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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高校的课程教育教学领域而言,声乐演唱艺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内容,在新时代新
的教育教学发展形式之下,也会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发展特征,同时在人才专业素养各方面也会提出更
高的要求。在针对教学实施的过程当中,需要深入的去分析并且明确声乐课程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通
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进而不断优化高校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教学效率,促进课
程教学的发展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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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vocal music singing art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nn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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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of vocal music singing can be said to be a very important course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personnel will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clarify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vocal music course, an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efficiency of the vocal music singing art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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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音乐课程教学当中,声乐演唱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课程门类,在针对此课程培养学生的时候,能够不断提升学

程教学的时候,也能够促进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发展,改变原有较
为单调的课程教学理念,促进学生综合音乐素养的提升。

生的艺术综合素养,促进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然而,就目前的发

1.2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展来看,高校课程教学实践依旧受到许多外界因素带来的影响,

高校的音乐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声乐课程教学改革能够不

这就导致目前课程教学实施依旧会存在许多难题,严重影响了

断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人类对音乐课程的重视,也

对学生声乐专业综合素质的提升。由此,在今后的声乐课程演唱

会促使社会当中许多企业在举办演出的时候,有更优秀的节目

教学过程当中,需要与时俱进,促进其发展,并且优化课程教育

呈现在人类的视野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之上潜移默化的提升了

教学方式、方法,挖掘创新性的课程教学模式,保障课程教学在

企业的整体文化水平,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潜

结构上,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得到不断的提升。

移默化的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其次,开展声乐课程教学改革的

1 高校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时候,能够为学生科学的设计学习的策略,让学生依据自身现实

1.1提升学生音乐综合素养

发展情况,进行后期的学习与规划,促进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发展,

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在开展教学改革的过程当中,能够进一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步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音乐素养,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促进学生

1.3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发展。首先,有一部分的高校在针对声乐课程教学的时候,并没

伴随着现当代素质教育的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进,高

有科学、合理的去设计相关的课程教学内容,这就导致课程教学

校在许多课程教学的模式上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传统

内容大多偏向理论性,很难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但是,在

的声乐艺术课程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现当代素质教育的新需

进行声乐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当中,却能够进一步提升教育教

求。高校的声乐艺术课程教学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特点,要求教

学的整体性特点,促进课程教学工作的发展。其次,开展声乐课

育者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发展新需求,转变传统教学过程当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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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教育手段、千篇一律的教育知识,进而打破束缚,通过与时

的学习过程当中对课程内容有所厌烦,而且也难以激发学生的

代结合,进一步融入现当代的科学技术内容,促进高校声乐艺术

学习兴趣,导致学生在课堂当中的主动性降低。除此之外,由于

教学课程的改革,对有效培养出具有复合型人才,适应时代发展

自身在思想意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之上

行业需求的综合性人才提供帮助,同时也能够在课程教学当中

影响了学生后期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教育教学方法的具体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以及创新能力

实施过程当中,缺乏现代化载体的进一步开发,导致了所营造出

进行提升,顺应时代的发展新需求。

来的课堂环境相对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创新性人才的整体培养

2 高校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需求。由此,教育教学方法的整体上来看往往比较单一,导致学

2.1课程时间的设置相对比较短暂

生自身的兴趣培养以及潜能都难以得到开发,长此以往,也会导

在针对声乐表演课程予以规划设计与表现的过程当中,教

致学生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甚至还会制约声乐课程的发展。

育者在课程的安排方面也会展现出非常明显且不合理的现象。从

2.5实践与训练的空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整体的表现来看,课程在设置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就导致

在各个院校全面展开声乐表演教学活动的过程当中,在实

学生在后期的学习空间上会导致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在课程

践训练各个方面的规划和设置上也并不是太合理。教育者在后

规划的过程当中,教育者大多都会通过理论课程教学并且通过

期的教学安排之上大多都是偏重对理论知识方面的灌输以及讲

灌输式的课程教育教学为主,并且这时候的课程类型活动也不

授,而针对实践训练模块大多都不够重视,这就导致学生所展现

够重视,所投入的课程教学与创新的力度存在明显的不足的现

出来的思维能力与学习的品质等各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

象。由此,学生通过空间的学习与载体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的特

同时也很难为后期的声乐表演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帮助。通过

点,这也会对声乐课程缺乏一定的兴趣,并且同时也会为课程的

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之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现当代声乐表演

进一步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课程规划以及教育教学实施期间还存在着许多难题,这与学生

2.2师资队伍较为薄弱

现实成长需求以及专业素质的建设方面都会存在着非常明显的

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伴随着各个院校生源的不断增

差距。由此,在今后进一步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时候,教育者责

多,这对教育教学者的配比也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然而,就

需要顺应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重点去加强课程教学改革方面

目前而言,学校也没能够更加有效的针对声乐演唱专业教育者

的工作,让声乐表演课程能够呈现出更加良好的活力。

的师资队伍进行组建、优化,这也导致学生与教育者之间的比例

3 高校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途径

关系不够协调,导致许多教育活动在后期难以得到更好的开展。

3.1对课程设置及时间进行优化

除此之外,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学校在教育教学培训活动的组建

高校的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教学过程当中,要想不断提升课

与素质建设的深化方面也会有一些工作做不到位,这就导致教

程教学的质量,这就需要对课程设置以及时间进行科学的规划。

育者的师资队伍建设上存在明显不足,并且缺乏一定的学习空

首先,课程设置与声乐演唱艺术课程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为了能

间和学习的机会,所掌握的课程教育教学理念相对比较陈旧,而

够提升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需要对课程的特点、课程教学的递进

且在自身的专业素养上未能得到提升,导致在教学的力度方面、

关系以及学生学习能力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例如：教育者可以

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上都存在缺陷。

针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测试,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依托课程所

2.3学生自身的专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表现出来的内容特点,去搭配并且设置科学合理的内容,保障课

就目前各高校的学生整体水平来看,许多院校虽然在生源

程的设置以及时间都能够满足整个教学大纲的需求,进而提升

上不断递增,但是在整体的质量上却不断呈现下降的趋势,学生

学生的综合能力。其次,要想进一步提升课程教学的整体质量,

在自身的专业基础方面、综合素养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教育者则需要针对课程内容进行全面的了解,进而用其它课程

性的特点,在针对专业课程教学的过程当中,教育者大多都会采

的教学来辅助性的促进声乐演唱艺术课程的推进,将不同的学

用较为笼统的方式和方法来展开授课,这就导致学生自身的学

科内容融入到课程的设置当中,提升课程设置内容的合理性,满

习基础难以适应现当代的学习内容,甚至还会导致许多学生由

足课程教学的整体需求。

于自身以及规范标准之间存在的差异性,逐渐对课程教学内容

3.2优化师资队伍,组建专业性的教学力量

产生厌倦的情绪,对后期的学习积极性带来不良的影响。

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高校声乐艺术课程的教学改革,需要

2.4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

提前针对教育者的综合能力进行提升。首先,由于教育教学者自

伴随着课程教学活动的全面开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

身综合能力以及整体的教学效率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的特点,为

教育者在课程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上,存在着一种传统性和固化

了能够提升课程教学的稳定性,责需要定期的去开展教育教学

的特点。由于许多教育者在后来的教学过程当中还会有其它的

者的培训工作。例如：对于高校而言,则可以针对声乐演唱方向

一些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这就导致许多的教育者很难全身

去聘请专业的专家,为教师讲解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后期

心的去研究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进而都会采用原有的一种

的互动技巧等等,提升教师综合能力,为后期的教学打下坚实的

灌输式模式展开教学,这种教育教学模式,不仅仅让学生在后期

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促进教师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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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由于一部分的教育者针对培训工作的重视

导学生通过多方面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表演,通过合唱的方式展

力度不够高,很难发挥培训工作各方面的优势,为了能够转变这

开表演,或者在进行后期的实践表演过程当中去融入相关的乐

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交流会、教研

器以及舞蹈方面的内容,从各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表演,激发其

会来促进教育者之间的学习和提升,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内在的潜能。

3.3依据学生自身的基础特点,提升学生音乐感知力

4 结论

在开展课程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教育者需要重点去了解

综上所述,在针对声乐演唱艺术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

学生的基础能力以及在音乐方面所原有的感知力,通过促进学

当中,高校则需要结合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处理,就目前的授课当

生主动参与的学习过程当中,来端正学生的认知理念,规范学生

中所存在的一些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且依据学

在声乐演唱课程当中的学习态度。首先,教育者需要重点去挖掘

生在后期学习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诉求,积极的去探索,并采

声乐当中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资源,力求能够将民族音乐与世界

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进行完善并且予以优化,积极的去组织相

当中的其它音乐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的融合,构建出更加完善

关的实践训练以及拓展方面的活动,让学生在参与到学习的过

的一些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在课程的学习过程当中,形成更加

程当中,能够掌握更加丰富的专业性理论知识,进一步提升自身

良好的音乐感知,在掌握丰富音乐文化内涵这一基础之上,促使

的实践表现技能,全面的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专业性水平。

学生能够通过端正的态度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与后期的探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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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过程当中,去掌握相关的运用技能。例如：教育者则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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