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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童谣作为一种民俗文学,有其特点,对孩子的成长具有教育意义。音乐教育是幼儿园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培养孩子获得全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童谣本身具有节奏感、音乐美的特点,童谣和
音乐的结合能够突显童谣的韵律美、节奏美等。挖掘童谣和音乐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对开展童谣
教学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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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of nursery rhymes in music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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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folklore literature, nursery rhym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of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children. Mu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children to achieve a nationwid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Nursery
rhym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hythm and musical beauty. The combination of nursery rhymes and music
can highlight the beauty of rhythm and rhythm of nursery rhymes. Exploring the ways and means of combining
nursery rhymes and music education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ursery rhym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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