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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乐理视唱练耳（第六版）》适用学制 3 年

课程名称 乐理视唱练耳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其他

专业代码
及名称

770101 幼儿保育
编 写
人员数

7 人

著作权
所有者

李鹂桦 邓艺君
教学实践
起始时间

202009

对应领域

(可多选)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行业特色

家政、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

农林、地质、矿产、水利等行业

传统技艺

其他 幼儿保育 (请注明）

特色项目

(可多选)

岗课赛证融通教材

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配套教材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配套教材

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配套教材

非通用语种外语专业教材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教材

特殊职业教育教材

服务对外开放教材

其他 (请注明）

（分册）
册次

书 号 版 次
出版
时间

初版时间 印 数 累计发行量

1
ISBN

978-7-566

7-1897-6

第 6 版第 3

次

2021

年 8

月
2020.08 44602 42302

第 版第 次

教材
获奖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纳入
省级
以上
规划
教材
情况

时 间
具体名称（如“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XX 省

规划教材）



二、教材简介

1.教材简介（含教材更新情况，600 字以内）

本教材通过对乐理、视唱、练耳基础知识的阐释和讲解。系统、有针对性

地为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介绍了必须具备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技能素养，以

及实践应用能力。本教材以发展学生音乐认知、表现和提高音乐审美能力为核

心内容，传授音乐基本乐理、识谱和听音等基础知识，为学生后续音乐课程的

学习与实践奠定基础。所有基础知识点的讲解由浅及深。并在每个章节后附有

基础练习，以便学生对知识点进行巩固。本教材适合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学生使

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和早幼教机构在职人员也可选用。

全书共分乐理知识、视唱训练、听觉训练三部分，其中乐理部分安排了九

个章节。视唱训练部分共五章,分五线谱和简谱,第三部分听觉训练,共三章。

依难易程度，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附有简单的练习。教学

中，可根据本校教学计划，学习全部或部分内容。

该教材充分考虑了幼儿保育专业学生的文化基础与接受水平，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体现幼儿保育的专业性、基础性、科学性、实践性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师德教育，并吸收了学科前沿知识，引入课程改革和教育研究最

新成果、优秀幼儿园教育教学案例，并根据教学要求及时更新，以满足专业教

学不断改进的需要。

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出版需求，课程教材融媒体化。除了纸质教材采用双色

印刷，体例上大胆创新，采用章节体与模块化结合外，与教材配套的所有案例、

真题、模拟题、音频、视频、课件等教学资料都进行数字化后，以二维码方式

呈现；同时，为了便于作者、编辑、教师、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搭建、开

发学前教育专业网站，学校教育专业APP，所有的课程和教学资源及信息都可

以实现自由下载或分享。



2.教材编写理念与内容设计（800 字以内）

为了适应幼儿保育专业认证和考试要求，进一步提升幼儿保育专业乐理视

唱练耳课程的教学水平，湖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多名长期专门从事乐理视唱练耳

课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根据现在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在《乐理

视唱练耳（第 5 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本教材。乐理视唱练耳是幼儿保育专

业的必修课程，主要培养保育师资必须具备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技能素质和

实践应用能力。本教材以发展音乐认知、表现和提高音乐审美能力为核心内容，

传授基本乐理和识谱、听音等基础知识，为后续音乐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奠定基

础。本教材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艺术教育的选用教材，或作为幼儿园教师培

训及自学进修教材。

作为实用理论与应用型教材，《乐理视唱练耳（第 6 版)》的编写遵循培

养应用型与技能型人才的课程理念;体现基础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循序渐进，以及民族性与国际性相融合的原

则;注重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技能培养为目标;教学内容突出幼儿保育岗位所

需的知识点与技能点。

全书共分乐理知识、视唱训练、听觉训练三部分, 依难易程度，由简到繁、

由浅入深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附有简单的练习。为突出幼儿保育的专业特点,

选编的歌曲以儿童歌曲及幼儿歌曲为主,以使学生进一步加强对该专业的了解

和认识。教学中，可根据本校教学计划，学习全部或部分内容。内容设计为：



3.教材特色与创新（含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情况，800 字以内）

A.该教材立足于幼儿园保育教师的培养。具有以下特色：

针对性强。该教材与同类教材相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幼儿保育专业是一

个新列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专业，之前从未有针对该学生群体提高音乐素养

的相关教材;该《乐理视唱练耳》教材则是针对该专业的特点和需要，阐述音

乐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重点从音乐基本知识对保育知识的需要角度出发，

将音乐知识、理论和方法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应用于幼儿园保育工作中。

适用性强。《乐理视唱练耳》从最初版到现今的第 6 版已历经 10 年的教

学实践，通过 4次的编写和修订，在概念的阐述、视唱训练、听音练习、素材

的选取等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准确无误;教材结构严谨、合理、完整，文字准确、

流畅，符合规范化要求，插图正确、文图配合恰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书中

所给出的例题、每章之后所附思考题与实操题均结合了幼儿园保育工作实际，

便于学生自学和理解、掌握与应用所学知识。该教材既努力反映现代科学技术

的新成就，将新的融媒体和新的研究成果引入到教材中，又考虑到教材的内容

能与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相适应，逐步形成了幼儿保育专业教材的新体系，并

通过修订和改变，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

B.与传统教材相比较，该教材有如下创新：

创新选取课程内容。课程内容严格按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3

—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幼

儿保育专业认证标准》的要求，同时，对幼儿保育岗位需求的知识进行了更新。

用新的视觉和方法，针对保育岗位的要求，对原有思考与练习题等内容进

行全面修改，严格按照幼儿园保育工作设置题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课

程与岗位对接，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加强教材的数字化。为了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每章节都配置了

PPT、视频资料等教学资源。本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是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学

生，该教材更适合他们的工作需要。



4.教材实践应用及效果（800 字以内）

教材出版以来，全国 40 多所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开办了中等学前教育专

业、幼儿保育专业的职业院校，纷纷自主选用，覆盖学生数 4 万多人。教师和

学生对教材评价很高，很多学校多次使用。代表性学校有吉首市职业中专、凤

凰职业中专、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昆明交通技校、益阳师范学校、慈利县教

师进修学校、阜阳职校、北海职校、安化县职业中专、江华县民族艺术学校、

炎陵县职业技术学校、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永州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六盘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该教材根据现在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在《乐理视唱练耳（第 5 版)》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本教材。乐理视唱练耳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培养了幼儿保育师资必须具备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技能素质和

实践应用能力。发展了学生音乐认知、表现和提高音乐审美能力，提高了基本

乐理和识谱、听音等基础知识技能，为其他音乐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奠定基础。

通过该教材的使用调查，学生的音乐素养提高了，学生运用得相关知识，在省

级技能比赛中都取得了好的成绩。本教材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艺术教育的选

用教材，或作为幼儿园教师培训及自学进修教材。

使用过该教材的学校都认为：作为实用理论与应用型教材，《乐理视唱练

耳（第 6 版)》的编写遵循培养应用型与技能型人才的课程理念;体现基础性与

职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音乐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循序渐进，以及

民族性与国际性相融合的原则:注重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技能培养为目标;

教学内容突出学前教育岗位所需的知识点与技能点。是一本适合幼儿保育专业

学生的优秀教材。



三、编写人员情况（逐人填写）

主编

姓 名
李鹂桦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湖南省衡阳市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音乐教育、学前教育 电话 13974799576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9 年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职业院校“文明风采”大赛，获一

等奖；2020 年获湖南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2021 年湖南省文化

艺术节铜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1993 年至今一直从事音乐学科相关教学工作；1996 年--2002 年任衡阳幼儿师范

学校艺术教研组组长；2003 年--2006 年从事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招生就业、实习指

导工作；2007 年从事学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担任学生科科长，衡阳市音乐专

业带头人、学前教育专业专业带头人；2012 年从事音乐教学，任学校办公室主任、

纪委副书记，被衡阳市教育局聘请为首届“学前教育专家”；2016 年至今任学校教

育科学研究室主任，2019 年任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处长，从事学校教

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建设及专业学科建设；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面

试考官。2018 年入选《湖南当代音乐家词典》。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2012 年主编《乐理视唱练耳》，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 年主编《钢琴弹奏

与伴奏基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伴奏与弹唱（简谱）》，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 年主编《中职生音乐欣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20 年主编《音乐与影视欣赏》；2021 年主编《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湖南大学

出版社出版；《合唱与指挥基础训练》《音乐欣赏指南》两本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

社。

主要研究

成果

获得湖南省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各 1项、第四届湖南省教

育科研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 项、市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共主持省级课题

《新时代背景下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体系构建改革与实施》

等 3项，参与省级以上研究课题（项目）《中职学前教育专业“五能五会”

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等 28 项，省级以上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和获奖论文若干。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该教材的总体框架设计，大纲的制订，教材的统筹、统稿、初审、修

改及数字资源收集等工作，撰写第六章、第九章及后记。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0 日



主编

姓 名
邓艺君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湖南省郴州市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音乐 电话 1397555259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1989.07—2008.09 任郴州幼儿师范学校幼师专业乐理视唱练耳、舞蹈、唱

歌、幼儿园音乐教学法教师，音体美教研室主任，学生处副主任，教务处

主任等；

2008.09—2014.04 任郴州师范学校任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乐理视

唱练耳、音乐欣赏、合唱指挥教师，学前教学部主任，教务处主任；

2014.04—2021.12 在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音乐教育专业合唱指

挥、音乐欣赏、声乐教师，艺术系主任，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郴州市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1.《乐理视唱练耳》湖南大学出版社，主编 2016 年；

2.《幼儿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材》湖南大学出版社，参编 2018 年；

3.《音乐基础》湖南大学出版社，副主编，2019 年；

4.《声乐》江苏大学出版社，主编，2021 年。

主要研究

成果

发表论文论文数篇，其中《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传承》（《教

学与研究》2021.10）；

《高职音乐教育专业声乐课堂课程思政的探究》（《西部论丛》2021.11）。

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一般课题《学前教育专业发展和改革与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2010；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中职生“三自三成”德育模式创新》，2011；

湖南省教育厅《学前教育专业特色专业建设项目》，2013；

湖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十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学前教育

专业实施项目》2015；

省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幼儿园玩具的供给改革研究——基于对幼儿园

需求的调研》，2017；

湘南幼专《国考背景下我校三年制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教师资格证考试

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19；

高等教育重点课题《高职高专院校“双师型”教师养成探究》，2020。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策划、制订编写思路和大纲。协助主编负责全稿审核等。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副主编

姓 名
毛春蓉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湖南省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音乐教育 电话 1387397934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省级三等奖；

2、2020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校级一等奖；

3、湖南省文旅厅“红旗颂”大型群众合唱比赛金奖（集体）；

4、2012 年被评为“芙蓉百岗明星”。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主要教授声乐、乐理视唱练耳、合唱指挥、音乐欣赏等教学

工作经历：1988 年 7 月分配到武冈师范学校任教至 2017 年 6 月，2017

年 7 月至今在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

教材编写经历

和主要成果

1、《戏曲鉴赏》，湖南大学出版社，编委；

2、《乐理视唱练耳》，湖南大学出版社，副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1、湖南省职业院校研究项目《课程思政视阈下，探索“技能”与“育人”

的融合路径》，在研，排名第 3；

2、省级课题《中职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君子”“淑女”培养研究》，

已结项，排名第 5；

3、省级课题《核心素养视野下高职院校小学音乐教育人才综合教学能力

提升研究》，在研，排名第 4；

4、省级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师范院校思政课堂传统文化素养教育研

究》，在研，排名第 3；

5、省级课题《新时代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与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研

究》，排名第 2，在研；

6、《高职院校声乐精品课程的实践研究》20C1820，在研，排名第 3；

7、市级课题《课程思政视阈下高职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舞蹈教学模式研

究》，排名第 6，在研；

8、论文《音乐节奏的结构及其表现意义》发表于《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 2002 年第三期；

9、论文《歌唱教学与素质教育初探》发表于《湘江歌声》2003 年第四期；

10、论文《漫谈歌唱中的微笑》发表于《湘江歌声》2004 年第一期。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担任《乐理视唱练耳》副主编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副主编

姓 名
刘梅华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湖南省 职称 副高

专业领域 音乐 电话 13875661725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教学能力比赛中获

中职专业课程组省一等奖；2.2019 年在第十五届湖南省中等职

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中，指导学生参加建制班级合唱项目，

荣获省一等奖；3.2020、2021 年指导熊乐瑶参加湖南省职业院

校技能竞赛中职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荣获省三等奖；

4.2017 年衡阳市职业教育优秀论文《幼儿园艺术教学活动中社

会教育课程的渗透研究》荣获三等奖；5.2021 年撰写的《新时

代背景下中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设置研究》论文在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优秀论文评比三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本人 1999 年 9 月到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至今，担任声乐、视唱练耳

乐理、幼儿歌曲创编、奥尔夫音乐教学、音乐教法、合唱、钢琴、小学音乐论等教

学工作，任音乐教研室主任。

任衡阳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市音乐家协会声乐理事会理事；市音乐家协会合唱

专业理事会理事；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等。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参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声乐基础训练（一）(二）编写，任副主

编。

主要研究

成果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本教材主要负责乐理第七章撰写和视唱曲谱的搜集。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副主编

姓 名
郭湘玲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湖南省常德市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艺术（音乐教育） 电话 18684603588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1 年获得常德市广播电视歌手大赛第一名

2012 年获得湖南省统战部歌唱比赛一等奖

主要教学、行业

工作经历

（200 字以内）

郭湘玲到常德师范，后学校改名为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担任音乐舞

蹈教师至今，担任了 4.5 年班主任工作，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经

验、班主任经验。独著出版了一部专著《打造美妙歌喉》，郭湘玲独著发

表了一篇国家级核心论文《中国音乐教育》期刊发表;郭湘玲作为副主编

出版了一本教材《乐理视唱练耳》全国发行职院校使用 9年，目前全国大

专院校、湖南省老年大学仍在使用这本教材。发表了 20 篇省级论文，已

经结题省级、市级 9项课题，二十多次国家级歌唱比赛获一等奖，第一名，

为常德市招商引资独唱专辑《欢迎您到常德来》全球发行。郭湘玲四次被

评为湖南幼儿师范优岗，两次被评为优秀盟员，被评为担任湖南省教育厅

中小学“”三独“比赛音乐评委 15 年，担任湖南省青少年音乐发展中心

秘书长。辅导幼专学生湖南省歌唱大赛第一名，先后有一百多名幼专学生

在郭湘玲的辅导下考入国家级著名音乐学院本科、研究生，辅导多名学生

全国获奖，达到钢琴声乐考级九级良好成绩，郭湘玲老师呕心沥血，认真

负责教学。郭湘玲个人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参加湖南省委歌唱比赛获得一

等奖，参加湖南省电视台歌唱比赛获得一等奖，多次参加常德市广播电视

歌唱比赛获得一等奖，参加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比武课获得一等奖。

教材编写经历

和主要成果
《乐理视唱练耳》湖南大学出版社

主要研究

成果

已经结题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级课题

发表在 2012 年 《中国音乐教育》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一篇

本教材编写分

工及主要贡献

郭湘玲第一副主编，编写了 2章内容，承担了排名一位主编后的工作，

郭湘玲是第一副主编。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参编

姓 名
张 帆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党员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族 汉族

所在省市 湖南省 职称 副教授

专业领域 音乐教育 电话 13574945109

何时何地

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

上奖励

1、2013 年 8 月第十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中获得二等奖

2、2018 年 5 月在 2017-2018 年度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

活动中，学生作品《校园朗读者》获省三等奖。

3、2019 年 10 月参加市直单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合唱

比赛获一等奖。

4、2019 年 10 月参加全省百万职工“祖国颂”合唱比赛获一等奖。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主要教授音乐教学法、少儿舞蹈编导两门学科的教学。

工作经历：1995 年 7 月分配到武冈师范学校任教至 2017 年 6 月，2017 年

7 月至今在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主编《音乐基础》，2019 年修订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著《声乐实用教程》2019 年修订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参编《声乐》第二册，2019 年修订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要研究

成果

1、课题《创立“中职学生学衔制”-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目标与评价体

系构建研究》，发表刊物《中等职业教育》发表时间 2011-06-20。

2、2018 年 12 月：主持的课题《乡村振兴视野下湘西南乡镇小学音乐教育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被评为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重点课

题。

3、2019 年 6 月：主持的课题《核心素养视野下高职院校小学音乐教育人

才综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被评为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参编《乐理视唱练耳》。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参编

姓 名
唐倩 性别 女

政治面貌 民盟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湘潭教育学院 民族 汉

所在省市 湖南省湘潭县 职称 讲师

专业领域 音乐教育 电话 13875220345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9 年被湖南省委授予“优秀盟员”。

主要教学、行

业工作经历

1995.08-2000.08 湘潭师范音乐教师，2000.08 至今湘潭教育学院（湘潭

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专任教师、教师发展服务科副科长，湘潭市学前

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

教材编写

经历和主要

成果

2016 年参编学前教育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乐理视唱练耳》。

2021 年十四五规划教材《声乐理论与表演艺术实践》副主编。

主要研究

成果

发表论文：

《信息技术与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融合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职幼教专业合唱训练策略分析》

《试析中专幼教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流行音乐“中国风”解读》

《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学前教育中传承的意义与作用》

湖南省规划课题《信息技术与中小学教师培训教学管理深度融合研究》核

心成员。

本教材编写

分工及主要

贡献

本教材负责编写第二章及校对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六、初评意见

初评

意见

（须有具体明确意见，不少于 150 字）

专家组长签字：

(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指委、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应组

织专家进行初评、推荐；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

简要写明专家初评意见和推荐理由并签字，不需盖章；通过行指委、

教指委或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荐的教材应在本栏简要写明遴选程序和

结果，并签字和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推荐

或复核

意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七、附录

1.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审核专家政治审查表

2.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表

3.申报教材著作权归属证明材料

4.主编教学成果材料

5.主编获奖证明材料

6.主编教材编写成果

7.主编主持或参与课题（项目）材料

8.主编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材料



1.

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
审核专家政治审查表







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审核专家

政治审查表

姓 名 毛春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6.04 民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党 员 职务 教师、学生

工作处处长

工作单位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职称 副教授

文化程度 本 科 电话 13873979348

身份

□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责任编辑

□审核专家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

的政治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自觉

抵制错误政治观点。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

形象和师德师风，未出现过违纪违规违法情

形。





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审核专家
政治审查表

姓 名 郭湘玲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3 年 10 月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职务 副教授

工作单位 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职称 副教授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电话 18684603588

身份

□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责任编辑

□审核专家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自觉抵制错误政治

观点。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未

出现过违纪违规违法情形。



教材编写/责任编辑人员/审核专家

政治审查表

姓 名 张 帆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10 民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党 员 职务 教师

工作单位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职称 副教授

文化程度 本 科 电话 13574945109

身份

□主编 □副主编 ☑参编人员

□责任编辑

□审核专家

政治思想

表现情况

该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

的政治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自觉

抵制错误政治观点。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

形象和师德师风，未出现过违纪违规违法情

形。











修订出版教材《乐理视唱练耳（第 6版）》的审核意见

审核人姓名 刘凤英 职称/职务 教授 专业 学前教育

所在单位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联系电话 13786516838

教材名称 乐理视唱练耳（第 6版） 书号 9787566718976

该教材政治思想观点正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和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学生中心”“持续改进”“产出导向”的编写

理念，有利于师范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教育观、教师观。

作为实用理论与应用型教材，该教材编写遵循培养应用型与技能

型人才的课程理念，体现了基础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教材通过对乐理、视唱、练耳基础知识的阐释和讲解，系统、有

针对性地为学生音乐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奠定基础。

该教材编排体系完整有序、结构完整,序、正文、习题、思考题、

参考文献、教学资源 APP 等，符合保育专业的教学规律；内容循序渐

进，符合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结构严谨、体例新颖，充分体现了教

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

该教材符合保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材目标，是培养保育

教师必须具备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技能素质和实践应用能力。

审核人:

2020年 5月 5日



2.

教材编校质量自查情况表







3.

申报教材著作权归属证明

材料





4.

主编教学成果、

获奖证明等支撑材料



1.主编李鹂桦获得的教学成果奖
（1）2018 年 4 月，主编获得的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六）

（ 2） 2019 年 4 月主编获得的第四届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成果奖三等奖

（独立）



（ 3 ） 2020 年 12 月主编获衡阳市第十一届基础教育教研教改成果奖一等奖

（4）2020 年 12 月主编主要参与成果获衡阳市第十一届基础教育教研教改成

果奖一等奖



（5）2020年 12月主编主要参与成果获衡阳市第十一届基础教育教研教改成果

奖三等奖

（6）2020年 12月主编主要参与成果获衡阳市第十一届基础教育教研教改成果

奖三等奖



2020 年 12 月主编获衡阳市第一届职业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8.2020 年 12 月主编获衡阳市第一届职业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主编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成建制班合唱赛获

得一等奖



3. 主编全国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规划教材《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湖南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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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培养专业教材ꎮ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 数据

　 　 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 /李鹂桦ꎬ 何艳云主编  —长沙: 湖南大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２
全国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规划教材 /蒋蓉主编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６７￣１８２９￣７

　 　 Ⅰ ①小　 Ⅱ ①李 ②何　 Ⅲ ①音乐课—教学研究—
小学—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Ⅳ ①Ｇ６２３ ７１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 (２０２１) 第 ０３１３８４ 号





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
ＸＩＡＯＸＵＥ ＹＩＮＹＵＥ ＫＥＣＨＥＮＧ ＹＵ ＪＩＡＯＸＵＥ

主 　 编: 李鹂桦　 何艳云

丛书策划: 刘　 锋　 罗红红

责任编辑: 罗红红

印　 　 装: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８７ ｍｍ×１０９２ ｍｍ　 １ / １６　 　 印张: １１ ５　 字数: ２５５ 千

版　 　 次: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第 １ 版　 印次: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第 １ 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６７￣１８２９￣７
定　 　 价: ３９ ００ 元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４１００８２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８８２２５５９(营销部)ꎬ８８８２１１７３(编辑室)ꎬ８８８２１００６(出版部)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８８２２２６４(总编室)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ｕ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电子邮箱: ５５３５０１１８６＠ ｑｑ ｃｏｍ




版权所有ꎬ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ꎬ请与营销部联系



主编全国学前教育规划教材《伴奏与弹唱》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4.主编主持或参与的已结题的部分课题









5.主编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