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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中国.魔菇音乐 

简介 

 

魔菇音乐隶属于北京音乐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华语第一吉他音乐网络平台吉他中国

（GUITARCHINA.COM）旗下致力于现代音乐教育培训与全国教育联合推广的教育机构。 

 

魔菇音乐教育联盟：联合与吸纳全国众多优秀的吉他类现代音乐培训中心，共同建设，共同

发展，打造优秀的现代音乐学习互助平台； 

 

魔菇音乐学苑：以北京魔菇音乐总部为基地，以吉他中国丰富的演奏家、音乐家为顾问以及

师资，从事中短期等相关音乐培训活动、乐器营销培训等，为社会输送乐器与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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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 

简介 

 

2015 年 1 月 1 日，华语第一吉他音乐网络平台吉他中国（www.guitarchina.com）正式发布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立足北京，依托吉他中国网站强大的影响力与行业领导地位，

团结中国众多的吉他演奏家，共同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打造全新的互助服务平台！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在全国各级城市进行授权、考核、

认证、监管、培训、指导等全方位音乐教育工作。联合全国一切的有生吉他教育力量，提高

整个行业的教育水准，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音乐尤其是吉他类音乐的水平。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以中国吉他丰碑人物唐朝老五为旗手，著名电吉他演奏家汶麟、陈磊、

纪斌、姚林为核心团队，吉他中国代言人李延亮、吉他中国嘉宾刘麟、歇斯、赵卫、羊力为

荣誉顾问，古典吉他演奏家北京爱乐吉他市内乐团王震、李汇哲、古典吉他教育家胡爱华以

及指弹吉他演奏家张利、赖康康、朱家明、胡洋、王开仲为顾问团与师资。同时每年邀请国

外吉他大师来华讲座与演示助力，全力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吉他教育体系。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的管理体系来自于吉他中国的琴国矩阵模式（www.qinguo.com），在

网络时代，速度为王，整合为王。吉他中国一直以快速的反应速度、发展速度著称，旗下鼓

手中国（www.drumchina.com）和管乐中国（www.wichina.com）快速复制吉他中国的管理

模式，也迅速成为所在专业领域华语第一垂直网站。同时借鉴与学习中国鼓教育第一品牌—

九拍全国教育连锁机构的成熟体系，缔结战略合作，打造强大、专业、高效的管理体系。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战略合作伙伴：依托吉他中国强大的音乐网站媒体领导地位，以及

旗下琴国乐器在销售领域的优势，魔菇音乐教育为联盟提供专供乐器，包括定制型号、针对

教育培训（非琴行）的价格优势，战略合作伙伴有（排名不分先后）：笛美、弘力、魔方、

梯捷、握威、长城、发时达、ROLAND、魔鲨、雅特、KHS等厂家与品牌。 

 

http://www.guitarchina.com/
http://www.qinguo.com/
http://www.drumchina.com/
http://www.wichina.com/


 

手机（微信）：18511746735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主管单位：北京音乐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 ©  www.Mogu7.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关于魔菇音乐概念： 

 

蘑菇是自然界中神奇的植物，只需简单的生长环境即能迅速成熟，并且快速成长与扩张！借

意蘑菇谐音定义了“魔菇”！“魔”替代了“蘑”，更具有动力与活力。 

 

魔菇来源于吉他中国音乐教育团队反复的沟通交流，各种深思熟虑，定义了吉他教育的 4

个境界：M: MAGIC  魔术 O：OPEN  打开  G：GAME 游戏 U：UNIQUE 独一无二的，每个单

词字头合起来即是：MOGU。 

 

MOGU也代表着音乐教育的 4个境界： 

M: MAGIC  魔术  魔菇音乐的第一层 

音乐也是一种魔术，魔术有各种境界，小魔术人人都可以了解，其实就是些技巧。

魔菇首先就使用了 “魔”这个词，吸引、好奇是学习的开始，好奇是人类的本性。 

O：OPEN  打开   魔菇音乐的第二层 

打开思维，打开固有思维，颠覆传统式教育，紧跟网络微时代脉搏。这是魔菇音乐

进阶的必要阶段。 

G：GAME 游戏  魔菇音乐的第三层 

所有演奏的最高境界就是“玩”，英文所以用“PLAY”一词，音乐、魔术都是一种游

戏，当你的吉他学习到了“游戏”的阶段，这已经是登顶的姿态了。 

U：UNIQUE 独一无二的  魔菇音乐的第四层 

从手中无剑到心中有剑，再到心中无剑。独一无二的追求是每个致力于演奏事业的

音乐人追求的目标。 

 

 

魔菇教育理念：  

1、 人人都能弹吉他！——在任何程度下都可以学会吉他，享受吉他弹奏乐趣。尤其在

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吉他学习方式都不再遥远。 

2、 儿童教育是根本！——注重儿童吉他教育培养，注重专业系统音乐教育，强调吉他

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素养熏陶过程。 

3、 好乐器是保障！——完美的还原音乐所要表达的色彩与保障演奏者的正确的、手型

与手感，都是选择好乐器的必要条件。推荐好乐器不是暴利，而是责任与品位。 

4、 寻找自己的音乐！——学习好音乐，繁衍成就自己的音乐，不被音乐所左右，去创

作音乐，让音乐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5、 表演就要更大的舞台！——学有所成，必须走上更大的舞台，为更多人展示自我，

分享音乐的成就。这也是吉他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打造各种舞台为中国乐手服务的使

命与责任。 

6、 团结就是力量！——蘑菇是群体生命，团结一切吉他教育力量，发展吉他教育，从

而推动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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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中国.魔菇音乐合作授权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面对以现代音乐教育为事业的机构（培训和琴行）开展特许

加盟工作，帮助加盟单位节省摸索的时间，直接采用品牌经营、名人名师效应、解决教

学核心技术、快速掌握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解决运营发展和品牌推广宣传等问题，解

决怎么教、教什么、回学率、演奏水平的提高、持续性、教学成果影响最大化等日常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 授权加盟费： 

魔菇音乐教育联盟 2016 起实行按城市“分级”收费，在原有的“一次性收取两年

咨询管理、品牌使用、资质考核认证等费总计人民币壹万陆仟整”的基础上进行按

级优惠。 

  

方案如下： 

即按照官方定义中国大陆的 1 线城市~5 线城市，推出优惠，并且 2 线城市以下可联

系各地分会加盟（也可以联系总部），待遇一样，管理更加方便，即日常会议可以

就近到分会所在地观摩、学习，接受指导等。 

分级城市 优惠办法： 

1 线城市  直接总部负责 

2 线城市  9 折优惠 ，也可以联系各地分会加入 

3 线城市  8.5 折优惠 ，也可以联系各地分会加入 

4 线城市  8 折优惠 ，也可以联系各地分会加入 

5 线城市  7 折优惠 ，也可以联系各地分会加入 

附录：1 线城市~5 线城市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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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菇音乐教育联盟统一为加盟分部进行授权授牌工作，在官网上公布授权加盟单位

信息，以便统一宣传。 

 

授牌实物效果图 

 

 

 

二、 合作期限： 

第一合作期为两年，两年内保证加盟方共享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所有授权资源，并确

保品牌在当地的唯一性。两年后期满双方进行双向选择，如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将

签署新的续约合同。 

 

三、 品牌授权： 

授权加盟方使用“吉他中国” 和的商标和网址； 

授权加盟方使用以及“魔菇音乐” 的商标和体

系！ 

由总部统一制作标准认证授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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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权范围： 

魔菇音乐教育联盟原则上以城市（200 万人口为基本单位）或者方圆 100 公里范围

内，只授权一家加盟单位（每家单位自己的分部不在此列）！也可选择在双方协定

的一个城市或者区域范围内，对于提出主张（区域范围），尊重加盟单位的建议和

意见优先，只授权一家加盟单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武汉、沈阳、

西安、成都、重庆等一线城市除外）。 

*此条应以友好协商为基础，最终解释权在魔菇音乐。 

 

五、 师资认证：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邀请吉他演奏家、教育家作为艺术顾问，统一为加盟分部教师进

行师资认证工作，并颁发师资认证书，保持权威性，展示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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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服务体系 

（加盟回报条件） 

 

1、 授权 LOGO： 

授权加盟方使用 的商标和网址， 

授权加盟方使用 的商标和网址 

2、 授权名称：A、授权加盟方使用“吉他中国.魔菇音乐联盟 XX 分部”；B\、授权加盟方

可以使用简称“吉他中国.魔菇 XX 分部”名称；C、授权加盟方可以使用简称“魔菇 XX”

名称； 

3、 魔菇音乐官网公示：www.mogu7.com 首页开通加盟分部公示区，具有公证效力以及广

告宣传推广作用； 

4、 魔菇音乐官网信息公示页面：www.mogu7.com 为加盟分部提供独立公示页面 ,相当于

独立宣传推广页，包含培训中心介绍、招生、师资认证等所有基本信息； 

5、 吉他中国论坛 VIP 账号： http://bbs.guitarchina.com 开通魔菇音乐论坛，并为加盟分部

开通 11 颗星 VIP 账号“魔菇联盟”，用于在论坛活动交流与宣传； 

6、 顾问团/艺术家：吉他中国安排旗下艺人及邀请顾问团、嘉宾以联盟特别优惠价格出席加

盟分部活动，进行专家指导等活动，活动包括讲座、演出和实战教学； 

7、 系列教材：吉他中国出品，针对吉他教育的各种教材，引入各位演奏家与主讲老师在长

期的教学中，结合中国的吉他手情况，推出的最适合中国吉他手的学习方法的各种教材，

并与专业的音乐出版社合作，为学琴保驾护航； 

8、 师资培训：吉他中国.魔菇音乐为加盟分部现有教师及未来新招聘的教师提供到北京总部

师资培训，以及远程统一在线视频培训； 

9、 赛事活动：授权加盟分部承办吉他中国运作的各类大赛当地分赛区，利用丰富的活动经

验和资源，协助分部运营其他各种音乐类大赛活动； 

10、 展演活动：吉他中国每年会组织举办各类音乐演出等大型活动，具有一定规模和影

响力，从各加盟分部选拔优秀学生参赛、优秀老师出任评委以及参加同台演出； 

11、 演示活动：吉他中国与各大乐器品牌代理商合作，厂商会经常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

来华进行推广活动或参加展会，魔菇音乐会帮助加盟分部申请并安排艺术家前往加盟分

部进行吉他等乐器演示会、大师班讲座等活动； 

12、 乐器产品优质供货：吉他中国与各大乐器品牌代理商合作，拥有优质供货渠道，提

供国内外知名乐器品牌产品，保证优势价格及优惠政策，为魔菇音乐加盟分部提供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乐器销售； 

http://www.mogu7.com/
http://www.mogu7.com/
http://bbs.guita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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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动联谊：组织与安排加盟分部参观北京乐器展或上海乐器展，并在展会期间进行

联谊活动，包括师资培训、演奏家交流、经销商酒会等； 

14、 VI 宣传资料：为加盟分部提供魔菇音乐的整套 VI 识别设计方案，提供招生简章、

海报、X 展架、易拉宝、活动背景、视频模板等图像和影像资料以及模板。保障所有分

部使用统一的 VI 视觉及形象识别系统； 

15、 微营销管理：吉他中国除了传统网络与吉他行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在新媒体领域

领先，拥有大 V 性质的微博和微信，除了为加盟分部通过微平台宣传，还将为加盟分部

提供微平台使用培训，借助新媒体进行营销宣传推广； 

16、 赞助共享：为加盟分部提供与幼儿园、学校、房地产商、商业购物中心等机构和企

业合作的项目赞助方案。与加盟分部分享引资赞助方案等实战经验。引荐与介绍相关乐

器品牌对合适的活动进行赞助与支持； 

17、 媒体共享：吉他中国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本身就是最权威 、影响力最大的网络

音乐媒体，同时与各大传统门户音乐频道以及视频网站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魔菇音乐将

协助加盟分部将教学成果展示在吉他中国网站、鼓手中国网站以及相关音乐网站，扩大

加盟分部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优秀的加盟单位和老师进行吉他中国专访报道； 

18、 奖励机制：魔菇音乐每年年底进行年度表彰大会，对于优秀的加盟分部进行表彰，

并评选出各个专题奖项，奖品为大师签名乐器之类等独家珍贵礼物，以及物质奖励； 

19、 签约吉他中国：对于吉他中国.魔菇音乐认证的加盟分部的老师鼓励原创吉他音乐，

对于优秀的老师将有机会签约成为吉他中国乐手，参加吉他中国的一些演出以及参与吉

他中国发行的系列吉他唱片。 

20、 成为分会：授权一些表现突出、具有地区领导力的分部成立该地区的“分会”，辐

射周边城市，以“分会”为中心开展互相交流与学习活动！团结更多的有志于吉他教育

事业的人才加入，以地区形式活跃吉他教育推广以及吉他活动的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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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优势 

 

为什么加盟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教育联盟？ 

加盟吉他中国.魔菇音乐，享受吉他中国.魔菇音乐提供的品牌的、专业的、完整的教学服务

管理体系，避免各地教学机构在摸索教学的过程中耽误时间，为合作方解决教学的后顾之忧，

帮助加盟点迅速建立规模，确保在当地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1、共享吉他中国.魔菇音乐音乐教育带来的品牌效应、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共享吉他中国.魔菇音乐的名人名师音乐资源； 

3、共享吉他中国.魔菇音乐认证的教材、更新教学理念、更新技术理念，有效统一和提高师

资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及演奏水平；  

4、共享教育培训行业管理方法、运营方法，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5、共享吉他中国.魔菇音乐的社会资源，迅速发展并扩大规模，确立在当地的行业领先地位； 

7、共享吉他中国的所有宣传照片、视频、商业计划书、文案、合作协议范本、合同范本等； 

8、全面提高和保证学员回学率； 

9、享受专供乐器产品的最低价格和优惠政策。 

 

 

     唐朝老五题词                                              李延亮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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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注意事项 

1、 要求为拥有正规营业执照的琴行、个体户、企业单位等非个人机构； 

2、 要求具有一定的教学场所或者教学面积； 

3、 要求必须有一名以上认证老师； 

4、 严禁销售假冒、伪劣等乐器产品，一经发现，视自动退出，而不退款和享受其他服务； 

5、 谢绝加盟同类吉他联盟或者吉他机构，一旦加入视自动退出，而不退款和享受其他服务。

（加入各类吉他类协会、学会除外，自由加入）； 

6、 享受专供乐器产品的最低价格和优惠政策，但严禁一切扰乱市场的行为，尤其杜绝网络

售价混乱、地区串货等违规现象，遵守与尊重各大乐器品牌代理商制定的的销售规则。 

 

 

魔菇顾问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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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流程： 

-->加盟洽谈 了解联盟 

-->按要求提交加盟申请单，总部会在 2~3 周内考核。 

（没有通过—>驳回通知，通过—>下一步） 

-->为审核通过单位提供加盟协议 

（加盟单位了解加盟责权利等详细条款，同意—>下一步） 

-->签订加盟协议  

（确认授牌信息，认证信息） 

-->缴纳加盟费 

-->师资认证考核 

-->牌匾、师资认证证书的制作与发放 

-->网上挂牌（魔菇网站公示，微博互粉，微信发布等） 

-->VI 提供（主要为 LOGO 的使用、常见设计的装修效果图） 

-->师资培训 

远程培训：远程视频培训；发送认证教材目录与简介；常见教学指南 

  年度培训：到北京总部参加培训，培训免费，其他吃住行相关费用自理  

-->经营管理 

（招生通稿、视频、宣传、印刷等资料的下载发放，常态工作） 

 

 

加盟热线：   

（每个地区只有一个名额，欲报从速） 

 

手机（微信）：18511746735 白老师 

QQ：1548761142 

Email：1548761142@qq.com 

魔菇音乐官方微信公众号：mogugc 

新浪微博@魔菇音乐  

专题网站：www.mogu7.com  

 

 

http://www.mogu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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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魔菇音乐教育联盟 2015 大事记 

 

2015年 1月 7日，魔菇音乐教育联盟开幕庆典暨第一届师资座谈会盛大举行； 

 

 



 

手机（微信）：18511746735 

吉他中国.魔菇音乐主管单位：北京音乐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 ©  www.Mogu7.com  All Rights Reserved 

2015年 3月 24-25日，魔菇音乐教育联盟第二届师资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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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21日，魔菇音乐新的近 1500平米的教学基地投入使用，“吉他中国”吉他航

母正式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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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8月 12 -18日，魔菇音乐第一届夏令营在北京魔菇音乐基地盛大举行，这也是魔菇

音乐 2015最大型的活动，近百位师生在北京交流学习，度过愉快的一周；魔菇音乐指定鼓

教材《我是鼓手》与专属儿童吉他 Little Wing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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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17日，由汶麟主编的魔菇音乐教育系列教材之电吉他教育（第一集）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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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15-17日，魔菇音乐 2015第四期师资培训会暨年度表彰大会在魔菇音乐基地

盛大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