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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艺术鉴赏 

授课 

专业 
护理 

授课 

班级 

2020 级三年护理

7、8、17、18、

19、20 班 

周次 七、八 节次 
第 1、2、

3、4节 

授课 

章节 

第二章 音乐艺术欣赏： 

中国艺术歌曲 

授课

学时 
4 

教学 

目标 

知 识 
通过交流与鉴赏、聆听与反馈、体验与对比等教学活动，学生能说出不同时期中国

艺术歌曲的音乐特点。 

能 力 
通过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和感悟能力，认识到不同时期的作品所反映

的时代思想。 

素 质 通过欣赏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感受民族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学情 

分析 

由于学生对中国艺术歌曲接触较少，在课前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资

源，发放课前任务单，让学生运用合作与探究方式主动获取知识，为新课教学做铺垫。课中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感受不同时期的艺术歌曲所反映的时代思

想，引导学生在作品中感受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职业的自豪感。 

教学 

重点 
把握不同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特点。 

教学 

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所表达的内容，认识到不同时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思想。 

教学 

方法 
情境创设法、合作与探究、引导式聆听、对比欣赏法、参与体验法、网络自主学习法 

教学 

用具 
投影仪 

参考 

资料 

1、蒋伟、孙小迪主编：《艺术鉴赏》航空工业出版社       

2、陈静梅主编：《音乐鉴赏》清华大学出版社 

3、高铁主编：《音乐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研室主任意见 
 

 



教 学 内 容 教学活动设计及时间 

第一课时：古代歌曲 

一、导入： 

播放《但愿人长久》，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古代歌曲。 

二、 讲授新课 

1、古代歌曲的简介 

中国古代歌曲悠远流长、丰富多彩。由于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

化等原因，它的形式、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歌曲的发展

历程中，来了解古代歌曲。 

 

2、欣赏古代歌曲《阳关三叠》 

（1）出示图片，认真观察这幅画面，看看这幅图表达的是什么情形？如果要你

为这幅图配上古诗，你会选择哪一首？ 

学生回答：“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教师归纳小结：从同学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大家积累的古诗词还不少。本节课

将要欣赏的这首古代歌曲就与这首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有着密切的

关系，此诗是为送友人去关外服役而创作的。 

（2）介绍创作背景 

教师讲授：《阳关三叠》作为一首感人至深的古代歌曲，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

为传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首乐曲产生于唐代，是根据诗人、音乐家王维的名篇

《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而成的，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所以又名《渭城

曲》、《阳关曲》，大约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目前的古曲《阳关三

叠》则是一首琴曲改编而成的。全曲曲调纯朴而富有激情，略带淡淡愁绪的歌曲，表达

了离情别意及对远行友人的关怀。 

（3）播放视频《阳关三叠》，感受古代歌曲的韵味，并说出其特点。 

归纳小结：《阳关三叠》充分展现了我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因此在演唱古典

诗词时是否包含古典的韵味主要在于演唱者对于原作意境的把握。《阳关三叠》在演唱

 

创设情境法导入课堂（3 分钟） 

 

 

 

通过 PPT 图形展现，介绍古代歌

曲发展历程。（7 分钟） 

 

 

 

 

 

结合画面，配上古诗，引导学生

理解该作品的创作背景。（8 分

钟） 

 

 

 

 

 

 

 

 

 

 

 

带着问题欣赏作品，感受古代歌

曲的韵味。（12 分钟） 

 



过程中，演唱者要营造盛唐气象与古琴气韵并重的感觉，同时还要贴近王维诗词的意

境，达到哀而不伤，柔而不弱的情感。另外，演唱者还应该与古琴一同展现丰富的表现

方式，张弛有度，轻松驾驭，出色的表现出《阳关三叠》作为古代琴歌的特点。 

（4）引导学生思考并探讨原诗与歌曲歌词异同。 

引导语：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蒙蒙轻纱笼罩的雨后小巷，看到爾后吐露新

芽的柳树，还能看到两袖清风，抱拳永别的友人，更能看到挂在他们脸上的行清泪，这

是一副多么“唯美”的画面呀! 

探讨结论：除了王维的原诗四句，歌词里面增加了部分歌词。文中所提到的“遄

行、遄行、旨酒、旨酒”等处的歌词及曲调是由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更加深刻的表现出

这首诗的内涵，曲作家进行了二度创作改编完成的。 

三、小结 

    这首《阳关三叠》，让我们感受到了友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和经典音乐文化的魅力，

这样一首古朴淡雅诚挚的艺术作品，已经打开了时空的隧道，让我们沿着古曲发展的

脉络，与聆听、演唱和了解我们更多地艺术歌曲吧！ 

 

第二课时：学堂乐歌 

一、导入 

大家比较熟悉的校园歌曲有哪些？举例说明，由此导入新课，了解 100 多年前的

校园歌曲——学堂乐歌。 

二、讲授新课 

1、学堂乐歌的简介 

清末民初，当时的政治改革家主张废除科举等旧的教育制度，效仿欧美，建立了一

批新型的学校。当时把这类学校叫做"学堂"，把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及其所教唱的歌

曲，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就是随着这样的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它是一种选

曲填词的歌曲，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而成，后来也有用民

间小曲或新创的一些曲调。学堂乐歌的倡导者以沈心工、李叔同等音乐教育家为代表。 

2、播放视频，欣赏学堂乐歌《送别》 

《送别》是李叔同在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的一首填词歌曲，他是第

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除音乐戏剧外，绘画、书法、诗词都很擅长，是个

名副其实的音乐天才。他当时是根据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故乡》的旋律填词而成，准确

 

 

 

启发学生思考古诗词与音乐之

间的联系。（8 分钟） 

 

 

 

 

 

课堂小结（2 分钟） 

 

 

 

 

 

为拉近学生的距离，从学生熟悉

的校园歌曲入手，导入新课（3 分

钟） 

 

 

教师教授学堂乐歌的基本知识。

（8 分钟） 

 

 

 

 

播放视频，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

特点（12 分钟） 

 



地把握了《梦见家和故乡》恋故伤别的情感内容，后来在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

事》中都曾做过插曲或主题曲，既强化了影片的抒情色彩，又使这首歌曲得到了更广更

久的流传。整首作品的歌词以长短句结构写成，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深邃，节奏

鲜明，旋律平缓悠长，表达出对友人分别时的离愁别绪，依依不舍的思想感情。下面我

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流传最久也是流传最广的学堂乐歌——《送别》。（播放视频） 

3、学唱学堂乐歌《送别》 

唱谱、念词、填词演唱，并运用音乐治疗中再创造式的方法，用演唱和乐器击打

的方式，进行音乐体验。 

 

三、小结： 

这节课中我们了解了学堂乐歌，聆听了学堂乐歌的代表作《送别》，学堂乐歌是清

末民初新式学堂的校园歌曲，它的兴起和发展使西方音乐及其作曲技法，还有各种艺

术形式和技艺得以传播，带动了我国现代音乐创造的萌芽和发展。 

 

第三课时：抗日救亡歌曲 

一、课前任务单 

    借助网络学习平台，推送课前任务单，让学生分工合作，收集有关抗日救亡歌曲的

资料，选择最熟悉的一首作品，了解其词曲作者简介，创作背景和影像资料，并学会演

唱。 

二、导入： 

由快闪视频，导入新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歌曲，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最具有

时代特色的就是抗战的歌声，抗战的歌声是救亡图存的呐喊和呼唤，是慷慨悲壮的救

亡曲、正气歌、民族魂；也是一部反映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民族解放战争，

 

 

 

 

 

 

教唱歌曲，体会音乐内涵，并用

歌唱、乐器演奏等形式，进行音

乐体验活动。（15 分钟） 

 

 

 

 

 

 

 

课堂小结（2 分钟） 

 

 

 

 

 

 

 

 

 

播放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快闪视

频片段，其中包含了三首家喻户

晓的抗战歌曲，导入新课（3 分

钟） 



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画卷。 

三、讲授新课 

1、抗日救亡歌曲的简介 

教师讲授：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歌曲作为群众宣传、鼓舞士气、团结民心的最直

接最有力的形式，让众多的爱国音乐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作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抗战歌曲中不论是战斗性歌曲，还是抒情性歌曲，都激发着人

们爱国抗战的热情，都是感情真切，激动人心的优秀之作。 

2、抗日救亡歌曲的欣赏 

（1）学生分享：根据学生课前任务单完成情况，挑选两个代表上台分享两首不同

风格的抗日救亡歌曲。 

（2）聂耳《毕业歌》 

 A 创作背景：这首《毕业歌》创作于 1934 年，聂耳作曲，田汉作词，是电影《桃

李劫》插曲，同时也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歌曲号召青年学生“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担负起天下

的兴旺”唱出了当代青年学生的共同愿望和心声。当时很多有志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

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B 作者简介：聂耳，云南玉溪人，原名聂守信，我国著名音乐家，也是我国国歌《义

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到上海，参加反帝

大同盟。1933 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

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影响中国音乐几十年。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

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

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C 播放视频，欣赏《毕业歌》。 

（3）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A 创作背景：《黄河大合唱》是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

创作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9 年春天，确切地说是在 1938 年 9 月，武汉沦陷后，

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

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

号子。 1939 年 1 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年的除夕

联欢会上朗诵此作，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

 

 

 

教师教授抗日救亡歌曲的时代

背景及特点（6 分钟） 

 

 

 

根据学生课前任务单完成情况，

把讲台交给学生，让其进行分

享。（10 分钟） 

跟随抗战时期的两位“人民音乐

家”的抗战歌声，引导学生去感

受那血与泪写成的历史，并根据

学生分享的情况进行补充。（20

分钟） 

 

 

 

 

 

 

 

 

 

 

 

 

 

 



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于 3 月 31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

的作曲，立即引起巨大反响，随即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

最强音。该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

卫祖国的必胜信念。 

 

B 作者简介：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贫苦船工家庭。中国近代著名作

曲家、钢琴家。1928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1930 年到法国巴黎学习作曲和指挥。1935

年回国后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写出了

不朽之作《救国军歌》, 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一生中创作了近 300 首音乐作品和大

量论文，塑造了无数生动的艺术形象,并以他对革命音乐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人民音

乐家"称号。1938 年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 年病逝于莫斯科。为了民族解

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他在延安鲁艺时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

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一部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壮阔史诗。 

C 播放视频，欣赏《黄河大合唱》的七个乐章《保卫黄河》，并谈谈欣赏后的感受

和整首作品的情绪如何？ 

教师归纳：作品痛诉了华夏摇篮——黄河遭受的苦难；揭示了黄河伟大坚强的气

概；歌颂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坚强必胜的英雄气概。这部作品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在

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像战斗的号角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使中华儿女斗志昂扬

地奔赴战场，去投入民族解放战争，去光复被蹂躏的每一寸土地。 

四、小结 

一首首抗日救亡的歌曲，带给人们的是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救亡歌曲是抗战

时期的最强音，我们要将抗战的歌声传下去，传承歌曲折射出的抗战精神。这些精神也

成为了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团结互助、战胜灾难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一种

中国精神的力量。 

 

 

 

 

 

 

 

 

 

 

 

 

 

 

 

 

 

 

 

 

 

 

 

 

 

 

课堂小结（1 分钟） 

 

 

 

 



第四课时——新中国的歌 

一、导入： 

新中国的音乐史，同样也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不

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却擦出美妙的音乐火花。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优

秀音乐作品，反映了共和国的辉煌历程，讴歌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二、讲授新课 

1、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艺术歌曲 

（1）新中国成立初期  

时代背景：1949 年 10 月 1 日，迎来了中国 20 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成为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与进步影

响着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创作，作曲家用西方作曲理念加上中国民族曲调创作出很多热

情、激昂、向上，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符合时代语境、具有鲜明主题和历

史意义的艺术歌曲。 

作品特点：在这个时期，艺术歌曲的题材内容大多反映的是人民当家做主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场景。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歌曲语言凝练，结构严谨，引人奋发向上。

全曲采用主、副歌的形式，主歌部分音乐跌宕、流畅，副歌部分音调高昂，节奏铿锵有

力，慷慨激昂，让人们在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

一切困难的前进动力。 

（2）改革开放初期 

时代背景：1978 年 12 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提出解放思想、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些的

转变都对文化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些作曲家和文学家纷纷在围绕改革开放新时代、

新气象主题展开创作，艺术歌曲在新时代新时期的影响下茁壮成长。 

作品特点：这一时期艺术歌曲的题材内容开始丰富，创作技法也在逐渐成熟，作

曲家们响应时代召唤创作出很多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优秀作品，比如《春天的故事》该

曲写法通俗，表达的情感是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它记下了深

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代表着人民的希望。歌曲名字里的“春

天”寓意着中国迎来了新发展新的生机的春天，它有着史诗般的气势，有着精神文明的

寄托; 还有一些选用的题材和艺术特征是表达真实内心情感，突出声乐部分的演唱及

线条的处理及善于营造艺术意境的作品； 

 

 

课堂导入（3 分钟） 

 

 

 

教师从这三个不同时期来聆听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歌声。（12 分

钟） 

 

 

 

 

 

 

 

 

 

 

 

 

 

 

 

 

 

 

 

 

 



（3）新的历史时期 

时代背景：到了 21 世纪，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在高速发

展，这个时期是中国发展最繁荣昌盛的年代，艺术歌曲在各种技术手段的结合下展现

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艺术

歌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达到了成熟与繁荣阶段， 

作品特点：这一时期题材选用的都是新时代下的中国梦，比如《走向复兴》短短

两分多钟的歌曲，却撼动人心。歌词凝练而大气，气势磅礴又细腻传神，淋漓尽致地传

递出亿万人民喜庆新中国 60 华诞的共同心声。曲调昂扬向上，旋律既抒情优美，又宽

广豪迈，有着撼人的艺术魅力。用铿锵的旋律表达着中国人在新时期面向未来，不怕艰

苦，走向民族复兴的一种信念，通过群众歌曲的形式唱响走向复兴的最强音。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音乐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力量是非常大的，这是一种精

神的寄托，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在国家大力扶持艺术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艺术歌曲作

为一种庄严而又亲民的艺术形式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特地位。 

2、欣赏作品《我和我的祖国》 

（1）播放视频 

提问：a 请问同学们听到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什么样的音乐情绪？ 

b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什么？你听过有什么样的启发？ 

教师归纳：这首歌曲创作于 1986 年，曲调流畅，激越、抒情、歌词真挚，亲切感

人，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表现了人民对祖国满怀深情的高尚爱国

主义情操。歌曲为二部曲式结构，圆舞曲节奏风格。使人听了有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爱

国情感的升华。 

（2）介绍视频录制的背景： 

同学们在该视频中也看到了很多我们江西省医务工作者的身影，这是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江西省卫健委机关、省直卫生健康单位的干部职工、医务工作者唱

响《我和我的祖国》，向祖国母亲深情告白，展现江西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真挚情感和职业自豪感，展现人民群众在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发展

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歌唱出了无数

中华儿女的心声，道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深深的爱国情怀。 

三、课堂小结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这些艺术歌曲，印证着祖国 70 年的沧桑巨变，在这期间涌

 

 

 

 

 

 

 

 

 

 

 

 

 

 

播放视频，欣赏作品，并回答问

题。（15 分钟） 

 

 

 

 

 

结合学生专业，与歌曲联系起

来，增强学生职业自豪感，让学

生感受到作为医学生的担当与

责任。（8 分钟） 

 

 

 

 

课堂小结（2 分钟） 



现出了大量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作品的欣赏，能够唤

醒更多青年学子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艺术作品，让它源远

流长! 

 

【课后作业】 

     完成“超星学习通”上，中外艺术歌曲的作业。 

课后

分析 

本单元内容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让学生了解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采用

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感受不同时期的艺术歌曲所反映的时代思想，引

导学生在作品中感受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职业的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