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音乐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30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60 分 )

在每 小题 列出 的四 个备 选项 中只 有一 个是 符合 题目 要求 的 ，请用 2B

铅笔 把答 题卡 上对 应题 目的 答案 字母 按要 求涂 黑 ，错选 ，多选 或未 选均

无分 。

1.【答案 】C。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变文 ”。其

次，分析 题眼 变文 是唐 代佛 教寺 院用 于宗 教宣 传的 一种 说唱 形式 ，其名

称来 自于 佛教 语汇 。佛教 徒在 宣讲 教义 时为 使更 多的 百姓 接受 ，便将 深

奥的 佛教 哲理 通俗 化，利用 讲故 事的 方式 进行 宣传 ，这种 方式 就称 为“俗

讲”，所用 的讲 唱本 子叫“变文 ”。变文 是一 种散 文和 韵文 交替 出现 的

说唱 形式 ，常由 散文 叙述 一遍 故事 内容 ，然后 以韵 文演 唱一 遍 ，内容 多

为讲 说佛 经故 事，宣扬 因果 报应 、轮回 思想 等佛 教经 义。A 选项 属于 相

和歌 发展 ，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属于 歌舞 大曲 的构 成部 分，不符 合题 意;C

选项 变文 是一 种散 文和 韵文 交替 出现 的说 唱形 式 ，符合 题意 ;D 选项 相和

大曲 的组 成部 分， 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C。

2.【 答案 】A。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图 中乐 器 。其

次，分析 题眼 秦汉 时期 吹管 乐器 和弹 弦乐 器乐 器发 展引 人瞩 目 ，笛 、羌

笛、笳、角等 在鼓 吹和 相和 歌中 引用 广泛 ;箜篌 (卧箜 篌、竖箜 篌 )、琵琶

在此 期间 广为 流传 。图中 乐器 为弹 拨乐 器 ，BD 两个 选项 不符 合题 意 ，C



选项 琵琶 圆形 直项 和梨 形曲 项两 类， 不符 合题 意 ;A 选项 乐器 为竖 箜篌 ，

符合 题意 。最 后， 由此 看出 此题 的正 确答 案为 A。

3.【答案 】D。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现 存最 古老 的

文字 琴谱 。其次 ，分析 题眼 可知 我国 现存 最早 古老 的文 字琴 谱传 自南 朝

梁代 邱明 之手 《碣 石调 ·幽兰 》。 A 选项 《胡 笳十 八拍 》是 蔡琰 的作 品 ，

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广 陵散 》是 嵇康 的作 品， 不符 合题 意 ;C 选项 《酒

狂》 由阮 籍所 创， 不符 合题 意 ;D 选项 《碣 石调 · 幽兰 》由 邱明 所创 ，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D。

4.【答案 】B。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谱 例出 自那 首

歌曲 。其次 ，分析 A 选项《 毕业 歌》由田 汉词 、聂耳 曲 ，是电 影《 桃李

劫》插曲 ，同时 也是 一首 进行 曲风 格的 群众 歌曲 ;B 选项《彩云 追月 》是

民族 管弦 乐曲 ，任光 在上 海百 代唱 片公 司任 节目 部主 任时 ，同聂 耳一 起 ，

为百 代国 乐队 写了 一批 民族 管弦 乐曲 灌制 唱片 ，乐器 以富 有民 族色 彩的

五声 性旋 律，上五 度的 自由 模进 ，笛子 、二胡 的轮 番演 奏，弹拨 乐器 的

轻巧 节奏 ，低音 乐器 的拨 弦和 吊钹 的空 旷音 色 ，形象 的描 绘了 浩瀚 夜空

的迷 人景 色;C 选项《 渔阳 鼙鼓 动地 来》选自 黄自 的清 唱剧《 长恨 歌》;D

选项《金蛇 狂舞 》是聂 耳于 1934 年根 据民 间乐 曲《倒八 板》整理 改编

的一 首民 族管 弦乐 曲，乐曲 的旋 律昂 扬 ，热情 洋溢 ，锣鼓 铿锵 有力 ，渲

染了 节日 的欢 腾气 氛。 最后 ，分 析谱 例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B。

5.【答案 】B。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弹 词伴 奏乐 器 。

其次 ，分析 题眼 弹词 曲种 的伴 奏以 琵琶 、三弦 等弹 拨乐 器为 主 ，由演 唱

者兼 操。A 选项 三弦 、四胡 是京 韵大 鼓的 主要 伴奏 乐器 ，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琵琶 、三弦 是弹 词类 曲种 的伴 奏乐 器 ，符合 题意 ;C 选项 琵琶 、坠胡

是道 情类 曲种 的伴 奏乐 器，不符 合题 意;D 选项 扬琴 是琴 书类 曲种 的主 要

伴奏 乐曲 ，不 符合 题意 。最 后， 由此 看出 此题 的正 确答 案为 B。

6.【答案 】C。解析 ：首先 ，我们 分析 提干 找出 本题 的题 眼为 京剧 净

行， 其次 ，分 析题 眼， 京剧 角色 的行 当划 分， 早起 为生 、旦 、净 、末 、

丑、 武行 、流 行(龙套 )七行 ，后 改为 生、 旦、 净、 丑四 大行 ，各 行当 中

又有 分支 。如扮 演男 性人 物的 生行 ，又分 老生 、小生 、武生 、娃娃 生和

红生 等。小生 的代 表人 物有 赵云 、周瑜 等。扮演 女性 人物 的旦 行又 分青

衣(秦香 莲 )、花衫 (虞姬 、王昭 君)、花旦 、武旦 、刀马 旦和 老旦 (佘太 君 )

等。净行 扮演 威重 、粗犷 、豪爽 等特 殊性 格的 男性 人物 ，其中 又分 铜锤

(包拯 )、架 子花 脸 (曹操 )、武 净等 。丑 行中 种类 繁多 ，如 文丑 、武 丑、

丑婆 或彩 旦等 。选 项 A 是老 生， 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是花 旦， 不符 合题

意;C 选项 是净 行， 符合 题意 ;D 选项 为丑 行， 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

可以 看出 本题 的正 确答 案是 C。

7.【 答案 】C。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花 灯舞 。其次 ，

分析 四个 选项 ，A 选项 是东 北秧 歌，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是陕 北秧 歌，不

符合 题意 ;C 选项 是云 南花 灯舞 ，花灯 的主 要表 演形 式有 ：灯舞 、集体 歌

舞、 小型 歌舞 ，具 有代 表性 的花 灯有 云南 花灯 、四 川花 灯、 贵州 花灯 、

湖南 花灯 ，符合 题意 ;D 选项 是采 茶灯 ，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此 看出 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C。

8.【 答案 】C。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热 瓦普 。其次 ，

分析 四个 选项 ，A 选项 是都 塔尔 ，弹拨 乐器 ，音响 木质 瓢形 ，琴颈 细长 ，



上面 用丝 弦缠 成十 三至 二十 品位 ，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是冬 不拉 ，弹拨 乐

器，音响 用松 木或 桦木 制作 ，有扁 平和 瓤形 两种 ，不符 合题 意 ;C 选项 是

热瓦 普，琴身 木质 ，音响 呈半 球形 ，符合 题意 ;D 选项 是弹 布尔 ，音响 较

小，呈瓢 形，多用 核桃 木或 桑木 制作 ，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此 看出 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C。

9.【答案 】B。解析 ：首先 ，分析 题干 可知 本题 题眼 是西 方最 早的 复

调音 乐。 其次 ，分 析四 个选 项， A 选项 经文 歌是 13 世纪 一种 重要 的复

调体 裁，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奥尔 加农 ，西方 有记 载最 早的 复调 音乐 ，产

生 9 世纪 也叫 平行 奥尔 加农 ;C 选项 迪斯 康特 在 12 或 13 世纪 初， 兴起

一种 新的 复调 形式 ，不符 合题 意 ;D 选项 华丽 奥尔 加农 大 约 12 世纪 左右 ，

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B。

10.【答 案】 D。解 析： 首先 ，分 析题 干可 知本 题题 眼是 谱例 属于 哪

种记 谱法 。其 次分 析四 个选 项可 知， A 选项 是通 过 1234567 这些 数字

标记 音高 变化 ;B 选项 是通 过五 条线 和四 个间 表现 音高 变化 ;C 选项 纽姆

谱是 从 8 世纪 开始 ，抄 写圣 咏的 人就 在歌 词上 方标 上了 一些 简单 的符

号，简明 扼要 地指 示上 升或 下降 的语 言声 调变 化 ，这种 简单 的符 号也 称

为“纽姆 谱 ”，纽姆 谱只 能简 单提 示歌 唱者 回忆 已经 首熟 悉的 旋律 轮廓 。

D 选项 四线 谱是 中世 纪时 期由 圭多 总结 形成 。由此 看出 此题 的正 确答 案

为 D。

11.【答 案】 C。解 析： 首先 ，分 析题 干可 知本 题题 眼是 歌剧 谱例 。

其次 ，分析 A 选项《尤丽 狄茜 》是第 一部 完整 保留 下来 的歌 剧 ，由佩 里

作曲 ，利努 契尼 做脚 本;B 选项《饮酒 歌》是威 尔第 所作 的歌 剧《茶花 女 》



中第 一幕 唱段 ;C 选项《今夜 无人 入眠 》是普 契尼《图兰 朵 》中的 第三 幕 ，

是一 首脍 炙人 口的 咏叹 调，其主 题音 调气 息悠 长，优美 抒情 ，它先 后出

现在 独唱 声部 、合唱 声部 以及 管弦 乐队 的音 色上 ，并配 合以 婉转 向上 的

旋律 形态 ，形象 的表 达了 卡拉 夫对 美好 情感 的向 往和 追求 ;D 选项《 猎人

合唱 》选 自歌 剧《 自由 射手 》。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C。

12.【答 案】 A。解 析： 首先 ，分 析题 干可 知本 题题 眼是 保存 最完 整

的第 一部 歌剧 。其 次， 分析 巴洛 克时 期 1600-1750 年， 第一 部歌 剧开

始到 巴赫 去世 ，A 选项 《尤 丽狄 茜》 1600 年上 演， 保存 完整 作为 最早

的一 部歌 剧，符合 题意 ;B 选项《达芙 妮》是最 早的 一部 歌剧 ，只留 下残

片，不符 合题 意;C 选项《灵与 肉的 体现 》是第 一部 清唱 剧，不符 合题 意 ;D

选项《 奥菲 欧》是歌 剧史 上第 一部 真正 意义 上的 歌剧 ，不符 合题 意。最

后， 由此 看出 此题 的正 确答 案为 A。

13.【答 案】 A。解 析： 首先 ，分 析题 干可 知本 题题 眼是 “朝鲜 三件

套”。其次 ，分析 在朝 鲜半 岛的 传统 乐器 中 ，玄琴 、伽倻 琴、大笒 是三

件最 有特 色的 乐器 ，被称 为“朝鲜 三件 套”，B 选项 中琵 琶为 中国 民族

乐器 ;C 选项 长鼓 为朝 鲜族 、瑶 族乐 器 ;D 选项 尺八 为日 本乐 器。 由此 看

出此 题的 正确 答案 为 A。

14.【答 案】 D。解 析： 首先 ，从 提干 中可 以得 出本 题的 题眼 是被 誉

为“非洲 传统 音乐 之魂 ”的乐 器，其次 ，A 选项 是班 卓琴 ，起源 于非 洲

是在 一个 手鼓 上插 了一 根木 棍 ，然后 再加 上琴 弦做 成的 ;B 选项 姆比 拉是

一种 用手 指拨 动弹 奏的 簧片 乐器 ，人称 它为 拇指 琴;C 选项 马林 巴是 一种

带有 共鸣 器的 木琴 ，它发 音宽 厚，余音 较长 ;D 选项 非洲 鼓鼓 是非 洲音 乐



节奏 的基 础及 表达 音乐 语言 的一 种最 重要 乐器 ，被称 为非 洲传 统音 乐之

魂，演奏 时声 音由 琴板 传到 共鸣 体上 ，产生 出一 种特 殊的 共鸣 效果 ，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 可以 看出 本题 的正 确答 案是 D。

15.【答案 】B。解析 ：首先 ，从提 干中 可以 得出 本题 的题 眼是 舞蹈 。

其次 ，分析 A 选项 哈巴 涅拉 为中 等速 度 ，二拍 子 ，特征 是弱 起 、切分 音 、

附点 音符 的大 量应 用，给人 摇曳 的感 觉 ，不符 合题 意 ;B 选项 探戈 旋律 多

为二 拍子 或四 拍子 ，节奏 明快 、附点 切分 音 ，符合 题意 ;C 选项 圆舞 曲旋

律优 美，节奏 明快 ，不符 合题 意 ;D 选项 桑巴 其特 征是 音符 短促 的滚 动节

奏，弱起 、附点 、切分 等特 点 ，不符 合题 意。最后 ，由此 ，可以 看出 本

题的 正确 答案 是 B。

16.【答 案】 A。解 析： 首先 ，从 提干 中可 以得 出本 题的 题眼 是弗 拉

门戈 。其次 ，分析 弗拉 门戈 是西 班牙 的一 种融 合舞 蹈 、歌唱 、器乐 于一

题的 综合 性艺 术形 式，是整 个西 班牙 的代 表性 艺术 之一 ，表现 了吉 卜赛

贫穷 、悲惨 的命 运和 处境 ，舞蹈 者常 常一 面踏 地，一面 打响 指，气氛 十

分热 烈。 最后 ，由 此， 可以 看出 本题 的正 确答 案是 A。

17.【答 案】 D。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是《 春之 声》 适用 速度 记

号。其次 ，分析 这一 明快 活泼 的上 行乐 句与 模仿 鸟鸣 的倚 音式 音调 交相

辉映 ，犹如 劈面 而来 的春 天气 息，洋溢 着生 机勃 勃的 青春 活力 。A 选项

中的 Lento 表示 慢板 ，B 选项 Adagio 表示 柔板 ，C 选项 Andante 表

示行 板，D 选项 最后 Allegro 表示 快板 。最后 ，由此 可以 看出 本题 的正

确答 案是 D。



18.【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是转 位音 程。 其次 ，分 析

原位 音程 与转 位音 程度 数之 和是 9，只移 动根 音或 者只 移动 冠音 。原位

音程 与转 位音 程度 数之 和是 16，根 音与 冠音 同时 移动 ，性 质相 反， 纯

不变 ，故 16 减 13 得三 度， 性质 相反 。最 后， 由此 可以 看出 本题 的正

确答 案是 B。

19.【答 案】 C。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是开 放排 列法 。其 次， 分

析相 邻声 部的 距离 是五 度、六度 或八 度 ，叫做 开放 排列 法 。A 选项 是密

集排 列法 ，不 符合 题意 ;B 选项 是密 集排 列法 ，不 符合 题意 ;C 选项 是开

放排 列法 ，符 合题 意;D 选项 是密 集排 列法 ，不 符合 题意 ;最后 ，由 此可

以看 出本 题的 正确 答案 是 C。

20.【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是四 部合 唱女 低音 音域 。

其次 ，分析 选项 A 是女 高音 ，音域 c1-c3，不符 合题 意;B 选项 是女 低音 ，

音域 g-e2，符合 题意 ;C 选项 是男 高音 ，音域 c-a1，不符 合题 意 ;D 选项

为男 低音 ，音 域 C-e1,不符 合题 意。 最后 ，由 此可 以看 出本 题的 正确 答

案是 B。

21.【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达尔 克罗 兹音 乐教 学

法的 教学 内容 ”。其 次选 项 A 是奥 尔夫 教学 法的 内容 ，与 题干 不符 ;B

选项 是达 尔克 罗兹 音乐 教学 法的 内容 之一 ，与题 干相 符;C 选项 也是 奥尔

夫教 学法 的内 容， D 选项 属于 柯达 伊的 教学 内容 均与 题干 不符 ，最 后 ，

由此 看出 此题 答案 选 B。

22.【答 案】 A。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 柯达 伊教 学法 的任 务

和目 标” 。其 次分 析选 项 A 培养 以民 间歌 曲为 基础 的音 乐的 读写 能力 ，



属于 柯达 伊的 教学 目标 和任 务 ，与题 干相 符 ;B 选项 是奥 尔夫 元素 性音 乐

教育 的核 心理 念， 与题 干不 符 ;C 选项 是尤 尼· 柏德 曼提 出的 “生产 性的

音乐 学习 理论 ”，与 题干 不符 ;D 选项 是爱 德文 · 戈登 提出 的“ 综合 性音

乐学 习” 与题 干不 符。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答 案选 A。

23.【答 案】 C。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 综合 音乐 教学 法课 程

构建 的五 个基 本概 念”。其次 ，结合 综合 音乐 教学 法课 程构 建的 五个 基

本概 念包 括音 高、节奏 、力度 、音色 和曲 式的 知识 ，可以 看出 ，选项 A、

B、D 均与 题干 不符 ;C 选项 曲式 与题 干相 符 。最后 ， 由此 看出 此题 答案

选 C。

24.【答 案】 D。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音乐 教学 原则 ” 。其

次，分析 王老 师的 教学 活动 是让 学生 进行 音乐 创编 与创 造 ，体现 了创 造

性原 则。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答 案选 D。

25.【答案 】C。解析 ：首先 ，本题 题眼 为《怒吼 吧，黄河 》。其次 ，

分析 题目 要求 选出《怒吼 吧 ，黄河 》的演 唱形 式 ，《怒吼 吧 ，黄河 》是

《黄 河大 河唱 》中的 第八 乐章 ，《黄河 大合 唱 》由冼 星海 作曲 ，光未 然

作词 ，以黄 河为 背景 描绘 了抗 战时 期黄 河两 岸劳 动人 民的 生活 ，其八 个

乐章 及演 唱形 式分 别为 ：第 一乐 章《 黄河 船夫 曲》 (混声 合唱 )、第 二乐

章《黄河 颂 》(男中 音独 唱)、第三 乐章《黄河 之水 天上 来 》(配乐 诗朗 诵 )、

第四 乐章《黄水 谣》(女声 合唱 、混声 合唱 )、第五 乐章《 河边 对口 曲》(男

声对 唱、重唱 、混声 合唱 )、第六 乐章《 黄河 怨》(女高 音独 唱 )、第七 乐

章《保卫 黄河 》(齐唱 、轮唱 )、第八 乐章《怒吼 吧 ，黄河 》(混声 合唱 )。

选项 中 C 项符 合题 干要 求， 故本 题正 确答 案为 C。



26.【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下 列谱 例所 表现 的是 哪

位教 育家 的教 育理 念。其次 ，观察 谱例 可发 现，谱例 中表 现的 是奥 尔夫

的节 奏谱 ，最 后， 由此 看出 此题 答案 选 B。

27.【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音乐 课程 理念 ”。其

次，分析 ，教师 在这 节课 巧妙 的安 排了 感受 、体验 、模仿 等活 动欣 赏乐

曲，带领 学生 感知 乐曲 所描 绘的 音乐 形象 和情 绪 ，通过 引导 学生 亲身 参

与到 实践 中，发展 音乐 表现 力 ，增强 音乐 感知 力，尤其 是模 仿，体现 了

强调 音乐 实践 的课 程理 念。 最后 ，由 此看 出此 题答 案选 B。

28.【答 案】 C。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 金蛇 狂舞 》采 用的 旋

律写 作手 法。其次 ，分析《金蛇 狂舞 》是聂 耳先 生根 据民 间歌 曲《 倒八

板》创作 的一 首民 族管 弦合 奏 ，其主 要旋 律采 用了 我国 民族 写作 手法“螺

蛳结 顶” 。选 项中 C 项符 合要 求， 故本 题 C。

29.【答 案】 B。解 析： 首先 ，本 题的 题眼 为谱 例所 采用 的复 调模 仿

手法 。其 次， 分析 谱例 中明 显两 条复 调旋 律走 向一 致音 没有 发生 变化 ，

但节 奏有 所扩 大，这在 复调 的模 仿手 法中 属扩 大模 仿 。A 选项 倒影 模仿 ，

其应 是以 某一 音为 轴进 行倒 映 ;B 选项 紧缩 模仿 ，节 奏型 应当 更为 紧凑 ，

符合 要求 ;D 项逆 行模 仿，是从 最后 一个 音开 始倒 过来 进行 。故本 题正 确

答案 为 B。

30.【答 案】 C。解 析： 首先 ，本 题题 眼为 无伴 奏合 唱《 牧歌 》的 指

挥图 示。其次 ，分析 无伴 奏合 唱《牧歌 》是瞿 希贤 的一 首作 品 ，其拍 号

为 4/4 拍。 A 选项 为二 拍子 的指 挥图 示 ;B 选项 为三 拍子 的指 挥图 示 ;C



选项 为四 拍子 的指 挥图 示，符合 题干 要求 ;D 项为 六拍 子指 挥图 示 。故本

题正 确答 案为 ：C。

二、 音乐 编创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0 分)

31.【参 考答 案】

图 1

(3)《我 和我 的祖 国》 是一 首并 列单 二部 曲式 ，歌 曲满 怀爱 国深 情 。

歌词 真挚 、情切 、感人 ，曲调 流畅 、激越 抒情 。歌曲 为单 二部 曲式 结构 ，

第一 段由 四个 乐句 组成 ，较方 整，流畅 的旋 律 ，比喻 的手 法 ，诉说 我和

祖国 的亲 密关 系;第二 乐段 与第 一段 形成 对比 ，旋 律激 情迸 发， 乐段 由

两个 平行 乐句 组成 ，表达 了作 者对 祖国 热烈 的真 挚感 情 。最后 乐曲 在重

复、 扩充 的高 潮中 结束 。

四、 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35 分)

33.【参 考答 案】

(一)教学 目标 ：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通过 学唱 歌曲 ，感受 加拿 大民 歌的 音乐 风格 ，

增加 对外 国民 族音 乐的 喜爱 之情 。

【过 程与 方法 】在 聆听 、演 唱、 演奏 等音 乐活 动的 过程 中， 增强 团

结协 作的 合作 意识 ，提 高音 乐表 现能 力。

【知 识与 技能 】用 轻柔 、协 和的 声音 完成 歌曲 中二 声部 的演 唱， 背

唱歌 曲。

(二)教学 重点 ：用 轻柔 的声 音、 适中 的速 度背 唱歌 曲。

(三)教学 过程



1.情境 导入

播放 描绘 加拿 大风 情的 视频 ，组 织学 生观 看， 并提 问： 你眼 中的 加

拿大 是怎 样的 ?

学生 认真 观看 ，沉 浸其 中， 讨论 并说 出自 己的 想法 。

教师 总结 ：加 拿大 位于 北美 洲的 最北 端， 面积 居世 界第 二， 有 “ 枫

叶之 国”的美 誉。加拿 大本 土原 居住 着印 弟安 人和 爱斯 基摩 人 ，他们 的

音乐 具有 独特 的风 格。今天 就让 我们 随着 当地 民歌 一起 走进 美丽 的加 拿

大。

2.初步 感知

(1)播放《 红河 谷》歌曲 音频 ，引导 学生 完整 聆听 ，并提 问：音乐 带

给你 怎样 的感 觉?音乐 表达 了怎 样的 内容 ?

学生 认真 聆听 ，并 相继 说出 自己 的感 受和 答案

教师 总结 ：歌 曲整 体轻 柔又 深情 ，表 达了 演唱 者对 自己 家乡 、自 己

祖国 的热 爱， 并欢 迎大 家去 做客 。

(2)引导 学生 关注 歌曲 的二 声部 ，再次 播放 音频 ，并提 问 ：歌曲 深切

的情 感是 怎样 表现 出来 的?旋律 共有 几个 声部 ?

学生 带着 问题 仔细 聆听 ，听 完后 各自 发表 不同 的观 点和 看法 ，并 回

答出 歌曲 有两 个声 部。

教师 肯定 学生 的回 答， 表扬 学生 的音 乐感 知力 和想 象力 ，并 加以 总

结：歌曲 通过 歌词 中对 家乡 景象 的细 致描 绘 ，以及 平缓 的速 度 ，抒情 性

的对 称乐 句，再加 上低 声部 的铺 垫烘 托，表现 了作 者对 祖国 的深 深的 热

爱。



【设 计意 图】 音乐 是听 觉的 艺术 ，是 情感 的艺 术， 设计 整体 聆听 环

节，能让 学生 对歌 曲形 成整 体的 印象 ，并结 合问 题的 引导 ，让学 生把 握

歌曲 的情 绪、 速度 、声 部等 要点 ，为 下面 的学 唱做 好铺 垫。

3.深入 探究

(1)熟读 歌词

播放 《红 河谷 》的 伴奏 音频 作为 背景 音乐 ，组 织学 生一 起用 轻柔 的

声音 ，深 情地 朗读 歌词 。

(2)视唱 曲谱

用钢 琴弹 奏歌 曲旋 律， 学生 看着 歌曲 的曲 谱， 随着 钢琴 的引 导视 唱

曲谱 。

学生 视唱 一遍 后，教师 提问 ：每一 句在 哪里 换气 比较 好 ?请同 学们 在

相应 的位 置画 上换 气记 号。

组织 学生 在合 适的 位置 标记 换气 记号 ，弹 奏钢 琴， 引导 学生 加入 歌

词进 行演 唱， 注意 速度 适中 。

(3)学唱 低声 部

组织 学生 自行 视唱 低声 部旋 律， 再用 钢琴 弹奏 低声 部旋 律， 引导 学

生演 唱低 声部 曲谱 。

学生 熟练 旋律 后加 入歌 词， 完整 演唱 低声 部。

(4)分组 演唱 二声 部

将学 生分 为两 个小 组， 一组 演唱 高声 部， 一组 演唱 低声 部。 先分 开

练习 ，至 高、 低声 部各 自能 够熟 练演 唱各 自的 声部 。

弹奏 钢琴 伴奏 ，组 织两 组的 同学 合作 完成 歌曲 的演 唱。



针对 学生 的演 唱情 况， 对于 相应 的声 部音 量、 音准 和气 口统 一等 等

问题 进行 细节 的联 系。

(5)完整 演唱

播放 歌曲 伴奏 音频 ，组 织学 生完 整背 唱歌 曲。

【设 计意 图】 二声 部的 学唱 是本 节课 的难 点， 也是 重点 ，根 据学 生

已有 的视 唱能 力，设计 学生 自主 视唱 学习 ，教师 通过 钢琴 进行 引导 的形

式， 将学 生的 主动 权还 给学 生， 让学 生充 分参 与音 乐实 践活 动 ;并通 过

分组 练习 的方 式，逐步 掌握 二声 部的 演唱 ，突破 本节 课的 难点 ，突出 重

点。

4.巩固 提高

(1)分发 乐器

拿出 准备 好的 手摇 铃、 三角 铁等 课堂 乐器 ，分 发给 每一 个学 生， 要

求学 生自 行分 组， 为歌 曲创 编乐 器伴 奏， 五分 钟后 上台 展示 。

(2)创编 表演

学生 分组 上台 表演 ，表 演完 后相 互进 行点 评， 教师 总结 。

五、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5 分)

34.【参 考答 案】

这个 案例 中音 乐老 师的 教学 是存 在问 题的 。

首先 ，陈 老师 的教 学违 反了 课程 标准 中突 出音 乐特 点、 关注 学科 综

合的 理念 ，这要 求教 学应 当突 出音 乐艺 术的 听觉 性 、情感 性的 特点 ，通

过具 体的 音乐 材料 构建 起与 其它 学科 之间 的联 系 ，拓宽 学生 的视 野。材



料中 ，陈老 师花 了大 半的 时间 介绍 地理 、历史 等相 关知 识 ，却仅 仅只 播

放了 一遍 乐曲 ，过多 地关 注了 学科 的综 合，而没 有突 出音 乐艺 术的 特点 。

其次 ，陈 老师 的教 学违 背了 课程 标准 中强 调音 乐实 践、 鼓励 音乐 创

造的 理念 ，这要 求教 学要 设定 生动 有趣 的创 造性 活动 内容 、形式 和情 境 ，

引导 学生 参与 演唱 、演奏 、即兴 创编 等各 项音 乐活 动 ，发展 学生 的想 象

力和 创造 力。材料 中，陈老 师只 播放 了一 遍音 频 ，没有 设置 有趣 的音 乐

活动 引导 学生 参与 ，在聆 听过 程中 也没 有设 置一 些引 导性 的问 题帮 助学

生理 解音 乐， 忽视 了学 生实 践能 力和 创造 能力 的培 养。

针对 这一 问题 ，我 的建 议是 ，缩 短介 绍地 理、 历史 和作 者生 平的 时

间，设置 相应 的问 题引 导学 生聆 听音 乐 ，设置 演唱 主题 旋律 、创编 歌词 、

乐器 伴奏 等音 乐活 动，引导 学生 参与 ，让学 生在 亲身 实践 的过 程中 更加

深对 乐曲 的理 解， 提高 学生 的课 堂参 与度 。

六、 课例 点评 题(本大 题 1 小题 ， 15 分)

35.【参 考答 案】

这个 课例 中的 教学 设计 有一 些闪 光点 ，但 同时 也存 在不 足。

首先 ，在 新课 教学 的环 节， 教师 运用 多样 的教 学方 法引 导学 生进 行

学唱 和演 唱，在实 践创 造环 节又 设置 了根 据诗 词创 编旋 律的 活动 ，体现

了课 程理 念中 强调 音乐 实践 、鼓励 音乐 创造 这一 要求 ，是这 个课 例的 闪

光点 。

其次 ，进 行学 唱环 节之 前， 没有 设计 初步 聆听 、完 整聆 听等 环节 ，

音乐 是情 感的 艺术 ，音乐 是听 觉的 艺术 ，课程 的设 计没 有给 予学 生建 立

对歌 曲曲 调的 整体 印象 、以及 把握 歌曲 情感 基调 的机 会 ，并且 仅是 机械



地学 唱， 缺少 对音 乐要 素、 音乐 内涵 的分 析， 学生 难以 提高 音乐 素养 ，

违背 了课 程理 念中 以音 乐审 美为 核心 的要 求， 这是 此课 例的 不足 之处 。

总之 ，课 程的 设计 应当 紧紧 围绕 课程 理念 的要 求进 行展 开， 遵从 音

乐艺 术的 听觉 特征 和情 感特 征， 增加 聆听 音乐 、体 会音 乐内 涵的 环节 ，

提高 学生 对于 音乐 表现 形式 的整 体把 握， 提高 学生 的音 乐素 养。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音乐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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