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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舞蹈在高校特色体育课程中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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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和特色体育课程结构优化两大角度来分析将维吾

尔族舞蹈作为高校特色体育课程的必要性，探讨该课程具体实施的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评价体系等，并总结课程实施效果：新疆大学开设“刀郎舞”课程，增进了

学生人际关系、维护身心健康；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麦西来甫舞蹈课程，提高了体育艺术类

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音乐素养；乌鲁木齐市职业大学通过麦西来甫舞蹈课程提高了体育系学生的舞

台表演和创新能力。以高校特色体育课程为平台来继承与发展维吾尔族舞蹈，能够改变民族传统

体育被边缘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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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tecting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performance events and optimiz-

ing the structure of featur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authors affirmed the necessity to open a Uigurian 

course as a college featur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analyzed the course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eans, teacher team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with respect to this course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and 

summarized the effects of course implementation as follows: Xingjiang University opened a “Daolang dance” 

course for students to boost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dancing,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th; the Musice dance course open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Xingjiang University is helpful 

to enhance the physical makings and musical accomplishment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s; the Musice dance 

course has enhanced the stag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unicipal Occupational University of Urumchi by means of team cohesio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Uigurian 

dance by basing its platform on college featur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dissolve the crisis of social pe-

ripheriza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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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色体育是相对于其它类型高校所特有的校

园体育，是同类高校中与众不同的个性校园体育[1]。目

前，国内多数高校在特色体育课程的开发过程中充分

考虑地域特征、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特色

及学生兴趣等因素，使大学生对高校体育课程有较大

的自主选择性。通过特色体育课程来建设高校和谐校

园文化，是现代化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举措，

它能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有潜

移默化的熏陶作用[2]。本文就维吾尔族舞蹈在部分高校

体育课程中的实践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开发和利用维

吾尔族舞蹈文化资源，不仅可改革传统高校体育课程

内容，实现大学体育课程的优化目标，还有利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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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高校特色体育课程体系。 

 

1  维吾尔族舞蹈文化 
维吾尔族舞蹈主要包含 5 种风格迥异的传统舞

蹈，其中塞乃姆流行天山南北各地，北疆塞乃姆动作

轻快利落，东疆塞乃姆动作稳重大方；刀郎舞流行叶

尔羌河畔地区，以两人为一组的对舞形式来表演保存

至今；夏地亚纳流行新疆各地，以南疆 为突出，舞

蹈的基本步伐以小跳步为主；纳孜尔库姆流行于鄯善、

托克逊、哈密等地区，是男性即兴舞蹈，以两人为一

组在赛乃姆或吐鲁番木卡姆舞蹈的后半部分表演；萨

满舞流行于南疆喀什、莎车一带，舞者沿着逆时针方

向前进，随着鼓点起步，高潮部分有连续性跳转等技

巧性动作[3]。 

维吾尔族是善于吸收与融汇各种文化之长的民

族，在进入西域以后，不仅继承了西域乐舞饮宴风俗

与“城郭之国”的歌舞技艺，而且融入回鹘汗国游牧

生活时期的文化习俗与萨满教的思想观念，使西域乐

舞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表演形式多样化[4]。村民簇居生

活为经常举行各种群众娱乐活动提供了可能，由此产

生了集歌舞、文学于一体的维吾尔族重要民俗活动“麦

西来甫”(歌舞聚会)，集中体现了民族风情、语言特

色及社会人文因素。由于大型群众性歌舞聚会的经常

举行，维吾尔族的各类传统舞蹈通过聚会表演进行传

承和演绎， 终形成了融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套

曲——木卡姆。经过发展创新，将维吾尔族舞蹈的不

同种类的经典动作融于一支舞蹈中，称为麦西来甫舞

蹈。 

 

2  开设维吾尔族舞蹈课程的必要性 

2.1  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文化边缘化与文化危机[5]。从促进世界文化多元

化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民族传统体

育需要大力保护、继承与发展[5]。学校是人类文明和优

秀文化得以代代传承的主要基地之一，青年是民族传

统文化的传人，学校可发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

作用，有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之一的维吾尔族

舞蹈，其鲜明、丰富、多变的表现形式，舞蹈中所表

现的民族精神以及特有的内涵都是其他歌舞艺术所不

能替代的。通过学校教育来继承和弘扬这一优秀的民

族传统体育表演文化，逐步实现少数民族传统表演体

育 优化[6]，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认识和了解更加深

入、全面，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和

继承发展。 

2.2  特色体育课程结构的优化需要 

高校特色体育课程的开发融入“健康第一”“终身

体育”的教育理念。如今的高校特色体育课程大体有

时尚运动项目课程、休闲娱乐课程、民间游戏和民族

传统体育改造项目课程、国外武技课程、文化益智课

程、保健体育课程等[7]。课程设置从学生的现实生活与

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特色课程内容的多样化与体育

课程的个性化设置相辅相成，形成了健身与竞技、传

统与新兴、民族与国际等多层次课程新体系。 

现代大学生在追求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对个体的

审美意识、形象教育、团结精神等内在的精神文化层

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体育艺术类课程深受高校

学生的青睐。维吾尔族舞蹈具有典型的西域舞蹈风格，

乐曲节奏轻快，舞蹈动作自由奔放，融技艺性表演和

娱乐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审美观赏价值，将其作为高

等院校体育教学内容，可优化特色体育课程结构，丰

富校园体育生活。 

 

3  维吾尔族舞蹈课程实施 

3.1  课程内容 

作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与舞蹈相结合的运动，维

吾尔族舞蹈以其独特的魅力进入校园。本课程教学主

要以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手型、基本手臂动作和基本

步伐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向舞蹈套路组合以及舞蹈技

巧性动作组合发展。本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选

修课一是指综合性大学的公共选项课，学生能够自主

选择维吾尔族舞蹈作为体育课程，二是指维吾尔族舞

蹈作为体育专业学生的体育类选修课内容。维吾尔族

舞蹈必修课属于体育艺术类课程内容。根据不同的学

习对象，针对性地安排和调整课程的内容、方式、授

课教师等，有利于提高课程的实效性。 

3.2  教学方法 

面对大学生的体能差异性较大、舞蹈基础参差不

齐的现状，在实施维吾尔族舞蹈课程的教学中，应采

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课堂化、课余化、终身化

的特点。在班集体上课的基础上，可以进行班内小组

教学和班内个别教学，分层教学有利于提高全班学习

质量。 

班内小组教学是指在全班上课的基础上开展小组

(2~8 人)学习活动，把教学的重点从教师的“教”转移

到学生的“学”上，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教师可将程度不同的学生安排为一组进行舞蹈

学习，以便组内学生相互交流促进，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深入各小组指导和督促，随时解决小组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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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小组学习结束时，可进行总结和舞蹈表演，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信心。 

班内个别教学是指在全班上课的基础上，对班上

能力较差或较强的学生分别教学，使舞蹈教学内容适

合每个学生的学习需要，调动每个学生的练习积极性，

使之在教学活动中受益；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可在舞

蹈的单个动作练习、分段组合练习、成套动作练习的

过程中，逐步自学和训练独立思考能力。 

3.3  教学手段 

单个周期的课堂教学手段形式也可多样化，在本

课程的理论教学中应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也可组织

学生集体观看维吾尔族舞蹈相关音像资料，通过对华

丽多彩、工艺精湛的舞台服饰和道具的了解，再辅以

对该课程的文化渊源与传承的介绍，能够多角度、深

层次地深化教学内容，使单调的传统教学课堂形式得

以丰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不仅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信息量，还能够优化

舞蹈理论的有效教学时间。 

在维吾尔族舞蹈的技能学习阶段，可对班内小组

采用创新合作、展示评价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创新合作手段首先是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引导学生如何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去收集

维吾尔族舞蹈资料；其次是培养学生对舞蹈队形队列

的创编能力，学生可在舞蹈学习过程中，结合组内其

他学生所收集的舞蹈表演材料，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舞

蹈的队形队列创编，使学生真实体验到舞蹈技能提高

的成功感。 

展示评价手段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

台，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特长、个性以及自我表现能力，

以及培养学生评议成套舞蹈组合队形队列创编是否合

理的能力。学生将会在评议过程中，不断地把所掌握

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增加对理论的理解，

并结合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完

善。在评价的方式上，教师应依据不同的学习态度、

进步幅度和实践能力等实行激励性评价，学生应该重

视自评和互评， 终才能提高舞蹈技术水平。 

3.4  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让教师初步掌握特色体育课程原理，明确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组织、课程设计

等基本理论，为维吾尔族舞蹈课程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对教师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其民族体

育艺术类的知识领域，重新构建教师的体育表演技能

结构，提高体育教师对特色课程的开发能力，形成特

色体育“维吾尔族舞蹈课程”开发队伍。再次，建立

课程负责人制度。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组成员开展维

吾尔族舞蹈课程教研活动，实行相互听课和共同备课

制度，实现师资的优势互补，快速提高整个课程组的

业务水平。 后，要加强科研能力建设。明确该课程

组科研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开展维吾尔族舞蹈研究，

并将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做到特色体育课

程的教学、科研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 

3.5  教学评价体系 

维吾尔族舞蹈课程的开发需要学校建立相应的评

价体系，确保该课程的健康运行。评价主体有领导、

教师和学生，评价采用多元评价方式，使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维吾尔族舞蹈课程教学评价内

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对课程开发教师的评价，主

要从学生选修人数、教学效果、领导与教师听课评价、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五大

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第二是对学生的评价应考虑三方

面因素：一是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学时总量，不同学时

给予不同分数；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平时表现，

如态度、积极性、参与情况等，由任课教师综合考核

后给出相应分值；三是学习的客观效果，针对不同的

选修和必修课程类别，教师可采用教考分离，聘请专

家考评等多种方式考核。另外，该课程负责人应及时

对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及教学考核的评价进行反馈，

课程组可根据反馈信息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和

改进。 

 

4  课程实施效果 
维吾尔族舞蹈课程始终以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培

养实践能力和团结精神为前提。目前，新疆大学的公

共体育选项课中已开设“刀郎舞”课程，经过 3 年的

创新与发展，现已成立由教授负责的特色体育课程组，

课程组教师具备系统的理论知识和高超舞蹈技能，

2009 年该课程评为校级精品课程。通过对比该课程的

学生选修人数呈逐学期增加趋势，横向对比全校公共

体育艺术类课程的选修人数，从开课的第 2 学期至今，

该课程人数已超越健美操课程，与拉丁舞课程人数一

样多。该课程的顺利实施为大学生提供了集体锻炼的

机会，在提高身体机能的同时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

沟通。 

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已将塞乃姆和夏地亚纳两

种舞蹈动作糅合编排出“麦西来甫舞蹈”，作为体育艺

术类课程的创新课程已进行 4 个学期授课。每个学期

期末，聘请专家对实验班和对照班采用双盲评比法进

行现场考评。经现场反馈，在主修体育艺术类项目的

学生中，有 85%汉族学生喜欢学习维吾尔族舞蹈，95%

的少数民族学生非常支持维吾尔族舞蹈进入大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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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对比考核结果可知，学生经过麦西来甫舞蹈的学

习，加深了对不同舞蹈特点的技能了解，提高了不同

舞蹈风格展演时的准确性，特色民族音律的熏陶有助

于提高体育艺术类学生的音乐素养。 

乌鲁木齐市职业大学体育系已将糅合维吾尔族不

同舞蹈风格的麦西来甫舞蹈作为必修舞蹈课内容，现

已进行了两个学期的实验教学。实验班学生按照 5~8

人分成不同表演小组，并要求学生课余时间对所学舞

蹈进行队形队列编排，学期期末聘请专家现场考核，

各个表演组以舞台表演的形式进行公开展示。结果表

明，每班 85%的学生已掌握维吾尔族舞蹈队列队形的

创编技能，丰富多彩的队形和巧妙流畅的队形变化突

出了维吾尔族舞蹈动作丰富新颖的独有风韵，令麦西

来甫舞蹈更具民俗性和可观性。问卷调查显示，实验

班的 88%学生认可维吾尔族舞蹈能够增进男女生间的

友谊、提高团队凝聚力。 

 

维吾尔族舞蹈属于健身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体育

项目，体现了西北少数民族体育表演项目特色，将其

作为特色体育课程内容进行开发，是将我国优秀的民

族体育文化渗透到素质教育中实践，学生在提高身体

机能的同时还能使在运动中充分放松心情，享受体育

乐趣。通过创新型建设高校特色体育艺术类课程——

维吾尔族舞蹈，不仅拓宽了特色体育课程建设平台，

还有利于维吾尔族舞蹈和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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