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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建设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文化自信，设置中医健身学课程的专业教学和思
政教育双重目标，充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理解中医传统功法和文化自信的相互交融性。采用理论讲
解、现场演示、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积极开展中医健身学课程思政教育，实现学生掌握知识、建立文
化自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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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CM Fitness Course to Highlight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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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TCM fitness course was set up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fully integrat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the integration of TCM skill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was underst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CM fitness course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use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n-site
demonstrati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TCM fitn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

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
中医健身学课程的设置符合从根本上转变“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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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轻预防”思想，真正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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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现代健康理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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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坚持“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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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健身学教学中强化中医健身方法实训与中华

充分探索思政元素，将理论知识上升到德育高度，

传统文化内涵相结合的理念，打造文化自信创新课

将实践课堂结合文化元素，升华教学内容，使理论

堂，着重育才与培德并重，对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

讲解、功法实训与“文化自信”相辅相成。例如，

[3]

中医养生人才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

讲授第一章“中医健身学的发展简史”，从我国现存

1 实现掌握技能和培养文化自信双重目标

最早的气功理论文物资料《行气玉佩铭》的发现[6]，

古往今来，中医健身方法的学习不仅是为了强

到《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用导引按跷来治疗肢体寒

身健体、延年益寿，更有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等对

冷或骨关节病；从战国时期的《庄子•刻意》篇中首

人生境界的追求，中医健身学应将道德修养放在首

见“导引”一词 [7] ，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位，注重以德培功。为此，课程组设置“掌握技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要求中医养生保健知

能”和“培养道德”双重目标，通过课程学习，使

识和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方法的大力普及[8]，

学生掌握中医健身学的基础理论、历史源流和功法

以及《“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在第六章第二

演练，具有运用中医健身学相关知识和技术指导健

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中提到要大力发展群

康、亚健康及患病人群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

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

防复的目的；注意文化自信及道德精神的培养，传

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扶持推广太极拳、

承优秀中医传统健身文化，塑造“欲修其身，先正

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 [9] ；说明中

其心”的道德涵养；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个人生活

医健身文化源远流长，直至今日仍具有指导意义。

[4-5]

方式，保持愉悦的心理状态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

通过梳理中医健身学的发展源流，达到培养文成武
德、贤良方正的中医养生学人才的目的。中医健身

2 探索中医健身学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组基于该课程的社会、文化及体育价值，

学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点见表 1。

表 1 中医健身学课程主要章节思政元素融入点
章节
绪论

课程内容

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案例

中医健身学学科

培养中医养生学专业学生时代责任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强化中医药在

发展的主要任务

和历史使命感，教导学生时刻心系人

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大力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保健

民

方法，推广体现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医传统健身术对疾病康复的作用

八段锦、太

八段锦和太极拳

中医传统健身术服务于广大患者，为

极拳

的功法特点

患者谋健康幸福，鼓励学生弘扬中医
健身文化，坚定学习信心

中医健身学

中医健身对呼吸

中医健身学应做到传承与发展并重，

的现代研究

系统的效应

将古老的中医健身智慧运用到现代疾

钟南山院士谈太极拳与呼吸系统功能康复

病康复当中是学生的责任和使命

3 探讨中医健身学融合思政理念的创新型教学方法

用性价值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并及时调整

课程组秉持“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积极探

课堂授课内容。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实践教学中，

讨“讲授法和直观演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将

让学生在古琴、古乐、练功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课堂教学、现场演示、分组教学、互动交流相结

精深，体会中华文化蕴涵的浓厚深刻的人文精神、中

合，采用以直观演示为中心的多种教学方法，开展

华文化创新性及“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色。

以学生练习实践为主、教师引导和演示为辅的课堂

3.1 教学方法具体内容

模式，教学过程为新课导入、练习巩固、课堂小

3.1.1

结、教学反思。通过教师引入主题、介绍中医健身

操作和中医健身方法分类，具体介绍典型的中医健

方法源流、演示中医健身方法特点、讲解习练要

身方法套路，要求具有实用性、实践性和可操作

领、具体阐述动作要点等环节，使学生熟练掌握中

性，教师进行套路演示，动作要点讲解，常见错误

医健身方法套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积

动作提醒，设计具体教学演示模式，根据学生反馈

极实践训练；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热点，组织课堂

情况调整课程难度。

案例进行讨论，加深学生对中医健身方法的社会实

3.1.2

教师直观演示

学生实践练习

根据中医健身学的锻炼基本

学生进行中医健身方法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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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分析具体中医健身方法动作的功理作用、健身

代医疗和健身方法相结合方面谈谈国家“体医融

实用价值，并结合具体思政案例，培养学生应用中

合”战略开展的相关意义等，引导学生思考，最终

医健身法服务于社会、人民的责任感。

实现以下教学目的：⑴树立中医文化自信，坚定专

3.1.3

由学生来反馈对中医健身方

业学习目标；⑵树立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结

法的内容、特点及易犯错误等难以掌握理解的方面，

合国家方针战略，坚定用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服

为下一步改进教学模式、调整授课方式提供参考。

务于人民的信心。

3.1.4

3.3.2

学生反馈难点

学生社会实践

学生自发组织前往社区中

掌握锻炼要领，培养文化自信

中医健身方

心、中医治未病中心及养生养老机构等进行教课实

法的锻炼要领是整个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可结合具

践，在教学互动过程中，体会中医健身方法的社会

体的示范演示，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技术要领。例

实用价值，培养文化自信。

如，讲到“松静自然”，通过教师配合古琴曲站桩

3.2 教学方式

的演示，让学生直观体会到形体放松与精神放松，
教导学生将课堂学习与

感受思想和情绪的安宁，将“道法自然”“返璞归

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中医健身方法实训技能，激

真”等理念传递给学生，达到“恬淡以养神，虚无

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和能力。

以养志”的教学效果。

3.2.2

3.3.3

3.2.1

训练与实践式教学

问题导向性教学法

基于临床患者养生康复

介绍具体中医健身方法源流，培养学生历史

问题的中医健身方法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

使命感

东汉医学家华佗创制的五禽戏是中国传统

用能力，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研究热情和主动

健身方法之一，由 5 种模仿动物的动作组成。纪录

学习意识。

片《五禽戏》讲述了周金钟、陈静、夏克平等五禽
教师具体指导中医健身方法动

戏传承人，为发扬光大流传千年、享誉中外的文化

作演练，学生反馈难点，通过互动式教学，及时纠

瑰宝，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不懈努力和奉献的故

正学生错误，提高学生中医健身方法习练水平。

事。通过组织学生观看《五禽戏》，引导学生了解

3.2.4

中医健身方法的文化价值，追求身心和谐、进而进

3.2.3

互动式教学

视频辅助教学

通过观看八段锦、太极拳视

频，钟南山院士讲解太极拳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视

入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

频等，以及中医健身方法宣传片，使学生更直观、

3.3.4

深入地了解中医健身方法，掌握中医健身改善人体

史悠久的中医健身养生文化是世界医学宝库的重要

健康的知识点。

组成部分。通过教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积极

3.3 思政元素融入中医健身学课程

推动中医健身文化走出去的讲解，使学生树立文化

3.3.1

了解中医健身方法悠久历史，树立文化自豪

传播意识，掌握国家“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对提高

中医学将导引术应用于疾病的康复治疗历史悠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久。“导引”一词始见于《庄子•刻意》，“吹呴呼

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推介更多饱含中国元素、彰

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

显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传统健身文化。

感

[7]

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道引”

培养学生文化传播意识，定位人生价值

历

4 小结

即导引。《吕氏春秋•古乐篇》有“昔陶唐氏之始，

文化自信蕴含“崇尚和谐”“天人合一”“团

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

结互助”“止戈为武”的思想，与中医传统健身法

[10]

。

理念同根同源，通过将文化自信融入课程讲解中，

提出舞与导引相关，习练导引有宣通气血、通利关

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立德树

节的功效。历代都有关于导引的相关描述，如长沙

人”。从《诸病源候论》具体记载运动疗法对疾病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谱绘制了包括弯腰、前

的医疗康复，到历代医家结合导引、吐纳、意识调

屈、拧转、拉伸、马步等导引术的基本动作，明代

整治疗疾病，再到“体医融合”“运动是良医”等

《普济方》有论述导引与治疗疾病的记载，《诸病

观念的提出，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学习和感悟，使学

源候论》《养性延命录》将导引术与药物、按摩、饮

生坚定学好本课程的信心。

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食疗法相结合以治疗疾病。教师提出问题，如从中

中医健身学课程的教育理念是将传授中医健身

医健身方法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哪些感悟，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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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术与文化自信相统一，把练功与个人修养融
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彰显中医健身学课程
的文化底蕴与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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