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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行为贯穿于人的体育生涯及全面发展教育的全过程，而当下小学生体育行为在

“身心二元论”“体育工具论”“忽视隐性体育行为培养”的教育环境之下存在一定程度行为异化，

诸如：主体异化、动机异化、过程异化、结果异化。这导致小学生难以认知体育所能带来的身心

效益，体育意义建构的“材料”不足，健康的体育行为方式、良好体育锻炼习惯更是难以形成。

身体素养以“身心一元”的理念，提供一种新兴的培养方向，通过游戏追求小学生的体育行为回

归生命本性；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加强小学生体育行为的体验体知；利用环境润育的方法将体育行

为嵌入环境之中；发展小学生的自主意识，力求达到身心全面发展，从而上升到体育生活化的行

为境界。改变小学生体育行为异化所导致的身体素质低下现象，探求体育行为本真的回归以及身

体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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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pupils’ sports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literacy 
LIU Bin，RAO Yu-zho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Sports behavior runs through one's sports career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education, but under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body-mind dualism", "sports instrumentalism" and "neglecting for unobserved sport 

action ", the current sports behavior of pupils has some behavioral alienation, such as subject alienation, motivation 

alienation, process alienation and result aliena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enefits caused by sports. With insufficient "mater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meaning, it becomes harder forming healthy sports behaviors and good physical exercise habits. With the 

concept of "mind-body monism", physical literac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direction of cultivation, which is to 

pursue the return of children's sports behavior to the nature of life through games; strengthen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pupils' sports behaviors in a practical way; apply the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cultivation to embed 

sports behavior into the environment; develop children's consciousness of autonomy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body and mind, so as to rise to the behavior realm of sports lifestyle. This study is to change 

the phenomenon of low physical quality caused by the alienation of children's sports behavior, and then explore the 

retur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ports behavior and forms phys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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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的全

面发展在教育改革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趋势[1]。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协同发展、身

心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教育的崇高目标，也是社会发展、

全民期望的焦点所在。少年实乃国家未来之栋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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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少年强则国强[2]。因此，现

阶段如何针对学生体质问题进行改革是重中之重，而

促进小学阶段儿童少年(7~12 岁)良好体育行为养成更

是解决体质问题、推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强基工程，是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分析身体素养视

域下的体育行为，以及当前儿童少年体育行为存在的

不足，提出身体素养视域下小学生体育行为养成路径。 

 

1  体育行为：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美国心理学家 Woodworth 认为：“行为是有机体在

外界环境刺激下所产生的生理、心理变化的反应。”[3]

体育行为是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行

为主体的目的在于满足自身体育需求，是主动过程；

其次，目的达成需要借助体育手段或方法，所受到的

环境刺激以体育因素为主。因此，个体体育行为可以

被界定为：“在所处环境刺激之下，个体为了满足自身

体育需要，有意识、有目的的以体育方法或动作为基

本手段而开展的身体活动。”儿童少年自主能力较差，

需要成人指导。因而，儿童少年的体育行为是指：在

教师、家长等指引之下，儿童少年为满足自身身心发

展需要，在所处环境中有意识、有目的地以体育方法

或动作为基本手段而开展的身体活动，是个体在生理

机制、心理机制和环境机制三者相互作用、协调配合

下产生与发展的。体育行为按其表现形式有显隐性之

分[4]，显性体育行为是具体的外在表现，隐性体育行为

则是内在心理活动，隐性体育行为是显性体育行为的

内在动力；体育行为对驱动个体的体育参与及身心全

面发展具有非常积极促进作用[4]。 

马克思学派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各种需要

的满足，潜能素质获得最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高

度丰富，人的自我意志及个性自由发展等。”[5]即个人

全面发展涵盖身体潜能的开发、心理水平的提升以及

人与社会的和谐 3 个方面，旨在培养与社会相融、身

心协同发展的完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全面发展

能否实现取决于教育的成效。新时代，党和国家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6]，以“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树新人，指明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明

确全面发展教育的康庄大道。体育作为协调其他四育

均衡发展的身体基础，凭借以身体活动为主的教学方

式，既强调人身体素质的提升，又重视人格品性塑造、

人文素养养成、社会道德落实等。作为体育本体 3 个

维度之一的体育行为，使得体育在生活中具体化，提

供认知参照；同时，个体在体育行为中通过身体感官

系统获得的体验体知，是建构体育具体意义、提升身

体素质、促进心智完善、密切身体与生命沟通的必经

途径；体育行为构成了体育世界与个体生命、身体联

系的唯一纽带[7]。可以说体育行为既是体育发展基石，

也是个人身心协调发展基石；贯穿个体体育生涯及人

全面发展教育的始终，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步入小学阶段，儿童少年在学校中开始系统接受

体育教育，以身体活动为主的教学方式既能够满足他

们好动的生理需要，作为一种新奇事物又能很好刺激

他们好奇心与求知欲，促使其较快掌握所学。而且处

在这一阶段的个体，行为习惯尚处于萌芽阶段，身体

各项身体指标正在快速发展，是多种身体素质发展的

窗口期。此时若能够得到正确引导，能够较为快速、

高质地培养健康的体育行为习惯。因此，在此阶段对

学生体育行为提供科学、先进、合适的引导，对儿童

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良好的奠基作用，甚至将会

成为个体终身体育思想建构的“基石”。 

 

2  身体素养：学生体育行为养成的顶层设计 
2.1  身体素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PL)是 Whitehead 以身

心一元为本体论基础，以现状学、存在主义为认识论

基础，结合体育进行的全新理论建构。 

目前，对身体素养概念的界定不一，其中以国际

身体素养协会主席 Whitehead 所给出的解读最为学界

认同：“身体素养是为了生活而重视并主动承担参与身

体活动的责任和所需要的动机、信心、身体能力及知

识与理解。”[8]依据国际身体素养协会的定义，结合在

身体素养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加拿大所制定的身体素

养测评方法(CAPL)可以将身体素养划分为身体能力、

知识与理解、动机和信心、日常行为 4 个层面[9]。 

(1)身体能力：指个体具有能够通过学习，掌握某

项或某类型运动的能力，并根据自身身体机能状况参

加不同场合、不同内容身体活动的能力；是身体素养

发展的身体基础，贯穿身体素养发展的整个过程。 

(2)知识与理解：掌握体育基本知识与理论，对身

体、身体活动及身体活动的效益具有良好认知。 

(3)动机和信心：个体主动将身体活动视为生活的

构成部分，并从中享受运动乐趣提升自我效能，进一

步激发自己的主动体育行为。  

(4)日常行为：是指个体主动承担起参加身体活动

的责任，以一定强度和频率的身体活动保持长期的体育

锻炼，将体育融入于生活之中，构成生活的重要部分[10]。 

综上所述，身体素养理念强调个体在身体活动过程

中所获得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建构体育的意义，进而主

动承担起参加身体活动的责任，养成习惯，树立积极人

生态度和健康生活方式。“身体素养是体育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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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童少年全面发展和取得成就必不可少的基础”[8]。 

2.2  身体素养：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体育行为的重塑 

1)身心一元：重塑体育行为。 

身心一元与身心二元相对立，在传统西方哲学的

理论体系即身心二元思想中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分离的

两个部分。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观点

的提出，对“身体、灵魂分归二元”进行了论证，至

此“身心二元论”正式确立。身与心的不对等关系在

具体实际中导致体育的不被重视，体育与教育发展失

衡，体育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在儿童少年阶段则表现

为在智育的围困之下，各种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

的体育教学形式大量存在，体育行为从一种释放人天

性、满足需要的身体活动，被认知为一种占用休息时

间或身心俱疲的被迫活动。 

梅洛-庞蒂以身体现象学、具身认知等理论以及

主客一体、身心交融的身体表达对传统的身心二元提

出挑战，建构身心一元理念，突破长期以来身心二元

理念的限制。他认为身体是能思维的物体，思想是肉

体的心灵，灵与肉、主与客之间交织成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11]，推翻“身”从属于或服务于“心”的境况，

从根本上提升“身”的作用与地位，解放人的身体。

身体素养继承并发扬了梅洛-庞蒂的思想与理论，通

过强调“身”在人生命中的作用，以求从根本上让身

体重归其应有的位置，身与心重归一元。凭借思想解

放与理念转变，以求改变对身体活动与身体教育的认

知，重新定位身体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正视人

本身的天性和需要，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让体

育行为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行为，以期作为行为主

体的儿童少年会体育、爱体育。 

2)体验体知：体育行为中的本体体验。 

传统哲学中对身体的理解仅局限于把身体当成身

体表象，唯理主义者认为凭借人自身的感觉经验和身

体所获得的东西是不可靠的，人只有在无躯体的心灵

中才能够有获得知识和真理的机会。在此种思维逻辑

中，身体作为客观对象而存在，这必然导致身体感知

与体验的忽视；而身体并非客观对象，具身认知理论

认为“现象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11]，离开身体，

没有身体感知的认知是难以发生的[12]。身体素养以身

心一元的具身认知理论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人在体育行

为过程中的身体活动，重视身体的意义表达，强调在

活动过程中人的认知必须依托于身体的各个系统功能

性整合，以及在行为过程中人自身所获得的情感体验，

最终达到在活动过程中行为主体深刻感知自我、体验

自我，进而提升自我的目标。 

个人的体育行为是带有浓烈情感追求的，儿童少

年自身的直觉、想象、灵感、兴趣等感性思维的发展

与身体素质提升二者紧密联系。儿童少年在参与体育

活动过程中由身体各部分产生的综合感知与情感体

验，是身体记忆形成的依据，也是学会用身体进行思

考以及对自身的反思，发展自我教育的依据。在这种

身心互动的体育行为中儿童少年才能更好掌握由自己

体悟得来的意会性知识，同时也能够发掘身体能力、

享受运动乐趣，还强化自身参与体育的内在运动动机，

有利于养成长期主动进行身体锻炼的行为习惯。 

3)与环境互动：体育行为意义的升华。 

针对 7~12 岁的儿童少年而言，体育哪些方面能

够吸引到他们，这是体育从业人员必须考虑的，就单

单的运动技能学习而言是既繁琐又枯燥且漫长的，这

不足以建构长期保持体育行为习惯的缘由。好玩是儿

童少年的天性，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当下虚拟电子游

戏之所以能够使他们沉溺其中，正是因为电子游戏构

建了一个虚拟的故事情境，释放了儿童少年好玩的天

性。儿童少年的体育行为究其形式而言，就是以身体

活动为特征的形式化游戏，通过模仿特定的情境或者

建构一种不稳定的活动环境帮助少儿释放人自身天

性，满足生物本能的需要。那么电子游戏与体育行为

为什么在吸引儿童少年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呢？在体

育活动中虽有情境的构建但因素单调且重在规则的制

订，更多强调他们应该怎样做，行为主体缺乏主观能

动性，就游戏而玩游戏，意义建构、环境互动不足，

在参与过程中很难得到沉浸式的体验体知。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感知和世界是一体的，

人介入世界的第一步是身体。在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中，

人 得 以 培 养 和 展 示 其 适 应 环 境 的 各 种 能 力 [12] 。

Whitehead 认为人与环境互动即“阅读环境”能力的高

低，将直接影响身体活动的完成[8]。在多样化的环境中

开展体育活动，不仅能够丰富身体活动经验和体验体

知，而且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通过这种模拟通

关式的成就解锁，增加他们的成功体验和自我效能感，

提升行为的自主性、能动性以及依据环境判断可能需

要的身体活动，并以其智力和想象力做出适宜反应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积极互动将体育行为旨在满

足人的生物本能的目的，上升到陶冶道德情操、增添

生活情趣、追求自我完善的层次，将生物层面的行为

上升至文化层面[8]。 

 

3  行为异化：儿童少年身体素养养成的阻碍

及其原因 
3.1  身体素养视域下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本真 

“本真”“异化”在哲学上是相对的范畴，本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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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本源、真相或本来面貌，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本真

即根本或者最初的存在[13]。与之相对的异化，则是指

人的生存发展片面性和不自由，它以作为主体人的感

受或行为所体现。体育来源于人类劳动，在独立于劳

动的过程中继承自由劳动的部分性质，经历长时间的演

变与发展，体育作为谋取外在目标的功利性手段的属性

被弱化，成为了满足人类身心发展需要的存在[13]。在这

种体育境况之下，行为主体在体育活动过程中追求的

不再是生存目标，而是一种人生追求和生活享受。在

参与体育过程中摆脱外界压力的束缚，进入一种身心

交融、生命提升的理想状态。人为满足这一目的所表

现出的行为方式，也就构成了个人体育行为的本真。

但儿童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身体各项机能指标还

不足以支撑其参加各种大强度的体育锻炼；意义世界

还不够完善，自我意识也处在发展阶段，正处在他律

向自律方式的过渡。他们参加体育的本源性目的更多

是身心发展的需要，包括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世界

等方面。小学四年级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14]，儿童

的“自我”意识逐步成型，自我与外界界限逐渐明晰，

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构建愈发重视，愈发需求成功体验

的获得、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因此，儿童少年体育行

为的本真，应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参与形式多样

的身体活动，满足自身“身”“心”发展和与环境互动

的需要，同时通过自身的体验体知感受运动带给自己

生命触动，增强生命活力。 

身体素养所设想的体育教育，期望儿童少年能够

在学习和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和体育知识的基础上，通

过多样化运动情境体验形成对身体、身体活动以及身

体活动效益的认知，在运动过程中丰富情感体验，培

养自尊、自信，形成运动兴趣和动机，激励主动的体

育行为。身体素养理念追求的体育与体育的本源性目

的是一致的，身体素养为实践体育本源性目的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对具体的实践方式做出指导。而

身体素养理念下的体育行为，既是对体育行为本真的

一种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提升体育行为的可操作性。 

3.2  儿童少年体育行为异化 

1)主体异化：儿童少年主体地位的丢失。 

主体性既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又是人作

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人的主体性在于个体能够在自

主意识的主导之下，自由、能动开展主动行为的地位

和特性。而在工具理论、规训理论的操控之下，儿童

少年的体育行为出现主体性缺失，行为异变成为一种

外部力量操控的结果，使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

式更多是教师、家长的意愿。例如，在体育课堂中，

作为课堂主导者的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应该怎么做，是

一种控制输出、重他律而轻自律，对培养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教学意识不足，难以启发学生产生我要怎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的思考，对学生而言体育行为成为了一

种“要我做”而不是“我要”“我想”做的事情。其次，

在课外体育活动的范围之内，各种体育兴趣培训班、

辅导机构盛行，部分家长盲目跟风，什么火爆就选择

什么班，缺乏理智的思考，因此家长的意志便成为儿

童少年的束缚。 

儿童少年如果不会依靠自身的思考，而长期处在

依赖外在力量的状况之中，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主体

地位便难以实现，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也是不稳定的，

会随着外部力量的消失而逐渐减弱。这样的教育方式

不足以使儿童少年形成身体、身体活动以及身体活动

效益的认知，仅仅只是停留在外化于行的阶段，丢失

了作为行为主体应有的自主性、自由性、自觉性、自

为性、能动性。 

2)动机异化：内在动机的缺失。 

运动动机是由外部刺激或内在需要所引起的，旨

在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或意愿。根据儿

童少年体育参与的心理动因是外部刺激诱发的还是内

在需要引起的，可将其分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15]。

外部动机主要是指奖励与惩罚、学习考核、家长支持

与否等外部诱因。内部动机主要是指儿童少年的内生

需要，如：好奇、好动、好胜，自尊、自信、荣誉感、

归属感、自我决策、自我效能等。儿童少年自我意识

尚未完善，自主能力还有待提升，心智还未成熟，在

此阶段通过各种外部刺激诱导儿童少年参与到体育活

动非常必要，如教师凭借各种奖励手段能在较短时间

内使其对体育产生一定的兴趣。但长期的体育行为则

需要个体在活动过程中获得较强自我效能感，对体育

的积极效益认知较强，即具有较强的内部动机才能得

以实现，否则将会使个体的体育锻炼行为终止或消极

应对[16]。儿童少年能否在外部动机的基础上通过他人

帮助将外部动机转换为内部动机，是儿童少年能否形

成体育锻炼习惯以及身体素养养成等的决定性一环。 

但由于体育教师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对儿童

心理发展规律和行为习惯养成规律掌握不到位、对体

育教材的理解不足、奖励与惩罚机制选用不当、构建

运动情境的能力不足，导致儿童少年难以在参与中获

得丰富情感体验，将外部动机转换为内动动机。缺乏

体验体知的体育学习使得学生难以熟练表达自己的需

求，强化自身体育行为的内在动机。在国家的倡导之

下，大部分小学都开设了诸多课外体育活动，但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辅导费用、责任人不明等多种问题，导

致旨在培养儿童少年多样化体育兴趣的措施，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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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系统指导与规范而空有其形，运动兴趣难以巩

固和稳定。其次，父母怕耽误孩子的文化学习，将参

加课外体育活动的机会设置成为一种学习任务完成后

的奖励机制，使得他们的体育行为不能常态化，体育

认知的形成、运动技能的习得、成功体验的获得难以

保证，在单次活动中所获得积极情感、自我效能感也

难以强化等诸多因素，都直接导致儿童少年的运动动

机徘徊在外部动机之中。 

3)过程异化：狭隘化的体育认知。 

除去自身所具有的健身和休闲等功能外，体育也

闪耀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体育在塑造道德意识，如公

平公正、礼貌尊敬等，以及磨练意志品质，培养永不

言弃、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等心理素质，促进人心理

健康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现行的学校体育在实

施体育教学过程中把体育内涵狭义化了，例如：把体

育与健身对等进而简单将身体健康与健康划等号，而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两方面则不被重视，儿童少年表

现出的体育行为呈现内涵不全、后劲不足的境况。其

次，竞技性作为体育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基础、最重

要的条件，在当下的小学体育中难以见其身影，轻快

化的体育项目成为儿童少年体育活动的首选，安全系

数高、竞技性不强、组织难度小的快乐体育占领了儿

童少年体育活动的半壁江山。在这种体育教学之下，

体育课堂呈现出内容多样性不足的状况，难以满足学

生多样化需求。除此之外，小学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忽

略了对体育基础知识的传习，而片面追求体育基本技

能的教授。体育知识作为转化为体育能力的基础和前

提而不被重视，缺乏对运动内涵的理解。 

在这种环境中实施体育教育，儿童少年难以对体

育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从而导致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依

据自身需要而选择自己所想要参加的体育活动。体育

储备知识少、身体活动经验不足，导致他们难以适应

多样化的活动环境，阅读环境的能力也难以形成，而

对身体活动意义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休闲健身的层

面。在这种片面的体育认知中，他们的体育行为逐渐

走向单一，未来的体育发展道路也将越走越窄。 

4)结果异化：行为目标的单一化。 

评价分为两方面，自我评价以及他人评价。自我

评价是个体对自己在行为过程中自身体验的一种总结

与评定，例如，在行为过程中有哪些提高、有哪些不

足等等。这一评价不仅仅局限于行为结果的判定，还

包括行为主体所产生的生理、心理、认知、情感、社

会关系等多方面的效应。儿童少年在参与体育活动过

程中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效能等不仅是他们

进行自我评价的重要依据，更是其后续体育行为保持

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能否养

成长期的体育锻炼习惯。 

由于儿童少年尚缺乏自主评价能力，因此针对儿

童少年体育行为的评价通常以外在评价为主，通过外

在评价的积累提升自主评价的能力。然而，不论是学

校中对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评价体系，还是家长对孩

子体育行为的评价方式都缺少过程性、综合性评价方

式，仍以结果评价为主。在大班式的体育课堂中，教

师难以对个人做针对性评价，评价形式比较单一，大

抵上都是口头表扬，评价内容相对也比较简短，评价

重点主要在运动技能的习得，学生缺乏强有力的成功

体验。学期考核所采用的评价方式则更是普遍通过量

化的身体指标评价学生运动技能学习的效果，忽略个

体差异。其次，学生缺乏个性化的练习体验，不能充

分发挥出自身特点，在实际运用所学过程中可能发挥

不出理想效果，从而打击学生学习的自尊和自信。就

家长而言，评价内容一般停留在开心不开心，学习结

果分享这一层面，通常以“有待加强”“你真棒”“奖

励你 XX”等口头评价或物质奖励作为结束。这类注

重结果的评价方式，缺乏引导儿童少年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思考的过程，不利于他们自主评价能力的形成，

容易造成对外部评价的依赖，他们的体育行为容易被

诱导成他人意志的结果。其次，单一的客观评价过程，

仅仅只是体现儿童少年某个或某些身体机能方面的提

升，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行为目标局限于完成任务、

达标、获得奖励，弱化了体育兴趣、爱好、动机、自

我效能等过程性、综合性目标追求，这对儿童少年运

动归因的形成是非常不利的。 

3.3  儿童少年体育行为异化的原因 

1)身心二元论影响下教育对身心认知的异化。 

在身心二元观念主导下的体育，产生了两种极端：

一种是不关注身体运动中的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而

是片面追求对身体的生物性改造过程，相信凭借科学

规范的教学流程、精准的数据测量、严格的动作要求

等针对生物机体的训练手段，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教学，

就能实现体育培养人的目标，使身体活动“科学化”。

为对抗这种片面追求学生身体改造的教学方式，衍生

出了另一种极端，即兴趣导向的放羊式教学，而弱化

身体机能的提升和运动意义的构建。如：快乐体育，

儿童少年历经长时间的体育教育最终也难以真正完整

掌握某一项运动技能，他们的体育行为异化为单纯享

乐的过程，使得体育的育人功能被弱化。 

身心二元理念下的体育行为，身与心、主体与客

体是分离的，儿童少年体育行为中的体认体知与心理

感受不被重视，儿童少年是教育的控制对象，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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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体育活动的深层次思考。体育这种身心

二元、主客分离的认知方式，导致儿童少年的体育行

为不足以建构通过身体活动体验自我、认知自我，进

而丰富自我的完整过程。主观能动性的丢失，不仅使

其无法体验体育活动所带来的乐趣，领会参加身体活

动的意义，而且还会打压他们的自尊、自信，甚至可

能会使学生对体育课堂产生厌烦心理。 

2)体育工具论的思维范式。 

所谓工具理性是一种从实践中确认工具的有效

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体

育工具论则将体育提升人体素质、促进健康的工具性

一面放大。当下“科学至上”的理念不仅仅丰富了这

一思维方式，而且也增强了对体育行为过程的实际控

制，如练习密度、练习强度、心率、负荷等等。这些

指标合理利用的确能够实现儿童少年身体素质的提

升，但对这些指标的依赖则会造成见物不见人“以物

为本”思想，与教育“以人为本”相违背。 

其次，规训手段在儿童少年体育行为中的大量运

用。作为权力主体的教师或家长对儿童少年的体育行

为加以控制、训练，从而造就一批被驯化的人，导致

儿童少年自我意识发展先天不足。外力胁迫下儿童少

年所表现出来的体育行为已经失去主体地位，沦为他

人意志的附庸。单调的体育活动环境和单一的体育活

动方式使他们成为了知识存储的介质，失去儿童少年

应有的生命律动。对体育工具性的强调间接导致儿童

少年少有机会能切实体会体育对人的价值。体育所蕴

含的价值与人密切相关，离开人价值便不复存在。 

3)隐性体育行为培养不够。 

隐性体育行为中所包含的体育兴趣、体育动机两

个维度是儿童少年之所以愿意参加体育活动的心理基

础和持续参加体育活动的动力源泉。儿童少年静态生

活方式普遍存在，各界希望凭借参与体育活动打破这

种不良生活方式，但成效不够显著，很大原因不是体

育本身具有难度，而是作为引导者通过一定手段将体

育的魅力展示给儿童少年，培养兴趣调动他们积极性

的能力不足，缺乏多样化的强化手段巩固他们的体育

意识。其次，个体对事物持有的态度会很大程度上影

响其行为，个体体育态度结构中包含的认知、意向、

情感等因素，调节个体体育活动的行为选择与行为反

应[17]，儿童少年所持有的体育态度直接决定体育行为

表现。但单一的体育环境、单调的体育项目选择、反

复的体育行为方式，使得体育对儿童少年的吸引力下

降，儿童少年对体育价值的认知、积极情感的体验、

阅读环境的能力处于一种内卷化的发展模式当中，不

足以强化个体已有的积极体育态度和行为效应。 

仅关注显性体育行为的培养而导致隐性体育行为

培养不到位的体育教育，狭隘理解了儿童少年体育行

为养成过程中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诸多非理性

因素的作用。这种状态下儿童少年的体育行为仅仅停

留在生物层面，整个过程缺乏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应有

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沉淀，不足以帮助儿童少年构建身、

心、环境三者互动平台，在身体活动中也难以达到意

会层面，收到的效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4  身体素养视域下小学生体育行为养成的

路径 
4.1  游戏：体育行为回归生命本性 

游戏是儿童少年在具体的模拟情境中通过简化的

亲身体验理解自己生活中的环境、角色与人生的手段，

来源于个体的生活，是人社会化的自我适应。因为其

本身就是一种儿童“成为人”的过程，所以说游戏是

最适合儿童少年的教育方式，因而成为重要的教育手

段[18]。狭义而言，体育可以被称之为一种规范的身体

性游戏，体育与游戏犹如孪生姐妹，没有游戏包含其

中的体育是不完整的。因而，要让儿童少年的体育行

为回归生命本性，恢复体育真实的状态，必然要考虑

体育与游戏之间复杂而又极富意义的关系，充分发挥

游戏的教育功能与教育的游戏功能，在学习中游戏、

在游戏中学习，激发内心“我要做”的积极动因。 

(1)将教学内容与日常生活连接，从日常生活中具

体化的动作切入，将单调的动作技能教学转变为通关

式游戏教学，由简入繁逐步提升，让更多学生参与到

技能学习发展自身身体能力并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将

所学迁移回日常生活中。 

(2)在学生拥有一定身体能力的基础之上，构建游

戏情境，提供一个合适的学习环境，激发并强化他们

“我想玩”的意向，当学生能够自发主动的去“玩”

时，内部动机也就正在发展[19]。 

(3)丰富体育游戏内涵，让更多学生能够在竞争与

合作中，通过各种基本技能运用强化学生的运动能力，

丰富成功体验提升自我效能感。鼓励创造性的思考和

举一反三的能力，以培养其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能力。 

4.2  身体力行：体育行为的体验体知 

体育是一门需要体悟的学科，儿童少年体育行为

的培养要从保障多样化身体活动经历开始，通过给予

行为者一定负荷的身体刺激，激发运动体验，丰富体

验体知。 

(1)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之下学校

要开齐相应课程，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探索实行走班

制教学满足个性化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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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组织各类体育活动，让学生常学、勤练、

多赛，获得丰富体验体知及成功的体验。 

(3)认真落实“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号召，

既要确保学生能够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又要保证

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4)发展校本课程，开发多样化活动形式，鼓励学

生多尝试不同的身体活动，选择他们想要的活动形式。 

(5)创新体育教师准入标准，提升在职教师体育核

心素养，丰富教学组织形式，提升教学质量。 

(6)丰富课外体育活动，多组织开展户外拓展活

动，提供足够多的身体实践机会，培养表达自身需求

的能力，教师或家长在其中给予必要基础指导和安全

规范。 

(7)开展运动体验体知的分享，教师或家长作为旁

听者积极引导，培养运动归因。 

通过多样化体育行为的开展，形成丰富的身体记

忆和运动表象，为身体素养的养成奠定坚实基础。同

时，这种身体在场的体育活动过程也是理解生命成长

过程的必要途径。 

4.3  环境润育：体育行为嵌入环境之中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人的身体是存在于世界之中

的，身体嵌入于环境之中，人通过身体与环境进行交

流互动，才能深刻地认知、理解世界。在身体与环境

的互动之间体育经验得以积累，将儿童少年的体育行

为嵌入环境之中，将有利于体育经验的累加和运动表

象的建立，促进体育行为习惯的形成，身体素养得以

逐步养成。 

在学校层面：(1)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构建师生平等关系，营造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

调动学习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2)要创设问题情

境，营造丰富的教学情境。以教学内容为主线构建问

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运

动动因。(3)把体育课堂和课外体育活动衔接起来，保

证二者连续性；完善课外体育竞赛体系，多给学生参

与竞赛的机会，在赛中练、在赛中学。(4)以体育明星

为媒介传播积极的体育价值观与体育精神。通过给学

生树立一些正面榜样，把参与体育的意义、精神、价

值等具体化，增强代入感；通过多种方式营造浓郁的

校园体育氛围，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5)增

强对体育基础知识的学习。 

在家庭层面：(1)构建良好的亲子体育氛围，定期

开展体育活动。(2)明确支持孩子积极体育行为。(3)探

索学校-家庭-社会紧密联系的合作体系，即能够保证

学生在不同环境中接触到的体育运动是前后一致的。

(4)提升自身身体素养以及处理儿童少年体育行为中

存在的各种现象的能力。 

4.4  自主意识：体育行为主体地位回归 

身体素养强调儿童少年主动为之的体育行为，即

在自我意识的主导下，自由而能动地开展身体活动。

行为者本身作为体育行为的主体而存在，他人意志仅

仅是作为自己行为选择的一种依据而已。 

在我国传统的体育课堂中，教师基于课堂常规的

要求，需要对课堂纪律进行管理，通过“不行”“不可

以”等命令式词汇规范儿童少年的行为，教师的意志

控制着他们。这不仅限制好奇、好动的阶段性心理特

征，压抑了儿童少年作为自身体育行为主体的地位，

不利于自主意识的生成，而且教师也容易疲于管教，

产生“费嗓子”“心累”等消极身心状态。在由传统课

堂向新课堂的转变当中，体育教师要对原有课堂进行

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所在。探求双模块的课堂教学，

在课程开始时，引导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主选择喜爱

的体育项目练习，教师从中进行指导，将运动权利还

给学生，满足他们个性化的发展需求。运动项目要适

合学生的现状，并根据学生选择的次数、人数等进行

及时调整和适时添加新的内容。在学生自主需要得到

一定的释放之后，再进行课堂内容教学，如身体能力、

基本运动技能及体育基础知识的教授，要特别注重协

调发展学生的全身运动能力，做到整体性发展。给足

让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以引导为主，保证最基本的

规范和安全保护，减少外部力量的强加控制。有条件

的家庭在给孩子报体育兴趣班时，面对各式各样的体

育项目，要尊重他们的主观意愿。儿童少年的意愿不

稳定易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时间，在有足够多的接

触之后引导他们做出选择，鼓励他们长期规律地参加

体育活动，不要对孩子强加控制。 

4.5  身心发展：体育行为的目标追求 

教师或家长一定要认识到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养

成过程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性过程，儿童少年的兴趣、

态度、动机、信心等的培养非常重要。热衷于体育信

息的获取、体育活动的参与，学在体育、乐在体育、

爱在体育的人更有可能形成积极主动的锻炼习惯，协

调身心发展，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此，

在体育教学中要转变教学的预期目标，基本运动技能

掌握不能再作为唯一目标，而更重要的是重视身体能

力、知识和态度的整合，能够针对个体存在的差异进

行分层教学。对儿童少年体育行为的评价或学习考核

的评价方式，需注重身心共同发展的综合性、过程性

评价。例如：学生学习档案袋，定期对学生学习状况

进行记录(如测量数据、评语、照片、视频等)绘制成

长曲线，切实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在身体能力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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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同时个人成就感也在不断积累，引导他们以学习

历程为时间线进行自身的纵向对比。将量化的身体指

标测试与主观评价结合起来，按一定比例加权从而得

出最终评价。构建家校共建的平台，家长既能及时了

解孩子的情况，又能够增强家长本身的素养。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充分发挥

体育“具身德育”的功能，通过身体活动对儿童少年

的意志品质进行磨练，以及在具体体育行为中通过积

极引导培养他们的体育精神。例如：通过正面的体育

故事或者身体的正面形象对儿童少年的思想加以引

导，深化自己对“德”的理解，进而促进儿童少年身

与心的共同发展。 

4.6  体育生活化：体育行为的升华 

体育来源于生活，交织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体

育的功效不仅仅在于参加体育活动所能产生的即刻效

应，还可以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激发并

优化日常生活的各种身体活动，使之安全、有效[8]。体

育从人类的生活中产生、演变而发展至今而成为独立

的一部分，但终归是为生活而服务，是要回归生活之

中的。儿童少年之所以不能形成良好的体育行为习惯，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知中体育行为仍然是一种特殊存

在，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存在较大距离，害怕自己不能

完成这一过程而感到畏惧。 

因而，不论是体育教育还是课外体育活动，都要

消除儿童少年意识中存在的距离感，让他们的体育行

为来源于日常行为又是更高层次的日常行为，以每周

一定频率、一定规律的体育参与，督促他们把体育当

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在生活中对所知所学进行

实践，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积极人生态度，将身体素

养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将体育融入生活，不断丰富

自身的精神世界，不断找寻生活的意义，拓宽自己对

生活的理解，建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寻求

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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