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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YAGP 比赛面向 9 岁-19 岁的舞蹈选手开放，不限国籍。小于 9 岁或大于 19 岁的学生可

以参加团体舞或双人舞类，只要团体舞或双人舞中舞者的平均年龄在 9 至 19 岁之间。平均

年龄的计算方法为，将所有舞者的年龄相加，再除以组合中舞者的数量。最后得出的数字

应该在 9 到 19 之间。

•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参赛者在整个 YAGP 2020 赛季的年龄将严格明确。

• 专业舞蹈演员不允许参加 YAGP 比赛。YAGP 对专业舞蹈演员的定义是，根据每年至

少雇用该舞蹈演员 26 周的年度合同，受雇于专业舞蹈团的全职舞蹈演员 (包括学徒)。包

括虽然目前没有这种合同，但过去有过这种合同的舞蹈演员。

• 我们鼓励 YAGP 的参赛者、家长和教师在 YAGP 的网站 http://www.yagp.org      和      YAGP
的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INSTAGRAM 上查看最新的注册信息和其他更新。

• 参赛者可以作为独舞、团体舞或双人舞的一部分，或以任何组合的形式参加比赛。

• 参赛者可以作为一名不隶属于任何学校的学生独立参加比赛，也可以作为一名隶属于任何

学校的舞蹈演员参加比赛(在开始注册之前，您必须获得学校的 36 位舞蹈工作室代码)，或者

舞蹈工作室/学校可以为 YAGP 的所有参赛者注册。所有合演必须通过学校 /舞蹈工作室账户

注册。

注意:如果您通过多个帐户注册(例如:个人帐户和学校帐户)，参赛者有责任在第二次付款前通

知 YAGP 多项帐户注册费用。YAGP 不对两次支付的注册费负责。

• 欢迎参与者在多个半决赛地点注册(视每个地点的场地情况而定)。

• 为了能够参加各地区半决赛的古典芭蕾舞类别比赛，舞者必须从古典曲目列表中选择

变奏曲 (见下文，请注意变奏曲选择的年龄限制)。
• 参赛者须负责获得对变奏曲的编排的批准，对变奏曲的要求如下：

• 学生可以表演一首以上的变奏曲，但是，YAGP 有权限制学生可以表演的变奏曲数量、

限制学生参加的活动数量或拒绝任何由YAGP 决定的注册。

• 在所有 YAGP欧洲地区，学生最多只能表演两首古典变奏曲和两首当代舞/公开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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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独舞参赛者都可以选择在以下一个或两个类别中表演:
o  古典芭蕾:变奏曲必须从下面的古典曲目列表中选择。

o  当代舞/开放舞蹈:这一类别包括任何“开放独奏”的变奏曲，这些变奏曲不是取自古典曲目

列表，而是参赛者根据舞蹈技能和自身的才艺选择。

请注意:为了有资格进入决赛，每个初级组和高级组参赛者必须从YAGP提供的曲目列表中至少表演一首古

变 奏 曲 。典 奏曲。

如果获邀参加纽约总决赛，所有初级组和高级组参赛者必须表演一首古典变奏曲和一首当代独奏

曲。

• 希望表演古典曲目列表中的双人舞的参赛者只能表演慢板和尾声。

• 幼年组仅限于表演电脑特定的古典曲目。YAGP 规则允许幼年组参赛者的老师对原始的古典舞

蹈稍加修改，适应学生的技术水平。如果对古典变奏曲进行了重大修改，或者为学生编排了原创

作品，则该作品将被视为当代/开放类别。

足尖舞表演

我们非常重视确保所有舞者的安全和健康，尤其是我们最年轻的参赛者。为此，请确保您遵守以

下准则:
10 岁以下的学生严禁进行足尖舞表演。如果参赛者执意选择表演足尖舞，他们将失去晋级前 3 名

的资格。特别不鼓励 11 岁的学生表演足尖舞。

注意:表演半足尖舞的幼年组学生除了可以表演幼年组曲目列表之外，还可以表演初级组曲目列表

中的变奏曲。

. YAGP 的大师班由 YAGP 的评委成员和特级教师组成，成为 YAGP 不可获取的一部分，担负着

YAGP 的教育使命。尽管不要求必须参加课程，但是我们强烈鼓励参赛者充分利用这次 YAGP 的

宝贵经历，大师课程包括在注册费中。不参加不会影响参赛者的分数或与 YAGP 的关系。

• 根据每个地点的工作室使用情况，一些地点的大师课程将会缩短——2节而不是 3节

•由于工作室的空间限制，家长不允许旁听大师课。

• 根据许多剧院管理部门的要求，为了遵守消防法规和安全考虑，每个学校最多允许 2 名代表(包
括教师和学校/工作室主任)只能在开放式舞台(OPEN STAGE)表演期间出现在后台！没有例外。

• YAGP保留在任何 YAGP活动期间随时拍摄照片和/或录像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大师课的录音、

参赛者在比赛期间的排练或表演，或场馆大厅或后台的任何活动。通过参加 YAGP，参赛者及

其父母和/或法定监护人明确允许 YAGP随时制作任何照片/视频记录(包括含有其姓名或肖像的

照片/视频记录)，用于 YAGP宣传目的(包括在印刷、线上或社交媒体中的任何用途)。

请注意:YAGP 的规则和条例不允许参赛者在一个以上的地点获得奖项。唯一例外的是如果一个舞

者的排名比前一个的赛场高。

Example: If a dancer has already placed in the Top 12 at one Regional Semi-Final, he/she will not
be eligible to be placed in Top 12 at any other location – unless they place higher (1st, 2nd or 3rd
place). If a dancer receives 2nd place at one Regional Semi-Final, he/she will not be eligible to



receive any place at any other location – unless they place higher (1st place or the best overall in
their age division).
例如:如果一名舞者已经在一场地区半决赛中进入前 12 名，他/她将没有资格在任何其他地方进入前

12 名——除非他们排名更高(第一、第二或第三名)。如果一名舞者在一场地区半决赛中获得第二名，

他/她将没有资格在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任何席位——除非他们获得更高的排名(第一名或他们年龄组

中最优)。
*2020 赛 季年新 季* 团 体小型和大型 体

由于需求量大，小团体(2-4 名舞者)和大团体(5 名以上的舞者)的奖项可以单独宣布，也可以合并宣

布。由评委酌情决定，取决于任何给定场地的团体总数。

龄 划 分年 划分
• 高级组: 15 -19 岁

(出生于 2000 年 1 月 2 日至 2005 年 1 月 1 日期间)
• 初级组: 12 - 14 岁

(出生于 2005 年 1 月 2 日至 2008 年 1 月 1 日期间)
• 幼年组: 9 -11 岁

(出生于 2008 年 1 月 2 日至 2011 年 1 月 1 日期间)

双人舞、双人项目、小型和大型团体:

平均年龄的计算方法为，将所有舞者的年龄相加，再除以组合中舞者的数量。最后得出的数字应

该在 9 到 19 之间。

请注意:强烈建议 14 岁以下的双人舞中的男性舞伴仅使用“par terre”动作（脚尖接触地面做圆形运

动），不要举过肩。



注册流程
要申请地区半决赛，参赛者必须在 YAGP 网站上在线注册 http://www.yagp.org

要申请纽约总决赛，参赛者必须被邀请参加半决赛，并将接受 YAGP 工作人员的进一步

指导。

• 要开立新帐户或使用旧帐户注册，请观看视频，按分步说明正确完成注册:

新学校/工作室注册 – 视频 
附属于学校的个人舞者- 视频
独立舞者- 视频

• 所有现有学校账户: 如果你的学校已经创建了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应该在本赛季按照同样的流

程注册所有的学生。注册完成后，学生可以登录自己的账户，核实信息或付款，但前提是学校必

须完成注册。

• 如果参赛者已注册过 YAGP 2018 或 2019 赛季帐户，可以使用同一帐户注册 YAGP 2020 赛季。

• 对于新帐户和现有帐户，为了在学校正确注册，参赛者必须从学校代表处获得 36 位的学校 ID
号。如果没有使用 36 位的学校 ID号注册，可能无法将独立舞者的注册信息与其学校关联。

• 在创建账户后，这个 36位的工作室代码仅在学校的面板上可用。YAGP无法向创建账户和注册

的独立舞者提供特定学校的 36 位代码。

• 注册完成后，所有参赛者都已添加到注册中，届时参赛者将收到一封带有免责权表的电子邮件，

该表格必须在收到后填写。完成表格后，参赛者能够进入注册的支付部分。

o 请在提交前仔细检查您的注册信息

o  如果您在提交注册后的 24 小时内没有收到免责权表，请仔细检查您提供的电子邮件，然后

通过您的 Dance Genie 帐户重新发送表格(请参考我们的视频教程)。如果仍有问题，请联
系YAGP 地区注册办公室

o  请仔细检查注册表上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这是我们与您沟通并确认您注册的唯一方式。

o YAGP 不对参赛者或其代表在在线注册系统中输入的信息负责。参赛者或学校有责任核对

他们输入的信息并确保其正确。

• 完成注册 (包括付款部分 )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邮件地址是注册您的 Dance

Genie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x4iLO23E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57&amp;v=ro0vmE32m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7&amp;v=qvZ0oo3kC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36&amp;v=WE5muGOXJeM
http://www.yagp.org/


教师徽章注册

• 当在网上注册舞者时，请务必在你注册的“教师”栏中列出你的教师和主管。

如果教师或学校主管没有通过 Dance Genie系统列出，将不会提供YAGP 徽章。

请注意，每所学校的徽章数量最多为 2枚，只能授予学校主管和教师，不得授予家长。

只有那些正式注册为“教师”的人(包括舞蹈指导和学校主管)才能在注册时领取教师徽章。

由于每所剧院的建筑和安全规定(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教师/主管在现场登记领取徽章时，必

须提供一个带照片的身份证。请注意，如有教师徽章丢失或被盗，我们无法更换。



提交音乐

创建您的      YAGP      音乐账户  :

一旦您注册的场地关闭，所有学校和独立参赛者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您在 YAGP 音乐平台

上创建并激活您的个人帐户。这是一个一次性的、简单的设置，适用于今年和未来您可能参加的

所有 YAGP 场馆。因此，保留您的帐户信息以便将来能够取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请注意:此邮

件将从您的 Dance Genie 帐户发送到“注册邮件”。请务必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或垃圾文件夹，确

保音乐上传邀请电子邮件不会发送到那里。

重要提示:该系统已用于 YAGP 2018 赛季的巴黎、巴塞罗那、所有美国地区场馆以及纽约总决赛。

如果您在 2017/2018 年参加了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比赛，那么您(独立参赛者)或您的学校应该已经

有一个帐户来提交您 2019 年 YAGP 赛季的音乐。如果不属于上述情况，新邀请函只会发送给刚

刚注册还没有账户的学校/工作室和独立舞者。

如果您遇到指南无法解决的问题，请通过 music@yagp.org  联系

说明  :

1 - 在重新链接到平台后，点击 ACTIVATE ACCOUNT（激活账户）按钮。来到首页/登录页面，

按提示创建您的密码保护账户。创建账户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请注意:首页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载入)。

2 -输入您的注册电子邮件和您在创建音乐帐户时提交的密码，现在应该可以登录到您的个人音乐

上传空间。 

3 –在您的个人空间中，在左侧，进入 FOLDERS （文件夹）> SHARED FOLDERS（共享文件

夹）。在这里，您可以进入每个场馆特定的上传空间，每个场馆分为以下几类:

合奏/独奏、古典/当代、初级组/高级组/幼年组等。

例如:如果你想为巴黎赛区表演古典独奏的高级组参赛者提交一个音乐文件，只需点击 SHARED
FOLDERS（共享文件夹），依次选择 PARIS（巴黎）文件夹、SOLOS（独奏）文件夹、

SENIOR（高级）文件夹，最后选择 CLASSICAL（古典）文件夹。

命名你的音乐文件  ——  非常重要  :

请务必遵守以下音乐命名协议。确保在比赛期间音乐文件与舞者准确对应。
请注意，没有遵守此协议提交的音乐将不被接收。
请注意，在将文件上传到系统之前，您应该重命名您计算机上的文件。

mailto:music@yagp.org


独舞  :

场馆-类别-古典/当代-舞者全名(年龄)-参赛曲目-比赛时长。

例如:巴黎-初级-古典- Jane Doe (14 岁) -帕基塔变奏曲-2 分 30秒。

合舞  :

场馆、合奏类型、学校名称、参赛曲目、比赛时长。

例如:巴黎，大合奏，芭蕾舞学院，白雨，2 分 45秒。

上传您的音乐  :

创建帐户并正确命名音乐文件后，您现在可以将音乐文件上传到文件夹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操

作:

- 将您的音乐文件从电脑中直接拖放到您现在在个人空间中打开的最终文件夹中。加载栏将指示

上传的进度。当达到 100%时，上传完成。就这么简单！如果您需要将几个音乐文件上传到一个

文件夹中，您可以同时选择它们，然后将它们拖放到该文件夹中。文件将自动排队，并一个接一

个地上传。

- 点击浏览文件，并在您的计算机中找到您想在此特定类别/场馆上传的正确音乐文件。单击打开

上传文件。加载栏将指示上传的进度。当达到 100%时，上传完成。如果您需要将几个音乐文件

上传到一个文件夹中，您可以同时选择它们，然后单击“打开”来上传文件。文件将自动排队，并

一个接一个地上传。

新！！！请注意，所有音乐提交的截止日期是比赛前两周。在此之后提交的任何音乐会受

罚 10美元。

编辑  /  删除音乐曲目  :

请注意，在您的个人空间，您只能查看和阅读自己上传的文件。

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曲目，并用新版本替换它，只需点击文件框，然后点击 trash icon（垃圾筒图
标）。请务必用新文件替换。

如果需要重命名文件，只需将鼠标悬停在其标题上，单击名称右侧的 pencil icon（铅笔图标），然

后重命名文件。请确保不要删除文件名末尾的扩展名(mp3、wav等)。



截止日期
• 在申请地区半决赛时，参赛者的注册申请将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处理。当场馆达到最大容

量时，注册将关闭。任何额外的申请必须在该场馆的候补名单上登记。如果有额外空间，候补名

单上的申请将按收到的顺序处理。如果您在候补名单上，不需要付款，付款不会被接收。

请注意:列入候补名单并不保证登记成功。然而，YAGP会尽最大努力容纳所有的参赛者，YAGP
经常能够接收候补名单上的学生。

• 所有更新，包括 TBD 参赛曲目，必须在比赛周末前一周内收到。如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更新信

息，可能会影响评委有效评估学生的表演，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发挥，甚至影响比赛期间学生表演

成绩的公布。请参见下面的延迟更新罚款。

• 提交音乐曲目 (或音乐曲目变更)的截止日期是比赛前两周。请参见下面的延迟交提交音乐曲目

的罚款说明。

半决赛的付款和付款截止日期

为了您的方便，今年有 3 种付款方式:

1. 注册舞者并全额支付费用——表示你已 100%注册完毕，我们期待在场馆与你相见！

2. 注册舞者并支付 95美元的注册费——表示你已经完成了一半注册，需要在比赛前 60天或更

早完成付款。

3. 注册舞者，但没有支付任何注册费——表示你只在你的注册端完成了注册，但系统没有承认你

的注册。在我们收到最低付款之前，系统不会将您列入比赛日程。

请注意，如果您通过多个账户注册(例如:个人账户和学校账户)，您有责任在第二次付款前通知

YAGP 多项注册费。YAGP 不对两次支付的注册费负责。

为了保留位置空间，YAGP 必须收到每个舞者每个位置 95美元的注册费押金。

(注意！ 95美元的注册费不可退还。请参考我们下面的不退款政策)

新！如果您的账户在比赛日期和场馆关闭前 60天没有付款，您的注册将被移至候补名单，不再

另行通知。

新！如果您的账户在比赛日期前 30天未全额支付，每次报名将收取 5.00美元的滞纳金。

最终的比赛时间表将只包括在比赛日期前 30天内付清余额的参赛者。

请观看视频教程，按步骤正确完成支付:独立舞者支付教程- video   ，工作室支付教程-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8&amp;v=XkJB5b3bd8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84&amp;v=B9YU3lkw9x4


注册费、罚金和滞纳金、退款

半决赛注册费

• 注册–每
• 舞者每个位置 95美元，不可退款(包括免费大师班)
• 古典或当代独舞-每个独舞报名费 110美元
• 双人舞- 每
• 舞者每次报名费 110美元
•当代双人舞-每名舞者每次报名费 65美元
• 双人舞/三人舞-每
• 舞者每次报名费 60美元

• 小型和大型团体(4 人以上)-每名舞者每次报名费 45美元
• 视频预赛注册费(独舞者)- 每次提交每名舞者 50美元， 

• 视频初赛注册费(团体)-每个团体 50美元
请注意: 欧洲半决赛费用以欧元计算(€)

美国和加拿大半决赛费用以美元计算($)
澳大利亚半决赛费用以澳币计算($)
澳大利亚的费用是:280澳币(包括 95澳币的注册费)

纽约总决赛注册费

• 注册

- 独舞和双人舞:每位舞者 320美元(包括申请处理费、讨论会、研讨会、热身课，以及免费

参加所有 YAGP竞赛活动，如 2020 年 4 月 16 日和 17 日的参赛者派对和晚会)
- 合奏:每位舞者 215美元(包括申请处理费、讨论会、研讨会、热身课，以及免费参加所有

YAGP竞赛活动，如 2020 年 4 月 16 日和 17 日的参赛者派对和晚会)
- 强化课程:每位舞者 180美元(包括申请处理费、讨论会、研讨会以及免费参加在 SUNY购
物中心和林肯中心举办的所有 YAGP竞赛活动，如参赛者派对、晚会和颁奖典礼)

附加合舞费:
- 双人舞: $100
- 小型和大型团体: $55
- 团体 (4 名以上舞者): $40

请注意

地区活动的所有注册费不可转让。

新！注册滞纳金

如果您在比赛日的第一天之前不到 30天内注册，每次报名将会加收 5美元滞纳金到您的最终发票

上。

新！全额余额滞纳金

如果在比赛的第一天前 30天之内还没有付清最后的余额，每次报名将会加收 5美元滞纳金到您的

最终发票上。



新！罚款

音乐提交截止日期(第一个比赛日前两周):

如果在第一个比赛日前不到两周内提交音乐或更新音乐，将收到每次参赛 10美元的罚款，将添加

到您的最终发票中。

TBD 截止日期(第一个比赛日前两周):

TBD(曲目名称待定)。

如果您的账户在第一个比赛日前不到 2 周显示任何 TBD，您的最终发票中将增加每个参赛项目 /每
项 TBD5美元的罚款。请注意，您将无法在 2 周期限后编辑您的帐户！

退款

YAGP 有不退款政策。

退款只适用于受伤的参赛者，扣除$95.00 的处理费(每个地点每个舞者)。
只有在受伤的情况下才会退款。所有退款申请必须附有医生的正式说明，包括墨水

签名、医生印章和正式信笺。如有受伤，参赛者、家长或老师应在比赛前一周内通

过电子邮件立即通知 YAGP。所有通知 YAGP因伤退出的电子邮件必须发送到

finance@yagp.org。
除不可抗力或紧急情况外，未能在截止日期前 (比赛日期前一周)通知 YAGP
参赛者的受伤情况将导致额外 25.00美元的延迟通知费。

新！通过多个帐户注册

请注意，如果您通过多个帐户注册(例如:个人帐户和学校帐户)，您有责任在第二次付

款前通知 YAGP 多个帐户注册费。YAGP 不对两次支付的注册费负责。

退回支票费用

所有因资金不足而退回的支票将收取 35美元的费用。

财政援助
我们致力于为年轻舞者提供表演和培训机会。如果你想参加 YAGP 比赛，但有经济困难，请通过

finance@yagp.org  向财务办公室发出正式信函请求帮助。

财政援助只用于每个赛季一个场馆。

mailto:%E8%AF%B7%E9%80%9A%E8%BF%87finance@yagp.org
mailto:%E8%AF%B7%E9%80%9A%E8%BF%87finance@yagp.org


曲目列表、时间限制和道具

古典曲目列表

要参加 YAGP 古典芭蕾舞类别，强烈建议参赛者从下面的古典曲目列表中选择一首变奏曲。这

份列表已得到 YAGP评审团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如果你选择了一首不在下面列表中的变奏曲，

每个评委会根据参赛者的年龄和技能来决定是否合适。如果参赛者通过了纽约总决赛，但其变

奏曲不在下面的列表中，评委会要求参赛者更改当前的变奏曲，用批准列表中的曲目替换。

请注意:
Gamzatti神庙变奏曲 (编舞: N. Makarova) -不被接受(如果出现这种变奏曲，我们的评委会降低

你的分数)。
Pharaoh’s Daughter
应出现在任何 YAGP欧洲半决赛地点。

请注意:在 YAGP欧洲半决赛中，每个独奏参赛者最多可以表演两首古典变奏曲和两首

当代独舞。

幼年组注意:

YAGP 规则允许幼年组教师对原始的古典舞蹈编排稍加修改，符合学生的特定技术水平。如果对

古典变奏曲进行了重大修改，或者为学生编排了原创作品，该作品将被视为当代/开放类别的作品。

初级组注意:

在每一个类别中，我们的评委都会根据特定的年龄组来评价舞者。我们强烈建议我们的初级组参

赛者选择适合他们年龄和技能水平的变奏曲。

幼年组  类别

芭蕾舞(编舞)

•葛蓓莉亚(A. St. Leon) 第一幕变奏曲

•唐吉诃德(M. Petipa) 丘比特变奏

•童话人偶(S. Legat)
•冈扎诺的花节(A. Bournonville) 双人舞变奏曲

•吉赛尔(J. Perrot, J. Coralli) 农民双人舞变奏曲

•  毕业舞会(D. Lichine) 双人舞变奏曲

•滑稽表演(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 舞姬(M. Petipa) Three Shade 变奏曲

• 没有监护的女郎(B. Nijinska, D. Romanoff) 双人舞变奏曲

•海盗(M. Petipa) 女奴变奏曲

•帕基塔(M. Petipa) 全部变奏曲 (除了主变奏曲)
•雷蒙达(M. Petipa) 全部变奏曲(除了主变奏曲)
•天鹅湖(M. Petipa, L. Ivanov) 三人舞变奏曲

•巴黎的火焰(V. Vainonen) 双人舞变奏曲

• 睡美人(M. Petipa) 精灵变奏曲, 蓝鸟双人舞变奏曲

允许和鼓励幼年组参赛者对变奏曲稍加修改，使之符合学生的技术水平。



初级组  类别

芭蕾舞(编舞)

•葛蓓莉亚(A. St. Leon)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 我和我的邪恶钻石(A. Vaganova) 双人舞和变奏曲- 仅限 14 岁

•唐吉诃德(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童话人偶(S. Legat)
•冈扎诺的花节(A. Bournonville)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 吉赛尔(J. Perrot, J. Coralli) 吉赛尔变奏曲, 第一幕农民双人舞变奏曲,第二幕双人舞变奏曲

•毕业舞会(D. Lichine) 双人舞变奏曲

•滑稽表演(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 舞姬(M. Petipa) Three Shade 变奏曲, 第三幕; 甘扎蒂变奏曲, 双人舞变奏曲, 青铜偶像, 尼
基亚变奏曲(Nikia 变奏曲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则不接受作为比赛曲目)

请注意: Gamzatti神庙变奏曲(编舞 - N. Makarova) - 
被接受 (评委会降低你的分数)。

• La Esmeralda (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 没有监护的女郎(B. Nijinska, D. Romanoff) 双人舞变奏曲

•仙女(A. Bournonville) 双人舞变奏曲
• Laurencia (V. Chabukiani)

•海盗(M. Petipa) Pas d'Esclave 变奏曲, 女奴变奏曲, Jardin Anime, 第三幕双人舞变奏曲

•肖邦风格(M. Fokine) Male and Female Mazurkas, 华尔兹# 7 和华尔兹# 11, 前奏

•拿波里(A. Bournonville) 众宾客的六人舞变奏曲

•帕基塔(M. Petipa) 全部变奏曲 (请注意: Paquita Etoile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则

不接受作为比赛曲目)
•雷蒙达(M. Petipa) 全部变奏曲

•萨塔内拉(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天鹅湖(M. Petipa, L. Ivanov) 三人舞变奏曲

•苏醒(M. Petipa) 变奏曲

•巴黎的火焰(V. Vainonen) 双人舞变奏曲

•胡桃夹子组曲(V. Vainonen) 双人舞变奏曲

• 睡美人(M. Petipa) 精灵变奏曲, 第一幕和第二幕的极光变奏曲 (2 分 30秒), 蓝鸟双人舞

变奏曲, 婚礼双人舞变奏曲。(请注意: 第一幕的极光变奏曲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

则不接受作为比赛曲目)
•骑兵休息地(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猫之护身符(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高级组  类别

芭蕾舞(编舞)
•葛蓓莉亚(A. St. Leon)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 我和我的邪恶钻石(A. Vaganova) 双人舞变奏曲

•唐吉诃德(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童话人偶(S. Legat)
•冈扎诺的花节(A. Bournonville)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 吉赛尔(J. Perrot, J. Coralli) 吉赛尔变奏曲, 第一幕农民双人舞变奏曲,第二幕双人舞变奏曲

• 毕业舞会(D. Lichine) 双人舞变奏曲

• 大古典双人舞(V. Gsovsky) 双人舞变奏曲

•滑稽表演(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 舞姬(M. Petipa) Three Shade 变奏曲, 第三幕; 甘扎蒂变奏曲, 双人舞变奏曲, 青铜偶像, 尼
基亚变奏曲(Nikia 变奏曲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则不接受作为比赛曲目)

请注意: Gamzatti神庙变奏曲(编舞 - N. Makarova) - 
被接受 (评委会降低你的分数)。

• La Esmeralda (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 没有监护的女郎(B. Nijinska, D. Romanoff) 双人舞变奏曲

•仙女(A. Bournonville) 双人舞变奏曲
• Laurencia (V. Chabukiani)

•海盗(M. Petipa) Pas d'Esclave 变奏曲, 女奴变奏曲, Jardin Anime, 第三幕双人舞变奏曲

•肖邦风格(M. Fokine) Male and Female Mazurkas, 华尔兹# 7 和华尔兹# 11, 前奏

•拿波里(A. Bournonville) 众宾客的六人舞变奏曲

•帕基塔(M. Petipa) 全部变奏曲 (请注意: Paquita Etoile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则不接受

作为比赛曲目)
•雷蒙达(M. Petipa) 全部变奏曲

•萨塔内拉(M. Petipa) 双人舞变奏曲

•天鹅湖(M. Petipa, L. Ivanov) 三人舞变奏曲, 奥黛特变奏曲，第二幕黑天鹅双人舞和变奏

曲

•苏醒(M. Petipa) 变奏曲

•巴黎的火焰(V. Vainonen) 双人舞变奏曲

•胡桃夹子组曲(V. Vainonen) 双人舞变奏曲

• 睡美人(M. Petipa) 精灵变奏曲, 第一幕和第二幕的极光变奏曲 (2 分 30秒), 蓝鸟双人舞

变奏曲, 婚礼双人舞变奏曲。(请注意: 第一幕的极光变奏曲需安排在 2 分 30秒内，否

则不接受作为比赛曲目)
•骑兵休息地(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猫之护身符(M. Petipa) 双人舞和全部变奏曲

•魔女之夜(L. Lavrovsky) 双人舞变奏曲

以下所列的变奏曲只有在获得下列明确书面许可后，才可进行表演：编舞或管理信托或基金
会的个人权利持有人，这些变奏曲可以在青年美国大奖赛地区赛、纽约总决赛或 YAGP联
合制作的晚会上演出。

• 练习曲(H. Lander) 芭蕾舞女变奏曲

• 法老的女儿(P. LaCotte) 全部变奏曲 (只对高级组女性开放 (YAGP欧洲半决赛地区除外).

• Frederick Ashton 的所有编舞



时间限制

• 古典变奏曲或当代/开放式独舞:最长 2 分 30秒 (2:30)
• 合奏:

o 双人舞:最长 6 分钟(6:00)(仅柔板和尾声)
o 当代双人舞:最长 3 分 30秒(3:30)
o  2-3 名成员:最长 2 分 45秒(2:45)

o  4-9 名成员:最长 3 分 30秒(3:30)

o  10 名以上成员:最长 5 分钟(5:00)

参赛者不允许购买额外的时间。任何超过规定时间限制的音乐作品都可能被扣分或取消参赛资

格。

道具的使用

请注意，剧院可能会限制使用道具。

• 请注意，参赛者希望使用的所有道具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风险。

YAGP 对因参赛者使用自己选择的道具而造成的任何伤害或事故概不负责。

• YAGP 不为任何道具提供存储空间。

• YAGP 不为舞台内外的道具移动提供帮助。舞台内外道具的存放和移动都是参赛者的责任。

• YAGP 不对任何丢失的道具负责.

• 为了在 YAGP 决赛中使用道具，所有道具必须事先获得制作办公室的批准(不迟于决赛开始日期

前 3 周)。要获得批准在 YAGP 决赛中使用道具，请发送邮件至  production@yagp.org ，主题为

“Props usage request – YAGP Finals.” （道具使用请求-YAGP 决赛）

• YAGP 在比赛前后不提供任何运输道具的帮助。

• YAGP 提醒教师、家长和学生，后台空间通常比较有限，道具可能不适合分配的空间。我们要

求舞蹈指导在创作他们的作品时尊重这种情况，将道具的使用限制在绝对最低限度。



地区奖项和分数

• 古典芭蕾舞和当代/公开舞蹈类别的获胜者可以单独或合并宣布。由评委决定。

• 对于所有年龄组，男性和女性参赛者将分开比赛，除非少于 6 名男性参赛者。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比赛安排，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将被合并在一组，但评审团可酌情颁发单独的最佳男舞者奖。

• 大奖赛奖授予高级组的整体表现最佳者。青年大奖赛授予初级组的整体表现最佳者。 “希望奖”
授予幼年组的整体表现最佳者。这些奖项根据 YAGP评审团的一致意见授予舞者，这些舞者在

古典芭蕾舞和当代/公开舞蹈两个类别中表现优异于年龄组中其他舞者。要获得这些最高奖项，

参赛者必须表演古典变奏曲和当代/公开独舞。

• YAGP评审团保留不公布所有奖项的权利。

评分

评分系统由艺术和技术两部分组成，采用 100 分制进行评估。每位评委的分数都是技术和艺术

两部分得分的平均值。总得分是所有评委给出的平均得分(每个地区半决赛通常有三到五名评

委)，所有评委都来自不同的背景。除了为每个参赛者的表现提供一个数字分数之外，评委还可

以在评分表上提供个人意见，以帮助指导对参赛者的培训。分数根据学生的个人技术水平进行

调整。

评分表

请注意，YAGP 将不会对收到或邮寄的成绩单负责。YAGP 不会保留比赛后的任何剩余分数，也

不会获得评委的任何评论，但可以提供给你数字分数。

在比赛的最后一天，评分表可供领取:

 如果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是颁奖典礼，评分表将在颁奖典礼后立即分发。

 如果比赛的最后一项是大师课，那么在午餐时间，YAGP服务台将提供评分表。

如果你不能在那个时候拿到分数，你只有两个选择:

 将教师的徽章给予信任的代表，委托其来领取评分表。

 带一个 10" x 13 "的信封，里面至少要有 4张邮票，上面写好地址

请注意:任何不符合上述标准或邮资不足的信封都不会被寄出。



YAGP      决赛的选拔     (96      分  是有资格进入决赛的总分！  )

• 要获得资格参加纽约总决赛，舞者必须在 YAGP 半决赛活动(比赛、试镜或研讨会)中被
选中，或者必须受邀参加视频预赛(仅适用于不能在本国参加半决赛的国际学生)。

*地区半决赛:要获得资格参加决赛，舞者必须获得 96 分或更高的古典芭蕾类独舞参赛分

数。此外，根据评委的判断，未获得古典芭蕾舞变奏曲总分 96 分及以上的个人独舞参赛

者可被邀请参加决赛。

请注意:在当代/开放类别中获得 96 分以上分数并不意味着参赛者有资格入选决赛。

• 视频预赛:为了有资格参加决赛，舞者必须由YAGP评审团根据他们的视频预赛参赛作

品进行选拔。提交视频预赛参赛作品的截止时间是 2019 年 12 月 15 日晚上 11:59(美国

东部标准时间)。首选提交格式: YouTube链接. 需要密码或需要下载的视频将不被接

受。通过视频预赛决赛的学生将在 2020 年 2 月 1 日之前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地址由他

们在提交材料中注明。

• 由于 YAGP 决赛场地有限，在地区半决赛中被选中的参赛者优先于在视频预赛中提

交参赛作品的申请人.

YAGP保留在每个位置达到配额时结束视频预赛的权利。

• 根据评委决定或者获得总分 96 分，合奏作品可以被邀请进入决赛，为了有资格获得

评审团的邀请，合奏参赛作品的总分必须达到 96 分或更高。

• 在地区半决赛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并不能保证进入决赛，因为这些名额是

相对于每一类别中的其他表演而授予的。例如:如果一名舞者在他们的类别中获得了第一、

第二或第三名，但他们的古典芭蕾作品的总得分没有达到 96 分或更高，该舞者就没有资

格参加决赛。

*  对于幼年组的舞者

幼年组的参赛者如果在任何一场个人表演中获得 96 分或以上，则有资格参加决赛。

请注意:只有总分达到或超过 96 分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决赛。如果预赛参赛者获得了几首

独奏曲的及格分数，他们最多可以选择两首作品进入决赛——一首古典，一首现代。

对于初级和高级组的舞者

• 如果入选决赛，为了能够参赛，初级和高级组舞者必须注册一首古典变奏曲和一

首当代独奏。

• 我们强烈建议参赛者报名参加决赛时，应根据他们被选入决赛时的情况进行调整。

但是，它不是强制性的；参赛者可以从古典曲目列表中选择任何其他变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