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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当中,声乐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声乐教学结合具体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学
习歌唱技巧,教师同时也会传授学生基础的乐理知识。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中,逐渐提升学生的音乐表
演能力。现如今人们对于声乐教学的质量越发重视,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开始加强对声乐专业的建设,为社
会输送声乐专业的人才。但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声乐教学中依旧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将对高校声乐教
学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高校提高自身声乐专业的建设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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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usic performance major of universities, the learning of vocal music mainly refers to leading
students to learn singing skills through vocal music teaching combined with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s
will also teach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usic theory. In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gradually improve the students ' music performance ability. Nowaday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and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have also begu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l music major to deliver talents from vocal music major for the society.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teach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vocal music teaching.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vocal music teaching,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vocal music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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