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报名点（排名不分先后）

1、南京汇乐乐器有限公司（建邺区集庆门大街 111 号） 
联系人：丁老师    电话：025-86795335、13951918670
2、南京知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建邺区梦都大街 181 号江苏大剧院内艺术街区二楼 1 号）
联系人：李  涛    电话：025-87708399、025-87708366、15996218135  
3、琴星少儿艺术团（秦淮区后标营路 100 号戎泰山庄 02 幢二楼）
联系人：秦国萍    电话：17761704429
4、嗨音乐艺术中心（建邺区万达金街西区 10 栋外铺 297 号）
联系人：许  亿    电话：13776632541、025-83705144
5、蕾萌艺术培训中心（鼓楼区草场门大街 99 号龙江新城市广场 4 楼）
联系人：沈  蓉    电话：13851437399
6、蕾萌艺术培训中心（建邺区兴隆大街 166 号建邺印象二楼）
联系人：沈  蓉    电话：13851437399
7、叶子音乐（秦淮区苜蓿园大街 128 号三楼邮政局楼上）
联系人：朱老师    电话：13851931803
8、秋枫艺术团（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9 号阅城国际悠然园 17 幢 2 楼）
联系人：葛老师    电话：18913827500
9、乐名星艺术中心（雨花台区金地自在城新湖大道 9 号花生糖 1 栋 2 楼 223 室），
联系人：洪老师    电话：18061763588
10、江北新区少年宫（江北新区新华西路 127 号 306 室）
联系人：马老师    电话 : 025-57738887、15951782697
11、南京博之乐音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原南京乐博艺术培训学校）

（江北新区金宝商业广场三楼乐博艺校）
联系人：谷老师    电话：18018099307
12、南京华凌琴行（江北新区明发滨江新城 282 栋 2 楼）
联系人：凌老师    电话：13952043332
13、南京艺缘琴行（江北新区弘阳时代中心二期七号楼 1620 室）
联系人：傅老师    电话：13809006114
14、匠心艺恒教育信息咨询工作室 （江北新区泰西路 5-1 号）
联系人：姜老师    电话：025- 02585336868、18651880513、18951777823
15、南京艺佳琴行艺校 （六合区龙湖天街三楼）
联系人：于永祥     电话：025-57665998、13645151217
16、德明艺教中心 （浦口区凤凰大街 21 号凤凰幼儿园旁） 
联系人：吕老师    电话：15365127209、17394772722
17、南京华乐琴行、江宁乐博艺术培训中心（江宁区文靖路 95 号东山社区旁） 
联系人：余  燕    电话：025-52280966、13851809412
18、江宁区文化馆（江宁区 21 世纪假日花园 18-103）
联系人：蔡老师、徐老师    电话：18061299647、13814081819
19、艺家琴行（江宁区东山天印大道 698 号东山总部商业圈 A2 栋）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13951993592
20、苏音艺术培训中心（江宁区汤山街道汤泉东路 43 号）
联系人：孙老师    电话：025-86112998、13770524993
21、天然琴行（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美邻汇 A1 座 3 楼）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8502552822
22、朗琴少儿艺术学校 （江宁区金盛路 800 号瀛洲湾门面三楼）
联系人：聂红霞    电话：18662727406
23、乐知新艺术培训中心（浦口区旭日上城一区西门商业街 39 栋 111 室）
联系人 ：丁莹文    电话：18251852190
24、萌艺佳艺术馆（雨花台区卡子门大街 99 号复地活力广场 1 期 3 楼）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7705169990
25、溧水区华彩民族乐器培训中心（溧水区永阳镇中山西路 23 号 505 室）
联系人：廖宝林、袁晓红    电话：13951794800、13813077989
26、高淳区音乐舞蹈家协会（高淳区淳南路 100 号南漪市场 6 楼）
联系人：王  力    电话：19941983443
27、南京地区电子琴、吉它报名地点

（1）琴星少儿艺术团（秦淮区后标营路 100 号戎泰山庄 02 幢二楼）
联系人：秦国萍    电话：17761704429

（2）南京木弦吉他（秦淮区大光路 55-12） 
联系人：胡雅雯    电话：15651736676

（3）南京思迪维特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江北新区少年宫 213）
联系人：: 张浩然    电话：15605152751

（4）南京知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秦淮区洪武路 239 号新大都大厦 3 楼）
联系人：李  涛    电话：025-84600349，15996218135  

（5）飞音吉他音乐专修学校（秦淮长白街 348 号 2-201）
联系人：钱  琨    电话：15861828588

（6）南京市浦口区谈弹艺术培训中心（浦口区江浦街道凤悦天晴）
联系人：黄  婕    电话：13770817378

南京市

一、乐种与级别
1、乐种：钢琴、小提琴、手风琴、电子琴、二胡、古筝、琵琶、扬琴、竹

笛、竖笛、小号、单簧管、萨克斯管、少儿歌唱、成人歌唱（美声）、成人歌唱
（民族）、成人歌唱（通俗）、吉它、大提琴、长笛、葫芦丝、巴乌。

2、所有考级乐种均分为十级，钢琴增加演奏级（寒假报名）。

二、考级曲目
《竖笛》考级教材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他乐种考级

教材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少儿歌唱1-10级》、《成人歌唱-
美声唱法1-10级》、《成人歌唱-民族唱法1-10级》、《成人歌唱-通俗唱法
1-10级》均采用2021出版的考级教材。

三、收费标准
2022年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音乐考级全省统一收费标准如下：
1、考级报名费：
南京地区每生每次60元，其他地区每生每次90元。
2、考级费
一级 80元     二级 80元    三级 80元     四级100元   
五级100元   六级150元   七级150元   八级150元 
九级200元   十级200元   乐理单试30元
另：八级及以上考级费里面包含一次乐理考试费，无须再次报名乐

理单试。

四、考级方式
根据文旅部和省文旅厅相关文件要求及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器乐

演奏、声乐演唱考级拟采用线下现场考试和线上视频考试两种方式，乐
理考试一律线下现场考试。

南京考区的考生可自主选择线下现场考试和线上视频考试，考生
根据自身需要，报名时在江苏音协APP的考试报名-考级方式选择“线
上”或者“线下”，考级方式一经选择，不得更改。如受疫情影响，线下考级
有可能取消，将统一改为线上视频考试。

各考级点的考级方式和具体考级时间另行通知。

五、乐理考试说明
1、各乐种八级以上（含八级）考生均须加试乐理。乐器演奏（演唱）

及乐理考试成绩一律保留三年（含当年），三年内两项考试均合格者，即
发给该级别证书。

2、凡九级乐理通过者三年内（含当年）参加相同乐种十级考级可乐
理免试。

3、三年内（含当年）器乐乐理通过者，同级别声乐乐理可以免试；声
乐乐理通过者，不可免试同级别器乐乐理。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是江苏省首家经国家文化部和江苏省文化厅批准的音乐考级机构，也是唯一受到省文旅厅通报表彰的音乐考级机构。我会主办
的音乐考级自1991年以来，始终秉持开发智力、陶冶情操，使业余音乐教育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进而促进全民素质教育提升的宗旨。

4、南京地区乐理考试时间安排：
（1）8月份考级同时进行乐理考试，未参加考试者，视为放弃，补考需

另行报名缴费。
（2）寒假期间安排乐理考试，具体时间、地点将在“江苏音协”APP、

省音协微信公众号统一发布。
5、单独参加乐理考试的考生，则需另外报名乐理单试，方可参加。

六、报名方式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音乐考级所有考区全部采用网络报名（下载“江

苏音协”APP进行）。
1、南京考区网络报名流程

（1）网络报名时间：5月30日至6月24日
（2）个人网络报名的线下考生仅限于参加8月1日至8月5日在江苏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南京市莫愁湖西路7号）举行的考级。线上考生于8
月1日至8月5日通过江苏音协APP录制考级视频的方式考级。

“江苏音协”APP下载方式：安卓手机请前往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官网
（www.江苏省音乐家协会.com）、微信公众号：江苏音协，扫描二维码进

行下载，IOS手机前往苹果应用商店进行下载，注册、登录后，点击“考级
报名”，进行考试报名。报名时需上传考生近期2寸免冠证件照（用于准考
证和证书制作），正确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进入缴费页面，然
后（通过支付宝、微信）进行网上缴费；缴费成功后，系统将生成准考证，
请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作为考试凭据。

注意事项：
（1）请个人报考的考生及家长妥善保管账号及密码。
（2）请考生事先务必征求指导教师意见，根据本人实际程度选择适

当的级别后再填报，报名成功后无法更改级别，不予退款。
（3）南京考区的考级证书将由快递发放（货到付款），请准确填写联

系地址及联系电话。其他考区考生请与各地承办点联系。
（4）根据个人需要，8级、9-10级考生可选择“乐理辅导课”，钢琴考生

可选择“钢琴辅导”，声乐考生可选择“声乐伴奏”。
（5）一个注册帐号可为多位考生报名，可在“报名记录”中看到所有

报考学生的信息状态及准考证的下载，和考试相关的信息将直接联系申
请人。

2、其它考区
报名时间以当地考级承办点通知为准。

七、考级时间、地点
南京考区：各乐种（电子琴、吉它除外）均从8月1日起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晚上18：00-20：30
2、为方便广大考生安排考级计划，南京地区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

考级时间可自主选择，部分报考人数较少的乐种由系统统一安排。放弃
或错过自行选择时间的考生请服从系统安排：

（1）自行选择：请在7月12日上午9:00至7月16日晚24:00登录“江苏
音协”APP，在规定的时间、考场内选择您合适的考级时间（日期/午别）。
7月17日起选定的考级时间不得更改。

（2）随机安排：7月17日后，未参加自行选择时间的考生将由系统随
机安排考级时间。

（3）7月19日起即可登录“江苏音协”APP或江苏音协微信公众号查
询考级时间及考场安排。

3、南京市区考级地点：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南京市莫愁湖西
路7号）。

4、其他考区以当地考级承办点通知为准。

八、查询
以下内容可通过“江苏音协”APP或江苏音协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
1、考级简章
2、南京考区具体考试时间及考场安排
3、南京考区辅导课时间及安排
4、全省考试信息公布
5、其他有关考级信息

九、证书发放
1、南京考区证书统一采用EMS快递到付的方式发放，其他考区以

当地考级承办点通知为准。
2、南京考区证书寄送时间为2022年9月下旬至10月底，期间务必保

持通讯畅通。如果11月还没有收到证书可以致电省音协咨询。

十、钢琴演奏级考试与报名
1、考试内容：

（1）中外乐曲四首，包括巴洛克时期、浪漫时期、现代作品及中国作
品各一首（内含复调音乐作品一首）。乐理免试。

（2）考试重点：演奏者对各类音乐作品风格的把握和音乐表现的水平。
（3）曲谱下载：www.江苏音协.com

2、考试时间：每年寒假。
3、报考资格：通过社会音乐考级钢琴十级者，报名时请上传钢琴十

级证书复印件。
4、报名时间：具体时间、地点将在“江苏音协”APP、江苏音协微信公

众号发布。
5、报名方式：演奏级均采用网络报名。

十一、其他
1、考试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器乐演奏、声乐演唱成

绩合格以上（八级以上考生同时乐理成绩合格），颁发考级证书。
2、南京考场备有钢琴、扬琴、古筝及电子琴，考生可不必带以上乐器。

南京汇乐乐器有限公司是集销售.教学.维修为一体的综

合性专业乐器直营企业。琴行凝聚了世界顶级品牌及百余种

国内知名的品牌的乐器，是江苏省内最具综合经营与销售能

力的琴行之一。充分满足了广大音乐爱好者对高品质乐器和

高品位服务的需求。

汇乐艺术文化培训中心拥有优雅的教学环境，功能齐全

的各类琴房、教室和演奏厅，并拥有一支专职专业的师资队

伍，同时还聘请了各大高校的著名教授担任艺术顾问。我们始

终坚持“培养兴趣、发展个性、开发智力”为办学理念，以“培养

孩子文化艺术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教育目标。我中心还定期举

办大师班和音乐沙龙以及高师资的音乐指导讲座，为所有琴

童和成人提供了高素质的音乐训练。

汇乐拥有一支专业的、资质过硬的服务团队，本着“顾客

至上、诚信第一、专业服务”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最优质的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地    址 ：南京市建邺区集庆门大街111号汇乐琴行
联系人 ：丁老师
电    话 ：025-86795335

2022 年江苏省音乐家协会音乐考级指定用琴
英国“哈曼尼”钢琴
德国“洛尔菲”钢琴   

13951918670



1、无锡市音乐家协会考级办公室
（梁溪区青年路 9 号无锡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楼）；

联系人：顾老师、陈老师    电话：0510-88767891、13771152236
2、江阴市音乐舞蹈家协会

（澄江中路 128 号天华文化中心大剧院二楼）
联系人：赵志坚    电话：13815135188
3、宜兴市柏仟琴行 ( 人民中路 13-2 号 )
联系人：陈尔毅  电话：0510-87980754、18888039043

无锡市

1、常州市音协（天宁区高成天鹅湖花园 8 栋 7 层）
联系人：王老师、陈老师、蒋老师    电话：0519-86971376 
2、三益琴行（常州市邮电路 1 号）
联系人：谢开明     电话：0519-86609035 
3、武进区湖塘镇花东社区教育中心少儿艺术中心（花东社区二楼）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15051981159 

常州市

苏州市
1、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培训基地（苏州工业园区观枫街 1 号）
电话：0512-62899688
2、木渎天宇琴行（木渎花苑路 726 号新华广场 8 号一楼）
电话：0512-66565416
3、吴江盛泽镇飞浪琴行（吴江盛泽镇东方花园商业广场三楼）
电话：0512-63096359
4、常熟福地琴行（常熟市虞山街道南沙路 125-127 号 ）
电话：0512-52856080
5、太仓新希望才艺培训中心（太仓市人民南路 148 号 3 区 107 室）
电话：0512-53515097
6、张家港艺蕾琴行（张家港市暨阳中路 599 号）
电话：0512-58128846
7、哆唻咪琴行（昆山市高新区文体活动中心 828 号） 
电话：18626248299             
8、天使琴行（昆山文化艺术中心 8 号门）           
电话：18962668819                              
9、皇卜艺术培训中心（昆山市明澄路 256-258 号）   
联系电话：13732667681          
10、飞音琴行（昆山市虹桥路 651 号朗晴园）         
电话：137714986848                       
11、管乐飞扬（桃花江路金色港湾商业街 c-15 号）    
电话：13961777221              
12、昆山市坤韵琴行（震川西路 111 号名仕大厦 1600） 
电话：13812959470       
13、昆山梦想琴行（昆山市人民南路 37-22 号）        
电话：18261613380         
14、利英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娄邑小区 35 号楼会所）   
电话：18914996862           
15、昆山古月琴行（周市镇东方路 75 号）             
电话：13511630030                           
16、昆山市青少年宫（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96 号）      
电话：18912660298              
17、云筝轩古筝工作室（绿地大道绿地杰座 7 号楼 214）
电话：18502561009              
18 、洞兮国乐（高新区思常路江南理想东门 6 栋 1 号）
电话：18550180531               
19、音律艺术工作室（黑龙江北路 28 号 212 室）
电话：15921704                     
20、鸿鹄国学书院（万达广场金街 3 号门二楼 69-70 号）
电话：13813678283           
21、巴罗克钢琴艺术中心（蝶湖湾分校）世茂蝶湖湾商业街 6-15 栋
电话：15250132043            
22、麦萌瑞 · 童趣之星（昆山开发区嘉信世纪大厦 116 号 2 楼）
电话 18351625228   
23、巴罗克钢琴艺术中心（昆山长江北路昆山花园分校） 
电话  ：18806214096
24、爱悦琴行（昆山周市镇江南明珠苑金威广场 63 号）
电话：13913203838

1、淮安市和乐琴行（万达二期南大门往西 80 米）
联系人：潘老师    电话：13905238449
2、淮安市乐博琴行（漕运西路 114 号）
联系人：刘世章    电话：0517-83943438
3、德馨竹笛艺术培训中心（淮安市人民北路 19 号 3 楼）
联系人：张志东    电话：13852382399
4、金湖洋洋琴行（金湖县人民路 9 号）
联系人：杨金玉    电话 : 13951472711

淮安市

1、连云港市音乐家协会（海州区苍梧路 36 号 4 号楼市文联 411 室）       
联系人：曾庆雯    电话：0518-81885283
2、春之声琴行（连云港市赣榆区时代广场 A 幢 3 楼）
联系人：李家强    电话：13805128073 
3、连云港海之音文化传媒艺术有限公司（伊山镇胜利中路 437 号）
联系人：张  静    电话：0518-88811189  
4、灌南县文联（灌南县人民中路 1 号 761 室）
联系人：汪  翔    电话：13961308818

9、巴洛克琴行（新沂市新华路 83 号天都嘉园东区）
联系人：袁老师    电话：15852290308
10、新沂市飞旋艺校（新沂市阿湖镇黑埠飞旋艺校）  
联系人：胡老师    电话：18811953188 
11、贾汪区金谷歌音乐教育培训中心（徐州市贾汪区传世经典 3-105）
联系人：金  铭    电话：13685122532
12、沛县音乐家协会（徐州市沛县东环路，沛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联系人：苏老师、赵老师    电话：15862238537、15805227572
13、丰县音乐家协会（中阳里街道文化站）
联系人 : 于老师，电话 :13921770028

连云港市

1、盐城市香山阳光琴行（开放大道 51-25 号）
联系人：黄树凤    电话：13236286958
2、盐城市凤凰英才艺术教育中心（东进路缤纷亚洲三楼）
联系人：何  霞    电话：0515-88551123、13401771789
3、盐城市乐嘉琴行（解放南路 188 号缤纷亚洲）
联系人：陈红亚    电话：0515-88630111、18068860006
4、百家筝鸣古筝艺术中心（双元西路盐马路交界向西）
联系人：金蒙蒙    电话：18082188870
5、盐城市亭湖区闪亮音乐工作室（中茵海华 14 号楼 310、311 门市）
联系人：张凤娟    电话：18921883828
6、盐城市亭湖区花儿琴行
联系人：黄婧妮   电话：13851188958
7、小叶子国际音乐教育（盐城市宝龙南街区三楼）
联系人：翟  昕       电话 :0515-88339516
8、辛巴星艺术培训中心（解放南路 198 号，缤纷亚洲二楼）
联系人：沈建刚  电话 :15950228089
9、盐城师范学院
联系人：孙新宇    电话：13813445108
10、大丰区流行风趣味培训中心（新世纪大厦 5 楼）
联系人：苏  江      电话：18061414333
11、射阳县文化馆（沿河路 64-1 号）
联系人：顾东升   电话：13851150886
12、建湖县吉祥文化艺术中心（县城湖中路 147 号）
联系人：吉  林    电话：18071653333
13、阜宁天鹅湖艺术培训中心（上海路天鹅湖国际商业中心 2 号楼 205）
联系人：陈  俊    电话：13770106080
14、响水县教师发展中心
联系人：董高红    电话：13912592088
15、滨海县红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滨海县银厦广场 25 幢）
联系人：谢  建    电话：15950282096、0515-89167866
16、滨海县红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滨海县中央花园 29 幢）
联系人：谢  建    电话：15950282096、0515-89167866
17、东台市柏老师琴行（红兰南路 72 号）
联系人：柏俊齐     电话：0515-85396789、18901414999
18、东台市艺培园教育（鼓楼中路 1 号三楼）
联系人：陈志刚     电话：0515-85221212、18912511122

盐城市

1、镇江市华联琴行（镇江市润州区北府路华都名城荣锦苑 2-114）
联系人：朱其明    电话：13033593330
2、丹阳市青少年宫（丹阳市丹凤南路 1 号）
联系人：陆建平    电话：13706105435
3、句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句容市人民路 31 号）
联系人：周  霞    电话：18952933939
4、扬中市文化馆（扬中市三茅街道英雄路 15 号
联系人：姚  江    电话：13645286177
5、丹徒区文化馆（丹徒新区长香中大道 9000-1 号）
联系人：潘永军    电话：18912801582

镇江市

1、南通星海乐器有限公司（南通市人民中路 81 号星海琴行）
联系人：汪老师    电话：13862969328 
2、南通市明星琴行（南通市环城东路 79 号）             
联系人：严老师    电话：13806291075
3、海安市树仁教育（海安市中坝南路 17 号）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0513-88692688、13338080088
4、如皋市乐博琴行（如皋市泮池路 38 号店）
联系人：顾老师    电话：13962726018
5、如东县百家筝鸣培训中心（如东县掘港镇人民南路时代广场二楼）
联系人：顾老师    电话：18862770162
6、通州区音乐家协会办公室 ( 金沙街道为民中路万豪公寓 211 室，元祖食品斜对面）
联系人：朱老师    电话：13862822668
7、海门市恒艺艺术培训中心（北海路 552 号）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82193708、18921665728
8、启东市文化馆（启东市钱塘江路文体中心北区 11 号门）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13862987007

南通市

1、KAWAl 专卖店（扬州市广陵区淮海路 148 号）
联系人：肖跃生、王小平 
电话：0514- 87552626、18951054700、17312935805
2、高邮市百灵琴行 ( 高邮市长生路 48 号 )
联系人：谈 竞、韩晓昵    电话：13511731555、13952550595

扬州市

1、徐州市音乐家协会
（徐州市广大北巷 16 号李可染艺术馆对面音协考级办公室）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15252093763
2、徐州市艺雅乐器超市（徐州市彭城路 2 号南门桥大厦 1 层）
联系人：李  伟    电话：0516-83728334
3、徐州市云龙区音乐家协会（徐州市云龙区文化馆）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15905215759
4、徐州市刘强琴行新城区店（徐州市新城区绿地商务城 208-1-114）
联系人：吴继香    电话：15205219802
5、徐州市花禅古筝艺术中心（徐州市云龙区彭旅路云铁大厦四楼东首）
联系人：翟老师    电话：19984684111
6、睢宁县音乐家协会

（睢宁中等专业学校，睢宁县八一西路与淮河路交汇处西侧）
联系人：任晓平、宋文清    电话：15952248927、15252166007
7、邳州市七彩音琴行（邳州市福州小学对面店）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13921783063
8、邳州市乐雅琴行（邳州市三汊河路 114-7）
联系人：柳  蓉    电话：13813275456

徐州市

1、宿迁市宿城区奇美琴行（宿城区工人路香港城 A69-70 号）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3585261255
2、洋河春之声琴行（宿迁市洋河新区酒街荷花池畔）      
联系人：孙晓林    电话 :13625259118
3、泗阳青少年宫（泗阳县洋河中路 55 号）
联系人：左  凯    电话：13905243046
4、沭阳县大唐盛世婚庆传媒 ( 一招宾馆对面 )
联系人：朱  扬    电话：13404199925
5、泗洪县国乐琴行（泗洪人民南路）
联系人：张晓云    电话：13511793629、15851199898

5、洪泽县博韵琴行 ( 中洋旺街彩虹 B 座 106 号 ) 
联系人：李雪娇    电话 : 13382313747
6、盱眙菁英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联系人：张鹤兰    电话：13852399588
7、涟水县向阳小学（新北街 29 号）
联系人：颜士云    电话：15851785678
8、盱眙县朗屹艺术培训中心（都梁北路 99 号金鼎华府 B7 幢 1001-1004）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517-88208118

宿迁市

1、泰州市文化馆 ( 泰州市海陵南路 296 号文化中心西南侧 )
联系人：洪传正    电话：18168168885
2 、泰州少年宫
联系人：张佳慧    电话：13921709611
3、泰州艺禾琴行
联系人：朱进宇    电话：18852672281
4、泰州星晖琴行
联系人：姚  晖    电话：15961058321
5、泰州韵音琴行
联系人：吴蕴梅    电话：18652377188
6、姜堰市教育少年宫 ( 东大街 2 号 )
联系人：施雨晴    电话：0523-88245968
7、姜堰秦筝艺术
联系人：孙浩楠    电话：15951156160
8、泰兴市音协
联系人：戴承铭、朱向阳    电话：13905266187、13951158612
9、泰州市阶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斌    电话：13338889348
10、靖江市丁丁吉他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  朵    电话：15852960032
11、靖江靖城万声琴行
联系人：丁雅琴    电话：13812396776
12、靖江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联系人：杜梓芬    电话：13615172326
13、靖江市华音琴行 
联系人：岳老师    电话：15161050866
14、兴化市少年宫
联系人：李  杨    电话：13775753006
15、高港韦思艺术培训学校 ( 天逸华府北门 )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18066002272
16、靖江市朝阳艺术培训中心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15061023876
17、靖江市中天钢琴工作室
联系人：姚老师    电话：151 6102 9800
18、兴化市星海教育（丰收路 251 号）
联系人：许  迪    电话：18961008200
19、兴化市安丰少年宫
联系人：刘加华    电话：13961084399
20、姜堰海艺琴行（东岳庙巷 72 号 ）
联系人：葛老师    电话：15161098998
21、姜堰上之音琴行（南大街 58 号）
联系人：薛老师    电话：17802539633

泰州市

全省报名点（排名不分先后）

4、常州百家筝鸣古筝艺术学校（化龙巷恒利大厦 B303） 
联系人：马  凌     电话：0519-86670606、18961186337 
5、邦乐琴行（常州市薛家镇奥林匹克花园小区西大门）
联系人：柴老师、陈老师    电话：15961207007、15961113505 
6、常州市和鸣筝琴馆（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天禄商务广场 B3—48）
联系人：杨  静     电话：0519-89192556、13585303162
7、常州市溧阳市正星琴行（溧阳市罗湾路 206 号）
联系人：陈旭忠     电话：18068585870
8、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艺术教育中心（北环西路 34 号）
联系人：沈海波     电话：0519-82883100、13776389998

请广大考生和教师密切关注江苏音协 APP 和微信公众号（江苏音协）。
我们会及时发布有关考级和有关音乐活动方面的最新资讯。

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订阅
江苏音协微信公众订阅号
最新资讯将在此发布

“江苏音协”APP安卓手机
下载二维码， （IOS用户需
前往苹果应用市场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