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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认为：
（1）体育理论课是我国普通

高校体育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校体育教学目的任务的重要途径；它对提高学生锻炼身体的自觉
性，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以及提高体育文化素养等有重要的意义。
（2）目前我国
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存在教学时间不足、教学内容选择有片面性、教材使用人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教
学形式单调、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学生体育态度消极等问题。建议：适当增加理论课教学时间，教学内容
的选择要突出全面性和终身化，教材选择要从实际出发，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理论课成绩在体育总成
绩中所占的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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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ZENG Ji，WU Ming-zhi，LI Zh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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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and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in a systematic,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fashion,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criteria for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reform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the authors surveyed and studi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par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and tasks of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t is important for enhancing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physical exercise,
helping students do physical exercises scientifically, cultivating students’ awareness and capability of lifelong
physical exercise, and uplifting students’ accomplishments in sports culture; currently, in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unilateral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noticeabl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 on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monotonic teaching form, backward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nd student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physical education. Suggestions: increase theoretical class teaching time appropriately; highlight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lifelong purpo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when selecting teaching contents,; select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actual needs; upd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oretical class score in total
physical education score.
Key words: theoretica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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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技能具有促进作用”[3]。
（3）“体育与卫生保健基础知识不仅

教学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

是指导学生体育实践所必需的，也是学生应具有的文化素

运动实践教学中注意渗透相关理论知识，并运用多种形式和

质”[4]。
（4）“通过体育理论知识和卫生保健知识教育，可以

现代教学手段，安排约 10%的理论教学内容（每学期约 4

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大学体育的目的、任务与意义，了解人体

[1]

学时），扩大体育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本课

的结构、机能和不同年龄人的身体特点，了解体育锻炼对增

题试图通过对我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 8 种专业类型的 76

强体质的作用，懂得怎样锻炼身体，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习

所高校(除体育院校外)体育理论课教学情况以及其中 20 所

惯，使学生懂得体育卫生保健的重要意义，养成讲卫生、爱

普通高校（重点高校 10 所，一般院校 10 所）1 860 名在校

整洁、不酗酒、不吸烟、不赌博，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健康

大学生对体育理论课所持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了解我国

的文化活动等良好的生活习惯，懂得防治伤病的一般卫生知

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现状，为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

识和治疗伤病的体育疗法；掌握检查身体锻炼效果的知识以

科学依据。

及自我检查和评价体质与健康的简易方法等”[5]。（5）体育
理论课是体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与完成高校体育教

1
1.1

研究对象和方法

学目的任务的重要途径。
（6）体育与卫生保健基础知识对提

研究对象

高学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指导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培养

本课题以 5.44%的比例在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除

终身体育态度和能力以及提高体育文化素养等有重要的意

体育院校外的理工、医药、财经、语言、艺术、师范、农林

义。

和综合性大学等 8 种类型的 1 396 所普通高校中抽取 76 所

2.2

为调查对象学校，其中重点高校 35 所，一般院校 41 所。
1.2

我国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现状
(1)理论课学时。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学时总体不足，重点高校与一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要求设计了问卷表格，问卷经过了

般院校每学期学时安排差异无显著性（P>0.05）。每学期实

10 名专家的评审、鉴定，用克龙巴赫（Cronbach）检验内

际上体育理论课 4 学时以上的学校仅有 36 所（重点高校 19

容效度的方法，测出高校和学生内容效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所、一般院校 17 所），占 47.37%。这是我国普通高校长期

0.98 和 0.91。发出问卷：教学主任 100 份，收回 83 份，有

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效问卷 76 份，有效率 76%；学生问卷（主要采用利克特态

教学指导纲要》的结果。还有 40 所（重点高校 16 所、一般

度测定法，问卷由 50 个问题构成，采用五级评定）2 000

院校 24 所）高校体育理论课学期授课在 4 学时以下（每学

份，收回 1 901 份，有效问卷 1 860 份，有效率 93%。

期 2 学时以下、2～3 学时和 3～4 学时的学校分别为 8 所、

对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数据资料均在 IBM586 计算机
上用 SPSS 10.0 for windows 软件进行相应的统计处理。

12 所和 20 所），占 52.63%；与新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每学期约 4 学时）还有一定
的差距。教学时数没有保障，将直接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和

2

结果与分析

教学质量的提高。

2.1 体育理论课在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2)教学内容。

通过访问座谈发现，绝大多数体育教师认为高校体育理

由表 1 可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选择

论课教学是重要的，是大学体育教学和目前高校体育教学改

带有片面性，重点高校与一般院校在理论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和兴趣。学

差异有显著性（P<0.05）。重点高校选择 A、B、C 和 D 作

生们也普遍认为，通过体育理论课的学习，能扩大知识面，

为理论教学内容的学校分别为 5 所（占 14.29%）、7 所（占

提高生活情趣和娱乐品位，对身体锻炼和生活有帮助。

20.00%）、8 所（占 22.86%）和 15 所（占 42.86%）；而一般

体育理论课是大学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

高校选择 A、B、C 和 D 作为理论教学内容的学校分别为 15

在教室里讲授体育与卫生保健基础的理论知识课。体育理论

所（占 36.59%）、10 所（占 24.39%）、9 所（占 21.95%）和

课的教学在大学体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地位和影响：

7 所（占 17.07%）。总体上，我国 76 所普通高校选择 D（经

（1）体育理论教学“是集中地进行体育基本知识教学和
[2]

专家论证为最佳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教学内容的学校仅有

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形式” 。
（2）“体育理论课教学对提高

22 所（占 28.95%）。内容不全面、不丰富，学生对体育理

大学生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与心理素质以及劳动

论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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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76 所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内容 1）

表1
学校类型

总校数

A

重点高校
一般院校

35
41

校数
5
15

合

76

20

计

97

B

C

D

%
14.29
36.59

校数
7
10

%
20.00
24.39

校数
8
9

%
22.86
21.95

校数
15
7

%
42.86
17.07

26.32

17

22.37

17

22.37

22

28.95

2

X ＝8.07；P＜0.05;1）A（高校体育的目的任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体质评定及其它）
；B（A+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C（B+技战术分析）
；D（C+心理健康标准）
。

(3)教材使用。

最后才选择自编教材（占 9.21%）。由于自编教材、校编教

由表 2 可知，我国普通高校理论课教材使用受人为因素

材和省编教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高校体育理论课的教

的影响比较大（地方保护主义强）
，重点高校与一般院校在

学效果总体水平偏差。对教师来讲，要做到对教材及教材以

教材选择上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重点高校选择理论

外有关知识的精通，并走上讲台生动地讲述是困难的。对普

教材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校编教材（占 60.00%）、统编教材（占

遍大学生来讲，他们最需要的知识是哪些，还需要在不断实

17.14%）、自编教材（占 14.29%）、省编教材（占 8.57%）；

践的过程中去寻找去探求。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体育理论教材

而一般高校选择理论教材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省编教材（占

对近 20 年来国内外的社会体育学研究的新成果缺少总结，

60.98%）、校编教材（占 21.95%）、统编教材（占 12.20%）、

对传统的自然体育学的新成果反映也不足。为此，寻求具有

自编教材（占 4.88%）。总体上，首选校编教材（占 39.47%），

时代特征、实用性的体育理论教材迫在眉睫。

其次为省编教材（占 36.84%），再次为统编教材占 14.47%，
表2
学校类型

总校数

重点高校
一般院校

35
41

合

计

76

全国 76 所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材使用情况 1）

自 编
校数
%
5
14.29
2
4.88
7

9.21

校 编

省 编

统 编

校数
21
9

%
60.00
21.95

校数
3
25

%
8.57
60.98

校数
6
5

%
17.14
12.20

30

39.47

28

36.84

11

14.47

X2＝23.13；P＜0.05; 1）自编（任课教师自己编写）；校编（学校组织本校体育教师编写）
；省编（省教育厅组织本省体育专家编写）；统编
（教育部组织全国体育专家编写）

(4)教学形式。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的教学形式单调，重点高校与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重点高
校与一般院校在理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差异无显

一般院校在理论课教学形式的选择上差异具有显著性

著性（P>0.05）。总体上，首选照本宣科注入式（占 38.16%），

（P<0.05）。重点高校选择理论课教学形式由高到低的顺序

其次为自学提问式（占 26.32%），再次为自由讨论式（占

为混合型（占 60.00%）、任课教师上小课型（占 25.71%）、

19.74%），最后才选择多媒体教学（仅占 15.79%）。体育理

主讲教师上大课型（占 5.71%）、其它型（占 8.57%）；而一

论的教学方法延续照本宣科注入式的教学显然已不再适应

般高校选择理论课教学形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混合型（占

现代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大学生对枯燥的内容和照本宣科

85.37%）、任课教师上大课型（占 7.32%）、主讲教师上小课

注入式的教学不感兴趣。就是有条件可利用的幻灯、图片等

型（占 4.88%）、其它型（占 2.44%）。总体上，首选混合型

的使用也不足，更不要说电视、摄像及多媒体计算机这些大

（既有主讲教师上大课型，又有任课教师上小课型），占

学生更感兴趣的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了。这里存在着硬件和

73.68%；其次为任课教师上小课型，占 14.47%；再次为主

软件双重原因，许多学校在专门的教室和配套设施上明显不

讲教师上大课型占 6.59%，最后为其它型（占 5.26%）。这

足，而教师使用设备能力以及教材选用和开发严重滞后，直

与当前的素质教育的要求（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

接影响理论课的质量，也影响体育理论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

还有一定的差距。长期以来，体育教师以上好实践课为本职，

革。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研究技术与技术教学法，很少受到

(6)学生的学习态度。

主讲理论课的专门训练，也缺乏理论教学经验及理论课教学

我国普通高校学生对体育理论课持消极态度，重点高校

研究。在教学形式上，目前虽有部分高校开始试行任课教师

与一般院校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1）。重点高校学生对体

上小课型（占 14.47%），但大多数高校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

育理论课所持态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消极（39.44%）、积极

混合型教学形式，比较枯燥、单调和有较大的随意性。

（26.85%）、很积极（15.39%）、很消极（13.93%）、一般

5）教学方法和手段。

（4.38%）；一般院校学生对体育理论课所持态度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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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为消极（37.94%）、积极（26.49%）、很积极（20.93%）、

国高校体育理论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面临 2 种选择：一是彻底

很消极（9.18%）、一般（5.46%）。从总体上看，在接受调

改变现有的体育教学形式，重新构建一种统一模式的理论教

查的 1 860 名大学生中，有 340 人（占 18.28%）对体育理

学内容和体系；二是基本上保持现有的教学内容形式的相对

论课的学习持很积极的态度；持积极的态度有 496 人（占

稳定，同时又作出积极的调整和适度的补充，以解决现有理

26.67%）；持一般（即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态度的有 92

论教学内容与整个体育教育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从实际操

人（占 4.95%）
；持消极态度的有 719 人（占 38.67%）；持

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最好选择后者为宜。教学内容的选

很消极态度的有 213 人（占 11.45%）。本次调查所有被试的

择既要考虑大学生的实际，扩大知识面，注重内容的实用性，

总平均得分为 0. 93。对照态度评价尺可知：这次接受调查

加强体育的科学性和多功能效应的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对

的大学生对体育理论课的学习接近消极水平。经调查得知，

体育的认识水平；又要强调身体锻炼的原理、原则、方法等

这部分大学生之所以对理论课学习持消极或很消极态度，其

的教学，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主要原因是，对体育理论课学习的目的、意义及作用认识不

(3)教材选择要从实际出发。普通大学生受中学“重智轻

足；学校的教学设施、环境条件较差；少数任课教师的理论

体”思想的影响，多数学生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偏低，而

教学水平不高等。在这些原因中，既有大学生主观方面的因

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兴趣广泛，对体

素，也有学校和任课教师方面的因素。这给今后的教学工作

育的全新认识才刚刚开始；再者高校教育的性质任务决定了

提供了改进的依据。

高校体育理论教材应有别于其他学科。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
应根据高校培养目标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针

3
3.1

结论与建议

对性强的教学大纲或编写适合高校实际的配套教材。

结论
(1)体育理论课是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体育教学理论教法新颖与否，
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授课时适时采用实践与

是实现高校体育目的任务的重要途径。它对提高学生思想品

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电视、

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与心理素质、劳动技能具有促进作

摄像、录像、幻灯及计算机等的运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用，对提高学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指导科学地进行体育锻

对学生感兴趣的项目、问题进行现场解答或现场分析录像

炼、培养终身体育态度和能力以及提高体育文化素养等有重

等，增进相互交流，同时提高理论水平和认知能力。

要的意义。
(2)我国高校体育理论课的教学现状与 2002 年教育部颁

(5)提高理论课成绩在体育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为端
正目前大学生对体育理论课的消极态度，我们认为，除对体

发的《全国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基本相符，

育理论课实行严格考勤、提高理论课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改善

但仍存在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时数

教学设施外，提高理论课成绩在体育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

不足、教学内容选择带有片面性、教材使用受人为因素影响

（20%～40%）是一重要途径。

比较大、教学形式单调、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学生体育态
度消极等，这一状况应当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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