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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质调研结果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 

张少生 
(广州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182) 

摘 要：体育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体质调研结果是体育教学改革对增强学生体质效果 

的客观反映。近20年来，大学生的体质总体呈下降趋势，体育教学改革偏离体育教育目标是其主要原因。总 

结经验，纠正时弊，注重实效，把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对深化教学改革，推进身心素质教育进程有重要的现时 

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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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E teaching reform analyzed from physical research 

ZHANG Shao—sheng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182，China) 

A ib麓ct：The eventual goal of PE teaching reform is to improve rtud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abicity．the research．factual 

r~sults ofPE objective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decling physical situ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n older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quicken the pace ofpuahty ed ucation，great efforts should be atlached to bring the PE 

teaching rdform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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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育教学在培养学生体育意识、兴 

趣、爱好、能力等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国家到 90年代 

末期，学生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心理健康已全面 

地大幅度下降。2000年，国家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 

十九条“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规定，《学校体 

育工作条例》第九条“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的 

规定，《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第五条“体育不及格不准毕业， 

按结业处理”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学生愿意学什么体育 

项目就学什么体育项 目，能学什么体育项目就学什么体育项 

目，不管学什么体育项 目，不管达到什么水平，都不影响体育 

成绩。一个失去约束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奖惩措施 

的改革“经验”，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据此，研究高校 

体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把握正确的 

方向是目前体育工作者的紧迫任务。 

2 研究对象、方法与内容 

2．1 研究对象：抽样调查全国大学生 154060人，其中男生 

78015人，女生76045人。 

2．2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 

统计法等。 

2．3 研究内容：身体形态：身高、体重、胸围；身体机能：收缩 

压、舒张压、肺活量；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50 m、立定跳远、 

立位体前屈、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800 in(女)、1000 

in(男 )l3项指标 。全国、深圳大学 、沈 阳药科大学 126434人 

的 SCL一90症状 自评量进行分析 比较研究。 

3 研究结果 

3，1 全国大学生 1985、1991、1995年[2]体质[3]调研结果 比较 

分析 

3，1．1 全 国男大学生 1985、1991、1995年【 J体质【3j调研结果 

比较分析 

比较结果显示(见表 1)：全国男大学生身高、体重、50 in、 

立定跳远、立位体前屈、引体 向上等 6项指标呈上升趋势 ；血 

压在正常范围之内，胸围 、肺活量和 1000 in跑 3项指标呈下 

降趋势。 

3，1，2 全国女大学生1985、1991、1995年体质调研结果比较 

分析 。 

比较结果显示(见表 2)：全国女大学生身高 、体重 、50 in、 

立定跳远、立位体前屈 、仰卧起坐等 6项指标呈上升趋势 ；血 

压在正常范围之 内，胸 围、肺活量和 800 m跑 3项 指标呈下 

降趋势。 

3，2 辽宁省大学生1985、1991、1995、1999年【2j体质【3j调研结 

果比较分析 

3，2，1 辽宁省男大学生 1985、1991、1995、1999年体质调研结 

果比较分析。 

比较结果显示(见表 3)：辽宁省男大学生 身高 、体重、胸 

围与 90年代中期比较呈上升趋势，肺活量、50 m、立定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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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位体前屈、1000 m跑等 5项指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果比较分析(见表4) 

3．2．2 辽宁省女大学生1985、1991、1995、1999年体质调研结 

表 1 全国男大学生 1985、1991、1995年体质各项指标比较 

注： P≤O，05差别有显著意义；一 P≤O．Ol差别有非常显著意义 

表 2 全国女大学生 1985、1991、1995年体质各项指标比较 

比较显示：辽宁省女大学生身高、体重胸围与 9o年代中 

期比较呈上升趋势，肺活量、50 m、立定跳远、立位体前屈、 

800 m跑等5项指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3．3 1989、1996、213O0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1989年 9月，全国大学生[5]抽样调查结 果表明
，
20．13％ 

患有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1996年5月深圳大学[6]抽样调 

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较差，34．89％存在着轻 

度心理 障碍，8．72％存在着 中度心理 障碍。2000年 5月 ，沈 

阳药科 大学 抽样 调查结果表 明，26％存 在着 中度心理 障 

碍。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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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辽宁省男大学生 1985、1991、1995年体质各项指标比较 

4 讨 论 

4．1 20年来，大学生 的身 高、体重指标呈 上升趋势，主要 是 

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 引下 。国家政治 和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 

4．2 9O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学生的胸围、肺活量和耐力跑指 

标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体育教学改革十分重视能力的培 

养，对提高大学生的体育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各指标下 

降的原因是，在注意发展能力的同时。忽视了心肺功能的锻 

炼，出现重能力轻素质；重方法轻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重体 

育的多功能轻体育的本体功能所造成的。此外，《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和体育教学中取消器械体操项 目，也是造成胸围 

指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4．3 9o年代末期，大学生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下 

降，其主要原因有： 

4．3．1 90年代初期和中期体质调研后，大学生心肺功能下 

降的现象尽管受到国家教委和某些专家的高度重视，但由于 

宣传力度不够而没有得到遏制和改善 

4．3．2 近年来，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体育场地和体育 

建设滞后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体育活动受限，教学课时 

锐减，授课班级人数剧增，教师工作量加大，而效果较差。 

4．3．3 随着高校体育和教材改革 ，强调其趣味性 和学生爱 

好，注意与社会体育接轨，热新项目进入体育课堂，尽管受到 

学生欢迎，也起到积极作用，但忽视丁传统体育项目，忽视 J 

基础素质训练。 

4．3．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高校面向市场，启动活 

力，打开围墙 ，服务社会 ，发挥人财物优势，开展校内外服务 ， 

开辟 一条 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新 路。但是 ，过分强调体育 

效益。忽视了体育教学，削弱了高校体育教育主题。此外，部 

分教师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隐形流失”现象十分严重，由于 

不能正确处理校内与校 }々、本 职与兼职、第一职业与第二职 

业的关系，教师精力分散。 

4．3．5 学生居安思危观念淡薄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 ，把巩固 

国防，抵抗侵略，抢险救灾当成是军队和军事院校独家的事， 

缺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体质和意志品质的锻炼。 

4．3．6 大学生的 t5理健康在体育教学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 

视。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客观的反映高校 

体育教学改革出现的偏差。偏差出现的原因是教学改革的 

日标不够明确，或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高校体育教学 

改革的目的是从传统体育教学向现代体育教学转轨，现代体 

育教学的性质是素质教育 ，其 目标是教会学生做人、求知、办 

事、健体、审美、创造等综合素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健体、 

审美、创造等综合素质中，健体是主要的，在健体过程中培养 

综合素质，切记不可本末倒置。鉴别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 

选择是否正确 ，应 以是否有利 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 

术、基本技能，是否有利于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的提高， 

是否有利于学生个性心理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能力的培养为 

标准。如果 以学生喜坎不喜欢 、情愿不情愿 、身体条件行不 

行为改革标准 ，必然造成改革错位，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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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辽宁省女大学生 1985、1991、1995、1999年体质各项指标比较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改革开放20年来，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在培养学生体 

育意识、兴趣、爱好 和能力取得可喜的进步，但忽视了学生身 

心素质的锻炼和提高，致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呈大幅度下降。 

5．1．2 身心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体育教学改革方向选择 

的错位。这种方向选择的错位，至今还没得到遏制和改善， 

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5．2 对策 

5．2．1 认真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弄清传统体育教学和现代 

体育教学在教学性质、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规律、教学 

组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师生地位等方面的特 

征．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理论根据。 

5．2．2 摆正素质教学 目标，即教会学生正确处理做人、求 

知、办事、健体、审美、创造等综合素质之间的关系。在体育 

教学改革 中，健体是第一位 的，在健体 的过程 中教会学生做 

人、求知、办事、审美、创造，不能本末倒置。 

5．2．3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的选择标准是 四个有 利于： 

即是否有利于基本知识 、基本技术 、基本技能的掌握 ，是否有 

利于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个性心理的发 

展．是否有利于能力的培养 。 

5．2．4 高校体育教学 改革不能脱离政治 、经济改革的大方 

向，也必须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范围内进行。失去约束 

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奖惩措施改革，要想达到素质教 

育的 目标 ，是不可能的。 

5．2．5 大力加强大学生身心素质调研工作 ，用其调研结 果 

监测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高校体育 

教学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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