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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导下,音乐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的着非常大的
机遇,但是,这场机遇却在实际实行中面临着种种问题,如何让中学音乐教育为提升全民素质发挥最大作
用,这属于一直在探讨和追寻的问题。
[关键词] 素质教育；音乐教育；中学音乐教师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iddle School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Education
Minghui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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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vigorously advocates quality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quality
education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great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is
opportunity is fac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in actual implementation. How to make middle school music
education play the bigges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is an issue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and pursued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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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以提升创新能力培养人的整体
素质
当前,中学生们正处于思维活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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