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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动作技能形成规律组织单兵战术基础动作教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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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单兵战术基础动作是军人的必修课程 之一。本文运 用教育 心理学 理论中关 于动作 技能形 成的
一般原理, 从单兵战术基础动作技能形成规律入手, 结合 多年教学 训练经 验, 讨论 了如何按 照单兵 战术基 础技
能形成规律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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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Movements for Individual Tactics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1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formation principles of basic movements for individual tactics, and discusses how to organize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principles, based o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training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of the skill
form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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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战术基础动作, 是单个军人遂 行战斗任 务的基本技
能。根据教 育心 理 学理 论, 动 作技 能是 人 类一 种习 得 的能
力, 是人类有意识、有目 的地利 用身 体动作 去完 成一 项任务
的能力。因此, 单兵战术基础动作属 于动作技 能的范畴。而
动作技能的形成, 是一种建立在复杂 的、
连 锁的、本体感受性
的条件反射, 就是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 能够 有顺序的、有规律
的、
有严格的时间间隔, 并符合动作所要求 的规格, 使条件反
射系统化。 因此, 我 们 在实 际 单兵 战术 基 础动 作教 学 训练
中, 按照动作技能形 成规律 组织 教学, 就是 要研 究怎 样使学
员自身条件系统化更快些, 使各种动作 技能的各 不同阶段时
间缩短, 又快又好地掌握单兵战术基础动作。

一、以直观教学为 主, 强 化动作意象,
使学员形成正确的肌肉感觉
肌肉感 觉是 本体 感觉, 没 有正确 的肌 肉感觉, 动作技
能很难 形 成。人 体 的 各种 器 官, 如: 视 觉、 听觉 、触 觉、
味觉等, 都可以帮助 肌肉 产生 正确的 感觉。因 此教 员在单
兵战术基础 动作 教学 中, 采取 各种直 观教 学形式, 利用各
种器官, 帮助学员在 反复 练习 过程中, 区 别和 体会 正确动
作和错误动作的肌肉感觉是十分重要的。
教学初 期, 学 员对 单兵 战术基 础动 作较 陌生, 掌 握不
好携带武器 装备作动 作时 身体各 部分 的肌肉 感觉, 为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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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训练 中: 第一, 加 强动 作示范。 首先使 学员 通过 对示
范动作的观 察, 对刺 激情 境的知 觉, 使学 员对 动作技 能形
成直观正确 的印 象, 促其 形成一 个内 部的动 作意 象, 以作
为实际 操作 时的 参 照。第 二, 采 用多 媒 体技 术 组织 教 学。
要形成这样一个 意象, 则 需对 线索 和有关 信息 进行适 当的
编码。线索和 信息 的编码, 可以是 形象 的, 也可 以是 抽象
的; 可以是视 觉的, 也 可以 是 语 词 的; 可 以 是有 意 义 的,
也可能是孤 立的。为 了有 利于形 成目 标意象, 学习者 通常
用自己擅长 的方 式来对 线索 进行编 码, 也就 是说, 不 同的
学习者编码的策 略与 方式是 不同 的。儿童 通常 利用视 觉表
象进行编 码, 而 成人 则 能够 将 视觉 表象 和 语词 联系 起 来,
共同 编码。运 用多媒 体技 术, 把动 作技能 的各 个环节 以及
不同环节身 体的 状态录 制下 来, 加以 编辑整 理, 把动 作技
能全方位展示出 来, 使学 员对 动作 技能有 一个 更加深 刻的
理解。第三, 复 杂动作 分解 化。卧倒 动作中 的出 枪环 节是
单兵战术动 作的 一个重 点, 也是 一个 难点。考 虑到怎 样使
学员能够掌 握正 确的出 枪角 度、用力 的部位 和方 法, 这就
要让 学员首先体会出枪时的上肢肌肉感觉, 所以往 往在教学
的 过程中, 我们 将出枪 动作分 解开来 训练。第一 步, 让学员
在侧 卧的基础上, 右 手首先 将枪 拿起, 同时 利用 左肘和 右脚
将身体撑起; 第二步, 右 手将枪边旋转边向前 送出, 左手接握
弹匣 弯曲部, 同 时左腿蹬 直, 身体正 卧; 第 三步, 身体 腹部着
地。这样练习就对 学员形 成的 出枪 时动作 技能 的条件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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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强化作用, 帮助形成正确的肌肉感觉的一个 措施。

的练 习时, 往 往采用 讲解 和示范 相结 合的方 法, 比采 用单
一的讲解或示范 教学 效果好 些。所 以对动 作结 构比较 简单
二、紧密结合两个信号系统, 缩短动作
的动 作, 教员 就应采 用边 示范边 讲解 的方法, 对动作 结构
比较复杂的 动作, 教 员先 完整的 示范, 然 后突 出动作 的关
技能形成时间
键, 进行边示 范边 讲解。如 果是复 习教 材, 学员 学习 动作
大脑皮 层处于适 宜的 兴奋性, 是建立 条件 反射 和形成
处于 在改进提高阶段, 学员的动作做的比较 正确, 教员就用
动力定型的 良好 条件。因 此加 速动作 技能 形成, 教 员应采
/ 好0、
/ 正确0 等词告诉学员; 如果 做得不正确, 教员 也应当及
用一切措施, 缩短 大脑 皮层运 动中 枢的兴 奋和 抑制 过程的
时用简短的词汇 说明 应当怎 样做 才正 确。这都 是借助 第二
逐渐集中的 时间, 逐渐 缩短条 件反 射的暂 时联 系的 逐渐稳
信号 系统的语言强化, 以建立条件反射的一种方法。
定的时间。
利用两个信 号系 统进行 教学, 必 须向 学员反 复说 明练
在教学中的 示范 是第 一信号, 教 员简 洁和 形象的 语言
习的目的和 意义, 以 及使 学员懂 得这 样做的 好处, 这 样的
是第二信号 系统。 怎样 在注 意 利用 第一 信 号系 统 的同 时,
教学效果会更好 些。例如 我在 大二 年级的 两个 不同班 的单
而又发挥第 二信号系 统的 作用, 使 两者结 合是 加速 动作技
兵战术基础 动作 教学时, 采用两 种不 同的教 法, 最后 产生
能形成值得 重视 的问 题。许多 教学事 实证 明, 教员 教授新
两种 不同的结果。
大二年级不同班的单兵战术基础动作两次课的两种教法的比较
教法
的具
体内
容

普通班的教法 ( 注入式)

对照班的教法 ( 启发式)

教员 开始 讲解 卧倒 动
作要领, 并进 行 示 范。学
员站立听 教员 讲解 的内 容
和教员的示范。

1、介绍卧倒动作应用的战术背景, 使学员了解卧倒动作的使用时机和场合。
2、结合学员高中物理学习中/ 动能与势能相互转化0 的原理, 讲解 卧倒动作的原理。
3、通过体会和讨论, 使学员认识卧倒动作是符合作战需要的一种动作。
4、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教员结合示范讲解说明卧倒的动作要领和要求。

以上 两次 课说明, 一课是 单纯 的讲解、 示范, 由 于学
员不理解卧 倒动 作的 原理、使 用时机 和应 用背景, 因此学
员只是机械 的模 仿, 结果 卧倒 时直接 是摔 地、出枪 动作缓
慢, 敌情意识不强; 而另一节课采用 启发式, 诱导的 教法,
使学员通过 各种 动作 的实践 练习, 进 行对 比, 认识 到卧倒
时, 如何把身体的势 能转 换成 向前的 动能 是关键, 学员在
从感性认识 提高到理 性认 识上, 再 听教员 对动 作要 领的简
单扼要的讲 解和示范。 这样使 学员 对战术 知识 和技 术感兴
趣, 而且懂得道理, 学 习比 较自 觉、积 极, 进 步较 快。因
此充分利用 两个信号 系统 进行教 学的 同时, 还 必须 重视启
发, 诱导的教法才会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三、根据动作技能形成阶段特点, 采用
各种不同训练方法

自动化阶段。技能 学习进 入这 一阶段 时, 一 长串 的动
作系列似乎 是自 动流出 来的, 无 需特 殊的注 意和 纠正。技
能逐步由脑 的较 低级中 枢控 制。研究 表明, 任 何动作 技能
的掌握都是 相对 的。例如, 有 人对 工业中 的生 产技能 进行
了长期的研究, 发 现雪茄 生产 工人 的动作 技能 在四年 多的
时间 内都在进步。许多体育技能的训练 表明, 一个运 动员,
要达到自己 的最 高水平, 需要多 年的 练习。要 保持这 一最
高水平, 同样 需要 大量的 练习。学 员学 习一个 动作 , 如果
没有目的的 重复 练习, 同 样不能 形成 动作技 能。练习 法是
学员反复进 行练 习, 促使 动作技 能形 成的最 基本 方法。单
兵战术基础动作 教学 训练中 的练 习是 多种多 样的, 有 重复
法、变换法、综合练习 法和循环练习法 等。根据不同 阶段,
可选 择不同的方法, 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费 茨 ( T1M1Fitts) 和波 斯纳 ( M1I1Posner) 概括了 较为
成熟的人类 学习动作 技能 的一般 过程。他 们的 分析 为进一
步详细研究 动作技能 提供 了基础。 他们把 动作 技能 的学习
分为三个阶段。
认知阶段也 称知 觉阶 段。这一阶 段主 要是 理解学 习任
务, 并形成目标意象 和目 标期 望。目标意 象主 要是 指学员
对自己解决 问题的目 标模 式反应 和动 作型式 , 在头 脑中形
成一个表象, 即明确 解决 问题 的目标 模式。而 目标 期望则
是对自己的 作业 水平 的估价, 即明确 自己 能做得 如何。这
两种期望都 起着 学习 定向作 用。因此, 这 一阶 段主 要采取
直观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等。
联系形成阶段。在 这一 阶段, 重 点是使 适当 的刺 激与
反应形成联系。由 于即 使是一 个简 单的动 作所 包含 的刺激
和反应也非常复杂, 所以联系的形成比想 象的要复杂 得多。
例如, 用英文 打字 机打出 man 这个词, 学 员必 须知 道并打
出每个字母, 而且 打第 一个字 母的 反应又 必须 成为 打第二
个字母的刺激。用加涅的话来说, 就是必 须建立动作 连锁。
在这一阶 段, 必须 排除 过去经 验中 习惯的 干扰。 例如, 在
射击的教学 中卧倒时 先迈 的是右 脚, 而战 术动 作是 先迈左
脚, 所以他必须排除先迈右脚的习惯。

遵循动作技能形成规律组织单兵战术基 础动作的 教学,
使得学员的成 绩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由于 按照规律 教学,
明显的缩短 三个 阶段的 时间, 同 样的 课时, 可 增加学 员的
练习次 数, 并 且加 快了 教 学进 程, 更 好 地完 成 教学 任 务,
提高了教学的 质量。但 是在单兵战术基础动 作教学训 练中,
除了要遵循动作 技能 形成的 规律 外, 还要 遵循 人体生 理机
能活动变化的规 律和 认识事 物的 一般 规律。只 有遵循 了这
些规律, 并结 合学 员具体 情况, 正 确地 组织教 学, 才 能进
一步提高单兵战 术基 础动作 教学 质量, 顺 利完 成单兵 战术
基础 动作教学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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