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谈传统音乐文化素养在中职旅游专业的渗透式教学
吴迎春
南京商业学校
DOI:10.12238/er.v4i6.3983
[摘 要] 在传统音乐文化面临危机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我们如何对待自
己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有直接的义务,对人类文化史上这笔精神财富也负有历史责任。针对当前的职业
教育现状,加强传统音乐艺术文化的推广和融入,帮助培养更多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有很大的
帮助。在古代的教育当中,音乐就排在第二位,古代对音乐教育相当重视。借鉴传统文化中因材施教的特
点,改变一些固有的教学理念,把传统音乐艺术融入到职业教育音乐教育当中,可以推进音乐教育的良性
发展。不断的提升音乐教学的整体的进步。老师也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推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的融
入,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和教学能力。以往的教育当中对传统音乐艺术重视程度不高,音乐教学方式也不
太合理。所以把传统音乐文化有效地融入职业教育,转变观念、创新理念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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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what should we do? "Up and down for 5,000 years,
spanning 100,000 miles", How do we treat our cultural heritage? We have not only a direct obligation to
treat our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spiritual wealth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ultur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help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art and culture, and help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talents. In ancient education, music ranked second, ancient music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Learn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in traditional culture, changing some inherent teaching concepts,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music art
into music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music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eachers also promote
the activ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mprove their own music cultivation and teaching
ability. In the past, the traditional music art was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nd the music teaching method
was not reasonabl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to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nge ideas and innovate idea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secondary vocational tourism major; infil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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