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论 文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ffd4ee4c06174e9d8610abb9ad3f9e60
送检文档：  对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成套

论文作者：  xzy

 

文档字数：  22406
检测时间：  2014-03-09 16:52:16

检测范围：  论文库，中文期刊库（涵盖中国期刊论文网络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重要学术期刊库、中国重要社科期刊库、中国重要文科期刊库、中国中文

报刊报纸数据库等），Tonda论文库（涵盖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博论文数据库、部分高校特色论文库、重要外文期刊数据库如Emerald、HeinOnline、

JSTOR等）。

 

一、检测结果：  
 

总相似比：  35.08% [即复写率与引用率之和]

检测指标：  自写率  64.92%复写率  27.45%引用率  7.63%

其他指标：  表格  0 个 脚注  0 个 尾注  0 个 



第 2 页

章节抄袭比

35.08% 对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成套

 

二、相似文献汇总：  

序号 标题 文献来源 作者 出处 发表时间

1 ...现的一个应当重视的新问题_哲学论文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2 ...阿克苏、和田等地区中小学足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研究-《新疆... 互联网 互联网

3 1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 大学课件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4 mjt[美容/塑身]国际标准舞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5 【舞】中国古典舞的系统化认识和生长启示_论文评论_舞蹈文库_中国... 互联网 互联网

6 下载此文攀岩网 - 户外运动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http://www.docin.com/p-306464462.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miUEGJqjJ4zBBpC8yDF8xDhhqDGkK6lfD7tBb91J2d7uL56cUGolwfhlBCb7zmfCYjXbZFWrxo-j2k5rP3TGKTq
http://www.doc88.com/p-5806185320318.html
http://www.docin.com/p-228674656.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jmIG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2sDW9_dJEI2t35NY2mUXYlfBsuQ8CmoTfE3-GYAIvva6K
http://www.doc88.com/p-34389441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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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章程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8 中国舞蹈编导教程(2)-舞蹈编排 - 互联网 互联网

9 中小学美术示范课的评价研究 - 讲义教程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10 中西方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水平差距论略 学术期刊 江奔 袁静 理论界 2008

11
中西方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水平的差距研究

学术期刊 朱施成
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究卷
2008

12
交谊舞与拉丁舞锻炼价值的比较分析

学术期刊 熊文
山西师大体育学

院学报
2007

13 体育舞蹈 - 琴棋书画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14 体育舞蹈_百度文库 互联网 互联网

15 体育舞蹈对促进武汉市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研究 学位论文 王东礼 硕博学位论文 2009

16 体育舞蹈教学能力结构的理论研究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17 体育舞蹈的发展概况 - 舞蹈考级 大家论坛 互联网 互联网

18 体育舞蹈课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19 体育舞蹈赏析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20 北京市普通高校体育舞蹈教师队伍的现状调查分析 学位论文 刘佳 硕博学位论文 2010

21 南京体育学院考研运动训练学 - 大学课件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22 国际标准舞在中国 学术期刊 柳剑文 舞蹈 2010

23 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时代教育.教育教学》2010年第... 互联网 互联网

24 女子少儿体操运动员协调能力的评价标准的研究 - 硕士论文 - 道客... 互联网 互联网

25 对体育舞蹈业余选手艺术表现力的研究 - 户外运动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http://www.docin.com/p-581903497.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GJqjJ4zBBpC8yDF8xDh8vibi2lBcCmMHcIoSLBqwNo29VnY6g2Vj_D3az7G2B5bAO-Dvbkk7Q-ke4q4_1GXdGz5R
http://www.baidu.com/link?url=s66cup-DP2Igv9lXq-dZ1hK5v6b8xs1QaW_Bu4W1KhLYP7RqZwM7XmBHWMb-vgE9DYmTntL32MWu69ydIUF-oq
http://www.doc88.com/p-360144186073.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b11ad777fd5360cba1adbb3.html
http://www.docin.com/p-184260254.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7XBOGJqjJ4zBBpC8yDF8xDhjtSieK5xeJHUCdo2PKduy26pqW71peNQaQXOkpj8E3-GYAIvva6K
http://www.docin.com/p-94316584.html
http://www.docin.com/p-258123853.html
http://www.doc88.com/p-5065990193881.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mSUZGJqjJ4zBBpC8yDF8xDh8vCWp46drDGtBcooKMBq6LVoxKHY5hBpv2WzWwYmb3IyY0lOwxohj4JVw2aK
http://www.baidu.com/link?url=EZja_kNh120l3XmtwVAojSuT0tMeSTVWRSfsdt_kwoEwBEVXM4RFE85TEAen0oZYhI2CVtttKbtkwvdF2L2kA_
http://www.doc88.com/p-900533164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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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形式美法则在健美操编排中的应用

学术期刊 陈敏
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03

27 我国体育舞蹈教练员专业素质系统结构的分析与研究 学位论文 刘美娜 硕博学位论文 2005

28
我国体育舞蹈教练员专业素质结构

学术期刊
胡悦[1] 于颖[2]

司建占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09

29 我国拉丁舞选手艺术表现力制约因素的分析及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毛进红 硕博学位论文 2008

30 我国竞技体育舞蹈团体舞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樊翠红 硕博学位论文 2008

31
我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成套动作编排创新研究

学术期刊 章硕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1

32 拉丁舞业余比赛中成套动作编排的理论研究 学位论文 马豫 硕博学位论文 2009

33 拉丁舞业余比赛中成套动作编排的理论研究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34 拉丁舞技术中动感音乐的魅力应用 互联网 互联网

35
拉丁舞选手应具备的身体素质探讨

学术期刊 熊文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02

36 推荐2009春季最时尚健康的户外健身运动[图]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37 标准舞选手音乐素养的提高——我国选手赶超世界顶尖选手的必经之路 学位论文 黄文辉 硕博学位论文 2009

38 毕业论文(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39 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 体育系 体育教育 - 产品手册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40 河南省城市表演性幼儿基本体操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王一文 硕博学位论文 2008

41 法律论文-民事诉讼证明过程中的司法认知 - 其它论文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42 泰山版上册三年级品德与生活教案 - docin.com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43 浅析舞蹈治疗的基本概念及拉丁舞的治疗作用 学术期刊 郑峰 按摩与康复医学 2010

http://www.baidu.com/link?url=77Ig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ViDWpBcokQ2cDy4J9iGTR9t1AiLiflz7_
http://www.baidu.com/link?url=8mFMGJqjJ4zBBpC8yDF8xDh8vibi2lxyEioAg9FPKdr5KY2rV7AldNYlQnCioCCJPlH2
http://www.docin.com/p-683510854.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ViDWpBcokQ2cDy3-UkID2xrs9kLiflz7_
http://www.doc88.com/p-5095908689416.html
http://www.doc88.com/p-962199519428.html
http://www.docin.com/p-237478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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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浅析音乐在体育舞蹈教学中的应用 学术期刊 马磊 山东体育科技 2010

45 浅谈少儿女子体操平衡木训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术期刊 李月娟 山西体育科技 2011

46
浅谈艺术体操的编排

学术期刊 梁胜男
乐山师范学院学

报
2003

47 湖北省青少年体育舞蹈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学位论文 朱丽华 硕博学位论文 2009

48 湖南省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动机和退出意图的研究 学位论文 李群力 硕博学位论文 2006

49 申报类别市级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50 竞技体育_百度百科 互联网 互联网

51 竞技性艺术体操成套动作编排理论及应用模式研究 学位论文 黄俊亚 硕博学位论文 2005

52 舞蹈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53 舞蹈技巧与舞蹈表现力的关系 - 琴棋书画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54 表现难美类项目动作编排与美学特征研究 学位论文 赵长军 硕博学位论文 2005

55 解决作文难写的有效途径——浅谈综合实践活动、口语交际与写作的有效结合 学术期刊 闭远忠 中学教学参考 2011

56 论机电专业_电工基础_教学方法的改革.pdf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57 论述拉丁舞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 已解决 - 搜搜问问 互联网 互联网

58 试析体育舞蹈成套动作的创编 学术期刊 何忠 许志琳 襄樊学院学报 2003

59 运动生理 - 医药卫生 - 道客巴巴 互联网 互联网

60 陕西省户外登山运动的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 豆丁网 互联网 互联网

61 高校优秀拉丁舞选手竞技能力结构特征研究 学位论文 冯胜兰 硕博学位论文 2009

 

http://www.docin.com/p-66843440.html&amp;endPro=true
http://www.baidu.com/link?url=pn1yGJqjJ4zBBpC8yDF8xDhiqDSn1JZjFWsHhEoSNd85PkV8XilxqMAlR8GrynaE
http://www.docin.com/p-240315234.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o7MY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ViXDxBcokQ2cDy4pgnGDV5r11iOH3jjGKNN6C
http://www.baidu.com/link?url=pyIK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ViDWpBcokQ2cDy4Z9pHj25rMwaLiflz7_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GJqjJ4zBBpC8yDF8xDh8rD3r1FYfJ7kUbkoSNd85Qo2jGzR8rcopOHaijGKNNq
http://www.doc88.com/p-898572224832.html
http://www.docin.com/p-605171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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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文相似详情：       （红色字体为相似片段、浅蓝色字体为引用片段、深蓝色字体为可能遗漏的但被系统识别到与参考文献列表对应的引用片段、黑色字体为自

写片段）

    1.1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目前我国拉丁舞的发展与刚刚传入我国时相比可谓是飞速发展。从80年代至今我国拉丁舞选手的竞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欧美强队相比不论是从舞技还是

成套动作组合都不及欧美队伍。为此，不但对舞技水平进行提高，还必须对拉丁舞选手的成套动作做出研究，吸取前人经验，不断克服存在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使

我国拉丁舞选手舞蹈技术几个方面水平得到提升，赶超世界高水平运动员。 

    1.1.2研究意义 

    拉丁舞成套动作的创编，无论是在其比赛、表演还是在训练和教学在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掌握体育舞蹈的创编技巧，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和任务、不同对象的

特点、运动美学法则以及国际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编排过程中要区分动作难度和类型，把握动作的节奏、空间和时间等几个技术要素。成套动作创编要分阶

段、有步骤地进行，要科学合理、自然流畅、体现风格，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比赛推动着拉丁舞项目蓬勃发展，考核拉丁舞选手成绩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对成套动作创编完成质量的好坏，它直接影响着选手比赛成

绩的高低。拉丁舞成套动作的编排，主要目的是通过表演和各种比赛的形式，为各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展现自身表演才华和参与竞争的机会，从而使拉丁舞得到广泛的

开展与普及。因此深入研究拉丁舞选手成套动作的编排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成套动作编排是教练员实施设计为主，选手参与完成的，依据竞赛规则要求在适合选手运动竞技能力的基础上，将技术动作或组合在音乐的引导下，按照一定的时间

、场地、范围和方向路线，合理的进行构思、设计、加工，组合为有序完整的一套动作，是一项抽象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活动。选手的运动能力、技术动作风

格、个性特征及表现力都不尽相同，在编排构思时需要仔细的分析，区别对待，训练实践中实施者应不断完善和提高自我能力水平，为编排出优秀的成套动作奠定坚实

基础。 

    1.2.相关的文献综述 

    通过相关检索了解到，人们对于拉丁舞这门新兴项目的了解、评估、研究、报道、论文资料虽然不多，但是相关专家学者还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

究。 

    1.2.1竞技拉丁舞在我国的发展 

    1.2.1.1拉丁舞的引进 

    1986年前，只有广州和上海少数人跳国标舞，但大多还是在跳三四十年代的交际舞。到了1986年11月，日本业余舞蹈竞技协会会长山口繁雄先生与中国对外友协联系

，商谈举办中日国际标准舞友好赛事宜，中国对外友协随即与我国舞蹈对口单位中国舞蹈家协会联系，以促成此文化项目的交流。中国舞协组联部为落实此项对外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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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工作，便从1986年11月至1987年3月，开展了此项工作。为培训中国舞者，山口繁雄先生和小林弥寿枝女士亲自来北京授课。期间日本著名的国标舞教师成濑时博先

生专程来北京，在二七剧场为舞者上大课，舞者进步很快，为中日友好赛做好了参赛舞者的准备，也为国际标准舞在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山口繁雄先生和成濑时博先

生来京讲课后，中国舞协外联部在刘秉琦同志的领导下，杨大林同志担负起组织舞者培训的推广工作，他先后在北京交谊舞学校、西城区文化馆工作，并应山东省舞协

，浙江省舞协的邀请，进行国标舞的教学推广工作。 

    拉丁舞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最初的交谊舞-规范+首次比赛-形成体系-各种比赛-通俗化-全民化）由时间发展顺序，1986年，文化部宣布成立了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并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国际标准舞会演，由此每一年举办一届。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如今，国标舞事业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关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大项，从1998年开始，国标舞将被列入中国文化部“荷花奖”的评奖单项，国标舞事业从此又将开辟一个崭新的篇章. 

    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的建立：由于社会上的舞者增多，迫切希望有一个专门组织来领导和管理此项新引进的事业。中国舞协组联部仅是出于对外交流而进

行国标舞活动，并未有成立相应组织来长期发展国标舞的打算；国舞协群众舞蹈研究会也不是专门进行国标舞的机构，不可能形成我国国标舞发展的长远规划因此有舞

者反映，因此，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于1989年初正式成立。会长是贾作光，执行副会长是王镇，副会长史大里，秘书长为傅中枢，副秘书长沈敏华。 

    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成立：中国舞蹈家协会是中国文联领导下的一级法人组织。而中国舞协国际标准舞总会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下属组织，属于二级组织。面对已经

在全国发展起来的国标舞形势，面对而后成立的国家体委属下的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及文化部属下的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他们均是一级法人社团)的成立，中国舞协国

际标准舞总会的工作面临不能正常进行的局面，二级协会已不能适应全国国标舞事业的发展形势。因此，中国舞协国际标准舞总会向中国文联报告：申请直接挂靠中国

文联，更名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并向民政部登记注册。 

    由于中国文联的关心和强有力的支持，加上贾作光会长、王镇和张敦意副会长多次到民政部找有关领导进行阐述，终于在1993年4月27日，民政部批准了中国国际标准

舞学会的登记注册。从此，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成为直接在中国文联领导下的国家一级法人社团，中国国际标准舞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里程。 

    教学大纲的产生：1994年起，由华明、杨威、袁水海三人制定了少年拉丁舞教学大纲，并于当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在北京举办了由华明同志执教的首期全国少年拉

丁舞教师培训班，以后每年定期举办一次，至2001年已举办了八期全国少年拉丁舞教师培训班。全国数百名学员经过考试获得了A或B级少年拉丁舞教师。这些教师在全

国各地教学，培养了数万名少年拉丁舞舞者，成了中国国标舞的后备军，他们是中国国标舞的明天，是中国国标舞的希望。 

    教师级别考试：1996年始，IDTA英国国际舞蹈教师协会考官王子文先生与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合作，并由中国国际标准舞学会多次举办教师、舞员、评审学习班，并

进行业余级、银、铜、金星。职业级Associate Member(会员)的考级。通过学会在北京举办及王子文先生应全国各地邀请，授课(包括小课)数百次数千课时。考得IDTA金

。银、铜，金星级千余人Associate。Member几百人次。所有考获IDTA Associate、Member资格的人都成为IDTA英国国际舞蹈教师协会的会员。从这之后国标舞基本步入

正轨，每年的考试和培训以及比赛持续进行。 

    1.2.2关于同项群项目编排内容研究 

    作为“难”“美”类项目之一，过去对于难美类项目的研究就很少，关于难美类项目编排内容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少量关于各个项目编排方面的研究： 

    （一）在体操方面：彭洪涛对双杠整套动作的内容、结构及发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双杠整套动作主要由转体、空翻和屈伸、回环等3部分组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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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艺术体操方面：倪旭芬通过对国际艺术体操规则在个人项目动作编排上的变化分析，提出了艺术体操今后的发展趋势，个人项目编排提高艺术价值;突出各项

器械的特点;发展联合难度，发展脱离视线的抛接动作，减少过渡动作，发展除手与臂之外身体其他部位运作器械，以及发展一个身体动作和多个器械动作的结合等建议

[2]。曹蓓娟从表演、竞技的角度浅述艺术体操这一表演性竞技运动项目的特点，并阐述了如何利用“编排”这一可控因素，来提高成套动作的编排价值，取得主观上的

优势[3]。谢风辉认为音乐的选择应考虑队员自身的风格和气质，不同器械的不同特点，音乐风格的培养，注意音乐节奏与层次4个方面。编排应考虑成套动作风格的突出

，难度动作的创新，队形的变化，注重时间利用与动作密度，其比例为4:3.5:2.5;动作结构有支撑型和混合型两种；今后将朝编排动力化，改变动作要素以提高难度，改变

连接以获得加分的方向发展。 

    （三）在竞技健美操方面：李嘉等人认为在竞技健美操比赛中，运动员制胜的关键往往取决于难度动作的完成和编排的巧妙，一套竞技健美操成套动作的编排水平直

接影响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发挥和整套动作在裁判员心中的定格，在现代竞技健美操比赛中，掌握难度动作编排的特点和规律己成为必然的战略手段之一，它将有助于

难度动作编排的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具有很强实战意义[4]。郭丽娟认为健美操是以追求美、创造美为主要特征的运动项目，与形式美法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在成

套动作中如层次、和谐、对比、均衡、曲线变化等都是形式美的表现形式；在动作编排中正确运用这些法则，能使健美操更具审美性，有利于提高编排的艺术效果[5]。

门傅君芳通过分析，得出了竞技健美操男单成套动作的编排趋势:难度的发展和创新是成套动作的价值所在；新颖与独特是成套动作的灵魂；高质量地完成整套动作是取

胜的决定因素[6]。 

    1.2.3关于拉丁舞项目成套动作编排的内容研究 

    编排基本理论研究是指导体育舞蹈编排实践的重要保证，目前体育舞蹈编排理论的研究文献较少，涉及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讨也较欠缺。总体上，一些专家学者也提

出了有关成套动作编排的一些理论和依据。 

    习寿华在《体育舞蹈运动技术理论探讨》中就标准舞技术理论的某些方面做出了分析，文中对领舞与跟舞、气质表现、自我平衡技术、重心移动技术、反身技术做了

详细的分析，为体育舞蹈教学和成套动作创编提供理论的依据[7]。 

    张清澍在《体育舞蹈》一书中，详细的对编排的理论依据做出了总结: 

    第一、编排应根据不同的目的和任务；由于目的、任务的不同，在编排设计体育舞蹈动作的结构和艺术加工的处理上都有所不同，竞技性体育舞蹈进行成套动作的编

排时，主要的目的是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所以编排应根据音乐节奏、不同舞种、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精心编排，以取得优异的成绩； 

    第二、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在编排动作时，应考虑到对象的年龄、身材、技术水平、素质条件和个性等特点，编排设计要充分发挥运动员的特长动作，避开弱点； 

    第三、根据体育美学法则、国际规则要求和发展趋势；成套动作编排要顺应国际潮流，遵循体育舞蹈的规则要求，在编排的过程中更要时刻的注意体现体育美学的形

式美法则，选择和编排出适合运动员特点的成套动作[8]。 

    黄坚毅认为，旋律是音乐最主要的要素与重要的表现手段，它表现特定的内容与情感旋律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音乐的内容、体裁、风格、特点等主要是由旋律体

现出来，不同时代、国家、民族、地区的音乐也往往以旋律区分出来，对于需要表现情感的体育舞蹈来说，选手在舞蹈过程中，仅靠气氛是不够的，尤其是表现内心情

感的变化中，若只有音乐节奏制造的动感，则会让人感到舞蹈者所做的动作是没有生命的木偶，也就失去了舞蹈的本来意义，舞蹈的情绪表现靠节奏，而情感的表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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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旋律"旋律是情感的流淌，是动感与情感的结合物，“动”“情”双赢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舞蹈才富有艺术感染力，因此，“情”才是音乐与拉丁舞的

最佳结合点所有艺术，不论它是视觉艺术还是听觉艺术，都是以情为核心的[9]。 

    陈瑞璋、伏宇军提出，无论是教学的、表演性的或是竞技性的成套动作的编排，一般应掌握四个基本要素:动作要素、节奏要素、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10]。 

    单亚萍认为拉丁舞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是美的创造和体现;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的集合;是动作美、音乐美、人体美、和服饰美的集合;是美育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11]

。 

    何忠、许志琳在《试析体育舞蹈成套动作的创编》一文中指出体育舞蹈套路创编就是将单个动作按一定的时间、场地、范围、方向路线和音乐特点的要求，合理地连

接起来，组成一套动作；成套动作的创编不是简单地将单个动作罗列在一起，而是遵循运动人体科学原理、美学法则和体育舞蹈项目的运动规律，将单个动作有机地联

系、和谐而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它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12]。 

    综上所述：作为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项群运动中的一种，总体竞技水平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编排质量则直接影响着竞技的总体水平，进而影响优异运动成绩的

取得。多方面系统的研究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因素及其结构，探讨成套动作的编排方法，对于提高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参加2013年全国体育院校健美操体育舞蹈锦标赛随队裁判、教练员和拉丁舞甲组各项比赛项目选手作为数据调查和分析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体育舞蹈方面书籍，并登陆中国学术期刊网、百度搜索网、以及部分体育网站检索了体育舞蹈方面的文章30多篇、关于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方面的文

章10几篇、以及大量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献资料。还在图书馆收集到大量的与体育舞蹈、拉丁舞相关的文献资料，并查阅大量相关学科的硕博士论文，杂志，报刊等

，对检索到的重要文献和相关资料进行分类、分析、借鉴和利用。同时也对体育舞蹈相关的边缘学科知识进行了解。通过分析，为本研究的设计、构思、分析奠定了理

论基础，从前人研究的成果中吸收有益的信息，为撰写本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2.2专家访谈法 

    对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教科司、全国体育院校竞赛协作会主办的全国2013年全国体育院校健美操体育舞蹈锦标赛各院代表队的20名专家进行访谈，通过电话、面谈等途

径，对有关本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访谈，征求对本研究的宝贵意见，为本文的一些观点提供现实材料。（见表1） 

    专家构成教授副教授讲师 

    人数 510  5 

    比例 2550  25 

    表1 访谈专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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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问卷调查法 

    2.2.3.1问卷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前提下，遵循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并参考了同类型问卷的设计，初步设计教练员和拉丁舞选手两份调查问卷，对训

练状况、制约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因素以及改善对策进行调查，完成初始问卷后，对问卷初稿征询专家意见。让部分研究对象试答，然后对初始问卷进行回收，采用

项目分析对问卷题目进行筛选，剔除部分相关系数低于统计学标准的问题，修改后定稿，并形成最终问卷。 

    2.2.3.2 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 

    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了教练员和选手两套问卷，对参加2013年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标赛的裁判员和教练员进行调查。在发放问卷前对问卷的结构、内容进行了检验

，专家意见如下表 2： 

    相关专家等级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随队裁判员 国际级1  200 

    国家级3  800 

    体育学院教师 教授 

    副教授1  2 

    800 

    100 

    表2相关专家对对问卷效度检验的结果 

    2.2.3.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问卷的发放时间为2013年7月9-10日，回收时间为当月13日，回收情况见表2，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组织和发放问卷，问卷发放目标为参加2013年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

标赛的20名随队裁判员、教练员和参加甲组的各队选手50名进行检测。 

    发放对象发放数回收数回收率废卷有效数有效率 

    教练员 

    甲组选手 2020  100%020100% 

    91.4% 

    504794%443 

    表3  问卷回收统计 

    本研究共发放教练员问卷20份，回收2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率为100%；发放选手问卷50份，回收47份，回收率为94%，，其中废卷4份，有效率为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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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现场观摩、录像统计法 

    本人对参加2013年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标赛的全部比赛过程进行了现场观摩，并对参加甲组拉丁舞的选手比赛过程进行录像，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 

    2.2.5数理统计法 

    本人运用EXCEL对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拉丁舞概念的界定 

    3.1.1拉丁舞相关概念 

    拉丁舞又称拉丁风情舞或自由社交舞。拉丁舞是大众民间舞蹈，随意，休闲，放松是它的特点，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它是拉美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

有鲜明特点的激情、浪漫而又富有活力、火热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拉美人民的喜爱，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拉丁舞又被称为具有拉丁色彩的风情舞蹈或自由交际舞。拉丁舞是一种流行的民间舞蹈，随意、休闲、放松是其功能，它是拉美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浪漫，充满活力

的鲜明特点的激情热艺术表现形式，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喜爱，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拉丁舞起源于拉丁美洲，曾在欧洲盛行一时，古巴是拉丁舞和拉丁音乐的发源地，它由5个舞种组成，分别是：伦巴、恰恰恰、桑巴、牛仔、斗牛；音乐热情奔放，生

动活泼，以扭动腰部和髋部为主，配上不用风格的音乐，加上脚步上灵活的动作，自由流畅，以展现女性为主，体现女性优美的线条，有人称：拉丁舞就是为女人而诞

生的。 

    3.1.2竞技拉丁舞的特点 

    “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学会”(ISTD)成立于1904年，是当今世界上公认最早的体育舞蹈（又称国标舞）组织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整理了拉丁

舞蹈，并将它纳入体育舞蹈范畴，列入正式比赛项目。至此，体育舞蹈成为包括10个舞种的摩登舞系列和拉丁舞系列两大类，其中拉丁舞项群包括Rumba（伦巴舞）、

Chachacha（恰恰恰）、Sumba（桑巴）、Jive（牛仔舞）和Paso doble（斗牛舞）。每个舞种都有各自风格的舞曲、舞步。根据各舞种的乐曲和动作要求，组编成各自的成

套动作，使比赛更具有竞技性。 

    竞技拉丁舞发源于西方吉特巴和迪斯科舞，后来同拉丁美洲的不羁洒脱和文化气质相融合，各种丰富多彩的拉丁舞由此而生。因此它具有开朗活泼的和热情奔放的西

方传统文化风格特色。5支舞蹈中：伦巴舞与缠绵抒情，优美的动作特性相结合；恰恰舞具有诙谐而花哨、俏皮而爽利的风格；牛仔舞则具有快速移动，激昂的情绪，令

人激动的牛仔不羁气质等等。因此，在拉丁比赛中选手应该始终保持体力充沛、激昂洒脱，步法多变等特点，才能充分体现拉丁舞的风格特征。 

    3.1.2.1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表达形式 

    拉丁舞五个舞种在风格特点上基本相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表达形式。伦巴舞能够充分体现情侣之间浪漫的感情色彩;桑巴舞充分体现出巴西人豪放洒脱的性格

;斗牛舞则体现出斗牛勇士在斗牛场上的威武英姿和扣人心弦的场面等。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千变万化，选手们的艺术表达形式、手段各不相同，千姿百态

，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仍是主题鲜明，同样体现出拉丁美洲的艺术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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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音乐节奏快、动感强 

    拉丁舞带有浓郁的民间文化艺术色彩，它的舞蹈音乐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充分体现出地方民族文化的艺术风格和特征。另外，竞技拉丁舞具有很强的

节奏感，每种舞比赛的时间都在一分多钟内完成，但是由于拉丁舞音乐节奏很快音乐速度平均为40小节/min左右，选手的动作速度较快同时要求选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

成许多难度很大的动作优秀的舞者通常每小节要做2个或2个以上的技术动作每分钟要做大约90个动作，平均每秒要做1.5个左右的动作，因此动作强度较大。 

    3.1.2.3运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 

    正式的国际体育舞蹈拉丁舞的比赛，每种舞比赛的时间都在1min多完成，但是由于拉丁舞节奏很快，同时要求选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许多难度很大的动作，显然动

作强度很大。老的交谊舞技术要求比较简单随便，它的基本步和花样步都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对老交谊舞进行改造、更新和完善，逐渐

形成了较为系统和严格的舞蹈的体系。它的每个动作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特别是拉丁舞，由于它是在体育舞蹈形成的后期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舞

蹈，具有强烈的拉丁美洲的豪放洒脱的风格特性，所以它的技术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因而，对拉丁舞选手有更高的要求。选手们除了要求能较好地完成各种难度大的

动作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表演能力，才能充分体现拉丁舞的艺术色彩和民族舞蹈特征。随着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拉丁舞的技术难度还将不断加大，对选手的要求

越来越高。 

    图1 拉丁舞特点 

    3.2竞技性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基本特征及原则 

    3.2.1竞技性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编排”，即按照一定的次序依次排列先后，体育舞蹈编排是将单个动作或组合，按照一定的时间、场地、范围和方向路线，合理的连贯起来，组成一套动作

。教练员根据运动员的运动竞技能力特征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构思、提炼、整合、完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13]。 

    3.2.1.1以竞技性为原则 

    体育舞蹈从分类上属于技能主导类难美项群的范畴，带有鲜明的竞技性特点。竞技体育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

的社会体育活动。体育舞蹈具有胜负和表演性，既要有规范的基础舞步，又要有超出基础舞步以上的内容，竞技比赛的内容是研究如何跳得更加漂亮、跳得更好的问题

，它的动作如同体操，跳水、艺术体操、花样滑冰等项目的自选动作一样，具有难、美、稳、新几方面的要求。组合或套路更加富于变化，不但要有正确的方向，升降

、摆动、重心移动，还要掌握如何去平衡身体，展示身体形态，如何运用骨骼，关节，肌肉去完成每一个轻盈、舒展的令观众赏心悦目的舞姿[16]。如果说我国九十年代

体育舞蹈的主要特征是大众艺术欣赏性，那么，目前体育舞蹈的重要特征就是竞技性的加强。 

    3.2.1.2以艺术观赏性为原则 

    体育舞蹈是体育和舞蹈艺术的有机结合，既有明显的体育竞技性，有带有浓郁的艺术欣赏性。观看体育舞蹈的感觉首先就是美的享受，这种艺术性是评判的标准之一

，是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本质因素。 

    赛场上，要展现完美的技术技能，在同等水平下，谁的舞蹈表现力强，谁给人美的震撼力大，那谁就有可能取得竞赛的胜利。在国际重大的比赛中，冠军和亚军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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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就在于舞蹈风格的表现和艺术感染力上。 

    3.2.1.3以丰富多样性为原则 

    成套动作编排的风格是丰富多彩的。风格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独特性是风格的本质特征。运动员个体动作表现的风格受到自身竞技

能力制约。竞技能力特征是影响成套动作编排风格形成的重要的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优异成绩的取得。编排风格要是根据运动员个性来确定，每一名运动员要受到身

体形态、技术特点，文化背景，个性特征等诸多的因素的影响，在表现技术、情感，演绎理解音乐，色彩，空间，配合等方面都会具较为个性的特征，形成技术动作的

不同风格，才能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3.2.1.4以内容规范性为原则 

    （一）技术规范性 

    技术的规范性指基础舞步的严格标准，中国体育舞蹈组织从难易程度将它分为铜牌、银牌、金牌三个不同的档次，属于技术考核的范畴，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的基础

内容。整体动作和步法技巧是国际体育舞蹈竞赛的评判标准之一。标准舞应具有反身、升降、重心移动、倾斜和摆荡等技术特性;拉丁舞必须具有每种舞蹈典型的胯部动

作;同时选手必须正确表现步法技巧、舞步的脚法，如每一步足着点是脚掌、脚跟或脚趾等，以及脚步移动的控制和表达力，每一个舞步都具有严格的标准，因此规范性

是体育舞蹈的生命。 

    （二）音乐节奏规范性 

    体育舞蹈是一项比较特殊的运动项目，它包括十种舞蹈，每种舞蹈都有其特定的音乐节奏来对应舞蹈技术。国际舞蹈运动联合会评判规则中的重要一条：选手必须确

定是否按时值和基本节奏进行表演。“时值”是指每一舞步的时间正好与音乐合拍。“基本节奏”是指舞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且保持舞步之间正确的时间关系。时

值和基本节奏错误时，该项舞蹈的所得分数必须是最低的。这种错误不能通过其在评判的其他内容的良好表现来弥补。选手的舞蹈表现力要竭尽所能的体现音乐风格

，这揭示出选手对舞蹈节奏的感受、理解与适应能力和在舞蹈中对音乐的理解与表现。但若表演与节奏不和，也要按违反音乐的时值和基本节奏来处理。 

    (3)舞蹈风格规范性 

    体育舞蹈的每一舞种都有特定的风格，运动员必须正确掌握舞蹈的风格特点，这是进行体育舞蹈竞赛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3.2.2竞技性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基本原则 

    3.2.2.1 具有科学性原则 

    任何具有生命力的事物都体现着科学性。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基本原则具有科学性，在创编过程中教练员所选取的单个动作的难易程度要结合选手本身的舞蹈技术

能力和体能因素相适应；对难度较高的动作适当安排在成套动作中的数量，从而使选手理解成套动作表达的主体思想，轻松顺畅地完成整套动作。科学性的创编是表演

舞拉丁舞舞蹈作品成功的基础。竞技拉丁舞的创编必须要遵循人体生理结构特点，在符合科学规律的前提下，将双人丰富的技术动作、伴随着音乐的理解，借以表达不

同形式的丰富内涵，同时展现双人成套动作的形体美、艺术美。 

    3.2.2.2具有观赏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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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的编排，主要目的是通过各种比赛的形式，为社会各种不同层次的人展现才华和参与竞争创造机会，从而使竞技拉丁舞得到广泛普及和长远发展

。因此成套动作中，各种舞种类型的选择、编排整体结构以及整套艺术表现的手法，该以增强竞赛气氛和即观赏性为重要编排原则。竞技拉丁舞以形式美为特征，从展

现美出发，注重成套动作的自然流畅性和可观赏性是编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任何创新编排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呈现美，使人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升华

。因此，在拉丁舞成套动作的编排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各种创新动作联合形式以及创新表现形式的优美性与观赏性，以达到创新的内容能够在视觉和听觉上满足审美的

需求，从而为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加分。 

    3.2.2.3具有个性化原则 

    拉丁舞中五种舞的风格各不相同，因此成套动作设计，每段动作安排，难度动作在成套动作中的分配，起始动作和结束动作的编排等都该充分发挥各个舞种不同的风

格，通过展示各个舞种技术和艺术特色的同时，合理巧妙的设计整套动作，形成有自我风格的舞蹈。教练员在成套动作编排中，应针对选手的个人特点（包括年龄、形

态、机能、身体素质、技术特点、动作风格、表现力、心理等）；针对拉丁舞各个舞种的特点和特性；针对成套动作的特征以及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发展趋势等多种

因素来进行编排。在设计成套动作个性时，应充分考虑上述诸多因素，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地进行分析，独自创作出具有鲜明特点和多样化动作的成套动作

。 

    3.2.2.4具有超前性原则 

    超前性是指在编排过程中，通过超前的思维、构思、超前的设计、实验来开发出新颖、独特、与众不同并能引起广泛认同的技术动作、动作连接和表现形式[12]。在拉

丁舞成套动作编排创新的编排中，应该以超前性为基础，认清竞技拉丁舞发展趋势以及时代发展的主流和脉搏，以比赛规则为准绳，构筑具有新意和独特风格的拉丁舞

成套动作。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就必须不断地寻求编排中新的表达方式、新的动作联合方式等创新突破口。 

    3.2.2.5具有可行性原则 

    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过程中的任何创新设计都不是脱离选手实际能力水平的为新而新。编排设计中的内容应符合选手的实际能力，具有

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动作设计应符合人体运动规律，以保证编排取得理想的效果。如果动作设计与选手实际水平不符，选手的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或者所设计的内容

违背了人体运动的规律，必然会造成虚幻的空中楼阁，使编排误入歧途，从而影响编排效果，并最终影响选手的比赛成绩。因此，在编排设计过程中既不能只求“稳

”而忽略了对创新的要求，同时，也不能脱离选手的实际水平，盲目追求“难与新”。 

    3.2.2.6具有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拉丁舞编排的基本特征，是拉丁舞发展与进步的源泉，同时也是舞蹈作品创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不断创新技术、开阔创编思路、丰富创编方法

和创编形式与内容，才能获得独创性，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拉丁舞创编中，创新是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切实把握拉丁舞技术的发展趋势

，研究和掌握技术动作发展的新动向，大胆创新、巧妙构思，创编出独特的舞蹈作品。 

    3.3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主体解析 

    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编排的主体是教练员和选手，成套动作编排的主体间的相互协作及配合是影响竞技选手的赛场效果和比赛成绩主要因素，因此对竞技拉丁舞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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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动作编排的主体（教练员和选手）研究尤为重要。 

    3.3.1.我国体院院校拉丁舞教练员现状分析 

    3.3.1.1竞技拉丁舞教练员应具备的素质【中国舞蹈编导教程P4-5】 

    拉丁舞的成套动作编排是艺术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具备精神的专业知识和艺术修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然后知识是无限的没有人能够全部学习

并且掌握，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职业要求学习、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创造，因此，作为一名教学实施者，也就是教练，要对

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知识结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以便更合理的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不断丰富知识、提高艺术修养。 

    什么是一个教练员合理的知识结构呢？这是由其担负的创作职责决定的，一般而言，应该具备四个因素。 

    坚实的舞蹈基础 

    作为一名舞蹈艺术的创作者，掌握竞技拉丁舞的同时应该对相关舞蹈进行研究，要对其发展历史以及风格特点有较深刻的理解。例如健美操、艺术体操、流行课程、

现代舞以及国外的代表性舞蹈等等。拉丁舞作为竞技艺术的一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才有可能掌握。所以，教练员除了需要拉丁舞专业毕业的高学历意

外，还应具备2年以上的比赛实践基础。这是因为在编排的过程中，教练员还需要指导选手进行全方位的训练，如果教练员本身缺乏作为选手的经验和实践，不能真正理

解作为选手的比赛意识，那么两者之间很难密切合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进行动作编排的基本材料（也成基本素材）如果教练员本身都不掌握、不熟悉，编排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和累积在编排上的

需要是无止境的，随着竞技拉丁舞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就一直需要教练员不断学习，掌握新的基本材料。经验丰富的教练员，几乎每年都要去北京、深圳、香港、广州

等新素材的传入地和世界级比赛现场进行学习和交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新的编排元素、掌握不同风格的舞蹈特点，丰富自己的编排素材。 

    除此之外，尽管教练员的这种编排创作活动要通过拉丁舞的创造思维来进行初期形象的捕捉和语言的设想，但是终归要教练员亲自去做，亲自在动作的实践中完成编

排的设计，并且还要通过亲自示范吧一个个动作素材去传授给选手。所以，掌握新的舞蹈素材、对竞技拉丁舞5支舞蹈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是每个教练员重要的专业基础

。 

    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术方法 

    在各类艺术的创作领域，都有其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技法提供给学习者来 

    进行学习和锻炼。这种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法是资深教练员长期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归纳，它可以使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后，从一个高起点去开辟自

己的创编之路。拉丁舞动作编排教材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在于：其一，树立一个明确的对舞蹈艺术创编的观念和认识；其二，编排方法及技术的严格训练。经过由浅入

深、从繁到简的训练，通过引导，使选手的创造性思维和创作实践的能力得到提高，直至可以独立的进行艺术创作。 

    （三）要有较高的音乐知识和修养 

    拉丁舞艺术的综合性除了舞蹈本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音乐。人们在欣赏比赛、满足视觉形象感知的同时，也融入了对音乐的听觉感受，舞蹈和音乐的不协调将直接

影响选手的比赛成绩，教练员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在编舞时要衬托音乐来进行，因此，教练员的乐感和对音乐的认识以及理解程度势必影响着作品的优劣。这就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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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不仅要有选手那种强烈的乐感，还要在理性上对音乐有较深的认识和修养。所以，在编排动作的同时要有基础乐理、节奏的认识，目的就是提高教练员的音乐修养

和创作素质，这是新一代教练员必修具备的素质。 

    据了解，竞技拉丁舞教练员在会在编排成套动作的同时，会对音乐上的选材上对选手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求选手要对自己成套动作上更加符合音乐的特性，在快慢

节奏处理和各个舞种的风格特点上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 

    （四）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舞蹈编排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推动和编排艺术的教练员，就应该具备较高层次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舞种的起源和发

展史。舞蹈编排的作者，也就是教练员即是以艺术作为反应人类生活的手段，就应该对社会、历史、对各种不同风格的舞蹈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所创作出来的

舞蹈才是活生生、令人信服的。所以，作为舞蹈编排的作者，应该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 

    3.3.1.2我国体育院校拉丁舞教练员队伍状况 

    教练员在编排中起主导作用，是整个编排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是选手的教育者、指导者，是决定比赛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整个编排过程中，一切有关层

次的因素，最终必须通过教练员这一环节作用于选手。因此，教练员的年龄结构、执教年限、职称结构、比赛经历、参加业务培训的状况等方面都会影响教练员的教学

训练效果。根据对参加2013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标赛的14支代表队的20名随队裁判员和教练员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25-30岁31-40岁41-50岁50岁以上 

    人数 3 9  5  3 

    比例 15%45% 25% 15% 

    表3-1  教练员年龄结构      N=20 

    从图中结构可以看出，30-40岁这个档次人数较多，占到45%，是教练员和裁判员的中坚年龄，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大部分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年龄是在30-50岁，百分总

比占到70%，众所周知，年龄比较大的教练员和裁判员业务水平相对来讲比较完善，执教经验丰富，但是缺乏年轻教练员的精神活力和创新精神，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图

中25-30岁年轻教练员只占到百分比的15%，相对来说较少，对今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年轻化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必要刻不容缓。 

    执教年龄 

    执教年龄简称教龄，是指从事教学训练的年龄，是衡量一个教练员资质和经验的一个重要指标。 

    执教年龄1-2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 

    人数 1 13 4  2 

    比例  5%65% 20% 10% 

    表3-2  教练员执教年龄情况         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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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2上看，执教3-5年的比例达到65%，执教5-10年的比例达到20%，体现了我国体育学院教练员执教经验丰富，这与近几年竞技拉丁舞的在我国迅猛发展有关。由于

教练员30-40年龄档次占总人数相当大一部分，将后一段时间，执教年龄随着教练员年龄的增长，5-10年执教年龄档次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同时能够看出，10年以上资深

教练员为2人。占总比的10%，处于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职称结构 

    体育舞蹈教练的职称结构是指各级职务教练的比例构成状况。职称它是反映拉丁舞教练队伍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是一个竞技拉丁舞教练员创编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

衡量教练员整体素质高低的标准之一。基本上，高等体育院校教练职称结构是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组成。 

    职称结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人数 2 5  11  2 

    比例 10%25% 55% 10% 

    表3-3  教练员职称结构分布           N=20 

    由表3-3可见，与会的我国各体育院校20名教练员和裁判员中，教授有2人，占总数的10%；副教授5人，占总数的25%；讲师11人，占55%；助教2人，占10%。 

    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评估指标体系中指出，适宜的职称比例应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1:2:4:3，从表中调查数据上来看，数量比例为1:2.5:5.5:1。从统计数据上看，与会

的20名教练员和裁判员具有高级职称的教练员所占比例最少，其次是副高职称和讲师，其中，讲师所占比例最大，为55%。根据调查结果可知，造成调查分析的职称结构

的主要原因是，教练员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都受时间上的限制，这个时间间隔一般为5年，由于教练员队伍中青年教师数量居多，所以就造成讲师比例较多的职称结构。

再加上教授的评聘标准较高，限制也最多，所以高级职称的数量很少。 

    比赛经历 

    通过对曾经的运动等级的调查来了解教练员的运动经历，一方面可以了解教练员是否具有过硬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折射出教练员的教学训练经验状况。作为教练

员，具有过硬的技术理所应当，同时具有一定的比赛经历才有可能具备更加丰富的训练实践经验，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比赛技术，才能正确指导选手进行训练，减少教

学训练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比赛等级职业组业余组青年组无组别 

    人数 7 10 3   0 

    比例 35%50% 15% 0% 

    表3-4  教练员比赛经历统计        N=20 

    从表3-4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教练员和裁判员的比赛精力都是相当丰富，其中参加职业组的占到总比的35%，达到7人，业余组的也是达到7人，占

到总比的35%，年轻教练员有过青年组精力的有3人，占到总比的15%，目前还没有比赛经验的教练员。这就说明我国体育院校竞技拉丁舞教练员队伍都或多或少有过大

赛经历，能够在对选手的成套动作编排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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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培训情况 

    一个项目顺利发展的关键环节就是要培养一批与时俱进的高水平教练员。作为较为年轻的体育舞蹈项目来讲，有针对性的举办教练员业务培训班，是提高教练员业务

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教练员每年参加业务培训的情况见下表： 

    每年培训次数3次以上2-3次 1次无 

    人数214 31 

    比例 10%70% 15% 5% 

    表3-5 教练员每年参加培训次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参加业务培训在3次以上的有2人，占总数的10%，在2-3 次的有14人，占总数的70%，在参加一次培训的有3人，占总数的15%，没有参加过培训的有

1人，占总数的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教练员都参加过培训，但次数相对较少，而且还有极少数的教练员没有参加过任何业务培训，这也提醒有关部门在对教

练员的管理和再培训工作方面值得加强。 

    3.3.2我国体院院校拉丁舞选手专业素质现状分析 

    3.3.2.1竞技拉丁舞选手应具备的素质 

    4.3.1具有认知能力 

    艺术实力中的认知，是指人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人认识事物的过程首先是对事物外部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在从感性认识上升理性认识，便有了真正的认知能力舞蹈

是以表现为载体，离开了表现形式，舞蹈也就不成为艺术。拉丁舞的艺术性也是通过实际的舞步表现出来的，无论是柔美的伦巴;还是诙谐幽默的恰恰;都是选手们对拉丁

舞内涵深入理解后展现出来的，它是在基本艺术形式上的升华。选手对艺术的认知能力需通过文化内涵的培养来达到自己高度的认知力，选手认知力是艺术实力的基础

，缺少认知力，艺术实力就得不到升华，竞技能力就得不到提高。 

    3.3.2.2具有理解能力 

    选手对拉丁舞内容风格的理解，会影响到选手的心理感受力，会直接影响选手在拉丁舞训练和比赛中所展示出来的舞蹈风格，选手展示出来的人物性格、感情、风度

、气质和情感内容都会不同。选手需通过努力学习和认知，提高自己的理解力，正确把握拉丁舞各个舞种的风格特征，正常发挥自己的艺术实力。学会用正确的思维自

如地配自己的身体，拉丁舞学习既具有智能性，又具有艺术性，是智能和艺术的结合，既需要形象思维的能力，又需要逻辑思维的理解能力。 

    3.3.2.2具有想象能力 

    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己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想象力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它是人类特有的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形式。拉丁舞各个

舞种中艺术的表现，就是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在音乐中演绎不同情节内容的表现形式。如伦巴舞中，听到都是柔美、缠绵的旋律，就犹如一对恋人正在花前月下倾诉甜

蜜爱情:如斗牛舞中，激昂、紧凑的音乐让男舞者感受自己以勇士的身份在与一头威猛的牛决斗，表现出勇士的力量与霸气。每个舞种的风格表达都需要具有极其丰富的

想象力。在舞蹈动作设计和编排时，就是通过音乐的传递出来的感受，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让整个舞蹈具备丰富的感情色彩，打动人心，从而提高选手在舞蹈中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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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力的表现。 

    3.3.2.2具有观察能力 

    选手在学习与训练时，要善于观看别人的优点和察觉自己的不足，善于观察才能使自己不断的进步，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实力。在模仿教练员的动作时要善于观察细

节，以使自己的舞蹈动作细节精致完美;在观赏世界级冠军选手比赛表演时，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提高自己的舞技水平。 

    3.3.2制约体育院校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质量的因素 

    根据竞技拉丁舞专业特点，以选手的竞技能力为理论依据，结合相关专家和优秀选手访谈与问卷交流中，调查统计我国体育院校拉丁舞选手专业素质的现状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我国体育院校选手成套动作体现的因素主要分为体能和技能两部分。 

    3.3.2.1选手体能因素 

    体能是指运动员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是运动员基本竞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8]。【顾喜锋.如何提高运动员的体能[J.科技信息报，2007.3】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

动作的体能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体能素质力量素质速度素质柔韧素质平衡素质协调素质 

    选项频数（N）4043 413738 

    选项比例% 93.0100 95.3 86.088.4 

    表3-6 选手体能素质认同     N=43 

    力量素质 

    力量素质是指人体肌肉系统工作时克服对抗阻力的能力【张艳枚.体育舞蹈体能水平构成因素的研究【J】】。在完成拉丁舞成套动作中，力量素质是决定选手完成动作

的体能要素之一，选手力量素质水平的高低，对其速度、平衡等素质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选手掌握动作技战术的重要基础。调查问卷统计中认为力量素质对拉丁

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能力影响非常大的认同率占93%，认同必相当高，强化选手的力量素质相当有必要。 

    速度素质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同上]。在2013年体育院校体育舞蹈锦标赛上，仔细观察甲组拉丁舞五项比赛中，对比冠军天津体育学院的古堃玄、孙晨鸿与选手西

安体育学院的方鑫、候梦倩在赛场上表现成套动作完成的区别，不难看出速度是古堃玄、孙晨鸿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他们胜过其他选手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而西安体

育学院选手方鑫、候梦倩虽然在成套动作完成上并不亚于冠军选手，但在速度上却有失利之处。拉丁舞音乐节奏有快有慢，其中牛仔舞中需要有非常快的旋转速度，腿

部及身体换位也对速度有极高的要求；柔美的伦巴在不同的情感表达中，需要有很好的速度去调整动作在音乐中的节奏处理，让舞蹈有张有弛，表现自如。调查问卷统

计中认为速度素质对拉丁舞选手竞技能力影响非常大的认同率占100%，说明速度素质对竞技能力影响是最大的。 

    柔韧素质 

    柔韧素质是指人体关节在不同方向上的运动能力，柔韧素质的好坏取决于关节结构、关节的灵活性、韧带、肌肉的弹性和神经系统对肌肉的调节能力[同上];在拉丁舞



第 20 页

成套动作完成中，有些较难度技术的完成需要有很好的柔韧素质，包括在一些完美的双人造型上离不开男女搭档较好的柔韧水平。调查问卷统计中认为柔韧素质对拉丁

舞选手成套动作完成影响非常大的认同率占95.3%。 

    （四）平衡素质 

    平衡能力是指运动员在完成各种有支撑和无支撑动作时，控制身体重心、完成技术的能力【杜艳伟，潘渝蓉.竞技健美操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探讨[J].四川师范大学

2009 教育与人才】;在迈克尔和乔安娜VCR教学录像中，迈克尔特别提到了在伦巴舞中的平衡能力训练，在重心转换时，平衡能力要求相当高。拉丁舞双人配合中，男女

选手之间保持平衡的身体形态是舞蹈的基础，双人的配合控制及高难度造型技巧都需要彼此之间有很好的平衡能力，才能保证动作的连贯性及动作配合的平稳。从调查

问卷中认为平衡能力对选手成套动作完成影响非常大的占86%，可见平衡能力在选手的平衡素质在完成成套动作中不可忽视。 

    协调素质 

    协调素质是一个运动员在运动中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拉丁舞选手在完成成套动作中则需具备非常好的协调能力，才能让舞蹈动作流畅自如。协调能力指运动员的机体

各部分活动在时间和空间里相互配合，合理有效的完成动作的能力:协调能力是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的重要因素，在成套动作中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素质影响着

舞蹈动作的正常发挥。调查问卷统计中认为协调对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的影响认为非常大的认同率占88.4%。因此拉丁舞运动员协调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3.3.2.2选手技能因素 

    研究认为制约拉丁舞成套动作完成的因素不仅在选手体能上有较大部分的影响，而且选手技能因素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技能因素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在对基本步伐的掌握；准确判断音乐对成套动作舞蹈表现的能力。选手表现动作编排合理的结构，扬长避短，起到提高竞赛成绩的效果。 

    技能素质基本步音乐理解配合技巧表现力 

    选项频数（N）4340 3743 

    选项比例% 10093.0% 86.0 100 

    表3-7  选手技能素质认同   N=43 

    基本步掌握能力 

    完成编排实施者也就是教练员的成套动作，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步功底，拉丁5支舞风格的不宜，导致基本步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大同小异。没有对拉丁舞5支舞基本步

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就无法完成教练员所创编的成套动作。研究表明，认为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中，基本步掌握能力的选项比例达到100%可以看出，运动员对

5支舞基本步的掌握最为重要。 

    音乐理解能力 

    选手在完成成套动作时的灵感来源于他们对音乐旋律及节奏的理解和想象。因为人的神经中枢对听觉刺激做出的心理反映是有规律的。不同的听觉刺激，往往诱发不

同的心理反映。而这种反映，既能引起人的联想，同时又能激起人的情感。在拉丁舞比赛中，音乐都是随机播放的，选手只有准确细致、深刻地领会音乐的内容、体裁

、风格、特点等，在舞蹈时才能充分激发灵感，从而高质量的完成成套动作。研究表明，认为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中，对音乐理解能力的选项比例达到93%。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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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选手对音乐理解能力的掌握很重要。 

    配合技巧 

    拉丁舞是双人进行的舞蹈，在两个人在掌握基本技术要领的基础上，就必 

    须强调彼此的默契配合程度。所谓“支撑和平衡”，是通过舞伴彼此间的情感交 

    流和眼神、引带和跟随、阳刚与阴柔等诸多形态表现出来的和谐状态。拉丁舞在配合上体现最多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引带和跟随，即舞伴之间相互的领舞、跟随及互换

等。这种平衡状态是通过彼此间已有的合力点去共同展现音乐感觉时反映出合理的时间差来反映的。引带、领舞者主要表现音乐旋律给予的感觉，跟随者接到引带信息

并能与领舞者再去共同展现音乐的节奏，才能反映出和谐及平衡状态，从而可提高拉丁舞表现力和艺术性。舞伴间的配合造型都是根据美学构图来设计的。在每一个瞬

间的停顿都可以是一幅精美的图画，每一个造型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从身体线条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作为一幅优美的画卷。通过观看甲组拉丁舞五项录像资料，不难看

出，舞伴之间的配合技巧直接影响到成套动作的发挥。分析指出，认为影响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中，对技巧配合的选项比例达到86%。可以看出，舞伴之间对技巧配

合能力的掌握十分重要。 

    舞蹈表现力 

    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的舞蹈表现力是指临场发挥能力、心理品质、调节与适应能力。在比赛中完成成套动作的时候，当一些不利因素和困难摆在选手面前，很容

易使选手心理产生波动，出现顾虑、不安和畏惧等心理，从而影响训练与比赛效果。舞蹈表现力在赛场上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包括选手在平时学习与训练中的

很多积累;心理品质指运动员个人的意志力、意志力和自信心，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必须坚持不懈，树立自信心，遇到困难学会自我调节，完善自我。它是对选手身体

的考验，更是对其意志品质的磨练。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是不可能战胜自身的惰性和各种困难的。只有通过艰苦磨练，才可能达到运动技术水平

的顶峰。经过问卷的统计，认为舞蹈表现力在完成成套动作的影响比例为100%。可见，舞蹈表现力对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起到决定性作用。 

    3.4竞技性拉丁舞成套动作创编的结构及创新方法 

    3.4.1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创编过程 

    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创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编的准备阶段—创编的实施阶段和创编的检验阶段。创编过程见下图： 

    在整个创编过程中准备阶段与检验阶段所用的时间相对较长，在整个创编中占的份量最重。这两个阶段是从整体把握舞蹈作品。例如，所选元素有恰恰恰（Cha Cha

Cha）动作时，要考虑恰恰恰（Cha Cha Cha）动作的花俏逗趣，节奏紧张且没有严格的舞程线要求，这一点可以作为串联动作使用。又如，伦巴（Rumba）的特点是缠绵

柔美，就决定了其在整个作品中可以表现一些优美、节奏较缓慢的情节或作为舞者体能调整、技术调整的过渡环节，这样可以使整个作品刚柔相济，符合人们的思维特

点也符合人们的情感变化特点。 其中检验阶段中的赛场检验，是衡量一套成套动作完成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环节。 

    3.4.2成套动作编排创新思路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 

    创新是竞技拉丁舞的发展动力之一，任何在创编因素上进行的任何一点创新都是值得表扬的。在舞蹈动作表现中，每个舞者都在努力追求完美并创编出与众不同且新



第 22 页

颖的动作，以独特的动作创编显示个人舞蹈风格特点。竞技拉丁舞创编的创新是从舞蹈作品整体的结构，动作的表现形式，舞伴之间配合和协作的新关系、新形式，整

套动作构成新的艺术效果，呈现出独特性等多方面来加以体现。 

    在设立拉丁舞舞蹈作品的主题时，勇于标新立异、大胆创新，这是教练员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艺术的历史上，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教练员潜心钻研，根据

自己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进行大胆设想和尝试，不断探索与实践得出的创作成果，并且在动作难度，音乐风格，表演风格，甚至服装的设计、竞技技术的运用上等都富于

创新，同时注意体现主题的完整性，让主题贯穿整个舞蹈作品，各个环节均相互呼应与匹配，甚至小到每个动作的造型、设计以及动作组合的方向、路线移动，过渡与

连接等方式都要围绕主题进行创编。 

    3.4.1动作难度的创新 

    强化难度动作的训练是所有难美项群项目的训练重点，是比赛取胜的关键因素。动作难度的创新更是重中之重。在动作难度上可以加入其他舞蹈的动作元素，例如中

国古典舞元素、芭蕾舞双人动作元素的融入。 

    3.4.2音乐在成套动作中的创新 

    体育舞蹈的音乐美发挥着控制舞蹈动作的重要作用。男女舞伴要做到配合默契,节奏同步和谐, 动作轻快流畅, 旋转优美飘逸。这不仅需要选手具有娴熟高超的舞技,还依

赖于他们对音乐的引导和指挥。在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中，音乐与舞蹈动作相融合，在音乐的选择上可以加入其他的音乐形式，比如，用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来表达感

情，这样不仅在舞蹈作品中渗入中国的文化元素同时也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介绍给全世界。 

    3.4.4 舞蹈服饰的创新 

    前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舞蹈服饰可谓是舞蹈表演中最主要的“器”之一。舞蹈和服饰同属视觉艺术，在默示形式上区分为动态默示和静态默示

，而舞蹈服饰在动态的舞蹈表演中具有强烈的标识浸染。选用和化妆技巧上过于千篇一律。 在体育舞蹈比赛中, 服饰的选用不但要符合不同的舞种风格, 更要衬托出不同

人物的特点和气质, 男女选手服饰衬托的美化作用可为舞蹈锦上添花, 而我国选手在服饰的选用上过于千篇一律, 不能很好的结合个人的舞蹈特点和气质, 没有形成自己的特

色。所以，舞蹈服饰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舞蹈表演，舞蹈服饰创新的合理、科学运用对提高舞蹈竞技水平至关主要，同时对创作优异的成套作品有着重要意义。 

    3.4.5化妆技巧的创新 

    化妆技巧主要体现在女选手身上, 有很多女选手本来天生丽质, 但在化妆 

    技巧上过于盲目的模仿, 化妆时总是一味追求西方人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和深邃的欧式眼睛, 而失去了东方女性特有的美。在化妆技巧的创新上，应该重点侧重于突出东

方女性魅力的特点，展现东方女性线条。 

    3.4.5 竞技性的创新 

    随着竞技拉丁舞编排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要突出其竞技性，强调更难、更新、更美、更富有表现力。竞技拉丁舞的发展趋势会向着难度水平增高、编排新颖别致、

动作风格表演性强的方向发展。竞技性增强了，对舞伴之间的动作协调配合及动作准确一致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的运动强度、体能、技术水平和

表现力方面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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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和建议 

    4.1结论 

    4.1.1完善竞技拉丁舞教练员结构素质是我国体育院校发展成套动作编排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教练员在年龄结构、执教年龄、职称结构、比赛经历、

参加培训状况等方面的结构还不是非常合理，还存在水平差距明显参差不齐的现象。 

    4.1.2拉丁舞选手的基本竞技能力(体能和体能技能因素)对拉丁舞选手完成成套动作的优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1.3竞技拉丁舞成套动作创编分为创编准备、创编实施和创编检验三个阶段。 

    4.1.4成套动作编排主要是从成套难度、音乐配合、舞蹈服饰、化妆技巧、和竞技性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4.2建议 

    4.2.1提高教练员的年龄结构年轻化、执教年龄资深化、职称结构合理化、自身比赛经历和参加培训状况常态化是提高成套动作编排进行理论创编的根本。 

    4.2.2要高质量完成成套动作、提高选手自身竞技能力，必须要从选手体能和技能两方面进行加强。我国体育院校拉丁舞选手需全面提高自身的各项基本竞技能力才能在

全国甚至世界大赛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4.2.3成套难度创新是与时俱进的，这就需要教练员和运动员及时更新新的动作元素在编排中加以运用，为进一步完善选手完成成套动作打下基础，以期取得优异成绩。 

 

四、指标说明：

1. 总相似比即类似于重合率。总相似比即送检论文中与检测范围所有文献相似的部分（包括参考引用部分）占整个送检论文的比重，总相似比=复写率+引用率。

2. 引用率即送检论文中被系统识别为引用的部分占整个送检论文的比重（引用部分一般指正确标示引用的部分）。

3. 自写率即送检论文中剔除雷同片段和引用片段后占整个送检论文的比重，一般可用于论文的原创性和新颖性评价，自写率=1-复写率-引用率。

4. 复写率即送检论文中与检测范围所有文献相似的部分（不包括参考引用部分）占整个送检论文的比重。

5. 红色字体代表相似片段；浅蓝色字体代表引用片段、深蓝色字体代表可能遗漏的但被系统识别到与参考文献列表对应的引用片段；黑色字体代表自写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