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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友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艺术总监
世界著名大提琴家
十五次荣获“格莱美奖”
先后受邀在九任美国总统就任仪式上演奏

余 隆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艺术委员会主席
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上海夏季音乐节联合总监、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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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以下简称“音乐周”）
至今已连续六年举办。广州交响乐团作为音乐周的创办机构，与星海音乐厅共同承办了音乐周。音乐周由世界著名指挥家
余隆先生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世界著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 2017-2020 艺术总监，提出“文化互通·共建互信”的理念。
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品牌，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一直自觉肩负时代重任，视文化艺术的建设和创新为大湾区建设的必
然要求和光荣职责，从创建之初开始，就高屋建瓴地站在推进大湾区建设、讲述中国故事、推进国际文化交流这一时代高度，
始终不懈地为这一美好愿景努力和追求。

英国《BBC 音乐杂志》在 2020 年九月刊中提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是一个让我们重构现代思维的时机，让学生思
考作为人的价值，而不是灌输所有事情都必须依照指标来量化的旧日思想。”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古典音乐刊物《留声机》
杂志以封面故事在 2019 年四月刊中评价道：“音乐周旨在为卓有成就的中国音乐家打开国际视野。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
甚至可以说是驱使中国音乐家找到并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 2017 年开始，报名参加音乐周的人数节节上升，招收范围从华人青年扩散到全球才俊，正是由于广东这样的宽阔而
自信的文化胸怀，使来自全球的青年音乐学子与世界艺术大师、国际顶级导师团队和先进而独特的文化理念，得以在二沙
岛上共同谱写一曲文化艺术交流的欢歌，共同创造一个帮助青年音乐人才成长、促进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奇迹。每一届除

了在中国音效最好的专业音乐厅一—星海音乐厅举行开幕演出、室内乐
演出和闭幕演出等系列音乐会以外，更拓展到工厂、社区、文化地标的
演出，从现场欣赏演奏到全球网络直播，种种举措无不显示出音乐周的
影响力在飞速发展中，覆盖面越来越广，覆盖层次越来越深。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策划团队探索出既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也能体现音乐周核心价值的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形式。2021 年，疫情笼
罩下的音乐周通过网络呈现，身在美国波士顿的马友友和身处中国广州
的余隆与年轻人越洋连线，探索音乐的力量和想象力的边际，启发年轻
人构建改变世界的宏图。2022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邀请饮誉国际乐坛的
上海四重奏举行线上大师班和音乐会，广州交响乐团重奏组在广州文旅

地标举行快闪活动，携手星海音乐厅“音乐陪伴计划”为特需青少年提供公益课堂。身在波士顿的马友友、堪萨斯城的迈
克尔·斯特恩以及身处隔离酒店中的余隆，与广州交响乐团演播室里的 YMCG 乐团全体成员连线举行了主题为“音乐无界”
的“乐聚·畅谈”活动。在闭幕音乐会上，景焕指挥 YMCG 乐团与身处波士顿的马友友举行了云合作，演奏了德沃夏克的《月
亮颂》。

每年举办音乐周增加了国内外对广东文化艺术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充分展现了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
风采和文化软实力。同时，充分展示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新面貌，体现出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都取得
巨大成就之后的文化自信。经过六年的发展，音乐周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讲述中国故事、推进大湾区建设、传播岭
南文化、凸显广州城市风采的优质文化品牌，跃上了崭新的建设和发展台阶。

概述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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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挥家、音乐活动家的余隆，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音乐版图上最
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艺术人生因为引领中国古典音乐事业的纵深发展、推
动中国音乐家与作曲家登上国际舞台而熠熠生辉。在中国芸芸交响乐团之林，
余隆是其中三个顶级团体的“掌门人”：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上海交响
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也身兼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上海
夏季音乐节联合总监。早于 1998 年，他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担任艺术总监
至 2017 年，后又继续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至今。此外，余隆还担任中国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主席。

余隆与广州交响乐团的艺术缘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早在 1994 年，余隆
就首次指挥了广州交响乐团；2003 年成为乐团音乐总监。在任内，余隆大力扩
展乐团的保留曲目，带领乐团拓宽国际演出版图，先后到访欧洲、美洲、澳洲、
非洲、中东等地。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履行音乐教育的使命。2005 年至 2007 年，
广州交响乐团创办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并邀请著名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任音
乐总监，以及玛塔阿格里奇和加里格雷夫曼等著名艺术家组成导师团队。2017
年 1 月，广州交响乐团创办首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在演出与教育的对话中
“开启世界与中国交响乐新的篇章”。音乐周由余隆亲自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
并由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艺术总监。

余隆麾下的中国爱乐乐团，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亲临现场见证下，首登梵蒂冈保罗六世礼堂演出，是中国交响乐团中的第一次，
这场意义非凡的音乐会也是增进东西文明交流互动的里程碑式事件。2014 年，余隆大师再开中国乐团先河，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在
伦敦皇家艾尔伯特大厅的 BBC 逍遥音乐节献演，数以百万计的英国观众通过不同的方式观看了音乐会的转播。

自 2009 年始，余隆大师执掌上海交响乐团至今，成就斐然。2014 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落成；同年，余隆与上海音乐
学院及纽约爱乐乐团一道，共同创建上海乐队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为管弦乐手设立的研究教育机构。此外，应纽约爱乐乐团邀
请，余隆作为该乐团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与其他 11 位音乐倡导者和音乐大使协力推动各国音乐家及音乐机构深化国际交流。
2016 年，两年一度的音乐盛事“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成功举办。2018 年 6 月，余隆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G）
签订独家代理合同，成为了 DG 旗下首位中国指挥家，为上海交响乐团取得全球发行与供应的合作关系。2019 年，余隆率上海交
响乐团世界巡演，亮相 BBC 逍遥音乐节、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拉维尼亚艺术节以及卢塞恩音乐节。

国际舞台上的余隆，同样地位显赫，炙手可热。世上最受瞩目的管弦乐团，如纽约爱乐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
洛杉矶爱乐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班贝格交响乐团、汉堡国家歌剧院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北德广播交响乐团、
慕尼黑爱乐乐团、悉尼交响乐团、BBC 交响乐团、英国爱乐乐团、东京爱乐乐团和新加坡交响乐团都曾经在余隆的指挥下演出。

1964 年，余隆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他音乐上的启蒙与授业恩师正是他的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其后，他求学上海音
乐学院；继而负笈西行，入读并毕业于著名的柏林高等艺术大学。1992 年，余隆任北京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

驰骋乐坛数十载，余隆大师的成就备受肯定。2010 年，他获评“年度中国文化人物”、2013 年获颁“中华艺文奖”。为表
彰余隆对中外文化交流及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中央音乐学院向他授予荣誉院士证书。

在国际上，余隆大师获得的荣誉同样显赫。其中包括 2002 年由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颁发的“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 ，
以及 2003 年获颁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 年，意大利政府授予余隆“共和国骑士勋章”；2014 年，受法国政府颁
授代表最高荣誉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15 年，获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公民奖”以及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桑福德奖章”；
2016 年，余隆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外籍荣誉院士，同年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2018 年，余隆又被授予香港演
艺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艺术委员会主席

余隆
Long Yu

余隆（右）在“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2021 特别项目”与马友友举行“大师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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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友友广泛而多元的音乐事业，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文化能产生信任与理
解的力量坚信不疑。无论是演奏大提琴曲目中的当代或古典作品，与社区和机
构合作探索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还是参与意想不到的音乐表演形式，马友友
致力于寻找和创造能激发想象力、加强人性光辉的文化联结。

2018 年 8 月，马友友开启了新的旅程，在全球 36 地巡演巴赫的六首无伴
奏大提琴独奏组曲。演出地点包括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标新立异的创
新场馆，为互相分享和理解创造条件，为社会文化交流牵线搭桥。

马友友毕生致力于拓展流派和突破传统的界限，“巴赫项目”延续了这个
宗旨。他认为音乐不仅是一种分享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对构建强大社会和
美好未来至关重要的一种文化合作的模式。

这个信念激发马友友成立了“丝绸之路乐团”，这是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
艺术家，他们共同创作、传承传统并打造崭新的音乐艺术。马友友在他的整个
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寻求扩展古典大提琴曲目，通过与“丝绸之路乐团”的合作，
演奏 20 世纪鲜为人知的曲目以及委托创作新的协奏曲和独奏作品。他首演了众
多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奥斯瓦尔多·格利约夫、莱昂·基希纳、赵麟、克里
斯托夫·罗斯、埃萨 - 佩卡·萨洛宁、乔万尼·索里马、盛宗亮、谭盾和约翰·威
廉姆斯。

除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工作之外，马友友还与从芝加哥到广州的社区和机构合作，开发支持文化力量改变生活和打造互联世
界的项目。在他的众多角色中，马友友是联合国和平使者、第一位被任命为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成员的艺术家，以及美国非营利组
织 Nia Tero 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支持世界各地的土著部落权益。

马友友录制过 100 多张不同风格的专辑（曾获 18 次格莱美奖），彰显他的音乐兴趣层面之广。除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极佳
演绎之外，他多项跨界录音如与马克·奥康纳和埃德加·迈耶合作的《阿帕拉契亚圆舞曲》和《阿帕拉契亚之旅》以及荣获格莱美
奖的向巴西音乐献礼的《感恩巴西》专辑，皆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马友友最近录音发行与丝路乐团制作的《歌咏乡愁》荣获格
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大奖；与伊曼纽尔·艾克斯和列奥尼达斯·卡瓦科斯合作录制《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与斯图亚特·邓肯、
埃德加·迈耶和克里斯·蒂勒录制《六次进化——巴赫：大提琴组曲》和《山羊雅集第二辑》。马友友的最新专辑是与钢琴家凯琳·史
托特因应 COVID-19 疫情创作录制的《安慰与希望之歌》。

马友友 1955 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华人家庭。4 岁起由父亲启蒙学习大提琴，7 岁时举家移民至纽约，之后跟随李纳德·罗
斯教授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进修。接受专业音乐训练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并于 1976 年毕业。马友友荣获多个国际杰
出奖项，包括艾弗里·费舍尔奖（1978 年）、格伦·古尔德奖（1999 年）、美国国家艺术奖章（2001 年）、丹·大卫奖 （2006 年）、
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2008 年）、总统自由勋章（2010 年）、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2011 年）、极地音乐奖（2012 年）和让·保
罗·格蒂奖章（2016 年）。他曾为九位美国总统演奏，最近一次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典礼上表演。

马友友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他演奏使用的三把大提琴分别是 2003 年制造的“Moes & Moes”、1733 年制于意大利威尼斯
的蒙塔格娜娜和 1712 年制的“大卫杜夫”斯特拉迪瓦里。

艺术总监

马友友
Yo-Yo Ma

纽约时代广场上的 2017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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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五年前，在我的好朋友余隆大师和许多其他人的帮助下，我们携手开启了一段旅程：我们相聚一起创作音乐、提出问题和培
养想象力，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冒险之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回想五年来在广东创造的音乐和产生的联结，以及一些串
联起我们共度时光的问题：

- 在高效的演奏中，内容、交流和接收的相互作用是什么？
- 我们如何通过个人的声音建立集体的体验？
- 实验、即兴创作和合作如何帮助我们了解音乐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 我们如何利用创造力来驾驭变化并制定新的路线？

这些问题从未像现在那么合时。很遗憾今年我没能亲临现场与你们在一起，但我希望你们能重温这些主题，重温我们在广东
国际青年音乐周的收获。我最希望的是，你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音乐和文化如何帮助我们想象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我将分享我自己的两个答案。第一个是我们已经详细谈到的：文化可以将我们彼此联系起来。文化帮助我们相互了解，加强
我们的关系，并使我们的社区和社会更坚毅。在过去的音乐周里，我们通过即兴创作、室内乐演奏，以及将音乐带入社区来体现
这种力量。

另一个更有当今特色的答案是：文化也可以将我们与自然世界联系起来，提醒自己，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对大自然
负有共同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在我们为开幕音乐会和闭幕音乐会选择的作品中感受到这一点。请聆听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的“木
星”和德沃夏克的《月亮颂》，也聆听圣 - 桑、雷斯皮基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作曲家观察到动植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无限多样性，
而我们也是这个环境中的成员。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经对我说，大自然拥有最丰富的想象力。正是音乐为大自然的想象力赋予美
妙声音。

我希望我们很快能面对面地一起创作音乐，探索新的问题。让我们的想象力像大自然一样自由奔跑。

最热烈的祝福。

Dear Friends,

Five years ago, with the help of my great friend Maestro Yu Long and many others, we began a journey 
together: an adventure in what is possible when we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music, ask questions, and nurture our 
imaginations. Over the last months, I have been reflecting on five years of music and connection in Guangdong and 
some of the questions that have framed our time together:

- What is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ntent,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in effective performance?
- How do we build a collective experience through individual voices?
- How can experimentation, improvisation, and collaboratio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musician’s role in society?
- How can we harness creativity to navigate change and chart a new course?

These questions have never felt more present. I am saddened not to be with you in person this year, but I hope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time together, you will revisit these themes and the lessons of 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 And I hope, most of all, you will ask yourself this question: how can music—and culture—help us imagine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I’ll share two of my own answers. The first is something we have spoken about at length: culture can connect us 
to one another. Culture helps u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s, and make our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more resilient. We have lived that power through exercises in collaborative improvisation, in performing 
chamber music, and by bringing music into the community here, in Guangdong.

Here’s a newer answer: culture also can connect us to the natural world, reminding us that we ourselves are part 
of nature and therefore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it. I hope you will hear this in the music we have selected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oncerts. Listen to Holst and Dvořák sing of Jupiter and the Moon; hear Saint-Saëns, Respighi, 
and Beethoven as they consider the seemingly limitless diversity of the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surround and include 
us. A great scientist once said to me that nature has the greatest imagination. This is music that gives voice to that 
imagination.

I hope that we can be together in person soon to make music, to explore new questions, and to let our 
imaginations run as free as nature’s.

With warmest wishes,

2022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艺术总监
2022 年 1 月 16 日

2022 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 Artistic Director
16th January, 2022

来自艺术总监的信 A letter from Artistic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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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开始，乐团多次受文化部和广东省派遣，出访奥地利、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卢森堡、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列支敦士登、日本、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阿姆
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开罗国家歌剧院、悉尼歌剧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柏林音乐厅、
威尼斯凤凰歌剧院、佛罗伦萨威尔第歌剧院、瑞士卢塞恩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KKL）、东京歌剧城音乐厅、新加坡滨海艺术中
心音乐厅、苏黎世音乐大厅、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伦敦卡多冈音乐厅、曼彻斯特布里奇沃特音乐厅和伯明翰交响音乐厅等国
际著名音乐厅及剧院登台。2006 年应邀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 15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演奏。此外，还曾 20 多次
参加香港艺术节、澳门艺术节和澳门国际音乐节的演出。2012 年 10 月，赴台湾参加“两岸城市艺术节——广东城市文化周”，
在台北两厅院音乐厅和台中中兴堂举行音乐会。2014 年 9 月，
在中国广东省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成友好省州 35 周年之
际，乐团出访澳洲参加“广东文化周”，在悉尼市政厅音乐厅和
堪培拉卢埃林音乐厅举行两场音乐会。2015 年 1 月，应瑞士米
格罗音乐演出系列邀请，在苏黎世、日内瓦、伯尔尼和圣加伦这
四个瑞士名城巡演。2017 年在中英建交 45 周年之际首次进入英
国巡演，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三个重要城市都举行了音
乐会，英国《卫报》以“有极高修养的乐团”为题予以了报道和
评论。2019 年 1 月，乐团受邀参加首届“坦托拉之冬”艺术节，
成为首支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音乐会的中国乐团。随后，乐团还举
行了史上第七次欧洲巡演。走过世界各地的“音乐足迹”印证了
乐团作为“音乐使者”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粤、港、澳、台等
地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近年来乐团发展呈多元化。从 2005 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了
由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担任音乐总监的“中国广东国际音乐夏
令营”，邀请了玛莎·阿格里奇、加里·格拉夫曼、克劳斯·彼得·弗
洛尔等多名音乐大师及 20 多位来自世界著名乐团的首席演奏家担任导师，夏令营声名远播，亚洲各国学员纷至沓来。2010 年 11
月藉第 16 届亚运会在广州举办之际，乐团同时举办了“广东亚洲音乐节”，邀请了 6 个知名亚洲乐团及马友友、郎朗、郑明勋、
谭盾、林昭亮、宓多里、王健、莎拉·张等 17 位国际著名的亚裔音乐家，演出阵容鼎盛，节目精彩纷呈。此外，乐团还与多个世
界著名芭蕾舞团合作演出了十多部经典芭蕾舞剧，制作及参与演出过多部音乐会版和舞台版歌剧。委约包括潘德列斯基大师在内
的中外作曲名家为乐团创作新作品，促进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在每个音乐季中均安排室内乐、普及、通俗、户外及节庆音乐会等
演出。2011 年 12 月，创建了中国首个由职业乐团培训及管理的青少年乐团——广州交响乐团附属青少年乐团（2016 年 8 月更名
为广州青年交响乐团）。此外，每年定期举办，由广交音乐总监余隆担任艺委会主席，邀请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担任艺术总监，
至今已连续举办 5 年的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在 2017 年 1 月首次举办时即被业界称为“翻开中国交响乐崭新的一页”。这
些举措，无不显示出乐团全方位发展的策略。

乐团于 2009 年迁入位于珠江江畔、二沙岛上的新址，这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现代化的新家无疑为乐团发展提供了更为优越
的条件和保障。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乐团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努力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

注：广交第一个乐季于 1998 年 5 月开始，至次年 3 月结束，这种安排持续了 5 个乐季。第 6 个音乐季是乐团史上最特殊的音乐季，
从 2003 年 3 月至 8 月结束，作为调整音乐季档期安排的过渡乐季。从第 7 个音乐季起，广交乐季从 9 月开始至翌年 7 月结束。

音乐总监余隆执棒广州交响乐团

广州交响乐团创建于 1957 年，是中国目前最具艺术水准和艺术活力的大型交响乐团之一。作为迄今为止唯一在世界五大洲留
下“音乐足迹”的中国乐团，是国内外业界和媒体眼中“中国最具声望的乐团之一”（《中国日报》）和“连接中国音乐传统与
创新的节点”（英国《金融时报》）。

现任音乐总监余隆是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他是活跃于国际乐坛的最杰出的中国指挥家，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
音乐版图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余隆于 2003 年 5 月起担任广交音乐总监，而他与广交的首次合作则要追溯至 1994 年 11 月，
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中双方始终合作无间。余隆目前还担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和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联合总监，以及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席指挥。

广州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实行音乐季模式运作的职业乐团之一，2021/2022 音乐季是乐团的第 25 个音乐季。1997 年 7 月实
行的体制改革是乐团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里程碑。从 1998 年 5 月开始推行音乐季，10 月应邀在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普契尼
的歌剧《波希米亚人》，好评如潮，被誉为音乐节中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北京媒体评论：“‘广交’迅速崛起于中国南方，
进入了主流乐团的行列，是中国乐坛中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此后连续数年获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演出。

乐团与国内外众多著名音乐家保持着长期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广泛紧密的国际性合作网络。在过往的音乐季中不断
邀请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指挥家、独奏家及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曲目范围涵盖了巴洛克时期至现代派的作品，乐团的艺术水
平得以迅速提升，声誉鹊起。国际著名的音乐大师潘德列斯基甚至称赞：“这是我听到的中国乐团最好的声音”。2004 年起，海
外知名的艺术经纪公司开始代理乐团的国际巡演与大型文化活动，乐团的艺术水准由此获得国际业界更为广泛的权威认同。

广州交响乐团
Guangzhou Symphony Orchestra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承办单位
YMCG Organizer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回顾册

12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回顾册 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

14 15

2017  2018  2019  2020
音乐总监

迈克尔·斯特恩
美国肯萨斯城市交响乐团
音乐总监

2017  2018  2019  2020
艺术总监

马友友
世界著名大提琴家

2017  2019  2020
小提琴导师

约翰尼·甘道斯曼
小提琴家

2017  2019
小提琴导师

刘茂珍
小提琴家、作曲家

2018
小提琴导师

汉内克·卡斯尔
小提琴家

2018
小提琴导师

帕梅拉·弗兰克
柯蒂斯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

2018  2019  2020
中提琴导师

黄心芸
柯蒂斯音乐学院
中提琴教师

2019  2020
中提琴导师

尼古拉斯·科茨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师

2019  2020
大提琴导师

迈克尔·尼古拉斯
大提琴家

2018
低音提琴导师

埃德加·迈尔
柯蒂斯音乐学院低音提琴
教师

2017  2018  2019  2020
大提琴导师

麦克·布洛克
伯克利音乐学院副教授

2018
小提琴导师

五藤舞央
格莱美获奖小提琴家

2018
小提琴导师

科妮莉娅·赫德
阿斯本音乐节室内乐课程
联合主任

2019  2020
小提琴导师

科林·雅克布森
小提琴家

历届导师 Facul ty

2017
双簧管导师

王亮
纽约爱乐乐团双簧管首席

2019
圆号导师

罗杰·卡萨
圣路易斯交响乐团圆号首席

2017  2018  2019
打击乐导师

约瑟夫·格拉姆利
丝绸之路乐团副艺术总监

2018
钢琴导师

安娜·波隆斯基
钢琴独奏家、室内乐演奏家

2020
键盘导师

艾维·施泰因
茱莉亚音乐学院教师

2017
扬琴演奏家、作曲导师

钱睿隆
扬琴演奏家、东亚研究学者

2020
圆号导师

瑞秋·德雷曼
圆号演奏家

2017  2019
小号导师

比尔·威廉斯
小号演奏家

2020
小号导师

托马斯·胡滕
洛杉矶爱乐乐团小号首席

2020
双簧管导师

詹姆斯·奥斯丁·史密斯
曼哈顿音乐学院双簧管和
室内乐教师

2017  2019
单簧管导师

金南·阿泽姆
单簧管演奏家、作曲家

2018
单簧管导师

叶强
芝加哥交响乐团单簧管
声部助理首席

2018
笙演奏家

吴彤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018
琵琶演奏家

吴蛮
获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
的琵琶演奏家

2017  2018  2019  2020
教育学家

蒂娜·布莱思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师

2022
弦乐四重奏导师

李伟纲（第一小提琴）

于翔（第二小提琴）

李宏刚（中提琴）

尼古拉斯・萨瓦拉斯
（大提琴）

2018
理疗师

霍华德·尼尔森
为世界各大机构音乐家
担任理疗师

2019  2020
长笛导师

迈克尔·戈登
美国肯萨斯城市交响乐团
长笛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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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小提琴

阿曼达·贝利 

2019  2020
大管

宓多里·萨姆森

2020 
圆号

蕾妮·沃根

2018  2019  2020
小号

马特·贝克

2020 
键盘

金秀英

2018  2019  2020
中提琴

海伦·赫斯

2018  2020
低音提琴

威尔·罗宾斯

2018
单簧管 

扎卡里·古德

2018  2019
单簧管

刘峤

特邀音乐家
Fel lows

收到的申请来自中国 40 个城市

（含港澳台地区）

中国爱乐乐团
天津交响乐团

青岛交响乐团
苏州交响乐团

新疆爱乐乐团

中国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
内蒙古交响乐团

上海交响乐团

广州交响乐团

……

杭州爱乐乐团

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乐队学院

中山大学

西藏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澳门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

星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台北艺术大学

最终入选的学员来自其中的 24 个城市

国内青年音乐家来自 :

澳门
苏州
香港
昆明
上海
北京
台北
厦门
呼和浩特
天津
广州
西安
台南
杭州
拉萨
乌鲁木齐
沈阳
青岛
武汉
新北
重庆
深圳
郑州
珠海

南宁
成都
哈尔滨
济南
台中
岳阳
武昌
贵阳
南昌
兰州
嘉义
大连
延吉
绵阳
淮南
泉州

学员分布
Our Part ic ipants f 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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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分布
Our Internat ional  
Part ic ipants

广州

共收到来自四大洲

28 个国家

44 个海外城市的邀请

最终入选的海外学员来自

21 个国家的

23 个城市

新不伦瑞克省
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
纽黑文
纽约
辛辛那提
纳什维尔
亚特兰大
印第安纳

北卡罗来纳
克利夫兰
马里兰州
华盛顿
费城
安南代尔

瑞草（韩国）
东京
吉隆坡
新加坡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雪兰莪州

悉尼

美洲

亚洲 大洋洲
伯明翰
剑桥
曼海姆
伦敦
巴黎
苏黎世
罗斯托克
柏林
纽伦堡
格拉茨
哥本哈根
匈牙利

彼得罗扎沃茨
克州
哈尔科夫
基辅
亚琛
维也纳
贝桑松
明斯特
艾克斯 
南锡 
塔林

欧洲

海外青年音乐家来自：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柯蒂斯音乐学院

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

茱莉亚学院
柏林艺术大学 巴德音乐学院

伯克利音乐学院
曼哈顿音乐学院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辛辛那提音乐学院

英国伯明翰皇家音乐学院

美国波士顿音乐学院

美国田纳西大学

新加坡交响乐团

美国坦普尔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斯音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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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星海音乐学院、英国剑桥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英国伯明
翰皇家音乐学院、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克利夫兰音乐学院、澳洲悉尼大学等 37 间学校的 176 人次的学生及社
会人士组成了 2017 至 2022 年的志愿者团队。 2020 年 1 月 11 日，广州塔为 2020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亮灯

96

45

695

部作品

个作曲家

场活动

古斯塔夫·霍尔斯特

卡米尔·圣 - 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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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YMCG 交响乐团
Youth Music Cul ture Guangdong
Symphony Orchestra

2017（首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的成功举办被业界称
为“翻开中国交响乐崭新的一页”。最初的两届音乐周（2017
年和 2018 年）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从第三届（2019 年）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
承办了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作为音乐周活动实施的载体，
从首届（2017 年）音乐周开始，每届音乐周都会组建一支
交响乐团，成员全部为 35 岁以下的青年音乐家。该乐团命
名为 YMCG 交响乐团，Y 代表青年（Youth），M 代表音乐

（Music），C 为文化（Culture），G 即广东（Guangdong）。
作为专门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而设的乐团，预示着这支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组建的乐团，将是一个富有
朝气、以乐会友、充满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大家庭。

2016 年底首次组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 YMCG 交响乐
团时，音乐周组委会接到了来自欧美亚洲多个国家近 40 个
城市的 600 多位青年音乐家递交的申请，他们中除了有在
纽约、费城、波士顿、洛杉矶、温哥华、柏林、德累斯顿、
伦敦、伯明翰、莫斯科、维也纳等西方文化重镇学习生活

的青年音乐家，还有来自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乌鲁
木齐、拉萨、呼和浩特、杭州、西安、昆明、青岛、香港、
澳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当然还包括东道主方面
的广州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家们。

根据组委会的工作安排，首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先
从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交流入手。因此，2017 音乐周的
YMCG 交响乐团由在世界各地报名者中挑选出的 80 名华人
青年音乐家组成，成员包括海外及中国各地（含港澳台地区）
的申请者。在首届音乐周举办期间，YMCG 交响乐团除了在
音乐周的主办地广州驻扎训练和演出以外，还和马友友先
生及部分音乐周导师赴台湾和香港巡演，在台北艺术大学
和香港演艺学院举行了两场音乐会。

2018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组委会在 2017 年 10 月公
布组建第二届音乐周 YMCG 交响乐团时，获得了更为广泛
的关注和积极的响应。除中国各地及在纽约、柏林、波士
顿、旧金山、辛辛那提、哥本哈根、纳什维尔、科帕斯、

新加坡等海外各地学习生活的华人青年音乐家踊跃应征外，
还吸引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爱尔兰、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青年音乐家投递应征材
料。吸收不同国家和族裔的青年音乐家加入 YMCG 交响乐
团，契合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秉持的“文化互通 共建互信”
（Connecting cultures，creating trust）发展理念。最终
成功入选 2018 音乐周乐团的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欧、美、
澳四大洲的华裔和非华裔青年音乐家。

2019 年的音乐周乐团成员中，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内（特
别是香港）的青年音乐家占比最高，不乏当地专业音乐院团
或相关艺术领域的骨干。2020 年，音乐周主办方共计收到
全球范围 38 个城市的青年音乐家的申请，其中 71 名青年
音乐家最终脱颖而出，受邀来到广州组成了该届 YMCG 交
响乐团。

2017 至 2020 年的四届音乐周乐团成员来自 21 个国家、
23 个海外城市和 23 个国内城市。在参加广东国际青年音乐

周期间，有着不同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的青年一代，能够
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差异，实现平等对话和交流，在当下这
个充满纷争的世界格局下，显得分外可贵。

美国著名指挥家迈克尔·斯特恩连续担任了 2017 至
2020 年四届 YMCG 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及指挥。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 年没有组建 YMCG 乐
团，但音乐周主办方依然在线上实施了“广东国际青年音
乐周 2021 特别项目”。虽然不能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音乐
家来穗，但本次特别项目仍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
范围内为数不多的以关注青年为主题的一次重要的国际性
音乐活动。

2022 年 1 月，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主办方邀请部分参
加过往届 YMCG 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家重返广州，与广州
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家们共同组建了新一届的 YMCG 交响
乐团。

2022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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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如人民网、央广网、中国日报（中文网）、凤凰网、南方网、大洋网、新浪、腾讯等多次转载音乐周报道；

音乐周艺术总监马友友的官方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布了音乐周的相关消息，余隆、马友友等音乐家及导师的社交账户多

次转发音乐周精彩瞬间，引起国际业界广泛关注。我省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广州广播电视台等各

大主流媒体对音乐周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截至 2022 年 2 月，音乐周在海内外公众媒体的主动报道超过 2300 篇，其

中境内媒体发稿 1427 篇次，境外媒体发稿 1133 篇次。广州交响乐团及星海音乐厅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共发布官方

推送信息 551 条。在各大主流媒体及自媒体平台上，连续五届音乐周活动视频的总浏览量已超过 4628 万次。2022 年，
多达 300 多家境外网站关注及转载 2022 音乐周的举办情况，为历年之最，体现了音乐周受国际关注的热度及广度节节上升。

报道过音乐周的部分境外媒体 :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地区

英国

美国

澳洲

英国

中国香港

英国

英国

英国

澳洲

澳洲

英国

英国

中国香港

美国

美国

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

Strings《弦乐》

Spectator《观察者》

The Strad

South Morning China Post《南华早报》

Gramophone 《留声机》

BBC Music Magazine《BBC 音乐杂志》

BBC Music Magazine《BBC 音乐杂志》

Limelight《聚光灯》

Limelight《聚光灯》

Gramophone《留声机》

The Strad

凤凰卫视

Violin Channel 官方平台

Blogcritics 官方网站

媒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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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隆（艺术委员会主席）
通过 YMCG 导师团队的帮助，让年轻人感受到真正的艺术、人生和文化的意义，对于他们的未来，包括中国和全世界

的年轻人，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希望你们在观看 YMCG 的同时，能够了解音乐周不仅仅是音乐活动，更多的是为未来的

年轻人播种。他们才是今后主宰世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文化传递，从而学会传递文化。

马友友（艺术总监）
在音乐周的旅途当中，我们通过不同的文化还有音乐，特别是在 2019 年提到的“天·地·人”，是让我们了解到音乐家

们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所应该有的定位或者说认识这个世界的手段。 

约翰尼·甘道斯曼（小提琴导师）
导师们特别享受参与音乐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四十年里，如果我们和 YMCG 的学员再次碰面，我们会怀念曾经

在这里一起享受过的时光和分享过的价值观。

科林·雅各布森（小提琴导师）
“音乐马拉松”让我感受很深。我看到了学员成长，演绎了属于他们的最美音乐。在音乐里不再拘束，无畏无惧。我

看到了真正的快乐，我很受鼓舞。

金南·阿泽姆（单簧管导师）
我喜欢广州，喜欢这里的人，喜欢来参与的学员，感谢广州交响乐团的邀请。一个音乐共同体在互动，在渐渐成长，

真的非常美好。

蒂娜·布莱思（哈佛大学学者）
在 YMCG 学的不仅仅是演奏，而是真正有实际意义地去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学员们需要保持两个特质：理性和冒险精神。

特别是在“音乐马拉松”的呈现上，对于他们这种伟大的实验，需要大家用实际行动给予欣赏和鼓励。

安德鲁·梅洛尔（《留声机》杂志）
YMCG 是一个很独特的音乐聚会，导师们鼓励青年音乐家做自己，勇于用没有乐谱的即兴音乐表达自己。这种意识对于

改变古典音乐的未来，乃至整个音乐行业发展都很关键。

奥利弗·康迪（《BBC 音乐杂志》）
2020 YMCG 开幕式音乐会为巴赫的音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不仅因为美妙的交响乐改编版本，更因为广交和广青交

的热情、全情投入而闪耀的演出。中国交响音乐的未来掌握在这个具有天赋的音乐大家庭手里。他们的指挥景焕是一颗冉

冉上升的巨星，必将带领她的音乐家们走向更高的水平。

安格斯·麦克弗森（澳大利亚《聚光灯》杂志）
在景焕干脆利落的执棒之下，广州交响乐团以及广州青年交响乐团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展现了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

赫不同面貌的迷人的探索。音乐会中的曲目包括大提琴家马友友与小提琴家约翰尼·甘道斯曼演奏真挚的咏叹调，以及交响

乐团演奏色彩斑斓、规模庞大的管风琴改编作品，2020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开幕式音乐会向巴赫不朽的音乐传承致以愉悦

的敬意。

伯纳德·兰斯基（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
音乐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即兴的融合、友谊的建立以及美好的音乐。我们从新加坡过来，因为我们相信

这里有完美的融合、勇气、希望和耐心。

艾萨克·汤普森（纽约爱乐乐团副总裁）
我感觉特别好，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音乐会，也是一次完美的体验，充满着想象力，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音乐家特别开心。

这次音乐周的特别之处在于年轻音乐家们的热情，他们与导师亲密的互动和交流是十分难得的。

张晋民（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我参加过全世界很多音乐节，YMCG 是我觉得在中国办得最好的。大家在其中愉快地学习，这里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

涂  松（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总监）
马拉松音乐会特别好，丝路工作坊特别有创意。古典音乐不能只强调正统，创意一定要建立在某种具备一定标准的基

础上。不管以后这些青年音乐家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具备创意的思维，否则就变成一个演奏的机器。

迟泽准（索尼（中国）公司副总裁）
青年音乐家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接受一流导师的培训是一个特别珍贵的机会。我能感觉到青年音乐家们尽可能地

理解导师给他们讲的，特别是丝路即兴工作坊的中国元素和西洋音乐结合一起，非常有创意。

专业评价
Acclaim from the Mus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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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员感言
Test imonials

柳鸣（2017 学员，首届上海艾萨克·斯

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奖者，现任上海交响

乐团首席）：通过在 YMCG 的这段时间，我

渐渐变得喜欢表达，喜欢和大家一起交流，

这是音乐周很突出的优点。比起一些传统的音乐节，YMCG

更多元化，让我对音乐有不同的见解。

陈家怡（2017 学员，现任上海交响乐团

第二小提琴声部副首席，原广州青年交响乐

团首席）：YMCG 对于我来说是个大挑战，

但导师们给予我无限包容和鼓励，我很感恩

却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赞美，那大概是出于礼貌而且“无

条件”的肯定，我怕迷失了自己。之后我放下戒心并换一

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要有一颗真诚善良的信才能发现

身边的美与好。

王佳稚（2017 学员，现任中央音乐学院

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教师）：特别难忘每天

晚上的讲座，都是音乐家关注的问题。每一

天的工作坊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原来音

乐是玩出来的，即兴演奏是调节现场气氛最好的演奏方式。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大家在音乐周玩音乐。

苏迪亚阿依（2017 学员，来自中国新疆）：

音乐周第二天我们排练《火鸟》时，马友友

突然坐在我旁边。他一看谱子说：“wow，

谱子好难啊，我从来没有拉过。”我想他在

开玩笑，但减轻了我很多压力。连续几天跟他共用一个谱台，

我感到无比幸福，排练期间好几次都在想这是现实还是梦

境。作为一名来自边疆地区的演奏员来说，是多么珍贵的

一个机会。

白马次吉（2017 学员，来自中国西藏）：

音乐真的不需要语言的讲解，音乐自己就讲

明了一切！我在这里感受到音乐不仅仅是五

线谱，它如此鲜活，从这把琴流淌到心里。

最后的最后，我万分不舍。离别只是另一个起点，我会跟

上大家的脚步，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陈姿瑾（2017 学员，哈佛大学）：曾经

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就是一名学生，

但我现在明白了，音乐家的角色并不由他的

身份而定义，音乐家应该是沟通，并且以情

动人的角色。就像导师刘茂珍所说，“作为一名音乐家，

我们永远可以给予一些什么。”

廖子皓（2017 学员，来自中国香港）：

在这 11 天里，我们完成了一次具有魔力的

开拓。苍白的语言无法描述我在这里学会的

东西，包括音乐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在 21

世纪里演奏音乐等等。我曾经以为音乐就是艺术的一种，

但其实它远远不止是艺术。

徐爽（2017 学员，空间物理专业学生）：

虽然大家都对我说：“你读理工科的做到这

样已经很不错了”，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贴着

业余爱好者的标签示人。我一开始能明显感

觉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但在不断的磨合后，我们得到

了所有人的喝彩，我感到无比荣幸。这段经历让我终身难

忘！

芦泽春奈（2018 学员，来自日本）：我

在音乐周遇见了很多一流的导师，感谢他们

的指导。跟大家一起非常开心，收获非常丰

富。在这里我是唯一的日本人，但每个人都

给我带来家人一样的温暖。

柯彦妤（2018 学员，来自中国台湾）：

音乐是我这辈子的奋斗动力，愿用音乐来解

释自己的人生，这是那晚听到四位导师深情

演奏后沉静的两分钟最大的感慨。

曹澜（2019 学员，新加坡杨秀桃音乐学

院）：从陌生到熟悉，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

在短短一周内以音乐为媒介，组成了鲜活、

有凝聚力、有爱的大家庭。

刘震宇（2019 学员，现任广州交响乐团

演奏员）：非常荣幸参加音乐周，谢谢遇见

的每一个人，每天的情景依然浮现在脑海中。

很遗憾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但音乐会让

我们再次相聚并通向无限可能。让音乐延续让爱在心与心

之间传递，让艺术表达出对世界的惊叹！

滕飞（2017-2020 学员，现任昆明聂耳

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作为参加了每一届

音乐周的元老，我之所以成为忠粉，正是因

为马友友团队和广州交响乐团的专业能力，

提供了强有力的前台和后勤保障，双边合力促使音乐周完

美进行。

陈鉴熙（ 2019-2020 学员，来自中国北

京） ：我在社区演出看到每个观众的笑脸的

时候，明白了音乐家的责任与义务。广大人

民群众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要运用音

乐的力量和作用，为更多人传递正能量，让更多的人受到

我们的服务，不要让音乐成为买票才能享受的商品。

林晶诗（2019-2020 学员，来自印尼）：

社区演出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户外演出，学

习友友如何跟现场观众互动。除此以外，我

们每个人都有幸获得跟友友单独对话的安

排，虽然时间有限但启发了我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

安珀·布鲁克·里德（2019-2020 学员，

来自新西兰）：YMCG 挖掘了一个音乐家的

方方面面，是一次难以置信的体验，我会推

荐给所有人！

塞莱斯特·卡鲁斯（2019-2020 学员，

来自美国）：参加音乐周之后，我对于音乐

的观点以及音乐家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跟随马友友学到的以观众为重的演奏心

态，将伴随我的一生。更重要的是，我拥有了更宽广的视

野和开放的思维，关于文化交融和分享的经验，进一步思

考我可以为推广文化交融做些什么。

伊娃·布拉达夫科娃（2019 学员，来自

捷克）：YMCG 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我很

庆幸自己被录取了，我们学习了很多新的理

念，更收获了友情。这是我最棒的人生体验

之一。

李炳阳（2017-2020 学员，美国耶鲁大

学音乐学院）：身在美国隔着屏幕看 2021

特别项目，还是那种熟悉的感动，依旧还是

那个“神游”的老马，换位思考的脑洞，好

奇心，信任，合作……老马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他在用实

际行动真诚地关注着人类的发展。

许宇翔（2019-2020 学员，来自广州）：

2021 特别的 YMCG，很开心能在现场，也算

连续参加三届了。十分荣幸能够以学员代表

的身份出席 2021 特别项目现场，聆听 Yo-Yo

和余隆总监干货满满的“大师对谈”。Yo-Yo 又一次提到 "

天地人 " 的话题，我想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一生去领悟

吧。感谢广州交响乐团的领导们和 YMCG 的全体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草川研二（2020 学员，来自日本东京）：

感谢广州交响乐团策划了这么伟大的项目！

我最喜欢“2021 特别项目”里的对谈部分，

每一个讨论的问题都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

马友友的回答如此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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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

自 2017 年 1 月首次举办，即被业界誉为“翻开中国交响乐崭新的一页”，并被评为当年的

“中国音乐十大新闻”之首。原《光明日报》资深文化媒体人、《中华文化画报》主编、我国

著名文艺评论家谌强先生在观摩 2017（首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活动后，就以《翻开中国交

响乐崭新的一页》为题专门撰文报道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音乐周举办期间，除了每天上下午

的小组活动和多场开放式排练活动以外，每天晚上都是对外的公开活动，包括音乐会、公益讲

座式“乐聚·畅谈”音乐活动，以及台北、香港巡演，并走进中山大学，与广东高校学者和青年

学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文化交流。直接参与上述音乐会和活动的公众人次达 6000 多人。本届音

乐周还引入国际品牌赞助商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和实施“中

国艺术拓展计划（AEP-China）”。

 2016 年 9 月 7 日，余隆及马友友在音乐周首个新闻发布会上

音乐周活动亮点
YMCG Programs and Events

4/   2017 YMCG 交响乐团在中国台北巡演 
5/   马友友在香港巡演音乐会上向观众介绍音乐周

3.

5.

4.

2.1.

1/   2016 年 12 月 7 日，首届音乐周倒数 30 天新闻发布会
2/   青年音乐家组成的重奏组受邀在 2017 Tedx 珠江新城年度大会演出
3/   2016 年 9 月 7 日，马友友亲临音乐周首次新闻发布会，吸引国内众多媒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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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 6.

5.

2. 2.1.

4.

5.

3.

1/   马友友及导师团队在中山大学怀士堂举行“乐聚·畅谈”音乐活动
2/  “乐聚·畅谈”音乐活动吸引了数百人参与
3/   导师们在“乐聚·畅谈”音乐活动中

3/   余隆及马友友在开幕式音乐会上讲话
4/   青年音乐家在星海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明天音乐会”演奏
5/   分声部排练

4/   地铁灯箱广告
5/   地铁广告
6/   道旗

1/   景焕执棒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于星海音乐厅举行开幕式音乐会演出
2/   马友友加入乐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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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除了延续第一届的活动安排以外，还首次走出二沙岛营地，

首次与“广东制造”及“汽车工业”联姻，音乐周的全体导师和学员充当“文艺轻骑兵”，来到了

佛山狮岭镇的“一汽大众”整车总装车间内举行了一场精彩的“乐聚·畅谈”活动，让工作在汽车

生产一线的青年员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音乐家们一道，在特殊的环境中领略音乐大师们带来文

化的跨界碰撞，受到一线工人热烈好评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音乐周闭幕式音乐会合共演出了

32 首曲目，演出时长近六个小时，这是广东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马拉松音乐会形式，马友友更在上

下半场两次出场表演。20
18

201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在 2018 YMCG 倒数 30 天发布会

3/   大众汽车厂工人沉浸在马友友导师团队创造的音乐氛围中
4/   导师们在“乐聚·畅谈”音乐活动中演奏
5/   马友友率音乐周团队在一汽 - 大众佛山分公司举行“乐聚·畅谈”音乐活动

3. 5.

4.

2.1.

1/   景焕执棒广州交响乐团与导师之一吴蛮合奏卢·哈里森《琵琶与弦乐协奏曲》片段
2/   音乐总监迈克尔·斯特恩及特邀音乐家为 2018 学员分享演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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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迈克尔·斯特恩执棒 2018 YMCG 交响乐团在星海音乐厅举行闭幕式音乐会
2/   导师麦克·布洛克率领乐团返场，点燃全场气氛
3/   陈擎团长（后排右三）带领一汽 - 大众佛山分公司代表参观音乐周驻地

1/   马友友与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
2/   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及导师蒂娜·布莱思被活动深深吸引

3/   马友友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
4/   马友友为倒数 30 天媒体见面会送上祝福视频
5/   学员在活动中深受鼓舞

1. 1.

4. 3.6. 5.

5.
4.

3.

2.

2.

4/   青年音乐家们在闭幕式音乐会演出即兴音乐
5/   著名琵琶演奏家、音乐周导师吴蛮启发青年音乐家创作即兴音乐
6/   马友友与余隆在开幕式音乐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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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员们“切磋”围棋技艺
5/   大提琴导师麦克·布洛克与学员分组讨论
6/   打击乐导师约瑟夫·格拉姆利与学员

3/    余隆、马友友及陈擎在星海音乐厅观看 2018 YMCG 交响乐团排练
4/    导师们在“音乐沙龙”中享用现场制作的灌汤包

1. 1.

3. 4.

2.

4. 6.

5.

2.

3.

1/   低音提琴声部在“音乐篷房”中排练
2/   青年音乐家在草坪上排练
3/   法国大提琴演奏员 Raphaël Jouan 与琵琶演奏家吴蛮交流

1/   “从贝多芬到无限惊喜”音乐会的重奏演出
2/    马友友与导师们在“音乐篷房”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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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世界著名的英国 Gramophone 杂志（《留声机》）杂志记者全程在 2019 年第三届广东国际青

年音乐周现场体验及采访，所做的专业报道和高度评价均体现在其文章《望东方——古典音乐的未

来！》，该文也成为当年 4 月号《留声机》杂志的封面故事。香港媒体《星岛日报》也以《YMCG

将大湾区带进世界视野》为题发表评论，对已连续举办三届的音乐周予以了高度认可。本届音乐周

活动丰富，共举行音乐会及开展各种规模大师班、各类组合的工作坊、排练、交流活动近 200 场（其

中相当部分对公众开放）。其中，艺术总监马友友首次举办了两场大师班，这两场大师班还提供了

数百个名额供公众免费参与。本届音乐周在传播形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开、闭幕式音乐会第一次

携手网络合作伙伴进行网络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近百万。

音乐周艺委会主席余隆与艺术总监马友友在星海音乐厅举行的开幕式音乐会上致辞

1/   余隆执棒广州交响乐团在星海音乐厅举行开幕式音乐会
2/   马友友与 2019 YMCG 交响乐团排练中

3/    马友友与学员们共同用餐
4/    余隆、马友友及全体导师参与闭幕式媒体见面会
3/    马友友与学员们的自拍

1.

3.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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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幕式及闭幕式音乐会首次网络直播，吸引近百万人次观看
5/   2019 YMCG 交响乐团报名平台
6/   马友友与学员们共同演奏

3/   青年音乐家们在闭幕式音乐会演奏室内乐曲目
4/   观众聚精会神地欣赏闭幕式音乐会

1. 1. 2.

3. 4.4. 6.

5.

2.

3.

1/   “布鲁克纳骑士”弦乐四重奏为学员讲解重奏要领
2/   2018 年 10 月 8 日，2019 YMCG 媒体见面会现场
3/   导师麦克·布洛克与学员排练中

1/    闭幕式音乐会里，马友友在星海音乐厅与 2019 YMCG 交响乐团合奏 
2/   “音乐篷房”是青年音乐家们碰撞理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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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020 年第四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共举行了音乐会、社区演出，以及各种规模大师班、工作坊、

音乐沙龙、“乐聚·畅谈”音乐活动、马友友及各类音乐大咖与大学生面对面等超过 200 场活动。

艺术总监马友友及音乐周导师团队与青年音乐家们更一起深入广州塔、沙面岛、粤剧艺术博物馆、

永庆坊、执信中学、钻石公园等广州多处文旅地标、广州传统社区进行快闪演出。这六次快闪式的

社区演出，无论在演出形式，还是话题性、关注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广受各界关注和

市民好评。澳洲古典音乐杂志Limelight《聚光灯》记者 Angus McPherson 在参与全程活动后评价道：

“2020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是一个迷人而极具启发性的文化交流盛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艺术总监马友友与广青交在星海音乐厅联袂演出

1/    导师们享受“音乐沙龙”的美妙时光
2/  “布鲁克林骑士”弦乐四重奏接受媒体采访  
3/    倒数 30 天媒体见面会现场 

4/    音乐周的精彩瞬间吸引众人围观
5/    志愿者培训现场

1.

2.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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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友友向学员们介绍明星导师团队
2/   导师与青年音乐家排练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
3/   马友友在沙面演出

4/   马友友与余隆向执信中学的同学们分享理念
5/   马友友在二沙岛钻石公园演奏
6/   青年音乐家们在广州塔 450 平台演奏

4.

3. 1.

2. 3.

6.

5.

2.

1.

2/   马友友与广东高校学生代表交谈
3/   音乐周大本营一角

1/    迈克尔·斯特恩在星海音乐厅执棒 2020 YMCG 交响乐团演奏巴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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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音乐家与导师在音乐沙龙
5/   志愿者制作乐谱
6/   音乐周主题巴士与大本营

1.

4. 6.

5.

2.

3.

1/   青年音乐家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演奏
2/   艺术管理工作坊
3/   马友友在永庆坊演奏

20
21

虽然新冠疫情阻隔国际往来，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依然坚持前行的脚步——2021 特别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晚上八点全球直播。节目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余隆指挥广州交响乐团先后与

两位零零后音乐家王雅伦（钢琴）、苏千寻（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片段）及

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片段）。第二部分，马友友为全球青少年制作一堂长达 80

分钟的大师课，通过精心准备的内容、线上演奏和经验分享，将所有人引入了他的“音乐实验室”。

第三部分，身处广州的余隆和身处美国波士顿的马友友进行国际连线，与在广州现场加入连线互动

的青年代表们，举行了一场跨越东西半球、充满思想碰撞的深度访谈。活动经 15 个国内直播平台

向全球播放，录得 163.7 万人次关注。曾进驻 2020 音乐周进行深度采访的英国权威古典音乐杂志

BBC Music（《BBC 音乐杂志》）官网为本次活动特别撰文报道，并转播了特别项目直播时的所有

相关内容。澳洲古典音乐杂志 Limelight（《聚光灯杂志》）、英国古典音乐杂志 The Strad（《斯

特拉杂志》），美国古典音乐新媒体 Violin Channel（《小提琴频道》）社交账号均对活动进行后

续转播及报道。

余隆与马友友进行一场跨越东西半球、充满思想碰撞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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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余隆接受电视台主持人采访
2/   青年小提琴家苏千寻演奏
3/   余隆指挥广州交响乐团与苏千寻演奏

1. 3.

2.

5.

3/   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代表龙俊翔、颜坤向马友友提问
4/   青年大提琴家欧阳娜娜与马友友交流
5/   欧阳娜娜与广州交响乐团青年弦乐四重奏合奏

1. 2.

4/   青年钢琴家王雅伦与广州交响乐团演奏
5/  “网络音乐会”拍摄现场

1/    连线活动现场观众受邀提前观看马友友大师课
2/    马友友为全球青少年录制 80 分钟大师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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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交响乐团排练厅变身为演播室
2/   现场嘉宾与马友友隔空合影，为国际连线画下句号

1. 2.

3/    现场导演与主持人沟通细节
4/    国际连线制作现场
5/    活动承办方广州交响乐团及星海音乐厅代表

3. 5.

4.

20
22经历两年疫情考验之后，2022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举行了因上一届受疫情影响未能实现的线

下大师班和音乐会，并邀请享誉国际乐坛的上海四重奏赴广州举行大师班和音乐会。在临近音乐周

开幕不足十天之际，上海四重奏因天津疫情未能成行，音乐周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艺术总监马友

友两位大师也因疫情阻隔未能莅临音乐周。在此艰难时刻，音乐周策划团队及时调整，以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本届音乐周的活动项目。身在天津的上海四重奏通过网络为来自北京、上海、

广州的三组青年弦乐四重奏举行内部及公开大师课，身在波士顿的马友友、堪萨斯城的迈克尔·斯

特恩以及身处隔离酒店中的余隆，与广州交响乐团演播室里的 YMCG 乐团全体成员连线举行主题为

“音乐无界”的的“乐聚·畅谈”活动。在音乐周闭幕音乐会，马友友以视频演出的方式与 YMCG

交响乐团合奏德沃夏克《月亮颂》，用动人的音乐为他与音乐周的共同探索之旅画下一个句号。

马友友在屏幕上与 2022 YMCG 交响乐团合奏德沃夏克《月亮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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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1.

3.

2.

2/   广州打击乐团在星海音乐厅拉开 2022 音乐周“快闪”活动序幕
3/   “灿烂金属”铜管五重奏在广州第二少年宫与特需儿童共同演出

1/   广交“Peng & Pan”弦乐二重奏与“灿烂金属”铜管五重奏在有轨电车停车场演奏
2/   音乐家乘坐有轨电车前往海心桥举行“快闪”活动

3/  广州交响乐团重奏组乘坐主题巴士穿梭城中演出

1/  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景焕执棒乐团在开幕音乐会演奏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回顾册 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

58 59

1.

2.

2/   双语主持翟佳通过网络串联四地
3/ “灿烂金属”铜管五重奏为“乐聚·畅谈”国际连线活动开场

1/    余隆、马友友及迈克尔·斯特恩三位大师远程连线广州交流

6.

1.

2. 3.

2/   上海四重奏成员李伟纲、于翔通过远程连线为中国爱乐乐团青年四重奏上大师班
3/   三组青年四重奏在于星海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举行的音乐会上返场合奏

1/  广州交响乐团音乐家们在海心桥举行“快闪”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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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马友友在演奏前致辞
3/   余隆代表策划团队感谢马友友在过往六年的付出

1.

1/    广交团长陈擎与 YMCG 交响乐团重奏组合奏《爱的致意》1/    广州交响乐团及星海音乐厅执行团队代表与青年音乐家合影

2. 3.

2/   2022 YMCG 交响乐团为闭幕音乐会排练
3/   广交团长陈擎在闭幕音乐会致辞，分享与马友友团队共同策划音乐周的美好回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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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支持的“中国艺术拓展计划 (AEP-China)”项目连续三

年参与 " 音乐周 " 联合制作。该项目由音乐周艺委会主席、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余隆先生于 2017 年发起，旨在通过音乐互动体验活动激发中国年轻一代对于

艺术的启蒙和参与。注入马友友和导师团队跨越文化，共创未来的音乐理解和文

化精神，正是构建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创新且影响深远的尝试。

赞助
Sponsorship

在他们的引领下，来自海内外不同地区的青年音乐家“以乐会友”，学习吸收

国内外先进开放的文化思维和艺术养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演文化盛会，

在这里迸发出的灵感火花也将激发更多关于音乐与人生、文化与社会、传承与发展、

融合与创新的思考，向世界展示当今中国、展示活力广东的风采。



Music never stops. Keep Playing!

We’l l  Meet Again!     

音乐不停，继续前行！

 期待再会！

“2021 特别项目”期间往届学员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祝福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