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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术科能力欠缺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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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导致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术科能力欠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近年来报考体育教育专

业的学生专业志向中的体育目标和技术基础明显不足、教学改革无视学生实际情况、扩招导致学
校施教条件不足以及术科师范技能教学失效等是主要原因。并对此提出加强术科教学改革，强化
术科师范技能培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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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lack of academic cap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XIANG Jia-j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hongqing Three Gorges Institute，Wanzhou 404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lack of academic cap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causing such a result include obvious lack of sports objective and technical basis in the specialty orientation of students registering themselves for the examinati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teaching plan refor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of the students,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facilities as a result of expanded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failure of academic normal skill
teaching. The authors offered such suggestions as boosting academic teaching reform and strengthening normal skil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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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术科能力包括术科操作性

技术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但实际

技战术能力和传授这些操作性技战术的教学（训练）

的情形令人担忧。笔者对重庆地区 19 个区县 56 所初、

能力。在我国，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学科分类中，一

中等学校和重庆、四川 18 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学计划

般将体育分为“技艺类”学科。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

和术科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育专业的培养方向就是造就具备这类“技艺类”学科

的身体素质、术科技术水平和施教能力有一年不如一

教学能力的初、中等学校体育教师，通过专业教育，

年的趋势。为此，本文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术科能力

使他们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担负起为青少年传授运动

持续弱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技能和健身知识，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养成良好的
锻炼习惯的责任。显然，术科操作性技术水平和应用

1

（教学训练）能力将构成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专业素养

1.1 学生术科操作性技（战）术能力欠缺的原因
(1)生源质量不佳增大施教难度。

的基础。毕竟体育首先是靠运动技术、技能来传达的，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术科能力欠缺的原因

术科技术技能素养决定着体育教师的角色塑造，它们

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1999 年高校开

将成为学生今后赖以胜任教学工作、获得尊严、身份

始扩招，使得大量没有任何体育基础和经历，为了寻

认同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对术科

求一个好的出路的中学生，突击报考体育专业。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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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三峡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近 20 个省市招收的学生

程小型化”和减少术科加大学科比例自然更具合理

中，曾参加过业余体校正规训练的人数几乎为零，中

性。因此，以美国为参照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可以

小学时参加过校代表队某单项训练平均 2 年以上的仅

认为，这样的改革只考虑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却忽视了

为 10.8%，大多数属突击应考者。这种学生从一开始

教育对象主体的实际状况。因此，大量削减术科课、

就缺乏运动技术基础和体育目标，进校以后，因缺乏

增加培养新的“多能”的理论课等的改革对于我国绝

对体育最基本的认识而很难建立起对体育技术学习

大多数本身专业志向不明、基础差，因文化基础差才

的兴趣和热情，对技战术的感知和理解也难以做到全

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要达到培养的要求，实在

面和深入。客观上，这些从头学起的学生也常常因能

勉为其难。在生源质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削减术科

力不足而容易受伤，经常以“看课”来应对技术教学，

课学时的做法，不仅导致学生专业素养根基的动摇，

最终难以完成学业。

使学生将来既无力承担体育教学的重任，又无法具备

(2)教学计划调整无视学生实际情况。

宽口径的就业能力。从而最终导致以培养中学体育教

近年来，为顺应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部课程规划

师为目标的教育效果的落空。

改革的有关文件的要求，各院系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

(3)扩招使学校施教条件不足。

改革，多次修改教学计划。在改革探索中，虽然也取

扩招使得许多高校施教条件不足，主要是师资、

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如为了学生就

场地器材设备等，只好以降低标准来应对。在师资方

业的需要，在许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中，

面，因为专业术科教师不足，就让非专项技术教师来

存在着增加课程门类和缩减术科学时的情况，本属二

担任术科课程的教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如篮球专项

级学科的体育教育专业开设了社会体育、运动训练、

教师教田径课。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扩招以后，这种

体育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等课程，且大多是

现象尤为突出。近年来，教育部在对全国高校的合格

理论课程，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多种职业素养、拓

评估和水平评估中，对师资提出了高学历的要求。许

宽就业口径。结果造成体育学科各专业课程的大量重

多高校为了应付评估，在引进教师时只引进硕士、博

[1]

复。据吴忠义等 的调查，目前体育教育专业与运动

士或教授，这虽然可以快速从整体上提高师资水平，

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

但由于高学历、高职称并不完全等同于高能力、高素

相同的课程竟然高达 62.3%，必修课中相同的课程达

质。这种做法必然造成一些“泡沫”现象。一些高校

78.6%，选修课中相同课程达 46%。这不仅模糊了专

（特别是师资较弱的非重点学校）在人才引进中常常

业界限，混淆了不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又导致了体

只见“学历”、
“职称”
，不见“能力”和“水平”
。不

育教育专业本质功能的弱化。同时，在总学时递减的

可否认的是，体育技术能力突出的学生往往由于长期

情况下，又增加课程门类，使得术科课程的学时不断

从事专业训练而文化基础较弱（从每年高考录取的结

地被一些理论课挤占，术科课时越来越少，体育教育

果和在校的学习表现中可以见得），进入大学后考上

专业的课程变得小而全，学生的学习无异于走马观

研究生的机率远远低于其他学生，他们进入高校任教

花。如在重庆三峡学院 4 次教学计划修改中，主干课

的机会自然很少。近几年在高校求职的研究生中，大

田径由 1998 年的 180 学时逐渐减为现在的 112 学时，

多数在本科阶段技术基础薄弱，还有一部分学生本科

体操从 140 学时逐渐减为 72 学时，三大球（篮、排、

阶段根本就不是学体育出身。在考研学生中，很大一

足）由 96 学时逐渐减为 64 学时。在大量削减术科学

部分是因技术基础差、就业期望失落后才立志报考研

时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还以美国等国家为例来说明减

究生。重庆三峡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近 4 年考上的 9 名

少术科加大学科课时的合理性。诚然，如果我们招收

研究生中，术科能力突出的竟无 1 人。针对这样的现

的学生大多具有丰富而全面（熟悉多个运动项目）的

状，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引进如果不考虑专业特点和

体育经历，也许这样的改革是合理的。事实上，美国

实际情形，单一地追求高学历，势必造成术科整体施

的文化传统对社会环境对立志于体育专业的学生和

教能力的进一步退化，使得“教”和“学”两方面均

体育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远远高于我国，从小便立志

无法达到专业培养方向的实际要求。从专业特点出

体育事业的学生人数自然就会多于我国，一般而言，

发，单纯追求高学历或单纯追求高技术都是有失偏颇

这样的学生大都具有良好的体育基础和丰富的体育

的，不利于专业发展，但二者均高的人才又有几个？

经历。尽管美国体育师范教育的术科比例较小，但强

如果人才引进机制长期如此，可能造成术科教学的衰

调有关技能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知识,教育类课程多、学

落。

时也多，教育实习时间较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课

此外，从另一施教条件——场地器材角度看，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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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也使得许多学校运动场人满为患。目前重庆、四川

生为师从教能力的培养。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计划、教

18 所高校体育院系现有运动场地器材设施达到国家

学大纲，特别是教学过程并没有突出对学生师范技能

[2]

规定标准的仅为 8.2%。戴文 2001 年在对全国 52 所

训练的重视，教学管理部门也没有专门的规范和标准

高校体育院系的调查中发现，只有 6%的学校达到标

来引导术科教师的教学行为，师范技能教学一直处于

准。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体育场地设施远远无法满足学

被边缘化的地位。事实上，教材教法课程只能从理论

生课外自练的需要。显然，对于技术基础普遍较差的

上解决认识的共性问题，而对于个性问题和实践上的

学生仅仅依靠学时数越来越少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

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教育实习可以在这方面助一臂之

够的。这样的教学环境自然不可能让学生的术科能力

力，但如果仅仅依赖于短短 8~10（专科 5~8）周的集

受到更好的训练。

中实习是很难让学生的施教能力得以建立和提高的。

1.2 学生术科施教能力欠缺的原因
不管教学改革如何进行，除了术科技（战）术训

之所以此类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笔者认为，一是

练外，培养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体育技术施教能力始终

“掌握好技术就能教好学”的现象。二是教学的科学

是专业教学的重中之重，是专业功能的集中体现和培

性和艺术性研究还远远不够，术科师范技能训练的理

养方向（初、中等体育教师）的现实要求，也是专业

论和实践体系、教学模式尚未建立或完善，教师常感

教育的终极目标。虽然它以运动技术的掌握为基础，

到无所适从。三是实际工作中体育与运动、教学与训

但若忽视这一内容必然会导致专业功能的丧失。长期

练认识模糊，教师在训练课和教学课之间难以平衡和

以来，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以“学科专业课程

把握。四是术科学时数大量减少，从课时上难以保证。

为本”，无论从课程门类还是从课时比重看，学科专

五是体育教育专业的术科教师基本上是传统办学思

业课程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而师范教育课程始终处于

想和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

被边缘化的地步。教育理论课程门类少且与实践脱

和教学示范仍未脱离传统模式。

受中国传统的传授方式的影响，在认识上还普遍存在

节，只有教育学、心理学等为数不多的几门课程，且
课程学时少，仅占总学时的 5%左右，与世界各国体
育师范教育课程中教育类课程的 16.9%(英国约 35%、
[3]

2

结论和建议
(1)“课程小型化”和“厚基础、宽口径”的倡导，

美国约 25%)比较存着较大的差距 。并且，在专业教

学时调整，是教育对培养何种人才的一种宏观把握，

育活动中，体育教育专业术科课技术教学只专注于技

本身并没有错。但对于与教育设计师们的想法相去甚

（战）术的传授和提高而忽视其师范技能（包括一般

远的生源质量来说，目前学校大量削减术科学时的做

师范技能和术科技战术教学能力）的培养，将教学课

法并不符合实际，结果可能导致教育部在新课程纲要

当成训练课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多数学校并没有形

中所期望的“培养合格体育教师”的目标难以实现。

成科学完整的术科师范技能教学训练体系和构建有

现阶段体育教育专业如何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如何解

效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也缺乏对学生进行“讲解、

决新的“多能一专”与培养方向之间的矛盾，如何平

示范、纠错、教学设计、教法运用、组织教学”等方

衡术科课与理论课之间的学时数，还有待深入研究。

面的训练。适应中学体育教学的实用性、技能性课程

(2)长期以来，体育教育专业一直要求学生在有限

几乎是空白，主要依赖十分陈旧的教材教法或利用毕

的时间内必须掌握近 10 个术科项目的技术技能，这

业前教育实习集中强化师范技能和术科教学能力教

样的要求使得学生的学习效果至少受到来自两方面

育。另外，“第二课堂近乎空白，体现培养教育教学

的制约：一是有限的学时；二是先天不足的体育基础。

“全国
能力的实践环节薄弱，培养方式单调呆板”[4]，

因此，如果尝试让学生在术科学习中从一开始就选择

[4]

有 71.1%的体育院校仅将毕业实习作为实习教育” 。

2~3 个项目进行有专项性和有深度的学习，也许更能

对重庆、四川 18 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排球技术课（普

有效地帮助他们确立职业自信。

修）的调查发现，各校的排球课教学大纲规定的平均

(3)从表面上看，扩招导致了生源质量的下降，但

总课时为 64 学时，
其中技术教法内容平均为 6.8 学时，

扩招并不是生源质量下降的深层原因，文化观念的影

约占 10.6%，但大多数学校在技术课中教法内容并没

响才是其深层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对体育和体育教

有体现。

师职业仍然带有偏见的社会意识和根深蒂固的职业

可见，高师体育教育专业在其教育教学改革过程

等级观念使得学生和家长在对升学和未来的职业选

中逐渐丧失了师范教育的特色，过分注重学生培养过

择中，仍然将报考体育专业和从事体育工作摆在无足

程中的“学术性”和新的“多能”的要求，忽视了学

轻重的位置，当文化期望失落后，才无奈地选择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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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这样的结果自然使得体育教育专业招收的学生

之急，必须提高认识，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

缺乏主动投身体育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其专业志向

建术科师范技能教学（训练）的理论、实践体系和各

中的体育目标和技术基础明显不足。因此，只有当社

种规范，突出师范技能培养的专业教育目标和功能，

会有效地担负起改革传统的责任，消除偏见和职业等

增强教学（训练）的计划性，加强管理和监督，将术

级观念时，才能让更多的有志者从小就致力于对体育

科师范技能水平作为评价学生专业素养的重要指标。

事业的强烈追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源质量的问
题，也才能从客观上保证学生拥有良好的术科技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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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

提升术科施教条件和整体施教能力。在人才引进方面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97-98.

充分考虑专业特点，把握好理论师资和术科师资的比

[3] 韩春利.我国高等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培养现状及改

例。加强术科教学改革，在学时数不足的情况下，在

革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9（7）：92-95.

第二、第三课堂多做文章，充分利用好第二、第三课

[4] 方爱莲.新世纪我国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

堂。
(5)长期以来，由于术科师范技能培养作为专业教
育的目标不明、功能不强，对其认识不足，教学（训

文.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现状与分析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6）：802-804.
[5] 毛振明.论大学体育教育的危机与改革[J].北京体
育师范学院学报，1999，11（1）：13-17.

练）过程被忽略或简单化，师范技能训练的理论和实
践体系尚未形成，其科学性研究远远不够，导致术科
师范技能教学失效，学生普遍缺乏良好的训练。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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