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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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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教育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方面存在的弊端，通过分析影响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因素，以及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个性发展作用，全面阐述了在体育教学中如何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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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健康人格的培养。对他们成才和以

后的成长有着积极意义。笔者认为体育教学在培养学

生健康体魄的同时．也能有效地塑造他们的健康人

格。

1 影响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因素

影响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因素较多。有先天因素、

社会生活条件、个体内心世界的矛盾、个体的社会实

践等，但高校的教育过程忽视大学生的个性发展，的

确是现行高等教育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传统观念把个性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割

裂开了。虽然在理论上主张人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

一，但在现实中往往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了

教育促进人的完善的功能。11】

2．高考指挥棒导致中学教育的刻板，教师“满堂

灌”与。大运动量”的授课，学生“生吞活剥”、“死记硬

背”的学习方法。扼杀了成长中青少年的个性。

3．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单调、教学内容陈旧且脱离

社会实际，教学方法单调、刻板，教学计划、专业设置、

课程安排等整齐划一。大学生们就像在同一模具中

“浇注”出来的。没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4．大学生很少与社会接触，缺少自身个性发展的

条件．实践能力、创造能力普遍较弱。

2培养大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必要性陶

个性是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

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先天的遗传

因素，是个性发展的自然前提，而后天因素有社会环

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其中教育因素在人的个性发展过

程中起主导作用。

1．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培养和造就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并有着鲜明个性的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体

现并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有利于大学生个性

发展的环境，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

’2．良好个性的最佳特征之一就是创造性的发展，

因此促进人的个性的完美。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需

要。

3．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现代化的建设。既对人

的发展有共同要求。也为个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加之生活环境的日益开放、丰富多采和

多样化。表现出对入的丰富个性的强烈要求，社会主

义建设的千千万万行业都要有适合其特点的人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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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个性发展有助于人适其职，职得其人。

4．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个性的全面发展，离开了

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无所谓人的全面发展。

3体育教学活动对发展大学生个性的作用

在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教育的有机

组成部分。体育教学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化

方面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3．1竞争意识的培养

竞争是体育竞赛最为突出的特点，体育游戏、体

育竞赛等都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创造了大量的机

会和良好的条件。动员学生积极地投入到竞争与自我

能力展现的活动中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提高其竞争能力。

3．2健康性格的培养

体育运动不同项目的活动。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

个性。比如参加篮球、足球等集体项目，要求参加者具

有灵活、勇敢、协作等良好的作风和个性品质，常参加

这种运动可逐渐培养学生形成开朗、勇敢、顽强的性

格。

3．3能力的培养

参加体育运动．对学生的能力培养也有重要的作

用。因为这不仅仅是体育能力。还包括自我认识能力、

协同配合能力、交往能力，等等。

3．4情感的培养

通过体育活动可以使人的注意力转移。累积的情

感得到发泄。身心紧张程度得到松弛，情绪趋向稳定。

通过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可以帮助学生协调心理状

态，维持心理平衡。对学生而言，运动项目的多样性和

吸引力会诱发他们的情趣和爱好。远动环境的复杂多

变，又激发他们的应变能力，激烈的对抗会产生紧张

感，胜利会产生满足感，这都能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

满意、愉快、欢乐、兴奋等情感体验。当然，其中也有挫

折和失败。只有不怕困难．敢于拚搏。才会真正体验到

成功的全部乐趣。因此体育教学有助于学生情感的社

会化、深刻化。切实培养他们勇敢、顽强、乐观的情感。

3．5创新意识的培养

在体育课上。自编自导不失为一种激励创新思维

的好方法。自编。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自导，

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由学生自编自导，学生的

积极性高，课堂气氛活跃。而且学生的表达能力、团结

协作精神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3．6个人修养的培养

不可否认，在大学校园内，不尊重老师、同学之间

吵嘴、打架等等许多不知礼、不守礼、不文明的行为时

有发生。这些都跟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身分极不相

符。在礼节性很强的跆拳道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的

礼仪、廉耻，让他们懂得在生活中需要忍、诚、仁、敬。

使他们的修养得到提高。

4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如何发展学生个性

4．1 关注大学生的个性

因体育课比文化课相对自由一些。所以在体育运

动中．学生更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合群与孤僻、

好动与好静、外向与内向⋯⋯都可以一览无余。对此，

教师应该认真梳理。只有在认识学生个性的基础上，

才能施加引导和教育。比如有的学生内向、懦弱、自

卑，就不要过多的去指责而是要通过暗示、鼓励等方

法，不断为学生创造成功地机会，使他们看到自己的

优点和能力。更多的尝到成功的喜悦。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四

4．2突破传统思维。发展学生个性

体育本是一门生动活泼的学科，学生在体育课上

应当是积极主动的。然而，现行的体育课严肃有余、活

泼不足，课堂气氛沉闷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大多数教

师也是按照传统观念，一招一式的进行教学，这在一

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

在体育教学中，只有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大胆进

行体育教学改革，改进组织形式。改革教学方法，融游

戏于体育之中，在乐中学，在学中乐，充分体现体育健

身性、娱乐性、开放性等特征，才能为学生个性发展创

造活泼、轻松的课堂环境。成为学生所喜爱的学习。

笔者认为，融游戏于体育之中，可以充分把学生

吸引到教学当中，比如想要学生练习800米跑，大多

数学生都有轻微的不情愿情绪，笔者在教学当中，利

用“猪八戒背媳妇”的游戏(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跑)，

让学生跑100米，学生们感觉到这游戏很新鲜，目标

似乎又降低了。只需跑100米就行了。都高兴得参与

进来。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

性，又达到了练习的目的。

大学生自我表现的欲望强烈。争强好胜、渴望成

功，喜爱具有竞赛性的活动。而体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

竞争性，符合他们的心理特点，能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

的个性。因此，通过游戏和比赛不仅能培养学生团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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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勇敢和顽强的优良品质，而且还能陶冶情操。另外，

游戏、比赛有严格的规则要求，任何一方面要取胜，人

人都得遵守规则开动脑筋，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已获

取的知识技能，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对迅速变化的

环境做出快捷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克服困难，突

破障碍。所以，游戏和比赛对发展学生的创新、机灵、坚

韧不拔、自制等个性都有特别的作用。

4．3把课上“活”。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体育教学的任务之一，是使学生学会，会学。因

此，“教”必须为“学”服务。体育教学要由“学适应教”

转变到“教适应学”，教师应增强服务意识，着眼于学

生的“学会”和“会学”，把体育课当成是给学生提供充

分锻炼、发展自我的机会。教学中要把主动权留给学

生，让学生去教，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例如在体

操、健美操等教学中，可以安排数次课，让每个学生将

所学基本动作，自由组合，自配音乐，带领其他同学学

习他自己创造的“自由”操。这样既提高了实践能力，

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4．4有意识地渗入心理训练

在体育教学中。教9币要有意识、有目的地给学生

心理施加影响，培养其自我调控能力。但对于教学的

知识点，特别是重难点，要耐心指导，还要根据学生理

解和掌握的情况，必要时适当降低要求。让学生感到

进步的喜悦，增强学习的信心。

例如在跨栏教学中。素质好、跨栏技术好的学生

是越跨越有劲，但那些基础差的学生，怕跨不好，被同

学笑话，怕教师指责，总是躲在别的同学后面或站在

一旁观看。此时教学要因人而异，对跨栏技术好的同

学提高栏架高度。提出改进和提高动作技术的要求。

对体质差的学生降低栏架高度，增加一些辅助练习和

诱导练习。并耐心和蔼地鼓励帮助辅导他们。对于他

们在锻炼中表现的一些不足之处，不讽刺挖苦，奚落

嘲笑，而是及时注意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哪怕

是微小的进步，都随时加以肯定，公开进行表扬，这样

就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背越式”跳高发明者福斯贝里的“错”出来的成功

不正可以给我们教育工作者这种启示吗?

4．5创造良好的情感环境 ．

在课堂上多开展学生之间的协作训练，为学生之

间形成良好的同学关系创造条件。要建立师生间的良

好关系，不懂得尊重学生，唯我独尊，课堂就会显得冷

淡。学生压抑、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尊重学生就要抓住课前准备、课中调节、课后反

恩各个环节。课前要认真备课。做到教学结构要考虑

气候、季节、天气的变化因素，课内教材的搭配要考虑

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技术掌握的程度，课

的运动负荷要依据学生的性别、体质的不同而机动掌

握等。课中要灵活调节，如站队要背风、背阳光直射。

课的节奏要灵活控制。在对待课堂上的偶发事件，或

对待违纪学生的处理上，对男生或女生，对性格开朗

或内向寡言的学生则特别要注意批评方式的不同和

处理方法的差异，尽快地使课堂从逆境中走出来。课

后要冷静反思，课的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课内对

学生的表扬是否使学生受到鼓舞?即使是批评．是否

使学生认识到了不足，得到了激励?只有尊重和爱护

学生，学生才会与老师主动配合，积极参与。使教学活

动处于良好的情感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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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mion in ollr country has some disadvantages in promoting the students7 personality

development．Through an analysis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llege students’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PE teaching on college students’personality development，the paper fully discusses the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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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邢伟.XING Wei 论学生个性发展与体育教学的双向关系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16(4)
    文章通过对学生个性的分析,阐明了学生个性发展在体育教学中的必要性,并结合个性特征和体育教学探讨了体育教学效果和个性充分发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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