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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适应课程改革发

展的需要，促进其专业素养的提升，为音乐教师提供总结、交流

教学经验的平台，进一步弘扬传统音乐文化，提升校园美育功能，

本期配合上级相关部门开展了江油市首届“欢歌新时代、颂歌献

给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班级合唱录像评比、江油市第三届“唱

家乡的歌”微课评比、2021年江油市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展评等

系列活动。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编 

 第 169 期 

江 油 市 教 育 学 会 总 2561 期 2021 年 7 月 12 日 



- 2 - 

 

本次各种展评活动整体看来：录像视频效果很好，音质画面

较好，有分镜头、有环节展示，有分屏展示（比如：江油实验学

校、江油外国语学校）；课堂教学层次清晰，环节衔接自然、教

态亲切，语言精练；教学目标设置准确，重难点有效突；能运用

多媒体、动画影像、音乐素材等括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

能结合音乐节奏设计律动，吸引学生参与体验音乐，能运用准确

的音乐术语引导学生表达体验情感；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音乐

素养，重视音准的教学（比如华丰初中何太丽老师），重视音乐

乐理知识的讲解，重视基本赏析方法，重视音乐情绪调动，重视

学生的体验与参与，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个别教师教学方法和理念落后；个别

初中教师对教材研究不够，教学与中考知识点融合不够；个别录

像存在画面模糊、声音不清晰、音画不同步、没有正面面对镜头

的问题；班级合唱合奏中声部不均衡等现象，希望在以后教学与

活动中不断改进。 

通过专家认真评审，现将评审结果公示如下。 

一、江油市首届“欢歌新时代、颂歌献给党”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班级合唱录像评比结果 

序号 学校 演唱曲目 指导教师（限 3名） 奖次 

1 诗城小学南校区 《卢沟谣》《文明歌》 陈小辉 蔡邱 壹等奖 

2 花园小学 《叮铃铃》《我也有个中国梦》 王方竹 聂可帆 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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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油市首届“欢歌新时代、颂歌献给党”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课堂乐器”班级合奏录像评比结果 

三、江油市第三届“唱家乡的歌”微课评比结果 

3 江油外国语学校 《红星歌》《妈妈格桑拉》 陈莉  陈芳芳  霞朝梅 壹等奖 

4 中原爱心学校 《卢沟谣》《小小少年 》 李季芳  郑春燕 壹等奖 

5 小溪坝小学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封雨言 贰等奖 

6 二郎庙小学 《东方红》《我们的田野》 王桂芳 贰等奖 

7 明镜中学 《国家》《我和你》 刘琼 蒋琼元 贰等奖 

8 永胜初中 《映山红》 陈刚 贰等奖 

序号 学校 课堂乐器名称 指导教师（限 3名） 奖次 

1 诗城小学南校区 葫芦丝《龙的传人》 唐蓉 壹等奖 

2 花园小学 口风琴《共产儿童团歌》 易兴明 董珊珊 壹等奖 

3 江油外国语学校 口风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陈芳芳 陈莉 邓碧君 壹等奖 

4 江油外国语学校 葫芦丝《金孔雀轻轻的跳》 王志东 邹慧茗 张春蓉 壹等奖 

5 江油外国语学校 锡笛《歌声与微笑》 史钧涵 肖念 周宇 贰等奖 

6 河口小学 口风琴《小白船》 向芹 贰等奖 

7 二郎庙小学 竖笛《龙的传人》 王桂芳 贰等奖 

8 胜利街小学 竖笛《东方红》 孙晓梅 贰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奖次 

1 薛梅 诗城小学南校区 《风过泸州酒飘香》 壹等奖 

2 包贵华 长城实验学校 《永远跟你走》 壹等奖 

3 史均涵 江油外国语学校 《变脸》 壹等奖 

4 严君 江油职中 《七月的火把节》 贰等奖 

5 聂可帆 花园小学 《喜欢江油你就来》 贰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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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 年江油市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展评结果（小学组） 

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奖次 

1 陈莉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壹等奖 

2 王志东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壹等奖 

3 张译丹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壹等奖 

4 罗莎 建设路小学 《编花篮》 壹等奖 

5 唐蓉 诗城小学南校区 《编花篮》 壹等奖 

6 薛梅 诗城小学南校区 《编花篮》 壹等奖 

7 孙晓梅 胜利街小学 《采花》 壹等奖 

8 向芹 河口小学 《三只小猪》 壹等奖 

9 李鑫 诗城小学 《花之歌》 壹等奖 

10 翟丹 新兴小学 《三只小猪》 壹等奖 

11 罗晓红 文化街小学 《萧》 壹等奖 

12 王明惠 江油市米其林学校 《中国么么哒》 壹等奖 

13 曹秦宁 八一小学 《音乐小屋》 贰等奖 

14 钟倩 云集小学 《萧》 贰等奖 

15 苏毓骁 文化街小学 《萧》 贰等奖 

16 任洁 胜利街小学 《采花》 贰等奖 

17 陈永萍 龙凤小学 《编花篮》 贰等奖 

18 田刚 高新区实验学校 《花之歌》 贰等奖 

19 陈小辉 诗城小学南校区 《编花篮》 贰等奖 

20 顾红 逸夫小学 《编花篮》 贰等奖 

21 王密 东安小学 《三只小猪》 贰等奖 

22 王方竹 花园小学 《三只小猪》 贰等奖 

23 陈芳芳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贰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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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奖次 

24 肖念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贰等奖 

25 何爽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贰等奖 

26 邹慧茗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屋》 贰等奖 

27 舒莉华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花之歌》 贰等奖 

28 庞雯君茜 小溪坝小学 《花之歌》 叁等奖 

29 王燕 中原爱心学校 《花之歌》 叁等奖 

30 谢培英 东兴小学 《编花篮》 叁等奖 

31 唐小平 彰明小学 《编花篮》 叁等奖 

32 罗会琼 阳亭小学 《采花》 叁等奖 

33 黄玲 太白小学 《采花》 叁等奖 

34 刘梦云 永胜小学 《三只小猪》 叁等奖 

35 唐燕 青莲小学 《音乐小屋》 叁等奖 

36 魏晶晶 铜兴小学 《三只小猪》 叁等奖 

37 王桂芳 二郎庙小学 《萧》 叁等奖 

五、2021 年江油市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展评结果（中学组） 

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奖次 

1 阳先东 江油一中 《艺术歌曲的成熟 舒伯特》 壹等奖 

2 李根 江油外国语学校 《钢琴音乐的奇葩 肖邦》 壹等奖 

3 郭丽 江油实验学校 《G大调弦乐小夜曲》 壹等奖 

4 罗其英 江油实验学校 《G大调弦乐小夜曲》 壹等奖 

5 包亚珍 江油外国语学校 《G大调弦乐小夜曲》 壹等奖 

6 卢智 长城实验学校 《A大调（鳟鱼）钢琴五重奏》 贰等奖 

7 何露梅 新安初中 《摇篮曲》 贰等奖 

8 余燕 华丰初中 《摇篮曲》 贰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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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奖次 

9 何太丽 华丰初中 《摇篮曲》 贰等奖 

10 祝为 太白中学 《艺术歌曲的成熟 舒伯特》 贰等奖 

11 蒋海建 江油中学 《钢琴音乐的奇葩 肖邦》 贰等奖 

12 郑春燕 中原爱心学校 《A大调（鳟鱼）钢琴五重奏》 贰等奖 

13 董时文 彰明中学 《G大调弦乐小夜曲教案》 叁等奖 

14 刘琼 明镜中学 《A大调（鳟鱼）钢琴五重奏》 叁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