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卷 第 4期 

2022 年 7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29 No.4

J u l . 2 0 2 2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路径及对策 

 
梁大为16 

(华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究高校学生体育社团 “三全育人”的实

践路径。研究发现，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管理部门协同不够通畅、

育人配套要素支持不足、法规制度未能落到实效的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应从政策保障、管理协同、

激励机制、思想引导等路径提升“三全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终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  键  词：学校体育；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4-0098-06 
 

Approach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ree-wid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sports associations at colleges 

LIANG Daw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ree-wid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associ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re as 

follow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associations is not effective en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s not smooth enough,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of education are not 

enough, an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no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guarantee,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deological guidance, the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ree-wide educ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and eventually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rough mor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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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部门也陆续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提出“三全育人”的理念，把思想价值引

领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作为大

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已成为高校“第二课

堂”的重要阵地，其本身蕴含的隐性德育价值和外显

体育价值，能通过培养学生交流合作能力、集体协作

意识，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实践能力，实现身体

实践和德育价值的互动融合。本研究试图剖析高校学

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科学内涵与耦合逻辑，解

析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育人的现实问题，为探索具体化、

自身化、实践化的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育人路径提供理

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1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现实要求 

1.1  思想引领：塑造学生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深刻诠释了高等学校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

“蒙以养正，圣功也。”思想教育是培育校园学生思想

的重要途径，通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学

生在思想教育过程中塑造优秀的道德品格。作为“第

二课堂”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社团兼具教育的理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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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性，能够借助动态活动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融入体育活动，实现对学生身体和精神的双向引领。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能够顺应学生思想品德的形

成、发展和变化规律，通过沉浸式体育场景传递政治

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等内容，拓宽了思想政治

课堂的空间维度[2]。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高校学生体育

社团的日常管理和活动内容之中，既能够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提供新的疏通路径，又可以激发教

育过程中主客体的良性互动，多维度塑造高校学生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日常社团活动和参加校内

外的各种体育比赛过程中，学生能够以团体形式参与

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在接受体育运动知识的基础上磨

练意志精神，激发体育运动的信念感，进而融入爱国主

义教育和中华民族精神，在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

同时，拓宽学生全局视野、塑造学生优质人格。  

1.2  实践拓展：提升技能素养 

马克思主义提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

的全面发展既要实现劳动能力提升，更要实现智力和

体力的充分、统一发展。高校学生培养也遵循这一理

论，将智力培育和体力培育有效结合，践行人才培育

的实践性。为了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标，体育

成为了首选的实践载体。体育社团所特有的活动自主

性质使得社团本身比公共教学有着更多实践和拓展机

会。学生通过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参加校内外的各种体

育活动，或是在比赛中担任裁判及相关工作人员、志

愿者等，使学生的体育活动更加有序、科学和规范，

进而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是高校体育教学的补充和延

伸，以小型体育活动形式，通过个体与团队之间的配

合协作，能充分激发和调动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体育运动存在的意义，不仅强调以活动

本身实现身心健康，还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提高心理素

质和认知能力。一方面，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使学

生提高对自我的定位和认知水平，通过运动排解自身

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竞技类体育项目在比赛对抗

中能锻炼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体育技

能素养。同时，通过各类体育活动比赛满足学生身体

运动需要，激发学生体育情感，培养和强化学生运动

兴趣，通过体育社团拓展交友圈，促使学生找到自身

价值，全面发展核心素养。 

1.3  文化教育：营造成长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

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文化教育是思政中的

重头戏之一，而校园文化作为经过长期沉淀的校园价

值共识，在办学精神和环境氛围塑造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能够以精神引领反哺教育实践[3]。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逐步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在高

校文化建设上有着突出贡献，体育运动和各种赛事形

成的校园文化能够提升高校声誉，其所营造的群体意

识、行为规范、环境氛围使学生拥有健康积极的生活

和学习状态、坚强不屈的精神状态。高校学生体育社

团具有一定自主权，能够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的自主

性，学生以多样的体育活动潜移默化地凝练群体意识，

形成体育规范、行为规范、认知规范，通过体育文化

营造的氛围使其产生认识态度的变化。这一过程，能

够将体育运动与文化熏陶深度融合，让学生更深层次

体会体育目的、价值及其生活含义，既能够提高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健康生活意识，更可以从教育理念

上，让学生热爱体育文化并建立起终身体育意识，成

为代际传承的重要精神内容。 

 

2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困境 
2.1  参与主体协同不够通畅 

多主体有效协同是推动学生体育社团育人功能实

现的重要前提。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育人工作的参与主

体包括校团委、体育部门、社团联合会和体育社团成

员。团委和体育部门履行管理职能，负责思想引领、

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社团联合会则是校团委与体育

社团之间的沟通桥梁；社团成员在接受管理部门指导

和监督的前提下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虽然高校

学生体育社团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明确了参与

主体的权责，但在实际运行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

沟通渠道都不够通畅，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容易造

成管理缺位或多头领导现象[4]，管理主体与参与主体之

间的沟通壁垒更是影响了学生体育社团作用的发挥。 

“三全育人”是系统工程，需要党政部门、教务

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等各个部门的有效互动才能形成

合力。学校在具体运行中，对不同部门的职责导向和

考核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如何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

取向，如何构建全员育人格局，还处于迷茫探索期，

做什么、怎么做是摆在面前的难题(理工类高校教务管

理人员访谈记录，2020TYST007)。 

从根源上看，各级管理部门尚未将体育社团工作

视为重点，上级部门对学生体育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缺乏有效指导，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作，不

同单位只负责相应部分的业务管理，较少从社团发展

的整体视角出发[5]。其次，学生体育社团的管理模式呈

现行政化特点，部分高校团委采用“命令式”的管理

方式，将社团联合会作为学校管理部门的附属，社团

联合会仅仅充当上传下达的工具，缺少沟通环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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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生的自主管理空间受到挤压，行政管理部门与

业务管理部门、学校管理者与学生管理者的地位落差，

加之沟通机制不完善，严重阻碍主体间的协同管理。 

2.2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前者是

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课程的直接教育，后者是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间接教育。作为大学生参与面

较广的学生组织，高校体育社团承担着思想价值引领、

综合素养培养、丰富校园文化的作用。然而调研发现，

广东省普通高校的学生体育社团发展较多以体育技能

扩展为理念，未能多方面融入思政教育内容，“立德树

人”难以在体育社团活动中凸显，导致社团在发展过

程中偏离方向。 

作为体育社团，我们今年在努力响应学校号召，

尝试将体育社团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社团日常工作围

绕训练和活动开展，体育项目更为重视的是身体活动，

我所理解的思政教育偏向理论、精神的宣扬，目前两

者的契合度是很低的，思政教育也是为了配合学校的

任务开展“面上工程”，缺乏连续性，操作起来还是有

些 困 惑 ( 省 属 重 点 高 校 田 径 社 社 长 访 谈 记 录 ，

2021TYST015)。 

一方面，学生体育社团的管理者与执行者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涵把握不清。思政教育经常被视为“高

大上”“假大空”，在操作层面缺少行为教育、细节教

育作为内容[6]。无论管理者还是执行者，均缺少专门的

课程思政培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如何融入体育

社团活动中力不从心，难以提升思政教育的深度和吸

引力，影响其传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体育社团的

社团定位以及长远规划不清晰，日常工作是围绕某个

体育项目开展活动或训练，缺乏社团的文化建设与传

承，内涵与意义深度不足。同时，部分高校学生体育

社团的娱乐功能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教育功能，

导致体育社团思政教育的阵地缺乏牢固性，对于学生

思政教育缺乏有效途径。 

2.3  育人配套要素支持不足 

团中央、教育部以及全国学联联合印发的《高校

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指出，为了学生社团的有效

运转，高校应为其提供师资、活动场地、器材、设备

等方面的支持[7]。调研发现，体育社团在发展过程中育

人配套要素支持不足，具体表现为师资指导有限、运

作经费来源单一、场地设备配套不足，人、财、物的

短缺甚至限制了学生体育社团的正常运转，直接关系

到社团的发展规模和质量，更无法发挥体育社团“三

全育人”的作用。 

我们学校社团活动经费相对来说不多，绝大多数

用于活动宣传和学生培训，针对设备方面也是以活动

内容为主。之前提到的思政教育，需要协调相关学院

的老师来进行指导，一些宣传资料也需要特别制作，

这个需要专门的经费支出(普通本科院校指导老师访

谈记录，2021TYST021)。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缺少自我造血机制，人、财、

物依赖于外部支持。人力方面，指导老师肩负教学、

科研双重压力，辅导员日常管理事务繁杂，且指导工

作不计入教师的绩效考核，使得老师参与和指导社团

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社团发展的科学性、规划性有所

减弱。财力方面，国外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经费来源于

学校经费、会员会费、经营性收入和社会资助[8]，渠道

广泛、资金充足。但我国体育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学生的策划、实践能力不足，

导致我国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经费来源较为单一，主

要由学校提供社团日常运作费用，以及向会员收取一

定会费，较少通过企业赞助等方式多渠道满足自身的

运作开支。物力方面，场地、器材资源紧张，校内有

限的公共资源难以满足多个社团需求，加之物资管理

制度较为僵化，申请程序繁琐，不能为体育社团活动

开展提供充分的硬件支持。 

2.4  法规制度未能落到实效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

度环境。法规政策包括由政府出台的宏观法规政策，

也包括由学校制定的微观制度，既是对高校体育社团

进行“刚性”约束，使其在规范的轨道上健康、有序

运作，也为其提供支持与保障。但目前，高校学生体

育社团的法规制度未能落到实效，无法为体育社团提

供有效保障与监督。 

其实我们已经很好推进了学校的社团工作，在思

政教育上也进行了一定尝试，不过这个还存在一定难

度，需要对专门的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很多内容都要

落到规则上推行的才会更快。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

势，也是我们未来一个时期工作的重点(教育部重点高

校团委工作人员访谈记录，2020TYST002)。 

法规政策数量不足。目前，与高校学生体育社团

较为相关的法规政策只有由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

联联合印发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虽然这

一《办法》在社团的管理机构、组织建设、活动管理、

经费管理、工作保障等方面作了相应指导，但制度内

容较为空泛，制度的配套机制不完善。在具体实施层

面，许多高校体育社团内部尚未形成完善的管理条例，

一定程度上造成制度缺口，法规制度出现“制度空转”

“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等现象。同时，执行者

能力不足，管理经验靠上一任负责人口头相传，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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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缺少执行意识和执行力。 

 

3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路径选择 
3.1  注重政策保障，护航社团持续发展 

实现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

从国家到高校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挖掘社团育人

的合法性依据，保障体育社团价值引导的有效性。这

就要求教育者即指导主体，在社团育人过程中注重不

同资源要素的交互作用，协调各方面、各阶段的自觉

影响和自发影响，实现政策和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9]。

首先，从政策法规着手，要求教育部制定与完善高校

学生体育社团的相关制度规范。基于新时期高校学生

体育社团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内容，形成规范

化、科学化的管理条例，指导体育社团更好地开展活

动，保障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管理的有效性，发挥高校

学生体育社团育人的引领性，为其相关活动开展和思

想价值引导奠定基础[10]。对高校层面而言，要完善学

生体育社团运行的相应规章制度，从经费投入、活动

开展、人员管理、资源配置等多角度，以公开透明、

多元协商、有效管理的制度内容，保障高校学生体育

社团的切实发展。对于高校体育社团本身，在运行过

程中需尊重相应的规章制度，高校体育社团运行包括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活动开展、人员管理等，这些都

是关乎高校体育社团有效运行的组成部分，都需要有

章可依、公开透明、民主协商。 

有效的政策管理离不开监督体系的保驾护航，高

校学生体育社团发展同样需要以制度建设固本强基，

保障高校体育社团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提

高，即风险防范和制度保障等问题。针对学生体育社

团的违法违规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

杜绝高校学生校园文化的不良风气。对高校学生体育

社团活动开展的全过程进行监管，确保体育锻炼活动

与思想品德教育衔接的合理性，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

同时，对“全员”主体管理工作、活动开展、资源利

用的权责利内容实施的能力水平进行评估和考核，实

施追踪了解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发展运行的第一手信

息，做到监督管理的收放自如。 

3.2  内外管理协同，激发全员参与效能 

全员参与机制是处理好体育社团规范管理和会员

自我发展关系，并制定激励措施鼓励学生参与的重要

内容，体现出“三全育人”理念中参与人员的多样性、

时间持续性和过程长期性，也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

致性要求。因而，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外部管理制

度，使全员参与机制高效实现[11]。从外部管理来看，

要确保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外部管理的有序进行，既是

实现体育社团育人的基础，也是保证体育活动与德育

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这样就要求各高校将学生体育

社团纳入学校体育发展的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由相关管理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将体育社团建设纳入

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范围内，通过课堂内外的

联动互补，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协调育人，共同营造

出和谐美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内部管理方面，要畅通

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管理的双重渠道，明确不同主体

的管理职责，可以适当借鉴审计、巡视等方式，逐步

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定期对学生社团

的内部制度建设进行抽检，以此与外部管理有效衔接。 

在此基础上，要发挥全员主体参与的效能。高校

相关管理部门要积极利用现有管理工具，重视和关注

学生体育社团育人发展，加强和突出对学生体育社团

各项工作的支持和管理[12]。学生体育社团指导老师应

充分重视体育锻炼活动和意志品格锤炼的重要性，调

动自身所学运动技能和专业教学素养，指导学生体育

社团活动开展。社团成员要积极参与学生体育社团管

理，通过体育社团活动切实提高自身运动技能水平，

提高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全面性，推

动自身全面发展，为学习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

可能性。 

3.3  完善激励机制，重视人才能力提升 

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发挥“全员”主体的能

动作用，激发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发展的积极效能。其

中首要环节就是依据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具体现实，

建立一定的评价激励标准，包括多层次、多样化的等

级评价制度，社团内部的科学评比办法等内容。通过

将社团运行情况、竞赛贡献、育人效应等内容纳入评

价激励体系，对推动学生体育社团发展的团体和个人

给予一定的物质和荣誉表彰，进一步在社团发展、经

费支持、资源利用等方面给予肯定和支持，发挥优秀

学生体育社团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社团参与人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全面发展人的能力。从

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需要对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涉及

的全员主体进行能力提升，重视人才的吸纳和培育。

加大对高校相关负责人、指导老师、财务人员等管理

者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准的培训投入，提升高校学生体

育社团发展的续航能力；加强学生骨干的组织协调、

沟通表达、创新意识、思政教育的相关培训，发挥学

生组织者的模范作用；注重社团成员的理论学习和运

动训练能力，发挥学生主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开拓学

生体育活动与德育教育协同发展的新领域。在此过程

中，要营造人才挖掘和吸纳的新渠道，以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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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卓越、态度积极、创新突出的管理者和参与者，

实现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更新和再造。 

3.4  重视思想引导，实现高校育人价值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延伸和支撑，具有独特的育

人价值，更是丰富校园文化、加强学生品德教育、实

现综合素质培养的主要阵地。因此，要重视思想引导

机制，丰富学生体育社团活动内涵，发挥体育社团在

思想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从理念上看，要始终贯彻

“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培育学生正确的体育健康

意识，树立终身体育的价值观。通过体育活动开展和

体育健康知识传授，让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理论和锻

炼技能，从而形成自发主动、积极参与的主体意识。

其次，发挥体育教学过程中隐性教育的作用，将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融入体育活动，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

让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合作竞争意

识、积极向上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 

同时，要注重育人理念与体育活动的有效融合，

将“立德树人”的内涵赋予学生体育社团工作。其中

学校体育承载的道德教育和目标导向，是明确学生立

场、涵养道德理念的重要前提。通过沉浸式、全景式、

角色式情景体验，以多样化的体育社团组织和多类型

的体育情景体验，激发学生交流互动的积极性。加强

全员参与过程中的多元主体互动，通过协同合作、自

主管理、自发参与，实现学校环境与环境的映像刻画，

为日后学生进入社会打下基础。如此，以丰富体育活

动、高效品德教育、协同交流互动为培养平台，有效

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 

 

4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优化对策 

4.1  营造社团和谐育人氛围 

营造社团和谐育人氛围，是发挥体育本体功能和

育人价值的重要措施。社团育人氛围属于体育隐性教

育，与其他社团相比更具规则性、竞争性和合作性，

通过体育活动“濡化”和“内化”滋养体育精神和体

育情怀，让学生无意识地沉浸在特定的体育育人环境

中，并在该状态刺激下主动接受德育教育。 

和谐育人氛围的营造是一项由内及外的系统建设

工程。在体育社团内部，建立规范的章程、统一的目

标，组织开展社团成员培训教育活动，提高社团成员

对社团规章制度的认识，体育活动的举办加深社团成

员对规则的理解，最终在社团活动中形成体育价值观

念的认同。其次，合作性、竞争性是体育社团的显著

特点，社团成员应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关系，积极参与

社团组织的队内竞赛、校内社团竞赛、校际社团竞赛，

培养合作竞争意识，强固合作竞争精神，在组织内形

成敢于竞争、乐于竞争、善于合作的体育社团精神。

最后，完善体育社团运行机制，建立一个与体育社团

文化实际相匹配的传播系统，利用 5G 和物联网技术

加强社团活动的正面宣传、舆论监督、科学引导和典

型报道，加强体育社团与学生大众的交流互动，为体

育社团育人宣传造势赋能。 

4.2  打造特色品牌体育活动  

思政内容与体育社团活动的结合形势应具有丰富

性、多样性和变化性。体育社团本身在肩负校园体育

文化建设使命的同时，应打造好喜闻乐见、独具特色

的校园体育活动品牌，借助体育竞赛活动，为不同年

级、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能引起共鸣的、触动灵魂的

精神文化产品。社团特色体育活动，应以提升自我、

实现价值为核心，以突出竞技体育中的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顽强拼搏、遵守规矩等精神为目标，不断提

高社团成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一过程也要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个

人倾向性的充分展现和满足，社会价值的更加优化，

以及各种个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因此，根据社团属性

以及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追求、自主化学习、理性化处

事、务实化处世等特征，积极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

结合学校特色、地区特色，深挖体育项目文化、丰富

社团育人内容。如广东地区高校要大力发展舞狮、咏

春、毽球等社团，以传统体育文化为引领，将抽象的

中华体育精神和健康理念直观化、可视化，并融入到

社团实践当中。坚持以体育社团为载体，以体育竞赛

为手段，践行实践育人原则，贯彻落实“教会、勤练、

常赛”的学校体育方针。构建出校际间、俱乐部间、

社团间三级竞赛模式，与其他学校、俱乐部、社团等

共建特色品牌活动，使特色品牌活动从空间上实现校

内、校外相结合；从时间上，向前延伸至中小学，向

后拓展为终身教育。 

4.3  完善社团育人管理制度 

制度建设，是体育社团“三全育人”从理念到实

践的关键一环。体育社团育人管理制度，由纵向垂直

管理和横向水平管理两个系统组成。纵向垂直管理，

是对体育社团育人的深入考查和追踪，包括社团管理

协作制、社团成员入会制、经费调拨制、科技信息交

流制等；横向水平管理，能控制和维持体育社团活动，

包括活动管理、学习管理、生活管理和奖惩制度等。 

纵向垂直管理层面，体育社团应成立体育社团制

度规划小组，依据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确定体育

社团的管控模式和组织结构，从多元主体、经费调拨、



 
第 4 期 梁大为：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三全育人”的路径及对策 103  

 

科技赋能 3 条路径出发，对涉及主体的权责进行明确

划分，使工作落实到具体的人并对关键事项进行授权。

横向制度层面，学校应针对学生体育社团组织建立相

应的评估制度，把优化学生体育社团活动作为学校贯

彻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育人功能和活动效果为主要指标，以年度考核为主

要方式，对体育社团组织建设情况、活动管理情况、

经费管理情况和工作保障情况等进行科学评估，保证

体育社团的合理健康发展。 

4.4  加强体育社团与学业融合  

动力，是促使人们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分为内在

动力和外在动力。“内引外压”，激励与鞭策并用的举

措，是解决学生体育社团参与度低、与学业融合持续

动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办法。“内引”，是满足学生的

主导需要和核心利益，一方面是满足学生对自身素质

提升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丰厚学生对学习荣誉的积

累。“外压”，是通过规范奖励措施和建立规章制度等

手段形成的外界推动力对学生体育社团的参与形成强

制性规范和约束。 

满足学生内在动力需求的方式有：逐步加大对“优

秀社员”“社团积极分子”等先进分子激励的广度和力

度，把“育人参与”纳入“三好学生”“学生标兵”等

荣誉评选的必要标准。外在压力层面，对学生参加体

育社团活动建立专门档案记录，制定考核标准予以量

化，将考核结果纳入学生学业档案；将学生参与体育

社团活动作为毕业资格审查中的必要环节，规定学生

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次数、要求学生体育社团活动参

与结果达到一定等级方可毕业。总之，学生体育社团

良好的育人效果体现在不仅能够平衡学生学习与体育

社团参与的关系，充实课余生活，提升学习效率，还

可挖掘学生体育兴趣，培养学生体育锻炼能力，助力

体育社团“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实现。 

4.5  推动全员社团化进程 

体育社团育人的全员参与，并不只是体育社团招

新、学生参与的简单互动，而是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才

能有效实现，这不仅是推进全员社团化进程的逻辑起

点，还是意志品质和健全人格培养的必由之路。针对

体育社团育人配套要素支持不足的困境，可以从校团

委、指导老师、学生主体 3 个维度进行改善。 

校团委应鼓励在校学生积极参与体育社团，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成立学生喜闻乐见的体育社团，扩大参

与学生的覆盖面。同时，在场地设施租借、竞赛活动

审批、宣传动员等方面提供便利。此外，还应联合社

团指导教师，将体育社团管理经验足、擅长组织体育

活动等社团经验丰富的学生培训成指导学生社团发展

的助教，缓解资源不足的现象。社团指导教师应保证

学期指导次数，指导过程中要克服“重能力、轻德育”

的倾向，积极推进目标清晰、过程规范、组织性强、

参与度高、注重分享和启发引导的体验式教育等实践

育人方法的改革[13]，提高实践育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学生主体从提高对体育社团的认识、改变思想观念开

始，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体育素养，发挥主观能动性

与指导老师共同对社团发展建言献策，为推动社团发

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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