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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运动对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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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大学生，在思想表现、行为特征、文化素养追求、价值观念、实现梦 

想等方面特色鲜明。以太极拳运动为教育平台，树立立德树人发展观，对大学生进行 

健康人格培养，树立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意识，保护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修炼太极拳， 

能够促进大学生身体各系统功能更加完善，寓教育育人、运动健身、文化传承、品质 

凝练于一体，培养大学生沉着、稳健的性格，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品质，还能培养 

大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爱国主义情怀和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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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引领的新时代，科学技术为当今社会人们 

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幸福保障，也 

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实践运用能力、社会成 

果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受到生物遗传、心理环境、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个别大学生可能会存在一定 

的人格障碍，需要进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行矫正。[1] 

大学生健康人格素养的培育，是学校人才培养在新的 

发展时期的重要内容。必须从学校制度建设、制度管理、 

教育环境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教师人格素养、课程 

内容设置、学生适应等多个方面去营造，以优质的教 

育外力作用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社会交往进行影响， 

消除大学生的人格障碍。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立德树人 

教育，是新时代赋予体育教师的担当和使命。要从学 

生的学习能力与培养、精品课程设置与管理、美好生 

活环境营造与建设、先进典型人物实例学习等多个方 

面、多个维度去认识、理解、深入、凝练、发展，才 

能更好地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 

服务能力的健康发展。而学校精品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又是新时代大学生成才的关键所在，它是培养学生立 

德树人的根和魂。“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认为学 

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发展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 

手段。何而体育课程中的太极拳传统文化教学，是完 

善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的具体化发展。

1立德树人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重要基石

人生天地间，无德不能立身、无德不能处事、无 

德不能诚信。学校教育，育人先育“德”，“德”端 

则根正，德品即人品，由此才能培养健全人格的学生。 

学校教育要抓住育人本质，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使命。 

只有真正理解了立德树人的“德”，才能禅精竭虑地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P1

1.1新时代大学生的立德树人发展观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是要担负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 

和国家民族利益统一的培育。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 

和社会交往能力，还要引导大学生关注国家大事、民 

族利益，凝练爱国主义情怀。要心系祖国，为国家而 

努力学习，将自己学习发展，自我价值实现同社会需 

要相统一。树立大学生的大局意识、担当意识、民族 

意识以及无私奉献精神，才能培养大学生在理想行为、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纪律风范、担当作为等方面日 

趋完善，以便在将来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建设美好中 

国的栋梁之材。在疫情时期，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医 

务者、公安民警、志愿者等等，不怕牺牲，冲锋在前， 

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也是新时代大学生最好的学习榜样。

1.2 新时代大学生的立德树人品质凝练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育人之本，在于 

立德铸魂”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又红又专的本领，就是 

要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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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精神，把个人利益同国家的快速发展结合起来， 

才能站在时代的列车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 

瓦，为国家指点江山谋划发展。加强对大学生人格素 

养的培养，有利于培育和凝练大学生健康的思想、良 

好的行为习惯及阳光灿烂的健康心理。大学生人格素 

养的凝练，需要长期的学习、生活及环境影响，才能 

形成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文化素养、性格塑造、智育开发、 

品质凝练、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才能促 

进大学生的品德行为、身心健康、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社会交往、审美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完美结合， 

并贯穿于立德树人之始终。

1.3太极拳运动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立德树人的重要 

手段

体育教育是学校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 

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的有效途径。学生通过体育运动 

及竞赛呈现出来的运动表现、肢体语言行为、团结协 

作精神及拼搏精神，表达出学生的体育运动素养、人 

生价值及人格魅力。人没有高尚的品德情操，就无法 

很好的立身处世，创造有用的社会价值，也不能更好 

的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太极拳运动是中 

华武术与传统文化思想的融合，承载了动静、阴阳、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以其深邃的辩证哲理蕴含其中。 

大学生通过对太极拳传统文化的学习、掌握与修炼， 

能够感染重塑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凝练大学生求真、 

务实、沉稳、完美的生活态度，对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品格素质、技术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培养也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2太极拳运动价值功能与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融合 

发展

中国传统武术，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 

结晶，凝练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健身价值，具有内外 

兼修的运动功能。武术的魅力在于对练习者“求真” 

精神的培养、“向善”品德的养成、“尚美”境界的 

提升。［4］而太极拳运动，体现在内修“精气神”，外健“筋 

骨肉”的运动价值。加强太极拳传统文化的内涵研究， 

充分认识了解它的本质属性，便于更好的学以致用， 

让它的教育育人功能有效发挥到极致。

2.1太极拳运动承载的传统文化价值属性

太极拳运动，有规律可循，认为“天下之武术， 

莫不存有此十三势。"太极拳运动以十三势“搠、捋、挤、 

按、採、捌、肘、靠、进、退、顾、盼、定”为发展根本, 

经不同拳家的理解、演化与创新，演化成以陈式、杨氏、 

吴式、孙氏、武式等为代表的太极拳流派。冋但其价值 

功能基本一致，它们融健身、人体智能、身体修复、 

战术攻防等为一体，寓身体内外兼修的统一、动静融 

合的统一、阴阳互补与互换的统一。太极拳的内外兼修, 

在动与静、快与慢、进与退的转化过程中，将太极拳 

运动价值属性，融合在动、静、定、慢、匀、柔、圆、松、 

正的形体动态修炼中，达到“过犹不及” “中立而不倚”， 

以正心之本化解戒躁，力求“意动形随” “中正安舒” 0 

内在的谦和守意，力求心灵的宁静自然，满足神韵的 

安然自得，达到运动形态的舒展大方。运动走向的轻 

灵圆活，以饱满优雅的姿态，积拳随意行，以柔以刚， 

将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贯穿在太极拳运动者的凝练 

中，给予了太极拳运动修身正气、崇尚文明的现代价 

值追求。修炼太极拳，对大学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发展运动竞技、满足运动健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2太极拳运动蕴含的修养精神

太极拳运动的修身养性，包括内在的修炼身心和 

外在的能量释放。内在的修炼，在于对太极拳拳理的 

解读，在于拳路的观摩、凝练、演绎，在于拳形的深 

入神韵、神劲、神态的修养融合，从而达到自身拳理 

的养心、养身、养神。通过太极拳运动形态的内心凝练, 

以饱满的情绪进行外在的自然释放，传达内心世界的 

松静自然，承载欲以形修身、以神聚体，身形百态在 

太极拳运动中融会贯通、自然一体，犹如涓涓细流在 

山涧深情流淌，表述内心的宁静、安然、自得、美好。 

把修炼太极拳的这种自然法则融入现实生活中，能够 

站在更高的视野去解读、聆听世界，以满腔的热血去 

追求理想，规划生活，做到临危不惧、遇事不惊、敢 

于担当、精力充沛地完成各项任务。太极拳的这种修 

炼素养，对新时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具有重要的引领 

作用，在树立信心、精神品质、健身习惯、兴趣爱好、 

性格特征、智育开发、道德情操、自我价值追求等方 

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3太极拳运动对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体格的发展

太极拳外练“筋骨肉”，内练“精气神”，形成 

以内外兼修，动静结合的运动法则。太极拳运动以柔、 

匀、细、长的呼吸方式，有规律、有节奏地吐纳，与 

太极拳运动意境、运劲节律相融合，引导大脑神经系 

统有节律的活动，传到身体的四肢百骸，达到舒筋健 

体，调整气血。太极拳以“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达到正气内存、邪不能侵，使身体机能得到平衡稳定 

提高，抵御外在病毒的入侵，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太极拳强调身心放松，营造松静自然的运动境界，缓 

解肌肉原有的紧迫感，使身体血液循环通顺自然。太 

极拳运动意境遍及身体各部位，达到柔圆舒展身体的 

目的，使人的身体生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经常坚持 

太极拳运动，使神经、肌肉、骨骼得到很好的洗礼凝练, 

能够构建身体体格的强大，实现步履稳健、行动轻快、 

呼吸安舒自然。

2.4太极拳运动与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融合发展

新时代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就是在自我表现、社 

会交往、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出饱满的情绪、清晰 

的自我感知、健康快乐的行为活动、积极应变的社会 

实践能力，它们对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起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问而武术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怀、集体主义精神、拼搏精神、自强不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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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正义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体验价值。E太 

极拳运动承载了阴阳学说理论，虚实分明的辩证观点， 

其动作线路、拳架、定式的价值特征，在于寻求人与 

自然的和谐，是对美好事物的运动展现，美在其心、 

其形、其神、其韵、其功法，欲达到美育育人的目的。 

由此，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建设中，太 

极拳以良好的竞技特征，承载太极拳的教育育人功能， 

体现在对美好事物的完美追求。太极拳运动境界要求 

尽善尽美，动作特征要求刚柔相济，运动本质要求内 

心与外界的和谐统一。具有修身、修心、养性的运动 

效果，有利于培育大学生沉着、稳定的性格，还能培 

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爱国 

主义情怀。

3 太极拳运动对新时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路径 

3.1以太极拳传统文化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传承责任感

太极拳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具健身价值 

的养身品牌项目，是“结合了古代导引术、吐纳术”，

“吸收了古典唯物哲学阴阳学说和中医基本理论的经 

络学说”，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独具特色内外兼修的 

拳术。改革开放以来，太极拳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国家 

和地区广为传播，它的健身功能、教育功能、长寿功 

能等内涵价值，为运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运动红利， 

已经得到太极拳运动者的推崇。它作为我国优秀的民 

族传统文化，不但要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还要从 

内心深处引起共鸣。通过太极拳文化学习，把握它的 

本质属性及运动规律，挖掘太极拳的修身、养性、强身、 

健体的功能，凝练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自豪感和使命感。

3.2以太极拳运动塑造大学生强健的体魄

太极拳作为内功拳术，既要强调内修，也要强调 

外练。通过"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 

肘与膝合、肩与跨合”六合统一，㈣凝练大学生的太 

极拳竞技意识，掌握太极拳运动之法，才能实现整劲、 

圆劲的应用与效果。太极拳在运动时，起于意，发于劲, 

树根于脚，发于腿，形于手。由脚、而腿、而腰的运 

劲法则，形成劲随意达，前后贯通，上下相随的整体 

效果。在大学生习练太极拳动静之间，实现以意养气、 

以气凝神，以神润体，满足大学生修身养性、强身健体、 

凝练精气神发展的需要，对大学生血液循环、消化、 

神经、呼吸等各系统功能发展具有重要的帮助。同时， 

太极拳运动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运动特征，对大学 

生的运动美、健康美、形体美的塑造具有促进作用， 

而形成的套路演练、拳架、运动弧线及定式特点鲜明，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美育价值。

3.3以太极拳运动培育大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

由于受到疫情环境的影响，学生不能到校上课， 

网课成为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的新运作模式。为了达到 

体育教学效果，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健美操、 

瑜伽等课程内容成为网课的主旋律。这些民族传统养 

生项目的教学开展，有利于改变大学生的肺呼吸系统 

功能，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免疫 

系统功能。太极拳运动，是传统养生文化的优秀代表， 

对疫情期的大学生，不但能满足运动健身的需求，还 

能调节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不适与恐惧，有 

效释放压抑情绪、烦躁心态，对培养大学生沉着、稳 

健性格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生通过网络课 

程学习，在没有课堂环境的影响与教师监督的情况下， 

要完成太极拳课程教学内容，必须有良好的独立自律 

能力，才能按照上课要求去学习相关理论、习练相关 

的动作技术。在练习时间、练习强度及动作质量等方面, 

要严厉自己，才能日积月累的熟练掌握其动作技术， 

提高动作质量，完成教学目标。

3.4以太极拳运动提高大学生的免疫系统功能

长期坚持太极拳运动，能够有效提高人体的机体 

适应能力，增强免疫力。太极拳是运用导引吐纳术， 

以传统武术、医学、传统文化凝练而成。而太极拳的“阴 

阳分”与中医理论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相吻合。 

可见，太极拳与中医学是相通的，对身体的气血、脏 

腑经络、精神意志修炼与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常言 

道：“三分治病、七分养”,强调“养”的重要性，而“养” 

就是一种修炼。太极拳运动具有修身、强身、健身的 

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是身体预防、治病、 

康复最有效的保健功法。叩加强大学生太极拳健身运 

动，力求“养”与“练”的融合统一，“劲”与“神” 

的统一，才能增强大学生的免疫系统水平，提高抵御 

传染疾病的能力。

3.5以太极拳运动凝练大学生的创新发展能力

创新是时代的主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 

学生不但要学好专业技术知识、修身立德素养和社会 

适应本领，还要具有创新发展精神。在练习太极拳时， 

做到“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实现修其身、养其性， 

才能领悟太极拳运动的规律与真谛，感悟太极拳运动 

带来的人格魅力，更好地传承弘扬太极拳传统文化。 

太极拳就是在以“敬、静、定、慢、匀、柔、圆、松、整” 

为运动根本，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演变形成陈式、 

杨氏、孙氏、吴式、武式等多流派、多套路的太极拳 

传统套路及现代竞技套路，并通过太极拳段位制的发 

展，开发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太极拳段位制竞技推广 

套路。可以这样说，创新推动了太极拳传统文化多元 

化发展。所以，大学生加强太极拳运动的学习与应用， 

有利于培育、激发、开启大学生的创新发展思维，提 

高大学生的创新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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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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