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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orientation movement in our 
campu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chool sports activities, the phenomenon 
of experience deficiencies still exist in many ways.For example, improper teaching methods, poor 
choice of sports venues, etc.The teaching of orientation course in campus requires teachers to use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and choose different venues for teaching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Students often disappear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ers in orientation movement courses, the 
lack of security protection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accident. Orientation movement has many 
different distinctions with the tradi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which determines the particularity of 
orientation movement itself.The risks of sport injury requires the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student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student's body and mind.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campus to carry out orientation movement first, and then few examples of injury in 
the orientation movement. Meanwhile the causes of safety accidents in campus orientation 
movement were analyzed and appropriate 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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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从国际视野来看，定向运动在我国校园的开展尚且处于起步阶段，与传统学校的

体育活动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经验不足的现象。例如，教学方式不当、体育场地选择不

佳等等。校园定向运动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要使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不同的场地进行教学。在整个定向运动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会经常性地消失在教师的视

野下，缺乏教师的安全保护与引导，学生出现意外的概率就明显的增加了。定向运动本身的

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传统的体育活动有着众多不同之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这就要求教

师在定向运动教学中，要高度关注学生的安全问题，确保学生的身心安全。本文先是阐明校

园为什么要开展定向运动，接着举了校园定向运动中几个受伤的例子，从案例中得出校园定

向运动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并针对发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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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最初只是一项军事体育活动，作为一种体育比赛项目的诞生距今

已有百年历史。定向运动的参与者，需要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地图和指北针等工具，达到活

动中所指定的地点，活动规定用时最短的人为最终胜利者。定向运动的活动地点通常设在森

林，郊外和城市公园里进行，也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定向运动与单纯的以锻炼身体、增强

体质为目标的传统体育运动有所不同，它是一种集健康与智慧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既可以达

到强健体魄的目的，又有助于参与者开发智力，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并且快速找出问题

的原因，从而加强他们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作为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了定向队以及

定向运动协会。曾多次参与云南各地的户外定向运动，经过自己亲身体验并观察总结，从自

身的损伤，还有队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以及应对措施。为了更好的

发展这项运动，以及保护自己在运动中不受到一系列不必要的伤害，经过有针对性的走访研

究，整理了一些来自定向运动的安全因素，并依据各安全因素研究探索出相应的对策。 

2．开展定向运动课程的必要性 

2.1  开展定向运动课程符合现代教学趋势 

现代教学侧重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

素质。定向运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灵活多样的体育课程学习平台，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体

育活动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快乐中得到锻炼，这是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基本要求。此外，开展

定向运动课程，可以锻炼学生野外生存的能力，让学生们体验到与学校活动完全不一样的感

受。这对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是很有帮助的。配合素质教育改革的发展目标，在校园内开展

定向课程，符合我国现代化教学的发展趋势，很值得在全国校园内进行广泛的推广。 

2.2  培养学生自我挑战能力和团队精神 

定向运动开展的地点一般会选在森林、公园等地方，学生在活动中可以亲密地接触到大

自然，感受到大自然强大的生命力与魅力。如此可见，在校园开展定向运动课程，不仅仅是

丰富校园文化的重大体现，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课本以外的知识。此外，

在开展定向运动的过程中，需要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各项任务，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在任务挑战完成后，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灵敏性，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弥补师资、经费、场馆及器材的不足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当前，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出台了很多推动我国高等教

育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各大高校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不断地扩大招生规模。然而，在高等

学校生源不断增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师资力量不足、教育经费不足、教

学场馆以及教学设备不齐全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校园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展

校园定向运动，可以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教学方式，有效地改善经费不足、场地有

限、设备不齐全等问题。现在的各项运动中，定向运动开展的难度较低，容易开展和进行，

不需要专业的场地，开展的话费较低，有利于普及和发展。 

3．校园定向运动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 

3.1  由教师上课组织不力引起的学生意外损伤事故 

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实施者，教师的责任心是影响上课质量、上课

效果的重要因素。校园定向运动课程，与传统的体育课程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要求教师应

及时地更新教学理念、改善教学方式。定向运动课程中的潜在风险性，决定了体育教师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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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运动教学活动中，应该强化自身的责任，将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减少由于教师上

课组织不力而导致学生发生意外损伤事故的概率。 

3.2  因学校在运动场地、场馆器材的设置而造成的事故 

为了符合定向运动的挑战性特征，校园定向运动课程的实施场地，一般会选在的人流量

较大、交通量较多或者植被较多的地区。倘若活动场地设置在人多、车多的地区，学生在参

与定向运动的过程中，需要穿越拥挤的道路，在此期间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倘若活动场地设置在植物茂盛的森林，学生在整个活动中的危险性就大大地增加了。 

3.3  学生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意外损伤事故 

校园定向运动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

包括：学生自身缺乏安全意识、身体素质不佳、心理素质不强等等。很多学生由于缺乏必要

的安全知识，导致在参与定向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也有很多学生，由于心理

素质不强，导致在参与充满挑战性的定向运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心情烦躁、恐慌等情绪不稳

定的现象，这些不稳定的心理因素，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导致学生不能及时地排除安全隐

患，从而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不佳，在定向活动过程中经过大量的运

动之后，导致体力不支，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 

3.4  天气原因 

定向运动是一项户外运动，然而我们在进行定向运动的时候，不可能每次都遇到好天气，

有时候会遇到雨天或者雾天，这非常影响人的正常视野，自然而然地，人们在做定向运动的

时候发生意外的机率也就高了，甚至有时候连脚下有泥潭或者其他物体也看不清，就会被拌

着、摔着亦或是其他。从事定向运动的人群中，受伤的人大多数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自

身的判断失误，以及对不定因素的大胆冒险及尝试造成的，其他因素作战的比例都很接近，

未避免受伤的情况多次发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4.  减少安全事故的对策 

4.1  课前要进行细致的课程设计 

4.1.1 设计路线时应选择较安全的练习场地 
在设计路线时，教师在定向运动课程开展之前，应该要谨慎地选好活动的实施场地。场

地的选择应遵循几点原则：其一，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其

二，要尽量避开复杂路线，选择较安全的地带。教师在选择场好了活动场地之后，还要对该

场地进行充分的考察，尽可能地排除安全隐患。 
4.1.2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路线 

学生在认知水平、身体素质、、个人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教师在设计定

向运动路线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的水平，设计不同的活动路

线。例如，给运动水平较强的学生，设计难度较大、路程长的路线；给运动水平不高的学生，

设计难度小、路程短的活动路线。 

4.2  课中进行严密的组织 

4.2.1 课的开始部分首先从思想上提醒和灌输安全思想 
在开展定向课程野外活动之前，教师应向学生讲解一些关于户外运动的安全理论知识，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并且要将设计好的路线与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前告诉学生，让他

们做好心理准备和安全防范措施。 
4.2.2 课的准备部分要充分做好热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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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准备活动是开展定向运动前的必备部分。学生应在教师的引导下，针对定向运动做

好热身准备活动。在做好充分热身活动之后，再开展定向运动活动。这样做，可改善学生的

肌肉的伸展性，防止出现肌肉拉伤的现象，从而降低学生在定向运动中发生事故的概率。 
4.2.3 教授学生正确的技术及锻炼方法 

教授学生正确的活动技术与锻炼方法是开展定向运动课程的主要目标。教师在教授学生

进行跑步运动时，要教会学生如何使用正确的呼吸方法以及跑步方式，减少学生因心肺功能

的不完善而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 
4.2.4 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 

定向运动就像是寻宝游戏，找到目标后的喜悦之情可以愉悦身心，但是达到愉悦身心目

标的前提是不能发生意外事故。因此，学校要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急救知识能够帮助学生在是遭遇意外事故时，能够及时地采取措施进行自救，达到降低风险

的目的。因此，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安全知识的教育，传授学生自我处理运动损伤的方法。 
4.2.5 与学校其他部门进行安全方面的沟通 

学校要加强与校园保卫、医疗等部门的沟通与交流，构建一套完整的学生安全保护体系。

一方面有利于保证学生在定向运动课程中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在学生发生安全事故的第

一时间采取相关措施。 

5．结束语 

定向运动是一个人的心智活动，这里的路很难走，但还是通过了，我更有了信心；体力

不支了，速度放慢点，但不要放弃，目标就在前边；找到点标了，我成功了，对于下一个目

标，我更自信了。可见，经常参与定向运动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增强一个人的信心。在

素质教育背景下，应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定向运动，要使定

向运动成为我国各大校园的主要体育活动。虽然定向运动有很多益处，在校园开展定向运动

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运动与生俱来就是带有风险性的，也许有的人以为定向运动又不像其

他运动项目那样激烈，能有什么事。其实不是这样的，正是由于老师和学生安全意识不强，

学校器材、场地等一些客观情况，加上有时候天气还不好，校园定向运动风险也是不可不防。

校园定向运动中是存在安全因素的，这一系列安全因素也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从一次次

的教训中发现校园定向运动伤亡事故的共性和特征，揭示其内在规律，实施有效和妥善处理，

完善户外运动的安全管理体系，促进校园运动的发展。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着手，较校园定

向运动的伤亡数化为零，使这项运动在校园内得到一个质的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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