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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女性民俗学者郎樱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此后，她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到对西北柯尔克孜族英雄

史诗《玛纳斯》的搜集与研究中［6］。20 世纪70 

年代，一批艺术学者来到敦煌，考察和研究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绘画。女学者董锡玖从敦煌壁画中发现

了诸多民俗，她介绍，在第217 

窟西壁下，有“折柳场面”，这类石窟艺术品是“表现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乐舞场面和舞蹈形象”，

留下了历史艺术画卷。李承仙和常书鸿列举了第285 

窟的多位女神和男神，如“伏羲、女娲、日天、月天”［7］，指出中印佛教文化和石雕艺术交流的影响

。这批艺术学者在考察结束后，还与甘肃舞蹈艺术家合作，创造了大型敦煌舞剧《丝路花雨》，再现“

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的辉煌。季羡林先生曾撰文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作，文章的题目就叫《敦煌舞发展前

途无量》［8］。 

“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它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研究共同体延续的文

化政治学”；[9]女民俗学者的精神遗产覆盖面广、话题宽泛，涉及国家、历史传统、文化多样性、当代

与未来民俗的各个视角，现在还难以归纳十分集中的问题，但这笔遗产值得研究。女性的“细心，耐心

，不嫌烦，能沉住气”使她们对田野中的问题把握可能会更细致，有时更易捕捉访谈中的细微信息，也

容易体察到一些经常被男性忽略的细节，并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文献 

8. 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357页 

9. 刁统菊：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 民族文学研究，2017.04 

10. [日]中村星潮.农民文艺的研究.秋子译述.民众周报，1932，（213、214）:13－14.参见董晓萍.跨文

化民俗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11. 关于陈秋帆在民俗学方面的学术工作。参见董晓萍.跨文化民俗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

17.  

12. 冯沅君.古优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2-9. 

13. 郎樱研究《玛纳斯》的代表作，例如：郎樱.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M］.杭州：浙江教

育出版社，1995；郎樱.玛纳斯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14. 董锡玖.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艺术.常书鸿、李承仙.敦煌飞天［C］//董锡玖.敦煌舞蹈.乌鲁木齐:新疆美

术摄影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2:7.62. 

15. 季羡林.敦煌舞发展前途无量［C］//董锡玖.敦煌舞蹈.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西兰：霍兰

德出版有限公司，1992:147-149. 

16. 陈秋：国内外女性民俗研究综述. 妇女研究论丛，2012.05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ХОРА В ОБЫЧНЫХ ВУЗАХ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RUS TEACHING SYSTEM IN CHINESE AND RUSSIAN 

HIGHER NORMAL COLLEGES 

    Чжан Цзюнь  

     Цицикар, КНР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Вуз, систем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хор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зюме. Благодаря глубо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истем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хора в китайских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ысших обычных колледжах 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водитс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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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 трем аспектам: содержание хора , метод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 постановки учеб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и оценки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привели к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и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м.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инять его 

сущность и учиться на своем опыте , чтоб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развитию карьеры хора в Китае. 

Keywords:Sino-Russian Higher Normal School  Chorus teaching system  compare research 

Summary.Throug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horus teaching system of Chinese and Russian higher 

normal college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ru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result evaluation led to thinking and assumption. Let it take its essence and learn from its 

experie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orus career. 

 

合唱课程是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了高度重视。

本人在莫斯科肖洛霍夫国立人文大学留学期间，感受到合唱课程的教学体系与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从合唱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教学课程设置及教学结果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通过比较

感悟到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与俄罗斯师范院校在同一专业中此类课程所存在的差异，从中学习和借鉴较

好的可行办法，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合唱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同时也为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合唱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比较 

在我国大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合唱课程是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教学和实践

，培养学生演唱合唱作品的能力，初步掌握合唱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方法，使学生掌握合唱的基本

技能与技巧，具有组织和辅导合唱队活动的能力，为今后从事音乐教育和辅导群众歌咏活动打下坚实

的基础。本学科不仅要求掌握正确的合唱演唱方法，还要学会合唱排练技巧。其教学方式主要体现在

合唱的排练能力及舞台实践上，是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学科。 

在教学方式上讲授启发，提问，答疑等方式组织教学，并采用多媒体教学做为辅助手段，以此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及主动学习的热情；在教学形式上采用分部训练，和集体训练相结合增加学生与学生之

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使课堂生动活泼，最终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 

而在俄罗斯一些高等师范院校里合唱课不只是培养学生演唱合唱作品的能力，还要了解合唱学理

论、合唱指挥实践等其他内容： 

1、合唱作品演唱。该课程分别由不同的专职合唱排练老师担任，排练中所选择的作品既有宗教作

品及歌剧中的合唱曲，又有民族民间改编作品；既有传统的经典曲目，又有新创作的作品等。教师在

各个年级的排练内容、难易程度各不一样，排练的作品不仅为每学年的合唱专场音乐会做准备，又为

每年的毕业生“国家考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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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唱学理论主要学习合唱理论知识。不同的合唱分类，各声部的人员编制比例、队形设计、各

个声部音色特点以及音域范围，还包括对合唱作品进行技术与理论分析、改编合唱作品等。 

3、合唱指挥实践。此课是一门培养学生指挥能力的综合性实践课，纯理论内容不多，它是将指挥

技法、合唱排练、合唱理论、和声、曲式、视唱练耳等所有相关课程融会贯通的重要纽带。在教学中

每个学生都将有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轮流进行指挥角色的“演练”，学生既可以把多门课程中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合唱指挥实践中去，又可以模拟合唱指挥进行排练工作，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能力得

到充分提高。 

二、合唱教学课程设置比较 

目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对此类课程的设置情况各不一致，大部分院校此课程设置为合唱课、指挥

课两门独立学科进行教学，大三开设合唱课，总学时一般在32—

128学时不等。据了解，各类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中开设合唱学理论及合唱创编课的基本没有，

开设合唱指挥实践课的目前也很少，因此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和系统性。按照高等师范院校合唱课教

学目的的实际需要及本身具有的特点，教学形式以集体课和小组课相结合、理论与技巧相结合。在部

分院校的合唱课常常忽略合唱理论知识的教授环节，一味的采用合唱排练的教学方式，造成学生在合

唱学习中，只知道唱，不知道什么是合唱。只熟练于演唱合唱曲的一个声部，而不会组织合唱队排练

。 

在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的合唱课程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主要包括合唱作品演唱、合唱理论与

作品创编、合唱指挥实践。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必修的此类课程大约在544—

576学时左右。每门课程的课时分配具体如下：合唱理论与作品创编为本科生开设1—

2个学期，每周2个学时，共约32—

64学时。合唱作品排练在该专业的课程中属于课时量最大一门课程，学生在校期间每周都有2个学时的

合唱作品排练课，从大一至大四贯穿始终，时间极为充裕。本科生4年的课时高达256学时以上。合唱

指挥实践课从大三开始，仅为本科阶段的学生开设，共开设2年，每周2个学时，4学期共约128学时。 

三、合唱教学结果评价比较 



90 

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考试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即考查课与考试课。考查课的内容通常是任课教师

按照学生出勤率及平时成绩而决定，考查的时间为随堂进行；而考试课的内容通常是由相关的教研室

决定，考试时间及监考人员由教务人员统一安排，阅卷也应是集体进行。通常考试形式是需要在每个

声部各选一人，组成四人合唱进行演唱。这样的评定方式不仅过于单一，而且几乎不可能准确而全面

地评价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 

在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此类课程的成绩评定，也是分为考试与考查两种形式，有的课程只有考查

形式，有的课程则考查与考试相结合。其中，考试类课程又分为由教研室组织的学年考试或由俄罗斯

国家学位评审委员会组织的“国家考试”两种。所有考查课的成绩都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个等级；而考试

课则以5分制计算，按照5个等级记分。 

1、合唱作品演唱。该课程每学期均为考查课，考查内容为平时排练的每首作品中的一个声部，考

查时学生们自由组合，每声部由1—

2人担任。教师根据学生演唱时的作品完成情况，并结合平时的出勤情况给出评定，不通过者要进行补

考； 

 合唱学理论。此课程为考查课，考查的方式是口试与笔试相结合。口试内容主要包括合唱学理

论基础常识，考试形式为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进行问答，笔试则以平时对合唱作品的改编或创作为考

查成绩的参考； 

 合唱指挥实践。合唱指挥实践课是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平时的表现给予通过或不通过的成绩评

价。在大三和大四的下学期，全体学生则必须分别参加两个不同层次的考试。其中，大三的考试由本

系指挥教研室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集体评定，包括考试曲目的各声部演唱，作品分析，总谱弹奏等

相关内容。大三的考试没有合唱队参与，考生在自己老师的带领下只面对考官完成上述内容。大四学

生在毕业时则必须与指挥技法一起，参加合唱指挥排练实践的“国家考试”。考试时由每个考生在自己考

试之前，现场给合唱队员发一首短小的(多为二段体结构)四声部的合唱谱，队员们现场迅速视唱，由考

生提出各种排练的具体要求，并在15—

20分钟内完成对整个作品的合成任务。此后由评委对其完成的质量作出5分制的等级评定。从以上各项

比较不难看出，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合唱课程的确具备十分完善的教学体系，其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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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合理，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多样，教学评价较为准确，所培养的学生不仅指挥技法娴熟，对不

同风格的合唱作品接触量较大，而且在作品演唱时对声音的控制能力也较强，另外在合唱作品的排练

与组织能力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这些都足以让该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好地胜任合唱教学工作。 

 

总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合唱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对学

生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虚心学习、借鉴其它国家成功的教学经验，在我国国情的背景下，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探索出有利于我国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坚信在不久的

将来，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合唱课程教学体系一定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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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зюме. 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составляют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мужчина 

всем распоряжаетс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обществе слишком 

низкое.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аксессуаром. В длительный феод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в Китае женщина не могла 

выбрать себе судьбу.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поднималось. Но во многи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