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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体瑜伽秉承古典瑜伽的练习原理,开创性融入现代女性追求时尚美的心理需求,融入现代形
体雕塑的艺术形式,使形体瑜伽练习形式丰富多彩。普通高校开设形体瑜伽课程旨在增强大学生身体素
质、塑造外形、提升个人气质、增强心理健康水平、养成终身体育的运动方式。虽然形体训练与瑜伽
为两种不同的运动项目,但两者均通过拉伸、力量、控制来达到塑形的效果,而且对于当代多数大学生而
言柔韧素质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但形体训练和瑜伽很多动作是在柔韧素质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两
者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形体训练中压腿、压胯、拉伸等一系列手段提高柔韧素质,从而提高瑜伽动作的规
范性,可以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普通高校开设形体瑜伽课程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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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dy yoga adheres to the practice principle of classical yoga, pioneering in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modern women in the pursuit of fashion and beauty and the art form of modern body sculpture, to make the body
yoga practice form rich and colorful. The purpose of offering physical yoga courses in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enhanc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shape their appearance, enhance personal temperament and
mental health level, and develop lifelong sports methods. Although the physical training and yoga are two different
sports, both of them achieve the shaping effect through the stretching, strength and control, while for most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flexi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to overcome, but many of the
physical training and yoga movement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flexible quality. Therefore, the two have a role
in promoting. Through a series of means of leg pressing, hip pressing, and stretching, the flexible quality can be
improve, so a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yoga movements and achieve better exercise effect. The two are
complementary, and it is completely feasible for ordinary colleges to set up body yoga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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