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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初,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欣欣向荣的音乐教育受到了较大的
冲击。首当其冲,传统的声乐课堂教学、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都无法如期进行。面对疫情,国家大力支持
采取线上教学的新模式,音乐教育行业采取“停课不停学”的方案,各式各样的“云课堂”也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线上声乐课堂也不例外。非常值得探讨的是,在当今信息全球化、数字化时代,
具有其特殊性的高师声乐教学课堂在疫情期间也打开线上转型升级的新空间,为艺术教育贡献了一份
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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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要求。经过测试,高师院校的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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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仅仅在于传统声乐教学模式中程式

生反映,当人声演唱音高到达a2附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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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破也给予了高师声乐专业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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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3)声乐教师通过录音录像与学生
进行讲解这一行为实现了教学可重复性,

(9)高师线上声乐教学使学生自主
学习性变强,从“教师中心化”逐渐倾向
于“学生中心化”,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挖掘出学生更多的创造力。这也是当代

打开了线上声乐课堂的新空间,实现了

提到：“线上艺术教育未来有4个清晰可

众多教育学家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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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师线上声乐教学是当今网络

然优势与劣势并存,但优势更为明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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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们相信,大部分线上声乐教学的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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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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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课堂,并提倡并鼓励国家有关部门与

未有的美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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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一定的不足。列举如下：

台与更先进的网络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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