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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缺少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相关的内容仅仅集中在艺术领域中,以集体
教学的形式开展,组织形式单一,途径不够丰富的问题,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几点唤起幼儿对民族音
乐兴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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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o arouse children's interest in national music
Xialu Li
Xinlei Kindergarte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our country lacks attention to national culture. The
related content is o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 of art. It i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collective teaching. The
organization is single and the channels are not rich enough. We have summarized several problems in teaching
practice Point to strategies to arouse young children’s interest in ethnic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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