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

第5卷第8期武术研究

浅析武术散打运动进校园对青少年的 

积极影响及推动效果

房立中1王晓雯2 张勇彳

1.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2.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3. 成都体育学院搏击系教研室，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青少年作为祖国花朵的代名词，亦是祖国新生一代价值取向和未来中坚力量 

建设者的代名词。由此，青少年已经更多的被祖国、社会关注，成为了教育事业不可 

或缺的话题。我国青少年主要集中于中小学，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及素质养成已经成 

为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目标。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是否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关乎国家教 

育事业的百年大计能否顺利进行。自2012年以来，校园中暴力事件频繁的发生和青少 

年身体素质的逐渐退步，迫切需要能够支撑青少年自我保护且有效提升身体素质的体 

育项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术的学习者，不得不将中国武术文化和防止校园暴 

力以及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能力联想起来。将武术散打运动和促进青少年面对校园暴 

力事件以及提高身体素质有机地联系起来，致力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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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不平衡性被视为正常现象，大 

多数学校在青少年学生就读期间会开展树立青少年正 

确价值观取向，促进青少年心理正向发展等一系列讲 

座、课题。w处于中学阶段且恰逢青春期的青少年，由 

于学业压力过重，父母长辈期望过大。心理压力如果 

得不到合理而有效的宣泄，心理上十分容易出现问题。何 

校园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多数是心理压力无人倾诉又 

得不到合理宣泄，暴躁情绪自然而然牵及至班级或校 

内行为能力较弱、性格内向的同学。冈行为能力较弱、 

性格内向的同学面临校园暴力事件的处理方式大多是 

—味的忍受，如果学生本身有武术散打技能的基础， 

则会在自我保护中起至关重要作用。青少年身体素质 

的退步是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身体机能的整体发展趋势, 

身体素质是非智力因素导致学习差、生活质量不良的 

杀手铜。冈作为拥有千年传统文化的武术，无论是在 

自我保护、提高身体素质上，还是在培养优秀品格、 

促进社会道德与责任感上，都起到不可磨灭的效果和 

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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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术散打运动

1.1武术散打运动概述

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 

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徒手对抗的现代竞技 

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武 

术散打运动在历经三次的重大改革后，已经从新生项 

目逐渐走向老成，武术散打运动中的攻防技击动作是 

将武术中便于实战、对攻防技击起促进作用的招式结 

合在一起，并制定相关规则。问不仅可以达到健体防 

身的作用，还可以培养自身竞争意识、锻炼自我意识、 

发展自我心智。

1.2武术散打的表现形式

1.2.1武术散打的外在表现形式

攻防技击是武术的主要内容，其主要运动形式有 

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两种。武术散打因其内在的独特 

性与外在的竞技表现形式深受社会的认可。171武术的 

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是格斗中所使用的各种攻防招数， 

从实战对抗的实用性以及技术的运用上，武术散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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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表现形式又可分为踢、打、摔。踢的主要运动表 

现形式有：鞭腿，侧踹腿，正蹬腿与后蹬腿等，打的 

主要运动表现形式有：左右宜拳、左右摆拳、贯拳、 

抄拳等，摔法的主要运动表现形式有：贴身摔、下潜摔、 

别腿摔、过肩摔等。根据实战对抗的需要与技术风格 

能够更好的发挥，武术散打的实用效果被总结为远踢 

近打贴身摔，技术的核心是竞赛和运用中的风格打法 

以及实战对抗中的应对能力。

1.2.2武术散打的内在表现形式

散打运动具有对抗性、体育性、民族性的特点。 

武术散打的对抗性已经成为了武术散打运动靓丽的新 

名片，自1979年武术散打运动的萌芽以来，对抗性一 

直是武术散打运动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两人配合练习 

还是实战对抗，都是在寻找对手的弱点来取长补短。［8］ 

规则的制约将武术散打运动的体育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尽管武术散打运动是竞争十分激烈且练习过程较为残 

酷的，武术散打运动的规则将人体薄弱部位列为禁击 

部位，将打击程度较为严重的提膝、扳肘、反关节技 

术动作作为禁用方法。由此，武术散打运动在运动员 

对抗中做到了更好的保护，也正是因为武术散打规则 

的制约并逐渐事实，武术散打运动也正朝着更加科学 

化的方向发展。武术散打运动沿用中国古代的擂台赛 

的擂台，比武的风俗习惯是对民族性最好的诠释。武 

术散打运动的本质特点是技击性，无论是从培养合格 

的、优秀的武术散打运动员的角度还是从武术散打运 

动本身出发，打击对手和自我保护始终是武术散打的 

终极目标。闵打击对手是实战对抗中战胜对手的合理 

手段，是面对民族危难之际及时伸出援手，更是遇见 

强者欺凌弱者时的拔刀相助。但绝不是有武术散打的 

一技之长在社会中胡作非为。武术中武德正是由此体 

现，斗智、斗勇、培养自身竞争意识、发展自我心智、 

锻炼意志等都是武术散打运动的内在表现形式。㈣

2 青少年时期及其身心发展特点

2.1青少年概述

青少年时期是人类从婴儿时期发展至老年时期的 

重要时期，青少年时期是由儿童期发展到成年人的过 

渡阶段。古代青少年年龄的界定大约在十至二十岁之 

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青少年年龄更加规范的界 

定在十三至十九岁。在青少年阶段,会经历一段青春期, 

身体各器官逐渐成人化，也是性成熟的过程。青少年 

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期，在文化学习中，青少年 

阶段是学习的高速发展期，接受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较 

大、较深。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期也 

是在青少年时期。正确引导青少年的价值趋向可为社 

会发展起积极作用，错误的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是 

不可估量的，价值观扭曲的青少年不仅仅会给一个家 

庭带来危害，甚至会对社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2.2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

一般来讲，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主要具有个体差 

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聪明早慧”与“大器晚成” 

便是个体发展不平衡性的主要特点，个体发展的不平 

衡性是导致校园暴力事件的部分原因。据有关数据显 

示，班级通常分为三个圈子,成绩优异的学生占据一个, 

人缘较好的学生是三个圈子之一，学习成绩较差的学 

生是三个圈子中的最后一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通 

常不会跟学习较差的学生走的太近，这样就会导致成 

绩较差的学生认为自身是拉低班级成绩的罪魁祸首。 

因此，成绩较差的学生可能会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产生嫉妒的心理。一旦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侵犯他们 

的权益或是自认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对自己由敌对 

心理，就会导致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11］由于学生本 

身具有差异性，可能班级中由聋哑或残疾学生，处于 

青春期的同学由于激素生长过剩。为了彰显自身能力， 

本应该互帮互助，却成了 “帮助过度”。被欺凌者无 

效地反抗会导致施暴者的施暴程度越来越重，不反抗 

会增长施暴者的气焰，导致自身陷入无人救赎的境地。

3 武术散打进校园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

3.1武术散打预防校园暴力事件

武术散打相较于其他竞技体育项目来讲，既克服 

了个别项目的花拳绣腿和不实用性，又避免了危险动 

作出现时无法合理应对的困难局面。武术散打运动的 

基础动作可有效保护学生自身不受其他同学侵害，难 

度动作可帮助学生在面对伙伴被欺凌时给予帮助，避 

免面对危险情况不敢帮，不会帮的困难局面。问其中 

武术散打运动中的拳法可帮助青少年在面对险情时及 

时出手。武术散打运动中远距离攻击动作中的侧踹腿 

动作，青少年可在判定对方早有预谋的想对自己进行 

攻击时，及时使用侧踹腿动作，将自己与对方的距离 

拉开，以求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向他人寻求帮助。 

3.2武术散打运动促进身体素质的积极影响

单纯的跑步、跳绳并不能满足改善青少年对提升 

身体素质的运动负荷要求，且运动过程重复，较为单 

一。武术散打运动在人体的力量、身体柔韧度、耐力、 

身体的敏捷性等方面都可以达到较高的运动价值；作 

为对抗性较强的武术散打运动项目，既可以发展青少 

年的心智，又可以使青少年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锻炼。［13］ 

以武术散打运动中的前后宜拳动作以及鞭腿动作为例, 

该动作的重点是右脚微蹬地面，重心微向前脚移动， 

上体微转。左臂由屈到伸并内旋90度，直线向前冲出， 

发力于腰，力达拳面。前后宜拳动作练习时对力量与 

灵敏度要求较高，长时间的练习，血液循环加快，心 

率加快，平均每分心率160次左右，心脏的泵血能力 

增强，运动密度约40%,能够很好的将氧气、营养物 

质运输到各大肾脏器官，又能将组织代谢的废物运送 

到排泄器官。网鞭腿动作的重点是右腿微屈支撑，上 

体稍向右侧倾；左腿屈膝向左侧摆起，扣膝，绷脚背， 

随即向前挺膝鞭甩小腿，力达脚背至小腿前下端。［15］ 

鞭腿动作练习时，步骤环环相扣，可在运动中增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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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系统的同时锻炼运动者的心智。练习该组合动作 

时，心血管系统不断接受大负荷强度的运动节奏的刺 

激，进而不断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前后直拳接鞭腿 

动作在防身自卫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效果。［16］

4 武术散打运动如何能够在校园中充分发挥以及合 

理开展

4.1教师结构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过：打铁还需 

自身硬。武术散打运动能否在校园中得以发展与充分 

发挥，教师是整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教师对武术 

散打运动进校园的理解力与赞同性是决定性因素中的 

关键。呵在武术散打运动方向，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 

运动技术，都是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的专业性体现， 

是武术散打运动在校园中赖以生存的重要力量。体育 

教师自身专业性不够强，动作理解不到位，讲授环节 

不明确，都将成为武术散打运动在校园中发展水平的 

体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完整构 

建，学生掌握技术知识是教师的教法合理性的重要体 

现。［18］在武术散打运动在预防校园暴力事件和促进青 

少年身体素质上，教师应多采用示范法，讲解法，纠 

错法。教师应在教学的各项环节中尽可能穿插武术散 

打运动队对预防校园暴力事件以及提升青少年身体综 

合素质的理论知识，体育技能课中，教师应加大力度 

在对学生武术散打运动技术的规格行进行完善的同时, 

增加娱乐性环节。凹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相对减 

少枯燥的可能性，寓游戏于教学之中。

4.2学生结构

学生是武术散打运动在校园中发展的主体，学生 

的积极性是武术散打运动在校园中充分发挥以及合理 

开展的首要条件。与此同时，学生对武术散打运动对 

预防校园暴力事件和提升学生身体素质起到的积极影 

响和推动效果的影响力认识，是武术散打运动能否在 

校园中合理开展和长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技术学习 

中，学生应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尤其是行为能力较弱， 

性格较为内向的同学。㈣以保证武术散打运动技术动 

作规格的准确性和合理运用有效性。活动宣传与知识 

讲座中，青少年学生应积极参加并思考专家对各个方 

面的性分析。只有学生能够在武术散打运动中不断汲 

取可充分提高自身技术与身体素质的条件下，武术散 

打运动才能够朝正确的康庄大道越走越远。

4.3学校结构

学校作为教育教学的保障力量，在教学过程中应 

不断提升教辅材料及器械，及时督促体育教师参加专 

业进修，组建武术散打运动教育教学团队，指定责任 

人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制定课程计划及目标。旨在 

于充分发挥学校作用，充分发挥武术散打运动能够在 

中小学中合理开展的作用。冋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可聘请专业的武术散打方向的专家，在校园 

内看展专题讲座，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武术散打运动在 

预防校园暴力事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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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Age by Taijiquan Movement

Fan Wei
(Zunyi normal College to Suck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ports Institute, Guizhou Zunyi 563006, China ) 

Abstract: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deological performanc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teracy pursuit, values, the 
realization of dreams and other aspects of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aijiquan movement as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 we should 
set up the concept of developing people by virtue, cultivate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the consciousnes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tec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Taijiqua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fun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exercise and fitness, 
cultural heritage, quality condensed in one, cultivate students calm, steady character, dare to bear, selfless dedication quality, but also can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patriotism and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Keywords Taijiqua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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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ositive Influe nee and Promotio n Effect of 
WuShu Sanda for Teenager 

Fang Lizhong1 Wang Xiaowen 2 Zhor^ Yor^2
(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2.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2.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
Abstract: As the pronoun of the flower of the motherland, it is also the pronoun of the new generation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builder of the strong force in the future. As a result, the young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by the motherland and the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opic in the cause of education. The youth of our countr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you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have become 
the main go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ducation. Whether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young people is develop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an go smoothly to the 100—year plan of the nation's education cause. Since 2012,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iolence in the campus 
and the gradual withdrawal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the youth, the urgent need And can support the sports of the young people to self
protec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As the learner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Wushu, it is necessary to 
associate the Chinese Wushu culture with the prevention of the school violence and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the young. In 
this study, the sports of the martial art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young people to &ce the violence of the campu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the young people are organically connected, so that the young people can be more healthy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Keywords: Wushu Sanda teenagers Prevention of Violence in Schools Promote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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