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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声乐的表演当中,演唱技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声乐艺术当中核心的构成内容。表演者通
过咬字、吐字、呼吸以及共鸣等不同技巧的结合来进行表演,将声乐作品当中所包含的相关文化背景以
及情感思想呈现给周围的受众。由此,本文主要通过“声乐表演中对演唱技巧的有效运用”作为重要的
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不断提升声乐表演的艺术性,为受众带来全新的身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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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singing skills in vocal music performance
Chang Ma
Ji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Singing skill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rformance of vocal music, which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vocal music art. Performers perform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kills such as
pronunciation, articulation, breathing and resonance, and present the releva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motional thoughts contained in vocal music works to the surrounding audie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effective use of singing skills in vocal music performanc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hoping
that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artistry of vocal music performance will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a
brand-new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will be brought to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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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演唱技巧能够塑造良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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