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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北京 2018 年 3 月 27 日 

 

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中国巡演；25 届音乐节将

为爱乐者带来重磅精彩节目  

        为庆祝韦尔比耶音乐节成立 25周年，由音乐总监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率领的韦尔比耶

室内乐团携手三位炙手可热的音乐家黎卓宇、戈蒂耶·卡普松和丹尼尔·罗佐科维奇，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展开中国巡演。 

 

        韦尔比耶音乐节由来自瑞典的音乐经纪人马丁·恩斯特龙创立于 1994 年，每年夏季在瑞

士瓦莱州的阿尔卑斯小镇韦尔比耶举行。作为古典音乐盛会，韦尔比耶音乐节鼓励和欢迎来自

世界各地优秀的音乐家和杰出青年演奏家的加入、交流和分享。音乐节也通过一系列备受推崇

的艺术家培训项目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音乐教育。 

 

        第 25 届韦尔比耶音乐节将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5 日在韦尔比耶举行，由 Neva 基

金会、雀巢、瑞士宝盛鼎力赞助。在 18 天的时间里将举办超过 59 场音乐会，参演音乐家包括

88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 270 多位青年音乐家，音乐节总监恩斯特龙 27 日在瑞士驻华使

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为庆祝韦尔比耶音乐节创办 25 周年，恩斯特龙总监为听众精

心准备了一系列重磅节目，将古典乐坛的大师们齐聚一堂，向爱乐者们展现音乐节辉煌的过去

和美好的未来。参与今年音乐节的嘉宾包括： 

 

        玛塔·阿格里奇、谢尔盖·巴巴扬、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尤里·巴什米特、丽莎·巴蒂

雅施维莉、戈蒂耶·卡普松、雷诺·卡普颂、阿曼达·福赛斯、薇尔德．弗朗、马丁·佛洛斯

特、瓦莱里•捷杰耶夫、伊利亚•葛林戈斯、今井宣子、安德烈·尤尼察、珍妮·扬森、列奥尼

达斯·卡瓦科斯、艾夫根尼·纪新、丹尼尔·罗佐科维奇、米沙·麦斯基、马祖耶夫、米哈伊

尔·普列特涅夫、托马斯·奎斯特霍夫、朱利安·昆汀、瓦吉姆·列宾、安德拉斯·希夫、 梅

德·史特勾韦特斯基、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布莱·迪·昂格斯托姆、丹尼尔·奥列戈维

奇·特里福诺夫、基里尔·特鲁索夫、麦可辛·凡格罗夫、王羽佳。 

 

        此外，韦尔比耶音乐节非常荣幸地宣布瓦莱里·捷杰耶夫将担任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

的新一任音乐总监——对音乐节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绝佳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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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已经得到世界认可的音乐学院、管弦乐团以及青年交响乐团艺术家培训项目之外，音

乐节也致力于通过激发大众兴趣和好奇心的文化艺术项目提供艺术教育，提高观众艺术参与度。

因此， 音乐节每年举办 200 多场免费或低票价的活动。  

 

        瑞士小镇韦尔比耶位于瑞士西南部瓦莱州的阿尔卑斯山区，是瓦莱州最具国际化的度假胜

地。坐落于于阳光灿烂的高原上，游客在此可以从独特的角度欣赏勃朗峰和孔班峰的壮丽全景。

韦尔比耶也是通向瓦莱州四个峡谷即四大滑雪胜地的门户。韦尔比耶在冬季是冰雪运动爱好者

特别是自由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夏季，小镇耶为前来度假的家庭、老年人和年轻人准备了不可

胜数的活动：如山地自行车、徒步、翼伞滑翔、直升机滑雪、雪橇和高尔夫球。 

 

        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韦尔比耶已于 2017 年同张家

口市的崇礼区建立友好合作城市，进一步推动两个地区在冬季运动、旅游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中国巡演 （3 月 27 日后演出信息） 

 

3 月 29 日  北京  北京音乐厅  点击购票 

3 月 31 日  西安  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  点击购票 

4 月 01 日  南京  江苏大剧院  点击购票 

 

第 25 届韦尔比耶音乐节音乐会亮点 

 

7 月 19 日 周四 19:00 开幕音乐会·韦尔比耶音乐节交响音乐会 

地点：孔班大厅 (Salle des Combins) 

作曲家：罗季翁·康斯坦丁诺维奇·谢德林、卡米尔·圣桑、门德尔松、 

伯恩斯坦、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指挥：瓦莱里·捷杰耶夫 

小提琴：丹尼尔·罗佐科维奇 

钢琴：黎卓宇 

女高音：普雷蒂·耶德 

 

7 月 25 日 周三 18:00 韦尔比耶音乐节 25 周年集萃音乐会 

地点：孔班大厅 (Salle des Combins) 

音乐家：玛塔·阿格里奇、谢尔盖·巴巴扬、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尤里·巴什米特、丽

莎·巴蒂雅施维莉、戈蒂耶·卡普松、雷诺·卡普颂、杰哈·库西、亚历山大·科努诺瓦、阿

曼达·福赛斯、薇尔德·弗朗、马丁·佛洛斯特、瓦莱里·捷杰耶夫、伊利亚·葛林戈斯、今

井宣子、安德烈·尤尼察、珍妮·扬森、列奥尼达斯·卡瓦科斯、艾夫根尼·纪新、丹尼

尔·罗佐科维奇、米沙·麦斯基、马祖耶夫、米哈伊尔·普列特涅夫、托马斯·奎斯特霍夫、

朱利安·昆汀、瓦吉姆·列宾、RIAS 室内合唱团、安德拉斯·希夫、 梅德·史特勾韦特斯

基，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布莱·迪·昂格斯托姆、丹尼尔·奥列戈维奇·特里福诺夫、

基里尔·特鲁索夫、麦可辛·凡格罗夫、王羽佳、塔贝亚·齐默尔曼，平夏斯·祖克曼、与韦

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 

 

7 月 26 日 18:00 周四 歌剧 《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  

韦尔比耶音乐节交响乐团 / 马林斯基剧院合唱团 

地点：孔班大厅 (Salle des Combins) 

作曲家：奇莱亚 

指挥：瓦莱里·捷杰耶夫 

塔蒂亚娜·塞詹 饰演 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  

马塞洛·普恩特 饰演 毛里齐奥（萨克森伯爵） 

http://www.bjconcerthall.cn/PerformView.aspx?sn=1015
http://www.snpac.com/performance/info/149
http://www.snpac.com/performance/info/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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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卡捷琳娜·赛门秋克 饰演 布荣亲王王妃  

泽利科·鲁西奇 饰演 米肖内（法兰西喜歌剧院舞台监督） 

米兰·希拉诺夫 饰演 布荣亲王  
 

####### 

 

 

瑞士驻华使馆官方网站：https://www.eda.admin.ch/beijing    

瑞士驻华使馆官方微博： @瑞士驻华大使馆 

瑞士驻华使馆官方微信：别样瑞士 SwissChat 

 

媒体联络 
李丹 女士    

媒体与宣传官员 

瑞士驻华使馆文化与媒体处 

电话： +86 10 8532 8741 

邮件： dan.li@eda.admin.ch 

程婕 女士 

公关与活动项目经理 

吴氏策划  

电话：+86 10 5165 0798  ext.33 

邮件：crystal.cheng@wupromotion.com 

 
 Sarah Turin （瑞士） 

 媒体、宣传经理 

 韦尔比耶音乐节 

 电话： +41 (0)79 606 41 12 

 邮件： sarah.turin@verbierfestival com 

 

https://www.eda.admin.ch/beijing
mailto:dan.li@eda.admin.ch
mailto:crystal.cheng@wupromotion.com
mailto:sarah.turin@verbierfestival%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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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料 

北京 2018 年 3 月 27 日 

 

瑞士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 2018 年中国巡演 

有着古典音乐界“达沃斯”之称的瑞士韦尔比耶音乐节，在 2018 年迎来了 25 岁生日。

驻节乐团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作为代表，先后巡演中国的香港、广东、江西、北京、陕

西和江苏五大城市，为音乐节庆生。此次大规模访华巡演由吴氏策划担任官方巡演组织。 

 

他们，是音乐节存在的真正理由 

 

有评论称：如果把韦尔比耶音乐节比作一架天平，世界级老牌古典明星在天平的一端，乐

坛明日之星则位于另一端，二者分量相当、平等交流，碰撞出的是充满创意的音乐会安排。

“让这个音乐节存在的真正理由，是这里的音乐节学院 (The Verbier Academy)。”——创始

人马丁·恩斯特龙(Martin Engstroem)。本次经过精心筹划和推广的大规模访华巡演，除了向

中国观众一展韦尔比耶音乐节高规格、高质量的水准，音乐节室内乐团还将携手三位从音乐节

走出的天才独奏家：著名大提琴家戈蒂耶·卡普松、00 后小提琴家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和华

裔钢琴家黎卓宇共同献艺，呈现音乐节在“聚焦青年艺术家培养”方面取得的傲人成果。 

 

戈蒂耶·卡普松 (Gautier Capuçon)（参演乐团中国巡演香港站演出） 
 
     法国大提琴家戈蒂耶·卡普松可谓是 21 世纪大提琴的大使，他 5 岁始习大提琴，毕业于

巴黎高等音乐学院，师从菲利普·穆勒和安妮·科谢特-扎金，随后赴维也纳接受海恩里

奇·席夫的大师课程。他在每个乐季都与世界各地主要的交响乐团和最高水准的著名指挥家合

作演出，同时是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杰出大提琴家”项目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卡普松因其音

乐表现的深刻性和充沛的精湛技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是埃拉托（华纳古典）唱片公司专属

录音艺术家，并曾多次获得古典回声大奖。作为一位独奏和室内乐音乐家，戈蒂耶·卡普松定

期出现在欧洲各大音乐节和音乐厅中。卡普松曾获得多个国际顶级比赛奖项，包括：法国安德

烈·纳瓦拉比赛一等奖；享有法国格莱美奖之称的“音乐之光”2001 年度新秀奖。 

 

丹尼尔·罗佐科维奇 (Daniel Lozakovich) 

 

    年仅 17 岁的小提琴家丹尼尔已经拥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6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9 岁首

次登台，在少年时期就已与音乐界大师保持着牢固的艺术合作关系，包括与瓦莱里·捷杰耶

http://www.eda.admin.ch/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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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安德里斯·尼尔森斯，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柴可夫斯基

交响乐团等。丹尼尔曾在众多国际音乐节亮相，如奥地利卡林迪亚夏季音乐节、哥本哈根夏季

音乐节、比利时音乐萌笛音乐节等。2015 年 7 月，丹尼尔加入了韦尔比耶音乐节。丹尼尔获

得过众多国际奖项，如马其顿奥赫里德珍珠 EMCY国际音乐比赛的第一名和最高奖（2012）、

斯德哥尔摩国际音乐大赛一等奖（2010）、比利时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2010）、美国奥

斯丁“青年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国际大奖赛”二等奖（2014），2014 年他成为维也纳表演艺

术大学国际夏季学院最年轻参与者，并赢得了三项著名奖项“维也纳经典”、“弦乐独奏”、

“最佳诠释的萨拉斯特吉普赛”。 

 

黎卓宇 (George Li) 

 

    钢琴家黎卓宇不但具有超凡的演奏技巧，他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更是远超其年龄，《华盛顿

邮报》盛赞他“技巧令人感到震撼，演奏具有雷霆般的气势和极富深度的音乐解读”。黎卓宇

十岁时在波士顿施坦威音乐厅登台完成了其个人首次公演。2011 年受邀在白宫为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演奏。2015 年，黎卓宇获得了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亚军，

并于 2016 年获得了艾弗里·费舍尔音乐职业生涯大奖。黎卓宇频繁受邀与世界著名乐团及指挥

大师合作，包括：杜达梅尔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尤里·特米尔卡诺夫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余

隆与英国爱乐乐团、瓦莱里·捷杰耶夫与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

等，黎卓宇也在诸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及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 

 

驻节乐团联手青年才俊，组成最强“庆生”阵容 

 

    韦尔比耶音乐节在不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创立之初至

今，已有超过五十位中国音乐家参加过韦尔比耶音乐节。其中包含郎朗、王羽佳、李云迪等当

下知名的代表性音乐家。此次化身“音乐节名片”的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是音乐节当之

无愧的驻节乐团，由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们组成。得益于以室内乐为特色的性

质，韦尔比耶音乐节将室内乐编制灵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2018 年大规模巡演由音乐总监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Gábor Takács-Nagy) 亲自坐镇。作

为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室内乐音乐家，他曾身为创始成员与首席组建塔卡克斯四重奏，并与传奇

艺术家梅纽因男爵、乔治·索尔蒂爵士等人合作，还曾成立塔卡克斯钢琴三重奏并且发行了包

括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等人作品的世界首演在内的录音。如今，他是日内瓦高等音乐

学院的弦乐四重奏教授，同时承担曼彻斯特的北方皇家音乐学院的室内乐国际教席。在农历春

节过后最具期待值的古典音乐现场中，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执棒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

为中国观众献上巴赫、圣桑、舒伯特等音乐大家的作品。 

 

巡演日程： 

3 月 23 日 20:00 香港大会堂·香港艺术节 | 3 月 24 日 20:00 广州星海音乐厅 

3 月 25 日 19:45 江西艺术中心 | 3 月 29 日 19:30 北京音乐厅 

3 月 31 日 19:30 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 | 4 月 01 日 19:30 江苏大剧院 

 

扫描二维码购票 吴氏策划官方微信 瑞士驻华大使馆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