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的教育意蕴再探*
——兼论具身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活动设计

袁德润

［摘 要］ 身体是个体生命活动与个体发展的载体。在身心二元的认识框架中，青

少年教育与发展的“离身”状态给他们的人格发展、社会互动能力培养、情感与道德发展带

来负面影响；让身体回归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过程，发挥具身活动在青少年认知、情感、道

德发展中的教育意蕴，已成为当代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者的共识。青少年的身体蕴

涵着健康、美学、认知、情感、道德、生命教育的价值，在以锻炼实践能力、拓展生命体验为

主要目标的校外教育活动设计中，选择群体性的、真实任务定向的、最大程度运用肢体力

量的活动，并在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过程中实施“弱控制”原则，可以达成身体在活动中的教

育之力和发展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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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度一般课题“建国70年青少年校外教育的‘中国经验’与

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编号：BAA190230）的研究成果。

身体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前

工业时代，“体力”几乎承担着所有的生存重

任，教育在人的生产与生活中借“身”而行；工

业时代，“马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教育在

科技理性的促动下走向脑体分离，知识传递

和技能培养成为主要内容和目标，“脑袋大身

体小”的问题逐渐显现。信息化使技术更深、

更广地延展甚至部分替代肢体功能，身体被

进一步推离现代人的生活核心。物极必反，

身心分离带来的弊端使人类对身体回归的呼

唤日益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身思潮的

勃兴即为其中的强音。具身是当代心理学和

认知科学中的概念，基本涵义指向认知对身

体的依赖性，强调心智是被身体作用于世界

的活动塑造出来的。［1］在具身视角下重新探

讨身体的教育意蕴对青少年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中国知网数据显示，具身研究成果自

2006年开始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2009年

后逐渐上升，并呈稳定增长态势。（见下图）

检索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发

现关于具身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哲学、心理学

领域；从时间与领域的相关性看，国内对具身

问题的研究进路呈现出从理论译介（从哲学

到心理学）到理论应用的特征，这一发展顺序

与具身理论的国际发展路线相一致，即从“一

种哲学思考”逐渐“走向实证领域”，［2］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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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的过程。［3］从研究内容上看，哲学

领域的研究聚焦具身理论的哲学和认知心理

学理论依据、理论发展路线，以及不同理论流

派所关注的领域，从宏观上勾勒出“具身”理

论发展的基本框架；心理学家在学习领域进

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以揭示身体活动对认

知、态度、情绪、记忆、学业成绩等的影响，这

些微观、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解和运用具身

理论提供中介。

在教育领域中多为应用研究。研究以具

身理论为立场探讨教育领域的相关问题，内

容涉及学习环境（空间）建构、教师发展、学校

管理、道德教育、课程、教学设计、教育观念等

多方面。其中以技术工具应用为手段搭建具

有学习者“身体体验”特征的学习环境，［4］是

研究的主要领域；在教师发展领域，主张重新

审视“受训者身体在场”的重要价值，［5］探索

通过个体的身体感知体验、与他人身体的互

动体验、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所获得的情绪体

验提高专业能力的实施路径；［6］与学校教育

相关的研究较少，内容涉及课程知识观重建

（学科知识与个人经验互融、学科知识与生活

世界共在）、［7］具身课程（身体在课程实践中

复归，构建身体与精神共同参与的整体课程

实践）、［8］道德教育路径（全身投入、具身模

拟和亲身参与、隐性德育）、［9］未来课堂设计

（学习内容的情境性、学习环境的无意识性、

教学目标的生成性、教学过程的动态性、学习

活动的体验性）［10］等。

从已有研究的轨迹看，未来国内外具身

研究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将会集中于心理学

的实证研究，研究在持续关注身体与认知的

神经机制、心理过程的关系之外，会更多地关

注身体与情感、情绪、道德等多方面发展的关

系，研究成果将会在教育及社会其他领域获

得更为广泛和有效的运用。国内相关研究勾

勒出了具身理论的思想渊源与主要流派的观

点，并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应用

研究聚焦认知领域，以哲学研究直接演绎方

式为主，相关研究中的“人”、“学习者”还比

较抽象，尚需把理论思考落到现实中人的现

实发展问题和发展需求。此外，相关研究的

立足点为“具身理论”而非中国现实问题，导

致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关联度不够甚至虚幻

化。因此，改变研究立场，在现实问题的思考

中借助具身思想之光，聚焦可能作出改变的

独特场域并作策略性的谋划，是本研究的基

本思路，也是与已有研究分途之处。校外教

育是一个在中国青少年生活中压力较小、形

式较灵活因而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相关研

究尚未触及的领域，因此本研究以校外教育

活动设计为载体思考其现实转化的可能性，

探索具身理念对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价值。

二、问题提出：青少年发展中“隐身”的身体

青少年以学习为发展的主要方式，在广

义上可以把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因素分为校内

教育与校外教育。青少年校内教育中身体的

“隐身”与现代教育的传统相关，校外教育中

的身体“隐身”则可以说是“中国问题”。

（一）学校教育：被禁锢的身体及其抗争

近代社会以来，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身与

心的关系问题，以笛卡尔（Descartes，R.）的身

心二元论为经典，它把身体与心智看作互相

对立的两种力量，以心智为尊；现代自然科学

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和人在不同研究领域中

被“分解”并“物化”的研究取向，使“科学摧

“具身”主题发文量趋势图

注：2020年的统计数据为前2个月的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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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人形而上的价值世界，绘制了一幅以动

物为蓝图的人类图像”。［11］人之为人的整体

性消解，个体经验在科学研究和教育进程中

变得无足轻重。

20世纪初，在反省和批判实证主义哲学

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象学，重新把人对客观

世界的“原初体验”置于认识的核心位置，身

体获得被重新认识的可能。素有“酒神哲学

家”美誉的尼采（Nietzsche，F.）声称：“我全是

身体，其它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身体的附

属物”。［12］他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从身体出

发”、“一切以身体为准绳”。意识现象学代表

人物胡塞尔（Husserl，E.）区分了作为客体的

身体和作为主体的身体之间的差异。梅洛-

庞蒂（Merleau-Ponty，M.）在胡塞尔理论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把身体精神化和心智肉身

化”，把人类所有的理性形式都建筑在通过身

体知觉获得的体验上，［13］认为“身体是我们

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也是“我们通往

世界的媒介”。［14］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

（Foucault，M.）则认为，人的肉体被操纵、被塑

造、被规训的状态，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规

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的历

史背景。［15］哲学的反思与呐喊体现出人类对

灵与肉分离现实的反叛，尽管对芸芸众生的

深度影响尚待时日。

理性主义借助科学的威力使学校成为

“育脑”、“育心”的场所，身体成为体育训练

和道德规训的对象。值得庆幸的是，教育思

想领域对理性主义教育反对者历来有之：卢

梭（Rousseau，J.）倡导“返回乡村”、“返回身体

劳动”的主张；杜威（Dewey，J.）的进步主义教

育倡导“手工劳动”、“感觉经验”、“互动”等

元素的教育学意义等，是理性主义教育时代

呼唤“身体回归”的思想先声；蒙台梭利

（Montessori，M.）把感觉教育作为促进智力发

展、审美能力和道德水平发展手段的实践模

式，在幼儿发展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进入

21世纪，中国的教育研究者对身体教育价值

的研究意识也逐渐觉醒，分析、正视、反思“身

体”在学校教育生活中的地位、处境和存在的

问题。［16］

（二）校外教育：身体被“抽离”导致活动

价值失落

与校内教育相比，校外教育以活动为主

要开展方式，但“校外教育校内化”［17］的现实

困局导致活动主体的身体抽离，一定程度上

造成校外活动的价值失落。

叶澜先生把影响人发展的因素分为可能

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发展主体的活动是个

体由潜在走向现实的决定因素，“没有个体的

活动就谈不上任何发展。”［18］对于青少年来

说，他们参与活动的“具身性”（embodiment）

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其生命发展的质量。具身

活动是个体身体整体投入的、具有鲜活的在

场经验和体验的活动，个体在参与活动过程

中的身体感知、情绪体验、内在经验等身体元

素为认识客观世界提供理解基础与内在动

力。从发生学角度看，儿童最初的智力、情感

与道德意识都源于身体的活动需要及在互动

过程中需要获得满足、实现的方式，他们以

“血肉之躯”为凭借来体验、认识、建构外部世

界，从而建构世界的意义和自我。马克思

（Marx，K.）在《资本论》中指出：“为了在对自

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

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

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

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

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

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9］

个体的活动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具身的，只不

过在理性主义主导的当代教育中，人在活动

中身体在场但其地位、价值、经验、感知、潜能

却几乎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障碍，活动过程

中的身体意义被消解：有多少运动追求的不

是输赢而是大汗淋漓后的酣畅痛快？有多少

人在精疲力竭之后因对粗糙的食物甘之如饴

而欣喜？有多少人经历过绞尽脑汁，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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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战胜挑战后的灵魂颤栗？又有多少人

在具体而日常的人际互动中体会爱与被爱、

责任与义务、公平与正义、规则与诚信的力

量？因具身经验缺失，当代青少年基于个体

亲历的精神生命能量几近枯竭。这种现象的

广泛存在，固然有“应试教育”的原因，但最切

中要害的问题恐怕是青少年生活中缺乏切身

体验、在抽象的名词和空洞的生活之间无法

找到接榫之处。

忽视身体、忽视身体教育价值的问题，

已经给青少年身心的积极健康发展带来了负

面影响，体质羸弱、心理脆弱、精神萎靡、漠视

生命、道德失落等问题频现。重新审视身体

的教育意蕴势在必行。

（三）探源：离身与具身经验在青少年发

展中的关系

离身与具身是生命活动中身体与经验关

系的两种状态，两者的关系对立统一。在青

少年发展中，具身经验居于核心地位，离身经

验的价值以具身经验的获得为前提。

把具身活动对青少年发展价值以及具身

与离身经验的关系阐释得最为清晰、具体，从

而最具启发意义的是皮亚杰（Piaget，J.）的认

知发展理论。他的理论具有超越认知领域的

价值。皮亚杰认为，个体在生物反射基础上

通过自发地与外部环境互动、在操控外部环

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经由同化和顺应实现

认识结构的重组和完善，实现由生物人到社

会人的转化。

皮亚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活动：全部言

语或全部表象性概念形成以前的感知运动活

动，以及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

形成的活动。［20］前者提供直接的具身经验，

后者借助于具身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化思

维的指导而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离身”，

但若无前一阶段的具身经验，概念化思维活

动的质量和水平将大大降低。

皮亚杰把个体早期发展中“具身”活动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自身中心化阶段，即“把

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活动

中主客体混沌一体。第二，有意识的自我阶

段。儿童通过与客体的互动肯定自身的存

在，但“每一活动各自组成一个把身体本身直

接与客体联系起来的小小的孤立整体”，所有

的孤立整体之间“唯一共同的和不变的参照

就只能是身体本身”。第三，朝向身体自身的

自动中心化阶段。个体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处

于一个空间中的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并开始

意识到自身是活动与认识的来源。这三个阶

段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阶段，是青少年未来

的思维与理性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在这三个

阶段中，主体和客体借助于“身体活动”这一

中介物“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

互补充的方向进行双重建构”，［21］逐步实现

由感知运动到概念化思维。

对精神障碍病人的研究从反面证实了具

身活动在个人一生发展中的渗透性力量。弗

洛伊德（Freud，S.）认为，各种精神症状几乎无

一例外地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

历；儿童时期不良经历会导致酗酒及吸毒、认

知障碍、暴力及其他危险行为——抑郁和焦

虑、饮食和睡眠障碍、过度兴奋、人际关系不

良、学习成绩差、缺乏自信、创伤后应激障碍、

自杀行为和自虐等，［22］而“50%～70%的边缘

型人格障碍患者有躯体或性虐待经历或者目

睹家庭暴力”［23］。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不

良体验，深刻而潜在地影响着个体的心理、情

绪、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幸福感以及对社会

现象的评判标准，具有超越理性的蛮力。

因此，面对青少年发展中的“隐身”问

题，把具身研究的追求引入解决问题过程，成

为可能的问题解决路径。

三、理论观照：

“具身”视角下身体的三重教育意蕴

具身理念源于认知与身体的生理属性、

运动经验和现实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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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止于认知研究。教育是一个将身体发

展的各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教育学的

思考应从身体开始”［24］。

（一）为了身体的教育：健康、健美、优雅

“躯体身体化”［25］是人之为人的终身修

行。“身体”是文化性的存在，走路、跑步、运

动、跳舞等，都以“躯体”的可塑性为前提经由

教育而实现；个人的行止、仪态、神气、处事、

气质等，无不呈现出生活互动和社会情境镌

刻的印迹。“为了身体”的教育不仅是学校体

育的任务，个体生活环境中所有影响身体表

达的因素都具有教育意义，健康、健美、优雅

是其指向的目标。

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健全

的心智”和“健康的身体”二者兼备是达成人

世幸福境界的坚固基石，“凡是二者兼备的

人，可以说别无它求了；而凡是其中一者有所

欠缺的人，那么即便他获得其他种种，也是枉

然”。［26］不生病是健康的底线，但健康意味着

更多：肌体能够适应并独立应对所处自然环

境的挑战，有精力、体力参与和年龄相适应的

社会活动，能够精力充沛地生活、工作和学

习，能够参与有一定强度的身体对抗性活动

等。指向健康的教育主阵地既在家庭，又在

学校和社会。

健与美密切相关，“为了身体”的教育同

时具有美学意义。古希腊的体育和艺术实践

为人类身体的健美提供了良好范本，他们对

健美的崇尚基于对身体为人之存在的基础之

认识，身体的力量之美和形态之美是后天培

养和训练的结果。健美并非技术化地对身体

的雕琢，对身体过度训练并非达成健美的正

确手段。开发身体的运动潜能，让身体运动

的力量、精神能量通过运动迸发出来，都是对

健美的生动解说。

优雅是一种和谐之美，它是社会文化生

活的产物，表现在人的言谈举止上，通过对身

体语言潜移默化地塑造而完成。个体具身参

与的所有活动、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这一通过身体外显的内在品质。言谈举止大

方、自信、自然、不扭捏作态，不矫揉造作，自

然而然地在恰当的场合做恰当的事，当仁不

让却不咄咄逼人，谦恭礼貌但不低眉顺眼。

优雅是附着在个体身体之上的内在修养。

健康、健美、优雅，是表现于身体的文化

修养，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日常体态和不同

环境下的姿态语等，是学校、家庭、社会生活

多重影响的结果。

（二）通过身体的教育：认知、情感、道德

通过身体的教育可以从个体的身体体验

对认知、情感、道德教育的意蕴三方面表达。

学习是个体认识世界、对外部世界赋予

意义的过程。没有经历就没有学习，有怎样

的经历就有怎样的学习。“从本质上讲，认知

是一种身体经验，而这种经验源于有着一定

物理构造和运动能力的身体；离开了这个身

体，认知就无从谈起。”［27］从生成的意义上

看，个体最初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能力，都

来源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有机体作用于

环境的身体活动。人在协调自己身体与事物

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形

成借以进行学习和继续发展的认知结构，形

成对客观事物、因果关系、归纳、逻辑数学等

的“前概念”，由此构成的“前语言智力”，成

为语言获得、社会性交往的先决条件。从接

受学习的角度看，对抽象知识的理解需要以

个体的感性经验为基础，学习者已有的感性

经验、学习经历及其结果，是抽象知识学习的

“基础性资源”［28］，“只有回到体验，才可能有

真实的认知，才可能获得洞见和智慧”［29］，因

为“理性操作源于身体器官的活动”［30］。基

于身体的具体体验为理解和掌握抽象的人类

间接经验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身体的情感教育意蕴渗透于个体学习与

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心理学先驱詹姆斯

（James，W.）曾提出“情绪是由身体反应所导

致”的理论，后人通过实验证明了“身体动作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体验”。［31］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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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涉入事件，就无所谓情绪：情绪或者是由

身体直接面临情境中的刺激引起，或者是符

号信息激发曾经的身体体验而形成，“身受”

是“感同”的基础。事实上，一个人的“冷

漠”、“无爱心”可能只是因为他缺乏理解具体

情境中的情感和情绪体验的能力。充分利用

身体在具体情境中形成不同的身体和情绪体

验，是培养同情心、同理心、自我情绪调控能

力的有效方式。

道德规范的高度抽象性影响青少年德育

成效：一方面，表达道德规范的文字的抽象性

与青少年思维的具体性之间存在距离；另一

方面，青少年朴素的道德行为不易与道德规

范的内涵相匹配。身体的道德教育意蕴在个

体意义上主要指“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即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把个体获得的道德认知

转化成道德行为，体现在为人处事中；在群体

意义上则体现为道德判断与道德认知的互

动。个体习得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既会

在群体生活中因与同伴同声相应而产生强烈

的道德自信和意志力，也会因情境性差异而

面临挑战和冲突。群体生活中真实的人—人

关系，使他们有机会在活动中创造和理解关

系，在情境中体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

突、矛盾及其应对方式，体验不同准社会角色

的心理感受，学会在维护个人利益、他人利益

和群体利益之间妥协、协调与创造。

（三）关于身体的教育：生命的生物性与

精神力量

关于身体的教育，涉及生命的生物性和

精神性。

首先，了解并接纳自身的生物性，达成

直面、理解、尊重自身的生物本能，使之走向

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处，个体便能够在诱惑

和风险中权衡与选择，恰当处理个体的欲望、

冲动、需要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规

范框架内充分满足个体的本能需求，获得心

理的宁静。关于身体的教育重点不在于对身

体的解剖式的知识性了解，而在于从自身与

同伴的成长、变化中理解生命的伟力，学会尊

重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在破除对躯体

的神秘感之外，也学会以敬畏之心来呵护身

体，以理性的生活姿态、健康的精神追求、高

尚的审美情操来善待生命之体。

其次，体验自身的生命能量。生命能量

通过身体活动得到呈现，且会在不断适应、建

构、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壮大。奔跑跳跃中的

更快、更高、更强，苦思冥想后的豁然开朗，激

烈对抗后的云清月朗，久久寻觅中的柳暗花

明，艰苦训练后的得心应手……生命的力量

在体验中迸发、绽放，个体在过程中享受到的

巅峰体验，会造就他们自信与信任、自尊与尊

重、强己与恕人共存的生命态度。

再次，培育精神力量。身体强健是形成

自由精神和发达智慧的基础，发挥个体的主

体性和独立性来解决问题和挑战，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发展出强健的身体、自由精神和

独立意志，如此才能让精神“立”起来，成为支

撑个体勇于和善于直面挑战、负责担当的精

神力量，成为“身体强健”，有“行动能力”、

“冒险精神”、“独立个性”和“公民责任感”的

现代公民。［32］

四、现实聚焦：青少年校外活动“具身化”设计

校外活动在青少年具身参与意义上具有

的潜在优势，需要经过恰当设计的活动才可

以变成现实。在具身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活动

应该呈现以下特性。一是真实的活动情境。

真实的活动情境意味着复杂和多元的背景元

素，意味着参与者观察、甄别、选择、决断、策

划与实施的现实动机与结果的多元化。活动

的多向性、不确定性、丰富性使个体不得不调

动全部身心参与其中。二是真实的、有一定

挑战的活动任务。不以完成任务为唯一目标

或必须达成的目标，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筹划、

分工、协调、合作、反思等给个体带来的体验

性收获，对于校外活动的参与者具有更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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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三是真参与。不以成败论英雄，宜从差

异寻成长，营造一个心理上安全的参与环境，

让青少年把全部体力、脑力、耐心、智慧投入

其中，享受挑战的激情和参与的快乐。四是

适度的外部支持指导。青少年处理问题的能

力及思维方式还在完善之中，成人必要的指

导可以帮助他们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思维

发展的流畅度；但外部支持过犹不及，以“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为好。

基于以上思考，“具身化”校外活动设计

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在进行。

第一，以最大限度地运用肢体力量的活

动为宜。这一原则从个体意义上体现活动的

具身性。“理智能力和创造精神均能从身体动

作的开发和培育中得到发展”［33］，肢体体验

性活动注重肢体力量在活动中的表达，使参

与者在运用肢体力量解决问题的同时体验自

身的力量，这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构成。只要

是适合青少年年龄特点的、需要运用身体力

量和技巧完成的活动项目，都应该是校外活

动设计时的首选。

第二，以真实任务定向的活动为主。这

一原则从身体与环境关系的意义上呈现活动

的具身性。真实情境中的真实任务，其完成

方式、方法、路径的情境性，使参与者在活动

过程中有选择与筹划的可能，有形成差异化

解决方案的可能，有“走三步退一步”甚至走

入死胡同的可能，因此也就有了反思活动过

程与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有了与他人

讨论和合作的可能，有了经历曲折甚至挫折

的可能。不管结果如何，都融入了参与者自

身智力与经验、思考与实践，是“我的”解决问

题方案和实践，是“我可以”的真实案例，挫折

教育、自信教育、独立能力培养、责任感教育

都在其中。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减少评价

目标上的功利性和评比导向，尊重差异化处

理方案。

第三，以群体性活动为主。这一原则从

主体间关系角度体现活动的具身性。在人

—人关系的具身活动中，具体的情境、具体的

问题与冲突的解决过程，可以给青少年提供

切身理解社会关系、道德规范的机会，让青少

年在同样的情境中感受不同角色的责任与义

务，在问题与冲突中理解公平与正义，在追求

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学会合作与竞争，在与同

伴的平等协商中创造一种更有意义、更加美

好的生活样态，在实现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理

解“是什么”、创造“应当是什么”，帮助他们

成为更好的社会关系的承继者和缔造者。

第四，活动组织与管理“弱控制”，是实

现活动具身化的保障机制。在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弱控制”的关键在于保障参与者在活

动框架内的参与自由度，即要求组织者除了

设定任务、提供必要的帮助之外，尽量减少干

预和指导。以校外群体活动中的规则为例，

青少年首先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执行者，其

次是活动过程中规则的调整者和完善者，相

比于遵守完全由他人制定的规则，有青少年

参与的规则形成过程不但有利于他们理解并

遵守规则，更有利于他们提高对社会规则的

理解能力和水平，有利于他们主动、积极、有

创造性地参与社会生活。同理，评价也不应

该是组织者的特权，参与者有依据评价标准

对自己、同伴、活动本身进行评价的需要和能

力，也有对评价标准的评价能力和可能，他们

需要的并非别人“教给”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评

价，而是在有一定自由度的评价过程中学会

如何评价自我、评价他人、评价事件和活动，

唯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把外在的事件转化成

内在的精神能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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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robe into the Educational Connotations of the Body
——Focusing on Out-of-School Activity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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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ody is the carrier of an individual's life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The disembodied state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ody-mind framework has produced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ersonality， social interactions，emotions and morality. There is a broad consensus among researchers in
philosophy，psychology，and pedagogy that their body is supposed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and play its roles in their
cognition，emotions，and morality. Children's body contains the value of health，esthetics，cognition，emotions，morality
and life education，and among the out-of-school activities targe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ability to practice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ir life experience，those collective，real task-oriented activities that make utmost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limbs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weak-control management help the body perform its functions in thei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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