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arison of Music Education in Schoo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u Lili 

Department of Art, Hainan College of Software Technology, Qionghai, Hainan, China (3701911@qq.com) 

Abstract—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the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usic education.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via comparison. Next,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 and music education are 

investigated. The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is provided. 

Keywords—China and the U.S., schooling, music education 

中美学校音乐教育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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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对文化与音乐教育关系的描述、对音乐教育历史发展的阐述等方面进

行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在音乐教育上的区别，通过比较发现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在两国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异同上进行分析、描述，

提出一点设想，展望我国音乐教育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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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代就非常重视音乐和人文教

育，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影响较大。夏、商、周时

期，中国音乐教育就已经开始了；到秦代，各种学术包括

音乐教育已经十分活跃；汉代，开始了音乐机构的建设，

更是逐步推动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各民族广泛的音乐交流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在唐代，中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文化及

教育的交流中心，音乐教育更是达到了高度繁荣；宋元和

明清时期，音乐教育没有明显的发展和突破；再到近代，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音乐教育课程开

设的教育法律法规，之后在中国，音乐教育与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共同发展[1]。在学校音乐教育方面，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音乐教育专业人才。 

我国民族众多，音乐教育与文化相互融合也由来已久，

自古代就强调“礼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到现代的音乐教

育更是与文化不可分割。美国同中国一样，也是多民族融

合的国家，居民大多从欧洲各地移民过去，各种文化交相

辉映，形成多民族的文化熔炉。本文试着通过比较发现在

文化或者音乐教育方面两国的异同之处。 

2．中国音乐教育理念的发展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开设音乐教育是世界上最早的。

在古代音乐教育已经被列为“六艺”之礼、乐、书、数、

射、御的第二位，因此下文中涉及的学校音乐教育是指从

广义上所理解的学校二字，更多是指古代开设音乐教育的

机构[2]。中国音乐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以人为主的音乐教

化思想，更多强调个人艺术修养和道德行为的培养，并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说法。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

受到西方世界教育理念的影响，但都是对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理念的集成与发扬。 

2.1 远古至战国时期 

根据考古和现存文献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

了早期的音乐教育，当时我们的祖先大多使用一些原始的

乐器，伴随着祭祀仪式活动的音乐活动；另一方面，他们

为了协调劳动动作、统一节奏、为了思想的交流等，出现

了一些劳工的声音，在劳动实践中把音乐与实践相互结合，

这便是古代音乐学校的雏形，但大多还是从事官方音乐或

者民俗活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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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至战国时期，在官方的学校里，音乐教育除了进

行音乐活动的教育外，更突出文化修养方面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西周时期的音乐机构通常只培养王室成员，民间能

够参与学习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当时的音乐教育理念掺

杂了一些政治意义上的统治而设立的教育。周朝音乐教育

更多地为了排除人民对统治者反抗的态度，以更好的维护

社会安定和等级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百家齐鸣。

音乐教育逐步扩散到普通民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

奠定了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基础。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

善于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时他认为音乐教育

应强调道德和审美相结合的教育，这是音乐文化追求的体

现，音乐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需求在当时是相一致的。 

2.2 秦朝时期至南北朝时期 

秦至汉代，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间，汉族文化逐渐

演变成为文化的中心，在其他民族多方面的参与下，中国

音乐文化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汉代时期的音乐教育推崇儒

家礼乐教育，强调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儒学音乐教育理

论主要是学习歌舞技艺等各种音乐知识，并非为统治阶级

培养治国之才，只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这种教育观念在

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3]。 

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育，有秦汉时期的特点，同时也

因为当时历史大动荡的年代，音乐方面也出现民族多样文

化大融合局面。当时出现大量迁徙，各民族杂居和混乱的

年代里，各种民族音乐文化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不同

的民族音乐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

优点，发展各自的音乐文化。一些音乐文化开始在私人家

中盛行，这些都引到了学校音乐教育理念的转变，更趋向

于民间性和技艺型。 

2.3 隋唐时期至宋朝时期 

隋唐时期国内各民族友好相处，各少数民族音乐不断

传入中原，汉族音乐也不断向四面八方传播，与亚洲其他

国家交流多，音乐人才不断往来于各民族国家之间，进一

步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4]。在隋唐时期的

音乐教育机构中，阶级理念逐渐淡化，关注音乐自身发展

规律和音乐对人自身修养的提高逐渐增多。到宋代，音乐

教育机构没有发生变化，但音乐文化发展的重心由原来的

宫廷音乐活动逐步转向民间，音乐教育自此脱离了“官”

体制，口传心授的音乐教育方式逐步兴起。 

2.4 明清时期 

明代，音乐教育在官方音乐机构和民间传习同时展开，

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以追求演奏技巧传承为中心。明中叶，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繁荣，戏曲、曲艺兴盛一时，

这一时期的教育以民间互相交流、学习为主。明清时期，

社会斗争复杂，音乐表现与以往也有所不同。民主主义思

想在民间音乐的创作中有所反应，自由收集民歌的风气风

行一时。明清时期专业的音乐教育活动逐步走出宫廷，民

间也出现了一些音乐教育机构，教授和传播音乐。 

清代的音乐教育更注重音乐的实际用途，大力提倡雅

乐，在民间艺人中，说唱戏曲的成长和发展，从某种程度

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民俗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音

乐文化需求。 

2.5 近代学校音乐教育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反倒助长了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中国人民在反抗

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新生。从一些外国传教士

创办的教会学校开设音乐课开始，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也

随之发展。当时，洋务代表的改革者在新学校开设音乐课，

借以调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以此振奋人心，激励年轻

人。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理念倡导学习新文化，冲破旧风

俗，提倡自由的教育。 

2.6 现代学校音乐教育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带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

时期[5]。随着教育的不断需要，普通的学校音乐教育在中

小学呈现发展势头，蔡元培提出的美育颇为深入人心，专

业音乐学校也逐步兴起。在一些师范院校和专业院校中逐

步开设音乐科系，这些学校和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音乐人

才大多充实到普通音乐教育领域。1923 年颁布的《课程设

置纲要》，提出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教育理念，要求音乐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团结精神、奋发进取的精神、欣赏音乐的兴

趣、发扬仁爱的民族精神等为主。这一时期的中国专业教

育属于初创阶段，后期的音乐教育发展，上海国立音专贡

献巨大。 

2.7 当代学校音乐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音乐教育得到了空前

的进步和发展，同时音乐教育也在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当代的学校音乐教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的 17 年

里（1949 年到 1966 年），在教育旧体制改造和新体制建设

方面，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定了美育和音乐

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至此我国的音乐教育步入正轨；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这个各方面动荡的时

期，音乐教育陷入混沌不堪的状态，学校音乐教育没有得

到任何发展；第三个历史时期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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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的引领下，美育在学校

教育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大纲》和《音

乐课程标准》不断完善，2011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音乐课

程标准》提出的教育理念为[6]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

展，使每个学生都得到音乐潜能的开发，并从中受益。 

3. 美国音乐教育理念的发展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

同语言以及不同文化碰撞凝结的美国文化，对美国音乐教

育影响巨大。正因为存在不同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碰撞，

美国音乐教育在不同时期表现内容也有所不同。 

3.1 早期歌咏学校 

十八世纪殖民地时期前，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呈现的

形式多以社区歌咏学校为主，早期歌咏学校主要为了宗教

的传教需要设立[7]。第一所歌咏学校出现在 1717 年，教师

多为牧师担任，教学内容多为演唱圣歌和讲读圣经，这对

美国音乐的长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成为美国早期

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石。 

3.2 学校音乐教育的成立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首先在学校举办

音乐教育的是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之父的鲁尔.梅森，他强调

音乐教育对智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重视音乐教育对人的

身心健康的帮助，所以第一所学校音乐教育的提出是为发

展人教育人而提出的，与音乐本身无关[8]。但由于当时美

国相关政府部门认为音乐培养不是普通民众的事，更应该

是对天才儿童的培养，因此导致当时的学校音乐教育发展

缓慢。 

3.3  19 世纪的音乐教育 

19 世纪，美国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此事才开始提出

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开设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音乐

教育的辅助性质得到了强调，比如音乐可以帮助老师维持

课堂纪律，音乐可以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音乐是一种有

价值的智力训练、能够为未来的生活奠定良好的的文化基

础等等。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开始变得异常频繁，开始学

习其它国家的教学方法、模式等，更是推动了音乐教育的

发展。民众普遍认为音乐能够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

解和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对音乐的培养目的则

更加重视多民族音乐对文化交流、民族认同的作用，幵始

显露出多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作用了。 

3.4 中期美国音乐教育 

二十世纪的美国学校音乐教育趋向于多元化的形式。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辅助提高

公民素质，促进合作等。1946 年美国音乐教育界提出音乐

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指出音乐教育要重视儿童对器乐的兴

趣、激发孩子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欣赏，

可以看出这些要求都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来的。此时的美

国学校音乐教育在种族多样性交流的环境下，除了让培养

目标变得多元起来，而且音乐课程从最初的辅助地位发展

为具有价值的课程，因此，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音乐教

育理念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定。 

3.5 后期美国音乐教育 

二战后，音乐教育开始情调在对音乐的审美中来体验

音乐，原先关注儿童的音乐教育开始转向关注大众音乐教

育。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出现了“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

方案”，其重点强调实践，希望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变成学习

的主体，成为自己成长的评价者[9]。这一时期，多 “文化

中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教育中的文化”得到了共同发展，

这种多元文化中的音乐教育促进了美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3.6 当代美国音乐教育 

2000 年，克林顿政府的美国教育法案承认，包括音乐

在内的艺术课程是基本教育学科，具有和数学、历史、政

治等相同地位的学科。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规定了

三个不同阶段学生的培养目标，三个阶段分别是幼儿园至

四年级、五年级至八年级、九年级至十二年级，这三个阶

段中，学生达到每个阶段特定学习目标后，方可进入下一

阶段的音乐学习。通过唱歌、乐器演奏和综合性的表演，

学生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感情，丰富他们的生活。学生通

过声乐器乐的学习培养了他们的毅力、培养了他们学习新

事物的能力、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全方位的提升了学

生的个人素质。 

总体来讲，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由重视音乐审美开始，

到后来，音乐教育开始转向认识自身独特价值，强调在审

美的过程中来体验音乐，当代美国教育则强调学生同学音

乐学习提高自己的审美为目的。 

4. 美国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启示 

4.1 突出音乐教育的“创造性”思维 

美国学校音乐教育模式众多，百花齐放，每个学区不

同的教学标准、不同的教材，甚至于同一学区不同学校、

同一学校不同教师所采用的教材、教学方法不尽相同。但

是，不同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下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创造”[10]。在“创造”为主题的教育模式下，鼓励学生

在音乐学习过程中主动探索和创新。例如奥尔夫教学法和

柯达伊教学法，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了多民族多元文

化相互融合的局面，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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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都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也已经逐步步入国

际化的时代，因此，学习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让音乐教

育的发展围绕创造这一国际认同的主题，最大程度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 

4.2 凸显音乐文化的教育意义 

美国音乐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他们在音乐教育过

程中会对音乐文化做深入探讨，使学生在了解音乐文化的

同时，提高音乐欣赏、艺术审美的能力等。 

音乐与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助于扩展学生的文化视野，

促进学生对音乐的感受，提高学生音乐欣赏、创造思维以

及艺术审美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开展以音乐文化为主

题的音乐欣赏、实践等，能够对学生学习音乐起到促进作

用。 

4.3 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教授音乐 

著名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说过，音乐教育是人的

教育。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培

养人的创造性，而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设立的。1996 年

美国政府立法，音乐作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与数、理、化、

文、史同等重要，成为基础教育的六门学科。 

在我国，音乐教育虽然已经开始成为全民素质教育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实施过程令人堪忧。普通中小学的音

乐教育要么当成专业音乐教育实施，要么根本不重视。音

乐作为使人情感宣泄的手段和渠道，在素质教育中应该大

力提倡。我们应该在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得到启示，在艺

术教育中应有目的的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目标，体现人的

全面发展，而不是关注音乐本身。 

4.4 多样性的音乐教育模式 

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

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和综合音乐感教学法占主导地位。这些

教学模式各有特点，又能够交融混合。这些教学模式早已

被吸收为美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美国在实施“创

造”主体的教育过程中，不局限本土音乐教育模式，而是

大胆吸收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结合自身国家的文化背景，

逐步兼容，形成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 

在我国，虽然很早开始引进外来的音乐教育模式和方

法，成效甚微。原因有二，“传统”的教学观念根深蒂固；

“本土”观念强。应该学习我们老祖宗对待外来文化的态

度，古时候的“胡乐”、“高丽乐”都能被引进融入本土音

乐，唢呐、琵琶等都能转化为汉族的民族乐器。因此，学

习外来的先进音乐教育模式并不会有损于我国本土的音乐

内容和风格，应学会接纳并未我国的素质教育服务。在学

习过程中，不能生搬硬套，应结合我国实际传统文化，对

外来音乐教育模式做到兼容、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4.5 多样性的音乐教育内容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1 届会议上通过的《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已

经达成。多样性的文化发展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我国 56 个民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差异较

大，在实施全民素质教育这方面，有必要采用多样性的音

乐教学内容来发展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不同地区、不同

学校、不同教师根据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找到适应本区域

或不同学生熟悉、感兴趣的音乐教育内容，才符合多民族

的中国国情。 

5．小结 

比较来看中美两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发展

阶段、发展特点还有文化背景的比较中，都可以看出中美

两国的音乐教育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现在是一个研究

成果互相分享的时代，我国在保持额头有民族音乐文化的

同时，也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经验，对中国音乐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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