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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对发展学生个性作用的研究 

郭 荣，王晓梅 
(西北大学 体育教研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揭示了大学体育教育对学生个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要根据学生的个性 

发展需要进行体育教学改革：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自我感受；在过程中培养自信心和创造力，使之具有终身 

体育意识。这将对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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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ge physi~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GUO Rong，WANG Xiao—mei 

(Xibei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 tract： s thesis reviews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 of coHege stu— 

dents based on theories an d practice．It proposes that PE educ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individual personali— 

ty，understand their feelings and emotions，help them cultivate confidence and creativity and enable them to have the lifelong 

awareness for physical exercises．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 nt of the students and realize quality edu— 

cation in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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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新千年里，素质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思维 

模式。素质教育是一种弘扬学生主体性的教育，它要求我们 

尊重学生的人格，承认学生的个 体差异 ，重视并推动学生的 

个性发展 ，落实在当前学校教育中就是如何培养学生在社会 

竞争 中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 ．竞争能力和创造能力。 

多年来 ，我国大学体育 教学大多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在 

培养目标上重视基本技术教学，强调发展身体素质，主要采 

用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 

个性培养。实践证明，这种传统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素 

质教育的需要。因此 ，体育教学改革必须首先对教学 目标进 

行重新调整，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根据新时代大学生身心 

发展的特点，从素质教育的角度重新设定其教育目标，挖掘 

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信心 

和创造力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法、调查法、教学实验法对西北大学 98级 

学生二年级体 育课程设 置进 行改革实验 ，随机 发放调查表 

782份，回收有效表777份，回收率99．4％。其中重点对排球 

选项课 5个班 142名学生进行教学方法改革实验，要求学生 

在课程结束后写出对课的体会和意见。了解学生对体育课教 

学的感受，并进行分析研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大学生的 自我意识强烈 ，又处在生理、心理的成长、成熟 

期，他们求知欲强 ，接受新鲜事物快 ，兴趣广泛 ，处于个性形 

成 的关键时期 ，只要注重引导，易于形成良好的个性，从这个 

意义上讲，他们有正面的心理趋向性，为我们体育教学的开 

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此在体育过程中，应该利用学生的 

个性心理特征 ，强化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趋 向性 。 

3．1 发展学生个性的体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3．1．1 根据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开设体育课程 

在体育教学改革中，课程改革是关键 ，如何开设体育课， 

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教学 内容才能符合学生身心发展 的 

需要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外体育教学 

十分重视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和兴趣开设体育课程 ，通过开设 

大量的选项课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要。 目前 我校在二 年级 

学生中开设体育选项课，课时为一年 72个学时，同时在三、 

四年级开设体育选修课、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开 

课项 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健美操、形体姿 

态、体育舞蹈、武术散打、防身术、太极拳等十多个项 目。选 

修课教师采用挂牌上课 ，学生可 以根据不同教师 的教学 内 

容、教学特点选择上课。学 生在项 目选择 方面更具有 多样 

性 ，趣味性和实用性 ，通过学生选项上课充分发挥学生的特 

长和爱好，使每一名学生自身潜能得以发挥，也满足了不同 

学生个体差异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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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调查结 果表明 ，近 95％的学生对 开设 体育选项 

课的改革加以肯定，8o％以上的学生感到十分满意(见表 1)。 

表 1 学生对二年级体育选项课态度调查统计表 

3．1．2 群体教育与个体发展相结合确定体育教学 的 目标与 

方法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要实现体育教 

学中的素质教育，必须更新观念，改变传统教学中只重视基 

本技术教学 ，忽视学生个性 发展 的思想意识 ，对教学 目标进 

行重新调整与合理定位。在确定教学 目标时特别强调以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竞争意识和协作精神为主要 目的，在教学 

过程中坚持群体教育与个体发展相结合，有 目的、有意识地 

发展学生个性。在教学过程 中由教师精心挑选出适宜的教 

材内容，并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 生的体育兴趣 ，发展 自 

信心和创造力。努力创造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良好教学气氛， 

一 方面利用体育教学的动态特征及集体形式多、人际交往广 

的特点，促进学生个体与集体的协调，使学生能够在动态 中 

发现、展现和修正“自我”，同时教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体 

育教学活动作为提高 自身修养，培养发展个性的机遇与过 

程 ．主动积极地学习。由于教学 目标 的重新调整 ，使教师在 

教学内容与手段的选择上更有针对性、目的性，从许多常用 

的练习方法中挖掘出更深的教育 内涵，将现代教育思想更多 

地融人体育教学过程之中。 

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是个性教 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和 

终极目的。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能力。 

如：课前将教学大纲进度发给学生，使学生明确教师教学的 

目的和要求，在课前对所学教材进行预习，发现问题，并力求 

找出解决办法；排球课教学中讲授接发球站位时，可以先让 

学生动脑筋 ，自己画出接发球站位图 ，然后再 由教师进一步 

讲解分析。在体育教学中选择每项教学内容和练习方法时 

不仅要考虑到其发展学生身体的作用同时要尽可能地挖掘 

教材中的内在因素、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心理 

和创造能力，要尊重学生求新立异的行为习惯和心理趋向， 

通过个体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培养其创造能力。 

由于大学生在身体素质、技术技能的掌握以及运动能力 

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运动基础较差的学生在体育课上往 

往缺乏自信，教师在教学中应考虑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制订出适宜的课时目标，制订课时目标 

时要有一定的弹性范围，使学生在学习掌握技术的同时获得 

良好的情感体验，特别要考虑到运动基础较差的学生通过 自 

身努力也能完成 。如 排球课中根据学生掌握技术的情况可 

以制订“完成 自垫 10次”的 目标 ，使每一名学生经过练 习都 

能达标，在检查完成情况时，将完成 2o次自垫的同学评定为 

优秀 ．对技术掌握 比较好 的同学加以鼓励。使全体学生都 能 

够通过达标得到一种 良好的情感体验，获得成就感、树立 自 

信心。 

体育教学具有动态性和竞赛性的特点，特别是球类项目 

既有游戏性又有竞争性。在教学中可通过降低竞技运动项 

目难度而增强健身娱乐功能的方法，如：通过降低球网高度， 

增加比赛人数以及适当改变比赛规则等使学生们都能积极 

参与、并让学生参与具体比赛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培养其解 

决问题的能力．还可达 到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的 目的 ，通过多 

种形式的教学比赛来发展学生 的竞争意识与协作精神和集 

体荣誉感。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技术掌握的程度分组 

分层次组织教学，在课堂上给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和余 

地 ，对于技术掌握较好的学生可安排多样化的练习方法供学 

生选择。通过分组教学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 ， 

同时也可 以增加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总之教师 

应巧妙利用体育教学 的独特机制，以不同教材 内容对身体的 

各种不同要求为媒体，通过学生之间的练习促进学生情感交 

流。如：在排球课教学中可通过两人一组的练习，培养学生 

的合作意识，强调互相弥补，共同提高。在教学比赛中注重 

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赢得胜利。 

通过体育课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方法 的改革使学 生 

对体育课 的兴趣大大提高 ，上课出勤率很高 ，课上情绪活跃、 

积极努力，课外活动次数明显增多 、许多学生 在二年级 选项 

课结束后，又报名参加体育选修课的学习。调查结果表明， 

90％以上的学生对课堂教学形式感到满意，认为通过体育课 

学习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明确，从身体素质到心理素质都有所 

提高 ，特别是在这种 良好 的教学环境和气氛中学 习，心情 十 

分愉快。不少学生表示今后要坚持课余锻炼，促进身心健康 

发展 。 

3．2 将体育纳入到校 园文化建设 中，教会学生欣赏 、体验体 

育运动给予人的全部精神感受 

由于体育是一种通过身体运动谋求个体身心健全发展 

的集竞技性、表现性、娱乐性 和教育性 为一体的社会 活动。 

它在提高生活质量 、特别 是提高文化生活方 面起着特殊 作 

用。当今高等院校“育人环境”建设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 

基础性工作 ，而体育的特殊功能又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培养个体学生健康活泼的“智能”和心理结构方面具有独 

特地位。因此，在教学课程改革的同时，注重开展丰富多彩 

的课余体育活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坚持课内课外相结合． 

竞赛与群体活动相结合，通过举办校内健美操，篮、排、足、乒 

乓球比赛、广播操比赛以受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小型团体操表 

演等，让更多的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欣赏体育活动，亲身体验 

体育运动给予人的全部精神感受，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由于 

体育在校园文化中从多方面促进着个体 的发育 和发展。一 

方面，它能够发展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素质，培养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它能够培养道德作风 ，提高审美情趣 ，完善心理特 

质，同时它还能够培养自我意识、引导社会情感，促进个体社 

会化，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体育不仅是个体沟 

通自身全部感受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与他(下转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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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2．4 教学方法要多样化，教学手段要现代化 

教学方法要从重教转变到兼顾学生的学习方法上来，由 

过去育人健身为主的方法转移到开智求智的功能上来，由简 

单的“一刀切”的方法向促进学生在已有水平上都有所发展 ， 

由以教师的单纯注入式满堂灌的方法转向在教师指导和启 

发下学生独立获取体育知识信息和运用体育知识信息的兴 

趣、意i只、习惯和能力。我们认为，在高校体育素质教育教学 

中采用下列方法较好 ，例如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能 动性 

教学法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现敦学法 ，因材施 软 

的程守教学法与运动处方法 ，提高学生心理活动功能的情境 

教学法与声像教学法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能有力地 

推动体育素质教育的迅速发展。教学手段要现代化，主要包 

括：充分使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发挥多媒馋=的声像 、动 

感、色彩和操作思维等方面的优势，增加理论课内容的丰富． 

翔实、系统及实践课示范的连续、标准、形象；要重视研究开 

发和应用体育教学软件，发挥非智力因素对素喷教育的影 

响；各高校问要建立远程体育服务网 或站)，实现资源互补， 

信息共享 。 

2．5 加强高校体育师资群体的培养和培训 

体育素质教育思想 、方针的贯彻，人才体育素质的培养， 

归根结底要依靠广大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实践，建立一支高 

素质 、高水平 的体育教师队伍是实施 素质教育 的关 键。 目 

前，高校体育教学改革难以将素质教育理论与方法付诸于实 

践的主要原因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结构不合理 ，达标教师的 

个体素质滞后。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①通过体育院校尤其 

高师体育学院和体育系培养 师资，提高办学质量 ，大量培养 

宽基础、适应广、高素质的复合型师资；②抓好体育教师的职 

前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并能定期培训；③加强体育教学业 

务研究，开展各种教研活动，学术活动；④提高体育教师的地 

位，进一步改善其待遇；⑤建立体育教师工作考核和奖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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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只有这样 ，才能够高受量 、高素哽的体育师资群体迅速 

成长壮大，才能适t素质敦育发展的需要，使高校体育素质 

教育真正落在实处。 

2．6 构建与高技体育索匝数育相通 的测评体系和考试制 

度 

建立高校体育素匝教育的测件 和考试制度是真 』I 落实 

索质教育 目标的关键Fi盘 ：嗣前 嗣绕着如何构建 体育墨显 

教 育的教育评价体系 广 高校体育 [ 者已进行了 一孑刮 

探索和实践 ，如存l奉育教育评价中．改革过去的运动技 、接 

评和达标 等核成绩 的体制 柏做法 ，注亘将体育过程评价 与体 

育铪果评价紧密结 ，街立 身心群综合 评价观；改革单 纯用 

讣邪行为度量身体素质与运动能 力，并以此作=为衡量教学效 

果祀继身效果的评 价习惯 ；娶承认 并尊 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 

建 评价 =学习吝度 +运动成绩 ±运动成绩 的变 量的二维 

评 体系等。 是 ，我¨应 当看到 ，围绕高校体育 素质教 育 

做的教育评价工作尚处 于 ·个初级阶段，如何完罾高 体 

育素覆教育评价体系中的 价指导思想 、评价 原则 、坪竹指 

标 评价的内容 、评价 准和j、 童 一系列问题 ．科学卞勾 

建其评 价体系，乃是今后婀 一认真探 寸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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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 1 发展学生个性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素质教育 的核心 

内容，大学体育对学生个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大 

学体育中应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 ，培养身心踺康全面发 展适 

应社会需要的人才。 

4 2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把发展学生个性作为教学的重要 

目标，通过课程设置、课时目标制订、教学内容与方法选择等 

多方面的改革，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坚持群体教育与个体 

发展相结合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竞争意识与协作精神，促 

进学生个性发展 。 

4．3 体育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既有对身体机能的锻炼，又 

能给学生带来直接的精神享受。在体育教学的同时，还应将 

大学体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丰富多彩的课余体育活 

动，使学生充分体验体育运动给予人的全部精神感受，发展 

学生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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