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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in the universities sports teaching practice, because most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d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naturalness of life, the direct consequence caused out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it is not able to fully adapt to the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roblems, the value of the life education i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college sports being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 are to find out. Finall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his study can be for college sports to provide 

academic thinking in the sports teaching how to practice the life education, and for related researchers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basis in thei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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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视野下高校体育面临问题及对策研究 

邓陈亮 

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成都，四川，中国 

摘  要  生命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实践中的现状并不乐观，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生命的可贵性及生命的自然性没有得到真正的重

视，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导致高校体育与生命教育相脱离，这样并不能够充分适应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这样的问题，本

课题从生命教育的价值意义进行分析，探讨生命教育与高校体育改革的关系，找出了生命教育视野下高校体育面临的问题，并提出针

对性对策。本研究可以为高校体育工作者在体育教学中如何实践生命教育提供学术思考，为相关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奠定相应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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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高校学生正

是能够充分认识到生命可贵性的关键时期，所以在高校体

育教学中开展生命教育的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生命的

价值在于挑战自我并能够超越自我，这是享受生命的过程

同时也是不断完善自我达到不断创新的必经之路。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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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不断发展进步，高校体育教学活动也应该顺应时代的

发展脚步，将生命教育与时代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 

2．生命教育的价值意义 

2.1  认识生命的可贵：珍惜生命 

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的教育过程并不是紧

紧围绕体育教学活动来开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进行更

深层次的教育传播那就是让学生认识到生命的价值。生命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Business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IBET 2014)

© 2014.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208



可贵珍惜生命是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话，在高校体育课程

教学中进行更深层次的传播要让更多学生认识到生命的重

要，让学生能够更加的珍惜生命，这是我们进行生命教育

的重要意义之一。 

2.2  尊重生命的自然：爱护生命 

生命源于自然所以我们要善待生命，在高校体育教学

中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生命的可

贵，应倍加珍惜和保护生命，尊重生命是我们赢得别人尊

重的前提[1]。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认识到

这一点，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程度可以得到不断的提高，

同时能够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爱护生命的活动中去，这也是

我们在高校开展体育教育过程中的另一重要意义所在。 

2.3  享受生命的过程：超越生命 

生命教育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安于现状，而是享受生命

过程并且能够超越生命，这样一生才具有挑战性让生命能

够更加丰富多彩。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能够认识

到这一点则是我们提高生命品质的重要前提，让学生认识

到生命可以不断地超越和挑战，让生命得到源源不断的享

受过程，让生命的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化，进而使生命的意

义得到充分的体现[2]。这也是我们在进行生命教育过程中

价值意义又一体现。 

3.  生命教育与高校体育 

3.1 生命教育是高校体育改革的科学基础 

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对于传统的教学过程我们应

该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发展，将生命教育作为教学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生的价值体现主要是以生命的价值

来衡量的，所以我们在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中应当将生命教

育进行不断的融入并且进行不断的发展，这是我们在进行

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科学基础，同时也是学生身心发展的

必然趋势所在。学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于事物的认识过

程得到质的飞跃，同时对待生命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明确

性。这是我们在进行高校体育教学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内在

动力所在，同时也是我们进行学科改革的基础。高校体育

教学的不断发展并不是一味的进行教学方式的转变就能够

得到实现的，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学生的意识得到不断的培

养与形成，这是进行学科改革的基础[5]。 

3.2  生命教育是高校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高校体

育课程发展而言也应该做到与时俱进，通过对学生心理进

行不断优化才能促使学科改革的全面发展。生命的价值在

于不断的超越，同时也是不断进行挑战的过程，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学生的人生达到完美。这是时代不断进步的动力

所在，同时也是我们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

学生能力的培养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让学生能够真正的认识

到生命的可贵，让学生能够珍惜生命敢于创新。这样学生

才能够具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同时能够推动自身和社会的

不断发展[4]。高校体育课程改革中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

步伐，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高效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让

学生能够不断超越自我享受生命，同时也能够为学生身心

发展起到绝对的积极作用。 

3.3 生命教育是高校体育本质回归的时代需求 

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我们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传统意义上的体育教学发展到了具有

创新意识的体育教学过程，然而生命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生命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让学生能够充分认识

到生命的自然性以及生命的可贵性，让学生能够享受生命

中美好的事物并且能够达到逐渐超越和挑战，这是我们享

受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创造美好人生的动力所在。

高校体育教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在教学思想不

断的先进，同时也是教学过程不断的深化，这样高校体育

教学活动才能够真正促进学生身心得到同时发展。时代的

不断发展就是由于事物的不断创新而导致的，对于高校体

育教学生命教育而言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进

行挑战与创新使得人生能够更加绚丽多彩。 

4.  生命教育视野下高校体育面临的问题 

4.1 脱离生命教育的高校体育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经常会说到生命源于自然，经过

后天的不断拼搏能够让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在高

校体育教学活动中我们并没有将这一生命发展理念进行很

好地融入，很多时候我们仅仅是靠学生的意愿来进行机械

的教学过程，学生对于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并不是

十分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的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仅仅

是单方面的，认为通过对教学手段以及教学方法进行不断

的创新并加以实践，能够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就是我们进

行改革的成功，然而我们还并没有意识到如何才能够让学

生从内心中将创新精神进行培养，让其敢于创新。这对于

我们高校体育教学而言无疑是一种失败的表现，同时也是

高校体育教学中脱离生命教育的主要体现。这一问题我们

还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教学中能够尽快将其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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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缺乏生命教育的高校体育 

在高校体育教学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按照自己

的兴趣爱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然而在教学中对

于生命教育普遍还是较为缺乏的。很多时候学生为什么要

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我们教师和学生还并不是十分清

楚，对于生命在于运动的理解程度也各有不同，这主要体

现了一个问题所在，就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缺乏生命教育所

导致的。对于这样的现状而言我们还应该提起高度的重视，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不断的进行解决。 

4.3  忽视生命价值的高校体育 

生命的价值体现不仅仅是我们做过哪些事情，而是主

要体现在我们想要去做哪些事，究竟有哪些困难等待我们

去挑战。这一认识过程是我们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应该进

行不断地渗透过程，让学生能够正正的品味出人生的真谛

所在，然而这也是我们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很少能够意识到

的。教学过程过于形式化，教学目的以及教学目标过于盲

目都是我们忽视高校体育教学生命教育的主要体现形式，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该进行充分的重视和解决。 

4.4  生命心理教育缺失的高校体育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教育过程通常还只是

停留在传统教育这一层面上，然而并没用进行进一步的深

挖。生命心理教育的特点是抓住学生内心，让学生从内心

能够真正意识到只有敢于挑战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创新过

程，让学生能够真正享受这一过程。然而我们在高校体育

教学中对于学生生命心理教育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同时体

育教学过程开展形式过于单一，学生自身的意识培养过程

过于忽视。这是我们在高校体育教学中遇到的普遍问题，

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中存在

的重点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解决[6]。 

5. 生命教育视野下高校体育发展的对策 

5.1 把生命教育作为高校体育的新使命 

在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首先应

该做到的应该是对其落后思想进行不断的转变，同时对于

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能够得到深刻的了解。学生对于社会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也体现在能否达到

与社会事物发展创新相统一[7]。对于高校体育教学生命教

育而言正是衡量这一点的标准之一，在体育教学中进行生

命教育让学生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创新源于不断的挑战，这

样才能够体现生命的价值，同时体育教学的模式以及思想

才能够得到质的飞跃。通过生命教育我们能够充分的看出

这是新时期赋予我们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新使命，我们还

应该得到不断的加强。 

5.2 把生命教育融入高校体育教学之中 

在进行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

应该对生命教育的融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同时也是我们

在新时期对于高校体育发展的重中之重。生命教育主要强

调生命对于人生不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我们注重提

高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教学中我们应该让学生独

立自主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学生追求和渴望独

立生活的愿望会不断增强，使得学生身心以及独立意识能

够得到不断的培养和提高，有利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树立，对于社会责任感也会得到不断增强，然而这

也是学生完成自我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高校体育发

展的必由之路。 

5.3  加强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的生命教育 

对于高校学生进行体育教学生命教育的顺利开展，其

前提条件在于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生命教育过程的不断完

善。教师是我们从事一切学生教育活动的引导者，同时也

是执行者。生命教育的开展过程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执行，

所以我们确保高校体育教学中生命教育的开展首先应该进

行教师生命教育的不断培训与交流，通过对其师资队伍教

学观念的转变才能够让生命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得到不

断的重视和发展，也是我们高校体育教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所在。传统思想得到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对生命

的认识程度更高并且更加准确，为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打下

坚实的基础。 

5.4 高校体育与社会生命教育有机融合 

社会生命教育的根本主要在于让学生能够真正认识到

生命的价值所在，同时主张珍惜生命、爱护生命。这样才

能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而高校体育则是重视学生身心素质

的不断发展，为实现超越自我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者之间

存在的关系十分紧密，同时对于生命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充分重视到在高

校体育教学中与社会生命教育相融合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

积极的，同时也是我们为实现高校体育教学中实现教学创

新的关键环节所在，我们对于这一点还应该加以充分的重

视。 

6．结束语 

本课题针对高校体育教学中融入与渗透生命教育这一

课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论述过程，主要对生命教育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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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的价值以及重要性与广大学者进行分享，同时

找出生命教育视野下高校体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将其

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结果希望能引起相关研究

者的学术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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