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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碑林区学校武术开展现状进
行研究。旨在为碑林区学校武术的开展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提高武术运动在碑林区学校的全面健康开
展。主要结论：碑林区学校武术未能得到普及；师资力量少；多数学校未能正常开展武术教学及课外
活动；场地器材严重不足；对体育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得到足够认识。制约因素主要有：很多教师
缺乏自身的武术教学素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经费投入不足,致使体育场地,器材缺乏；学校领导不够
重视。对策：增强健身健美意识；加大体育资金投入；加强师资培训；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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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ushu Class for Students in Beilin District
Huasen Liu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data method, questionnai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metho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tial arts in Beilin District was studied.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Beilin school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ushu sports in Beilin schools. Main conclusion: martial arts in Beilin District failed to be popularized; lack of
teachers; most schools failed to conduct martial arts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normally; site
equipment wa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and the status and r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er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main restrictive factors: many teachers lack their own martial arts teaching quality; students are
too burdene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leads to the lack of stadium and equipment; and school leader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it. Countermeasures: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fitnes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eacher training; and truly implement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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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碑林区武术开课率及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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