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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分析职业与专业的涵义入手，对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的内涵、必要性及实施策

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体育教练员专业化是指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体育教练员

群体为争取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它是提高体育教练员职业社会地位的

需要，顺应体育教练员专业化发展的需要，符合体育教练员教育改革的需求与方向。其实施策略

为：树立专业化意识、重构教育体系、改革课程体系、强化专业自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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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at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occupation and profession,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meaning and ne-

cessity of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ports coaches, and drew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ports coaches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enhancement of indi-

vidual professional level of sports coach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sports coach group making efforts in striving for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the occupation of sports coaches; it is necessary for enhanc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oc-

cupation of sports coaches, and for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ports coaches, and in con-

formity with the need and orientation of sports coach education reform;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re as follows: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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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形成专业化，

且已成为社会职业发展的趋势。以提高职业的社会地

位及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为核心的研究已成为职业专

业化研究的热点。体育教练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其

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

竞技运动的发展。鉴于目前对体育教练员专业化研究

甚少，而在竞技体育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对

教练员职业专业化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体育教练员职业与专业的界定 

1.1  体育教练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职业 

对职业的涵义，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美国社会

学家舒尔兹[1]认为：“职业是一个人为了不断取得个人

收入而连续从事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

决定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

把它概括为：职业不是别的，是可以从中得到利益的

一种活动。日本就业问题专家保谷六郎[2]认为，“职业

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生活所得而发挥个人能力，向

社会贡献而连续从事的活动。”我国有学者认为：职

业是劳动者能够稳定从事的有酬工作或职业是劳动者

能够稳定地从事某项有酬工作而获得的劳动角色[3]。美

国社会学家泰勒[4]指出，“职业的社会学概念是一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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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的、与特殊工作经验有关的人群关系”。 

    可见，目前人们主要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学两个角

度对职业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人的活动角度讲，职

业是一种“社会劳动”、“社会活动”。从社会学角度

讲，职业是一种“劳动角色”，是一种“人群关系”[5]。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职业的理解和认识也有

某些不同，就以上各类社会学家在理论中所表现出的

观点来看，可以初步界定出职业的内涵：职业是个人

在社会中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相对稳定，具

有特定劳动性质、劳动内容的工作和所承担的社会角

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应该满足这些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职业分化日益精细，职业结构越趋于复

杂，行业划分越来越细。1999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显示，我国现有职业可以归为 8

个大类，66 个中类，413 个小类，1 838 个职业[6]。它

将体育教练员作为体育工作人员中的一类列入专业

技术人员大类中，并对“教练员”职业及其所从事的

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描述。即体育教练

员是指在体育运动训练和竞赛中，培养、训练和指导

运动员的专业人员。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指导运动

员进行体能训练；指导运动员进行技战术和心理训

练；协助领队制定计划，确定参赛方案；在运动竞赛

中指导运动员进行竞赛。很显然，从体育教练员的定

义和工作内容可以看出，体育教练员的工作具有特定

的劳动内容和劳动性质，并在训练竞赛的社会活动中

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满足作为一个职业的要求和条

件。也就是说，体育教练员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职

业。 

1.2  体育教练员是一个还没有达到成熟专业状态

的、正在形成中的专业 

专业是社会分工、职业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化

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达到一定深度

的表现。本研究所指的专业是特定的社会学概念，它

既不是学校学科中的“专业”，也不是汉语语义学中

的“专业”。学科中的“专业”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根

据社会专业分工需要而设置的学科门类；汉语语义学

中的“专业”是指“专门从事某种学业或职业”和“专

门的学问”的涵义，与学科专业中的“专业”涵义相

近。社会学中的“专业”或称“专门性职业”，是指

一群人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

门知识与技术，按照一定专业标准进行专门化的处理

活动，从而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并获

得相应报酬和社会地位的专门劳动活动[7]。 

一种职业能否被称为专业不仅仅以学历或对业

务提出一定的要求为标准，而是由与职业性质相关的

综合性要求决定的[8]。因而成熟的专业至少应该具备

三个方面的特征与标准：一是专业素质，作为专业的

职业必须有专业理论知识作依据，有专门的技能作保

证。因此，从业人员必须接受过规定的专业教育；二

是专业道德，作为专业的职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

任，要求从业人员具有把社会利益、服务对象的利益

放在首位的从业精神，也即是说对从业人员有较高的

职业道德要求；三是专业自主权，作为专业的职业，

在本行业内具有专业性的自主权。如对从业人员的聘

用、解职、与专业业务相关的权力（如医生的处方权）

不受专业外因素的控制。 

根据上述专业特征及职业成为专业的标准来对

照，体育教练员职业是否符合专业标准，即体育教练

员职业是否视其为专业，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

从专业性工作的实践来看，无论是训练工作所需要的

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还是运动训练工作所承担

的社会责任、社会利益和对运动员所承担责任、利益

以及工作的自主权，都符合专业性职业工作实践的要

求，即运动训练工作应属于专业性工作。但从对专业

性职业从业人员即专业人员的要求看，体育教练员职

业还难称为专业[9]。至少还是不成熟的专业，具有“半

专业”或“准专业”的属性。因此，体育教练员是一

个还没有达到成熟专业状态的、正在形成中的专业。

不成熟的专业逐渐成熟进入专业领域，或使具有“半

专业”或“准专业”的职业迈向专业的这一过程就是

职业的专业化。 

 

2  体育教练员专业化的内涵 
化，按照《辞海》（缩印本）的解释，是“表示

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工业化；产业化；大众

化”[10]。这里包含了过程和性质两层涵义。关于专业

化，从目前的解释来看，也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一个

普通职业群体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

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二是指一个职业群体的专

业性质和发展状态处于什么情况和水平[11]。 

就专业化的总体研究，以及借鉴其他职业专业化

研究来看，“一个大家完全认同一致的体育教练员专

业化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但是，根据以上有关专业

化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体育教练员专业化是指体

育教练员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体育教练员

群体为争取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

的过程。前者是指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化，后者是指

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化与体

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共同构成了体育教练员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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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化是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

化的基础和源泉，是体育教练员专业化的根本方面，

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是体育教练员群体专业化的

发展和社会承认形式，是体育教练员群体专业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

化的进程和水平。 

可见，体育教练员专业化在本质上强调的是成长

和发展的历程。单从体育教练员个体专业化来讲，这

一概念就着力强调两点：首先，它强调体育教练员作

为运动训练工作的专业人员，要经过一个由不成熟到

相对成熟的专业人员的发展历程。体育教练员虽然已

经历了职前的某些教育或培训并获得了上岗的资格

证书，但并不意味他就是一个成熟的运动训练专业人

员，体育教练员的专业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成熟只是

相对的，而发展是绝对的。其次，体育教练员的专业

化发展强调体育教练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人员，

其发展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了一般科学知识和

专业知识的积累、技能的娴熟、能力的提高，也涵盖

了态度的转变、情意的发展。 

体育教练员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体

育教练员专业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是一种状

态，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

业化既是一种认识，更是一个奋斗过程；既是一种职

业资格的认定，更是一个终身学习、不断更新的自觉

追求。很显然，体育教练员专业化过程贯穿在整个体

育教练员职业生涯当中。在长期的与训练环境的互动

过程中，需要体育教练员不断调整自己的训练思路、

训练理念，丰富专业知识和技能，逐步提高自身执教

素质，从而表现出与特定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育

教练员角色行为。体育教练员专业化发展具有累积和

连续的特性，过去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是现在立身的

基础，也是未来发展规划的基础。所以，体育教练员

专业发展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体育教练员必

须通过终身教育、终身专业训练，不断地充实自己，

才能在发展过程中保存活力。 

 

3  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的必要性 

3.1  提高体育教练员职业社会地位的需要 

由于我国的国情及历史原因，我国体育教练员职

业的社会地位，总的来说还不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体育教练员不像医生、律师等职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

性，甚至比同类其他职业也稍显逊色。专业地位和社

会地位的不高必然带来工资、福利等方面的降低，这

就使得很多人不愿从事该项职业，同时还使一些本领

域的优秀人才外流，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要

使体育教练员这个职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体育教练

员不断激发热情，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化就是大势

所趋。由此可见，推行体育教练员专业化是提升体育

教练员社会地位的内在需要。 

3.2  顺应体育教练员专业化这一世界性潮流的需要 

在当今世界各行各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的背景

下，体育教练员专业化也必将是世界体育教练员职业

发展的一种趋势和潮流。体育教练员职业从性质上看

应是一种特殊的专业，但其专业化程度不高也是现

实，因而还必须提高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化程度，

而这一提高的过程，也就是体育教练员专业化发展的

过程。目前，在促进一种职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时，

多以社会学家所总结的专业化模式为航标，主要通过

专业知识技能的完善、职业社会地位的改善、专业组

织的建立和自主权力的争取、专业标准的提高等，来

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此推进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

化，提高体育教练员的专业化程度，使其朝着像医生、

律师、建筑师一样的成熟专业方向发展，达到像他们

一样的专业化程度是体育教练员专业化的必然要求。 

3.3  体育教练员教育改革的需求与方向 

体育教练员专业化不仅是当今世界现代体育教练

员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也是适应现代体育人才培养的

现实需要，培养具有专业化水准的体育教练员将成为

体育教练员教育与培养的目标。体育教练员是我国体

育战线一支重要队伍，许多研究和事实都表明，体育

教练员在竞技运动训练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的素质水

平，是影响我国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

到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体育竞争日益激烈，运

动技术水平、运动训练水平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科学

训练对体育教练员的思想、业务、管理水平和综合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体育教练员教育应

围绕体育教练员专业化这一中心。而体育教练员专业

化同时为体育教练员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正确导向。 

 

4  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的实施策略 

4.1  树立专业化意识，自觉提高专业化水平 

体育教练员必须明确其专业化对自身的重要性，

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把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看作

自己的事情，“唤醒”体育教练员的专业化意识。体

育教练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学习与研究，如自己

阅读有关教学训练及研究方法的丛书，与大学或研究

机构的科研人员合作进行实验研究，通过训练实践中

反思性的“在岗自我培训”等来逐步提高自身的专业

化水平。在运动训练实践中，体育教练员要不断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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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他人、对本队和他队的训练和比赛进行分析、评

估并做出结论。 

4.2  重构体育教练员教育体系，走教育专业化道路 

    体育教练员教育要以其专业化为目标，坚持连续

性和一体化原则，建立开放的、一体化的体育教练员

教育体系，走体育教练员教育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所

谓一体化的体育教练员教育就是职前教育、入职教育、

职后提高的一体化，即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一体化。

这是体育教练员专业化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体育教练员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专业人员，需要

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

境界。由于体育教练员的专业发展是多阶段、多内涵

的持续发展过程，因而对体育教练员的教育就必须提

供相应的全程支持。体育教练员职业的专业化必然要

求体育教练员教育的专业化。因此，根据体育教练员

专业化发展及体育教练员教育专业化取向的理念，要

构建职前(岗前)、职后(岗后)教育相结合的一体化体育

教练员培养制度。 

4.3  改革课程体系，顺应体育教练员专业发展 

目前，运动训练专业是以培养体育教练员为己任

的高等教育专业，可以称之为培养专业化体育教练员

的“母机”。高等教育的专业是按一定方向组织起来

的课程体系，也就是说，按一定方向组织起来的课程

体系是专业存在的实体，因而体育教练员教育专业化

取向的落实，又必然涉及到与运动训练专业相关的学

科和课程问题。体育教练员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必须

以高等教育专业为支撑，因为专业性职业最重要的特

征是它建立于一定的学科基础之上，并要使这些学科

体现于相应的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以体现专业

教育的特征和专业存在的理由。但是从目前有关院校

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开展情况来看，无论是从课程体系

还是相应的学科体系看，其专业的专业性并不高，以

至于人们常批评它与相近的“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

体系无实质差异。就目前来看，体育教练员职业要走

专业化道路，除改革与完善体育教练员有关制度(如资

格认定、入职要求、职位提升等)的艰巨工作外，构建

运动训练专业合理的课程体系，发展与完善运动训练

学学科体系，可以说是实现体育教练员教育专业化理

念的基本策略。 

4.4  强化专业自主，建立和完善体育教练员职业化

制度 

    建立具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和权威性的专业组

织，是专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体育教练员拥有专业

自主权是专业化的一项重要指标。权威性的专业组织

具有三重角色：保证专业权限，保证专业水准，提升

专业地位。建立体育教练员职业化制度，则是促进体

育教练员专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体育教练员专

业化的必备条件。 

    职业制度可保证教练员的质量，把不合格的教练

员“过滤”掉，保证教练的专业知识、技能的不断改

进和提高。建立教练的职业化制度可提供真正意义上

的专业指导，促进专业成长。但目前我国的体育教练

员认证制度并不成熟，同时未建立一定的制度保障。

根据体育教练员职业专业化的要求，必须完善体育教

练员教育与培训的各种制度，构建体育教练员教育发

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应该建立一个体育教

练员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为了保证培养质量，这一

新系统由 3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一是官方认可的

体育教练员培养机构；二是以成绩为基础的首次资格

证书颁发；三是胜任体育教练员的资格论证。建立由

认可制度、检查制度、审定制度、分配制度构成的体

育教练员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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