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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化的幼儿舞蹈是结合幼儿身心发展最核心任务及其任务要求而设计的，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有助
于幼儿学习新事物。但现实的幼儿舞蹈教育实践或从成人视角出发进行动作创编，或重功利化创编目的，
重动作技巧轻内容表达，导致幼儿舞蹈逐渐脱离幼儿生活。于此，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必须回归生活化，
具体策略有四：一是纠正创编目的：为幼儿今日生活之所需，今日成长之所用；二是确定创编原则：立
足幼儿视角，尊重幼儿意愿；三是调整创编工作体系：师生合作，让幼儿参与到舞蹈动作设计中；四是
设计合理的创编内容体系：以幼儿生活素材为出发点，以幼儿更好生活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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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oriented infant danc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ore task and task requirement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which accords with the cognitive law of children and
helps children to learn new things. But the actual practice of infant dance education s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s to create action, some emphases on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action skil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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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children’s dance gradually divorced from children’s life.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dance movements must return to life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four: first,
to correct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for children’s needs today, to grow up today; second, to determine the principle of creation: based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respect children’s wishes; third,
adjust the creative work system: teacher-student cooperation, let children participate in dance action design; fourth, design a reasonable content system: children’s life material as the starting
point, children’s better life as the foot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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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部分幼儿园的舞蹈教育效果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众多幼儿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工作者正积极探究
“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幼儿舞蹈教育”的策略体系。在本文看来，使“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是
一个重要的对策。从理论上对该范畴进行厘清，从实践上对该策略进行引导，有助于幼儿园舞蹈教育实
践效果的改进。

2. 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的内涵及重要性
教育各领域改革的顺利进行，首先需要教育工作者认识并认可该项改革的基本内涵与价值，那么，
就本研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幼儿舞蹈动作回归生活化的内涵及重要性。

2.1. 何谓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
生活化教育理念，既不是要求单纯生活要素的堆积，更不是要求将幼儿教育等同于幼儿生活。它的
本质是承认、尊重生命的存在和生命成长的现实需要，让幼儿在亲近自己生活的过程中，真正感受自己
的生命成长[1]。它强调的是幼儿自身生长需要、兴趣需要的核心地位，幼儿真实生活要素的教育价值；
揭示的是“根据幼儿自然的发展规律设定教育目标，从儿童的生活世界中寻找教育内容”的重要启示。
由此，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就是在儿童自然发展规律的指导下，根据儿童既有的生长、生活
需要，利用幼儿生活要素进行合理的舞蹈动作创编。

2.2. 幼儿舞蹈动作设计何以回归生活化
与幼儿相关的任何活动都有教育意义发生，其中，良好的教育活动是有正向的教育意义发生的。而
正向教育意义的获得必须要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关注并践行幼儿身心发展的最核心任务及其任务所提出
的具体要求，由此，就本研究而言，合理有效的幼儿舞蹈教育是牢牢把握 3~6 岁幼儿身心发展的最核心
任务及其要求的。
2.2.1. 生活化舞蹈动作是促进幼儿完成身心发展最核心任务的必备条件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3~6 岁的儿童恰好处于认知发展的“前运算”阶段，首先，儿童由感知运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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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发展到“前运算”阶段凭借的感知运动智慧之一就是“动作协调”，这是其萌生初期因果关系运动图
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其以后逻辑和运算能力的根源；其次，儿童逐渐脱离“前运算”阶段进入“具体
运算”阶段的标志是思维的两个极端——形象方面和运算方面——的逐渐协调，直接体现在：儿童不仅
可以在身体上，而且逐渐可以在思想上重现一个动作。所以，运算(“内化了的可逆动作”[2])能力的习
得，必须通过动作内化来推动。总结而言，在保证儿童按照身心发展规律顺序性发展的前提下，无论是
从协助其顺利进入“前运算”阶段，还是“护送”其安全到达“具体运算”阶段，都必须要借助“动作”
的帮助和“动作”的教育。而舞蹈艺术的思维方式恰好是从动作思维开始的，可以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提
供针对性的“建筑材料”。所以舞蹈训练对于儿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仅提供简单舞蹈动作的
重复训练就足够了吗？适宜幼儿这一主体的舞蹈动作是否有其特殊需要呢？
2.2.2. 生活化舞蹈动作是促进幼儿主动完成身心发展最核心任务的必备条件
第一，“在求知活动中，主体是主动的——当他面临外部困扰时，他就要有所反应，以求得补偿—
—才能使他趋向平衡”[2]。而这种反应要建基于一定的理解之上才能实现。因为，一则，适当的理解可
以帮助学生厘清反应行为的方向与重心；二则，只有当学生完成对知识的第一次理解后，才能具有产生
高质量疑问的认知基础，并促使其表现出适当的主动以获得对知识的深度理解。那么，在幼儿园舞蹈教
育领域如何使学生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理解存在呢？生活化的幼儿舞蹈动作就是答案。在生
活化的幼儿舞蹈中我们可以利用幼儿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唤起学生对有关感性现象的回忆，既符合学生从
形象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规律，又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第二，皮亚杰在他的认知发展理论中总结过儿童发展各阶段的共同诉求——在认识事物时，
“阅读”
或被动的记录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广泛意义上的知识与经验来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着主体自主获
得的经验完成“习得”过程。除此之外，建构主义也认为教学应把学生已有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
引导学生从原有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那么，对于幼儿来说，在教育中渗透何种要素才能满足其
有效学习过程中对“已有经验”的需要呢？在本文看来，由于幼儿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形成丰富
的经验，生活化要素的本质在教育中可以具象化为“幼儿的已有经验”，有助于幼儿对于新事物的学习。
尤其是，幼儿理性水平不高，难以接受成人世界中概念化、系统化的知识，在此阶段，幼儿的已有经验，
即生活化因素，在其学习的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幼儿对一件事物，尤其是对艺术类等较抽象
的事物的理解及其基础上的主动学习，需要生活化因素的支持。这也就说明，建基于生活的舞蹈动作设
计，更有利于将“学习”与学生的“主体经验”发生联结，更有利于学生的深度学习，深度发展。

3. 幼儿舞蹈动作设计脱离生活化的具体表现及其不良后果
虽然生活化的幼儿舞蹈动作有利于 3~6 岁幼儿在主动学习中完成身心发展的最核心任务，但是在现
实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幼儿舞蹈动作脱离生活化的不良倾向。如，从成人视角出发进行动作创编，创
编目的功利化，重动作技巧轻内容表达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

3.1. 从成人视角出发进行动作创编，导致幼儿舞蹈沦为机械训练
体现生活化的幼儿舞蹈动作从其本质上讲是以幼儿生活为核心，甚至是全部的。这种舞蹈动作往往
贯穿的是幼儿自身视角中主体生活的诸多要素，而非凌驾于儿童主体权利之上，从成人的角度进行幼儿
生活要素的择取与舞蹈动作生活化的融入。
但是，现实的幼儿舞蹈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部分幼儿教师在进行舞蹈动作创编时
常常诉诸于成人视角。主要表现为：第一，过分突出舞蹈动作的外在行为特征，相对轻视幼儿舞蹈动作
内在本质所框定下的“幼儿”中心，导致其在进行舞蹈动作创编时不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生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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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只是进行盲目的舞蹈动作创编，而非“幼儿舞蹈动作”创编。这种不适合幼儿的舞蹈，容易导
致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活动变为机械的动作训练活动，幼儿在被动地服从中，逐渐丧失对舞蹈学习的热情。
强调教师在舞蹈动作设计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忽视甚至否认幼儿在舞蹈动作设计过程中的主动
权与相应的能力。但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生活教育，不能限制孩子自身的自由，忽视孩子自身的能
力”[3]。只有幼儿自身最了解自己拥有什么，需要什么(无论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否能够阐述的出来)。
以成人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化的舞蹈动作设计问题，不仅难以选择全面幼儿的生活要素，更难以选择正确。
从而导致成形的舞蹈动作凌驾于幼儿自身意愿，甚至是能力之上，导致创编出来的舞蹈动作就变成了对
成人动作的机械模仿，缺少童趣与教育价值。除此之外，甚至还会出现以下境况：即使部分教师创编时
所选的舞蹈主题虽来源于生活，但却因融入了过多的成人思维，而变得不被幼儿接受。

3.2. 创编目的功利化，导致幼儿舞蹈教育沦为标准化产品制作
作为舞蹈教育的一部分，幼儿舞蹈动作创编目的，必须符合教育目的的规约，也即以幼儿为核心主
体，以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为全部任务。然而，在现实的幼儿舞蹈动作创编活动中，存有创编目的
功利化的不良倾向。所谓创编目的功利化，主要是指部分舞蹈动作创编者将“外在于舞蹈教育本身的附
加效益”，如演出、比赛等带来的学校声望、教师收益、家长赞许等，当作是进行舞蹈动作创编的核心
目的，是一种将幼儿舞蹈教育引向“为家长、教师、学校的经济增长，而非为幼儿的身心成长服务”的
错误趋势。
当演出、比赛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舞蹈教育的最终目标时，快节奏、程式化的生产模式往往是最
可取的。在这种模式下，师生通过机械的高速传动进行教与学之间的联结；教师通过快速的灌输方式，
让学生在无条件地进行记忆、模仿、服从与坚信中实现高量的“标准化产品”产出。但是，一种标准化
产品如何才算真正达标呢？首先，无条件接受演出、比赛所提出的要求；其次，将该种要求作为自己的
全部努力方向。从理论上来说，也即抛弃自身作为人的“整体性”与“丰富性”，按照“局部的”比赛
事宜的“不全面”限定来约束自己的发展。完全偏离舞蹈教育应然的教育目的要求。
事实上，不仅如此，当一种教育实践的目的被歪曲定义时，该种教育也就成为了它自己的异己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该种教育的方式方法越有效，其产生的结果离真实的目的也就越远。就上述幼儿舞蹈教
育的机械化进程而言，若是幼儿舞蹈教师持续按照该种目的来设计舞蹈动作，进行舞蹈教学，则幼儿的
发展将会愈加片面，愈加不完善，离真实的幼儿舞蹈教育目标愈来愈远。

3.3. 重动作技巧轻内容表达，偏离了舞蹈教育目的的要求
舞蹈所负载的内容体系，可以理解为教育目的分解后的实体载体；而舞蹈动作则是内容体系具象化
的实体载体。所以，幼儿舞蹈教育不等于高技巧舞蹈动作的学习，它的重心在于舞蹈动作集合所负载的
深层次教育内容。在进行幼儿舞蹈动作创编时，不能片面地将重点放在动作技巧上，而是要以深层次内
容要求为依据进行动作编排。在这个整体中，内容是核心，动作是外在表现，技巧是辅助。
但是，实际上，部分教师在创编幼儿舞蹈动作时更多强调舞蹈动作技巧的专业性。众所周知，幼儿
舞蹈不仅仅承担着多种教育责任，而且还是某些教育重难点(如情绪唤醒等)的有效补充策略。它一则需要
时刻体现教育目的规定下的内容要求；二则需要根据当下教育任务的特殊情境、特殊需要等进行灵活的、
针对性的创编。仅关注高技巧动作，则是意味着上述二者的忽视，意味着对表象而非实际内涵的过分关
注，对幼儿舞蹈教育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的淡化。导致的是教师只教不育，教育责任感降低；幼儿用尚未
发育完全的“幼稚”肢体，尚未灵活协调的“稚嫩”关节来处理高难度舞蹈动作，身心皆受到挫败。
除此之外，在强调舞蹈技巧专业性的基础上，部分教师继之关注舞蹈技巧性动作完成的规范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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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幼儿舞蹈动作创编上，直观的体现为“部分教师在动作创编时过分关注幼儿能否将技巧性动作规
范地完成，群舞时幼儿能否将动作做到整齐划一”。过分强调技巧性动作的规范体现与整齐划一，也是
意味着对舞蹈动作内容及其所要传达的教育价值的忽视，使幼儿舞蹈教育沦落为舞蹈动作技巧的训练，
既造成了既有教育资源的浪费，也难以实现应然的教育目的。

4. 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的策略体系
既然幼儿园实践中的生活化舞蹈动作设计存在上述缺陷，不利于幼儿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就必
须要进行新的调整：着重考虑何种策略体系才能成为促进“幼儿更好生活、更好生长”的积极教育变量。

4.1. 纠正创编目的：为幼儿今日生活之所需，今日成长之所用
生活化，寓意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于生活教育发展的愿望与动势，它必须在最低限度上符合生活教
育的原则性要求。那么，生活教育的原则性要求为何呢？据其提出者——陶行知所言，“生活教育是供
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3]。于此，生活化的幼儿舞蹈教
育必须根据儿童的即时需求来展开，动作必须根据儿童的即时需要来创编。换言之，纠正创编目的为“满
足幼儿的即时需要”。关于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儿童的即时需要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
首先，蒙台梭利在其教育理念中强调了“围绕幼儿的日常生活需要展开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在她
看来，“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学会帮助自己’，让幼儿学做日常生活中的事”，只有建
立好基础的日常生活教育，孩子才能获得独立性发展的机会，才能有借助该种独立性深入其它工作领域
(尤其是需要独立工作的)，如思维训练活动，的可能。相反，如果基础的日常生活教育没有建立好，就很
难甚至无法进入其它领域的学习。于此，本文认为，幼儿的即时需要之一即为其“今日生活之所需”。
其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七种基本需求，当个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考虑
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这七种需求，需最先且持续被满足的即为生理的需要。而生理需求的满足需要
良好自理能力的支撑。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一个人自理能力的习得，也是他在幼儿阶段最重
要的成长要求与发展任务。于此，幼儿舞蹈教育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能够有利于幼儿自
理能力的习得，幼儿舞蹈动作创编需要建基于幼儿自理能力，也即幼儿即时成长任务的要求之上。所以，
总结而言，幼儿的另一个即时需要为“今日成长之所用”。
综上所述，若要促使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必须要纠正其创编目的：为幼儿今日生活之所
需，今日成长之所用。例如，《洗衣歌》舞蹈已经是比较经典的舞蹈，但是含有许多华丽的、与洗衣无
关的动作，需要根据新的创编目标进行动作的进一步调整，将动作进一步质朴化、生活化，尽可能清晰
地展现洗衣服的完整过程，包括搓衣服、拧衣服、甩衣服和晾衣服，使幼儿通过舞蹈初步掌握洗衣服的
过程与方法。

4.2. 确定创编原则：立足幼儿视角，尊重幼儿意愿
生活化的幼儿舞蹈创编，注重的是幼儿自身的生活，要求的是依据并利用幼儿自己的生活，促进幼
儿更好生活。简而言之，也即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幼儿“解放”出来。实质上，从成人的“残酷”里
“解放”，还蕴含如下的深层次意义：幼儿自身的生活是幼儿视角而非成人视角中的；是指幼儿感兴趣，
符合幼儿自身意愿，而非掺杂成人元素的生活。所以，生活化幼儿舞蹈的成功创编离不开对“幼儿视角”
的把握，对“幼儿意愿”的认可，这表明的是“为谁创编”的底线原则。
该原则的践行必须以幼儿教育工作者能够对幼儿视角与幼儿意愿做出基本判断为前提。然而，幼儿
生活的复杂性、活动性和不确定性，为满足幼儿发展意愿提供了多种可能，展示了更大的空间，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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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成人探寻幼儿视角，了解幼儿意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所以，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充足的教育
机智。而充足的教育机智首先要求充足的教育理论储备，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充足了解儿童发展需要与
兴趣点的既有理论基础上，找到幼儿现实表现与理论知识的契合点，及时捕捉并理解幼儿的个人或群体
意愿。于此，幼儿园在进行幼儿舞蹈教师选择与培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重视舞蹈教师的教育知识
储备，提高有教育学相关教育背景舞蹈教师的数量储备，不能只以技能水平为主要选拔标准。二是明确
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离不开职后教育的培养。幼儿园需尽可能地为幼儿舞蹈教师提供教育理论进修的机
会，而非只以舞蹈技能学习为主。
充足的教育理论储备是一个人具备充足教育机智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仅仅有教育理论储备的人称
不上是一个“机智”的人。幼儿及其生活的复杂性、活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一个“机智”的幼儿园
工作者必须是要有灵活的教育敏感性，也即“直觉的智慧”。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捕捉幼儿兴趣信
号”的及时性。什么样的工作路径可以帮助幼儿教师养成“直觉的智慧”呢？毋庸置疑，充足的理论知
识是首要且必要的，但进一步地，成人教师只有通过针对性的观察，通过具体情境中对具体的孩子的深
度聆听与互动，才能带给自己应用并锻炼自身“直觉教育智慧”的可能与机会。于此，建议幼儿园增加
考核标准如下：应用周度或月度“观察记录表”，并定期检查，以约束舞蹈教师高质量、深层次地深入
到幼儿一日生活中去，及时捕捉幼儿在生活中的兴趣点与关注意愿。从而以便于其在利用“直觉教育智
慧”的基础上，将幼儿生活中符合幼儿学习意愿的事与物汇编到舞蹈动作之中。

4.3. 调整创编工作体系：师生合作，让幼儿参与到舞蹈动作设计中
日本著名儿童研究专家津守真明确指出，要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能否“让每一个孩子充满活力地按
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是决定因素[4]。其中“属于幼儿自身的生活方式”，给予幼儿舞蹈教育最明显的暗
示就在于“以幼儿的生活作为内容，以幼儿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从根本意义上讲，这决定了幼儿自身
的生活要素与生活方式在幼儿舞蹈动作创编上的主导地位，显现了“调整幼儿舞蹈创编工作体系，让幼
儿参与到舞蹈动作设计中”的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调整幼儿舞蹈创编工作体系，让幼儿参与到舞蹈动作设计中，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新的创编工作体系应支持幼儿对舞蹈动作的内容框架进行筛选与创造。杜威有一个经典教育
论断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对此他的解释是，“儿童本能的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
生活是生长的条件，生长是生活的内容，生活即是发展，发展即是生活”[5]。其中，生长是儿童自身的
生长，生活是儿童自身的生活。所以，允许幼儿参与到舞蹈动作的创造与筛选过程中来，事实上是允许
他将属于自身生活领域的内容引入到幼儿舞蹈动作领域的内容体系中来；将自身发展的可能注入到舞蹈
教育领域中来。既突出了幼儿舞蹈动作来源于幼儿生活的“生活化特征”，又实现了幼儿舞蹈教育有利
于幼儿更好生活的“生活化意义”。
除此之外，整个的社会生活都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但是我们要从中摘取属于幼儿的部分，就需要幼
儿自身的参与，只有允许幼儿将属于他生活领域的东西带入幼儿舞蹈中，才能真正突出幼儿生活与成人
生活之间的隐形界限，突出幼儿舞蹈动作创编的“幼儿生活化”特征。
关于此，教师可每月开展一次舞蹈开放课，不固定主题，幼儿可随意以舞蹈的形式展示自己，教师
通过观察以及与幼儿的交谈，以明确幼儿所要表达的主题，教师对这些内容进行整合与丰富，作为日后
的舞蹈教育内容。这种开放式的舞蹈课，既保护了幼儿天马行空的思想，又拉近了教师同幼儿之间的距
离。
第二，符合生活化舞蹈动作创编的工作体系应允许幼儿抉择舞蹈动作的“表达”形式——也即允许
幼儿根据自身的生活感受和想象，选择或设计相应的舞蹈动作。众所周知，舞蹈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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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但就幼儿舞蹈而言，它理应是幼儿的语言。成人的角色去构思幼儿的语言，
总是会带有成人的色彩，从而没那么契合的。
而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 3 岁左右已具备了一定的叙事能力。马拉古奇出于对儿童叙事世
界的天才洞察，指出在儿童的叙事世界里，儿童具备多样化的叙事能力，拥有得天独厚的“一百种语言”，
这一百种语言正是儿童叙事的不同表达方式，舞蹈作为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儿童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运
用它。那么，总而言之，允许幼儿抉择舞蹈动作的“表达”形式，既符合生活化舞蹈动作创编的本质要
求，又符合幼儿现在所拥有的能力维度，毋庸置疑是一个可取之策。
例如，在设计舞蹈《妈妈宝贝》的动作时应充分利用幼儿已有的叙事能力以及肢体表达能力，引导
幼儿回忆、重现妈妈在家都做了什么，或自己与妈妈之间发生的温馨有爱的小事——妈妈在家里织毛衣、
妈妈给幼儿读睡前故事等，教师将这些生活动作素材适当的融入舞蹈，既可以更好地帮助幼儿体会妈妈
的爱，也可以帮助幼儿更好的熟悉和记忆舞蹈动作。

4.4. 设计合理的创编内容体系：以幼儿生活素材为出发点，以幼儿更好生活为落脚点
生活化幼儿舞蹈动作的创编中，必要的生活化动作内容比巧妙的舞蹈技巧要重要的多。所谓生活化
舞蹈动作内容体系，直接体现在生活素材的采用上。但坚持生活素材的应用并不是任由师生选取任何他
想用，他愿意用的素材。首先，该种素材必须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其次，该种素材的应用必须能够“有
助于拓宽幼儿的经验，能够让幼儿生命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得以健康的生长”[1]。简言之，生活化的舞
蹈动作创编，要求设计一种“以幼儿生活素材为出发点，以幼儿更好生活为落脚点的”合理内容体系。
那么何种内容既是贴近幼儿生活，又是有利于幼儿更好生活的呢？创建该种舞蹈动作内容体系，教
师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应用什么样的筛选机制呢？
首先，众所周知，“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他们在动作之中学习、发展；在具体的事
物和情境中学习、发展；在具体的活动中，通过现实地接触具体的、感性的形象获取信息”[1]。所以，
可以尝试分解幼儿一日生活中所接触的具体事物、情境以及活动，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幼儿舞蹈生活素材。
关于此，事实上，幼儿一日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情境以及活动，可以粗略地概括为需要儿童知晓并学
会的“日常生活技能”，需要儿童接触并了解的“日常生活现象”，需要儿童学会观察与处理的“日常
生活事务”等。这些都是可利用的生活教育素材。
由此，建议幼儿舞蹈动作的创编工作者，第一，可以将某些日常生活技能的动作顺序、动作要领体
现在舞蹈中，让儿童能够在舞蹈中学会穿衣、洗手、整理用具、清扫房间、准备饭桌、洗涤碗筷、洗衣
服、照顾花草、饲养小动物等。第二，“幼儿喜欢亲近大自然，喜欢接近新事物，会对周围的很多事物
和现象感兴趣。”在幼儿的学习与游戏中，教师应抓住幼儿的兴趣所在，留心观察并记录那些能够激发
幼儿好奇心的日常生活现象，应学会站在幼儿的角度，认真思考幼儿会对哪些事物和现象感兴趣，使舞
蹈内容与幼儿的好奇心达到契合。第三，发生在幼儿身边的各种生活琐事也是进行舞蹈创编的有利素材，
教师可以记录发生在幼儿身上的故事，提取其中有趣的动作，将这些动作编排在舞蹈动作中。教师也可
以引导幼儿观察在家里父母做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去做的，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路上
的人都在做什么？让幼儿用肢体将这些动作表达出来，老师记录这些动作，对动作进行整合并将它们用
于未来的舞蹈创作。关于此，需要注意的是，舞蹈动作可以尽可能地具体化、直观化，最好是能够真实
还原为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事物或动作，让幼儿在直观的动作体验中感受生活、了解生活、学会生活。
其次，教师务必要明确生活化舞蹈动作内容体系构建的核心任务是让幼儿体验生活、学会生活，教
师的舞蹈动作创编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幼儿更好生活需要什么，而不是教师可以提供什么，或做什么可以
带来更大经济收益。如，“对一个具体的孩子而言，一个能提供答案的好故事、一位富有机智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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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孩子一直保持提问的兴趣”[6]。那么，一名机智的舞蹈创编者，应该是在幼儿对某些事物或现象产
生疑惑时，将问题的答案融入幼儿舞蹈动作中，这样幼儿就可以在舞蹈中寻找到答案，就可以通过舞蹈
动作的内容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提高其更好生活的素养与
能力。
总之，幼儿舞蹈的生活性是幼儿学习舞蹈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幼儿有效了解和接纳舞蹈学习内容
的关键。因此，幼儿舞蹈动作设计的方方面面必须紧紧围绕着幼儿的生活。当然，对于“在幼儿舞蹈教
育过程中如何切实有效的实现幼儿舞蹈动作设计回归生活化”这个课题，以上仅为理论层面的浅层论述，
在今后的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还需要教育工作者们对该课题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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