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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歌是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富有节奏感,与词搭配能够架构出多层次的意境,
而打击乐教学则需要有节奏和感情层次的音乐元素来烘托。为了能够更好的将儿歌和打击乐进行融合,
在此以初级的小班儿歌打击乐教学为例,从最简单的案例入手,对幼儿园小班儿歌打击乐教学的现状进
行了简单分析,同时对幼儿教师也提出一些关于小班儿歌打击乐教学策略的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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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atchy and playnursery rhymes and percussion
Xirong Yang
Xinlei Kindergarte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 Nursery rhymes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They are full of rhythm
and can be combined with words to create a multi-level artistic conception. Percussion teaching requires
musical elements with rhythm and emotional levels.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nursery rhymes and percussion
music, here is an example of elementary children’s rhymes percussion teaching in small classes. Starting from the
simplest case,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nursery rhymes percussion teaching in small classes in
kindergartens is made. Meanwhile, it also puts forward som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children's songs
percussion teaching strategies in small classes for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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