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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教育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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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素质教育是新教改的重要目标之一,音乐、美术和体育都是进行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课
程。音乐教育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即教化功能。就高职教育而言,音乐艺术教育,对
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结合职业教育的某些具体问题,对加强高职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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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Music and Art Educa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Lijun Chen
Guangdong Economic and Trade Vocational School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 reform, and music, art and sports are all indispensable courses for quality education. Music education
not only has educational function,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social significance, namely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term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usic and art education has a good role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Combining some specific probl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strengthen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music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qualit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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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学内容呆板
当前,高职院校音乐教学内容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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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学手段单一

下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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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俗语有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

织方式,以促进学生基于综合素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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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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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经常组织这种有序的艺术交流。很好

作品背后的意义,感知不同音乐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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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魅力,提高审美情趣。其次,要注

请本地区一些专业的音乐演职人员,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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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课堂上多引进一些通俗易懂而又不失

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热情,为其展示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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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加强多方合作

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是典型的“知识导

容,诸如陕北民歌等当代一些旋律优美、

4.4改革教学模式

向”,师生对音乐艺术的学习均未引起足

风格独特的民族音乐,其亲切婉转,不仅

高等职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必须加

够重视。为此,新教改明确提出了实施素

拉近了音乐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而且颇

入艺术培养环节,高度重视学生人文素

质教育的要求,高职院校应下大气力,从

具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帮助学生更

质培养。开设音乐、舞蹈、乐器、戏曲、

基础建设、师资力量配备、教育理念更

好理解各地区音乐特点与风土民俗,深

表演等艺术课程,课程设置采取选修和

新等多个方面入手,以满足学生音乐艺

度挖掘其背后所体现的审美价值。

必修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音乐美术课程

术学习、职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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