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小学体育教学

   咸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张宝强

        2017.11.12



CONTENTS

内容提要
0前言
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概述
    1.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概念
    1.2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分类
    1.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特点
    1.4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价值
2小学体育教学概述
    2.1小学生身体特点及体育教学
    2.2小学生心理特点及体育教学
    2.3小学体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小学体育教学
    3.1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必要性
    3.2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原则
    3.3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主要途径
    3.4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典型案例
4结语



0前言
阅读材料
思考问题
解答问题
引入主题



0前言
阅读材料

     （1）电子竞技
         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
式体育竞赛项目；

         2017年11月28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当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
国际奥委会第六届峰会上，代表们同意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动”。

        英国《每日邮报》称，电子竞技在亚洲国家非常流行，已纳入2022年亚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还有可能进入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
    



0前言
阅读材料

    （2）桥牌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17年10月29日报道称，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最
高法院——欧洲法院裁定，桥牌不是一项运动，理由是“它涉及的体能活动
微乎其微”。

    （3）钢管舞
        不久前，钢管舞获得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观察员”身份。
    （4）麻将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也于2017年8月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将麻将纳入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0前言
思考问题

    （1）什么是体育？
    （2）体育有什么作用？
    （3）中国是体育强国吗？
    （4）中国体育的发展现状如何？（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
    （5）中国体育发展的优势？
    （6）中国体育发展的根基？（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
    （7）中国体育发展的诀窍？



0前言
解答问题 
（1）什么是体育？
        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
（2）体育有什么作用？ 
      ①基本功能：“三胸”
         扩大胸廓，身体结实
         开阔胸襟，心理敞亮
         拓展胸怀，关系融洽
      ②延伸功能：教育、文化、政治、经济……
 （3）中国是体育强国吗？
        体育强国的基本标志：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
    



0前言
解答问题 
（4）中国体育的现状？
        学校体育——学生体质每况愈下（南开大学合格率37.1%；兵源体质合格率下降）
        竞技体育——阴盛阳衰、冷强热弱、单高群低
        社会体育——高尔夫与广场舞共存、显微镜与近视镜同在、田径馆与土操场并立
（5）中国体育的发展优势？
     ①历史：
         两大发源地——滑雪-新疆阿尔泰、足球-山东临淄
        古老项目——（捶丸-高尔夫、木射-保龄球、水秋千-跳水、冰嬉-冰上运动会）
    ②现实：
         国力增强，世界第二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

    



0前言
解答问题 

（6）中国体育发展的根基？
       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

（7）中国体育发展的诀窍？
      小考、中考、高考、研考、国考

    



0前言
引入主题 
  （1）时代主题
          中国发展的三个时代：
              毛泽东时代——解决挨打问题
              邓小平时代——解决挨饿问题
              习近平时代——解决挨骂问题——话语权问题、自信问题、民族文化问题
 （2）文化自信
        习近平以前曾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
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而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
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特别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前言
引入主题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需要振兴
        目前我国正式承认的体育运动项目不少于99种。
        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仅有13种：中国式摔跤、围棋、五子棋、中国象棋、
武术（套路、散打）、毽球、门球、舞龙舞狮、龙舟、钓鱼、风筝、信鸽、拔河的
等。

        其中还有大量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急需关注与传承、开发与利用。
        那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日益展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概述
1.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概念
         民族：相对于“外国”；
         民间：相对于“官方”；
         传统：相对于“现代”；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在中国近代之前已产生、发展，由中华民族世代实践、流
传甚至影响至今，“尚未被官方确定为正式竞赛项目”的体育活动。（北京体育大
学易剑东教授）

        为了便于研究和开发，部分官方认可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种）也
一并论述。    



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概述
1.2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分类
        根据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原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所
进行的全国性的调查，在中国大地上流传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

达977种（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志[M].南宁:广
西民族出版社,1990.791）。
（1）嬉戏娱乐类
         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虽有一定的规则，但不严格。其特点是学
生在玩乐中感受或体验运动乐趣，达到身心的愉悦，情感的调试。如打沙包、跳皮
筋、抽陀螺、抖空竹等。



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概述
1.2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分类
（2）竞赛表演类
          用丈量、计时、计分、计环、计数的方法分出胜负，有一定的规则要求，有
很强的对抗性和观赏性。其特点是以拼体力、比技巧、赛技能为主要目的，通过参
与，学生可以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和基础知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良好的
合作意识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达到展示自我，增强自尊和自信。如拔河、摔跤、射
箭、围棋等。

（3）节庆习俗类
         特点是生活气息浓厚，文化寓意深刻，活动形式自由。通过参与，学生从中了
解到各民族项目的历史背景、民俗风情和典故内涵，激发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奋发
进取的民族精神。三月三放风筝、端午节赛龙舟、中秋节打秋千、重阳节登高等。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分类

讨论： 你小时候玩过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有哪些？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分类 



1.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特点
（1）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便于选择
          特别是易被绝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女生和体格较弱的学生）接受。
（2）取材方便，经济实惠，便于开展
         对场地器材的要求低，易于在欠发达地区开展。
         一块空地、一些简单的活动材料（很多器材都可以利用一些废旧物品制成，如
毽子、跳绳、皮筋、铁环、陀螺、沙包等）就能让孩子进行体育活动；活动的规则
可由参与者自己决定，游戏由浅入深、花样繁多；它不需要大型的活动设备，也不
需要经过专业的、系统的学习；只要给小学生参与的机会，他们就可以来感受民族
传统体育带来的快乐。



1.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特点
（3）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便于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习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培养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选择适合小学生
年龄特点、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内容十分重要。小学生好动、好奇、好游戏、好模仿，
这正好能够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游戏的优势。

（4）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和教育性，能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
        每一种民族传统体育游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在发展过程
中，这些游戏受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信仰的影响，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青少年儿童可以在玩游戏的同时去感受民族文化，了解历史知
识。



1.4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价值
（1）有利于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采用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与按教育部体育教学大纲
开展的教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学校体育教学时选用民间体育项目教学和按教育
部体育教学大纲教学，在对增强学生身体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的效果上是相同的，
有些指标前者还好于后者。（朱应明，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的尝

试，体育学刊，2001年第3期，55-57.）也就是说，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同样可以起
到西方体育项目的效果。

（2）有利于培养小学生运动的兴趣
        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大多以趣味性、游戏性的项目为主，能够让体育课程更加生
动有趣，既可以完成促进学生学习和体育锻炼的目标，又可以让学生在体育项目中
感悟快乐，从而激发学生的运动积极性。



1.4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价值
（3）可以充实小学体育教育体系
        学校体育教育大多以现代化的球类运动和田径项目为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有效促进学生强身健体，但其不一定适合小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兴趣。将民间传统
体育项目融入到学校教育体制中，可以进一步扩大体育课堂教学的内容，丰富学校
体育教学的资源，学生可以选择更加丰富的体育项目去促进自身体育素质的发展。

（4）可以弘扬民族文化，培养爱国精神
        在国际化、科技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许多外来文化和事物充斥着小学生的生活，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很多孩子根本就不了解民族传统的文化。民族民间
传统体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将小学生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的
很好的桥梁。组织小学生参加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可以让他们在游戏、锻炼中
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1.4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价值
（5）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等原因，民族民间传统体
育项目正呈现逐渐消亡的趋势。而学校教育是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
最佳途径之一。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认识、
体验到到民间传统体育的作用和优势。

          当前许多学校开始将民间传统体育融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打造成具有地方
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如校园舞狮运动、校园花样跳绳、校园射艺表演、校园腰鼓
和秧歌等。



2小学体育教学概述
2.1小学生身体特点及体育教学
（1）骨骼系统：长骨增长较快，骨的弹性大，硬度小，易弯曲变形
           教学时注意：身体姿势，两侧平衡，多做伸展运动，避免较早的大负重练习
（2）肌肉系统：横断面积小，肌纤维细长，肌肉水分多，蛋白质和无机盐较少——肌
肉力量和耐力差，易疲劳

           教学时注意：加强胸、腰、腹部肌肉锻炼，注意节奏和休息
（3）呼吸系统：胸廓较小，呼吸肌较弱，呼吸表浅——频率较快；肺容积小，肺活量
也小，呼吸调节机能较弱——易上气不接下气
             教学时注意：慎用大负荷、大强度练习，适当安排耐力练习，加强肺功能锻炼。 



2小学体育教学概述
2.1小学生身体特点及体育教学
（4）心血管系统：心脏发育比骨骼肌慢，心肌纤维细，心收缩力较弱，心脏每搏输出
量比成人低——心率较快
          教学时注意：负荷的量、负荷的强度要循序渐进，避免憋气练习，保护心脏；小
学生一节体育课的平均心率：120-130次/分钟。
（5）神经系统：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占主导地位，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
维能力较差，复杂的推理、动作不易理解

           教学时注意：教学的动作、技术易简单，可增加动作速度、反应时等练习。



2.2小学生心理特点及体育教学
（1）感知、思维：感知能力较差，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模仿能力较强
           教学时注意：多用动作示范、模型、挂图、视频等直观教学手段。
（2）注意：有意注意水平较低，无意注意起主要作用
           教学时注意：利用注意时间有限的特点，精讲、多练。
（3）情感：情感体验丰富、生动，表现强烈、鲜明，对情绪性感控制力不够
            教学时注意：要观察学生的脸色、表情变化，控制好练习时间、强度。



2.2小学生心理特点及体育教学
（4）意志：意志的独立性、坚持性、自制性较差，常依靠外部影响来完成某一活动
            教学时注意：给学生明确的练习目标——距离、时间、高度、次数等。
（5）个性：直接动机占主要地位，兴趣具有多样性。
            教学时注意：给学生适当的鼓励或奖励，注意发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2.3小学体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1）小学阶段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身体、心理）
（2）小学阶段是体育训练的敏感期（体能增长较快的时期）



2.3小学体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3）小学阶段是培养体育兴趣的最佳期

  （4）小学阶段是各类体育苗子的发现期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小学体育教学
3.1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必要性
（1）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面临消亡的危险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小学体育教学
3.1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必要性
（2）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具有和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同样的功效
（3）小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严重
           北京市中小学肥胖检出率为19.5%，其中10%出现脂肪肝。
        教育部《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 显示：小学生近视率32.5 %，初中生为
59.4%，高中生为77.3%，大学生为80% 。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与小学体育教学
3.1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必要性
（4）适合小学生身心特点，丰富小学体育教学内容
（5）从小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最火的两个项目：马拉松（政府）、广场舞（民间）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射艺、龙舟比赛、风筝比赛等需要传承、发展



3.2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原则
（1）实用性原则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内容丰富多彩，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引入该类活动，一定要
掌握实用性的原则，选择合适合理的项目、内容来促进学生的协调发展。

（2）创新性原则
        小学生正处于思维活跃期，应从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进行体育教学时也应
如此。反复地练习同一内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心理，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留给学生一定的创新空间，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进行合理的创新和改编，同时
促进和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实践能力。



3.2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原则
（3）层次性原则
        不同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具有不同的规则，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有的适合低年
级段学生，有的适合中高年级段的学生。所以在小学体育课堂引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要有层次性，有选择性地进行教学。

（4）激励性原则
        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要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乐趣，在游戏中得到发展和成长。
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时刻激励和帮助学生更好的完
成游戏，在活动中获得快乐，感受民间传统体育的魅力。



3.3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主要途径
（1）课堂教学
           准备部分——充分热身？
           基本部分——调节气氛？
           结束部分——放松恢复？
（2）大课间操
           秧歌、腰鼓
（3）亲子运动会
           跳绳、拔河
（4）春季（秋季）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运动会
           ？



3.4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典型案例（视频）
（1）
（2）



4结语
4.1自古英雄出少年
       视频
4.2爱运动的孩子更聪明
       “生命在于科学运动”
       “运动有助于孩子全面发展”
4.3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
       “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
4.4您可能是世界冠军的启蒙者或扼杀者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唐·韩愈《杂说四·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