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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舞蹈课堂教学”困境及对策探析
——以线上舞蹈实践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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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部分学校的舞蹈专业教师与学生进行舞蹈云端课堂教学
及学习效果的调查,发现目前云端舞蹈课堂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及其原因,并针对现有的困境提出
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及对策,为今后“舞蹈+科技”教学模式的实现提供些许的借鉴。
[关键词] 舞蹈教学；云端舞蹈课堂；教学方法；学习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loud dance classroom teaching"
——Take online dance practice class as an example

Chuchu Wu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cloud danc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 of dan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ome schools in the form of network questionnaire, finds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reasons
existing in the cloud dance classroom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ance +
technology" teaching mod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dance teaching; Cloud dance class; Teaching methods;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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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4%的学生表示已能接受线上直播授

用；第二,云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内容面

好地发挥出“停课不停学”的重要作用。

课,35.47%的学生更倾向于线上录播授课

不够宽。从调查问卷中发现,64.29%的教

然而,对于以人体动作为主要内容的舞

的教学模式；第二,云端舞蹈课堂中学生

师制作线上舞蹈教学视频和舞蹈教学理

蹈技术课程教学来说,从传统的面对面

的自制力还有待提高。其中,47.4%的学生

论课程讲解,35.71%的教师进行线上监

“口传身授”的“镜面”教学快速转为

可以绝对认真自觉地完成老师所教授的

督签到打卡任务,50%的教师进行检查批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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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课堂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

2.3云端舞蹈课堂资源利用率低。因
受舞蹈课程的教学特点影响与制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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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此来提升云端课程的质量。网络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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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身授”的“镜面”教学模式,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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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具有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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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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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具有基本创业素质和创业个性的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从创新创业课程、实
践和环境三个核心主题分别阐述了进行该体系建设时应着重关注的要点,以期培养学生如何探索市场
机会,发展自身执行能力,以实现经济目标的潜力。
[关键词]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方法；内涵建设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System
und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Yixi Yang1 Hai Liu2*
1 School of food and Bio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2 School of overseas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ims at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asic entrepreneurial
qua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and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By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broad,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when
cond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in terms of each of the three core them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environment,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the potential of how students
can explor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 their own execution skills to achieve their economic goal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inter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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