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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固定地址、 没有合格教师、 没有办学资质， 这些短期艺考培训“三无草台班

子”， 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网站， 换一个名堂。 受骗了， 根本

找不到人。 在圈内， 用“包过” 做噱头， 招揽艺考生已是公开的“秘密”。

【 】

【 】

在校学生变“名师”

在采访中， 针对艺考培训的质量

问题， 记者对京、 津、 沪三地艺考培

训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竟有60.5%的

学生认为“基本学不到真东西”。

“培训没有像样的教材， 大多是从

教科书、 教辅资料和有关杂志报刊上

复印下来， 东拼西凑而成的。” 在某艺

考培训中心， 来自河南的夏威对记者

讲述了他的看法和感受， “这些所谓

的培训教材内容大同小异， 都是基本

功训练之类的玩意儿。”

夏威是高三学生， 成绩平平， 一

进入高三， 学校老师和父母就劝他考

艺术。 寒假放假后， 他在学校美术老

师的介绍下到北京一家艺考培训中心

“冲刺美术”。 “刚报到时， 还信心百

倍， 但当看到培训教材后， 心里就凉

了半截。 什么‘素描： 老年人头像正

面默写’， 什么‘色彩： 全默写 （菜坛

子、 白盘子、 白菜大葱、 西红柿）’，

什么‘速写： 三到五人场景默写’， 等

等， 这些都是平时美术教师布置的作

业题， 这些题目都能从网上搜到。” 夏

威无奈地说。

“辅导教师水平怎样？ 辅导得到位

吗？” 记者问。

“给我们上课的大部分是些在校

生。 他们缺乏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

只好拿自己说事儿， 介绍自己当年学

习体会和考试经验。 有时看到我们不

高兴有情绪了， 就讲讲主考官的喜好，

说说注意事项。 这还是好一些的辅导

老师， 还有一些辅导老师基本不讲话，

只是布置练习题， 让我们画， 然后选

出画得比较好的展示给我们看。” 夏威

越说越生气。

夏威讲的一点儿都不错， 培训机

构所宣传的“名师”， 实际上就是些艺

术院校的在校学生。 记者在采访中，

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名师”， 她叫甄

臻， 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大二学

生。 她过去曾经参加过艺考培训， 复

读了3年， 花了家里近10万元钱。 她在

培训中， 花光了家庭的所有积蓄后家

里已经不能按时寄钱， 在中介人的介

绍下， 她便当上了艺考培训班的老师。

她向记者介绍了艺考培训行业鲜为人

知的内幕。

“我的同学， 特别是从农村考出来

的同学， 绝大部分都在艺考培训机构

中任教。 一些艺考培训机构称‘高校

一线名师任教’、 ‘考官授课’， 这简

直是忽悠小孩子， 别说考官和名师了，

就是正规美院的普通教师也很难出来

上课。” 甄臻介绍说， “譬如， 中央美

院为了保证考试公平， 明确规定不允

许教师到艺考培训机构上课。 中央美

院的教师出来授课， 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有钱家庭聘请的‘一对一’ 辅导，

学费也绝不会是每月几千元。”

据记者了解， 现在艺术院校在校

生到艺考培训班上课是毋庸置疑的事

实。 有些学生上课有了“经验”， 就开

始自己办班 。 学校对于在校生办班 ，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要不

把培训班办到学校里， 学校就不会干

涉。 因此， 在北京、 上海、 天津、 武

汉等高校集中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艺

术院校在校生当起了“培训班老板”，

这些“老板” 就聘请自己的同学或校

友冒名学校“名师”， 作为吸引学生的

招牌。

甄臻透露， 在校生不论是本科生还

是硕士生， 他们一方面忙着功课， 忙着

写论文， 另一方面还要为找工作奔波，

用在培训班上的精力和心思是很有限的，

很难保证上课质量。 更让人担心的是，

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普通学校学生冒充

美院学生当培训班老师的情况。 “这样

结果更糟糕， 学生花了钱， 浪费了时间，

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记者以夏威所参加的培训班为样本

进行了统计分析， 该培训班62人， 拿到

专业上线通知书的仅占40.5%。 一位高考

评估专家指出： 不加任何培训， 也能达

到这个比例。 以山东2011年为例， 艺术

类考生87574人， 本科录取37853人， 录

取比例为43%。 即不管培训不培训， 录取

比例都不会少于40%。 可见， 学生从培训

中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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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人“被艺考”

在采访中， 记者听到的指责， 除了培训

机构外， 还有很多是针对学校的。 一些艺考

培训机构和普通高中勾结在一起， 共同误导

考生。 每年临近高考还有半年多时间， 有些

学校就动员成绩不好的学生去考艺术， 培训

机构便派车到学校来拉学生去参观。 组织学

生去参加艺考培训学习， 班主任老师和美术

老师可以按人头拿到提成。 记者在一所普通

高中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被艺考” 的学

生占73.5%。 就是说， 在艺考大军中， 有7

成以上的考生不是自愿的。

济南文化路珠江琴行的店主李先生， 3

年前曾在泉城一家艺考培训机构负责招生。

他说： “艺考培训机构越来越多， 竞争越来

越激烈， 光靠网上和其他媒体作广告宣传是

远远不够的， 必须和高中携起手来。 一旦合

作成功， 就不愁生源了， 少则几十个， 多则

几百个， 规模效益就上去了。”

“从学生身上揩油，学校乐意吗？ ”记者问。

“普通高中是追求高考升本率的。学校把

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踢出来单独编班学

艺术，可以提高升本率。这样做具体来说对学

校有两个好处： 一是好管理， 没有差生捣乱

了，减少了对成绩好的学生的迎考干扰；二是

集中对差生进行艺术辅导训练， 也的确能

‘拔’出一部分人考上艺术本科。 这些年高校

也瞅准了这个机遇， 增加了艺术招生计划，

什么‘文化管理’、 ‘艺术设计’ 之类的专

业纷纷出笼， 无形之中增加了艺考的热度。”

李先生分析得头头是道。

“和普通高中搞合作， 从哪里突破呢？”

记者追问。

“我们的体会是， 必须团结和调动3部分

人的积极性。 一是学校领导， 最好是校长，

校长同意了，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二是

中层领导， 特别是教导主任， 教学管理、 课

程安排、 考试评价， 都由教导主任负责， 这

是个重点人物； 第三就是音、 体、 美教师和

班主任， 音、 体、 美教师从专业技术层面做

思想工作， 有说服力， 班主任从关心和爱护

学生的角度去做动员工作， 有感染力。 当然

了， 合作嘛， 要双赢， 必须有些‘物质刺

激’。” 李先生把自己的经验和盘托出。

李先生所言非虚。 在采访中， 记者发

现， 有些学校指令班主任给学生“硬性分

流” 的现象非常严重。 一位不愿意透露学校

和个人姓名的教务主任坦言： “在我们这

里， 评价一所高中的重要指标仍然是看升入

本科的人数。我校是一所农村高中，招来的学

生都是县一中、实验高中等重点高中挑剩的。

我们提高升本率的秘笈就是动员大部分文化

成绩在280分到450分的学生转向艺考。 我们

还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曲线升本的突击办法。”

应试教育的压力、 经济利益的驱动， 导

致相当一部分艺术考生上当受骗。 在半个多

月的采访中， 记者发现， 在艺考大军中， 吃

亏最大的有两部分学生， 一是没有艺术天分

和兴趣、被迫分流的。这部分学生95%以上的

人考不上，白花钱，少数考上的也是对音、体、

美专业没有什么要求的“文管专业”。 但是，

“文管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当难，从长远看，这

些学生仍然是上当受骗的。

“当初， 真不如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学点实用技术， 即使高职毕业也容易找到工

作。” 这是当年学“文管专业”、 毕业后就职

于济南某宾馆的王猛对记者掏出的心里话。

王猛是2007年走艺考之路迈进大学校

门的。 那年山东考生人数达到高峰， 多达64

万人， 有14万艺考生。 王猛出生于工人家

庭， 从小爱玩弄汽车什么的， 想学机械专

业， 但在学校老师的动员下， 分流到了艺考

队伍中。 由于自己对美术和音乐几乎一窍不

通， 只好选择了“文管专业”。 他参加培训

花费近3万元， 报考了16所学校， 总算考上

了一所海滨城市的本科院校。

“相比艺考， 求学变得容易多了。 好像

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转眼4年的学习生活就

结束了。 但随之而来的最大麻烦就是文管

毕业生求职太难。 自己既不能文又不能武，

一点特长都没有。 ”为找工作，王猛6个月跑

了9个城市，参加了13场招聘会，应聘了25个

单位，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 他粗略

算了一笔账：4年的学费连生活费至少花了6

万多元，艺考培训花了3万多元。 王猛告诫：

“如果没有天分和兴趣，千万别走艺考路！ ”

上当受骗的学生中， 还有一部分是缺乏

奋斗精神、 抱着侥幸心理的。 这些学生中有

的具备艺术天分， 有的具有一定艺术特长，

但是学习不认真， 不刻苦， 一听别人的忽悠

就动心。 培训机构和学校教师抓住他们的这

个弱点， 把他们分流到艺考队伍中。 “很多

人就是陪着花钱， 不付出艰苦的努力， 天上

哪会掉馅饼！” 一位落榜艺考生的家长感慨

地说。

“速成”的圈套

———聚焦艺考培训乱象

■

本报记者 张兴华

四月份是高考艺术生“发证”的时候。但是，选报播音主持专业的汪莉却始终没有等到合格证书的到来。 她找出春节前到

北京某培训中心参加培训时签的“包过”协议书，拨打协议书上的手机号欲问个究竟，听到的回音却是“你拨打的是空号！ ”

据汪莉诉说， 自己文化课成绩不好， 音、 体、 美也没啥特长， 在老师和父母的劝说下， 她只好选了播音主持专业。

她报的是“特训班”， 时间是3个月， 培训方承诺： 名师上课， 签协议“包过”， 培训费两万元。 “现在钱花了， 专业没

有过， 找谁去啊？” 汪莉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像汪莉这样上当受骗的艺考生还有很多。

艺术培训机构是如何欺骗考生的？ 又是谁在误导考生？ 如何正确认识艺术教育？ 带着一系列问题， 记者进行了深

入采访。

“包过”协议只是诱饵

目前， 艺考培训名目繁多， 广告宣传铺

天盖地。 记者登录百度网站以“艺考培训”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搜索结果达169万条，

其中绝大部分是夺人眼球的广告宣传。 “名

师上课”、 “考官指导”、 “快速提分”、

“专业速战”、 “协议包过”， 打开培训机构

的网页， 大多充斥着这样的承诺语。 家在济

南市平阴县的汪莉， 就是在这些诱人的承诺

下， 走上被骗之路的。

“2012年1月10日，寒假统考成绩公布，我

考了405分，在全班67名同学当中，排在第55

名。这意味着走普通文化课高考之路根本上不

了本科。于是，在教师和家长的动员下，我决定

参加艺术高考。当时挺迷茫，有病乱投医，首先

想到的就是上网查信息。 ”汪莉回忆说。

“我在北京明星艺考培训网页上， 看到

‘通过率100%’ 的承诺后， 真动心了。 马上

点击了‘报名咨询’， 顺着网站页面上的指

引， 我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没有音

乐和美术的特长， 能报考艺术专业吗？’ 对

方立即回复： ‘报考播音主持， 有名师帮助

你。’ 我又问： ‘我家在济南市平阴县， 到

哪儿参加培训？ 要准备多少培训费？’ 对方

过了一会儿回复： ‘北京。 考前普通班

6700元， 特训班两万元。’ 我问： ‘什么是

普通班， 什么是特训班？’ 对方答： ‘艺术

素质有一定基础、 不需要特殊强化的， 是普

通班； 艺术素质基础薄弱、 急需名师强化的

是特训班， 像你这样的必须进特训班。’ 我

又问： ‘能不能保证专业通过？ 如果不能通

过怎么办？’ 对方回答很肯定： ‘特训3个

月， 保证专业通过。 双方签订协议， 不过退

钱！’ ……就这样， 我一步一步进了圈套。

跟父母要上钱， 到北京参加了3个月的艺考

培训。 谁也想不到， 报考了6所大学， 没有

一所能拿到‘过关证’， 退钱？ 上哪找他们

去啊！” 汪莉一脸的焦灼和无奈。

据汪莉回忆， 她参加培训的地方在北京

东三环十里河附近的一座写字楼上。 “100

多名学生挤在一个中等会议室里， 开头几天

上课的几位教师讲得还不错， 后来上课的教

师水平就良莠不齐了， 而且像走马灯一样不

停地更换。 我们都是来自外地的， 有协议约

束着， 谁也不敢提意见。”

记者根据汪莉提供的地址进行了暗访。

举办艺考培训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现在已经

成为一家饮料批发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透

露：“培训机构有长期的，有短期的。长期的相

对固定，像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高校集中

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上百家。短期培训机构

更多，根本没法统计，他们没有固定地址，没

有合格教师，没有办学资质。 实际上是‘三无

草台班子’，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

地方，换一个网站，换一个名堂。这样的‘草台

班子’，欺骗性更大，你受骗了，找人都找不

着。 ”汪莉参加的这个特训班，实际上就属于

这一类。

据介绍， 汪莉所在的高中是县里的一所

农村普通中学，师资水平和生源质量都较差，

报考艺术的考生较多， 光他们文科生就有65

人参加了这类“三无”培训，但接到证书的不

超过10人。 就是说，从升学的角度看，80%以

上的考生白白浪费了财力和时间。

还有一类， 是艺考长期培训机构， 虽

然有固定地点， 但倘若不小心， 也会上当

受骗。 在采访中， 来自西北的一位殷女士

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儿子参加艺考培训的经

历： 2011年12月， 她带儿子参加了北京一

家艺考美术培训， 这家培训机构承诺： 考

官授课， 协议“包过”。 虽然培训费高得离

谱： 3个月学费3万元， 但是为了孩子能顺

利考上大学， 殷女士还是连眼都不眨地交

上了培训费。 可是结果出人意料， 连儿子

户籍所在省的山西美术统考线都没过。 这

下急坏了殷女士， 她找到培训机构负责人

理论： “你们承诺‘包过’， 可是我孩子连

高考艺术专业的资格都没有， ‘包过’ 什

么呢？ 你们辅导的效果在哪里呢？” 这位负

责人大言不惭地说： “考不上省外的， 不

一定考不上省内的； 如果考上省内哪所学

校的话， 那也肯定是我们辅导的结果。”

“这位负责人连高考政策都不懂， 本省统考

线达不到， 省内省外哪还有学上？ 除非是

上高职。” 殷女士气得直喊 ： “退钱 ！ ”

“退钱可以， 但要等到高考结束后。 如果一

所学校都没考上的话， 我退给你一半。 但

前提是， 你儿子必须‘按时上课， 按时完

成作业’， 如果有迟到、 旷课， 没交作业的

记录， 那就要按协议办———‘后果自负！’”

“你听听， 他们的协议早就为欺骗埋下了伏

笔， 找考生的茬那还不容易吗？ 再说了，

钱能退回来， 我们的宝贵时间能退回来

吗？” 殷女士说。

“在圈内， 用‘包过’ 做噱头， 招揽艺

考生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也是上当过

来的。” 现在正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的魏凯说， “只是上当的人像哑巴吃了黄

莲， 有苦难言； 没有上当的人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与己无关， 谁去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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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还有半年多时间， 有些学校就动员成绩不好的学生去考艺术。 把这些学

生踢出来单独编班学艺术， 可以提高升学率。 和培训机构合作， 班主任老师和美术老

师还可以拿到提成。

艺考成为一些想走艺术路线或者走捷径进入大学的考生的不二选择， 艺考热让艺考培训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蒋跃新 作 （新华社发）

培训机构宣传的“名师”， 实际上就是些艺术院校的在校学生。 他们缺乏理论水

平和专业知识， 只好拿自己说事儿， 介绍自己当年的学习体会和考试经验。 有些学生

上课有了“经验”， 就开始自己办班。

【 】

艺术人才无法“速成”

“10天冲刺”、 “半月点津”、 “1

月过关”、 “3月特训” 等艺考培训广

告语， 其最大诱惑在于“速成” 二字，

它恰恰迎合了当下学校、 教师、 家长

和学生急功近利的心理， 这实际上严

重违背了艺术教育的规律。

“艺术教育是‘慢功’。 所谓‘慢

功’， 就是要遵循艺术人才的成长规

律， 必须给予宽松的环境和氛围， 注

重艺术熏陶和积淀， 着眼于长远的可

持续发展， 不能急功近利， 不能拔苗

助长。 总览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成长历

史， 无一人是靠短期培训‘速成’ 的。

就连当前媒体关注的农民歌手‘大衣

哥’ 朱之文， 也不是‘速成’ 的。 他

从小就热爱唱歌， 自学简谱， 苦练基

本功， 每天天不亮就到小树林里去练

歌， 整整练了30年。 正是靠长期坚持

不懈， 他最终走上了‘星光大道’。”

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文联副

主席郭跃进教授说， “这说明， 艺术

教育是不能‘速成’ 的。 眼下很多艺

考培训班， 实际上是应试教育和商业

利益在作祟， 它与真正的艺术教育格

格不入， 甚至背道而驰。”

郭教授的观点， 代表了艺术教育

专家的共同看法和心声。 山东省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

务长聂立家对记者说： “艺术教育也

是个‘细活’， 无论是作曲、 演唱， 还

是设计、 画画， 面对的都是艺术品。

在完成每件艺术品的过程中， 都需要

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宁静的心境， 潜

心体会， 精雕细刻。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有了感受、 体悟和灵感， 兴趣得

到激发， 情操得到陶冶， 思想得到升

华， 本领得到提高。 现在， 有些艺考

培训机构并非专业人员所办， 他们受

经济利益驱动， 办学方式粗放， 教学

内容粗浅， 教师滥竽充数， 完全损坏

了艺术教育的美感， 挫伤了学生学习

艺术的兴趣和积极性。”

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院长张洪

生深有感触地说： “像音乐、 美术这

类专业， 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 不是

说到哪儿学半年， 学3个月， 你的美术

就有多好了， 你的音乐就有多好了。”

艺术教育是“慢功”， 不能急； 艺

术教育是“细活”， 不能粗； 艺术教育

还要讲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艺

术。 它要求学生要有艺术天赋， 没有

天赋， 硬性地“被艺考”， 只能是误人

子弟， 劳民伤财。

在采访中， 记者明显感到， 除了

举办培训机构的商业利益、 地方评价

学校的行政行为驱动之外， 还有一个

重要因素就是家长的观念问题。 记者曾

作过一个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受家

长劝说参加艺考的人占28.55%。 对此，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刘敏疾呼： “要提升民众对于艺术的理

解， 要尊重艺术。” 她说， “许多心情急

迫的家长不去考虑自己的孩子是否具备

优秀舞蹈家的潜质， 他们觉得可以用钱

来解决艺考的问题。 实际上， 如果没有

天赋， 练再多年头的舞蹈也不能成为舞

蹈家， 用钱解决不了艺术的问题。 如果

他 （或她） 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但是

极具艺术天赋， 艺术院校是无论如何会

想办法留住好苗子的。”

刘敏说， 当前的艺术考试是公平的、

必要的， 但她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政

策， 更好地规范考前的艺考培训行为。

她也告诫考生家长， 要明辨是非， 避免

上当受骗， 落得人财两空。

当前， 艺考培训乱象已经激起了学

生、家长的不满和有关专家的忧虑，亟待

整顿规范。 不少专家和学者认为，目前关

于非学历艺术培训管理仅有一些指导性

文件，缺少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这使

得监管和规范缺乏依据，有关部门应尽快

制定相关的准入制度和办学标准，同时明

确各主管部门的职责，改变艺术培训市场

无法可依、无人管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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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慢功”，不能急；艺术教育是“细活”，不能粗；艺术教育还要讲条件，不

是每个人都适合学艺术。 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准入制度和办学标准，

同时明确各主管部门的职责，改变艺术培训市场无法可依、无人管理的现状。

图为山东省青岛市某模特培训学校里， 备战艺考的高三学生在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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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 维持在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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