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武术段位制？
武术段位制是国家体育

总局设立的一项以广大武术
锻炼者为对象， 全面评价习
武者武术水平的等级制度。
武术段位制的项目， 是以段
位等级层次清晰与技术元素
循序递增相统一、 个人单练
和两人对练相一致的结构，
编制成统一的考试内容和评
价标准。

学校设立考点需要具备什么
条件？

每个学校要有1名高段
位（7至9段）和4名中段位（4至
6段）考评员教师，才能自行
考核学生的武术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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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观察·校园健身

“学有所得，练有所用，考
有所求，比有所乐”

12月4日上午， 久违的
阳光让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体育场上一片欢腾。
在锻炼健身的队伍里，一群
练武的学生，特别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这是高三年级的一堂
武术课。31名学生在体育教
师邓素的示范、 指导下，学
习段位制长拳二段的内容。
上课伊始， 邓素先行抱拳
礼， 随即双拳抱于腰间，31
名学生在口令下也跟着齐
刷刷抱拳甩头。相互行过抱
拳礼后，邓素带学生们学习
了长拳二段的基本动作：跃
步劈掌，马步架冲拳，提膝
亮掌……

这天下午，长沙市芙蓉区
育华小学上演了同样的“拳脚
功夫”：十几名一至六年级的
小学生利用课间休息， 跟着
体育老师张柯复习段位制
长拳一段的套路拳法。

今年4月， 国家体育总
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开
封举行2014年全国武术段
位制推广工作会议，拉开了
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计
划”的大幕。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
国武术协会主席高小军在
会上指出，段位制是推动武
术标准化传播的载体，要让
习武者“学有所得，练有所
用，考有所求，比有所乐”。

按照计划，中小学校被
列为推广工作的主要阵地。
体育总局要求，小学三年级
以下普及趣味武术（段前
级）， 小学四至六年级、初
中、高中，依次优先普及武
术段位制长拳一段、 二段、
三段。

湖南省是首批学校武术
段位制推广的六个试点省份

之一。10月16日，省体育局和
省教育厅联合发文， 将师大
附中、 育华小学等184所学
校列为全省实施国家校园
武术段位制试点单位。11月
3日， 湖南师大附中的武术
教师尹庆元从全省试点工
作启动仪式上领回了授牌。

“树立习武的目标， 在达
到目标的过程中获得荣
誉感”

40分钟的课程上不到
一半，师大附中学生们的额
头上已经冒出细汗，在阳光
下闪烁。站在一旁做指导的
尹庆元介绍说，武术可以锻
炼习武者的身体和意志。武
术中的一招一式，对增强人
的柔韧性、协调性和爆发力
很有帮助，“学过武术的人，
学其他的都很快”。

实际上，在师大附中和
育华小学，武术已不是一门
新鲜的课程。

育华小学从2002年5
月起就开展了武术教学。副
校长章曦文介绍说，学校当
时已通过与湘雅二医院的
合作，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
的特色教学，为了让孩子们
身心全面发展，时任校长文
慧把教学改革的目光瞄向
了武术。三年之后，育华小
学被正式确立为“长沙市体
育传统项目学校”。

师大附中学生的“拳脚
功夫”，则是从2007年“耍”
起的。当年，该校对体育课
程进行改革时，将武术作为
一门选修课纳入了课程体
系，“使每位学生通过两年
半的模块选修学习，掌握一
至两项体育技能，并终生受
用”。 为了增强校园的武术
氛围，学校每年都举行武术
大赛，每年的体育节开幕式
上都要进行武术表演。一届

届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接
受武术的熏陶和成长。“上
届的长沙市文科状元钱垠、
上届学生会主席、这届学生
会主席都是爱好武术的孩
子。”尹庆元举出了几个“学
霸”的名字。

今年10月，武术段位制
来了。两所学校凭借多年的
武术教学经验，成为我省武
术段位推广试点学校。

段位制试点对校园武
术会带来什么变化？育华小
学派张柯赴西安学习全国
武术段位制套路，学成归来
后利用社团活动课、体育大
课间及武术课在全校师生
中进行段位制推广。在师大
附中，段位制对教学课时设
置没什么影响，尹庆元告诉
记者，“学生以前就学过长
拳，现在不过是把技术动作
统一了，把武术考核的标准
定了下来。 像跆拳道一样，
每一段都有固定动作，学生
按照固定动作一级级地学，
一级级地考，树立习武的目
标，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获
得荣誉感， 培养积极向上、
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段位制不是要培养
武术家和专业运动员，“是
要学生掌握一个健身的方
法，培养他们对武术的兴趣
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尹庆
元强调说。

缺乏考评员是推广工作
遇到的主要困难

11月20日上午， 尹庆
元和邓素在师大附中听了
一场讲座，做讲座的是湖南
省体育局副巡视员、省武术
协会主席陈正培。他对师大
附中的武术教学工作提出
了指导意见和要求———武
术段位制推广开始后，这成
了他的一项主要工作。

武术段位制走进湖南校园
百万学生将常年习练武术

“棍扫一大片，
枪挑一条线，身轻好
似云中燕，豪气冲云
天……”还记得屠洪
刚这首让人热血沸
腾的《中国功夫》吗？
还记得您小时候看
过电视里的江湖侠
客后，就把手中的树
枝当刀剑、把身边的
小伙伴当你家“独门
武功” 的“传承人”
吗？每个少年心中可
能都有一个武侠梦，
如今，这个梦想就要
照进现实。

今年4月， 国家
体育总局联合教育
部启动了全国武术
段位制推广工作“十
年计划”。 中小学作
为推广工作的重中
之重，在校园里刮起
了一股习武之风。长
沙市一中、 长郡中
学、开福区中岭小学
等2013年曾参与本
报“挑战21天”活动
的学校，也成为我省
武术段位推广试点
学校。如何助推“武
术旋风”促进校园健
身教育？近日，“挑战
21天”特别观察报道
小组走进我省推广
试点学校，近距离观
察武术段位制给校
园体育带来的变化。

11月25日至27日，陈正
培去北京参加了2014年全
国武术段位制工作会议。提
及湖南省的推广工作， 他在
电话中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 缺乏考评员是推广工作
遇到的主要困难。

陈正培说，按照《湖南省
校园武术段位制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 在2014年至2015
年的试点时间内， 湖南要在
全省培养800名武术段位指
导员、800名武术段位考评
员和培养100万人的常年武
术段位习练学生队伍。“现在
全省有352名考评员， 但绝
大多数是管理类的， 只有少
部分是技术类的。 考评员的
质量比较低。”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今
年9月到明年9月间，省体育
局将举办3—4期全省武术
段位指导员、考评员培训班，
培养1000名武术教师。今年
12月底之前，第一批骨干将
培训完毕， 届时他们会被分
到各个县的试点学校， 去指
导当地的武术教师。

尹庆元、邓素和张柯，都
是在去年考取成为段位制指
导员和考评员的， 都是中段
位， 具备考核学生武术段位
的资格。尹庆元给记者透露，
师大附中和育华小学正在申
请成为自行考评点。

中国武术协会主席高小
军在全国武术段位制工作会
议上提到， 武术段位制推广
“十年规划”已经纳入国家体
育发展战略， 武术段位制的
全面推进将让武术运动迎来
更好的发展机遇。今年11月，
育华小学已有23名武术队的
学生在全省首次考取了段位
制长拳一段。今年12月，全省
首批获得武术段位的普通中
学生有望在师大附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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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堂武术课上，邓素（右）给学生示范长拳招式，段位制的推广，将让武术这门国粹发
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