 *大师名家 

从卡迪斯到哈瓦那—古典吉他·演绎跨界名曲音乐会 

演出：北京爱乐吉他室内乐团：王震  赖康康  张凯  谈笑 

曲目：罗梅罗：从卡迪斯到哈瓦那 马拉加的夜晚  萨比卡斯：安达卢萨的田园 

      皮亚佐拉：自由探戈  迪恩斯：皮革探戈  裘宾：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 

      列农/麦卡特尼：三首披头士旋律  巴切贝尔：卡农  鲍切里尼：方当戈 

 

8 月 22 日 周四 19:30                              *儿童园地 

小夜莺在歌唱—世界名歌童声合唱音乐会 

演出：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  指挥：苏丹娜 

曲目：我们是春天 大地的衣裳 踩着云 葡萄园夜曲 哈利路亚 圣母颂 

      夜莺 鳟鱼 小乌鸦 太极动物园 梅花小鹿 我爱米兰 茉莉花 

 

8 月 23 日 周五 19:30                               *华夏瑰宝 

北京曲剧团：传统京味儿戏剧《烟壶》 

主演：李相岿 卢雪文 盛国生 

 

8 月 24 日 周六 14:00                              *名歌金曲 

在银色的月光下—中国经典民歌合唱音乐会 

演出：北京巴罗克室内合唱团  指挥：王琳琳  钢琴：朱蕾 

曲目：在银色的月光下 康定情歌 掀起你的盖头来 阿拉木罕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牧歌 

      半个月亮爬上来 达阪城的姑娘 青春舞曲 虹彩妹妹 玛依拉我 等你到天明 

 

8 月 24 日 周六 19:30                                *名歌金曲 

蓝色时光—夏佳爵士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8 月 27 日 周二 19:30                               *辉煌名团 

花好月圆—中国民乐金曲音乐会 

演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音乐指导：张高翔 

曲目：花好月圆 金蛇狂舞 瑶族舞曲 茉莉花 北京喜讯到边寨 

      十面埋伏 梅花三弄 水乡剪影 草原天地 霓殇 小放牛 

 

8 月 28 日 周三 19:30                              *大师名家 

辉煌的历程—纪念殷承宗 

卡耐基音乐厅首演 30 周年世界巡演 

曲目：莫扎特：b 小调柔板 D 大调回旋曲 

      舒伯特：四首即兴曲  勃拉姆斯：f 小调奏鸣曲 

      钢琴伴唱《红灯记》选段 殷承宗改编：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8 月 30 日 周五 19:30                          *华夏瑰宝 

二胡名家宋飞民乐金曲音乐会 

 

8 月 31 日 周六 19:30                          *辉煌名团 

打开艺术之门 2013 暑期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 

演出：中国爱乐乐团  指挥：黄屹  钢琴：王雅伦 

曲目：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  约瑟夫·苏克： 童话选段   

      迪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D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打开艺术之门 夏令营 

走进打击乐世界—打击乐夏令营 

主办：李飚打击乐团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7 月 9 日-10 日（两天）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费用：600 元/期（每期限 80 人） 

 

第一天 

上午：我最爱的打击乐 

内容：通过生动的文字、图片、视频，认识不同种类的打击乐器，普及打击乐知识 

下午：小鼓手上阵啦！ 

内容：惟妙惟肖的打击乐动画影像将带领孩子们熟悉打击乐基本节奏，学习演奏法，在配合

中培养团队精神 

第二天 

上午：飞翔节奏 拉丁狂想 

内容：为耳熟能详的动画片配乐，从可爱的非洲动物入手，在欢乐中了解拉丁打击乐器和音

乐风格， 

      让我们一起 HIGH 翻天！ 

下午：难忘的登台时刻 

内容：登台时刻——全体小团员们登上舞台，奉上热烈动感的闭营演出，快乐享受节奏盛宴！ 

 

 

小小主持人—快乐朗诵夏令营 

时间：7 月 16 日-17 日（两天）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报名要求：6 岁以上，具备识字能力  

费用：600 元/期（每期限 60 人）  

夏令营教师：小雨姐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好玩的口腔体操 

内容：老师带领小营员们学习朗诵技巧，掌握几段绕口令与小诗，培养小营员对语言的兴趣。 

下午：体验朗诵的快乐 

内容：分组学习《小弟和小猫》、《独苗苗》、《春晓》、《悯农》等，感受诗歌的韵律之美。 

第二天 



上午：接龙游戏 

内容：好玩的接龙游戏；并扮演体验广播小主持！ 

下午：Show Time！登台时刻到啦！ 

内容：小小艺术家登台表演，尽展才华。 

 

欢乐的铜管家族—暑期青少年铜管大师班 

主办：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7 月 29 日-31 日（三天）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专业：小号 长号 圆号         报名要求：8 岁以上，自带乐器 

费用：800 元/期（每专业限 30 人） 

名师授课：中央音乐学院多名铜管专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多位首席演奏家亲临授课 

          小号：戴中晖，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陈光，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国交响乐团首席小号  

          长号：赵瑞林，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管弦系主任  

                                刘洋，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国交响乐团首席长号  

          圆号：朱昆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圆号   

                                温泉，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满燚，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第一单元：铜管家族初体验 

老师讲授铜管家族的历史，示范演奏好听的铜管乐曲，营员们也拿起乐器，加入快乐的演奏 

下午：第二单元：声部互动 

老师带领各声部分别练习，亲自指导学生们练习分谱 

第二天 

上午：第三单元：乐队魅力无穷大（一） 

各声部导师大师课（包括：基本功讲解、基本功集体练习） 

重奏合排练习，感受重奏合作的魅力（包括：四重奏、八重奏、集体大重奏等） 

下午：第四单元：乐队魅力无穷大（二） 

各声部导师大师课，各重奏组排练，导师们分别指导各重奏组排练 

晚上：第五单元：走进音乐殿堂 感受大师风采 

营员们有机会在中山音乐堂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带来的精彩音乐会 

第三天 

上午：第六单元：乐队魅力无穷大（三） 

不同铜管乐器的营员们欢乐团聚！导师们带领营员进行铜管重奏联排，打造一支铜管乐队！ 

特设师生互动问答环节：你可以向导师们提出任何关于练习、演奏的疑问，导师们给与讲解

示范 

下午：小音乐家们的舞台展示 

激动人心的毕业音乐会！优秀学生独奏，重奏，集体大重奏，师生合影并颁发结业证书！ 

 

 

 

 

 



走进京剧大观园—京剧夏令营 

主办：北京京剧院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8 月 8 日-9 日（两天）   地点：北京京剧院 

费用：600 元/期（每期限 80 人）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京剧我知道 

了解京剧历史，认识京剧伴奏乐器，了解京剧各行当的服装特点及穿着要求，接触各种道具！ 

下午：学段拿手戏 

孩子们根据兴趣分为花旦、青衣、花脸、老生四组，在北京京剧院导师指导下学唱，学演京

剧名段 

第二天 

上午：学段拿手戏 

孩子们根据兴趣分为花旦、青衣、花脸、老生四组，在北京京剧院导师指导下学唱，学演京

剧名段 

下午：登台唱大戏 

体验京剧化妆全过程，小营员登台演出，并得到京剧名家的指点。授课导师现场演唱京剧名

段 

 

畅游竖琴仙境—梦幻夏日·竖琴夏令营 

时间：8 月 12 日-15 日（四天）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报名要求：年龄 6 岁以上，具有识谱能力，有钢琴或其他相关乐器学习经历 

费用：1000 元/期（每期限 50 人） 

夏令营教师：王冠，中国交响乐团竖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竖琴副教授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走进竖琴世界 

内容：老师介绍竖琴的历史并现场演奏，近距离感受竖琴的魅力，揭开竖琴的神秘面纱。 

下午：竖琴演奏初体验 

内容：了解竖琴如何发出美妙的声音，在老师指导下，每一位小朋友与竖琴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二天 

上午：竖琴 DO-RE-MI 

内容：进一步学习竖琴的演奏技法，认识竖琴上的每个音，让每一根琴弦唱歌。 

下午：弹起我心爱的竖琴 

内容：一起回顾上午的学习内容，体验竖琴演奏的乐趣。 

第三天 

上午：聆听美妙的竖琴曲 

内容：聆听竖琴乐曲，培养小朋友们的乐感，在悠扬的旋律中，重温所学知识。  

下午：我是小小竖琴家 

内容：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演出曲目，试奏啦！ 

第四天 

上午：准备上台啦！ 

内容：小朋友们排练演出曲目，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演出彩排。 

下午：留下难忘的舞台掠影 



欢唱的小百灵—歌唱夏令营 

时间：8 月 19 日-20 日（两天）   地点：中山公园音乐堂 

费用：600 元/期（每期限 80 人） 

夏令营教师：苏丹娜副教授，合唱指挥家 教育家 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指挥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感受音乐的节奏  

内容：老师带领小营员们随音乐舞动身体，感受摇摆节拍，进行节奏创作，学唱《Sing Sing 

Together》 

下午：快乐儿歌 边玩边唱 

内容： 感受认识音高，学唱对答儿歌《火车来了》、《小青蛙》、《拉个圈圈走走》、《对花》 

第二天 

上午：童年记忆 描绘多彩假期 

内容： 尝试即兴创作，学习《十个小手指》、《数鸭子》、《小白船》、《越过彩虹》、《美妙的

音乐》 

下午： Show Time！登台时刻到啦！ 

内容：小百灵们跃跃欲试，悦耳的歌声，欢乐的集体舞登台时刻! 

 

童心画世界—趣味美术夏令营 

主办：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  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8 月 22 日-23 日（两天）   地点：中国美术馆 

报名要求：年龄 7 岁至 11 岁，对艺术类有浓厚兴趣的小朋友优先 

费用：600 元/期（每期限 30 人） 

 

第一天 

上午：开营仪式 漫步迷人的美术馆 

探寻国家级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来看看艺术家们的大作吧！欣赏绘画、雕塑及传统民

间工艺美术 

等丰富的艺术作品，共同感受中国美术馆精彩馆藏作品的视觉盛宴。 

下午：音乐与美术一起游戏 

色彩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绘画。老师将带领小营员们边听音乐边做画，在音乐中迸

发出缤纷的 

绘画灵感，尽情挥洒想象，尝试用绘画、拼贴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第二天 

上午：故事与绘画总动员 

以中国美术馆的馆藏宝贝《拔萝卜》为线索，小营员们分成“讲故事”、“演故事”、“画故事”

三个互动小组，分头创作，相互配合，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呈现《拔萝卜》的故事，加强团队

精神，培养协作能力。 

下午：趣味小画廊开展啦！ 

小营员们拿出自己得意的作品进行展示和交流，分享自己的绘画心得，并得到专业老师的悉

心点评。每 

人还将获得结业证书和惊喜礼物呦！ 

 

 



打开艺术之门 系列讲座 

7 月 13 日 周六 10:00 

韵高千古，心旷神怡—琴箫音乐赏析 

主讲：王建欣（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音乐学博士） 

 

7 月 14 日 周日 10:00 

《我的野蛮女友》与《卡农》—电影中的古典音乐 

主讲：王纪宴（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7 月 21 日 周日 10:00 

十九世纪的歌剧双杰—纪念威尔第、瓦格纳诞辰 200 周年 

主讲：张佳林（合作钢琴家、自由撰稿人、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钢琴伴奏及艺术指导教

研室主任） 

 

7 月 27 日 周六 10:00 

色彩斑斓的管乐器—解密交响乐队中的铜管乐器 

主讲：赵瑞林（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管弦系主任） 

 

8 月 3 日 周六 10:00 

琴瑟和鸣-双钢琴与四手联弹—钢琴音乐的非主流演奏形式 

主讲：吴迎（著名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 

 

8 月 10 日 周六 10:00 

揭开竖琴的神秘面纱·体验唯美艺术之美 

主讲：王冠（中国交响乐团竖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竖琴副教授） 

 

8 月 18 日 周日 10:00 

从巴赫到霍洛维茨—钢琴的前世今生 

主讲：盛原（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钢琴家） 

 

8 月 24 日 周六 10:00 

乐在其中—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与学生们的音乐对谈 

主讲：梁大南（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北京交响乐团首席） 

 

8 月 25 日 周日 10:00 

民乐名家面对面 

主讲：张高翔（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扬琴演奏家） 

           张方鸣（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首席、二胡演奏家） 

           陈音（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弹拨乐声部长、琵琶演奏家） 

           伊永仁（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管乐声部长、笙演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