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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音乐课程作为我国素质教育当中的重要构成内容,伴随着我国现当代教育教学改革的进
一步开展,高校音乐专业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适
应新时期学生的不同需求,本文以“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与实践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在本文研
究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促进我国音乐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进而培养出极具复合型的全
能音乐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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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Analysis on the College Musi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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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in China, the music
curriculum in colleg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ur liberal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adapt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analysis on the college music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through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hop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usic course in our country, and then train all-round music professional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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