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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化的实质就是角色学习和角色承担。在体育过程中，大学生

按照角色期待的“剧本”进行角色扮演和角色学习，内化了社会文化、完善了人格和个性、提高

了角色技能，有助于大学生逐渐认知社会对自身的角色期待，通过角色期待认识社会，在体育提

供的社会情景中完成向“社会人”角色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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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the nature of socialization is considered as role learning and role undertaking.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nalize social cultures, perfect thei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

ality and enhance their role skills by carrying out role playing and role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script” expected 

by roles. It can help students gradually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ocial expectations of their own, through the role of 

awareness of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to the “social” role in the community scene which 

sports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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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

会化研究认为，“社会化的作用不仅仅是把作为生物个

体的婴儿变成社会人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保存、巩

固、传播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前人创造的成果的

主要途径，是一个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

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化的

本质就是角色学习和承担，社会化过程是一个角色学

习和承担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其中，进

入社会职业之前的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学

生活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校体育中的角

色扮演，有助于大学生内化社会文化、完善人格和个

性、学习角色技能。本文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就体

育与大学生人格的完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

规范意识的增强 3 个方面探讨体育对于大学生社会化

进程的意义、作用及其机制。 

 

1  体育与大学生的人格和个性的完善 
社会学理论认为“人格就是个体心理特质和行为

特征的总和。自我意识是个体关于‘我是谁’的看法

和判断，它是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1]。美国社会学家

乔治•米德是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

创立的“角色扮演”理论从自我意识入手，研究人的

社会化过程。该理论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

(me)两个部分，认为社会化的实质就是“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的过程就是“主我”“客我”相互建构、逐步

形成完善的自我的过程。随着大学生年龄的增长，随

着他们跨入大学校园后独立生活的开始以及接触社会

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童年时期那种统一、稳定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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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打破，分化为“主我”和“客我”。处于观察者

地位的“主我”不断去认识、考察、评价、调控“客

我”，而“客我”又总落后于“主我”，两者之间的距

离不断加大，导致大学生产生不安和内心痛苦。虽然

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使两个自我统一起来，在新的水平

上达到协调一致，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但是一段时

间后又会产生新的分化，通过矛盾冲突又在新基础上

实现再统一。大学生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

现自我意识的发展，任何一个环节的障碍都有可能影

响到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完善，进而影响其角色扮演。

因此，大学生年龄阶段的社会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协调两个“自我”之间的矛盾，实现自我意识逐

步完善的问题。 

乔治•米德认为，“青少年在游戏或竞技中担任各

种角色(在捉迷藏游戏中或在棒球比赛中交替担当进

攻和防守)的体验，可以领悟到概括化了的他人的社

会，对于形成人的自我来说有重要意义。”[2]在体育活

动及教学中，各种身体练习大多是在群体环境中进行

的，每个人练习之后都可能受到来自教师和同伴的评

价，如鼓励、赞许、惊讶、批评等，其中，教师在学

生练习完成之后的评价对学生自我观念的形成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人

生理素质，还包含了稳定的心理、顽强的意志品质、

良好的抗挫折能力等心理素质。在体育活动丰富的互

动过程中，大学生全方位的“自我”有可能被他人观

察和了解，从而产生评价，而学生在交往中获取他人

评价的信息，借助于想象、推理等认知过程内化为自

己的评价。从而形成了“主我”与“客我”的对比，

形成了两个“自我”之间的矛盾，在协调矛盾，实现

两个自我的统一的过程中，大学生的自我意识逐渐清

晰准确，并得到发展。 

 

2  体育与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21 世纪，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将不再仅仅局限

于几门技能或单纯知识的掌握，而是要身心健康，具有

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中国学校体育》2002 年第 6期

美国公共资源管理中心公布的资料显示：在美国，被

解聘者中有90%是由于缺乏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日本学者铃木健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在日本，

请求调动工作的职员有 95％是由于人际关系的缘故

而被迫提出申请的。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制定

的世界健康大宪章中明确指出：“健康不仅是指躯体无

疾病和无虚弱，而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的全面发展。”可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已经成为个

体成功扮演其社会角色的必备素质。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详细阐释了

社会适应的概念。他将社会适应分解为人在社会中的

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两个方面[3]。我

国学者陈会昌教授认为，社会适应实际上是对人的社

会适应能力的一种存在描述，它包括对社会生活环境

的适应、对各种社会角色的适应、对社会活动的适应

等几个方面。本文认为，体育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发生作用具体体现为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抗

挫折能力、竞争与协作的意识几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

响。 

2.1  体育与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 

体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有赖于体育

过程中的社会情景。例如，在体育教学中存在着特殊的社

会组织——班级与小组；特殊的社会角色——相对权威

的教师与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和个性的学生；特殊的社

会活动——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特定的社会规范

——课堂规章制度、体育比赛中的规则等。这种社会

情景为大学生模拟社会交往提供了舞台[4]。体育教学中

常用到一些特殊的教法，如保护、帮助、双人练习与

群体练习(合作与对抗的)等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为学生提供了

处理各种基本社会关系的机会，例如，学会处理协作

与竞争的关系、对抗与合作的关系、助人与被助的关

系等等，使学生逐渐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增

长了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在体育活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工，人际互

动在开放环境里，在非功利性、平等、友好的情境下

进行，所以，互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比较充分。良好的

互动有助于大学生准确了解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有助

于形成正确的角色定位，因此，这是一个“角色获得”

的过程。大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角

色期待”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行为，体会附着于角

色之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获得一种集体归宿感，

满足社会交往的心理需求，使同学之间产生一种强烈

的情绪共鸣和心理相容，这对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交往

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 

2.2  体育与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培养 

体育比赛中会有失败和挫折，而且经常是在学生

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例如，完成技术动作时

的失误、与同伴配合中的不协调、出现疲劳和身体极

限时的痛苦等等。挫折体验对于个人或群体无疑都是

一种良好的抗挫折训练，这种心理的磨练和承受挫折

的过程，就是一种心理调适过程。在体育教学中，教

师利用竞赛、评比、测验等形式，引导学生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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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和竞争对手挑战，承受肉体之苦、心里之累，在

承受挫折的同时获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体验，

在情感体验中学习如何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现实，

进而以积极的心态去克服困难，提高挫折承受能力。 

2.3  体育与大学生良好竞争意识的培养 

良好的竞争意识是当今时代对社会成员的要求，

也是大学生通过学习和各种体验所应习得的基本能

力。体育对于大学生良好竞争意识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大学生的竟争意识：一是面

对强手，要敢于竟争、拼搏；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永不

满足，不断超越自己，向新的高度和极限冲击。在学

校诸多的知识教育中，从表现形式上看，体育教育是

一门最具竟争意识的课程。另外，在体育运动中的竞

争过程要受到体育规则和体育道德的约束，争胜主要

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不择手段地伤害他人来达

到目的。因此，体育活动中所强调的竞争意识与社会

文化的价值观念是相符合的，是大学生将来适应社会、

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必备的素质。 

 

3  体育与大学生的“规范意识” 
规范彰显的是社群的整体利益，是外在的带有约

束性的。“规范是调控人们行为的、由某种精神力量或

物质力量来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适性的指示或

指示系统”[5]。任何期待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都希望通过

教育，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主流价值观相吻合，

与社会规范体系相协调。体育在培养大学生的规范意

识方面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 

体育内含的规范有两种：一是技术规范，用以解

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如安全制度、操作规则等；一

是社会规范，用以调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例如，体育礼仪、比赛规则等。很多

社会价值观念都在体育过程中体现出来，进而影响每

一位参与其中的大学生，例如，在每一次体育比赛的

开幕式上，都要安排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当大学生

面向国旗行注目礼，看国旗徐徐升起，听到国歌激昂

的旋律时，会在情感上油然升起一种对国家、对民族

的热爱和认同感，进而在情感和态度等方面与社会相

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是一种媒介，它促进了

学生的社会规范、社会准则及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在体育活动中，大学生会扮演各种运动角色，例

如，篮球运动中的前锋、中锋、后卫都代表了与各个

位置相联系的运动角色，这些角色要接受相关的运动

规则、运动精神、运动道德的约束。即使是很调皮的

学生也会遵守体育规则，甚至在没有教师或裁判的情

况下，他们也会自觉地用规则来约束自己。这种特殊

的“规则效应”也在向日常生活迁移，使大学生的角

色行为达到社会意义上的“正当”，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具备了将来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可能性，为顺利实

现由“学生角色”向“社会人角色”的过渡，适应社

会上的各种规则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化是一个

角色学习和承担的过程，大学生在体育过程中的角色

扮演，有助于他们逐渐认知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

这种角色期待是大学生与社会相联系的结合点，换句

话说，社会通过角色期待对大学生提出要求，大学生

通过认知角色期待认识社会。体育在帮助大学生认知

角色期待的基础上，为大学生成功扮演角色，顺利完

成由学生角色向“社会人”角色的过渡，完善社会化

进程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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