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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of cultural exchange, it 

appears an upward trend of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student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Consequently, it possesse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on cultivating modes of 

English-major learner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ep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opera on 

cultivating the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elf-growing ability and demonstr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courses as well as the st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by taking of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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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多，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素质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探索人才培养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西

方歌剧艺术对于培养学生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自我成长能力方面的重要意义，探讨了课

程的引入和分阶段进行教学的方法。 

1. 前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交流频繁，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日益增多，接近常态化，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既是机遇又是考验，单单掌握一门专业的相关知

识已经无法满足国际化社会背景下对于人才的要求了，培养勇于实践、不断创新、自我完善

的复合型人才是我们的目标。本文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探索将西方歌剧引入美育课堂教学

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人文素养及核心竞争力的意义及方法。  

歌剧被誉为“最高级的综合艺术形式”，形成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以民间牧

歌剧为基础，吸收宫廷歌舞表演、教堂合唱艺术和神剧表演的成就而成的一种新型的艺术形

式，随着文艺复兴的高潮，这一形式传播到欧洲各国，得到丰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集诗

歌、音乐、戏剧、舞蹈、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吴立昌，1982）。通常由咏叹

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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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歌剧课程引入美育教学对于实现学生培养目标的意义。 

对于大学生而言，如何培养综合能力，归其落脚点，其实就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和自我成长能力。 

2.1 西方歌剧教学有益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实践能力是人才素质能力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之于大学生而言，实践能力体现在对于所

学语言在了解甚至掌握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学习、生活等更为广阔的、更为专业化的层面

中去，使语言成为自身素质得到提高和凝练的工具。 

歌剧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她将西方的戏剧作品、诗歌、交响乐和歌唱方法融入到一个舞

台上，对于观众而言，一场歌剧就是一场西方文化的盛宴，学生如果有选择性地、有针对性

的、按照歌剧的年代和形式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个过程就是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艺术文化的

一个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取其精髓弃其糟粕的鉴赏过程。 

2.2 西方歌剧教学有益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歌剧艺术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是音乐和戏剧，其中，戏剧是歌剧的构架和思想精髓，

而音乐是歌剧的灵魂，也是最关键的要素，它不但能增加歌剧的戏剧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表

达出歌剧人物语言台词不能表达的内心情感和特殊情景。人在愉快时往往会哼小曲儿，在非

常快乐时会大声地说话，声调提高，音调拉长，接近于歌唱的状态，表达这种情绪用音乐再

合适不过。同样，人在忧伤时会唉声叹气，声调降低，音调拉长，在痛苦不堪时，用语言更

加难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往往会用音乐和歌唱来表达哭泣、呐喊的效果和悲痛的情绪。在感

情表达到了极度亢奋状态时，戏剧转化为音乐。语言的尽头是歌唱正是这个意思。 

无论戏剧还是音乐，其表现形式和表演过程，是一种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甚至 N 度创

作的过程。戏剧的脚本，音乐的乐谱，为表演者提供最基本的参考依据，至于戏剧的台词怎

么去表达，肢体语言怎么去演绎，场景怎么去体现，唱腔怎么去表现，情绪怎么去调动，都

在于表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思考去创作，这就是二度创作。学生学习歌剧的过程，可以用

自己的理解和阅历去解读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用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表现形式去体会艺

术创新的魅力，把别人的艺术变成自己的心得，潜移默化成自己的创意，这个过程就是创作

的过程。 

2.3 西方歌剧教学有益于学生自我成长能力的增强。 

说到自我成长能力，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小孩子，小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青春少年，到成

年自立，这个过程中孩子不断成长，学习了很多的技能为我所用，明白了很多的人情世故适

应这个社会，这就是孩子的自我成长能力。那么大学生或者说成年人，是否还需要自我成长

能力呢？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生存

压力被放大，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承受学业、就业、事业、家业、产业等等诸多的压力，在

这种压力下，他们更需要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以应对各种挑战，需要增强心理调节能力来适

应社会带给他们这么多的压力。这样说，自我成长能力不单单小孩子应该具有，成年人更是

必不可少，或者说，它是应该伴随一生的能力。 

为什么歌剧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成长能力的培养呢？这要从高校现有的教育理念、

教育模式及课程设置来看。以山东交通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设有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等。从课程体系来看，课程设置较为较为完善，注重专业课程的学

习和专业运用能力的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基本功是扎实的。但是美育课程几乎是空

白。学生只要掌握了本专业的知识就意味着是将来的优秀人才、复合型人才吗？ 

笔者认为，专业课程相当于对学生智商的培养，通识教育侧重于情商的培养，后者较前

者更为重要。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乃至定型的时

期，对于每个人一生的发展和命运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大学教育应该兼容并包、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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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争鸣。在这里，大学生应该积极了解和涉猎各个学科领域，如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

哲学与心理学类、历史学类、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使学生对人文素养、学习能力和科学精神

等形成较深刻地认识，并接受较充分的培养。 

当然，美育的实现和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西方歌剧这一门课程

可以解决的。歌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自身拥有强大的知识和艺术魅力。歌剧中涵盖了生活

百态、历史经典，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例如《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歌剧，体现着文艺复兴

之后近代人类的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作品的产生被人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曲，它反映了当

代社会的进步思想和伦理道德，剧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英雄，但是剧中的小人物性格各异、

活灵活现，他们之间的爱慕、嫉妒、明争暗斗和喜怒哀乐，让学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社会存

在。主人公费加罗被人们视为莫扎特的化身，传达了作者强烈的价值理念，那就是社会经济

地位不同的人，即便是贵族和平民，也应该具有平等的人格。又如歌剧《茶花女》，这部作

品是歌剧大师威尔第在歌剧舞台上的一次革命，让身份低贱、受尽凌辱的妓女为主角，展现

了社会底层人民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学生通过歌剧，可以看到音乐之动情、美术之魂魄，

也可以看到历史的沉淀、社会的现实和人生的起落，通过对于歌剧作品的思考，来思考社会

和人生，通过浓缩的艺术精华，获得间接地直观的经验，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从而对自己的未来建立梦想，为之追求，爱生活，爱家人，爱这个大千世界。在

这个过程中，不但自我得以成长，心智的成长也为将来的成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正

是集艺术大成于一体的歌剧的魅力所在。 

3. 西方歌剧运用于教学的方法剖析。 

第一阶段，兴趣培养期（1-10 学时）。 

歌剧是高雅的艺术，阳春白雪的艺术种类往往较难以让大众所接受，怎么培养学生学习

的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歌剧教学的第一个阶段。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入教学，

挑选学生感兴趣的、容易引起共鸣的作品作为教学的切入点。 

例如先引入西方现代歌剧，即音乐剧。音乐剧是一种集合了歌、舞等元素的很受大众青

睐的戏剧形式，是美国舞台的一种主要的流行舞台剧形式，题材和形式较为轻松活泼，较为

容易被初学的学生接受。 

较为熟悉的音乐剧有《猫》、《歌剧魅影》、《音乐之声》等。《猫》是由作曲家安德

鲁·洛伊·韦伯的作品，创作于 1981 年，是音乐剧历史上最成功的剧目，曾一度成为音乐剧的

代名词。《猫》的故事很简单：杰里科猫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聚会，众猫们会在这一年一度

的盛大聚会上挑选一只猫升天，升天以后可以再次获得新生。于是，形形色色的猫纷纷登场，

用歌声和舞蹈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被选中。最后，当年曾经光彩照人今日却无比邋

遢的“魅力猫”以一曲《回忆》打动了所有在场的猫，成为可以升入天堂的猫。该剧之所以取

得这么大的成就，深受世界各国人命的喜爱，归功于经典美妙的歌曲、专业的舞美、极富现

代感的舞蹈和亦人亦猫的角色形象。这些元素很快就会被学生接受和喜爱，成为他们接纳歌

剧艺术的敲门砖。 

又例如，从经典歌剧开始切入教学，如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唱段，莫扎特

《费加罗婚礼》中的《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唱段，比才《卡门》中的《哈巴涅拉舞曲》，

普契尼《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这些歌剧和经典唱段都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剧

情也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的先入为主，有利于使学生更好地接受这门艺术。 

再如，由充满中国传奇文化色彩、具有中国元素的歌剧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图兰朵》

是意大利著名歌剧大师普契尼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图兰朵》

凝结着普契尼深厚的中国情结，他将从朋友赠送的音乐盒中听过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律，

作为《图兰朵》的重要音乐主题。《茉莉花》的旋律轻轻荡漾，美妙又和谐。这种出神入化

的运用，让学生们会切身感受到中西文化和谐交融的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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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程度和运用技巧非常欠缺，唤醒学生们对于民族艺术的追求和热爱。 

第二阶段，艺术实践期（11-20 学时）。 

教学进入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艺术实践教学环节。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取经典歌剧，

由学生们来编排的其中的某一幕或某一片段，扮演角色。这样的实践活动突破了传统课堂单

纯教授的教学模式，改由学生担任课堂的主角，激发他们学习主动性的同时，更让他们对歌

剧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涵有了更加深入和直观的了解和掌握。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

选择不同国家的作品来进行二度创作的实践。德语专业的学生可选择德国歌剧，如安德鲁·洛

依德·韦伯的作品《自由射手》，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

俄语专业的学生可选择格林卡的《伊凡 苏萨宁》和柴可夫斯基的《叶甫根尼 奥涅金》等。 

第三阶段，能力拓展期（21-30 学时）。 

在学生对于歌剧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和进行了有效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虑再

进一步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校园歌剧的创作及巡演可以作为尝试的一种形式，学生将故事

素材整理成剧本，自己组织编曲，在校园内展演，如若有机会，可以将作品修订完善，走出

校园进行巡演，形成大学生原创的音乐剧。这种尝试是独立创作的形式，对于学生自身的要

求较高，需要有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声乐、器乐、配器、舞蹈等较为全面的音乐素养。 

以中西戏剧艺术的对比引发思考，开展辩论赛、征文比赛、主题演讲、文化访谈等形式

的活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思想的碰撞，对于艺术作品有独立鉴赏的能力，运用马克思

唯物主义的理论工具，批判的继承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西方歌剧艺术引入美育课堂，会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自我成长能

力起到积极的教育意义，通过教学上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定将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添加亮

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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