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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关于举办第三届南昌市中小学合唱

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理局

教体办,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

教育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激发广大青少年学生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彰显广大师生奋发向上的良

好精神风貌，展示学校美育成果，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举

办第二届江西省大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的通知》（赣教体

艺字〔2022〕18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举办以“喜迎二

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三届南昌市中小学合唱展示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广泛开展合唱展示活动，激发全市教育系统师生

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振奋师生精神，凝聚师生力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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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示全市中小学校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生活和奋发向上

的精神风貌，推动校园文化发展，努力在校园形成“班班

有歌声、校校有活动、人人唱好歌、师生同参与”的浓厚

氛围。

二、参加对象及分组安排

参加对象为全市教育系统师生。

活动分中学生 (含中职学校学生)甲乙组、小学生甲乙

组和中小学教师甲乙组，各组别参演合唱团人数为 50 人

（含指挥和伴奏）。除中小学教师乙组可跨校组队外，其

他组不可跨校组队，均为本校教师或学生。

中小学生甲组为全员参与的普通教学班,中小学乙组为

校级合唱团；中小学教师甲组为以学校为单位组成的教师

合唱团，中小学教师乙组为以市、县（区）为单位组成的

教师合唱团（乙组音乐类教师不得少于 60%）。

三、活动安排

第一阶段：开展学校班级及县区级活动（7月-9月）

各校以班级为单位，广泛发动学生参与集体性合唱活

动，利用学校文化艺术活动场所举办多种形式的合唱音乐

会。各县区在中小学开展活动的基础上，由县区级教育行

政部门举办师生合唱展示活动。

第二阶段：组织市直学校展示活动（ 9月下旬）

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

育学校广泛开展集体性合唱活动，以报送合唱视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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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教育局组织展示活动。

第三阶段：组织市级评选展示活动（10月-11月）

在层层发动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演唱活动的基础上，

组织县区、市直学校优秀作品开展市级师生合唱现场展示

活动。

四、节目内容和形式

参演的合唱节目为红歌、民歌和新创作的好歌，演唱

曲目原则上应选多声部合唱作品，其中必选作品一首（从

附件1中选唱，部分优秀合唱曲谱可通过江西省教教育厅活

动网站进行下载http://jxmy.know.edu.cn/）;自选作品一

首，可采用钢琴、手风琴伴奏或无伴奏合唱，不得使用伴

奏带，学生组指挥和伴奏须由本校教师或本校学生担任，

指导教师不超过3人，时间共计不超过8分钟。

五、参赛名额

中小学学生甲乙组和中小学教师甲组以学校为单位、

中小学教师乙组以县区为单位。

各县区在组织选拨基础上，每组别各报送1支参赛队，

参加市级现场评选展示活动。

各市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省属事业单位

办学校，根据学校实际，报送中小学生甲乙组、中小学教

师甲组各1支参赛队，以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市直学校评选，

各组前2支参赛队参加市级现场评选展示活动。

六、奖项设置



— 4
—

各组别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挥奖、优秀伴奏奖和优秀组织奖。

市级评选小学生甲乙组前4名、中学生甲乙组前3名，

教师甲组前2名、教师乙组前2名将被推荐至省教育厅参加

第二届江西省大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

七、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县区、学校要充分认

识组织开展合唱展示活动的重要意义，成立合唱展示活动

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结合本地实

际，突出本地特色，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精心组织

实施。要以学校为单位、班级为基础组织开展合唱展示活

动，活动要覆盖到每一所学校， 把合唱展示活动纳入美育

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之中，真正形成“班班有歌声、校校

有活动、人人唱好歌、师生同参与”的局面，使合唱展示

活动形成强大的声势和热烈的氛围。要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落实防控措施，制定活动安全预案，因地制宜组织开展班

级、年级和校级合唱展示活动。

（二）突出特色，提升内涵。各县区、学校要把合唱

展示活动和学校相关活动结合起来，要从建设校园精神文

明的实际出发， 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学生特点，创

新合唱展示活动形式，深化合唱活动内涵，激发青少年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激励报效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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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培训，提高水平。各县区、学校要积极组

织音乐教师培训，组建教师合唱团，提高合唱水平。要结

合音乐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歌曲。要充分利用

课外艺术活动的空间，充分发挥学生艺术社团的作用，创

造性地开展活动，使合唱展示活动形式更丰富、效果更显

著、特色更鲜明。

（四）大力宣传，扩大影响。各县区、学校要加大宣

传工作力度，营造好歌大家唱的声势，形成浓厚的艺术氛

围。要充分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和网站、微博、微

信等媒体，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合唱展示活动，

展现活动育人效果。

八、报送方式

各市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省属事业单位

办学校，于9月25日前报送本校中小学生甲乙组、中小学教

师甲组合唱作品视频光盘，同时发送参演节目报名表电子

稿（附件2）。录像视频采用 MP4 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

录制，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各学

校以一个组别一个光盘，光盘内文件以“学校+组别+两首

曲目”命名，其中，播放的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地区、学

校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在光盘附卡片：注明学校、组别、

歌曲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各县区于9月30日前报送各组别参演节目报名表电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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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电子稿报送邮箱：501244931@qq.com，光盘报送地址：

南昌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红角洲盛景路），联系人：刘老

师，联系电话：18070027550。

附件：1.南昌市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推荐曲目

2.南昌市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参演节目报名表

南昌市教育局

2022年6月30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7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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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届江西省大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

推荐曲目

1 倚阑令·春愁 词：涂维民 曲：张波

2 山里 词：陈珂 曲：孙波

3 打起米果奔小康 词：得雨 曲：徐飞

4 永新我的家乡 词：段建平、刘峰 曲：徐超兰、龚莉、李磊

5 杜鹃花红农家乐 词：饶泽荣 曲：王洋

6 这盛世如你所愿 词：黄忠 曲：黄忠

7 火种 词：黄志文 曲：陈佳尹、陈莹

8 觋·福 词：陈南宏 曲：陈南宏

9 白鹭歌 词：刘白维 曲：徐超兰、罗雪艺

10 回家 词：邓火林 曲：陈莹、胡建民

11 春暖情长 词：黄小名 曲：熊小玉

12 幸福大道宽又阔 词：袁晨光 曲：王绍盛

13 我“哎呀嘞”的故乡 词：黄小名 曲：颜旦琪

14 红红的江西 词：何凌风 曲：刘培发、尹经民、徐超兰

15 水天一色 词：高原 曲：熊小玉

16 A 哆田里唱山歌 词：黎林生 曲：黎兴

17 能否 词：刘传利、贺丽琼 曲：刘传丽

18 盼你平安回家 词：何春燕 曲：邱斌

19 看你的眼 词：阮志斌 曲：金奇（张波改编合唱）

20 寻根 词：黄新华 曲：郝士达（张波改编合唱）

21 小小萤火虫 词：杨显群 曲：黎欣

22 开口就唱共产党 词：姚金娜 曲：姚金娜（周庆改编合唱）

23 红井水 词：温何根 曲：李承道（朱芳、张岩改编合唱）

24 兴国之歌 词：庄刚 曲：刘洪忠（庄刚改编合唱）

25 星火燎原红东方 词：佚名 颜永豪改编合唱

26 卓望山歌 词：民间山歌 刘萍丽、聂鹏胜、石泽群、徐庐梦改编合唱

27 一湖清水 词：陈特明 曲：熊纬、葛平波（黎燕、李雪晴改编合唱）

28 新时代新长征 词：吴欣 曲：李欣（吴欣、刘强平改编合唱）

29 斑鸠调 赣南山歌

30 采茶歌 赣南山歌

31 苏区干部好作风 词：陈良运、熊永立 曲：贺大行

32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 词：江治华 曲：江治华

33 十送红军 词：张士燮 曲：朱正本

34 江西是个好地方 词：矢明 曲：刘天浪

35 请茶歌 词:文莽谚 曲:解策励

36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词：山樵、永立 曲：颂刚、春森、向义

37 送郎当红军 江西民歌

38 映山红 词：陆柱国、王愿坚 曲：傅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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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红星歌 词：邬大为、魏宝贵 曲：傅庚辰

40 又是八月桂花开 词：陈特明 曲：邓伟民

41 轻轻地走进你 词：秦庚云 曲：邓伟民

42 那一片红 词：黄小名 曲：邓伟民、熊纬

43 鄱阳湖 词：樊孝斌 曲：熊纬、邓伟民

44 唱起这个好地方 词：明龙、小名、柳笛 曲：邓伟民、熊纬

45 莲花红莲花白 词：房千 曲：熊纬、葛平波

46 把城里哥哥娶回家 词：陈特明 曲：熊纬

47 井冈山 词：秦庚云 曲：熊纬

48 清贫颂 词：秦庚云 曲：熊纬

49 哎呀勒(年年)步步高 词：樊孝斌 曲：李小兵

50 客家迎客来 词：车行 曲：李小兵

51 桃花朵朵开 词：陈立芳 曲：熊小玉

52 源头活水 词：田信国 曲：熊小玉

53 你切莫悲悲切切泪涟涟 词：夏明翰 曲：熊小玉

54 开口就唱哎呀嘞 词：黄小名 曲：李承道

55 鄱阳湖边 词：吴小宇、符朝晖 曲：文莉

56 可爱的家乡 词：留洋 曲：徐沛东

57 红土香 词：佚名 曲：徐沛东

58 中国永远收获着希望 词：刘福波 曲：徐沛东

59 山里山外 词：陈特明 曲：陶思耀

60 这就是我的祖国 词：卢咏梅 曲：陈述刘

61 鄱湖老家 词：田信国 曲：田信国

62 美丽江西 词：田信国 曲：田信国

63 风景这边独好 词：朱虹 曲：田信国

64 茶香中国 词：曲波 曲：姚晓强

65 历史的拐弯 词：刘建全 曲：伍润华

66 红军故乡的歌 词：胡国挺 曲：舒一夫（伍润华配合唱）

67 中国红 词：陈立芳 曲：陈立芳

68 中国结 词：陈立芳 曲：陈立芳

69 井冈山下种南瓜 词：苏海浪 曲：颂今

70 你笑起来真好看 词：周兵 曲：李凯稠

71 你我约定 词：张艳国 曲：熊小玉

72 待到杜鹃花开时 词：黄小名 曲：熊小玉

73 答卷 词：田信国 曲：田信国

74 我要长大 词：杰忠 曲：田信国

75 红井水 词：温可根 曲：李承道

76
共产儿童团歌(电影《红孩

子》插曲)

词：乔羽 曲：张棣昌

77 寻根 词：黄新华 曲：郝士达

78 军旗升起的地方 词:邓海南 曲:宋继勇

79 是你一直想着我 词：黄小名 曲：熊纬、潘庆蓓

80 江西是个好地方 词：田信国 曲：田信国

81 共和国的映山红 词：黄小名 曲：熊飞

82 稻花香里 词：黄小名 曲：熊飞

83 您那天来到我们家 词：黄小名 曲：贺香沛

84 花开为你红 词：石顺义 曲：郑定

85 走过一百年的春天 词：李维福 曲：郑定

https://baike.so.com/doc/6215626-6428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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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苏区干部好作风 刘强平改编

87 落雨嘞 词：梁汝球 燕录音 曲：燕录音、刘强

88 筒车港 南昌进贤童谣 曲：田富万

89 少年郎 词：徐芳舜 周琴 曲：田富万、徐蓓

90 奉献 词：高山 曲：郭建波

91 传递 词：黄小名 曲：熊飞

92 共和国的映山红 词：黄小名 曲：熊飞

93 师说 词：舒琼 曲：田富万

94 选择 词：胡宏伟 曲：邱斌

95 A哆田里唱山歌 词：黎林生 曲：黎欣

96 赶鸭鸭 词：崔增录 曲：聂俊文

97 我爱金星我爱党 词：张振芝 曲：罗晓航

98 美丽的小彩云 词：千红 曲：罗晓航

99 美丽的春天 词：罗晓航 曲：晓洪

100 随 春 波 词：恽力诚 曲：恽力诚

101 在太行山上 词：桂涛声 曲：冼星海

102 黄河船夫曲 词：光未然 曲：冼星海

103 保卫黄河 词：光未然 曲：冼星海

104 怒吼吧，黄河 词：光未然 曲：冼星海

105 七律·长征 词：毛泽东 曲：彦克、吕远

106 忆秦娥·娄山关 词：毛泽东 曲：田丰

107 沁园春·雪 词：毛泽东 曲：田丰曲

108 告别 词：肖华 曲：晨耕、生茂、唐诃、遇秋

109 遵义会议放光辉 词：肖华 曲：晨耕、生茂、唐诃、遇秋

110 四渡赤水出奇兵 词：肖华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

111 过雪山草地 词：肖华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

112 大会师 词：肖华 曲：晨耕、生茂、唐诃、遇秋

113 沂蒙山歌 词：山东民歌纪清连改 张以达改编合唱

114 映山红 词：陆柱国 曲：傅庚辰

115 延安颂 词：莫耶 曲：郑律成

116 南泥湾 词：贺敬之 曲：马可

11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词：曹火星 曲：曹火星

118 唱支山歌给党听 词：焦萍 曲：践耳

119 北京颂歌 词：洪源 曲：田光、傅晶

120 祖国颂 词：乔羽 曲：刘炽

121 我爱你，中国 词：瞿琮 曲：郑秋枫

122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词：火华 曲：阿拉腾奥勒

123 在希望的田野上 词：晓光 曲：施光南

124 长江之歌 词：胡宏伟填词 曲：王世光

125 祝酒歌 词：韩伟 曲：施光南

126 龙的传人 词：侯德健 曲：侯德健

127 青藏高原 词：张千一 曲：张千一

128 在灿烂阳光下 集体词 曲：印青

129 天路 词：屈塬 曲：印青

130 致祖国 词：任卫新 曲：孟卫东

131 祖国万岁 词：朱海 曲：刘青

132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词：范禹 曲：金国富、原曲、麦丁整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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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东方之珠 词：罗大佑 曲：罗大佑

134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词：芦芒、何彬 曲：吕其明

135 把祖国打扮得更美丽 词：陈克正 曲：彦克

136 灯火里的中国 词：田地 曲：舒楠

137 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词：邵永强 曲：尚德义

138 你永远在我心中歌唱 词：刘志康 曲：朱良镇

139 我像雪花天上来 词：晓光 曲：徐沛东

140 你是这样的人 词：宋小明 曲：三宝

141 追寻 词：张和平 曲：舒楠

142 跨越 词：秦庚云 曲：陈国权

143 怀念战友 词：赵心水、雷振邦 曲：雷振邦

144 把一切献给党 词：李峰 曲：印青

145 忆秦娥·娄山关 词：毛泽东 曲：郑律成

146 八骏赞 词：那顺 曲：色·恩克巴雅尔

147 雕花的马鞍 词：印洗尘 曲：宝贵

148 蒙古人 词：奇其木德 曲：腾格尔

149 遥远的小渔村 词：秦庚云 曲：杨庶正

150 雨后彩虹 词：于之 曲：陆在易

151 把我的奶名叫 词：黄宗英 曲：瞿希贤

152 游子情思 词：邵凯生 曲：陆在易

153 大漠之夜 词：邵永强 曲：尚德义

154 葡萄园夜曲 词：吴国平 曲：陆在易

155 中国，我可爱的母亲 词：赵丽宏，张鸿西 曲：陆在易

156 十六字令三首 词：毛泽东 曲：郑律成

157 清平乐·六盘山 词：毛泽东 曲：田丰

158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
词：毛泽东 曲：田丰

159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词：集体作词 曲：集体编曲

160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同志 词：习近平 曲：石慧

161 天安门——太阳的广场 词：宋小明 刘麟 曲：温展力

162 我爱你中国 词：汪峰 曲：汪峰

163 江山多娇 词：秦庚云 曲：陈述刘

164 满江红 词：岳飞 曲：田丰编合唱

165 永远的小平 词：唐跃生 曲：文莉 李跃飞编合唱

166 牧歌 内蒙民歌 曲：瞿希贤编曲

167 美丽的夏牧场 词：高峻 曲：徐锡宜

168 向往 词:田地 曲：印青

169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词：管桦 曲：瞿希贤

170 我的根啊，在中国 词：瞿琮 曲：司徒抗

171 我爱北京天安门 词：金果临 曲：金月苓

172 红领巾之歌 词：叶影 曲：陈良

173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词：李幼容 曲：寄明

174 卖报歌 词：安娥 曲：聂耳

175 我们的田野 词：管桦 曲：张文纲

176 让我们荡起双桨 词：乔羽 曲：刘炽

177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词：金哲 曲：董希哲

178 中国好少年之歌 词：王黎光 翼楚忱 曲：王黎光

179 太阳出来喜洋洋 词：民歌 曲：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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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铃兰 词：胡小石 曲：戴于吾

181 太阳，熟透的红苹果 词：李幼容 曲：徐锡宜

182 太阳出来了 词：谷山川 曲：张正远

183 茉莉花 词：民歌 曲：民歌

184 我们走进十月的阳光 词：王晓龙 曲：奚其明

185 读书郎 词：宋扬 曲：宋扬

186 共产儿童团团歌 词：张彬 曲：张棣昌

187 祖国在我心窝里 词：王光池 曲：曹明辉

188 快乐的节日 词：管桦 曲：李群

189 中国少年 词：谢忠岩 曲：李大鹏

190 少先队员队歌 词：周郁辉 曲：寄明

191 母亲的微笑 词：冀楚忱 曲：李寿全

192 清流 词：贺绿汀 曲：贺绿汀

193 八骏赞 词：那顺 曲：色 恩克巴雅尔（杨鸿年改编

194 欢乐的那达慕 词：巴音吉日嘎啦 曲：色 恩克巴雅尔（杨鸿年改编

195 牧歌 词：民歌 曲：瞿希贤（杨鸿年改编合唱

196 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 词：邵树林 曲：史林

197 七子之歌—澳门 词：闻一多 曲：李海鹰

198 红星歌 词：邬大为、魏宝贵 曲：傅庚辰

199 我们把祖国爱在心窝里 词：许继荣 曲：丁明建等

200
放牛调（选自《景颇童

谣》）
词;张俊 曲：鲍元恺



附件2

南昌市中小学合唱展示活动参演节目报名表

县区/学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组别 曲目名称 表演时长 指导教师 指挥 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