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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对中国大陆 31个省市的 1 082名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与
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知识水平一般，整体的科学意识较为淡薄；2)中
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态度冷漠，缺乏分析问题的科学行为；3)不同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之间在
科学知识、科学意识以及科学态度中的追求和捍卫真理等方面差异具有显著性。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增强科学意识、坚定科学态度、提高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素质和科研能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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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scientific capacities of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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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scientific capacities of 1 082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31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China have a so so level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 weak overall awareness of science; 2)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China have a cold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and a lack of a scientific behavior of problem analysis; 3) there is a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tific awareness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as well as in the 

defense of truth between sports professional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s. Based on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 authors set forth action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sharpen scientific awareness, firm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capac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sports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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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体育工作者是指专门从事某项体育运动的

组织、训练及参加比赛的各类人员，包括运动员、教

练员和裁判员，以及体育事业管理人员等。科学素质，

是指通过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在科学精神和

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判断及处

理各种事务的能力[1]。随着 2008 年奥运会的临近，我

国体育事业正在迅猛发展，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体

育科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体育科学研究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大好形势[2]。作为我国体育工作的主体，职业

体育工作者所具备的科学素质直接影响其科研能力，

了解职业体育工作者整体的科学素质现状，对于提高

我国体育科研的整体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本项

研究立足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对当前职业体育工

作者的科学素质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期了解现

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从而为有关部门作相关决

策提供参考。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

公民人文素质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统一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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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问卷》作为调查工具。采用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进行了调

查，于 2005 年 2 月 21 日至 3月 4 日调查了全国除港、

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选出的 1 082

名职业体育工作者（东部沿海地区 388 人，中部地区

286 人，西部地区 408 人），其中低学历 590 人，包括

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为 26、208、356 人；高学历

492 人，包括大学（含大专）、硕士分别为 476、16 人。

最后经过加权分析调查所得数据，从总调查问卷中选

出反映科学素质的 4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意识、

科学态度、科学行为的相关题目，基本上反映中国职

业体育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大致现状。所得数据，采用

SPSS 11.0 版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知识水平 

1)总体情况科学知识水平一般。 

表 1 显示，就全国而言在②、④、⑥、⑧、⑩5

个正确选项的选择中，选择比例最高的第⑧项为

68.9%，选项②、④为 52%，选项⑥、⑩在 32%左右。

而其余 5 个错误选项之中，除选项⑨29.9%外；其余

都在 10%以下。虽然错误选项的比例普遍较低，但正

确选项却在 30%~70%。这表明，在自然科学常识的掌

握上，职业体育工作者的整体水平一般。 

2)高、低学历差异明显。 

从表 1可以看出，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对

科学常识的掌握差异有显著性。在选择“抗生素能杀

死病毒”和“栽树对保持水土作用不大”这两个错误

选项上，低学历者显著高于高学历者。而在正确选项

“燃烧是化学反应”和“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是大海产

生潮汐的原因”上，低学历者的选择远远低于高学历

者。整体看来，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对自然科

学常识的掌握情况差异显著，且学历的高低与自然科

学知识掌握的水平成正比。 

 

表 1  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知识各选项选择比例
1)                    % 

调查对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全国 29.9 54.3 8.7 52.5 5.9 31.0 6.9 68.9 8.6 33.2 
低学历 34.6 56.8 9.8 47.6 7.8 30.0 7.5 68.5 9.5 28.0 
高学历者 24.4 51.4 7.3 58.3 3.7 32.1 6.3 69.5 7.5 39.4 
t检验 3.6622) 1.762 1.462 -3.5282) 2.8813) -0.748 0.746 -0.367 1.152 -4.0142)

1)①抗生素能杀死病毒；②地球围绕太阳转 1圈需要 1年；③开水的温度是摄氏 90度；④燃烧是化学反应； 
⑤栽树对保持水土作用不大；⑥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⑦月亮可以发光；⑧光速比声速快；⑨电子 
比原子大；⑩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是大海产生潮汐的原因。2)P＜0.001；3)P＜0.01 

 

2.2  中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意识现状 

在本项调查中，“在工作和学习中是否依据科学发

展规律的观念办事？”和“对科学发展观含义的理解

情况？”构成了本项研究所指的科学意识。对有关问

题的回答人数比例及统计分析如表 2所示。 

 

                 表 2  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基本科学意识各选项百分比                  % 

工作和生活中你通常首先考虑 你是否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含义 
调查对象 

他人意志 自己兴趣 客观规律 明确知道 不清楚 不知道 

全国  9.0 49.4 41.6 20.3 68.1 11.6 

低学历 11.0 52.9 36.1 16.4 69.3 14.2 

高学历  6.5 45.1 48.4 25.0 66.7  8.3 

t检验 2.5931) 2.5471) -4.1052) -3.5002) 0.933 3.0352) 

        低学历与高学历比较：1)P＜0.05；2)P＜0.01 

 

  1)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意识较为淡薄。 

表 2 显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接近一半的职业

体育工作者不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观念办事，而是按

自己的兴趣来办事；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方面，有80%

的职业体育工作者对科学发展观的含义不清楚或不知

道。这表明，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意识淡薄，无法

很好地依据科学的发展观来处理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 

2)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意识差异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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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高、低学历者在选择“按客观

规律办事”中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二者在选择“按

自己兴趣办事”和“按他人意志办事”上也具有显著

差异；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方面，高、低学历者选择

“明确知道科学发展观含义”与“不知道科学发展观

含义”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说明，学历的高低与职

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意识的强弱具有一定联系。 

2.3  中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态度现状 

在本项研究中，主要是对“面对科学与技术，你

常常抱哪 3 种态度和行为？”提问的比例，并从“欣

赏科学真理”“追求科学真理”和“捍卫科学真理”这

3 个方面来分析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态度，具体情

况如表 3所示。 

 

表 3  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态度各选项比例
1)                        % 

调查对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全国 68.3 24.7 3.6 45.2 47.3 28.0 28.4 32.3 12.1 10.1 

低学历 66.6 25.4 4.6 42.7 43.9 28.0 29.8 33.2 14.2 11.5 

高学历 70.3 23.8 2.4 48.2 51.4 28.0 26.6 31.3 9.6 8.3 

t检验 -1.308 0.624 1.879 -1.798 -2.4732) -0.030 1.164 0.672 2.3562) 1.738 
1)①欣赏；②兴趣不大；③反感；④设法弄懂；⑤有机会才学；⑥缺乏学习和认识；⑦坚决维护和宣传；⑧有时宣传； 

⑨总是担心负面影响；⑩不清楚。2)低与高比较：P＜0.05 

 

表 3 数据显示，10 项反映科学态度的选项中，以

欣赏的态度来看待科学与技术的选择比例最高。在追

求科学真理方面，选择最多的是“有机会才学”；有

45.2% 的职业体育工作者选择“设法弄懂”。在捍卫

科学真理方面，有 2/3 的职业体育工作者表示“有时

宣传”，有 28.4%表示“坚决维护和宣传”。高、低学

历者在追求科学真理方面，差异具有显著。在捍卫科

学真理方面，有更多的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总是

担心它的负面影响”。而在科学态度的其他选项上，高、

低学历的职业体育工作者之间差异没有显著。 

总体来看，职业体育工作者虽然对科学真理持有

欣赏的态度，但缺乏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对不了解

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总是抱着有机会再学习它的心态，

而不是设法马上弄懂它。他们捍卫科学真理的观念也

较淡薄，只有 1/3 的人表示要坚决维护和宣传它，表

明总体的科学态度较为冷漠。 

2.4  中国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行为现状 

在本项研究中，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3个方面考察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行为。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职业

体育工作者善于发现问题（经常遇到问题）且善于提

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善于解决问题。而在从发现问题

到解决问题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分析问题上出现

了不协调：“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即善于分析问题的

比例仅为 36.5%。这表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职业

体育工作者会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而

较少会去思考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职业体

育工作者中有的人可能是凭经验或感觉来解决问题，

而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将问题分析透彻。在本项研究

中对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意识调查所得的数据中，职

业体育工作者多“依据个人的兴趣办事”，缺乏“按客

观规律办事”的科学观念指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其在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时，

缺乏分析问题的科学行为。另外，对不同学历职业体

育工作者科学行为的各选项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差

异不显著。 

 

表4  高、低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科学行为各选项比例   % 

调查对象 ① ② ③ ④ ⑤ 
全国 51.6 30.2 36.5 40.1 41.6 
低学历 53.4 29.2 35.9 39.2 42.4 
高学历 49.4 31.5 37.2 41.3 40.7 
t检验 1.311 -0.838 -0.429 -0.704 -0.572 
①经常遇到问题；②很少遇到问题；③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

④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⑤善于解决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1)职业体育工作者对自然科学常识掌握的整体水

平不高。高学历职业体育工作者对自然科学常识的掌

握显著高于低学历者；职业体育工作者的基本科学意

识淡薄，有接近一半的职业体育工作者不依据科学发

展规律的观念办事。不同学历的职业体育工作者在遵

循科学依据办事方面有显著差异；职业体育工作者的

科学态度冷漠，有欣赏科学真理的精神，但缺乏追求

科学真理的信念。对不了解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总是抱

着有机会才学习它的态度，而不是设法及时弄懂它。

且他们捍卫科学真理的观念也较淡薄；职业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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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缺乏分析问题的科学行为，总体的科学素质不容乐

观。 

2)教育是影响科学素质的主要因素。首先要有组

织针对职业体育工作者特别是低学历者进行相关的自

然科学及专业知识教育，并在提高其整体知识水平的

基础上，培养和训练科学的思维方法，通过开展多种

业余科普活动如组织各种科技知识竞赛来加强职业体

育工作者的科学意识；可以定期用多媒体介绍最新科

技进展对体育各方面工作的影响，加强职业体育工作

者的科学精神教育，明确科学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进一步转变其科学态度，了解体育发展对科学素质的

要求，使职业体育工作者有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动力；

在态度转变的同时重点在实践中培养分析问题的能

力。用科学的观念指导行为；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

注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系列能力的

协调发展，从而逐步提高职业体育工作者的科学素质，

进而增强其科研和创新的能力。 

 

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赵伶俐教授为本研究提

供了数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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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运动会入场式的创新 
——来自基层体育教师的声音 

 
2006年 11月 18日，我校举行第五届田径运动

会。师生们在一个多月的充分酝酿和准备后，终于

站上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展现风采、张扬个性。

入场式是体现班级特色的一个最好的平台，这次的

入场式更是让人出乎意料，短短的几分钟，让大家

大开眼界。入场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继承传统

与创新，如队列队形变化(变字、变图案)、民族舞、
街舞，又如诗文朗颂、个性班呼、武术表演，再如

另类的服饰表演、小丑表演内容和各种道具应有尽

有。国歌唱得十分嘹亮，这是发自内心的歌唱，是

真情的流露！ 
    这一幕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人认为现
在的入场式已经变味了，真的变味了吗？留给我们

太多的思考⋯⋯体育文化的发展促使制度的革新。

校运会的入场式能做为一个体育项目的形态存在

吗？作为体育工作者应该不断革新运动会的赛事

制度，创造有利于学校体育发展，增进学生身心健

康的育人环境。制度不但能够使运动会开展有序，

更重要的是使体育文化持续性发展，凸现体育内

涵。比如，我们可以把入场式作为比赛项目，给予

班级足够的表演时间（15分钟）、增大分值（50分）。
有的班级虽然在体育竞技项目上竞争力弱些，但是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入场式的排练和创新，

从而培养学生的团体精神，进一步体现班级的凝聚

力，使运动会更加精彩！ 
从校运会的功能来看，检验体育教学，选拔体

育人才，人人参与体育，从而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

进而培育体育品质。那么体育品质又是什么呢？体

育品质是指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意志、

道德、审美等素养。学生创新的杰作能在入场式得

到充分的体现，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和团体精神，

就是体育功能的真实体现。 
 

(谢卓锋  广西桂林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桂林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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