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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的审美和素养,是个人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5年和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颁发了两个国家级美育文件,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学校美育工
作的高度重视。2020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指出要将学校美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发现,红色经典音乐在学校教育中所承担的教育作用与当今国家提出的美育要求不谋而合。
[关键词] 美育；红色经典音乐；美育在高职院校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Red Classic Music in Higher Voca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Huarui Geng Yueru Wang
Guangxi Performing Arts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people'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literac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individuals to obtain happines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In 2015 and 2020,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successively issued two na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documents, fully
indicating th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work in schools.On October 15,2020,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ointed out that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carry forwar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The author found in the long-term teaching practice that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red classic music in school education coincid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ut forward in today's country.
[Key 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red classic music;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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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与专业建设融合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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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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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党建品牌创建是提高党建工作水平的必然趋势,而特色党建品牌的形成必定依托于
专业建设。通过强化专业发展的党建引领,能够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层党
建工作提供新的方向。本文阐述了高职院校党建业务相融合的必要性,分析了目前高职院校党建品牌与
专业建设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引领人社桥梁”品牌创建为例,探讨党
建工作品牌与专业建设融合途径。
[关键词] 高职院校基层党支部建设；党建品牌；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Ways of Brand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Qi Wang, feng Zhang
Shan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Labor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 party building brand must rely o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 can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m resource shar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busines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akes the brand creation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People and Society Bridge" in Shan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Lab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ways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rty building br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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