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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全面提升学生“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能力及社会服务能
力,做好面向“地方”对口人才输送与培养,是当今地方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总体目标。立足地
域教育教学特性,以促进教育进步、提高教学质量为基本导向,有效将“本土”舞蹈文化及内容作用于学
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教学之中,进而探索《舞蹈》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改良与革新。旨在丰富完善学前教
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内容、推动校内“特色课程”建设,以期为地方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技能“特
色化”培养提供可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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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Local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ance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nci Yang Rui Gao
Kunming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It is the overall goa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social service ability of "expert in one thing and good at many",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ining of counterparts talents for "local schoo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aking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s the basic guidance, we will effectively
apply the "local" dance culture and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danc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n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dance" curriculum. The aim is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dance cours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in the campus, in order to provide a feasible reference for the "characteristic"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dance course; "localiz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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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代表性舞蹈》教学组合素材参考
民族

教学范围

彝族

打歌(男、女)
烟盒(男、女)

傣族

嘎光(男、女)

白族

内容设计
“安烈波(翻身转)”三翻三转(原地)、三翻三
转(正反转身)、勾脚、勾脚换位等

育能力,帮助学生通过“舞蹈”课堂的多
种教学实践形式对幼儿进行本土文化渗
透教育的最佳手段。这对提升学生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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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素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促进地

脚、跑跳步、攉水步等

方舞蹈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实现

后轮翻腕、曲臂插手、攉水、点进步、吸腿碾

以职业教育传承推动当地民族舞蹈文化

转步、踮步等

长甲舞(女)

合手行礼、轮指、掏手翻翘、舞姿等

霸王鞭(女)

周城八下、金河十一下、大关邑十九下等

八角鼓(男)

河西八下、庆洞十一下等

阿尺目刮(男、女)

跳摆步、跺磋步、(进、退)跺步等

等方面都将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符合
“特色化”人才培养与幼儿园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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