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境教学法在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探索情境教学法在儿童武术套路课堂中的设计运用和实施策略，力求改变传

统武术套路教学中“教师示范，学生学样”的方式，营造学生主体的发展环境，实现“以人

为本”的教学方式变革，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发展其想象力、创造力等。本研究

主要采用实验对比的方法，研究情境教学在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的实施策略。并对学生教学

考核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情境教学在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的优势。同时，也对情境教学在儿

童武术套路的研究提出了合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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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当前武术套路沉旧的教学模式需要突破 

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意时代已经来临。不少项目教学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仅

以学会知识、技能为首要目标开始转向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各种创意的教学方法开始出

现。但由于武术所教的主要是动作，故在传统的武术教学中，多为“教师示范，学生学样”，

评价体系也是以学生动作示范规范、到位、流畅、是否有精气神为主要内容。但对于青少年

而言，他们的好玩好动正是激发“创意火花”的土壤，这种主动创造的萌芽是非常值得肯定

的和鼓励的。 

（二）当前情境教学法在武术套路中的研究还很薄弱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考查等方法发现，情境教学法在体育课堂的运用比例明显低于文化

课中，然而在儿童的武术套路教学中更是少之又少。要想让武术套路的课堂丰富起来。想要

孩子们有十足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性，为什么不将情境教学法运用到课堂当中呢？使学生们

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们想学、想练、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选取参与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发展中心）武术套路培训的

中级一期的两个班级的学生为样本。以一个学期为周期。选择其中的一个班级作为实验班，

另一个班作为对照班。在实验班中，将整个学期所要学习的套路动作名称全改为拟人形象化

的名称。而对照班则采用普通武术动作名称命名的方式教学。实验班采用情境教学的模式给

学生上课。而对照班则采用普通“师教徒”的方式进行教学。一个学期结束后，对两班的学



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考核，分析考核成绩。最后根据目前在教师和课程设计中出现的不足之

处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 

（二）研究方法 

实验对照法。 

1.实验对象 

随机抽取了参加杭州市青少年发展中心武术培训班中级一期的两个班的学员（6周岁-9

周岁）作为实验样本，每班 26人。 

2.实验分组 

随机将其中的 A班作为对照班，以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生。B班作为实验班，设计科

学合理可操作的情境教学课例，用情境教学贯穿于整个学期的教学过程。 

3.实验时间 

实验时间从 2017年 2 月-6 月。为一个学期的武术培训课程。每周一次课，每次课 90

分钟。一学期共 15课。 

4.实验假设 

  H0：在实验班一学期的授课过程中，将情境教学法融入到整个儿童武术教学中去，能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兴趣。 

5.实验中干扰变量的有效控制 

由于对照班和实验班两个班都在启蒙和初级阶段都是由本人授课，且教学内容完全一

致，所以技能的掌握程度都是均等的。实验过程中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的总学时、每节课

的练习时间、内容以及实验条件、场地等均保持一致。实验后,对照班和实验班均在相同的

场地、以相同的方法进行考核。尽可能使实验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干扰变量弱化,从而提高实

验教学的可控性和有效性。 

6.实验设计 

课堂的流程均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三部分。实验班以情境教学的模式上课，

而对照班则以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三、情境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教学内容的实施策略 

教学内容的设置要符合学生的年龄、学习情况。每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身、心特点

都不一样，教学内容的设计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变化而变化。 

创情境--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大部分都比较活泼，注意力集中维持的时间大约是在

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所以如何利用好学生这些有效听课时间，就需要教师更智慧的去分析

和琢磨教材，创设教学情境，合理的安排好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把握好重难点出现的时机等； 

巧用图--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虽然能够对事物进行判断和推

理，但思维水平总的来说仍是非常低的，他们需要具体表象的支撑。单靠老师的讲解，是很

难完成对知识的建构的。所以在教学时，如果需要学生动脑去创编动作，就需要用一些图示，

视频演示等具体的内容引导他们； 

设比赛--另外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会出现一种强烈要求独立和

摆脱成人控制的欲望，竞争意识也开始慢慢加强。在课堂上要适当安排比赛的环节，以激励

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的同时，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在实验班的教学中，采用的动作与对比班相同，但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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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动作名称。具体教学内容安排对比如下： 

表 1 教学内容安排表 

课  次 
教学内容安排 

实验班 对照班 

第一次课 开天辟地、童子拜佛、蛟龙入水 开步抱拳、合掌、 

上击掌接收掌 

第二次课 霸王举鼎、金锁落地、仙女散花 震脚上推掌、跪步下冲拳、直立交

叉拳、踏步旋转接双劈拳 

第三次课 飞龙引凤、乌龙摆尾、贵妃射箭 背手推掌、直立甩臂交叉拳、 

右顶肘左冲拳 

第四次课 双龙出海、青龙探爪、 跳并步双冲拳、弓步推爪 

第五次课 情境教学：武林大会之群英汇集 复习前四节课的内容 

第六次课 惊天响雷、美人照镜 并步砸拳、上步跪步架掌 

第七次课 雄鹰展翅、劈天神掌、罗汉睡觉 退步出爪、上击掌接仆步拍地、 

转身坐盘 

第八次课 黑虎掏心、蟒蛇出洞 拍地起身接上步出爪、跪步蛇形手 

第九次课 白鹤亮翅、螳螂捕蝉 转身推掌、跪步螳螂手 

第十次课 情境教学： 

武林大会之擂台 PK赛 

复习前九节课的教学内容并要求学

生进行创编练习 

第十一次课 龙气横江、双龙盘肘 右弓步双摆掌、双手盘肘 

第十二次课 金鸡独立、霸王拉弓、八仙醉酒 提膝推掌、右弓步推掌顶肘、 

侧摔接转身撑体 

第十三次课 蝎子摆尾、猴子偷桃 单脚跪地后路腿、盘腿交叉手 

第十四次课 双峰贯耳、顶天立地 

情境教学：武林大会之技艺比拼 

提膝对拳、跳并步上推掌 

复习所有学过的内容。 

第十五次课 情境教学：武林大会之群英汇萃 集体练习、考核 

（二）情境教学中情境故事的设计 

1.依据教学的特点和学生年龄创设情境故事  

武术教学中的情境设置必须符合武术项目特点。情境的设置一定要能体现武术的精神。



教师要多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譬如，学生在课余时间经常在电影、电

视里看到一些功夫篇，把李小龙、成龙这样的功夫巨星都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可以从这些

情节入手。此外，还需要根据学生年龄来设置情境故事。采用适合他们年龄段的故事，让他

们快速进入情境。 

2.根据教学内容和重、难点创设情境故事 

情境的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学生提起学习兴趣，快速进入课堂。所以，情境故事

就应设置成较简单，应该是学生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针对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教师要灵活

运用情境进行相关设计,以引导学生进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背景中，感受故事内容, 受到启

发的学生能很快地掌握技能知识,并得到情感的体验。 

四、教学考核结果分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之一。考核是对学生通过一个

学期或更长时间的学习结果的评定。两班的考核教师均相同，请了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发

展中心的三名武术教师作为考核教师（授课教师不参与考核）。采用相同的考核方式方法与

标准进行考核。 

考核分别从武术基本功（柔韧、手型、步型、小组合）、套路完成情况、出勤率、课堂

表现以及创新意识对两班的学员进行考核。满分为 100分。表 3-7是各考核内容完成等级所

占的百分比。 

表 2 考核内容及平均分值 

考核内容（分值）          对照班              实验班     

   武术基本功 （30）            23.11                23.5 

   套路完成情况（30）           22.27                24.15 

   出勤率 （10）                8.5             9.54    

   课堂表现（20）               15                   16.85 

   创新意识（10）               6.23                 7.69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两班的基本功平均分差异不大。其他四个考核项目实验班的平均

值都较对照班高。 

 

 

 

 



表 3 各项目考核优秀的人数及百分比 

 考核内容                对照班        实验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武术基本功            5       19.23%        3   11.54%  

  套路完成情况          2       7.69%           5   19.23%    

   出勤率                12     46.15%          22    84.62%  

   课堂表现              4       15.38%      15    57.69%              

   创新意识              1       3.85%           6     23.08%  

    从表 3可以明显看到在考核优秀的人数和百分比差异最大的是出勤率，其次是课

堂表现和创新意识，最后是套路的完成情况。 

 

表 4 各项目考核良好的人数及百分比 

 考核内容                 对照班        实验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武术基本功              11      4.23%       12   46.15%   

  套路完成情况            8       30.77%      13   50%   

   出勤率                  7       26.92%      4     15.38%  

   课堂表现                4       15.38%        5      19.23%  

   创新意识                4       15.38%        10     38.46%  

表 4的数据表明：两班在基本功的考核中，成绩良好的人数和百分比相当。差距最大的

是创新意识，对照班仅有 4名同学表现良好，能配合老师进行创编。而实验班有 10名学员

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创编，加上表 3中获得优秀的 6位，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在创意素质

上表现优良。可见，情境教学法在发展学生创意素质方面有着不错的效果。 

 

 

 

 

 

 

 



表 5 各项目考核中等的人数及百分比 

 考核内容                 对照班        实验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武术基本功             4       15.38%       7   26.72% 

  套路完成情况           6       23.08%       6   23.08%   

   出勤率                 7       26.72%      0      0% 

   课堂表现               13      50%            4      15.38% 

   创新意识               8       30.76%         6      23.08%  

表中可以看到，出勤率实验班都在中等以上。在创新意识上，对照班中等的学员多于实

验班，有部分同学在创新意识还很薄弱，甚至完全不知道怎样创新。而实验班的大部分学员

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创编。 

表 6 各项目考核合格的人数及百分比 

 考核内容                 对照班        实验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武术基本功             6       23.08%         4   15.38%  

  套路完成情况           10      38.46%        2   7.69%  

   出勤率                 1       3.85%       0    0% 

   课堂表现               5       19.23%          2     7.69% 

   创新意识               8       30.76%          4     15.38% 

表 6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套路完成情况、课堂表现和创新意识的差距开始拉大。实验班各

项考核合格的数据在减少而对照班仍有不少。课堂表现的数据表明，实验班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明显超过了对照班。而创新意识方面，对照班合格的学生比实验班多了一倍。创新合格的

人数占了整个班的近三分之一。 

 

 

 

 

 

 

 



表 7 各项目考核不及格的人数及百分比 

 考核内容                 对照班        实验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武术基本功              0         0%        0    0% 

  套路完成情况              0         0%        0    0%                       

   出勤率                  0         0%        0    0%                

   课堂表现                0         0%        0    0%               

   创新意识                5        19.23%        0    0% 

本表除了创意意识外，其他数据均为 0。说明在创新意识方面，对照班有 5名同学完全

没办法根据教师的要求去创编武术动作。不能将武术的知识技能灵活运用。 

综合以上的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反应出两种不同教学模式的差异性。除了武术基本功两

班平均分值相近以外。其他四个考核内容的分数差异性都比较大。套路完成情况的考核说明

了，有趣的动作名称比专业的武术术语更方便学生记忆。在出勤方面，通过询问学员及家长

后得知，当天气恶劣或学生身体状况等原因造成学生上课动机动摇时，对照班的学员往往表

现出可去可不去的无所谓状态。而实验班的学生们则表示有一点感冒等不影响正常身体活动

的前提下，仍然愿意坚持来上课，因为怕错过精彩的情境，错过新技能。再从课堂表现来分

析，表中的数据表明，实验班大部分学员的注意力及课堂参与度都较高。如何才能提高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度？优化教学方法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情境教学就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帮助学生尽可能地全程跟着教师节奏来完成教学内容。并且在课堂内，有效地进行创编，

学会武术的创编原则以及将武术动作进行灵活运用。创新意识的考核数据是所有数据里两班

差异最大的。对照班的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几乎没有创新。因为整个学期的教学中，大部分的

时间都是教师教，学生学，师带徒，学技能的过程。课堂显得比较死板，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没有办法得到体现。但情境教学下的实验班则截然不同。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期 15

节课内，有 4 次大情境体验。需要学生去角色扮演去创新去 PK。而且每节课的动作都用生

动形象的名词来表示。又是一次次小情境的体验。教师会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去

自主创编和改善动作。学习动作利用情境教学模式的学生在学习过程能有效的进行自我纠正

练习，较好的学生还会去主动指导相对落后的学生动作。从实验结果来看，情境教学带来的

优势是远远优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综上所述，实验原假设 HO成立。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1.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引入情境教学的效果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的情境教学是在武术教学环境的基础上，以优化和改善教学环境、

方法为手段将原本枯燥乏味的技术动作练习转化为有趣的情境体验，使教学内容故事化。老

师、学生都分别在情境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在不同场景、不同的音乐陪衬下，融入到角色

中去。学生跟着教师精心设计的情境，一步步顺利向下进行。既学到了技能、又在各种不同

的场景下体验着不同的角色，丰富了学生的情感。所以，情境教学法是让学生得到了全面的

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 

2. 情境教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 

    情境教学一改以往师带徒，只教学生技术动作的传统教学方式。教师在课堂中起到主导

作用，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合作

能力等。以语言描绘情境、以直观的形象演绎情境、以多媒体技术再现情境、以音乐渲染情

境、以演练体会情境。情境教学下的学生对于学科的兴趣更为深厚，诱发其学习的主动性。

情境教学以武术技能为基础，强化感受性；着眼发展性，培养思维的创造性；渗透教育性，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 情境教学法能有效地改善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效率 

通过情境教学能有效地避免由于物质环境单一造成的课堂氛围枯燥，营造出积极的课堂

气氛，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实验的实施过程中，通过课堂观察可以看出：情境教学

促使产生积极的课堂氛围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积极参与、教学效果紧凑高效。 

4. 情境教学运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儿童武术套路教学中有利于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和提高。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

练”的同时，培养其创新意识、小组合作等综合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总成绩。  

（二） 建议  

1.构建更合理的符合儿童武术套路教学的情境教学和评价体系 

  要构建合理的教学模式：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合作学习模式；再次通过“创设情

境—引入情境—体验情境—拓展情境—再现情境—总结”与合作学习模式融为一体的教学方

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利用学生喜爱的武术人物或电影电视情节,老师通过认真备课，

将其转化为情境教学法的元素。 



  情境教学渗透到儿童武术套路教学后，整个评价体系不能再是纯以技能考核为标准的单

一评价体系。而应结合学生的出勤率,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创新意识等综合能力各方面做

出全面的、合理地评价。合理的评价体系还能促进学生积极心态的形成,达到健身、娱乐和

终身体育意识。 

2. 情境教学中要注重因材施教及合理掌握教学分寸 

  在情境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当教师给学生创设一个情境让学生去体验时，每个学生

的反应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在情境教学下不同学生产生的不同反应，教师要因材施教。

可以让进入情境节奏偏慢的学生担任副组长的角色，让其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快速地参与进

来。或者设置有时间加分的环节。即快速按照教师要求完成的队可加分；而对于那些容易“嗨

过头”的学生。可采用动静结合，快慢相间的动作、节奏，变换情境地来进行学练。努力实

现情境教学中的“角色”互动。情境教学活动中角色选择的差异性问题造成有些人会成为情

境中的“主角”,有些人会成为情境中的“配角”,而其他人只能是“观众。教师要合理分配

学生的“角色”,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参与,有自我展示的机会。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

同学间在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相应启迪与促进,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这部分同学因“角色”

差异而导致的情感障碍和学业滞后。这里就涉及到了以下的第三点建议。 

3. 情境教学中的情境可多样化、形式可多变 

实验中我们看到的情境基本是一节课中一个小情境，一个学期下来贯穿一个大情境。

这是在探索阶段。在今后的儿童武术套路中采用情境教学时，可一节课中穿插多个情境，让

学生多一些体验。但是一节课内的多个情境必须考虑到教学内容，要环环相扣，要重视知识、

技能以及整个课堂的完整性。其次，目前武术课堂中所涉及到的情境基本是由老师直接设定

或者是教师在了解学生喜爱后经过加工创设的。在今后的情境教学中，教师不妨大胆放手让

学生去创设情境，扮演角色。可以通过小组讨论、投票等方式来选择学生喜爱的情境和人物。

可以在一次课中确定下一节课的情境、人物，也可以根据教学情况临时增设或变换。这样，

更能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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