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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之页】

家专业委员会的2014——
届弹拔艺术节”，期间举办有一系
列的扬琴学术活动。10月3日至5日，
中央民族大音乐学院教授许学东
全国扬琴研修班在北京由国际音
乐家协会、全球艺术文化网联合举
行。
11月17日，许学东教授参加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举行的“民乐大师
艺术周”。
12月19日，专业委员会部分成
员应邀参加“蝶梦飞竹扬琴艺术
团”成立十周年庆典音乐会。
2015年扬琴专业委员会全体同
仁将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更深层
次地研究扬琴专业委员会的发展与
建设开发新的拓展空间与领域，进
一步凝神聚力，开阔思路，以崭新
的姿态做好2015年工作。

古筝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中山
在刘锡津会长的带领和严格要
求下，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各级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2014年古筝专业
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一、2014年5月在北京召开秘书
长办公会议。会议讨论了本年度工作
计划的具体方案。
二、2015年学会部分领导应
邀出席了上海国际乐器展、应邀参
加在香港举办的国际古筝艺术节
以及各地古筝专业委员会成立庆
典等相关活动。
三、以古筝专业委员会的名
打击乐专业委员会会长 李真贵
义，看望在京的多位德高望重的
筝界前辈。
四、古筝专业委员会积极参与了
具有深远历史和社会意义的《华乐大
典•古筝卷》的相关工作。
展望2015，我们争取在本年度召
开一次全国理事会，组织一次有意义
的赛事(如“敦煌杯”全国古筝比赛)，
2014年学会在民管会的支持
积极参与央视大赛的相关工作，进一
步完善会员发展计划，同时按时完成 领导下，学会本着团结一致、谋求
华乐大典古筝卷的相关工作，力争给 发展、关注普及、稳步推进的工作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全国筝人交出 方针指引下，作了如下工作：
1、
《华乐大典•打击乐卷》的
一份满意的答卷！
校对工作，已完成二校。估计今年
上半年完成。
扬琴专业委员会会长 黄河
2、协助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
交流促进会于2014年7月在新加坡
举办了“首届国际华人打击乐艺术
节—暨打击乐大赛”的相关活动并
取得成功。
3、助湖南省文化厅等相关单
位主办“2014吉首国际鼓文化节—
2014年主要活动有：
暨鼓王争霸赛”，以及鼓文化发展
一、百年大典 寻真求源
《华乐大典•扬琴卷》编委会十 国际研讨会等相关活动。
4、2014年11月支持协助由中国
名同志和三名编撰助理经两年多的
筹划，在2014年8月底按计划完成编 音乐学院主办、音协民族打击乐学
会承办的第六届全国（北京）民族打
撰任务。
二、
“第二届中国扬琴艺术节 击乐专题学术研讨会—暨民族乐队
暨全国第八届扬琴艺术研讨会及 常用打击乐器名称规范化。
2015年学会工作计划
2014全国扬琴邀请赛”于2014年7月
1、策划举办“2015北京民族
31日至8月5日期间在内蒙包头市成
功举行，并举办“第八届全国扬琴 打击乐艺术节—暨民族打击乐大
赛”的相关事宜。
研讨会”。
2、配合上海音乐出版社完成
三、国家级及海内外专业比赛
好《华乐大典•打击乐卷》的校对工
的主要活动
2014年在中国台湾举行了“中 作。
3、完成“民族乐队常用打击
国扬琴协奏曲大赛”，并取得大陆
乐器名称规范化研讨会”成果的后
选手分获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10月17日在广西艺术学院举行 续工作（规范化手册编辑）。
4、讨论策划成立“全国民间
的“第五届文华奖比赛”中，扬琴
锣鼓联合”相关工作。
专业组比赛获得喜人的成绩。
四、各地活动桃李芬芳，学术
活动层出不穷
古琴专业委员会会长 龚一
4月，中国音乐学院《扬琴演奏
艺术精髓传承教学体系研究》课题
组邀请扬琴专业委员会成员参与的
一行十五人的课题社会考察组赴
辽宁沈阳、营口地区考察；
8月，吉林扬琴专业委员会承
2014年，在龚一会长的领导
办的“第三届东北扬琴艺术节”在 下，古琴专业委员会向前迈出了
吉林长春举行。8月下旬，扬琴委员 坚实的一步。
会组织代表参与山东徐州音乐家协
一、二月份在天津音乐厅举
会扬琴学会成立庆典和扬琴演奏 办“琴汇——中国古琴大师”专
艺术研讨活动。
场音乐会演出（第六场）。
9月27日，学会主要成员应邀参
二、十一月，在杭州举办了
加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扬琴 “第三届西湖国际琴会暨第二届
艺术周”活动。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
10月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第二 员会科研性打谱会”。

十二月，在上海音乐学院
贺绿汀音乐厅举办“古琴当代新
作品音乐会”。演绎了多首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编创的古琴新
曲《春风》《胜利操》《山水
情》《春江花月夜》《沉思的旋
律》……2015年，在总会的正确
领导下，我会的专家、学者，全
体理事、会员将更紧密地团结在
以龚一会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周
围，更好地完成工作。将2015年
4月份的天津大剧院举办的“琴
汇——古琴大师音乐会”（第八
场），6月份举办的“国家文化
遗产日西湖琴会暨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会”
等活动组织好、完成好！
笙专业委员会会长

李光陆

在2014年中，笙专业委员会积
极践行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精神，在
传承和推广传统笙乐艺术、创新
提升笙乐艺术水准和影响力方面
做出了很有成效的工作。
一、2014年8月，笙专业委员会
协助李光陆出版了其编著的《国
乐精萃大师系列——笙篇/笙声不
息》。
二、2014年10月笙专业委员会
在上海参与了“2014年中国民族吹
奏乐器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此次
会议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品
设计、产业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深
入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
思路，标志着民族乐器改革工作进
入务实阶段。
三、2014年9月18日，中国好笙
音（中国笙会）微信群、QQ群正式
开通上线。
四、2014年5月13日，笙专业委
员协助组织策划了陈博专场音乐
会。
五、笙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
影响力不断增强。
展望2015年，笙专业委员会将
继续沿着这几条主线，做实做精，
在学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笙艺术
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具体计划重
点推动以下三项工作：
一、积极策划、举办、参与具
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专业音乐会。
二、着力提升和完善网络平
台，充分发挥其多种功能。
第三，支持吹奏乐器改革和
发展，具体落实2014年上海研讨会
的精神。
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 李光华

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
“敦煌杯”琵琶比赛。比赛期间还
举办了名家名曲音乐会。刘桂莲、
陈音举办了琵琶作品的讲座；顾冠
仁老师举办了琵琶重奏作品的训
练方法讲座；张大森和余良模等老
师还为琵琶重奏组进行了详细的
点评和建议。最后还举办了颁奖音
乐会，每组荣获第一名的选手进行
了展演。
二、完成《华乐大典•琵琶卷》
的乐谱部分的选编工作
《华乐大典》的选编工作多
次进行商议，目前已完成乐曲篇并
已交稿。乐曲篇包括传统古曲和现
代创作作品两大部分。人物篇已完
成并通知入编人员；文论篇正在整
理中，预计2月28日交稿。
三、完成中国音乐家协会琵
琶学会换届大会
四、发展新会员近90名。
2015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举办三期师资培训班。
二、启动第二届“辽源杯”琵
琶比赛，预定于2015年暑期举办。

阮专业委员会会长 魏蔚

胡琴专业委员会会长 陈耀星

一、做好日常工作。2014年以
来，我们严格执行《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章程》和《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积极开展学术、艺术活动，发展弓
弦文化，发展壮大胡琴艺术队伍，
设立“会员”和“联谊会员”，广
泛团结联系从事胡琴专业和非专业
爱好者，组织多种多样的有关胡琴
艺术的活动。
二、开展胡琴小型作品展
演。继2011、2013年成功举办两
届小型胡琴作品展演后，去年11
月18日，2014“金胡琴杯”胡琴
小型作品展演在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厅圆满落下帷幕。
三、推广全新的演奏理念。
2015年，除了继续做好日常
工作以外，我们将着重办好如下
三件大事：一、应广大胡友和业
内人士的要求，继续举办第四届
胡琴小型作品展演；二、从2015
年4月开始，将在全国举办一至
三届胡琴小型作品推广演奏会；
三、2015年是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这位
先人，胡琴专业委员会计划与琵
琶专业委员会、指挥专业委员会
共同举办一场纪念音乐会。具体
事项待商议。
柳琴专业委员会会长 张大森

一、成功举办第二届敦煌杯
琵琶比赛。
2014年8月18日—22日，琵琶

一、对北京幼儿柳琴演奏入门
教育进行了重点的了解调查，现已
有了相应的对象单位，拟做进一步
商讨和研究，以此为契机，有针对
性地提高幼儿柳琴教育的效率和成
功率。
二、我们发现尚有不少作曲家
在几十年中创作的柳琴曲并未为人
所知，现已发现已故作曲家曾杜克
所作《夜海渔歌》总谱和作曲家张
进的柳琴协奏曲《高山上的舞蹈》
柳琴分谱的线索（总谱已遗散）。
对这些未知柳琴曲的发掘整理工
作，今后应该常态化。
2015年，我们会继续2014年度
的两项工作。同时，希望和阮专业
委员会协同合作，相互支持，对在
京柳琴阮咸幼儿教育启蒙，发挥积
极的促进作用和示范作用。

阮专业委员会建立以来，团结
了各地阮乐工作者，了解并逐步深
入掌握了全国阮乐的发展情况，同
时梳理了阮乐研究的过去、现状与
未来的发展态势。横向的拓展与纵
向的延伸相结合，对于阮乐的普及
教育与深入研究都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014年相关阮的音乐会在全
国范围内举办了近50场、讲座9场,
发行阮的相关CD两张，发展会员
近百人。阮演奏的身影更加频繁的
出现，并得到越来越好的成绩。中
国音乐学院中国阮咸乐团参加“阳
光杯”第一届青少年民族乐团艺
术节，荣获最佳演奏奖；参加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优秀表演奖；
参加第十届全军文艺汇演获演奏
奖。
2014年也是中央音乐学院阮
专业全面发展腾飞的一年，经过十
余年的积累和艰苦努力，当下已涌
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青年阮演
奏家。无论是在人才培养、教学实
践、理论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都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正是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形
成了全国范围的阮乐大聚会、大
交流的喜人景象，也 显示出了民
族管弦乐学会为我们打造学习、
交流的平台的重要性。我们依旧
奉行着：团结和谐、热情奉献、积
极 探 索、不 断提高 的宗旨。积极
地带动着全国阮乐的教育者与工
作 者，收 集 阮的史书 典籍、历史
文献、专业理论教材、专业技法教
材、曲目订正等各方面资料。仍积
极筹备着《华乐大典》的阮部分
编著工作。
2015年，我们仍然准备通过
举办音乐会、讲座和举办比赛等方
式，将阮的全面普及放在重点位
置，并积极发展会员。集中培训，
以增强广大会员的专业素养。并加
大会员的服务、宣传工作的力度。
以达到真正的“总动员”，使阮乐
的明天更加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