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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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方圆３２５０
平方公里，
山川交错，
峰岭连绵，
海拔１０００
米以上，主峰“神农顶”海拔 ３１５０ 米，为
华中最高峰。山中林密谷深，动植物资源
极其丰富，
是一个非常好的野外生存生活
训练的基地。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根据全国教育科学“十
五”规划课题《拓展高校体育课程，促进
学生身心发展——在高校中开展野外生存
生活训练的实验研究》
的整体规划和总课
题的具体要求，
我校参与了神农架实验基
地的实践活动。作为实验队的教师，我们
有幸参与活动的全过程，
亲身经历了野外
生存生活训练，
体验感悟到该活动的魅力，
并从中引发了一些思考。
本文通过实验活动的实践体验和理性
感悟，探索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内涵，并
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以推动大学生野外生 “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
⑥
存生活训练的进一步发展。

孙麒麟 姚 武 毕宁博

一、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体验
神农架实验活动从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８日至
１１ 月，历时 ６ 个月，我们设计了“前期准
备”、
“野外实践”和“后期总结”三个阶

穿越神农架
——上海交通大学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实验研究

段，以保证活动的整体性、
规范性和教育
性，
实现实验活动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
１．前期准备
（１）组织队伍
组织一支精干的队伍是确保实验任务
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
我们在选拔学生中

进修，
并请了具有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专家

存生活中，
“ 负重行走”扮演着重要的“角

坚持下列基本条件：态度积极、
家长支持、

到校讲课，
传授常识和技能。

色”
。从进山的第二天开始，
陡峭的山路就

体能好、肯吃苦、能协作，并具有在团队
中承担某方面任务的能力。
同时，
根据
“择

逐渐增多，
不少山壁甚至与地面形成７５～
２．野外实践

８０的角度，
有的能行走的路面只有１５厘米

优录取”
的原则，
采取了有效的选拔办法：

根据计划安排，实验队按期走进“神

左右，
而且上下山壁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

１．自我淘汰。在整个训练时期，如有一次

农架”
原始森林，
开始了野外生存生活。
这

植物，
如果不小心滑下山壁，
即使不死，
也

没能参加训练，
或记录不完整者即为自动

短短的七天七夜，
这群生活在
“象牙塔”
的

难免被树枝和藤条划伤。
对于从小在城市

放弃。
２．
形体、
体能和心理测试综合评价。

娇子们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艰难磨练，
遭

中长大的学生来说，
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

由于采取选练结合，逐步淘汰的方法，使

遇了从未遭遇过的严峻挑战，跋山涉水，

山，更别说走如此险峻的山路了，况且还

选拔队伍在训练过程中逐步缩小，
最后确

风餐露宿，饱尝“野外”的滋味，体验“原

背负１５～２５公斤的行囊！在整个行程中，

定了２１名正式队员。

始”的真谛，感悟生命的珍贵，强化生存

大家都无心光顾周围的美景，
只见陡峭的

（２）强化训练

的能力。负重行走、穿越丛林、溯溪涉水、

山路和前人的脚跟。多日下来，甚至觉得

队伍确定后，
在校园里组织了一系列

搭绳过涧、攀岩、岩降、过吊桥……在与

走平路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的模拟体能训练和心理训练。
为了发挥学

大自然的抗争中，心灵得到了净化，体能

和个人练习相结合的方式，
把更多的任务

产生重要的影响。

分配到小组去完成。
同时针对我校野外生

（１）负重行走

（２）溯溪涉水、搭绳过涧、丛林穿越
生自主独立的作用，
把他们分成四个小组， 得到了锻炼，
神农架的水特别多，
不时挡在我们的
生存和协作能力得到了空前
由学生自主选定组长，
自我确定队名、队
别看溪水清澈见底，
却冰冷刺骨，
处
的提高……这一切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 面前。
训、队歌。同时采用集体训练、小组练习
处蕴涵着危险，稍不小心就会滑倒，甚至
必将成为他们宝贵的财富，
对他们的一生

存技能的
“盲区”，
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和

在 ７月１８日～７月２５日七天的野外生

被水冲走。
涉水时，大家一个拉一个，男女相间
地“一”字排开趟过去。面对着急流，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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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踩着高低不平且滑溜之极的沙石，
相互

背驮“弱者”。到了营地，有的搭帐篷，有

课堂的、竞技性很强的跑、跳、投、攀爬、

紧握着双手往前趟，
心里便有了最安全的

的准备做饭，有的打水，人人都在各自的

跨越等基本内容，
扩展到社会和大自然中，

踏实，最温暖的感动，最坚定的决心。正

岗位上忙碌，
一切井井有条地进行。

使原有的体育课内容更加知识化、
趣味化、
游戏化、生活化，大大地拓展体育课程的

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扶持，使我们走过
了一条又一条急流险滩。

３．后期总结

内容、方法、时间和空间。同时该课程还
融入了心理学、管理学、运动医学、地质、

遇到太深的水时只能靠搭绳过涧了，

后期总结是巩固成果，
扩大效应的过

此时的难度与强度远远超出以往的训练，

程，我们通过个人、小组和集体总结，让

尤其沉重的行装直往下坠，
只感到人要掉

在激发
学生们终于明白野外生存生活的真正涵义。 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教育手段之一。

到水里。

那过程中包含着的苦，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学生对野外活动的兴趣基础上，
着眼于学

丛林穿越时，不少人被蚂蝗叮咬，
据
不完全统计，
５０％以上的人与蚂蝗
“亲吻”
，

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技能，
成为培养大学

根本不会体会到，而苦之后的乐，却又只

生综合素质培养，
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生

有亲历者才得到的最无价的收获。
这是一

存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其中龚令宙同学先后被１４条蚂蝗光顾。
曾

生的财富。一步一步，互相扶持，多险多

活方式，
培养团结合作、
勇于竞争的意识，

经娇贵和脆弱的队员们，
这时都无比坚强，

远的路都坚持过来了：这是对胆识、体能

形成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创新的精神。

扯下蚂蝗，继续行走，丝毫不让伤病影响

的磨练，
漫漫长路中，
很多次的筋疲力尽，

让体育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大大地提高大

活动的进程。

但为了不掉队，咬咬牙，深呼吸，坚持到

学生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整体

了终点；这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

水平。

（３）攀岩、岩降、过吊桥
攀岩、
岩降不但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

过程。每一天都在挑战体能的极限，不断

和技巧的运动，
同时也是对人的胆略的考

地强壮自我；这是一个关爱的集体。
山路

验，需要胆大心细。队员们在前期训练过

难走、水深流激，我们互相搀扶着，共同

程中，都为此付出了不少“血汗”代价。而

进退，
再大的困难难不倒我们拧成了一股

在行程中遇到的山岩又高又陡，
岩降高度

绳的团队。

２．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是开发体育教育
资源的新途径
２００２年８月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要求，
高
校体育课程
“充分利用空气、
阳光、
水、
江、

竟达３０米，周围还布满很多树藤，一不小

短短的神农架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已经

心，就被划得“伤痕累累”。当我们顺利地

划上了完满的句号，我们带回了青山，带

河、湖、海、沙滩、田野、森林、山地、草

战胜悬崖峭壁，
心中的自豪无与伦比。

回了绿水，带回了欢笑，带回了友谊，带

原、雪原、荒原等条件，开展野外生存、生

回了真情。我们带回了信心，勇气，希望，

活方面的教学与训练，开发自然环境资

那条悬挂在深山湍流之间的吊桥，
长
３０米，两边没有任何的护栏，
“ 拦路虎”般

信任，
还带回了我们所想要的，
所缺乏的，

源。
”
体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突破习惯思维和

的延伸着。全队在相互勉励中，一个接一

所珍惜的……一切仍历历在目，
难以忘怀。

传统模式，
不能局限于课堂内、
校园内，
还

个地顺利走过，
体现了良好的心理素质。

回首这些走过的日子，
我们都会被感动、

要拓展到社会和自然中去，
不仅是竞技运

被温暖、被激励。人生漫漫旅途上的波澜

动，还要拓展到学生喜欢的各种项目，不

（４）定向越野
２４日，
队员们进行定向越野的训练，
是

都能被我们看得云淡风清，一笑置之，因

仅是一周两节课，还要拓展到节假日。野

用罗盘、
地图和ＧＰＳ寻找７个插着旗帜的标

为天大的事，置于这浩然的自然中，
都只

外生存生活训练无疑是实现体育课程改革，

志物，并记录每一个标志物的经纬度。没

能是沧海一粟，
渺小而且无足轻重。

开发体育教育资源，
拓展体育教育空间的

想到一些学生的中学地理知识与实践脱节，

如果说一个人的胜利不如我们团队的

有效途径。

很多学生不会使用ＧＰＳ，有的学生连怎么

胜利，那么，２０多人的野外生存生活体验

看等高线地图和使用罗盘都不是很清楚。

一定不如数以百计的人的体验。
为将此收

基本上每组在限定的时间内只找寻到３个

获让更多人的分享，
我们在学校三大校区

左右，
多数组都有走错方向或走错路的经

通过宣传画廊、
演讲团等形式进行广泛宣

传统体育课模式越来越受课堂和校园

历。但学生的兴趣昂然，尤其是在体能大

传，
同时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野外生存生

的局限，
不少大学生流露出：喜欢体育，
但

量消耗后，还是兴致勃勃地走到终点。通

活协会，
将这次参与野外实践的经验通过

不喜欢体育课。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的

过此次实践，
学生在这方面的技能得到大

“帮教带”
的形式，
传授给更多爱好这项运

体育课枯燥单一，
严重束缚了学生的兴趣

动的同学。
“上海交通大学野外生存生活素

发展。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挑战自然，挑战

大提高。
（５）野外生活
队员们在家大多是“衣来伸手，饭来

自我，挑战极限，集体育、探险、旅游于

广的学习交流的空间。

一体，新颖刺激，神秘莫测，符合青年学
生的兴趣和爱好，
对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

二、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感悟

男生，留给教师。有同学不舒服，病了或

力、拼搏精神、团队意识、创新意识、发
展学生个性等方面都会有帮助。
这次实验

教师或组长做，到亲手做饭、搭帐篷、杀
鸡开膛、寻找食物，最后争着把吃的留给

发展的新模式

质拓展基地”网站，为学生开辟了一个更

张口”，很多人不会自己洗衣服、
烧饭，独
立生活能力很差。这次，他们从开始等着

３．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是体育教学改革

１．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是时代发展和人
才培养的需要

活动中学生表现出的空前积极性和超人毅
力，
给我们深刻启示：要还体育的本色，
还

是受伤了，大家赶紧送上水，拿出药，争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作为一种全新的课

学生的好动天性，
在今后的高校体育课程

抢着帮他（她）拿东西，
或在涉水时搀扶甚至

程内容的提出，
把原有的仅限于学校体育

改革中，
要多开设类似野外生存生活训练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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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者必须有意营造活动过程的艰难

它纳入体育课程，
作为体育教学的内容和

存生活训练是对传统体育课模式的有力冲

性和活动环境的恶劣性。
这种艰难性和恶

手段。
该课程可以分成课内教学和课外实

击，为体育课程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有利

劣性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一定的危险性，
营

践，通过教学和指导，提升该项运动实践

于提高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

造过度便使危险性显现，
营造过小又难于

的科学性和理论的系统性。

能力。

达成目标。因此，掌握艰难系数和危险系

这种注重学生能力和兴趣的项目。
野外生

数的合理性是决定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和
４．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是贯彻
“大学生

活动过程的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
为了更

５．努力将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列入到
“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中

好地掌握项目设计的合理性，
保证目标的

由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和全国学联组

由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和全国学联组

实现和过程的安全，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和

织实施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正在全

织实施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正在全

有关高校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安全保障

国部分高校正式启动。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

国部分高校正式启动。
如何克服大学生群

制度，
以确保该项活动健康安全地开展。

以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

素质拓展计划”
的新手段

创造性，让学生在学习中培养团结合作、

体固有的弱点，
强化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是学校教育面临的
新课题。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以野外生存生

３．注重项目设计的知识性、
趣味性和
多样性

活教学和实践为主要手段，
突出学生在学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是一种集体育、
教

勇于竞争的意识，
形成勇敢顽强的意志品
质和创新进取的精神，
达到增进学生身心
健康的目标的一种新型体育课程和社会实

习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途

育、旅游、探险、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

践活动。
要想得到学校和社会的极大支持，

径多样、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等特点，使

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性项目，
在项目设计中

应努力将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列入到学校

学生从中获取生存的基本知识，
养成健康

必须体现它的综合功能，
而不是突出它的

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团结合作、勇于竞

某一方面的单一性能，
否则就会削弱它的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开展野外

争的意识，
形成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创

内在意义，甚至动摇它的存在价值。所谓

生存生活训练时间还很短，
缺少实践的积

新进取的精神，
最终达成增进学生身心健

知识性，主要体现它的体育和教育功能；

累和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认

“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的内容中。

主要体现它的旅游和娱乐功
康的目标。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强调健身性、 所谓趣味性，

识这项运动在大学生中开展的价值和生命

能；所谓多样性，主要体现它的探险和休

力，满腔热情地加以推广，发挥它在“素

炼身体、陶冶情操之余，学会学习、学会

闲功能。建议活动组织者设计项目时，必

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又要以理性的态

生存、学会做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须充分注意知识性、趣味性和多样性，避

度加强对这项运动的实践和研究，
掌握它

全面发展。

免单一、枯燥或走样。

的内在规律，
确保它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促

趣味性和实用性，使学生在增长知识、锻

进它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
开展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

４．创造条件设置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
体育课程

建议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活动适合大学生人
１．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专项师资队伍

群的身心特点和知识层次，
必将越来越受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与高校体育教学中

到他们的青睐。
在大学生中开展此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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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现行的常规项目相比，
无论目标、
内容、
手

必须突出教育价值和教学特性，
严格区别

段，还是环境、设施、过程都有其明显的

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或探险。因此，建议

不同。该项目涵盖的知识与技能，己远远

有意开展这一项目的高校，
从起步阶段就

第一作者单位：
（２０００００）上海交通

超出体育范畴。
对教师的指导作用提出了

要加强组织与指导，并努力创造条件，把

大学

育部和全国学联 ２００２．３

更全面的要求。然而，该项目在我国刚起
步，对于高校体育更是全新的领域，教师
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因此，加
强教师的专项技能和教学能力的提高，
是
大学生开展此项活动的必要条件，
也是此
项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议教育行
政部门和有条件的高校有计划地组织专项
培训班，
为有志开展这项活动的教师提供
实践与学习的机会，
逐步形成一支高素质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２．制定严格的活动操作规范和安全保
障制度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发展目标决定了

２００３－６ 中国学校体育 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