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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number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is 

growing,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current methods are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organize mass organizations, 

guide social practice, strengthen psychological guidance, strengthen incentive mechanism, solve students' life 

difficulties, etc.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take 

actions, reasonably use the music elements, effectively organize the case teach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guide the students to identify with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shape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nd hone the healthy and strong physique, 

which i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above methods. 

Keywords: graduate student，moral education，aesthetic education 

 

 

论音乐元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教学 

周妤 1,a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  中国 201418 
fudzhy@163.com 

摘要 

随着教育发展和时代需要，中国研究生数量不断增长，其心理健康教育值得关注。目前的办法有加强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社团活动、引导社会实践、加强心理辅导、强化激励机制、解决学

生生活困难等。因应这个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作为，合理运用音乐元素，有效地组织研

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学，引导学生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真善美的健康人格，磨砺健康强

壮的体格，不失为上述方法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研究生，德育，美育 

1.前言 

研究生是一个由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学

历背景构成的结构复杂的群体。“有直接从本科毕业后

读硕士再读博士的，也有工作若干年以后再来攻读研究

生学位的。因此，在校的部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承受担着个人科研任务、家庭、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

由于压力过大，往往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心

理疾病”。
[1]
教师探讨用音乐缓解心理压力之法，进而探

索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2.音乐节目信息归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是硕士研究

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2018 年第一次以教材形式

编写出版。宋海儆认为该课程“是一门比较新的硕士生

公共政治课，加强其课程建设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2]

加强音乐元素的案例教学会促进教学内容入脑入心，教

学方式灵活有效。汤玮琳认为：“思政教育与音乐欣赏

教育结合，能够改变传统的以理论讲解为主的教育模式，

从而突出一种以欣赏、感悟、探究为主的新型的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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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了

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独具匠心、引领文艺潮流的大

型精品节目播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光辉历程，宣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节目用于案例教学。这

些节目有：中央电视台2015年11月29日播出的《共筑中

国梦——“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演唱会》 、2017

年11月29日播出的《同圆中国梦交响音乐会》、2018年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

年》、2019年9月30日播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和《2019江山

如画国庆音乐会》、10月3日播出《中国歌剧光荣绽放》、

10月4日播出的《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10月5日播

出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

就音乐会》等。 

其中《奋斗吧中华儿女》是以音乐舞蹈史诗形式呈

现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由杨笑

阳担任总导演。该晚会以“奋斗”为主线，全要素运用

交响、合唱、舞蹈、朗诵、情景表演等手段，再现一代

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

历程。奋斗是该晚会的创作主题，人民是表现主体，主

创团队努力赋予《奋斗吧 中华儿女》新时代的艺术美，

调动各种舞台手段创新表达，使其更符合观众的审美习

惯。该晚会既对标了《东方红》等经典，也致敬了革命

前辈、艺术前辈，从创作、制作到舞台呈现，从词曲、

演唱、演奏、编排到服装、化妆、道具等各流程和门类

都要求很高。该晚会四个篇章的音乐从一大批歌曲中甄

选，体量远远超过其他三部音乐舞蹈史诗。该晚会除了

增加演出场次、开展电视播出外，还被拍成了一部艺术

电影，“这个电影是继《东方红》《复兴之路》等之后又

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艺术电影，希望通过电影艺术

的手段更加准确、全面、立体地再现好舞台演出的风采，

让舞台演出展现出更加恢弘的艺术美感和审美气质。”
[4]

诚如《人民日报》记者评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创造，

崇高事业激发崇高感情。《奋斗吧 中华儿女》主创团队

以真诚的祝福献给祖国和人民，以奋斗的精神向着艺术

高峰攀登。”
[5]
（节目见表1） 

 

表 1《奋斗吧中华儿女》节目单 

编章 节目 

 

 

第 一

篇章 

浴 血

奋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起来 起来》《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

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歌》 

《西江月·井冈山》《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娘子军连歌》《露营之歌》《过雪山

草地》《南泥湾》《延安颂》《怒吼吧 黄

河》《大刀进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渡江 渡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等 

第 二 陕北民歌《东方红》《翻身农奴把歌唱》

篇 章

艰 苦

奋斗 

《英雄赞歌》《我的祖国》《我们走在大

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幸福不会从

天降》《接过雷锋的枪》共和国之恋》《歌

唱祖国》 等 

第 三

篇 章

团 结

奋斗 

《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

故事》《战决口》《东方之珠》 演唱：解

晓东； 36.《七子之歌》《故乡的云》《走

进新时代》《生死不离》《我和你》《江山》

《长江之歌》等 

第 四

篇 章

奋 斗

吧  中

华 儿

女 

 

《天耀中华》《致敬人民》《一个不能少》

《强军战歌》《我的绿水青山》《赤子》

《新的天地》《不忘初心》《和平——命

运共同体》《复兴的力量》《奋斗吧中华

儿女》等 

3.音乐节目对接教材分析 

音乐作品案例在该课程课堂教学的使用方法为：整

套节目案例教学，适合导论和结束语内容；编章节目案

例教学、主题节目案例教学，适合某个章节的开编或者

总结；单个节目案例教学，适合章节目某个知识点的对

应。（见表2） 

 

表 2 中央电视台国庆期间播出的大型歌舞类节目对

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参考表 

教材内容 对应节目 案例教学目标 

导论 《共筑中国梦》

《天耀中华》

《盛世欢歌》

《时代号子》等 

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四

个自信 

第一章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新的天地》

《奋进新时代》

《每个人都有

一个中国梦》等 

领会我国仍然

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 

第二章 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使命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东方红》《不

忘初心》等 

领会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

命。 

第三章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 

《我的要求不

算高》《坐上高

铁去北京》《一

带一路畅想曲》

等 

领会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

设 的 伟 大 成

就。 

第四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好》

《英雄赞歌》

《东方之珠》

《七子之歌》等 

领会人民当家

作主、坚持“一

国两制”和祖

国 统 一 的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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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 

《摇篮曲》《春

节序曲》《孝和

中国》《好儿好

女好江山》等 

领会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第六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

会建设 

《时间都去哪

儿了》《阳光》

《一个都不能

少》《脱贫宣言》

等 

领会增进民生

福祉、打赢脱

贫攻坚战、维

护社会和谐稳

定。 

第七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 

《长江之歌》

《我的绿水青

山》《看山看水

看中国》等 

领会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

存、新时代建

设美丽中国。 

第八章 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

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让世界听见》

《我和我的祖

国》《和平——

命运共同体》等 

领会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

含义和意义。 

第九章 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与全面

从严治党 

《把一切献给

党》《复兴的力

量》《强军战歌》

《光荣与梦想》

等 

领会中国共产

党 来 自 于 人

民、根植于人

民、服务于人

民。 

4.案例教学举例 

音乐作品案例在该课程研究性教学的使用方法为：

教师指导教学班级的学生分为 3-5 人的小组，选择 1 首

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写出文本，作出 PPT 和视频，进行

演讲和表演实践。探究性学习设计包括：作品文本、创

作背景、演唱提示、作品鉴赏、探究学习、相关作品举

例与分析等。教师将探究性学习案例设计与表演情况，

给予判定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部分。以歌曲《我

们都是追梦人》“探究学习”为例。 

4.1 创作背景 

2019 年春节前夕，春晚导演组向王平久发出作品邀

约，希望他为春晚创作一曲，但他迟迟没有灵感。直到

他听到《2019 年新年贺词》中的“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句话触动了王平久。于是，他把

《我们都是追梦人》作为歌名报给了春晚导演组。随后，

他找来常石磊创作曲子。在创作过程中，王平久和常石

磊对该曲进行了策划，同时要兼容年轻听众的传播，于

是在创作方向上加入时尚化的元素。 

4.2 歌曲鉴赏 

《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常石磊的作曲很时尚，充

满了新鲜元素，让主流歌曲做到了老少皆宜。该曲的旋

律优美，朗朗上口。伴着该曲欢快的旋律，让听众在奔

跑中拥抱梦想，感受作为一位追梦人的喜悦。该曲通过

秦岚、江疏影、景甜、TFBOYS、吴磊的演绎，很好的诠

释出该曲青春洋溢的特质。 

4.3 对接教材 

教材的“第二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

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

和价值追求，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为中国梦的

奋斗中实现梦想。”
[6]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之际，人们“用歌曲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唱

响中国梦，对于凝聚各方力量，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7]
 

4.4 学习目的 

4.4.1 理解歌曲的传唱情况 

从 2014 年起，《光明日报》报陆续刊登了由“中

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组委会遴选出的《光荣与梦想》

《时间都去哪儿了》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我

们都是追梦人》是该报开设《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

创作歌曲》专栏中向读者推介新一批优秀歌曲之一。 

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是秦岚、江疏影、景甜、

TFBOYS、吴磊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音乐专辑《2019

春晚歌曲抢先听》。2019 年，该曲获得第 15 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2020 年 5 月 22 日，

荣获第九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词作家王平久在接受北

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首歌唱出了时代的节奏，

因此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8]
因此，该歌曲一经推出就

迅速地登上各大盛会舞台。尤其值得自豪的是，歌曲还

作为冬奥倒计时 1000 天官方庆祝活动重要曲目表演。

与此同时，歌曲先后推出了军营版、航空版、警察版、

大学生版、青少年版、广场舞版、手语版，为宣传“中

国梦”助力。 

《我们都是追梦人》是一首具有时代意义的歌曲,这

首歌呈现了当代中国人的奋斗方向，歌词朝气蓬勃，富

有精神感染力，传唱方式也多种多样，顺应了当代中国

的发展趋势，深受国内外中国人的喜爱。歌曲《我们都

是追梦人》虽然是 2019 年刚出的新曲，但因为他在歌

词和传唱上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奋斗方向和中国时代

精神，所以这首歌将一直唱出我们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4.4.2 挖掘歌曲的核心精神 

习近平认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9]
《我

们都是追梦人》及时地表达了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大环

境下的主旋律，歌颂了“有梦想就有目标，有希冀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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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梦想都是保持生机、

激发活力的源泉”
[10]

的时代精神。 

4.5 问题提出(发散思维) 

教师引导学生提出拓展性问题，集思广益，引发课题讨

论，形成共识，将探究性学习推向高潮。 

4.5.1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的历史依据和发
展脉络是什么？ 

用“中国梦”来概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中

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述。

依据习近平多次讲话内容的表述：中国梦的“核心内涵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

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强调：“中

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

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

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我们要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特

别是近代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因为中国梦既是历

史的、现实的，又是未来的。从 1840 年起，中华民族

为实现中国梦，整整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才迈出了赢得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步。在这一百余年的前 80

年间，中国人民始终在黑暗中探索。只有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和奋斗，才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在整个中国

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国梦”牺牲了数百万

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英烈们的

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对于这段历史、对于为这段历史

而献身的先烈，中国人要永远铭记。 

4.5.2同学们怎样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去奋斗？ 

同学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追求中，要牢记习近平的重

托，既要有担当意识，更要靠实干精神。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一要刻苦学习各

种知识，为实现中国梦准备过硬的业务本领；二是要坚

定理想信念，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三是要学以致用，注重调查研究，在社会实践中

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将实现社会需要与自我价值

相结合。 

4.6 活动小结 

教师指导同学们结合当代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了解

《我们都是追梦人》的创作历程和社会背景，参考歌曲

的传唱视频，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设计，精心准备情景剧，

制作课件，在课堂展示《我们都是追梦人》，深刻理解

新时代青年秉持初心使命，怀揣梦想，扩大学生的受益

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从课堂教学改革的角度

探索提高学生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

素养和社会实践 5 项综合素质。 

5.结束语 

近年来艺术素质教育已成为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艺术素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

可代替的作用，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都具有深远意义。 

据了解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出台相关文件，包括教

艺〔2014〕1 号、教体艺〔2015〕5 号、国办发〔2015〕

71 号等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以往校园教育中

不被重视的艺术教育学科终于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

肯定，美育教育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得到凸显和强调。 

从学科融合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音乐教育协

同育人是一个可行而又迫切的课题。德育和美育的协调

发展，必将对相关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上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时代新人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2020 年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德智体美劳的“五育”，教育部部

长提出，新的一年要对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发力推

动教体相融合、划出美育硬杠杠构建劳动教育责任链条。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

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勇敢地、自觉地担当起继往开来的历

史责任。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教育界同仁通过多方面的努

力，调动一些优质资源为教学改革服务，就一定会取得

进展。 

项目基金 

本文为 2019 年度上海市学校艺术科研重

点项目《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研

究》（HJYS-2019-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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