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当代音乐教育正

在向本土方向回归。建立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
的音乐教育体系，能够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

爱，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我国56个民
族丰富的音乐资源是音乐教育重要的教学素材。
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视唱练耳教学过程中，如何将内涵丰富、风格

收稿日期：2019-03-14
[作者] 张军（1978-），山西省河津人，长治学院音乐舞蹈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二胡，视唱练耳，民族音乐。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在视唱练耳

教学中的开发应用研究
张 军

（长治学院 音乐舞蹈系，山西·长治 046011）

摘 要：少数民族音乐是视唱练耳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音乐资源，应将其
引入视唱练耳教学中。然而，目前在我国视唱练耳教学中少数民族音乐往往受到忽视，我国许多艺术院校的视唱练耳教学
更多的是模仿欧洲及苏联教学体制，对于本土音乐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不够重视。在此首先阐述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
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将少数民族音乐引入视唱练耳教学的可行性，最后研究少数民族音
乐资源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音乐；视唱练耳教学；开发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6959（2019） 06- 0227- 04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6.046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inority Music Resources in Solfeggio

Teaching in China

ZHANG Jun

（Changzhi College，Department of Music and Dance，Changzhi, Shanxi 046011，China）

Abstract：Minority music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Many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have rich music resources and should be implanted in the teaching of singing,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However,
at present, minority music is often neglected in the teaching of vocal and ear training in China. The teaching of vocal and
ear training in many art schools in China is more imitating the teaching system of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ocal music resources. Firstly, it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music resour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singing ear
trai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inority music.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inority music resources in the
teaching of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are studied.

Key words：Minority music；Vocal and ear training；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Research

（第 40卷总第 220期） Guizhou Ethnic Studies （Vol.40.General.No.220）
2019年第 6期 贵州民族研究 No.6，2019

227· ·



独特的少数民族音乐应用于视唱练耳学习的各个
阶段？是值得每一位从事音乐教育的教师以及专
家学者努力探索的问题。
二、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

应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 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应用状况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

发展。在音乐教育方面，我国大力支持音乐教育
本土化、民族化，号召社会各界关注我国少数民
族音乐教育的现状。目前，音乐基础教育课程中
对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已经初见成效。
例如1996年国家在教育科学“九五”规划中提出
《艺术教育实践研究》的子课题《学校中的民族音
乐传承》；2002年，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
中提出《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除
此之外，我国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传承民族文
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学校教育是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的直接途径。

国家颁布的系列政策性文件为音乐教育工作
者指明了方向，音乐教师开始在教学中努力探索
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同样，从事音乐教育
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少数民族音乐资源
的开发应用状况，并为如何充分挖掘与应用少数
民族音乐资源、促进少数民族音乐植入视唱练耳
教学而努力。为此，许多学者发表具有重要价值
的学术论文、教学探讨方面的文章，音乐教师总
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并将其编入教材，应用于视
唱练耳课堂教学的实践中。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

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由于我国
少数民族音乐的生存发展环境相对封闭，造成民
族音乐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一直以来，在我国的
音乐教学观念中，更加重视以形式与技能为主的
西方音乐，忽视以应用与实践为主的本土音乐，
导致在视唱练耳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
开发应用不充分。
（二） 存在的问题
近代以来，我国在视唱练耳教学中主要沿用

欧洲及苏联音乐教学体制，这种单一的、格式化
的音乐教育模式长期主导着我国视唱练耳教学，
这是我国视唱练耳教学中民族音乐资源无法被开
发与应用的直接原因。在视唱练耳课堂中，主要
的授课教材以西方的视唱教材为主，少数民族音

乐教材只是作为辅助教材，一些院校甚至彻底舍
弃民族音乐教材。此外，教学方法也主要采用西
方的音乐教学方法。

我国的少数民族院校与其他普通院校相比，
承担着传播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使命，其主要的
办学目的就是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弘扬少数
民族音乐文化，这一特殊使命决定着其应该将民
族音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然而，实际教学中，
我国大多数民族院校视唱练耳课程的教学内容中
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少之又少，西方音乐素材占据
较大的比重。此外，许多音乐教师将视唱练耳视
为一门基础性课程，认为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容应
该在专业课程中学习，教师之间缺乏对教学方法
的沟通，长期固守着传统的教学习惯，对少数民
族音乐的忽视成为一种教学常态。

在听写课中，教师更注重西方音乐理论，忽
视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往往对学生进行大量枯燥
而机械的技能训练。因此，学生在学习少数民族
音乐时，容易与西方音乐相混淆，例如在民族音
乐听写训练时，将民族音乐的调式写成西方音乐
的大小调名称。

在视唱课教学中，由于教师对少数民族音乐
不够重视，导致其不具备全面的少数民族音乐知
识，没有准确掌握少数民族音乐的风格特征和视
唱技巧，在教学时只是要求学生照谱试唱，缺乏
对音乐所蕴含的内在情感的表达，更谈不上对音
乐风格的理解。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
国音乐教育体制存在缺陷，学校与教师忽略本土
民族音乐，导致学生从一开始接触音乐就是学习
西洋音乐，对民族音乐的接触较少，从而造成学
生对民族音乐的审美出现偏离。
三、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引入视唱练耳教学的

可行性
（一） 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为音感训练提

供素材
将少数民族音乐引入视唱练耳教学只是阶段

性目的, 建立我国民族音感训练体系才是最终要
实现的目标。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丰富，无论
是音乐的内容还是演唱形式都丰富多样，曲调优
美、风格独特，例如蒙古族长调、回族花儿、侗
族大歌、藏族果谐、苗族飞歌、纳西古乐等。将
这些优秀的音乐资源进行整合，归纳总结其内在
的规律，应用于视唱练耳教学中，将十分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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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感的训练。以规模大、人口多的民族地区
的音乐风格为基础，找出其民族音乐的调式、音
色语、强弱语、节奏、声阶、演唱形式及方法等,
包括不同民族地区乐器的演奏技法、代表性音乐
作品的韵白、吟诵，这些都能够成为民族基本音
感的形态。总之，民族音感的训练要以分析、辨
别我国各民族地区音乐风格为基础。
（二） 高等教育为民族音乐教学培养师资人才
民族音乐的教学需要大批既具备视唱练耳教

学理论与实践方法又熟悉少数民族音乐的师资人
才。当前，许多艺术院校及普通高校的艺术院系
都招收视唱练耳教学方向的研究生, 这些学生经
过系统的学习将具备较高的视唱练耳训练能力，
且毕业后大多数都将从事视唱练耳教学工作，因
而对他们进行少数民族音乐训练是极具可行性的。
学校可以按照区域将民族音乐进行分类，让学生
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区域的音乐作为自己的研究
方向，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系统的民族
音乐训练方法。此外，在本科阶段, 也可以将少
数民族音乐引入视唱练耳课堂, 将民族音乐训练
与西方音感训练同时运用于教学中，为少数民族
音乐的教学储备师资人才。
（三） 适合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民族音乐的学习
西方视唱练耳训练注重记谱识音的精准，中

国少数民族音乐主要通过口传心授进行学习训练，
其“拍无定值、声无定高”的基本特点决定其无
法沿用西方音感训练方法。西方音乐教学以钢琴
为主要教学工具, 但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中
并非严格遵循十二均律，所以为保证少数民族音
乐的曲调特征，主要的教学工具可以是古筝、二
胡等民族乐器。此外，有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具有
本民族独特的风格与调式, 在教学中也可以使用
本民族特有的乐器。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也可以借
鉴其他国家的教学方法与成功经验，将更多有益
的教学方法应用于民族音乐教学。
四、视唱练耳课程中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途径
（一） 改变教学观念
将少数民族丰富的音乐资源引入视唱练耳教

学中，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更加热爱我国少数民族
音乐；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好地传承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此外还可以丰富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使
视唱练耳教学的素材丰富起来。因此，面对视唱

练耳教学忽视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首先要做的
就是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认识到本土少数民族
音乐资源的应用价值，改革音乐教育体制，将少
数民族音乐资源应用于视唱练耳的教学中，改变
以往以西方音乐为主要素材的教学模式，使优秀
的民族音乐文化通过教学得以传承与发展。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院校已经较早地更
新了教学观念，如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地的艺
术院校先后创办了以民族音乐为主的器乐班、声
乐班，编撰民族音乐教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近十年来，从我国举
办的几届国际视唱练耳艺术周中可以看出，西方
的视唱练耳教学也开始重视对学生音乐审美能力
的培养，不再一味强调技能的提升，而是注重学
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的内心感受与情绪表达。这
一教学理念的改变，对于我国音乐教育观念的更
新具有指导与借鉴的意义。
（二） 增加教学内容
传统音乐教育的视唱练耳训练对于少数民族

学生来讲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其依然是音乐教育
的主要教学内容。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
性，应该在视唱练耳教学中增加少数民族音乐的
教学内容，并将其编入视唱练耳课程的教材中。
开发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应成为音乐教师的主要
工作之一。

视唱练耳教学在引入少数民族音乐的过程中
还应使用适合的教学技巧，例如在进行练唱之前
可以向学生简要介绍该民族的地域环境、人口状
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了解这
些背景知识有利于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把
握。此外，也应该使学生掌握民族民歌的体裁、
结构、调式、音阶等基本理论知识。增加这些教
学内容可以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不同民族音乐的
风格，更深入地理解少数民族音乐内在的民族文
化，这将对学生从事艺术表演、音乐创作产生有
利的影响。
（三） 改进教学策略
由于以往的视唱练耳教学缺乏少数民族音乐

的内容，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将少数民族
音乐资源植入视唱练耳的课程中，缺乏系统化的
实践经验，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1. 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我国民族音乐的风格是一种品味模式，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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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认知与审美的良好体验，需要营造音乐场景与
氛围。因此，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应注重教学形
式的多样化，在进入具体的教学内容之前应该先
播放一些与音乐相关的图片资料、民歌CD以及民
族音乐演奏的现场视频、音频等，营造生动的现
实场景。课堂上引导学生对民歌的音乐形式、音
色、曲调、节奏等问题各抒己见，由于每个人对
音乐的感受各不相同，通过交流和讨论的过程，
能够获取更多的认知与审美体验。应引导学生分
析与比较各种少数民族音乐的异同，加强师生之
间的沟通与互动，将学生引入课堂的音乐氛围中。

2. 注重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
少数民族音乐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决定着其学

习具有一定的难度，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应循序
渐进，教师应根据音乐节奏的难易程度将其分为
不同的等级，让学生选择与自己学习程度相符的
音乐等级进行训练。教师在课堂上首先给学生做
出演奏示范，之后指导学生反复模仿练习，也可
以通过反复播放教学视频，学生观看后反复记写、
训练，通过一个时间段的反复练习，学生对民族
音乐风格的掌握会取得较大的进步。

3. 注重课下的拓展与延伸
课下的拓展与延伸与课堂上的教学具有同样

重要的作用。课下的拓展训练是音乐教学的重要
一环，要求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可以提
升学生掌握音乐的综合能力。教师可以根据课堂
上讲解的理论知识，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大量实践训练，允许学生加入自由创作部分，形
成新的教学素材，再将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这
是一种拓展性的教学方式，能够提升音乐教学的
灵活度，自然地将学生引入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五、结语
少数民族音乐是视唱练耳教学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引入少数民
族音乐，不仅有利于民族音感的训练，更是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虽然，目

前少数民族音乐是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薄弱部分，
但是只要我们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增加相关的教
学内容、完善教学策略，就能逐步开发少数民族
音乐资源，将其充分应用于视唱练耳教学中。相
信在社会各界人士与民族音乐工作者的齐心努力
下，一定能够探索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视唱练耳教
学模式，建立起本土化、民族化的音乐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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