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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舞蹈在斯巴达尚武
教育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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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斯巴达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尚武教育体制的形成。其中，音

乐舞蹈在斯巴达尚武教育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始终，而且强调音乐舞蹈教育与实

践相结合，特别注重女子的音乐舞蹈在战争的引导作用，这对我国实施音乐舞蹈教育有着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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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创造出全面繁荣的城邦教

育体制。斯巴达作为希腊城邦制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独特

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制度，对全体人民实行军事化的尚武教

育体制，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吸引了学者对

其进行研究。然而，关于斯巴达完整的公民教育内容却鲜

有涉及。对音乐舞蹈在斯巴达尚武教育中发挥的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作一探讨，希冀对我国教育发展有所裨益。
一 斯巴达教育体制形成的背景与特色

斯巴达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

共同影响着斯巴达尚武教育体制的形成。斯巴达位于伯罗

奔尼撒半岛，地理环境封闭，经济类型单一，是古希腊最大

的农业城邦，实行贵族专制统治制度。城邦分三个等级: 第

一等级是斯巴达人，他们是城邦的公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

利。其次是庇里阿西人，属于自由民。最后是希洛人，他们

是城邦的奴隶，不享有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由此可见，斯

巴达是在战争中征服别的国家而建立起来的，对被征服的

人民进行压榨和奴役。也正是如此，斯巴达人时刻存在危

机意识，独具特色的尚武教育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实质

是为了保证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并最终成为希腊地区的霸

主，使斯巴达走向了与希腊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巴达在教

育上采取军事化管理，培养下一代人坚强的意志，通过严酷

的体育操练把贵族的子弟训练成为体格强壮的武士。［1］与

之相符的是其教育内容体系，男孩从出生到成年，教育的核

心是军事训练，以保证培养出合格且身体强壮的战士。在

尚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斯巴达人将音乐与舞蹈引入尚武

教育中，使斯巴达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提高与升华，并且成

为整个城邦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斯巴达人轻视

文化学习，但却深谙“用音乐教育心灵”的真谛。［2］斯巴达

以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的体育、音乐与舞蹈教育形式的服

务手段构成了斯巴达教育风格。
二 斯巴达实施音乐和舞蹈教育的理念与表现

在长期残酷的体育训练中，斯巴达人普遍认为，要想成

为完美的人首先就要有健美的体魄，而通过舞蹈训练的手

段，是希腊人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佳渠道之一。［3］关于音乐

与舞蹈教育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儿童的教育

要从音乐和讲故事开始，并对歌词、曲调和故事内容都要经

过严格审查。［4］认为音乐具有心灵净化与理智培养的作

用。古希腊正是在音乐舞蹈教育繁荣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起

来的，而这一时期的斯巴达音乐与舞蹈教育主要有以下几

点特征。
1． 音乐舞蹈教育贯穿教学过程始终。
斯巴达音乐舞蹈教育贯穿教学过程始终，构成了斯巴

达军事体育教育中的两大杠杆。在早期家庭教育中，斯巴

达人选取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保育员照料儿童，他们经常给

儿童唱歌，歌词中有“不要害怕黑夜和恐惧”等诸如此类的

内容，［5］从小沉浸在音乐教育的熏陶之中。斯巴达男孩在

7 岁之后会离开家庭，直到 30 岁通过正式仪式获得公民身

份和军人资格。作战期间，人们要到国王帐篷前唱挽歌。
就餐时，特别是获胜者在得到一块好肉的奖励时也要唱挽

歌表示感谢。直到 60 岁，斯巴达人都会在伴有音乐与舞蹈

的实战训练中服兵役。由此可见，斯巴达人军事教育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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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成功与其音乐与舞蹈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 音乐与舞蹈教育交互相融。
斯巴达音乐和舞蹈教育与军事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在

斯巴达的战斗舞蹈中，他们会模仿战斗中的一些姿势，相当

于军事演习，期间配有音乐伴奏。斯巴达人有时会参加一

些比赛，赛场中有专门为勇敢者和怯懦者准备的位置，使儿

童在舞蹈训练中塑造品行。斯巴达人钟爱舞蹈，在舞蹈教

育过程中，会跟随音乐的节奏来变换舞蹈动作。音乐中的

曲调、旋律能够触碰到人的灵魂深处，不同曲调会有不一样

的感受，其舒缓的律动能使人心情愉悦，歌词的寓意能陶冶

人的情操，帮助人培养高贵品质和形成规范的德行。在音

乐陶冶中，向斯巴达人灌输武士教育的精神，培养其坚定不

移的民族信念。舞蹈训练能使人身材健美，在战争中占据

优势，其强烈的节奏感能让人在战斗中奋发前进。斯巴达

人就是在这音乐与舞蹈交互融合的情境中进行尚武教育。
3． 注重女子的音乐舞蹈教育在战争中的作用。
与当时希腊其他地区相比，斯巴达在教育方面有个值

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就是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女子也要同男

子一样进行体育锻炼和音乐舞蹈的训练。舞蹈训练在女子

教育中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项目。斯巴达认为，锻炼和培养

健美身体，女子能生育出体格健壮的孩子以及当男子出征

在外时，她们可以抵御侵略者。在军队中，女子通过舞蹈表

演缓解军队的压力和紧张气氛，正如今天比赛中为队员们

加油喝彩的的“拉拉队”。另外，女子参加重要节日的游行

活动时，会在青年男子面前载歌载舞，歌颂战斗的勇敢者，

嘲笑胆怯者。
4． 注重音乐舞蹈教育的实践性。
斯巴达的音乐和舞蹈教育中，前期是进行音乐与舞蹈

的训练，相当于一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 然后通过举行一

系列比赛进行实战操练，获胜者得到奖励，怯懦者受到鄙

弃; 最后结合音乐与舞蹈的形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有时

国王会亲自带领士兵在行军中歌唱，以此鼓舞士气，场面蔚

为壮观。战斗期间有乐曲的演奏，配合整齐的舞蹈步伐，有

节奏地行进。除了在战争中体现其音乐与舞蹈的教育作用

与价值，斯巴达的音乐与舞蹈教育业已渗透到斯巴达公民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斯巴达公民能践行艺术

教育中所传达的理论知识及精髓。以上都充分体现了斯巴

达音乐和舞蹈教育中遵循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由此可见，音乐舞蹈教育在尚武教育体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斯巴达人将音乐舞蹈教育融入尚武教育体制中，

希望借此培养青年坚毅勇敢、服从纪律的高贵品质。可见，

斯巴达音乐舞蹈与军事教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三 斯巴达音乐舞蹈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斯巴达独特的教育体制，给人类

历史贡献了重要的价值，反思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吸取

其优秀的成分，对改善我国的教育大有裨益。
1． 注重音乐舞蹈教育在培养人中的作用。
音乐舞蹈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

美育价值，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对我国实行综合素质

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很多学校在考虑学校整体

教育体系时，没有将音乐、舞蹈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的发展轨

道，音乐与舞蹈教育在学校失去了其应有地位，使我国培养

的人才从整体水平上看，有所偏颇。因此，我国应注重音乐

舞蹈教育在培养人中的作用，明确教育目标与任务，注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将自身定位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才服务，为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而努力。将音乐与舞蹈教

育融入素质教育，改变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发展中过分追求

专业知识、重分数轻综合素质能力的弊端，努力培养具有美

学意识、创新能力、多方面发展的全能人才。
2． 强调音乐舞蹈教育的衔接性、连续性。
斯巴达音乐舞蹈教育从男孩年幼时就已经开始，延续

至人的一生，在斯巴达发挥了长久的功效。一直以来我国

就强调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但在具体实施的过

程中，过于重视智育而忽视了音乐舞蹈教育，从小学、中学

乃至大学，音乐舞蹈教育越往高处受重视程度越低，甚至出

现断层现象，到大学，除了艺术专业学生和个别有需要的专

业外，学生鲜有接触音乐舞蹈教育，特别是在一些偏理工类

的学校，音乐舞蹈教育更是可有可无。还普遍存在一种错

误理念，认为音乐舞蹈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职责，与大学无

关。这使学生的音乐舞蹈教育得不到完整、有效的训练，学

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实践效果大大降低。因此，我国应强

调音乐舞蹈教育的衔接性、连续性，让学生获得完整的教

育，从而真正发挥出音乐舞蹈教育的价值。
3． 实现音乐舞蹈教育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我国音乐与舞蹈教育体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其教育形式几乎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目前我国学校音乐与舞蹈教育是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学

习为主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大多以音乐与舞蹈欣赏和班

级训练的形式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兴趣得不到

激发，音乐与舞蹈教育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价值。因此，要

进一步加深对音乐与舞蹈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努力实现教

学形式的多样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去探索、体验

音乐和舞蹈教育的精髓，通过师生互动、情感体验等多种方

式激发学生的兴趣。此外，还可以将考试内容与现实情境

相结合，这不仅可以考出学生平时专业功底，也可以反映出

学生诸如实践性应变、创新与解决问题等综合素质能力。
4． 加强音乐舞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音乐与舞蹈教育是一门需要训练的技艺。斯巴达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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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战斗中，音乐与舞蹈教育的感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

都是平日艰苦训练进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典范。
现今我国音乐与舞蹈教育仍停留在文化理论知识的层面，

其课程的开设也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实

践层面，这使得学校教育存在片面性。理论基础知识固然

重要，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学生更应该学

以致用，通过社会实践与亲身体验，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

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锻炼自身的能力。同时学

校也应该提供应有的帮助，在完善学生音乐与舞蹈教学理

论课程体系的同时，增加更多教学实践环节。
四 结论

斯巴达人高度重视音乐舞蹈在其尚武教育中所发挥的

作用，这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我们一方面

可以结合我国实际，借鉴这些成功的教学经验，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各种学校组织社团的建设，建立音

乐与舞蹈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在课堂之外的音乐与舞蹈教

学课程，互相观摩与学习，提供专业教师的指导与帮助，在

校园中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经过校园日常生活的

长期熏陶，即便不能养成艺术表现和创造的能力，也能具有

一定的艺术感知、评鉴和欣赏的态度和能力。［6］让学生在

这种氛围的陶冶下，养成高贵的品格和良好的习惯，从而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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