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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文化、曲式结构、创作手法角度进行单元整合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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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教学中的单元整合视角应该是多维度的,是建立在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之上的。笔者对人
音版六册教材进行分析,在单元整合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教学中的思考,从音乐文化、曲式结构、
创作手法等视角,结合教材进行剖析和可行性分析。并且,在单元整合实践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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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integr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culture, musical form structure and
creative technique
Wenqin Yuan
Lianhua Junior high School in Qujiang District,Quzhou City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of unit integration in music teaching should be multi-dimensional,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syllabu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x textbooks published by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unit integration, combined with his own thinking in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usic culture, musical form structure, creative techniques, etc., combined with the textbooks for
feasibility analysis. Moreover, in the process of unit integration practice,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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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文化主题整合

随着音乐课程改革的推进,“单元整

人合唱》
《我是城里的大忙人》
《卡门序

1.1精神内涵主题整合

曲》
《第五(命运)交响曲》
《鱼美人》
《鳟

合教学”愈来愈被重视。单元整合教学

音乐教学具有导向功能,音乐课程

鱼》等。

是依照课程标准,建立音乐学科教学目

目标之“情感、态度、价值观”表现：

八上第四单元的《黄鹤的故事》采

标系统,以单元为结构形式,整合教材等

通过音乐学习,使学生的高尚情操受到

用交响诗的体裁,以民间故事为素材,揭

教学资源,有效达成单元目标,且可测评

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美好未来的追

露封建官僚的无耻与腐败,赞扬了人民

教学效果的教学形式。笔者参考其他学

求,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情怀。

群众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反抗精神和勇

科单元整合的教学设计,融合到音乐课

1.1.1斗争反抗精神主题整合

气。作品中,运用小提琴在中低音区演奏

程教学研究中,从音乐文化、曲式结构、

教材中有关人们反抗压迫,与黑暗

黄鹤主题的变形,不同的调性的发展,加

创作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邪恶斗争的曲目有《黄鹤的故事》《猎

深了作品悲苦的情调。接着音乐逐渐变

案例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提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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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亮起来,预示着光明即将来到,人们
的反抗斗争终将胜利。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民族艺
术,其历史渊源流长,组成部分内容丰富

为号子、山歌、小调,它在六册书中均有
出现。

九上册第二单元的《卡门序曲》是

多彩,戏曲类主题的整合教学不仅可以

七下第五单元《无锡景》是一首江

歌剧《卡门》的一首管弦乐曲。歌剧《卡

加深学生对各个戏剧的进一步学习,更

苏民歌,早在清末就流行于江南一带。

门》取材于同名小说《卡门》,通过主人

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历史发展的角度进

描绘江苏无锡的大好风光和风土人情。

公的悲剧性结局,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

一步学习戏曲发展的历史。

原来歌词有十几段,具有分节歌的特点,

伪,也赞颂了卡门追求自由的精神。以上

在六册书本中共涉及京剧(《这一

现经过整理后剩下6段。歌曲由四个乐

列举的音乐主题由大提琴和管乐器奏出,

封信来得巧》《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句组成,分别落音在“1 3 5 1”上,旋

其d小调“墨绿色”的调性色彩使听者沉

昆曲(《姹紫嫣红》)、黄梅戏(《对花》)、

律曲折婉转、清丽悠远,符合江南小家碧

思,也暗藏主人公悲剧性结果的玄机。

评剧(《报名花》)、豫剧(《刘大哥讲

玉的特质。

虽然《黄鹤的故事》与《卡门序曲》

话理太偏》)、越剧(《十八相送》)等

七下第五单元《桃花红 杏花白》是

的素材背景选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通

剧种。曲艺类包括《前门情思大碗茶》

山西民歌,讲述了18岁姑娘被迫嫁给一

过它们呈现出的精神内涵具有一致性。

《丑末寅初》《蝶恋花.答李淑一》《说

个老头而躲婚的故事。以哭唱为主。此

通过对斗争反抗精神主题的整合教学,

唱集锦》等。

曲为开花调,音调简明、感人至深。常常

可以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良好的世界观。

八下第五单元《这一封信来得巧》
是京剧传统戏的经典唱段,京剧是中国

以上下句两个乐句组成,旋律级进、表现
跌宕起伏的情感,增强和音乐感染力。

1.1.2“红色思政”主题整合

的国粹,是皮黄腔的代表剧种。在该唱段

将《无锡景》和《桃花红杏花白》

根据笔者统计,六册教材中的关于

中虚词“呃”“那”的使用十分频繁,这

进行整合教学,有助于学生在对比中学

“红色思政”类主题的作品有《东方之

正是京剧中老生这一行当唱腔的一个特

习南北不同风格的民歌小调,进而从音

珠》
《七子之歌——澳门》
《我的中国心》

点,是人物威严、身份至高的表现方式。

乐要素、音乐文化中阐释南北不同的特

《御风万里》
《过雪山草地》
《游击队歌》

四大徽班进京后,吸收昆曲、梆子、京腔

征。强化学生的对比辨析能力,以及对小

《保卫黄河》
《五样热情的歌》
《金陵祭》

等精华,结合北京地方语言,逐渐形成了

调的理解能力。

等。在该类主题中还可细分为“一个中

京剧。

国”和“民族精神”等主题。

九下第五单元《对花》是黄梅戏传

2 曲式结构类整合
笔者按照一段体、二段体、复三部

统戏的经典唱段。黄梅戏是安徽的主要

曲式、奏鸣曲式、非对称性的曲式结构、

不仅是闻一多先生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占

地方剧种,是在18世纪后期在皖、鄂、赣

回旋曲式结构对教材中的内容进行归

中国领土的悲愤情感的抒发,更是炎黄

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

类分析,由于篇幅限制,在本文中无法

子孙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思念的表达。学

曲调丰富,常用安庆地区语言演唱。《对

呈现。

习《七子之歌——澳门》不仅能使学生

花》以高胡和锣鼓等其他民族乐器伴奏

七上第一单元《彩色的中国》是典

感受歌曲的旋律美感和爱国之情感,更

开场引出唱段,唱段中包含安徽安庆地

型的二段体结构歌曲,1—17小节(4个乐

能学习到“一个中国”原则形成的历史

方的口语,给作品赋予了更强的乡土、地

句)为A段,18—29小节(6个乐句)为B段。

脉络,激发学生拥护、热爱祖国之情。

域气息,整个唱段都透露出愉快的情绪,

A段舒朗的节奏给人以大气的感觉,表现

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快乐,令人向往

出少年儿童将祖国版图尽收眼底的形

此种欢愉的乡土生活。

象。B段中出现全曲的高潮,将A段末句作

八上第一单元《七子之歌——澳门》

八上第一单元《东方之珠》这首作
品歌曲分为A段和B段,从亲切、柔和的呼

为起始,并再次放缓节奏,将A、B两段完

唤开始,三连音的节奏使用增添了许多

通过对《这一封信来得巧》和《对

激动之处。B段歌曲对比明显,三连音节

花》的整合学习,对比中了解南北文化背

奏紧密,将歌曲推向了高潮。表达中华儿

景影响下产生的戏曲。不仅加深学生对

七上第一单元《爱我中华》为七声

女对香港的无比爱恋,以及对祖国的深

京剧和黄梅戏的认识,更是从整体的角

宫调式,也是典型的二段体结构。旋律的

深热爱。

度、从发展的角度认识到京剧与黄梅戏

创作吸收了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A段

美融合在一起。

通过对“红色思政”主题的整合教

之间的联系。通过戏曲类主题的整合教

由3个乐句构成,节奏活泼,以主和弦分

学,使学生在体验音乐作品情感的同时,

学,不仅可以加深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解构成旋律,表现了欢快活跃的场景。B

潜移默化的形成良好的价值观。该主题

还能引导学生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促

段由4个乐句组成,音高更高,曲调高昂

的整合不仅是对我们中华民族艰苦、卓

进学生全面发展。

热烈。
通过对两首歌曲的整合教学,可以

越奋斗历史的回顾,更是有意识传递民

1.3中国民歌主题整合

族精神的举措。

中国的民间歌曲可以分为汉族民歌

加深学生对二段体的理解,对曲式结构

和少数民族民歌。其中汉族民歌可以分

有所了解。也可以以此整合方式,对三段

1.2中国戏曲、曲艺文化主题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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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奏鸣曲式等知识点进行教学。

法,可以对这两课内容进行整合。借助歌

②单元整合的内容选择。笔者已经

3 创作手法类整合

曲和器乐曲引导学生探索“鱼咬尾”之

对选择的视角进行了剖析,除了上文中

课程标准中“创造”模块的落实,

处,并且进行简短旋律编创。

列举的切入点外,或许还有更多的角度。

4 总结

就每个视角的课程内容选择,笔者认为,

创作手法有同头换尾的创作手法：
《让这

笔者通过对教材的分析,对初中音

内容的选择是多样化的,但应该建立在

世界充满爱》、
《隐形的翅膀》B段。起承

乐课程标准的解读,结合自己的教学思

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之上,最终目的是

转合的创作手法：《隐形的翅膀》《军民

考,从“音乐文化、曲式结构、创作手法”

为了课程目标的实现。

团结一家亲》《地平线交响曲》《我的家

视角对单元整合进行阐释,并举相关例

③单元整合整体知识线索的构建。

乡多美好》《五样热情的歌》。主要主题

子进行说明。在进行整合过程中,笔者也

单元整合,突破了常规教学中教学内容

多次变奏：
《夜莺》
《铃儿响叮当的变迁》

产生了几点思考：

仅限于某一单元的枷锁,而是可以大胆

便涉及到创作环节。梳理六册教材中的

(8个变奏)。“鱼咬尾”创作手法：沂蒙
山小调、《春江花月夜》(第3段)。

①单元整合中“一课多歌”和传统

的跨单元、跨年级。那么,这就需要音乐

教学中“一课多歌”的区别何在？笔者

教师对教材知识点和内容有整体性把握,

七下第五单元《沂蒙山小调》为一

现场观摩过由温州一名初中音乐教师围

在进行单元整合时能够重新将知识链条

段体,歌曲采用了“起、承、转、合”四

绕“单元整合”理念执教的《天山之音》,

衔接,构建完成的音乐知识构架。

乐句结构。四个乐句结尾和开头分别按

在这节课中,执教者选取了《赛乃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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