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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军旅生活而言,军旅歌曲具有着异常特殊的地位。从八一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到长征路上
的艰辛,从陕甘宁边区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从解放战争的硝烟到新时代军队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发
展的90多年的岁月里,无不伴随着令人难忘的歌声。进入新时代以来,军旅歌曲在宣传人民军队的性质、
作用、宗旨、纪律,鼓舞军心、壮大声势等各个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新时代中国歌坛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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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ongs in Music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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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litary life, military songs have a very special status, from a gun at the head of Nanchang on
August 1 to the hardships on the Long March, from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n from the smoke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my in the new era. In the more than 90 yea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army, all are
accompanied by unforgettable songs.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military songs have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ure, role, purpose and discipline of the people's army, encouraging military morale and
expanding their momentum. It is a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Chinese singing world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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