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对联等古典文学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尤其提到传统文化教育
的重要意义。为贯彻意见精神，中国教师报联合湖
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第一届

“中国教师诗词对联大赛”，旨在通过公开、公平、公
正的专业评审，激发教师钻研、创作、教学诗词对联
等古典文学的热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
教育教学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现将相关事项公布如下：
参赛主题：屈原、汨罗江二选一

比赛规则：比赛分诗、词、联三部分，诗限近体，
新旧韵皆可，不得混用

投稿邮箱：3066439154@qq.com

征稿时间：2017年5月30日至8月31日

投稿要求：1. 限中小学教师参赛
2. 来稿使用规范简化汉字，一律采用电子邮

件投稿，邮件内容请直接发于文本框内
3. 请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任职学校全称、

任教学科、通信地址、联系电话、qq号、微信号、个人
简介等相关资料

4. 严禁假托他人姓名投稿，严禁抄袭、剽窃、
代笔，违者取消比赛资格并通告批评

评审规则：
1. 诗、词、联各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各1名，优

秀奖5名
2. 比赛分为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各阶

段候选作品将公布于“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平台

3. 终评将采用打分与评议相结合的方法，参
考网络投票，最终确定各个奖项

奖项设置：
1. 金奖：价值2000元的湘天华冷榨纯山茶油

2.5L礼盒套装、全年《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2. 银奖：价值1500元的湘天华冷榨纯山茶油

1L礼盒套装、全年《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3. 铜奖：价值1000元的湘天华冷榨纯山茶油

礼盒套装、全年《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4. 优秀奖：价值100元的湘天华冷榨纯山茶油

套装、精美书籍
5. 获奖作品均获得《中国教师报》颁发的获奖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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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其难哉
□黄祥昀

□本报记者 白宏太

文慧谈丛

音乐教育，在哪里迷了路
——访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孔聪

学而时习

怜菊
片片黄花泣晚秋，风流不尽怎堪愁？
荒篱旧圃谁知意，冷月清霜空泛舟。
满纸相思诉焦尾，一腔幽怨上眉头。
何言举世无光景，携得幽香楼外楼。

老家
俯仰何堪白发新，黄莺啼啭又逢春。
风吹红入桃花脸，雨润青回柳叶身。
万叠苍山千片绿，四邻翁媪十分亲。
耕夫破晓荷锄去，日暮辞归不觉辛。

无题
无端风雨总成忧，花谢花飞雾满楼。
道是庸人多俗事，那堪尘世少清幽。
卿如有意颔螓首，我岂无心醉凤眸。
又是一年春去早，残香满地遣谁收。

随想
枝上鸟儿争戏娱，无端撩醒梦中吾。
野芳郊外迷幽径，杨柳梢头带露珠。
轻软柔条迎日舞，漫狂佳景振衣呼。
莫愁春色不长久，一叶一花连五湖。

（江西省高安市蓝坊镇中心
小学 陈细莲）

有一首曲子叫“高山流水”，有
一个故事叫“伯牙绝弦”，有一份友
情叫“知音之交”。可是说起“知音
之交”，许多学生认为它与“管鲍之
交”“刎颈之交”“生死之交”并无两
样，更对于“破琴绝弦”的行为表示
不解。因此，在教学《伯牙绝弦》一
课时，以文章中“志”“念”为突破口，
帮助学生厘清知音文化，感受知音
之交的真正内涵尤为重要。

不管是怎样的一段友情，首先
当有的便是遇见。伯牙与子期的遇
见之所以成为一段佳话，是因为他
们以琴对话、以琴明志。他们先谈
论人生的志向——志在高山，志在
巍峨的泰山；志在流水，志在浩瀚的
江河。中国人很注重人生志向，《论
语》就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的说法。这时，让学生谈一谈自己
的志向，不仅能让他们那颗浮躁的
心静下来，更有利于他们走近知音
的真正内涵。

知音，难道仅仅是相互懂得
吗？伯牙与子期初次相遇的时候，
两个人身份差异很大——伯牙精
通琴艺，是晋国的上大夫，而钟子
期只是一个深山里的樵夫。由此
可见，真正的知音是拥有共同志向
的人，他们可以跨越悬殊的地位，
超越时空，他们懂得互相欣赏，理
解对方的远大志向。因此，知音之
交首当明志。

明志以外，知音之交亦需知念。
《伯牙绝弦》中的“志”和“念”意

思相近，非常值得深入分析。
从关联上看，二者都是人内心

的一种活动。“志”，是志向，是远大
的理想，是长久的，不会动摇的；

“念”，是念头，是瞬间的想法，是短
暂的，难以捕捉的。相同的大志向
很常见，但是小意趣也相似的就不
多了。伯牙与子期之间的意趣，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是
心灵的默契。于是，伯牙所念为春
风、为秋雨、为世间万物，钟子期皆
可得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文心雕
龙》中的话更准确一些：“知音其难
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
音，千载其一乎！”知音之难，难在理
解对方的远大志向，难在欣赏对方
的人生意趣。知音，这便是“志”与

“念”的共鸣。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几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每到各类少儿音乐培训班报名时节，
办公室外面“壮观”的场景都令人咂舌。

“报名的队伍从六楼沿楼梯一直排到
一楼，曲里拐弯的，连一楼一家银行的大
厅都排满了人。”提起这一幕，中央音乐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孔聪至今记忆犹
新。让她更吃惊的是，许多家长前一天晚
上就赶来排队，带着小马扎、行军床，整晚
等候，聊天的、打扑克的、看手机的，煞是
热闹。生怕出乱子，学院保卫处全员出
动，负责维持秩序。

为了免除家长排队之苦，继续教育学
院随后推出网络报名系统，但报名仍异常
火爆。“在网络报名系统后台看到，瞬间就
满班了。”孔聪说。

中央音乐学院的培训为何如此受欢
迎？究其原因，是孔聪基于自己对音乐教
育的观察和思考，不断改革音乐教育课程
及教学的结果。

但即便如此，孔聪并不满足。长期以
来，对于中国当下的音乐教育，她还有着
更深重的忧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学琴热’等艺术教育热潮开始兴起，可是
二三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既没有培养
出热爱音乐的一代国民，孩子们也没有因
此提升了修养、改变了气质？他们的生活
品质为什么没有因艺术培训而改变？”

音乐教育，到底在哪里迷了路？带着
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怀着一份更大的使
命感，近年来，孔聪和她的团队正致力于
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是艺术教育，不是技术教育

记者面前的孔聪，身材小巧，衣着得
体，仪表精致，言谈举止间透着优雅。孔
聪说，这是得自于老师对她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孔聪就读于上海音乐
学院。与现在“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方
式不同，那时的艺术院校更像是“手工作
坊”。“一二十个教师，教一两个学生，都是
常有的事。”孔聪回忆说。

但对孔聪影响最深的，不是师长们的
精湛技艺，而是他们的一言一行。还记
得，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女老师，无论什么
时候见面，总是身着旗袍，妆容整洁，头发
梳得一丝不乱，带着淡淡的笑意，俨然上
海滩老派淑女范儿。

从这样的老师身上，孔聪理解了什么
是真正的艺术教育。“那是一种由内而外
散发出的艺术气息”，她的语气间流露出
倾慕，至今从她身上，也能看到教育留下
的影子。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孔聪被分配
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教了十多年作曲，
然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从
教学教务主管、负责教学科研的副院长到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这样丰富的工作经历，尤其是长期的
基础教育经验，让孔聪对音乐教育有着独
特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一方面，孔聪目睹了家长让孩子学习
音乐的高涨热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需求也水涨船高，都想

让孩子学点音乐，提高孩子的音乐素养，
让孩子变得更有气质。”孔聪说。

但是，因为目前的中小学音乐教育难
以满足这种需求，家长自然地寄望于校外
培训机构，由此催生出一个庞大的音乐培
训市场。“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全国注册
的音乐培训机构有65万多家，这还不包括
那些私下教琴的‘个体户’。”孔聪介绍说。

另一方面，在家长近乎狂热的追求和
不惜投入背后，尽管有那么多孩子在接受
各类音乐培训，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是，
中国音乐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实在是严重
不成正比。

“为什么我们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
大国，才出了一个郎朗，一个李云迪？那
么多有天赋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泯然众人
了？”孔聪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

对家长来说，事与愿违的是，孩子学
了多年音乐，往往是既没有提升音乐素养
也没有变得有气质，反而失去了对音乐的
兴趣和爱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长期的音乐
教育实践中，孔聪找到了答案：“最大的问
题是，我们把音乐教育变成了技能教育。”

记得钢琴家鲍蕙荞谈到当前的钢琴
等级考试，曾痛心地说，一些学生根本不
知道自己在弹什么，整个像一个“手指运
动会”。

对这句话，孔聪感同身受：“音乐作为
艺术教育的一个门类，培养的是孩子的感
性思维，是他们对美的感知能力。但是，
许多孩子都是在机械、枯燥的技能训练
中，泯灭了对音乐的热爱。”

怎么把《车尔尼练习曲》弹得好听

几年前，孔聪的女儿读中学时，数学学
习遇到困难。无奈之下，孔聪为女儿报了
课外班。幸运的是，女儿在课外班遇到了
一个好老师，从此对数学兴趣大增，她兴奋
地说：“妈妈，我才发现，原来数学这么美。”

这件事让孔聪深受触动：“不是孩子
不爱学习，而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数学本身是很美的，但我们却一味在偏、
难、怪上做文章，盲目让孩子学奥数，结果
奥数变成了‘拗数’，让孩子变得不会思
考，也害怕数学。”

音乐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音乐
与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最能打动心灵
的，但当下的音乐教育更多关注的是技能
训练。“我们教给孩子一堆实用的技巧，却
忘了告诉孩子，音乐是很美的东西。我们
是把技能摆在了第一位，实际上，艺术才
是第一位的东西。”孔聪说。

从10年前开始，孔聪就和同事们致力
于音乐教育的教学研究，决心开发出一套
适合中国儿童的音乐教学法。

如何让音乐教学适合儿童呢？孔聪
主张，音乐教学首先要生动有趣，符合儿
童的认知特点。她自己深有体会的是，小
时候学音乐，总也搞不清八分音符和十六
分音符的节拍变化，老师教了一遍又一
遍，她仍似懂非懂。多年后，她碰到一个
老师的方法特别巧妙。“她让孩子们念‘中
国队—加—油’‘小—兔子—乖—乖’，告

诉他们这就是十六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
区别，你看，既简单又有趣，孩子一下子就
掌握了。”

因此，无论课程设计还是教学方法，孔
聪认为，必须从孩子的兴趣出发，用音乐独
有的美感吸引孩子。比如，同样是教《车尔
尼练习曲》，一般的教法就是让孩子反复练
习，熟能生巧，目的是帮助孩子钢琴考级，但
孔聪的着眼点是，怎样把《车尔尼练习曲》弹
得好听，“它是车尔尼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充
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你首先要弹得好听，能
打动孩子，然后他才愿意去学技巧”。

当孩子们第一次感受到《车尔尼练
习曲》不是枯燥的、干巴巴的，当他们兴
趣盎然地在老师引领下，像捉虫子一样
在练习曲里寻找潜藏的音乐技巧，这样
的音乐教学他们怎么会不喜欢呢？

经过多年尝试，孔聪和同事们编制了
一系列既科学又有趣的儿童音乐教程，也
使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为少儿
音乐培训的行业引领者。他们的课程常
被其他音乐培训机构模仿甚至抄袭，但孔
聪并不担心：“我们有强大的课程研发能
力，会不断地创新课程。别人只能跟随，
很难超越。”

但孔聪真正想做的不仅仅是这些，她
正在筹划一件更有价值的事：“当前的音乐
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缺少有效监管，作为国
家‘211’院校中唯一的艺术院校，我们有责
任让更多孩子接受更好的音乐教育。”

打通音乐教育的“闭环”

至今在孔聪的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
遗憾：“我女儿小时候也学钢琴，但最终没
有学下去，到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碰钢琴。
如果当时我能有现在的理念和方法，她可
能就不会放弃了。”

中国有那么多学琴的孩子，他们中间

有多少潜在的郎朗、李云迪啊，但是因为
没有遇到好老师、没有接受好的音乐教
育，最终音乐才能被扼杀了。

究其原因，孔聪发现，许多家长在让
孩子学音乐时，都是很盲目的，“他们不知
道到哪里去找好老师，也很难分辨培训机
构的好坏，大多数时候只能靠熟人介绍，
说某某老师或机构不错，但是否真的不
错，他们并没有清楚的标准”。

怎样帮助家长和孩子找到好的音乐教
育，让愿意学音乐的孩子不像自己女儿一
样半途而废，这是孔聪一个更宏大的心愿。

如今，孔聪正带着她的团队，开发一
套面向全国音乐培训机构和教师的行业
标准——“央音认证”系统，即将上线。

“我们希望借助中央音乐学院雄厚的
资源和音乐教育的权威性，对全国的音乐
培训机构进行资格认证，改变混乱无序的
培训市场状态。”孔聪说，“目前我们已经
制定了包括认证准则、认证办法、认证标
准以及培训课程曲目等一整套东西，凡是
经过认证的机构，我们都会在网络平台上
公示。这样，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就
不会像撞大运一样盲目乱找。”

同时，“央音认证“的另一大功能，是
对全国从事音乐教育培训的教师进行资
格认证。“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从事音乐培
训，也不是音乐专业出身就能教好音乐。
有了‘央音认证’，凡是从事音乐教育的教
师都可以参与认证。家长就可以从这个
平台找到合格的音乐培训教师。”孔聪说。

与“央音认证”相配套，孔聪带着她的
团队，在全国开展了音乐教师等级认证的
师资培训，传授继续教育学院多年研制的
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

目前，这样的培训已经在全国多个城
市进行，培训效果让孔聪非常激动。“过去
我总觉得，教师这个群体很不爱学习，但
这次培训改变了我的看法。”时下的许多
培训活动中，常见的一幕就是，台上讲得
起劲，台下的听众只管低头看手机。但
是，在这次音乐教师培训中，孔聪看不到
一个教师在玩手机，都是专注而兴奋地投
入培训学习，教师们甚至舍不得起身上厕
所，生怕漏掉了培训内容。

“这说明，好的音乐培训资源是多么
稀缺，也说明教师们对我们的课程和教学
方法非常认可。”孔聪说。

从“央音认证”入手，孔聪希望改变目
前整个音乐教育的现状，“只有有了好的
音乐培训机构和音乐教师，才能真正培养
出适合的、热爱音乐的孩子，为音乐学院
输送优秀的人才”。

在这样的基础上，孔聪觉得还有许多
事要做：“一方面，我们正在开发大学的音
乐教育教程，要让音乐专业的学生懂教
育，将来能够更好地从事音乐教育。另一
方面，要改变音乐演出市场，吸引和培育
未来的音乐消费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
一个健全的音乐教育的‘闭环’。只有这
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感受音乐的美，一
生都有美的陪伴。”

这些事很难，未来的路还很远，但孔
聪有信心，她深知，做教育最需要的，就是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