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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性发展 作曲体现创新意识
英国人认为， 良好的音乐及文化素养是

国民必须具备的素质涵养。 因此，政府规定，
5—14 岁的在校生必须接受音乐教育。 英国
中小学音乐教育不仅具有英式特色， 更是巧
妙设计了一整套教学体系和系列课程， 其中
将表演、作曲、鉴赏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基本
内容。

英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
个性发展， 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同时，在秉承个性化发展的理念下，
英国中小学的音乐教学分为课程教学和个别
辅导两种方式。 课程教学以教研组为纽带，由
任课教师组成， 其主要职责是面向全班学生
系统授课， 个别辅导则突出对有兴趣或天赋
的学生开展课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创新意识的培养是英国
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主要表现
为在学生学习了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后， 教师
会在教学当中穿插作曲教学。 因此，一些学校
会特别开设“音乐创造课”，让学生不仅具备
控制声音的能力， 更能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
活动，增强对音乐的理解力，并用于自己的创

作和评判别人作品当中， 以此提升学生的创
新性思维。

德国：灵活独特 音乐中渗透文化
德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与德国的社会、历

史、生活、宗教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着
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 因此，德国的中小学音
乐课程设置主要秉承“文化中的音乐”这一教
育理念。 音乐教育强调向学生传授能够参与
文化生活和其他各种习俗所必需的能力和技
艺，主要承担着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的教
学任务，并侧重培养具有文化人格的学生。 例
如音乐课上的选定学习歌曲有许多民歌和圣
咏，民歌与传统文化相关，圣咏与美育联系在
一起。

同时， 德国中小学音乐课没有统一的教
科书，各州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具有区别其
他国家的教学灵活性和独特性， 也使得音乐
教育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近年来，德国

的音乐教育正在探索新的课程结构体系，不
仅在教学内容上更加丰富、 重视多方面的音
乐欣赏及音乐创造能力的培养， 还自觉强化
了学校音乐教学与主流音乐的联系， 摇滚音
乐、通俗音乐和爵士音乐、民谣或其他文化背
景下的音乐都被不断地引入到中小学音乐教
学中来。

德国人认为， 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发
孩子的智力和培养各种能力， 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 因此， 音乐课成为了德国学生 13
年义务教育的必修课。

韩国：改革创新 回归传统树立民族自信
韩国教育部门认为， 中小学音乐教育应

融合韩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文化。 因此，韩
国的音乐教育无论从教学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有自主改革和创新。

韩国中小学虽然引进西方音乐教学课
程，但也一直坚持开设传统音乐课程。 在幼儿

园时期， 孩子们大多会学习长鼓和民间弦乐
器， 同时也会通过一些游戏和活动培养孩子
对音乐的了解和兴趣，如小型音乐会等，以此
来锻炼和鼓励孩子学习民间传统音乐。 小学
阶段， 传统音乐课程会占学生音乐课程内容
的 33%， 教学内容主要以民族特有的节奏及
旋律为主，让学生从小学唱民歌、民谣，同时
配有长鼓舞、扇子舞等舞蹈教学，以此培养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打造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是韩国教育部门
非常重视的，中小学音乐教师需通过理论及
实践考试。 同时，学校也会安排部分学生试
听，并根据学生评价结果决定是否留用。 因
此，韩国音乐教师的岗位竞争激烈，一些学
校对音乐教师的任职要求甚至达到硕士学
历或必须具有海外音乐院校学历， 方能入职
教学。

苏珊

音乐教学 各国“异曲”同“教”
不久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音乐院校交流活动———“全球音乐院校校长交流季”

在北京落下帷幕。此次活动以推动中国和世界音乐艺术教育为主题，通过论坛、表演
等形式，共同创新理念，提升音乐教育水平。那么海外中小学音乐教育都有哪些先进
的理念和特色？

从小好吃的我， 终于在大学毕业
之后，如愿以偿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赴
美留学， 攻读我最喜爱的食品营养学
专业。

这是一个偏僻的大学城， 我的心
一下子冷了不少。 不过，开学第一天的
迎新会，就把我的胃抓住了。 进了大礼
堂一看，面前摆了一桌子的美食，肉丸
子、炸鸡翅、沙拉、面包、玉米片……这
么丰富的见面礼就足以让我喜欢上这
里了。

正式上课更让人兴奋。 实验室就
是个大厨房，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各
种调料应有尽有。 老师给我的第一个
课题竟然就是做豆腐。 我从种子店买

来黄豆，用水泡起来，用搅拌机捣碎，煮开了
之后用纱布过滤， 再放一些氯化钙沉淀蛋白
质，拿纱布包好沉淀物，用砖头压在上面，过
几个小时，美国自制豆腐就做成了。

演讲那天，我前面摆了一排豆腐美食，老
外看得是眼花缭乱，口水直流，我用流利的英
文把豆腐的起源和营养好好说道了一番，老
外们掌声如雷。演讲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前台
品尝豆腐美食。 你说， 我的课题能不得高分
吗？ 老师说就差没给 A+了。

因为食品系属于农学院， 我们上课有时
会和农学专业的人碰上， 互相帮助也是免不
了的。 他们精心培育的特甜大西瓜，会让我们
去评价。 从地里拉回来十几个大西瓜，只抽几
个取样测定， 其余的自然是抱回家慢慢享用
了。 他们种的不止西瓜，还有花生、白薯、茄
子、番茄等。 农学院不仅有大田作物专业，还
有畜牧专业和养鱼专业。 大家看上农场的羊
了，于是合伙买来一只，傍晚，留学生院子里
就飘出阵阵烤羊肉的香味。

虽说是鸡鸭鱼肉、时令果蔬都齐全了，但
是这毕竟在美国的国土上。再怎么丰富，也难
挡相思的胃。 自己种菜吧！ 美国的土壤肥沃，
阳光充足，小白菜都能长到大白菜那么壮。不
少人也有样学样地种起了家乡的菜，韭菜、茴
香、木耳菜……

鉴于老外们对菜园子的贡献，收获的季节
也要请他们分享我的劳动果实。 请他们过来品
尝我做的清炒木耳菜、茴香饺子、韭菜炒鸡蛋
……打那以后，经常有老外要我做饭吃。

在食品营养系读书的日子是清闲而舒服
的，功课不累，都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学起
来不费劲儿。 我学会了灌香肠、熏腊肉、做泡
菜、腌咸蛋，厨房里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体重也节节攀升。毕业时，我从刚到美国时的
90磅涨到了 120磅。 冰清

意大利：不允许喂鸽子。 意大利法律明文
规定“不允许喂鸽子”，如若不从，有可能面临
高达 600美元的罚款。

西班牙： 女人上街必须戴耳环。 在西班
牙，女人上街若是不戴耳环，简直就跟正常人
没穿衣服一样，要被人笑话。

美国：砍伐仙人掌可入狱 25 年。 在亚利
桑那州，无故砍伐仙人掌是违法的，最高可判
处 25 年有期徒刑。 因此，去该处的游客千万
别抱有“带点仙人掌回家作纪念”的想法。

加拿大：不允许全用硬币结账。加拿大 1985
年的货币法案制定了有关硬币的使用规定，其

中也包括了用多少硬币付款才是一个合理的
范围。 例如，价值 10 美元的商品是不允许全
用硬币购买的；20美元以上的物品，也不允许
全用 1元的硬币。

新加坡：禁止吃口香糖。 在新加坡，嚼口
香糖、在广场上喂鸟、随地吐痰、不冲厕所都
会让你受到处罚。 政府制订上述法规是出于
对维护国家清洁的考虑。2004年以来，吃口香
糖的规定已经有所松动， 但是目前放开口香
糖的销售和消费还是不现实的。

柬埔寨：忌吃光盘子里的食物。 柬埔寨是
这样的：如果你吃光盘子内所有的食物，这表明

主人没有招待好你，因为你没有吃饱还想要。
澳大利亚：周日下午莫穿粉色短裤。 在维

多利亚州， 法律规定女性不可在周日下午穿
粉色短裤。 所以，如果你恰好在周日下午来到
墨尔本，不管你多钟爱粉色都不要穿。

埃及：忌给食物加盐。 虽然埃及人非常好
客， 但是也有很大的禁忌。 在埃及旅行的时
候，不要在你的碗里加盐，因为这被看作是对
厨师的侮辱。 幸运的是，由于埃及人烹饪时经
常使用大蒜、洋葱和其他芳香剂，埃及的食物
还是很可口的，根本不需要加盐。

王雪

毕业典礼上扔学位帽是许多毕
业生拍照时的“必选动作”， 那么，在
毕业典礼上穿学位服、扔学位帽起源
于何时呢？

在毕业典礼上穿学位服最早可以
追溯到 12世纪，当时欧洲多数学者是
神职人员或者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的
人。 求学者在学校的穿着和神职人员
的日常着装非常相似，只是颜色不同。
此外，这样的长袍很实用。在大学还没
有实体校园时， 授课都在附近的教堂
进行。 学生们穿着长袍可以帮助他们
在空旷的教堂中保暖， 学位袍后面的
兜帽能为他们遮风挡雨。

13 世纪，牛津大学率先对学位服
做出标准化的规定，所有教职人员都
在袍子外面套上斗篷。 当时神职人员
的着装逐渐改变了风格，这样的着装
逐渐成为学者的专利。 1321 年，葡萄
牙的科英布拉大学率先规定了本科
生和博士生的标准服装。 到了都铎王
朝时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采用了

同样的着装标准。 19 世纪，学位服才
开始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改良，并且用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学科。 如今，
学生不必在校期间一直穿学位服，但
在毕业典礼这样的“大日子”仍然要
回归传统，来增强仪式感。

而学位帽在 14 世纪初是牧师的
标准帽。 到了 15世纪，学位帽成为大
学中学术大师和博士的标准着装，目
的是让他们区别于学校中的普通学
生。 这个时期的学位帽因为稀少而尊
贵，通常带有精致的刺绣和装饰。 随
着时间流逝，戴上学位帽的门槛在逐
渐降低。 现在，大学里各个阶段的毕
业生都有权戴上这样的帽子。

扔帽子的传统始于学位帽普及
之后。 1912 年，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
学院，毕业生首次将帽子扔上天。 当
时学校决定让毕业生戴着军官帽参
加毕业典礼，因此学生们将学位帽扔
上天，腾出脑袋戴军官帽。

张慧

凭借电影《庐山恋》而成为中国影后的
张瑜，1985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带着 20 元
钱的生活费来到了美国求学———攻读电影
电视制作的硕士学位。 张瑜留学时生活的
拮据让美国的朋友感叹———一个中国影后
抛开国内优越的物质条件来美国做穷学
生，太幽默了。张瑜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只
有自行车。 ”

初次体会到生活艰难的张瑜在最初的
美国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自己一个
人要考虑许多问题：人身保险、汽车保险、
学费问题、吃住问题，一切都要靠自己，用张瑜的
话说“那是个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的社会”，只能
一点一点地克服。

回首往事，张瑜甚至有点佩服自己的适应能力，
“我的感慨是人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能生活得很
好，当放弃了物质环境，人在一个困境当中，他也可
以生活得很好，因为人的潜力是极大的，而且经过这
种坎坷、苦难能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和自立能力，面
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再也不会说我害怕了。 ”

在《庐山恋》中的出色表现，在《小街》中的经典造
型，使张瑜的名字家喻户晓。 经过美国的几年学习生
活后，她又以《任长霞》《大道为天》中的公安局长形象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在美国过起
拮据的非明星求学生活，这一得一失之间使她的美丽
中更多了些坚韧。 可心

扔学位帽的传统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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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有些事儿千万别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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