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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fidardo 2016
“Castle is secret” is 

not just a traditional 
nursery rhyme that 

describes the essence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wns of 
the Marche. Secret 

because almost 
hidden among the 

hills near the Riviera 
del Conero,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Loreto, a faith capital 
and from Recanati, a 

culture  capital. 

Castelfidardo is the capital of classical and popu-
lar music thanks to its accordion. The PIF was 
born as a springboard for young people and it is 
confirming its role of promotion for the accordi-
on as an instrument for all generations and all 
musical genres. 
Following this philosophy, we are introducing 
new categories such as the World Music and a 
jury of excellent quality, which may also have a 
role of talent scout.



第41届国际卡斯特费达多手风琴锦标赛章程

1.本届比赛时间为2016年9月22日--25日，在意大利卡斯特费大多举办，并设立
了18850欧元的奖金。
2.选手们可以最多报两个组别（一个是独奏组，另一个必须是重奏组或室内乐
组或乐队组）
3.报名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报名表在www.pifcastelfidardo.it。
4. 报名费免费

比赛组别及其章程与奖励
第一部分--古典组（2015年24日--25日）
艺术家组
无年龄限制
三轮比赛
第一轮（9月24日）选手们必须演奏最多演奏20分的曲目，自选曲目，但是必须
有一首羽管键琴和管风琴的巴赫作品。在选择曲目是选手们可以尽可能的演
奏手风琴的原创作品，包括不同国家的风格，不同年代，不同曲风等。
第二轮（9月25日）入围的选手（6名）必须演奏最多20分的曲目，自选（要不同
于第一轮曲目）。第二轮的选手比赛顺序会重新抽签安排，并且会与第三轮的
演奏的顺序也同样如此。
第三轮：（9月25日）前三名入围的选手会与来自费尔莫音乐学院的弦乐
队“G.B.Pergolesi”由丹尼尔•朱利奥•莫莱斯大师指挥。在下午5:00在剧院
（Astra Theatre)演奏规定曲目“White Shadows”由Fabrizio De Rossi RE
作曲，本曲来自由W.S Van Dyke（1928）指导的电影“White Shadows in the 
South Seas”
在演奏结束后，评委们会定夺谁是冠军。
规定曲目的谱子与MP3音频可以在www.pifcastelfidardo.it中下载

1.冠军
获得一个奖杯
奖金1500欧元（税前）
特殊奖：在环球手风琴网站上建立一个为期一年的个人专栏
在颁奖音乐会上演奏（会奖励200欧元的旅费与住宿的津贴）
可在2017年在比利时蒙斯的“Accordeon-nous.org”活动中举办获奖音乐会
可在2017年塞尔维亚科拉古耶瓦茨国际手风琴艺术节中举办获奖音乐会
可在2017年俄罗斯罗斯托夫“Accordion plus”活动中举办获奖音乐会
可在2017年葡萄牙阿尔科巴萨举办的国际手风琴节中举办获奖音乐会
2.亚军
获得一个奖杯
奖金80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400欧元（税前）

特殊奖
评委将选出一位意大利选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且有300欧元的补贴和提供
住宿）

Category A 组--12岁以下独奏组（出生在2004年之后）
自选曲目，演奏时间最多不可超过10分钟
选手们必须背谱演奏

1.冠军
 获得一个奖章
 奖金250欧元（税前）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50欧元（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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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欧元（税前）

特别奖：为纪念Gisela Dolling给最小的参赛者200欧元奖励

Category B --15岁以下独奏组（出生在2001年以后）
自选曲目，演奏时间最多不可超过12分钟
选手们必须背谱演奏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250欧元（税前）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5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欧元（税前）

Category C -18岁以下独奏组（出生在1998年以后）
自选曲目，演奏时间最多不超过15分钟
选手们必须背谱演奏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250欧元（税前）
特殊奖金300欧元，纪念Gervasio Marcosignori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50元年（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欧元（税前）

Category D -独奏组，无年龄限制
自选曲目，但其中要包括一首D.斯卡拉蒂奏鸣曲，演奏时间不得超过18分钟
必须背谱演奏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获得奖金400欧元（税前）
 在葡萄牙阿尔科巴萨所举办的2016年国际手风琴艺术节中举办获奖音乐会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获得奖金25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获得奖金150欧元（税前）

特别奖
由评委选出一位意大利选手参加在Ascoli Piceno举办的音乐会（包括300欧
元的补贴以及提供住宿）

额外将--独奏组
安科纳商协会将捐出300欧元的奖金颁发给给分别在CategoryA、B、C、D古典
音乐组别中来自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希腊、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区域国家的得分最高的独奏选手。这个奖是由来自



在ADRIATIC-IONIAN地区工作、具有贡献的GIUSEPPE CINGOLANI而命名的。

Category E --室内乐组--手风琴重奏组--无年龄限制
参赛组可以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0欧元（税前）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70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400欧元（税前）

Category F --室内乐组--乐队组（手风琴与其他乐器）
参赛组可以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0欧元（税前）
 特别奖：在环球手风琴网站上建立为期一年的专栏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70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400欧元（税前）

特殊奖：
评委们将选一支意大利的乐队参加在库尼奥省举办的“2017夏季音乐节”活动
中的音乐会表演。

额外将--乐队组
安科纳商协会将捐出700欧元的奖金颁发给给分别在CategoryA、B、C、D古典
音乐组别中来自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希腊、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区域国家的得分最高的乐队。这个奖是由来自在
ADRIATIC-IONIAN地区工作、具有贡献的GIUSEPPE CINGOLANI而命名的。

第二部分--其他类型音乐组（9月23日）

Category H --18岁以下流行组（出生在1998年以前）
选手可以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曲风可以包括流行曲目，民谣，爵士等）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250欧元（税前）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5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欧元（税前）

特殊奖
评委们将选出一位意大利的选手在卡斯特费达多国际手风琴博物馆举办一场
音乐会（包括300欧元的补助以及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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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I 流行组--独奏组，无年龄限制
选手可以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18分钟
（曲风可以包括流行曲目，民谣爵士等）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400欧元（税前)
 特殊奖：
 会受邀在加拿大蒙特马尼魁北科举办的2017手风琴节活动（旅费与住宿费由
家乐福提供）
 在Potenza Picena与音乐友好协会一同举办一场音乐会（马切拉塔—2016年
9月24日）（包括300欧元的补贴）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25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50欧元（税前）

特殊奖
评委将选出一位意大利的选手参加在Castelvetro di Modena的举办的音乐
会中表演（包括300欧元补助以及提供住宿）

Category L -管弦乐队与乐队组，无年龄限制，至
少两位选手、主要由手风琴组成,或者的手风琴和其
他乐器但手风琴为主
选手们可以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曲目类型可以是轻音乐，流
行曲目，爵士等）
1.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1000欧元
特殊奖：可获得专业手风琴麦克风，可在BARVIN Edizioni Musicali（罗马）
进行录音，并且发行1000张专辑CD
2.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700欧元（税前）
3.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400欧元（税前）

第三部分--世界音乐组（9月22日）

CATEGORY M组--合奏组--无年龄限制
Category M组是一个开放的组别，针对管弦乐与乐团，并且无年龄限制。但是
要至少有一台手风琴在乐团里，或者是全音节手风琴，或班多钮，或电子手风
琴。并且是要合奏形式。
乐队中也可由一个以上的其他风琴乐器。
选手们可自选曲目，演奏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包括改变与创编的世界音乐,
爵士乐、民族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以及原声太音乐。组委会将每组的表演性与
艺术性上判分。
冠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700欧元（税前）
 特殊奖：奖金300欧元来自Mario Moreschi
1.亚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500欧元（税前）



2.季军
 获得一枚奖章 
 奖金300欧元（税前）
特别奖：评委将选出一组意大利的团队，参加2017年在安科纳举办
的”Adriatic Mediterranean”节上进行表演。

所有组别的统一规则
1）所有参加古典组的选手要准备好三份参赛曲目的谱子，比赛时将要把此乐
谱分发给评委们。在上场前请将所要演奏的曲目单交给报幕员（手写和打印均
可）
2）所有参加古典组的选手要准备好至少一份参赛曲目的谱子，比赛时将要把
此乐谱分发给评委们。在上场前请将所要演奏的曲目单交给报幕员（手写和打
印均可）
3）所有的评委打分为最高分为20分，最低分为1分。分数为去掉一个最高分与
最低分，最终取平均值。最终的成绩与每位评委所打出的成绩都会公布在组委
会办公室的门口。
4）选手们可以通过寄信、传真、邮箱的形式报名。请在比赛前一天到组委会进
行现场确认报名，截止时间为晚上7点整。
请每位选手在参赛前一天都要确认好比赛场地。
所有比赛都是可以公开观摩
5）如果选手不符合比赛章程，评委有权取消选手的获奖资格。
6）每组的前三名，以公平的原则评判。比赛结果不可更改
7）选手必须到现场来参加比赛，任何音频与视频和其他的媒体流都不被组委
会所承认
8）此次比赛章程的解释权归安科纳法庭所有
9）每组的前三名必须到Astra Theatre剧场参加颁奖仪式，每组冠军都要在
颁奖仪式上演奏，所演奏的曲目将由评委来选择。

关于选手住宿
申请比赛的前40名独奏选手与前90名的管弦乐队的选手组委会将会尽最大的
努力提供免费住宿（意大利选手提供一天的住宿、外国选手提供两天的住宿。
没有单人间。）但是要服从PIF2016组委会的安排，并只提供给参加比赛的选
手们。
选手们请与Pro Loco旅行社联系（电话071 7822987/071 7823162）他们会为选
手们提供帮助。

组委会在比赛期间不承担任何选手发生的意外事故，请选手们注意个人安全

根据每轮参赛选手的情况，组委会在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利在比赛期间叫停。但
不会影响到参赛者的成绩。

比赛选手们的个人资料视频及音频仅用于比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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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FIDARDO
PIF 2016

41th International Accordion Prize
“Città di Castelfidardo” for soloists and groups



Info, download rules and entry forms

www.pifcastelfidardo.it

CONTACT
Assessorato alla Cultura

tel. +39 071 7829349
fax +39 071 7829357

turismo@comune.castelfidardo.an.it

Associazione Turistica Pro Loco
tel. +39 071 7822987
fax +39 071 7823162

prolococ@tiscali.it

Città di Castelfidardo
ASSESSORATO ALLA CULTU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