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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声乐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分支，一直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但是声乐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院校的设立则是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民国政府废除了清政府旧的教育体制，改学堂为学校，列音乐课（或乐歌课）为必修课②。20世纪20

年代之后，中国多所师范类、艺术类大学成立并设立音乐系，或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音乐系，当时

担任声乐教师的多为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音乐家，教授的内容也是以西洋唱法为主。

中国声乐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学院的设立与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声乐萌芽产生于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些进步人士奔赴延安根据地参加抗日队伍。1938年，

毛泽东倡导建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目的是培养文艺干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这一时

期，由冼星海等人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作品在群众中影响广泛，在激发人民斗

志、鼓舞士气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了《歌唱二小放牛郎》《兄妹开

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歌曲、秧歌剧、歌剧作品，这些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生活气息，深受

人民喜爱，成为当时鼓舞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有力武器。

同时，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声乐界出现了“土洋之争”，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唱法”

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洋之争”引发了音乐界争鸣和学者们的关注。1957年，文化部召

开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目标是“要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声乐新文化”，并且提出：“要在音乐

院校中开设民族歌唱班是一件全新的事业，需要各校下最大决心，做长期努力，从小到大地逐步实

①本文根据笔者在上海音乐学院首届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②修海林、李吉提：《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③中国声乐特指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扎根于民族沃土、借鉴欧洲声乐艺术的科学唱法，由民歌传唱、民族声乐逐

步发展而来的，有别于传统声乐艺术和欧洲声乐艺术的一种新型的声乐艺术。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面对新的国

际环境，如何审视高校音乐教育，探寻中国声乐的发展方向，是声乐界同仁共同探讨的课题。本

文以构建中国声乐学派、提高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简要回顾中国声乐的发展脉络与取得的成绩，

阐述了现阶段高等院校声乐教育教学与实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国家文化形象定位与品牌

建设、声乐载体、教学团队建设、优化招生制度与课程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新时代中国声乐的

发展方向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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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经办起来的要加强，以往没有重视的今后要重视起来。大家都来做，就可以从实践中积累经

验。两种唱法同在学校里开设，可以相互帮助、相互支援，对各自的发展都有好处。”④此后，中央音

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增设了民族声乐班（或民族声乐学科）。1958年，沈阳音乐学院成立，其前身

是东北音乐专科学校，1953年由“东北鲁艺”改组建成，当时设有声乐、器乐等三个系，后增设民族

音乐系⑤。中国音乐学院在1964年建立时就设立了民族声乐系，学院的各位前辈、专家们在民族声乐

艺术的最初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培养了吴雁泽、德德玛、才旦卓玛等优秀歌唱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院逐渐成为了中国声乐发展的主要阵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中国

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为首的众多前辈、专家们数十年辛勤耕耘、上下求索，在声

乐人才培养、教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声乐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承载了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

象的重要使命，成为了国际竞争、国家交往、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由此，中国民族声乐在歌颂党、

歌颂人民、传播正能量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声乐艺术的范畴。

随着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交往日益密切，不同文化在交往中激烈碰撞，

当代中国文化也呈现出开放与融合、多样与内涵发展的时代面貌。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高等院校

声乐教育作为我们国家音乐学科的重要部分，也应当将这种多元化教育理念贯彻落实。那么，如何

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高校音乐教育，又如何探寻当代声乐教学的发展方向，是每一位声乐教育工

作者要探索的课题。纵观高校声乐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必须要厘清其已有基础，明晰未来我们想

要走到哪里。

一、回顾高等院校声乐教育获得的成果

众多前辈专家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一边实践，一边探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声

乐艺术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声乐人才的培养成果丰硕

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先生、王品素教授，都在民族声乐的领域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并且培

养了以鞠秀芳、常留柱、才旦卓玛、何纪光、冯健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以

声乐教育家金铁霖、邹文琴、马秋华等专家为引领的教师团队，辛勤耕耘教学一线数十载，培养了

以彭丽媛、闫维文、张也、雷佳、王丽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歌唱家。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

院、星海音乐学院以及多个艺术院校都培养了大量声乐人才。这些成果凝聚着众多前辈、专家数十

年的心血。

2. 声乐教学实践显著提高

高等音乐院校众多专家前辈们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教学实践与探索，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声乐人

才的同时，也积累了成功的教育经验和宝贵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声乐的专业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现阶段，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仅凭个人的经验来教学的现象逐步减

少，多数教师能够在坚守民族性的基础上重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使声乐教学沿着科学、系统

的方向发展。从历年的国内重要比赛情况来看，各大学院培养的学生在演唱水平方面获得了普遍



－ 16 －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0 年第 3 期

的提高。比如，声乐表演人才音域有了明显的拓展，歌唱的能力大大增强，演唱的声乐作品难度加

大，驾驭不同风格作品的能力也有显著的突破。声音往通透、圆润的方向发展，声音的灵活性也有

明显的进步，歌唱修养也比以前有所提高，等等。

3. 声乐专业建设进入崭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声乐艺术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安排，

把文艺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教育部研究制定国家启动的双一流大学建设

计划，国家一流学科建设95所高校中，音乐类院校就有三所，分别是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说明了国家对于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一举动积极推动了全国高校声乐学科

的建设与发展。

近些年，各大院校紧随国家文艺方针与路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项科研活动、歌剧排

演、主课教学系列音乐会、学生实践音乐会、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各兄弟院校之间的学术

交流比以前明显增多，关系也更加密切。

二、中国声乐教育当前面临的问题

中国声乐经过多年发展，在培养声乐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欧洲各大声乐学派相比，

中国声乐起步晚，发展时间太短，因此多个方面尚处于劣势，想要与欧洲各学派并肩而行，任重道

远。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际影响力还不够

中国声乐走到今天，众多声乐教育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对内继承，对外借鉴，在科学唱

法、演唱技术上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参加大型国际声乐比赛时，我们往往处于劣势。比如，大

家所熟知的卡迪夫国际声乐比赛、威尔第国际声乐比赛、卡拉斯国际声乐比赛、柴可夫斯基国际声

乐比赛等，长期以来其比赛规定曲目通常都是意大利、德国、法国、俄罗斯的作品，没有中国作品，

而且评委会成员几乎都是欧洲的艺术家。其结果就是，中国选手要唱欧洲的作品跟欧洲选手同台

竞争，不论从音乐内涵的理解、风格的把握，或是语言的精准度等多个方面，都决定了欧洲选手拥

有绝对优势，这是我们在国际声乐比赛中难以获得大奖的关键。而究其根源，还是中国声乐艺术的

国际影响力不够，缺少国际话语权。

当然，这有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化战略中处于强势地位，我们长期

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直到近些年才越来越重视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将文化作为国家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我们要想办法扭转局面，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输出，积极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声乐艺术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最具优势的一部分，要想走向世界，就需

要有良好的载体，即大量经典作品，还要有良好的媒介，即优秀的演唱者。我们要通过优秀的演唱

让这些经典作品在世界范围绽放光芒，提升中国声乐的国际影响力。假如有一天国际声乐比赛主

办方不是中国，中国声乐作品依然能成为比赛规定曲目，并且纳入了中国声乐评分标准，那么中国声

乐学派立足于世界舞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 声部建设还不健全

多年来，关于声部建设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在2007年11月21日，金铁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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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论坛”上曾指出：“民族声乐教学体系还很不完善，比如，学生在性别

上，女多男少；在声部分类上，高多中少，低音更是没有；在教材的曲目建设方面，高多中少，女多男

少。”⑥而现阶段，正如郭克俭所说：“关于民族声乐声部重建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国声乐发展道

路上的一道屏障。”⑦中国声乐的声部不健全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声部的不平衡发展严重

制约了中国声乐的发展。

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在参加了一项国内重要比赛后，偶然和我聊起此事，他说起初在民族声乐

赛场听了几场下来感觉还不错，后来去了美声赛场听，这一对比才发现，民族声乐的赛场基本都是

高音声部，声部比较单一，相比之下美声赛场的声音就很丰富，因为有不同的声部。其实这些年我

们已经进步了，民族声乐赛场偶尔会有一两个中低声部的选手，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当然，这其中

有创作因素的制约，不论是早期创作的中国歌剧还是当代创作的歌剧，优秀的中低声部选段少之

又少，精彩的选段基本都属于高音声部，中低声部的学生如想参加比赛，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品

可选择的范围太窄，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在国内重大比赛中，有的评委对中低声部选手参加民族

声乐比赛尚存异议。这就说明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人类的嗓音原本就有高、中、低之分，中国的

声乐作品也不能局限于一种声部的表达，所以有不同的声部划分既是科学性的体现，也是丰富的中

国声乐作品表达所需要的。

一个健全的声部是构建声乐学派的基石。比如一个合唱，如果只有高音声部，那么就难以唱

出丰富的和声效果，只能齐唱或轮唱，声部始终是单一的。进一步来讲，一个健全的声部不仅要有

高、中、低声部的划分，还应该有更细的划分。就拿弦乐四重奏来说，提琴可以分为小提琴、中提

琴、大提琴和贝司，它们组成的四重奏，声音效果是丰富的、立体的。而我们的中音声部也应该有低

中音、中音、高中音等更细的划分，这是声乐学派走向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

3. 教材建设还存在较大问题

声乐教材建设是从事教学一线的声乐专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2008年，刘辉曾就该问题指出：“有

些教材在文化传承、审美价值、风格样式、唱演训练、唱法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

性和随意性，甚至有的教材有悖于民族声乐的教学、演唱、创作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发展……”⑧

现阶段，声乐教材建设仍是中国声乐发展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作品类型划分标准有

待明确和统一。我们的民歌、古诗词歌曲、艺术歌曲、创作歌曲之间的界定标准还不够明确，缺少

可依据的、严谨的划分标准，所以在一些比赛中会出现对于一些歌的界定产生争议的现象。这需

要作曲家、声乐教育者与声乐理论研究者共同探讨研究，制定一个统一的、可行的、让绝大多数人

都能认可的划分标准，这也是我们科学、系统地制定教学大纲、教材的重要依据。其次，教材系统

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难易程度、循序渐进的依据不够明确，训练目标、针对性不强，等等。此

外，教材的中低声部作品非常欠缺。比如我们的歌剧，从早期创作的歌剧到现在，中低声部的选段

少之又少，精彩的选段基本都是高音声部，中低声部的学生参加比赛或者举办音乐会，作品的匮乏

往往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⑥金铁霖：《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50页。

⑦郭克俭：《学科概念驱动下的自觉意识（上）—1997至2007年我国（大陆）声乐学术叙事考索》，《音乐研究》，2008年，第5

期，第101页。

⑧刘辉：《关于民族声乐教学中的教材建设问题》，《音乐艺术》，2008年，第2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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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乐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理论人才匮乏

在过去的数十年，声乐界前辈们围绕声乐教学实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演唱技法、教育教

学方法、舞台表演、声乐审美、嗓音医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为现阶段声乐理论建设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2019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一次中国高等艺术院校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在业界反

响很好，这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多支持、多鼓励这些活动的开展。

近几年来，我们的声乐理论研究的意识增强了，发表文章的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但从整

体来看，这些文章中真正能够对声乐教学有积极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的、有建树的文章还是不够

多，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创新性方面还不够。综合而言，声乐理论建设依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声

乐理论人才十分匮乏，想要真正做到理论研究与声乐教学实践齐头并进，并在国际乐坛建立我们

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新时代中国声乐发展方向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上升，

以国家形象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竞争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音乐艺术因其特有的情感直

观传达方式，能够通过独具影响力的旋律，超越不同文化和地域的认知差异而产生情感共鸣，从

而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理想境界。积极发挥音乐外交的独特魅力，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

国的认同和理解，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友好的发展环境。而我们的声乐艺

术在世界上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唯一性，在推动中国文化复兴、建立文化自信的国家发展战略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思考中国声乐学派构建路径，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话

语权”，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观，是声乐工作者共同的职责与使命。那么如何构建中国声

乐学派？如何加强高校声乐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 全球视野下声乐学派的国家形象定位与品牌建设

从声乐学派自身发展而言，一个声乐学派形成的标志与衡量标准在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

识，即从理论指导、训练体系、教育体系等多个方面来判断，如是否拥有了为世界观众所喜爱的优

秀歌唱家，是否创作出享誉国内外的一大批高质量的、经典的歌剧和具有代表性的声乐作品，是否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声乐教学体系，等等。

从国际领域的视角来看，中国话语能否主导国际上“涉中”的话题，是判断中国话语在国际上

是否具有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如王黎光院长所强调的，在音乐领域，判断中国是否掌握了“中

国声乐”的国际话语权，就要看“讲什么”是否由中国来决定，“怎么讲”是否取决于中国判定，“讲

的对不对”是否依据中国标准。

我们要想构建中国声乐学派，使中国声乐艺术以更为自信、从容、平等的姿态，参与到中西音

乐对话与交流中，就要基于世界声乐发展现状和全球角度来思考中国声乐的构建问题，探索、研究

中国声乐的国家形象定位与品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树立什么样的中国声乐国际形象，怎样

树立这种国际形象，如何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用怎样的声音形态、表达方式来体现中国民

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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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风情、文明程度、文化背景、民族精神，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我

们要思考的，更需要凝聚大家的智慧共同探讨。

2. 探索走向国际舞台的代表性声乐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说：“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

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⑩

“经典的声乐作品与优秀的声乐人才”是中国声乐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声乐

作品在国际乐坛认知度不高，主要原因就是经典作品不够，难以形成创作与演唱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歌剧与声乐作品是一个学派走出国门的重要载体。以

俄罗斯学派为例，19世纪以后，俄罗斯声乐学派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正是由于出现格林卡、阿里亚

比约夫、达尔戈梅斯基、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杰出的作曲家，对浪

漫曲与歌剧的创作有了新的开拓，才使俄罗斯声乐学派真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芒。而

中国声乐以什么样的声乐作品为载体走向世界，是中国声乐学派建设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思考、分析一下世界声乐学派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意大利、德国、法国、俄罗斯都有丰

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但他们的声乐作品在世界舞台上流传最广泛的主要体裁是经典歌剧作品

和优秀的艺术歌曲，这为我们的声乐作品如何走向国际，用什么样的作品走向国际提供了思路。此

外，我们还要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与文化理念的作品，能被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认可，又能够

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满足中国观众的精神需求的作品。

3. 加强声乐教学团队建设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人才兴，文化兴；人才强，文化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根

本，但是目前高校还存在教师队伍培养机制不完善的现象。

第一，有的学校师生比例不平衡，声乐教师课业繁重，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这对声乐人才的培

养是极为不利的。要想培养优秀的声乐人才，就要保证好声乐教师的专业课质量，要适当减负，并

且给他们提升专业的空间，使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提高，同时积极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

人才，加大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

第二，要注意合理的教师团队建设，比如，声乐教师团队要有不同声部的教师，不能只有高音

声部；再比如，艺术指导教师对于声乐学生音乐修养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

艺术指导人才还比较稀缺，学生有钢琴伴奏老师，但是没有艺术指导老师。还有台词教师、歌剧表

演教师，都应该在声乐人才的培养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总而言之，高校能否形成结构科学、梯队合

理、声部比较健全的教师团队，直接决定了声乐人才培养的成功率。

4. 优化招生制度，提高生源质量

良好的生源是声乐艺术人才培养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好的生源，再好的师资队伍也不行。金

铁霖教授曾经说过，成功是天赋加刻苦，这里说的天赋其实就包含了生源质量的因素。

作为国家级专业院校，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职业的歌唱演员甚至歌唱家，以及优秀的声乐

教育工作者，要想培养优秀人才，生源质量是关键。

首先，生源质量的提高应该“从娃娃抓起”，要重视附中阶段或高中阶段生源的培养，重视基

⑩《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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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规范和标准，尽量做到“优中择优”。比如，近两年，

中国音乐学校在招生制度上进行了多次改革与完善，主要目的就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达到优

化生源的目的。今年北京市委蔡奇书记到中国音乐学院视察的时候也谈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办音

乐学院走的是专业路线，我们追求的是“精”，而不是“大”的问题。

再次，就是上文提到的声部问题，招生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声部的生源，要鼓励中低声部

的生源加入到队伍中来，逐渐健全人才培养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5. 优化课程设置

目前的课程建设还有待完善和进一步优化。课程的设置是否合理，既要考虑声乐专业的特殊性，

也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来设置课程，还要与社会就业密切挂钩。高校课程建设，首先要保证声乐专

业课，这是声乐人才培养的“第一课堂”，是课程建设的“核心”。其次，就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现在高校教育有这样一种现象，学生课业繁多，学得很辛苦，但是学习效果却不好，这里面的

主要原因就是课程很多，但是精品课程不够。比如，目前最为突出的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好，有

些学生在学习歌曲的时候只会看歌词的意思，不会去分析曲式结构、调式特点、音乐织体语言，因

此难以理解作曲家的意图，更不会分析音乐语言所包含的深层意思。仅仅局限于歌词的解读与分

析，这显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作为专业院校，我们培养的是高、精、尖声乐人才，是职业歌唱家，所

以只有演唱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只有综合素质、音乐修养等综合能力上来了，

我们培养的学生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后不管是当一名职业演员、音乐教育工作者，还是

去排合唱，我们都是可以胜任的，走到哪儿都能生存，这是非常关键的。

综合素质非常重要，但是怎样才能既给学生减负，又能达到理想的培养目标，这是我们要反思

的问题。虽然我们常说“技多不压身”“知识学得越全面越好”，但是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

的，因此我们要做好课程评价机制，从学生的专业实际需要出发，多给学生开设精品课程，提高课

程质量，让学生学得“精”一些，学得深入一些，提高我们的成才率。

结  语

总而言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声乐学派建设是需要音乐领域、各学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的。我们需要联合作曲界、理论界以及艺术指导老师、歌剧表演老师等等，大家联合起来，发挥自

己的优势，共同为中国声乐学派建设添砖加瓦。声乐教育者要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声乐作品的演唱

难点、重点，理论研究者要梳理、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优秀的理论成果，作曲家要创作更多高质量的

适合系统地培养声乐人才的作品，艺术指导要发挥出音乐细节、语言指导的优势，歌剧表演老师要

将我们戏曲的精华提取出来运用于声乐人才培养的课程中，等等。

虽然声乐学派的建设任重道远，前进路上的坎坷在所难免，但是，只要音乐界同仁们同心同

德、团结一致，不忘初心和使命，一起朝着梦想砥砺前行，秉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挥优势，开拓创

新，我们构建中国声乐学派，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扬光大的梦想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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