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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体能胜任力的要求。结合高职教育

自身特点，构建具有职业体育能力、适应于社会的“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新模式，并就其指导思

想、内涵特征、内容形式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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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for talent’s physical stamina competence. The author established a “post oriented” new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provided with occup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apacity and meeting social needs, and carried out a helpful 

discussion on its guiding ideolog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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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 10 月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职业

教育和培训”[1]以来，全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已有较大

的发展，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教育质量都取得了质的

飞跃。为了进一步提高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素质，提高

社会劳动生产力，推动经济、科技、教育发展，对人

才体能胜任力和职业岗位身体素质需要有更高的要

求。然而多年来，高等职业学校体育课教学的内容和

形式多是套用普通高校的教学模式，注重课堂教学，

忽略课外指导，注重统一标准，忽略个体差异和职业

需求。因此，积极探索适应高职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

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就体育教学如何适应我国高等

职业院校自身特点并以健身和终身体育为方向，树立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2]，提出了“岗位主导”体育

教学模式的构想。 

 

1  构建“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完

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更加趋于合理化，为此，体育教

育改革也必须从传统的“传习式”模块转变到与整体

职业教育相适应的轨道上来，体育教学要从“封闭型”

转变为“开放性”。因此，我们必须打破长期以来以竞

技项目讲授为主的教育模式传统思想，把学生的自主

锻炼与职业岗位体能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职

业院校体育资源的整体优势，构建具有职业体育能力、

适应于社会的“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新模式。 

    “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构建体育项

目自主锻炼体系，目标是把学生导向职业岗位、工作

环境所需的体能胜任力培训体系，其理念基础是遵循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主线”

的高职教育方针。是“能力本位、行动导向、职业技

能”等教学思想的内在统一[3]。“岗位主导”是把体育

引向以培养职业岗位 “体能胜任力”为重点，以体育

项目训练为主线，促进体育活动行为能力的发展。 

体能，也称体适能，一是指“人体各器官系统的

机能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或特性”；二是指

“一种精力充沛的良好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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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力地完成日常的各种活动，而不会因为过早出现

的健康问题而发生生命危机”。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是

指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中，能够抵抗日常生活和工

作压力，增强抵御疾病的免疫力，提高工作效率，以

精力充沛的良好体能状态去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力。它

包括心肺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柔韧性和身体

成分等[4]。将体育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

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实施体育运动项目带动身体素质

锻炼的教学模式。其实质是在思想上树立“岗位主导”

的体育教学理念，使职业岗位身体能力培养更加明确，

从单纯运动成绩或传技中解放出来，打造中国特色的

高职体育教育品牌。 

 

2  “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1)“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内涵是以学生所

学专业培养目标所确定的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

需求为标准，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设计、选择

适合个人锻炼的体育运动项目，以体育运动项目为载

体整合组织体育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完成这些运动项

目的过程中，实现满足职业岗位对体能胜任力的需求，

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2)“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特征，首先是以

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来确定体育教学内容，充分体现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方针。

职业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体能胜任力，就选择相应的体

育教学内容。其次，职业岗位决定的是能力结构，起

主导作用。“瞄准岗位设课程”以实现职业岗位身体能

力为体育教学的立足点[5]，整个体育教学必须围绕职业

岗位体能胜任力来开展。体育项目是培养职业岗位体

能胜任力的载体，是“瞄准能力搞教学”的最佳设计

和最大诉求，在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主导下，通过

学习一个个运动项目，最终实现和培养终身体育锻炼

的教育目标。第三，应把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作为主

线，贯穿体育课程的始终；运动项目带动身体锻炼作

为教学载体，引领体育课程的组织实施。“岗位主导”

与“项目带动”是目的与手段、目标与途径的关系，

是横向主线与纵向教学实施的关系。 

 

3  “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构成 
1)逻辑结构：新模式建立在面向未来“岗位体能

胜任力”和“终身体育锻炼”的发展目标之上，其结

构是确定各个专业培养目标→明确各个专业培养所面

向的每个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和身体素质要求→分析

确定自身体能素质与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差距→针

对差距设计、选择训练项目→针对选择的训练项目形

成课程单元教与学→完成每一单元体育课程所针对的

练习项目→完成每一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综合项目

练习→达到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基本要求，具备履

行职业岗位体能胜任的能力和终身体育锻炼能力。 

2)模式结构：在体育教学的模式上，采用两种形

式一个目标的模式来适应高等职业体育发展的自身特

点(如图 1)。 

 

 

图 1  岗位主导教学模式结构 

 

学生自查与职业岗位体能要求的差距和选择适合

自身锻炼的运动项目，目标就是达到各个职业岗位群

需求的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在构建体育教学模式时，

必须考虑到有利于全体学生参加和适合于群体性的教

学形式，既要防止“形式化”的“岗位主导”体育教

学，又要避免“重达标成绩”的竞技教学过程。充分

运用岗位体能胜任力的主导和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项

目带动身体锻炼，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3)内容结构：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职业岗位特点，

针对未来职业岗位对学生体能胜任力的需求，选择相

关的职业运动项目进行体育锻炼，以达到职业岗位体

能胜任力的要求。(1)师资类专业学生，其职业岗位对

体能胜任力的要求是具有良好的站立基本功和站姿，

体型健美、匀称等，应着重发展肩带肌、腿部肌肉的

力量，训练一般耐力、下肢静力性耐力等，让学生自

主选择体操、实心球、手倒立、田径、篮球、健美操

等运动项目进行锻炼；(2)会计、电脑、绘图类专业学

生，职业岗位对体能胜任力的要求是具有较长时间的

坐姿和注意力的专注等能力，应着重发展腰背肌力量，

颈椎腰椎的一般耐力和手指的协调能力等，让学生选

择有氧健身操、跳绳、俯卧撑、体前屈、乒乓球、羽

毛球等运动项目进行锻炼；(3)安装修理、地质类专业

学生，职业岗位对体能胜任力的要求是具有良好的上

肢力量、静力性耐力和手指的灵巧能力等，应着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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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肢动力性耐力，肩带躯干的耐力和滞空能力等，

让学生选择哑铃、单杠、举重、球类、游泳等运动项

目进行锻炼；(4)导游服务类专业学生，职业岗位对体

能胜任力的要求是具有良好的体型与姿态、上下肢协

调等能力，应着重发展身体的一般耐力、动作的准确

性和灵敏性等能力，让学生选择体型训练、健美操、

韵律操、跳绳、羽毛球、游戏等运动项目进行锻炼。 

 

4  “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实施 

4.1  转变观念，加大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 

高等职业学校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是一个复杂、

动态的系统工程。积极创建高职体育教学新模式，是

我国高职院校树立“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指导思想

的关键[6]。 

    由于职业教育是按照从事一定职业所需的各种知

识和技能来系统地组织教学，因此，在实行体育教学

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岗位主导”自身特点来确定课

程目标，但大部分职业院校的体育教学教材、大纲基

本上是运用高校进行翻版的，缺乏可操作性，建议高

职高专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职业教育特点组织专家、

学者，进行有关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使“岗位主导”

体育教学模式更加科学化。 

4.2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实施教学 

    第一，在“岗位主导”体育教学过程中，应以学

生为主体，紧紧围绕学生所学专业对职业岗位体能胜

任力的要求，对照学生自己现有的身体素质，找出差

距，并制定高职院校体育学习、体育锻炼的计划和分

段目标，再根据发展目标结合学生自身状况和喜好，

选择适合学生自身发展的体育课程内容和上课教师。

第二，要发挥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根据高职院校已

有的体育运动场地、体育器材设施和体育教师自身的

特长，确定各个专业学习体育运动项目的大菜单，供

各个专业学生去选择，每一学期可以选择 1~2 项；学

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可以自由选择上课教师和运动项

目，各专业教师再根据不同项目特点结合各专业学生

不同身体素质情况，制定出不同层次的教学形式和方

法。第三，体育课程模块的设计，体育老师根据各专

业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要求，设计出若干个体育课

程模块内容。一个课程模块对应岗位体能胜任力领域

的一个单项要求，一个单项模块就是一个体育教学单

元，具体结构为：(1)根据职业岗位体能胜任力的任务

划分，明确本课程模块的教学目标。(2)设计出达到教

学目标的体育训练项目。(3)制定完成该体育运动项目

的具体练习步骤。(4)提出完成训练项目的学习态度要

求等，最后达到完成该课程模块的体育教学任务。以

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使学生与教师融为一体，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4.3  处理好终结性学习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关系 

    对学生体育考核办法，也要将学生学习评价体现

在教学的全过程，应在每个教学单元、每个教学活动

和课外锻炼中，以体能为核心对学生的锻炼意志、学

习态度、技能掌握、体能提高等因素都要做出客观的

评价。在过程性评价的基础上，学期结束时再进行终

结性评价[7]，这样对学生最终评价会更准确、公正、合

理，更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岗位主导”体育教学模式的创建是一个系统工

程，社会-经济系统对人才的要求是这个模式的目标，

提高综合素质形成终身体育习惯，适应社会，积极乐

观是这个模式追求的目标。组成这个模式的几个方面：

“岗位主导、项目带动”、课堂教导、课外活动、教师

主导，学生自主及社会体育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

切的关系。学生的体质、生理、心理、经济条件等方

面的差异是影响模式目标实现的重要内在因素；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教师素质，学生会、团委等部门

的工作是影响模式目标实现的外在因素。高等职业院

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形成与完善应依赖于各方面的实

施，形成良性互动以产生新质的突现，进而推动模式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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