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及代码：《腿功》B650204I01

编制人〔专业、课程负责人〕：陈 奇

专业系（部）审核人：

教 务 处 审 核：

审批人〔教学副院长〕：

编 制 单 位：戏剧系

编 制 时 间：2020年 7月 20日



《腿功》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腿功 课程代码 B650204I01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564学时， 其中：理论 0学时，实践 564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腿功、毯功、身段、把子、唱唸 后续课程 顶岗实习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 √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腿功课》在戏曲中属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戏曲表演专业人才

的核心课程。本课程目的为训练学生腰腿的柔韧性、协调性、控制能

力，通过训练，协调上下身，掌握高难度技术技巧，从而为剧目教学

打下扎实的功底，奠定基础，使舞台表现更为生动。

三、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具备有一定的完成腿功技术动作的基本

能力，包括软开度及肌肉控制能力;能够熟练掌握腿功技术动作及其运

动原理;能够高质量完成腿功技巧动作。

1、知识目标

要学生熟练掌握技术技巧，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腿功课的基础知识:

①、腿功技术动作的术语；



②、动作的准确理念与动作的发力；

③、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与补救；

④、练功器材运用等相关知识。

2、素质目标

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让学生具备完成腿功动作所需

要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3、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①、腿功技巧能自我独立完成，基本动作节奏把握准确；

②、动作技巧娴熟、准确、稳健、流畅；

③、肢体柔韧性与力度配合协调；

④、腿功动作技巧的舞台表现力较好。

四、课程设计

本课程以课堂训练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使学生具备完成技术

技巧的能力，使学生熟练掌握腿功技巧动作要领，培养学生自信心。

五、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期

1、压腿部分：

正、旁、十、后腿（女）横、竖叉

2、踢腿部分：

正、旁、十、后腿（女）

（扶把，勾蹦脚交换训练）

3、搬控腿：

正、旁、后腿（女生）吸抬腿、吸升后腿、旁

转后腿（扶把训练）

4、跳跃部分：

（女生）小跳、射燕跳

本学期腿功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身

体素质训练，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应以柔

韧、速度、灵敏度和克服自身重量的速

度力量为主，这些素质训练中又应以软

开度柔韧为主，因为软度的好坏直接影

响动作的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男生）前、后双飞燕

5、旋转部分：

原地踏步翻身、平转（分解训练）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学

期

1、压腿训练：

正、旁、十、后腿（女）

2、软开度训练：

横、竖叉训练

3、踢腿训练：

正、旁、十、蹁、盖、后腿（女）

（扶把，勾蹦脚交换训练）

4、翻身训练：

原地踏步翻身、刺翻身、平转（以单个训练为

主，注意动作规范和连贯）

5、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小跳、中跳。

（男生）前、横、后双飞燕。

6、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男生）飞脚

本学期腿功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身

体素质训练，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应以柔

韧、速度、灵敏度和克服自身重量的速

度力量为主，这些素质训练中又应以软

开度柔韧为主，因为软度的好坏直接影

响动作的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三

学

期

1、踢腿部分：

正、旁、十、蹁、盖、二起子、蹁马、占腿、

后腿（女）

2、搬控部分：

正、旁、后腿（女生）踹燕、探海、鹰展翅

3、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大荷叶、变身跳、大

跳

（男生）前、横、后双飞燕、变身跳

4、旋转部分：

踏步翻身、刺翻身、平转、点步翻身、蹦子、

跨腿翻身（男）

5、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和弄豆汁

（男生）飞脚、吊腰、扫堂、旋子

在训练中特别要注重基本姿势的准确

性，本年级还是以单个技术训练为主。

开设技巧的同时，注重素质训练，要求

动作规范。姿势正确，正直，亮相有神。

踢腿时要求正、直、快、轻、帅（训练

时勾绷结合，考试必须“跑马腿”）；跳

跃部分以单个训练为主，起跳快、高、

落地轻、稳，动作娴熟，空中姿态，舒

展健美；旋转部分以单个训练为基础，

在姿势正确的前提下逐步加量、加速

（不可放任）重在打基础，要求规范，

翻转圆美，均匀，数量和质量相结合。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1、踢腿训练： 在训练中特别要注重基本姿势的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五

学

期

1、踢腿部分：（勾、绷交替练习）

正、旁、十、蹁、盖、二起子、蹁马、后腿（女）

2、搬控腿部分：

正、旁、后腿（女生）。三起三落（重点）、踹

燕、探海、鹰展翅

旋转部分：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平转、蹦子、串翻、跨

腿翻身（男）。

跳跃部分：（女生）

倒踢、旁后腿、大荷叶、变身跳、射燕跳、大

跳、后双飞燕

（男生）前、横、后双飞燕。变身跳、大跳

5、技巧部分：（女生）跳盘翻身组合、跨虎翻

身组合、和弄豆汁（5 个以上）、飞腿

（男生）串飞脚、吊腰、扫堂、旋子形成组合

训练

本学期腿功训练重点练好专项技术项

目，注重动作准确，正直，平稳，亮相

有神以组合的形式进行练习，训练学生

的协调能力，表现力，特别注意学生神

韵和气质，数量和质量相结合，逐渐转

向技术技巧训练。尤其是女生，必须要

把旋转项目重点训练好，“串翻”要求

质量和数量。

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的质量，

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在进行连

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时要求动

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四

学

期

正、旁、十、蹁、盖、二起子、蹁马、占腿、

后腿（女）

2、扶把搬控训练：

正、旁、后腿（女生）踹燕、探海、鹰展翅、

三起三落（重点）

3、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双飞燕

大荷叶、变身跳、射燕跳、大跳

（男生）前、横、后双飞燕、变身跳、大跳、

摆莲

4、翻身训练：

踏步翻身、平转、点步翻身、蹦子、串翻身、

跨腿翻身（男）。

5、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组合、和弄豆汁（5 个以上）

（男生）扫堂、吊腰、串飞脚、旋子

准确性，本年级还是以单个技术训练为

主。开设技巧的同时，注重素质训练，

要求动作规范。姿势正确，正直，亮相

有神。

考试必须“跑马腿”）；跳跃部分以

单个训练为主，起跳快、高、落地轻、

稳，动作娴熟，空中姿态，舒展健美；

旋转部分以单个训练为基础，在姿势正

确的前提下逐步加量、加速（不可放任）

重在打基础，要求规范，翻转圆美，均

匀，数量和质量相结合。



第

六

学

期

1、踢腿训练：

正、旁、十、蹁、盖、二起子、蹁马、占腿、

后腿（女）

2、搬控训练：

正、旁、后腿（女生）

三起三落、踹燕、探海、雄鹰展翅

3、翻身训练：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平转、蹦子、串翻身、

跨腿翻身（男）

4、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大跳、大荷叶、变身

跳、

（男生）前、横、后双飞燕。变身跳、、大跳、

摆莲

5、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翻身组合、飞腿、和弄豆汁组合、

跨虎翻身组合、

（男生）串飞脚、吊腰、扫堂旋子、圈旋子

本学期腿功训练重点练好专项技术项

目，注重动作准确，正直，平稳，亮相

有神以组合的形式进行练习，训练学生

的协调能力，表现力，特别注意学生神

韵和气质，数量和质量相结合，逐渐转

向技术技巧训练。尤其是女生，必须要

把旋转项目重点训练好，“串翻”要求

质量和数量。

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的质量，

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在进行连

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时要求动

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七

学

期

1、踢腿部分：

正、旁、十字腿、蹁腿、盖腿、后腿（女）、赞

子。

2、搬控腿部分：

正、旁、后腿（女）、踹燕、探海、鹰展翅、三

起三落。

3、旋转部分：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蹦子翻身、平转、串翻

身

4、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大跳、大荷叶、变身

跳、后双飞燕、射燕跳（男生）前、后、横双

飞燕、变身跳、大跳。

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翻身组合、跨虎组合、占子组合、

跪腿翻身组合

（男生）串飞腿、吊腰、扫堂、圈旋子、组合。

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的质量，

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在进行连

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时要求动

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尤其是女生，

所以要重点练习。

意姿势正确、亮相有神、上踢快、下落

轻。要求踢走马腿，练习时勾绷交换。

搬控为脱把练习。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八

学

期

1、踢腿训练：

正、旁、十、蹁、盖组合腿、赞子组合。

（女）倒踢、旁后腿、大荷叶

2、搬控腿部分：

正、旁、三起三落、踹燕、探海、鹰展翅、三

起三落、后腿组合（女）

3、翻身训练：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蹦子翻身、平转、串翻

身

4、跳跃部分：

（女生）大跳、变身跳、后双飞燕

（男生）横双飞燕、变身跳、大叉跳

5、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翻身组合、涮腰坐盘卧鱼

（男生）串飞腿、圈旋子、吊腰、

扫堂旋子、飞脚旋子

旋子 360 度训练

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的质量，

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在进行连

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时要求动

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尤其是女生，

所以要重点练习。

注意姿势正确、亮相有神、上踢快、下

落轻。要求踢走马腿，练习时勾绷交换。

搬控为脱把练习。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九

学

期

腿功：

1、踢腿部分：

正、旁、十字腿、蹁腿、盖腿、后腿（女）、赞

子。

2、搬控腿部分：

正、旁、后腿（女）、踹燕、探海、鹰展翅、三

起三落。

3、旋转部分：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蹦子翻身、平转、串翻

身

4、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大跳、大荷叶、变身

跳、后双飞燕、射燕跳（男生）前、后、横双

飞燕、变身跳、大跳。

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翻身组合、跨虎组合、占子组合、

跪腿翻身组合

（男生）串飞腿、吊腰、扫堂、圈旋子、组合。

毯功：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退前、后桥、虎跳

前桥、挺前、蛮子、前后抢脸、扑虎、旋扑虎、

倒扑虎、抢背、加官、小翻、桌抢、桌吊鱼、

桌蛮子

腿功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的

质量，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在

进行连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时

要求动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尤其

是女生，所以要重点练习。

注意姿势正确、亮相有神、上踢快、下

落轻。要求踢走马腿，练习时勾绷交换。

搬控为脱把练习。

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跺子辅助

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动作训练

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质，为高难

度的翻腾技巧项目顺利的完成。



（男生）扑虎、抢背、旋扑虎、穿扑虎、穿毛、

吊毛、倒扑虎、大小组合、单小翻、单提、单

前扑、单蛮子、踺子小翻、出场、跑马前扑、

虎跳前扑、腱子小翻提、甩脆，拉拉提，跺子

抢背.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1）要求教师拥有戏曲表演专业的扎实唱、念、做、打个人技能

与教学能力，以及腿功、毯功、身段、把子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在本专业教学或本行业经历并获得业内认

可。同时要求教师具备教师基本素养，在教学中能关爱学生、耐心严

谨、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认真负责。

（2）教师任职资格要求

教师类型 教师能力要求

专任教师

要求整个师资队伍既有较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也有较丰富

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一支专业能力强，团队精神好，综合素

质较高，年富力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能师型”教师

队伍。

兼职教师

要求企业兼职教师是行业专家，最少 5 年以上的行业经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担任理论教学，也能担任实训教学

和创作实践教学。

2.教学设施

形体教室、练功毯、把杆、高台桌、弹板、多媒体、网络。

3.教学方法与手段

⑴口头讲授法：给学生传递腿功技巧要领与要求，突出重点，讲

清难点，讲授的内容需通俗形象、清晰易懂，语言要生动、语速适当，

发展学生智力，增加学生创造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直接把



知识点教授给学生，可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的方式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

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增加对腿功基本的理解。

⑵演示法：通过教师动作示范、实物演示，或者现代化信息媒体

等手段，展示观看。学生通过对实物或者教具的直观感受，获得感性

认知，引导学生认识了解腿功的综合素质训练，使学生基础素质与体

能素质同步提高；教师腿功技巧的演示必须标准规范，抓住细节要领，

以便学员快速准确掌握要领，进步迅速。

⑶实践法： 实践法旨在发展学生能力，形成学生技巧能力习惯，

激发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机

械的重复练习，而是根据个体差异进行观察分析，针对学生的自身基

础素质和毯功单个项目技巧训练，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与措施；改良

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反复练习中举一反三，自我提高。同时，注重讲

解与示范演练相结合，确保安全、规范教学；多启发，多鼓励，引导

学生对毯功训练要刻苦，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

⑷观察法：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戏曲表演或者影像资料观摩，观摩表

演家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进行比对，达到进步。腿功技巧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技巧动作进行规范的示范以及精确的讲解，学生往往仍然不知

道在项目动作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观众的视觉感受是什么？

因此，在讲解和示范之后，根据所授的形体教学内容，找到合适的影

像资料，或者舞台演出进行观摩，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新内容先形成

一个笼统概念，并进行总结，给予教学反馈，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4.教材使用

⑴、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戏曲腿毯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

陆建荣、王佩孚著。

⑵、本课程采用经典戏曲剧目影像资料

⑶、本课程引用网络教学资源：中国大学生 MOOC

5.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根据教学内容及特点，购买和制作必须的设备（包括地毯、海绵

垫、以及音响设备等等）、资料并建设实训中心，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和教师有效教学。

七、考核标准

1、本课程考核方式由平时考查与期末实践考试相结合，总分为

100 分，其中：平时考查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一）平时考查：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20%

1、考勤分占 20%；

2、课后作业占 40%（包括平时作业及课堂实训项目完成情况）；

3、课堂表现占 40%（包括学习态度，课堂提问及项目展示等）。

（二）期末考试：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80%。

1、评分标准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1）动作的技术完整程度。

（2）动作的节奏准确性。

（3）柔韧性与力度的展现与配合协调度。



2、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组
合
完
成

（100
分）

技术技巧
（45 分）

技术动作项目的
展现

技术动作的完成程
度，是否完整，是否
能独立自主的完成技

术项目

50

动作节奏
的把握与
体现（30
分）

动作的节奏准确
性

肢体柔韧性与力
度的配合协调性

肢体的柔韧性与力度
的配合程度的体现
肌肉的控制力与技巧
动作的掌握程度

30

动作技巧
的舞台表
现能力（20

分）

对技术动作的把
握控制与展现能

力

舞台整体表现力，演
出现场效果。

20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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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功》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毯功 课程代码 B650204I02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564学时， 其中：理论 0学时，实践 564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腿功、毯功、身段、把子、唱唸 后续课程 顶岗实习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 √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毯功课》在戏曲表演课程中属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戏曲表演

专业人才的核心课程。本课程目的为训练学生腰的柔韧性、控制能力，

增强学生的腰部力量，并训练各种筋斗技巧，在戏曲中起到了锦上添

花的效果，为剧目教学奠定基础。

三、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具备有一定的完成毯功技巧动作的基本

能力，包括软开度及肌肉控制能力;能够熟练掌握毯功技术动作及其运

动原理;能够高质量完成毯功技巧动作的“高、轻、飘、溜、准”。

1、知识目标

要学生熟练掌握技术技巧，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毯功课的基础知识:

①、毯功技术动作的术语；



②、动作的准确理念与动作的发力；

③、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与补救；

④、练功器材运用等相关知识。

2、素质目标

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让学生具备完成毯功动作所需

要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3、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①、毯功技巧能自我独立完成，基本动作节奏把握准确；

②、动作技巧娴熟、准确、稳健、流畅；

③、肢体柔韧性与力度配合协调；

④、毯功动作技巧的舞台表现力较好。

四、课程设计

本课程以课堂训练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使学生具备完成技术

技巧的能力，在老师的抄把与帮助的情况下学习毯功技巧动作，使学

生熟练掌握毯功技巧动作要领，消除学生学习毯功技巧动作的恐俱心

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五、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素质训练：

压肩拉腰训练、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

顶功训练：

直顶、踏腰顶、分叉顶、甩顶

腰部训练：

弹、控、下、甩、走

毯功训练结合腿功训练，重点以腰、腿

软开度为主，软毯子功为辅，腰功是戏

曲演员必备的基本功，演员的“一动一

转”都离不开腰功，所谓“身随腰转”

指的就是腰部运动灵活，腰功包括“毯



2、技巧部分：

双腿前桥、虎跳、前后滚毛、扑虎（分步动作）

子功”中各种需腰部力量的技巧，所以

本学期毯功训练不仅加强腰部软度训

练，素质训练同时提升腰部力量。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双腿前、后桥、扑虎、旋扑虎、纽斯扑

虎、案头、虎跳、键子

抄把训练：倒扑虎、蛮子、单小翻。

女生：双腿前、后桥、虎跳、乌龙绞柱、扑虎、

抢背、前后抢脸，后桥贴胸

毯功训练结合腿功训练，重点以腰、腿

软开度为主，软毯子功为辅，腰功是戏

曲演员必备的基本功，演员的“一动一

转”都离不开腰功，所谓“身随腰转”

指的就是腰部运动灵活，腰功包括“毯

子功”中各种需腰部力量的技巧，所以

本学期毯功训练不仅加强腰部软度训

练，素质训练同时提升腰部力量。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扑虎、旋扑虎、纽斯扑虎、倒扑虎、抢

背、窜毛、案头、虎跳、踺子

抄把训练：蛮子、单小翻、单提、单前扑

女生：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后桥

贴胸、双腿前后桥、单腿前后桥、虎跳、乌龙

绞柱、倒腿前后桥(根据学生情况个别开设)

本期毯功训练是以专项技术动作

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质，结合腿

功训练，重点以腰、腿软开度为主，为

发展高难度的翻腾技巧打好基础。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双腿前后桥、扑虎、旋扑虎、倒扑虎、

抢背、窜毛、虎跳、踺子、蛮子、加官、小组

合、大组合

抄把训练：单小翻、单提、单前扑、踺子小翻、

出场

本期毯功训练是以专项技术动作

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质，结合腿

功训练，重点以腰、腿软开度为主，为

发展高难度的翻腾技巧打好基础。



女生：双腿前后桥，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

虎跳、前桥绞柱、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

抢脸，后桥贴胸

抄把训练：加官、倒扑虎、单蛮子、桌吊鱼。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三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扑虎、旋扑虎、倒扑虎、抢背、窜毛、

虎跳、踺子、跺子、蛮子、加官、小组合、大

组合、单小翻、单提、单前扑

抄把训练：、踺子小翻、出场、虎跳前扑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虎跳、乌龙

绞柱、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后桥

贴胸

抄把训练：加官、倒扑虎、单蛮子、桌吊鱼、

挺前。

女生毯功：

素质训练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数量

和强度，继续加强腰功的训练，对于女

生，腰功的软度以及力度直接影响接下

来的技巧发展，因此训练仍以软开度训

练为主，软毯子功为辅。

男生毯功：

本学期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

跺子辅助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

动作训练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

质，为高难度的翻腾技巧项目打好基

础。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三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扑虎、旋扑虎、倒扑虎、抢背、窜毛、

虎跳、踺子、跺子、蛮子、加官、小组合、大

组合、单小翻、单提、单前扑、虎跳前扑、踺

子小翻

抄把训练：出场、踺子小翻提、甩脆，拉拉提。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虎跳前桥绞

柱、串虎跳、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

后桥贴胸、加官、桌吊鱼

女生毯功：

素质训练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数量

和强度，继续加强腰功的训练，对于女

生，腰功的软度以及力度直接影响接下

来的技巧发展，因此训练仍以软开度训

练为主，软毯子功为辅。

男生毯功：

本学期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

跺子辅助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

动作训练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

质，为高难度的翻腾技巧项目打好基

础。



抄把训练：倒扑虎、单蛮子、挺前、桌抢背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四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扑虎、旋扑虎、倒扑虎、抢背、窜毛、

窜扑虎、吊毛、虎跳、踺子、跺子、蛮子、加

官、小组合、大组合、单小翻、单提、单前扑、

虎跳前扑、踺子小翻

、出场

抄把训练：踺子小翻提、甩脆，拉拉提、跺子

蛮子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虎跳前桥、

串虎跳、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加

官、桌吊鱼、单蛮子、桌抢背、

倒扑虎

抄把训练：挺前、单小翻（根据学生自身条件

而开设）

本学期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

跺子辅助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

动作训练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

质，使高难度的翻腾技巧项目顺利的完

成。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四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素质训练：

腹背肌训练、弹跳训练、顶部训练、腰部训练

2、技巧部分

男生：扑虎、旋扑虎、倒扑虎、抢背、窜毛、

窜扑虎、吊毛、虎跳、踺子、跺子、蛮子、小

组合、大组合、单小翻、串小翻、单提、单前

扑、虎跳前扑、踺子小翻

、出场

抄把训练：踺子小翻提、甩脆，拉拉提、跺子

蛮子、跺子前扑

本学期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

跺子辅助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

动作训练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

质，使高难度的翻腾技巧项目顺利的完

成。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虎跳前桥、

串虎跳、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加

官、桌吊鱼、单蛮子、桌抢背、

倒扑虎、挺前

抄把训练：串蛮子、单小翻（根据学生自身条

件而开设）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五

学 年

第 一

学期

腿功：

1、踢腿部分：

正、旁、十字腿、蹁腿、盖腿、后腿（女）、赞

子。

2、搬控腿部分：

正、旁、后腿（女）、踹燕、探海、鹰展翅、三

起三落。

3、旋转部分：

踏步翻身、点步翻身、蹦子翻身、平转、串翻

身

4、跳跃部分：

女生：倒踢、旁后腿、大跳、大荷叶、变身跳、

后双飞燕、射燕跳

男生：前、后、横双飞燕、变身跳、大跳

1、 技巧部分：

女生：跳盘翻身组合、跨虎组合、占子组合、

跪腿翻身组合

男生：串飞腿、吊腰、扫堂、圈旋子、组合。

毯功：

男生：扑虎、旋扑虎、倒扑虎、抢背、窜毛、

窜扑虎、吊毛、虎跳、踺子、跺子、蛮子、小

组合、大组合、单小翻、串小翻、单提、单前

扑、虎跳前扑、踺子小翻

、出场、踺子小翻提、甩脆，拉拉提、跺子蛮

子、跺子前扑

女生：单腿前后桥、倒腿前后桥、虎跳前桥、

串虎跳、扑虎、旋扑虎、抢背、前后抢脸、加

官、桌吊鱼、单蛮子、桌抢背、

倒扑虎、挺前、串蛮子、单小翻（根据学生自

身条件而开设）

腿功技巧训练首先是提高单个技术

的质量，再技术动作达到一定要求后，

在进行连续技巧和组合技巧训练，训练

时要求动作准确，灵巧，轻稳、帅美。

毯功训练除加强虎跳、踺子、跺子辅

助训练以外，主要是以专项技术动作训

练的强度和密度来提高专项素质，使高

难度的翻腾技巧项目顺利的完成。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1）要求教师拥有戏曲表演专业的扎实唱、念、做、打个人技能

与教学能力，以及腿功、毯功、身段、把子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在本专业教学或本行业经历并获得业内认

可。同时要求教师具备教师基本素养，在教学中能关爱学生、耐心严

谨、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认真负责。

（2）教师任职资格要求

教师类型 教师能力要求

专任教师

要求整个师资队伍既有较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也有较丰富

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一支专业能力强，团队精神好，综合素

质较高，年富力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能师型”教师

队伍。

兼职教师

要求企业兼职教师是行业专家，最少 5 年以上的行业经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担任理论教学，也能担任实训教学

和创作实践教学。

2.教学设施

形体教室、练功毯、把杆、高台桌、弹板、多媒体、网络。

3.教学方法与手段

⑴口头讲授法：给学生传递毯功技巧要领与要求，突出重点，讲

清难点，讲授的内容需通俗形象、清晰易懂，语言要生动、语速适当，

发展学生智力，增加学生创造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直接把

知识点教授给学生，可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的方式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

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增加对毯功基本的理解。

⑵演示法：通过教师动作示范、实物演示，或者现代化信息媒体



等手段，展示观看。学生通过对实物或者教具的直观感受，获得感性

认知，引导学生认识了解毯功的综合素质训练，使学生基础素质与体

能素质同步提高；教师毯功技巧的演示必须标准规范，抓住细节要领，

以便学员快速准确掌握要领，进步迅速。

⑶实践法： 实践法旨在发展学生能力，形成学生技巧能力习惯，

激发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机

械的重复练习，而是根据个体差异进行观察分析，针对学生的自身基

础素质和毯功单个项目技巧训练，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与措施；改良

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反复练习中举一反三，自我提高。同时，注重讲

解与示范演练相结合，确保安全、规范教学；多启发，多鼓励，引导

学生对毯功训练要刻苦，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

⑷观察法：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戏曲表演或者影像资料观摩，观摩表

演家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进行比对，达到进步。毯功技巧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技巧动作进行规范的示范以及精确的讲解，学生往往仍然不知

道在项目动作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观众的视觉感受是什么？

因此，在讲解和示范之后，根据所授的形体教学内容，找到合适的影

像资料，或者舞台演出进行观摩，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新内容先形成

一个笼统概念，并进行总结，给予教学反馈，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4.教材使用

⑴、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戏曲腿毯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

陆建荣、王佩孚著。

⑵、本课程采用经典戏曲剧目影像资料



⑶、本课程引用网络教学资源：中国大学生MOOC

5.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根据教学内容及特点，购买和制作必须的设备（包括地毯、海绵

垫、以及音响设备等等）、资料并建设实训中心，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和教师有效教学。

七、考核标准

1、本课程考核方式由平时考查与期末实践考试相结合，总分为

100 分，其中：平时考查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一）平时考查：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20%

1、考勤分占 20%；

2、课后作业占 40%（包括平时作业及课堂实训项目完成情况）；

3、课堂表现占 40%（包括学习态度，课堂提问及项目展示等）。

（二）期末考试：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80%。

1、评分标准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1）动作的技术完整程度。

（2）动作的节奏准确性。

（3）柔韧性与力度的展现与配合协调度。

2、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组
合
完
成

（100
分）

技术技巧
（45 分）

技术动作项目的
展现

技术动作的完成程
度，是否完整，是否
能独立自主的完成技

术项目

50

动作节奏
的把握与
体现（30
分）

动作的节奏准确
性

肢体柔韧性与力
度的配合协调性

肢体的柔韧性与力度
的配合程度的体现
肌肉的控制力与技巧
动作的掌握程度

30



动作技巧
的舞台表
现能力（20

分）

对技术动作的把
握控制与展现能

力

舞台整体表现力，演
出现场效果。

20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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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身段 课程代码 B650204I03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204学时， 其中：理论 0学时，实践 204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腿功、毯功、身段、把子、唱唸 后续课程 顶岗实习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身段课》在戏曲表演课程中属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戏曲表演

专业人才的核心课程。在戏曲中，除了唱、念外，还保留着极为丰富

的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所谓戏曲的舞蹈也可称之为戏曲的身段。戏

曲的身段表演，它具有叙事抒情性、行动伴随性的，是以手势与面部

表情为中心的形体运动；它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经过提炼、加

工、组织美化了的，为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戏

曲身段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演员创造角色时，

所必不可少的特殊语汇。

三、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掌握戏曲舞台上常见的程式化身段套路。该

课程与把子课相呼应，把子课重点解决武打造型,而身段课则侧重于将

生活中的一戳一站、一指一看、一颦一笑等日常动作，按照戏曲舞台



艺术的规范进行训练，表现出年龄、性格、身份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

性的艺术气质。

1、知识目标

要学生熟练掌握身段的套路，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身段课的基础知识:

①、身段课基础元素的动作术语；

②、动作的规范性与动作基本规律；

③、身段课上法则的运用；

④、身段课中道具的用法等相关知识。

2、素质目标

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让学生具备完成身段功所需要

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3、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①、身段程式化套路基本掌握；

②、动作娴熟、规范协调、稳健流畅；

③、手、眼、身、法、步的合理配合；

④、身段套路具有舞台表现力，精气神的体现。

四、课程设计

本课程以课堂训练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使学生具备完成身

段功基础理论与实践内容。戏曲表演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做任何一个动

作，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是舞蹈化艺术表演，这里面都要有手、

眼、身、法、步的配合，为了能准确地刻画人物，使人物形体姿势做



好看，那就注意动作的协调、姿势的大小、节奏的快慢、音乐的配合、

以及情绪的表达，而这些相应的艺术形式，一切都是为了戏曲艺术的

内容服务的。戏曲的身段，有文、武戏之分，文戏常用的有脚步、水

袖、扇子，手帕等身段;武戏除了脚步、水袖、扇子、还有“起霸”、

“趟马”、“走边”等等身段舞蹈动作。所以文戏身段要求做到柔而见

美，美而不弱;武戏身段刚健挺拔，雄而不僵，要有鲜明的起止顿断;

要有适度的开放收合。一个有造诣的艺术家，他不仅能理解身体的这

种辩证关系，而且还能在舞台上发挥、运用、创造，使得戏曲身段这

一对即矛盾又统一的要素，成为刻画人物最有力的表现。

五、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元素训练

2、眼神训练

3、步伐训练：

4、造型训练：

女生：基本手姿、手位并组成基础造型。

男生：基础造型

本学期身段训练是以最基础的元

素解放四肢开始，然后学习基本站立，

通过训练，学生能初步掌握基础身段的

要领动作、名称、术语和基本规律。使

学生基本达到动作规范、姿势健美、协

调有韵、亮相有神。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年

第 二

学期

女生：花旦组合、水袖组合

男生：趟马、走边

本学期身段训练是达到手眼身法

步的配合，通过训练，学生能初步掌握

基础身段的要领动作、名称、术语和基

本规律。使学生基本达到动作规范、姿

势健美、协调有韵、富有表现力，强调

面部表情的神韵，亮相有神。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女生：趟马、走边



学 年

第 一

学期

男生：折扇组合、水袖组合

通过训练基本达到手、眼、身、法、

步的配合，精气神的贯穿，姿势的准确

协调、优美、富于表现力，强调面部表

情和眼神的运用。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1）要求教师拥有戏曲表演专业的扎实唱、念、做、打个人技能

与教学能力，以及腿功、毯功、身段、把子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在本专业教学或本行业经历并获得业内认

可。同时要求教师具备教师基本素养，在教学中能关爱学生、耐心严

谨、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认真负责。

（2）教师任职资格要求

教师类型 教师能力要求

专任教师

要求整个师资队伍既有较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也有较丰富

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一支专业能力强，团队精神好，综合素

质较高，年富力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能师型”教师

队伍。

兼职教师

要求企业兼职教师是行业专家，最少 5 年以上的行业经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担任理论教学，也能担任实训教学

和创作实践教学。

2.教学设施

形体教室、练功毯、把杆、（马鞭、大带、折扇、水袖）等练功道

具、多媒体、网络。

3.教学方法与手段

⑴口头讲授法：给学生传递身段功要领与要求，突出重点，讲清

难点，讲授的内容需通俗形象、清晰易懂，语言要生动、语速适当，



发展学生智力，增加学生创造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直接把

知识点教授给学生，可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的方式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

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增加对身段功基本的理解。

⑵演示法：通过教师动作示范、实物演示，或者现代化信息媒体

等手段，展示观看。学生通过对实物或者教具的直观感受，获得感性

认知，引导学生认识了解身段功的理论与实践训练，使学生得到同步

提高；教师身段动作的演示必须标准规范，抓住细节要领，以便学员

快速准确掌握要领，进步迅速。

⑶实践法： 实践法旨在发展学生能力，形成学生动作能力习惯，

激发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机

械的重复练习，而是根据个体差异进行观察分析，针对学生的自身协

调和单人的动作训练，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与措施；改良教学活动，

让学生在反复练习中举一反三，自我提高。同时，注重讲解与示范演

练相结合，确保安全、规范教学；多启发，多鼓励，引导学生对身段

功训练要刻苦，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

⑷观察法：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戏曲表演或者影像资料观摩，观摩

表演家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进行比对，达到进步。身段套路教学过程

中，教师对动作进行规范的示范以及精确的讲解，学生往往仍然不知

道在身段动作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观众的视觉感受是什么？

因此，在讲解和示范之后，根据所授的形体教学内容，找到合适的影

像资料，或者舞台演出进行观摩，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新内容先形成

一个笼统概念，并进行总结，给予教学反馈，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4.教材使用

（1）、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戏曲旦行身段功》，中国戏剧出版社，

王诗英著。

（2）、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戏曲身段表演训练法》，中国戏剧出

版社 ，万凤姝著

（3）、本课程采用经典戏曲剧目影像资料

（4）、本课程引用网络教学资源：中国大学生MOOC

5.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根据教学内容及特点，购买和制作必须的设备（包括地毯、马鞭、

大带、折扇、水袖等道具、以及音响设备等等）、资料并建设实训中心，

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有效教学。

七、考核标准

1、本课程考核方式由平时考查与期末实践考试相结合，总分为

100 分，其中：平时考查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一）平时考查：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20%

1、考勤分占 20%；

2、课后作业占 40%（包括平时作业及课堂实训项目完成情况）；

3、课堂表现占 40%（包括学习态度，课堂提问及项目展示等）。

（二）期末考试：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80%。

1、评分标准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4）动作的完整程度。

（5）动作的节奏规范性。



（6）道具与形体的配合协调度。

2、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组
合
完
成

（100
分）

身段套路
（45 分）

身段套路的完整
展现

身段套路的完成程
度，是否完整，动作
娴熟、规范协调

50

身段节奏
的把握与
体现（30
分）

身段的节奏准确
性

道具与形体的配
合协调能力

道具与形体的配合协
调能力的体现
是否达到“手、眼、
身、法、步”的法则
要求

30

身段套路
的舞台表
现能力（20

分）

对形体动作的把
握控制与展现能

力

舞台整体表现力，演
出现场效果。

20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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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把子 课程代码 B650204I04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288学时， 其中：理论 0学时，实践 288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腿功、毯功、身段、把子、唱唸 后续课程 顶岗实习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把子课》在戏曲表演课程中属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戏曲表演专

业人才的核心课程。它和腿功、毯子功、身段功并列为演员进行基础

训练的“四大块”，在戏曲表演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演员必须具备

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把子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

是衡量一个演员技术是否全面的重要标志。把子功主要包括枪、刀等

器械姿势和舞蹈训练，对打套路训练等几个方面，对于戏曲学生都要

进行把子功的严格训练，才能胜任各种类型角色的需要。

三、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掌握戏曲舞台上常见的徒手对打和各种兵

器的用法和打法。戏曲把子功的教学，必须严密组织、循序渐进，学

生从简单的基本姿态和各种小五套开始，进而学练技术性强、部位变

化大、节奏快的成套把子及各种下场，要求打得要有节奏、有层次、



有章法；讲究“稳、准、狠”。

1、知识目标

要学生熟练掌握把子套路，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把子课的基础知识:

①、把子套路的动作术语；

②、动作的准确理念与动作的发力；

③、把子的标准化要求和对抗关系；

④、练功器械运用等相关知识。

2、素质目标

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让学生具备完成把子功所需要

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3、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①、把子对打套路基本动作把握准确；

②、动作娴熟、配合默契、稳健流畅；

③、节奏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意断神连；

④、把子的套路动作舞台表现力较好。

四、课程设计

本课程以课堂训练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使学生具备完成把

子功基础理论与实践内容，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与同学之间相互配合的

情况下学习单人或多人持械舞蹈与对打套路，使学生熟练掌握手持各

类器械的动作要领，提高学生对打时的强烈战斗气氛，培养学生的团

结合作精神。



五、教学内容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一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单枪训练

①枪花、②枪姿造型

2、单刀训练

①刀花、②刀姿造型

3、单枪小五套

通过单枪单刀的基本姿态、腕花的训

练，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持枪、持刀的造

型，学会各种耍花和基本打法。做到工

架平稳，一招一式，肩、肘、腕、指各

关节初步得到解放。尤其持刀训练的时

候，分清刀刃和刀背，掌握磕、砍、削、

挑、撩、刺、封的基本招数。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学 年

第 二

学期

1、三十二刀

2、大快抢

3、双刀下场

通过大快枪、三十二刀套路的训练使学

生熟练掌握技巧，并做到打出新意、打

出真实、打出情感、打出惊险、打出历

史，台下观众才能看得心惊、看得感动、

看得传神、看得入迷、看得过瘾。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三

学 年

第 一

学期

男生：大刀枪、单剑

女生：勾刀、双剑

通过大刀的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把子

功中大刀、枪器械的套路掌握，使学生

达到手把灵活、脚步清楚、节奏鲜明、

步位准确等基本要求，做到平、连、准、

狠，在对打中做到快而不乱。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1）要求教师拥有戏曲表演专业的扎实唱、念、做、打个人技能

与教学能力，以及腿功、毯功、身段、把子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第 二

学 年

第 一

学期

1、小快枪

2、单刀枪

3、单枪下场

通过小快枪、单刀枪的套路学习，使学

生初步掌握把子功中手.眼.身法，脚步

的协调与配合，掌握台位，调度等。



本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在本专业教学或本行业经历并获得业内认

可。同时要求教师具备教师基本素养，在教学中能关爱学生、耐心严

谨、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认真负责。

（2）教师任职资格要求

教师类型 教师能力要求

专任教师

要求整个师资队伍既有较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也有较丰富

的社会实践经验，是一支专业能力强，团队精神好，综合素

质较高，年富力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能师型”教师

队伍。

兼职教师

要求企业兼职教师是行业专家，最少 5 年以上的行业经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担任理论教学，也能担任实训教学

和创作实践教学。

2.教学设施

形体教室、练功毯、把杆、各种刀枪等练功器械、多媒体、网络。

3.教学方法与手段

⑴口头讲授法：给学生传递把子功要领与要求，突出重点，讲清

难点，讲授的内容需通俗形象、清晰易懂，语言要生动、语速适当，

发展学生智力，增加学生创造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直接把

知识点教授给学生，可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的方式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

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增加对把子功基本的理解。

⑵演示法：通过教师动作示范、实物演示，或者现代化信息媒体

等手段，展示观看。学生通过对实物或者教具的直观感受，获得感性

认知，引导学生认识了解把子功的理论与实践训练，使学生得到同步

提高；教师把子动作的演示必须标准规范，抓住细节要领，以便学员

快速准确掌握要领，进步迅速。



⑶实践法： 实践法旨在发展学生能力，形成学生动作能力习惯，

激发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机

械的重复练习，而是根据个体差异进行观察分析，针对学生的自身协

调和单组的对打训练，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与措施；改良教学活动，

让学生在反复练习中举一反三，自我提高。同时，注重讲解与示范演

练相结合，确保安全、规范教学；多启发，多鼓励，引导学生对把子

功训练要刻苦，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

⑷观察法：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戏曲表演或者影像资料观摩，观摩表

演家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进行比对，达到进步。把子套路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动作进行规范的示范以及精确的讲解，学生往往仍然不知道在

把子动作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观众的视觉感受是什么？因此，

在讲解和示范之后，根据所授的形体教学内容，找到合适的影像资料，

或者舞台演出进行观摩，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新内容先形成一个笼统

概念，并进行总结，给予教学反馈，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4.教材使用

⑴、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戏曲把子功》，文化出版社，中国戏曲

学院编著。

⑵、本课程采用经典戏曲剧目影像资料

⑶、本课程引用网络教学资源：中国大学生MOOC

5.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根据教学内容及特点，购买和制作必须的设备（包括地毯、各类

刀枪器械、以及音响设备等等）、资料并建设实训中心，以方便学生自



主学习和教师有效教学。

七、考核标准

1、本课程考核方式由平时考查与期末实践考试相结合，总分为

100 分，其中：平时考查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一）平时考查：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20%

1、考勤分占 20%；

2、课后作业占 40%（包括平时作业及课堂实训项目完成情况）；

3、课堂表现占 40%（包括学习态度，课堂提问及项目展示等）。

（二）期末考试：以 100 分计分，折算总分 80%。

1、评分标准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7）动作的完整程度。

（8）动作的节奏准确性。

（9）器械与形体的配合协调度。

2、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组
合
完
成

（100
分）

把子套路
（45 分）

把子套路的完整
展现

把子套路的完成程
度，是否完整，双人

配合是否默契
50

把子节奏
的把握与
体现（30
分）

把子的节奏准确
性

器械与形体的配
合协调能力

器械与形体的配合协
调能力的体现
是否达到“稳、准、
狠”的要求

30

把子套路
的舞台表
现能力（20

分）

对把子动作的把
握控制与展现能

力

舞台整体表现力，演
出现场效果。

20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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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唱唸 课程代码 B650204I05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486学时， 其中：理论 10学时，实践 476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剧目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1．课程定位

《唱腔》是戏曲表演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2．课程设置的目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是依据戏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相关职业岗位的能力

要求而设置。对本专业演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目标的达成起

到最关键的支撑作用。

三、教学目标

主要通过讲授本剧种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唱腔特点和要求，并

对学生分行当进行各别的戏曲声乐训练；通过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

科学发声、演唱技巧、本剧种演唱风格、演唱流派以及如何以声传情、

释放曲情曲理；结合具体剧目片断、唱腔，理解和继承本剧种本行当

代表性唱段，以全面提高学生戏曲演唱能力和演唱水平。



主要是通过学习湖南湘剧、花鼓戏唱、念发声方法，曲调调式，

曲调类型、曲调风格、曲调演唱能力等方面的学习内容。能基本掌握

湖南湘剧、湖南花鼓戏唱、念的特点，提高演唱水平，提高唱、念处

理技能，为学生就业、深造，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达到为社会培

养多方面实用型人才的目的。

四、课程设计

1．课程设计思路

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专业实践的基础上，

逐步掌握专业能力和相关知识，加强学生适应就业能力。

五、教学内容

1.教学阶段

序号 学期 剧种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1

一

年

一

期

花鼓戏

女腔：望郎调、麻城歌、夜落金钱、

采茶调、花石调（胡秀英唱）、和调、

采莲船调、嫂子调、西湖调、西湖

调转三流。

男腔：扯白歌、望郎调、渔鼓调、

三流、十字调、采茶调。

1.传授学生花鼓戏唱腔的基础知

识。

2.培养学生学习花鼓戏的兴趣和

信心。

3.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花鼓戏曲

牌的基本唱法。

4.长沙话的正音。

湘剧

练声、吊嗓

女生：湘剧弹腔（南路四平调、

南路走马、导板、哭头、散板、散

板转二路板、快打慢唱、滚板、南

路慢三眼、反南路导板转三眼板）

男生：湘剧弹腔（南路导板、

散板、滚板、快打慢唱、慢走马、

快走马、二路板、慢三眼板、平板、

联弹）

1.传授学生湘剧唱腔的基础知

识。

2.培养学生学习湘剧的兴趣和信

心。

3.让学生掌握一些湘剧弹腔（南

路）的板式。

4.长沙话的正音。



2

一

年

二

期

花鼓戏

女腔：反十字调、十字调、阳

雀调、山川调、西湖调、渔鼓调、

瓜子红调、西调（小姑贤中唱）、神

调、下湖调。

男腔：洞腔、西湖调、梁山调、

夜落金钱、辞店调、反十字调、道

情调。

1．在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花鼓戏

演唱方法与技巧的基础上，进一

步学习掌握好花鼓戏声腔特点。

2.增加花鼓戏小调内容，使声腔

的演唱风格和技巧更加丰富，全

面。

3.进一步规范，加强花鼓戏演唱

技巧训练。

4.学习韵白念白段子，初步了解

戏曲各行当的念白特征。

湘剧

练声、吊嗓

女腔：湘剧弹腔（北路导板转

慢板、慢板转二流、快打慢唱、二

流转流水、北路散板、北路导板、

十八板、北路联弹、滚板）

男腔：湘剧弹腔（北路慢板、

二流、流水、北路散板、北路联弹、

滚板、反北路）

1．在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湘剧演

唱方法与技巧的基础上，进一步

学习掌握好湘剧声腔特点。

2.让学生掌握一些湘剧弹腔（北

路）的板式。

3.进一步规范，加强湘剧演唱技

巧训练。

4.学习韵白念白段子，初步了解

戏曲各行当的念白特征。

3

二

年

一

期

花鼓戏

女腔：劝夫调、道情调、洗菜心、

西湖调、反西湖调、（刘母唱）、手

扶栏杆、木马调、西湖调吟腔、过

江调、安童调（林十娘唱）、黄皮正

调（百日缘七姐唱）

男腔：西湖调快板、姨娘调、

木马调、宁乡讨学钱调、过江调、

西调、麻城调、媒公调。

3、进一步丰富学生花鼓戏声腔

知识和提高演唱技巧。

4、加入表演性唱与念中的教

学，以配合戏课内容，投入

课堂。

5、唱，念要求有一个较完整、

较全面的提高。

6、加强视唱训练。

湘剧

练声、吊嗓

女腔：湘剧高腔（荷花、古轮

台、锁南枝、青纳袄、调子、二郎

神）

男腔：湘剧高腔（徽调式：金

莲子类、黄莺儿类、步步娇类、山

花子类）

1、教授湘剧高腔曲牌知识和演

唱技法。

2、加入表演性唱与念中的教

学，投入课堂。

3、唱，念要求有一个较完整、

较全面的提高。

4、加强视唱训练。

4

二

年

二

期

花鼓戏

女腔：西湖调（雪梅吊孝）、放

风筝、辞店调、蝶恋花、比古调、

长沙讨学钱、放羊调、哭五更（尼

姑唱）、小送郎、渔鼓调花腔、玉娥

郎调。

男腔：劝调、安童调、新编老

辞店调、长沙反调、长沙讨学钱调、

南数板、四六调、中秋调、八音联

调、洞腔。

1、要求学生在掌握演唱技巧与风

格基础上，还要求体现人物的思

想，唱段唸白中的情-感。

7、选择一些难度较大的曲段，

提高学生的演唱水平，训练

学生的演唱能力。

8、学习花鼓戏多流派的唱腔，

掌握各流派唱腔的基本风格

和特点。

9、提高，加强学生识谱自唱能

力。



湘剧

练声、吊嗓

女腔：湘剧高腔（红纳袄、尾

犯序、孝顺歌、太师引）

男腔：湘剧高腔（徽调式：东

瓯令类、风入松类、集贤宾类、驻

马听类）

1、强调高腔“说唱”的声腔特点，

反复训练，多唱、多听。

2、要求学生在掌握演唱技巧与风

格基础上，还要求体现人物的思

想，唱段唸白中的情-感。

10、 选择一些难度较大的曲

段，提高学生的演唱水平，

训练学生的演唱能力。

11、 提高，加强学生识谱自

唱能力。

5

三

年

一

期

花鼓戏

女腔：喜报三元、九连环、四

季相思、宁乡正调、十字调花腔、

走场牌子（送表妹中唱）、宁乡讨学

钱调、鲤鱼斗水调、南数调、长沙

山歌、夜落金钱新编。

男腔：洋烟调、还魂调、过江

比古调、游春调、铜钱歌、八音联

弹、革命工作是整体、祖国的好山

河寸土不让。

1、在掌握花鼓戏传统演唱方法与

技巧的基础上，加入各曲调通过

改编后的演唱内容。

2、学习和掌握花鼓戏各行当的唱

段，了解唱段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3、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曲目的演唱

过程，在演唱上要有新的突破，

新的发挥。

4、导入一定难度的曲调，增加演

唱难度。

三

年

二

期

湘剧

练声、吊嗓

女腔：湘剧高腔（高腔：三仙

桥、清江引、步蟾宫、驻云飞、香

罗带）

男腔：湘剧高腔（羽调式：山

坡羊、红衲袄、懒画眉、哭皇天、

油葫芦、沉醉东风）

1、在掌握湘剧传统演唱方法与技

巧的基础上，加入各曲牌通过改

编后的演唱内容。

2、学习和掌握花鼓戏各行当的唱

段，了解唱段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3、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曲目的演唱

过程，在演唱上要有新的突破，

新的发挥。

4、导入一定难度的曲调，增加演

唱难度。

5、已进入剧目课程，在演唱时注

重人物的情感。

6 花鼓戏

女腔：悲腔（耕田中正旦唱）、

还魂调新编、四六调、西宫调、长

沙反调、劝夫还魂调、快把真情告

袁郎、洞腔手拉风箱、五更留郎。

男腔：宁乡正调、反西湖调、

浓茶调、神调、阳雀调、败调、反

手调、游春调新编。

1、要求演唱整体水平有一个全面

提升。

2、重点培养尖子学生。

3、培养学生对演唱段的理解、分

析，提高视唱、演唱能力。



湘剧

练声、吊嗓

女腔：湘剧低牌子（粉蝶引、

上小楼、泣颜回、折桂令、雁儿落）

男腔：湘剧高腔（商调式：汉

腔、四朝元类、锁南枝类）

1、重点培养尖子学生。

2、培养学生对演唱段的理解、分

析，提高视唱、演唱能力。

3.选择有针对性的、情绪体现较

复杂、较有变化性的曲调，指定

和指导学生进行体现上的各种处

理方式的训练，达到比较完善。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专任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教师资格证及本专业相关

的专业职称。兼职教师应具备相关职业领域中级以上职称或 3年以上

一线工作经历，专业结构与学校专业设置相适应，在专业领域具有较

高知名度。

教学方提出实施教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指导建议，指导教师依据专

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

方法，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教，鼓励创新教

学方法和策略，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采用启

发法、讨论法、研究法、演示法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探索建立双向

互动的教学模式，实施课堂教学与实训现场教学相结合、课堂研讨与

现场剖析相结合、舞台表演与模拟仿真相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

相结合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式。

2.教学设施

校内实训室需网络覆盖并配备表演教具、基础道具、多媒体教学

仪器、桌椅。

3.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项目教学法、讲授法和角色扮演法，融“教、学、做、



演”于一体，边讲授、边训练。学生在教中学，在学中做。

七、考核标准

（一）唱腔

唱，念专业考试满分各为 100 分，评分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正确的演唱发声，演唱状态积极，演唱站姿正确。

（2）演唱和唸白内容完整流畅，规范，能较好把握演唱节奏、演唱韵味、演

唱力度，要求音色美、音准好、基本功扎实等。

（3）能比较好的、完整地体现一首曲调，一段唸白的内容与风格，有较全面

的表演力，艺术感染力。

（4）考试分数比例一般由唱唸教研组所有授课老师出据自己的分数，根据总

分除打分人数得出的平均分占期末考试的 50%，期中考试占 30%，平时成绩占 20%。

3、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花

鼓

戏

、

湘

剧

声

腔

演

唱

（100

分）

演

唱

技

能

（70 分）

行腔润腔

剧种行腔韵味；

行当声腔突出；

音准、节奏的准确性；

咬字归韵的准确性；

演唱者的嗓音条件；

曲调风格把握的准确性。

25

演唱姿态 5

咬字吐词 20

技法运用 10

音准、节奏 10

音

乐

表

现

（20 分）

曲调完成的完整性

声音的塑形能力；

剧种曲调的情感表达；

曲调情感表达的细腻程度；

曲调的结构把握。

8

曲调风格把握的准确性 3

曲调情感表达的细腻程

度
3

曲调的结构把握 3

演唱者声音的塑形能力 3

舞台实践

能力

（10 分）

肢体语言与作品演唱的

协调统一
肢体语言的协调表现；

曲调的表现力；

曲调音乐形象的塑造能力

4

曲调演唱的表现力 3



音乐形象的塑造能力 3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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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要

课程名称 剧目 课程代码 B650204I06

课程学分 课程学时 共 476学时， 其中：理论 0学时，实践 476学时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公共拓展课；□专业拓展课；

□素质拓展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限选 任选 适用专业 戏曲表演

先修课程 腿功、毯功、身段、把子、唱唸 后续课程 顶岗实习

开设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 √ √ √ √

教学方式 面授 实践 □网络 □研讨 □其他___________

二、课程定位

1．课程定位

《剧目》是戏曲表演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2．课程设置的目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是依据戏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相关职业岗位的能力

要求而设置。对本专业演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目标的达成起

到最关键的支撑作用。

四、教学目标

剧目教学课程是让学生通过剧目学习，全面掌握湖南湘剧和花鼓

戏的表演艺术技能，综合体现学生在唱、做、念、打方面的水平。同

时使学生达到一定的创造角色的表演能力。

主要是通过学习湖南湘剧、花鼓戏唱、念发声方法，曲调调式，



曲调类型、曲调风格、曲调演唱能力等方面的学习内容。能基本掌握

湖南湘剧、湖南花鼓戏唱、念的特点，提高演唱水平，提高唱、念处

理技能，为学生就业、深造，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达到为社会培

养多方面实用型人才的目的。

四、课程设计

1．课程设计思路

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专业实践的基础上，

逐步掌握专业能力和相关知识，加强学生适应就业能力。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课程教学及学生的

不断练习，培养学生综合的、全面的表演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剧目

排演学会刻画角色、塑造人物形象、掌握表演技能，使学生以自身创

造性的舞台表演对作品进行直接的体现，是学生学习成果的综合体现。

本课程通过传统折子剧目的排演，旨在加强学生的舞台表演技

能，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艺术观，形成独特的艺术创作个性，能够进

行独立的、完整的创造。主要进行戏曲表演的实践教学，使学生通过

由简到繁、由浅到深、由外在到内心、由小到大的表演实践练习，掌

握较高水平的表演能力。并通过讲授“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质”、“表演

的核心——动作”、“戏曲表演的特点”、“舞台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四

个理论问题，使学生对表演学学科有个概括的了解。

五、教学内容

1.教学阶段



（1）湘剧

序

号

阶

段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1

三

年

一

期

《三女抢板》、《天女散花》、《双拜月》、《拾

玉镯》、《小放牛》、《二进宫》、《描容》、《探

庄》、《岳母刺字》、《盘盒》、《扫松》、《拔火

棍》、《瓜园别》

归行、对路、出功，重点对

学生进行四功五法表演基础的技

巧训练，打好基础，把胚子砍正。

2

三

年

二

期

《柜中缘》、《做文章》、《五台会兄》、《打猎》、

《回书》、《盗草》、《卖水》、《描容上京》、

《双下山》、《打店》、《金沙滩》、《落花园》、

《张飞审瓜》、《斩子》、《打樱桃》、《芦花荡》、

《桂枝写状》、《访白袍》

学习本行当的表演方法，进

一步了解剧种风格，体会什么是

演戏，继承具有传统戏曲特色的

艺术技巧。

3

四

年

一

期

《抢伞》、《白门楼》、《忆十八》、《赏荷》、

《击鼓骂曹》、《醉打山门》、《斩三妖》、《摘

梅推澜》、《打神告庙》、《赠剑》、《断桥》、

《活捉三郎》、《何乙保写状》、《小宴》

掌握传统表演技巧、技能，

继承传统戏曲特色的艺术，对戏

曲流派的掌握, 戏曲程式运用自

如。

5

四

年

二

期

大戏《杨门女将》、《金印记》、《杨八姐闯幽

州》、《生死牌》、《琵琶记》、《拜月记》、《白

蛇传》、《徐九经升官记》

掌握戏曲角色创作特征、角

色创造程序和角色创造方法, 掌

握基本的表演理论和内部表演技

巧。

6

五

年

一

期

大戏排演、折子戏、准备实习演出

实习实测提高技巧，培养舞台适应能力、舞

台交流、表演能力，达到边演出边提高。

能够分析剧本与人物, 学会

造型，体会内部感受，挖掘性格

核心，独立完成角色创造任务。

(2)花鼓戏

1、教学内容

序

号

阶

段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1

三

年

一

期

《小砍樵》、《扯萝卜菜》、《打鸟》、《磨豆腐》、

《拾玉镯》、《游春》、《盘花》、《小放牛》、

《摸泥鳅》、《三女抢板》

归行、对路、出功，重点对学生进行

四功五法表演基础的技巧训练，打好基

础，把胚子砍正。

2

三

年

二

期

《小姑贤》、《讨学钱》、《放风筝》、《蓝桥会》、

《装炤王》、《喜荣归》、《柜中缘》、《磨坊产

子》、《二堂审子》、《懒煮饭》

学习本行当的表演方法，进一步了解

剧种风格，体会什么是演戏，继承具有传

统戏曲特色的艺术技巧。

3

四

年

一

期

《打铁》、《忆十八》、《清风亭》、《双下山》、

《蔡坤山犁田》、《老汉驮妻》、《访友》、《张

飞审瓜》、《双送粮》、《送表妹》

掌握传统表演技巧、技能，继承传统

戏曲特色的艺术，对戏曲流派的掌握, 戏

曲程式运用自如。

4
四

年

《书房调叔》、《宋江闹院》、《装疯吵嫁》、

《断桥》、《秋江》、《芦林会》、《打铜锣》、

掌握本行当的代表性剧目的不同艺

术特点，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表演现代



二

期

《补锅》、《杀嫂》、《盗草》 生活的能力, 能古能今一专多能, 熟悉

剧目的表演风格。

6

五

年

一

期

大戏排演、折子戏、准备实习演出

实习实测提高技巧，培养舞台适应能力、舞

台交流、表演能力，达到边演出边提高。

能够分析剧本与人物, 学会造型，体

会内部感受，挖掘性格核心，独立完成角

色创造任务。

六、教学实施

1.师资条件

专任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教师资格证及本专业相关

的专业职称。兼职教师应具备相关职业领域中级以上职称或 3年以上

一线工作经历，专业结构与学校专业设置相适应，在专业领域具有较

高知名度。

教学方提出实施教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指导建议，指导教师依据专

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

方法，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教，鼓励创新教

学方法和策略，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采用启

发法、讨论法、研究法、演示法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探索建立双向

互动的教学模式，实施课堂教学与实训现场教学相结合、课堂研讨与

现场剖析相结合、舞台表演与模拟仿真相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

相结合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式。

2.教学设施

校内实训室需网络覆盖并配备表演教具、基础道具、多媒体教学

仪器、桌椅。

3.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项目教学法、讲授法和角色扮演法，融“教、学、做、



演”于一体，边讲授、边训练。学生在教中学，在学中做。本课程授

课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案头工作部分和剧目排演部分。教师在

案头工作后，分配角色并形成演员表、分配任务并形成灯、服、道、

效、化、音等工作小组。学生以团队创作的方式参与到剧目的排演部

分，通过剧目排演的方式学习创作与创新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全程指导，直至剧目对外公演。

八、考核标准

（一）剧目

1、评分标准

考核以实践剧目、创排、演出等实训课来确定，包括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综合素质能力、表演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分数采用百分制。学生考

试的最后总分，由每项考试得分按不同比例计算后相加而成，比例分配如下：人

物塑造占 45%，技能表现占 40%，舞台实践能力占 15%。

2、评分细则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剧

目

考

试

（100

分）

人

物

塑

造

（45 分）

表演完成的完整性

湖南花鼓戏剧目表演

风格，行当与人物的表

现能力，综合技能的统

一表现。

10

剧目风格把握的

准确性
10

肢体语言与人物的

协调性
10

人物表现力与感染力 10

剧目特殊技巧完成的

程度
5

技

能

表

现

（40 分）

声腔完成的完整性
咬字吐词的准确性，花

鼓戏曲调的润腔能力，

声音的塑形能力，形体

动作的表现能力，技巧

的完成程度，音准、节

奏的准确性；

10

行当表现基本特征 5

台词完成的完整性 10

形体动作完成的

完整性
10



音准与节奏 5

舞台实践

能力

（15 分）

剧目整体表现力

舞台整体表现力，演出

现场效果。

5

舞台形象的完整性 5

演剧效果 5

内容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分值 得分 备注

剧

目

考

试

（100

分）

人

物

塑

造

（45 分）

表演完成的完整性

剧目表演风格，行当与

人物的表

现能力，综合技能的统

一表现。

10

剧目风格把握的

准确性
10

肢体语言与人物的

协调性
10

人物表现力与感染力 10

剧目特殊技巧完成的

程度
5

八、其他

本课程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戏曲表演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