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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１９０３ 年中国学校出现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体育课程以来ꎬ 多元化的两极摇摆始终未曾消亡ꎬ 即向

两个极端不断震荡的 “钟摆现象” 贯穿于体育学科百年发展的历程ꎮ 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是教育研究中不容

忽视的两个重要向度ꎬ 也是学校体育课程近百年来摆动的两极ꎮ 历史上我国体育教育先是轻学科、 重生活ꎬ 后

又转变为重学科、 轻生活ꎬ 直至新世纪才随着基础教育改革逐渐走向融合之路ꎮ 文章从学校体育课程的学科向

度与生活向度的历史溯源出发ꎬ 对二维视角下学校体育课程的 “钟摆现象” 进行了具体分析ꎬ 并从理论和实

践上阐明了两者不断融合的历史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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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摆现象”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像座钟的钟摆一样在两

极中不停地摇摆ꎬ 不论是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课程

的演变过程中ꎬ 都长期存在着此种现象ꎬ 学校体育课程的

发展也不例外[１] ꎮ 一直以来ꎬ 单向度的体育课程理论占据

着教学实践的主流: 或是偏向学科向度ꎬ 重学科、 轻生活ꎬ
或是偏向生活向度ꎬ 重生活、 轻学科ꎬ 使得体育教育总是

得一头、 失一头ꎬ 长此以往是不利于学生体育素养的全面

发展的ꎮ 那么ꎬ 在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二维视角下该如

何看待学校体育课程的 “钟摆现象”? 又该如何借助基础教

育改革的东风走上融合之路?
１　 溯源: 学校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概述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ꎬ 体育逐渐从人们生活中剥离出

来ꎬ 形成一门具有教育性、 专业性、 科学性的学校课程之

一ꎬ 并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ꎮ
１ １　 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内涵

学科向度是课程教育注重学科性ꎬ 乃是随着不同学科

的细致划分形成的ꎬ 其主要来源于确立学科课程基础理论

的要素主义课程思想、 强调教师主导的结构主义课程思想、
以目标效率为主导的泰勒原理课程思想和注重基础教育的

永恒主义课程思想ꎮ 学校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十分强调科

学、 技术、 逻辑ꎬ 具有科学性、 工具性、 专业性等特点ꎮ

生活向度是课程教育偏向生活化ꎬ 秉承 “教育即生活”
的宗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ꎬ 其主要来源于强调人之本性的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以

及肯定教育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生活教育思想ꎮ 学校体育课

程的生活向度认为体育教育来源于生活、 教育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生活ꎬ 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文性、 体验性、 生成性等

特点ꎮ
１ ２　 我国学校体育课程 “钟摆现象” 历史溯源

第一阶段: 重生活向度的 ２０ 世纪前期ꎮ 从 «奏定学堂

章程» 颁布后ꎬ 体育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登上学

校教育的舞台ꎮ 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统治

时期ꎬ 虽然体育课程内容多有变化ꎬ 但受生活教育思想和

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轻视体育的学科向度、 偏重于生活

向度一直是学校体育课程的主流ꎮ 具体来说ꎬ 体育课内容

以自然体育活动为主ꎬ 自由活动、 自主体会是常见的教学

方法ꎬ 以期引导学生更好地生活并形成体育兴趣[２] ꎮ 这一

时期虽然出现了体育军事化、 本土化等零星异见ꎬ 但偏向

生活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地位牢不可破ꎮ
第二阶段: 重学科向度的 ２０ 世纪中晚期ꎮ １９４９ 年新中

国成立之初向苏联学习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教育领域ꎬ
学校体育课程也和苏联一样呈现出 “学科中心” 的特性ꎬ

１



具体表现为重视基础知识和运动技术ꎬ 特别强调学科的逻

辑性和体育的竞技性ꎬ 全国统一教材和教学大纲ꎬ 远离了

现实生活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体质教育成为学校体育

课程的中心ꎬ 其虽摒弃了运动技术中心ꎬ 但实质仍是偏重

于学科性、 忽视生活性ꎮ
到了新世纪ꎬ 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ꎬ 学校体育课程

在内容、 形式等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在肯定学科向度

体育课程合理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ꎬ 以

新教法、 新学法将学校体育的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联系起

来ꎬ 在不断融合中发展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ꎮ 目前这一改

革仍在进行中[３] ꎮ
２　 分析: 二维向度视角下学校体育课程的 “钟摆现象”

国内外研究实践表明: 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是学校体

育课程统一融合的两个必备属性ꎬ 但囿于理解偏差、 教学

习惯和教育功利化等因素ꎬ 学校体育课程或重于学科ꎬ 或

偏向生活ꎬ 在两个属性之间对立摇摆的 “钟摆现象” 屡见

不鲜ꎮ
２ １　 重学科、 少生活的突出表现及原因

过于注重学科向度就会出现 “学科化” 偏颇ꎬ 突出表

现为: 第一ꎬ 照搬智育课程的方法和流程ꎬ 即按照概念化

的教学模式组织体育教学ꎬ 如我们常见的 “教师动作示范

———学生模仿练习———教师纠错———再次练习” 套路ꎬ 教

师不停地讲解灌输、 学生机械地顺从训练ꎬ 既省略了学生

在学习体育技能中的自我体会和情感收获ꎬ 又忽视了师生、
生生之间的沟通交流ꎮ 第二ꎬ 混淆了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的价值ꎬ 即将竞技体育的方法或理论直接套用在学校体育

课程中ꎬ 导致教学内容成人化、 运动技能标准化、 练习动

作单一化、 考核训练指标化等ꎬ 脱离了学生心理和生活实

际、 扼杀了他们的体育兴趣、 无视了体育意识和习惯的培

养ꎮ 究其原因ꎬ 无非是体育学界过于重视科学主义的教育

范式和技术主义的传授解读ꎬ 很多教师形成了 “体育与生

活剥离” 的明显学科化的固定教学模式ꎬ 再加上功利化思

潮对学校体育课程的影响ꎬ 部分人将体育比赛的荣誉当作

升学晋级的工具ꎬ 导致人文性几乎不见的体育课程学科化

的表征ꎮ
２ ２　 重生活、 少学科的突出表现及原因

过于注重生活向度就会出现 “生活化” 偏颇ꎬ 突出表

现为: 第一ꎬ 异化 “体育贴近生活” 理念ꎬ 使体育课程成

为丢掉体育学科味道的活动课程ꎬ 经常以新课程提倡的游

戏式、 表演式方法组织教学ꎬ 看似全员参与、 热闹踊跃ꎬ
但往往陷入自由散漫或低龄幼稚的误区ꎬ 效率低下、 课堂

目标难以实现[４] ꎮ 第二ꎬ 滥用生活化教学方式ꎬ 即不分内

容、 不分场合地套用情景教学、 角色扮演教学、 活动教学

等通用模式ꎬ 或是将学生自己玩看作自主学习ꎬ 或是将更

多时间浪费在情境创设上而简略讲解动作要领ꎬ 导致学生

从课程教学中学不到有用的体育知识和技能ꎬ 也不能提升

自身的生活经验ꎮ 究其根底ꎬ 还是部分人的教育思想出了

问题: 一方面以 “二元对立” 思想借鉴西方教育理论ꎬ 落

实过程中不是非此即彼就是误读错用ꎬ 另一方面则是自身

缺乏创生意识和理论联系实际意识ꎬ 只会循规蹈矩地忠于

教材、 贯彻大纲ꎬ 而忽视了学生学情ꎬ 致使运动技术不断

弱化的学校体育课程生活化的表征ꎮ
３　 探寻: 学校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逐渐融合

深入开展的基础教育改革要求中小学的学校体育课程

既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又要贯彻学科特性ꎬ 既要愉悦身心、
落实人文精神又要锻炼身体、 掌握运动技能ꎬ 即在实践中

促使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逐渐融合ꎬ 实现钟摆的合拢ꎮ
３ １　 立足生活意义ꎬ 坚持学科性、 知识性

学校体育课程既承担着基础课程的育人职责又有着与

智育课程不同的学科特性ꎬ 这就需要其在目标设定上、 知

识传输的方式方法上一方面要强调运动技能的训练、 培养ꎬ
另一方面不要忘了探寻生活意义和人性关怀ꎬ 两者并重ꎬ
实现生活视角与学科视角的视阈融合ꎮ 以 “５０ 米快速跑”
为例ꎬ 在教学设计时首先确定促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目标

和技能教学与体育游戏结合的模式、 制定学科向度和生活

向度融合的教学目标[５] ꎻ 教学实践中先通过示范、 讲解等

方式让学生了解基本动作方法ꎬ 如前脚掌着地、 上体动作、
跑动中躯体协调等ꎬ 在明确基本运动技能的前提下进行跑

动练习和游戏比赛ꎬ 以培养其吃苦耐劳、 团结合作的情感

目标ꎮ
３ ２　 整合课程内容ꎬ 坚持统一性、 多样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ꎬ 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并不是对立矛

盾的两极ꎬ 因此学校体育课程不应该是偏向一方忽视一方ꎬ
而应该坚持生活素材与体育运动的统一性ꎬ 即将贴近学生

现实的生活素材和体育运动技能特点融会贯通ꎬ 把符合科

学原则、 具有教育意义的多样化素材引进到体育课程中来ꎬ
让学生既能学到体育知识又能了解其他学科内容和不同文

化ꎬ 在身心愉悦中实现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有机融合ꎮ
例如ꎬ 在进行柔韧练习时ꎬ 就可以将具有中国古典舞元素

的瑜伽舞引进课堂ꎬ 让学生体悟每一个动作锻炼身体的哪

一个部位ꎬ 在练习中增强身体的平衡性、 协调性、 灵活性

和肌肉力量ꎬ 还通过动作背后的含义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ꎬ 提升自身的审美鉴赏能力ꎮ
３ ３　 尊重个体差异ꎬ 坚持体验性、 完整性

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逐渐融合要求体育课程教学实

践中要实现个性与群性的统一、 预设与生成的统一ꎬ 也就

是说ꎬ 学校体育课程既要有群体性统一标准ꎬ 又要尊重学

生个体间的不同差异ꎬ 还要分层次预设学习目标ꎬ 允许不

同层次的学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体验到成功的愉悦ꎮ
以篮球、 足球等团体性项目为例ꎬ 教师一方面要让参与同

学了解不同位置的技术特点、 在亲身体验中增强运动感悟

及发展个体运动特质ꎬ 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

集体荣誉感ꎬ 让学生获得完整的体育课程的价值教育ꎬ 实

现运动技术理性与体育价值理性的完美融合ꎮ
３ ４　 提升教师素养ꎬ 坚持示范性、 互动性

教师是学校体育课程的执行者和主导者ꎬ 其素质直接

影响到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具体融合方向和落实程度ꎬ
所以教学实践中要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升教师的理论认识

和专业教学素养ꎬ 以促进体育课程改革的有效推进ꎮ 具体

来讲ꎬ 体育教师一是要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ꎬ 认真研读新

课程理念ꎬ 正确看待学科与生活的关系ꎬ 既不偏重学科性

也不过于生活化ꎬ 根据学情和教材把握好尺度ꎻ 二是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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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身素质ꎬ 如对课堂教学的安排与掌控、 对体育知识和

技能的钻研等ꎬ 给学生科学的示范与讲解ꎻ 三是要和学生

平等顺畅地互动ꎬ 即在及时搜集学生动态的基础上进行技

术指导、 思想沟通和情感互动ꎬ 营造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ꎮ
３ ５　 构建多元评价ꎬ 坚持真实性、 开放性

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二维视角下学校体育课程评价

要坚持真实、 多元、 多样及开放等特点ꎬ 统一标准的量化

指标不再是体育评价的唯一衡量方式ꎬ 评价的多元化、 多

样性将成为主流ꎮ 具体来说ꎬ 体育课程评价更注重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学生在面对真实生活场景中体育运动

技能的发挥以及学生的个性化的体育素养ꎬ 而不再关注其

一次、 两次的具体成绩ꎬ 也不再是教师一人的主体性评价ꎬ
力争真实、 全面地观察学生、 理解学生ꎬ 进而给出开放性、
发展性的评价ꎬ 构建突显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评价体系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 “钟摆现象” 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发展自有

其渊源历程ꎬ 也在一次次地摆动中发生着变化、 突破ꎮ 一

线体育工作者要正视历史、 不断反思ꎬ 摒弃单一化倾向ꎬ
在科学认知中顺应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不断合拢的历史趋

势ꎬ 立足于生命整体走出适合本校实际的融合之路ꎬ 切实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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