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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申淑征
( 沈阳音乐学院科研处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８)

摘

要: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重大的时代意义ꎬ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ꎮ 在阐明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相关内涵的基
础上ꎬ明确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价值ꎬ并从开设高质量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课程、开展多样化校园红色文化活动、有效发挥网络等新媒体作
用、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４ 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其价值的有效途径ꎮ
关键词:红色经典音乐文化ꎻ高校ꎻ思想政治教育ꎻ价值ꎻ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我

意识形态的文化ꎬ是一定社会和经济的反映ꎬ

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

也极大地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下的政治和

机遇及挑战ꎬ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ꎬ肩负着新时代加

经济ꎮ” [１] 对于什么是“ 红色文化” ꎬ学术界目
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ꎮ 沈成飞等 [２] 在« 论红

强和改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光荣

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中ꎬ对红

使命ꎬ意义重大ꎮ 而红色经典音乐以其独特

色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概括ꎬ他们认为ꎬ“ 红色

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重要的德

文化概念的内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育价值ꎬ已然成为新时代高等院校音乐教育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实现民族独立

教学改革的新目标ꎮ 如何紧密结合新时代社

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凝聚的、以中国化马克思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继承和发

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ꎻ就其概

扬红色经典音乐文化ꎬ不仅是高校音乐教育

念外延而言ꎬ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自强

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ꎬ更成为

不息、救国拯民、反对内外强权压迫过程中形

高等 院 校 音 乐 教 育 改 革 亟 待 解 决 的 重 要

成的革命解放基因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

问题ꎮ

一、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相关内涵
“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ꎬ 每一个社会都

神” ꎮ 李锟鹏 [３] 在« 论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
价值» 中则认为ꎬ“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
长期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一

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ꎬ并伴随着社会的物

种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特殊文化形态ꎮ 它

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发展ꎮ 作为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ꎬ体现了先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１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ｗｔ２０１８００１)
作者简介:申淑征(１９７２—) ꎬ女ꎬ辽宁铁岭人ꎬ教授ꎮ

第２ 期

申淑征: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文化的价值属性ꎬ蕴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核心理念” ꎮ

“ 红色文化” 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

革命实践中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ꎬ也是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象征

[４]

ꎮ “ 红色经典音

２１３

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是高校的首要任务和
重要使命ꎮ 正如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
的“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ꎬ便操着
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ꎮ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传
承着党的红色基因ꎬ这里提到的红色基因指

乐文化” 是“ 红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发展壮大ꎬ在长期奋斗

在红色文化范围内产生的与音乐相关的内

中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

容ꎮ 红色经典音乐起源于 ２０ 世纪中国革命

良作风等ꎮ 红色基因是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

战争时期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ꎬ主要是指中

精髓与内核ꎬ它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

取得胜利ꎮ 在新时代ꎬ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能

革开放不同时期ꎬ所创作出来的反映广大人

够引导大学生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ꎬ

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实际生活状态

树立崇高理想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的广为流传的音乐文艺作品ꎬ其中的“ 经典”

路ꎬ从而推动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ꎮ

则代表了典范性和权威性ꎮ 红色经典音乐作
品虽然表现形式种类各异ꎬ但表达的内容都
乐观向上、启人心智、净化心灵ꎬ体现了爱国
为民、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怕牺牲、理想信
念坚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品质
和光荣传统ꎬ不仅遵循历史的真实性与严肃
性ꎬ同时兼具易于传播与推广的特点ꎬ其中所
蕴含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对高校来说具有
重要的德育价值 [５] ꎮ

３. 有助于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对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一直
十分重视ꎬ他强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是事
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
立性的大问题” ꎮ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
的建设者ꎬ处于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ꎬ是
对先进社会思潮接受度最高的群体ꎬ他们象
征着青春与活力ꎬ同时也担负着传播社会先

二、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价值

进文化、弘扬社会主流意识的重大责任 [８] ꎮ

１. 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ꎬ对提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
定的年代里产生和发展的ꎬ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和中国特殊国情民情的有机融合 [６] ꎬ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当
时特殊的历史时期ꎬ红色经典音乐文化以其
特殊的政治性功能ꎬ激励过无数革命先辈积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坚定中
升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ꎬ增强
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ꎬ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现实意义ꎮ
４. 有助于大学生形成优良品质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ꎬ在革命年代起到了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中所蕴含的不畏艰险、舍

相当重要的作用ꎮ 红色经典音乐具有丰富的

生忘死的革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百折不

精神内涵和深刻的教育意义ꎬ不仅承接过去ꎬ

挠的民族精神ꎬ能够充分滋养大学生们的精

还警示现在ꎬ更预示未来ꎮ 随着新时代社会

神世界ꎬ并传递给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ꎬ红色经典音乐文

勇往直前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ꎬ让生活在

化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深入了解特殊时期中国

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挫折、逆境的新时

革命历史的重要途径ꎬ也成为了激发大学生

代大学生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学习到革命

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有力载体
２. 有助于高校实现全方位育人目标

[７]

ꎮ

教育为立国之本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辈身上的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无畏艰
难险阻的精神 [９] ꎬ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强
大的心理素质ꎬ勇敢地面对和适应未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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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情况ꎬ肩负起新

合党史、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等学习ꎬ有

时代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ꎬ真正成为社会主

针对性地分析这些红色经典音乐的现实意

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义ꎬ引起青年学生对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积

三、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
值实现的有效途径

极关注ꎬ 入情才能入理ꎬ 激情 方 能 启 思ꎮ 同
时ꎬ通过对红色经典音乐的本体ꎬ如创作的题
材、体裁、风格、歌词等特征的教学以及对红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ꎬ当今国际国

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经历

内形势与社会环境时刻发生着变化ꎬ世界文

的讲解ꎬ使大学生在对红色经典音乐本身蕴

化、经济的冲突与融合并存ꎬ比人类历史上的

含的价值内涵和意义有更深层次了解的同

任何时期都要尖锐且广泛ꎬ文化入侵已经成

时ꎬ潜移默化地将这种主流文化认识内化为

为新时代文化竞争的重要手段ꎮ 在这样的背
景下ꎬ很多外来的新鲜事物和社会思潮都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思维和观念ꎮ

自己的价值观念 [１２] ꎮ

２. 开展多样化校园红色文化活动ꎬ营造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部分大学生接受认同那些外来文化、享乐主

苏格拉底说:“ 教育不是灌输ꎬ而是点燃

义、快餐文化ꎬ甚至痴迷崇拜ꎬ而对中国优秀

火焰ꎮ” 红色经典音乐大都富有激情ꎬ视听效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态度冷漠ꎬ甚至排斥反

果震撼ꎬ更重要的是其在精神方面能够振奋

感

[１０]

ꎬ造成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人心、鼓舞气势、激发斗志ꎬ意义深远且具有

和道德感缺失ꎬ这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

重要的教育价值ꎮ 红色经典音乐继承和发扬

育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ꎮ 在这样的形势

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ꎬ无论是在革命战

下ꎬ高校如何有力激发新时代大学生对红色

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其中所蕴

经典音乐文化的热爱ꎬ进而对红色文化进行

含的时代精神和价值意义都符合当时社会的

传承并发扬光大ꎬ是摆在所有思想政治教育

主流思想ꎮ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通过生动鲜明

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的艺术形象ꎬ让当代大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

１. 开设高质量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课程ꎬ提升

潜移默化地受影响受教育ꎬ在红色经典音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作品中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爱国主义

课堂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的主

情怀、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共产主

要途径ꎮ 爱因斯坦说:“ 如果把学生的热情

义远大理想ꎬ从而更加认同当下的社会先进

激发出来ꎬ那么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就会被当
作一种礼物来领受ꎮ” 目前ꎬ虽然很多高校已

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３] ꎮ 当代大学
生充满活力、思维活跃、追求时尚、愿意接受

在相关课程中融入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相关内

新鲜事物ꎬ高校必须牢牢把握大学生的思想

容ꎬ或单独开设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相关课程ꎬ

特点和行为特征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以理想

但值得深思的是ꎬ这些相关课程并没有真正

信念教育为核心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走进大学生的内心深处ꎬ没有产生高度的认
同感ꎮ 因此ꎬ对高校来说ꎬ如何开设高质量的

引领ꎬ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优势 [１４] ꎬ通
过红色经典音乐作品宣讲、红色经典诵读、校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课程ꎬ改进课堂教学方式、

园红歌比赛、红色经典歌曲合唱展演等多种

提高课程质量和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高校

主题活动ꎬ因势利导ꎬ将红色经典音乐作品与

应该勇于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局限ꎬ将

现代流行元素完美融合并重新演绎ꎬ焕发出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和思想政治

崭新的生命力ꎬ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教育全过程

[１１]

ꎬ使其成为大学生日常教育教

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触动ꎬ在丰富校园

学的必需环节ꎮ 通过观看革命电影等方式ꎬ

文化生活的同时ꎬ将红色基因植入学生的精

使学生对其中的红色经典音乐产生兴趣ꎬ结

神和血脉ꎬ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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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效发挥网络等新媒体作用ꎬ创新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２１５

细进行分类归纳和系统整理ꎬ保存好红色经
典音乐文化相关重要文献资料ꎬ避免产生损

当今时代各种高新技术飞速发展ꎬ网络

坏ꎮ 同时ꎬ创建专门的红色经典音乐学术期

等新媒体已经成为社会传播信息的主要途

刊、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资料室与红色经典音

径ꎬ它触及生活、学习、休闲娱乐各个领域ꎬ极

乐数据库等ꎬ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内容ꎬ做好红

大地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ꎬ运用范围之广、

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工作ꎮ 建立大学生

影响程度之深ꎬ前所未有ꎮ 大学生接受新事
物能力较强ꎬ成为了使用高新技术最为广泛

校外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活动示范基地 [１７] ꎬ组
织大学生参观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

的一个重要群体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高校应

的纪念馆、烈士陵园、领袖故居、重大历史事

该加强红色经典音乐文化资源网络化、数字

件纪念地等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通过讲

化建设ꎬ创新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ꎬ在净化、

解阐释中国革命史、挖掘宣扬革命英雄人物

优化传播环境的基础上ꎬ有效利用网络等新

的先进事迹和人格力量ꎬ对大学生进行鲜活

媒体平台ꎬ对红色经典音乐文化中所蕴含的

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ꎬ在实践参

丰富内涵和革命精神进行凝练升华ꎬ再将时

与的过程中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代的元素添加融入到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当

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整个艰辛

中ꎬ探索创新适合新时代大学生认知需求和

奋斗历程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ꎬ激励大学

行为偏好的有吸引力的红色文化产品ꎬ以大

生把理想信念的火种一代代传承下去ꎬ让伟

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了解红

大的中国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ꎮ

色经典音乐ꎬ在继承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同

四、结

时ꎬ真正将这种主流音乐文化发扬光大ꎮ 同
时ꎬ高校还应该更多地结合自身具体情况ꎬ不
断寻找红色经典音乐文化与本校专业特色和
发展历史的交叉点与融合点ꎬ以更贴合实际

语

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ꎬ日益商品化、快餐
化的文化充斥着年轻人的感官和心灵ꎬ英雄
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ꎬ这些优秀的精神

的方式加强校园媒体对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内

品质容易被当代大学生渐渐忽视甚至遗忘ꎮ

宣传与发展助力ꎮ 例如ꎬ高校可以通过 “ 红

望ꎬ有责任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予以继承并

容的传播与推广 [１５] ꎬ为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
色经典歌曲网络接力唱” 的形式ꎬ充分发挥
手机等新媒体使用便捷、传播广泛的优势ꎬ让
大学生在传唱红色经典歌曲的过程中ꎬ感受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所承载的爱国情怀和革命
精神ꎬ潜移默化地塑造良好人格ꎬ 弘扬社会
正气ꎮ
４. 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相关资源ꎬ拓宽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在红色
基因的有机载体ꎬ是激活新时代大学生爱国
主义情怀的生动课堂 [１６] ꎮ 高校应该充分重
视并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ꎬ建立
红色文化相关研究部门和机构ꎬ对红色经典
音乐文化进行深入研究ꎬ针对不同创作时期、
不同产生背景、不同风格题材的音乐作品ꎬ详

新时代大学生身为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希
发扬光大ꎮ 而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ꎬ更有义
务将蕴含着丰富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音乐文
化更有效地融入高校教育教学当中ꎬ充分发挥
红色经典音乐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的价值优势和引导作用ꎬ以更加丰富多元
的形式ꎬ让红色经典音乐文化滋养年轻人的精
神世界ꎬ将红色文化基因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的
血液中ꎬ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ꎬ真正让红色经
典音乐文化代代相传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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