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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ocal music teaching is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teaching art. It involves cultivating both students’ pronunciation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express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song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sound productio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 which is marked by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music majors. To complete the training of music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it is 

imperative to put innovative education as the key poi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combine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better, and apply it to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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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中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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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音乐学院，临沂，山东，中国 

摘  要  声乐教学是一门情感艺术，它不仅是培养学生的发音技巧，还要通过发声的训练表达丰富的歌曲内涵，对于 21 世纪以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新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对于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完成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音乐教育人才，当务之急是必须把实施创新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把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

合并运用到大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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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 

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S·Crowell）指出：“教育面

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

发现新的思维方式。”高校教师不是保姆，也不能仅仅作为

本专业的行家里手，还要学生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引导

学生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传统“授——受”式传

统教学向“学习者”的教学观转变，使学生“学会学习”。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声乐课堂教学以知识传授为

主，以培养学生掌握已有教材内容为主要目标，学生学习

成绩与听课质量挂钩，被动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培养

出来的学生大多只会盲目的模唱，缺乏融会贯通的能力和

实际应用能力。体现在声乐教学中，学生只是学会教师教

授的几首作品，而对于相关知识如伴奏、作曲家、作品创

作背景、不同声部的了解等知之甚少，学习方法上不敢越

雷池一步，这种磨灭了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单一僵化的教

学观念和方式方法，严重压抑和阻碍了学生的自主意识、

个性发展、创新意识以及与他人团结协作意识的培养和发

展。 

1.1 更新教育观念，培养创新意识 

随着创新教育的深入，声乐教师首先要改变多年来习

以为常的教学方法习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等权威意识，

将创新教育的思想和方法落实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教师

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不但要给学生

传授书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让学生自己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要充分地尊重信任

学生，对每一个学生抱有真诚的期望，充分发挥学生主动

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演唱作品的过程成

为二度创新的过程，使课堂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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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求知识的过程，以创新教育为目标的学习过程。这

就要求教师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强化创新意识，

提高创新素质，从而为学生创造性潜能的发挥创设良好的

环境。 

美国著名教育家拿破仑·希尔曾说：“信心是心灵的第

一号化学家，当信心融合在思想里，潜意识会立即拾起这

种震翱，把它变成等量的精神力量，再转送到无限智慧的

领域里促进成功思想的物质化。”因此，培养学生歌唱中的

创新意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自信，即促使

学生发现自我，修炼自我，超越自我，投身歌唱，也就是

在一开始教学生起步时，就让学生处于一种最舒服自然的

状态，唤起他们歌唱的从容自信的心态，从而获得感受自

我品质和创新意识的动力，为声乐课堂的教学成功奠定良

好的基础。 

1.2 强化心理素质，突出个性培养 

现代科学认为，学生求知、发展和成才，是一种持续

不断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发展过程。人的心理发展是由智力

因素和心理驱动与制约系统构成的统一的心理发展系统。

从学生求知发展的整体目标和体系来看，学生的品德、文

化、身体、审美、劳动、心理乃至于创新等方面的素质是

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心理素质是其他素质发展的中介

和基础。尼采曾经说过，“个性弱的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

力”，不能超越自己，则无创造可言。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人，

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独创能力，创新在本质上就是

追求新意和差别。而创新人格是一个人进行创新、发明的

基础，是创造者必备的、良好的、持久的个性品质。可以

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作

为人的独特本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使其成为能够自觉、

自由创造的人。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个性特

质，是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一步。 

声乐课堂教学直接的任务是训练人声，提高人声的艺

术表现能力，训练的着眼点在于通过调整、协调人体发声

器官，使其发声的动作日臻完善。但是不管练唱的内容，

还是演唱的形式都没有离开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没有脱离

演唱的情趣。也就是说，只有演唱者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演唱的技能才能正常发挥。歌唱是受人的情感、情绪、兴

趣、性格等心理因素所左右。因此，声乐教学必须把心理

素质纳入人声的训练之中，指导学生调控好歌唱心理，克

服学生对高音的恐惧感，对技术的神秘感和对演唱舞台的

陌生感等种种心理障碍，从而为自己声乐表演艺术和声乐

教育艺术的提高打下基础。 

注重学生音乐审美心理的培养和提高是搞好声乐课堂

教学的前提。优秀的歌唱者无不声情并茂。因为只有具有

良好的音乐审美心理，才能准确、深刻、细致地体验音乐

作品的情感内涵。通过感觉、体验、联想和理解，使学生

在欣赏中自觉不自觉地对音乐作品进行再创作，用自己对

生活的感悟和接触的现实社会，理解把握音乐作品，在演

唱时更富有个性特色。 

富有个性的音乐演唱是走向成熟的标志。要善于启发

学生对自己演唱的作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且能根据自

身的声音条件和演唱风格，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形成独特的个人演唱风格，如：新凤霞、常香玉、郭兰英、

彭丽媛、张也同是演唱民族歌曲，但却各有特色，才能使

同一部音乐作品获得不同的艺术表现，而这正是音乐作为

一种表演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2．改革教法学法，培养创新思维 

适应高等教育目标的要求，高校教师不仅是本专业的

一个行家，还要担负起起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

解决问题。教师要教育学生学会认知、学会辨别，教会学

生在不同文化思想交流中产生自己健康的思想。在并不遥

远的将来，高等教育将真正成为为人们提供终身教育的机

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未来高等教育的图景是全

新的。大学将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强竞争能

力的重要场所。这一切说明，不仅大学教师的思想需要不

断更新，课堂教学模式也要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而不

断改进，以适应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声乐教学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发

音技巧，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声的训练表达丰富的歌曲内涵。

而教师对于学生的热爱，能在教师和学生中形成一种依恋

性的情感体验，教师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暗含的期待，可

以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从而促使学生智力、情感和个性的

发展，为教师在声乐教学中使学生情感内化成为可能。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声与情的关系，用通俗易懂的

生动语言、活泼生动的形象比喻启发学生，并辅以范唱、

手势等；教学语言精炼、艺术、富有情感，结合面部表情、

眼神、形体动作等可产生良好的示范效果，培养学生歌唱

的欲望，创造美好的演唱艺术形象。 

2.1 教师的创新性授课模式 

教师教授过程中也应具备创新性，一般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大多强调学生听话、服从，学生的一些新的观点，新

的思考由于与教师的教学目标不一致而被打入“冷宫”，忽

视学生的创造力、逆向思维的训练，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可

以说是一种“继承式”人才，而不是创造性人才。 

创新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相

结合的办法，有目的的设障立疑，开拓思路，启发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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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以某种“正确答

案”为满足，而应让学生自己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鼓励

个体“原则”的形成。 

创新思维可以使人产生全新的想法，教师首先要尊重

学生的个性，承认学生个人的兴趣和性格的多样性，让学

生在教师引导下，积极主动地进行思维和学习，独立地探

索和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达到学会和会学的

目的。在声乐课堂教学中利用音乐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

设法激励学生的创新思维是搞好课堂教学的关键。作为以

有规律的声音旋律为特征的音乐，以其声音的强弱和走向

来不断地感染、启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让学生和老师一道去感受，去分析某概念或某一定义

及其在音乐中的作用，使学生既做扮演者，又做欣赏者，

同时又是一名探索者和发现者。教师根据学生的嗓音条件，

因材施教，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理论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的原则，采取个别授课、声乐小组辅导、登台演唱观

摩等方法，逐步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艺术修养、艺术感

受力，从而培养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创造能力。 

2.2 学生学习过程的主动性 

传统教学模式大多以“满堂灌”、“一言堂”，注重死记

硬背，学生对学习动机不明确，大多为应付考试而学，学

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毫无学习兴趣和热情，

而且容易形成心理疾病和障碍，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只能

成为一种虚无的假设。而创新性教师会在宏观指导下充分

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要求学生以主动探索的方式不断

地加工和改造已有的信息和材料，达到对知识间相互关系

的理解，全面深入地掌握知识、发现真理，改变过去那种

用“正确逻辑”统治头脑而使头脑成为“单向道”的状况。 

正如声乐授课过程中，改变以往单纯的老师教学生模

仿的模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作为主体，主动出击，让

学生结合自身所学，提出疑难问题，尝试给出答案，教师

适当纠错，在教与学结合一体的过程中，让学生掌握课堂

主动权，主体导向，更好地掌握声乐演唱的方法技巧。另

外，通过观摩、参与舞台演出学习、总结经验，提高自身

专业素养，让学生充分发挥主导性、自体性、团体性、创

新性。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报

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21 世纪最成功的

劳动者将是最全面发展的人，是对“新思想和新机遇开放

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具备“四个学会”，即学知、

学做、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它回答了 21 世纪教育遇

到的挑战和应遵循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

在声乐课堂教学中实施创新教育才是深化音乐教学改革的

必然选择。只有彻底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旧的教育模式，

变“接受性教育”为“创新性教育”，变“接受性学习”为

“创新性学习”，才能真正建立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机制，高

校音乐教育也才能实现其创造型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目

标。 

3．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更

多地体验，提高教学的信息量。 

加强声乐教学的实践性能够使单一传授知识的过程变

为知识情感态度等统一发展的过程，这与传统单一传授知

识的教学相比无疑是一种创新。再者，实践活动是创新的

基础，加强声乐教学的实践环节可促进声乐教学的创新，

而由单纯声乐知识的传授向重视声乐教学实践环节的转变

已成为当前声乐教学改革的方向。 

临沂大学音乐学院在声乐教学实践性方面做到了饯行

实际，每学期均有学生、教师组织的多场次实践型声乐演

唱音乐会。在优良的教学环境，先进的教学配套设施下，

教师、学生自觉自发地举办音乐会，充分发挥个人所长，

不但增长了个人、集体的舞台经验，同时也对学生心理、

生理、实践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培养。通过舞台实践培

养，学生改变以往胆小、怯场、紧张等多方面不利因素，

从容、自信、端庄、赋予感情的演绎歌曲内涵，甚至很多

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国家级、省级、市级等比赛，

名列前茅；诸如这些都是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饯行，

从多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培养的不再是“机

器人”式的统一模式的书呆子，而是具备综合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 

在不远的将来，高等教育重视的已不是信息本身，而

是筛选、精炼出人们需要的信息；大学将真正成为人们提

供终身教育的机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学将成

为人们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填充力量、增强竞争能力的

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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