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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社会对社会体育人才的需求等进行分析，认为

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不强。因此，应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和学校类型科学定位人才培养模

式，结合完全学分制进行多层次课程体系设置，调整课程设置内容和时间安排，培养学生热爱专

业和严谨治学的精神，从增强学生学习和就业信心角度建立科学的多元评价体系，从而提高社会

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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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mode that meets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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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of cultivation of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China and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and considered that in a nationwide sense the mode of cultivation of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is still not meeting social needs, and not highly action specific for professional cultiva-

tion. Therefore, the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mode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orienta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professionals and according to market needs and school types; a multi-level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set up and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time schedule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student’s major loving and precise teaching spirit should be cultivated; a scientific multi-element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employment confidence, thus 

making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more action specific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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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社会体育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供给是否有效最

直接的体现就是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高低。然

而，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是复杂的，主要是人才

培养模式的不合理，导致人才培养的“趋同性”和“供

需两张皮”[1]。教育部部长周济在 2006 年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深化以就业和社

会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就业竞争力”。因此，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积

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才是解决社会体育

专业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1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现状 
“培养目标确定培养人才的专业方向和要求，以

及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就业方向”[2]。对照分析 2006 年

收集整理的 112 所学校的社会体育专业教学计划，我

国有 60.7％的院校的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围绕《专

业目录》进行设置，这些院校在课程设置、办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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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上与体育教育专业基本雷同，只是在体育教育专

业课程计划基础上加上《专业目录》中要求开设的社

会体育概论、社会体育管理学、健身概论、中华体育

养生学、大众娱乐体育项目的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专

业特色不够，人才培养针对性不强。另外的 44 所院校

在确定具体培养目标时围绕“规定”目标进行了分解、

重构和有所侧重地将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定为

健身指导型、经营管理型、组织管理型和教学科研型

等。 

在专业培养目标下分设不同专业方向是当前人才

培养的共性。社会体育专业负责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指导下进行专业方向的细化代

表当前一种潮流，社会体育专业方向超过 16 个。方向

过多不利于专业核心目标的形成，无所不包会导致专

业“空心化”，这一点值得注意。在 16 个细化方向中，

选择“休闲体育指导”“体育市场经营开发”作为社会

体育专业主要培养方向的在 60％以上。 

 

2  社会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 
1)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健身指导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社会体育指导员

从 2001 年 8 月开始正式进入中国职业分类体系，说明

从事社会体育工作已不是业余和兼职。目前，我国的

体育人口约占总人口 33.9%，体育社会指导员约 32 万

余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人口之比约为 1︰4 000[3]。国

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

要》中规定：“10 年内，大众体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体育人口达总人口的 40％左右。”若按《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规定的每千人配备 2~5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标准，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总数至少应为 65 万人。

而目前发达国家的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

60％~70％，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很

庞大。以德国为例，德国 8 000 余万人口，有 200 万

体育工作者，也就是说平均每 40~50 人就有 1名社会

体育指导员。可以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我国体

育人口比例发展到 50%左右，约 7.5 亿人，即使按目

前德国水平1/3的要求发展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也至少应达到 500 万人以上。因此，培养一批健身指

导员应当是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目标之

一。 

2)体育产业的发展，急需一批休闲体育经营开发

类人才。 

体育产业是劳动密集型、能提供多种就业机会的

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潜力大、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

环境污染低的特点[4]。在发达国家，体育早就成为一个

庞大的经济行业，尤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

各国经济的发展，体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体育的经

济功能被不断开发，体育产业呈现出快速化、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有些甚至成为支柱产业，体育产业吸纳就业的独特作

用相当可观[4]。 

依据产业结构理论，我国体育产业会随国民经济

成长阶段的上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层次的

升级而不断发展壮大，吸纳社会就业的独特作用会日

益明显。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相

当规模的体育服务业专业市场，截至 2002 年，我国体

育产业总投资额已超过 2 000 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

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并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5]。

在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体育产业的这种效益会更

加突出。与体育产业快速成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素

质的体育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短缺。据有关专家介绍，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既懂经营管理又懂体育的

人才仅数百人，到 2008 年我国至少需要 1万名左右的

体育产业管理人才，仅奥组委就需要 4 000 人来从事

奥运会赛事组织和产业开发工作。奥组委自成立以来

一直在“招兵买马”，为奥运成功举办提供智力支持。

而能够出色地设计奥运会竞标方式，对广播电视转播

权进行项目开发和利用奥运会的无形资产进行深度市

场开发的人才非常少。有业内人士就指出，目前体育

经营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的障碍之一[5]。 

综上所述，国外体育产业强劲的就业效应及我国

体育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启示我们，体育经营开发类

人才的培养应是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目

标之一，以尽快适应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3  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社会体育专业发展至今只有 10 余年，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证就

是该专业学生“入口”和“出口”不够通畅。从总体

上看，目前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市场供需失衡，矛盾突

出，各大高校争相开设社会体育专业，似乎是供大于

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全国各省市社会体育专业点的平均数为 3.61 个。

从专业绝对数量看，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中及

东北，这 4个区域社会体育专业占了全国 70％；从专

业分布密度看，华中、东北、华东及华南社会体育专

业点的平均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数，分别为 5.33、5.00、

4.67、4.33；从各省社会体育专业数量看，以广东 10

个，江西、吉林、湖北各 7个成为社会体育专业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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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出现了专业扎堆现象[6]。专业扎堆

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就业压力。 

天津体育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开办社会体育专业的

高校，通过对其连续 7届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调查(见表

1)大体上可窥见我国社会体育专业就业情况。社会体

育专业学生以教育部门为主要就业方向，从事社会体

育工作的比例较低。这不仅与多数学校最初制定的培

养目标相违背，而与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趋同，造

成本已相当稀缺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表 1  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专业 1999-2005 年 

毕业生就业情况 

单位 人数 比例/% 

教育部门 148 38.5 

公务员 76 19.8 

企业 41 10.6 

俱乐部 42 10.9 

酒店 12 3.1 

其他 66 17.1 

合计 385 100 

 

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不高的现

状令人担忧，反映出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社

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距离。 

 

4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1)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定位是提供有效市场需求的

基础。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仍在不断深化，高

校招生规模短期内没有放缓的迹象，我国高等教育已

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更贴近社会

需求，更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从

精英培育走向更贴近经济社会建设的多元需求人才培

育。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体育专业仍然“培养高级专

门人才”[7-8]，就有些脱离形势。根据文献资料和专家

访谈，我国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为： 

(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培养学生健身指导咨询、休闲体育服务领域的基

础理论、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具备接受继续教育的基

础条件和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基本能力，以及扩展职

业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的能力。与研究型人才相比，

要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岗位操作技能与实

务经验)、沟通能力(理解、表达与团队合作)，能较快

地适应岗位的需求，解决实际问题。该模式应成为教

学型大学(院系)和高职院校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主要模式。 

(2)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就是

要体现出新、专、博。新——掌握社会体育专业前沿

知识；专——在专业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和较深造

诣；博——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研究型大学(院系)因其人才培养模式上更注重学术性

和基础性，培养的本科学生多数都会进入研究生阶段，

通常不用多考虑其就业问题，宜采取这种模式。 

(3)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即两种模式的结合，注

重“社会导向”与“学术导向”的有机结合。比较适

合于教学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大学。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就是类型定

位，即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还是研究型人才，或是

复合型人材。如学校定位于为中小体育企业和基层单

位培养人才，就应将应用性作为培养方向，强化学生

操作技能训练，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和勇于创造的思想品质。 

2)结合完全学分制进行多层次课程体系设置。 

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体育专业均实行不完全的学

分制，学生只有完成规定的相关类别课程的学时学分

方能毕业。这种做法大大限制了学生自主发挥的空间，

导致培养的人才“千人一面”，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因

缺乏竞争优势而不能顺利就业。为了使社会体育专业

课程体系具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各种类型人才的培

养，可以结合完全学分制，以基于通才教育之上的宽

口径专业教育为基本原则，在社会体育专业下设置 4

种系列的课程体系：通识教育课程、应用型课程、研

究型课程和选修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适应“平台式教育”(见后文)阶段

学生修课，不能局限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意识、外语水

平和计算机、体育学科基础课程等方面的要求，应增

加教育学类，方法工具类，公共管理学基础、人文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开设文理科渗透、学科交

叉、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奠定通识教育基础，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提供强劲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为后期的专业学习打好

基础。 

应用型课程偏重于培养学生指导健身的技能、销

售技能和基本的管理技能，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

型人才，教学结果要使学生能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健

身教练、体育市场营销策划、市场推广等工作，以满

足社会近期、短期实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 

研究型课程偏重于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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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侧重于对学生创造性和研究性思维的培养、侧重

对学生设计能力的培养，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分析研究

型和设计型人才，教学结果是要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创

新、开拓意识，能从事较高层次的专业工作，也可进

行深入的专业研究。 

选修课程供所有学生根据自己兴趣爱好修课，旨

在扩大课程体系的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范

围和自主学习空间。 

总之，针对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学段修不同的课

程，在更大程度上能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这样的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也能够使我们在“宽口径、

重基础”与精通、熟练掌握专业应用技术的矛盾之间

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但这种课程体系得以实现的前提是

与学分制充分结合。 

3)调整课程设置内容和时间安排。 

从学科属性来讲，社会体育专业属于应用性较强

的专业。专业的定位及社会需求导向决定了我们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要十分重视与企业、社会紧密联系的学

生专业实习与生产实践，建立专业实习基地，实现开

门办学，这是“课程链”必不可少的部分。部分即将

毕业的学生反映 4年学习存在“大一太闲、大二茫然、

大三专业课重得应付不下来、大四忙找工作和考研”

的现象。为此，提出了“1.5＋1.5＋1”的课程设置和

时间安排，即“一年半的平台式教育、一年半的专业

课学习、一年的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在实施过程中，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职业规划教

育和实践教学分散安排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不断

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避免出现“闲、茫、懒散”的状

态。 

4)培养学生热爱专业和严谨治学的精神。 

从学生入校起就应开始培养学生热爱专业，采用

各种方式(如参观访问优秀体育企业、参加体育用品博

览、资深教授方向指导、专业学术讲座、教学管理的

引导等)不断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专业

情趣，激发学生热爱专业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同时，

还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其自觉刻苦

学习。 

5)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建立学生能力综合评价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

励学生更好地学习，激励学生进入社会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可以尝试在评价某一门课程成绩

时采取“理论或技能分数＋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做

法，如健身健美课程学习结束后，对于那些还能获得

国家健身健美指导员称号的学生要给予学分奖励

(0.5~1 学分)，鼓励学生获得更多社会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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