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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太极拳运动逐渐普及。太极拳运动在高等院校中的发展也日益形成良好趋势,参加

太极拳运动的学生与日俱增,高校太极拳课程也逐步被广大学生所接受。但在众多高校开展太极拳课程中也可以发现,部分学
生仍然存在课上被动学习、课下不去练习的尴尬情况。本文对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对学校课程
现状、学生参与动机、师资职称结构等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我区高校太极拳教学的现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得出
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为我区今后更好的开展太极拳教学提供可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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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aijiquan exercise has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 The development of Taijiqua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forming a good tre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aijiquan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college Taijiquan course is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However, in many Taijiqua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some students still have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passive learning in class and not practicing
under the cla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jiquan teaching
in Inner Mongol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duct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 curriculum, stude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teacher title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jiqua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district, the specific analysis
show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aijiquan teaching in our district.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ijiquan teaching
前言

拳运动发展的最佳途径,为促进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运动良性

太极拳作为一种重要的健身手段,它对增进人体的身心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健康,发展智力,培养坚忍的意志品质,都有独特的作用。近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太极拳运动在高等院校中的

1.1研究对象

发展也日益形成良好趋势,参加太极拳运动的学生与日俱增,
高校太极拳课程也逐步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本论文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5所高校的教师和学

但在众多高校开展太极拳课程中也可以发现,部分学生

生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抽样调查学生均为大一到大

仍然存在课上被动学习、课下不去练习的尴尬情况。大部分

四学生,共计300人,其中男生162名,女生138名。教师14名。

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只是机械性的完成太极拳课程的基本内

1.2研究方法

容,对于太极拳运动的攻防含义与真正作用没有针对性的了

1.2.1文献资料法

解。而且部分高校只开设了太极拳课程,没有理论层面的讲

对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合,阅读有关太极拳运动方面

解,学生学起来较为枯燥、乏味。

的论文、报刊、书籍,并及时了解太极拳运动的研究动态,

因此,针对高校太极拳运动开展情况出现的诸多问题,
本文以实践为基础,拟以内蒙古5所高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运动开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当前高校太
极拳教学、课余活动建设等方面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
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寻找太极
16

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以内蒙古5所高校为研究对象,提出相关的问题,通过调
查得出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运动开展现状以及影响因素。
1.2.3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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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论文需要,通过访谈方式5所高校的领导、教师和学

表3

影响内蒙古高校学生参与太极拳运动主要因素一

生进行面对面或电话访谈,了解高校太极拳运动的开展现

览表(多选)

状、发展及存在问题,获得更为可靠的信息。
1.2.4数理统计法
本论文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所获得的有效问卷进行
数据统计与分析。
2 调查结果与讨论分析

影响因素
校园太极拳气氛

百分比

排名

89%

1

对太极拳了解不足

76%

2

缺少指导教师

52%

3

学习压力大(时间紧)

24%

4

认为不合适

22%

5

其他

18%

6

2.1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学开展现状
2.1.1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课开设情况

2.3内蒙古高校太极拳师资队伍基本现状

调查显示,5所高校太极拳课开课率为100%。可以看出,

2.3.1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师专业、学历、职称情况

内蒙古太极拳课程开设情况比较乐观,这给学生提供了解太
极拳运动、学习太极拳技术的途径,表明了太极拳项目在高
校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表1

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课开展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内蒙古高校太极拳师资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学校配
备的太极拳教师人数有限,难以满足学生学习太极拳的需
要。从事太极拳教学的教师以本科学历为主占57%,硕士学
历水平的占29%。职称大部分为讲师占到50%,其余职称则只
有少数。

教学班级数量

平均每班人数

内蒙古大学

大一年级

50

2.3.2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师年龄、教龄情况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大一、大二年级

58

对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师年龄构成的调查结果显示：30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大一年级

52

岁以下的教师有8人,占57%；中年教师占36%。由此可以看出,

内蒙古师范大学

大一、大二年级

54

内蒙古高校太极拳教师队伍是以青年教师为主体,大部分从

内蒙古财经大学

大一年级

45

教2-5年。
表4

2.1.2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课效果满意度
在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对目前太极拳课程开设现状认
为满意的占调查总人数的34%；感觉一般的占多数,为42%；
不满意的有48人,占调查人数的24%。可见内蒙古高校太极拳
课的效果是不容乐观的,学生对于太极拳课程的开设还存在

年龄
30 以下

人数

比例

教龄

人数

比例

8

57%

2 年以下

5

36%

30-45

5

36%

2-5 年

7

50%

45 以上

1

7%

5 年以上

2

14%

一定的质疑。
表2

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的年龄、教龄情况一览表

2.4内蒙古高校学生对太极拳运动的认知情况

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课效果满意度情况一览表
不满意

2.4.1内蒙古高校学生对太极拳运动的了解情况和信息
来源

满意

一般

人数

70

85

48

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对太极拳运动非常了解的占13%、基

比例

34%

42%

24%

本了解的占64%和不了解的占23%。可见内蒙古高校学生对太

2.2内蒙古高校太极拳课外活动开展现状

极拳的了解情况良好,一点不了解的只占少数。

2.2.1内蒙古高校学生进行课外太极拳活动的特点
根据调查得出,内蒙古各高校学生在余暇时间里进行太

13%

23%

极拳运动的仅占29%,而有71%的学生在余暇时间里不进行太
极拳运动,这说明参与到其中的学生还是占少部分的,太极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不了解

拳运动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说明太极拳运动在高校
学生余暇体育中开展并不理想。
2.2.2内蒙古高校开展太极拳竞赛情况

64%

太极拳运动竞赛在内蒙古高校的开展情况并不是想象
图1

的那么乐观,调查显示,只有22%的高校举办过太极拳赛,且

2.4.2内蒙古高校学生对太极拳运动的喜欢程度和动机

参加太极拳赛的学生只占9.6%,相对来说所占的比例很小,
可见太极拳竞赛在内蒙古高校的开展情况很差。
2.2.3影响内蒙古高校学生参与太极拳运动因素

内蒙古高校学校学生对太极拳了解情况比例图

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太极拳运动表示非常喜爱的

影响内蒙古高校学生参与太极拳运动主要因素调查中

占调查总人数的31%,较喜欢占42%。可见绝大部分同学渴望

最大为校园太极拳氛围占89%,对太极拳不了解占76%,缺少

参与太极拳运动并有很高的热情,而对太极拳运动不感兴趣

指导教师占52%。

的学生只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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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因素。
4%
23%

4.4正确引导学生对太极拳认知,营造校园太极拳文化
31%
非常喜欢
较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内蒙古高校学校学生对太极拳喜欢程度比例图

3 结论
3.1内蒙古5所高校太极拳课的运行状况一般,学生积极
性还有待提高,教学内容有待进一步改善。
3.2内蒙古5所高校太极拳课外活动开展情况不容乐观,
很多因素导致学生参与太极拳活动受到阻碍,参与比赛太少,
对太极拳的传播非常不利。
3.3内蒙古高校太极拳师资队伍结构良好。但是专业教
师太少,学历大多本科毕业,需继续深造。
3.4内蒙古高校学生对太极拳的喜爱是不容置疑的,太
极拳在各高校已经逐渐成为学生最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参
与动机良好,但学生还需加强对太极拳运动的的认知。
4 对策
4.1优化体育课程内容,创新课程形式
学校体育主管部门要切实优化高校体育课程内容,在高
校太极拳体育课程上应勇于创新,突出教材内容的特色,合
理调整体育课程结构,根据太极拳课程自身的特点,系统科
学的设置太极拳课程。
4.2加强课余太极拳运动的开展,定期举办太极拳赛事
从各个方面支持学生参与课外太极拳活动,增强校园太
极拳气氛。多开展太极拳活动和赛事,引起学生们对太极拳
的关注从而提高学生的太极拳兴趣。加强对太极拳课外活动
的组织,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
4.3完善太极拳师资队伍建设,做好人才引进工作
教育部主管部门应把加强太极拳师资队伍建设当作基
础环节来抓。要不断的做好培养高水平太极拳教师以及引进
太极拳运动人才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太极拳师资队伍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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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时间,开办各种太极拳培训班,对学生进行技术指导,既可
以加强太极拳教学后继效果,又可以为其他学生提供学习太
极拳技术的机会,从而增加太极拳运动人数。

42%

图2

应加强太极拳运动在课余时间的开展,利用大学生的余

4.5加强宣传,扩大太极拳运动的影响,促进太极拳运动
的全面发展
建议高校有关部门应尝试建立体育运动项目的专门主
页,并根据及时更新网页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的太
极拳运动信息,以能达到加快普及太极拳运动的目的,同时
也要依靠校园广播、校园墙报等传播媒体的积极作用,不断
的更新、传播太极拳运动知识和新闻,从而进一步达到普及
和发展太极拳运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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