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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信息化水平与创新精神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中
国教育行业在此时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在课程教学中融入信息化技术,发展以计算机与多媒
体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高校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基地,是为我国建设发展
源源不断输出优秀人才的重要场所,毫不夸张的说,高校的教育教学承担着中国人才培养与教育的重大
责任。本文以“信息化背景下高校钢琴课程教学与实践分析”作为重要研究视角,希望通过信息化手段
与钢琴教学的融合,进而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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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quirements of talents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innovation spirit in all walks of life are also increasing. At this time, China's education industry should
also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continue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develop a computer and multimedia-based modern inform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fficiency. As an important base of course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place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continuously export excellent
talents.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China's tal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Analysis on Piano Teaching and
Practi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hoping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means and piano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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