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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是在生理素质的基础
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
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
的。先天的遗传因素，是个性发
展的自然前提。而后天因素有
社会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其
中，教育因素在人的个性发展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体育教
学中，学生不象在其他教学中
那样，被固定在课桌前，而是拥
有一个广阔的空间领域，可以
尽情游戏、运动和竞赛，他们的
身体直接参与活动，其思维活
动与机体活动紧密结合，因而
个性也就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示
与发展。

一、体育教学发展规律学
生个性的理论依据体育运动在
培养青少年个性方面起着独特
作用，这是因为：

1、体育是人的独立行为活
动，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研究
个性不能离开活动”，人的“个
性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先于人的

活动而存在的，个性也和人的
意识一样，产生于活动”。体育
活动中，青少年是活动的主体，
他们可以在一个较为广阔的领
域中尽情游戏、运动和竞赛，他
们的个性即可以充分地显示出
来。可以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发
展。

2、在体育运动过程中，身
体运动施加给机体感受器的刺
激会在大脑中引起主观意识感
受，即心理感受。如果在一段时
间里，机体反复多次地感受某
种运动形式，就会在个性上形
成一种相关稳定的心理特征。

3、体育运动是陪伴青少年
终身的一项活动。体育运动与
人的密切程度往往超过其他活
动，因此它对人的个性的塑造
是长久的和起稳定作用的。一
方面个性有选择活动的作用，
另一方面运动又在改造着个
性。尤其是对人的性格意志、情
感等心理特征和观察判断、思

维等智力都起着重要的积极作
用。

4在体育教学中学生们不
仅可以广泛地参加社会交往活
动，提高对社会的适应性，得到
他人的尊重，还可以从体育运
动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满足
自我实现的需要，从而证明自
己的能力，增强其自信与自尊，
使个性得到充分的调整和发
展。

二、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如
何发展学生个性

1、必须认真识别每个学生
的个性，在体育运动中，学生最
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合群与
孤僻、好动与好静、善斗与怕
事、粗暴与文静……都可以一
览无遗。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
思考、分析。只有在认识学生的
基础上，才能施加引导和教育。

2、承认个性差异的存在。
由于学生的个性不同，在体育
运动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运

动能力以及运动量的负荷也不
一样。因此，对学生的要求不应
强求一致，而应分类施教。

3、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意
识。自我是意识的核心内容，标
志着个性的形成与发展的水平
程度。在体育运动中，支配学生
身体运动的自我表现意识，渗
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道德和民族精神等因素的影
响。作为教师应该有目的地培
养他们的自我意识，用高尚的
社会影响因素作为支配他们参
加体育运动的内驱力，为个性
的发展规律创造一个理想的环
境。

4、在体育活动中渗入心理
训练。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学生
心理施加影响，是身心达到最
佳状态，以满足提高运动技术
水平和增进身心健康的需要。

5、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注意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尽可能地
让他们独立进行活动，并提供

更多的自由，变学生从事体育
活动的被动驱使为主动追求。

6、建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环
境。首先应建立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良好关系。其次，教材的选
用应生动有趣，适合学生的特
点，引导学生在体育运动中锻
炼自己的性格。以体育活动为
媒介培养学生道德感、理智感
和集体荣誉感。

综上所述学生个性的发展
与良好的体育教学是分不开
的。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
段，更能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
马斯洛的名言：人的个性发展
的最完善、最高级的形式，就是
健康的个性。2 1世纪的竞争是
人才的竞争，塑造新型人才是
体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应以它
特有的教育环境、教育方法、教
育规律和教育效果，发挥出育
人的特殊作用。

张店区科苑小学 李允杰

探探究究体体育育课课堂堂中中的的个个性性发发展展

淄淄博博赴赴东东南南亚亚游游未未见见退退团团情情况况
旅游从业者认为，上述线路较为成熟，马航失联影响不大

1 .根据美国飞行安全专家
整理出来的“ 1 0大飞行安全守
则”，乘客们在安排飞行班机
时，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选择
直飞班机”。统计数据指出，大
部分空难都发生在起飞、下降、
爬升或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
减少转机也就能避免碰到飞行
意外。

2 .在选择飞机机型方面，应
该选择至少30个座位以上的飞
机。专家指出，飞机机体越大，受
到国际安全检测标准也越多、越
严。

3 .熟记起飞前的安全指示。
飞行安全专家表示，各种不同机
型的逃生门位置都有出入，乘客
上了飞机之后，应该花几分钟仔
细听清楚空服人员介绍的安全指
示，如果碰到紧急情况，才不会手
足无措。

4 .近来越来越多乘客为了
节省等领行李的时间，喜欢把
大件行李随身带上飞机，这却
是不符合飞行安全的行为。如
果飞机遭遇乱流或在紧急事故
发生时，座位上方的置物柜通
常承受不住过重物件，许多乘
客都是被掉落下来的行李砸伤
头部甚至死亡。

5 .随时系紧安全带。在飞机
翻覆或遭遇乱流时，系紧安全带
能提供乘客更多一层的保护。

6 .意外发生时，一定要听从
空服人员的指示。

7 .不要携带危险物品上飞
机。

8 .咖啡、热茶这些高温的饮
料，都应该让受过专业训练的空
服员为乘客服务，乘客自己拿这
些高温液体的话，经常会发生烫
伤意外。

9 .不要在飞机上喝太多的
酒，由于机舱内的舱压与平地不
同，过多酒精将使得乘客在紧急
时刻应变能力减缓，丧失逃生的
宝贵机会。

10 .随时保持警觉，飞行安全
专家指出，意外发生时机上乘客
应该保持冷静，在空服人员的指
示下尽快离开。

10大飞行

安全守则

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型客机
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
京，中途失联，至今杳无音
信。机上载有239人，其中
153人来自中国大陆，1人
来自中国台湾。记者从淄
博几大旅行社了解到，至
今未见赴新马泰旅游退团
情况，马航失联事件未对
淄博市民赴东南亚地区旅
游产生影响。

12日，淄博青年旅行社总
经理马英告诉记者，马航失联
事件暂时还没有对淄博旅游市
场产生影响，即使是赴东南亚
地区的旅行团也不会产生大的
影响。她说，春节过后的这一段
时间，东南亚旅游会迎来淡季，
而且，新马泰等东南亚旅游线
路已经成熟，游客数量稳定，不
会因为类似偶然事件发生太大
变化。

“国内比较长的假期就是
学生的寒暑假、十一国庆节和
春节，而东南亚线路一般都是
10天左右，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市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东南
亚旅游，旺季一般是在暑假和
寒假。”马英告诉记者。

“淄博去东南亚旅游的线
路已经比较成熟，客流相对稳
定。有的之前已经报团的，也没
有退团的情况，都是按正常日
程的安排出游，所以这个事件
对旅游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淄博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总经
理苏磊介绍。

苏磊告诉记者，现在国内
的旅行社推出的都是“新马泰”
线路，几乎没有推出单独马来
西亚一个国家的旅游线路。

记者了解到，从淄博到东
南亚的游客，几乎都不是直飞
马来西亚，而是先到泰国或者
新加坡，然后再转机到马来西
亚。旅行团一般都是选用国航
或者新航的客机，几乎不乘坐
马航的航班。

淄博赴东南亚

几乎不乘坐马航

记者从旅行社也了解到，
这次飞机失联事件，对整个东
南亚的旅游也不会产生太大
影响，毕竟这只是个偶发的事
件。“短期内会给民众带来一
定的恐慌，但是长期看，不会
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

据了解，虽然马来西亚

等东南亚国家向来都是中国
游客出境游的热门国家，但
是，相比较而言，这条线在淄
博并不是很热门，“在淄博，
新马泰这条线并不像韩国、
台湾、港澳等线路那么热门。
游客也一直很平稳，近期没
见太大变化。”马英说。

据马英介绍，对出境旅游

产生影响的最大因素还是当
地的治安以及政治形势。她
说，前段时间泰国的内乱就对
旅游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悉，近期，东南亚地区
的旅游价格也没有出现较大
波动，新马泰11日游目前的价
格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和
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由于飞机至今没有下
落，各种说法都有，部分市民
对航空出行还是产生了一些
担心。记者随机在街头采访
了多位市民，其中就有人表
示，出了这事情后，对乘坐飞
机会有一定的恐慌，如果需
坐航班出行会慎重考虑；但
多数市民都还比较理性。

“坐飞机肯定会有心理
阴影，但是大部分航班还是
安全的。我看过有关新闻报

道，说数据显示，飞机是最
安全的交通工具，所以如果
需要坐飞机，自己还是会选
择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
者。

记者从鲁中候机楼了
解到，近期，从淄博出发乘
坐飞机的旅客并没有明显
减少，失联事件对淄博市民
乘飞机出行产生的影响不
是很大。而记者从部分旅行
社也了解到，最近咨询出境

游的市民也基本和去年同
期持平，不同的是，大家对
飞行安全的咨询比以前多
了。

“其实通过这个事件，市
民安全意识提高了不少，飞
机出事具有偶然性，可能在
短时间内对航空出行有一定
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不
会对旅游、航空产生大的影
响。”淄博青年旅行社总经理
马英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李超

从淄博出发乘坐飞机旅客未见减少

新马泰线路价格与去年同期持平

由于处在旅游淡季，前来淄博某旅行社咨询的游客很少。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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