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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化”育人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美育一体化”研究与实践纪实

“乐 （yuè） 化”一词源起于先
哲智慧。《荀子·乐论》 云：“夫声乐
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深”和

“速”，从两个不同层面诠释了音乐的
巨大教化功用。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将“乐化”运
用于美育研究实践中，释义为以音乐
为载体教化育人。通过对器乐、乐
曲、歌曲、诗词、歌剧的学习，培养
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养成健康向上的
审美情趣。“乐”是背景、载体和手
段，“化”是过程、方法和目标。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研究和实践的
“美育一体化”，是指以民族器乐为切
入点，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将音乐
与其他学科链接，挖掘美学元素，渗
透审美和人文教育，将学生对音乐的
热爱延伸到对艺术的热爱；让艺术充
分融入学生生活，提升学生的感性能
力，完成由热爱艺术到热爱生活的过
渡，增强学生对美的体验和追求。整
个过程遵循全员、全时空、全学科、
全脑的实施原则。

“乐化”何来？——
美育一体化创新理念的提出

（一） 基于对美育重要性的认识
审美教育概念是德国诗人、剧作

家席勒于 18 世纪提出的，他主张通过
美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
面和谐发展的人。梁启超、王国维、
蔡元培等意识到美育的重要并大力提
倡和践行美育。

美育对于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科
学素养与人文精神比翼齐飞的现代化
人才具有显著作用。小学阶段是学生
审美能力、感性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萌
芽期，对小学生进行良好的美育，对
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感性能力和
创造能力至关重要。

而现实是，美育仍是教育事业较
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
人功能认识不到位，师资缺乏，音美
课为考试科目“让路”现象仍然存在。

（二） 基于对音乐美育作用的认识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移

风易俗莫过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
养完成于“学乐”。建立社会秩序，改
造 社 会 风 气 ，“ 乐 ” 是 最 好 的 “ 武
器”。古人把“乐”排在“六艺”中的
第二位，就是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

《荀子·乐论》 云：“在宗庙之
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
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
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荀子认为音乐是审美的
有效工具。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尤其重
视音乐的美育作用，认为“音乐是求
心灵的美善的”，音乐的“节奏及和声
最能深入人心，留下深刻的影响，带
来优美的一切”。他还主张音乐与体
育、歌舞结合，使“身体的运动和声
音的运动有共同的节奏”，达于“载歌
载舞的境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高
度重视音乐教育，把音乐作为学生必
修的四大学科之一。

现代研究发现，音乐具有怡情、
养德、启智、健身等诸多作用，是进
行美育的有效形式。

（三） 基于对校情和学情的认识
2007 年，学校初建。面对崭新的

教师群体，如何快速凝聚人心，打造
一支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教师团队，从
而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摆在学
校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7 年，潍坊高新区对非考试科
目进行抽样测试，发现在校小学生音
乐水平较为低下。我们分析认为，提
高对音乐学科重要性的认识，全面提
升师生的音乐素养已经刻不容缓。

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学校决定
通过音乐的力量来聚合人心，确立了

“以‘乐化’为核心的小学美育一体
化”这一育人方向，让师生在享受艺
术之美中提升人文素养和生命质量，
形成以音乐为鲜明特色的办学模式。

“乐化”何法？——
美育一体化的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以器乐学习为突破
口，引领师生步入音乐殿堂。

开展“乐化”美育，首先要有充
足的师资。学校提出了“学生发展，
教师先行”的实施策略，专门建设了
民乐排练厅，出资配备乐器，要求每
位教师必须选学一到两种乐器，从社
会上、高校中聘请名家、教授，分期
对教师进行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音
乐素养和美育意识、美育能力，为学
生人人学习乐器提供师资保障，同时
改变美育教师薄弱现状。

在教师学习器乐半年后，面向全
体学生开设器乐课程，将每周一下午
固定为全校器乐学习时间，打破班级
和年级界限，实行分层走班学习，确
保每个学生依照自身爱好与真实学情
来学习乐器，从而达成“师生人手习
得一样乐器，并熟悉精通音律”的目
标。

第二阶段：拓宽艺术教育渠道，
营造多元艺术文化氛围。

首先，通过成立钢琴、古筝、吉
他、二胡、非洲鼓等音乐性质的社
团，将器乐学习引入多元化、品质化
的更深层次。其次，基于音乐与其他
艺术形式的共性与联系，开设了围
棋、书法、美术、诗歌、茶艺等集

“琴、棋、书、画、诗、茶”六种技艺
为一体的六雅社团，丰富艺术教育资
源，着力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感性
素质。

第三阶段：以音乐为支点，撬动
学科美育融合。

前期音乐与艺术涵养的积淀，触

发了各学科教师美育意识的觉醒与美
育能力的提升。首先，打通音乐与各
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将音乐元素渗透
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之中，让孩子产生
音乐与各种官能感受的关系，进一步
挖掘音乐内涵；其次，打破学科边
界，进行学科融合，尝试用比较、借
鉴和引用等方法引进其他学科知识或
模式来解决本学科问题，寻找各学科
间美育的链键，适当引进其他学科的
知识为审美媒介，挖掘并传播自身学
科的美学元素，做到各学科和谐共振。

第四阶段：生活美育，引领学生
走向美好生活。

用生活去进行美的教育，首先是
通过活动平台的搭建，为学生提供尽
可能多的展示机会，培养他们由内而
外的自信，由对音乐的实践运用过渡
到对美的创造。其次，通过项目研
究、主题性探究，深化认识与理解，
从而激发学生对生活的崇敬与热爱。
最终通过生活美育，衍生出强调自我
教育的“大美育”观。

“乐化”何事？——
美育一体化的主要成果

（一） 探索了一条以乐化人的美育
路径

音 乐 学 科 是 实 施 美 育 的 重 要 学
科。而器乐学习在音乐教育中存在严
重缺失，因此学校以器乐学习作为改
变音乐教育现状的突破口，提出了

“人人学会一门乐器”的目标，通过器
乐学习，引领师生爱上音乐，通过音

乐素养的提升，让师生爱上艺术，从
而探索了一条以乐化人的有效美育路
径。

1.师生人人学习乐器
学校在“乐化”探索实践之初就

提出一个目标：师生人人学会一种乐
器，习得乐理知识，感受、体验音乐
之美。

2008 年 3 月，为了保障学生学习
器乐的师资，学校实施了“学生成
长，教师先行”策略，让每名教师选
学一到两种乐器，作为教师的教学基
本功。学校专门建设了民乐排练厅，
根据教师的学习意愿配齐了乐器。除
此之外，还从社会上、高校中聘请专
家教授级别的器乐名师，对教师进行
器乐培训和指导。学习器乐，教师全
员参与，为后期对学生的器乐培训储
备了丰厚的师资。

2008 年 9 月，老师们经过半个学
期的学习，开始扮演另一个角色——
器乐培训老师。为了便于“乐化”实
践的实施，学校对每周的音乐课进行
了整合，每周一下午定为全体学生器
乐学习的时间。根据学生选择乐器分
声部进行训练，全校近千名学生，13
种乐器，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每一
种乐器分了初级班、中级班和提高
班，教学班级达 40 多个，使教学更有
针对性，保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了学习效率。每到周一下午，每个
教室里都会传出不同乐器的演奏声，
整个校园里乐声缭绕，仿佛过节一般。

此外，学校先后成立了教师民乐
团和学生民乐团，走上舞台，享受音
乐带来的成就感，让师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更加高涨，引领师生进入了音乐
的殿堂。

2.学校有校歌，班级有班歌
器乐的学习，引领师生爱上了音

乐，音乐课成为了学校美育育人的核
心课程。为了进一步丰富“乐化”内
容，打造校园和班级文化，学校进一
步提出了音乐学习新目标：学校有校
歌，班级有班歌。校歌面向全体师生
征集，班歌由所在班级创作，并引导
学生家长积极参与。确定后的校歌和
班歌在升旗日、运动会、课间操等各
种公开场合演唱。在此基础上学校各
班级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班级乐队
演出常态化。拿起乐器就能演奏，张
开嘴巴就能歌唱，红色革命歌曲、经
典民歌、英文歌曲从每个班级飘出，
葫芦丝、陶笛等成为普及性器乐，整
个校园氤氲在音乐的氛围中。

3.实施音乐浸润
（1） 全天候音乐播放，实施音乐

浸润。
“宫商角徵羽”是古代的五音。

“ 《晋书·乐志》 云：“是以闻其宫
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
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
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
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五
音之变，不可胜听也。”不同风格的音
乐给人不同的心灵触动，学校选取不
同风格的音乐，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
给孩子们播放，实现音乐的全方位渗
透，让孩子们在校的每一天都有音乐
相伴。

课间音乐、伴餐音乐、午休音乐
等，96 首国内外名曲在校园循环播
放，全天的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音乐相
伴，音乐像空气一样飘荡在校园的角

角落落，师生呼吸间都能够感受到音
乐的气息，接受到音乐的熏陶。

（2） 音乐融入不同学科，实施音
乐联觉。

随着音乐素养的提高，老师们把
音乐带进了自己的学科课堂，充分挖
掘音乐丰富的思想内涵，诞生了我们
的音乐联觉课程。

音乐与美术联觉：音乐能够激发
孩子的想象力，美术老师借助音乐，
让孩子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其中
的人物、事件、景色等，然后把想象
的画出来，不同的孩子对音乐的理解
不同，笔下就产生了不同的画面，孩
子的音乐鉴赏力、想象力和绘画能力
都得到了发展。

音乐与语文联觉：让孩子们把听
到的音乐场景写出来，于是不同的美
文表达了不同的音乐理解。把古诗词
谱上曲让学生们唱出来，于是学生在
歌唱古诗词的时候就产生相关事件、
人物的联想，更加易于记忆。

音乐和数学联觉：爱因斯坦形象
地称这个世界可以由乐谱组成，也可
以由数学公式组成。音乐与数学思维
相结合，所揭示的自然和谐的统一规
律，是音乐理论所追求的美学价值，
也是数学理论所追求的美学价值。

音乐和英语联觉：英语教师自编
Chant （吟颂，咏唱），给句子和词汇
配上学生耳熟能详的配乐，这样学生
唱读句型更加的朗朗上口、有节奏
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音乐与体育联觉：为了让枯燥乏
味的体育课体现美感与活力，老师们
借用奥尔夫音乐的理论，在体育课上
播放一些乐曲，让孩子们尽情舞动，
以身体运动来体验音乐，从而提升身
体运动的节奏韵律感，使体态律动和
谐优美。

音乐与信息课联觉：把孩子们喜
欢的电脑绘画配上音乐，学生也能制
作 MV 了。

就这样，音乐的血液流淌在了各
个学科的体内，实现了音乐与学科的
高度融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想象
力、表达力、创造力，更提高了学生
感受音乐的敏感性。

以“乐化”为核心的美育实践，
师生共同参与，改变了音乐教学边缘
化、音乐教师队伍单薄化、学生音乐
素养低下等诸多现象，音乐学科美育
功能得到实现，学校实施美育路径得
到突破。

（二） 构建起“一纵四横”美育一
体化课程体系

基于学校“全天生活皆教育”的
办学理念，我们树立了人人、时时、
处处、事事皆美育的“大美育”观，
构建起更加人性化、广普性的美育一
体化课程体系，以“一纵四横”为主
要呈现形式，纵向以小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为基准，目标指向发现美、感受
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横向
创设音乐美育课程、艺术美育课程、
学科美育课程、生活美育课程四位一
体的课程板块。

1.音乐美育课程
构 建 了 涵 盖 国 家 课 程 、 器 乐 课

程、班歌班乐课程、浸润课程等音乐
美育课程体系。

2.艺术美育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以音乐为主要

内容，同时向艺术多领域延伸。

（1） 美术学科课程，在国家课程
的基础上，增设了衍纸、烙画、动
漫、科幻画、儿童画、国画等校本课
程。

（2） 开设多种艺术形式的社团课
程，包括舞蹈、合唱、戏剧、围棋、
茶艺等多门社团课程，满足了学生不
同爱好、兴趣的学习要求。

3.学科美育课程
美在不同的学科，借助学科教学

研究，不同学科老师发掘学科美育元
素，实施全科美育。语文学科的语言
美、古诗词的意境美、数学学科的规
律美、英语学科的异国文化美、美术
学科的线条色彩美、体育学科的精神
美、科学学科的探究美，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4.生活美育课程
根据儿童的特点，我们设计了校

园十大主题节日课程，读书节、劳动
节、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感恩
节、国际文化节、传统文化节、研学
节、挑战节，每一个节日都是孩子、
老师、家长展示美、创造美的时刻。
专场音乐会、个人画展、个人演奏
会、戏剧表演等，为教师、学生、家
长参与美育活动搭建了平台。

我 们 还 充 分 利 用 家 长 、 社 会 资
源，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大自然中、
到社会上探寻生活中的美，发现生活
中的美，体验生活中的美，创造生活
中的美。反过来提升学生对美的认识
和审美水平，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此外，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
还重点遵循全员育人、全时空育人、
全学科育人、全脑育人四个原则。

（三） 探索了教师通识培训成长模
式

器乐学习让教师人人掌握了一种
乐器，圆了很多教师少年时期没有习
得特长的遗憾，精湛的技艺让他们成
为了学生眼中的明星，魅力指数飙
升，进而激发了教师们的学习热情。
通过学习器乐，教师重新变为了学
生，对学习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待
学生也开始有了换位思考，从而自觉
完善教育教学方法，促进了师生关系
和谐。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器乐
学习作为教师的非专业学习对于教师
成长的重要性，启发我们把“学生发
展，教师先行”的理念，转化成为了
教师非专业通识培训的教师培训模
式，提出了双语教师必须取得五张

“通行证”，即器乐、书法、茶艺、摄
影、围棋五项基本功通识培训。

通识培训让教师们全面发展、能
量充足，很多教师不满足于学校给他
们设计的培训课程，还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主动参加插花、泥塑、瑜
伽、舞蹈等不同的特长，多才多艺的
老师，成了教学上的特种兵。

教师自身的成长经历，让他们认
识到了给学生开发丰富多彩的校本课
程的深远意义，于是积极投入到学校
课程的开发和构建中，茶艺、衍纸、
篮球、书法等 100 多门丰富多彩的校
本课程全面开花，促进了学生综合素
质的全面提升，实现了教师成长力到
学生成长力的迁移。

（四） 构建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
展的美育评价体系

为充分发挥评价的促进和引领功
能，以乐化为核心的美育一体化学生

评价体系贯穿于整个实施过程中，目
的就是为了使美育深入实施，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结合一体化策略，评
价体系分为音乐素养评价、艺术素养
评价、审美素养评价。

1.音乐素养评价
针对音乐素养的培养，制定了相

应五个维度的评价标准：校内音乐考
级、乐理知识、识谱能力、声乐水
平、音乐表现力，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采取自评、互评、师评，多主体
参与进行等级评价，纳入学生的综合
素质评价。

2.艺术素养评价
该评价又名品牌学生评选，根据

学生的艺术爱好特长，授予学生小小
演奏家、校园小歌手、绘画能手、小
小舞蹈家、小小表演艺术家等荣誉称
号。

3.审美素养评价
审美素养的评价主要借助系列创

意比赛进行，包括：创意拼盘、手工
制作、自制乐器、创编歌曲 （童谣）、
服装设计等，孩子们在比赛中尽显想
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乐化”何益？——
美育一体化的效果

在学生层面，其音乐素养得到提
升，优化了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学
生人人掌握了一门乐器，实现了见谱
能唱、听音能奏。有的学生还自学多
种乐器，吹、拉、弹、唱多艺集于一
身，使孩子们终身享受音乐人生，真
正体验美好生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
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乐观自信、阳光
开朗的气质深深烙印在每个双语孩子
的身上。

在教师层面，习得了特长，弥补
了缺憾，引来了同学、朋友、亲属的
羡慕和学生的崇拜，教师的魅力指数
和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建立了融洽的
同事关系，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
美好愿景。实现了教师对学生的换位
思考，促进了师生关系的改善。

在家长层面，学生的成长改变带
动了家长，很多家长积极陪伴孩子一
起学习器乐，在学校举行的家长节晚
会上，家长竞相参加各类表演，目的
就是给孩子做榜样。

以 “ 乐 化 ” 为 核 心 的 美 育 一 体
化，得到业界同行的认可，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产生了辐射带动作
用。相关研究成果荣获潍坊市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奖。引
起业界关注，每年慕名来校参观学习
访问者达 800 人次之多。相关经验在
山东省素质教育论坛、潍坊名校长论
坛等会议上交流，并应邀到省内多地
作专题报告。陕西省榆林高新区第三
小学学习借鉴该校做法对学校音乐教
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成效显著。荣
获该市素质教育“三个一”工程优秀
成果展评一等奖。

下 一 步 ， 我 们 将 尝 试 同 高 等 院
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合作，进一
步深化研究实践工作，并引入大数据
对毕业班学生进行跟踪记录分析，进
一步验证研究实践成果，进一步完善

“乐化”育人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
（袁月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