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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提琴基础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反映了不同编者及其时代的教学观念;是维持

小提琴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同的教材体现出不同的教学目的，直接影响到

教学进度与教学质量。因而，对国内常用的小提琴教材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对小提琴教学内容的科学化与系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 21 世纪初，国内常用小提琴教材《铃木小提琴教材》、《学琴之路》、《霍

曼小提琴基础教程》及《新编初学小提琴 100 天》的基础部分内容为研究对象，从

教材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定性比较，系统地归纳各教材的编写特点，客

观地指出其优势与不足，为我国小提琴基础教材的编写者提供理论参照。最后，结

合对现代小提琴教学的基本特点，笔者提出了对小提琴基础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几点

建议，望对今后小提琴教学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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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olin based materials is the carrier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ideas 

reflect the different editors and their age; maintain the basic elements of violin teaching 

activities. Different materials reflect the different teaching purposes, directly affect the 

progress of teaching and teaching quality. Thus, violin materials commonly used 

in-depth analysis, to its dregs, its essenc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violin 

teaching conten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the early 2000s, the commonly used violin textbook "Suzuki violin 

teaching materials (1-4), Violin Road (1-3 copies)," Haman Violin Basics Tutorial (Part 

1 - Part IV) and New beginner violin 100 days "for the study, from the relevan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scientific,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bjectively point out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China violin base materials writer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inall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violin teaching, I made a few 

suggestions on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violin based materials, hope to learn to play the 

violin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Violin; elementary or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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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 

广义的教材是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狭义的定义为“教科

书”。 它是教育思想的传递；是教学内容的呈现；是每一个教学活动的基础。杜威认为教材“是

一个目的的情境的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

种观念”。 而竹中辉夫认为, “不少人把教材解释为被物质化的教育内容…这些东西只能被称

为学习用具或教具”，“教材最重要的是它含有教育价值”。因此他将教材定义为“含有教育价值

的材料”。 ① 

“基础”一词中，“基”为“根本的”意思，“础”原意为木桩下垫着的石头；两字合意为“建

筑物的地下部分”，现在也引申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之意。 

如果我们把广义的“基础教材”定义为教学初级阶段、具有一定教育价值的材料和各种事

实，那么“小提琴基础教材”则是指小提琴初学阶段所用的各种材料和情境事实。由于国内的

小提琴教育在《沃尔法特》及《开塞》之前尚未统一，对教材情境事实的研究又少之又少，因

此，笔者将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学习《沃尔法特》前所使用的、有教育价值的材料②。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古汉语中的“比”字，据《说文》解释，来自于“从”。《学记》有“比

物丑类”的用法，意思是将同类事物进行排比归纳。《韩诗外传》云：“比于善,自进之阶。比于

恶，自退之原”，可见当时“比”已有现代用法上的“比较”之意。英文 Corporative education(比

较教育)的关键词 compare 的词头 corn 来自拉丁文 con，意为“共同”之意，因此牛津英汉双解

辞典中对比较研究的定义是：“评判人与人或物与物之间的相同或相异程度”的概念。③因此，

小提琴基础教材的比较是对小提琴初学阶段所使用的、各种有教育价值的材料的异同评判。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许多小提琴教师首次给学生上课，被问到“用什么教材”、“是否需要换书”之类的问题。

大部分青年教师会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选择熟知的教材进行教学；但也有不少教师需要面对

陌生教材的解读问题。截止到 2017 年，我国暂无系统的小提琴基础教材编写大纲，虽研究者的

成果各有建树，但在教材编写方面，还并没有整合为一个清晰的编制框架。因此，本研究意义

                                                        
①
 竹中辉夫, 乔军, 许芳.选择教材的必要条件[J].全球教育展望,2004(12). 

② 本研究中的“小提琴基础”是指以上海音乐学院业余考级基础级为标准的小提琴技能水平。其内容包含：站

姿、持琴、持弓姿势；右手演奏时的指、腕、肘与臂的运动规律；右手运弓时的拉弦平面、分弓与连弓、全

弓、半弓（分为上半弓和下半弓）、弓根和弓尖、顿弓、重音、保持音和短顿音等等；左手演奏时的手指起

落速度、关节垂直力度、各调性的手指位置、手臂与手腕的前后左右灵活运动；小提琴一把位各音音高的识

别与演奏（包含唱谱和指法识别）；常用节奏的熟练拉奏；以及其他简易乐理标记，如延长记号、各种装饰

音（包含短倚音、颤音、波音、反复记号、力度标记、表情术语等等） 
③  张维平,张诗亚主编.比较教育基础[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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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的有三点：第一，使小提琴基础教材的知识体系研究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为教材的编

写提供科学依据；第二，随着二十一世纪教材的多样化，国家面临教材规范化等问题，当代教

材研究有助于我国小题琴教材进一步的审查；最后，是对小提琴教材本土化的思考。 

在小提琴教育发展史中，自 17 世纪末小提琴演奏技巧指导用书的诞生，到 20 世纪末生理

教学论的发展，其教学理论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沉淀。这些理论经历了被看做演奏的机密，

不宜被记录下来传抄翻印——到公开发表的论文——到从业余向专业转变——到部分教材、演

奏法书籍的出版——到对传统理论更加完整而全面的阐述——再到小提琴学习心理与生理理论

的挖掘几个时期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材有德国斯皮尔（Speer）的《小提琴基础课教程》（1687

年）；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的《小提琴教材》（1756 年）；贝利奥、罗德和克莱

采儿为巴黎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学而共著的《小提琴演奏法》；以及斯波尔《小提琴教程》（1832

年）和达维德（David）《小提琴教程》（1863 年）。当代教材更是结合幼儿启蒙教育的心理学研

究，在教材编写的实用性上颇有进步，而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材，主要是在近现代专业音乐

院校建立后才产生。回顾小提琴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的表演。最

早的小提琴谱是传教士德里格的创作抄本，而早期最具规模的小提琴教学是乾隆年间的宫廷西

洋乐队。鸦片战争后，小提琴艺术传播又以教堂、学校教育以及西方人士及乐队的表演为渠道。

较早的一批留学生回国后，我国早期的小提琴教学逐渐发展；五四运动后我国开始建立了一些

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才出现早一批的小提琴书籍（大多为翻译和改编），它们对中国小提琴基础

教材的编写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萧友梅的《小提琴教科书》（1927 年）、苛政和译注《霍

曼提琴教科书》（时间不详）等。新中国成立后，踊跃出现一系列小提琴教材与教法的论文与书

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国内现有的小提琴教材理论研究不多，有对教材的推荐，有编者的编写说明，有教师的使

用感想与心得。这些又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1）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使用说明；2)教材和教

法研究；3）教材评估与比较标准。 

（1）教材编写指导思想和使用说明 

这类文章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教材的使用者，尤其是教师。如表 1-1。 

表 1-1 小提琴教材编写原则与使用说明的部分文章 

研究者 研究内容 主要观点 

赵薇 

（1982） 

关于《儿童小提琴教材》编写中

的若干问题 

对编写过程中出现的构想、触及的问题

以及试图解决的办法所做的理论研究 

                                                        
① 洛秦主编.小提琴艺术全览[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22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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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昭 

（2000） 

编创小提琴教程的回顾 论述影响教材的成败的因素——符合市

场需求；与同类教材比较，进行取长补

短；编撰者的作曲、演奏、教学能力 

（2）教材和教法研究 

对教材与教法的研究,既有教材编写人的建议,也有教师使用教材的经验总结,还有的是基

于教学观察的实证研究。部分此类研究文章见表 1-2 

表 1-2 小提琴教材与教法研究的部分文章 

研究者 研究内容 主要观点 

张国柱 

（1992） 

谈铃木的《小提琴教材曲集》 分析铃木小提琴教材的教学指导思想与

使用误区，并对日本小提琴教学情况进

行描述，同时对教材使用中因缺乏技术

手段所产生的社会评价予以论述，建议

综合选择教材 

岳军、商李 

（2008） 

解读小提琴教材-张世祥小提琴

启蒙教程 

系统描述张世祥小提琴启蒙教程一书的

材料布局，分析三个部分的练习要领，

以及对教材内容在体裁、演奏形式、知

识体系等方面的建议 

赵冰 

（2007） 

铃木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 论述铃木教学法的产生、特点及其在器

乐教学中具有的优势 

（3）教材评估与比较标准 

部分学者结合自身的实践，尝试对已有教材进行评估；也有通过教材对比，凸显部分小提

琴教材的优缺点。这类研究成果列于表 1-3。 

表 1-3 小提琴教材评估与比较研究的部分文章 

研究者 研究内容 主要结论 

高连发 

（2000） 

关于小提琴教材选用的探讨 教材练习要有严格的标准，精心选择教

材、因材施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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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珊 

（2012） 

小提琴常用入门教材的比较 从右手运弓、左手运指、手指换把三个

维度，对比国内常用教材的优缺点 

埃里希·多弗

莱茵 

（1992） 

欧洲音乐教材概要 详细介绍欧洲器乐教材的发展史，以及

欧洲各时期小提琴教材的使用情况；提

出启发性建议 

徐多沁、周世

炯 

（1982） 

儿童初学小提琴的教材问题 对各国儿童入门教材进行介绍与总结，

提炼各国教材在取材、内容组织、呈现

形式上的共同特点 

熊然 

（2010） 

浅谈小提琴主要技术理论著作

及教材的选用和搭配 

介绍西方主要技术理论著作和教材。提

出用精选或缩短练习曲的方法，来弥补

西方教材体系中，小提琴基础教材的不

足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大致了解到我国小提琴教材研究方面的发展现状。我们不难发现，

小提琴教材研究与其他教材研究领域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概括起来，影响小提琴教材理论研究

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小提琴教材的专门研究稀少。 

到目前为止，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小提琴教材研究论文屈指可数，笔者在读秀学术搜索和

超星图书馆的图书类查询系统中，按全部字段搜索“小提琴”，分别找到相关中文图书 4633 本、 

218 本。其中，以入门级、基础级、启蒙类为主要内容的小提琴教材共 30 余部，这 30 多部教

材中，专门针对儿童编写的小提琴初级教材的 11 部，近十年内出版共 5 部。而从内容分析上，

为业余爱好者而编的教材居多，占 21 本。暂未发现有关小提琴教材编制和出版者提供借鉴的著

作。 

除了公开出版的教材和前面归纳分析的期刊文章，还有一类对小提琴教材的专门研究来自

高校毕业生撰写的硕、博学位论文。笔者在 CNKI 学术期刊网及独秀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数据

库以“小提琴教材”为关键词，对论文题名进行搜索，得到的结果如下： 

冯晓怡《论启蒙教学中的四种小提琴教材的比较》，2015 

黄宁武《张世祥小提琴教材研究》，2015  

李艺湘《四套小提琴基础教材的比较研究》，2013  

杨雪《赵薇快乐小提琴教学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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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姣姣《铃木小提琴教学法研究》，2011 

胡静《丁芷诺小提琴教学简论》，2009 

丁方媛《张世祥小提琴教学研究》，2012 

从搜索结果看，目前尚无博士论文设计小提琴教材的研究。这七篇论文中，五篇是以个案

为例的教材与教学法研究，两篇是提及集体课教学中教材选用的实践研究。都涉及到了各自小

提琴基础教材编制的理念、方法和核心知识选择，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主要侧重于教学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综述和分析，本论题选定小提琴基础教材的内容与呈现方式进行比较。 

三、四套教材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简介 

（一）《霍曼小提琴基础教程》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欧洲音乐发展迅速，多声部音乐成为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

一时期的音乐开始描述人的情感，与社会政治音乐并存。由于印刷技术的发明，教育界开始利

用各种符号语言进行教学，但当时的音乐在教育领域中仅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它用于教

会目的，为政治服务；主要是在学校练唱教会歌曲和弘扬祖国的歌曲，直到贝多芬之后，艺术

音乐才得以慢慢发展起来。作为这个时期的小提琴教材，《霍曼》有其独特之处，它没有太多的

宗教色彩，选取的题材贴近生活，曲目标题富有童趣，这一点后文也会详细阐述。
①
 

克里斯蒂安•海内里希•霍曼(Christian Heinrich Hohmann)（1811-1861），是德国作曲家，

小提琴音乐教师和学校教程的作者。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生前在教师培训学院（包括小提琴

学校）任教，并编写教学教程，著有著名的《霍曼》小提琴教程。《霍曼小提琴基础教程》是

基于比利时民族音乐编写的小提琴教材，还收入 19 世纪之前的世界优秀音乐作品，并进行适当

的删减改编。在我国人民音乐出版社 1955 年第一版出版前，该教材已在其他各国使用近百年，

在我国 1955 年出版后，人音版又重新编译过 1999 版、2006 版、2009 版，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同时上海音乐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都先后出版过这一教材。 

（二）《新编初学小提琴 100 天》 

张世祥,中国小提琴教育家，1934 年生，1956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并在该

院任教近 40 年，先后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教学，其许多学生在国际上拿奖，曾被小提琴大师梅纽

因评价为“当代世界上最佳的小提琴教师之一”。《初学小提琴 100 天》是为广大小学生学习者

编写的教材。1994 年出版，音阶、练习曲和乐曲都是自成系统。2003 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新

编初学小提琴 100 天》，同步配套 2 张 DVD，借助多媒体工具，辅助学生练习。 

事实上，张世祥个人早年的学习经历并不顺利，受当时政治及其他因素限制，他在上海音

乐学院并未师从良师，各个老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他的大学时光几乎一直是在手腕

                                                        
①克莱南,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的历史[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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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调整中度过，令他非常痛苦。自 1950 年国家实行“引进来”的政策后，他接触了大量

的国外乐谱与科学的演奏技法；在这段时间，张世祥翻译了多部国外小提琴著作，为今后教学

与教材编写奠定了理论基础。1956 年，一位苏联的小提琴家到上海音乐学院讲学，这次讲学对

张世祥的人生意义极大，不仅激起了他研究演奏技法的热情，而且成为了他走上教学的转折。① 

因此，他的教学思想受西方小提琴教学思想影响极大，主要是俄罗斯学派、德－奥学派和美国

学派小提琴理论。小提琴德奥学派主要兴起与 19 世纪后半叶，其演奏特点是严谨、端庄、注重

表现；俄罗斯学派改良了右手持弓姿势，加大了琴弓压弦的力量，使小提琴声音效果更加洪亮；

美国学派是 20 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当时美国学派的演奏特点是追求音准、纯净的音色、高超

的技巧、以及深刻的乐曲处理②。张世祥通过借鉴各国演奏技巧，归纳科学的学习方法与步骤，

结合中国实情与自身的教学经验，编写了《新编 100 天》这本教材。 

（三）《学琴之路》 

沿用至今的《学琴之路》出版于 1989 年，其创作动机为“如何能让四、五岁的孩子会拉小

提琴？”，因此其创作离不开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史。 1981 年，我国教育部

将音乐列入幼儿园教育内容的八个方面之一，在 1986 年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恢复

了美育的地位，成立了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1988 年《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8

——2000）》提到：到本世纪末，使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各级师范学校、高级中等学校，

以及普通高等学校的艺术课程达到普及。1989 年，《中国音乐教育》正式出刊，标志着我国音

乐教育学术刊物的诞生。在这之后，全国各种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著作出版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新局面。
③
由此可见，《学琴之路》创作于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但也有

学者指出，虽然 70 年代受改革开放影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热衷于探讨如何通过音乐知识、音

乐概念和乐谱读写来开发智力，同时提倡创新教育，但随着 80 年代末发达国家地区音乐理论的

传播，我国音乐舞蹈的知识技能都被元素化、阶梯化和螺旋体系化，使得脱离作品、脱离审美

体验的孤立的知识技能教学再次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④
 

赵薇，中国小提琴教育家、作曲家。1944 年生，1955 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1966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40 余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小提琴人才。赵薇老师曾在采访中提到：“很

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钢琴、小提琴的声音激动得不得了，那时候家里很穷。后来我们国家办了

少年班，由国家出钱来培养音乐人才，所以我才有了以后的学习机会。我长大以后就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那些喜爱音乐的孩子都有机会学习。”因此“快乐地学习音乐，幸福地度过人生”是

                                                        
①丁方媛.张世祥小提琴教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12:27  
② 张世祥在《张世祥小提琴教学问答》中自述，深受美国小提琴教育家加拉米安教学法的启发，并翻译了加拉

米安的著作《小提琴演奏与教学原则》。此书用了加拉米安 12 年时间，记录了其一生的教学经验。 
③佚名.中国儿童音乐教育发展的进程[J/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733b3507e.html. 
④许卓娅.20 世纪我国学前音乐教育发展概述[J].早期教育,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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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近 40 年来教书育人的理念。
①
《学琴之路—小提琴综合教程》由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印刷于 

1980 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于 1989 年，受到持续欢迎，已再版二十余次。它是按照中央

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教学大纲（初级至中级部分）的教学要求编写的教材，为全国各地音乐小

学、少年宫、普通小学和幼儿园的小提琴班以及家庭个别学习的小提琴学生提供参照。教材编

写符合 4岁以上儿童心理，每课附带教学重点、难点的练习要领，使教师更明确地安排教学活

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基本乐理知识与小提琴基本演奏技能。 

（四）《铃木小提琴教程》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意识到只有发展教育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二战后从

1945 年 8 月日本接受波茨坦条约开始到 1952 年 4 月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生效截至的六年里，

日本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期间颁布了新的学校教育法，推动了日本教育改革的发展。

1947 年，日本政府依照美国教育使节团所提要求，重新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次

新法案的特点在于强调个人的主动探索性，并且对教学理论上产生深远影响。具体体现在：第

一，不能只进行枯燥的知识传授，而应从儿童、学生的兴趣出发。第二，给教师自由选择教材

及教学内容的权力。第三，必须联系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各区域实际生活进行教学研究。因

此，这期间的教材受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思想影响较深。② 

铃木镇一（1898-1998）：日本儿童音乐教育家，也是“铃木教学法”创始人。他出生在一

个乐器世家，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习了 8年小提琴。回国后逐渐开始演出和教学活动，他创立

了世界著名的“才能教育研究会”，意在通过儿童早期良好的音乐教育，挖掘儿童方面的卓越

才能。
③
《铃木小提琴教程》于七十年代初由香港传进广州，原来的教材共十册，首次从美国

引进出版后改编为八册，第一版出版时同步翻译了铃木小提琴教学法的学习和辅导原则——对

教师和家长的四点要求，即听唱片、发音训练、正确的把位和持弓、鼓励自觉而愉快的正确练

习。2008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将八册分为四分册出版，舍去了部分铃木教学法的辅导语，另增加

出版了《铃木小提琴教材钢琴伴奏》。 

四、内容比较 

（一）选材系统 

乐谱材料是构成小提琴教材的最基本要素，选择什么样体裁的乐谱直接关系着教材的整体

面貌。笔者根据音乐体裁的一般分类
④
，对四套教材中的取材内容进行分析和统计，如下图

①
： 

                                                        
① 搜狐新闻.以母亲的身份教孩子[J/OL]. [2006-07-14].http://news.sohu.com/20060714/n244265855.shtml 
② 艾昕,胡树.日本教育发展与经济腾飞之间的关系[J].前沿,2009(12). 
③ [美]道勒斯·科培尔门著.铃木钢琴教学法[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2. 
④
 音乐的体裁是指音乐的各种表现样式和类别，钱亦平和王丹丹的《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提到音西方

音乐体裁可以分为声乐、器乐和戏剧音乐三大类。声乐类有独唱、重唱、合唱、清唱剧等；器乐类有幻想曲、

前奏曲、赋格等复调性体裁，以及组曲、奏鸣曲、室内乐、协奏曲等套曲体裁，又包括近代交响音乐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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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简称 选材内容的体裁类型及具体分布 
百分比

（%）
②
 

铃木 1-3册 

（共 36首） 

声乐 第二册第 1、7 首（以下用数字简写） 5 

器乐 

第一册 13-17 

第二册 2、4、5、6、8、11 

第三册 1-7 

50 

戏剧 第二册 3、9、10 8 

民歌 第一册 2、3、4、5、6、7 17 

自编 第一册 1、8、9、10、11、12 17 

霍曼 

前三部分 

（共 274

首） 

戏剧 第二部分 67；第三部分 6、16、35、37 2 

自编 

第一部分：音阶与无标题练习曲 1-24、27-36、38-42、

44、45、52-55、58-61、63、64、66-69、72、73、77、

78、80-83、85、86、88-91、95-100、102-105、107-110、

116、117、120、121、125-130、134-135、137、140-141 

第二部分：1、3、5-7、9-11、13、14、16、17、20、24-26、

28-30、33-36、39、40、42、43、45、47、48、50、51、

53、54、56、60、61、63、64、68、69、71、72、74、75、

77、78 

第三部分：1-3、7、9、10、14、15、18、20、22-32、34、

39、40、42、44-52 

65 

其他 

佚名 

第一部分：25、26、36、37、43、46-51、56-57、62、65、

70、71、74-76、79、84、87、92-94、101、106、114、

115、118-119、122-124、131-133、136、139、139、142、

143 

第二部分：2、4、8、12、15、18、19、21-23、27、31、

32、37、38、41、44、46、49、52、55、57、59、62、65、

66、70、73、76、79 

第三部分：4、5、8、11-13、17、19、21、33、36、38、

41、43 

33 

学琴之路 

1-3 册 
声乐 

第一册 34、36、39、40、41、49、56、57、60、62、83、

86、87 
13 

                                                                                                                                                                     
会序曲、交响组曲、交响诗等。戏剧音乐类有歌剧、舞剧、话剧配乐等。中国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

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现一般分为民歌、曲艺音乐、歌舞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五大类。 
① 小提琴教学中的 “换把”被看成是基础级和中级的分水岭。《霍曼》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最高程度达到第七

把位，第四部分开始学习换把；《铃木》全书共八册，第 4册后开始学习换把；《学琴之路》共八册，第 5册

正式开始学习换把，《100 天》的换把则编写在附录中。为提高本研究的严谨性，笔者将研究的具体内容统一

限定在学习“换把“之前，即《霍曼》第 1-3 部分；《铃木》的第 1-3 册；《学琴之路》的第 1-3 册和《新编

100 天》全书。 
② 此处为四舍五入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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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96

首） 

第二册 113 

第三册 142、152、153、157、166、167、174、178、179、

185、196 

器乐 

第一册 18、26、32、51、66、68、69、73、76、79 

第二册 100、109、112、114、115、120、121、132、139 

第三册 143、145、149、150、161、164、165、171、172、

182、186、188、189、192、193、194、198 

18 

戏剧 第二册 108、127、133 2 

民歌 

第一册 14-17、20、21、24、26、29、31、35、37、38、

42、43、44、52、63、65、68、72、74、75、78、80、82、

84、88 

第二册 92、93、96、97、102、103、106、107、118、119、

125、130、137、138 

第三册 154、158、160、181 

23 

自编 
第一册 1-13、17、18、23、27、28、33、45-47 

第三册 145、175 
12 

其他 

第一册 25、54，音阶若干 

第二册 音阶与练习曲 90-91、99、104-105、110-111、

116-117、122-124、128、134、135；标题练习曲：94、

95、98、101、129、131、136 

第三册 音阶与练习曲 140-141、147-148、151、155-156、

159、162-163、169-170、173、176-177、180、183-184、

187、190-191；佚名一首；道情一首 

32 

新编 100天 

（共 87首） 

声乐 23、30、37、57 5 

器乐 12、32、41、44、56、58、60-63、73、75-82、87 22 

戏剧 59、83、84 3 

民歌 13、27、31、65、67、68、69、71、74 10 

其他 
1、2、3、6、7、9、10、11、17-21、24、25、26、28、

30、35、64、70、72；练习曲若干 
60 

对比四套教材的课程内容，民歌的取材存在较大差异。如《铃木》中的民歌为苏格兰、德

国和法国民歌；《学琴之路》既有加拿大、丹麦、捷克、印尼等国的民歌，也有河北、陕北、

四川等地民歌，以及鄂伦春、蒙族、哈萨克族的民歌。《新编 100 天》的取材相对比较窄，多

数为乌克兰、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的民歌。《霍曼》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曲目资料已经无

从考证。仔细分析教材取材的体裁范围，笔者认为，体裁涉及的广泛度与编者自身的学习经历

密切相关。 

从表格统计的数据结果来看，《铃木》的器乐改编曲占教材 1-3 册中的一半篇幅，《霍曼》

以自编音阶与练习曲为主要学习材料，《学琴之路》则呈现出第 1-3 册民歌逐渐减少、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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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多的特点，《新编 100 天》中的练习曲和部分佚名作品占较大篇幅。 

（二）知识与技能系统 

小提琴基础教材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应包含乐理、音乐常识、听音、唱谱、视奏、基本功

训练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中的知识与技能系统，既包括文本、谱例上的显性内容，也包括每篇

课文所蕴含的隐性内容。 

《铃木》中的乐曲没有作品和音乐家的相关介绍，也没有各种演奏技巧及乐理知识的讲解，

大部分的知识与技能直接通过乐谱呈现，学习较为依赖音频光盘与教师指导。教材涉及到的知

识与技能包括：常见的十几种节奏类型、三个升号和两个降号内的调性、弓法技巧（如上弓、

下弓、连弓、顿弓、连顿弓、保持音等）、速度术语（Moderato、Vivace、Grave、Presto、rit、

tempo 等）、力度术语（<、>、mf、p、dim、poco cresc.等）、表情术语（dolce、espressivo、

leggiero 等）、其他演奏标记（如反复记号、Pizz、保留手指、延长音等等）。涉及到的隐性知

识包含大小调色彩，巴赫、亨德尔、勃拉姆斯、舒曼、吕利、维瓦尔第、德沃夏克等作曲家的

音乐风格等。 

《霍曼》传授的显性内容与《铃木》基本相同，除了必学的各种技巧与知识之外，它对弓

段的要求更为严格，教材第一部分出现“弓尖三分之一”、“W.B”“U.B”“G.B”字样的频率较

高，学习和演奏的调性内容也相当丰富，在第三部分最后已经学到了六个升号、六个降号的材

料。 

相对前两本国外引进教材而言，国内小提琴教育家编写的《学琴之路》知识系统更为全面。

不仅每一课前后都有文字介绍，涉及乐理知识、乐谱标记的演奏说明、乐曲及作曲家简介、或

具体的训练目标与注意事项，而且技巧训练的内容也有较强的逻辑性：空弦、四种指位、连弓、

分弓换弦、连弓换弦、三个升降号的调性训练，以及带变化音的调性训练等等，其隐性知识内

容，体现在各国民歌文化对儿童本土文化的渗透。 

《新编 100 天》以训练各种技巧为出发点，涵盖的内容比较精细。包含手型、手指独立性的

概念、节拍器的使用、左手排列位置要求、乐理（音符唱名、节奏、音符时值）、运弓要领、

左手舵式运动，以及琶音、装饰音、附点、回音、涟音（俗称“波音”）、颤音训练等多方面

知识。 

由此看出，四套教材知识与技能内容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由于铃木教学法旨在运用“母语

方法”教幼儿学习器乐①，认为像儿童在初学家乡话时不识字那样，儿童初学小提琴应不包括

识谱②。因此第 1-3 册乐谱上标记有指法，重点训练左手手指速度和右手各种弓法技巧，培养儿

童的音乐感、演奏能力与记忆力。霍曼的侧重点在于各种调性的音准训练，同时培养演奏二重

                                                        
① 刘昌炎.铃木镇一的“才能教育”[J].幼儿教育,1992(5).    
② 可详见《铃木小提琴教材》前言，张国柱的《谈铃木<小提琴教材曲集>》中也提到铃木所述“使用的教学方

法并非其他，不过是教说家乡话的方法，原样地用到音乐教育上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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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合作能力。《学琴之路》的侧重点是用最循序渐进的学习步骤，学习中外名曲，提高学习兴

趣。《新编 100 天》则是强调各项基本功扎实地学习，为中高级训练打好稳定的基础。 

（三）助读系统 

助读系统是指辅助使用者理解课本内容，提高使用效用的一些插图、文字、照片、表格、

音响、视频等资料，它充分体现了教材的能动性。助读内容可大致分为教材本身的文字型助读、

图表型助读、配套光盘三种。其目的和意义是：直接或间接地揭示编者的编辑思想和意图；确

定教与学的共同目标；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①。 

1、文字型助读 

《铃木》文字助读是对演奏乐曲的指导，或具体的练习要求。根据文字助读的编排位置，又

可以分为谱例之前、穿插在谱例之间、在谱例之后的文字助读，依次如下：   

 

《霍曼》文字助读的显著特点是：乐谱片段的右下方写有明确的练习次数；教材第一部分

的乐曲开端，写有明确的弓段要求，如图所示： 

 

《学琴之路》的文字助读较多，每一课都附有说明，涉及演奏要求、重难点、练习步骤或

方法、应避免的错误、作曲家和作品的简介、基础乐理等多个方面。例如下图所示： 

                                                        
① 韩雪屏.语文教育的心理学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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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 100 天》的文字助读分为两类：一是学生练习时应注意的事项，二是对教师教学时

的建议。例如：在学习第 57 课《五月之歌》前后有两段文字，第一段原文：“我在教下面这首

乐曲第一行最后一个音是，要学生把弓重新拿到靠近弓根的部位……应当教会学生这种运弓的

演奏技巧”；第二段原文是：“通常学生在演奏 3指升高的时候，往往都不够高……我时常对

学生说，指根关节也就是靠近手心的那个关节是管手指起落的，而其他两个关节所形成的是管

音准的高低”。由此可见，此教材文字助读的最大特点是：呈现编者的教学思想。其目的是为

了让教师和家长对这个内容起到重视，同时免去教师上课时反复强调，而课后问题仍未解决的

弊端。这种匠心独具的写作，比《霍曼》中毫无提示要科学，比《铃木》“3 指靠拢 4 指”的

简要说明更加具体、更加强烈。另外，编者以第一人称写作，给人感觉较为亲切感，有说服力。

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2、图表型助读 

图表型助读是指运用形象直观的图表，充分发挥学生的分析观察能力，以促进学习的一种

知识材料①。铃木的图表型助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与小提琴基本姿势相关的黑白照片；第二

种是课后的难点辅助练习，第三种是演奏姿势的理论图示。 

                                                        
① 龙凡思.导之以兴.中学语文教学[J].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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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基本姿势示意图） 

 

（第二种：课后的难点辅助练习） 

 

（第三种：演奏姿势的理论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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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图表助读中，照片共 8 张，分别编排在第一册开篇和第三册结束的位置，前 6 张是不

同角度的站姿图、持弓姿势、演奏 E 弦的姿势、左手持琴图；后 2 张拍的是握弓法。线谱助读

是针对演奏难点提出的方法，或练习步骤的建议，具体可参见教材第一册第 17 首、第二册第

10 首、第三册第 4 首。 

《霍曼》教材本身并无小提琴的图示，教材中的演奏图示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引进

后添加上去的
①
。具体的绘图内容和图画方式如下所示： 

 

 

《学琴之路》的图表型助读多以加深记忆和发展想象力的手绘图为主。特点是活泼生动，

与标题紧密相关。笔者选其一二陈列如下： 

 

 

《新编 100 天》的图表助读相对较少，除基本姿势和各种手指排列位置的图示之外，基本没有其他

图表。常见插图如右： 

                                                        
① [德]C.H.霍曼.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 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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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四套教材的助读系统，《学琴之路》和《新编 100 天》文字助读更为详细，由此可见，

国内自编教材在文字表达上更占优势。在图表助读方面，《铃木》课后针对难点进行的分解练

习非常独特，《学琴之路》的手绘图更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新编 100 天》的正误对比照

片显得最为严谨。 

3、配套光盘资料 

《铃木》合集与分册都附有光盘。合集配光盘 1 张，只录制了教材的部分曲目；分册每本

带光盘 3张，录制了教材的所有曲目。音频采用双声道设计，左声道为钢琴伴奏，右声道为小

提琴独奏，关闭右声道音响，用于学生配伴奏时使用。《霍曼》附光盘 1张，选取部分乐曲录

制而成，全部为二重奏曲。《新编 100 天》分带光盘和不带光盘两种，光盘版为 2 张 DVD，内

容为视频示范、乐谱与音频同步学习机等等。《学琴之路》不带光盘，但有配套的音像资料出

售，内容是编者的教学视频，与教材内容同步。 

 

五、呈现方式比较 

（一）结构编排 

《铃木》 编排位置 具体内容 

乐曲 

第一册 乐曲 17 首 

第二册 乐曲 12 首 

第三册 乐曲 7首 

发音训练 
第一册第 5-6 课之间； 

拨弦、AE 弦的空弦换弦练习、在 A E 弦上的 A

大调按指练习，共 3条 

第 9-10 课之间； 在 DA 弦上的 D大调琶音练习，共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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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2 课之间； 在 DAE 弦上的 G大调琶音练习，共 2条 

第二册第 1 课之前 

 

在 DAE 弦上的同指换弦练习；同名大小调琶音

发音训练，共 3 条 

第三册第 1 课之前 
G 同名大小调在 GDAE 弦上的琶音练习、福斯特

《故乡的亲人》，共 5条呈现 

第三册第 3 首之后 G 和声小调音阶的发音练习 

专项训练 

第一册第 1 课之前 E 弦姿势练习、换弦练习、手指快速按弦练习 

第二册第 9-10 课之间 听音训练 1条 

第三册第 1 课之前 换弦练习 6条 

第三册第 7-8 课之间 和弦练习 1条 

音阶 
第一册第9-10课之间； D 大调音阶练习 1条 

第 11-12 课之间 G 大调音阶练习 1条 

 

《霍曼》 编排位置 具体内容 

单弦练习 第一部分 E、A、D、G 依次单项练习 

简易的各调练习 第二部分 
无升无降；一升一降；两升两

降；三升三降同名大小调练习 

复杂的各调练习 第三部分 六升六降内的大小调练习 

 

《学琴之路》 编排位置 具体内容 

右手技巧 
第一册第 1、4、5、6组； 

第二册第 12 组 

空弦练习；连弓练习；分弓换

弦；连弓换弦；快速短弓 

左手指位练习 第一册第 2、3、7、8、9、10 组 6 种常用手指指位 

简易的各调练习 第二册第 11、13-18 组 三升三降内的一把位训练 

复杂的各调练习 第三册第 19-26 组 带变化音的三升三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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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 100 天》 编排位置 具体内容 

右手练习 第一部分第 1课 空弦练习；换弦练习；运弓分配 

左手指位及各调练习 第一部分第 2-8 课 

4 种常用的手指指位练习； 

左右手配合的两升降内综合训练； 

旋律小调；三个和四个升降号； 

专项训练 第二部分 
短琶音；附点；装饰音；回音；颤

音；波音等 

 

四套教材的主要内容在结构与编排上，逻辑性都很强。章节分类最清晰的是《霍曼小提琴

教程》，其次是《学琴之路》。《铃木教材》的所有发音练习、专项训练、音阶都是围绕乐曲

展开，因此在教材中是穿插进行的，而《新编 100 天》第 2-8 课是大小调与左手指位相结合的

练习，编排相对比较紧凑。 

（二）版式设计 

1、开版大小、封底与封面 

除《新编 100 天》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为 890*1240mm，16 开的开版大小之外，其余三

本教材都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635*927mm，8 开的开版大小。在封底与封面的设计上，《霍

曼》采用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小提琴欧洲教材体系常见的土黄色封底和封面设计，封面上是一

行“霍曼---小提琴基础教程”大字和一竖行灰色英文“HOHHMANN”，但细细抚摸时，有突起的

音符纹路和出版社 logo，拿在手上不容易滑落。《学琴之路》的封底封面也同样有这点特点，

但其封面上写有内容提要，类似于报纸的大标题，一条条列在教材封面的左侧，例如“左手四

种位置的音准”“短弓、长弓及其混合”“分弓、连弓及其换弦”“保留指、预按指”等，其

目的是方便学生复习时，根据训练目标快速地查找到具体的章节，也使教师和家长对学生进行

指导时，目标更加明确。教材封底是小提琴演变的白鸽，衬底为蓝色背景，寓意着用音乐的音

符，变成了白鸽，飞向了高高的蓝天。新版《铃木（1-8 册）》的封底封面是淡黄色的亮皮硬

皮纸，封面有一些简单的图案。目前，图书市场也卖有铃木的四套分册，封面封底颜色不一，

但都是硬皮设计，和《霍曼》、《学琴之路》的软皮设计不同，硬皮设计比耐脏，防水性较好，

但是这里要补充说一句，各种版本的铃木教材在装帧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如司徒华城译的

版本采用的是线装，琴童在翻页时如果速度太快或者用力太猛，很容易在两页纸中，扯出一条

缝隙，久而久之，乐谱就脱落了。最新版的《铃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三十多张乐谱用两个

订书机从外侧向内侧装订，书中最中间的部分容易脱落，可能会导致学生上完课，回到家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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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发现，两页纸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在这四套教材中，《新编 100 天》的封底和封面设计是

最有特色的，封面除了教材名称之外，还有一张很大、很清晰的照片，照片内容是张世祥老师

在家给一个学生上课时的情景。封底是编者与手拿小提琴孩童们的合影和一段介绍教材优点的

文字，以及配套资料的使用说明。 

2、前言、编者说明与附录 

 一般而言，前言体现了编者的写作目的和初衷。在这四套教材中，《铃木》的前言稍长，

介绍了铃木小提琴教学法的核心思想。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对教师和学生的四点要求，如家长要

监督学生每天听光盘、无论课堂还是家里都要强调优美的发音、要注意正确的音准和持琴握弓

姿势、家长和教师要努力地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等等。研究铃木教学法的小提琴教师有很多，但

了解铃木教学法的家长却是少之又少。铃木先生的教学成果在日本乃至世界如此轰动，离不开

他的教学思想，因此这本教材的前言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使教师和家长在教学策略上，达成

了共识；儿童在家长的监督下练习更具成效。相比之下，《霍曼》的前言则简短一些，因为霍

曼已故，前言只能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写，大致内容是是该教材在中国的历史、新版《霍

曼》的改动，以及致谢。《学琴之路》的前言由韩里而作，阐述这套教材的编写目的：怎样能

让四、五岁的孩子学会拉小提琴，还介绍了该教材的主要特色：运用微量的教材、综合的设想、

有趣的编排等等。另外，编者在使用说明中，简要表述了教材的编排思想——到“饭”、“菜”、

“汤”的营养搭配；明确了以“丰富学生对祖国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文化的修养”的教学目标；

解释了教材编写的参照标准，即按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教学大纲（初级至中级部分）的教

学要求编写。《新编 100 天》前言，编者则是提出他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学小提

琴的孩子半途而废？’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也是目前小提琴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例如：教师只是教学生拉好听的乐曲；或是一味追求进度和难度，没有打好基础；或是教师自

己也不知道科学的演奏方法是什么。因此，编者提出了他的观点：“正确的演奏方法，注意训

练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学生拉出来的声音好听，自然就喜欢上拉琴了。”同时，编者还强调，

《新编 100 天》绝对不是指要在 100 天内学完所有内容，只是抽象的一个说法。 

另外，《铃木》和《霍曼》没有附录，《学琴之路》另有单独 1插页，是编者构思的挂式

书签，可用来挂在谱架上，帮助学生明确各单元学习内容的手指关系。《新编 100 天》有 19

页附录，涉及手指起落动作、前后滑动、速度、独立性、双音、半音、属七减七和弦、以及和

换把相关的练习。 

3、乐谱规格 

 在乐谱规格上，四本教材有明显差异。《铃木》、《霍曼》、《学琴之路》和《新编 100

天》的线谱间距（第一线到第五线的平面距离）分别约为 8mm、7mm、6.5mm、6.5mm。在排版上，

一张纸所呈示的最多行数，分别为 10 行、14 行、12 行、13 行；一张纸所呈示的最少行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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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6 行、7 行、2行、5行，由此可以了解到《铃木》教材的五线谱最宽，看起来最省力；初

学《学琴之路》的乐曲最为短小；《霍曼》由于二重奏的乐谱设计，使得音符印刷得最小，看

起来最为吃力。 

4、纸张与印刷质量 

   我国目前生产的纸和纸板分为印刷用纸、文化艺术生活用纸、包装用纸和技术用纸等多

种类别
①
。一般的教材采用非涂布印刷纸，兼具有书写用纸的基本功能。评价纸张质量的指标

很多，如纸张的水分、灰分、厚度、透气度、光学性质和机械强度(不透明度、白度、颜色、耐

破度、耐折度、裂断长、撕裂度等)等都是纸张的质量指标
②
。所谓印刷品质量，是指印刷品还

原原稿的真实程度，其评价标准包含层次感、颜色还原、清晰度、光泽度、平整度和纹理等。

文字质量特征的评价标准包含字迹清晰度、有无缺笔断画、斑点、滋墨等。
③ 

   笔者选取重要的几点评价标准，对四套教材的纸张与印刷特点归纳如下：  

 
纸张质量 印刷质量 

厚度 颜色 耐破度 图像清晰度 文字清晰度 

铃木 厚 白色偏黄 低 低 普通 

霍曼 一般 偏色黄 一般 低 普通 

学琴之路 偏薄 乳白色 低 普通 普通 

100 天 一般 白色 高 高 普通 

 

六、定性分析 

（一）针对性比较 

不同行业的针对性定义不同。比如说，在对外传播学中有人提出，针对性是应当针对不同

读者、听众、观众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传播。④又如在体育行业中，针对性是指在身体

锻炼过程中，要考虑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职业特点、锻炼目的、地域和季节特点。 

事实上，任何教材的编写都要考虑到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学习目标、学习时限等学习因素，

比如为小学、中学和大学教材的编写，在学习内容、要求、难度、长度、辅助工具等方面都存

在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体现出教材的针对性原则，教材在内容和编排上差别越显著，说明其

                                                        
①
王尚义,蒋航通,陈均志.实用纸张技术指南[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12. 

② 刘焕彬主编.制浆造纸过程自动测量与控制[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版:222. 
③
 李小东主编.胶印质量控制技术[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3. 

④ 黎海波.针对性及其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J].对外大传播，1996(4). 



 20

针对性越明显。① 

一方面，小提琴学习的内容包含技巧和理论，乐谱的难易程度、教材是否符合学习者的实

际水平，难度是否适中，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另一方面，是因为小提琴教学对象在年

龄上差异化明显，他们之间在学习目的、练习方式、学习时限、知识背景、思维认知方式等方

面存在着很大不同，从而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因此小提琴基础教材的针对性基本内涵应该是指：

教材的设计和内容的编排,是否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求，适合小提琴“一对一”或“一对多”

的学习环境，是否体现了小提琴学科性质。理论上说,教材的适用面越小,针对性越强;适用面越

广,针对性就越弱。笔者就此对四套教材展开针对性分析。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思维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年龄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是

思维的开始；前逻辑阶段（3-7 岁）；这个阶段的儿童以符号描述外部世界，喜欢模仿和游戏；

一般逻辑阶段（8—11 岁）这个阶段儿童已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形式运算阶段（12-14 岁），儿

童思维发展得更加成熟，具有灵活性。 

四本教材中，《学琴之路》有大量的手绘插图，生动活泼，大部分曲目的标题与儿童生活

息息相关，练习的篇幅短小精悍，练习的内容不失旋律性与技巧性，多采用欢快活泼的节奏类

型与中国风格曲调结合而成，因此比较符合 3-7 岁中国学前儿童的身心特点。 

《铃木》最初通过乐谱上的指法数字来直接演奏，需要儿童有基本的算术知识，看数字之

后的反应速度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演奏速度。实践证明，8 岁以上学习为佳，13 岁左右学习难度

又偏简易
②
。 

《新编初学小提琴 100 天》以大篇幅的练习曲和少量乐曲呈现，没有儿童图画，没有中国

乐曲，靠机械记忆与强化学习演奏五线谱，线谱分析需要较强的空间位置分析能力，所以 8 岁

以后学习为佳，外国儿童也适用于此教材。 

《霍曼》取材自 1850 年之前的欧洲曲调，离当代中国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境比较远；其教材

基本没有绘图；在乐谱排版方面，幼儿视谱较为吃力；曲目篇幅较长，需要长时间注意力的集

中；加之整本教材的进度很慢，可能在教学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的学习。因此，该教

材在逻辑思维更显成熟的青少年身上实施，效果更好。 

（二）科学性比较 
科学性是所有图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编写各级各类教材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具体到不同

的图书,其内涵与要求又有所差别。③教材科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内容规范,编排合理。④具体地

说，教材能否反映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凸显教学难点，内容本身是否准确、系统和规范,内容呈

                                                        
①
 李泉,金允贞.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J].语言文字应用，2008(4). 

②时姣姣.铃木小提琴教学法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1：12 

③李振荣.对外汉语教材编辑中的科学性问题[J].国际少儿汉语，2010(4). 
④李泉,金允贞.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J].语言文字应用，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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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否符合教学规律,章节之间衔接的紧密程度,教学内容是否新颖等，都是教材科学性的范畴。 

《学琴之路》编写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材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练习内容，每个单元又围绕一个目标分成

几课练习，如第一章空弦练习分为十一课，涉及全弓、上半弓、下半弓、弓尖、弓根、中弓 1/2

和中弓 1/3、换弦、换弓、双音等内容；第二章手指按弦，从三把位开始，由 1指逐渐到 4 指，

共 8首乐曲，涉及一、二弦三把位从 d1-d3 的音符；第三章将手指放置于一把位，开始学习第

一种手指位置，以此类推，在第二册第十八章前，将三升三降内各调的手指位置全部学完。小

提琴作为一门拉弦乐器，其音准相对于其他键盘乐器、打击乐器都要难得多，从小训练精准的

手指位置。有助于建立良好的音高概念，解决音准的难题。第三册开始学习较为复杂的调性内

变化音，整套内容章节间衔接紧密，逻辑性强，以初次学习三弦、四弦为例，教材运用的方法

是：将一弦上的手指练熟，再将相同的指法平移到二、三、四弦上练习，使得学生接触三四弦

更轻松。另外，先学三把位比先学一把位更具科学性。其原因有二：一是避免先学一把、后学

三把的畏难情绪；二是促使学生学琴初期，建立良好的左手手型，促使孩童的手指关节尽早地

“站立”起来，避免了手指关节躺在弦上的错误手型。同时，演奏三把位时的手掌根部正好抵

在提琴背板边缘，手掌无法托琴，从而形成了“手掌握空”的正确手型。 

第二、《学琴之路》每首练习难度适中，进度安排得也较为合理。教材中有不少难度不小

的乐曲，如：李斯特的“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四级的“新春乐”、“金蛇狂舞”帕格尼尼

的“钟”、刘天华的“光明行”等等。编者将这些经典曲目改编成儿童能力可及的乐谱，化繁

为简，以供学习。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小提琴教学的资料库，丰富了学习内容；另一方面，使

孩童很早开始接触这些高深的乐曲，为将来更高水平的学习打下基础。在曲目篇幅上，从第一

课“小猫咪咪”两排谱（共 8小节），逐渐增加到第二册七排（共 28 小节）的篇幅，学生并不

觉得吃力。在学习快速分弓前，先用叠音练习做铺垫，减小左右手配合的难度。从这也可以反

映出教材设计上的科学性。又例如：教材有专门的连弓章节（铃木和霍曼中没有专门成章），

连弓的本质是“左手多、右手少”的一种训练，强调左右手的协调与配合能力，左手从两音连

弓发展到十几个音连弓，需要提高手指速度，锻炼手指机能，同时也和孩子的识谱速率、换弦

的灵巧程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考虑到儿童识谱解码慢、手指机能未发育完全等因素，学琴之

路 1的连弓一般不会超过四个音。在实际教学中，如再多加几个音符，儿童左手手指按弦则变

得不均匀，右手弓段分配也较难控制，由此可见，该教材是在以往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

成，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第三、教材选材的内容本土化。它既不是直接将已有教材东拼西凑集合而成，也不是枯燥

的机械式练习，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基本功练习。每一章学习的内容涵盖音阶、练习曲、中国乐

曲、外国乐曲，按编者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让孩子学习时，像吃饭一样，饭、菜、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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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齐全，荤素搭配。”作为一本音乐教材，少不了对五线谱及其他基本乐理知识的教育，教材

为此绘制了许多指位图，随书附带了挂式书签，还有一些节奏的划分方式及节拍指挥图示等内

容都有涉及。对于教材中较难的理论知识，通常会以文字解释的形式，标注在线谱之后，辅助

理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教材在乐谱呈示上显得尤为细致，其实用性将会在本研究后部分作

详细阐述。 

《铃木》编写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众所周知，铃木小提琴教程在前几册所有乐谱都标有指法，学习该教材的步骤是“先学会

拉歌曲，再学习识谱”。很少教材采用这种办法，其教学原理是来自于教育心理学中的“联结

原理”通过建立线谱与指法之间的联结，不断强化，达到最终识谱的目的。在初学阶段，小提

琴每根弦上的每个音，有固定的指法，这与钢琴等其他乐器不大相同，但铃木的识谱教学正是

运用了这种指法与音名固定联结的原理，使学生轻松直观地将指法转化为音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又建立了乐谱和指法之间的快速反应，大大提高了学生拉曲子的速度。从这也不难看出，

铃木教学法的核心之一是围绕学习目标（即优美的旋律和良好的发音）直接进行学习，基本功

的专门训练较少，这可能是该教材的不足之一。另外，部分幼儿因为数学基础薄弱，以及信息

加工慢，所以看数字后按弦的反应仍然不快。其三是容易拉错弦，因为数字标明的是手指数，

而没有告知弦数，弦数要单独分析音符的高低后才能做出判断。最后的一点：一些平时练琴时

间有限，“指法-线谱”强化不够的学生，等学到教程第四册没有指法提示的部分，教学无法进

行下去，仍然需要通过标记指法维持进度。 

铃木教程强调“多听”，教材前言中写有“家长须知”，儿童每天在家都要听光盘，这样做

的好处有两点：其一是学生通过聆听、记忆旋律，模仿出基本的节奏型；在练习之前听光盘，

也有助于提前形成大脑对音高的记忆，培养内心听觉，帮助学生演奏时调节音准。其二，通过

聆听优美的音频材料，从小树立一种审美意识，可以培养儿童的乐感。除了营造古典音乐的学

习氛围之外，优美的音乐还大大刺激了学生的学习欲望。音频的单声道伴奏带，也改变了平日

枯燥单一的练习方式，提高了练琴趣味，提高与伴奏配合的水平。教材中大量的 “发音训练”

也体现了铃木镇一对小提琴音色训练的重视，良好的发音，能使孩童更加喜欢小提琴这样乐器，

作为音准、音色较难控制的一门乐器，小提琴的发音非常重要，如果拉出的声音不好听，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将受到打击，学习兴趣也会削弱，因此，多听唱片，了解正确的发音方法是非常

必要的。总之，铃木教程是在“相信每个儿童拥有音乐才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训练儿童的

听觉、记忆、模仿以及音乐感受和分析能力，从而提高综合音乐能力的一本教材。 

第三、铃木教材的技术训练安排得较为科学，虽然教材通篇以乐曲为主要内容，鲜有基本

功方面的练习曲。但无论是从一弦、二弦再拓展到三、四弦的学习，还是在 0、1、2、3指学完

后最后学 4 指看出，编者在乐曲的选择和指法的编配上，有较强的科学性。另外，教材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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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为目标，演奏的节奏型越来越密集，从四个十六到二八节奏型，最后练习到四分音符和二

分音符，这和其他教材恰恰相反，与以往“先慢后快”的教学方法大不相同，考虑到右手前臂

小肌肉运动比大臂伸展运动要轻松，有效防止肩关节运动造成的“弓不直”现象。除了均分的

节奏型，教材也涉及了三连音、切分音、弱起等内容。在乐曲的调式安排上，经历了 A大调-D

大调-G 大调-bB 大调的转换，因为一般人左手中指最长，最容易按弦，无名指左半边和中指共

用一根指神经，因此 2、3指靠拢的排列方式，是初学小提琴时最常见的手指位置，即 A大调的

排列位置，很多家长不明白为什么这本教材初学阶段要从三个升号开始学，其实也就是这个原

因。随后通过 D 大调和 G 大调学习 1、2 指靠拢、2、3 指分开的排列方式，主要是提高 2 指的

敏捷性，加强 3指的独立性，从而减少 2指和 3 指的互相依赖。之后的 bB 大调是对 1 指的专门

训练，训练的要求是在 2、3 指分开的前提下，1 指要使劲往琴头方向退，起到 1指灵活与独立

的作用。在训练过程中，最后学习的是短小、柔弱无力的 4 指，在乐曲中出现得不多，但每一

首都有涉及到 4指，从这几点可以看出《铃木》左手训练很符合人的生理规律。有关右手弓法

技巧涉及的内容包括渐强渐弱、rit、重音、顿音、连顿音和延长音，并不算特别全面；乐曲篇

幅 3-4 排、6-10 排、16-18 排不等，难度递增，存在一些疑问，如第四弦 G弦的练习得很少；

双音缺少辅助练习，因此教材用于教学时的一些操作性问题还有待解决。 

最后，《铃木》教材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一本科学的小提琴集体课教程。教育心理学家班杜

拉认为，儿童天生具有模仿能力，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模仿行为从而获得某种技能。这种“观

察学习”在小提琴集体课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儿童通过集体合奏，锻炼了合作能力。实际

运用中，我国小提琴集体教学较难把握上课的时间，有时很难兼顾有音乐潜能或者顽皮基础差

的学生，因此，引进的出版社可以在教材内增加一些实际情况的运用说明，以方便教师使用。 

《新编初学 100 天》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技巧全面，极为强调基本功练习，无论从一开始

建立正确的持琴、手型、握弓姿势、站姿，还是后来详细的文字说明，都使笔者体会到编者的

严谨作风。《新编初学 100 天》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训练，第二部分是进一步的训

练，第三部分是附录。第一部分又分为右手单独练习、左手单独练习。训练的顺序是 2、3指半

音位置；1、2指半音位置；0、1 指半音位置；最后是 3、4 指半音位置。这样编排的科学依据

和《铃木》相同，比较符合手指的运动规律。另外，第一部分最后几课编有旋律小调、三升三

降、四个升号的练习，作为拓展内容以供学习。第二部分是小提琴常用的技法练习，包括段琶

音、附点、倚音、回音、波音和颤音的专门练习。第三部分附录了手指练习、双音练习、半音

音阶、属七和弦、减七和弦以及换把位的准备练习。 

对比欧洲传统的基本功练习曲集，书中点缀了一些儿童歌曲，如雄鸡、山坡上的花、卡琳

娜在林中。书中的练习曲除了采用苏联作曲家格里格良、巴克拉诺娃、格涅辛娜、科马诺夫斯

基的作品以外，还收集了柯雷丽、坎帕诺里等人的作品，加上编者自编的练习，基本功练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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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篇幅比较大。涉及的外国作品，都是围绕技术展开，几乎没有文化解读。选取的一些外国歌

曲并不属于朗朗上口的旋律，因此较难与我国儿童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虽然书中部分的作

品非常经典，但远远无法使儿童对小提琴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难以培养儿童对本民族音乐文化

的热爱。简而言之，这本教材是一本优秀的基本功教程，从某些程度上说，弥补了通篇基本功

教材的不足，但对本民族儿童而言，还是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教师一般会搭配其他教材使用，

以兼顾学生的兴趣。 

《霍曼》自 1955 年沿用至今，已改版多次，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在原版霍曼的前言处，

增添了基本演奏姿势的手绘图，重新编订了教材谱例的弓法和指法，使之更符合当代小提琴的

演奏习惯。对比其他教材，《霍曼》的显著特点是：二声部演奏教学法；按照调式调性分章节

练习；弓段要求明确。教材逻辑清晰，第一部分为 E-A-D-G 空弦练习，第二部分为简易的各调

练习，第三部分为大小调高深练习，第四部分之后分别为换把、较高把位和较难的练习。 

（三）实用性比较 

教材的实用性是指能够在教材使用中产生积极效果的一种特性。具体地说，小提琴基础教

材的实用性体现在小提琴教材的课堂效用、课后实操情况及用于表演的实用价值。 

从教材的曲目与进度编排来看，《铃木》的实用性最强，因为教材从第二课便涉及简易的童

谣，并逐渐增加乐曲难度，教材很少涉及非乐曲性的练习曲，基本上都是能用于表演的乐曲。

儿童在上课前聆听光盘，就可以模仿出相似音调，上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乐曲中必要的演奏

技巧。但是，由于学生的能力差异，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快速的教学方式，因此教师需要

在新旧知识之间，为学生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练习。因此，《铃木》的实用性体现在它可以使学

生高效地学会演奏乐曲。 

针对我国现阶段小提琴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学琴之路》的实用性也比较强，因为编者在

内容编排上进度适中，基本功、中外乐曲兼顾，各项练习也颇富成效，虽然儿童无法快速地学

习好听的乐曲，但是扎实稳固的基本功会为中高级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教材中丰富

的助读内容，可以帮助家长在课后辅导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练习,这是其他三套教材所不具备

的。另外，教材配套有教学视频光碟以及网络教学视频，有利于家长在日常练习中对儿童的演

奏进行教学监督。 

相比而言，《霍曼》的实用性欠佳。曾有一些教师对《霍曼》提出修改意见，原因是教材篇

幅过长、进度过慢、曲目实用性不高，但笔者认为：该教材引入我国 60 多年，至今仍活跃在书

籍市场，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笔者认为该教材的实用性体现在调性的广度以及二声部训

练，对学生今后的合奏与表演帮助极大。不足之处在于乐曲有待结合中国实情，进行重新筛选，

或者可以加入一些教学建议和文字助读，以方便教师和家长使用。 

《新编 100 天》的实用性体现在编者与教师的对话。教材中的文字助读用词专业，对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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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练习有积极的辅助作用；利用与教材同步的教学机软件，也可以大大提高该教材的使用

效果。不过，就教材本身的内容而言，用于表演的乐曲不是很多。 

总之，《铃木》的实用性体现在教材中的“乐曲”——以学习乐曲为出发点，来训练小提琴

的各项技巧；《霍曼》属于学院派风格的材料，强调学科训练的完整性，在实际应用上表现得不

突出；《学琴之路》则是以儿童为出发点、以技巧为手段、以乐曲为目标的思路，使得该教材的

实用性突出而不显得过于功利；而《新编 100 天》对小提琴教师来说，是非常实用且颇具参考

价值的优秀教材，对小提琴教师的教学有一定的督促作用。 

七、总结与反思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对四套小提琴教材的评价归纳如下：《铃木小提琴教材》曲目丰富、

配套产品齐全，然而由于缺乏基本功专项训练，教材部分乐曲技巧偏难，因此不适合幼儿使用。

《霍曼小提琴基础教程》编排的内容逻辑性较强，兼顾基本功与乐曲，但因取材远离我国文化

背景，只建议作为参考教材使用。《学琴之路》训练目标层次分明、编排形式活泼有趣、文字注

解实用性强，但对于高年级儿童，呈现形式略显稚化，课程进度较慢，因此建议针对学前幼儿

与低年级儿童使用。《新编初学小提琴 100 天》对基本功训练有较大帮助，曲目短小精悍而不失

技能的全面性，但因编者强调学科的专业性与科学性，较少涉及中国乐曲，建议与《学琴之路》

或《铃木》穿插使用。  

另外，笔者认为教材的精选与改良是每一位小提琴教师应努力的方向。例如美国小提琴教

育家芭芭拉·巴伯就借鉴《铃木小提琴教材》的编写理念，编著了《快乐小提琴初级教程》，这

本教材在国外使用普及，美国小提琴教师几乎人手一本，我国则少有借鉴它国小提琴教学思想

的教材出版，归根到底是没有意识到小提琴教材本土化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小提琴自编教材的取材内容经历巨大变化①——最初用中国民乐演奏

技法编写民族曲目，用简谱编写小提琴教材；发展到 70 年代选用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为主要

练习内容；再到 80 年代借鉴西方演奏理论，以技巧训练内容为主；90 年代以基本功、技巧训

练、中外乐曲相结合的方式，逐渐形成了 21 世纪初国内小提琴自编教材的基本框架。随着当代

小提琴教学呈现观念不断更新、教学模式趋于多样化，小提琴基础教材的编写也日趋新颖。通

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反思现有的小提琴基础教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教材编写对民族音乐

文化重视程度不够；二、内容和形式设计缺乏对儿童身心特点的研究；三、教材的实用程度不

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笔者认为平衡好教材取材的多元性与民族性；

增加小提琴基础教材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① 依据陈建华，陈洁编的《中国音乐理论书目 1949-1999 大全》提及的小提琴教材，笔者翻阅了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间的 17 本教材，教材编写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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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顾内容的多元性与民族性 

21 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复

杂化的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小提琴基础教材的取材需要平衡曲目的多元性与民族性；教

材既要重视各国特色文化的导入和渗透，也要肩负传承中国本土文化的使命。对儿童进行多元

文化的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培养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符合

当代教育培养全球性人才的目标。因此教科书编者既要具备“世界眼光”也要具备“开放意识”。 

在其他学科的课程纲要中，也提出教材“宜含古今中外”①。以我国编者赵薇和张世祥的两套

教材为例，前者的教材无论是在内容还是体裁或是音乐风格方面都比较全面，后者则几乎没有

涉及到本民族的传统音乐。由此可见，即使是我国最优秀的小提琴教材，也难以达到“古今中

外”的境界。教材选材的形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

音乐体裁的了解，受编者的创作水平影响教大。如《霍曼》涉及的取材多为欧洲 19 世纪的作品，

其余大部分曲目由霍曼创作而成，距现在时间久远，与中国儿童生活的文化背景没有联系。《铃

木》中含自创作品 6 首，其余取材囊括了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弦乐代

表作品，且曲调多为大调，旋律活泼、优美动听，因此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学琴之路》更是

如此，在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的统计结果中，各国民歌占《学》较大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二）提高教材的趣味性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小提琴教材的趣味性是指小提琴教材所选的材料应该是学生所喜

欢和感兴趣的题材，达到各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小提琴教材既不能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片面

追求通俗性与趣味性，从而降低了教材的教育性；又不能过分强调教育性，使学生丧失学习兴

趣。 

有学者认为，与教材相关的趣味性可分为过程趣味性和产品趣味性②，笔者认为，小提琴

基础教材的过程趣味性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及其对编者教学思想的理解，教材的产品趣味性

体现在乐谱、文字和图片等显性材料。如果说教材的实用性激发了儿童学习的外在动机，那么

趣味性则是激发的内在动机，对教学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教材的趣味性不能脱离实用性等

原则，它仅是对核心知识的一种辅助，并非最核心的原则③。 

发展心理学中将低年级儿童的思维划分为具体运算阶段。虽具有一定的抽象理解能力，但

离不开具体形象的辅助④。因此，小提琴基础教材的编写者需要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特征：选取

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材料，设计符合儿童思维的排版方式，编写鲜活有趣的教材语言，配上

                                                        
① 台湾《语文课程纲要》关于阅读材料的建议中指出：“宜含括古今中外，及乡土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增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了解及尊重。” 
② 刘颂浩.关于对外汉语教材趣味性的几点认识[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2). 
③ 刘颂浩.论阅读教材的趣味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3). 
④ 林崇德主编.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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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活泼的插图等等。①同时，教育心理学将学习材料分为有意义材料和无意义材料，无意义

材料是指那些在内容和意义上，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联系较小的材料。在小提琴基础教材中，

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五线谱的学习与记忆：儿童在没有任何乐理基础的前提下，通过简单的机

械重复，强化各音高位置及相互关系。 

（三）增强教材的实用性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的艺术培训机构日益倍增，相比小提琴学琴人数

的增加速率，小提琴基础教材更新速度较慢；忽略音乐性而强调技巧训练的教材仍在市场上占

有较大份额；部分教材过于强调面面俱到，导致学时进度慢，因而未考虑到一部分家长和教师

的实际需要。所以，有必要增加小提琴基础教材编写的实用性。

                                                        
①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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