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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希望 收获幸福
竹笛专业委员会会长 张维良
2014年在民族管弦乐学会会
长刘锡津的领导下，在竹笛专业委
员会全体理事会员的努力下，共同
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1、《华乐 大 典 • 笛子 卷》交
稿，圆满完成了“乐谱卷”和“文
论卷”。目前已经第一次校稿。
2、举办第三届北京竹笛邀请
赛，得到全国同行的高度评价。
3、举办第13届年会和举办竹
笛音乐国际论坛，在会议两天内举
办了18个学术演讲。提升了笛乐发
展的学术水平。
4、竹笛专业委员会与中国音
乐学院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竹笛
音乐节”。其中组织举办“中国音
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
学院三大院校优秀学生音乐会。
乐器改革与制作专业委员会会长
丰元凯

2014年，乐改委主要开展了以
下几项工作。
一、办好《中国民乐》杂志，
建立《中国民乐》杂志微信平台，
筹备“国音网”网站。
二、乐改工作深入开展。
1.与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共
同接受了文化部科技司下达的“文
化科技提升计划”，民族低音拉弦
乐器的改革。。
2.进行了两次“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民族乐器改革展演展示活动”。
3.成立了乐器改革委员会民
族管乐器改革研制领导小组，在上
海乐器展览会期间，召开了成立大
会和论坛。
三、完成了国家林业局下达
的关于“稀有动物资源使用利用的
调查工作”。
四、加强与民族乐器生产企
业的联系，为广大企业用好各项服
务工作。
2015年已经开始了，为此，我
们计划开展下列工作：
1、平台：在广阔上下工夫（杂
志，网站，微信）2、家园：在温暖
上下工夫（发展会员，作好服务，
提供信息，加强指导）3、助手：在
精心上下工夫（行业学会，各级政
府）4、桥梁：在顺畅上下工夫。
（专
业委员会与乐器生产企业之间）
指挥专业委员会会长 王甫建

2014年指挥专业委员会各位会
长副会长以及理事都在各自乐团和
学校践行北京文艺座谈会精神，努
力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做着脚踏实
地的本职工作。(具体情况略)
以指挥委员会与北京市教委
联合举办校外艺术教育培训并建
立以宣武少年宫为基地,指挥专业
委员会提供专家具体辅导的培训
班,11月至年底共举办讲座两次,排
演三次,成立了校外艺术教师“阳光
民族乐团”。
会员摸底情况:西北五省和华
北地区基 本汇集完 成,待研究审
核.其他各区正在摸底中。
唢呐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石海彬

一、年度关键词——“国乐
金声”
6月，“国乐金声•石海彬唢
呐协奏曲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
上演。
二、精彩纷呈的演出
这一年唢呐委员会内同仁先
后上演了“刘炳臣台湾新竹音乐
会”、“焦杰教授唢呐作品音乐
会”、“左翼伟从艺四十年管乐
独奏音乐会”、“李建中唢呐独
奏音乐会”、“魏波唢呐独奏音
乐会”等。
三、赛事获奖情况
10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 • 邯
郸永年吹歌艺术节，诸多会员参
加比赛并获得优异成绩。10月，
常务副会长石海彬指导的“金
磬”吹打组合获得第五届全国青
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小型民乐
室内乐组金奖。
四、学术研究活动
在第三届“华乐论坛”上，常
务副会长石海彬和副秘书长鄢磊
合作并宣讲了乐评，同各方面专
家交流研讨唢呐新作品的创作问
题；秋 后，宿州市举 办了首次国
家级“非遗”唢呐艺术研讨会；中
央音乐学院研究生赵志勇在导师
带领下赴山西求学于荣誉顾问王
高林，撰写了《山西大管简介》一
文；年底，学报编辑部印刷了最新
一期的学报《中国唢呐》。
五、未来一年的计划
1.计划举办第二届全国唢呐
邀请赛暨学术研讨系列活动。
2.深层次的挖掘民间音乐；
倡导专业院校举办纯传统乐曲的
音乐会。
3.不断完善唢呐专业的教材
建设。
三弦专业委员会会长 谈龙建

一、学术活动与艺术实践
1、2014年4月29日中央音乐学
院三弦研究生高艺真举办了“弦
舞艺幻——高艺真三弦硕士毕业
音乐会”。
2、2014年7月2日，由中央音乐
学院民乐系主办、谈龙建和张柳萌
为艺术指导的“三弦新作品荟萃音
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成功举办。
3、2014年4月25日和9月26日，
三弦专业委员会会长谈龙建与张
强、薛克、林玲三位教授分别在沈
阳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举办了
“纪念清代古谱《弦索备考》200
周年巡演音乐会”。
4、
“内蒙古鄂托克旗三弦协
会”于2014年8月正式成立，单红
星担任会长。
二、三弦比赛：
1、2014年11月8日——9日，
“首届蒙古族三弦大赛”在鄂托
克前旗成功举办。
2、2014年7月4日“鄂尔多斯市
首届蒙古原生态三弦比赛”在杭
锦旗举办。
三、学 术研究 成 果、学 术专
论、相关乐评及三弦作品创作
1、由爱新觉罗毓 峘 传谱、谈
龙建记录整理的《三弦套曲——
弦索十三套三弦谱》由中央音乐学
院出版社出版。
2、谈 龙建 在 2 014 年第三期
《人民音乐》上发表题为《戏韵管
弦与管弦戏韵——中国戏曲学院
民族音乐会带来的思考》的音乐
评论文章。
四、2015年工作计划（粗略）
1、举办小型三弦作品的展演
音乐会。
2、如有经济支持，考虑举办
全国青少年三弦演奏比赛。
3、提倡和鼓励中青年三弦演
奏家们从事创作与理论研究。
4、会员发展的普及和推广。

的历程，我们为民族文化艺术的发 增长。
展作了一些有意义的贡献……。在今
2015年主要工作有：
后葫芦丝•巴乌的发展工作中，我们
1、举办中国陶笛艺术高峰论
将有许多事情要待完成。展望未来， 坛。•
任重道远，我们将尽职、尽责、尽力，
2、陶笛艺术委员会成立五周
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
年系列活动。
3、举办全国陶笛进课堂学术
箜篌专业委员会会长 崔君芝
研讨会。•
4、举办全国陶笛考级指导教
师培训班。•
5、启动《陶笛考级曲集》修
订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箜篌的普及
推广，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1、在北京已有几百人在学习演
奏小箜篌。
2、沈阳、四川，成功研发生产了
普及型小箜篌。
3、
“箜篌协奏曲交响音画《脸
谱》获陕西省第二届民族器乐新作品
政府奖二等奖。
4、赴悉尼参加了第十二届世
界竖琴大会，举办了“中国箜篌大
师班讲座”及有关演出活动。在悉
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箜篌沙龙
专场音乐会”。
5、2014年年底，崔君芝带领学
生赴台湾举办了“盛世箜篌•海峡
情”专场音乐会。赴香港，参加“民
族音乐文化发展论坛”活动，并做
了《从中国现代箜篌演奏艺术的新
生，看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的报告及箜篌的示范演奏。
6、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
办，首次举办了箜篌公开授课，展
演讲座。
7、沈阳音乐学院由赵广运发起
举办了《弘韵抒怀》专场音乐会。
8、中央音乐学院“第二届弹拨
音乐节”，由崔君芝教授领衔带来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演出。
葫芦丝巴乌专业委员会会长
9、中央音乐学院考级曲目，由
何维青
崔君芝主编已正式出版。
明年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召开“中国现
代箜篌精品与新创作品展演音乐
会”和论坛。继续举办“箜篌演奏
艺术培训班”。同时，举办考级教材
指导班和带领学生赴台湾，马来西
亚，欧洲等地进行巡演。在适当的
2014年是全国葫芦丝•巴乌光辉 时机举办箜篌演奏和作品大赛。
发展的一年。葫芦丝•巴乌的演奏、
陶笛艺术委员会会长 赖达富
教学、新编创曲目及乐器的改良，取
得可喜的成绩。2014年是中国民族
管弦乐学会葫芦丝•巴乌专业委员会
走基层，学习、调研、考察、交流的一
年。我们怀着此种心情，先后来到贵
州、河北、湖南、安徽、山西、山东、
2014年，我会以第三届亚洲陶
上海等地，实地参与、支持省市葫芦
丝•巴乌专业委员会（学会）、艺术团 笛艺术节和首届全国陶笛邀请赛
及有关社会群体的邀请赛、研讨会、 两项大型活动为契机，大力在全
国各地推广弘扬陶笛艺术。
专场音乐会和考级等活动。
2月22-23日，举办了2014年班
2014年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十六 子扩大会议。
7月10-14日，全国陶笛考级指
个区县161名区县文化馆的艺术骨
干，组成葫芦丝学习班。得到北京市 导教师培训班在科技大学开办。
8月8-10日，首届全国陶笛（北
文化局、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领
京）邀请赛成功举办。
导及全体学员们的好评。
8月11-12日，第三届亚洲陶笛艺
“2014成功举办“首届全球葫
术交流大会成功在昌平成功举办。
芦丝•巴乌微信、网络大赛”。
在组织建设方面，我会今年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
巴乌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了。十年 新增会员200多人，会员人数稳步

普及民族音乐艺术委员会会长
沈诚

普及委员会成立之后，便加紧
筹措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
2014年7月成功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
国音堂举办首届‘阳光杯’青少年民
族乐团艺术节。该项活动将努力推
动海内外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建设与
发展，打造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品
牌活动。通过普及民族音乐艺术委
员会各地方同事的共同努力，全国乃
至海外的众多中小学生民族乐团积
极响应本次活动。
在专家的建议下，积极地寻
找和策划适合初级乐团演奏普及
型作品的议题。将这一工作作为长
期的关注点，解决业余乐团水平不
足，在学生乐团的组建中，为拿奖
项，揠苗助长的怪现象。
在2014年下半年，阳光杯结
束 之后，普及民族音乐艺术委员
会全体成员又积极筹措第二届阳
光杯活动，会长沈诚，秘书长张旭
光等，亲自出差，考察浙江桐乡等
地，初步达成在桐乡举办“中国桐
乡民族管弦乐国际艺术节”意向。
创作委员会主任 唐建平

创作委员会自2014年11月成
立，任期的时间内计划在如下三个
方面展开工作：
一、创作委员会将发展中国民
族管弦乐创作和提升其艺术高度
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二、在组织建设方面，发展会
员扩展委员，推进创作委员会与全
国从事民族音乐创作的作曲家的
联系，使创作委员会在民族音乐创
作领域中落地生根。
三、发挥创作委员会音乐创
作学术资源的优势，组织面对民族
音乐创作的专业性创作讲评，争取
通过学会的网站和报刊建立民族
音乐创作课堂。同时积极与有关报
刊联合，建立面对全国不同民众群
体的专业性或普及性音乐作品推
广和普及。
四、组织定期与不定期的由
创作委员会会员参加的学术研讨
以及创作讲座等有关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