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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声乐是高校艺术类学生学习的重点。新时代下,高校声乐教师应该全面分析文化艺术的蓬勃发
展,根据时代发展实施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如应用层次化的教学模式、小组合作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发挥多元化教学策略作用,凸显学生主体,体现教育功能,培养学生艺术修养,满足学生和社会发展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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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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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l music is the focus of art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vocal music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rt,
and implement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uch as applying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group cooperation teaching mode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highlight the main body of students, reflect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cultivate student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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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促使文化经济等业态逐渐改变了单一的

应的差异。对于这些嗓音不同、能力不同、声乐基础水平不同

发展方向,向多元化方向迈进,连带着高校声乐教学也面临着严

的学生,高校应该应用多元化教学策略。层次化教学是多元化

峻的多元化改革形势。所谓多元化教学策略,就是杂糅多种不同

教学策略中的一种,教师们对学生之间的差异特点全面了解,

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等形式,利用杂糅之后生成的

根据学生对声乐的学习情况进行层次划分。不同层次的学生

教学方法、模式、体系等展开教学的策略,通常多元化教学策略

所要学习的重点不同,利用层次化的教学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有助于学生能力水平的提高。高校声乐教学中若是应用多元化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和表达相关声乐知识。学生们以对声乐

教学策略,能加大学生的训练力度,向着学习目标前进,提升个

知识的深入理解为基础,提升自身的学习效率,保证声乐教学的

人的声乐学习水平。为了构建高效的声乐教学课堂,声乐教师应

[2]
整体效果 。

该对自身的授课理念进行改变,遵循以生为本和多元化教学原

层次化教学的前提是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选择声乐

则,应用多元化方式,制定多元化教学方案,实行多元化教学评

教学曲目,开发重组教学材料。根据不同学生本身具有的个体独

[1]
价 。

立性,高校的教师们在对声乐曲目和教材进行选择时,先对学生

1 层次化教学,融入多元化教学理念

的个性差异、嗓音条件等实际情况调查了解,再以阶梯型、层次

本质上,层次化教学法是一种以因材施教理念为核心的教

化和分类分级的处理方式对恰当的声乐曲目进行选择。这么做

学方法,是高校声乐课堂教学中实现多元化教学策略的有效教

的目的是对高校不同学生本身独特的嗓音条件最大化挖掘,推

学方式。声乐课程中的知识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抽象性,看不到和

进学生声乐演唱能力的提升。其次,从高校学生个体存在差异这

摸不着,只能靠自己感悟,这就使得声乐课程存在较大的教学难

一角度来看,声乐实际教学中,声乐教师要注意对声乐教学方案

度。这个时候的高校声乐教师们理应根据课程改革实施多元化

的科学设定,明晰声乐教学的流程,以多元性和统一性结合下的

教学策略。每个高校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

声乐教学凸显学生为本。如,高校声乐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化发

点,这些特点使得学生在声乐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对

展需求,结合该需求和声乐的教学要求,对合理的教学大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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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指导所有学生对基本的声乐知识深入学习,锻炼声乐的演

下,高校声乐教师们要想应用多元化教学策略,需通过指导学生

唱技能。一旦学生本身的基础知识学习水平和声乐演唱能力达

小组合作学习,体现多元化教学形式。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到一定阶段,就深化对学生的指导,明确学生的发展方向,更深

好或者能力水平进行小组划分,每个小组成员都需要参与到声

[3]
层次的培养学生,促进声乐教学质量和效益的全面提高 。

[6]
乐知识的讨论和研究；要有自己的任务分工,明确学习目标 。

2 翻转课堂教学,构建多元化教学体系

如此方能对学生的声乐知识学习热情进行调动,使其积极投入

翻转课堂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型课堂教育理念和方式,

声乐课程的学习活动,互助沟通中深入学习和理解声乐知识。

受其彻底颠覆传统课堂的影响,应用翻转课堂时需要对课堂上

实际的声乐教学中,高校教师以学生本身的声乐演唱能力、

的教学时间重新规划,课堂外的复习练习时间也需要不断调整。

嗓音条件和演唱作品等为结合点,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课堂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翻转课堂教学凸显学生主体,发挥学生的主

教学。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使不同小组的学生在轻松和谐的课堂

观能动性；才能让其在学习需求和目的的结合中,以翻转课堂达

氛围中根据课堂学习情况,对声乐歌曲轮流演唱,演唱过后相互

到知识的协作学习和自主探究,从而实现对声乐知识技能的理

学习和交流。由于不同的高校学生本身的理解能力不同,对声乐

解掌握。和传统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手段相比,翻转课堂最大的

作品形成的见解感悟等也不同,所以哪怕是同一首声乐作品,也

特性就是更加真实性的突出教师所面对的问题。基于此,高校的

需要指导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探究学习。这不仅是为了对

声乐教师需要有效运用声乐课堂教学时间,展示翻转课堂教学

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激发,也是为了营造小组合作学习氛围,激

视频,于视频中动态呈现与知识相关的问题,学生们在教师的指

发出学生的演唱欲望和灵感,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导下根据所学习的声乐知识提出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另

4 优化评价体系,组织多元化教学评价

外,翻转课堂有着短小精悍和真实等特征,所以高校教师应用多

评价体系是教学过程中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反馈的重要途

[4]
元化教学策略的途中,需着重翻转课堂教学体系的建立 。促使

径,是引领高校声乐教学多元化发展的方向。传统的高校声乐教

学生利用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法自主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学中,教师们对评价的认知度不够,所使用的声乐教学评价体系

例如声乐教学期间,高校教师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优化课前

非常单一,具体评价形式的缺乏影响到当前的声乐教学效果。此

教学设计,对学生提出课前学习任务：登录校园平台,通过对翻

时理所应当根据多元化的教学策略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

转课堂教学视频的观看,对所要学习的新声乐知识自主预习,利

系。该体系的形成有助于教师对声乐教学问题的发现和改善,

用暂停、回放、慢放等功能对声乐知识中的重点难点挖掘提取,

有利于学生对学习意见的积极表达；可以指导学生自主学习评

明确需要认真听讲的其他知识点。这些课前学习任务是为了学

价,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对应的批判性思维。针对此,

生们充分预习后,初步了解所要学习的声乐知识,为之后的声乐

高校的声乐教师们以学生为着手点,以学生的不同水平为依据,

学习奠定基础。其次是做好课堂教学准备,制定课堂教学方案。

对不同的评价标准进行设计。学生们本身在成为评价体系的主

利用现代化的手机平板等设备录制翻转课堂教学视频,压缩不

体时,于教师指导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多方向和多角度的评价。这

同的视频使其生成一个精简视频,该视频要涵盖声乐知识的重

样才能在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实施中,推动高校声乐教学质

难点。学生们通过对翻转课堂教学视频的观看实际参与到声乐

量的提升。

知识的学习中,对更多的学习资源进行获取,优化所设计的学习

高校声乐教师对评价标准进行设计时,需摒弃传统统一评

计划。课堂上以自己课前自主预习的声乐知识分析视频中的内

价标准,以此评价所有学生的学习水平。教师应以不同学生不同

容,自主探究或者合作分析其中的重难点。或者利用设问法、游

的个性为前提,对学生身上独特的闪光点进行发现,针对性的评

[5]
戏教学法等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法深度剖析声乐知识技能 。最

价学生,表扬学生的闪光点,侧面点拨学生,让其明确自己的不

后做好课后巩固工作,明确声乐课程教学要求,以教学目标为着

足和弱点。评价体系的构建还需要教师进行对应的层次划分,

手点,对声乐训练计划进行制定,对教学方案进行完善。学生们

能力水平较弱的学生,教师们利用鼓励小步前进的方式给学生

利用各种终端设备对涵盖了声乐知识的翻转课堂教学视频进行

加油打气,使其逐渐突破自己,积极的学习声乐知识,提升能力。

观看,归纳总结视频中的知识,根据总结说明自己对声乐知识的

对于能力水平较强的学生,则需要以提示点拨和引导为主,激发

理解,并以此进行实际的声乐演唱训练。这样一来,通过翻转课

其不安于现状的心理,不断的深入研究,时时刻刻的进步。多元

堂作用的发挥,帮助学生查漏补缺；也让学生们在一次又一次的

化评价体系的构建离不开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教师需要改变以

视频观看中提取难点,分析重点,锻炼技能,丰富经验。

往一言堂的形式,多将主体权还给学生,给予学生评价的机会,

3 小组合作教学,体现多元化教学形式

让其合理的进行自主评价。以自主评价对其他人的优势缺点进

小组合作教学方式的科学应用,不仅可以发挥所有学生的

行观察,对自己的学习问题进行发现,通过对他人长处的学习补

特点作用,凸显学生的个性差异；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

足自己短处,修正自己的声乐学习问题。电子版评价需要保证一

技能,为声乐教学课堂带来生机活力。以往的高校声乐课教学中,

周的频率,也就是最起码一周评价一次,更新一次。至于电子版

教师们采用的教学模式为“1V1”,这种单一化的授课模式过于

评价中的内容,既要有学生于课内对声乐知识的学习,也要涵盖

枯燥乏味,使得高校学生逐渐失去学习声乐知识的兴趣。此情形

学生于课外进行的声乐技能训练,还有平日里针对声乐课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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