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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在疫情得不到控制的当下,唯有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才能阻断传染的不断蔓延,因此文化教育行业
也面临不小的挑战,高校的声乐教学亦是如此。声乐教学是以口传心授来教学的一种声乐艺术。传统的声乐
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为导演的注重声乐知识传授,示范--指导--纠正循环往复的面对面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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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College Vocal Music Teaching Dilemma and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Qi Gao, Tao Yang, Yawen Duan, Ruiqi Su
Huna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urong College
[Abstract] COVID-19 global outbreak in 2019-2020, the world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life are facing great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As the epidemic situation cannot be controlled, only by reducing the contact
between people can the spread of infection be stopped, so the cultural education industry and vocal music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faces great challenges. Vocal teaching is a kind of vocal art by oral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is a face-to-face teaching form with teachers as the center and the director,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knowledge, demonstration-guidance-correcti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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