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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法语活动节—瑞士文化万花筒 

北京 2016 年 3 月 3 日 

 

第 21 届法语活动节启动在即，瑞士诚意满满，邀请了音乐家、歌手、作家、雕刻家、

画家、版画家、演讲家、摄影师、建筑师等瑞士各领域精英来华。在整个三月，瑞士

将为各大城市的法语文化爱好者举办精彩活动，丰富、多样的瑞士现当代艺术文化荟

萃让你惊喜连连。 

瑞士驻华大使馆将与各总领事馆携手合作，带来一系列有意思的文化艺术项目。其中，

法语活动节的标志性活动之一“三月香颂饕餮”，是由瑞士使馆与合作伙伴中国法语

联盟网络、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瓦隆-布鲁塞尔驻华代表团及魁北克政

府驻华办事处共同奉上的一场疯狂的年度法语音乐盛宴。2016 年的法语活动节，爱音

乐的你绝对不能错过与瑞士使馆选送的沙龙朋克乐队 Fabian Tharin 的音乐现场，华

丽的辞藻配之奇特的曲调，他们的音乐精髓必定要亲临现场才能真正体会。 

音乐活动不止香颂饕餮，瑞士驻沪总领事馆将在 3 月 13 日带来“捕梦人”音乐组合的

室内音乐会。瑞士歌者 Laurent Brunetti 的歌喉以及 Mario Pacchioli 的音乐伴奏带

领我们回到音乐最纯真的时代，感受钢琴、歌声以及内心的真诚带给灵魂最深处的震

撼。 

法语电影荟萃部分，今年代表瑞士参加展映的影片是导演 Fred Baillif 的最新作品《红

地毯》。届时，导演本人将参加香港、广州、上海和北京的多场放映会，并于 3 月 29

日出席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的闭幕仪式。 

除此之外，多场研讨会将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举行。其中，瑞士记者 Raphaël Grand 将

于 3 月 12 日在上海季风书店带我们一睹法语在瑞士的发展轨迹；3 月 13 日，建筑爱

好者们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迎来瑞士著名的建筑大师 Bernard Tschumi 在中国的

首个回顾展《建筑：概念与符号》，Tschumi 先生本人也将来到现场分享起创作心得；

北京迎来的将是日内瓦作家 Yves Laplace，文学爱好者们一定不要错过老书虫文学节

上与他见面交流的机会。 

艺术推广人 Stéphane Noël 与瑞士文化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促成了瑞士表演艺术项目

Siwss Windows 今年的亚洲之行，他们将带着精彩的当代舞蹈与戏剧作品，分别来到

香港、上海、澳门及北京，与广大观众见面。六名瑞士舞蹈艺术家及导演：
Alexandra Bachzetsis, Marie-Caroline Hominal, La Ribot, Yann Marussich, 

Martin Schick 与 2B Company，力图通过肢体美学和表演艺术，向观众传达别样的

视觉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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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瑞士独立艺术项目将在三月或这个春天陆续登陆中国，其中享誉国际

的瑞士雕塑家 Alberto Giacometti 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作品回顾展就是其中的典范。

3 月 22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共有超过 250 件的艺术品将进行展出。而北京的 HDM

画廊也将于 3 月 12 日至 25 日之间迎来 Balthus, Henri Matisse, Pierre Bonnard et 

Juan Gris 等艺术家的联展，Alberto Giacometti 的部分作品也将在此期间进行展出，

欢迎前去参观。 

瑞士驻华大使馆也和法国使馆合作，参与组织“毕佛听写”活动。中国版“毕佛听写”

先以一项微信游戏海选玩家，人们可以通过 20 个特殊“成语 ”发现不一样的法语表

达方式，在这一环节中胜出的多名 18-25 岁的参赛者将受邀于 3 月 20 日来到瑞士大使

馆官邸的“荣誉考场”，进行现场听写对决。决赛优胜者有机会到瑞士和法国进行一

场无与伦比的旅程。 

更多资讯请登陆瑞士驻华大使馆或瑞士文化基金会官方网站，或与相关工作人员取得

联系：  

 

李丹女士 

瑞士驻华大使馆文化及媒体处 媒体官员 

Embassy of Switzerland in China 

Tel: +86 10 8532 8741 

Email: dan.li@eda.admin.ch 

https://www.eda.admin.ch/countries/china/en/home/news/agenda.html 

 

徐莉华女士 

瑞士文化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负责人 

+86 21 6235 1889 
sxu@prohelvetia.ch 
http://www.prohelvetia.cn 

 

  

mailto:dan.li@eda.admin.ch
https://www.eda.admin.ch/countries/china/en/home/news/agenda.html


Le programme suisse de la Fête de la Francophonie 2016 

 

3/12 

 
 

第九届“三月香颂饕餮”音乐巡演启动在即 

 

作为2016年标志性文化活动及法语活动节最具朝气的活动之一，“三月香颂饕餮”是

由四个法语国家/地区共同奉上的一场疯狂的年度法语音乐盛宴。2016年，作为活动发

起者之一的中国法语联盟网络，再度携手合作伙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瑞士驻华大使

馆、比利时大使馆/瓦隆-布鲁塞尔驻华代表团及魁北克政府驻华办事处，精心挑选四

组极具才华的音乐组合登陆“三月香颂饕餮”的舞台，展现法语香颂的独特魅力，继

续谱写法语世界在东方的新音乐史诗。 

法语活动节本身就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实验室，以法语为媒介，融合并展现全球各地

法语社会中丰富多彩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也正是“三月香颂饕餮”的组织者

们带给中国的法语爱好者及音乐发烧友们最真实的感受及体验。 

如今“世界和平”这一人类共同的期许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法语活动节组织

方重申，法语地区的多元文化发展以及传播是抵抗无知最强有力的武器。音乐能够直

接抒发情感，拥有直击灵魂的强大力量；而法语作为一门优雅而严谨的语言，能够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类的复杂情感。以法语演绎音乐，用音乐诠释法语，“三月香颂饕

餮”选择用这种特别的表达方式维护及传播和平理念。“三月香颂饕餮”音乐巡演并

不仅仅是音乐会，更是法语爱好者以及音乐发烧友们文化及人文价值观交流的平台，

这也恰恰就是举办中国法语活动节的初衷与宗旨。 

2016年的音乐饕餮盛宴将一如既往的精彩：从3月10日到25日，14座城市，30多场音乐

会，独立、流行、沙龙朋克、爵士，说唱……异彩纷呈的音乐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一个全新的舞台，一场文字与音符的激情碰撞，随着疯狂的节拍与“三月香颂饕餮”

来一场一见钟情的邂逅。不管是尼古拉·米修（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大区）的独立

流行乐，抑或浪漫，抑或哲理，还是叛逆者法比安·塔兰（瑞士）颠覆常规的沙龙朋

克，特别的曲调配之华丽辞藻，或是游走于爵士与说唱之间的巴别塔四重奏（法国），

音乐鬼才对文字与韵律的独特运用，又或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流行音乐诗人菲利克

斯·迪奥特在流行音乐中揉合的无尽的美丽与优雅。势必让这个三月迸发出全新的能

量。 

由中国法语联盟、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瑞士驻华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瓦隆-布鲁塞

尔驻华代表团及魁北克政府驻华办事处发起的30多场法语音乐之约，不容错过！四支

分别代表新法语流行、朋克、爵士与说唱的音乐组合，与你们不见不散。 

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marsenfolie.afchine.org  

http://francophonie.faguowenhua.com 

 

 

 

 

http://www.marsenfolie.afchine.org/
http://francophonie.faguowen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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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安·塔兰(瑞士) 

沙龙朋克歌者的狂欢 

法比安·塔兰可以于 3 月 15 日-18 日期间接受北京媒体预约采访 

2014 年法国查理﹒科鲁斯奖 (l’Académie Charles Cros) 获奖者 

法比安·塔兰有着如同会计师般严谨的态度，却热衷于做着有悖常规的事，尤其擅长把

人们熟知的歌曲一首一首改编成为沙龙朋克。唱片盒中装的全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作品，

独特的曲调和辞藻造就了其独有的标志，嘻哈的音乐节奏带来丰富的视觉盛宴。他所

改编的歌曲总能给人一种奇特的平衡感，激进的速度配上简洁的音乐线条，达到完美

的和谐，享受优美的音乐的同时让人感受到朋克的力量。 

最新专辑《瑞士的叛逆》独一无二、个性鲜明，风格自由奔放，光彩夺目。 

法比安·塔兰以其最新专辑《瑞士的叛逆》与法语乐坛新生代领军人物 Fauve、

François & Atlas Mountains、Florent Marchet 以及 Klô Pelgag 共同荣获了 2014 年度

法国查理﹒科鲁斯奖(l’Académie Charles Cros)（该奖项颁给那些年度最具标志性的唱

片）。 

现场表演时，由键盘手 Raoul Baumann，打击乐手 Patrick Dufresne 以及乐队主唱法

比安·塔兰组成的 Power Glossy Trio，以其独特的音色及演绎风格共同赋予了这张唱片

新的能量。 

官网： www.fabiantharin.ch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fabian.tharin   

宣传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xeOR6P7BVM 

Youtube 链接：http://urlz.fr/VWS 

法比安·塔兰唱片列表  

2014 SWISS REBEL 《瑞士的叛逆》  

2008 On fera des bulles dans nos cocas 《气泡可乐》 

2002 Le Bal des Éclopés 《跛子的舞会》 

1999 La rivière 《河流》 

 

  

http://www.fabiantharin.ch/
https://www.facebook.com/fabian.thar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xeOR6P7BVM
http://urlz.fr/V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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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城市 日期  参与乐队 地点  

天津 3 月 13 日 
Babel 

Fabian Tharin 

13 Club 

天津市河北区 北安桥头 自由道与胜利路交口意式风

情街 自由道 58号三楼 天津 13CLUB  

Free entrance /免费入场 

北京 3 月 14 日 
新闻发布会 

(FR/CA/BE/SU) 

Residence 

Embassy of Switzerland in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五街 3号瑞士驻华大使官邸 

北京 3 月 17 日 

北外见面会 

Félix Dyotte 

Fabian Tharin 

北京外国语大学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北京 3 月 18 日 

Félix Dyotte 

Fabian Tharin 

Nicolas Michaux 

Babel 

Yugong Yishan 愚公移山 

Beijing, Dongcheng district, Zhang Zizhong Road 3-

2/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2号， 

Entrée gratuite sur invitation 

凭邀请函免费入场 

010 6553 2678 ext. 209 (fr/en) / 207 (中文)  

香港 3 月 19 日 

Félix Dyotte 

Fabian Tharin 

Babel 

The Vine Center/葡萄藤教會 

29 Burrows Street,Wan Chai, Hong Kong/香港灣仔

巴路士街 29號 

+852 3527 6000 

http://www.thevine.org.hk 

Entrée libre /Free entrance /免费入场 

澳门 3 月 20 日 
Fabian Tharin 

Babel 

橫琴澳門大學禮堂  

 UMAC UHALL (Macao university) 

Entrée libre /Free entrance /免费入场 

广州 3 月 21 日 Fabian Tharin 

Y-Union, 乐府 Live House (Add.: Live House in Y-

Union, 8F, Happy Valley Shopping Center, Zhujiang 

New Town 

广州珠江新城马场路 36号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

8F818).  

Tickets: RMB 50 presale, RMB 60 on spot 

广州 3 月 22 日 

Félix Dyotte 

Fabian Tharin 

Babel 

The K .K. Leung Hal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  

中山大学梁銶琚堂 

No. 135, Xingang Xi Road, Guangzhou, P.R. China, 

510275 / 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510275 

 (020) 8380 2501 et : (020) 8381 8323 

Entrée libre /Free entrance /免费入场 

上海 3 月 25 日 
Babel 

Fabian Tharin 

Mao live house 

3eme etage, #308 Chongqing nan lu/上海市卢湾区

重庆南路 308号 3楼 

Entrée libre /Free entrance /免费入场 

(021) 6357 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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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电影荟萃 

3 月 11 日至 29 日，法语电影荟萃将陆续呈现 22 部精心选取的电影作品，为您展现一
个丰富多彩的法语世界。所有电影为原声播放，中文/法语字幕。 

《红地毯》 

3 月 15 日至 29 日 

导演参加的场次：香港、济南、天津、北京 

其它放映场次: 广州、上海、南京、西安、大连 

 

2016 年度法语电影荟萃，瑞士驻华大使馆选送电影《红地毯》Tapis Rouge 来华展

映 

这部 Fred Bailiff 电影导演作品，以瑞士洛桑郊区发生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了社会

工作者如何将关爱和希望传递给年轻一代人心中。电影以感人的视角，探讨了国外移

民融入瑞士社会的过程，尤其在当下难民潮涌入欧洲的大背景下，更显得意味深长；

片中暴露的社会现实和导演给出的解决办法也极具现实指导意义。导演 Bailiff 先生将

在电影展映期间来华参与部分城市的展映，届时现场观众将有幸同其进行交流，分享

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红地毯》 

Frédéric Baillif & Kantarama Gahigiri 联合导演作品 

故事片, 90 分钟, 2014 年 11 月出品 

故事梗概：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与瑞士洛桑郊区的年轻人打着交道，帮助他们撰写电影剧本，
竭尽全力帮他们实现心中的梦想：前往戛纳参加电影节。一部朝着戛纳前行的公路电
影，影片将社工和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年人的信仰置于讨论当中。  

电影导演及制片人 Frédéric Baillif 简介 

http://www.freshprod.com/frederic-baillif 

Frédéric Baillif 可以于 3 月 28-29 日期间在北京，3 月 21-24 日期间在上海接受媒体

预约采访 

Frédéric Baillif 于 1973 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2000 年取得日内瓦国际社会研究学院本

科文凭，之后前往纽约进修电影导演专业。自 2002 年开始至今，共完成了 8 部电影纪

录片的剧本创作。 

他的作品中已有 4 部上映，包括 2006 年参加《真实观点》Vision du Réel 栏目的获奖

作品，法国 Canal+电视台定制作品《信徒》Believers 等。2013 年开始，Baillif 再次

与瑞士广播电视台合作进行电视片的创作。他曾经为瑞士家喻户晓的电视系列作品

《当下》Temps Présent 做过两期节目导演，并参与黄金时段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这

部记录片以一对接受身心治疗的夫妻为拍摄主线，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Baillif 的第一

部电影长片《红地毯》Tapis Rouge 也已在近期完成。 

http://www.freshprod.com/frederic-bail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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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品集 

故事片 

« 红地毯» , Freshprod 电影公司， 2015 -- 第一部故事长片 

纪录片 

«双人沙发»，瑞士广播电视台-Point Prod，瑞士国家 4 台黄金时段电视系列片，已

于 2015 年 2 月播出 

«当美国下雨时», JMH 制作公司 – 2013 年度《真实观点》Vision du Réel 栏目获奖

作品 

«信徒»，Empreintes Digitales 制作公司，2010 年，法国 CANAL+电视台定制作品 

«双面人生»，电影电视作品，JMH 制作公司，2009 年–瑞士广播电视台《当下》

栏目 

«形式与实质» 电影电视作品，Freshprod 制作公司，2009 年  

日程安排 

城市 放映日期 时间  放映地点 

北京 3 月 17 日 下午 4 点 清华大学 

北京 3 月 28 日 下午 6 点 今日美术馆 

北京 3 月 28 日 下午 6 点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3 月 29 日 晚 7 点 中国电影资料馆 

南京 3 月 9 日 下午 4 点 南京法语联盟多媒体厅 

香港 3 月 15 日 晚 7 点 30 香港法语联盟 

西安 3 月 20 日 待定 西安法语联盟 

济南 3 月 26 日 待定 济南外国语学校 

天津 3 月 27 日 晚 7 点 30 天津大剧院 

大连 3 月 20 日 下午 6 点 大连法语联盟 

上海 3 月 23 日 下午 6 点 同济大学 

上海 3 月 20 日 下午 4 点 45 瑞象馆 

广州 3 月 17 日 晚 7 点 30 Remix 俱乐部 

深圳 3 月 19 日 晚 7 点 30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北区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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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拉普拉斯 

时间：2016 年 3 月 20 日-25 日 

地点：北京 

老书虫文学节 

 

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瑞士法语区作家 YVES LAPALCE 先生代表瑞士参加老
书虫文学节。中国文学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同他见面交流的机会，一探瑞士法语区的
文学魅力。 

伊夫·拉普拉斯可以于 3 月 21 日至 24 日之间接受北京媒体预约采访 

很难用一句话将伊夫·拉普拉斯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职业身份做个简单的界定，他
是一位对历史、诗歌怀抱热情的剧作家，在摄影领域有所建树，同时在体育尤其是足
球领域中亦造诣匪浅，而其中，最众所周知的身份，应当算是一位活跃法语文坛的小
说家。拉普拉斯于 1958 年生于瑞士日内瓦，迄今创作的小说及戏剧作品多达 20 余部，
他以塑造那些“不同寻常”的人物见长，例如失足少年、癫狂者、幻想分子、杀人犯、
迫害分子、殉难者等等，以他们的角度及口吻述说故事，道出这个世界的喧嚣与至善
至美。 

受到瑞士驻华大使馆及瑞士文化基金会的邀请，伊夫·拉普拉斯将携其最新力作《英雄
原野》Plaine des héros 展开为期五天的中国文学之旅，与中国的作家及广大读者分享
经验及创作历程。《英雄原野》Plaine des héros 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 年获得了
Alice Rivaz  文学奖奖及瑞士文学奖。该书以备受争议的日内瓦作家、政治家、三十年

代法西斯运动发起者 George Oltamare 的生平为创作原型，重现两战之间时代背景下
的日内瓦。 

 

日程安排 

城市 日期 时间 场地 

北京 3 月 22 日 晚 8 点 北京老书虫 

故事讲述与讨论会 

北京 3 月 23 日 晚 7 点 30 爱奇艺 

最新力作 Plaine des héros 发布及讨论会 

北京 3 月 24 日 下午 6 点 
北京老书虫 

诗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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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届法语活动节之青年版画艺术家驻场创作项目--《路径》 

 

时间：2016 年 3 月 13 日至 28 日 

城市：北京 

地点 : 北京虚苑国际版画创研中心 

 

2016 年是青年艺术家驻场创作项目的第四个年头，今年将以版画创作的形式表现“路

径”这一主题。8 名分别来自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和瑞士的年

轻艺术家们将齐聚北京，在两周的时间内与 4 名中国艺术家完成共同创作。3 月 26 日

下午 14 点，北京虚苑国际版画创研中心将向公众开放展览他们的作品集。 

确立“路径”这一主题的初衷，是为了向法语国家及地区的青年版画艺术家们提供一次宝

贵的国际合作及创作经验。同时，也是向中国公众展示法语国家及地区年轻艺术家们

卓越才华的绝佳机会。青年艺术家驻场创作项目，顾名思义针对的是青年群体，项目

本身就是促进交流的媒介和传播和平理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法语活动节的重要

立意之一。 

创作期间，不论是创作团队的协同合作和交流，还是艺术家们身体力行的创作过程，

都将在清华大学荣誉教授、知名艺术家李益先生的指导下进行。  

该项目由比利时大使馆/瓦隆-布鲁塞尔驻华代表团、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法国驻华大使馆及瑞士驻华大使馆共同发起，并获得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国际青年

办公室（BIJ）、魁北克国际青年办公室（OJIQ）、法国—魁北克青年办公室（OFQJ）

及比利时众人国际文化传媒中心的大力支持。 

 

瑞士艺术家简介: 

青年版画艺术项目艺术家可于 3 月 14 日至 27 日接受北京媒体预约采访 

蕾奥妮·瓦内 

蕾奥妮·瓦内 1988 年出生于瑞士法语区蒙泰市，大学进入日内瓦高等艺术学院 HEAD

正式开启艺术学习生涯，并于 2013 年取得该学院硕士文凭。毕业之后，蕾奥妮定居于

沃州的贝克斯，同时在洛桑的一间工作室继续她的造型艺术设计研究。2009 年开始，

她的作品定期受邀参与瑞士、法国及德国等各地的展览进行展出，而在个人实践方面，

她与合作伙伴共同策划经营的独立艺术工作室 Urgent Paradise 自 2012 年开始，就已

成为洛桑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 

http://www.myxy.com.cn/
http://www.myx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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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蕾奥妮主攻雕塑与装置艺术，同时兼修绘画，尤其是色彩与线条的应用。

在过去的两年的时间里，她每天专注于木刻版画的反复习作，尤其注重作品外形的合

理构造，以及图案与结构的设计。 

她习惯先用黑色颜料将作品拓印到不同纹理的白纸上，之后以单色着底色，如此以来

纸的表面还隐约透露着纸张的肌理感，以及蜡笔着色的痕迹，作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

效果。 

她的灵感总是源源不断，有时是取自某些个已经存在的字母，或是脑中灵机一现的特

殊字符，作品中木刻的凹陷线条以及纸张自身的纹理相得益彰，带给人一种无尽的想

象空间。除了木刻版画，蕾奥妮着迷于一种以抽象线条勾勒达到的艺术效果，同时乐

于尝试与其他艺术手法如水粉、蜡染、石膏等结合进行创作。她的一系列木刻版画作

品，通过外形及图案的巧妙设置，将一瞬间的画面进行了完美地定格与呈现。在木料

的选取方面，她偏向使用木纹细密柔和、木质匀净轻便的胶合板或者杨木，创作出的

作品往往留有木纹痕迹，增添了作品的自然味道。 

 

伊万·高尼雅 

伊万·高尼雅生于1992年，在瑞士汝拉州Saignelégier长大，毕业于拉绍德封艺术学校，

主修版画雕刻专业。求学的四年间，他潜心于传统雕刻技艺--一向原本用于表盘以及

表针装饰的特殊技能--的研究的与发展，专业技术日臻完善。在取得专业版画雕刻认

证之后，伊万开启了他在瑞士的职业生涯，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随后他去往澳大

利亚进修语言课程。 

2015年初，伊万完成了6个月的实习，决定接手Yvan Jacot在拉绍德封的刻蚀工作室，

一个曾经专做表盘印花的工作坊。从那时起，他不停地在版画雕刻师和平面设计定制

师之间变换自己的角色，并在绘画和室内设计领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就在最近，

他被委任对纳沙泰尔一座充满历史意义古老建筑--百合花旅馆进行装修。 

伊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打开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受毕加索、让·米切尔·巴

斯奎特等伟大艺术家的影响，他独创了许多狂野、荒诞的艺术形象。他的故乡汝拉州

培养了他丰富想象力及艺术品味，在他艺术实践的道路上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曾经用拉绍德封20世纪初兴起的Style Sapin艺术手法，将那里的人物和风景进行了

独特的艺术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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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梦人音乐组合演唱会”- 演唱者 Laurent Brunetti ，钢琴伴

奏 Mario Pacchioli 

“捕梦人音乐组合”艺术家可于 3 月 12 日或 13 日接受上海媒体预约采访 

时间： 3 月 13 日，18：00 可入场，19：30 开始 
地址： The Pearl / 上海乍浦路 471 号靠近武进路 
票价：预售票 50 元/现场票 80 元 

 
 
时间在改变一切，这不容置疑！但是在瑞士歌手 Laurent Brunetti 的歌声以及 Mario 
Pacchioli 的音乐伴奏中，或许那已封尘的儿时记忆将被这样的旋律所唤醒。此时、彼

时，在这场原创的音乐会中，你的脑海里或许会共鸣出一些耳熟能详的法国香颂。两
位艺术家邀请我们回到音乐最初的时代 - 只需要钢琴、歌声及内心的真诚来打动听众。 
 
从东方到西方，从欧洲到亚洲，从南美洲到北美洲，“捕梦人”音乐组合已经赢得了

一大群观众的心。感谢这两位勇敢的音乐人为我们带来超凡的音乐，为我们捕捉心中
的梦。 
 
活动由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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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届法语活动节瑞士驻华大使馆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以下机构对活动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