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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二胡 第一級 田園春色 陳振鐸曲

簫 蘇北民歌
鳳陽花鼓 安徽民歌
迷胡小曲 豐芳曲
西藏舞曲 西藏民歌
長城謠 劉雪庵曲
陝北民歌 陝北民歌
山村初曉 陳振鐸曲
紫竹調 滬劇曲牌
瑪依拉 王洛賓編曲
我愛北京天安門 金月苓曲 豐芳改編
掀起你的頭蓋來 新疆民歌
四大景 滬劇曲牌 朱介生訂譜
金色的太陽 藏族民歌  

二胡 第二級 小花鼓 劉北茂曲 
黄水謠 冼星海曲  蔣巽風訂弓指法 
沂蒙山小調 山東民歌  張銳編曲 
窗音 內蒙古民歌  王志偉訂弓指法
快樂的校園 孫奉中曲 
春雨 王壽庭曲
民謠風 劉北茂曲 
明月溪流 陳振鐸曲
抒情樂曲 王乙曲
馬蘭花開 雷振邦曲
在北京的金山上 西藏民歌
好一朵茉莉花 江蘇民歌
森吉德瑪 內蒙民歌
八月桂花遍地開 江西民歌
南泥灣 馬可曲
小曲好唱口難開 張敬安、歐陽謙叔曲
送別 [美] 奧德維曲

二胡 第三級 山村變了樣 曾加慶曲
良宵（除夜小唱） 劉天華曲 
賽馬 黃海懷曲  沈利群改編
喜唱豐收 楊惠林、許講德曲
拉駱駝 曾尋編曲  張韶訂弓指法 
新農村 曾加慶曲
蘇南小曲 朱昌耀編曲
花歡樂 民間樂曲 蔣風之演奏譜
塔塔爾舞曲 李崇望曲 孫奉中移植
小扁擔 豐芳、毓華曲
祖國的花朵 周皓編曲
綉金匾 陝北民歌
劍舞 古典舞曲
故鄉的親人 [美] 福斯特曲
柔情小夜曲 [意] 托塞里曲
在希望的田野上 施光南曲 趙寒陽選編
內蒙民間樂曲 吳明馨、張韶編曲

二胡 第四級 光明行 劉天華曲 
奔馳在千里草原 王國潼、李秀琪曲 
喜送公糧 顧武祥、孟津津曲
趕集 曾加慶編曲 
北京有個金太陽 藏族民歌  蔣才如編曲
懷鄉曲 王國潼曲
眉户小曲 金偉編曲
陽關三叠 古曲 閔惠芬編曲
幸福的歌兒唱不完（雙千斤二胡獨奏曲） 蘇安國曲
懷鄉行 陸修棠曲
山茶花 陳朝儒、峪芬曲
田間 周仲康曲
豐收序歌 劉樹秉曲
大河漲水沙浪沙 張鋭編曲
馬頭琴之歌 夏中湯編曲
人勤春來早 張秉寮曲

二胡 第五級 翻身歌 張擷誠曲  王國潼編曲 
空山鳥語 劉天華曲
燭影搖紅 劉天華曲 
陝北抒懷 陳耀星、楊春林曲
流波曲 孫文明曲  項祖英訂弓指法
迷胡調 魯日融編曲
獨弦操（一名《憂心曲》） 劉天華曲
梆子風 項祖英編曲
喜看麥田千層浪 王國潼、李秀琪曲 
牧羊女 曹元德編曲
好江南 鄭豪南曲 郭敏清配伴奏
阿美族舞曲 台灣民謠 周成龍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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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花兒紅變奏曲 曹元德編曲
火車開進彝家寨 蘇漢興曲
豐收 王乙曲
田野小曲 王乙曲
農村之歌 陸修棠曲
夜深沉 京劇曲牌 趙寒陽訂譜

二胡 第六級 葡萄熟了 周維曲 
江南春色 朱昌耀、馬熙林曲 
月夜 劉天華曲
江河水 東北民間樂曲  黃海懷移植
聽松 華彥鈞曲  曹安和記譜  儲師竹、黎松壽擬定指法 
河南小曲 劉明源曲
金珠瑪米贊 王竹林曲
湘江樂 時樂濛曲 黎秉淵訂弓指法
閑居吟 劉天華曲
摘棉 王永德編曲 成海華配伴奏
杜鵑花開滿山紅 劉樹秉曲
田歌 胡登跳曲
牧羊姑娘 唐毓斌改編
歡騰的水鄉 王永德曲
春韵 曹元德曲
行街 江南絲竹

二胡 第七級 春詩 鍾義良曲
豫北敍事曲 劉金文曲
草原新牧民 劉長福曲
洪湖人民的心願 張敬安、歐陽謙叔原曲  閔惠芬編曲
姑蘇春曉 鄧建棟曲
山村小景 陳耀星曲
豫鄉行 宋國生曲
紅水河畔憶親人 林心銘編曲
中花六板 江南絲竹（陳永祿演奏譜）

二胡 第八級 秦腔主題隨想曲 趙震宵、魯日融編曲  張韶修訂弓法
三門峽暢想曲 劉文金曲
二泉映月 華彥鈞演奏譜  楊蔭瀏記譜  儲師竹、黎松壽擬訂指法
病中吟 劉天華曲
寒春風曲 華彥鈞傳播 曹安和記譜 儲師竹訂指法
椰島風情 陳軍曲
秋韵 劉文金曲
紅軍哥哥回來了 張長城、原野編曲
悲歌 劉天華曲 陳振鐸傳譜
正氣歌 曾加慶曲
海峽情思 蘇安國曲

二胡 第九級 一枝花 民間樂曲  張式業改編  蘇安國訂弓指法 
藍花花敍事曲 關銘曲 
新婚別（敍事曲） 張曉峰、朱曉谷曲  閔惠芬訂弓、指法 
長城隨想（二胡協奏曲主旋律譜） 劉文金曲
天山風情 王建民曲
漢宮秋月 古曲 劉天華傳譜 蔣風之演奏譜

二胡 演奏文憑級 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 陳鋼編曲  劉天華移植
第一二胡狂想曲 王建民曲  鄧建棟訂弓指法
流浪者之歌 [西]薩拉薩蒂曲  選自張韶著《二胡廣播教學講座》
貴妃情（二胡協奏曲主旋律譜） 盧亮輝曲
薰風曲 民間樂曲 劉天華傳譜
A的隨想 胡登跳曲
寶玉哭靈 閔惠芬編曲
洪湖主題隨想曲 閔惠芬編曲
紅梅隨想曲 吳厚元曲

笛子 第一級 康定情歌 四川民歌
老六板 民間樂曲
鳳陽花鼓 安徽民歌
嘎達梅林 內蒙古民歌
八段錦 民間樂曲
瀏陽河 唐璧光曲
道情 古曲

笛子 第二級 采茶撲蝶 福建民間舞曲
茉莉花 江蘇民歌
紫竹調 滬劇曲牌
蘇武牧羊 古曲
小開門 民間樂曲
句句雙 民間樂曲
南泥灣 馬可曲
花香鼓舞 商易曲
無錫景 江蘇民歌
唱支山歌給黨聽 踐耳曲
中六板 民間樂曲

笛子 第三級 龍虎鬥 民間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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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蛇狂舞 聶耳編曲
花好月圓 黃貽鈞曲
高山青 張徹曲 
一枝梅 福建音樂
黃水謠 冼星海曲
游園 昆曲
旱天雷 廣東音樂
西藏舞曲 西藏民歌
中州古曲 陳重傳譜、詹永明訂譜
江南小景 選自《曲祥、簡廣易曲選》

笛子 第四級 賣菜 山西民歌  劉管樂改編 
小放牛 民間樂曲  陸春齡改編 
歡樂歌 江南絲竹  陸春齡編曲
趕路 王鐵錘曲 
我是一個兵 岳侖曲  胡結續改編
山歌 白潔曲
喜慶的日子 劉鳳山、吳光明曲

笛子 第五級 姑蘇行 江先渭曲
塔塔爾族舞曲 李崇望曲
揚鞭催馬運糧忙 魏顯忠曲
列車奔向北京 曲祥編曲
水鄉船歌 蔣國基曲
紅領巾列車奔向北京 曲祥編曲

笛子 第六級 五梆子 馮子存編曲
喜相逢 馮子存、方堃編曲 
陝北好 高明曲 
行街 江南絲竹  陸春齡整理 
收割 曾加慶原曲  俞遜發改編
喜報 陸春齡曲
蔭中鳥 劉管樂曲

笛子 第七級 牧民新歌 簡廣易曲 
草原巡邏兵 曾永清、馬光陸曲 
牧笛 劉熾曲  劉森改編 
早晨 趙松庭曲
水鄉新歌 顧冠仁曲
到農村去 蔡敬民曲
春到拉薩 白登朗吉曲
劍舞 管蔭琛曲、陸春齡改編

笛子 第八級 帕米爾的春天 李大同編曲 
春到湘江 寧保生曲
秦川抒懷 馬迪曲 
鷓鴣飛 湖南民間樂曲  陸春齡改編
腳踏水車唱山歌 龍飛、朱南溪、江先渭曲
棗園春色 高明曲 
鄂爾多斯的春天 李鎮曲

笛子 第九級 三五七 浙江婺劇曲調  趙松庭編曲 
鷓鴣飛 湖南民間樂曲  趙松庭改編
幽蘭逢春 趙松庭、曹星曲 
秦川情 曾永清曲
小八路勇闖封鎖綫 陳大可曲
萬年紅 馮子存改編、霍偉記譜
掛紅燈 馮子存改編、霍偉記譜
山村迎新人 簡廣易曲 

笛子 演奏文憑級 幽蘭逢春 趙松庭、曹星曲  李濱揚改編 
秋蝶戀花 朱毅曲 
綠洲 莫凡曲 
箛 徐昌俊曲 
梆笛協奏曲 馬水龍曲

傳統笙 第一級 嘎達梅林 內蒙古民歌
陽關三叠 古曲
蘇武牧羊 古曲
康定情歌 四川民歌

傳統笙 第二級 無錫景 江蘇民歌
搖籃曲 東北民歌
八月桂花遍地開 四川民歌
看小戲 東北民歌

傳統笙 第三級 花好月圓 黃貽鈞曲  楊守成改編 
瑤族舞曲 劉鐵山、茅沅曲  楊守城改編 
喜洋洋 劉明源曲  楊守成改編 
小開門 民間樂曲  楊守成改編

傳統笙 第四級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陝北民歌  張之良改編 
油泉噴涌繪長虹 秦咏誠原曲  趙恕心、張之良改編 
草原騎兵 原野、胡天泉、吳瑞、林偉華曲 
鏡泊湖風光 唐富曲
高原放歌 趙恕心、張之良曲
海南春曉 高金香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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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寨新歌 王慶琛曲

傳統笙 第五級 沂蒙山歌 山東民歌  郭玉細改編 
山鄉喜開豐收鐮 唐富曲 
彝寨歡歌 楊守成曲 
湘江美 趙恕心、張之良曲
平調緖 山東民間樂曲  趙鳳印傳譜  徐超銘整理
十八板 河南民間樂曲 徐超銘整理
飲泉招鶴 雷建功、莊泉忠曲
歡樂的潑水節 孫友曲
海島的早晨 王乃雨、任寶楨曲

傳統笙 第六級 放排 趙恕心、張之良曲 
掛紅燈 牟善平、苗晶、肖江曲 
歡樂的牧場 林偉華、胡天泉曲 
山鄉春光好 王志偉、郭壽全曲
水庫引來金鳳凰 高揚、慶琛曲
白鴿飛翔 孫正、吳瑞、胡天泉曲
放鴨的小姑娘 肖江、徐超銘、毛宗鑲曲

傳統笙 第七級 紅花遍地開 胡天泉、王會義曲 
林海新歌 高揚、唐富曲 
阿細歡歌 林偉華、胡天泉曲
沂蒙新貌 任寶楨、李洪水曲
暢飲一杯勝利酒 李作明、翁鎮發曲
南海漁歌 蘇安國、王惠然、胡天泉曲
藏族舞曲 魏元根曲

傳統笙 第八級 天鵝暢想曲 唐富曲
秦王破陣樂 根據（唐）石大娘五絃譜（公元 733 年）何昌林譯譜、改譜  張之良改編
微山湖船歌 肖江、牟善平曲 
織網歌 肖江、牟善平曲 
林卡月夜 徐超銘曲
湘江春歌 李作明、翁鎮發曲
西陵峽畔 方妙英、張祖金曲
朝元歌 昆曲《玉簪記‧琴挑》選段  徐超銘改編

傳統笙 第九級 騎竹馬 肖江、牟善平曲 
牧場春色 曹建國曲 
快樂的女戰士 吳祖強、杜鳴心曲  石坡、唐富改編 
長白新春 張之良曲
鳳凰展翅 蕫洪德、胡天泉曲
孔雀開屏 閻海登曲 
玫瑰花開 長工、肖江、牟善平曲

傳統笙 演奏文憑級 冬獵 文佳良曲
山寨之夜 張之良曲 
晉調 閻海登曲 
喜運豐收糧 唐富曲
飛鶴驚泉 李光陸、張福全曲
故鄉行 徐超銘曲

鍵笙 第一級 秋湖月夜 俞遜發、彭正元曲
牧羊曲 王立平曲

鍵笙 第二級 馬蘭花開 雷振邦曲
茉莉花 江蘇民歌  徐超銘改編

鍵笙 第三級 映山紅 傅庚辰曲 
孤獨的牧羊少年 [美] 羅杰斯曲  趙喜道改編

鍵笙 第四級 G大調小步舞曲 [德] 貝多芬曲  張之良移植 
游擊隊歌 賀綠汀曲  徐超銘定笙譜

鍵笙 第五級 草原牧歌 趙恕心、張之良曲
小天鵝舞曲 [俄] 柴科夫斯基曲  張之良移植

鍵笙 第六級 單簧管波爾卡 [波] 普羅修斯卡曲  張之良移植 
送我一枝玫瑰花 萬志民  張之良改編

鍵笙 第七級 歡樂的草原 張之良曲 
馬刀舞曲 [蘇聯] 哈恰圖良曲  楊守成移植

鍵笙 第八級 草原新苗 郭藝曲 
傣鄉風情 王慧中曲

鍵笙 第九級 土耳其進行曲 [奧] 莫扎特曲 
野蜂飛舞 [俄] 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曲  王慧中移植

鍵笙 演奏文憑級 天山的節日 曹建國曲
草原素描 梁欣曲

嗩吶 第一級 我愛吹嗩吶 陳家齊曲
採茶撲蝶 福建民歌
打靶歸來 王永泉曲
小貨郎 山東民歌
西藏舞曲 西藏民歌
伐木 陳家齊編曲
新年好 英國兒歌
搖籃曲 舒伯特曲
歡樂調 胡開俊編曲
小綉球 劉英曲
小花燈 張倩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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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情歌 王洛賓編曲
民歌 內蒙民歌
二梅子 山東民間曲牌

嗩吶 第二級 彝寨風情 陳家齊改編
亞洲雄風 徐沛東曲
蘇武牧羊 學堂樂歌
茉莉花 江蘇民歌
快樂的心 新疆民間樂曲 
金蛇狂舞 聶耳編曲
嘀哩哩 潘振聲曲
瑪依拉 哈蕯克族民歌
讓我們蕩起雙槳 劉熾曲
南泥灣 馬可曲
水龍影 王文軒曲
快樂調 仲冬和改編
柳青娘 京劇曲牌 劉英改編
原板抱妝台 任同祥演奏譜

嗩吶 第三級 長鼓舞曲 朝鮮民間樂曲
十樣景 山東民間樂曲
春到茶山 陳家齊曲
三十里舖 陝北民歌
五哥放羊 山西民歌
送肥 陳家齊曲
紡棉花 山東民歌
綉荷包 雲南民歌
嘎達梅林 內蒙民歌
採茶撲蝶 福建民歌
茉莉花 江蘇民歌 陸雲興改編
蘇武牧羊 古曲 劉英移植
萬年歡 王文軒編曲
擁軍花鼓 陝北民歌 陳韋宏整理

嗩吶 第四級 哈哈腔 趙春峰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柳青娘 民間樂曲  趙春峰演奏譜  陳家齊整理 
喜慶勝利 劉萬羚、劉炳臣曲 
農家樂(吹打樂) 劉炳臣、劉萬羚曲 
山村來了售貨員 張曉峰曲 
紅旗渠上紅旗揚 李德保、張道敏曲
掛紅燈 內蒙二人台曲牌
花香鼓舞 商易曲
瑤族舞曲 陳韋宏改編
越調中板練習 山東民間樂曲 任同祥改編
歡樂調 王文軒編曲
我是一個兵 岳侖曲 陳雙龍改編

嗩吶 第五級 下調駐馬亭(片段) 柳子戲曲牌 
鐵牛開進山區來 陳家齊曲 
鳳陽歌絞八板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漢江春早 任同祥編曲  陳家齊記譜 
春耕忙 王高林曲 
鄉音美 張嘵峰曲  石海彬訂譜
嫁好郎 廣東漢調音樂 宋曉輝整理
山坡羊 山東民間樂曲 任同祥改編
歡慶 許偉曲
向陽花 王玉西曲 范國忠編曲
山東小曲 楊禮科曲
鬧花燈 陳雙龍、陳韋宏曲
平調娃娃 柳子戲曲牌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山鄉喜迎新一代 陳慶彥曲

嗩吶 第六級 黎族舞曲 陳家齊編曲 
延邊舞曲 吉林省歌舞團編曲 
喜迎春 王志偉、翟建彬曲 
塔塔爾舞曲 李崇望曲  陳家齊改編
豫西二八板 郝玉岐、劉文金改編
抬花轎 民間樂曲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迎春 許偉曲
柳金子 劉鳳鳴編曲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陝北民歌 陳雙龍、陳韋宏編曲

嗩吶 第七級 正月十五鬧雪燈 劉英曲  石海彬記譜 
豐收的喜悅 趙宗純曲
勝利秧歌 趙硯臣、範國忠曲 
慶豐收 任同祥曲  陳家齊記譜
黄土情 周東朝曲
天府好 陳家齊曲 
喜開鎌 廣東音樂  廖桂雄曲  郭雅志記譜
黄土情歌 晋劇主題音樂 王高林編曲
喜事 劉炳臣、黄聿侃曲
歡樂的羊城 陳添壽、李燦祥曲 宋曉暉整理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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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趕車的小伙 魯輝曲
迎親 魯輝曲
華鄉枣春林 于永清曲 焦杰訂譜

嗩吶 第八級 九龍江畔慶豐收 葛禮道曲 
社慶 葛禮道、尹開先曲
關中情 梁欣曲
懷鄉曲 吉喆曲  陳家齊定譜 
霍拉舞曲 [羅] 迪尼庫曲  劉英移植 
山鄉春 白承德、胡金宏、王高林曲
二人轉牌子曲 胡海泉編曲
啦呱 陳明田、劉炳臣、劉萬羚、朱健民編曲
河北梆子 楊禮科改編
山東大鼓 趙春亭曲
十八板 民間樂曲 任同祥改編

嗩吶 第九級 百鳥朝鳳 民間樂曲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整理 
全家福 民間樂曲  郝玉岐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一枝花 任同祥編曲  陳家齊記譜 
二人轉牌子曲 李秋奎編曲  楊修生記譜 
查爾達什 [意] 蒙蒂曲  石海彬移植訂譜
鄉音 吳厚元曲  陳家齊訂譜
小放牛 趙春亭曲
六字開門 山東民間樂曲 劉炳臣改編
大合套 山東民間樂曲 楊禮科改編
婚禮曲 民間樂曲  任同祥演奏譜  陳家齊記譜
凡子調接叫句子 安徽民間樂曲 劉英改編

嗩吶 演奏文憑級 家鄉情 宋立春編曲  郭雅志記譜
霸王別姬 朱毅曲  陳家齊訂指法 
喚鳳 秦文琛曲  郭雅志訂指法

琵琶 第一級 工農一家人（片斷） 聶耳曲  張棣華改編
孟姜女 中國民歌  林石城編訂
銀絞絲 中國民歌  林石城編訂
小十面 古曲  林石城編訂
老六板（加花） 民間樂曲  林石城編訂
扛起我們的槍 中國音樂學院作曲  林石城改編
賣報歌 聶耳曲 林石城改編
採茶撲蝶 福建民間樂曲 林石城改編
沂蒙山小調 山東民間樂曲 周麗娟編配
秧歌調 周麗娟編配
交城山 山西民歌 周麗娟編配
快樂的羅嗦 彝族民歌 周麗娟編配
新年好 英國兒歌 周麗娟編配
春天在哪裡 潘振聲曲 周麗娟編配 
划小船 德國兒歌 周麗娟編配

琵琶 第二級 旱天雷 廣東民間樂曲  林石城訂譜
茉莉花 江蘇民歌  林石城移編
老花六板 江南絲竹樂曲  林石城編訂
小月兒高 古曲  樊少雲演奏譜 
紫竹調 滬劇曲牌  湯良洲演奏譜 
三六 民間樂曲  林石城編琵琶譜
青春之舞 林石城曲
金蛇狂舞 聶耳曲 王范地編配
紅星歌 傅庚辰曲 周麗娟編配
念故鄉 德沃夏克曲 周麗娟移編
春光舞 曾尋曲
八月桂花遍地開 江西民歌 周麗娟編配
娃哈哈 石夫曲 周麗娟編配

琵琶 第三級 小貓釣魚 黄準作曲  林石城編訂 
迎春舞曲 新疆民歌  林石城改編
馬蘭花開 雷振邦曲  劉德海訂指法
綉羅裙 東北民歌  鄺宇忠改編 
一枝梅 民間樂曲  林石城訂譜
陽春曲（傳統古曲，版本不限）
四方舞曲 丹麥民歌 劉德海改編
窗花舞（舞劇《白毛女》片段） 林石城改編
馬車夫舞曲 新疆民歌 葉緒然編訂
無錫景 江蘇民歌 林德興編曲
月兒高 《瀛洲古調》選曲 樊少雲傳譜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呂其明曲 周麗娟改編
頑童 《瀛洲古調》選曲 劉德海演奏譜
步步高 呂文成曲 葉緒然編訂
彈詞片斷 評彈曲調 林石城編曲
獅子滾綉球 《瀛洲古調》選曲 樊少雲演奏 林石城記譜

琵琶 第四級 大浪淘沙 阿炳演奏  曹安和記譜 
歡樂的日子 馬聖龍曲
飛花點翠 古曲  劉天華演奏譜
送我一枝玫瑰花 新疆民歌  王範地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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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彩雲追月 任光作曲  林石城改編
瀏陽河 唐璧光曲 劉德海改編
倒垂簾 廣東音樂 劉德海編曲
燈月交輝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故鄉的太陽 蘇丹民間音樂 劉德海改編
杜鵑花兒開 江西民歌 林德興編曲
新春樂 茅沅曲 林石城移編
喀秋莎 布朗介爾曲 周麗娟改編
壽亭侯 古曲 衛仲樂演奏譜
蜻蜓點水 《瀛洲古調》選曲 樊少雲傳譜

琵琶 第五級 彝族舞曲 王惠然編曲 
昭君出塞 阿炳演奏  曹安和記譜
天山之春 烏斯滿江  俞禮純曲  王範地改編 
趕花會 葉緒然編曲 
寒鴉戲水 潮州民間樂曲  劉寶珊改編
霍拉舞曲 羅馬尼亞民間樂曲 林石城改編
捉迷藏 林石城曲
青蓮樂府（傳統樂曲，版本不限） 平湖派古曲 楊少彝演奏 楊毓蓀整理
新中花六板 江南民間樂曲 劉德海編曲
河南曲子風 牛春來、婁方編曲

琵琶 第六級 唱支山歌給黨聽 朱踐耳曲  吳俊生編曲
高山流水 河南板頭曲  曹東扶演奏  林石城整理 
歌舞引 劉天華曲 
火把節之夜 吳俊生曲
春到沂河 王惠然曲 李光華改編
達姆! 達姆! 阿爾及利亞民間樂曲 吳俊生、陳鈞改編
月光變奏曲 安德烈耶夫曲 葉緒然改編
平沙落雁（傳統樂曲，版本不限） 平湖派古曲 吳夢飛傳譜 林石城整理
採蘑菇的小姑娘 谷建芬曲 馬聖龍改編
放風箏 河北民歌 周麗娟編曲
出水蓮 潮州民間樂曲  林石城編訂

琵琶 第七級 虛籟 劉天華作曲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 劉德海改編 
江南三月 王惠然曲 
新翻羽調綠腰 楊潔明曲  王偉華訂指法
黎族舞曲 施萬春曲 林石城移編
土耳其進行曲 莫扎特曲 林石城改編
野蜂飛舞 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曲 鄺宇忠改編
讀書郎 宋揚曲 周麗娟改編

琵琶 第八級 渭水情 任鴻翔曲 
春雨 朱毅、文博曲 
霸王卸甲（傳統古曲，版本不限）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塞上曲（傳統古曲，版本不限） 平湖派古曲  楊少彝演奏譜
思春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奔放 林石城曲
陳杏元和番 河南板頭曲 林石城改編
流浪者之歌 薩拉薩蒂曲

琵琶 第九級 草原小姐妹 劉德海、吳祖強曲 
訴—讀白居易《琵琶行》有感 吳厚元作曲 
龍船 林石城編曲
十面埋伏（傳統古曲，版本不限）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天鵝-獻給正直者 劉德海曲
月兒高（傳統古曲，版本不限） 華氏譜古曲 林石城演奏譜
查爾達斯舞曲 蒙蒂曲 吳俊生編配
春蠶 劉德海曲

琵琶 演奏文憑級 狼牙山五壯士 呂韶恩曲
陳隋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海青拿天鵝 浦東派古曲  林石城整理 

揚琴 第一級 娃哈哈 新疆民歌  石夫編曲  桂習禮訂譜
小白船 朝鮮童謠  桂習禮改編 
月牙五更 東北民歌  桂習禮改編 
紫竹調 民間樂曲  桂習禮訂譜
小貓釣魚 黃準曲  桂習禮訂譜
拖拉機來了 張曉峰曲
我是快樂的小叮鈴 劉為光曲  郭敏清改編
友誼花開萬里香 偉才、葉偉曲  郭敏清改編
西藏民歌 郭敏清改編
八月桂花遍地開 河南民歌  成海華改編 
洋娃娃與小熊跳舞 波蘭兒歌  成海華改編
歌聲與微笑 谷建芬曲  李小剛改編
擠奶員舞曲 蒙族舞曲  胡運籍演奏譜
蝸牛與黄鸝鳥 林建昌曲  歐陽鼎改編
我是草原小騎手 汪景仁曲  劉達章改編

揚琴 第二級 蕉石鳴琴 廣東音樂  梁瑞華改編 
黎明舞曲 維吾爾族民間樂曲  胡運籍改編 
小小竹排江中游 傅庚辰曲  桂習禮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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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放羊 榆林小曲  桂習禮改編 
金蛇狂舞 民間樂曲  聶耳曲  桂習禮訂譜 
倒垂簾 廣東音樂  梁瑞華訂譜
採蘑菇的小姑娘 谷建芬曲  李玲玲編曲
春天在哪裡 潘振聲曲  郭敏清改編
學習雷鋒好榜樣 生茂曲  劉琪勤改編
哩哩哩 朝鮮民歌  郭敏清改編
鳳陽花鼓 安徽民歌  成海華編訂
春光舞 曾尋曲  成海華編訂
在北京的金山上 西藏民歌  成海華編訂
喜洋洋 劉明源曲  成海華編訂
小星星 法國民歌  丁言儀編曲
打靶歸來 王永泉曲  梁多平改編

揚琴 第三級 歡樂歌 民間樂曲  張曉峰訂譜
數西調 雲南民間樂曲  甘永康改編
喜訊 桂習禮曲
歡樂的新疆 周德明曲
剪羊毛 澳大利亞民歌  郭敏清改編
水鄉的春天 張曉峰曲
快樂的紡織工 張曉峰曲
勞動最光榮 黄淮曲  成海華改編
眾手澆開幸福花 唐訶曲
新開板 河南小曲  洪聖茂改編
小司機 蘇勇曲  劉琪勤、劉紹勤改編
老六板 江南絲竹  成海華整理
馬車夫舞曲 新疆民歌  成海華整理  
一點金 江南絲竹  成海華編訂

揚琴 第四級 彈詞三六 江南民間曲  項祖華整理
雨打芭蕉 廣東音樂曲藝團改編  湯凱旋整理
天山之春 烏斯滿江、俞禮純曲 王範地改編  李小剛移植
大象 幾內亞民歌  郭敏清改編
苗嶺的早晨 陳鋼編曲  黃河改編
春天年年到人間 朝鮮歌曲  張曉峰改編
翻身的日子 朱踐耳曲  胡運籍改編
我愛北京天安門 金月苓曲  梁多平編曲
迎春舞曲 新疆民歌   
馬蘭花開 雷振邦曲  成海華改編
旱天雷 廣東音樂  成海華改編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美麗其格曲  張曉峰改編
慶公社 佚名曲

揚琴 第五級 昭君怨 廣樂古曲  桂習禮訂譜 
春到清江 劉維康曲 
節日的天山 曹玲曲  郭敏清改編 
恰爾達什舞曲 [意] 蒙蒂曲  黃河改編
柯爾克孜舞曲 桂習禮曲
雙手開出幸福泉 丁國舜曲
珠落玉盤 鐘義良曲
軍民聯歡 吳祖強、杜鳴心等曲  李澤昆改編
龍燈 鐘義良曲
採茶撲蝶 福建民歌   陳田鶴編曲  錢方平改編 
風車 宿英曲
水鄉掠影 沈兵曲
祖孫倆 王玉西曲  丁言義編曲
四小天鵝舞 柴可夫斯基曲  沈庭康改編

揚琴 第六級 將軍令 四川揚琴曲牌  項祖華、李小元整理 
歡樂的火把節 劉希聖曲 
流水歡歌 桂習禮、翟淵國曲 
金色的牧場 黃河曲 
映山紅 傅庚辰曲  桂習禮改編
南疆舞曲 于慶祝編曲  項祖華改編
游擊隊歌 賀綠汀曲  梁瑞華改編
銀河會 廣東音樂  成海華整理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陝北民歌  丁國舜、丁國立改編
音樂會練習曲 桂習禮曲

揚琴 第七級 龍船 張正秋傳譜  田克儉改編 
漁舟唱晚 古曲  黃河改編 
木蘭辭變奏曲 高龍曲 
土家擺手舞曲 王直、桂習禮曲
海島新貌 李小剛曲
美麗的非洲 于慶祝曲
春節序曲 李煥之曲  劉達章改編
打起鑼鼓慶豐收 田克儉曲
快樂的女戰士 杜鳴心曲  成海華改編
牧童短笛 賀綠汀曲  李小剛改編
我愛我的台灣島 韓志明編曲 
縫衣曲 越南歌曲  周明德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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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進行曲 莫扎特曲  成海華改編

揚琴 第八級 天山詩畫 黃河曲 
汨羅江隨想曲 汪志平曲
月夜清水江 桂習禮曲
黃河隨想曲 冼星海曲  許學東改編
拉薩行 黄河曲
瑤族舞曲 劉鐵山、茅沅曲  田克儉改編
查爾達斯舞曲 蒙梯曲  郭敏清改編
海鷗 宿英曲
紅河的春天 劉希聖、李航濤曲
邊疆的春天 柴珏、張學生編曲
離騷 黄河曲
月光變奏曲 俄羅斯民間樂曲  項祖華改編
蟬之舞 徐堅強曲
畲族風情 徐希茅、謝曉濱曲

揚琴 第九級 滿鄉隨想曲 劉寒力曲
黃土情 黃河曲
鳳凰于飛 桂習禮編曲
林沖夜奔 項祖華曲
漁島月夜 莫凡曲
川江音畫 鄭寶恒曲
憶事曲 劉惠榮、周煜國曲
蘇武牧羊 田錫侯曲  項祖華編曲
文成西行 芮倫寶曲
川江韵 黄河、何澤森曲
黄河 冼星海曲  許學東改編
春雨 朱毅曲  項祖華改編
絲路掠影 喬惟進曲 項祖華改編
鄉村抒懷 美國揚琴曲  李玲玲改編

揚琴 演奏文憑級 海燕 韓志明曲 
古道行 黃河曲 
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 陳鋼編曲  徐平心改編 
流浪者之歌 薩拉薩蒂曲
屈原祭江 項祖華曲
山寨風情 謝明曲
風暴 匈牙利揚琴曲  李玲玲整理
覓 楊青曲
竹林涌翠 項祖華曲

古箏 第一級 小鳥朝鳳 中州古曲  民間樂曲  曹正訂譜
關山月 琴曲移植
十杯酒（輕六調）二十五板 潮州民間音樂  楊秀明演奏  李萌記譜
小開手 中州古曲  民間樂曲  曹正整理譜
上樓 河南民間樂曲
千聲佛 梁在平傳譜  曹正訂譜 
自由花 中州古調 民間樂曲
雙飛燕（輕六調） 潮州民間樂曲
過江龍（輕六調、二板）四十板 潮州箏曲
齊步走 楊娜妮曲
老六板 民間樂曲 孫文妍訂箏譜
小拖拉機手 張曉峰曲 孫文妍訂箏譜
浙江鑼鼓曲牌 浙東民間樂曲 滕春江改編

古箏 第二級 畫眉跳架（重六調）二十四板 潮州民間音樂  楊秀明演奏  李萌記譜
西江月（又名《一點紅》）（輕六調）二十八板 潮州民間音樂  郭鷹演奏  李萌記譜
鳳翔歌 山東牌子曲
西廂詞 漢調箏曲  項斯華演奏譜
蝶戀花 潮州樂曲
三十三板（一）（二）（三） 浙江箏曲  項斯華演奏譜
開扇窗（輕六調）二十六板 潮州民間樂曲 楊秀明等演奏 李萌記譜
隴東小調 隴東小調 孫文妍編曲
擠牛奶（電影《草原兒女》插曲） 張燕改編
春播 張敦智曲 孫文妍改編
迎春舞曲 新疆民歌 王巽之改編 孫文妍演奏譜
小鎌刀 劉明將曲 孫文妍改編

古箏 第三級 漢宮秋月 山東箏曲  張為昭傳譜  高志成演奏譜
綉金匾 陜北民歌  周延甲改編
漁舟唱晩 婁樹華曲  曹正訂譜
燈月交暉（又名《刺綉鞋》） 浙江箏曲  王巽之傳  項斯華演奏譜
柳青娘（輕六調）三十板 潮州民間音樂  楊秀明演奏  李萌記譜
河南八板（又名《天下大同》） 中州古曲  民間樂曲  曹正訂譜
掃雪 周延甲編訂
一點金（又名《秋芺蓉》）（輕六調）二十八板 潮州民間樂曲  郭鷹演奏  李萌記譜
亂插花 羅九香傳譜 史兆元記譜、整理
南泥灣 馬可曲 閻俐改編
勞動最光榮 黄准曲 史兆元改編
錦上添花 潮州傳統樂曲 張漢齋傳譜 林毛根演奏 何寶泉記譜
世上只有媽媽好 林國雄曲 孫文妍編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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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春苗 苗族民歌 林堅編曲

古箏 第四級 浪淘沙 潮州民間箏曲  邱大成訂譜
獅子戲球（重六調）四十板 潮州民間音樂  楊秀明演奏  李萌記譜
瀏陽河 唐璧光原曲  張燕改編
紡織忙 劉天一曲
高山流水 浙江箏曲  王巽之傳  項斯華演奏譜
梅花三弄 古琴曲 項斯華演奏箏譜
娃哈哈 郭石夫編曲 李婉芬改編
哭周瑜 河南民間樂曲 任志清演奏 李萌記譜
秋思（重六調）二十板 潮州民間樂曲 郭鷹演奏 李萌記譜整理
延邊之歌 金鳳浩原曲 浦奇璋、王昌元改編
變奏雙叠翠 河南民間樂曲 曹東扶傳譜 何寶泉整理
故鄉的太陽 福斯特曲 朱曉谷改編

古箏 第五級 洞庭新歌 白誠仁編曲  王昌元、浦琦璋編曲
雲慶 浙江箏曲  王巽之傳  項斯華演奏譜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劉烽曲  焦金海改編
瑤族舞曲 劉鐵山、茅沅曲  尹其穎改編
高山流水 河南民間箏曲  曹東扶訂譜  曹永安、李汴整理
粉蝶採花（輕六調） 潮州民間音樂  楊秀明演奏  李萌記譜
打雁 河南板頭曲  曹東扶訂譜  曹永安、李汴整理
綉荷包 邱大成曲
鶯囀黄鸝 山東箏曲  黎連俊傳譜  韓庭貴演奏譜
月夜情歌 楊娜妮、柴珏編曲
出水蓮 客家箏曲  羅九香傳譜  何寶泉整理

古箏 第六級 豐收鑼鼓 李祖基曲
蘇武思鄉 河南民間箏曲  曹東扶訂譜  曹永安、李汴整理
春到拉薩 史兆元曲
香山射鼓 曲雲曲
慶豐年 趙玉齋曲
平沙落雁（輕六調） 潮州民間音樂  郭鷹演奏  李萌記譜
新開板 任青志編曲演奏 李萌記譜
鬧元宵 曹東扶編曲
崖山哀（軟弦）六十八板 廣東漢調大調箏曲 饒寧新演奏 李萌記譜
花兒與少年 青海民歌 李婉芬編曲
潑水 張樹德曲
昭君怨 潮州傳統音樂  徐涤生演奏  何寶泉記譜

古箏 第七級 高山流水 高志成編曲
秦桑曲 強增抗、周延甲曲
蕉窗夜雨 客家箏曲  羅九香傳譜  史兆元整理
戰臺風 王昌元曲
幸福渠 任清志曲 任清志演奏 李萌記譜
粉紅蓮（重六調） 潮州民間音樂  郭鷹演奏  李萌記譜
孔雀東南飛 鄭德淵曲 邱大成改編
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 羅宗賢、時樂濛曲 呂殷生改編
春澗流泉 徐淥生曲 何寶泉記譜演奏
梁祝（片段） 何占豪、陳鋼曲
打雁 河南民間箏曲  曹東扶訂譜  何寶泉整理
四合如意 江南絲竹樂曲 王巽之傳譜 孫文妍整理

古箏 第八級 雪山春曉 范上娥、格桑達吉曲
陳杏元和番 河南箏曲  曹東扶訂譜
寒鴉戲水（重六調）六十八板 潮州民間樂曲  郭鷹箏演奏  李萌記譜
東海漁歌 張燕曲
茉莉芬芳 何占豪曲
姜女淚 陝西郿鄠音樂 周延甲編曲
木卡姆散序與舞曲 周吉、邵光琛、李玫曲
伊犁河畔 成公亮曲
繡荷包 陝北民歌 朱曉谷改編
凡忘工 江南絲竹樂曲 孫文妍移訂
漢宮秋月 山東大板箏曲 張為昭傳譜 何寶泉整理
懷古 中州古曲 羅九香傳譜 何寶泉整理

古箏 第九級 草原英雄小姐妹 吳應炬原曲  劉起超、張燕編曲
將軍令 浙江箏曲  王巽之傳  項斯華演奏譜
林沖夜奔 王巽之、陸修棠編曲
幸福渠水到俺村 沈立良、項斯華、范上娥曲
漢江韻 任清志、喬景文編曲 任清志演奏 李萌記譜
井岡山上太陽紅 趙曼琴編曲
黔中賦 徐曉林曲
鋼水奔流 周德明曲
柳青娘 潮州傳統樂曲 張漢齋傳譜 林毛根演奏 何寶泉記譜

古箏 演奏文憑級 春到湘江 王中山改編
情景三章 徐曉林曲
幻想曲 王建民曲
長安八景 楊潔明、李婉芬曲
長相思 王建民曲
清江放排 陳國權、丁伯苓曲
姐妹歌 何占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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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籃搖 河南民歌 祈瑤曲
四段錦 山東大板箏曲套曲 趙玉齋演奏譜 

中阮 第一級 雨滴 徐陽曲
蜻蜓 徐陽曲
紫竹調 滬劇曲牌  徐陽編訂 
無錫景 江蘇民歌  王振先編訂 
那波里舞曲 柴科夫斯基曲  徐陽編訂 
迎春舞曲 新疆民歌  徐陽編訂
老六板 民間樂曲
賣報歌 聶耳曲
西藏舞曲 西藏民歌
夢見毛主席 金苗苓曲
小小船 胡漢娟曲

中阮 第二級 快樂的囉嗦 四川彝族民歌  徐陽編訂 
酒狂 古琴曲  王振先訂阮譜 
江戶日本橋 日本樂曲  龐玉璋改編
南泥灣 馬可曲  王惠然改編 
花好月圓 黃貽鈞曲  諸新誠編訂 
山行 林吉良曲
北京有個金太陽 西藏民歌
八月桂花遍地開 江西民歌
擁軍花鼓 陝北民歌
馬燈調 民間樂曲
愛爾蘭民歌變奏曲 諸新城編曲
蘇珊娜 美國樂曲

中阮 第三級 步步高 廣東音樂  呂文成曲  徐陽編訂 
拉祜小調 林吉良曲 
高山流水 河南板頭曲  曹東扶傳譜  肖劍聲整理  王振先訂阮譜
金蛇狂舞 聶耳編曲  王惠然改編 
流 林吉良曲 
錦上花 古曲  王仲丙、寧勇訂譜
大紅棗兒甜又香 嚴金萱曲
紅星歌 傅庚辰曲 諸新城改編
鳳陽花鼓 安徽民歌
森吉德瑪 賀綠汀曲 諸新城編曲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京劇《紅燈記》選曲

中阮 第四級 彩雲追月 任光曲  寧勇編訂 
旱天雷 廣東音樂  嚴老烈曲  王惠然編訂 
娛樂升平 廣東音樂  丘鶴儔曲  徐陽編訂
劃船舞曲（新西蘭小船歌） 劉德海編曲  孫偉移植 
梅花三弄 古琴曲  王振先訂阮譜
那不勒斯舞曲 諸新城編曲
達姆 · 達姆 諸新城編曲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諸新城編曲
夜深沉 京劇曲牌
新春樂 茅沅曲
小步舞曲 貝多芬曲 諸新城移植

中阮 第五級 侗歌 林吉良編曲 
酒狂 古曲  催軍淼移植、訂阮譜 
睡蓮 林吉良曲 
春天圓舞曲 林吉良編曲
湘江之歌 陳銘志曲  張念冰改編
敉西調 李永年編曲
我是一個兵 岳侖曲
游擊隊歌 賀綠汀曲
出水蓮 龐玉璋移植

中阮 第六級 櫻花 日本民謠  張念冰編曲
龍燈 鍾義良曲  王仲丙改編 
漁舟唱晚 婁樹華傳箏曲  林吉良移植 
天地之間 劉星曲 
小牧民 徐陽、林吉良曲
歡樂的日子 馬聖龍曲
霓裳曲 古曲
叮叮噹 徐堅強曲
鈴兒響叮噹 諸新城編曲
引水上山坡 王仲丙曲

中阮 第七級 石林夜曲 林吉良曲 
花會 徐陽、林吉良曲 
潑水姑娘 王明、龐玉璋曲 
花下醉 林吉良曲
終南古韵 寧勇曲
划船舞曲 孫偉編曲
山坡羊 林吉良移植
鳳凰花開 林吉良曲

中阮 第八級 拉薩舞曲 王仲丙編曲 
拍鼓翔龍舞 林吉良、寧勇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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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絲路駝鈴 寧勇曲 
火把節之夜 吳俊生曲 
邊寨營火 林吉良曲
大浪淘沙 華彥鈞曲
秋思憶甲子 王仲丙、苗曉蕓編曲
手挽手 諸新城改編
山歌動心弦 王仲丙編曲 
寒江春回 趙桂林曲
瑤族長鼓舞曲 王仲丙編曲 

中阮 第九級 松風寒 林吉良、寧勇曲 
玉樓月 寧勇曲 
山歌 劉星曲 
風搖竹 林吉良曲 
雲南回憶（中阮協奏曲）第一樂章 劉星曲 
草原抒懷 林吉良曲
土耳其進行曲 莫扎特曲 諸新城移植
塞上曲 古曲 諸新城移植
神鹿的故事 周仲康曲
月兒高 古曲 趙桂林編曲
思戀 林吉良編曲
塞外鐵騎 趙桂林曲

中阮 演奏文憑級 游泰山 林吉良曲
幽遠的歌聲 陳文杰曲
滿江紅 林吉良曲
孤芳自賞 劉星曲
思戀 林吉良編曲
山澗 周煜國曲
雲南回憶（中阮協奏曲）第三樂章 劉星曲
野風飛舞 里姆斯基-科蕯科夫曲 諸新城移植 
臨安遺恨 何占豪編曲（根據林吉良《滿江紅》改）
塞外音詩 顧冠仁曲
流水頌 王仲丙編曲 
石頭韵 林吉良曲

柳琴 第一級 金蛇狂舞 聶耳曲  王惠然編訂
蒙古舞曲 寧勇編曲
外婆的澎湖灣 葉佳修曲  顧錦梁訂 
薩麗哈之歌 祝恆謙曲  王紅藝編訂
快樂的囉嗦 彝族民間樂曲
拍手歌 童謠 吳強改編
老六板 民間樂曲
多年以前 寧勇編曲
剪羊毛 澳大利亞民歌 吳強改編

柳琴 第二級 南泥灣 馬可曲  王惠然編訂 
手挽手 新彊民歌  王惠然編訂 
愛我中華 徐沛東曲  王惠然改編
紮紅頭繩 選自舞劇《白毛女》瞿維等曲  王惠然改編
小松樹 傅晶、李偉才曲 高華信編曲
馬車夫舞曲 新彊民歌  吳強編訂 
小貓釣魚 黄准曲 吳強編訂
愉快的節日 寧勇曲
驪歌 美國歌曲 顧錦梁編配

柳琴 第三級 彩雲追月 任光曲  王惠然編訂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蘇] 索洛維約夫 - 謝多伊曲  王惠然改編 
歌劇《白毛女》主題變奏曲 馬可等曲  王惠然改編 
步步高 呂文成曲  王惠然、王紅藝編訂 
旱天雷 嚴老烈曲  王惠然編訂
倒垂簾 廣東音樂 吳強編訂
馬燈調 浙江民歌 周仲康編曲
我愛北京天安門 金月苓曲 馮少先編曲
翻身的日子 朱踐耳曲 吳強改編
橄欖樹 李泰祥曲 王志信編曲
西藏民歌 張念冰編曲 顧錦梁改編
大象 幾內亞民間樂曲 馮少先編曲

柳琴 第四級 軍港之夜 劉詩召曲  王惠然改編 
巴布力 劉錫津曲 
柳琴戲牌子曲 王惠然編曲
桑塔 · 露琪亞 意大利民歌  王惠然改編
敉西調 雲南民間樂曲 李永年編曲
春天 羅馬尼亞民間樂曲 吳強編訂
白族戀歌 馮少先、劉希聖編曲
綉金匾 陝北民歌 顧錦梁改編
春天圓舞曲 林吉良編曲
森吉德瑪 賀綠汀曲 顧錦梁改編
金瓶似的小山 冰河曲 顧錦梁改編

柳琴 第五級 幸福渠 王惠然曲 
三六（江南絲竹） 王惠然、王紅藝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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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級別 曲目
火把節戀歌 朱曉谷、高華信曲 
漁歌 劉錫津曲 
上元夜 劉錫津曲
漁鄉新歌 陳戈、林朝俊曲
月光變奏曲 俄羅斯民間樂曲 吳強改編

柳琴 第六級 春到沂河 王惠然曲 
南海金波 徐景新、高華信曲 
冬獵 劉錫津曲 
天地星空 （台灣）蘇文慶、鄭翠蘋曲 
歡騰的天山 王惠然曲
雲雀 羅馬尼亞民間樂曲 
百萬雄師過大江 高揚、馮少先編曲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陝北民歌 劉錫津、馮少先編曲

柳琴 第七級 節日的拉薩 王惠然曲
火之舞 劉錫津曲
思戀 林吉良曲
鄂倫春篝火 馮少先曲
草原抒懷 林吉良曲
我們永遠在一起 巴基斯坦電影《生命》插曲  王惠然改編  
田野琴聲 張政曲  王惠然改編
恩情 陳鋼編曲 吳強移植
葡萄架下 新疆民歌 林吉良編曲

柳琴 第八級 木棉花開 王惠然曲
雨後庭院 （台灣）蘇文慶、鄭翠蘋曲 
鐵人之歌 劉錫津曲
畢兹卡歡慶會 王惠然曲
打虎上山 京劇《智取威虎山》選段  王惠然、王紅藝改編 
悠悠故鄉情 王惠然曲
野風飛舞 [俄] 里姆斯基-科薩柯夫曲 吳強訂指法

柳琴 第九級 澳門狂想曲 關迺忠曲  崔軍淼移植 
江月琴聲 王惠然曲
俄羅斯多姆拉琴協奏曲（第一樂章） [俄] 尼 · 布達什金曲  王紅藝移植訂指法 
塔吉克舞曲 王惠然曲
無窮動 帕格尼尼曲
心中的歌 唐朴林曲

柳琴 演奏文憑級 劍器 徐昌俊曲
故土情愫 王惠然曲
流浪者之歌 [西] 薩拉薩蒂曲  吳強訂指法 
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 陳鋼編曲  王紅藝訂指法 
梁紅玉 王惠然、王紅藝曲
花 何占豪曲
望月婆羅門 朱曉谷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