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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对高职学生体育素质养成教育的内涵和心理学基础、背景、存在的问题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旨在为高职

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素质和体育课程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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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素质养成教育的概念与心理学基础入手，对高职

引言

学生体育素质养成教育的背景、现状及对策进行了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工作中，
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很重要，但想要取得职
场的成功，身体健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职

研究。

1

体育素质养成教育的概念与心理学基础
体育素质是指人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后

业生涯能否可持续发展。
那么，肩负着国家和民族重任的当代大学生

天的学习与锻炼所形成的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所具

的身体状况又如何呢? 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

有的生理、心理潜能的总和，即身体素质、体育心

康调研结果表明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有所改

理素质、体育文化素质的综合［3］。养成教育就是

善，但还存在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从行为训练入手，综合多种教育方法，全面提高学

视力不良检出率仍居高不下且呈现低龄化倾向和

生的素质，从而达到其最终的目的——形成良好

［1］

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等三大突出问题

。青少年

时期的身体健康与其一生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的习惯［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习惯形成，习惯是

这个年龄阶段出现的肥胖、心血管疾病都是导致

自动化了的反应倾向或活动模式、行为方式，包括

和诱发中老年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青少年体

思维的、情感的内容。国内外很多心理学家、教育

质健康不改善，也会影响到其将来的生活质量，从

家都十分强调习惯培养的重要性。著名心理学家

社会的发展来看，也会增加国家的医疗和养老费

威廉·詹姆士曾经指出 ：
“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

用的支出。

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有效地增强体质、促进健

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教

康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授认为，习惯是人在一定情境下自动化地去进行某

四分之一受访大学生每周锻炼不足一次，其中 6.6%

种动作的需要或倾向。他同时指出，习惯形成就是

［2］

。大学阶段是他们系统接

指长期养成的不易改变的行为方式。习惯形成是

受体育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在大学阶段学生

学习的结果，是条件反射的建立、巩固并臻至自动

能养成良好的体育素质，这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

化的结果［4］。叶圣陶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

事。正如我国著名的养成教育专家关鸿羽所说的

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5］。学校体

那样 ：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但长期以来，

育中的养成教育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养成主动、自觉

很多高职院校比较注重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

参加体育锻炼的好习惯，形成科学、合理、稳定的

践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体育素质养成教育，使得

“体育生活方式”［6］。即让学生在校期间，养成良好

受访者称基本不运动

部分学生体育素质偏低。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体

的体育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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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分数面前已经被弱化。学校体育也长期处于一
个“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

2.1 体育素质养成教育是贯彻体育强国政策的需要
学生体育素质的高低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的局面，要想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素质，必须改

影响都较为深远，为此，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首先，政府部门要切实提供保障青少年体育素

变目前这种重智轻体的现状。

的加强学生体育素质的文件政策。从 2007 年发

质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加快体育场地器材的建设、

布《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文件，到

举行各种体育竞赛、大力宣传学生体育素质养成的

2015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强化体

重要性和紧迫性等，营造全社会重视青少年体育发

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展的氛围。

的战略部署，再到 2016 年的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强

其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对学生的养成

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教育应常抓不懈，要重视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一

这些都凸显了党和国家对学生身心健康的高度重

个积极向上、参与锻炼的校园是一种风景，更是一

视，切实把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

种文化的熏陶，是孕育体育素质养成的沃土。

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加强学生体育素质的养成

最后，家长要转变观念，要清醒地认识到投资

教育是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文件精神的需要。

健康就是投资幸福，强健的体魄是孩子学习、工作

2.2 体育素质养成教育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的需要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

和生活的重要基石，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

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

3.2 改革学校体育教学内容，把体育素质养成教
育融入生活
受一些传统教学的影响，体育课的教学内容脱

人才。高职学生不仅要掌握好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机械

能，更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为学生职业体能打

地重复着动作，忽略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情感体验

下扎实的基础。因此，体育素质养成是实现高等职

和感悟，没有激发他们内心对体育的热爱和激情，

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而当学生离开课堂后，也就慢慢地疏远体育锻炼

2.3 体育素质养成教育是有效遏制学生体质下降
的需要
学生体质健康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大

了，这些都阻碍了体育素质的养成教育。

事，学生体质持续 25 年的下降给国家和社会都敲

法——要让体育运动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无处不

响了警钟，如何有效地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已成了

在，全方位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比如，有些文化课

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生体

完全可以同体育运动结合起来，既可以让文化课的

质下降的难题，需要用体育素质养成教育的相关理

教育更有趣味，也能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体育

论来解决时下的实际问题，这对今后全社会形成一

运动 ；另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关注热点和兴趣，

种人人都爱运动、人人都重视体质健康、人人都身

加入体育运动的元素，让学生不只在体育课、做早
操的时候才意识到体育的存在［8］。

体健康的社会氛围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体育素质养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3.1 改变轻视体育的现状，营造体育素质养成教
育的氛围
在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制度下，分数成了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把体育素质养成教育融
入到学生生活中去。王正伦学者提出了反复教育

3.3 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加强学生体育素
质养成的实践性
养成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需要不断
地强化学生的行为教育，促其养成良好的习惯。但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仍然采用注入式

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社会上一直存在着重文化轻

的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培养和引

体育的现象，很多的时候，体育课不得不为语数外

导，对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方面也重视不够，使

“让路”。据孙云晓一项多年的研究表明 ：在全国中

得学生对体育的认可度和认同度不高，影响了学生

小学里面，有 70%的学校校长和家长把学习放在第

体育素质的养成。因此，为了加强学生体育素质的

［7］

一位

。学生体育素质的养成教育在强大的文化

养成教育，改进课堂教学的方法和教学手段，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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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个体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要求，考核评

兼收的气质等都能为学生起到一个模范示范作用，

价方式多样化，建立课堂表现、早锻炼和课外活动

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素质。

融合在一起的评价模式等。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学生对体育的内在需求入手，让学生不仅学会体
育锻炼的方法而且乐于参与锻炼，促进他们自主锻

4

结束语
体育素质的养成教育具有长期性、渗透性和连

炼意识和行为的形成。

续性，是一个内外合力的过程。它是关乎学生一辈

3.4 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为体育素质养成教
育提供重要保障
教师是学校的办学主体，教师专业素质的高低

子的事情，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学生形成一个合

直接影响着学生体育素质养成教育质量的高低，作

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塑造人类健康设计师”的高职体育教师，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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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ZHANG Hong-mei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qu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way to promote students’physical
health and form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long physical exercis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basis, the necessit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physical education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develop good physical quality and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nurtura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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