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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异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高校“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异化进行了界定， 

提出当前存在的异化现象有：体育课程目标的迷茫、体育课程设置华而不实、学生选 

课做不到真的自主、教学方法运用不当、教学评价不科学。根据存在的异化现象，从 

可操作性为导向设置具体课程目标、课程设置结合实际情况、关注学生的权利及机会 

平等、分层次教学、运用科学的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匡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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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异化的理解

黑格尔将“异化”这一概念分为两个层面解释， 

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主体的自我异化，第二个层面 

的含义是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创造出与自己相对抗的 

对立物。费尔巴哈认为“异化”有以下几层含义：主 

体所产生的对象物，不仅脱离主体的控制，而且反客 

为主，反过来束缚压抑主体。王若水将异化定义为主 

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 

体，而这种客体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 

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閲卢元镇认为 

异化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 

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 

压迫或扭曲主体。旳根据以上各个学者对异化的理解， 

可以认为异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主体 

中分裂出来，二是从主体中分裂出来的东西在获得独 

立后自身得到了发展而不断壮大，三是在壮大之后会 

反过来束缚、压制、扭曲主体，四是随着壮大之后影 

响的不断加深，往往对主体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出 

现主体毁灭的状况。

以上对异化的理解，可以认为“三自主”体育教 

学模式的异化就是在实施高校体育教学“三自主”模 

式过程中，产生与“三自主”本身相抵触的产物，这 

些相抵触的产物会对“三自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 

会出现束缚、压制、扭曲“三自主”的情况，导致“三 

自主”失去了高校体育“以人文本”及“健康第一” 

的本义。根据以上理解，“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的 

异化现象可以体现在一些方面：例如是否提高了学生 

对体育的兴趣、是否提高了学生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 

度、是否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三自主”的价值 

是否实现。此外，还有在教学改革中产生的影响“三 

自主”效果的各种问题。

2 "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异化现象

2.1体育课程目标的迷茫

随着高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不断深化，体育课程目 

标也不断变化，“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下的课程目 

标提倡三维的健康观，是指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 

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在体育教学中得到全面发展。体育 

教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面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体 

育课程目标，就会出现“迷茫”，很难做到促进学生 

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全面发展的协调统一。体育教 

师想每个方面都顾及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哪个方 

面都没有予以很好实现，最终导致体育课程目标的泛 

化。由于体育课程目标的迷茫导致最明显的问题就是 

缩减体育课身体素质练习，有很多教师甚至在教学过 

程中不安排身体素质练习，由此造成教师及学生对身 

体素质练习在体育课程中重要性的认识出现偏差，这 

也是当前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重要原因。 

此外，也造成部分学生运动技能掌握及提高的程度有

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编号：201901。
作者简介：1.张大力(1978-),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心理学，体育经济。

2.常爱铎( 1984-),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137



限，对学生良好体育锻炼意识的促进有限，对学生体 

育锻炼能力的提高有限的现实情况。受体育课程目标 

迷茫的影响，很难达到通过体育课使学生具有终身体 

育意识及能力。

2.2体育课程设置华而不实

“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强调在教学中体现学生 

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在课程设置上进行 

了诸多的改革。为了满足学生的多种不同需求，运动 

项目设置上求全，有高校开设的体育课超过20门。为 

了吸引学生的兴趣，运动项目设置求新，求奇，有高 

校开设了拓展运动、轮滑等课程。虽然课程设置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需要，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还是存在诸多的局限性。首先就是过分关注项目的开 

设，没有对师资、场地器材、校园体育文化环境等各 

个方面予以充分考虑，由此导致很多条件不成熟的课 

程也盲目开设，影响了体育课程的实效性，不利于促 

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改善，不利于运动技能的提高， 

更不利于终身体育锻炼意识及能力的形成；其次，为 

了满足课程开设项目“全”的需要，导致很多教师不 

是教授自己的专项项目，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还 

有就是虽然一直提倡按照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以班为 

单位进行分层次授课，但是由于选课系统的局限性， 

很难真正实现分层次教学，由于学生的水平相差较大， 

很容易出现水平高的学生“吃不饱”，而水平低的学 

生“消化不了”的情况。

2.3学生选课做不到真的自主

为了满足学生体育学习的需要，许多高校都结合 

现有条件开设多种体育项目，但是也有学校受场地器 

材设施及师资条件的限制，只能开设较少的体育项目， 

主要集中在足球、篮球、排球、武术、健美操等项目， 

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学生的体育学习需求，造 

成很大一部分学生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影响学生 

的体育学习兴趣及积极性，影响体育教学的效果，不 

利于“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的深入推行。还有就是 

部分项目规定学生自备器材，例如网球、瑜伽等项目， 

需要学生自己购买所需要的器材，对于家庭经济状况 

较差的学生而言就会造成经济负担，导致这部分学生 

虽然喜欢此项目，但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选择的 

机会，对这部分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

2.4 教学方法运用不当

“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下的体育课程改革不仅 

仅局限在课程内容上，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至关重要 

的一方面。《纲要》也对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出了要求， 

要在教学中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强调互动与问题探究，切实提高学生主动积极性， 

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锻炼他们的自 

学和自练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却对教 

学方法的改革没有予以深刻的认识，多数教师还是沿 

用老旧的教学方法。采用新式教学方法的教师也由于 

没有对教学方法进行深入学习，没有对课程进行精心 

准备，设计不完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引导不当 

容易出现体育课的新式“放羊”情况，形成了学生知 

识技能、身体素质、锻炼意识及能力提高都较为有限 

的状况，大大影响了 “三自主”教学模式的效果。 

2.5教学评价不科学

对学生的评价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 

是为了评价优劣。“三自主”教学模式下的教学评价 

应当体现出“以人为本”，首先要打破传统的评价方式, 

不要局限于只有任课老师才能评价学生，而是让任课 

老师、学生和其他老师共同参与评价，作为评价的主体。 

其次，评价手段要多元化，做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三是评价 

内容多样化，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学生的态度、 

进步情况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但是在实际的操 

作过程中，评价主体大都是体育教师自身，体育教师 

一般不会把学生纳入评价主体中。评价方法一般都是 

以定量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为主，定性评级与过程性评 

价则较少运用。评价内容主要是以平时考勤、运动技术、 

身体素质为主，对于学生的态度、进步等情况则较少 

涉及。此外在教学评价过程中还存在评价的滞后性， 

教师一般是在期末对学生进行评价，中间环节则较少 

进行相应的评价，没有发挥评价对于学习的促进作用。

3 匡正“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异化现象的建议

当前普通高校“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在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学生选课、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存 

在着一定的异化现象，这些异化现象要是不进行合理 

的矫正，“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就会得不到很好的 

推行，其教学效果就得不到保证，因此应当针对存在 

的异化现象予以纠正。

3.1以可操作性为导向设置具体课程目标

“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下的高校体育课程目标 

旨在促进学生的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在具体的课程实践过程中有的体育教师希望做 

到面面俱到，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 

为了使具体的课程目标具有可操作性，教师可以根据 

课的主要内容抓住重点来合理设置课目标。可以按照 

一节课所需要突出的主要方面来设置目标，例如一节 

课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及交往能力，则可以主要安 

排教学比赛的上课方式。要关注学生身体素质练习， 

为了避免身体素质练习枯燥乏味的情况，可以变换练 

习方式，如加入竞赛、游戏等元素提高学生练习的积 

极性，使体育课成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断改善 

的重要渠道。还有就是教师要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对运 

动技能的学习，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运动技能水平， 

为终身体育能力的提高提供保证。

3.2课程设置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对于课程项目的设置不应当只是求新求全，而是 

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师资、场地设施、校园体育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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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因素，注重开设项目的实效性。要结合教师 

队伍的实际情况，开设与教师专项相一致的项目，不 

能轻易让教师担任与自身专项技能不相符合的课程任 

务。此外，所开设的课程项目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场地 

设施情况，在场地设施能够保证项目得到充分开展的 

情况下才能考虑项目的开设。例如，有的学校开设拓 

展运动这一课程，但是学校缺乏相应的设施设备，在 

教学过程中就会形成形式大于实际的情况，影响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项目的开设也要充分考虑校园 

的体育文化环境，只有具有一定的人文环境基础，使 

多数同学都对这一项目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吸引更多 

的学生参与这一项目，反之则会出现由于该项目认知 

及关注度低而出现的学生不积极参与情况。

3.3关注学生选课过程中的权利及机会平等

在项目的开设前，要对学生进行充分调研，了解 

学生的体育学习情趣及爱好，根据对学生调研的实际 

情况，结合自身的场地设施及师资条件，开设学生喜 

爱程度较高且本校师资及场地器材设施能够满足开设 

条件的项目，让学生在项目开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发 

言权，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此外，学校要购置 

必要的器材设施，避免出现需要学生自主购买器材才 

能上课的情况，例如网球、户外运动、瑜伽等项目， 

就需要购置相关器材设施，这样就能避免家庭经济状 

况不是很好的学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放弃这些项目 

的选择。

3.4进行分层次教学，为教学方法的改革创造条件

在正式开课之前，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引导学 

生根据自己的运动技术水平，选择适宜层次的班级进 

行学习，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同一教学班的学 

生运动技术水平相当，避免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吃不 

饱”与“吃撑”共存的情况，这也是积极开展开放式 

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条件。教学方法的改革，要通过 

教师的引导，实现学生学法的创造，充分发挥其教学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动、积极、创造性的进行学习， 

学生主体地位还表现在教学过程中要实现学生对学习 

的自我设计、练习、探究、评价，营造出活跃的课堂 

学习氛围。

3.5运用科学的教学评价方式

在教学评价过程中，应当做到评价的客观及公证。 

一是评价的主体不应仅限于教师，要把同类项目的其 

他教师，学生代表纳入到评价主体中，避免出现由于 

评价主体的单一导致的不公平。二是评价方法上，不 

应当只是偏重于结果性评价，要做到各种评价方法的 

结合运用，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面反映。三是在 

评价内容上要注意全面，对知识与技能、态度、进步 

情况等各个方面都进行全面的评价。此外，还要对考 

试制度进行规范，考虑实行最后测评的教考分离制度， 

避免出现不同班级的考核标准不一致，“感情分”影 

响考核公平状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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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lienatio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alienation of "three independ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alienation phenomena: the confu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flash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the students* lack of real autonomy in selecting courses, the improper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unscientific teaching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ahenation phenomen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ction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tting specific curriculum objectives guided by operability, combining 
curriculum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qual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of students, teaching at diflerent levels and 
using scientific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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