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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体育提分、美术纳入中考……新

时代学校美育与体育该如何教？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建议，推动学校美育与体育协调化共

同发展，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成为学

校的“美育课堂”，同时取消中小学生

各种艺术类等级考试。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指挥家李

心草，也提交了一份“调整音乐类考

级方式或取消音乐类考级制度”的提

案。

站在艺术教育视角，一些专业人

士提出取消艺术考级有其合理性。

从中小学生艺术考级现状来看，一些

艺术考级确实已经变了味，种种乱象

的确令人忧心忡忡。青少年艺术学

习、艺术考级越来越呈现出“功利化”

和应试的趋势，违背了艺术教育规

律，背离了艺术教育初衷，导致艺术

考级证书无法真实反映中小学生艺

术素养的高低，艺术考级证书含金量

也越来越低。

一方面，不少中小学生参加艺术

水平等级考试，不是出于对艺术的兴

趣，而是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往往

是家长在教育焦虑之下，为了让孩子

身上多几本证书，丰富一下个人简

历，以便在升学和社交中多点资本，

逼孩子为考级、为升学而学艺术。“学

艺术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成为不少

中小学生学习艺术课程的原则和目

的。

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功利

性考级诱导不少艺术教师和艺术类

培训机构在日常教学中急功近利、拔

苗助长，为求速成和“跳级”，选择花

费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打磨考级题

目的应试套路，甚至有的艺术类培训

机构直接把考级教程作为教学大纲，

音乐教学内容只局限于几道考级曲

目，对其他音乐作品几乎不闻不问。

这种单纯以考级为目的的功利性艺

术教育，既违背了艺术学习的科学

性、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掌握的规律，

也背离了艺术教育的初衷，将原本生

动活泼的艺术学习、艺术创作演变成

了流水线加工厂。这在客观上不仅

严重禁锢了中小学生艺术创作的想

象力、创造力和天性，而且可能引起

孩子对艺术学习的排斥。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塑造人的美好心灵、陶冶情操

具有重要作用。中小学生参加艺术

水平等级考试，可以引导孩子从小接

受艺术教育，学习艺术知识，提高艺

术素养，也是对中小学生艺术水平的

一个检验，是艺术学习的一种动力和

手段。换言之，艺术考级本身没有原

罪，中小学生热衷艺术考级也不是一

件坏事。

因此，从促进青少年艺术教育

角度来说，我认为，直接取消艺术

考级并非良策，关键是要对艺术考

级制度进行改革，做一次“大手

术”。首先，设置考生最低年龄限

制，比如，禁止14周岁以下少年儿

童参加艺术考级。其次，严格规范

艺术考级专业设置，进一步促进艺

术考级“瘦身”。再者，强化监管体

系，透明艺术考级过程，严禁艺术

类培训机构成为艺术考级定点机

构，遏制收钱发证，斩断艺术考级

背后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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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各种与教育有关的建言频频出现在微博热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

协副主席吴为山建议，推动学校美育与体育协调化共同发展，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成为学

校的“美育课堂”，同时取消中小学生各种艺术类等级考试。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美协理事、陕西省美协副主席宋亚平也指出，目前社会上

儿童美术考级制度存在危害：“儿童美术考级违背了美

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根本目标，建议取消对12

岁以下儿童开展各种门类的美术考级。”

近年来，国家对学校美育建设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那么，在新一轮加强美育培养的形势下，

艺术考级该不该取消？美育究竟应该怎么学？

家长又该如何引导孩子在享受美的同时发展综

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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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考级
变了味……

■ 张立美

吴为山和宋亚平的建议一

出，立刻引发了家长们的热烈讨

论。在微博发起的 10 万人投票

中，近七成网友赞成取消艺术考

级，认为考级抑制了孩子艺术创

新思维的发展，成为部分人敛财

的工具，但也有家长对考级制度

表示支持，认为考级可以衡量孩

子的学习成果，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

对于艺术考级，很多家长都

不陌生。钢琴、声乐、美术……

学什么？怎么学？应不应该考

级？大部分家长都曾陷入相同的

困扰中。“取消考级”的建议一

出，就如投入湖里的一颗石子，

激起了千层浪。有家长表示，考

级不仅于艺术学习无益，而且还

增加了教育成本。各类艺术测评

机构良莠不齐，艺术考级缺乏统

一的制度监管，逐渐成为变相的

敛财手段。一些为了拿证刷简历

而进行的考级，让兴趣班不再是

单纯地培养兴趣，考级也就变味

儿。而从孩子自身的发展来看，

取消考级能让孩子的艺术学习回

归兴趣，减轻压力，并让他们真

正热爱艺术。一位曾经“饱受考

级折磨”的家长现身说法：“钢琴

考过十级之后就不再碰琴，考级

也许会让孩子学了技术，恨上艺

术。”也有家长表示，自己小时

候学艺术，就是因为考级屡次不

过，随后被父母盖棺定论为“缺

乏艺术细胞”，此后下意识地远

离了艺术。直至多年以后，才再

次学会感受艺术的魅力。

而对“取消艺术考级”持反对

意见的家长则认为，艺术考级与

兴趣并不对立，它只是对个人的

成果检测。考级对于孩子来说，

就像一张奖状，是一个阶段性的

总结，能让他们在获得成就感的

同时，起到激励作用。有家长以

自身多年的学习经验为例，“我觉

得热爱并不能长久，反而考级像

一个目标，会推着我一步步往前

走。”这位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

目前在上3个兴趣班，也在参与一

些考级，因为考级可以促进孩子

快速进步，激励孩子坚持继续学

习。也有家长在反对考级功利化

的同时，拒绝一刀切，“孩子们

需要一个认可自身能力的通道，

但需要完善考级机构的管理，以

及统一专业审查等问题。”这位

家长认为，考级应因人而异，有

的孩子有潜力，拔一拔能上一个

台阶，但有的孩子可能在艺术方

面没有太大的兴趣，学起来会很

吃力，考级反而会揠苗助长。

就读于成都市某中学初一年

级的丫丫，在别人眼中，是一位唱

跳俱佳的“演艺达人”。尽管今年

才12岁，但她已经取得了舞蹈九

级、声乐八级、语言表演九级的优

异成绩。最近，丫丫正在准备语

言表演十级考试，这次的考试对

她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是即兴

表演，所以对孩子的临场发挥和

语言表达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丫

丫的妈妈张女士说。在张女士看

来，考级不是目的，只是对女儿能

力的测试。她说：“考级应该是一

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不需要刻意

去准备，而要把它当成一次变相

的上课。”张女士认为，学艺术，过

程比结果更重要，考级过程中收

获的东西远比考级本身更有意

义。而对于丫丫来说，考级也并

不是压力，而是鞭策她进一步学

习的动力。

对于“取消艺术考级”的建

议，张女士表示，考级制度是否

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孩

子真正接受美育。作为一位母

亲，她对家长们的教育担忧颇有

体会，也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一些

家长陷入“考级焦虑”。“有一些

家长以前不注重对孩子的艺术培

养，直到孩子长大后，才发现忽

视艺术的弊端，开始对孩子施加

压力。”但她并不赞同这种做

法，“无论学什么，都应该提前

跟孩子沟通好，以孩子的兴趣为

主。我对丫丫的要求是，喜欢就

去学，但学了就要坚持。”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在张女士看来，

女儿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她自

己努力的结果。

去年底，在准备“‘新时

代·蜀少年’四川省青少年文化

艺术展演”比赛期间，丫丫就遭

遇了挑战。丫丫为比赛自选了革

命题材的诗歌，但这个题材对刚

刚上初一的丫丫来说难度较大。

因此，在老师的仔细讲解之后，

她利用下课之余、午休时间，反

复认真地排练，楼道里、拐角

处，都有她努力的身影。天道酬

勤，但问耕耘，最终丫丫成功进

入了总决赛。

在别人眼里，拥有一个优秀

女儿的丫丫妈无疑是一位“成功”

的家长。当问及教育经验时，她

说，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

家长一定要注重与孩子的沟通。

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与孩子商

量。不要把孩子的学习当作一场

有目的的投资，而要注重他们学

到了什么。“家长不应是一根‘教

棍’，而是要做乐于在台下为孩子

鼓掌的人。

观点交锋 考级与否，因人而异

现身说法 学艺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对是否应取消艺术考级，西华大

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教师李文川认为，

在未出台新的统一测试标准之前，不

赞成取消各种艺术考级。他说：“尽

管艺术考级存在许多问题，但考级为

美育进中考提供了支撑作用。”诚然，

各类艺术考级存在艺术水平测评机

构难以保证客观公正、各地区标准不

同、注重技术忽视艺术、跨级考导致

学生忽略基本功、与中高考的关系模

糊等多种问题。但在李文川看来，中

小学生仍然需要一个检验自己能力

的渠道，以及向家长和社会展示自己

水平的平台。艺术考级制度虽然不

尽完善，但至少让孩子对自身水平有

一定的了解。

尽管如此，李文川也并不赞同家

长将考级作为孩子的学习目标。李

文川既是一位父亲，又是一名钢琴教

师，无论是对女儿，还是学生，他都不

曾用考级去要求孩子们。他说：“儿

童的发展存在敏感期，6 岁以内尝试

和感受，6—12岁聚焦和体验，12岁以

上取舍和选择。所以，家长要抓住敏

感期培养孩子对艺术的兴趣。”李文

川说，他的女儿就是一开始学习了钢

琴，后来慢慢接触了美术，现在又开

始了啦啦操的学习。他认为，学习艺

术的目的在于培养创造力和审美能

力，而不是纯功利性的考级。李文川

还对家长们提出建议，要学会做一个

“拉拉队员”，而不是做一个“裁判”，

一味地对孩子评判和指责。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美术馆馆长张建翔则赞同取消艺术

考级。在他看来，艺术的属性带有主

观性，无法以考级的形式来量化考

核，这是违背艺术本身发展需求的。

在艺术学习中，无论是音乐还是美

术，都需要用心去感受和学习，而不

是一味地模仿和评判。张建翔举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应付考级而作

画和因为热爱而作画，对学生的艺术

培养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但同时，他

也对现在的美育建设表达了担忧。

在“艺术进中考”的政策下，如果取消

考级，如何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又成

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他说：“美育培

养的应当是潜移默化的优秀素质，而

不是单纯以考试的方式来检验成

果。”他提议，学校应固定且长久地开

设音乐、美术等美育课程，并以选修

课时的方式来保证学生的艺术学习

时长，以浸入式的方式提升每一个学

生的艺术修养。美育建设应该进入

主要课堂，艺术学习应该成为学生的

日常。

对于如何提升孩子的艺术修养，

张建翔给家长们提出了几点建议：首

先，多带孩子去美术馆、画展、音乐会

等地方接受艺术的熏陶。其次，家长

要以身作则，在阅读、传统文化和艺

术学习方面，给孩子做好榜样，在

家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艺术学习

氛围，全家共同参与。

专家建议

考级不是目的，艺
术学习应成为学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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