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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传统音乐文化，提升校园美育功能，促使学校重视并

着力加强音乐教学，积极创设条件开展全员参与的班级合唱与小

乐器合奏教学，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多声部听觉感知能力、合唱能

力、合奏能力。开展了江油市第四届“唱家乡的歌”微课评比及

研培活动和江油市第二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班级合唱评比活动。 

通过对系列活动的评审，呈现以下亮点： 

1.参与积极，面广质量高。本次活动得到学校的重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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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校组织认真，不论是教师教学展评还是学生效果呈现都比较

好。比如：江油外国语学校参赛的口风琴合奏《欢乐的那达

慕》、葫芦丝合奏《春天在哪里》，在乐器的编配、演奏的力

度、情绪的表达上都做以精细的处理；诗城小学班级合唱《清

晨》，学生状态饱满，声部清晰，音准很好；新安小学、铜星小

学的合唱、二郎庙小学的合奏在本次活动中也崭露头角。 

2.目标准确，教学能力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弘扬与传承

文化，重视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提倡学科综合，激发学生

爱祖国爱家乡情感。比如：长城实验学校包贵华老师微课《我们

跟你走》，在歌曲学习中既加强了合唱教学让学生体会到合唱带

来的更为饱满丰富的情绪，同时让布托学生感悟到因脱贫攻坚给

自己带来的福利，把感恩祖国和党牢记心中，让情感得以升华。 

3.专业展现，音乐素养好。教师语言精练媒体运用和制作能

力强，能优美的示范，能用准确的音乐术语引导学生表达体验情

感；在音准的教学、乐理知识的讲解、赏析方法的设计、情绪调

动的调动上展现了较好的教师素养。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1.演奏形式单一。一些学校教师没有领会合唱与合奏的“合”

的意思，只采用一种乐器或一个声部的齐奏或齐唱，没有乐器的

编配和声部的配合，也就缺乏层次和感染力。 

2.指挥没有起到核心作用。一些教师对指挥这一重要角色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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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够、研究不够、表现不够，仅起了划拍子的作用，对情绪的

烘托，演唱准确的预示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3.视频录制问题。视频要呈现完整美观的表演场面，比如：

指挥、钢伴、队员；录制环境要安静，音质也要清晰，而一些学

校在此方面缺乏意识，导致效果不好。 

4.微课教学认识不够。一些老师对微课教学仍然存在误解，

没有在某个环节或某个知识点上入手，而把它上成一堂精简浓缩

的音乐教学课，所以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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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部分优秀

作品推送绵阳参评。 

一、江油市第二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班级合唱评比结果 

序号 参赛学校 演唱曲目 1 演唱曲目 2 指导教师（限 3名） 等级 

1 诗城小学北校区 《清晨》 《灯火里的中国》 曹义宝、李鑫、卢成梅 特等奖 

2 诗城小学南校区 《春笋》 《阳光牵着我的手》 陈小辉、梁思琪 特等奖 

3 江油实验学校 《彩云追月》 《布谷鸟》 郭丽 曹秦宁 特等奖 

4 新安小学 《卢沟谣》 《少年中国梦》 陆琴 特等奖 

5 中原爱心学校 《榕树爷爷》 《七色光之歌》 董妩媚  李季芳  郑春燕 特等奖 

6 长城实验学校 《让世界充满爱》 《苏木地伟》 卢智  包贵华 特等奖 

7 花园小学 《叮铃铃》 《萱草花》 王方竹、董珊珊 一等奖 

8 贯山小学 《卢沟谣》 《妈妈格桑拉》 魏小强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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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油市第二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班级合奏评比结果 

序号 参赛学校（全称） 演奏曲目 1 演奏曲目 2 指导教师（限 3名） 等级 

1 江油外国语学校 《月亮月光光》 《欢乐的那达慕》 陈莉、陈芳芳、王翠蓉 特等奖 

2 江油外国语学校 《春天在哪里》 《军港之夜》 王志东、任芋霖、储美泓 特等奖 

3 长城实验学校 《萤火虫》 《踏雪寻梅》 汪凤  包贵华 一等奖 

4 诗城小学南校区 《迷人的火塘》 《金孔雀轻轻跳》 薛梅、唐蓉 一等奖 

5 二郎庙小学 《大鱼》 《摇篮曲》 李秋洁、李斌、杨茜 一等奖 

9 胜利街小学 《奉献》 《萤火虫》 高静、冯丹 一等奖 

10 文化街小学 《萱草花》 《迷人的火塘》 罗晓红、银小兵、苏毓骁 一等奖 

11 华丰初中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彩色的中国》 唐光惠、冯舸、何太丽 一等奖 

12 重华小学铜星校区 《萱草花》 《妈妈格桑拉》 罗曼 一等奖 

13 二郎庙小学 《红星歌》 《我们是朋友》 王桂芳、李斌、杨茜 一等奖 

14 高新区实验小学 《校园多美好》 《妈妈格桑拉》 田刚  何忠华  米莉 一等奖 

15 逸夫小学 《妈妈格桑拉》 《真善美的小世界》 顾红 二等奖 

16 江油外国语学校 《榕树爷爷》 《布谷鸟》 史均涵 二等奖 

17 八一小学 《卢沟谣》 《童心是小鸟》 曾晓涵、刘军 二等奖 

18 诗城小学北校区 《卢沟谣》 《迷人的火塘》 卢成梅、苟娟、曹义宝 二等奖 

19 河口小学 《妈妈格桑拉》 《真善美的小世界》 唐浩 二等奖 

20 战旗小学 《雏鹰之歌》 《祖国在我心窝里》 曹秋菊  杨波 肖宗蓉 二等奖 

21 厚坝小学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是少年阿凡提》 石丽 王春燕 蒋次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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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胜利街小学 《歌唱祖国》 《萤火虫》 高静、冯丹 一等奖 

7 坚勇实小 《叮铃铃》 《青春舞曲》 潘月 一等奖 

8 河口小学 《萤火虫》 《龙的传人》 唐浩 二等奖 

9 诗城小学北校区 《欢乐颂》 《歌唱祖国》 卢成梅、苟娟、李鑫 二等奖 

10 龙凤小学 《云》 《小星星》 陈永萍、曹文江 二等奖 

11 逸夫小学 《欢乐颂》 《美丽的黄昏》 顾红 二等奖 

12 高新区实验小学 瑶族舞曲 龙的传人 田刚  何中华 米莉 二等奖 

13 八一小学 《小星星》 《欢乐颂》 曾晓涵、刘军 二等奖 

三、江油市第四届“唱家乡的歌”微课评比结果(小学组) 

序号 姓名 单位 课题 指导教师 等级 

1 史钧涵 江油外国语学校 《变脸》 陈莉 一等奖 

2 董珊珊 花园小学 《数蛤蟆》 王芳竹 一等奖 

3 薛梅 诗城小学南校区 《风过泸州带酒香》 陈小辉 一等奖 

4 高静 胜利街小学 《放牛山歌》 冯丹 一等奖 

5 陆琴 新安小学 《嗬伊莎》 无 一等奖 

6 陈莉 江油外国语学校 《放牛山歌》 史钧涵 一等奖 

7 冯丹 胜利街小学 《喜欢江油你就来》 高静 一等奖 

8 唐蓉 诗城小学南校区 《羊角花儿云里开》  一等奖 

9 王志东 江油外国语学校 《太阳出来喜洋洋》 罗莎 一等奖 

10 魏晶晶 世纪奥桥小学 《螃蟹歌》 唐玲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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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舒莉华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螃蟹歌》   二等奖 

12 易兴明 花园小学 《查查查威勒》  二等奖 

13 陈芳芳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蛤蟆》  二等奖 

14 阎文笛 双河小学 《螃蟹歌》  二等奖 

15 向芹 河口小学 《巴山背二哥》  二等奖 

16 张译丹 江油外国语学校 《黄丝妈妈》  二等奖 

17 王娟 诗城小学南校区 《螃蟹歌》  二等奖 

18 吴佳丽 世纪奥桥小学 《吹起羌笛跳锅庄》  二等奖 

19 王芳竹 花园小学 《采花》  二等奖 

20 苏毓骁  文化街小学 《数蛤蟆》  二等奖 

21 梁思琪 诗城小学南校区 《放牛山歌》  二等奖 

22 肖念 江油外国语学校 《采花》  三等奖 

23 李连波 江油外国语学校 《太阳》  三等奖 

24 火桂华 胜利街小学 《放牛山歌》   三等奖 

25 聂可帆 花园小学 《喜欢江油你就来》  三等奖 

26 邹慧茗 江油外国语学校 《打夯歌》  三等奖 

27 任洁 胜利街小学 《放牛山歌》  三等奖 

28 汪凤 长城实验学校 《采花》   三等奖 

29 蔡邱 诗城小学南校区 《放牛山歌》  三等奖 

30 马鸿祥 文胜小学 《放牛山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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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斌 厚坝小学 《喜欢江油你就来》  三等奖 

四、江油市第四届“唱家乡的歌”微课评比结果(中学组) 

序号 姓名 学校 课题 指导教师 等级 

1 严君 江油职业中学校 《槐花几时开》 刘萍 一等奖 

2 包亚珍 江油外国语学校 《咂酒歌》 杜瑶 一等奖。 

3 卢智 长城实验学校 《彝族酒歌》 包贵华 一等奖 

4 包贵华 长城实验学校 《跟我走》 卢智 一等奖 

5 曹秦宁 江油实验校 《槐花几时开》  二等奖 

6 薛稚迁 长城实验学校 《黄杨扁担》  二等奖 

7 余燕 华丰初中 《采花》  二等奖 

8 刘琼 明镜中学 《静夜思》  三等奖 

9 梁婉薷 双河初中 《康定情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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