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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记忆策略提高初级剑术教学效果的实验研究 

谭玉霞，林 萍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O1) 

摘 要：以普通女大学生为对象，结合初级剑术进行了教学实验。结果表明，实施记忆策略不仅有助于学 

生尽快记忆动作名称顺序，掌握所学技术动作，而且对提高整 教学效果也有良好的影响，同时也为武术教学 

提供 可以借鉴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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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d．but also good influetial f()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teat hing result l}a]so provides some useful theorized evi— 

dence for the teaching ofwushu， 

Key words：uni、 ersity student；teaching offencing ；the tacti c’s of l1)e~̈ ， ：P~i．．-finlelll 8』1d study 

体育教学效果，不只在于教师传授丁多少知识，而 丁 

教师用什么方法传授，使学生学会学习技巧或记忆方法获得 

多少知识 ，并在需要时能及时提取和再现 初级钊木是高 

女大学生的必修课，动作特点是 以套路的形式 出观的。如何 

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记忆动作名称i 事，以更快、更 

好地掌握技术动作是 教师共同探讨 的课题。 奉文拟 就采用 

意义识记法，在学生领会 、理解 、掌握教材内在联系和规律的 

基础上，强化记忆，提高教学效果 ，进行教学尝试，目的是 

提高武术教学效果提供理论 依据。 

1 实验方法 

1．1 教学实验设计 ：采用指标完全是随机实验设 计。 

1．2 教学实验对象选取与分组 

选用河北 师范 大 学 97级 女大 学生 124名 ，平均 年 龄 

19．9岁，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将 124名大学生分成实验组 62 

名 ，对照组 62名。 

1．3 实验程序 

为了排 除无关变量对实验的不 良影响 ，实验前对学生记 

忆术和身体素质进行测试 ，经 t检验无显著蔫异 记 术的 

内容选用武术 教材 70页中 l0种剑法 单 词，采用 当场故 录 

音，学生识记和再现数量方法。素质测验选取一年级大学生 

合格标准的五项内容。实验在9圈的教学活动中进行．第 3、 

6、8瑚卡u第 3、7、9同分别对记忆动作名称顺序和动作规格成 

绩进行测验。l’工J『-避免“霍叠效应”现象发生，采用“单盲程 

” 教师只强调课 结束时要求每 位学生 独立完成 全套动 

作，对实验组施加}已 策略教学(x )。最后足延时测验 ，在 

课结束后两固分别对两组进行动作 名称顺序 和动作规格记 

忆成绩测验。 

1，3，1 实验组教学 

1，3，1．1 画脑图，学慨貌，识记方向路线 

教学伊始，首先让学生知道他们将要学习什么样的正确 

动作 ，在脑子里形成正确动作 套路 和概 念。除 了示范外 ，教 

师还应对套路进行慨貌分析和解释性讲解。套路动作路线 ， 

从起势开始，第一段向左侧，第二段返回原来右侧，第三段再 

向左侧，第四段爵返回原来右侧，最后结束动作，共分四段、 

3_4个动作。让学生记清一、三段(单数)向左侧，二、四段(双 

数)向右侧的左右往返直线运动变化规律。 

1 3．1．2 构筑细枝末节，学要点，识记动作要领 

练习时动怍方向是以躯干姿势和该动作定势后所处的 

位置为准 丰要步仃肓弓步、虚步 、仆步、丁步和提膝，剑法 

有刺 、点、劈、斩 、抹 、步型是依据躯干前后方向确定的，如弓 

步 ，屯豫 往前称左弓步，f}j反则称右 弓步，要领为 ，前腿 弓，后 

腿绷 剑法是依据剑的力注点决定剑法性质，如刺、点 ，是立 

剑 ，力注剑尖。学生 领会了练习时方向、步行 、剑法等要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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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关系，记忆动作要点就很容易了。 

1．3．1．3 学习动作，识记名称顺序 

初级剑术动作是依据步型定势．身法势式，剑的路线，_十j 

注点 的性质 自下而上命名 的。如：弓步一 一直——一刺；回身 

一 一 后—— 劈。另外在套路中．有些动作步型 、身法卡日间，有 

些动作剑法相同，还有些动作是相似的 ，如弓步直 制、弓步平 

抹，回身后劈、回身平崩，并步直刺、弓步直刺等。学习这类 

动作要同套路方向路线相联系，与前后动作定势、步行、身法 

和剑法相结合形成逻辑意义。注重在相似动作中找其不同 

之处 ，如提膝下截。提膝下点。虽然步行 、身法、剑 的路线相 

同，但是力注点不同。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动作理解 ，又强 

化记忆效果。 

1．3．2 对照组教学 

采用常规的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示范动作要领、技法、精 

神和劲力 ，然后领做 ，学 生独立练 习，教师辅导，不做任何意 

义性的分析。 

1．4 评定方法从记忆动作名称顺序数量和动作规格两方面 

进行评定 

动作名称顺序按实际再现动作个数计算(不包括起势和 

收势)，每个动作 1分，共计 32分。动作规格要求，身械协调 

看身法、步法和剑法，劲力看剑法力注点，精神看表情，节奏 

看快慢 ，风格看特点 ，结构看连贯。评 分按 照剑术裁判法的 

要求采用 10分制 ，要求在 I nfin～1 rain20 s内完成全套动作。 

取 中间三位均值为该生成绩 。 

1、5 教学 实验所有数据采用 Asr一486微机处理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教学实验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对 动作 名称 顺序记忆成 

绩的比较。从表 I可 以看 出，教学 实验 是在 同等水 平上进 

行．实验前记忆术成绩经 t检验无显著差异(t=0．99、P>0． 

O5)。实验后测验记忆动作名称顺序成绩 有显著差异(t=6． 

30，P<0．05)。延时测验对照组与实验组相比较差异显著(t 

= 3．60．P<0．05)。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动作名称顺序记忆成绩比较 

这是 因为对照组的学习是以外在联系为基础 ．以多次重 

复为条件进行无意义识记，属复述保持性学习，加工粗浅。 

而实验组则深入 内部 ，建立“三型四法”与整套动作本质的逻 

辑意义，运用积极思维吸收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在大脑中 

用各种方法经过重新组织编码的信息，加 工程度深 ，保持时 

间长，记忆牢固，并能在触发正确的联想时及时记起这些信 

息。这就是实验组与对照组记忆动作名称顺序成绩区别原 

因所在 

j 检验实施记忆策略是否对普通大学生记忆动作名 

称 哮确有影响，又对两组进行 了延时测验。结果表明．延 

1f测验成绩明显低于后测验成绩(见表 2)，实验组记忆成绩 

有显著变化(t=9 07，P<0．05)，对照组成绩也有很显著变化 

(t=4 07，P<0．05)，但是实验组成绩仍然高于对照组。 

表 2 后测验与延时测验动作名称顺序记忆成绩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 +实施记忆策略对普通大学生尽快记忆动 

作名称顺序确实有 良好影响。 勾了解学 生学 习过 程中识记 

心理活动过程 。在课外 活动 中对两组学生分别 进行抽样 调 

查 对照组学生认为。动作名称顺序抽象难记 ，记前忘后 ，不 

得不写在纸条上背 ，遇到动作相似就容易混乱方向。而实验 

组学生认为．初级剑术不难学 ，主要是围绕着套路 动作方 向 

路线变化规律。理解 动作名称的 含义，处理好前后 动作连接 

关系．再结 合练习就记 住了： 

2．2 教学实验 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对动作规格记忆成绩 比 

较从表3中可以看出，身体素质测验成绩无显著差异．身体 

基本活动能力在同等水平 (t=I，327，P>0．05)．对照组与 

实验组记忆动作规格成绩 ，实验昏测差异显著(t=3、92，P< 

0．05)，延时测验成绩 也有显著差异 t=3．45，P<0．05)。 

表3 实验组与对照组动作规格记忆成绩比较 

研究结果表日爿。在体育教学中．把识记的客体变成活动 

的对象，记忆效果最佳 熊学习对所学教材在脑子里形成逻 

辑意义，新旧教材间建立“接知如接枝”的联系。记忆理论认 

为，识记时材料间彤成的联系越多，回忆起来就越容易。因 

为，回忆是通过联想的中介作用 ，利用人们 在事物间建立的 

联系，由一个事物引起 另一 事物 ，或由想起的事物再引起 

另一 个事物规律完成的 ，实验组恰好运用了这 一规律 ．而对 

照组学习则宋板 文 ，因此效果差 

为 验证实施记忆策略对普遍大学生学习剑术动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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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确有影响，遵循遗忘规律，在教学实验结束后两周对两组 

学生分别进行延时测验。结果表明，两组动作规格记忆成绩 

都有下降，但是实验组记忆成绩仍然高于对照组(见表 4)。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后测与延时测验成绩比较 

原因在于：对照组采用无意义识记，对动作信息加工水 

平肤浅。因此，只要注意一转移，动作信息便于加工深度所 

决定的速度开始消失，所以延时测验成绩下降显著。而实验 

组就不同 ，因此产生 了不同的效果。由于受到深 入加工 分 

析 ，使联想和表象变得更加丰富，导致持续时间更长 的、更强 

大的记忆痕迹，因此动作信息记忆持久性强。加工理论认 

为，记忆是信息加工的副产品，痕迹的持续程度是加工深度 

的直接函数。 

3 结语 

3．1 教学实验证明 ，初级剑术教学中实施记忆策略，不仅有 

助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记忆动作名称顺序 ，掌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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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而且对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有 良好影响。 

3．2 高校普通大学生已具备 了运用记忆策略学习和练 习的 

能力。但是 ，在体育课学 习过程 中，还特别需要教师正确引 

导 ．教会他们学会记忆 、思考和学习。 

3．3 教师在教学前要认真备课 ，钻研教材 ，理解教材 ，了解 

教学对象心理发展特点、知识水平、文化程度。 

3．4 教学中教师既要重视学生外显行为，又要重视学生个 

体内部活动，把心理过程与外显行为结合起来，避免片面性。 

3．5 教学中要特别注意把握教学 主题 ，使记忆策略的一切 

活动始终围绕学习和掌握初级剑术全套动作技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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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全国学校体育卫生科研课题结题名单 

单 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四川成都市成华区教师进修学校 

四川省广安地区教委 

北京师范大学公体部 

鸟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湖南省岳阳市教科所 

云南省教委体卫艺处 

江苏南通市教研室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 

江苏常熟市何市中心小学 

江苏无锡南洋国际学校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体育系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 

宁夏教育厅教研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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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北京高校实施健康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体育活动课实践与研究》 

《农村学校体育事业发展模式研究》 

《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理论教程的探索》 

《对中小学体育课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的研究》 

《中小学体育课程整体改革的探索》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育模式实验研究》 

《培养中学生体育课自主实践能力的研究》 

《少年儿童肥胖发展规律及运动对预防肥胖的研究》 

《以强身为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实验研究》 

《主动性体育教学模式研究》 

《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及体育师资培养研究》 

《学习能力与运动能力的相关关系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需要的中小学新体育师资的研究》 

《宁夏贫困地区学校体育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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