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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质教育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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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的探索，着眼于社会进行内在文化层面、人文层面、民族传统层面的艺术性特征挖掘。通

过感受社会和谐音符体现出的内在美，形成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性特征的体验过程，为提升高校音乐教育的心理素质影响力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传统音乐教育艺术特征探寻角度来看，关注的重点在于古典与传统两个层面，而内在的人文性、民
族性、文化性艺术特征的探索不够全面，形成的学生素质教育以及影响作用不够明显。在素质全面发展的背景下，高校音乐

教育的艺术性特征的挖掘应面向社会发展环境、社会文化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提升素质教育的内在艺术品质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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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在艺术性特征的挖掘渠道的尖锐问题，通过音乐

风格以及音乐文化的内涵角度来看，音乐的艺术性特征体现

在民族性、文化性与传统性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是从

社会层面中表达出来的，成为当代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1］。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全面探索艺术性特征的挖掘应

立足于社会层面，从民族、人文、地域性艺术特征感知社会音

符，最终形成音乐文化艺术性特征的体验过程。这既是现代

高校音乐教育立足社会美，进行内在人文性、民族性、文化

性、传统性艺术特征的深化、挖掘的根本路径，也是全面发展

学生内心情感素质、人文素质的关键。

一、文化层面的艺术性特征构建作为新目标

音乐与文化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音乐作为社会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的艺术特征具有较强的社会

性。高校音乐教育中针对艺术性特征的探索应围绕社会环

境进行科学构建，探索音乐文化内涵的艺术性特征、音乐文

化风格的艺术性特征等方面，促使高校音乐教育能够关注社

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全面提升艺术性特征的品质。这既是

新时期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的新重点，也是艺术性特征挖掘与

探索的全新目标，为音乐教育的艺术性内涵的深层发展提供

文化层面的推动作用，满足现代高校音乐教育对社会文化、
人文、环境全面关注的新要求［2］。

二、民族传统性艺术特征作为挖掘的新重点

1． 传统民俗特征的艺术性的表现形式

传统民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民

族性与传统性艺术特征较为明显。从音乐角度来看，传统民

俗音乐主要体现出古典的艺术气息，同时伴随着民族精神与

民族气魄，诠释音乐的传统性艺术特征。高校音乐教育发展

中针对艺术性特征的深化与挖掘，传统民俗特征应作为重要

组成部分，而民俗音乐所彰显出的艺术氛围、艺术情感更具

多样性，能够阐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关于音乐的理解，

表达出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现状的内心情怀。结合高校音乐

教育的整体发展形势，艺术性特征的探究注重于民族、传统

两个方面，促使高校音乐教育能够成为高雅艺术的代表，间

接引导学生理解高雅艺术的意义。而传统民族特征中体现

出的是民间音乐具有的通俗而不低俗的艺术内涵，将其作为

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体会的全新重点，可以推进高校音

乐教育艺术性特征的多元融合与发展之路建设。
2． 地域性音乐特色艺术性特征的融合

地域性音乐特色表现出地域风情以及地域人文，能够客

观表达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现状。从地域性音乐的整体特

征来看，音乐风格往往体现出欢快、激情、沉稳等特征，客观

展现地域人文情怀注重的方向。高校音乐教育总结地域性

音乐特色，并将其内在的人文艺术特征进行总结、划分，确立

音乐教育中的艺术特征的融合与发展。为音乐教育带动学

生人文认知视角的全面形成，提供多元性人文艺术特征的保

障作用，学生不断加深音乐的理解［3］。不同地域的人们关于

音乐的理解角度存在不同，内心的追求能够在音乐中得到体

现，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同时，表现出关于社会环境的赞叹，因



而地域性音乐所蕴含的艺术性特征集中表现在社会人文与

社会环境两个方面。高校音乐教育和地域性音乐特征积极

引导和优化学生社会环境与社会人文的认知心理，紧密融合

内在的艺术性氛围，促使学生感知社会艺术的观点、能力的

不断强化。推动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探索能够面向社会、面
向环境、面向人文特征。

3． 民族音乐内涵的艺术性特征的渗透

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给当代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积

累深厚的基础。从艺术角度来看，其内涵表现出的艺术性特

征更为明显。民族音乐集中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并且

表达出民族意志与民族追求，作为现代音乐发展的核心推动

力。高校音乐教育发展面向素质教育发展的整体要求，提供

明确艺术特征的引导与挖掘方向。针对民族音乐的基本内

涵，将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情怀的表达、民族梦想与民族追

求的心理作为重要结合点。积极融合、渗透音乐教育的精

神、情感陶冶等艺术性特征，促使高校音乐教育中的素质引

导与发展的方向性更为明确，造就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理念的

艺术性品质。针对民族音乐内涵具备的艺术性特征，将民族

情怀的培养、民族精神的深化、民族梦想与民族追求心理优

化作为教育新重点，促使民族音乐教育内涵的艺术性视角能

够得到广泛认知，最终将民族音乐中体现的民族情怀发扬光

大，成为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深化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标志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品质全面提升。
4． 民族传统音乐的语言艺术特征的体现

素质教育作为现代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强

调教育过程中的引导性要素进行深层构建。民族传统音乐

中表现出的民主性、传统性艺术特征较为具体，蕴含的古典

优雅、庄重大气的艺术内涵较为直观，音乐蕴藏的语言艺术

特征更为清晰。在传统民族音乐中，语言具有的基本艺术特

征在于押韵，并且还伴有情感语言的深层表达，促使传统民

族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4］。而在民族传统

音乐的语言艺术性特征中，能够充分体现民族内心情怀及民

族精神的渴望与需求，音乐风格往往体现于恢宏大气和婉约

古典两个层面。高校音乐教育融合民族传统音乐的语言艺

术性特征，深层探索音乐教育的语言艺术，促使音乐语言引

导学生艺术性心理认知程度的作用更为直观，满足高校音乐

教育艺术性特征发掘与体验新目标和新要求。这是从微观

角度认知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艺术性特征的关键，诠释民族

传统音乐教育的艺术性内涵，有助于音乐教育的品质化发

展，为学生音乐素质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和谐音符成为高校音乐教育艺术特征

构建的新方向

1．“和谐美”作为艺术特征体验的主体方向

社会“和谐美”的心理体验，作为高校音乐教育艺术特

征表达的重要方向，同时作为高校音乐教育艺术内涵深层挖

掘的关键点。这不免让很多教育工作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和谐美”具体定义是什么? 就字面而言，“和谐”就是社会

环境中各项因素保持积极促进、全面融合，进而促成社会环

境的可持续循环发展［5］。高校音乐教育将社会和谐构建为

重要的发展理念，全面挖掘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关性要素，涉

及人文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文化因素等多个方面。积

极拓展音乐教育中的“社会美”的认知视角，打造高校音乐教

育素质发展新要求与新目标。针对“和谐美”的艺术特征体

验的主要内容，以社会生态和谐体验、社会人文情感体验、社
会多元文化氛围体验为主要方向，推动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立

足社会发展环境，系统引导与激发内在美的艺术欣赏视角。
这是有机深化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的重要观点，发挥音

乐教育的内心、思想、意识真实引导作用，优化过程更为明

显［6］。
2．“人文美”表现出艺术特征因素开发的创新性

社会和谐“音符”的构建与挖掘，关键在于和谐因子构

建，社会人文因素作为社会和谐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

社会“人文美”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落实方向。“人

文美”顾名思义就是社会人文环境中蕴含的内在美，主要体

现于人文情感与人文精神两个方面。人文精神在于陶冶人

的内在精神情感，而人文情感说明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方

式。高校音乐教育强调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而社会人文作

为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关键，高校音乐教学应不断加强“人

文美”的关注力度，同时全面挖掘“人文美”的艺术性特征。
通过音乐教育中社会人文因素的内在美，在陶冶学生内心情

怀的同时，充分引导民族精神、民族品质的理解。促使音乐

教育进行社会和谐构建的推动作用，并深层陶冶学生心灵，

突出高校音乐素质教育发展的新重点，音乐教育的艺术性特

征发掘从单一的音乐角度向多元社会角度方向转变［7］。全

面升华高校音乐的艺术表现力，感知社会的艺术美能力，艺

术体验角度也逐渐向社会环境层面深入。
3．“生态美”体现艺术性内涵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发展环境的优化重点在于生态环境氛围的构建与

打造，将社会生态发展作为社会和谐环境构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挖掘艺术性特征主要以社会环境

因素的艺术性为重点，强调将环境中的“生态美”作为艺术特

征体验的关键性要素，强调社会环境陶冶人的性格、内心发

展的作用，并且产生人的社会情感的环境陶冶作用，促使社

会生态与社会心理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直观体现，积极优化

学生心理、情感素质。这既是高校音乐教育挖掘内在艺术性

特征的关键点，也是创新点所在，重新诠释音乐教育的内在

深层含义中的艺术性特征，激发高校音乐教育关注学生内在

心理的方向，实现优化与陶冶学生心灵的艺术性新方向。这

既是高校音乐教育活动开展中教师落实素质教育发展方向

的具体回答，也是深层解读音乐教育内涵中艺术性特征的关

键，“生态美”的关注能够从内心与环境角度体现高校音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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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艺术性内涵。
4．“人格美”成为艺术性人格特征构建的新要素

引导高校学生对社会“人格美”的认知，作用与意义不仅

局限于优化高校学生社会心理，更重要的是，高校学生扩展

美的体验角度，在发现自身的内在美同时，能够体会社会和

谐美的氛围。高校音乐教育的核心与重点并不应局限于开

发学生音乐能力，还应将体会音乐、体会心理、体会环境作为

重要因素［8］。积极影响学生的内心人格构建，从社会性艺术

特征角度深层优化学生感知“美”的心理，达到音乐教育艺术

性特征因素的深层挖掘。众所周知，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普

遍存在一种疑惑，人文音乐教育的艺术性特征是一种虚无缥

缈的东西，怎样能从实际落实角度进行挖掘。通过正确引导

学生“人格美”，积极优化学生音乐艺术体验过程以及心理感

知艺术的视角，促使学生从心理层面认知音乐教学中蕴藏的

社会性艺术，促使音乐教育积极影响学生人格构建，同时熏

陶学生的社会人格。这是现代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挖

掘过程融合社会和谐因子，积极引导学生艺术性人格，体现

音乐教育中的人格艺术性新特点，解答传统音乐教育工作者

关于艺术内涵的认知缺陷。
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探索，关键在于放眼社会发展环

境。以社会的环境美、生态美、人文美为根本，全面挖掘音乐

文化体现的民族性、传统性、人文性、文化性艺术特征，促进

音乐教育的人文引导、艺术心理的培育、社会环境的感知作

用的全面强化，促使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

发展。高校音乐教育艺术性特征的挖掘与探索能够真正实

现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环境，提升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

品质与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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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LI Wen － hong
( Academy of Music，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 In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it should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in cul-
tures，social humanities，and national traditions． Through feeling the internal beauty lies in harmonic society，it can experience the ar-
tistic features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and thus improving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 In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of conventional music education，the focus is placed on the classics and traditions; however the artistic features in humanity，national
character，and culture are insufficiently explored，which m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less reflected．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the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environmental de-
velopment，soci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artistic quality and con-
notation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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