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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艺术文化作为国家以及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符号,一直是国家及地方关注的重点,其中少
数民族舞蹈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成为高校舞蹈教育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能够实现
民族多样化的发展,在当前阶段,亟需加强传承与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应当依托于教育活动这一有
效平台,在高校舞蹈教育中全面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以此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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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national art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national and local attention. Among them, minority dance,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inority
cultural el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 of dan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diversity,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Therefore, relying on the effective platform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minority dance culture in dan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realiz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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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舞蹈知识,以此满足高校学生未
来个人发展的需求,并为高校学生解决
好就业难的问题。
1.3高校舞蹈教育转型和发展的切
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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