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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初中音乐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探析 

刘媛媛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摘要】当前，互联网现代教育技术逐渐成为教育教学领域的一大热点，采用教育技术革新教学模式，

变革传统课堂已经是大势所趋，师心所向。在初中教学中，音乐教学作为情感培养的核心课程之一，在遇

到现代教育技术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文主要从初中音乐教学现状分析，对现代教育技术在初中音乐

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初中音乐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融合策略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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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对学校人才的培养

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校培养出综合型、

技能型的高精尖人才。促使中学教育中音乐、体育、

美术等艺术类课程也逐渐增加了学习“曝光度”，

教学中开始让学生发挥自己艺术方面的独特优势，

同时也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艺术长板，并将之发挥

到极致。音乐是陶冶情操的一门艺术类学科，如何

让音乐成为其他学科的助跑器，成为学生的独家“秘

技”，正是当前音乐教育中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

域。当前，音乐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在利用技术开

展音乐课堂的教学，但是相关研究还没有聚焦到音

乐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利

用信息技术开展学科融合促使学生综合发展，相关

真问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研究和分析，本文从现

代教育技术背景下进行简要的探究分析，目的是通

过课程融合实现互利共赢。 
2 初中音乐教学现状分析 
虽然社会各界对学校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但是艺术类学科教学的处境仍较为尴尬，相

关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更为艰难。在核心素养被教

育界广泛关注的时代，仍有部分地区以语文、数学、

英语大三门的分数作为考核学生学习的标准。以至

于音乐课程中的核心素养教学难以在我国大部分中

小学校有效实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与语文、

数学、英语这些大三门课程相比，音乐课程在学校

课堂教学中似乎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常常被忽

视。受音乐课程性质的影响，中学生对音乐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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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蔽聪塞明，导致初中音乐教学的教学质量与学

科教学的教学质量存有霄壤之别。[1] 
音乐课堂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课

改下的教学要求。用昨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应

对明天的时代变化，这是掠夺和抹杀孩子的未来。

时代在召唤我们不断变革和更新，学校必须要用新

的手段方式来教育新时代的青年才俊。[2]音乐作为

对学生情感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单纯地采用多媒

体放音乐或者教学生唱两首流行歌这样的传统教学

方式无法对孩子因材施教，也无法发现孩子的音乐

才华，更无法开展学科融合指导学生发挥独特优势

走上音乐专业的道路。 
传统课堂中，音乐教学与学生动手操作方面的

活动联系很少，学生动手操作活动太少，对音乐艺

术的理解仅存在于教师讲授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和

简单地开展一些课堂唱歌的活动中，在将音乐与其

他学科融合方面的教育更加欠缺，学生难以将课堂

上了解到的学科内容有一个很好地融合。[3] 
我国大多数中学音乐课程开展的形式单一，学

生不能很好的融入到教师讲课内容中，与过去传统

教学相比，在课堂中尽管加入了很多技术支持教学

的开展，但是在实际上，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主导

地位还是不够强，学生依然是被动地听教师讲解相

关内容，学生积极性不能被很好地调动起来，课堂

参与度不足，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难以

得到较大的提升。而且音乐课程课堂前后的操作性

活动不足，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难以在实践

中得到真正融合。[4] 

在学科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初

中音乐的教学在当前虽然将技术融入到了课堂中，

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方式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

层面，对学生各学科深度融合还停留在课堂教学表

面，远远没有触及到在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方面的更

深层次。 
3 现代教育技术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3.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初中音乐中的应用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媒体技术的日新

月异，网络空间已成为我们生活学习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音乐教学亦是如此，

与其教师喋喋不休地讲与唱，不如让学生自主探究，

学会学习音乐的方法。在初中音乐教学过程中，可

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前通过优

质且丰富的网络资源进行自学，在课堂上和同学老

师开展音乐专业知识的交流和讨论，实现学生合作

探究的多样化教学。 
在网络教学资源中有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音

乐专家的分享资源，学生可以通过多元的素材感受

音乐的无限魅力，与传统的有限音乐课堂教学相比，

学生学习的内容更丰富，方便学生了解更多音乐文

化知识，在这个过沉重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深度也逐

渐增加，学习质量也将会更加高效。[5] 
课堂合作交流的过程是学生无数音乐思想和细

胞的碰撞和摩擦过程，学生可以在教师搭建的教学

支架下相互学习协作共赢，只有让学生之间开展专

业知识的交流才能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提升。学生

在音乐课堂中不再只是听几首音乐，而是可能会探

讨学生感兴趣的各种话题，例如探讨有关嘻哈和摇

滚乐的区别，了解不同领域中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

物，从而不断培养学生赏析音乐，感受作曲人的情

感和作曲背景和意义。 
3.2 多媒体技术整合人工智能技术在初中音乐

的应用 
采用多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因材施教

的个性化教学。利用先进的信息化设备可以客观准

确地分析学生的音乐专业技能、音色、乐感方面的

信息，分析出学生的独特专长，有利于教师因材施

教，将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到极致。[6]音乐是一种

技能型课程，教师的精力和能力虽然都是有限的，

但是利用媒体技术可以专业准确的对学生进行指导

和分析，给出学生个性化成长的最佳学习路径，提

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使媒体成为学生的学习同

伴，在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通过对学生

学习信息数据的收集，可以帮助老师为学生制定最

佳的学习策略。同时，在智能化逐渐兴起的今天，

将现代教育技术融入到教育中的每一个环节，也是

在促进学生对智能同伴逐渐信任，帮助学生更好的

在智能背景环境下学习和成长。 
采用媒体技术可以优化音乐教学的评价方式，

对学生学习音乐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情况展开全面综

合的评价，利用媒体机器对学生开展客观精确的评

价，帮助教师更好的分析学生对音乐教学内容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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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为教师提供真实的学习数据；同时也可以

为学生的音乐技能提供较为专业的评价结果，让学

生真实的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水平，为之后音乐技

能的进一步学习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 
4 音乐学科教学的融合策略研究 
4.1 创设真实情景，采用沉浸式教学手段开展

学科融合课堂教学 
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创设智能化的音乐教学情

景，为老师提供沉浸式的教学方式，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可以从多角度学习音乐的知识。例如，沉浸式

教学可以让学生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全方位

感受音乐的魅力，方便教师在欣赏和学习音乐的过

程中更加深入地创设真实的情景，以唤起学生的真

实情感，有了情感的共鸣才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

趣和热忱。[7] 
根据不同的学习环境开展相应的课堂教学，要

将音乐课程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开展。在开展初中

音乐人教版本的内容《黄河船夫曲》的时候，可以

利用沉浸式教学手段将湍急的黄河、两岸的沟壑、

勇敢无畏的掌舵人与汹涌的潮流奋力抗争的画面展

示出来，配上《黄河船夫曲》这首歌，真实的画面

将音乐中要表达的强烈情感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

生身临其境，感受歌词的内涵以及曲中的情感，感

受音乐中人物乐观的精神和形象和音乐中传递出来

精神情感。采用沉浸式情景化教学帮助学生在学习

音乐的同时学习人文知识，了解朴实的音乐中传递

出来的高亢激情，丰富学识提升素养。 
创设真实的音乐教学情景，融合其他学科展开

教学活动。首先这堂课可以与语文教学协作开展音

乐作文小天堂，让学生能够除了以歌声的表达情感，

还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抒发出来。其次这种教学手段

还可以与地理学科教学相互整合，音乐教师教学生

掌握祖国大好山河的位置处境，同时也是将真实的

情景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能够在视觉和听觉

的感受中利用真实情境来感受黄河岸上独特地理魅

力所在，真实情境的呈现还能够将音乐课堂注入学

科教学的新鲜血液，为音乐教学提供前进的动力。
[8] 

4.2 变革教学模式，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

学科融合教学课堂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大三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

质量，提升学习效率，迎合时代的需求，已经实现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而在音乐、体育、美

术等这些艺术类学科教学中还未能更好地实现这一

新型的教学模式，音乐教学内容的独特性可以使音

乐可以与其他主科学科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在无形

中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独特气息和美妙的存在。[9]

我们不应该将音乐学科与其他课程强硬分割开来，

在倡导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在艺术方面的

审美和鉴赏能力更加重要。 
在初中音乐内容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教学

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初中音乐和美术课程有机

结合。老师可以让学生先欣赏音乐，其次利用课堂

中的信息化手段，让学生看到其他人在听这首歌的

时候做出来的相关绘画，接着让学生相关设备，将

自己所听到的音乐以绘画的方式呈现出来，绘画内

容可以先模仿教师呈现出来的案例，也可以自己绘

画，这两种方式都是帮助学生打开心扉，将自己的

音乐思想表达出来，提升学生的音乐和美术学科素

养，让学生在操作中意识到音乐和美术学科之间并

不是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而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结合起来，帮助学生体会艺术课程的真正意义。 
例如，在学习《爸爸的花儿落了》这篇课文中

就有这样一段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里的一段歌

词，这里可看出音乐与语文的课程内容融合已是相

得益彰。文中的歌词虽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英子

小学毕业典礼上，但那种画面感都十分强烈。如果

在这个课程开展过程中，采用视频和音频的形式开

展教学，那种情感的共鸣更是深入人心。音乐课程

的教学融合在语文学科中，将语文课文中的情感以

更加浓厚的方式呈现出来，更能让学生体会到小英

子对爸爸的不舍之情。 
采用线上丰富的视频教学资源。例如利用微课

教学，结合一课一优师平台可以帮助教师获得来自

各个学校的优秀师资教学资源，感受不同的教学风

格，体会不同的视角下的课程教学内容。通过线上

的音视频直击人心，资源更加丰富，无论是视频资

源还是音频资源都是海量并且丰富的，教师以更加

便捷的方式极快的呈现给学生，将选择好的最优资

源呈现给学生。[10]另外，教师可以在网络中搜索优

秀的、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音乐 MV 在课堂中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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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让学生在视觉、听觉、思想上能够获得巨大

的收获。 
触动学生的感官世界，让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

音乐助力文学的强大魅力。采用线下探究合作，角

色扮演，演唱歌曲来意会《爸爸的花儿落了》这篇

课文中的父女情深，感受浓浓的乡愁，通过景来抒

发情，感受父爱，传递平凡中伟大的爱的力量。 
4.3 改变传统教育理念，丰富学生学习活动促

进学科融合教学课堂 
改变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方式，提升学生音乐素

养和审美能力，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加强对学

科之间的融合和理解，从而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目标的实现。 
（1）协助学生创作音乐。在音乐与学科之间更

好的融合过程中，需要教师和学校之间共同努力，

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营造一种轻松

愉快的校园文化。针对学生本学期的学习内容，教

师可以为学生开展动手操作方面的活动，鼓励学生

对相关课程主题的知识进行音乐创作，教学生学会

剪辑和创作音乐。音乐创作过程也是学生对所学内

容的输出过程，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对学

科内容进行深入加工。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要

编制优美动听的旋律，还要考虑歌词的写作问题，

而这个创作的过程便是对音乐和语文两门学科的融

合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也就相当于项目式教学，为

学生加强学科之间更好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实践的途

径，帮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有机整合，在兴趣的驱

使下不断探索音乐创作的奥妙，在音乐学习的过程

中提升学生创新能力。[11] 
音乐剪辑作品完成后，教师在课堂上展示学生

的剪辑作品，让学生选出好听的音乐，并进行有效

评价，同时教师引导学生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教会学生音乐鉴赏。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将学生

的音乐作品在学校广播站播放，让全校师生都能欣

赏学生的优秀音乐作品，鼓舞学生在音乐创作中不

断努力和研究，逐渐在创作音乐方面形成极大的兴

趣，在为学生提供展示平台的过程中也有利于学校

创设多元的校园文化。[12] 
（2）鼓励学生演唱歌曲。除了学生在创作音乐

的过程中提升音乐素养，融合其他学科的，也可以

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演唱歌曲。学校在为学生开

展网络课程的平台时，也可以开创一个“故事听我

唱”的专栏。可供本校的教师和学生欣赏学生的作

品，并且师生也可以对之进行评价和点赞等行为。

鼓励学生制作与课程相关的微视频，可以使与语文

课文相关，也可以与历史等学科内容相关。要求学

生在视频中把与内容相关的歌曲演唱出来，并且将

自己对歌曲的理解和歌曲背后的故事讲解给大家，

运用多种方式将自己对相关主题内容的理解表达出

来，让大家一探讨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全面，音乐

的演唱是否符合音乐主题。学校鼓励各学科教师和

学生对参赛学生的微视频展开评价，从学生唱歌方

面、学生对音乐故事讲解的精彩程度进行综合打分，

最重要的是音乐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

从音乐专业的内容开展评价，同时教师要多对学生

进行积极的鼓励，委婉地提出作品的改进意见。相

关学科教师在鼓励和激发学生对参与活动积极性的

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使

学生不断获得来自学生和老师的积极鼓励，从而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中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学科融合

的意识，为之后各学科之间的有效融合提供基础的

帮助。[13]增强学习平台之间活动的互动，一方面提

高学生的演唱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促使学生在不断努力创作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进行学科知识的融合，增进学生对语文和历史

故事的理解，以竞赛的方式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

最后，学校也可从“故事听我唱”的专栏中选取优

秀作品，给与学生一定的奖励，让学生在展示自己

优美歌声的同时，也能对这首歌的背景有深刻的了

解和认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作和表达能力。[14] 
5 结束语 
为了提升初中音乐课堂教学效果，提升初中生

的核心素养，可以借助现代优秀的教学媒体平台，

采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变革初中音乐教学课堂

模式，打破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状态，让学生在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中感受音乐课堂的独特之处。

将音乐与主科学科结合，引入课堂，吸引学生注意

力，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喜

欢上学科学习；烘托氛围，在情感低落和高潮处结

合音乐内容更容易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音乐之间

的学科融合在提升学科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培养了

学生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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