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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春季粤教花城版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七、八、九年级）的具体修改情况

序号 册次 页码 修改前 修改后

1 七年级下册 6
底图为香港地图、国

旗、香港区旗
删除底图

2 七年级下册 6 小河弯弯向东流 小河弯弯向南流

3 七年级下册 8
底图为澳门地图、国

旗、澳门区旗
删除底图

4 七年级下册 31
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

平平安安

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

平平安安。

5 七年级下册 34
33 为八分音符加附点

四分音符

33 改为两个四分音

符

6 七年级下册 38、39个别音有错误
修改音符，同时统一

倚音标注。

7 七年级下册 48 听到南屏钟 听到南屏钟。

8 七年级下册 52
最后小节线不是终止

线

最后小节线改为终止

线

9 七年级下册 56 南亚地图底图 删除底图

10 七年级下册 59 东南亚地图底图 删除底图

11 七年级下册 61 东北亚地图底图 删除底图

12 七年级下册 63 中亚地图底图 删除底图

13 七年级下册 64 西亚地图底图 删除底图

14 八年级下册 目录 有《龙的传人》 删除《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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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册次 页码 修改前 修改后

15 八年级下册 10 旋律为高音 降低一个八度

16 八年级下册 15
倒数第 5 小节最后 2

拍为四分音符

倒数第 5 小节最后 2

拍为附点四分音符加

八分音符

17 八年级下册 15
倒数第 6 小节最后 2

拍有一个连线

倒数第 6 小节最后 2

拍再加一个连线

18
八年级下册 18 山西民歌

内蒙古、山西一

19 带的汉族民歌

20 八年级下册 19 招（那个）手 招的（那个）手

21 八年级下册 22 “地儿”下方有连线
“地儿”下方为双横

线

22 八年级下册 31
旋律基本在小字一组

和小字二组中
旋律提高一个八度

23 八年级下册 32
第一行小节线在下一

行

第一行小节线在旋律

后

24 八年级下册 34 终止线 小节线加省略号

25 八年级下册 42 《生命之歌》 《生命之杯》

26 八年级下册 49 选取了部分片段 都增加省略号

27 八年级下册 52 选取了部分片段 增加省略号

28 八年级下册 57 《龙的传人》 删除歌曲

29 八年级下册 58 旋律已结束 增加 4 个小节

30 八年级下册 64 有歌曲联唱第三组 删除歌曲联唱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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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册次 页码 修改前 修改后

31 九年级下册 4 选取了部分旋律 增加省略号

32 九年级下册 10 C 为大写 C 为小写

33 九年级下册 10
第 8 小节的小节线为

双竖线

第 8 小节的小节线为

单竖线

34 九年级下册 10
第 9 小节的第 1、2 声

部没有标注竖笛声部

第 9 小节第 1、2 声部

标注竖笛声部

35 九年级下册 42 1935-2015 1935-

36 九年级下册 42 向着太阳 迎着太阳

37 九年级下册 46 1875-1973 1875-1937

38 九年级下册 50 图压字 图不压字

39 九年级下册 52 没有小节线 增加小节线

40 九年级下册 62 外国舞剧 外国芭蕾音乐

41 九年级下册 62

舞剧在西方统称芭蕾，

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形成于 16

世纪的法国，发展于

17、18 世纪。19 世纪

是芭蕾舞剧的黄金时

代，出现了如法国作曲

家 亚当所作的《吉赛

尔》，俄国柴可夫斯基

作曲的《天鹅湖》、《睡

美人》，普罗 柯菲耶

夫作曲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等一批优秀舞

剧。

芭蕾舞剧在西方统称

芭蕾，起源于文艺复

兴时期的意大利，形

成于 16 世纪的法国，

发展于 17、18 世纪。

19 世纪是外国芭蕾

音乐的黄金时代，出

现了如法国作曲家亚

当作曲的《吉赛尔》，

俄国柴可夫斯基作曲

的《天鹅湖》《睡美

人》，普罗柯菲耶夫

作曲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等一批优秀芭

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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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册次 页码 修改前 修改后

42 九年级下册 62
最后一行最前面有小

节线

最后一行最前面去掉

小节线

43 九年级下册 63

最后一个主题第 3、4

小节和第 5、6 小节旋

律顺序有误

最后一个主题第 3、4

小节和第 5、6 小节旋

律顺序互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