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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义务教育音乐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试行）

前 言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教体艺〔2015〕5 号）、《福建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6〕69

号）等文件精神，紧跟新时代、新形势、新步伐，进一步深化学校美育工作改革，

促进我省中小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根据国家《义务教育

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结合我省音乐教学实际情况，制订《福建省义务教育

音乐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试行）》。

本指导意见编写遵循以下原则：

（一）指导性原则

贯彻《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通过对核心概念的研究，理解本学科能力的本质特征，突出音乐课程的性质与核心

目标，形成基于音乐学科能力的教学指南框架、体系，并形成将课程内容、学科能

力、实施建议和评价标准整合起来的纲领性文本，促进一线音乐教育工作者对课程

理念的深入认识，理解知识技能与学科能力之间的关系，有效运用教学方法，合理

进行教学评价，形成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学生发展观。

（二）基础性原则

突出音乐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注重学科基本思想和方法；有利于教学中

引导学生初步形成音乐思维及审美规律，落实中小学生音乐能力的培养。

（三）针对性原则

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总目标要求和各学段内容标准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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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针对性地制定一至九年级学生在不同领域学习内容上的学业质量水平等级及

初中音乐考试评价要求，并以此作为我省中小学生音乐学业水平的评价基准与导向，

使教师能准确把握学生在不同内容领域上的能力标准。在教学实践中，正确地引导

学生通过各学段内容的学习，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基本的音

乐素养。

（四）可行性原则

遵循《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基本要求，便于一线教师针对不

同领域的教学内容选择适切、可行的教学方式，便于操作，便于评价。评价结果可

计入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中的学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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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理念、教育教学原则

（一）课程理念

音乐是人类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

部分。音乐课程主要通过音乐听觉活动，培养学生的欣赏、表现、创造等能力，形

成基本的音乐素养。

音乐课程的实施应贯彻《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精神，注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的整合；要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心理发展水平和音乐认知特点，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

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探究、发现、领略音乐艺术的魅力，理解音乐文

化的多样性，共享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应着力落实以下课程基本理念：

1.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

2.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

3.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

4.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

5.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

（二）教育教学原则

1．审美性原则

音乐具有以美育人的特征，音乐教育要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激发学生内在的审美需求，形成积极的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取向。使

音乐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情智互补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为学生

终身喜爱音乐、享受艺术人生、提高生活品质、创造幸福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最

终培养学生“向真”“向善”“向美”的健康人格和优秀的人文素养。

2．实践性原则

音乐教育课程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与审美体验，形成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而产

生相应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感。音乐教学中应通过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

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种实践形式，帮助学生获得对音乐的直接经验和丰富的情感体

验，为掌握音乐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领悟音乐内涵、提高音乐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3．创造性原则

音乐教育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要通过音乐学习，丰富

学生的形象思维，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质。在教学中，应设定生动有趣的创造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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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容、形式和情境，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意识。

二、音乐能力标准框架

（一）小学音乐能力标准框架

学科能力 学科能力的细化描述

音乐欣赏能力

音乐表现要素的感受与听辨能力

音乐情绪与情感的感受、听辨与表达能力

音乐体裁与形式的感受能力

音乐风格与流派的感受能力

音乐表现能力

演唱能力

演奏能力

综合性艺术表演能力

识读乐谱能力

音乐创造能力

探索音响与音乐的能力

即兴编创能力

创作实践能力

（二） 初中音乐能力标准框架

学科能力 学科能力的细化描述

音乐欣赏能力

音乐表现要素的感知与辨认能力

音乐情绪与情感的感知、辨认与表达能力

音乐体裁与形式的辨认能力

音乐风格与流派的辨认能力

音乐评价能力

音乐表现能力

演唱能力

演奏能力

综合性艺术表演能力

识读乐谱能力

音乐创造能力

探索音响与音乐的能力

即兴编创能力

创作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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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实施

（一）课时安排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调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及比例的通知》（闽教基〔2014〕

17 号），一至四年级音乐课每周 2节，五至九年级音乐课每周 1节。

（二）教学要求及教学建议

1.一至六年级教学要求及教学建议

（1）感受与欣赏

Ⅰ音乐表现要素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感受自然界与

生活中声音

能感受自然界和生活中的

各种音响。

从贴近学生生活的声音入

手，引导学生感受、模仿自

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并能

逐步建立起与生活经验的联

系。

能用自己的声音或打击乐

器模仿喜欢的音响。

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学生

的音色特点及打击乐器的音

色特点模仿生活中的音响。

感受与听辨乐

器和人声音色

能听辨歌唱中童声、女声

和男声的音色。

聆听、对比不同年龄、性别

演唱者的歌声，了解童声、

女声和男声音色特点。

能听辨常见打击乐器的音

色,并能用打击乐器奏出

强弱、长短不同的声音。

1.视听结合，了解常见打击

乐器外形及其音色特点，知

道常见打击乐器的名称，并

进行对应记忆。

2.敲击常见打击乐器，对比、

感受其强弱、长短不同的声

音和音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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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音乐力度、

速度、节拍

能感受并描述音乐中力

度、速度、节拍的变化。

在音乐活动中建立稳定的节

拍感，感受节拍、速度、力

度的特点及变化，并能用适

当的语言描述。

能对二拍子、三拍子的音

乐做出相应的体态反应。

引导学生运用适合的体态律

动，感受二拍子、三拍子的

节拍重音，表现其韵律特点。

学段二

（3-6 年级）

感受自然界与

生活中声音

能发现自然界和生活中的

各种音响

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已有的

经验，寻找、发现自然界和

生活中的各种音响。

能用自己的声音或乐器模

仿喜欢的音响。

引导、鼓励学生根据自然界

与生活中的音响特点，运用

自己的声音或合适的乐器进

行模仿。

听辨人声和

乐器的音色

能听辨歌唱中不同类型的

女声、男声的音色，说出

人声分类。

聆听歌曲，引导学生掌握男

声、女声的音色、音域特点

及其分类依据。

能认识常见的中国民族乐

器和西洋乐器，并能听辨

其音色特点。

1.视听结合，引导学生了解

乐器的外型、音色、演奏方

式。

2.聆听不同乐器演奏的音

乐，对比感受其音色特点，

增强对乐器音色的听辨能

力。

感知与听辨音

乐的节拍、旋

律、速度、力度

能初步辨别节拍的不同，

体验二拍子、三拍子、四

拍子的律动感。

在感知音乐节奏和旋律的过

程中，引导学生运用适合的

体态律动，感受二拍子、三

拍子、四拍子的节拍重音，

体验其韵律感，辨别节拍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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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

强弱。

聆听音响，在音乐活动中引

导学生感受、辨别音高、速

度、力度等要素的变化。

感知音乐结构
能感知音乐的主题，区分

音乐的基本段落。

聆听音乐，从旋律特点、表

现形式、情感表达等角度感

知不同的音乐主题，并能用

体态、线条、色彩对所听音

乐做出相应的反应，区分音

乐的基本段落。

Ⅱ音乐情绪与情感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音乐情绪的

体验与表现

能体验不同情绪的音乐，

自然流露出相应表情或做

出体态反应。

在音乐活动中，引导学生用

适合的表情、动作，表达对

音乐情绪的感受。

能说出音乐情绪的相同与

不同。

对比聆听不同的音乐，感受、

体验不同的音乐情绪，并用

准确的词语进行描述。

学段二

（3-6 年级）

听辨不同

音乐情绪

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能

体验并能简要描述音乐情

绪的变化。

1.聆听音乐，借助多种手段

感知音乐作品，提高对音乐

情绪的辨别能力。

2.对比，分析音乐要素，用

简单的语言，描述音乐情绪

的异同及变化。

描述音乐

情绪的变化

Ⅲ 音乐体裁与形式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音乐体裁、音乐

段落的感受与

表现

聆听、感受儿童歌曲、进

行曲、舞曲及其他体裁的

音乐段落。

精选音乐形象鲜明、结构较

为简短的高品质音乐素材，

丰富学生的听觉体验，并对

所听音乐做出反应。

能够随着进行曲、舞曲音

乐走步、跳舞。

感受和体验不同体裁形式的

音乐，并对所听音乐做出恰

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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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二

（3-6 年级）

歌曲、小型器乐

曲体裁、类别的

分辨与表现

1.聆听少年儿童歌曲和颂

歌、抒情歌曲、叙事歌曲、

艺术歌曲、格调健康的流

行歌曲等各种体裁和类别

的歌曲。

2.聆听不同体裁和类别的

小型器乐曲。

精选不同体裁的高品质歌曲

和小型器乐曲素材，丰富学

生的听觉体验，并在实践中

感受不同体裁的特点，记忆

主题旋律。

能初步分辨小型音乐体裁

与形式。

1.聆听音乐，了解不同音乐

体裁的特点，能将体裁名称

与音乐主题相对应。

2.聆听不同形式的演唱歌

曲，引导学生从声部组合、

演唱人数、音色特点等方面

进行比较，掌握区分不同演

唱形式的依据，辨别独唱、

重唱、合唱等不同的演唱形

式。

3.聆听不同演奏形式的乐

曲，引导学生从声部数量、

演奏人数、音色特点等方面

进行比较，掌握区分不同演

奏形式的依据，辨别独奏、

重奏、合奏等不同的演奏形

式。

音乐主题感受

与表现

1.能随着乐声哼唱短小的

音乐主题或主题片段。

2．能通过律动或运用打击

乐对所听音乐做出反应。

3．聆听音乐的主题并能说

出曲名。

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经

验，进行音乐主题旋律的哼

唱或视唱，并能将曲名与音

乐主题对应。

Ⅳ 音乐风格与流派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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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一

（1-2 年级）

听赏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与世

界音乐

聆听中国及世界不同国

家、地区、民族的儿歌、

童谣及小型器乐曲或乐曲

片段，能初步感受其不同

的风格。

1.在聆听音乐中，感受中国

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

族的儿歌、童谣及小型器乐

曲或乐曲片段，培养聆听兴

趣,引导学生了解相关风俗

与文化。

2.模唱或背唱不同国家、地

区、民族的儿歌、童谣及小

型器乐曲或乐曲中具有典型

风格的乐句或片段。

学段二

（3-6 年级）

听赏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

能了解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和民族的民歌、民间歌舞、

民间器乐曲和以京剧为代

表的中国戏曲及曲艺音

乐，体验其不同的风格。

1.在聆听的基础上，结合中

外民族文化特点，感受、体

验中外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

特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通过模仿、表演等实践活

动，感受旋律发展手法及特

点，熟悉音乐主题，加深对

不同风格作品的理解。
听赏世界音乐

能感受世界部分国家民族

民间不同的音乐风格。

（2）表现

Ⅰ演唱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养成良好的

歌唱习惯

能用正确的姿势、自

然的声音，有表情地

独唱或参与齐唱。

结合儿歌、童谣及其他短小歌曲的

学习，指导学生用自然的声音、正

确的姿势演唱歌曲。

自信、有感

情地演唱

能积极学唱歌曲，参

与演唱活动；能采用

不同的力度、速度表

现歌曲的情绪；每学

年能够背唱 4～6首歌

曲（其中中国民歌 1～

2首）。

1.关注学生准确的音高概念及节奏

感的建立，并能准确地歌唱。

2.创设与歌曲表现内容相适应的教

学情境，运用恰当的速度、力度，

引导学生准确表达歌曲的情绪。

3.关注歌唱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声

音表现，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4.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进行

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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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指挥动作做出反

应。

1.教师的指挥动作应准确、规范。

2.通过教师的示范、讲解及师生互

动，感受指挥动作与音乐之间的关

系。

学段二

（3-6 年级）

养成良好的

歌唱习惯

能用正确的演唱姿势

和呼吸方法唱歌；了

解变声期嗓音变化的

知识，初步懂得嗓音

保护的方法，培养良

好的唱歌习惯。

1.运用自然的声音、正确的姿势轻

声歌唱，强化要求，培养良好的歌

唱习惯。

2.通过教师的准确示范、讲解及学

生的模仿、体验，指导学生掌握正

确的发声和呼吸方法。

自信、有感

情地演唱

乐于参加各种演唱活

动。

1．创造优质的听觉环境，激发学生

的演唱兴趣，及时鼓励学生，培养

其自信心与参与意识。

2.通过多元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

生歌唱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展现自

我，积累与他人合作演唱的经验。

能用自然的声音、准

确的节奏和音调，有

表情地独唱。能参与

齐唱、轮唱、合唱，

并能对指挥动作做出

恰当的反应。

1.在演唱活动中，进一步强化和巩

固准确的音高概念及节奏感。引导

学生掌握演唱基本技能，了解嗓音

保护的知识，初步掌握嗓音保护的

方法。

2.创设与歌曲表现内容相适应的教

学情境，在正确理解与挖掘作品内

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运用恰

当的速度、力度，准确表达歌曲的

情绪。

3．开展合唱教学，使学生感受多声

部音乐的丰富表现力，培养与他人

合作演唱的能力。

4.通过教师的示范、讲解及师生互

动，感受指挥动作与音乐之间的关

系。

5.运用准确、规范的动作，指挥学

生进行齐唱、轮唱、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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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能背唱歌曲

4～6 首（其中中国民

歌 1～2 首），学唱京

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

段。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进行背

唱。

客观评价自

己、他人或

集体的演唱

能对自己、他人的演

唱作简单的评价。

1．引导学生从演唱的音准、音色、

节奏、咬字吐字、情感等方面进行

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

2．鼓励学生学会欣赏自己与别人的

优点，发现不足，并加以改进。

Ⅱ 演奏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主动参与各

种演奏活动

学习常见的课堂打击

乐器，能参与演奏活

动。

与唱歌、欣赏、创造等教学内容密

切结合，指导学生用准确的姿势和

方法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

能用打击乐器或其他

声音材料合奏或为歌

曲伴奏。

1. 根据歌曲的特点，引导学生选择

合适的打击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

创编节奏型为歌曲伴奏，丰富作品

的表现力。

2.在演奏活动中进行合作体验。

客观评价自

己、他人或

集体的演奏

能对自己、他人的演

奏作简单的评价。

1．引导学生从打击乐器演奏的音

色、节奏、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自我

评价和互相评价。

2．鼓励学生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

欣赏自己与别人的优点，发现不足，

并加以改进。

学段二

（3-6 年级）

主动参与各

种演奏活动

乐于参与各种演奏活

动。

1. 创设环境，激发学生的演奏兴

趣，及时鼓励学生，培养其自信心

与参与意识。

2．通过多元的校园文化活动，鼓励

学生从自身兴趣和实际条件出发，

在参与中发展特长，表现自我。

学习竖笛、口琴、口

风琴或其他课堂乐器

的演奏方法，参与歌

1．通过教师示范、讲解，引导学生

模仿、体验，指导学生掌握课堂乐

器的正确演奏姿势和方法。



- 12 -

曲、乐曲的表现。 2.引导学生在演奏中运用正确的声

音表现，并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3.指导学生运用乐器进行独奏、合

奏、齐奏，演奏简单的音乐主题音

调；运用乐器为歌曲演唱伴奏。

4.将乐器作为学具，辅助学生的演

唱，提高演唱的准确性、有效性，

提升音乐表现能力。

5．鼓励因地制宜地选择学习本地

区、本民族的适合进入小学音乐课

堂教学的乐器；鼓励和引导学生自

制乐器。

客观评价自

己、他人或

集体的演奏

能对自己、他人的演

奏作简单的评价。

1．能够从乐器演奏的音准、节奏、

方法、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自我评价

和互相评价。

2．鼓励学生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

欣赏自己与别人的优点，发现不足，

并加以改进。

每学年能够演奏乐曲

1～2首。

根据每个学生的演奏能力，确定其

演奏曲目。

Ⅲ 综合性艺术表演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综合性艺术

表演的参与

与个人表现

喜欢参与综合性艺术

表演活动。

借助现代多媒体资源，运用游戏、情

境创设等方式，激发学生的表演欲

望。

能配合歌曲、乐曲，

用身体做动作。

1. 结合音乐特点，选择适合的表现

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体验音乐

的情感及风格。

2.通过作品的聆听、演唱、演奏、创

作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运用简单的

肢体动作进行表现。

3.通过小组讨论、协作、实践等方法，

鼓励学生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恰当

地表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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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艺术

表演的合作

1.愿意并乐于与他人

进行艺术表演合作。

2.能与他人合作，进

行律动、集体舞、音

乐游戏、儿童歌舞表

演等活动。

1.结合作品，为学生创设合作表演的

情境，并为每个学生提供合作机会，

以保证艺术表演面向全体，从而有效

激发全体学生参与合作的意识。

2.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形式的艺术

表演活动，让学生在相互配合中巩固

音乐能力，明确合作要求，培养良好

的合作习惯。

学段二

（3-6 年级）

综合性艺术

表演的参与

能主动地参与综合性

艺术表演活动。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长进

行综合性艺术表演，让每个学生都有

实现自我表现的机会。

综合性艺术

表演的合作

能在有情节的音乐表

演活动中（如儿童歌

舞剧）担当一个角色。

1.选择精炼短小、通俗易懂的音乐素

材作为音乐表演剧本。

2.充分利用学生的艺术资源，根据学

生艺术特长安排角色。

3.通过音乐表演活动，帮助学生获取

与他人合作交流的经验。

综合性艺术

表演的评价

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表

演作简单评价。

结合艺术表演作品，引导学生从表情

动作、语言表达、舞台礼仪、音乐技

能、情感表现、合作能力、创作能力

等角度展开自评、互评。

Ⅳ 识读乐谱

学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识读简单节

奏

认识简单的节奏符

号，并用声音、语言、

身体动作表现简单的

节奏。

1.运用生活经验，通过语言、动作、

等方式表现简单的节奏。

2.将已学节奏简单组合，结合音乐

作品，进行节奏片段练习。

模唱简单旋

律

能用唱名模唱简单乐

谱。

1.运用听唱法学唱歌曲。

2.结合音乐作品选取易于学唱的乐

谱进行模唱。

学段二

（3-6 年级）
识记常用音

乐基础知识

能结合所学歌曲认识

音名、音符、休止符

及一些常用的音乐记

号，了解其表达的含

义并能结合音乐作品

准确、恰当地进行表

1.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在聆听中

体验、认识、了解、记忆音乐记号

及其表达的含义。

2.在聆听、对比中，对易混淆的音

乐记号进行重点区分和记忆。

3.结合音乐作品的欣赏、演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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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奏，引导学生自如、恰当地表现音

乐记号的含义，帮助学生理解音乐，

感受音乐，表达音乐。

4.鼓励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音乐记

号为作品进行再创造。

视唱乐谱

能跟随琴声视唱简单

乐谱，具有初步的识

谱能力。

1.运用哼鸣模唱旋律，帮助学生熟

悉旋律走向，为识谱奠定基础。

2.运用听唱与视唱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识谱训练，在发展音乐听觉的基

础上提升学生的识谱能力。

3.采用比较法，在聆听感受中，通

过寻找乐句之间的异同点，降低识

谱难度，增强学生的识谱信心。

4.结合视、听、唱、动、想象等多

种感官，在欣赏音乐主题的同时，

提高识谱能力。

5.将简易乐器引入课堂，通过准确

演奏音符，结合听音训练，潜移默

化地建立音高概念，增强识谱能力。

（3）创造

Ⅰ探索音响与音乐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自然界和生

活中的声音

能运用人声、乐器声模

仿自然界和生活中的

声音。

引导学生感受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

音特点，并用适合的人声或自制乐

器进行模仿。

探索音响

能用打击乐器或寻找

发声材料探索声音的

强弱、长短和音色。

引导学生运用适合的打击乐器、生

活物品、身体部位等发声材料，在

实践活动中探索声音的强弱、长短

和音色。

学段二

（3-6 年级）

自然界和生

活中的声音

能运用人声、乐器声及

其他声音材料表现自

然界或生活中的声音。

引导学生通过模仿、对比、想象，

运用人声、乐器及其他声音材料表

现自然界或生活中的声音。

探索音响

能在教师指导下自制

简易乐器。

指导学生探索音响，自制符合作品

特点、适合音乐表现的简易乐器，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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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即兴编创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运用音乐要

素即兴编创

能将儿歌、诗词短句用

不同的节奏、速度、力

度等加以表现。

基于学生对节奏、速度、力度等音

乐要素的体验与感知，结合范例观

看、教师示范与讲解等方式，学会

运用其要素表现儿歌、诗词短句。

即兴编创动

作

能在唱歌或聆听音乐

时即兴地做动作。

在聆听、感受的基础上，通过示范、

对比、表演等手段，引导学生根据

作品特点即兴编创舞蹈动作，设计

音乐游戏活动。

运用乐器和

声音材料即

兴编创

能用课堂乐器或其他

声音材料即兴配合音

乐故事和音乐游戏。

引导学生根据作品特点，运用适合

的课堂乐器或各种声音材料进行即

兴编创。

学段二

（3-6 年级）

即兴编创

动作

能即兴编创同歌曲情

绪一致的律动或舞蹈，

并参与表演。

通过聆听、感受、理解、演唱等方

式，引导学生把握音乐情绪，并根

据作品特点即兴编创律动或舞蹈。

运用声音材

料及表现形

式即兴编创

能运用各种声音材料

及不同的音乐表现形

式，即兴编创音乐故

事、音乐游戏，并参与

表演。

1.通过创设情境，指导学生编创音

乐故事情节、音乐游戏。

2.引导学生运用各种声音材料，结

合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参与表演。

Ⅲ 创作实践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记录声音

和音乐

能运用线条、色块、图

形，记录感受到的音

乐。

有计划地进行听记训练，启发学生

运用线条、色块、图形，记录音乐

的速度、力度、节奏、旋律特点。

编创节奏

和旋律

能运用人声、乐器或其

他声音材料，编创 1～

2小节的节奏音型。

在聆听、模仿、熟记的基础上，运

用人声、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进

行 1-2 小节的节奏音型编创实践。

学段二

（3-6 年级）

记录声音

和音乐

能在教师指导下，运用

图谱或乐谱记录声音

和音乐。

引导学生运用图谱或所学的音乐知

识和技能，记录声音特点和音乐形

态。

编创节奏

和旋律

能利用教师或教材提

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

或与他人合作编创

2～4 小节的节奏或旋

律。

通过聆听及对创作材料的分析，鼓

励学生以独立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

行简单的节奏和旋律记忆、填充与

创作练习，体验创造乐趣，培养学

生的编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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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乐与相关文化

Ⅰ音乐与社会生活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感受生活

中的音乐

1.能感受生活中的音

乐。

2.能通过多种渠道听

赏音乐。

鼓励学生通过广播、多媒体、影视、

网络、磁带、CD、音乐会等方式听

赏音乐，培养学生喜爱音乐的态度。

参与社会音乐

实践活动

1.乐于与他人共同参

与音乐活动。

2. 能参与社区或乡村

的音乐活动。

搭建不同平台，通过观摩激发学生

参与音乐活动的主动性，并鼓励学

生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活动。

学段二

（3-6 年级）

感受生活

中的音乐

1.能关注日常生活中

的音乐。

2.喜欢从广播、影视、

网络、磁带、CD 等传

播媒体中收集音乐材

料，并经常听赏。

挖掘生活中的音乐素材，引导学生

多渠道、多层次的听赏交流，开展

音乐交流活动。

参与社会

音乐实践活动

1.能主动参加社区或

乡村音乐活动。

2. 能同他人进行音乐

交流。

1.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集体性的音乐

社团、社区及各类演出活动，创设

展示平台。

2.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同他人进行

音乐交流，分享音乐感受。

Ⅱ音乐与姊妹艺术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形体动作与音

乐节奏的配合

能用简单的形体动作

配合音乐节奏。

进行节奏律动及声势训练，并加以

积累。

音乐感受与动

作表现的结合

能用简明的表演动作

表现音乐情绪。

借助肢体语言、舞蹈动作或自然的

动作表演，进行音乐情绪体验。

色彩线条与音

乐感受的结合

能用色彩或线条表现

对音乐的不同感受。

运用图谱、色块、色彩辅助教学，

积累表达经验。

学段一

（3-6 年级）

戏剧、舞蹈

中的音乐

能初步认识音乐在戏

剧、舞蹈中的作用。

1.组织学生观看戏剧及舞蹈演出，

感受音乐在戏剧、舞蹈中的作用。

2.邀请戏剧、舞蹈艺术家进校园，

通过“高雅音乐”进课堂等方式，

让学生感知音乐在戏剧舞蹈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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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

中的音乐

能结合所熟悉的影视

片，初步感受音乐在

其中的作用。

视听结合，引导学生感受影视作品

内容与背景音乐的关系，了解音乐

在其中的作用。

Ⅲ 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

学 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学段一

（1-2 年级）

声音与生活现

象、自然现象的

联系

能列举声音与日常生

活现象及自然现象的

联系。

选取学生常见的生活现象与自然现

象，探究其声音特点。

音乐与韵律

的表现

能用不同节奏、节拍、

情绪的音乐，配合简

单的韵律操动作。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根据已有的音

乐经验，自主选择适当动作表现音

乐。

学段二

（3-6 年级）

为作品配乐

能为不同的作品选择

合适的音乐进行配

乐。

1. 提供合适的作品，通过独立思考

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进行配

乐。

2. 创设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

趣小组、社团的配乐活动体验。

音乐文化理解

能说出某些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地域和国

家的代表性音乐作

品。

1.运用讲解、多媒体展示、情景表

演等方式，在教学中渗透作品风格、

创作背景、人文内涵等音乐文化教

学。

2．引导学生以合作分享的形式介绍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代表

性音乐作品。

2.七至九年级教学要求及教学建议

（1）感受与欣赏

Ⅰ音乐表现要素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探索自然界与生活

中的声音

探索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

响，能够用不同方式模仿不同的

声音。

在教师指导下，引导学生聆听、收集、

感受和辨析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运

用声势、打击乐器或生活中的物品等模

拟各种自然音效，并尝试进行创作。

听辨人声和乐器

的音色

能够听辨并说出各类人声音色

的特点。（人声的类型：男高音、

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

1.选取不同人声类型的经典作品进行

听赏，指导学生关注不同人声音色的特

征及其表现力，并对各类人声音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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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女低音；童声） 进行对比、记忆、辨别和描述。

2.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从单一的人声

音色听辨开始，逐步过渡到能从合唱作

品中听辨不同声部特点。

能够听辨并说出各类常见乐器

的音色特点。（民族乐器：古筝、

琵琶、二胡、京胡、高胡、古琴、

扬琴、唢呐、笛子、笙、锣、鼓、

镲、木鱼等。西洋乐器：钢琴、

小提琴、大提琴、小号、长号、

圆号、长笛、单簧管、双簧管、

竖琴、吉他、三角铁、定音鼓等）

1. 选取不同音色的经典器乐作品进行

听赏，指导学生关注不同的乐器音色、

演奏方式及其特有的表现力，并对各类

乐器音色特点进行对比、记忆、辨别和

描述。

2.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从单一的乐器

音色听辨开始，逐步过渡到能对协奏、

重奏、合奏等不同演奏形式的音色特点

进行听辨。

3.引导学生将乐器音色、名称实物、演

奏姿势等相关知识与技能进行对应记

忆。

能够辨别乐队中的乐器分类（民

族乐器分类：弹拨、拉弦、吹管、

打击。西洋乐器分类：弦乐、铜

管、木管、键盘、打击）。

1.选取不同乐器组的经典作品进行听

赏，指导学生关注不同乐器组的音色及

其特有的表现力，并对各类乐器组音色

特点进行对比、记忆、辨别。

2.引导学生在合奏作品中进行不同乐

器组的音色听辨。

说出音乐要素

的表现作用

能够听辨并判断音乐的节拍（二

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六拍子）

1.选取不同节拍的经典作品进行听赏，

持续培养学生稳定的节拍感，并指导学

生运用律动或指挥图示跟随音乐感受，

从音乐的强弱规律中辨别节拍的不同。

2.从单一节拍作品的听赏、辨别开始，

适当增加对变化节拍作品的听赏，引导

学生关注节拍的变化对音乐情绪、情感

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能够听辨速度的变化（快慢、渐

快、渐慢）

在听赏音乐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感受实

际音响中速度的变化，并体会其带来的

音乐情绪情感的变化。

能够听辨力度的变化（强、弱、

渐强、渐弱、突强、突弱），并

在听赏音乐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将乐谱

中的音乐记号与实际音响中力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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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听觉感受与音乐符号（f、p、

<、>、sf、sp）相对应

化进行联系，并体会其带来的音乐情绪

情感的变化。

能够听辨并判断音乐调式（中国

五声民族调式、西洋大小调式）

1.以音乐听觉体验为基础，结合对音乐

色彩及情绪的感受区分西洋大小调式。

2.中国五声调式无需对其进行进一步

的区分。

在感知力度、速度、音色、节奏、

节拍、旋律、调式、和声等音乐

表现要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

体验说出音乐要素的表现作用。

1.在作品听赏中，根据所学的知识和审

美体验，综合感知、分析力度、速度、

音色、节奏、节拍、旋律、调式、和声

等音乐表现要素及其对音乐情绪与风

格所带来的影响。

2.避免孤立地分析、理解每一个音乐要

素，将音乐的整体感知建立于各要素之

间的联系上，以保证听赏的完整性。

感知音乐结构

1.能够感知音乐主题，区分音乐

基本段落。

2.能够感知与辨别各种音乐结

构（一段体、二段体、三段体、

回旋曲式、变奏曲式、二部曲式、

三部曲式等），并能用图示进行

说明。

3.能简单表述所听音乐不同段

落的对比与变化。

1.根据学生音乐水平与音乐经验，选取

具有针对性的经典作品从易到难地进

行曲式听辨练习。

2. 引导学生关注音乐材料中的重复、

对比、再现、变奏等发展手法及影响不

同段落音乐变化的音乐要素特征，在聆

听的基础上，视唱、感知、对比、记忆

音乐主题（或段落）及其发展变化。

3.结合乐理知识，在以聆听为主的实践

活动中学习并运用曲式图表示音乐的

发展。

Ⅱ音乐情绪与情感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体验音乐情绪

与情感

有意识地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

种情感，根据音乐情感的发展变

化，能准确运用音乐术语进行描

述，并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1.通过聆听、演唱、演奏、创作、体态

表演，在学习和感知音乐作品过程中，

分析音乐要素，体验不同音乐要素所带

来的情绪与情感的变化，实现音乐术语

与音乐情感的有效对应。

2.尊重和鼓励学生运用具有个性化的

表现方式表达音乐情感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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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音乐体裁与形式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分辨音乐体裁

与形式

1. 通过欣赏音乐，分辨大合唱、

组歌、室内乐、协奏曲、交响曲、

歌剧、音乐剧、舞剧音乐等音乐

体裁。

2.结合所听音乐，了解音乐体裁

与形式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音乐作品，通过

聆听、讲解等形式，了解和区分不同音

乐体裁与表演形式的特点，及其在音乐

表现中的不同作用。

聆听音乐主题

1.能够随着乐声哼唱音乐主题，

并运用适当的形式对所听音乐

做出反应。

2.聆听音乐主题并说出曲名和

作者。

运用视唱主题、反复聆听、对比欣赏、

律动、图谱等方法熟记具有代表性的中

外作品音乐主题及作者

Ⅳ 音乐风格与流派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赏析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

聆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简单描

述其不同的地域特点或民族风

格，知道其主要的种类、唱腔、

风格、流派，能够说出戏曲、曲

艺的主要种类和代表人物。

1.在聆听音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相

关地理环境、风俗、方言等元素 ，通

过模仿、演唱、表演等手段感受体验不

同民族民间艺术的艺术特征。

2.引导学生关注戏曲和曲艺的唱腔和

音乐风格的独特韵味及典型特点，对其

进行模仿、区分和辨别。

3.结合相关音乐知识，聆听和观看京剧

不同行当的表演，了解不同行当的音色

特点和表演特色，并对其进行记忆。

了解世界音乐

聆听世界部分国家的优秀音乐

作品和民族民间音乐及经典作

品，能够说出主要音乐流派（欧

洲巴洛克时期、古典乐派、浪漫

乐派）的代表人物，并能对其风

格、流派特点进行简单描述。

1.通过模仿、演唱、表演等手段感受体

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间音乐艺术

特征。

2.结合音乐史常识，选取不同流派的典

型作品进行听赏。在充分聆听的基础

上，指导学生对不同风格作品的音乐特

征和代表人物进行记忆。

3.通过对比聆听的方法，在比较中强化

对不同风格音乐特点的记忆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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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现

Ⅰ演唱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了解变声期嗓音

保护的知识

学习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懂

得嗓音保护的方法，使用科学发

声法自然地歌唱。

引导学生科学用嗓，选择合适的音区进

行歌唱。关注并引导学生了解变声期嗓

音变化，结合歌唱实践讲解嗓音保护的

方法。

能够自信、有感情

地演唱

1.能够自信地、有感情地演唱歌

曲，并养成良好的唱歌习惯。

2.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2～4 首

（其中中国民歌 1 首），学唱京

剧或地方戏曲唱腔 1 段。

1.指导学生学会正确运用气息、自然发

声、清晰吐字的歌唱方法，以良好的歌

唱状态，自信、完整地准确歌唱。

2.帮助学生分析词、曲的音乐特点，引

导学生正确把握歌曲的意境和风格，有

感情、有表现力地歌唱。

1.能够主动参与各种演唱活动，

并能在合唱中积累歌唱经验，进

一步感受合唱的艺术魅力。

2.学习基本的指挥图示，能对指

挥的起、止、表情等做出正确的

反应。

1.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合唱教学、课外兴

趣小组、社团等活动，引导学生提升演

唱水平与团体协作的能力，积极展现自

我，激发歌唱兴趣。

2.引导学生在合唱中注重和声体验以

及声部和谐的表现，进一步提高学生歌

唱技能技巧，指导学生更具有艺术感染

力地歌唱。

3.结合音乐作品的演唱，学习不同拍子

的指挥图示，指导学生突出拍点，以增

强节拍的准确表达。

客观评价自己、他

人或集体的演唱

能够通过简单分析歌曲的特点

与风格、音乐情绪与意境，对自

己、他人或集体的演唱作客观、

简单的评价。

引导学生从歌唱的音准、节奏、情感、

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评价。鼓励学生大胆

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提出客观、简单的

评价。

Ⅱ演奏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主动参与

各种演奏活动

能够主动选择某种乐器，运用优

美的音色、适当的演奏方法，表

现乐曲的情绪和内涵。

1.通过使用固定音高乐器，辅助学生对

歌唱音准的把握。

2.强调在演奏过程中，通过对作品音

准、节奏和表情记号的准确表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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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同时，鼓励学生对

音乐的个性化理解与表现。

3.通过课堂器乐教学、第二课堂、兴趣

小组、社团活动等各种音乐实践活动，

提供展示平台，提升学生演奏水平和团

队协作能力。

能够客观评价

自己、他人或

集体的演奏

1.能够通过简单分析乐曲的特

点与风格、音乐情绪与意境，对

自己、他人或集体的演奏作客

观、简单的评价。

2.每学年能够演奏乐曲2～3首。

引导学生对乐曲演奏的准确性、表现力

等方面进行客观、简单的评价。

Ⅲ 综合性艺术表演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自信、有表情

地参与综合性艺术

表演

1.能够结合所学的歌曲、乐曲，

设计简单的表演情境或做形体

动作。

2.学习表演简单的歌剧、音乐

剧、京剧或其他戏曲、曲艺片段。

1. 选取适合学生学习、模仿、表现的

段落，指导学生进行模仿表演。

2.引导学生在表演中运用表演技巧，表

达人物特征，培养学生丰富的表现力。

3.鼓励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协作，大胆、

自信地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

能够对自己与他人

的表演做出评价

能根据表演的风格、流派等因素

客观评价自己、他人或集体的表

演。

帮助学生设计评价标准，引导学生从角

色的性格特点、剧情发展、音乐情绪等

角度出发，正确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表

演，提高学生的感受、判断与审美能力。

Ⅳ 识读乐谱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识读乐谱

1.具备识谱能力，能够比较顺畅

地识读乐谱。

2.能够跟随琴声或录音视唱乐

谱。

1.给学生提供使用乐谱进行视唱、歌

唱、演奏、欣赏等音乐实践的机会，在

音乐实践中提高读谱能力。

2.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看乐谱、划拍

子、打节奏，视唱音乐旋律，在教师的

示范和带练下逐步做到能够跟随琴声

或录音视唱乐谱。

3.在欣赏、歌唱、演奏等教学中，强调

在音响与乐谱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主题

跟唱和视唱，结合内心听觉训练增强学

生的旋律感和音乐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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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聆听短小的旋律，训练学生正确

填充乐谱中缺失的音符。

5.伴随视唱能力和音乐记忆能力的培

养，达到看谱、辨曲的目标。

（3）创造

Ⅰ探索音响与音乐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运用人声、乐

器声或其他声音材

料表现情境

1.能够探索和运用人声、乐器声

或其他声音材料，表现自然界或

生活中的声音。

2.能够对自己或他人的声音探

索活动作出评价。

1.通过对比、模仿等方式对声音进行探

究，鼓励学生根据要求，进行创造性地

编创，能通过综合运用已有的音乐知识

经验实现对情境的表现。

2.在创造过程中，注重发挥学生的想象

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和思维潜能。

3.引导学生对自己和他人的声音探索

活动表现做出相应的评价。

Ⅱ 即兴编创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即兴编创

1.能够即兴编唱生活短语或诗

词短句。

2.能够依据歌曲、乐曲的内容及

情绪，并结合一定的生活情境，

进行简单的即兴编创表演活动。

鼓励并引导学生大胆运用不同的节奏、

速度、力度，选用课堂乐器或其他声音

材料，根据乐曲、歌曲的情绪与内容，

选用恰当的表演方式进行即兴编创，丰

富和提高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Ⅲ 创作实践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运用音乐材料

进行音乐创作

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

料和方法，独立地或与他人合作

编创 4～8 小节的旋律短句或短

曲，并能用乐谱记录。

1.在音乐欣赏、歌唱、演奏的教学过程

中，采用典型作品学习重复、对比、变

奏的音乐创作手法，并记忆、背唱采用

不同手法创作的典型作品的乐谱。

2.培养学生能看着乐谱听音乐，结合所

学知识判断音乐采用何种创作手法。

3.只看乐谱或只听音乐，结合所学知

识，判断音乐采用何种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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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仿典型的作品，依次学习重复、对

比、变奏的音乐创作手法，并将这些内

容运用于发展旋律短句的练习中，加以

巩固。

5.在各类课型中，开展多种形式与学生

互动的多种创作实践活动，培养创新意

识，增强集体观念，锻炼合作与协调能

力。

（4）音乐与相关文化

Ⅰ音乐与社会生活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关注并乐于参与社

会音乐活动

1.养成关注音乐的习惯，能够用

实例说明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

作用。喜欢并能够从传播媒体或

现场演出中聆听音乐，能够搜集

和积累音乐信息，愿与同学分

享、交流音乐感受。

2.乐于参加社区或课外的音乐

活动，并能作出自己的评价。能

够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与他

人合作进行班级、校园文艺活动

的创意与设计。

关注最新音乐动态，向学生推荐传播媒

体中的音乐信息。鼓励学生搜集、积累、

分享音乐信息。主动联系社区或社会艺

术团队，为学生提供相应平台，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合作、评价。

Ⅱ音乐与姊妹艺术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能够简单比较音乐

与听觉、视觉艺术

1.能够简单比较听觉艺术与视

觉艺术在表现材料和表现特点

方面的相同与不同。

2.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表

述对某些背景音乐或主题音乐

的认识。

3.能够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

与他人合作进行班级文艺活动

的创意与设计。

通过具体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实践活动，

横向和纵向比较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关

系。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增强学生

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艺术表现

手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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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教学建议

了解音乐与

相关文化

1.能够简单表述音乐对于情绪

的影响，并能运用合适的音乐进

行自我调节。

2.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的

关系，能够恰当地利用音乐，烘

托诗词、散文的意境。

3.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说出

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的代表性

歌曲或乐曲及相关的风土人情。

在聆听、感受、分析音乐的基础上，通

过视频、音频、图片或实物展示等方式

有机联系其他学科知识，通过生动的音

乐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理解音乐与相关

文化的关系，加深学生对音乐艺术的理

解。

四、教学评价

（一） 一至六年级音乐学业质量水平等级及描述

为使音乐教学评价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指导意见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

标准（2011 年版）》中的内容要求为依据，分领域、分学段、分等级具体描述小学

生应达到的音乐学科学业质量水平（如下表），作为我省小学生音乐学业水平与能力

的评价基准与导向。学校、教师应以此为依据，根据实际进行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

以全面落实《课标》对学生音乐素养的要求。

（1）感受与欣赏

Ⅰ音乐表现要素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初步感受并了解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

（2）初步感受并了解人声（童声、女声、男声）音色。

（3）初步感受并了解常见打击乐器及其音色。

（4）初步感受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并能用体态律动表现二

拍子、三拍子。

2

（1）能辨别并能较准确地说出自然界和生活中的部分音响。

（2）能辨别人声（童声、女声、男声）音色。

（3）能辨别常见打击乐器及其音色。

（4）能辨别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并能用体态律动对二拍子、

三拍子作出准确的反映。

3
（1）能准确地说出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并能模仿。

（2）能准确地辨别人声（童声、女声、男声）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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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准确地辨别常见打击乐器音色，并能运用打击乐器准确演

奏强弱、长短不同的声音。

（4）能准确说出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并辨别出二拍子、三

拍子。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较为准确地说出自然界和生活中的音响；能模唱熟悉的歌

曲或乐曲。

（2）初步感受并了解歌唱中不同类型的女声和男声音色；认识并

了解常见的中国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初步感受其音色。

（3）结合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初步感知节拍（二拍子、三拍子、

四拍子）的不同。

（4）能初步运用体态或线条、色彩感受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

感受音乐主题。

2

（1）能准确地发现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能哼唱熟悉的歌

曲或乐曲。

（2）能较准确地听辨歌唱中不同类型的女声和男声音色；能较准

确地辨别常见的中国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及其音色。

（3）结合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体验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律

动感，并能初步辨别节拍（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不同。

（4）能较准确地运用体态或线条、色彩感受旋律的高低、快慢、

强弱，感知音乐主题和音乐基本段落。

3

（1）能准确地发现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音响，并能用自己的声

音或乐器模仿喜欢的音响；能准确歌唱熟悉的歌曲或乐曲。

（3）能准确听辨歌唱中不同类型的女声和男声音色，并能说出人

声分类。能准确辨别常见的中国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并能准确听辨

其音色。

（3）结合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能准确辨别节拍（二拍子、三拍子、

四拍子）的不同。

（4）能准确地运用体态或线条、色彩感受旋律的高低、快慢、强

弱，能听辨音乐主题，并能较准确地区分音乐基本段落。

Ⅱ音乐情绪与情感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初步感受不同情绪的音乐，能自然流露出相应表情。

2 感受不同情绪的音乐，能较准确地说出音乐情绪。

3
感受、体验不同情绪的音乐，能准确地说出音乐情绪的相同与不同，

并准确地做出体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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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二

（3-6 年级）

1 初步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并能够做相应的描述。

2 能较准确地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并能作简要描述。

3 能准确地听辨不同情绪的音乐，并能准确描述音乐情绪的变化。

Ⅲ音乐体裁与形式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聆听儿童歌曲，能初步感受不同体裁（进行曲、舞曲等）的音乐段

落。

2 在聆听音乐中，能用体态律动感受进行曲、舞曲的音乐特点。

3 在聆听音乐中，能根据进行曲、舞曲的风格特点准确地随乐律动。

学段二

（3-6 年级）

1
初步聆听和感受不同体裁、类别的歌曲和小型器乐曲，能轻声哼唱

歌曲和音乐主题。

2
聆听不同体裁、类别的歌曲和小型器乐曲，并能较准确的通过律动

或乐器对所听音乐作出反应。

3 聆听不同体裁、类别的歌曲和小型器乐曲，能分辨小型的音乐体裁

与形式，并说出曲名。

Ⅳ音乐风格与流派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聆听并初步感受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儿童歌曲及小型器乐曲或

乐曲片段。

2 感受并了解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儿童歌曲及小型器乐曲或乐曲片

段的音乐风格。

3 熟悉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儿童歌曲及小型器乐曲或乐曲片段的音

乐风格。

学段二

（3-6 年级）

1 聆听并初步感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世界部分国家的民族民间音

乐。

2 感受并了解中国有代表性的地区民族民间音乐以及戏曲、曲艺音乐

的不同风格。

3 熟悉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不同风格的音乐，能够说出具有不同音乐

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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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 现

Ⅰ演唱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能够用正确的姿势、自然的声音，独唱或参与齐唱。

（2）能够积极学唱歌曲，参与演唱活动；对指挥动作做出反应。

（3）每学年能够背唱 1～2 首歌曲（其中中国民歌 1 首）。

2

（1）能够用正确的姿势、自然的声音，较为准确地独唱或参与齐

唱。

（2）能够积极学唱歌曲，愿意参与演唱活动；能对指挥动作做出

较为准确的反应，并能较恰当地表现歌曲情绪。

（3）每学年能够背唱 3～4 首歌曲（其中中国民歌 1～2 首）。

3

（1）能够用正确的姿势、自然的声音，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

（2）能够积极学唱歌曲，主动参与演唱活动；对指挥动作做出准

确的反应，并能够采用不同的力度、速度表现歌曲的情绪；

（3）每学年能够背唱 5～6 首歌曲（其中中国民歌 1～2 首）。

（4）能够对自己及他人的演唱作简单的评价。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够用正确的演唱姿势唱歌。

（2）参加各种演唱活动，能够用自然的声音、较准确的节奏和音

调，独唱或参与齐唱、轮唱、合唱，并能对指挥动作做出反应。

（3）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1～2 首（其中中国民歌 1 首）。

（4）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唱作简单的评价。

2

（1）能够用正确的演唱姿势和呼吸方法唱歌；了解变声期嗓音变

化的知识，初步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初步养成正确的唱歌习惯。

（2）乐于参加各种演唱活动，能够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

音调，独唱或参与齐唱、轮唱、合唱，并能对指挥动作做出较为恰

当的反应。

（3）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3～4 首（其中中国民歌 1 首），学唱京

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 1 段。

（4）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唱作较为准确的评价。

3

（1）能够用正确的演唱姿势和呼吸方法唱歌；了解变声期嗓音变

化的知识，初步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唱歌习惯。

（2）积极参加各种演唱活动，能够用自然的声音、准确的节奏和

音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轮唱、合唱，并能对指挥动作做

出恰当的反应。

（3）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5～6 首（其中中国民歌 2 首），学唱京

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 1～2 段。

（4）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唱作准确的评价，并能够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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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演奏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初步了解常见课堂打击乐器的演奏方法，愿意参与演奏活动。

2
初步掌握常见课堂打击乐器的演奏方法，乐于参与演奏活动。能

够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3

（1）掌握常见课堂打击乐器的演奏方法，主动参与演奏活动。能

够用打击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合奏或为歌曲伴奏。

（2）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奏作简单的评价。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够参与各种演奏活动。了解竖笛、口琴、口风琴或其他课

堂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

（2）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奏作简单的评价。

2

（1）乐于参与各种演奏活动。初步掌握竖笛、口琴、口风琴或其

他课堂乐器的演奏方法，参与歌曲、乐曲的表现。

（2）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奏作较准确的评价。每学年能够演奏

乐曲 1～2 首。

3

（1）积极参与各种演奏活动。掌握竖笛、口琴、口风琴或其他课

堂乐器的演奏方法，有感情地参与歌曲、乐曲的表现，并能演奏

简单的乐曲，初步养成良好的演奏习惯。

（2）能够对自己、他人的演奏作准确的评价，并提出建议。每学

年能够演奏乐曲 1～2首，并能够与他人合作演奏。

Ⅲ 综合性艺术表演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愿意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够配合歌曲、乐曲，用身体做出反应。

（3）愿意与他人进行艺术表演合作。

（4）能与他人配合进行律动、音乐游戏等活动。

2

（1）乐于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够配合歌曲、乐曲，用身体做动作。

（3）乐于与他人进行艺术表演合作。

（4）能与他人配合进行律动、集体舞、音乐游戏等活动。

3

（1）积极主动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够配合歌曲、乐曲，用身体进行表现。

（3）积极主动与他人进行艺术表演合作。

（4）能与他人配合进行律动、集体舞、音乐游戏、儿童歌舞表演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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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二

（3-6 年级）

1
（1）愿意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作简单评价。

2

（1）能乐于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在有情节的音乐表演活动中（如儿童歌舞剧）担当一个角

色。

（3）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作较准确的评价。

3

（1）能主动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2）能在有情节的音乐表演活动中（如儿童歌舞剧）担当一个角

色，并较出色地完成角色表现。

（3）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作作准确的评价，并能够提出建议。

Ⅳ识读乐谱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能在音乐听觉环境中认识简单的节奏符号。

（2）能够模唱简单乐谱。

2

（1）能在音乐听觉环境中认识简单的节奏符号，并能用声音、语

言、身体动作表现简单的节奏。

（2）能够用唱名模唱简单乐谱。

3

（1）认识简单的节奏符号，并能用声音、语言、身体动作表现简

单的节奏短句。

（2）能用唱名准确模唱简单乐谱。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结合所学歌曲认识音名、音符、休止符及一些常用的音乐

记号，了解其表达的含义，并能结合音乐作品恰当地进行表现。

（2）能跟随琴声哼唱简单乐谱。

2

（1）能结合所学歌曲认识音名、音符、休止符及一些常用的音乐

记号，了解其表达的含义并能结合音乐作品准确、恰当地进行表

现。

（2）能够跟随琴声较准确地视唱简单乐谱，会初步识谱。

3

（1）能结合所学歌曲认识音名、音符、休止符及一些常用的音乐

记号，了解其表达的含义，能结合音乐作品准确、恰当地进行表

现，并能够根据要求运用音乐符号进行编创。

（2）能够跟随琴声准确地视唱简单乐谱，具有初步的识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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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造

Ⅰ探索音响与音乐

学 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简单运用人声、乐器声模仿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

（2）用打击乐器或寻找发声材料简单表现声音的强弱、长短和音

色。

2

（1）能够运用人声、乐器声模仿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

（2）能用打击乐器或寻找发声材料准确地表现声音的强弱、长短

和音色。

3

（1）能创造性地运用人声、乐器声模仿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声音。

（2）能用打击乐器或寻找发声材料，有创意地表现声音的强弱、

长短和音色。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运用人声、乐器声及其他声音材料简单表现自然界或生活

中的声音。能使用人声、课堂乐器、自制乐器或探索声源材料进

行简单的表现。

（2）在教师指导下，愿意动手，能尝试制作简易的乐器，探索简

单的声音。

2

（1）能运用人声、乐器声及其他声音材料准确地表现自然界或生

活中的声音。能较好地使用人声、课堂乐器、自制乐器或探索声

源材料表现声音。

（2）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寻找各种可用材料，制作简单的乐器表

现音响。

3

（1）能运用人声、乐器声及其他声音材料创造性地表现自然界或

生活中的声音。能恰当地使用人声、课堂乐器、自制乐器或探索

声源材料表现主题声音。

（2）在教师指导下，创造性地使用各种可用材料，制作简单的乐

器，并能表现丰富的音响。

Ⅱ即兴编创

学 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愿意参与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等表现儿歌、词曲短句。

（2）愿意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地做简单的动作。

（3）能简单使用课堂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即兴配合音乐故事和

音乐游戏。

2 （1）能将儿歌、词曲短句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等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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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地做与音乐相符的动作。

（3）能较恰当地使用课堂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即兴配合音乐故

事和音乐游戏。

3

（1）能够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等有创意地表现儿歌、词曲

短句的意境。

（2）能够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编创动作，准确表现音乐内容

与风格。

（3）能创造性地使用课堂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即兴配合音乐故

事和音乐游戏。

学段二

（3-6 年级）

1

（1）愿意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能即兴编创简单的音乐故事、

音乐游戏，并参与表演。

（2）能即兴编创简单的律动或舞蹈表现歌曲情绪。

（3）能以各种声音材料简单地即兴编创音乐故事、音乐游戏，并

参与表演。

2

（1）能够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较恰当地即兴编创音乐故事、

音乐游戏，并参与表演。

（2）能即兴编创律动或舞蹈，并能较恰当地表现歌曲情绪。

（3）能以各种声音材料较恰当地即兴编创音乐故事、音乐游戏，

并参与表演。

3

（1）创造性地运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能恰当地即兴编创音乐

故事、音乐游戏，并参与表演。

（2）能有创意地即兴编创律动或舞蹈，并能恰当地表现歌曲情绪。

（3）能以各种声音材料有创意地即兴编创音乐故事、音乐游戏，

并参与表演。

Ⅲ创作实践

学 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初步会运用线条、色块、图形简单地记录感受到的音乐。

（2）初步会运用人声、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选用四分音符、二

分音符编创 1～2 小节的节奏音型。

2

（1）能运用线条、色块、图形较准确地记录感受到的音乐。

（2）能运用人声、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选用四分音符、二分音

符、八分音符编创 1～2 小节的节奏音型。

3 （1）能运用线条、色块、图形准确地记录感受到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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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运用人声、乐器或其他声音材料，选用四分音符、二分

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四分休止符编创 1～2 小节的节奏

音型。

学段二

（3-6 年级）

1

（1）在教师指导下，能尝试运用图谱或乐谱记录声音和音乐。

（2）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或与他人合作

编创 2 小节的节奏或旋律，以读拍节奏、演唱旋律的形式展示自

己的编创。

2

（1）在教师指导下，能较好地运用图谱或乐谱记录声音和音乐。

（2）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或与他人合作

编创 2～4 小节的节奏或旋律，以读拍节奏、演唱旋律、记录曲谱

的形式展示自己的作品。

3

（1）在教师指导下，能准确地运用图谱或乐谱记录声音和音乐。

（2）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或与他人合作

编创 2～4 小节的节奏或旋律，以读拍节奏、演唱旋律、记录曲谱

的形式展示自己的作品，编创的节奏或旋律顺畅、好听，记录准

确。

（4）音乐与相关文化

Ⅰ音乐与社会生活

学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能够感受生活中的音乐。

（2）能够通过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音乐会等多种

渠道聆听音乐。

（3）能够与他人通过音乐游戏、唱游等形式共同参与合作性

的音乐活动。

2

（1）能够感受生活中的音乐，探索生活中的声音。

（2）积极通过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音乐会等多种

渠道聆听与欣赏音乐。

（3）乐于与他人通过音乐游戏、唱游等形式共同参与合作性

的音乐活动。

（4）愿意参与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

3

（1）能够感受生活中的音乐，探索生活中的声音，从生活中

收集听到的音乐。

（2）经常通过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音乐会等多种



- 34 -

渠道聆听与欣赏音乐，并与同伴交流听赏的感受。

（3）积极与他人通过音乐游戏、唱游等形式共同参与合作性

的音乐活动。

（4）乐于参与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并能对音乐活动做出

简单的评价。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够关注与探索生活中的音乐。

（2）能够从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 等传播媒体中收集

音乐材料。

（3）能够参加集体性的社区或乡村音乐活动，分享音乐感受。

2

（1）能够关注与探索生活中的音乐，挖掘生活中的音乐素材。

（2）能够从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 等传播媒体中收集

音乐材料，并开展音乐交流活动。

（3）积极参与集体性社区或乡村音乐活动。通过演奏、演唱、

音乐会等形式，同他人进行音乐交流，分享音乐感受。

3

（1）能够关注与探索生活中的音乐，挖掘生活中的音乐素材，

将生活中各类音源渗透于音乐活动。

（2）能够从广播、影视、网络、磁带、CD 等传播媒体中收集

音乐材料。开展音乐交流活动，并能够进行恰当的评价。

（3）积极参与集体性社区或乡村音乐活动。通过演奏、演唱、

音乐会等形式，进行音乐交流，尝试音乐创作，分享音乐感受。

Ⅱ音乐与姊妹艺术

学 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能够用简单的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

（2）能够用简明的表演动作表现音乐情绪。

（3）能够用简易的色彩或线条表现对音乐的不同感受。

2

（1）能够用恰当的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

（2）能够用适合的表演动作表现音乐情绪。

（3）能够用多样的色彩或线条表现对音乐的不同感受。

3

（1）能够用丰富的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

（2）能够用丰富的表演动作有层次地表现音乐情绪。

（3）能够用有创意的色彩或线条表现对音乐的不同感受。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观看戏剧和舞蹈，感受音乐在戏剧舞蹈中的作用。

（2）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初步感受音乐在其中的作用。

2 （1）喜欢观看戏剧和舞蹈，学会欣赏，体会音乐在戏剧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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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

（2）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体会影视作品内容与背景音

乐的关系，了解音乐在其中的作用。

3

（1）喜欢观看戏剧和舞蹈，懂得赏析，认识音乐在戏剧舞蹈

中的作用。

（2）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理解影视作品内容与背景音

乐的关系及音乐在其中的作用。

Ⅲ 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它学科

学 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学段一

（1-2 年级）

1
（1）初步感受声音与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联系。

（2）能初步运用不同情绪的音乐配合简单的律动。

2

（1）能初步列举声音与生活和自然现象的联系。

（2）能运用不同节奏、节拍、情绪的音乐，配合简单的韵律

操动作。

3

（1）能列举并探索出声音与生活和自然的关系。

（2）能运用不同节奏、节拍、情绪的音乐，配合简单的韵律

操动作，并能运用打击乐器表现出来。

学段二

（3-6 年级）

1

（1）能初步为儿歌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进行配乐。

（2）感受并了解某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代表

性音乐作品。

2

（1）能为儿歌、诗朗诵（或童话故事）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

进行配乐。

（2）能够较准确地说出某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国家

的代表性音乐作品。

3

（1）能较准确地为儿歌、诗朗诵、童话故事选择合适的背景

音乐进行配乐。

（2）能够准确地说出某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国家的

代表性音乐作品。

（二）七至九年级学习评价

1.日常性学习评价

音乐课程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改善美育教学。学校应结合七

至九年级学生平时学习表现进行过程性评价，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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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诊断和发展功能。评价要体现音乐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全面考查学

生的音乐素养，既要考查学生掌握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也要重视音乐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既要考查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表现能力

和创造能力，又要充分尊重与鼓励学生个性特长的展现。评价结果建议采用等级评

价和评语等多种方式结合呈现，评价标准建议参照以下 7-9 年级学生学业质量水平

等级描述。

（1）感受与欣赏

Ⅰ音乐表现要素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模仿不同的声音。

（2）能够从音乐的强弱规律中初步辨别节拍的不同。

（3）能够初步感知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旋律的高低和音乐主题。

（4）能够初步感受自然大小调音阶、中国五声调式音阶特点。

（5）能够初步听辨各类人声和常见乐器的音色。

（6）能够感知音乐的结构，简单表述音乐不同段落的对比与变化。

2

（1）能够有选择地使用用不同的方式较为准确地模仿不同的声音。

（2）能够从音乐的强弱规律中较为准确地辨别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六拍子。

（3）能够感受并描述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能听辨旋律的高低，哼唱音乐主题。

（4）能够较为准确地辨别作品中的自然大小调、中国五声调式。

（5）能够较为准确地分辨歌唱中的各类人声并判断其声部类型;认识常见的中国民族

乐器和西洋乐器，并能准确听辨其音色。

（6）能够听辨音乐的结构，较为准确地表述音乐不同段落的对比与变化。

3

（1）能够有选择地使用用不同的方式准确地模仿不同的声音，并能进行创作。

（2）能够从音乐的强弱规律中准确地辨别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六拍子。

（3）能够准确感受并描述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能用多种手段表现旋律的高低、

记忆音乐主题。

（4）能准确辨别作品中的自然大小调、中国五声调式。

（5）能够准确听辨歌唱中各类人声、判断不同声部类型；准确听辨中国民族乐器和

西洋乐器的音色，准确地进行乐器分类，并能说出各类人声和常见乐器的音色特点。

（6）能够准确听辨出音乐的结构，准确地表述所听音乐不同段落的对比与变化；能

够用图谱或其他形式表现音乐的结构及其音乐特征。

Ⅱ音乐情绪与情感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能够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种情感，并能进行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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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体验音乐情感的发展变化，并能简要描述且表现出来。

2
（1）能够主动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种情感，并能运用音乐术语进行描述。

（2）能够辨析音乐情感的发展变化，并能简要描述或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3

（1）能够积极体验音乐所表达的各种情感，运用音乐术语进行描述，并对音乐有个

性化的感悟。

（2）能够敏锐感知音乐情感的发展变化，并能详细描述或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理解在音乐学习中获得的对音乐作品所具有的情感与价值内涵。

Ⅲ音乐体裁与形式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聆听大合唱、组歌、室内乐、歌剧、舞剧音乐、音乐剧、交响曲、协奏曲等音

乐的不同体裁。能够随着乐声哼唱音乐主题，并能运用简单的形式对音乐做出反应。

（2）能够初步分辨不同的体裁与形式，初步了解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初步了解音

乐体裁与形式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2 （1）聆听并能判断大合唱、组歌、室内乐、歌剧、舞剧音乐、音乐剧、交响曲、协

奏曲等音乐的不同体裁。能够独立哼唱音乐主题，并能运用多种形式对音乐做出反应。

（2）能够分辨不同的体裁与形式，能通过聆听音乐主题说出曲名和作者。了解音乐

体裁与形式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3 （1）能够准确判断大合唱、组歌、室内乐、歌剧、舞剧音乐、音乐剧、交响曲、协

奏曲等音乐的不同体裁。背唱具有代表性作品的音乐主题，并能运用多种形式对音乐

进行详细描述。

（2）能够准确辨别不同的体裁与形式，能通过聆听音乐主题地准确说出曲名和作者。

理解音乐体裁与形式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Ⅳ音乐风格与流派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聆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了解其不同的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能够说出戏曲、

曲艺的主要种类和代表人物。

（2）聆听世界部分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对其风格进行简单描述。

（3）聆听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音乐作品，能够说出主要音乐流派的代表人物。

2

（1）聆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能简单描述其不同的地域特点或民族风格，说出戏曲、

曲艺的主要种类及其表现特点和代表人物。

（2）聆听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对其风格进行准确描述，并能例举外

国民族民间音乐作品及经典作品。

（3）了解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音乐作品，较为详细地说出主要音乐流派的代表人物

及代表作品。

3

（1）熟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准确描述其不同的地域特点或民族风格，知道其

主要的种类、唱腔、风格、流派，能说出戏曲、曲艺的主要种类及其表现特点和代表

人物。

（2）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对其风格进行准确详细的描述。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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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民族民间音乐作品及经典作品，并能做出准确判断。

（3）了解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音乐作品，能够详细说出音乐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代

表作品，准确说出各流派的风格特点。

（2）表 现

Ⅰ演唱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学习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懂得嗓音保护的方法。

（2）能够简单分析歌曲的特点与风格，表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意境。能够对自己、

他人或集体的演唱做简单评价。

（3）能够完整地演唱歌曲。在合唱中积累演唱经验，感受合唱的艺术魅力，初步了

解基本的指挥图式，能对指挥的起止表情等做出反应。

（4）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1～2 首（其中中国民歌 1 首）。

（5）能够参与各种演唱活动，养成基本的歌唱习惯。

2

（1）学习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了解嗓音保护的方法及正确的演唱知识和歌唱方

法。

（2）能够较准确地分析歌曲的特点与风格，准确描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意境。能够

对自己、他人或集体的演唱做较为全面的评价。

（3）能够准确地演唱歌曲，表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意境。在合唱中积累演唱经验，

进一步感受合唱的艺术魅力，熟悉基本的指挥图式，能对指挥的起止表情等做出正确

的反应。

（4）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2～3 首（其中中国民歌 1 首），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

1段。

（5）能够主动地参与各种演唱活动，养成正确的歌唱习惯并喜爱歌唱。

3

（1）掌握变声期嗓音保护的知识，科学运用嗓音保护的方法，熟练掌握正确的演唱

知识及歌唱方法。

（2）能够准确地分析歌曲的特点与风格，运用多种形式准确描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

意境。能够对自己、他人或集体的演唱准确性（音准、节奏、歌词、完整性等）做全

面的评价。

（3）能够自信地有感情地演唱歌曲，运用演唱中的力度、速度、流畅性和表情等变

化来表现歌曲的音乐情绪与意境。在合唱中积累演唱经验，深入感受合唱的艺术魅力，

熟悉并掌握基本的指挥图式，能对指挥的起止表情等做出准确的反应。

（4）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3～4 首（其中中国民歌 1 首），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

1段。

（5）能够积极的参与各种演唱活动，养成良好的歌唱习惯并热爱歌唱。

Ⅱ演奏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能够选择某种乐器，初步掌握其演奏方法。

（2）每学年能够演奏乐曲 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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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能够对自己和他人或集体的演奏做简单评价。

（4）能够参与各种演奏活动，形成基本的演奏习惯。

2

（1）能够选择某种乐器，运用一定的演奏技巧表现乐曲的情绪。

（2）每学年能够演奏乐曲 1～2 首。

（3）能够对自己和他人或集体的演奏做较为全面的评价。

（4）能够主动地参与各种演奏活动，养成良好的演奏习惯。

3

（1）能够选择某种乐器，熟练运用演奏技巧表现乐曲的情绪，力求用优美的音色进

行演奏。

（2）每学年能够演奏乐曲 2～3 首。

（3）能够对自己和他人或集体的演奏准确性做全面的评价。

（4）能够积极地参与各种演奏活动，养成良好的演奏习惯并具备一定的演奏水平。

Ⅲ 综合性艺术表演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愿意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乐意用身体动作表现音乐。

（2）能够结合所学的歌曲、乐曲创设简单的表演情境或做形体动作，愿意通过律动、

集体舞、音乐游戏、歌表演、戏曲及其他艺术形式进行音乐表演。

（3）愿意参与简单的歌剧、音乐剧、京剧或其他戏曲、曲艺片段表演，并能对自己

与同伴的表演进行简单的评价。

2

（1）能够自信地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会主动地用身体动作表现音乐。

（2）能够结合所学的歌曲、乐曲创设表演情境或做形体动作，会通过律动、集体舞、

音乐游戏、歌表演、戏曲及其他艺术形式进行音乐表演。

（3）学习表演简单的歌剧、音乐剧、京剧或其他戏曲、曲艺片段，并能对自己与同

伴的表演进行评价。

3

（1）能够自信且有表情地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充分运用身体动作表现音乐。

（2）能够结合所学的歌曲、乐曲创设有特色的表演情境或形体动作，会通过律动、

集体舞、音乐游戏、歌表演、戏曲及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富有艺术性的音乐表演。

（3）能根据角色特点表演歌剧、音乐剧、京剧或其他戏曲、曲艺片段，并能对自己

与同伴的表演进行较全面的评价。

Ⅳ识读乐谱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具备初步的识谱能力，能识读乐谱。

（2）能够跟随琴声或录音模唱乐谱。

（3）能用乐谱或图谱简单地记录音乐。

2

（1）具备一定的识谱能力，能够流畅地识读乐谱。

（2）能够跟随琴声或录音准确地模唱乐谱。

（3）能用乐谱或图谱记录音乐。

3

（1）具备较强的识谱能力，能够准确、流畅地识读乐谱。

（2）能准确地视唱乐谱。

（3）能用乐谱或图谱准确地记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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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造

Ⅰ探索音响与音乐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简单运用人声、乐器声或其他声音材料表现一定的情境。能使用人声、课堂乐

器、自制乐器进行简单的音乐创作及表演。

（2）愿意对自己或他人的声音探索活动做出评价。

2

（1）能够运用人声、乐器声或其他声音材料表现一定的情境。能用人声、课堂乐器、

自制乐器进行音乐创作、编创并表演。

（2）能够较为全面地对自己或他人的声音探索活动做出评价。

3 （1）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人声、乐器声或其他声音材料表现丰富的情境。能用人声、

课堂乐器、自制乐器进行一定主题的音乐创作、编创并表演。

（2）能够全面地对自己或他人的声音探索活动做出评价。

Ⅱ即兴编创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愿意参与即兴编唱活动。

（2）愿意参与即兴编创表演活动。

2 （1）能够主动参与即兴编唱活动。

（2）能够依据歌曲、乐曲的内容及情绪进行即兴编创表演活动。

3 （1）能够积极参与即兴编唱活动。

（2）能够依据歌曲、乐曲的内容及情绪进行有创意的即兴编创表演活动。

Ⅲ创作实践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能够根据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与他人合作编创简单的节奏、旋律短句

或短曲，并能用乐谱记录下来。

（2）愿意运用音乐、肢体语言表现音乐场景或音乐主题。

2

（1）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较为独立地或与他人合作编创 4～8 小节

的节奏、旋律短句或短曲，并能用乐谱记录下来。

（2）主动运用音乐、肢体语言表现音乐场景或音乐主题。

3

（1）能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材料和方法独立地编创 4～8小节的节奏、旋律短句

或短曲，并能用乐谱准确地记录。

（2）积极运用音乐、肢体语言创造性地表现音乐场景或音乐主题。

（4）音乐与相关文化

Ⅰ音乐与社会生活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在生活中能关注音乐，乐意了解音乐在生活中的作用。初步理解音乐与社会生



- 41 -

1

活的关系。

（2）能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聆听音乐，积累一定的音乐信息，愿与同

学交换、交流所搜集到的音乐材料。

（3）能参与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

2

（1）养成关注音乐的习惯，能够用实例说明音乐在生活中的作用。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验，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2）喜欢并能够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或现场演出聆听音乐，能够主动

搜集和积累音乐信息，愿与同学交换所搜集到的音乐材料，交流音乐感受。

（3）乐于参与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并能做出自己的评价。

3

（1）养成关注音乐的习惯，能够用实例详尽说明音乐在生活中的作用。根据自己的

生活经验和已学过的知识，阐述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2）经常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或现场演出聆听音乐，能够主动搜集和

积累音乐信息，并进行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愿与同学交换所搜集到的音乐材料，以

课件、网页、音视频等形式展示并交流音乐感受。

（3）主动参与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并能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活动做出评价。

Ⅱ音乐与姊妹艺术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1

（1）通过艺术作品，能够简单区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在表现材料和表现特点方面

的相同与不同。

（2）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感受和体验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

形式的特征。

（3）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简单表述对某些背景音乐或主题音乐的认识。

（4）能够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与他人合作。

2

（1）通过艺术作品，能够较为准确地区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在表现材料和表现特

点方面的相同与不同。

（2）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知晓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的

特征。

（3）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详细表述对某些背景音乐或主题音乐的认识。

（4）能够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与他人合作，参与班级文艺活动的创意与设计。

3

（1）通过艺术作品，能够准确对比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在表现材料和表现特点方面

的相同与不同，并能说说自己的见解。

（2）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理解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的

特征。

（3）能够结合所熟悉的影视片准确表述对某些背景音乐或主题音乐的认识，并能表

达出自己的观点。

（4）能够运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与他人合作，积极主动地配合同学进行班级文艺活

动的创意与设计。

Ⅲ 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它学科

水平

等级
质量水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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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能够简单表述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乐意用音乐进行自我调节。

（2）初步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关系，乐意选用音乐烘托诗词、散文的意境。

（3）能简单说出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的代表性歌曲或乐曲及相关的风土人情，了解

音乐与地域、生活环境、文化的关系。

2

（1）能够表述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并能用合适的音乐进行自我调节。

（2）初步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关系，能够较为恰当地选用音乐烘托诗词、散

文的意境，在感受诗词意境的同时，感受声调与旋律音调的关系。

（3）能说出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的代表性歌曲或乐曲及相关的风土人情，深入了解

音乐与地域、生活环境、文化的关系。

3

（1）能够准确表述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并能主动用合适的音乐进行自我调节。

（2）理解声音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关系，能够恰当地选用音乐烘托诗词、散文的意境，

在感受诗词意境的同时，感受声调与旋律音调的关系，并能做出自己的评价。

（3）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较为准确地说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代表性歌曲或乐曲

及相关的风土人情，深刻理解音乐与地域、生活环境、文化的关系。

2.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的通知》（闽教基﹝2018﹞66 号），初中音乐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由设区市教育局提

出要求，并指导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具体实施；学校结合学生平时学习表

现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成绩。学校考试评价方案必须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报设区市教育局备案后实施”。

初中音乐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可由日常学习评价和终结性考试评价组成。初中音

乐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高到低位次分别为 A、B、C、D、E。原则上每个等级人

数所占比例依次为：A等级 15%、B 等级 30%、C 等级 35%，D、E 等级共 20%；A、B、

C、D 等级为合格，E等级为不合格且比例不超过 5%。如需开展终结性考试，其评价

要求如下：

【命题依据】

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指导，以本指导意见为依据，结

合福建省初中音乐教学实际进行命题。

【命题原则】

（1）导向性原则。命题要体现音乐学科新课程理念，充分发挥学业水平考试对

初中音乐学科教学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促进学校美育教学工作，转变教师的教

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形成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和审美情趣。

（2）科学性原则。考试采用笔试与实践测试相结合的方式，试题内容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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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试卷结构合理，所使用的素材必须符合音乐学科的

规范要求，保证高质量的音响，音频采样率建议为 4400 或 4800。

（3）全面性原则。命题以全面考查学生的音乐素养为宗旨，不仅要考查学生的

音乐知识与技能，还要关注学生音乐能力（包括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与

创造能力），以及学生积极的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取向的考查。要既能准确地反映

学生在音乐欣赏、表现与创造方面的学业水平，又能充分反映学生的个性特长。

（4）基础性原则。考试应基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基本

要求，以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载体，笔试与实践测试题的设计要与本考试大

纲要求相一致，难易适中，符合学业水平考试要求。考试过程尽量简便可操作。

【考试范围】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所规定的第三学段（7-9 年级）课程

内容。

【考试目标要求】

根据义务教育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与目标，全面考查学生的音乐素养，既要考

查学生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水平、又要适当体现对学生音乐能力以及审美判断和审美

价值取向的考查。

考查要求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识记与听辨。识记必要的音乐基本常识及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曲。通过聆

听等方式，辨别音乐中的音乐表现要素。

（2）了解与理解。了解音乐的人文内涵，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及音乐与姊妹艺

术的联系。理解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了解音乐创作的基本方法。要求学

生在聆听中，加深对音乐体裁形式、风格流派等内容的理解。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

的关系。

(3)掌握与运用。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及演唱、演奏、创作的初步

技能。在音乐听觉感知基础上识读乐谱，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运用乐谱。能运用所学

知识和技能，欣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评价音乐。

【考试形式与要求】

(1)考试形式:可由纸笔测试和实践测试组成。

①纸笔测试：可采用闭卷。

②实践测试：根据实际情况，建议由学生在“表现”领域的演唱、演奏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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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艺术表演中自主选择任意一项进行测试。原则上每位学生的实践测试时长不超过

5分钟。

（2）考试要求

测试内容包括初中音乐学科课程内容的 4个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

“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鼓励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内容。 其

中“表现”领域建议以实践测试形式进行，其他领域内容测试建议以纸笔测试形式

进行。

实践测试以音准、节奏的准确性及作品表现的完整性为基准，确定基本分值。

对演唱或演奏不准确、不完整的适当扣分，对具有艺术表现力的表演适当加分。综

合性艺术表演测试，要求能结合所学歌曲、乐曲创设简单的表演情境和形体动作，

或能自信、完整地完成简单歌剧、音乐剧、戏曲、曲艺等片段。

（3）成绩评定

·纸笔测试试卷分值建议：100 分，占终结性考试总成绩的 70%。

·实践测试分值建议：100 分，占终结性考试总成绩的 30%。

【笔试试卷结构】

·笔试题型结构：试题建议包含选择题与非选择题。选择题建议为听辨选择题

与非听辨选择题，听辨选择题采取聆听音响材料方式进行作答，不少于选择题总量

的 50%；非选择题建议为编创题、综合欣赏与评析题等，其中综合欣赏与评析题建

议结合聆听音响作答。

·笔试试题难度：0.85 左右。

【题型示例】

一、听辨选择题

【例 1】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歌曲的节拍。（ ）

A. B. C. D.

【答案】 C

【音响材料】歌曲《我和你》

【测试点】 辨别歌曲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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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易

【例 2】请听一条节奏，判断它和下面哪条节奏谱是对应的。（ ）

【答案】 B

【音响材料】 录制节奏音响

【测试点】 识读乐谱，听辨节奏

【难度】易

【例 3】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歌曲由哪一类人声演唱？（ ）

A．女高音 B． 女中音 C． 女低音 D． 男高音

【答案】A

【音响材料】女高音独唱《爱我中华》

【测试点】听辨人声音色

【难度】易

【例 4】请听一段戏曲，判断它是属于我国哪一种戏曲种类？（ ）

A.黄梅戏 B.豫剧 C.京剧 D.越剧

【答案】 C

【音响材料】《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测试点】听辨戏曲种类

【难度】易

【例 5】请听一段音乐，判断乐曲所表达的情绪？（ ）

A.愤怒的 B.悲伤的 C.快乐的 D.庄严的

【答案】 D

【音响材料】《红旗颂》

【测试点】 听辨音乐情绪

【难度】易

【例 6】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乐曲的演奏乐器是什么？（ ）

A.竖琴 B.小提琴 C.钢琴 D.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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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音响材料】 钢琴独奏《彩云追月》

【测试点】 听辨乐器音色

【难度】易

【例 7】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作品的名称。（ ）

A.《命运交响曲》 B.《土耳其进行曲》

C.《欢乐颂》 D.《卡门序曲》

【答案】 A

【音响材料】 作品《命运交响曲》

【测试点】 对有代表性音乐作品的记忆

【难度】易

【例 8】请听歌曲片段，判断它是我国哪个地区的民歌？（ ）

A. 江南 B. 东北 C. 西北 D. 西南

【答案】 A

【音响材料】 作品《无锡景》

【测试点】 听辨中国民歌的地域风格。

【难度】中等

二、非听辨选择题

【例 1】下面哪一乐器属于弹拨乐器组？（ ）

A. B.

C. D.

【答案】 B

【测试点】 对民族管弦乐器分类的识记。

【难度】易

【例 2】歌曲《说唱脸谱》中唱到的“蓝脸的窦尔墩”，属于京剧中的哪一个行当？

A. 生 B. 旦 C. 净 D. 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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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测试点】对京剧常识的了解。

【难度】易

【例 3】《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分别是（ ）。

A．聂耳，田汉 B.田汉，聂耳

C.聂耳，冼星海 D.田汉，冼星海

【答案】B

【测试点】对重要作品、重要音乐家的识记。

【难度】易

【例 4】弦乐四重奏是由以下哪几种乐器组成的？（ ）

A.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低音提琴

B.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

C.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低音提琴

D.两把小提琴、两把大提琴

【答案】B

【测试点】对室内乐编制的了解

【难度】易

【例 5】视唱下面这段旋律，判断它出自于哪一首歌曲。（ ）

A.《青春舞曲》 B.《我和你》 C.《爱的奉献》 D.《我相信》

【答案】B

【测试点】识读乐谱及辨别具有代表性歌曲主题。

【难度】中等

三、非选择题

（一）编创题

【例 1】请将以下旋律的最后两小节编创完整，使节拍准确，旋律流畅，有结束感。

【测试点】掌握旋律的基本创作方法。属于掌握与运用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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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点】（1）小节完整，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

（2）旋律流畅有结束感。

【难度】易

【例 2】学校正举行拔河比赛，请你从所给材料中选择适合的节奏型，编创一条 拍

四小节的节奏谱，并配上助威词，作为为本班参赛选手呐喊助威的口号。

（材料：X 、 XX 、XXX 、XXX 、 X — 、0 ）

【测试点】本题侧重考查学生在音乐与生活情境中编创节奏的能力，属于掌握与运

用层面。

【评价要点】（1）小节完整，节拍、节奏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

（2）所编创节奏符合拔河运动中身体律动的韵律。

（3）词表其意。

【难度】易

（二）聆听赏析题

【例 3】请听男低音独唱《伏尔加船夫曲》，结合你所学的音乐知识，描述这首歌曲

运用了怎样的音乐手法，表达了忧郁、深沉而坚定的情绪情感。

【测试点】本题侧重考查学生通过聆听音响素材，通过感受音乐表现要素在音乐中

的作用，表达独立的感受与见解，评价音乐创作手法与表现手法的能力。属于掌握

与运用层面。

【评价要点】（1）男低音演唱

（2）重复的劳动号子动机

（3）对歌曲演唱力度的变化进行描述

【难度】中等偏难

附：

题型参考

第一部分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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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辨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歌曲的节拍。（ ）

A. B. C. D.

2.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段音乐由哪一种乐器演奏？（ ）

A．大提琴 B． 小提琴 C． 钢琴 D．长笛

3.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歌曲由哪一类人声演唱？（ ）

A．女高音 B． 女中音 C． 女低音 D． 男高音

4. 请听一条节奏，判断它和下面哪条节奏谱是对应的？（ ）

5. 请听音乐，选择与音乐相符的力度记号。（ ）

6.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是由以下哪一种乐器主奏的？（ ）

A. 琵琶 B.古筝 C.二胡 D.竹笛

7.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乐曲所表达的情绪。（ ）

A.愤怒的 B.悲伤的 C.快乐的 D.庄严的

8.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段音乐的体裁。（ ）

A. 交响曲 B. 进行曲 C. 协奏曲 D. 圆舞曲

9.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它是哪个地域的音乐？（ ）

A. 拉丁美洲 B. 亚洲 C. 非洲 D. 欧洲

10.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是我国哪个地区的民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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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河北 B. 江苏 C. 云南 D. 东北

11.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段音乐属于汉族民歌中的哪一种类型？（ ）

A. 劳动号子 B. 山歌 C. 小调 D. 大调

12.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作品的名称。（ ）

A.《歌唱祖国》 B.《我和我的祖国》

C.《我的祖国》 D.《蓝色多瑙河》

13. 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是哪个行当的唱腔？（ ）

A． 生 B. 旦 C. 净 D. 丑

14.请听歌曲，判断这首歌曲是由几个乐句组成的？（ ）

A． 3 B. 6 C. 4 D. 8

15.请听歌曲，判断这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民歌？（ ）

A．汉族 B．蒙古族 C．藏族 D．维吾尔族

16. 请听一段音乐，补全第三小节中空缺的一个音 。（ ）

旋律：

雪 霁 天 晴 朗， 腊 梅 处处 香。

A． 6 B．2 C．3 D．1

17.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是哪种演奏形式？（ ）

A．民族管弦乐合奏 B.西洋管弦乐合奏

C. 西洋弦乐合奏 D.民族吹管乐合奏

18.请听一段音乐，判断这首乐曲的曲作者。（ ）

A． 黄自 B．贺绿汀 C．华彦钧（阿炳） D．聂耳

二、非听辨选择题（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题目要求）

1． 拍的强弱规律是什么？（ ）

A. 强、弱、次强、弱 B. 强、弱、强、弱

C. 弱、强、弱、强 D. 弱、强、强、弱

2.下列不属于力度记号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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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f B. C. p D. >
3.下图是几拍子的指挥图式？（ ）

A. B. C. D.

4．此旋律片段中不断反复出现的典型节奏是（ ）。

A. 三连音 B. 大切分 C. 附点 D. 小切分

5．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分别是（ ）。

A． 聂耳，田汉 B． 田汉，聂耳

C． 聂耳，冼星海 D． 田汉，冼星海

6．京剧有生旦净丑四大角色行当，请仔细观察下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哪几个行当？

（ ）

A. 生、旦、净、丑 B. 旦、净、丑、生

C. 生、净、旦、丑 D. 旦、净、生、丑

7．下列谱例中有错误的是第几小节？（ ）

3 5 6 | 5 — — | 1 3 2 | 1 — — |

A. 1 B. 2 C. 3 D.4

8．下列剧种被誉为中国“国粹”的是（ ）。

A.京剧 B.豫剧 C.越剧 D.黄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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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根据以下谱例片段，选择与谱例相对应的正确拍号。（ ）

A. B. C. D.

10．以下属于古典乐派代表人物的是（ ）。

A．华彦钧 B．李斯特 C．莫扎特 D．巴赫

11.下列作品适合在喜庆节日播放的是（ ）。

A.《梁祝》 B.《二泉映月》 C.《阳光三叠》 D.《春节序曲》

12．歌曲《保卫黄河》的曲作者是（ ）。

A.聂耳 B.黄自 C.李叔同 D.冼星海

13.下列属于木管乐器的是（ ）。

A.小号 B.定音鼓 C.单簧管 D.小提琴

14．请根据描述，判断这是什么乐器？（ ）

（1）中华民族最早的弹拨乐器

（2）七弦琴，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

（3）属于八音中的丝

（4）代表曲目《流水》

A. 古筝 B. 古琴 C. 琵琶 D. 吉他

15.视唱下列乐谱，判断旋律出自于以下哪首作品？（ ）

A.《春天来了》 B.《丰收锣鼓》 C.《金蛇狂舞》 D.《紫竹调》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一、编创题

1.请将以下旋律的最后四小节编创完整，使节拍准确、旋律流畅、有结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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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中速

3 4 5 3 | 1 - | 2 3 2 7 | 5 – |

˙ ˙

6 7 1 6 | 5 3 1 | 4 3 2 1 | 2 – |

˙ ˙

3 4 5 3 | 1 - | 2 6 5 5 | 3 - |

（ | | | ）

二、聆听赏析题

1.请听管弦乐合奏《春节序曲》片段，结合你所学的音乐知识，描述这首作品运用

了怎样的音乐手法，表达了节日喜庆的气氛。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听辨选择题

1. B （音响材料：《大海啊故乡》）

2. A （音响材料：大提琴独奏《梦幻曲》）

3．D （音响材料：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4.D （音响材料： ）

5.B （音响材料：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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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音响材料：《渔舟唱晚》）

7.D （音响材料：《红旗颂》）

8.D （音响材料：肖邦《B小调圆舞曲》）

9.C （音响材料：歌曲《咿呀呀噢咧噢》）

10. D （音响材料：歌曲《对花》）

11.B （音响材料：歌曲《槐花几时开》）

12.A （音响材料：《歌唱祖国》）

13.B （音响材料：《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14.C （音响材料：歌曲《我和你》）

15.B （音响材料：歌曲《牧歌》）

16.A （音响材料：歌曲《踏雪寻梅》 3 6 5 12 3 0 ）

17.B （音响材料：西洋管弦乐合奏《梁祝》）

18.C （音响材料：《二泉映月》）

二、非听辨选择题

1.A 2.B 3.B 4.C 5.B

6.D 7.C 8.A 9.B 10.C

11.D 12.D 13.A 14.B 15.C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一、编创题

1.【评分标准】（1）小节完整，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

（2）旋律流畅、有终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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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A等级：小节完整，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旋律流

畅、有终止感。

B等级：大部分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在旋律流畅

性或终止感方面有所欠缺。

C等级：大部分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旋律流畅性

和终止感方面均欠缺。

D等级：部分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规范、准确，旋律流畅性和

终止感方面均欠缺。

E等级：节拍、节奏、音符编创及书写不规范、不准确，旋律不流畅，

缺乏终止感。

二、聆听赏析题

1.【参考答案】（1）节奏较为密集

（2）速度为快速

（3）力度以强为主

（4）音区在高音区

（5）调式为大调式，给人以明朗、明快的感觉

（6）演奏形式为管弦乐合奏

（7）配器加入了民族打击乐器锣、鼓、镲

【说明】A等级：答出 5个要点以上

B等级：答出 4个要点

C等级：答出 3个要点

D等级：答出 2个要点

E等级：仅答出一个要点或未答出任何要点

答案相近的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