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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社会音乐教育提供给养

当今社会音乐教育是游离于学校
音乐教育之外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商品化与功利化趋势，两者之间几乎
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二者的音乐教育理念不同
——学校音乐教育倡导以审美为核
心，注重传统音乐文化传承，而社会音
乐教育存在着技能至上，崇尚西学的
现象。第二，教学内容不同——目前
社会音乐教育的很大一部分承担者是
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师以及毕业生，教
学内容主要以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
器为主，所使用教材多选自以西方音
乐为主体的练习曲以及乐曲，授课主
要采取一对一形式。第三，缺少为多
数中小学生学习音乐提供服务的社会
音乐教育机构，更缺少与课程改革相
一致的配套学习机制。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以为：
一是建立基于新课程标准的社会

音乐教育绿色通道。
首先，教育局、文化局等政府部

门要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少年宫、群艺
馆与音协的作用，成立面向中小学生
的合唱团、民乐团、管乐团、管弦乐团
等，聘请了解新课程改革并具有良好
专业水平的高校教师或一线教师任
教，将新课程标准倡导的教育理念渗
透到音乐实践中；其次，通过演唱、演
奏中小学教材歌曲、教材乐曲，开展唱
响、奏响教材歌曲、教材乐曲的专题活

动，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参与其中，使课
堂音乐教学内容在社会音乐教育领域
中得到更深层次的体验与表现；再其
次，除了演唱、演奏教材上的内容，还
要为中小学生量身定选一些适合他们
演唱、演奏的更广泛的曲目，使其成为
学校音乐教育的有效补给，从而使社
会音乐教育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拓展
渠道，成为新课程改革的绿色通道，使
广大的中小学生远离低俗音乐的影
响，建立健康、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二是提供现场聆听音乐会的机会。
学校音乐教育主要是通过音像资

料来进行音乐欣赏，学生很少有机会
到音乐厅现场聆听音乐。缺少现场聆
听音乐所产生的最直接的感性体验与
直观认识，也就缺少了很多现场演奏
对于心灵所产生的震撼之感。对于一
线以及省会城市的中小学生来说，现
场聆听音乐会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然
而，对于大部分地级市及其以下地区
的中小学生来说，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各级交响
乐团、民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定期深入
基层，为中小学生举行专场音乐会，使
这些音乐会成为乐团的常态活动，并以
演唱、演奏中小学生熟悉的作品为主，
以及适合中小学生欣赏的其他作品为
辅，采取符合他们特点的表演形式，将
他们带入音乐的世界中。

家庭音乐教育不可忽视

儿童对音乐作品的体验与认识需

要在不断的重复过程中才能深度掌
握，实践证明，越是熟悉的作品，儿
童体验越深刻。学校的音乐教学一周
仅仅有两节课或一节课，课堂上的教
学内容只是短时记忆与有限体验，离
开学校后，学生也就与课堂上的教学
内容再见了，这就使得学生对于课堂
教学内容永远处于模糊记忆与浅层体
验状态，直接影响到学生对音乐作品
的深度理解，缺乏深度理解，也就丧
失了对音乐课的兴趣，转而将对音乐
的兴趣迁移到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
上。这也是造成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
欢上音乐课的一个重要原因。地级市
及其以下地区的家长，普遍不重视音
乐教育，个别有见地的家长不相信学
校音乐教育，选择花重金通过家教与
社会音乐教育机构来达到孩子学习音
乐的目的。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
校，也是终身学校，一个充满音乐氛
围的家庭一定会使孩子受益终身。如
果家长观念转变了，并付诸行动，家
庭就会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有效延
伸，成为潜移默化的最佳境地，就可
以起到双倍的教育效果。

要使学校音乐教育与家庭音乐教
育建立起有效连接，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使家庭成为学校音乐教育
的有效延伸。

首先，学校与音乐教师要利用家
访、家长会等机会，帮助家长弄清楚
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儿童学习音乐是
为了在音乐的熏染下快乐、健康地成
长，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建立多
元文化价值观，使家长们转变观念，赢
得他们的认同；其次，要指导家长在家
庭内营造音乐氛围，尤其在孩子的生
活区和活动区，适时引导孩子聆听、歌
唱、演奏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让音乐伴
随孩子左右；再其次，要充分利用学校
建立的通讯平台，将最新的教学内容
及时通知家长，积极引导家长在假日
郊游、朋友聚会、闲暇时光等不同生活

场域中，与孩子共同进行音乐实践。
二是让音乐成为家长与孩子感情

联络的中间纽带。
家庭是儿童最熟悉的生活环境，

也是他们最放松，最适合通过音乐与
父母建立联系的场域，如果家长能够
充当孩子音乐实践的合作者，对于他
们来说是最兴奋不过的事情，在孩子
的指挥与讲解下，共同进行家庭音乐
游戏，一同交流音乐带来的感受，分
享音乐带来的快乐，音乐定会成为家
长与孩子感情联络的中间纽带，成为
维系家长与孩子之间亲密关系的最佳
方式。这种亲密关系可以有效帮助孩
子度过很多成长中的关键期，比如逆
反期。音乐一旦发挥了情感性作用，
定会深深植根到儿童的心灵深处，从
而培养起他们对音乐的持久兴趣。

从源头做好音乐教师教育

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
成为入职教师必备的基本功。而事实
上，教育理论知识储备与教育教学能
力培养恰恰是长期以来音乐教师教育
专业的软肋。

由于长期受到音乐学院教学体制
的惯性影响，音乐教师教育专业重音
乐实践，轻教育理论与教学能力培养
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当前的
音乐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教师教育课
程+音乐学科教育课程）不够完善，没
有将教师教育课程与音乐学科教育课
程进行很好的对接；在课程体系的重
新构建上，没有深入研究中小学，更没
有结合当前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与发
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现象，将音乐
教育的最前沿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
渗透到相关课程中。

解决这个脱节现象的首要对策是
完善课程体系的构建，尤其是教师教
育课程与音乐学科教育课程的协调对
接。教育部于 2011 年 10 月颁布了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以下
简称为 《标准》），对中小学教师教
育的课程体系构建与能力要求提供了
新的蓝本。《标准》 将教师教育课程
分为三个目标领域和六个学习领域。
三个目标领域为：教育信念与责任，
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
六个学习领域为：儿童发展与学习、
中小学教育基础，中小学学科教育与
活动指导、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职
业道德与专业发展、教育实践。教师
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应紧紧围绕三个
目标领域和六个学习领域进行设计；
音乐学科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无论
是音乐心理学、教育学，还是教学法
都要紧密结合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将
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特点、生
理特点以及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科
学运用于音乐教育理论的学习中，将
教师教育与音乐学科教育两类课程进
行恰当对接，按照 《标准》 要求，将
两者完美组合起来，构建起新的音乐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加快课程建设步
伐。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一轮的中小
学教育改革中起到引领作用，培养出
教育理论知识储备与教育教学实践能
力兼备的高素质的毕业生。

此外，还要加强教育实践环节。
加强音乐教师教育实践，要在建立稳
定实习基地、建立专职教育实践指导
教师队伍、在教学中渗透新课程标准
等方面下功夫，培养实习生的创造性
与开放性意识。

课程改革精神必须渗透到社会音
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教师
教育中，只有建立起这三者与学校音
乐教育之间的互动之势，建立起稳定
的架构，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
成音乐教育改革的绿色网络，才能使
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不断向纵
深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作者单位：河南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的给养与援军在哪里
王景

⦾分享

《孔乙己》是中学课文中的经典篇
目。好的教学预设，精彩纷呈，案例颇
多。但课上的精彩“生成”却很鲜见。

“读完 《孔乙己》，关于小说中的
主人公孔乙己，你最能记得的是什
么？”浙江省特级教师肖培东老师开
始了教学。“孔乙己满口的之乎者
也。”“孔乙己的善良。”“孔乙己的懒
惰。”学生们真实又很拘谨地发言，
课堂气氛有些“安静”。

“或者说，你对孔乙己感受最深
的是什么？”肖老师温和地变换了一
种提问方式。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一个男生站了起来，轻声地读着酒客
们嘲笑孔乙己的场景，“他们又故意高
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
了！’⋯⋯店内充满着快活的空气。”

学生读完坐下。肖老师不露声色
地说：“这位同学少读了一个字，大家
听出来吗？”“咦，少读一个字？”我和同
学们都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有学生说：

“少了一个‘外’字，应该是‘店内外’。”
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店内外充满着
快活的空气。”

课堂上误读或少读一个字，这事
都很正常，纠正过来就是了。我心里
想。

“那能不能就改成‘店内’呢？店
内充满着快活的空气，本来就是在咸
亨酒店内喝酒的，为什么鲁迅要写成

‘店内外’呢？”肖老师追问了一句。
肖老师追问的目的是什么？是不

是要偏离教学预设？或者是要文本细
读？我猜测着，思考着。

“大家想想，‘店内外’充满着快活
的空气，这‘外’字，会让我们读出什么
来？”肖老师的追问令我惊醒：这不是
课堂上一次绝好的生成吗！

课堂生成总是在不经意中突现，
要么发现不了，要么即使发现了，为了

“预设”机械执行课堂设计而舍弃。像
火花一样瞬间消逝的生成，没有敏锐
的课堂观察能力是抓不住的，没有深
厚的教学功底也不会利用好的。

“我们先看看店‘内’，有哪些
人？都在干什么？”“短衣帮”“穿长
衫的”“小伙计”“掌柜”“有的叫
道”“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学生纷
纷回答。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了！

鲁镇的咸亨酒店，聚集了这样的
一帮人：百无聊赖，麻木不仁，以取
笑同样底层的人的苦难为乐，冷眼嘲
笑，挖苦讽刺。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冷
漠麻木的看客。

“店‘外’，外到怎样的范围？”
“曲尺形的大柜台外”“鲁镇”，学生
又谨慎地回答了。对初中的孩子们来
说，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很难的。

细细推敲这“外”字，真是妙！
小说中的“店外”，自然是簇拥在酒
店柜台前，可这“外”的出现，恰恰
是扩大了麻木冷漠的人群范围。这

“店外”，就是镇里，就是镇外，就是
整个社会内外。这些人“创造”了社
会的冷漠、凉薄！作为老师，是多么
期待学生能读出这样的感受啊！

面对学生出现的窘迫，肖老师安慰
学生，“没事，要读懂鲁迅的‘店内外’，
我想还是先来读读店里的相关细节，看
看咸亨酒店里的人是怎么样惦记着孔
乙己的伤疤和那被打折的腿的？”

⋯⋯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

鲁迅为什么要说‘店内外’。孔乙

己，无处遁逃，这内外快活的空气
中，孔乙己必然是的确死了！”肖老
师为这节课做了小结。

在肖老师“我们的语文”博客
上，我又读到肖老师课后对“外”字
的 精 辟 分 析 ： 这 “ 店 内 外 ” 的

“外”，很值得品味，前来围观的人越
来越多，他们不一定来喝酒，但他们
一定是来凑这热闹，他们的目的相
同，都要在嘲笑孔乙己的话语中找到
快活。我们可以想象，孔乙己的到
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似
乎有了默契有了约定，孔乙己的出现
给他们无聊麻木的心瞬间打上一针鸡
血。

我眼睛一闭，人流仿佛散成一个
圈，慢慢地向咸亨酒店聚拢，慢慢围住
孔乙己这一个可怜的人。⋯⋯鲁迅的
文章里，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围观
的，伸长脖颈的，哄的一声发笑喝彩
的。若只是囿于小小的酒店，这快活
的空气里又怎么溢出这无限的凄惶和
悲哀？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技巧并
不在于能预见到课的所有细节，而在

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
生不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变动。”在教
学动态进程中，教师除了要把握好预
设的教学环节外，还应突破原有设计，
捕捉和处理好教学中产生的没有预见
到的新的即时性问题，顺学而导，教中
求变，这“店内外”的错读，该是一个多
好的生成契机！

初二的孩子，小说阅读的能力不
强，但愿这突如其来的漏读，能给他们
带来一点思考。而我，也因为这“店内
外”，找到了新的教学设计。

我这样设计，先引导学生阅读“店
内”快活的有关细节，再想想没有写进
小说里的“店外”人的嘴脸，最后思考

“店内外”下的小说主旨。多好的一条
路！既有文本阅读，也有小说情境体
验，而小说的主旨理解也是水到渠成，
自然而深刻！点拨得好，课堂的容量、
思维的容量，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会被
拓展和延伸，我很是享受这样的突变。

“店内外”，让肖老师拓出了《孔乙
己》教学的一条新路；听这样精彩的课，
也让我获得了一种精妙的教学设计。

（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漏读一个字生成的教学契机
吴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犹药也，
善读可以医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这些名言都说明了儿童阅读的重要
性。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让班级“墨香弥
漫，书声琅琅”，引导孩子爱上阅读，拥
有一个书香浸润的童年是我的教学理念和
追求。

推荐读本，激发兴趣

每天早晨，学生们走进教室，就会自觉
地坐在位子上，拿出《清照文化》读本，或者
是《在农历的天空下》，在班干部的带领下，
开始晨读，齐读，自由读，背诵⋯⋯时间久
了，孩子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经典，还
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班里的图书角上贴着“我读书，我快
乐，我成长”,孩子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
都是倡导读书的内容，班级散发一种浓郁
的书香气息。我还鼓励班里的学生带一些
课外书籍摆放在图书角，学生除了上课时
间不可以借，其他时间都可以在图书角借
阅书籍。

为了吸引学生，我还给学生讲述课外
书的主要内容或者精彩的故事片段。记得
在学习 《丑小鸭》 后，我向学生推荐了

《安徒生童话》，还给同学们讲了书中的另
一个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展示
了童话世界的神奇，当我看到学生们那听
故事时专注的眼神，下课后迫不及待地借
阅时，我心中窃喜。而后班上掀起了一股
童话热，下课了他们不是看安徒生的作
品，就是三五成群交流得热火朝天。

好书推介更离不开学生的参与。有学
生刚买了新书或看了一本好书，会在阅读
交流会上向学生推荐。同学们听到自己的
小伙伴推荐的书总会特别喜欢。学生在好
书推荐活动中认识更多有益的课外书籍，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课外阅读兴趣。

教会方法，引领兴趣

大声读书。小学生的阅读重在积累。
在阅读的名著中，总会有描写细腻、富有人
生哲理、句子优美等的句段。在阅读课上，
有时我会让学生抽出二十分钟的时间大声
地读书，读背自己积累的好词佳句和优美片
段，读背古诗词与名言警句，绝不挪为它用，
有时觉得阅读课的时间不够用，还会给他们
合理分配时间去读书。

读思结合。托尔斯泰说过：“知识只有
靠积极思维得来而不靠记忆得来时，才是真
正的知识。”因此，我还注意引导学生边看书
边质疑，并通过自己查询资料分析解答。

读写结合。古人云：“不动笔墨不读
书。”课外阅读要养成读书记笔记的习
惯。读书笔记的形式多样，有“摘录好词
好句”，有“写读后感”，还有“直接在书
中圈点勾画批注”等多种形式。我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爱的笔记形式
来记笔记。读书也是一种创作。读到好文
章，摘录下好词好句，记下自己的心得体
会。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学生增加
了词汇量，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读累
了，在本子上描描画画，或一朵小花，或
一棵小草，或高山流水，或鸟兽虫鱼，这
样，给阅读增添了无限的情趣。

开展活动，发展兴趣

我通过开展“讲故事”“读书汇报交
流会”“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手抄报”

“知识竞赛”“比赛查阅资料”“诗歌朗诵
比赛”等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课外活
动，检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让学
生享受阅读的乐趣。

我让学生们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
分享前一天的阅读收获。在最初的几天，
我先挑选爱读书、会读书的孩子进行阅读
交流汇报，给其他学生作示范引领。刚开
始是读自己在阅读中积累的好词佳句和优
美片段。班上的学生轮流读，每节课一人
读，这是人人必须参与的，后来提高要
求，可以推荐那些自认为对大家有用的刊
物或书，也可以谈自己的读书收获，每节
课一到两人。每一节语文课都是如此。

每周五下午的第二节课，是阅读课，
一上课，我会先给同学们讲故事，故事人
人爱听，尤其是小学生，一听老师要讲故
事，都会挺直身子，竖起耳朵，两眼闪烁
着兴奋的光，听得津津有味。当老师讲完
故事，向学生推荐课外书时，效果比任何
说教都有效。讲故事的形式可以多变，不
仅我讲，有时也让学生讲，还可以师生、生
生之间比赛讲。这样，学生有了自主的发
言权，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
课外书，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或有趣、或
惊险、或奇特、或感人⋯⋯每一个故事，都
是一剂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催化剂。

我特别鼓励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看书，
做孩子的阅读榜样。我要求孩子每天在家
读书半小时，鼓励孩子写简短的读书笔
记；引导家长与孩子交流读书的方法和心
得，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或具体内
容复述出来，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讲出
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孩子的阅
读兴趣就变得更加浓厚。

（作者单位：山东章丘市清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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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扬州育才实验学校诚
邀学校家长志工膳食管理组、膳
食管理委员会家长代表、学生代
表及教师代表到扬州港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参观交流，了解生猪
科学饲养和食品加工过程。这是
该校“绿色健康”课程的内容之
一。

赵政 摄影报道

“绿色健康”课程
走进食品加工厂

新课程标准已经实施十五年了，但是在许多地级市及
其以下的广大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却还是举步维
艰，甚至成为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独角戏。这些地区的音乐
教育改革可以说是既少给养又无援军，尽管学校与音乐教
师全力投入，但还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地
区的音乐教育存在三个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