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舞蹈创编》—《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表演》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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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舞蹈创编
——《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表演》的教学设计

团队：舞蹈团队，主讲人：王晶，金美姊

授课对象：19级高职 7 学时：4 学时 上课地点： 实训楼舞蹈教室 1

课程分析

幼儿舞蹈创编课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核心课。兼有专业基础

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性质，它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需要掌握的舞蹈基础理论与技能，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备的

基本功之一。

教材分析

本课程使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教

材。本节课选用教材第三单元民族民间舞训练的“蒙古族民间舞”

知识板块。主要讲的是蒙古族舞蹈的风格特点和基本动作，组合，

以及蒙古族幼儿舞蹈和创编。民间舞是各族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创造

的优秀文化，世代生息、演进、融合而流传至今，民间舞的学习可

以培养学生对兄弟民族文化的了解，认识与热爱，而蒙古族幼儿舞

蹈的创编学习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蒙古族文化的兴趣，培养民族情感。

学情分析

我院 19高职 7班学生是初中毕业专科生，对舞蹈有热情，但基础薄

弱。经过两年半的舞蹈学习，有了一定的舞蹈基础。教学中，要依

照学生特点展开教学，促使学生具备舞蹈表演水平和编排水平，有

利于学生舞蹈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学生舞蹈表现力的凸显。要

从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把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舞蹈职业

技能(会演、会教，会编)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适应社会需要，培

养合格的幼儿教师。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素质目标
1、能够把握组
合动作的连贯
性。
2、能够把握蒙
古族幼儿舞蹈
的风格特点。

1、蒙古族幼儿舞蹈组
合的动作要领。
2、蒙古族幼儿舞蹈的
表演元素。

1、通过学习蒙古族幼儿
舞蹈提高自身舞蹈表现
力和审美能力。
2、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
能力。
3、培养民族情感。



重难点 1、把握组合动作的连贯性。
2、掌握幼儿蒙古族舞蹈风格，韵律。

教学策略

通过课前考核组合《天边》，课中布置任务 1 学习组合《哈哈舞》，
按“教师示范指导—集体训练—分组训练—集体表演”的环节实施
和课后布置作业三个环节，实现师生、生生间时时互动，解决教学
重点，完成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项目化教学方法、示范法、讲解法、问题引导法、合作探究教学法。

教学准备 舞蹈教室，蓝牙音箱，5G手机，蓝墨云班课，舞蹈音乐。

第一课时：学习组合
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方法

课前：阶
段考核

“今天我们进行阶段性考
核，考核内容上一阶段学习
的蒙古族舞蹈组合《天边》，
要求按照考核标准展示，算
作平时成绩，现在开始考
核。”
教师记录每组各成员成绩，
并额外加分奖励表现好的
组，作为平时成绩。

学生分组准备、展示。
检测学生掌
握舞蹈的程
度，督促学生
练习。

课中
任务 1：
学习蒙古
族幼儿舞
蹈 组 合
《 哈 哈
舞》前半
部分。

一、新课：
“这节课我们学习蒙古族幼
儿舞蹈的组合《哈哈舞》，首
先我们先来学习前半部分。”
1、教师分解动作，引导提问
学生并讲解回顾讲解所学蒙
古族舞蹈动作，配合幼儿舞
蹈基本动作，使之相结合，
注意蒙古族幼儿舞蹈风格的
把握，欢快，活泼，夸张。
动作内容：6 个手位的提压
腕，幼儿舞步（小碎步，旁
点步）

学生积极配合老师回
答问题。
1、师生集体喊拍练习。
2、师生集体合音乐练
习舞蹈。

引导提问的
方式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提高蒙古族
幼儿舞蹈的
表现力。
为新课蒙古
族幼儿舞蹈
创编动作和
风格打基础。

2、师生集体喊拍练习舞蹈。
3、师生集体合音乐练习舞
蹈。

巩固所学内
容，加深记
忆。



第二课时：学习组合

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方
法

课中
任务 2：
学习蒙古
族幼儿舞
蹈 组 合
《 哈 哈
舞》后半
部分。

“欢迎再次回到欢乐的舞蹈
课堂，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
了蒙古族幼儿舞蹈组合《哈
哈舞》的前半部分，我们先
来回顾一下。”
1、教师播放音乐，教师领
跳。

学生集体练习。 进一步巩固
了上一节所
学内容。

2、教师分解动作讲解，引导
提问学生并讲解回顾所学蒙
古族舞蹈动作，配合幼儿舞
蹈基本动作，使之相结合注
意蒙古族幼儿舞蹈风格的把
握，欢快，活泼，夸张。
动作内容：吸跳步，跑跳步，
立掌步，蹭跳步，旁伸步，
勒马手，扬鞭手。

学生积极配合老师回
答问题。

引导提问的
方式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提高蒙古族
幼儿舞蹈的
表现力。
为新课蒙古
族幼儿舞蹈
创编动作和
风格打基础。

3、师生集体喊拍练习舞蹈。
4、师生集体合音乐练习舞
蹈。

1、师生集体喊拍练习。
2、师生集体合音乐练
习舞蹈。

巩固所学内
容，加深记
忆。



课后

布置作业：教师“我会分配 3
支蒙古族音乐，你们分 3 组，
每组选择一支乐曲，课后搜
集蒙古族幼儿舞蹈视频资料
创编蒙古族幼儿舞蹈，可以
设计队形、道具等，下次课
分组表演展示。
我也会在蓝墨云班课上分享
一些幼儿蒙族舞视频供大家
参考。”

通过布置作
业设立课后
督学机制，使
学生养成自
学的能力，扩
大丰富学生
眼界和知识，
广泛积累舞
蹈素材；以及
发挥各学科
之间的融合。

课后反思

教学效果：运用项目化和引导提问教学法，能够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重难点

和教学任务。

不足：需要加强动作的连贯性，表情和情绪的管理，以及对幼儿动作特点的把

握。



幼儿舞蹈创编
——《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表演》的教学设计

团队：舞蹈团队，主讲人：董鹤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素质目标

1、掌握运用创
编要领和原则
创编蒙古族幼
儿舞蹈。
2、掌握蒙古族
幼儿舞蹈风格、
韵律，很好的表
演舞蹈作品。

1、掌握幼儿舞蹈动作
设计五大原则。
2、掌握幼儿舞蹈创编要
领。

1、通过蒙古族幼儿舞蹈
提高创编表演自身舞蹈
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
2、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
自主学习能力。
3、培养民族情感。

重难点 重点：根据幼儿舞蹈设计原则和创编要领创编幼儿蒙古族舞蹈。

难点：动作的合理设计、风格的把握、具有表演性。

教学策略

通过课前学习蒙古族幼儿舞蹈组合《哈哈舞》，课中布置任务：蒙
古族幼儿舞蹈创编，按“自学研讨—分组表演展示、互评—再次练
习—表演展示”的环节实施和课后布置作业三个环节，实现师生、
生生间时时互动，解决教学重点，完成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项目化教学方法、示范法、讲解法、任务驱动法、观摩法、多媒体
教学法、舞蹈表演教学法、情境教学法、问题引导法、合作探究教
学法。

教学准备 舞蹈教室，蓝牙音箱，多媒体大屏幕，5G手机，希沃手机助手，蓝
墨云班课，欣赏视频，舞蹈音乐。

两个课时
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方法

（一）课

前：自主创

编舞蹈

教师上传蒙古族幼儿舞蹈素材至

微信群，供学生参考。

教师给予线上指导。

翻转课堂:

学生课后自己选曲，创编

蒙古族幼儿舞蹈，并把各

组成果视频上传到微信

群，相互交流，

下次课中表演展示。

通过翻转课堂

和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

手段，极大地

提高了教学效

率，很好的发

挥了督学机制

的功能。



（二）课中

任务 1：蒙

古族幼儿

舞蹈创编

表演。

一、复习:

教师：“我们在上节课学习了蒙

古族幼儿舞蹈组合《哈哈舞》，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师生一起跳舞。

教师提问：“蒙古族幼儿舞蹈的

风格特点是什么？”

蒙古族成人舞蹈风格特点又是什

么？

教师总结：“蒙族人民自幼生活

在大草原上，与马儿形影不离，

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辽阔

的草原畜牧生活赋予了蒙族人民

勤劳勇敢，热情开朗，豪爽大方

的性格。所以在舞蹈动作上无论

是成人蒙族舞还是幼儿蒙族舞要

把舞蹈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欣赏、分析：

1、教师:“为了优化课后的创编

作业，我们要先来欣赏一段优秀

的舞蹈大赛获奖作品《小马奔

腾》，同时还要分析作品，我们来

一起体验下吧。”

2、教师提问：“欣赏完毕，同学

们说一下这段舞蹈都带给你什么

感受？”

教师总结：“这是一支蒙族舞风格

的幼儿舞蹈，节奏非常的动感，

师生一起合音乐练习。

学生回答：“幼儿特点：欢

快、活泼、生动、夸张，

富有童趣。

成人特点：女子——舒展，

优美、热情，大方。

男子——粗犷，豪迈，飒

爽。”

师生共同欣赏舞蹈。

学生畅所欲言。

加深巩固所学

内容。

引导提问的方

式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通过欣赏分析

环节让学生更

深刻的了解创

编要领和动作

设计原则以及

舞台表演的重

要性。

通过问题引导

法，探讨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

趣，课堂气氛

活跃。



强烈，震撼。舞蹈描绘的是在一

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一群英

俊的小马驹飞驰而来，它们欢叫

着，奔腾着，宁静的大草原因为

它们而变得沸腾起来，给我们带

来了震撼的感官体验。它把蒙古

族的幼儿舞蹈动作已经进行了创

新，改编，令人耳目一新，同时

服饰、造型、道具、舞美都很恰

到好处，给舞蹈增添了极大地魅

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同学

们可以参照这样的优秀作品进行

创编。我们来总结一下舞蹈的创

编要领：首先先选择合适的乐曲，

然后感受乐曲的节奏和情绪确定

舞蹈的风格和主题，最后选择适

合的舞蹈动作进行创编。

同时还要遵循幼儿舞蹈动作设计

五大原则：

（1）针对幼儿心里特征，设计合

理的动作语汇。

（2）了解幼儿生理构造，设计合

理的动作语汇。

（3）捕捉和提炼模仿对象的特

征。

（4）舞蹈动作的节奏感要强。

（5）动作要具有创造性。

这段舞蹈更适合幼儿园大班或者

学前班的孩子表演。

除了遵循以上设计原则外，蒙古

族幼儿舞蹈的风格应符合幼儿年

龄的特征，动作要活泼，夸张，

富有童真，趣味性，模仿性，区

别于成人蒙古族舞蹈风格。”

三、操练:

教师：“上一节课课后老师分配了

3支蒙古族舞蹈乐曲，要求每组选

出一支按要求进行创编，现在的

时间留给你们回顾一下，一会分

组表演展示，其余组员观摩并点



评，小组成员介绍作品，自评。”

教师指导。

教师评价，指导。

教师评价，指导。

教师评价，指导。

教师再次点评。

学生分组研讨，戴道具，

组织练习舞蹈。

翻转课堂：

小组展示——

第一组舞蹈《 劳动小能

手 》，学生展示，其余小

组评价，组员介绍舞蹈。

第二组舞蹈《 小马蹄 》，

学生展示，其余小组评价，

组员介绍舞蹈。

第三组舞蹈《 大 雁 》，

学生展示，其余小组评价，

组员介绍舞蹈。

学生再次分组练习，经教

师选出一组将修改后的作

品表演给大家看。

运用合作探讨

式教学法，使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通过翻转课堂

教学手段，学

生学习效果卓

著。



教师总结：“看到同学们今天这么

棒的展示，老师很欣慰，这都离

不开你们以往的训练，才会有今

天的课堂效果。希望我们以后能

灵活运用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原则

和技法进行创编。56 个民族 56 朵

花，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少数民族

文化，热爱生活，热爱幼儿和幼

教事业，做一名优秀的教育和文

化的传承者。”

二、布置作业：

课后继续深化，完善本节课创编

的三支舞蹈，下次课以比赛的形

式考核，成绩优异的组会额外加

分。

通过布置作业

设立课后督学

机制，使学生

养成自学的能

力。

四、课后优

化

教师线上指导学生再次修改的作

品。

学生将再次修改的作品发

送到微信群。

为了下次课考

核做准备。

课后反思
教学效果：通过翻转课堂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很好的

发挥了督学机制的功能;经过分组研讨、展示、互评等环节真正的提高了学生审美能力和表

演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不足：需要加强动作的连贯性，表情和情绪的管理，以及对蒙古族幼儿舞蹈动作特点的把握。



《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表演》教学设计

师范分院 董 鹤

各位评委：

大家下午好！我是师范分院董鹤。

下面我就《幼儿舞蹈创编》课程中《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表演》一课的教学设计进行汇

报，请给予指导。

我的汇报由以下五个部分：

一、课程分析与学情分析

《幼儿舞蹈创编》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专业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涵盖

了舞蹈基础理论、舞蹈基础训练、民族民间舞训练和幼儿舞蹈创编等内容。学生掌握学前教

育所必需的舞蹈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审美表现能力、创新创造能力，获得良好的职业情感。

为学生接下来的《幼儿音乐教学活动设计》打好基础。学习本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

备的专业基本功与核心素养，学生最终要达到会跳、会教、会演、会编这一学前教师职业岗

位需要。蒙古族舞蹈在松原地区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节课的学习除以上的课程

价值外，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传承文化的责任，课程思政内涵丰富。

这个班级是学前教育专业 19 级高职 7 班学生，经过 3年的专业学习，已经具备了学前

专业的舞蹈素养，他们活泼好动，积极热情，对音乐舞蹈等核心课程主动学习的愿望尤为强

烈。

二、教学目标

根据对课程与学情分析，我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一）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创编要领和动作设计原则创编蒙古族幼儿舞蹈；

2.掌握蒙古族幼儿舞蹈风格和韵律，并能够通过创编的舞蹈很好表现出来。

（二）知识目标

1.学会幼儿舞蹈创编要领；

2.掌握幼儿舞蹈动作设计五大原则。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职业情感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感；



2.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三、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坚持“学做合一”“行知合一”，以学生为中心，以主体实践、团队协作为主要方式，实

现知识学习、技能与能力提升、职业素质养成的课程目标。

（二）设计思路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 3个环节，以学生为中心，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温

故知新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技法和动作设计原则；通过主题和音乐风格分

析，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通过舞蹈创编培养学生协作意识和审美意识，提高学生表

现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师生交流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幼教事业的职业情感。

（三）方法手段

教学方法以任务驱动法和合作探究法为主，运用翻转课堂、基于网络线上线下学习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学习。教学手段运用手机，希沃手机软件等辅助教学。

（四）教学过程

本节课采用《幼儿舞蹈创编》教学的“突出实践，学做合一”模式，在课前学习的基础

上，主要通过以下五个环节完成：

第一个环节：观察分析

通过引导学生欣赏舞蹈视频《小马奔腾》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同学们对舞蹈的评

价大家一起回顾了幼儿 创编技法，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动作设计原则，完成了本节课的知识

目标。

第二个环节：确定主题

学生感受舞蹈音乐的节奏和风格确定舞蹈主题内容，学生围绕主题分组设计动作。

第三个环节：分组创编

本课是 4课时连续课程的第三节，本学期学生已掌握蒙古族幼儿舞蹈的基本动作，又学

习了一支蒙古族幼儿舞蹈。在此基础上，布置了前置学习内容：分配了 3支蒙古族乐曲，3

组学生自选一支乐曲，尝试进行蒙古族幼儿舞蹈创编。课上又用了 12 分钟进行了深度创编，

教师随机指导，使创编的舞蹈符合创编要领和动作设计原则，舞蹈动作更能体现蒙古族风格

和韵律，解决学生自主创编中的难题，实现了能力目标。

第四个环节：成果展示

学生将前置学习和课上的深度学习成果展示出来。学生展示的创编舞蹈完整成熟，符合

幼儿的年龄特征，具有蒙古族民族特色又具有美感，实现了素质目标。



第五个环节：总结校正提升

学生互评，自评，增强学生评价和责任意识，锻炼学生自信心；互相借鉴优点，提高纠

错、审美、表演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完善和提高综合职业能力。教

师评价，生动的示范指导，解决了学生在编排时遇到的问题和不足，有效的解决了重难点。

学生根据点评再修改自练提升，最后再将成果展示出来，课后再次训练提升，实现了：1、

课前舞蹈自编 2、课中教师指导编舞 3、师生互评后改编 4、课后训练提升。

四、创新与特色

这节课的主要创新点就是舞蹈教学团队关于《幼儿舞蹈创编》这门课程研发的“突出实

践，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突出实践、突出学生，五个环节逻辑清晰，结构紧凑。经过多年

探索锤炼，删繁就简（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融知识学习、技能训练、能力

培养、素质提升于一炉，繁华落尽现真淳，教学效果显著。是这节课教学的特色和亮点。

五、教学反思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为时尚短，还没能形成自己的类型特征。为了实现“十四五”期间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目标，我们团队要静下心来，深入进去，以“课堂革命”为抓手，团结协

作，潜心研究，推进舞蹈课程教学改革，提高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