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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职音乐专业教学中,钢琴是重要的教学内容,高职院校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对于学生钢琴教学也应当从职业的角度出发,这是当前培养学生的重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
专业能力,让他们具备较好的职业审美力。在具体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并及
时地做好钢琴教学改革,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培养,这样能够使得学生的钢琴弹奏能力有
所提高,同时还能帮助他们形成较好的创新思维,以此满足当前学生的职业需求。本文围绕当前高职音乐
专业,钢琴教学改革与学生能力的培养,作出相关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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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Teaching Reform and Student Training of Music Educatio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Qing Xia
College of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uyang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 music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iano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cont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the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s the main goal,
and the students' piano teaching should als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 which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raining students. Its main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so that they have a better
professional aesthetic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education, should avoi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inking and timely piano teaching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als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personal
learning ability training,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play the piano, but also can help them form
better innovative think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needs of student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music major, piano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to make
the relevant analysi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ic education major; piano teaching
引言

教学环境中,以此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

过程中,教师可以记住设备为学生们创

高等职业院校的钢琴教学要打破传

性。当学生对于学习内容有一定的主动

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景,这样能够让学

统的艺术人才培养观念,同时还要形成

性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效果,从而

生们较快的进入学习状态,再利用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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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的创新,同时还要重视学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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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培养,由于职业学院的学生思维

术。通过多媒体设备能够让学生们更加

相对比较活跃,但是在相关的基础方面

1.1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

直观地了解音乐作品的核心,从而让学

能力比较薄弱,在具体的开展教学过程

在当前高职教学课程中如果运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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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展开教学,能提升学生们对钢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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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提高课堂的授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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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力,只有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才能

能照顾到每个人,这样相对不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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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在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中,会有许

理解作品的本质意义,更无法展开相应

够根据学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指点,从

多学生对于新鲜的事物充满兴趣,然后

的学习,从而降低自身的艺术学习能力。

而更好地解决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教

疯狂展开针对性练习,会有部分学生在

为此,钢琴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灵活

师可以有效了解学生学习中所遇到的困

练习的过程中比较忘我,常常忘记吃饭。

运用信息技术,则可以打破传统的钢琴

难。并根据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教师在平日当中可以拿此项事情来进行

授课形式,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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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加深理解与感悟

少对比情况下,学生们会出现学习的盲

学习的,但一定要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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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琴教学模式改革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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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变换能力。钢琴这种乐器的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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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学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能够方便

造相应的音乐情景,让学生们更好投入

差,而且年龄部分不均匀,这些内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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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知道钢琴应该如何学习,并通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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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引路人,帮助学生们步入学习

能力有所提升。教师在平日的备课应当

的基础训练,从而可以帮助学生进行选

的正路上,同时还要利用不同的教学手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进行结合,从而将

取,这样可以达到较好的训练效果。对于

段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

钢琴课课程的内容不断优化。在授课的

每个单元教学和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应

自身的创造力。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应

过程中再利用多媒体设备给学生们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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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为歌曲进行伴奏,从而使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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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短片来进行教学,而且往往一些画

音乐知识中的重点与难点,并提高学生

的过程中,从简单的弹唱开始逐步提升

面能够给学生们带来视觉冲击,再配合

们的学习热情。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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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差异性,将网络资源与教学内容进

生形成良好的团队弹唱能力有所提升。

习方式,提升学生们综合学习能力。

行结合,给学生们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

4 运用多媒体改善当前钢琴教
学模式

4.3注重实践锻炼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注重职业人才

钢琴演奏需要较强的实践能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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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授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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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角度出发,这样有利于改变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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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解,让钢琴教学内容不再枯燥、无味,

课过程中,教师应当给予充分的时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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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冲击,同时还能让学生们的听觉进一

提高学生们的演奏能力。为了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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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让学习内容变得更加有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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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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