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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丰富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追求也越来越高。音乐艺术作为提高人们生
活品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价值也日益彰显出来。小学音乐课堂中器乐教学的引入,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更为学生表现力、创造力和合
作交流能力的开发和基本音乐素养的养成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在课堂乐器的选择上,造价低廉、技巧性相对较低、使用范围广泛、益于激发学
生兴趣的打击乐器尤其受到音乐教师的青睐。笔者在对打击乐进课堂的价值、发展现状分析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提出课堂打击乐器应用多样
化的几种可能性,旨在为丰富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进一步完善音乐表现及创造领域教学开拓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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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现领域的重要内容,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引入器乐教学,不仅有

我们也发现学生擅长运用打击乐器完成各种编创活动。孩子们在聆听音乐

效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更为学生表现力、创造力和合作交流能力的开

的同时,能随音乐敲击各类打击乐器进行伴奏,在充满乐趣的音乐课堂表

发和基本音乐素养的养成提供了平台。在课堂乐器的选择上,造价低廉、

现活动中感受不一样的音乐美,从多角度欣赏和体验音乐,提升音乐鉴赏

技巧性相对较低,使用范围广泛、益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打击乐器尤其受到

能力。

音乐教师的青睐,小型打击乐器更是课堂教学中应用最广泛,最简便易学

1.2在创新实践中树立正确的节奏感知

且最受学生欢迎的乐器。打击乐器不仅能够作为节奏训练的工具,还可以

为旋律编创打击乐伴奏是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常见教学手段。在此类

作为学习音乐各种要素、概念的教学媒介和工具,在打击乐器的独奏、重

环节中,小朋友不仅要关注乐曲音高的变化,更需要深入感知蕴含在旋

奏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音乐感,领悟、表现和理解音乐的能力及与人交流的

律进行中的节奏变化和节拍的强弱规律。为旋律选编伴奏的音乐实践,

能力。

也加深了小朋友对节奏的把控和变换能力,帮助其逐步树立正确的节奏

笔者在对大量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案例研究中发现,打击乐器进小学音

感知。

乐课堂的应用在世界各地都已十分普遍,但我国多数音乐教师在打击乐器

在打击乐的伴奏织体中,节奏型可以适当的进行变换。每换一种节奏

的选用上较为单调,仅使用铃鼓、三角铁、木鱼、沙锤等小型打击乐器,

型,就可以让一首乐曲在不改变曲谱的情况下,形成另一种风格。这也造就

应用方面,也多限于为乐曲编配伴奏的传统形式。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手

了打击乐伴奏的多样性,为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开发提供了可能。许多教学

段已极为丰富的今天,打击乐进课堂的发展水平可以说与音乐教学发展大

案例中,教师要求小朋友依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编创出自己想要

环境不相匹配。故笔者在对打击乐进课堂的价值、发展现状分析基础上,

的音乐风格。一首乐曲,可以进行一到两条不同风格的节奏编创；可以使

结合实践经验,提出课堂打击乐器应用多样化的几种可能性,旨在为丰富

用同一种节奏风格来配合不同的乐曲；也可将多条节奏型组合,改变强拍

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进一步完善音乐欣赏、表现及创造领域教学开拓新的

的位置,体验不同的节奏感觉,在不断变换的乐曲和节奏编创中,有效提升

思路。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1 打击乐器进小学音乐课堂的价值

1.3在集体活动中养成良好的社交能力

打击乐器也叫“敲击乐器”,是指敲打乐器本体而发出声音的乐器。

打击乐器自身特性决定它能在不影响主体音响效果的情况下,为乐曲

其中有些是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如民族打击乐的云锣、编钟；以及西

润色。打击乐器不仅能为乐器和乐曲伴奏,也能结合自身特色进行重奏,

洋打击乐的马林巴、钟琴、木琴等；其它还有一些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

相互之间进行声部间的配合,在各类常规打击乐器演奏时的合作交流,需

如民乐的拍板、梆子、板鼓、腰鼓、铃鼓；西乐的小军鼓等。从广义上说,

要同学之间的默契配合。强拍弱拍的乐器选择,噪音与乐音的有效结合,

通过击打身体不同部位发声的“身体打击乐”也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类

旋律中打击乐的进入与退出,对指挥做出及时正确的反映等,都需要集体

音乐课堂打击乐器。

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样经常性的集体活动中,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

常见打击乐器具有简单、易上手、节奏性强的特点,不需要经过长时

与人合作的能力都将得到有效锻炼和提升。

间的练习就能操作使用。因此在对比其它乐器有年龄限制和需要长期练习

2 打击乐器进小学音乐课堂的现状与实施建议

才能使用的属性来看,在小学音乐课堂中适度引进打击乐器,在开发学生

2.1发展现状

综合素养方面有一定优势和实用价值。

虽然打击乐器种类繁多,许多都具备操作简单使用便捷的特点,但在

1.1在兴趣引导下积累音乐鉴赏知识与能力

许多音乐教师的观念中,打击乐器多为噪音乐器,在表现教学领域中的器

在审美性、人文性与实践性兼备的音乐课堂上,除感受与欣赏教学之

乐教学,他们更偏重于选择类似竖笛这类旋律乐器。另一方面,在现今的小

外,表现、创造等领域的教学内容同样值得关注,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适

学音乐课堂上,使用较多的仍是一些较为简单的单一发声方式的打击乐器,

度引入打击乐器,既能有效提升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更能引导学生在实践

如：木鱼、沙锤、铃鼓、三角铁等；在教学设计中针对打击乐的应用环节

中感受音乐的美感。

也较为单调,多集中在给乐曲编配伴奏或简单的节奏教学上,并没有真正

小学阶段,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尚不具备掌握复杂乐器的能力,

意义上的挖掘打击乐器的多样性及多用性,亦无法体现打击乐器在创造力

而常规打击乐器的使用正是小朋友们力所能及的。在许多的课堂实例中,

开发和音乐综合素养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最后,在人们印象中,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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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伴奏乐器,无法进行主旋律演奏。对打击乐器种类的认识和了解不足

边同学的鼓。形成一种合作式的演奏模式。

导致在教学设施的选择上,大部分学校只购买极为简单的打击乐器作为伴

3.1.2接龙模式

奏用途,而音色优美,有着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鲜有学校进行购置,这就造

小朋友任意人数(不超过8人为宜),演奏一条节奏。可以从第一位也可

成小学音乐课堂打击乐器种类单一,使用频率甚低,大大降低了打击乐器

以从最后一位开始,以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或最慢速度演奏。第一位同学演

能够为音乐课堂带来的作用。

奏完成后,下一位同学接着上一位的速度进行变化演奏(如上一位是快,则

2.2实施建议
除我国传统打击乐器之外,有许多在国外教学体系中应用普遍,已经
有成套使用经验且适宜在小学课堂推广使用的打击乐器,如：非洲鼓、卡
宏箱、小木琴等。这些乐器价格适中,使用也比较简单方便,学生稍加学习,
便能轻松掌握。

渐慢。慢,则渐快)。
以上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加强同学之间的合作能力,合作演
奏的旋律也可由小组组员亲自编创,寓教于乐,开发创造力。
3.2小木琴
木琴是一种木制的高音特色打击乐器(木琴有多种规格适应不同年龄

相较于传统打击乐器或单调或音响效果粗糙或外观朴素或专业性

的演奏者,本文以适合小学课堂的小木琴为例)。小木琴能以琴槌敲击木板

过强的特点,这些适用于小学课堂的打击乐器种类多样,更好看的外形、

的方式发出具体音高,是打击乐器中的乐音乐器,其音色优美灵动,音域有

更优美动听、更简单易上手、适用性更广等特点更能吸引学生。小学生

三到五个八度的类别可供选择。小木琴的出现,填补了课堂打击乐器没有

对新事物的的接受程度多来源于兴趣,而此类打击乐器恰恰能够满足小

乐音的体系,这也让多样化打击乐进课堂更具优势和可行性。

朋友对于新事物的新鲜感,同时也为音乐教师的器乐教学提供更广阔的
平台。

在课堂应用中,木琴可以进行音域跨度不大的乐曲独奏,也可以胜任
多数乐曲伴奏。作为伴奏乐器,小木琴具备其他打击乐器所不能比拟的优

这些种类繁多的打击乐器,能为乐曲提供更加丰富的伴奏形式,同时

势,它音色新奇,能让旋律音响更为丰满,在演奏技法上,它能够以多槌击

由于乐器特征,他们相互间还能进行独奏和重奏的组合,为创新性思维能

奏和弦。有一定音乐理论的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演奏出单音和音程,稍加练

力的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以“涵养美感、和谐身心”为主旨的小学音

习就能掌握四槌演奏法演奏出七和弦,呈现多彩的和声音效。

乐课堂中,形式种类多样化的打击乐器,在普及音乐知识、提高音乐素养、

3.2.1木琴的教学应用

提升音乐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效果显而易见,丰富打击乐器种类的选择,优

木琴的教学首先进行的是敲槌练习。

化打击乐器的使用,能够极大程度增加音乐课堂的活力。

每位同学手握一副琴槌,手背向上,用食指第二关节和拇指夹住槌柄,

学校在配置音乐教具时,可以更多关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打击

其他三指轻轻握住槌柄。高举双臂在半空中点槌,左槌点右槌,右槌点左槌,

乐器。另外,为适应不同年龄使用者,这类打击乐器多提供针对小学生的

开始时,可两眼看着击槌,然后就要求在头顶击槌,不看槌,靠感觉去操作。

缩小版或定制版,价格相较于成人版乐器便宜很多,并不会增加过多的

以此来锻炼对琴槌的掌控能力,解放双眼去看曲谱和指挥,凭感觉靠肌肉

采购经费。

记忆寻找位置。

3 特色打击乐器进小学音乐课堂的实践研究
在课堂打击乐器种类丰富的前提下,音乐课堂教学形式也将极大丰
富。笔者将以非洲鼓、小木琴和身体打击乐为例,探讨特色打击乐器使用
的可能性和常规方法。
3.1非洲鼓
尽管非洲鼓在我国小学音乐课堂使用并不普遍,但作为最为常见的打

在琴的练习上,可遵循一定的节奏进行音阶和琶音练习。如全音练习：
以4/4拍,70的速度,在一个八度之内进行

的模进练

习。也可以根据不同要求和需要进行半音模进和其它有规律的、改变拍子
速度和节奏型的模进练习。
3.2.2木琴的演奏应用

击乐器之一,对小学音乐课堂来说,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其体积小巧,

在演奏方面,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或者自主识谱的情况下进行乐

音色多样、表现力丰富,极具感染力。无论是乐曲伴奏、歌唱伴奏、还是

曲演奏。也可以同其它打击乐器如：非洲鼓、木鱼、三角铁等进行打击

重奏都有着良好的演奏效果。

乐合奏。

在课堂教学环节中,非洲鼓可以作为节奏认知和节奏感培养的最佳手
段之一。小朋友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击打鼓的不同位置,更清晰地了
解和感受强弱和音色,更可以在集体合作的多线条节奏型中聆听体验丰富
多彩的节奏变化。
在乐曲欣赏环节中,若以非洲鼓代替木鱼、三角铁之类的传统课堂打

除了和乐器配合之外,木琴也能与声乐相结合。可以让几个学生同成
小合唱队,合唱队同学歌唱时,木琴进行和声铺垫。
木琴与木琴之间也能进行双声部或多声部的重奏,选取多声部的卡农
模仿曲谱,孩子们依次进入。也可选取带伴奏的曲谱,一部分孩子演奏主旋
律,另一部分孩子演奏和声。

击乐器,用于伴奏时,它将不再仅仅是强调正拍和反拍的工具,其音响更为

木琴的加入,让课堂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音色和元素,也让孩子们在旋

丰富,伴奏音型更加复杂,能够通过更加符合乐曲的伴奏形式,融入音乐；而

律和和声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往后的学习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音乐理

即便脱离旋律用于独奏时,非洲鼓的节奏击打也不会单调无味,极易激发

解,进行简单创作和和声编配。

学生演奏的兴趣。
在课堂活动环节中,学生可以进行非洲鼓的即兴演奏,也可以进行分
组合作演奏。在这里,列举两种非洲鼓合作演奏方式为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3.3身体打击乐
打击乐器之所以种类繁多,和它本身的属性密不可分。在自然界中,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用来作为打击乐器。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从身边拿起一

3.1.1圆圈模式

样物品进行击打,敲出不同的节奏,哼着即兴的歌曲也能自娱自乐一番。因

小朋友以4-6人一组,围成一个圆,同时演奏一首乐曲的伴奏或者一条

此在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打击乐器,就连我们的身体也能成为打击乐器。身

编写好的节奏,在演奏的过程中,加入动作的变换。如：本来应该在自己鼓

体打击乐的优势在于随时随地都能演奏,没有固定的思维,想到什么就可

上演奏的拍点,通过同时左手翻过右手,右手翻过左手的来回变换,击打旁

以演奏什么。在各大外国教学法中,身体打击乐的应用极为普遍,在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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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适用范围、创作深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值得在小学音乐课堂

的我国小学音乐课堂中,也开始逐渐普及起来。
接下来,介绍一种适用于小学音乐课堂的身体打击乐范例。
首先,小朋友们按顺序竖排的形式坐在椅子上,4-5人为一组,第一位

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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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对不高。
将多样化的打击乐器引入小学音乐课堂,无论是使用便捷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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