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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问题已是广

大学者和一线教师热议的话题，尤其是

如何将核心素养的培育落细、落实，也引

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2017年6月15-16

日，笔者有幸参与了在山东威海举办的

《中国学校体育》“草根争鸣”总第100

期话题研讨暨中小学体育教师网络教研

活动，从该期新开辟的线下“看评课”教

研方式，结合以“学生运动参与水平的提

升策略”为题开展的线上研讨活动中感

悟颇深，启发较大。如何通过提高体育课

堂上学生的参与水平，更加有效地促进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呢？从以下

3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明确运动参与水平诊断标志
本期“草根争鸣”研讨中设置有这样

一个研讨话题：“体育教学中，判定学生

运动参与水平是否提高应依据哪些具体

评价标准？如何进行有效地评价？”针对

这个话题，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地

讨论，笔者认为，学生的运动参与水平是

否提高了，要想合理准确地进行评价与判

断，可以从2个方面着手：看参与过程中学

生发生的变化；看参与后的结果。教师们

通过实施具体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运动

参与水平，都很希望能够看到学生的运动

参与度提高，从过去的不主动参与甚至不

参与到积极参与；从暂时地参与到持久地

参与；从被动且痛苦性地参与到主动且快

乐地参与。仔细反思会发现，发生这些实

质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表情上，流露出

喜悦的心情，开心快乐地在参与运动。行

动上，过去容易偷懒的行为减少了或者不

出现了；过去组织练习时反应迟缓的行为

变得迅速了；过去练习中东张西望的行为

变得注意力集中了；过去提问环节从不回

答问题变为积极主动地举手抢答问题了；

从过去展示环节不愿展示变为主动自告奋

勇要为大家展示了等。这些都是课堂上教

师通过认真观察所能把握学生对运动参

与度高低的情况，也是教学过程中能看到

的变化。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通过问一问（即问答式）、看一看（即观察

式）、比一比（即对比式）等判断学生运动

参与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

除此之外，就参与后的结果而言，教

师可以通过测评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否发

生了变化或发生多大变化对运动参与提

升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如，通过测

评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判断运动

参与水平。参与水平的高低与运动技能

掌握程度成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参

与水平越高，运动技能掌握程度越高，反

之亦然。因此，运动技能掌握程度可以作

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但也不是唯一

指标。另外，教师还可以看学生是否学懂

了，由于参与度高的学生，学习时的注意

力集中程度也相对较高，对学习内容的

理解和把握程度也会较高。因此，那些

听懂、看懂的学生，往往是运动参与水平

相对较高的学生。所以，对学生运动参

与结果的评价不容忽视，不能仅局限于

学生运动参与过程中看到、听到的变化

上，要从学生整个学习的角度判断其参

与水平的高低。归纳起来，可以大致通过

“问”“看”“比”“测”等方式评价学生

运动参与水平的高低。既要注意学练过程

中的具体表现，还要结合参与结束后的实

际效果，综合评判在教师的努力下，学生

运动参与水平是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以及具体是多大幅度的提升。

二、了解学生核心素养学科化体现
自《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体系公布以后，各个学科也都在围绕自身

学科特点构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体系。体

育，作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课程，

对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的建构

至关重要，目前，笔者初步提出了包含3个

维度6个要素的框架结构体系（见表1）。下

面着重对3个维度6个要素进行解析。

表1 核心素养学科框架结构体系

维度 要素

体育精神 体育情感、体育品格

运动实践 运动能力、运动习惯

健康促进 健康知识、健康行为

1.学生核心素养学科化重视素养的关

键要素

素养是什么？能够解释得更清楚的莫

过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素

养等式，该组织经过了长达9年的研究后

提出：素养=（知识+能力）态度，也就是说，

素养的含义之中其实包含了3个关键要素，

即知识、能力和态度。三者缺一不可。因

此，无论核心素养学科化与否，凡是提及

到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都应包含

素养的3个关键要素在其中。在上述体育

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不仅包含有健

康知识等知识层面的要素，还包含运动能

力，或者向上追溯到维度层面的运动实践

能力和健康促进能力。至于态度方面，体

育精神中的体育情感和体育品格都与态度

息息相关，健康行为和运动习惯都是对体

育与健康持有什么态度的具体行为表现。

为此，3个维度6个要素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框架体系涵盖素养的3个关键要素。

2.体育学科的特性决定着3个维度存

在的必然性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3个维度中

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和健康促进无一不

是体育学科所能赋予的，而且，体育精神

是体育运动所追求的最本源的价值，参

与体育运动，无论是高端的运动项目，还

是普通百姓用于终身锻炼的运动技能，

都能在锻炼中磨练意志，促使人格更加

健全，这也是其他学科难以做到的。而

提升参与水平 培育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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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

也是教育，他力图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倡

导个体身心和谐的发展，倡导积极、乐

观、进取的精神，倡导“真、善、美”的教

育。就运动实践而言，运动实践能力有无

与大小，不仅体现在是否掌握了终身参

与体育锻炼的运动技能，而且还体现在

所掌握的运动技能是否真正能为终身体

育锻炼有效服务。所以，运动实践这一维

度的存在就显得十分重要。健康促进，可

以说体育的最本质特性就是能够通过科

学的运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所以，是

否具有一定的健康促进能力是衡量对体

质和健康增强与增进程度的关键。为此，

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3个维度

缺一不可。

3.6个要素的统一体现着学科核心素

养的完整性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相互关联又

协调统一的6个要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

反映出体育这一重要而又特殊的学科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形成方面

的突出价值和关键作用。从学科名称来解

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理解为体育与健康素养，体育的素

养可以由体育精神和运动实践2个维度下

的4个要素，即体育情感、体育品格、运动

能力和运动习惯共同构成，在这4个要素

中，体育情感表达出的是一种对体育的热

爱。因此，通过体育运动激发学生产生运

动兴趣，进而深深地爱上体育，并将体育

作为一种生活乐趣和方式之一，这种对体

育的情感以及因体育而享受到乐趣，是

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体育品格是体育品

德与个性特征的高度统一，因体育而变

得更有规则意识，更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更加团结协助和与人为善，更加顽强拼

搏与坚持不懈，这些不正是学生终身发展

所需的良好品格吗？当然，这也是唯有体

育所能赋予的。运动能力对终身体育运

动而言是必备且关键的，是否掌握和具

备了运动能力，决定着终身体育锻炼的质

量和作用发挥的程度。当然，并非掌握了

一定的运动技能与具备了运动的能力就

能终身受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

更不容忽视——运动习惯。运动习惯养

成具有承上又启下的作用，承上反映了

运动能力的具体落实，启下是长期坚持

才能有效促进健康，进而使掌握的运动

能力有了意义。健康素养中的2个关键要

素，即，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是一对独立

又相互影响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掌握

了健康的知识方能表现出健康的行为，

缺乏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就无从谈起。通

过以上的分析发现，6个要素统一在一起

才共同构成了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

完整体系。

三、提升参与水平培育素养之关键
提升学生在学习中的运动参与水平，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方能落到

实处。但要把握几个关键点：观察诊断学

生参与情况、了解核心素养缺口、激发引

导学生运动参与兴趣等。

1.观察诊断学生运动参与情况，了解

核心素养缺口

课堂观察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及时了

解学生是否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而

且还能对学生学习参与的真实情况了如

指掌，借此充分了解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缺口。就运动参与而言，参与度不高

与诸多因素有关，或许是对体育或某项

运动不感兴趣而致，反映出了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中的体育情感要素培育不到位；

或许是学生在耐久跑练习中表现出的参

与度不高，如，爱偷懒、少跑半圈或速度

过于缓慢，除了说明学生的耐力素质不足

之外，还很有可能是由于缺乏吃苦耐劳的

精神,或许是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薄弱所

致，这反映出了体育品格这一要素的培育

有所缺失。

而恰恰相反，有时教师会在课堂上

观察到有些学生的参与度较高，除了有

可能是这些学生对体育有着浓厚的兴趣

之外，还有可能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

运动技能，并反映出了较高的运动能力，

此时参与度高低与运动能力水平成正相

关。一个不具有一定基本运动能力或专项

运动技能的学生，又如何能够积极参与

难度更大更具有挑战性的运动呢？另外，

课堂上一些学生的表现中，或许会存在像

篮球传接球技术动作中的接球手指直冲

前方的错误动作，这与缺乏手指挫伤预

防知识有着必然的联系。为此，笔者可以

进一步归纳，运动参与情况能够集中反

映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缺失情况，

为在教学中实施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提

供重要依据。

本次活动现场展示的几节课中，多数

反映出学生对各项练习有较高的参与度，

不仅与执教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认

真且把控好了课堂有关，而且或许是参与

展示课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兴趣或运

动实践能力等因素所致。

2.激发引导学生运动参与兴趣，提供

素养培育保障

常言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学生的

运动兴趣和运动参与度息息相关，核心

素养的培育离开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

无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哪个要素的培育

都难以落细、落实。在本次活动的几节研

讨课上，有的执教教师采用新颖的教学

手段吸引学生的参与，有的执教教师是自

己积极主动地参与练习之中，及时消除学

生偷懒不练的现象。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只有积极参与到各项练习之中，才能不断

体验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兴趣的激发

和保持才得以实现。而学生的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的培育，既离不开兴趣，更离不

开参与，也就是说，学生运动参与的兴趣

被激发或提高了，核心素养的培育才有保

障。但是，在激发引导学生参与兴趣时，

切记找准兴趣点，既要准确把握教材内容

本身或各运动项目本身的兴趣点，不失时

机地对学生进行引导，还应能够充分考虑

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自身兴趣倾向，以

及运动与素质基础，没有放之四海而皆能

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在寻找学生的兴趣

点时，应把握好学情、校情，在吃透教材

的前提下，适度做好学生运动参与兴趣的

激发引导工作。

3.指导提升学生运动参与质量、强化

素养培育实效

学生运动参与水平实际上反映出的是

参与质量的高低，同时，学生在体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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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假如能够表现出较高质量的运动参与，

核心素养的培育实效性也会随之增强。而

参与质量除了更多地体现在兴趣被激发后

的表现之外，学生掌握有相应学习方法前

提下的参与，更能反映出参与的质量。如，

体育教师在讲解示范的过程中，学生相应

的学习活动是听讲和观察，会不会聆听和

观察尽管都表现出了对学习的参与，但掌

握听讲和观察方法的学生参与质量更高。

因为，正确地听和看的方法，在看、听环

节结束后的练习中的表现就更为明显，即

练习的实效性更强。如，学生学习并掌握

篮球的传接球技术时，参与质量高意味着

不仅会认真听教师的讲解，更会在教师示

范时用正确的观察方法看清教师示范动

作的全过程和重点要关注的环节，练习中

成功率才会更高，运动技能和相关知识的

掌握效果会更加凸显。总之，核心素养的

培育与学生的运动参与质量关系密切，教

师不失时机地指导和提升学生的运动参

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进一步强化核

心素养的培育效果。

四、结束语
运动参与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核心素

养培育效果，通过明确运动参与水平诊断

标准与方法，并做出准确判断，方能在提

升运动参与水平上更为精准地提供促进

策略。

而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学生的运动参与

水平，强化观察、激发与指导环节，无疑会

在完善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育中发挥

关键性作用。

一、运用动作对比
在快速跑教学中，为提高学生的奔

跑速度，强调步频是重点。如果单纯地说

教，小学生的心智发展难以理解步频和

速度的关系；身体感知的发育不够成熟，

不利于体会步频的变化对速度的影响。体

育教师可运用高抬腿跑与摆臂进行对比，

让学生进行体验：快摆臂慢抬腿——慢

摆臂快抬腿——协调配合抬腿摆臂。标准

的高抬腿需要上下肢协调配合，改变二者

频率后，不协调的动作会让学生“丑态百

出”“笑料百出”，在欢笑中，学生会忘却

疲惫，积极投入到体验练习中。间插正确

动作的练习，学生会立即体验到摆臂的频

率，可以影响到步频，从而会更加关注摆

臂动作，达到对动作认知和体能提升的

效果。

在技能学习中往往会频发错误动作，

这些错误动作多是学生对动作理解不透

彻或者身体不协调所致。在教学过程中，

搜集这样的素材，让学生进行体验，学生

在欢乐中不厌其烦地参与尝试，既能提高

运动参与度，也能改正错误动作。

二、利用知识传授
在快速跑教学中，常用分组的方法进

行教学，但每组练习的间隙较长，在返回

时，由于学生感到疲劳，会导致学生不能

积极参与练习，使得教学组织散漫、参与

度较低、学习效果不佳。针对以上问题，可

要求学生在返回时慢跑体验“三步一呼、

三步一吸”，该设计能够加深学生对有氧

运动呼吸节奏的认知和把握。同时，通过

该体验，适时地向学生讲解“深层呼吸和

浅层呼吸”对体能消耗的区别，让学生通

过呼吸调整练习状态，快速恢复体力，进

而能更好地参与到之后的练习中。

三、巧用学科整合
素质“课课练”采用的是静力练习，

要求学生直体俯撑（见图1），将身体比

作时钟的指针，情境创设是“回顾我们美

好的一天”。“同学们，8点啦，第1节是什

么课？”（学生挪动脚步，调整至8点钟的

时针方向），学生答：“语文。”教师：“请

大家背诵《静夜思》。”第2节是数学课，

学生挪动脚步至9点钟的时针方向，以此

类推。转动到数学课时，要求学生背乘法

口诀；转动到英语课时，要求学生唱字母

歌……学生在背诗、背乘法口诀等时，需

保持俯撑动作。

图1

本课中，回顾不同课程时，教师提出

完成不同的任务，控制学生的练习时间。

学生在不同任务的驱控下，分散了静力

练习带来的疲劳。同时，练习的趣味性提

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提升了体能锻炼

的效果。

 

[ 本文系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学)重 点项目

(ALA150010)“聚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的

青少年体育问题及对策研究”子课题阶段性研究

成果]

——姜建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教育教学

研究中心，264400）；徐晓东（山东省威海市

文登区葛家小学，264400）整理

活用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参与度
——以水平二（四年级）《快速跑》教学展示课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