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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视野下的现代体育教学理念探析

吴丽华
(黄山学院体育系。安徽黄山245021)

摘要：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生命哲学家看来。现代体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寻觅、发现和建构各种关系的过程，体育教学过程

的实质应是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经验和多元真理观的过程，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直觉体验的

作用。合理且科学地采用艺术化的方法和手段，在回归生命的体育教学实践中，充实学生的生活内容，提升

学生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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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恪守生命是生命哲学研究的本体。张扬非理性

是生命哲学存在的信念。人类对生命的关注可以追

溯到远古时期人们对心身问题与心物问题的探讨，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法国、德国的生命哲

学家才将生命问题上升为哲学的本体论．建立了生

命哲学理论。生命哲学强调，自然是生命的本性，自

主是生命的作用方式，自我是生命的表现形式。n1生

命哲学告诉我们。体育教学实践不仅仅是体育理论

知识的传授、体育技术技能的形成．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学生的生命成长，学生的人格塑造，学生的才能发

挥，换而言之．现代体育教学要关注学生的生命，热

爱学生的生命，珍惜学生的生命，呵护学生的生命，

使学生的生命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得以成长．生命价

值在其中得以提升。本文试图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去

探究几种现代体育教学新理念的深刻意蕴。

2超越模式化而建构的创造性体育教学理念

在世界教育教学的改革浪潮中。学校体育无论

是在课程内容，还是在教学模式方面，都相应地发生

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体育教学模式，其花样不断翻

新。诸如体育技能教学模式、体育程序教学模式、运

动处分教学模式、发现式体育教学模式、成功体育教

学模式、合作式体育教学模式、快乐体育教学模式、

入本主义体育教学模式、个性化体育教学模式、范例

体育教学模式、暗示体育教学模式等等。圆所有这些

体育教学模式均有其特点。在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体

育教学过程中都同样程度不同地起着某种积极的作

用。然而，它们皆具有片面性。不能使学生的生活丰

富化。不能使学生的生命丰满化。

在20世纪的世界教育教学改革中形成的以皮

亚杰和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潮，同样为

世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翻皮亚杰将结构

概括为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3个基本特征，而
且他认为，结构是自足的、封闭的。结构内部某一成

分的改变也就必然引起结构内其他相关成分的改

变。结构具有自行调整的功能。布鲁纳认为，教学的

过程就是引导学生发现各门课：程的基本结构的过

程。在布鲁纳看来，学生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即

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内部规律，就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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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记忆学习内容，而且也有助于迁移的实现。结

构主义过于强调结构，把结构看成是学习的结果和

目的，结构主义者坚持的是客观真理观。我们认为，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运用结构主义模式，就会产生

见物而不见人、见理而不见情的现象。从生命哲学

的视角来看，结构是人类为解释自然过程的有序性

而首先寻找的东西。是人们寻找到的一种对待世界

的方式，结构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约定，结构非生命。闱

这种自足性、封闭性和凝固性的结构是不能充分表

达生命的，因为生命是流动的，生命是存在于时间

中的一种自组织的开放系统。如果仅仅将体育教学

过程定位于获得体育知识结构是远远不够的．是不

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忽缺了学生的生命成长。

按照生命哲学的理解。现代体育教学应不断去

超越模式，解构结构，面向生活，趋向生命，让学生

在学习中体验生活，让学生在学习中感悟生命。体

育知识、技术技能只是结构而已．它们也只是体育

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一个环节和一种手段而

已，而不能成为体育教学的结果和目的，体育教学

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应是学生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

据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体育学习，还是体育教学。都

是一种生命活动．如果让生命活动就范于某种固定

的模式，那么无疑会丧失生命的丰富性、流动性。使

生命失去个性化。对此．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有

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将有生命体装进我们

的这个或那个模式全遭失败，所有的模式全部崩溃

了，对于我们试图装入的那些东西来说，这些模式

全都过于狭窄，而首先是它们全都过于刻板。将生

命活动缩减成人类活动的某种形式，只能局部地说

明生命，只是生命真正过程的结果或副产品”。嘲

由此可见，现代体育教学过程，非但不能模式

化，而且应是一个去模式化的过程，作为体育教育

者，我们只有引导学生不断地超越模式，解构结构，

不断地摆脱模式的控制，摆脱各种思维定势，才能

真正保持生命的本真，保持生命的活跃状态。只有

不断地超越模式、解构结构。整个体育教学过程才

能充满生命活力，整个体育教学活动才能真正培植

和养护学生的生命。

3超越因果律而建构的关系原则体育教学理念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只有物理事件才存在

因果关系，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则是意义关系，而

意义关系是不能用理性来把握的。另一位生命哲学

家齐美尔则直接使用关系原则来取代因果律，他

说：“金钱的使用与流通是最能体现主体间相互作

用的原则”．他认为相互作用原则的价值就在于它

超越了因果律。昀一个人只有与另一个人发生关系

时才能有交互过程，真理是一种关系，而不是本质。

按照生命哲学的理解，现代体育教学过程就是一个

寻觅、发现和建构各种关系的过程。因果关系只是

其中众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而已。传统体育教学十

分热衷于对因果律的追求．并将因果关系加以绝对

化和普遍化。在生命哲学家看来，这种对因果律追

求的体育教学只能是在生命的周围打转，而不能融

人生命之中。传统体育教学往往执着于在自然科

学、人文科学、在历史事件中寻找因果律。这只能是

削足适履，将生动活泼的生命肢解得支离破碎。生

命哲学理论告诉我们，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不仅存在

因果关系。而且是各种关系的综合过程，是一种关

系的存在。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种关系，一

种是已经存在于人类知识视野中的各种关系，这些

关系对人类来说是已知的。而对学生来说却是未知

的，体育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去发现、转换、

建构或生成这些关系。另一种是尚未被人类认识、

存在于人类知识视野之外的潜在的关系。鉴于此，

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不仅要引导学生去发现、转换、

建构或生成人类已知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要激发学

生去发现、转换和建构尚未进入人类知识视野中的

关系。也就是要着力培养学生具有将潜在关系转变

成现实关系的能力，这是对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与

开发。这也是现代教育的终极追求。

因此，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用

关系原则来取代因果律，才能更好地使现代体育教

学活动走进学生的生命，呵护学生的生命。同

4基于直觉体验与自我经验的多元价值体育教学

理念

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体验是人类生命

中普遍存在的力量，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

在，是因为受到了理性的遮蔽。直觉体验深受生命

哲学家的青睐，就在于它把自身置于对象之中，以

便与其中独特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相融合。根据柏

格森的生命哲学观，我们认为。在现代体育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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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真正符合生命的做法就是引导学生学会将自

己置于认识的对象之中，使自我与认识对象达到物

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那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怎样才能充分发挥

学生的直觉体验作用呢?我们认为，在现代体育教

学过程中。首先应尽量减少用纯逻辑思维的方式对

待一切学习内容，善于计算的智者却无法了解运动

的节奏及其内在形式。其次，我们要让学生学会将

经验梳理成关系，重视体育教学过程，善于将自我

置身于所认识的对象之中。真正摆脱因果律的束

缚。在物我同一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享受无穷的乐

趣。

此外，在生命哲学家看来，每一个生命体都是

独特的。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自我经验。德国哲学

家叔本华认为：“通过沉思。即通过否定意志的过程

而获得自我经验，我们称之为沉思型自我经验”。而

哲学家尼采则主张：“通过不断地在自己身上做试

验来获得自我经验。就是通过不断地扮演新的角色

来移动自我的界限”，尼采又说：“只有试验式的自

我经验才能够不断地把思考引向新的高度，每一次

试验经历都是对自我的超越”。

生命哲学理论的直觉体验和自我经验给了我

们重大的启示，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贴

近学生的生命，使学生养成学会质疑、反思、直觉体

验和自我试验。从而更加有效地获得自我经验，这

是走向学生生命深处的重要方法。嘲在现代体育教

学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不断进行自我超

越，不断扮演新的角色，不断地在自己身上进行试

验，不能将学生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角色上，尤其是

不能将学生固定在被动接受的角色上。

为此，在现代体育教学活动中，体育教师要善

于精心选择和创设丰富多彩的体育学习情境，使学

生有更多的机会去主动承担多种角色，不断地在自

我经验中获得自我超越。仅靠概念、逻辑分析是不

能走进生命体育教学的境地。唯有尽可能多地采用

一些形象化的手段和方法．尽可能多地通过有效的

图像描绘，尽可能多地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才能

让学生富有更多的直觉体验，获得更多的自我经

验。阴

在生命哲学家看来。真理并非是存在的客观规

律，而是具有主观色彩的约定，是可变的、多元的。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有多少人能了解自己生

命发展的立场就有多少真理．把真理绝对化的观点

是非人道的过分要求，而这种非人道的原因应归结

于理性主义的错误结论”。由此可见，生命中有许多

真理，真理是多元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多元体。

生命哲学的真理多元价值观告诉我们，现代体

育教学活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让学生学

会用变化的、多视角的眼光看待体育学习，让学生

主动选择学习参照系，在变化中选择参照系，或者

选择变化的参照系，避免僵化的思维，增加思维的

灵活性和变化性，拓展学生的智慧生存空间。唯有

如此，现代体育教学过程才能给学生既带来知识成

果，又给学生营造了生命得以成长的活动空间，让

每个人经历直觉体验，获得自我经验，在自我经验

中，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地寻觅、发现符合自身需要

的真理，或健身，或健心，或健美，或娱乐，或休闲，

在真理探寻的历程中，成为真理的主人。

5回归生命的现代体育教学理念

生命哲学家都把艺术看成是生命的表达，“艺

术把生命开发成一种精神活动”。现代体育教学活

动要步入学生的神圣生命殿堂就必须要艺术化。艺

术地对待体育教学，摆脱因果律的狭隘束缚，也就

是说，运用艺术的手段和方法来呈现科学的内容，

除却因果关系以外，发现、生成更多的其它关系，让

学生在求知的同时，提升人格，塑造个性，让学生在

体育教学实践中体悟生命意蕴。【1q

在具有艺术化的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创造力能够自发地表现出来，体现出生命的本真，

“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越生命”。在齐美尔看来，

创造生命自身．从生理层面来说就是生命的繁衍、

生殖和生长。从心里层面来看，则是自我经验的不

断获得与更新，创造非生命的东西，是指生命作用

于外物时所产生的创造。回归生命的现代体育教学

既可以引导学生在创造非生命的事物中获得自我

经验．也可以运用自我经验去创造非生命的东西，

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生命是创造的，生命是流

动的，因为生命是时间的绵延，生命是一条流动的

河。我们的人格在成长中创造。在创造中成长，生命

有着无数发展的可能性，生命并非是德国哲学家莱

布尼茨所说的“前定和谐”之说．而是变动不居的。[111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现代体育教学不能按照某种

固定的模式去进行，也不能预先设定某种目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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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生命哲学的理解，现代体育教学就是要摆脱既定

的预设目的与固定模式的束缚。让学生在充满趣味

的体育活动天地里去自由地展现生命中的创造力．

让生命充满生机，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趣味盎

然，这就是我们要努力探寻的现代体育教学理念一

回归生命的体育教学理念的深刻内涵。

6结束语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

内容和手段的现代体育教学，毫无疑问应把“入”及

其“生命”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因为生命是人的最为

宝贵的财富，在生命哲学视野中，现代体育教学活

动应该成为一种生命体育教学活动，这种生命体育

教学理念力图超越模式、解构结构、摆脱因果律，全

面贯彻创造性、关联性和回归性的体育教学理念。

关注学生的生命，热爱学生的生命，珍惜学生的生

命，呵护学生的生命，从而使学生得以全面和谐健

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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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deas of Modern P．E．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Philosophy

Wu Lihu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indispensable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students and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In the view of

life philosophers，the modem PE teaching process is a process of seeking for’discovering and constructing

various kinds of relations．The essence of PE teaching is to help the students form self-experience and

multiple truth idea．In modern P．E．teaching，intuitional experience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artistic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reasonably and scientifically．Finally，in the PE teaching practice of

returning to life，the students7 life should be enriched and their life value sh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life philosophy；modem PE teaching；teaching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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