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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研集锦

《中国学校体育》“案例研析”总第11

期研讨，针对体育学法指导的若干问题进

行了讨论。从一线教师们积极踊跃的讨论

中可以看出，对体育学法指导是什么？体

育课堂上如何实施等问题都颇感兴趣，而

且，有些教师对学法指导的认识已经比较

到位，还有一些教师已经将体育学法指导

渗透在课堂中，只是尚未对其进行归纳和

理论提升。如同李春林老师说的那样：“其

实学法指导经常会被教师有意识和无意识

地运用着。在教学各环节，对学生的个别指

导上，同样运用着学法指导”。然而，从对

众多的讨论内容进行梳理后发现，为了能

够在体育课堂上将体育学法指导工作做得

更明确、更有效，大部分教师还对体育学

法指导与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法

指导的基本理论的清晰化问题十分期待。

为此，笔者通过十字象限法进一步对体育

学法指导的关键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希望

能够给广大一线教师带来一些启发。

一、体育学法指导的理论认识
体育学法指导究竟是什么？是属于教

法范畴，还是独立的元素？从其概念上来

看，体育学法指导的实质应该是什么？就该

问题还很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因为，目前

对体育学法指导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还存

在一定的分歧。在探讨某一件事情时，概

念是否清晰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应用的

有效性。

1.体育学法指导与教法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讨论中发现，有不少教师认为体育

学法指导等于教法，或归属于教法的范

畴。还有教师对该问题产生困惑后提出：

“学法指导究竟归于教法，还是独立于教

法与学法之外的一种教学行为，希望于老

师给予解答”。实际上，体育学法指导与教

法并未完全等同。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

说，二者并非在一个层面上，体育学法指

导属于行为范畴，而教法属于方法范畴，行

为与方法是有本质差别的。行为，简单来说

是举止行动，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

外表活动。如，做出动作或发出声音等。而

方法，一般是指为获得某种知识或达到某

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因此，二

者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定位于一个是行

为本身，一个是行为方式，即方法是采取什

么样的行为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教法一

般指的是教师教的方法，而学法指导属于

教师教的范畴，是一种教的行为，假如我

们将学法指导看作是教的行为的话，学法

指导方式，即教的行为方式，在这种层面

上才可以基本上将学法指导归属到教法之

中，因此，学法指导本身并不等同于教法，

只是相当于一种教的行为。正如李春林老

师所言：“学法指导是指教师指导学生掌

握知识的研究和认识途径的教学行为”，

即已经把学法指导当作教学行为而非教学

方法。

2.体育学法指导的概念的释义已趋于

统一

学法指导是什么，目前基本上达成了共

识，大多数教师都认为是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指导。但是，在认识上略有细微不同，一

线教师对概念的界定或释义如表1所示。

从以上一线教师给出的概念中我们可

以看出，大多数教师都已经认识到，学法

指导是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即教

学生会学，这是《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提出的第三条基本

理念：以学生的发展

为中心，帮助学生学

会体育与健康学习。

教师们也已经充分

认识到了贯彻落实

《课标》这一基本

理念主要通过学法

指导来具体实现。从

这些概念的具体表

述中我们也不难看

出，有些概念释义更

加具体和深入，如任

体育学法指导从理论走向实践
于素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100088）

表1 学法指导概念释义

释义者 概念释义
于金波 学法指导，顾名思义就是对学习方法的指导
陈梅宝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的指导，简称为学法指导
李厚余 学法指导就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的指导
万磊生 学法指导通俗来讲是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适时指导
张怡梅 所谓学法指导，顾名思义就是对学习方法的有效指导

沈锋 学法指导，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方法或
学习过程的指导 

常德玉 学法指导，就是给学生“授之以渔”，教师教给学生学习的方
法，就是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学会学习，学会自主锻炼

任洪章

体育学法指导主要是指教师通过一定的途径对学生进行体
育学习方法的传授、诱导、诊治，使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学习
方法，并灵活运用到体育学习和锻炼中去，逐步形成较强的自
学、自评、自练的能力

何祥国

学法指导是指在特定学练环境中，教师以学生学习的心理过
程和动作技能的形成过程为依据，为学生的自主学练等创设
有力的条件或环境，对学生的学习动机、过程、方法进行指导
和引导，从而促进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教学行为方式

编者按：《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该理念强调要

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然而，在体育教学中始终存在着重教法轻学法的情况，对学生的学法关注不够，对学生如何开展

及时有效的学法指导则更显不足。本刊“案例研析”栏目总第11期研讨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素梅博士的主持与引导下，针对“体育课

堂如何及时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进行了研讨。通过研讨，广大教师对学法指导有了更清晰、更系统、更准确的认识，为今后开展

高效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基于本期研讨，就学法指导的概念、理论及实践应用等问题择优组稿，其中，于博

士对学法指导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运用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他来稿中一线教师重点阐述了他们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并从实践的

角度阐释了学法指导的运用与实施，充分体现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指导思想。

案例研析（研讨网址：http://bbs.sports.edu.cn/viewthread.php?tid=6474&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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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章老师和何祥国老师，都深入地阐述了

学法指导的概念。由此看来，对于“学法

指导是什么”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且相对

比较具体。从概念层面上尚不存在明显的

歧义。

3.体育学法指导的分类具有多元化的

特征

体育学法指导该如何归类，这又是一

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讨论中，一线教师就

该问题也都分别谈到了自己的认识，下面

将一线教师对“学法指导”的归类列举如下

（见表2）。

如表2所示，一线教师对体育学法指导

的分类或指导环节的认识，可以归纳为：基

本上，大家都能够找准指导的时机，归纳的

也较全面，如，陈昌福老师归纳的，在教师

示范之前、讲解之前，学生练习之前、讨论

之前、展示之前、评价之前等都是教师对学

生进行学法指导的最佳时机。另外，臧向前

老师还将学法指导分为预设指导和生成指

导，实际上，他告诉我们，学法指导不仅仅

是在备课撰写教案阶段预设，对某些教学

环节的学法指导也应预设。另外，还包括课

堂生成的及时性指导。这样的指导往往更

能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实际上，体育的学法指导除了上述大

家讨论到的分类以外，还要对学法指导有

一个层次之分，即清、懂、会的层次性。如，

当教师给学生做示范动作时，学生对教师

的示范动作进行观察，此时此刻的观察法

指导就可以划分为如何让学生看清的指

导、如何让学生看懂的指导及如何让学生

看会的指导。能力较强的指导者可能将三

个层次的指导同时预设，部分指导者可能

只预设到前者或前两者。另外，根据教学的

需要，有时或许仅仅需要看清，那么就要适

时做出如何看清的指导方式。

4.对体育学法指导的目的和意义较为

明确

为什么要进行学法指导，从大家的讨论

中发现，很多教师已明确其目的和意义。如，

陈昌福老师认为：“学生运用学法的过程正

是其知识内化的过程，因此说，学法指导是

加速学生内化的有效凭借”。涂敏老师认为：

“通过进行学法指导，让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思考、学会创新，这是体育教学改革核心

所在”。又如，任洪章老师认为：“首先，学法

指导可以提高学生能力素质，培养学生的观

察力、思维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

教会学生进行科学的体育学习与锻炼的方

法；其次，学法指导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

动机，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学习毅力，发挥非智力因素的积

极作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李春林老师还用比喻的方式进一步指

出了学法指导的作用，他认为：“学法

指导是教师和学生直接的媒介，为教法和学

法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关

于学法指导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何种作

用，以及为何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及时有

效地指导等问题，一线教师已经有了较为明

确的认识，概括起来是：加速对知识的内化

过程；学会有效学习；提高能力和素质等。实

际上，还可以将教师施教的体育学法指导进

一步理解为：通过教师有效的学法指导，能

够使学生达到三个转变，即实现从“不学”到

“学”，从“不会学”到“会学”，从“会学”到

“善学”的转变。

二、体育学法指导的教学实践
该期“案例研析”对体育学法指导的

研讨，一线教师们除了就相关理论问题展

开了激烈讨论，还对“学法指导如何在教

案中呈现”进行了交流，并结合自己的经验

对“体育课堂上如何进行有效学法指导”

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根据教师们的研

讨内容，笔者收获很多。具体从以下两个方

面谈一谈个人的认识。

1.预设的学法指导可以呈现在教案合

适的位置

受臧向前老师对体育学法指导分类

（预设指导和生成指导）的启发，在教案

上只能对预设的指导呈现出来，而生成指

导由于具有随机性或不确定性，因此，很难

在教案上体现。然而，应如何、在哪里体现

预设的学法指导的内容呢？

首先，最为理想的位置是在过去的教

案上写“要求”的位置，哪个环节需要对学

生进行学法指导，就可以将该部分的要求

提得更为详细和具体，而且，要有针对性地

对学生如何学提出明确的要求。如，过去我

们有可能会在学生观察教师的示范动作部

分提出要求：要认真观察。今后要体现出学

法指导的内容，在教案中可以将该要求提

得更为具体，提出如何观察，即观察哪儿，

先观察什么，后观察什么，观察过程中要思

考什么等，而不是简单地提出“认真观察”

的要求，因为，实际上即便是过去提了“认

真观察”的要求，学生还依然不知道该如

何观察，因为他们有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有

可能抓不住重点等。

其次，假如新课改以后，体育课的教

案格式发生了变化，没有了“组织教法与要

求”要素，而是变成了“教师活动”和“学生

活动”，由于学法指导属于教师教的行为，

因此，也作为“要求”放入“教师活动”部分

较为合理。或许有教师认为，学法指导的

对象是学生，可能会提出放入“学生活动”

中是否恰当？笔者对该问题的认识是：放入

该处依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学生应如何活

动，可以提出学生学习活动的具体要求。因

此，实际上学法指导放入哪里并不重要，关

键的问题在于，备课环节任课教师要考虑

哪些环节需要进行学法指导、如何指导等。

这或许会改变过去备课的思路与方法，这

样会使教学的有效性有所提高。

2.体育学法指导要在课堂上体现出准

确有效

体育学法指导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的认识显然是不够的，在课堂上如何有效

实施，这是学法指导作为“案例研析”研讨

的最主要的目的。从一线教师对这一实践

问题的讨论中发现，有些课堂已经在不知

不觉中实施着十分有效的学法指导。如，万

立江老师在教授篮球传接球时，首先，让学

生明确传接球练习要扩大篮球传接球的视

野，培养传接球意识；其次，制订了练习规

则，明确了练习的方法：全场在防守情况下

表2 体育“学法指导”分类

分类者 类别或环节
臧向前 预设指导、生成指导
张振峰 听讲法指导、观察法指导、练习法指导等

李厚余 刚学技术动作时、复习技术动作时、巩固技术
动作时、纠正技术动作时

陈昌福 教师示范之前、讲解之前、学生练习之前、讨
论之前、展示之前、评价之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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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传接球进攻击打篮球柱子的练习。并

提出了具体的练习要求：在传接球练习时，

不运球、不投篮，只能在有防守的情况下传

接（特殊规定：只要运球了就不能再传了）。

万老师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就能逼迫学

生把头抬起来看同伴的位置，只有通过跑

动才能选到最佳位置，同时都是在防守的

情形下完成，这就要求学生如何摆脱防守

去完成上述任务，其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能

够让学生明确传接球的目的，取得传接球的

最佳效果。这样的学法指导，准确找到了学

生过去的不良习惯（传球之前先运球，容易

失去最佳传球时机）和掌握该项技术的关

键点，实现了有效的学法指导。

同样，在教师们的交流讨论中还发

现，有些教师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学法指

导具有明显的引导启发作用。如，韦民老师

在教授“持轻物投掷动作”时，选择了羽

毛球作为投掷器材，并对该项技术动作的

练习进行了高度概括，即“方向：抬头举臂

找目标；准备：侧身转体移重心；难点：转

肩翻肘成反弓；重点：蹬地发力快又狠”进

行的学法指导，一是让学生先集体朗读一

遍所归纳的动作要领；二是教师边做示范

边提示，让学生按照教师的示范和示范中

的提示，逐一说出各部分动作的关键点；

三是教师找一名学生配合示范，并明确提

出了其他学生观察的要点，即“（1）老师是

怎样帮助他完成难点‘转肩翻肘成反弓’练

习的？（2）老师的右手放在哪里，左手在干

什么？（3）转向时，练习同学的身体是怎样

转过去的，变成什么动作了？观察后我提

问”。这一番指导语，采取有效地引导启发

的方式，学生听了不仅知道如何观察，而

且还会认真观察，并能观察出门道来。为

此，学法指导要落到实处，教师要把握好

指导的关键点和具体方法。除此之外，还

要充分认识到体育学法指导的针对性和相

对性，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及时、准

确、有效的指导。

最后，笔者用李春林老师在讨论中的

一段话，结束本次关于“体育学法指导从

理论走向实践”的探讨。在该期关于学法

指导“案例研析”讨论时，李春林老师说：

“应该说‘学法指导’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

一直都在做，这次于素梅老师提出来，我

认为能够让大家从思想上对‘学法指导’

有更深、更清晰、更系统、更准确地认识，

将‘学法指导’从一个分散的无意识行为或

模糊的教学行为，转化为概括性、原则性

的知识，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

进行相关教学行为”。愿体育学法指导能

够在未来的体育课堂上生根、开花、结果，

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从古至今，由中及外，学法指导就一直

存在于普遍的“教学”现场，只不过长久

以来没有被人们深入讨论并上升至理论高

度。当然这里面的“教学”并不仅仅局限于

“教师-学生”的课程层面，任何蕴含传授

知识、技能、方法、情感体验等性质的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均有发生学法指导的可

能。局限于课程的层面，讨论学法指导必

然摆脱不了“教法”和“学法”，因为这是

教学内容得以传承的主要途径，也是两个

行为主体发生思想碰撞的必要条件。学法

指导被作为教学术语单独析出，就应该存

在其独立的特性，如何去认识其内涵，从

教法、学法和学法指导三者内部的关系去

把握或许更能厘清它们的裙带关系。

一、对教法的释义
贾齐作为现代体育课程研究的专家，

他认为：教学方法是对教学过程中将不同

材料按照一定顺序予以呈现的逻辑关系的

指称[1]。不难看出，贾齐是对既有教的方法

又有学的方法的教学过程进行解释，而在

教学实践中被习惯于视为教的方法的“讲

解、示范”等为教材，又如何认同呢？同样，

依照杜威的“方法就是安排教材”的观点，

“讲解、示范”确实具有教材安排的特征[2]。

如，“单手肩上投篮”技术动作，教师在讲

解动作要领时，必然是要将下肢站位、持球

手型、大小臂的位置与夹角、用力顺序等按

照教学目标、学生年龄特征、性别、运动水

平等进行合理地安排并表述。当发生教和

学的行为时，从表现形式上讲，“讲解”就

是有别于“示范”的讲解法，而从内容上讲，

作为承载“单手肩上投篮”这一运动文化的

叙述，体现的教学本质正是经验的传承。又

如，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说：

所谓教材，就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景的发

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

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2]。钟启

泉对教材广义的认识是：同知识紧密相关，

有助于各种能力与熟练的系统掌握、心理

作业与实践作业的各种步骤、作业方式与技

术[3]。由此，可清晰辨识出：体育学科中的教

学方法具有学科的特性，讲解法、示范法、

动作分解法等，在形式上依然可以理解为

教的方法，只是表述时应该加上一个“法”

字，否则，反映出的教学实体则为教材。另

外，“还应明确教学方法具有‘点’、‘段’、

‘线’等不同形式，如，‘示范法’是‘点’的

形式，‘六步教学法’是‘片段’的形式，‘课

堂教材的组织顺序’则是‘线’的形式”[4]。

至此，只能说基本认识了“教的方

法”，而“教法”的内涵还远不止于此。首

先看一下“法”与“方法”的异同。“‘法’

有方法、标准、道理之含义”[5]。而《现代

汉语词典》对“方法”的解释是：“关于解

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

等”。也就是说“法”涵盖了“方法”，基于

此，于素梅等研究认为“教法”中不仅仅包

含“方法”的含义，还蕴含着“教理”[5]。上

述讨论，显示了中、外专家以及中国几千年

文化认同对教学方法认识的同一性。

通过对教法内涵的理性思考，则可分

学法指导与教法、学法之间的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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