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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自发布日至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

本标准按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音乐剧协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校

园健康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横琴东方舞艺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贾作光(人民艺术家)

任家和（舞蹈教育家、中国少儿东方舞考级教材主编）

兰菲儿（中国少儿东方舞考级教材发起和创始人）

专家顾问：潘志涛 王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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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推进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技术型人才，促进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特制定东方舞培训与测评规

范团体标准。

形成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促使引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快引领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模式，提升基础教育、

美育教育、体适能训练、人文知识、专业技能为一体的综合素质能力，并

通过专业评价为其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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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舞培训与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方舞培训与测评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东方舞培训、测评及管理。

2 定义和术语

本标准采取以下定义、符号和术语。

2.1

东方舞（Oriental）

东方舞是规范、严格、标准的大众民间舞蹈，按地域划分有远东

舞蹈和中东舞蹈（中东舞蹈、远东舞蹈两类）

2.1.1

远东舞蹈（Far east dance）

远东舞，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

区等的民族民间舞.

2.1.2

中东舞蹈（Middle east dance）

中东舞，俗称肚皮舞，神秘崇拜是它的信仰，优雅大方是它的气

度，灵动俏皮是它的个性，妖娆妩媚是它的风情。

2.1.3

中国东方舞

中国东方舞是以远东、中东舞蹈的基本元素，通过融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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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形成的具有学院派的新舞蹈，并正式赋予她学名为：东方舞（2011年

由中国泰斗级舞蹈家贾作光老师提议正名）。

3.符号和略缩语

在东方舞蹈基础教学中使用的符号、中英文注释略缩语。

3.1 符号

赛一迪 （Saidi）

努比 （Nubia）

麦乐呀 （Melaya）

苏飞 （Sufi）

哈利吉 （khaleeji）

莱起 （Iraqi）

发来嘿 （Fallahi）

查娃吉 （Ghawazee）

哈噶啦 （Haggala）

雪比 （Shaabi）

泰日波 （Tribal）

探戈 （Tango）

爵士 （Jazz）

4 综合素质等级

东方舞等级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分别用（1

级-4 级）、（5 级-8 级）、（9级-10 级）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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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等级要求

5.1.1 初级阶段（1 级-4 级）

对（1级~4 级）要求如下：

a) 掌握 2支舞蹈的名称及舞步术语（英语）；

b) 独立完成指定东方舞体态、手型、步伐（1-4）级基础动作；

c) 准确分辨音乐节拍,能表达出基本音乐；

d) 准确表达位置、姿态、舞步。

5.1.2 中级阶段（5 级-8 级）

对（5级~8 级）要求如下：

a) 了解舞蹈（Oriental、Saidi）起源国及音乐风格；

b) 掌握 3支舞蹈的名称及舞步术语（英语）；

c) 独立完成指定步形(5-8)级基础动作；

d) 准确分辨音乐节拍,能表达出基本音乐；

e) 准确表达位置、姿态、舞步；

f) 能正确诠释节奏、速度、力度、表情等；

g) 独立示范三支舞蹈及回答考官提问。

5.1.3 高级阶段（9 级-10 级）

对（9级~410 级）要求如下：

a) 了解5支舞蹈（东方舞系列：Oriental、Mejanse、Tarab、Pop song、

Modern Baladi 等等；民俗风格：Saidi、Nubia、Melaya、Sufi、khaleeji、

Iraqi、Fallahi、Ghawazee、Haggala、Shaabi 等等；道具：Veils、Fan veil、

finger cymbals、wing table、assord stick、candlestick sword 等等；

现代融合风格：Tribal、Tango、Flamenco、Jazz、Bollywood 等等。

b) 起源国及音乐风格;

c) 掌握5支舞蹈的名称及舞步术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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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独立完成指定步形(9-10)级技术技巧动作；

e) 准确分辨音乐节拍,能表达出基本音乐；

f) 准确表达位置、姿态、舞步、协调关系,诠释节奏、速度、力度、

表情等；

g) 逐步完成学员独立训练能力，塑造正确的基本手型；

h) 正确掌握（东方舞）三要素及韵律；

i) 纠正在课堂中出现非规范的舞步；

j) 能把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释放出灵魂，完成即兴表演；

k) 独立示范五支舞蹈及准确回答考官提问。

5.2 服装礼仪要求

5.2.1 服装

对服装要求如下：

a) 男孩:黑色长裤，黑色上衣，黑色舞鞋；发型需为短发，不能焗成

各种色彩；不允许化妆及使用装饰品；（高级服装可以用表演级设计的服

装）

b) 女孩：启蒙级和入门一级粉色系列，吊带和小纱裙、练功袜。2-4

级初级为紫色斜肩设计露半脐短裙。5-8 级中级，白色分体露脐裙装。9

级高级一红黑色裙装。10级高级二全黑色裙装。

女孩头发不能有头饰及使用假发，可以使用不带发光体的彩色喷发胶；需

要批发时，头发须保持干净整洁。舞鞋高度不超过 3.5 厘米搭配各色短袜；

发型需为自然长发或短发，可使用松紧皮筋加以固定，不能焗成各种色彩；

不允许化浓妆及使用装饰品。

5.2.2 礼仪

对礼仪的要求如下：

a) 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重

视、开展礼仪教育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9

T/CMABZ 007-2022

b) 礼仪是一种文明行为标准，参加测评的学员从进场、问好、行礼、

答题、致谢、到离场，这些体现举止礼仪的地方，重要性不言而喻。

5.3 心态素质

对心态素质的要求如下：

a) 心态素质训练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鼓励学员正确评价自己

对舞步的掌握情况，对自己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b) 教官在培训课程中主动帮助学员分析优势和潜能，增加学员的自

信心；

a) 测评前要认真复习，顺其自然。只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持续下去，

心态会趋向平和；

d) 正确对待其他学员的评价，不要盲目攀比。测评只是检查自身学

习情况的手段，目的是及时发现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查漏补缺并完善今后

的学习；

e) 激励学员的进取精神，相信成功。

5.4 体适能

对体适能要求如下：

a) 通过对学员健康体适能的培训与测评,达到适当的体脂肪、心肺耐

力 肌力和肌肉耐力、柔软素质、瞬发力（速度、反应时间、肌力、敏捷、

协调）等行为的提高；

b) 通过对特定学员进行竞技体适能的培训与测评, 使机体调整到具

有一定运动能力的代谢状态，达到竞技水平而获得的人体运动能力。

5.5 表述能力

对表述能力要求如下：

a) 培养学员理解语言的能力。 理解是表达的基础，要培养学员语言

的表达能力，必须先培养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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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官在教学中要做出表率，使用规范的语言，力求用词准确、简

明扼要、条理清楚、前后连贯、逻辑性强，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影响。

c) 结合东方舞教学体系内容，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专业

语言训练。提高学员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准确性；

d) 等级测评中要把握时机，适时为学生提供语言表达的机会，循循

善诱，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5.6 创编表演

对创编表演要求如下：

a) 结合所学舞种的风格、动律特征；各舞种的脚位、手位、步法等

基本体态，让学员掌握创编的渐进性、顺序性。进行测评时可进行不同等

级动作的创编，并加以变化。

b) 要求学员对音乐的情节及所表达的感情进行现场创编，并通过舍

取，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舞蹈。

c) 通过测评确保达到舞蹈表演基本要求。录入青少年人才培训体系

的特殊表演人才库。

6 东方舞培训课程设置 【共十级】

6.1 初级阶段课程

6.1.1 第一级

学习内容以下：

a) 理论部分：关于“东方舞”和基础乐理（节奏、节拍、音符、读

谱、中东音乐节奏型：Maqsum、Ayu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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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形体训练部分：把杆训练：压肩、压腿、擦地、蹲、立；

c) 中间训练：东方舞站姿、手位；软开度热身训练；

d) 体能训练：腰腹肌肉、核心力量训练、腿部肌肉耐力训练；

e) 东方舞动作部分：Hip Twist、Hip Lift、Hip Sways、Pelvic Circle、

Chouchou Shimmy；

小组合（2只，每只 90秒）。

6.1.2 第二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理论部分：基础乐理（东方舞风格；中东音乐节奏型：Fox、Vals

与旋律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部分：把杆训练：擦地、大踢腿、划圈、吸腿；

c) 中间训练：脱把控制训练；软开度训练；舞步训练；

d) 体能训练：头、肩部准备训练；下背肌；西米的耐力训练；

e) 东方舞动作部分：Snake Arms、Head Circle、Shouders Shimmy、

Pelvic Lock & Lock Back、Egyption Shimmy；

f) 小组合（2只，每只 90秒）。

6.1.3 第三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理论部分：基础乐理（东方舞风格；中东音乐节奏型：Saidi、

Ciftetelli 与旋律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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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杆训练：小抬腿；小弹腿。

d) 中间训练：小抬腿；小弹腿；脱把控制训练；舞步训练。

e) 体能训练：大腿耐力训练；腰腹肌力量训练。

f) 东方舞动作部分： Chest Lift & Drop、Drop & Kick、Body Wave、

Reverse Body Wave、Muscle Shimmy。

g) 小组合（2只，每只 90秒）；

6.1.4 第四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基础乐理（东方舞风格；中东音乐节奏型：Baladi、Masmoudi 与

旋律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部分：

c) 把杆训练：旁展侧腰、小跳。

d) 中间训练：脱把的控制训练、平转。

e) 体能训练：侧腰肌群耐力训练、下臀肌、综合体能及律动能力。

f) 东方舞动作部分：Chest Circle、Maya、Taxeem、Omi、3/4 Shimmy、

Haggala。

d) 小组合（2 只，每只 90秒）；

6.2 中级阶段课程

6．2.1 第五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基础乐理（音乐和常用乐器；中东音乐节奏型：Malfuf、W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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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旋律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部分：

c) 把杆训练：担腰、立。

d) 中间训练：软开度训练、脱把控制训练。

e) 专攻训练：身韵舞美。

f) 协调训练：舞步和动作的协调。

g) 技巧训练：甩发（一）。

h) 东方舞动作部分：Camel、Reserve Camel、Hip Horizontal Figure

8、Arms Figure 8。

i) 舞蹈：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具），其中 Saidi 为本级别必考舞蹈。

6.2.2 第六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基础乐理（常用乐器；中东音乐节奏型：Khaligi、Zaffa 与旋律

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四位转。

c) 专攻训练：西米专攻训练。

d) 协调训练：动作和动作的协调。

e) 技巧训练：甩发（二）。

f) 东方舞动作部分：Interior Circle&Figure 8。

g) 舞蹈：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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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中 Drum solo 为本级别必考舞蹈。

6.2.3 第七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基础乐理（常用乐器；中东音乐节奏型：Karachi、Bolero 与旋律

双轨同行）。

b) 形体训练：点翻。

c) 专攻训练：旋转。

d) 协调训练：西米和动作的协调。

e) 技巧训练：Chest Shimmy、Stomach Shimmy、Africa Shimmy。

f) 舞蹈：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具），其中 Oriental 为本级别必考舞蹈。

6.2.4 第八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理论部分：舞蹈作品与欣赏；即兴舞蹈（一）；中东音乐节奏型：

Bambi、Sombati 与旋律双轨同行；曲式分析：Mejanse。

b) 专攻训练：西米复合专攻。

c) 协调训练：“一心三用”的协调。

d) 技巧训练：甩发（三）。

e) 舞蹈：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具），其中 Mejanse 为本级别必考舞蹈。

6.3 高级阶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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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第九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理论部分：舞蹈调度；即兴舞蹈（二）；中东音乐节奏型：York

semal、Laz 与旋律双轨同行；曲式分析：Baladi。

b) 专攻训练：甩发专攻。

c) 协调训练：“一心四用”的协调。

d) 技巧训练：地板技巧。

f) 舞蹈：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具），其中 Baladi 为本级别必考舞蹈。

6.3.2 第十级

学习内容如下：

a) 理论部分：舞蹈表演；即兴舞蹈（三）；中东音乐节奏型：Karsilama、

Samai 与旋律双轨同行。

b) 专攻训练：旋转复合专攻。

c) 协调训练：“一心五用”的协调。

d) 技巧训练：创新设计活用叠加技巧。

e) 舞码：学习 2 只舞蹈，选修（机动）1只舞蹈（风格不限，可带道

具），其中融合风舞蹈为本级别必考舞蹈（选择 ATS 作为考核项目的考生

须自行安排好团体助考舞伴）。

7 辅助课程

通过进行形体基本姿态训练、芭蕾舞的基础训练，培养学员舞蹈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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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力，应有的气质、塑造指标应包括以良好的身体姿态。

8.测评指标

评价下指标：

服装礼仪—学员生活行为规范与待人处世的准则，

等级能力—学员掌握东方舞不同阶段表现的水平；

心态素质—学员心态素养、自信能力；

体适能—学员健康体适能和竞技体适能的能力；

表述能力—学员对待学习态度、语言能力、道德规范等价值观；

创编表演—学员独立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在对学员进行等级能力考试时，不同等级东方舞的评价标准见表 1~

表 3

表 1 初级阶段东方舞评价标准

表 2 中级阶段东方舞评价标准

编号：

标准 服装礼仪 等级能力 心态素质 体适能 表述能力 分值

初级（1 级） □ □ □ □ □

初级（2 级） □ □ □ □ □

初级（3 级） □ □ □ □ □

初级（4 级） □ □ □ □ □

注：初级（1 级-4 级），学员每一级获得 3 个☑及以上表示通过

编号：

标准 服装礼仪 等级能力 心态素质 体适能 表述能力 分值

中级（5 级） □ □ □ □ □

中级（6 级） □ □ □ □ □

中级（7 级） □ □ □ □ □

中级（8 级） □ □ □ □ □

注：中级（5 级-8 级），学员每一级获得 3 个☑及以上表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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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级阶段东方舞评价标准

编号：

标准 服装礼仪 等级能力 心态素质 体适能 表述能力 分值

高级（9 级） □ □ □ □ □

高级（10 级） □ □ □ □ □

注：高级（9 级-10 级），学员每一级获得 3 个☑及以上表示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