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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1983年上海等地的业余钢琴考级活动雏形的形成到今天，中国业余钢

琴考级活动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业余钢琴考级的兴起对于我国全民艺术素

质教育的推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业余钢琴考级热已充

分说明其社会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这期间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值得肯

定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各种问题接踵而来，阻碍了业余钢琴

考级活动的社会效益的良性传播。使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朝着与其

初衷相背斥的方向发展，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现状需要我们对业余钢琴考

级制度进行思考和研究，抓住问题本质，通过改良促进其今后的良性发展，对

社会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发挥作用。

本文试以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及现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研究对象，运

用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其加以分析，运用比较分析法，访谈法、

调查法等方法对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进行研究。

除前言与结语外，全文共分三大部分。

一、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综述。这里将运用教育学、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对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进行理论阐述，剖析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本质，从制度的相

关撅念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论述。同时，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对业余钢琴制

度的构成要素及社会功能进行综合的分析。

二、对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现状的分析。这部分将从正反两面分析当前

我国业余钢琴考级的发展现状。在肯定我国业余钢琴制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

前提下，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当前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存在的问题的社会根

源。

三、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此部分先对文化部新出台的第24

号令《社会艺术考级管理办法》进行分析论述，肯定此法令的出台对整顿我国

业余钢琴考级市场的积极意义。同时，就本人对新法令的研究，指出存在不足

并提出商榷建议。而后是本人针对业余钢琴制度现状提出改革建议，以期能对

该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基于上述论述，本人认为我国业余钢琴考级是一件关乎全民素质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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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制度的研究必将对提高人们对业余钢琴考级的正确意识，促进业余钢琴考

级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高全民艺术文化综合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业余钢琴考级 制度 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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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Ilatellr piano gmde examination has a hjstory of more血an t、】呜nty years

eVef sillce i拈stan in Sban曲ai．And the rise of锄ateur piallo grade examillation

has played a sigIli丘cant role_m pushjng fonvard山e art quality education in C11ina．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piano gmde eXamination c锄ot be i弘ored，which is如IIy
shown by血e upsllrge of也e eXarIlinddon．During the period，much h船been

achieved．Nevemleless，each coh has咖sides，aIld the piallo汀ade ex锄iIlation is

of n0 exception．Some problems have撕sen，眦ch not oIlly serve as blinders

against the posi晰e spreadiIlg of也e amatellr piano嚣ade examination，bm also

cause negatiVe innuence i11也e socie珏ne present situ撕on u曜es us to retllifll(and

research me锄ateur piano口ade examination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m through
sound refb皿s．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piano grade examillation a11d t11e口mblems也at

emerge in it．From也e perSpcctiVes of sociology aIld pedagogy’the amhor haS

appIied coI印aradve anal如cal me也od，visitatorial memod and investigatory

method in reSearchillg t11e pia芏10 grade ex枷na￡ion system．Ill hopil】g t0 promote
t11e piano grade a∞millation s”t锄，the autllor h8s also put fow，afd some practical

appmaches for refomiIlg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overajl review of t量le锄ateur pi蛆0倒e exaIIlination

system．AppIyiIlg some related也eori鹤in pedagogy and sociology’the author

expalldS the tIleory ofthe piano Fade ex锄iilation system aIld如alyzes its essence．

The second chpter is an analysis of t}他prcsem sitlJa丘on of the amatcur piano

黟ade ex锄iIlation syStem in China．111e positive强d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syst咖afe jlluStra_￡ed in也is ch印teL By衄ml主119幽e posj石ve aspect ofthe sys￡em．
血e author makes a detailed aIlalysis on the social fktorS which arouse血e

eXpallsion o“he scaie ofttle ex吼ination’a11d pointS out some exis血g prob{ems of

也e syStem，asweU够i乜social source．

The mird chapter discusses t11e developmem a11d refb肌of the锄ateur piallo

擎ade exaInination syStem．This chapter nrst introduces也e 24吐1 decree the

AdIninistratiVe Approach On the Grade ex砌n撕on Of Social Ans，which was

promulgated by the Minjs订y of Culture receⅡdy；出en conf．mlls me si鼾d五callce of

me decree， which caIl consoIidate the market linked、Ⅳi也the ex岫ation．
MeallwhiIe，me author points out S0me defects of tIle decree a11d makes the

proposals to improVe it．Fof me sake of锄pli母ing the syStem，也e autho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m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x鼬in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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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1e aboVe mentioned，the author illustrated that the study of t11e system

山e amateur piano grade examination an cladt’y people’s misunderstanding about it，

meallwllile，it is not dimcult to perceiVe mat the amateur piano口ade ex蛐ination
linked、vitll the quali可of our nation closely

Key words：the锄ateur pia【lo grade ex跏ination， system， qual时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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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考级起源于英国，指的是由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等音乐教育机构兴办的

一种以器乐为主的校外音乐考级制度。目前世界上主要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

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主办音乐考级，而其考级对象大多不在本土，主要集

中在香港、新加坡两地。中国内地的考级正是从香港传入的。①我国的业余考

级活动之滥觞，似可上溯至1983年。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开办业余的

小提琴班，培训过程中进行一些考试活动，并颁发证书。这种活动对孩子们的

学习起到一种鉴定和肯定的作用，只是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有规模，也没有现

在这么完善。今天来看，这可以算是最早的中国业余音乐考级的雏形。⑦应该

说，这种艺术考级的兴起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

好形势。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国民经济迅

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

家长开始为孩子的身心发展进行构想，希望通过学习器乐，使孩子有一技之长，

希望通过学习音乐进行审美教育，获取美的体验。钢琴这些在过去被视为富有

和权贵象征的奢侈品，也开始走进平常百姓家庭，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了钢

琴等器乐的学习。经过改革开放的前lO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

内青少年学习器乐热潮的不断升温，为规范规模业余器乐教与学的市场，88

年前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较为规范的音乐考级活动，业余

钢琴考级活动是其中较早开始的业余艺术考级形式。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开始为

我国教育界、艺术界所关注，并不断在中国社会中造成日益深远的影响。钢琴

考级活动的兴起，是专业音乐教育面向社会进行音乐传播的要求，是规范社会

钢琴教育市场的需要，对促进学琴者的身心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研究刻不容缓，深入的剖析能够肃清人们对业余钢

琴考级制度的认识，从而正确的运用此教育手段，真正有效地发挥钢琴教育的

各项功能，使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在培养人才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钢琴考级溯源'http：／／freehostl2．-ebsa曲a．c∞／lymusic／pi柚o／kaoI．htm．
。资料来源：上海音乐学院社会音乐定级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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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综述

(一)从教育学观点看业余钢琴考级的意义

对于教育，古今中外，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如苟子说：“以善先人者谓

之教”。。《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瑞士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

力”。。德国的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

——包括。”。中外教育史上对教育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

基本点，即都把教育看作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区别于其他事务现象的根

本特征，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

美育是普通教育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为目

标的教育，都不可缺少审美教育这种特殊的过程和行为。美育把促进个体的平

衡发展和健康成长作为其基本职能，以人格和情感的塑造为目的，力图使人的

各种潜能得到协调而和谐的发展。“从最根本的意义说，美育有不同于智力培

养和思想教育的一般作用，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也不仅仅专指艺术技巧的

教育，而是以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的整体生活态度与人生观念的培

养，其最终目的就是造就一种健康人格。”9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发展，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其作用越来越得以发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美育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阐释：“美育

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

育全过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

o‘苟子·惨身篇)．

o蕾孚‘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贞。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尚仲衣译．商务印书馆版．第1 85页．

o王道俊等《教育学》．人民救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9挂卫《美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l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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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①

实施美育最根本的形式或主要形式就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教育比其他事

物的审美含量充盈而集中。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实施美

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审美功能主要指通过音乐艺术教育“使受教育者提高音

乐审美能力，学会感受音乐美，鉴赏音乐美，创造音乐美，从而使人得到音乐

美的陶冶和塑造，使人和谐的全面发展”国

器乐教学是音乐教育中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形式之一。器乐艺术是人类在音

乐方面的仓4造性的充分体现，器乐艺术技能教育能够培养受教育者对音乐的多

方面的兴趣，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满足了受教育者自我尊重、自我表

现、创造的欲望。增加了受教育者接触音乐，了解音乐的机会，开辟了一个新

的表现、创造音乐、欣赏音乐的新天地。器乐教育扩大了受教育者接触音乐的

范围，增加了领略音乐的途径，提高了受教育感受和创造音乐美的能力。通过

器乐艺术的学习，有助于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增进对乐器的沿革，音乐艺

术发展史，作曲家，音乐作品等等多方面音乐知识的了解，扩展了受教育者的

知识面。器乐艺术是一种纯音乐的音响艺术，它的非语义性获得了更大的想象

空间，对培养人的想象力有积极的意义。国

从以上教育——丧育——音乐艺术教育——器乐教育的层层深入的阐释，

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业余钢琴教育的意义。业余钢琴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培

养钢琴家，而是培养人，它担负着素质教育的重任。钢琴教育在教授学生学习钢

琴演奏技法的同时，博大精深的钢琴艺术文化能使受教育者加深文化内涵和提

高艺术素养，使受教育者的音乐审美能力。音乐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创

造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使人得到音乐美的陶冶和塑造，使人和谐的全

面发展。键盘弹奏和丰富多彩的音乐为学琴者大脑思维发达注入了活力，“儿

童学习钢琴弹奏不雷为一种锤炼思维能力的‘脑体操’，是促进儿童大脑两个

半球平衡和谐发育的极好途径”。。钢琴的技术训练能很好的促动脑开发，对提

。置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
。齐易．张文川‘音乐艺术薮育'．人民出版社。2∞2年敝，第225页．
4齐品．张文川‘音乐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2002年敝，第149．150页．
。王焰‘试谈业余钢琴教育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山东教育科研，1999年第9明，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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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智力及肢体协调能力都有很显著的作用。 ，

将以上分析落实到业余钢琴教育制度中看。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作为钢琴业

余教育制度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以培养人为根本前提，通过在钢琴艺术教

育活动中对学琴者的全面音乐能力进行等级的评定，使受教育者对所学有正确

认识，并促进其向更高水平的学习努力，最终使受教育者不断提高音乐审美能

力；学会感受音乐美，鉴赏音乐美，创造音乐美；使之得到音乐美的陶冶和塑

造，使之和谐的全面发展。

业余钢琴考级的制度化是我国业余钢琴教育市场从无序的状态向有序的

模式转化的有力保障，通过整体的社会调控，使钢琴考级制度真正成为推进素

质教育进程的有力手段。

(二)从社会学相关概念看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l、与制度有关的几个社会学概念

(1)制度

社会学对社会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人们在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行为或社会活动的

规范体系。”按照一些学者的概括，社会制度的广泛涵义可归纳为三个层次：“其

一，指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其二，指一

个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其三指各种社会组织的规

章制度，如作息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学习制度等。”①

(2)制度化

所谓制度化，是指社会生活从不定性的甚至无序的状态向定型的、有序的

模式转化的过程。这～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颁布制度或约定俗成的

形成制度，是社会生活有章可循。第二，实施制度，使社会生活的定型、有序

变为现实，社会生活表现成一种定型的、有序的模式。第三，完善制度，包括

制度内容的完善和制度实施的完善。国

(3)制度的功能

。场心恒、丘士杰等‘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吴方桐{社会学教程'，牮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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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耦合或者说整合功能。二是调

控功能”∞。具体社会制度通过对个人及群体(尤其是组织)行为的约束，来

调控社会的运行。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的调控，个体间不相一致的特定利益必

将导致冲突甚至是社会动乱。有了一定的制度，一切组织及其成员才能明确和

协调彼此间的关系，使社会集体灵活运转。

具体制度中与两个基本功能紧密联系的还有如下两个重要功能：(1)传递

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发展；(2)对人的社会化进行导向，培养理想的社会角色。
曲

2、由相关概念看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首先，本文研究的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从制度的广义涵义看，属于第

二层次内容中，指具体的教育制度——钢琴教育制度——钢琴考级制度：同时

也涉及第三层次的内容，即业余钢琴考级活动实施所涉及和颁布的一些规章制

度。

其次钢琴考级制度的形成，即其制度化，是经过了一定的发展过程的。

从最初民间自发的吸取国外钢琴考级的经验而在国内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早期

的钢琴考级活动，逐渐形成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各项章程制度，从而使钢琴考

级活动朝着有章可循的秩序化方向发展：在各地出台的各项考级制度的制约

下，各地考级活动日趋成熟的发展起来，钢琴考级开始显现出与社会的相互影

响力，这其中有正面的、积极的，也不乏负面的、消极的，考级活动中不利其

健康发展的各种弊端，逐渐呈显性或隐性的形式被人们认知，社会需要考级制

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健全，考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成了其必然的发展进程。

从制度的两点基本功能看，钢琴考级制度的基本功能，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为耦合或者说整合功能，它将与考级相关的个体(包括管理机构、组织

单位，评委，被考核者，考生家长，教师等)以一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

一个互为制约，互相影响的整体。二为调控功能，钢琴考级活动中的各项制度

通过对考级活动中的个人、群体及组织的行为进行制约，明确和协调彼此间的

。吴方桐‘社会学救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o吴方桐‘社会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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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篙姜慧。
关系，合理有序的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调控钢琴考级市场的正常运作。

从“传递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发展；对人的社会化进行导向，培养理想的

社会角色。”。这两个重要功能来看，钢琴考级制度作为文化艺术教育制度，其

存在为社会传递精神财富，传播音乐文化，促进全民音乐素养上起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同时，使更多的钢琴学习者参与到社会音乐生活实践中，使个人的价

值通过社会的认可而体现，“参与社会音乐生活的目的是使自己与其他人相同，

被其他人接纳：音乐实践是生活和生命过程中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

部分。个人只有参与到社会音乐生活实践中去，才会与所有的人一样成为完完全

全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钢琴考级制度的各项具体功能，将在后文具体阐述。

(三)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构成要素

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虽然形式各异，纷繁复杂，但它们在构成上又是有一

致性的。社会制度的构成必须包括以下四个要素：一是概念系统，指为说明某

一制度的目标与价值而提出的一套概念。二是规则系统，指在某一制度中对相

互之间的人际关系与指导各自行为的一套规范所作的规定。这些规定既有成文

的，如法律、法令、条例与规程；也有不成文的，如风俗、习惯与民间传统等。

三是组织系统，指为推动和检查某一社会制度正常运行的一套组织与执行机

构。四是设备系统，指为保证社会制度运行而必须具备的物质手段。圆下面按

这四个要素对钢琴业余考级制度的构成进行分析。

l、概念系统9

这是制度重要的构成要素。在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同样有一套为钢琴考

级制度存在的意义，目的和目标等而提出的概念。我们通常能在考级制度的各

项规章中看到对这些概念的陈述，例如，各种章程中对业余钢琴考级的目的和

意义这样定义“本着普及音乐教育，提高我国音乐水平和国民音乐文化素养的

宗旨，组织与领导音乐各专业的水平鉴定与考核工作，为业余学习音乐的人们

。昊方桐‘社会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3页．

。许卓娅‘超越音乐考级’．中田音乐教育．1999年第3期，第22页。
。参见董坪芳‘教育社会学)t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或称观念系统．参见吴方桐主编‘社会学教程》，辗中师范太学出版社，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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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淼芝慧。
提供国家级的社会普遍承认的权威性的水平鉴定，为学生的学习及音乐教师的

教学提供一流的指导意见，以促进我国业余音乐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规化、科

学化。”。考级宗旨为“开发智力、陶冶情操，使业余音乐教育更加科学化、规

范化，促进素质教育”。等，这些是制定成文的具体章程，具有严格的理论的

概念表述。

另外还有一些是人们受外部环境影响，自发的、朴素的，并且往往比较混

乱的观念，而这种自发的产生的，或由社会影响带给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却

往往具有对社会更大的影响力。例如，有很大比例的考级者对考级的目的误认

为：获得证书即是目的，获取证书能使今后的各种升学门槛降低，等等。持有

这样一些错误认识的人并不在少数，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考级的认识

导向。

2、规则系统。

规则系统，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所谓规则(规范)，就是人们行为的

准则。它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定。在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则

表现为管理、组织者的权利规定，约束各级考级管理单位，实旌单位权利和义

务的规定，参加考级人员所要遵循的各项规定以及对考官、对教师方面的规定

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号令《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中，

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的管理工作，对各考级单位应遵循的规则等进行了详

细的说明：又如各地考级委员会所公布的钢琴考级简章，有对报考人员考试所

需注意和所需遵守的一些具体规定，例如，《2003年寒假中央音乐学院校外

音乐水平考级简章》第7条“凡跳级报考4—9级者(演奏文凭级、电子琴7．9

级不准跳级)须加考前一级全部曲目(加试曲目可看谱)，不跳级报考四级(含四

级)以上者，报名时，须出示本院前一级证书。第8条、凡在北京考区参加我

院考级3级(含3级)以上的考生须持有我院‘音乐基础知识’测试一级证书方

可报名(未满7周岁者可免，但报名时须带户口本原件)”等。钢琴考级简章还

有对评委的规章要求，例如“1、考委必须是从事所考科目并有讲师以上任职

o‘2002年寒假中央音乐学院校井音乐水平考级简章)．
o‘2002年江苏省音乐考级f晦章'．
o或称规范，参见关方桐主编‘社会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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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篇熹
资格的教师或资历较深的专业工作者，并熟悉所考科目的教材、曲目和级别划

分标准。2、被聘考委需要先填写“考委申请表”，经本考级委员会审核、批准

后发给‘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考委委托书》。3、考委必须持《中国音乐学

院考级委员会考委委托书》参加考评工作。4、考试期间，各专业考场应由一

名主考委主持考务，主考委由中国音乐学院直接派遣，另设I．3名副考委⋯⋯”

。。此外具体的级别划分、等级评审标准等也是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规则系统的

重要内容。

3、组织系统

贯彻执行具体制度的组织，包括各级考级活动的管理机构及机构的构成形

式，管理方式等。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的组织系统，包括从中央到各地方

的各级组织调控部门，及具体的组织、管理方式。在过去我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的组织系统是以地区为单位构成的，各地颁布有成文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实施

办法，有相对较为固定的考级活动的管理组织机构，对各地考级活动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韵规范作用。

在2002年文化部颁布了第24号令后，目前全国钢琴考级制度的组织机构

设置为：

1、最高一级管理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总体负责全国艺术考级

的规划、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艺术考

级的监督管理工作。

3、下列艺术学校、团体和单位可以申请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一)普

通全日制高等艺术院校(含艺术高职学校)；(二)中国文联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的专业协会；(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艺术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四)符合条件，通过申请具有开办考级活动资格的单

位。国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管理办法，确保考级机构的合理构建，推动考级制

o《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吝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号令《{上会艺术考级管理办法》。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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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THESIS

度的科学发展。

4、设备系统

设备系统，就是指执行具体制度相应的设备。在此显示为业余钢琴考级制

度存在所必需的，以及在考级发展历程中应运而生的各项必备设旌。其中包括

教学、考核场所，设施，教材书籍，相关的影音制品及其它相关产品等。

在钢琴考级进行中，最重要的设施就是考场，一般会选择各大艺术院校或

设有音乐专业的大中专院校，以及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琴行等，作为钢琴艺术

考级的考场。因为这些地方具备进行钢琴考级活动的最基本条件——翎琴，还

有一些教室可作为各级别考核的考场：钢琴，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钢琴不

仅要作为考核用，在平时的教学、课余的练习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设备；另外，

还需要音乐厅或大型礼堂，因为很多地区在考级的同时也是在进行地区的业余

钢琴比赛，也有的地区会在考评结束后开展优秀选手的音乐会，以利于选手间

的相互学习和交流．这样，音乐厅或礼堂就派上用场了，这也给学习音乐的孩

子们多一些实践演出的机会，对他们表现音乐，创造音乐的能力培养具有积极

的作甩。

各类镪琴考级的教材(曲谱书籍及音像制品)。也是考级制度之设备系统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钢琴考级制度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必须要演奏各级别指

定的音乐作品，这些分级编排的钢琴曲谱以考级教材的形式出现在各书店的货

架上，为了避免曲目的单一，各种版本的考级教材纷纷出版发行。例如，目前

武汉市面上的考级教材就有，《跨世纪新版全国钢琴演奏(业余)考级作品合集》、

《全国钢琴演奏(业余)考级曲目混编第一套》、‘全国钢琴演奏(业余)考级作品

集第三套》、《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钢琴(业余)考级教程》以及湖北省音协编的

最新的考级教材等。此外还有为辅导学生考级而出版发行的相关书籍以及音像

资料，如：方百里著，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钢琴考级跟我学》：人民音乐

出版社出版，张静蔚著《钢琴考级作品练习指南》，以及环球音像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各个版本的钢琴考级教程的vCD等o。

此外，还有不可遗漏的一项，那就是考级合格后所颁发的证书，这些专门

。资科来源；蓝海琴行舟站瓷科脚抓朔wbl嗍i皿o．ca札娟及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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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证书标志着对学琴者阶段性学习的认可。不幸，它却被一部分人看成是

学习钢琴，参加考级的目的；视为判断学生艺术素质的绝对标准，从而错误地

导向了一部分人接受钢琴教育的目的，直接导致了不良后果的产生。

以上四项系统要素构成考级制度，各系统独立存在，同时又互为影响。概

念系统是考级制度存在的思想基础，没有概念系统的支持，考级制度的存在就

没有意义了；规则系统中既包括对组织系统中的管理办法等，也包括对各项设

备系统的具体要求，同时也包括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各种不成文的法则，是业余

考级制度的操作原则：组织系统负责检查整个制度的正常运行，对考级制度的

发展起宏观的把握，是考级制度的运行保证；而设备系统在组织系统的控制下，

在规则系统的规定中为考级制度的正常进行发挥着具体的各项作用，是考级制

度的物质保障。

(四)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功能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基本功能，已在前文中有过概述，本节将对作为我国

业余钢琴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

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直接对钢琴教育所具有的功能进行分

析。

一方面，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是存在于钢琴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从这个角度看，考级制度对社会具有以下功能：

l、社会化功能

指在促进个体获得适应社会环境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与知识

技能，完成预期社会化，取得社会成员资格过程所起的作用。o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化从来就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圆钢琴考

级制度也不例外。通过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使学琴者通过参加业余钢琴考级接受

具有相对权威的专家的考核评定，从而促进其朝着社会需求的钢琴教育方向发

展，通过社会的认可，实现个体的价值。

o董泽芳‘教育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404l页．
’董掸芳‘教育社会学l，华中师范大学出舨社，1990，第4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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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从其实施早期至今，一直发挥着引导社会钢琴教育朝着

标准相对统一、规范的方向发展的作用。首先，它使业余钢琴教育从家庭走向

社会，使其发展成倍受社会关注的社会活动，对全社会的艺术教育现状造成很

大的影响。它使分散的钢琴业余教育有了一个相对规范化的模式，使业余钢琴

教育具有准专业化水准，使钢琴教育成果尽可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同时，社

会需求也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在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也带动了业余钢琴教育的规模。无论这些人学习钢琴

的本意如何，客观上还是加大了钢琴教育社会化的力度，由钢琴考级制度带来

的社会化效益是巨大的。

2、文化功能

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教育则是传递与发展文化的根

本途径。“文化功能就是指通过有选择的传递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培养年轻

一代具有适合现存社会文化要求的价值体系与个性特点：同时向年轻一代指明

未来文化的前景，培养他们的远大理想的作用。”国

从钢琴的文化属性看，钢琴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尤其是音乐文化的产物，

钢琴艺术发展的300年，在其形式内容的不断变化，不断充实，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浸透了人类的聪明智慧、美学思想、音乐观念、音乐逻辑。人们常说一

部钢琴艺术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西方音乐思想发展史，音乐思维的发展史。

钢琴艺术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括浓烈的文化内涵，而作为

一个钢琴艺术的实践者，要想驾驭这门艺术，就必须具有强大的艺术表现能力，

而这强大的艺术表现能力除了需要过硬的技术，主要来源于文化修养的深厚广

博。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无疑就是在钢琴教育中旌展钢琴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

业余钢琴考级深远的社会影响力，通过考级教学将钢琴文化广泛传播，使学琴

者在浩若烟海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钢琴作品中获得丰富的钢琴艺术文化。

3、经济功能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显性的经济功能来

。董泽芳‘教育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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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能在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下获得经济效益的大致为以下几类：

(1)各钢琴考级活动的主办单位。全国各地都有同一地区多家考级单位

并存的情况。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由于目前业余钢琴考级规模越来越大，

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每举办一次考级活动，仅收取考生的报

名费一项，利益就相当可观，“一般的收费在80元一150元，有的甚至高达300

多元。有人作过统计，假定3000人参加钢琴考级，以平均每人收费以120元

计， 组织一次考级的收入便近40万元。”。另外还有相关的辅导班的授课费，

通过者的等级证书的费用等，细算下来就相当惊人了。所以，考级活动的各主

办单位是最直接的获益方。

(2)从事业余钢琴教学的教师。由于业余钢琴教育的不断普及，非专业

教育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钢琴教师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由于需求数量

增长，一些不合规范的教师也开始从事业余钢琴教学工作。钢琴业余考级制度

的出台，目的之一就是规范教学，选拔与淘汰教师。于是，能继续进行教学的

老师们就获得了相对更广大的生源，与之俱来的便是丰厚的经济收入。

(3)～些与业余考级相关的产业。此处简单的罗列一下：钢琴的热销带

动各家钢琴生产企业以及各地钢琴经销商的生产销售数量；各种版本的业余钢

琴考级教材的不断再版带动各音乐出版社及书商的好生意；与业余钢琴考级教

材配套的相关音像制品的市场需求带来了音像出版社及销售商的经济效益。此

外，还有考级证书的制作厂商，也是获益者之一。

另外，从隐性的经济效益来看，接受钢琴教育的孩子，通过科学的艺术审

美教育，获得了全身心的健康发展，获得综合素质培养，成为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的新型人才。不论他们以后是从事音乐专业或非音乐专业的工作，都将为社

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4、筛选功能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筛选功能表现为，在服从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对社会

中参加钢琴考级的学生进行分级分层的考核，并在各个级别内，对学琴者进行

。《音乐考级呼唤权威' http：／／danyne-s．slna．coⅢcn／nchtalk／ne_s，cu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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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标准的水平划分，将他们以“优、良、合格、不合格”。的等级标准进行

分层。对于那些极具音乐素质，又受过较规范的培训的“好茁子”可选作专业

钢琴教育的后备对象；对于那些根本不具备学习钢琴素质的考生可以通过考级

使其意识到自身的差距，或放弃钢琴学习而把更多精力放在适合自身发展的学

科方向上去。这种功能对于教师选拔同样有效，通过考级的客观结果，能清楚

地显示出哪些老师是具备业余钢琴教学资格的。哪些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哪些

是必须淘汰掉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业余钢琴教育市场进一步规范，使钢琴教

育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另外，钢琴考级制度作为钢琴考级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它本身又是一种考

试制度，从这个角度看它还对钢琴教育及社会具有以下功能：

l、导向功能

“鉴于考试的结果往往被人们当作对考生做出评价或进行挑选的依据，而

这些又与应试者的需要、追求、利益等紧密相关，所以许多考试对人们的思想、

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也是这样，考级的评判标准直接导向

钢琴教育的内容，例如，钢琴考级是以考生弹奏考级曲目的情况为评判依据的，

于是很多人便以这些规定的考级曲目为教学内容；另外，钢琴考级结果的其他

功效，例如升学加分等，又导向了人们接受钢琴教育的思想目的。

2、反馈调控功能

这主要指钢琴教师可通过考级了解当前钢琴教育的现状，教学的效果，“找

出现状与预期状态之间的差距，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教学手段，

调整教学速度和难度等。学生也可以通过钢琴考级了解自己的音乐知识、演奏

技能的掌握情况，并据此对自己的钢琴学习活动作适当的调整。考级管理单位

则可以通过考级，了解考级活动在一定范围内的开展情况，了解钢琴业余教育

的整体情况，并做出统一调控，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下一步发展作进一步的

改革和完善。

o赉科来源：湖北省音乐考曩(业余)委员会办公室．
o常旱清‘人的发展与素质教育)，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常早请‘人的发展与素质敦育'，武汉涓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板，第lI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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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现状的分析

(一)我国业余钢琴考级规模日益膨胀的社会原因分析

业余钢琴考级活动规模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从

91年开始，湖北省开始实行业余钢琴考级活动，最早的时候只限武汉市，还未

深入到其他地区：到1995年，全省的钢琴考级人数已经有1162人(其中武汉

765人，地市406人)；到1998年，全省的钢琴考级人数已经有2033人(其中

武汉1027人，地市1006人)：2001年，全省的钢琴考级人数已经有3725人(其

中武汉1258人，地市2467人)。。平均每三年增加1000多人，这样的发展速

度实在是惊人的。作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前沿的上海地区，“1988年参加市音

协举办的首届钢琴考级的仅300多人，到2002年钢琴考级的人数已达21700

多人，是初始人数的723倍，15年来，平均每年以31．6％的速度增长。”叠全国

范围内已掀起了业余钢琴考级的大潮，雨钢琴业余考级所涉及的人群也随之以

几何态势扩大。除了参加考级百万学琴者外，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的老师也都

在关注考级并同样深受考级影响。由此看，当今中国社会参与到钢琴考级活动

中的这个群体是庞大的，考级在社会中的影响将异常深远!

同时，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与音乐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我国业余钢琴教育及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规模日益膨胀，归咎起来也是由

诸多社会原因造成的：

l、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构建于业余钢琴教育体系之上，业余钢琴教育规模

的发展壮大直接导致了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发展规模的日益膨胀。

2、由于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从侧面推动了钢琴业余考级的发展。例

如，就钢琴业余教育而言，学琴者越来越多，教师的需求量也在增长，对教师

的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很多人为了今后能从事钢琴教育这个职业，也选

择学习钢琴，参加业余钢琴考级：学校教育不断提高对艺术学科的重视程度，

对音乐师资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也相应不断提高，于是各音乐学院及高校的音

。盗料来源：湖北省音乐考级(业余)委员会办公室．
o‘艺术考级上海居冠)，东方网一新闻晚报，2003缶2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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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师范专业的招生规模每年都在不断扩大，而很多地方招生工作都与业余考级

结果有所联系，这些都带动了业余钢琴教育及业余钢琴考级的增长规模。

3、素质教育被明确的提到当前教育的首要位置上，广大民众日益加深对

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舆论片面的将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划上了等号，致

使很多家长简单以为接受一定的艺术教育——例如钢琴教育——就是进行了

所谓的素质教育了。由于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各级教育机构单位，也将艺术

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小学升中学，初中考高中，乃至高考，都直接或间接地

将艺术考级成绩与升学挂钩，希望以此能招收到具有全面素质的学生。于是，

各种艺术考级也便成了考学的一条途径，冲着这个目的来参加业余钢琴考级的

学生也越来越多。

4、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势，各地都出现了多家单位抢占业余钢琴考级市场

的情况。考级单位间为争取生源而降低评审标准的作法，使考级市场只以考生

数量为目的而使考核质量下降，抱着侥幸心理参加业余钢琴考级的学琴者越来

越多，导致了业余钢琴考级市场的畸形膨胀。

(二)钢琴考级活动的大规模发展对社会的积极意义

从客观的角度评价，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以

下谈三点：

1、钢琴业余考级制度是专业音乐教育社会化的集中体现，它的兴起顺应

了钢琴教育的社会需求，推动了钢琴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开

始走上学习音乐之路，极大地推动了音乐审美功能的社会传播。

2、对于社会来说，考级制度对于规范钢琴教育的市场有着不容置疑的积

极作用。现在的情况是学琴者越来越多，而音乐院校的专业钢琴教师却非常有

限，于是很多并非从事专业钢琴教学的人也开始进行钢琴教学活动，其中水平

不～，不乏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业余钢琴考级表面看是考学生，其实也对老

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是一个鉴定，考级结果能让家长认清教师的水平。对于有

志于钢琴教学的老师们来说，考级能督促他们更用心的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而对于那些并不具各教学资格的人来说，也能起到淘汰作用。如此一来，

最终受益的还是琴童们，能够得到相对来说更规范更加专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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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参加考级的学生们来说，考级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短期目标，通

过考级可以对他们每一阶段的学习起到鉴定作用，促进其循序渐进的能力发

展。同时，通过钢琴考级活动，还能够为社会发掘出适合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

后备人才，使社会业余钢琴教育成为音乐专业教学的强大后备军团。

从以上三点来看，钢琴考级制度的存在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它在规范整

个钢琴教育市场，推动全民素质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三)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中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规模呈几何态势发展，一方面说明人们艺术文化

素养的提高，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其畸形的发展势头也在警

示我们思考当前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对部分地区考级主

办单位负责人，考级评审老师，考生家长的采访调查，以及对一些专家老师们

既成的钢琴考级的成果研究后发现，目前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确实存在很

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健康发展。当前业

余钢琴考级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l、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概念系统出现问题导致人们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

错误认识

虽然各考级单位在考级简章一再声明考级的本质和意义。但由社会大环境

造成的有关业余钢琴教育、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错误意识，已使人们心中的概

念系统出现极大的偏差。

(1)对业余钢琴教育及业余钢琴考级本质的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人们参加

钢琴考级的初衷有误。当前社会中人们所认同的学琴目的就是将它作为促进儿

童能力与素质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如“开发智力”、“培养毅力”、“培养自信

心”等等，这些确实是钢琴教育的一些功能，但这些毕竟只是钢琴教育的附属

功能，如果仅抱着这些目的进行钢琴学习，只会使人忽略对音乐本质的认识，

从而错误的评价业余钢琴教育的效果。满足人的审美需要是音乐等艺术的本质

目的，这也是人们崇尚艺术、欣赏艺术、学习艺术的根本目的。在社会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利用的功利关系，还需要友爱、和谐，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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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这种关系正是艺术活动的独到功能。艺术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友善，使我

们生存的环境充满了良好的感性样式，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培养人

的艺术修养能够促进和提高人的感性能力，能够改善他的精神生活的质量。钢

琴教育应是通过音乐的学习，提高人的音乐艺术修养，增加对音乐的感性认识，

丰富精神世界。o

而钢琴业余考级作为业余钢琴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环节，它应

该是～种手段，而不是学琴的最终目的。当前社会中的很多人，错误地将考级

这一教育手段误认为教育目的，为了考级而学习钢琴。很多琴童的家长碰到一

起的首要话题就是“你的孩子考了几级?”有很多家长最初并不是为了考级而

让孩子学琴的，无奈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也不得不让孩子去考个级。很多学生

以达到某个较高级别为奋斗目标，常年只拼命练习业余考级教材的某一套作

品，甚至有的为了通过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级别，而违背教学规律，盲目拔高

程度。前面提过钢琴考级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它的文化功能，可这样一来，

贫乏的作品量并不能真正满足钢琴学习相应所需的文化积淀，只会使钢琴学习

变成一种纯技巧的训练，使业余钢琴考级变成一种应试形式。特别是违背科学

规律盲目拔高程度的情况，虽然勉强通过考级，却并不具备基本弹奏技巧和基

本的音乐素养，盲目拔高程度只会让学琴者形成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磨灭他

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巨大的负担甚至会让他们觉得弹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以如此代价换来的一张证书还有多少意义呢?

(2)考级制度与升学制度挂钩，直接导致学琴、考级者的功利思想日益

严重。当前我国教育方针强调发展全面素质，各级各类学校在进行招生考试时，

都会对有艺术特长的学生降低录取标准。例如，东北师范大学艺术考级委员会

主办的“音乐、舞蹈考级”在吉林省长春考区的考级简章上规定“考级通过者，

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l、相应报考科目达到六级或六级以上优秀者，可直接

升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附中或舞蹈附属中专。2、相应报考科目达到七级

或七级以上者，并且是高中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

。参见周海宏‘儿童学琴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中国少儿钢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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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业自考全日制本科。”。作为全国名牌大学的武汉大学，在其艺术特长生的

招生简章上有这样的规定“凡有意向报考我校2003年艺术特长生的考生，请

在2003年3月1日前将下列资料寄至我校：a．武汉大学艺术特长生推荐表：

b．北京大学“中学生艺术周”或清华大学“中学生文化艺术冬令营”获奖证

书复印件；c．近五年内所获艺术类最高等级证书复印件：⋯⋯”o《中央音乐

学院清华大学考场考级简章》中规定“获得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音乐考级八级优

秀和九级优秀以上者可免予清华冬令营的初试”o。与上述情况类似的升学与

考级直接或间接挂钩事例不胜枚举，仅从此处列举例子中就能看出，当前的升

学制度与业余钢琴考级制度间己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作为各高校艺术

特长生还是音乐专业院校考生，考级证书多多少少都能给他们的考试带来一些

便利。本来，通过这些考级证书确实能够证明一些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考生的

实际艺术水平，使那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学校能够选拔到他们需要的人才，业余

钢琴考级及其他艺术等级证书在此时作为教育选拔制度中的一个参考系数，确

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能为招生工作减轻部分工作量。但是，有的家长和学生

却只看到：有了考级证书，升学就比较容易了。“许多入尤其是家长，将考级

的注意力从原来的增强素养上，转移到艺术考试将为升学加分上．据调查，在

北京曾有半数以上的家长当初是怀着这种想法让孩子考级的。”回在人们的概念

中，参加业余考级已经成了孩子升中学，上大学的一条捷径。冲着这个目的来

学钢琴，来参加业余钢琴考级的人员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已成了以高考制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由于社会上各种功利思

想的影响，使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概念系统逐渐出现问题，使之开始背离其初

衷发展了。

z、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规则系统的漏洞——业余考级衡定标准还需进行

更细致的研讨和健全

钢琴考级制度作为钢琴教育体系中的一项手段，起到为钢琴教育活动进行

。‘2∞3年吉林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缀简章’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页：h却wmu如．n∞u酣u．cn．
。‘武汉大学艺术特长生招生简章)武汉大学艺术招生主页：hnp洲www-如m他org．c叫shu．
。北京音乐教育网h啦p蚋v帆捌斗∞ln，3刁pk喇i．h仰·
。‘艺术考级缘何变了味?’http：／／w-．heyao．cn．gs／yymb／lm，002．ht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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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评定以及选拔人才的作用。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的评定标准作为考级制

度规贝I』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公正性和权威性，

并会从内容到形式直接影响业余钢琴教学活动。评价标准包括评委的评判标准

和教材的编写两个方面。o

目前各地考级标准在具体制定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会给社会钢琴教学

活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的考级标准存在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标准不确

定，二是标准不统一。一方面，由于钢琴艺术是一门以感性认知为主要评价依

据的艺术形式，它的评定不象数理化学科那样有着明确的定量标准，因此在制

定评分标准时不可能特别客观精确，多少都带有主观性，只能尽量做到公正，

准确。例如湖北省音协主办的钢琴考级的评审办法是，各级别从音阶琶音、节

奏感、音乐感、演奏方法、完整性、其它(包括速度、踏板等)六个方面评审，

各方面又分诸如好、较好、一般、差这样的4个等级，通过综合评判，得出优

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结果。o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咨询资料规定“1．对

每一级都要坚持按标准严格要求。2．对报考卜4级的初级级别者，要强调读

谱的准确性、演奏(唱)的完整性及蓦本技术方法的正确性。3．对报考5—7

级的中级级别者，除以上要求外，还要求有～定的音乐表达能力。4．对报考

8—9级的高级别者，在技术和音乐表现力诸方面均应严格要求。⋯⋯”。这些

评判标准已经算是细致、全面了，但明显还是依靠主观定性评价在评分，没有

～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靠有经验的评委老师凭自己心中

的罪杆秤来衡量，由此也显示了对评委的高要求。但耳前有些主办业余钢琴考

级的单位所聘请的评委，或是本身水平有限，不能准确判断，或是为了拉生源，

刻意将标准降低。钢琴演奏评定的主观性也给那些不按标准打分的评委以充分

的借口，目的就是扩大通过率，赢取经济利益。整个考级市场由于标准的不明

确、不一致，规则不清，直接造成考级市场的混乱竞争。

钢琴考级教材，是考级制度设备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规

。参见金兆均‘让音乐考曩量度发展——中目音协召开全目钢琴考级评蚕鏖滚会'．乐器l蛔B年第6期-
第6页．

4资辩来潭t湖北省(业余)音乐考级委员会办公室．
o中田音乐学I矧q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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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系统中评判标准的重要载体，考生的演奏水平是通过他对业余钢琴考级规定

曲目的演奏展示出来的。“考级选材是件音乐大事⋯⋯考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

上与教材的内容、性质、形式互相关联着。倘若不当，考级的种种积极意义，

都会受到或大或小的不利影响。”。当前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的教材问题，

集中体现在考级教材的更替周期过长，有些地区甚至十多年内一直沿用的是早

期的教材，虽然也重新编辑过新的考级教材，却没有强行要求一定要使用新教

材。由此使那些抱有投机、应试心理的考级者有机可趁，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

功能已无法体现，对社会、对学琴者也都是不利的。

3、钢琴考级制度组织系统的不严密带来的业余钢琴考级市场混乱

组织不力，是当前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化部

2002年5月公布《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以前，由于各地区业余钢琴考

级机构管理松散，而中央又没有出台明确有效的管理办法对社会艺术考级进行

统一组织和管理。中国业余考级市场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各地都存在多

家考级单位并存的情况。各单位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保证生源，各单位都

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其中有的单位靠实力取胜，严格把关，以严谨

的考风考纪、公正有效的评定结果作为自己赢得生源、保证社会效益的有力武

器。但由于当前社会中各种不正之风影响，任何事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就连原本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的业余钢琴考级活动也开始“向钱看”了，为谋取

经济利益，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层出不穷。有些单位，本身社会影响力不大，

评委水平有限，甚至并不具备主办业余钢琴考级活动的资格，为抢夺生源、赢

取经济利益，便以大幅度降低考核标准，扩大通过率与优秀率作为保证市场占

有率的手段。这样一来，有的学生在这家考级没通过，而去参加另一家的考核

却拿了优秀，于是有些家长和考生，看哪家标准低就报哪家，轻松拿到富含水

分的考级证书。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可以花钱买考级证书的恶劣情况，考级市

场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现状给以考级为目的的学琴者提供了“便利”，同时抱

有功利性目的家长和考生，也给这种混乱状态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如此恶性

循环，使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失去原有意义。其原因，是全国业余钢琴考级市场

。魏廷格‘从钢琴考级的意义说到教材级评审标准'，《钢琴艺术)98年第6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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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地方都缺少统一、有力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出现“雄踞割据”o的现

状。这种无组织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导致了全国业余钢琴考级市场的混

乱。

4、目前钢琴考级市场中师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作为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各系统运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教师职责重大，雨就

目前情况看，我国考级市场的师资还存在很大问题。很多专家在谈当前业余钢

琴考级发展的现状时都对此十分担忧。由于社会的需要，业余钢琴教育市场日

益膨胀，使得钢琴教师的需求显得异常迫切。于是，一些不能胜任钢琴教师职

业的人也从事起了钢琴教育工作。这其中有些不具备专业水平，甚至不能准确

的教授学生正确的弹奏方法，而另一些本身专业技能水平不存在问题，却没有

责任心，对教学不负责任，不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这样的钢琴教师同样不能

算是具备教学能力。很多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教学能力，却还在继续教学活动，

全然不顾学生的利益，这样的教育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评审老师们发现，

考级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看起来是学生的，但问题的根源在教师身上．教师是教

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素质，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受

教育情况，影响到学生的发展。而且钢琴教育通常采用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授课

形式，即一对一的个别课形式，教学过程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它要求教师既

要有实际的演奏水平(因为钢琴是声音的艺术，要经常给学生示范，给他们最

直接最感性的认识)，同时，又要求钢琴教师虚具备教师职业所共有的基本素

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任何教育都是培养人的艺术，哪怕是业余钢琴

教育，教师所要担负的责任同样是重大的。最初，由于利益的趋使，大量不具

备教师资格的人在进行教学工作，由此出台了钢琴业余考级制度，用以规范教

师市场，但由于钢琴教育和考级市场的不断发展，对教师的大量需求，又造成

了更多的不合格教师的出现。此问题的出现又反映了我国业余钢琴考级现状与

业余钢琴考级宗旨的背离．

此外，作为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构成要素的设备系统，目前还未发现影响到

制度完善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

o一凡‘乐器业余考曩钓现状与墨考)，乐器，1998年第3朔，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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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的出现，对业余考级制度的发展是阻碍，对音乐社会化造成了不

良影响。但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广大学琴者。由于非常规的制度发展，使学琴者

无法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原始的、本能的对音乐的兴趣也随着“功利思想、

应试教育、有失公平的考核结果以及错误的教育观念”的影响逐渐丧失，他们

已经感受不到钢琴教育本该带给他们的无限快乐。

以上仅对钢琴考级制度中所出现一些主要问题加以剖析，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具体问题，也是藏存在这些问题之下的，各系统中的问题慢慢侵蚀着钢琴考

级制度这座大厦，情势岌岌可危，问题亟待解决。

三、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一)对新法令的评价

l、新法令给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带来的希望

针对当前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广泛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国家文化部，到各

地方文化厅新出台的各项文件，都将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规范化起到指导和制

约作用。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号令，可

以说是中国艺术考级制度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纲领文件。面对经历了十几年

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对于其中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社

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的发布与实施，必将对加强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

的管理，促进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的规范化，保障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的

质量，推动社会艺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强有力的作用。o该办法规定了

各级管理机构应履行的职能、义务；规定了各地艺术考级机构和考官的申报资

格、申报办法：规定了各级管理机构对各考级单位的管理内容以及各级管理机

构、考级单位违反管理办法所承担的罚则等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这些规定将有效得缓解当前考级市场混乱的局面。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对业

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加大管理和调控力度，必将有效的保障

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从相对无序管理走向规范化管理，必将推动业余钢琴考

。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工作的原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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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保障我国业余钢琴艺术教育的质量。

通过对考级考官的资格要求，能更加有效的保障考级评定标准的相对统一

和公正，从而进一步保障考级市场的规范。按照目前一贯采用的评定办法来看，

钢琴等艺术形式的考核评测标准不可能制定得绝对明确和客观，标准的尺度大

部分还是掌握在评审考官的手中，只有具有良好的专业及道德素质的考官，才

能准确而公正的运用手中这把尺，对各位考生的真实水平进行公平而准确的度

量，保证考试成绩的真实性，有效性。只有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才能保

证评判标准客观，公正。

该办法能积极有效遏制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广泛存在的“功利性”现象，

帮助人们扭转对考级宗旨的认识。针对当前社会中有些教育单位将艺术考级成

绩作为考查学生全面素质水平的标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在总则

中就已明确指出：“任何部门、学校、社会团体不得以行政手段或其他方式动

员、组织或者强迫在校学生参加艺术考级，不得将艺术考级结果与学生的升学

挂钩．”心有了这样的规定，将会杜绝将艺术考级结果与升学挂钩的现象，没有

了升学的目的，参加考级的人们的心态也会平和而健康了。

在业余钢琴教育中师资状况的改善方面，该《办法>中也有所涉及，它规

定各地业余钢琴考级管理机构应履行“组织艺术考级辅导教师的培训工作旧的

职能。

随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的颁布，各地方文化厅也相继出台了

各项实施办法，通过备项法规制度的全面深入实施，必将使当前考级制度中存

在的各项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对钢琴考级制度以及其他各项艺术考级制

度起到有效的拨乱反正、完善发展的作用。

通过《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我们看到的是全国从上至下对包括

钢琴在内的社会艺术教育的重视，有了这份重视，相信钢琴考级的前景是光明

的。

2、对新法令的商榷

。中华人民共和田文化部第24号令‘社会艺术考级管理办法l·
。中华人民共和胃文化帮第24号令‘拄会艺术考缀管理办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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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新下发的有关钢琴考级的各项文件，从当前我国考级工作开展的实

际情况出发，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把握全国业余考级制度发展的

全局。所涉及的各项内容，都对解决当前考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保障考级工

作的质量，完善和发展考级制度有着切实的意义。因此，各部门各单位应严格

贯彻执行文化部及各地方下发的各项文件，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加强宏观调控，

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同时，我个人认为，这套法规只是对考级制度的管理工作做了较为详细地

规范，即主要是完善了考级制度中的组织系统，而对其他几方面内容涉及却不

够深入。例如，对钢琴师资这一目前存在较大弊端的问题上没有作具体深入地

规定。教师是教育中的重要因素，教师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当前钢琴考级

中所呈现的许多学生的问题直接反映的是教师的问题。虽然，有了规范的考级，

自然会淘汰一部分不合格教师，但与其以牺牲一部分学生利益作为代价等待淘

汰的结果发生，不如直接对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调控。应如同对艺术考官的资

格认证那样，也对钢琴教师的工作资格做具体规定，钢琴教师也应该接受考核，

并持证上岗。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钢琴教

育水平。在这项法令中在罚则一章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该罚则内容主要只针对

考级机构的违规行为的惩治办法有所规定，在对其他一些人员或单位的行为规

范方面却存在很多漏洞，例如，总则中提到，不得将艺术考级结果与学生的升

学挂钩，但却没有提到如果违反应怎样处罚等。我认为，既然是专门的罚则，

就应该是全面的对考级制度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单位及个人的行为有所约束。

总的来说，我认为该办法还应该在内容上有更具体，更深入地补充，使该

办法实施起来更有据可依，更有说服力，更有可操作性，否则其效力大打折扣。

相信不久将会有更加具体的艺术考级方面的文件不断出台，使我国业余艺术考

级制度进一步完善，对钢琴等各项具体艺术考级制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指导和

监督作用，使其得以健康地发展。

(二)对钢琴考级制度的改革建议

面对逐渐偏离其宗旨发展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我们应从理念到实际操作

上对钢琴考级制度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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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树立全新的考级观念，是全面实施考级制度改革的前提

在当前“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业余锅琴教育以及业余钢琴考级已逐渐成

为高考制度指挥棒下的附属品。同时，由于业余考级结果成了评价业余钢琴教

育水平的唯一手段，钢琴教育也成了考级的附庸。面对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

应及时扭转对考级的认识，使业余钢琴考级、业余钢琴教育重新回到素质教育

的轨道上来。

所以，向广大考生及家长深入宣传考级活动的素质教育本质仍然是一个重

要的任务。

业余钢琴教育是实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素质教育的钢琴教育，应

注意正确认识业余钢琴考级这种考试形式的作用。

业余钢琴考级的制度化是对素质教育进程的保障。“不是所有的考试活动

都是应试教育的体现，素质教育的也需要考试作为检验教育质量和反馈教育信

息的手段之一，不应把考试看作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分界线，考试并非应

试教育的本质。”o业余钢琴考级作为一种考试形式，它也对促进钢琴教育的素

质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业余钢琴考级并不是钢琴教育中作为检测教

学质量的唯一手段，但若将业余钢琴考级成绩作为钢琴教育的唯一目标，则把

业余钢琴教育引上了应试教育的歧途。

2、业余钢琴考级的考核目的、方式和内容的改革

首先是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考核目的的转变。在过去十多年的考级发展

进程中，业余钢琴考级主要是对学琴者的演奏技巧的考核。这样的考核思想容

易引导业余钢琴教育走上以技术训练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误区。因此，将技术的

考核转向能力的考核是当前改革的核心。能力的考核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学琴

者的钢琴演奏水平，也包括他对音乐的感受能力、表现能力，综合音乐素质以

及音乐应用能力等。

有了考核目的的导向，在考核方式及内容上也要有相应的举措。过去的考

核方式是对学生演奏规定曲目的情况进行测评，这样形式的钢琴考级并不能全

面的评价学生的能力。我们可以尝试改变以往惯用的这种考核方式，变过去单

。常早清《人的发展和素质教育'，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99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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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背奏曲目为：对以技术性考察为主要目的的曲目可不要求背奏，对容技术

与音乐为一体的大型作品要求背谱演奏，这样可以减轻考生的一部分背谱精

力，更好的在音乐表现和创造上下功夫。另外，可以增加相应级别的音乐综合

知识和视奏水平测试。这两项内容的改革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实施，例如中央

音乐学院主办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规定“自2000年12月起，报考我院各专

业三级以上(含三级)的北京考区考生，报名时必须出示’音基’测试的一级合格

证书⋯⋯””由广东钢琴学会主办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规定，报考三级以上

要加试视奏。。优秀的经验值得借鉴，我认为这两项内容的份量和难度不宜过

重，可以考察的形式出现，不造成前期准备负担过重，旨在考察学生的实际水

平，目的是导向钢琴教学从技术训练转向全面能力的培养。

3、考级教材应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教材的改革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教材

的改革是考级制度改革的重点。在过去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考级教材一直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教材的编配，体现出各等级的要求和评定标准：

另一方面，考级教材也是目前业余钢琴教学的重要教材。“一旦选入考级教材

的曲目将成为近百万青少年每天每日的音乐精神食粮。”@钢琴考级教材对社会

所起的音乐传播作用是巨大的。但很多年来，各地的考级制度中教材的更新工

作还不够，容易造成长年只练考级规定睦晷的应试现象。

因此，我建议要对考级的教材进行改革，要使钢琴考级教材向多样化、灵

活化方向发展，各地教材编著标准相对统一化。在教材的改革方面，上海地区

有经验直接借鉴，他们先出版几套考级教材，到考级前三个月，发布通知，规

定此次考级使用哪几套曲目。。广东地区的考级教材工作也是先进的，广东钢

琴学会主办的业余钢琴考级活动，每两年出版一套新教材，由广东地区最权威

的钢琴教育家编著，每套教材出版后到下一套新教材出版一年后，只可使用三

。‘2002年寒假中央音乐学院技外音乐水平考级简章》。
。‘2∞3年第十六届钢琴考级通知)中国少儿钢琴同ww砒chjld口j蚰o．concn．
o常早清‘人的发展和素质教育)，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o魏廷格‘从钢琴考级的意义说到教材级评审标准'，《钢琴艺术)98年第6期，第“页。
’赉科来源：上海音乐学院社会音乐定级考试委员会办公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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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o这样一些对教材的新举措可解决前面提到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的应试

化问题，提高考核的效力，加强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文化功能。对于各地教材

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我的建议是，各地派一些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集

中对教学常用的曲目进行一个大致等级的划分，到每年考级前一段时间再在原

来已划分的曲目范围内挑选出一些适合考级的曲目。这样一来，除了能很好的

杜绝“有针对性地使用教材”的现象，还能通过专家对教材的编排，使教师们

能更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内容，丰富的曲目也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全面能力从

而使教材真正成为考查考生水平的手段。其实，要实现以上对教材的改革，看

起来是件工程浩大的工作，但我们如运用一些现代教育先进手段，就能将复杂

的工作变得简单．例如，我们可以将考级的教材编著工作网络化，利用网络具

有的信息容量大，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解决教材的丰富和更新问

题。另外，我建议可以将规定的曲目减少，留一些空间给考生，可以让他自己

在网上所给的等级范围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独立诠释，这样可以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考核标准应重新制定

有了科学合理的等级划分、教材编配，还需要对每个级别的等级划分标准

有全新的制定。新标准应能细致、客观、公正地对业余钢琴教育的状况进行测

量和评价。建议可立足实际现状，在目前我国现有的一些测评办法之基础上，

参照国内外一些先进的音乐能力测试办法加以改进。例如，可先将有关描述钢

琴演奏的大量资料加以收集，运用各种统计方法把这些资料归类，确定为几(为

确定数)大因素，如音准、节奏、速度、音乐表现、技术能力等。各因素内又

分别由几(为固定数)种陈述表达，如音乐表现因素，可分为有效的音乐交流、

阐释富于音乐性、演奏具备音乐理解力、演奏具备传统阐释方式等选项，各因

素累积共有n种测项，各测项有固定分值，由正分值，也有负分值，累加所得

分数将会被列入事先划分的等级。这样的量化的测评标准将使主观评测所带来

的误差相对减少。制定统一而科学的新标准的工作责任重大，须由包括钢琴专

业的教育家，音乐心理学以及JI)理物理学专业的专家们共同来完成。他们将为

。瓷科来源：广东锶琴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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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定一套新的测量标准，将使业余钢琴考级的结果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和有效度。

5、钢琴教师市场的管理是考级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

钢琴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钢琴教育的质量，而当前的钢琴教师水平参差，

且无法集中管理的特点。针对这一特点，我建议应制定钢琴业余教师管理办法，

从规范教师市场推动考级市场的规范。

首先，应实行教师的认证上岗制度。现在很多重点中学在基础教育中实行

老师和学生同时参加考试的政策，以此督促教师提高自身水平，同时也及时淘

汰不合格教师。要制定钢琴教师的考核制度，通过考试获得钢琴教师资格证书，

才能从事钢琴业余教育工作。学生在选择钢琴教师的时候，教师的资格证书也

是一项重要的选择标准．这样做不仅是对广大学琴的孩子负责，也是对社会负

责。

对教师的整体规范，还包括对教师市场进行管理。由于钢琴业余教育的性

质决定了很多教师是业余从事钢琴教学工作，比较分散，难以集中管理。对教

师管理的不力也给考级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钢琴教师的管理工作势在必行。

这项工作可以从教师的考核工作开始，通过考试，将社会上的钢琴业余教师集

中起来，教师参加考核，拿到资格证后，将其资料备案，并上网公开。学生可

以通过网上的资料查找自己所需的钢琴老师：管理单位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分

处在不同地方的教师们保持联系，进行必要的管理；钢琴教师们也可以在网上

交流教学心得，提高教学水平，实在是一举多得。

在对教师市场规范的前提下，对教师的再培训也是必要的，只有教师的水

平不断提高，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

此外，在中央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各地应加强横向联系，通过交流各地

的宝贵经验，促进各地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全面发展。

结语

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已经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联

系的一项社会音乐文化教育制度，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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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学琴者的利益·本文通过对中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研究论证。希望能引起

全社会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对艺术教育的充分重视。从而调动社会的力量，

解决问题，促进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总结全文思想，概括如下：

1、业余钢琴考级的社会特点

随着业余钢琴教育的发展势头在中国社会的日益膨胀，我国业余考级活动

正以几何态势迅猛发展。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下至5、6岁的孩童，上至7旬老者。，都可能是业余钢琴考级大军中的一员。

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然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通过业余

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了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与社

会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作为一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社会艺术教育现象，业

余钢琴考级制度已成为专业艺术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o为音乐教育面向社会

进行音乐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也对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发展

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业余钢琴考级活动的兴起，就是社会

艺术教育需求的体现。考级制度一路走来，也透视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我国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研究同样也对我国当前社会形势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

2、业余钢琴考级的制度特点

我国业余钢琴考级从早期的雏形发展到今天，已具相当规模。全国业余钢

琴考级日趋规范有序的发展完善起来，制度化使业余钢琴考级活动从不定性的

甚至无序的状态逐渐向定型的、有序的模式转化，形成了日趋成熟的业余钢琴

考级制度。

从制度构成要素来看，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已具备各项要素，且各要素

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系统是考级制度发展的导向基础，规则

系统中既包括对组织系统中的管理办法等，也包括对各项设备系统的具体要

求，是业余考级制度的操作原则；组织系统负责检查整个制度的正常运行，对

考级制度的发展起宏观的把握，是考级制度的运行保证；而设备系统在组织系

。资料来谭：新浪新闻中心．
。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工作的原则意见)，2000年10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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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控制下，在规则系统的规定中为考级制度的正常进行，发挥着具体的各项

作用，是考级制度的物质保障。

作为业余钢琴教育的构成要素，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为社会发挥着社会化功

能、文化功能、经济功能、筛选功能等，同时作为考试制度，业余钢琴考级也

为业余钢琴在选拔人才、导向教育内容、发展教育、反馈调控各方面发挥着必

要的作用。

业余钢琴考级作为一项具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对社会音

乐生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3、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所存在问题的社会性根源、

我国业余钢琴制度中现状与初衷的背离，影射出的是～系列社会性问题。

人们普遍缺乏对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正确认识，随着这些认识的偏差，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也成了高考制度下的牺牲品。

由于当前社会商品经济意识的不断加强，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业

余钢琴考级制度也成了市场经济产物。原本单纯的艺术水平考核活动变成了一

种商业运作，经济价值成了考级带来的直接利益，“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

一哄而起，多头考级的现象，这既导致了考级应试化倾向的恶化，也给不负责

任的教学提供了可乘之机。”①无序的市场化，使业余钢琴考级偏离其初衷发展，

其社会功能正在逐渐减弱。

课外教育是除学校教育以外的重要教育形式，除了钢琴，还有各种科目的

课外教育广泛存在．课外教育、业余教育对当前我国教育的影响力不可轻视。

课外教育、业余教育市场存在漏洞，对其管理和规范工作应当是教育制度的当

务之急。

4、良好、正常的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几个基础依据

a)有力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是业余钢琴考级制度有序发展的行政保障

b)社会对业余钢琴教育、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正确舆论是业余钢琴考级

制度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

。金兆钧‘让音乐考级健康发展——中国音协召开全唇钢琴考级评委座谈会》，乐器1998年第6期，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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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中各项要素科学、合理的构成，是业余钢琴考级制度

各项社会功能的发挥的前提。

d)随着社会的发展，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改革，这是

保证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不断发展的动力。

此处谨以我国第一代钢琴家、著名钢琴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吴

乐懿在就我国业余钢琴考级现状所谈的观点来结束全文：

“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钢琴考级是件大好事，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

通过考级大大推动了业余钢琴教学的群众性、普及性和人们学琴的积极性。其

次，树立了业余钢琴教学的准则，使钢琴教学日益规范化。同时，拓展了学生

的视野，使他们更多更广地了解钢琴音乐文献的经典之作。但是，必须使家长

学琴的学生及家长都要明确，考级仅仅是程度测试，是阶段性地让习琴者了解

自己的学习程度，进度及正确与否。考级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学琴的目的。⋯⋯

总之，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学音乐的确会改变他的思想、性情、素质。但要学

得快活，开心。不要操之过急、迫之过甚。对少数确有才能、有向专业方面培

养的潜力的好茁子，我们作教师的尤其要爱护他们，使他们健康地成长发展，

尽早走上正规，不要糟踏了他们的才能。”∞

愿我国业余钢琴考级制度，能真正成为保障我国业余钢琴教育、全民素质

教育水准的有效手段!

愿音乐能给每一个爱她的人带来无尽的快乐!

愿所有学琴者、考级者能永远爱钢琴、爱音乐!

。刘元举‘考级前功利性及其目熙)钢琴教育网2002年12月3日htIp帅i蜘o sc酣u．n划sho砒嘲)?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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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的管理．促进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的规范化，

保障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的质量，推动社会艺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以下简称“艺术考级”)是指依照本办法取得资格的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机构(以下简称“艺术考级机构”)，通过考试形式对业余学习艺术人员的艺术水

平进行测评的括动．

第三条艺术考级必须以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

自愿应试的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任何部门、学校、社会团体不得以行政手段或其他方式动员、组织或者强迫在校学生参加

艺术考级，不得将艺术考级结果与学生的升学挂钩。

第二章管理机构

第四条文化部负责全田艺术考级的规划、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能：

(一)组织制定和贯彻实施艺术考级的政策、法规：

(二)制定全田艺术考级工作规划，确定艺术考级机构的总量、布局、结构：

(三)审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审定艺术考级专

业、艺术考级标准和艺术考级教学大纲；

(四)指导、监督艺术考级机构的年检工作；

(五)协调有关部门对艺术考级工作的有关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做出决定。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艺术考级的监督管

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艺术考级的政策、法规：

(二)审批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

(三)审批艺术考级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委托的考级承办单位；

(四)审批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考级简章；

(五)负责在本行致区域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的年检工作。

第六条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是在文化部领导下的艺术考级工作服务机构．履行下

列职能：

(一)宣传艺术考级的政策、法规，发布艺术考级工作信息：

(二)审核艺术考级考官资格，核发‘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资格证书)：

(三)监制t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

(四)组织艺术考级辅导教师的培训工作：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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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开展艺术考级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和展演展示活动。

第三章艺术考级机构和考官

第七条艺术考级机构是指根据本办法规定取得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的艺术学校、团体
和单位。

第八条下列艺术学校、团体和单位可以申请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

(一)普通全日制高等艺术院校(含艺术高职学校)；

(二)中国文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的专业协会；

(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艺术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第九条申请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申请开办艺术考级专业与其主要业务相关，并具有良好的艺术、学术水准和社会信

誉：

(三)适应艺术考级需要的考官；

(四)适应艺术考级需要的场所和设旖；

(五)专门的工作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第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艺术院校、文化部与地方人民政府共建的艺术院校、中国文联所

属协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直属艺术团体申请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经其上级主管部门

同意后．报文化部审批：其他单位申请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开办艺术

考级活动资格，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批。并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报文化部备案。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

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批准同意的，核发‘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不予批准

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申请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申请单位，拟开办的艺术考级专业、招考范围，考级工

作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开办资金的敦量和来源，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内容：申请书

由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二)申请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三)开办资金合法来源的证明文件；

(四)考级工作机构的组成和工作规则：

(五)考级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证明文件：

(六)考级工作机构办公地点和考试场地使用权的证明文件：

(七)艺术考级考官的材料；

(八)审批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二条申请单位应当自收到‘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之日起30日内，持证到当

地人民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办理收费许可，并同文化部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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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申请单位取得‘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和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收费许可后，方可开办

艺术考级活动。

第十三条艺术考级机构连续2年不开展艺术考级活动的，由文化部收回<社会艺术水平

考级资格证书)。

艺术考级机构停办艺术考级活动的，应当自最近一次艺术考级活动结束之日起60日内，

向审批部门提交停办报告，同时交回‘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艺术考级考官必须取得‘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资格证书'，由艺术考级机构聘

任。

第十五条具备下列条件的专业人员可以通过艺术考级机构向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

申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资格证书k

(一)具备中级(古中级)以上艺术或者艺术教育专业职称：

(二)具备5年以上所申请专业的艺术或者艺术教育工作经历：

(三)具备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作风正派。

第四章考级管理

第十六条艺术考级机构必须组建常设工作机构，委派专门工作人员，按照核准的艺术考
级专业组织艺术考级活动。 ．

第十七条艺术考级机构的考级简章。由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发布．审批机关应当自收
到之日起15日内予以答复。 ·

考级简章必须注明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十八条艺术考级机构应当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设置考场。下列取

得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的单位报经文化部核准，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考场
开办艺术考级活动；

(一)教育部直属高等艺术院校；

(二)文化部与地方人民政府共建的艺术院校；

(三)中国文联所属协会；

(四)中央和国家机关直属艺术团体：?

(五)其他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满5年的艺术考级机构．

第十九条艺术考级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考场开办艺术考级活动，可以委托

当地单位承办。艺术考级机构必须与承办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承办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从事与艺术考级专业相关的业务：

(三)具备开展艺术考级活动必要的物质条件；

(四)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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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必须以艺术考级机构的名义组织考级活动。

第二十条艺术考级机构委托承办单位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应当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双方的合作协议报承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批。文

化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上述材料之日起15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艺术

考级机构．

禁止委托中小学承办艺术考级活动。

第二十一条艺术考级的内容应当按照经审定的艺术考级教学大纲确定．

第二十二条艺术考级机构聘任的考官应当以本单位的专业艺术人员为主，外聘考官不得

超过考官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三条同一考场内主持同一专业考级的考官不得少于2人。

考官应当按照公布的艺术考级标准对考生的艺术水平做出评定，并提出指导意见。

第二十四条考场实行回避制度。与考生有亲属、师生等关系可能影响考试公正的考官，

应主动回避。考生或未成年考生的监护人可以申请考官回避，经考场负责人核实后执行。

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经查证属实，考试结果无效。

第二十五条考生通过所报艺术专业级别考试的，由艺术考级机构发给相应级别的艺术考

级证书。

艺术考级机构应当自每一次艺术考级活动结束之日起30日内将发放艺术考级证书的名单

报审批机关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艺术考级证书由文化部统一规格，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监制，艺术考

级机构印制。

第二十七条审批机关对艺术考级机构实行年检制度。文化部负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的年检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

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艺术考级机构的年检工作。

艺术考级机构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以前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年度开办艺术考级工作情况的总结；

(二)艺术考级机构和艺术考级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考宫变动情况、考级场所条件现

状等：

(三)考级收费收支情况；

(四)缴税证明；

(五)审批机关需要了解的其他有关情况。

第二十八条艺术考级机构年检合格的，可继续进行F一年度的艺术考级工作。年检不合

格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停止艺术考级活动，限期整顿：连续2次年检不合格的，由审批机

关取消开办艺术考级活动资格，并收回《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九条未经批准擅自或变相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



⑩ 硕士学位论文

M^SⅡR’S 1HESlS

动，退还其所收取的费用，宣布考试无效，并处以l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

动，没收其所收取的费用，并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收
缴《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

(一)未经批准，擅自发布考级简章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考场的；

(三)未经批准，委托其他单位承办艺术考级活动的：

(四)委托中小学承办艺术考级话动的；

(五)考级过程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僵的；

第三十一条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

并处停止1年艺术考级活动的处罚；情节严重的，收缴‘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证书》：

(一)发放的艺术考级证书名单不报备案的：

(二)自行发放不符合统一监制规格的考级证书的；

L三)不按照规定要求报送年检材料或报送虚假材料的；

(四)阻挠、抗拒文化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二条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批准不符合条件的艺术考级机构的：

(二)不履行监督职责，对艺术考级机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三)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施行前经批准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机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0

日内，重新办理核准登记手续．

第三十四条外囝艺术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艺术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管理

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由文化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2002年6月17日起实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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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文停笔之际，遥望窗外，郁郁青山伴我数载。点滴回忆齐涌心头。

我有幸在华中师大音乐系接受四年本科教育后，还能继续师从音乐系吴晓娜副教授攻

读钢琴艺术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从师七年，吴师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耳提面命，其教

导之愚没齿难忘．不仅如此，导师的为人、处事、治学风范，都使我永远铭记，终身受益，

感激之情岂是一个“谢”字所能表达。令我深感内疚的是：自己疏于学业、学力浅薄，见

识租陋．辜负了导师的殷切期望，故只能寄望于日后的加倍努力，以稍减心中的愧憾。由

于年轻和任性，也常常让导师痛心疾首．实感愧疚，特此致歉!

在音乐系七年的学习期间，得益于全系所有领导、老师的教育与帮助，才使我能信心

百倍的完成学业．研究生三年及论文写作期间，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关心、帮助。感谢李方

元博士、袁善琦副教授、孙静梅副教授及其先生陈学东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我论文的悉心指

导。同时感谢韩勋囝教授、张昌年教授、彭晓玲副教授、彭淑芝副教授、黄任歌副教授等

诸位老师给我的教诲、指点迷津，使我受益良多。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本文的选题和构思

还得到了远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张巍博士的指导，使我能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论题下有所为，

实感荣幸．而上海音乐学院社会音乐定级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的陈进德处长、武汉音乐学院

钢琴系的蒋振瑞教授、张有成教授、王健副教授、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的孔建民老师、华南

师范大学音乐系的王大立老师都对我的论文给予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同样令人难忘的还有田许生老师、凌俐老师、周年老师、周燕老师等，他们不仅在学

习和生活中给我帮助，还时刻鞭策激励我进取。在此，我还要感谢各位同学对我的关心和

帮助，同窗之情令人难忘。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他们给了我无尽的鼓舞和慰藉。给我的生活注入

脉脉温情。

对那些曾为自己成长撒过汗水的师长与学友自当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在论文完成之

际，我深感这只是我学术生涯的开始，只望不辜负各位恩师的厚恩．以我一生的勤勉与上

进回报各位的教诲与恩泽。

华师学子：梁颖

2003年5月于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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