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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华夏文明渊源流长,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文化瑰宝,富有民族特色和音乐元素,经过历史的
沉淀和风雨的洗礼,俨然成为代表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对待民族音乐文化,需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真正的弘扬和传承下去,对此在中职音乐教学中教师应高度认知民族音乐文化,围绕学生主体性
地位,创建具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民族音乐文化革新与传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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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in Music Teaching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Ying Lv
Guangxi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China's Huaxia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National music culture as a cultural treasure, is full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usical elements. After the historic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baptism of wind and rain,
national music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soft power. When dealing with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ts essence and discard the dross, and truly 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Therefore, in the music teaching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eachers should highly recognize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and create targeted and purposeful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music culture, around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students.
[Key words] music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arry forward; inherit; national mus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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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抒情、又能达意、扣人心弦、引发

唱,尤其是在逢年过节及欢庆日子里,处

中职技术学校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

共鸣、极易流传和传唱的音乐元素。我

处流动着美妙的民族歌声。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肩负时代使命,将民

国的民族音乐历经华夏文明的积淀,是
[1]

民族音乐文化一是具有美学价值,

族音乐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植入到对学生

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传统民族音

民族音乐作为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结晶,

的音乐教育中。教师在音乐教学中,应充

乐有着独具一格的特点,在经济多元化

体现着人们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反

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给予学生合理

发展的今天,深受人们的喜爱与推崇。首

映出独特的审美观念,有着较高的美学

化引导,将原生态民族音乐有效渗透到

先,民族音乐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丰富性,

价值；民族音乐文化中代表了民族精神,

音教学过程中,切实培养学生对传承和

有着悠久的历史,对各地区、各民族产生

将民族独有的精神风貌展现给人们,使

弘扬民族音乐的自觉、自省、自为精神,

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族音乐文化直

人们充分感知各民族的生活色彩,从而

促进学生音乐能力及素质的提升。在中

接反映着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

体现出独有的审美特征。被保留下来的

职音乐教学中弘扬和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感,这是劳动人民根据日常生产生活,采

民族音乐文化独具艺术感染力,需要采

还能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形成强烈的民

取艺术加工形式,创建成具有鲜明民族

取音乐教学的方式加以革新和弘扬。因

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这对于促进

特色的音乐,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

此,中职院校作为给国家培育应用型人

学生成长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晶；常见的民族音乐文化形式有民歌、歌

才的教育基地,应重视音乐教学,将民族

1 民族音乐文化概述

舞音乐、器乐等,如壮族民歌等。其次,

音乐文化植入与音乐教学有机结合,既

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分

民族音乐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如

可以保护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又能培

支,有着灵动、优美、生动的特点,含有

壮族民歌、彝族民歌等,极易受到人们传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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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明确文化自信的今天,中职音乐教

杂,循序渐进地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

流严重不足,无法保障理想的民族音乐

学取得显著性教学成果,这对于民族音

化的认知,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爱好,给

[5]
教学成果 。

乐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具有积极作用,然

其今后的音乐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同时,

3.3教师对学生专业要求低

而实际音乐教学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

在教学中教师应转变教学理念,打破传

由于中职院校未能改变对民族音乐

和不足,未能深度挖掘民族音乐作品的

统教学常规,截取有针对性、有代表性的

教学的正确认知,在音乐课堂中,教师对

内涵、背景、传唱形式等,使得民族音

民族音乐作品,有意识地锻炼和培养学

于民族音乐知识的传授,不会对学生提

乐教学表面化、形式化严重,对此改革中

生的音乐听辨能力。最后,教师应保障学

出较高要求。部分教师仅仅是要求学生

职院校民族音乐教学迫在眉睫 。

生主体性地位,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

在课堂上做到认真听讲、能够简单演奏

2 在中职音乐教学中弘扬与传
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积极性,使其在传统民族音乐学习中,既

或演唱民族音乐即可,长此以往,学生处

能把握情感目标,又能提高演奏演唱技

于被动学习民族音乐的地位,不仅无法

2.1有助于发挥中职院校立德树人

巧,丰富其高尚情操及情感,从而提升学

改善中职学校音乐民族音乐教学质量,

生专业技能及素质。因此,民族音乐文化

而且对弘扬与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具有阻

孔子认为,古代人们早早开始使用

既展现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又给中职

碍作用。

音乐来陶冶情操,这从《论语》中的“兴

院校音乐教学提供了内容及资料,应在

于诗、立于礼、成与乐”中不难看出,

教学中重视对传统民族音乐的深度挖掘,

4 改进中职音乐教学中弘扬与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路径

表明音乐对人的精神愉悦作用。对于民

将传统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有机结合,

族音乐文化,仅仅是表面的学习还不够,

给今后的音乐教学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需要重视民族音乐文化对人们生产生活

新模式,更好地促进音乐教学创新与改

[2]

的教育作用

[4]

4.1合理运用趣味教学法调动学生
学习兴趣
当前中职院校音乐教学中,应高度

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优秀的民族音

革发展 。

认知将民族音乐文化植入到教学中的重

乐作品,更需要有针对性的继承与弘扬。

3 当前中职音乐教学中民族音
乐文化植入的问题与不足

要性和必要性,针对学生缺乏音乐学习

中职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增强

兴趣的情况,应合理运用趣味教学法,既

3.1轻视民族音乐文化教育

能消除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抵触心理,又

民族自豪感。因此,中职院校重视民族音

当前的中职音乐教学中,教师基本

能增加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

乐文化教学,既能让学生感受不同民族

上是照搬照抄教材大纲,未能深刻认知

深刻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教师在民

鲜明的民族特色,又能树立德树人、以德

教材与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在关系,实际

族音乐授课中,应以学生主体性地位为

育人的办学目标。

爱国主义意识,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教学过程中,仅仅是围绕学生对教材内

基础,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和心理特点,从

2.2有助于培养专业性音乐人才

容知识的传授。同时,传统模式占据主导,

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分组教学法、示

在知识大背景下,各种思潮、文化学

缺乏生动展现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机载体,

范法等。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壮族民

说层出不穷,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存在被

阻碍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发展。中职院校

歌时,应事先在网络上收集和整理壮族

弱化的问题,进而阻碍文化的传承与发

长期忽视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工作,使得

民歌视频资料,如《做人歌》、
《穿唱歌》、

展。中职院校音乐教学是培育专业音乐

民族音乐文化在教学中被孤立化、边缘

《植树歌》等,这些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

人才的重要基地,有责任、有义务将传统

化,随着时间积累,学生无法系统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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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融入到日常音乐教学中,提高

民族音乐知识,如古筝、二胡、琴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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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民族音乐文化学习兴趣下降。

潜能,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

音乐文化内涵及特征的深刻体验,进而

3.2师生沟通交流明显不足

欲望；教师还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组,

[3]
增强民族情感、爱国精神 。因此,在中

中职院校音乐教学虽然引入了民族

采取创建合唱团的方式,通过学生集体

职音乐教学中弘扬与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音乐文化内容,实际音乐课堂上,师生之

性演唱壮族民歌,使其更好地感悟优秀

有助于培养专业性音乐人才,并提高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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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专业音乐人才的技能及素质。

生对于民族唱法技巧存在一知半解的现

[6]
学生情操的作用 。

2.3有 助 于 推 进 音 乐 教 学 创 新 与
改革

象对民族音乐创作背景了解比较浅显。由
于中职院校未能高度认知民族音乐文化

4.2充分发挥音乐教师的“导学”角
色功能

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强调天然质朴,

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造成音乐课堂

中职学校音乐教学应以身作则、加

教师在教学时要注重教学方法的运用,

时间相对较少,期间教师过于注重基础

强自身建设,自觉承担起对民族音乐文

根据学生的音乐优势及特长,在民族音

音乐知识及技巧教学,使得学生无法全

化传承的责任。在实际民族音乐授课中,

乐教学中,使学生感受浓厚的传统民族

面系统地学习和感悟民族音乐知识。此

教师应围绕学生创建轻松愉悦的教学环

音乐,对于教学内容的设置从简单到复

外,学生在音乐课堂上与教师的沟通交

境,充分发挥“导学”角色功能。教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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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音乐教学实践,加强民族音乐文化与
教学的联系,除了将音乐教材知识传授

4.3将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融合到
音乐教学中

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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