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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的体育教学实际来看，

体育课堂教学上会学的学生所占的比

例还并不理想。相关研究更加注重教

师教的行为和方法，而忽视对学生学

习行为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对学生

体育学习行为进行研究，不仅能够较

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体育学习

行为表现和特征，规范不良的学习行

为，而且还能够初步构建体育学习行

为理论。

一、体育课堂学生学习行为

表现

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学习行为，

不仅随着学段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而

且，还会因项目不同有一定区分。另

外，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学习行为有

的是相对较好的，有的是不良的。两

类学习行为结果直接反映在体育学习

效果上。因此，不仅应对不同学段、

不同年龄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观察、

分析、判断，而且还要针对不良学习

进行有效指导。

1.体育课堂学生学习行为归类

对体育课上学生的体育学习行为

进行归类，依据不同，分类的结果也

各不相同，本文主要从优良等级、会

能度、学习效果、学习态度、学习方

式、项目类型、课的内容、阶段、学

段、年级等方面对其进行划分，具体

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的分类依

据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别，大家还可

以从更多的依据来划分学习行为。但

无论如何，从理论上讲可以如此划

分，实际上在进行课堂观察的时候，

由于各依据分类下的类别有相互交叉

现象，因此，可以选择一种或整合后

的分类方式进行课堂观察，归纳其学

习行为表现。比如，按照课的阶段划

分的时候，基本部分学习行为里面既

有技能学习行为，也有体能锻炼行

为，还有游戏参与行为和竞赛行为

等，实践中需要灵活把握。

2.体育课堂学生学习行为表现

据课堂观察和与一线教师交流获

悉，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学习行为表

现各种各样，假如我们依据会能度和

学习方式综合来观察，并以听讲、观

察、练习、讨论等为例来进行归纳，

主要有如下行为表现，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所举案例都是

课堂上经常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

还远非这些，尤其是有的学生在学习

的时候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学习行为。

如当老师示范后，有学生主动走向前

挑战老师的示范，即重新给大家做示

范，并否定老师的示范的正确性等。

这样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是不学，

也不是不会学，我们要明确判断，他

实际上是在认真学，并敢于挑战老

师。假如班级内有这样的学生，老师

一定要引起重视，在课堂上直接可以

选这样的学生帮助老师一起完成示

范，减少被挑战的尴尬局面。

二、体育课堂学生学习行为

特点

学生在体育课堂上参与体育学习

的行为表现各异，但综合分析发现，

基本上呈现出变动性、层次性、发展

性等特点。具体分述如下。

1.变动性

体育课堂学生的体育学习行为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所学内容、

达成目标等的不同呈现动态变化的特

性。就学生群体而言，在不同的学习

环节学习行为是发生变化的，如学生

听讲的行为与观察行为、练习行为等

有所不同。在不同的项目学习中，同

样是一种学习方式，如观察，不同项

目的观察方式会有一定差异。因此，

不能用观察球类项目的方式去观察田

径项目学习时教师所做的示范，同

学生体育学习行为表现及有效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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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采用课堂观察和访谈等方法，针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重点对体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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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学生体育学习行为分类

分类依据 分类结果 特殊说明

按照优良等级划分 良好学习行为、一般学习行为、不良学习行为 也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

按照会能度划分 会学习的行为、不会学习的行为 有的学了，有的没学，这里不包括完全没学的

按照学习效果划分 高效、一般、低效 也可以按照五级划分

按照学习态度划分 积极学习行为、消极学习行为 或者划分为主动、被动学习行为

按照学习方式划分 听讲行为、观察行为、练习行为、讨论行为、评价行为等 与教的行为相对应

按照项目类型划分 田径学习行为、体操学习行为、武术学习行为、篮球学习行为等 主要考虑项目特点，学习行为存在一定区分

按照目标定位划分 技能学习行为、体能锻炼行为、人格培养行为
人格培养行为也可以从情感教育具体目标确定行为

主题

按照课的内容划分 技能学习行为、体能锻炼行为、体育游戏行为、教学比赛行为等 课的内容不同划分类型可以适当增减

按照课的阶段划分 准备部分学习行为、基本部分学习行为、结束部分学习行为
四段式的可以划分开始、准备、基本、结束部分学

习行为

按照学段高低划分 小学生学习行为、中学生学习行为等 也可细化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生学习行为

按照年级区分划分
小学一年级学习行为、小学二年级学习行为、小学三年级学习行

为等
年级递增学习行为也与之对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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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不能用观察游泳项目的方式去

观察体操项目示范。就学生个体而

言，会随着学生自身对所学内容的兴

趣、素质基础、技能基础等的不同，

其学习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

如，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对感兴趣的

项目表现出的学习行为就要略优于不

感兴趣项目的学习，同样，专项素质

基础较好的某项目学习，其练习行为

与不好的素质基础项目学习会有一定

的差异。运动技能的学习也是如此，

假如某学生在学习某项技术的时候有

着一定的基础，在观察老师的示范动

作时就更会观察。

2.层次性

学生在进行体育学习时，无论

是学习某一项内容还是更多项，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学习行为会有优劣、高

低、好坏层次之分。在会能度上，可

以大致将其综合划分为以下几个层

次，即很会学习、比较会学习、一

般、不太会学习、不会学习。也就是

说，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表现出的从不

会到会，其对应的学习行为发生着一

定的层次递进，学习效果也与之对应

并发生从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例如，

就听讲类的学习行为而言，从不会听

到会听的层次区分，不会听的抓不住

重点，可能有左顾右盼的现象，自然

也就听不懂；不太会听的，尽管做到

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师，但或许思

想已经发生了跑神现象，所听内容断

断续续，听的是一知半解；一般层次

的听讲而言，或许从始至终都没有跑

神，可能动脑不够，因此，属于死记

硬背式的听清、听懂老师的讲解，但

是，就听会而言还不够理想；比较会

听的学生，在听讲的时候会动脑思

考，甚至有的会伴随老师的讲解，自

己在基于理解的程度上尝试着做出动

作，这样的听讲就有利于理解和掌

握；很会学的，可以归属为最佳的学

习方式，学习效果也会最为明显，听

讲过程中除了动脑思考，还会前后联

想，并将已有的经验与之对比分析。

总之，层次性是体育学习行为的又一

特性。

3.发展性

体育学习行为不是永恒的，而是

发展的，对于不会学的学生，随着学

习经验的积累，或教师对学法指导的

加强，总是能够从低到高，从不会到

会等逐步发展。就某一项目的学习而

言，在大多数学生都不会观察的情况

下，任课教师会对学生的观察进行指

导，自然学生就会从不会到会发生变

化，并得到发展。例如，篮球课上，

在观察老师的单手肩上投篮示范的时

候，一开始大多数同学都会直接将

目光定位在篮圈上，等待观察老师能

不能将球投进，结果是看了场热闹，

而未能掌握老师是如何做出投篮动作

的。这样的观察显然是无效的，一旦

老师发现学生是这样的观察方式，就

要针对如何观察进行引导，要求观察

示范的全过程。当老师再次进行示范

的时候，很多学生的观察点就发生了

变化，观察示范全过程的人数也逐渐

变得多了起来。以后再遇到类似的示

范，学生的观察方式就趋于正确，这

样学习行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当

然，发展与否、发展速度快慢等，还

与学生的学习态度成正相关。

三、学生体育学习有效指导

策略

学生的体育学习是否有效，与学

习行为的优劣关系密切，对于不良的

无效或低效学习行为，教师要能够给

予及时的指导，但从哪些方面指导最

能突显实效性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加

以分析。

第一，要细观察明判断，这是

体育学习有效指导之前提。要想达到

一定的指导效果，对体育课上学生的

体育学习行为需要进行认真仔细的观

察，明确判断哪些学生还处于不会听

讲、不会观察或不会练习的状态。深

入分析不会学的根源所在，是学生的

学习态度不端正引起的，还是教师的

教法不当，理清根源所在才能确定指

导策略。

第二，指导语要准确全面，这

是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之根本。教师对

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不可流于形

式，尤其是指导性语言，要尽可能地

准确，假如发现学生在练习篮球行进

间运动时总是掉球，教师就要找出掉

球的原因，而不能只发出“别掉球”

等类似的指导语，因为，这样的语言

使学生依然不知道在运球时如何才能

控制好球。指导全面，意味着要在体

育课上全面观察，及时发现全班同学

中不会学的行为表现，无论是普遍性

的还是个体化的，老师都要做到心中

有数，并采取适当的方式发挥指导作

用。这样的指导，还能够充分体现关

注个体差异让每一个学生受益的课程

基本理念要求。

第三，指导过程有始有终，这

是确保指导效果发挥的关键。针对各

种不良学习行为进行有效指导，尽管

指导方法正确，但其实效性是否能够

真正的得以发挥，还要看教师对指导

过程的把握是否合理和完整。教师基

于学生的不良学习行为提出了明确的

改进要求以后，假如不继续观察学生

是否按照教师的要求执行了正确的学

习行为方式，很难确保指导效果的发

挥。一旦观察到学生未能理解指导语

或发现学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

学习态度，教师就要及时跟进采取更

有效的指导策略，更有针对性地将学

生的学习行为得以扭转，否则，教学

效果就会不甚明显。

四、结束语

无论是学习运动技能还是进行

体能锻炼，都需要学生有良好的学习

表2  会学与不会学的学生学习行为表现

分类 学习方式 学习行为表现举例

会学

听讲 目不转睛看着老师、侧耳细听、边听边皱眉头思考、听后举手等

观察 看老师示范的动作路线、边看边徒手或有器械模仿、边看边思考并有看懂或看不懂的表情变化、观察后举手询问等

练习
默默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练习、边练边向老师或同学咨询动作方法、边练边思考自己所做动作对错、练会后辅助

他人练习、向老师提供更好的练习方法等

讨论 积极发言、认真聆听同伴发言、讨论中尝试着比划动作、咨询老师问题等

不会学

听讲 左顾右盼、低头不语、与他人聊天、自己练习等

观察 始终不看老师、断断续续地观察、观察中目光呆滞、与他人闲聊等

练习 不按老师的要求练习、练习中不动脑动作一直错误、分组练习不与同伴配合等

讨论 很少发言或一言不发、与他人聊天不听他人发言、讨论中自己到一边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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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日常体育教学过程中体

育教师传授知识技术习惯于：教师

讲解示范，学生听讲解看示范；学生

模仿练习，教师指导纠错；教师小结

评价，学生墨守遵从。长此以往，学

生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学习上

不愿动脑的习惯。因此通过体育教学

培养学生动脑的习惯，既是当前体育

学习之需要，又是长远之大计。在体

育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教材内容，课始设疑，课中小

议，课末质疑。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

动脑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求知欲望，充分发挥学生潜能。

一 、课始设疑

有疑则有思，无疑则无思，在

每一节课前，我总是吃透体育教材的

内在结构和联系，备课时既要备技术

动作讲解、示范、练习方法，还必须

进行“课始”巧妙设疑，在培养学生

动脑思考上下功夫，创设“跳一跳就

能摘到苹果”的疑境或悬念，使学生

在强烈的求知欲下，突出运动技术重

点，突破运动难点，最终目的是使学

生现有水平“向”未来发展水平的迁

移，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如：

在一节高一年级挺身式跳远新授课

上，课始我先给学生设立以下教学情

境：地面上分别画了相距3米、4米、5

米、6米两条线（线对面放海绵垫以免

学生受伤）相当于不同宽度的渠沟，

学生可以用任何方式跳过，不可踩

线，否则视为失败，每人每个宽度3次

机会。学生尝试热情很高。练习后，

教师一问：跳得远的同学有何特点？

二问：影响跳远的远度你认为最关键

在哪里？三问：跳远与你的哪些身体

素质有关？这时，教师不要着急引出

课题，而是给学生一点时间，让学生

动脑思考，当学生感知自己的知识和

运动经验能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时，

便是学生在跳的过程中有心思考和体

会，若回答不出，老师恰如其分地引

出新的课题。这样通过提问设疑，引

导学生独立地进行探索或带着问题进

行运动体验，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达到学生动脑动体，有效地促

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二、课中小议

所谓“小议”就是鼓励学生大

胆地提出问题，陈述自己的见解，

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是培养动脑习惯

的关键。体育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开动

脑筋，积极发言，积极示范，积极评

价，不仅使体育课堂气氛轻松、活

泼，还能激发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如：高一年级挺身式跳远第五节课，

本课重点是腾空和落地技术动作；难

点：腾空与落地衔接。教师讲解示范

后，安排分组练习，要求每组练习中

互问互学，练习完后，每组介绍一个

完成动作的学习方法、提一个问题、

做一个示范、分析蹲踞式与挺身式区

别。老师巡回适时加以引导。通过

“有的放矢”的课中小议，让学生了

解跳远腾空和落地技术动作，突破腾

空与落地衔接难点。同时也紧紧抓住

了教学内容的中心环节，兼顾跳远知

识的内在联系和前后衔接，进而使学

生体会到跳远所带来的快乐。本堂课

实际效果的亮点:（1）小组同伴间的

积极性充分被调动。(2）课堂出现了

认真动脑思考，互帮互学现象比比皆

是。（3）小议过程中：每一个小组的

问题、示范、分析都能紧紧围绕着腾

空落地技术环节展开，提高了教与学

两方面的效益。

三、课末质疑

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兴趣爱好相

对稳定，指向性明确，渴望成功欲望

加强，并已具备一定体育知识、运动

经验、运动技能，具有一定分析、思

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切都为“课末”

质疑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

们必须看到，教师重视质疑问题的提

出，讲究问题的系统性、启发性和针

对性，往往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参与

解决问题，这种质疑仍注重教师的教，

并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视角提问题、

看问题，离开了教师，学生就不知所

措，就不会质疑。如：在高一年级挺

身式完整技术教学结束时，我采用质

疑模式是：（1）学生提问题。（2）学

生解决问题。（3）学生示范。（4）学

生分析、点评、纠错。（5）学生解决

不了的问题，老师引导，师生共同讨论，

最后解决问题。自始至终问题从学生

中来，到学生中去解决，教师辅助参与、

学生是主体。久而久之学生敢于质疑，

乐于思考，扩大了教学本身的广度和

深度。

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动脑习惯的培养
文/夏宏伟

摘  要： 本文通过体育课堂教学中，课始设疑，课中小议，课末质疑的教学模式，阐述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动脑的习

惯。

关键词：体育教学；课始设疑；课中小议；课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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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否则就难以达到理想的学习效

果。经研究发现，学生在体育学习过

程中的行为表现复杂多样，从不同的

维度进行分类十分必要，且总体呈现

出变动性、层次性和发展性等特点。

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学

习行为从不会到会需要教师做出及时

有效的指导，但要把握细观察明判

断、指导语准确全面、指导过程有始

有终等关键方能更为有效。

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4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

基于提高体育教学有效性的小学生

体育学习行为研究。课题批准号：

GY2014XDY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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