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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在尊重教育教学规律

的前提下，拓宽对体育素质教育的理念认识，用具体理论指导创新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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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the State Council decision on deepening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and pressing ahead
with physical education》，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efforts to follow the law governing physical education，widening the un-
derstand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applying the concrete theory to guide the shaping of new plan involv-
ing practical origin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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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体育素质教育的理论依据

1 .1 以《决定》精神为指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性教育处于研讨、争鸣的

变革时期，知识时代的到来引起了全球性的教育改革。我国

1992 年第四次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教学改革是

各项改革的核心；1994 年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制定并实施

了“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体系改革计划”；1995
年在北京召开两次“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体系

改革报告会”，标志着这项计划的全面启动实施；1997 年教

育部（原国家教委）又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诸多因素中，教

学改革是核心，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1998 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 21 世纪的高

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再次强调指出“把教学改革作为高校各

项改革的核心”；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深

层次、多视角地阐述了教育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内

涵，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加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又一

重大决策，是对我国 21 世纪教育发展确立的宏伟目标。

1 .2 以时代的发展为航标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

展后劲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

的数量和质量”。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即人才素质的竞争。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大学生作为国家专门

人才储备的群体，加强培养大学生体育素质是时代的要求，

是我们体育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

祖国和人民工作的基本前提，塑造健康的身心、体魄才能承

担人生工作的重负，是建设祖国的需要。

人才的素质有那些？近年来许多专家从不同层次和角

度进行了探讨，一般认为应该包含：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

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文

化素质是基础，专业素质是灵魂，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

1 .3 以社会与个体的需要为原动力

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

育人环境。一是社会需求，社会呼唤体育，体育社会化是发

展趋势；二是个体人才素质发展的需求，体育之所以能深深

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伴随终生，关键在于以人为本，

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人们健康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从社会

稳定、发展的角度亦然。这就是体育的魅力所在，也是新世

纪体育生活化、社会化、终身化的趋势。

2 拓宽素质教育的理念

2 .1 实践体育素质教育的思想

教育工作者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执行者，拓宽素质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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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认识是实施体育素质教育的关键。因此，确立面向未来

“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其内涵有二：一是掌握基础体育知

识、技能是为更好地探索体育空间领域；二是提高体育健康

思想的理念认识是人才具备的基本条件。拓宽教育工作者

的理念认识主要表现为：一是体育与健康教育思想的认识；

二是体育知识、技能教育的认识；三是体育保健教育的认识；

四是自我养成教育的认识；五是体育欣赏、鉴赏能力的认识；

六是体育组织工作的认识。

2 .2 用具体理论指导创新实践方案的形成

素质教育理论是指导创新方案形成的关键问题。素质

教育理论是一个宏观的概念，通过宏观的理论概念去定位微

观的实践方案，用具体的理论去指导创新方案的形成。所谓

具体理论，其一是“健康第一”教育思想，表现为体育知识、技

能的认知，健康知识的认知，社会知识的认知；其二是“结构

优化”教育观念，表现为知识结构、人力智能结构、物质条件

结构、内容体系结构的改变，是指导创新方案形成的关键。

2 .3 选择好素质教育内容

内容的选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如何选择教育内

容？一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满足自我终身教育的需

要。我们主要从应知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实践知识、基础

生理知识、基础心理知识、基本锻炼方法、基本健康知识、基

本体育精神等方面进行选择。选择好素质教育内容，主要是

为提高个体在生活中的正常交往、协作、竞争、生存与发展能

力。这种能力，可以促进个体主动适应社会，并与社会协调

发展，这就是个体对“社会健康”的基本贡献之一。过去教育

内容选择是繁杂、技术过高，只注重之所以然、不注重之所以

必然的道理，而素质教育内容选择是以基础、实效为主、适合

养成教育的形成，是注重培养之所以必然的道理。

2 .4 选择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

（1）素质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溶入。教学是学校的中心

工作，各项工作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工作进行的。教学环节

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最佳切入点，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学计划

的灵活、教学目标的可行、教学内容的实效、教学方法简洁与

新颖、考试标准综合性、考试方法严谨性，是体育素质教育溶

入、实施的体现。

（2）素质教育在课外体育活动中的溶入。课外体育活动

是教学的补充，体育教学是以运动技能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

动，运动技能的形成是经过分化、泛化、自动化阶段，为实现

运动技能的提高，在课外体育活动中溶入素质教育是不可缺

少的。它能使个体需要得到自由发展，又能实现课内外的互

相补充作用。

（3）素质教育在运动训练中的溶入。运动训练是学校体

育的一部分，它是在普及的基础上选拔出来的优秀体育人

才，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提高自身素质和运动能力，达到以

提高带动普及的作用。在运动训练中溶入素质教育是体育

教学的需要，能起到带动性作用，实现共同提高。

（4）素质教育在运动竞赛中的溶入。以小型竞赛为杠

杆，全面带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运动竞赛也可以说是体

育教学补充、延伸、拓展的最好形式，它具有相互联系性和相

对独立性，充分突出体育竞赛的竞技性、观赏性、体育精神，

拓展体育的空间，达到教育的目的。

（5）素质教育在人文教育中的溶入。人类进入文明社

会，社会、个体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反应人的素质。人

文教育是各种文化内涵行为与观念的集中表现。为此，人文

教育有着与社会、个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力求使体育文化、体

育精神溶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

（6）素质教育在师资教育中的溶入。学校推进素质教育

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教育的关键是不断地自我在教育。具体

表现是教师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认知程度；教师人格魅力

的感染力；教师教学技能的表现能力等。

3 建立体育素质教育的创新体系

3 .1 体育素质教育创新体系现状

素质教育是指按照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

律，使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社会诸因素的影响相结合，从而

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全面、和谐的教育活动。高等教育具有

培养人才的专门属性，决定了体育素质教育的基础地位。新

的世纪，世界教育思想的变革驱赶着我们必须顺应新趋势的

发展，对构建实施体育素质教育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体育素

质教育的构成性要素包括教师、学生、体育课、课外体育活

动、社会实践等方面，在各种要素中，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

的主体，谁也无法取代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体地位。从

逻辑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论的思想，经过筛选优化组合，

在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基础上，构建实施体育素质教育体系。

3 .2 体育素质教育创新体系的确立

创造力就是依据一定目的，坚持运用一切信念，产生出

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智力产品。素质教

育是一个开放、发展体系，创新是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因此

构建高校体育素质教育体系必须把创新作为前提。创新素

质包括许多成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好奇、冒险、信心，好

奇是创新的萌芽，冒险是创新的动力，信心是创新的保证。

知识的传递将发生深刻性的变化，知识内容的本身，将过渡

到知识产生的过程；知识体系的把握，将过渡到知识的形成

和共性；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将过渡到对知识的思考和创

新。因此，高等学校体育素质教育体系的确立要有利于学生

的创造力个性的形成，教学要创设问题情境，运用发现法，重

视非智力因素，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体育素质教育体

系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培养人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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