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国际学校 
 
英文   俄文 
 
举办日期： 

寒假学校：2019 年 1 月 25 日-2 月 7 日 

项目时间： 

• 一周：1月 25日-1月 31日（结束于 2月 1日 12点） 

• 一周：2月 1日-2月 7日（结束于 2月 8日 12点） 

• 两周：1月 25日-2月 7日（结束于 2月 8日 12点） 
 
 
暑假学校：2019 年 8 月 1 日-8 月 21 日 

项目时间： 

• 一周：8月 1日-8月 7日（结束于 8月 8日 12点） 

• 一周：8月 8日-8月 14日（结束于 8月 15日 12点） 

• 一周：8月 15日-8月 21日（结束于 8月 22日 12点） 

• 两周：8月 1日-8月 14日（结束于 8月 15日 12点） 

• 两周：8月 8日-8月 21日（结束于 8月 22日 12点） 

• 三周：8月 1日-8月 21日（结束于 8月 22日 12点） 
 

 
关于学校 

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国际学校为学生提供如下专业课程： 
 

一对一授课 集体授课 

• 钢琴、管风琴、管弦乐器 

• 歌剧独唱 

• 作曲课程 

• 合唱与交响乐指挥 

• 伴奏课程 

• 音乐理论及音乐史 

• 俄语等等 

• 合唱 

• 室内乐 

• 民族乐器乐队 

• 音乐理论及音乐史 

• 音乐教学法 

• 俄语等等 

 
 

 

http://www.mosconsv.ru/en/event_p.aspx?id=161625
http://www.mosconsv.ru/ru/groups.aspx?id=156143


 

国际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在柴院室内音乐厅 2 月 6 日和 8 月 20 日分别举办的音
乐会。 

 
师资 

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由位以上全球著名的教授授课。 
 
结业证书 

课程结束以后，每一个参加者拿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办的结业证书。 
 
吃住 

宿舍离音乐学院 2,8 公里。宿舍有两家楼，老建筑宿舍（地址：Malaya 

Gruzinskaya 街 26，1 号楼）与新建筑宿舍（地址：Malaya Gruzinskaya 街 24，3 号
楼）。 

 
学生可以与父母和/或陪同人员一起住宿和用餐，每人付款: 
• 住老建筑宿舍价格是 3450卢布一夜 

• 住新建筑宿舍价格是 5750卢布一夜（价格区别跟住宿的舒适有关）。 

学生在宿舍住宿每个额外的一天以相同的费率支付。 
 
文化活动 

国际学校将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历史性建筑中举办，位于莫斯科市
中心。课程还适当安排导游带团游览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周边城市的名胜。增加游览项
目（柴可夫斯基、斯基里亚宾等人物故居及剧院票等等）是自费的。 

 
一周的标准课程包含： 

( 签证支持 

( 机场接送服务 

(每日巴士接送：9:00-11:00 从宿舍到 音乐学院，19:30-21:30 从音乐学院到宿舍 

( 三节跟柴院老师的课（每一节课为 50分钟） 

( 伴奏服务费 

( 翻译服务费 

(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乐谱图书馆服务 

( 每天为学生提供自学室 

( 欣赏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各厅举办的音乐会 

( 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办的大师班 

 



 

(在老建筑宿舍或新建筑宿舍住宿（可选); 

( 两餐饭（午饭、晚饭） 

( 游览项目 

注意！ 标准每周课程中包含的服务集是 灵活，可以在任何组合变化，取决于
参与者在他的个人电子应用程序中的个人笔记（请参阅下面的链接）。 

 
一对一标准课程费用（卢布） 

 

课程时间 学生宿舍住宿 乐曲伴奏服务 课程副教授授课 课程教授授课

没有钢琴伴奏 6.4833万 7.1347万 旧楼 

有钢琴伴奏 7.6512万 8.3026万 

没有钢琴伴奏 8.0933万 8.7447万 

一周 

新楼 

有钢琴伴奏 9.2612万 9.9126万 

没有钢琴伴奏 12.5067万 13.8093万 旧楼 

有钢琴伴奏 14.8425万 16.1451万 

没有钢琴伴奏 15.7267万 17.0293万 

两周 

新楼 

有钢琴伴奏 18.0625万 19.3651万 

没有钢琴伴奏 18.5300万 20.4840万 旧楼 

有钢琴伴奏 22.0337万 23.9877万 

没有钢琴伴奏 23.3600万 25.3140万 

三周 

新楼 

有钢琴伴奏 26.8637万 28.8177万 

 
 

1. 注意！ 以美元或欧元结算的话，费用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官方汇率并在付款
日而确定。银行手续费不包括在内。 

 



 

 
2. 不管选择什么课程类型，付款分成两个部分。 

( 第一步 -  支付 4500 卢布的报名费（美元或欧元等值）。银行汇款信息将会发
送到每个学生邮件。 

( 第二步 – 签订个人合同并付清剩余款额（报名费算是课程费用的一部分）。 

注意！在拒绝参加本活动的情况下，报名费不许退还。 
 
3. 集体课程收费在个人要求不同的条件下来确定。为安排校内比赛、小型音乐

会、规定话题的公开课以及补课、伴奏或翻译服务等任何延伸服务在个别合同约定与

确认。 
 
合同 

1. 学校和每一个学生签订个别合同， 在其条款内写清楚每一个参加者的实际约
定的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 合同总金额据个人需求而确定。 

 
2. 如果学生需求翻译或伴奏陪同， 请填写在申请表（下述）并划出需要的语

言。 万一无法满足语言需求， 国际学校管理有权给学生英语翻译者。 
 
填写网络申请表: 英文  俄文 

下载、签名并发送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 英文  俄文 
 
提交申请期限 

• 寒假学校- 到 12月 15日。 

• 暑假学校- 到 7月 15日。 
 
任何出现的问题请发送到tchaikovskyschool@mail.ru邮件上。 

电话：+7 (495) 629-21-91 
 
国际交流管理处 

俄罗斯，莫斯科市，Bol’shaya Nikitskaya Ulitsa, 13/6, 125009. 莫斯科国立柴科夫
斯基音乐学院； 三楼的休息室（小厅下面）。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_QqBtsuDWrxOl37wE4PekGH9hjFZ5J8tXXU23ZW4P8/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KqQQWuPtJ8Q9Dpc_QCZffPg8lZx2nnmQhsG79C-uB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www.mosconsv.ru/upload/images/IS_consent%2520for%2520data%2520processing_en%2520(final).doc
http://www.mosconsv.ru/upload/images/IS_consent%2520for%2520data%2520processing_ru%2520(final).doc
mailto:tchaikovskyschool@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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