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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体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教学内容选择、竞技运动项目的教学、学生学习方式的转

变及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

征，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相联系，要遵循健身性与文化性、选择性与实效性、民族性与世

界性相结合的原则；体育课程并不排斥竞技项目，竞技项目教材化后能发挥它的多重功能和价值；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使用；体育教师是体育课程

的基本条件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关键在于教师，要开发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满足兴趣和爱

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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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such issues occur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s teaching content 

selection, teaching of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s, change of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connected wit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actual circumstances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for combining fitness nature with 

cultural nature, selectivity with effectivenes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orld characteristic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oes not go against competitive events, and it can exert its multiple functions and values after competi-

tive events are turned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new learning methods, such as independent learn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explorative learning, should be used in a combined way according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re basic conditional resourc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is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facilitat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atisfy interest and love should be developed.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curriculum reform；teaching content；learning method；curriculum resource

 

 
  
收稿日期：2008-07-18 
基金项目：国家 985 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项目”(105239200700002)。 
作者简介：吴本连（1975-），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心理学与学校体育学。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推进和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入，

学校体育课程从课程理念的更新入手，在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学习方式、课程资源等方面，都进行了较

大力度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

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在取得显著成绩

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影

响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整体进程和发展。本文通过对体

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教学内容选择、竞技运动项目教

学、学生体育学习方式转变、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等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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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教学内容 
    有些基层体育教师不知道如何按体育课程标准上

体育课？“有标准无内容，我怎么去上课？”是一线

体育教师碰到的 大问题。以前的大纲几乎统一规定

了具体教学内容，所以体育教师按部就班地照体育教

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上课就可以。但是，它很少考虑我

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明显差异，严重

脱离教学与未来应用的实际。大纲规定的体操教学内

容对一所没有体操器械的学校有何意义？田径的铅球

教学等与学生将来的体育锻炼有何联系？这些正是过

去大纲的不足。 

体育课程标准之所以没有规定具体内容，强调以

课程目标引领，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体育教师建立了发

展、创新和展示的舞台，尊重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选择性；另一方面，考虑全国各地情况差异很大，

不可能统一要求。这样做比较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各校

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体育场馆设施、师资水平

等差异较大，要求全国所有的学校按照统一规定的内

容进行教学是不切实际的，新体育课程强调目标引领

内容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各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来

选择内容，只要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目标即可。现

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科学地选择体育教学内

容？因为体育教学内容很多，不仅同一内容具有多种

功能，而且同一功能也可以用不同的内容去实现，何

况学生的课堂体育学习时间非常有限，教所有的内容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指导好一线体育教师科学

地选择教学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究竟选择什么样的

内容进行体育教学，除了要考虑上述的“符合学校实

际条件”这一因素之外，还应该重点考虑以下两个因

素[1]：第一，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与特点。第二，

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相联系。科学地选择体育

教学内容除了要考虑上述几个因素之外，还应该把握

好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原则，选择性与实效性相结

合原则，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原则等。 

 

2  竞技项目教学 
由于新的体育课程强调改变竞技体育的教学观念

和教学色彩，有些体育教师就不敢教竞技项目了，这

是对课程标准的误解。强调“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并不排斥竞技项目的教学。竞技体育是体育文化宝库

中的一块瑰宝，竞争性和娱乐性是它的显著特点，其

对培养人的竞争意识等效果是不言而喻的。竞技体育

与学校体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它们的目的、对

象、方法、价值等不同，要求也不同。但是，竞技运

动项目服务于体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完全可以的，例

如，能有效促进社会适应目标的达成等等。所以，竞

技运动项目仍然是体育课程的重要学习内容，完全可

以利用竞技运动项目的教学，来达到促进学生健康的

目标。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必须要关注其趣味性与

实用性，选择那些对学生的发展有用，而且又是学生

所喜欢的项目；其次，必须要关注其健身性与教育性，

要利于实现体育教学目标； 后，必须要关注其适应

性与生活性，要经过加工和修改，符合学生身心特点

后才能进入体育课堂，如可以通过修改竞技运动项目

的场地器材标准和规则等。 

如何教竞技运动技能的问题，考虑以下 3 个因素[1]：

面向全体学生；服务学生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竞技运动项目的处理问题上，除了要进行教材化改

造外，还要注意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来发挥它的多重

功能和价值。因此，要将竞技运动技能教学和培养学

生正确体育态度、积极情感、道德规范、合作精神、

健康行为等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运动技能教学才更

有意义和价值。正如 Rinkzhi[2]指出：“体育课程的主要

目标是为学生的终身体育作准备，如果教师在教学中

不重视情感目标，学生可能是技能型的和知识型的学

生，他们可能选择不参与身体活动”。 

 

3  学习方式 
教育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所以，转变学生的

体育学习方式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和重点。传统的

单一的、他主的与被动的体育学习方式将被自主、合

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代替。传统的接受式学习方式，

不仅助长了学生体育学习的依赖性，泯灭了学生的创

造性，而且更不会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新的体育学

习方式充分体现了体育教学作为技术-心理过程，所

关注的是理想个体的生成与发展，它的两个基本点是：

价值引导和自主构建[3]。同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尊

重学生就意味着尊重学生的需要，如自我选择、探究

的需要；获得新的体验的需要；获得认可和欣赏的需

要等等。 

    体育教师要确立新的体育教学观。体育教学的目

的在于帮助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体育学习，使其个

性得到尽可能的发展。传统的体育教学是教师尽量地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讲解和示范去学习和掌握技术动

作，一些教师虽然也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但归根

结底这些方法的使用还是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我讲你

听，我教你练的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严重阻碍

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发展。因此，每一位体育教师



 
64 体育学刊 第 15 卷 

 

都必须加强对体育学习的学理研究，从传统教学观的

桎梏中解脱出来，必须从激发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关注学生的身心 佳状态出发，用多种形式来展现体

育教学内容，为他们创造自由探索和创新的机会，让

他们真正地体验到“懂、会、乐”。借助后现代课程观，

体育教学过程更应该是人际互动的过程，师生关系更

应该是交互主体性的关系。所以，新的体育教学观应

确立为教是为了学。体育教学方式必须要服务于学生

的体育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创设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

习等新的学习方式在体育课程改革中落到实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我们重视新的体育学习方式

并不是完全排斥传统的学习方式，因为每种学习方式

都有其局限性，千万不能为了“自主”而“自主”，每

种学习方式的使用都应该以发挥其作用为前提[4]。例

如，对于复杂的运动技能的学习应该以传统的学习方

式为宜，简单的可以采用自主、探究等方式；总之，

我们要针对具体情况，多种学习方式结合使用，不宜

走极端。 

 

4  课程资源 
    随着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课程资

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它是充实和更新体育与健

康课程内容，体现课程的时代性、选择性和民族性，

顺利实施新课程，提高课程的适应性和教学质量的重

要保障[5]225；是实现“身、心、社”整体健康目标的基

础；是创新编写教材教法的前提。 

    安全问题，是体育课程开发与利用中体育教师担

心和关注的问题。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学校

的安全法规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其次，学校应

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后，

体育教师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工作，防患于未然。 

体育课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能否成功，关

键在于体育教师。首先，体育教师是 重要的体育课

程资源。这是因为，在所有的体育课程资源中，体育

教师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因为体育教师不仅决定

着体育课程资源的鉴别、开发、积累和利用，是体育

的素材性资源的重要载体；而且体育教师自身就是体

育课程资源的首要的基本条件资源和人力资源。其次，

可以通过发挥一物多用、自制器材、改造场地、合理

布局、提高场地利用价值、充分利用社区或者单位资

源等途径和方法。再次，可以通过对现有项目的改造

及新项目“走进”我们的体育课堂。由此可见，只要

体育教师开动脑筋，开发一切可以开发的资源，便能

克服学校场地器材设施匮乏的困难。总而言之，体育

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体育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开

发与利用的程度以及发挥效益的水平。所以，体育教

师必须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课程资源意识和开发利

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并利用丰富多彩的体育

课程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在开发和利用体育课程资源时要

注意课程内容的选取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能

够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要视为学校体育课程建设

的重要工作并且纳入到常规的体育教研中去；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要对体育教师进行专门培训，要搭建起开

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经验交流平台等等[5]。 

 

    以上仅仅探讨了在体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提高问题意识是每一位学校体育工作者都必须做

到并勇敢地面对的，面对这些前进中的问题和发展中

的困难，一定要有信心去解决他们。同时也要认识到，

改革不是囊中取物，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改革是一

个探索的过程，它需要科学求实的精神。 

总之，体育课程标准自实施以来，学校体育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其中， 明显的就是“健康第一”的

指导思想逐步得到落实，体育课程的健身育人功能得

到了加强。实践已经证明，新体育课程改革的理念和

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向纵深推进

的时期，进一步理清思想观念、明确前进方向，已成

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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