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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舞蹈的张扬个性、协同合作、提高凝聚力、内隐性制度规范和良好的沟通特性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团队精神，在教学师资的保障、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方法的运用

及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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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dissected the reasons for sports dance being able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team spirit in 

such aspects as highlighting personality, coordinating operation, enhancing cohesion, establishing intrinsic institu-

tional norm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college stu-

dents’ team spirit in terms of teacher assurance, curriculum setup, teaching plan establishment, teaching method ap-

plic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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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融音、体、美为一体，受到大学生的青

睐。体育舞蹈符合当代大学生对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培养团队精神。 

 

1  体育舞蹈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团队精神 
霍斯特·迈斯柏格指出:“体育舞蹈不像体育运动

那般激烈，也不像舞蹈那般柔和，它兼有文化娱乐的

内涵和体育竞赛的形式，在西方被认为是永恒的真正

艺术。”[1]体育舞蹈既能体现出舞蹈的手、眼、心、意

的统一，又能体现出体育的“力度”、“速度”和“幅

度”，所综合表现出来的是将力量、速度、协调、灵敏

等身体素质融为一体的对称、和谐、统一、整齐的健

康美。体育舞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以来，不

仅在群众中得到广泛开展，并逐步普及到学校，甚至

成为一些学校的必修课。体育舞蹈具有的一些特性，

使其有利于大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 

1)张扬个性——打下团队精神的坚实基础。 

团队成员的个人工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对团队而言

同等重要，个人工作能力是推动团队发展的纵向动力，

而团队精神则是横向动力。双人舞是体育舞蹈的主要

表现形式，男女各经过一段时间的单人基本功练习再

进行搭伴双人配合，最终成为一体。男子健壮有力、

修长、稳健的阳刚之躯和女子匀称有致、曲线优美的

阴柔之体在强烈对比与协调中显示出绝妙的和谐统

一。在这一过程中，给予舞伴充分表现自我、张扬个

性的舞台和空间，使其能力最大化。双人舞讲求配合

不是要求舞伴相互迁就和牺牲，而是使他们的个性都

可在合作中得到张扬，在高度明确协作意愿和协作方

式的基础上产生真正的内心动力。 

2)协同合作——形成团队精神的核心。 

团队精神的形成，有赖于充分分析团队成员的优

势和劣势，通过合适的组织形式将每个人安排至合适

的岗位，使其协同合作，充分发挥集体的潜能。体育

舞蹈对于提高练习者的协同合作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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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练和竞赛过程中，由于男女搭档的身体形态的差

异性和男女动作在步法、方向、移动、旋转、音乐、

风格及表现力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要求两人

在练习过程中不断的磨合，相互交流，产生协同效应。 

3)提高凝聚力——达到团队精神的最高境界。 

任何组织群体都需要凝聚力，团队成员的凝聚力

是从松散的个人走向团队最重要的标志。体育舞蹈给

予练习者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创造了一个宽松

和谐的环境，使其心情舒畅、精神愉悦，逐渐形成共

同的行为习惯及行事规范。体育舞蹈练习者在长期的

语言和肢体上的交流中能够形成相同的习惯、动机、

兴趣等，从而产生共同的使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进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强大凝聚力的形成

使得他们具有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不仅使练

习者具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使练习者形成来自于达成

共识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自觉内心动力。 

4)内隐性制度规范——巩固团队精神的保障。 

团队精神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倡导，但以制度形

式将其固定或者在制度中体现团队精神的主旨必不可

少。团队成员的个体行为需要控制，群体行为也需要

协调。一个高效的团队，必须有制度作为保障。制度

不仅是外显性的，还具有内隐性制度。外显性的规章

制度主要是对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劳动纪律以及劳动

定额管理等的条文规定。但与此同时往往有些不成文

的规定被人们约定俗成地遵守着——即内隐性制度，

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及意识形态等，

这种内隐性制度(软制度)的控制更为持久，且深入人

心。 

体育舞蹈主要通过优美的旋律和韵律，给人们带

来人类的融洽、和谐的情感体验和甜蜜、高雅的生活

情趣[2]。学生在体育舞蹈的练习过程中往往受到的不是

强制力量的约束(主要来自教师)，更多是受到一种氛

围和观念的影响。这种约束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强制

力量，而是软性内化控制。体育舞蹈的练习过程实际

上也是由教师控制其行为，转向学生对自我意识的控

制过程，即由外显性制度控制向内隐性制度控制过渡

的过程。 

5)良好的沟通——建立起团队精神的桥梁。 

建立一个好的团队，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

渠道。团队成员能够及时交流和沟通，倾听他人意见

并且积极回应他人观点、对他人提供支持并尊重他人

兴趣和成就，成员间的价值观念才能趋于一致，形成

团队精神。体育舞蹈除了能够将平时惯用的语言交流

形式运用到学舞、练舞、比赛和表演等各种活动中，

还能将肢体语言也加以淋漓尽致的运用。并且随着技

术动作学习的深入和舞伴之间长期的磨合，交流的机

会、手段和形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通畅的信息沟通

渠道。 

总之，体育舞蹈在张扬个性、提高协同合作能力、

增强凝聚力、形成内隐性制度、培养沟通能力方面都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 

 

2  通过体育舞蹈课程培养大学生团队精神

的措施 
1)教学师资的保障。 

教师的自身表现和主导作用的发挥、教学水平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学生体育舞蹈技术的学习和团队精神

的培养。目前普通高校中的体育舞蹈教师大部分都属

于自学成才，很少经过专业化训练。因此应注重体育

舞蹈教师的培训和进修。由于体育舞蹈是一项实践性

很强的运动，它需要学习、自练和对练。在体育舞蹈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直观感受很重要，学生的模仿性

较强，因此最好由两位教师配合教学，这样会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团队精神在体育

舞蹈中的重要性。 

2)课程设置。 

由于体育舞蹈涉及的内容较多、技术性也较强，

学生的整体水平较低、基础较差，因此在课程设置方

面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到循序渐进、先易后

难。应根据学生的性别、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等进行

合理分班，选择教材和教法，做到因人施教。建议实

行分层次教学，在大一开设初级课程，达到粗略掌握

动作技术。在大二开设中高级课程，逐渐过渡到两人

的配合，以至多人配合的集体舞蹈，达到巩固和运用

自如阶段。由于团队精神的基础就是张扬个性，个人

的技术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这一课程设

置方式有利于为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奠定基础。 

3)教学计划的制定。 

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将对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

列入其中。学期教学计划应遵循先提高学生的个人技

术水平，再根据学生的不同技术特点，分析他们的优

劣势，在尊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进行最优化组合，进

行双人舞、集体舞的教学，以提高学生协同合作的能

力。教学安排，应遵循先个人练习，再进行两人配合

练习，较复杂的动作先分解练习后再完整练习。在教

学过程中还要加强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习团队、团

队间、团队内部成员间的交流与沟通。 

4)教学方法的运用。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讲解与示范、分解教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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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教学、口令提示、照镜直观等方法，尤其要处理好

讲解与示范的关系、跟舞与带舞的关系，使学生在掌

握技术动作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相互配合，培养

团队精神。在学习的巩固与提高和自动化阶段，除了

采用以上常规方法外，还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和教学

比赛法，让学生参与简单舞编排练习，从而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和创造力。编排遵循制定方案——编排——

讨论——修改——编排的程序，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

教师在对学生的编舞进行指导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提

问、观摩、评议和相互交流的方式，加强团队间、团

队内部的团结与协作。采用教学比赛的方法，检查和

测试学生学习的情况，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的技术技能，

还能激发学生的团队精神，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5)教学组织。 

在初级课程教学中建议采用集体教学的组织形

式。这有利于节约场地和人力，加快教学进程，有助

于统一和规范动作；同学之间相互学习、互相比较、

互相促进、互相激励、共同提高，也可以培养集体主

义精神、团队意识[3]。在中高级课程教学中建议采用分

组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学一开始就让学生自由组合进

行分组，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并由组员选举产生组

长，每位组员都能够明确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职责。

每个团队通过体育舞蹈组合的编排，由开始的存在不

同意见，到在学、练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

识，潜移默化地使得每个成员形成主动参与、倾听、

积极回应他人观点，对他人提供支持并尊重他人兴趣

和成就的价值观念、形成团队凝聚力。 

6)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上除采用常规的课堂教学外，建议适

当安排电教化和现场观摩的教学，通过观看高水平的

大型比赛，增强学生对整体动作的视觉效果，使学生

能更全面直观地了解技术动作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轨迹

及方法，并对舞伴之间的配合及舞蹈表现力都会有更

深刻的体会，从而有利于学生模仿，加快对动作的学

习和掌握，加深对团结协作能力的进一步理解。 

7)教学评价。 

体育舞蹈课程的教学评价应适当减少对技术内容

的评价，而增加对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的评价，

主要包括体育与运动技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

团队精神等方面的评价。在评价方式上采用教师评价、

团队互评、小组内自评相结合的方式[4]。注重过程性评

价，对学生进行分阶段评价，并且在平时的教学中注

意提示学生对他们的团队精神进行评价，让其意识到

最终成绩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还取决于与

别人的团结协作。在评价手段上采用小组打分的形式，

只给每一个团队一个整体评价，而不对个人进行评价。

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更能够提高

学生的团队意识，最终形成团队精神。 

8)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 

普通高校的体育课程每学期 36 学时，即每周 1

次体育课。这对于舞种较多、风格迥异、节奏不同、

动作技术较为复杂、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体育舞蹈

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团队精神的培养需要在实

践中获得，因此应注重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发挥学

校及各院系体育舞蹈协会的作用，经常举办交流推广

活动，定期组织开展系列表演活动、培训活动、专题

讲座等各级各类体育舞蹈活动，使得学生的运动技术

水平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团队精神得以培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郑重提出了 21 世纪教育的 4

大支柱，即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习)、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5]。团队精神的培养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

注。体育舞蹈作为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因其默契配

合和协同合作等特性，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团结协作能

力、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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