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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成绩评价体系必须紧随课程教学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我国高师体育院系现有体

操课程成绩评价体系虽然体现了“三基”的要求，但其考核仍重竞技体操轻基本体操，重动作完

成能力轻动作创编能力，重示范能力轻教育教学能力，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不能较好适应新

的培养目标要求。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以反映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目标为宗旨，对要求学生掌握

的各种能力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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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must vary with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Although 

the existing gymnast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used by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has embodied the “three basic” requirements, it has,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 focused 

more on competitive gymnastics than on basic gymnastics, more on move completion ability than on move ar-

rangement ability, more on demonstration ability than on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and more on result evaluation 

than on process evaluation, thus it cannot adapt well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 new 

evalu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various abilities acquired by students in order to reflecting new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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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结构体系，正从求大

求全的形式逐渐向实用性、小型化、类别化方向发展，

可以预见未来的体操课程结构必然从传统大而全向健

身型、实用型体操课程结构发展。这种转变不仅和高

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整体设置的变化紧密相连，

更是体操课程伴随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分化、发展的

必然结果。新课标的建立要求体操课程从课程设置到

课程教学，再到成绩评价体系都要有相应的变革。高

师体育院系体操课程成绩评价体系，虽然也随着教学

目标的变化在改革，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行评价

体系仍相对落后，不能较好体现新目标的教学方向。 

1  高师体育专业学生体操成绩评价体系回顾 
评价体系总体上反映教学目标并受制于教学目

标。以往的高校体操教学目标片面强调技术特点，在

课程内容设置上突出地体现出来，1997 年之前的体操

教学大纲是以竞技体操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配以体

操理论、基本体操等教学内容。体操教学评价都是以

动作技术的掌握为主，体操技术要求达到或接近体操

三级运动员水平。这种评价模式导致学生产生“有了

技术就有了一切”的错误思想，严重地干扰了教学方

向，妨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

人，体操教学以教育部颁发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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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及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为依据，本着从实际出发，

考虑到体操技术动作难度及危险性大，对场地器材条

件及练习者身体素质要求较高，而练习密度小，锻炼

效果不显著等不利于普通学校广泛开展的因素，修订

了体操教学大纲，降低了原有的技术动作难度[1]。同时，

注重三基(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基本技术的实

际运用能力)的教学和考核。“健康第一”、“终身体育”

和“素质教育”等新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

经济大环境下，普通大众的生活追求，同时也反映了

新时期的人才需求观。新的人才需求观推动着体操教

学目标的改革发展，同时也呼唤相应的评价体系。 

1.1  高师体育院系体操课成绩评价体系现状 

在体操课的教学中，教师一般从理论知识、技术

动作(或技术动作组合)和技能 3个部分进行教学评价。

我国高师现有的体操评价体系主要包括 3个部分：理

论成绩、技术动作及其组合成绩、平时成绩[2]。各校在

3 部分的比例上有所差别，平时成绩的内容也有些不

同。有些院校把技能单独列出加上理论成绩，技术动

作及其组合和平时成绩形成 4 个部分，有些院校则把

技能放在平时成绩部分。通过对 10 所高师体育院系进

行调查，得到高师体育院系体操课程考评体系 4 部分

内容重要性认知度依次为：技术、理论、技能、平时。 

对于理论考试和技术考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院

校态度基本一致，其中对于技能部分的教学与考评、

学生学习过程的考评，则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且所占

的比重较小。这说明尽管体操课教学已开始关注“发

展学生能力”和“学生学习过程”，并把其作为评价体

系的因素，但其重视的程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有些院

校的成绩评价体系虽然有技能评价部分，但并没有实

质性的评价操作。在平时成绩的评定上，也有不同的

情况，有些只依据其中某个内容给出平时成绩，有些

根本没有依据，平时成绩只用于平衡总成绩，以保证

及格率或优秀率。总体上，平时成绩给得有些随意。

在成绩组成比例上，各院校有一定差别，但一般更重

视基本理论与技术，轻视基本技能和平时成绩。 

1.2  学生体操成绩评价体系的缺陷 

从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师体育院系体操课

成绩评价仍然沿袭传统的考核模式，以技术考核和基

础理论知识笔试为主，只有少数院、系辅以能力测试，

但所占分值比较小。这种传统的考试方法显然存在突

出的问题：1)考试的内容不够全面，在考试中只重视

基本动作的技术评定、熟练程度及部分理论知识的考

核，而忽视了体操基本技能，如徒手操的创编、示范，

组织能力、保护与帮助能力等内容的考核。结果只解决

了学生示范能力，而其它主要能力反映不出来。2)考试

的形式比较单一，体操考试还是以技术评定和理论测

试两种形式为主。在技术评定中主要参照竞技体操的

裁判规则和评价标准进行成套动作的技评，理论测试

也是一张试卷定成绩。这种单一的考试形式不仅不能

全面地考核学生所学知识，更不利于学生各种能力的

发展。同时，对教学形成性评价较少，每节课的评价

较少，考试重结果，轻过程。在技术评定中，只有成

功才有成绩，这样使学生只重视考核结果，不重视知

识发生和产生的过程，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及创造

性思维的开发[3]。因此如何建立一套符合现代教育理

论，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评价规范、完整的评价体

系，不仅是体操教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体育教学

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学生体操成绩新评价体系的建立 

2.1  明确培养目标，突出体操考核目的 

新的体操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应做到：三基、三会，

即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达到

会讲、会做、会教。在培养学生基本教学能力方面，

应根据体操教学大纲的内容对学生进一步提出“六会”

的目标，即会创编基本体操、会示范、会讲解、会保

护与帮助、会纠正动作错误、会组织教学。为了确保

完成体操的教学内容，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应根据体

操教学的目的，改进、完善体操教学的考核内容与方

法，全面衡量学生的水平。考核作为一种制度，应把

教学基本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既可防止教学中

放任自流，更能促使学生明确学习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 

2.2  发挥成绩评价体系对体操教学的促进作用 

    把考核教学能力与教学内容、教学进度结合起来，

有目的、有计划地分别安排在各个学期中，遵循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提高的教学规律，做到以评促

教。教学能力的培养不可能脱离知识技能的传授，但

教学能力的发展又不会在学习知识技术下自然形成，

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培养过程。有意识的培养必须与考

核评价结合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2.3  科学组织考核内容与方法，强化学生教学能力培养 

由于教学能力是综合性的能力，它包括文字和语

言的表达能力、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实际操作的能

力等等。因此，单用笔试和技评的考核方式是不够的，

应通过经常反复的学习和实践，来达到教学能力的发

展与提高[4]。应经常进行各种方式的小考查，促使学生

经常进行练习。例如，对队列、保护与帮助、动作技

术等基本教学能力，可采用抽签口试的方法，要求学

生对所抽到的内容当面进行解答，模拟实际教学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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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操作。这种方法不仅能引导学生灵活地应用所学的

知识技能，而且能培养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对

比分析、概括综合的思维能力，有利于正面了解学生

运用知识技能进行教学的实际工作能力。此外，还应

采用检查笔记、布置作业、组织讨论和在课上安排部

分教学实习等方式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也必须在最终

的体操课程成绩中体现。 

2.4  考核内容与方法 

1)考核的内容与要求。按各学期教学内容与要求

安排，重点在队列队形练习、基本体操、体操动作 3

个部分，要求在各个学期有所侧重(见表 1)。

 

表 1  各学期新型体操教学学生基本能力考核安排表 

内容 第一学期上半学期 第一学期下半学期 第二学期 

队列队形练习 

1.用口令指挥队列站立与原地动作
的能力； 
2.示范与讲解几个主要队列要领的
能力 

1.示范与讲解行进间
队列动作能力； 
2.用口令指挥调队的
能力 

1.示范与讲解各种队形练习及用口令指
挥的能力； 
2.分析与纠正练习中错误的能力； 
3.在课上实习、组织教学的能力 

基本体操 
1.用术语与简图论述徒手体操能力； 
2.看图与文字说明做操动作的能力； 
3.示范与讲解单节徒手操的能力 

1.创编成套基本体操
的能力； 
2.初步领操、教操的能力

1.巩固与提高编操、领操和教操的能力；
2.在课上实习组织教学的能力 

体操动作 

1.用术语记写与讲述所学动作名
称、规格和重点的能力； 
2.听到术语做动作的能力 

1.讲解动作技术要点
的能力； 
2.观察与分析错误动
作的能力； 
3.对学生进行保护与
指导的能力 

1.运用力学知识，分析典型动作的能力；
2.对单个动作进行讲解、示范及安排教
学步骤的能力； 
3.发现与纠正动作错误的能力； 
4.对成套动作进行评分的能力； 
5.针对中学体操教材，组织教学的能力

 

2)成绩的评分方法。注重平时、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注重实际的教学能力。具体评分分为 5 个部分计

算：平时笔记、作业(书面表达能力)、提问(口头语言

表达能力)的成绩占 10%；专项素质占 10%；单项内容

的教学实习(包括教案和上课)的成绩占 10%；基本理

论知识占 30%；体操动作教学能力(包括大纲规定考试

动作的示范、讲解、保护与帮助，分析及纠正动作错

误，以及组织教学等能力)占 40%。评分标准见表 2。

 

表 2  新型体操教学学生成绩评价体系的评分标准 

评价等级 基本体操 示范讲解 保护与帮助 分析纠正错误 组织教学 

优秀 

编操符合原则、
适合对象，有一 
定的创新精神 

动作正确熟练，能
明显地突出动作要
点。能正确熟练地
讲解动作，重点突
出，条理清楚 

站位、部位与手
法正确，操作熟
练 

能及时发现错误，正
确分析原因，抓住重
点予以纠正 

口令正确宏亮，调队
清晰熟练，教学步骤
安排恰当 

良好 

编操符合原则、
适合对象，但有
明显缺点 

动作较正确，但姿
势不够好，能正确
地讲解动作，但重
点和条理不够清楚

站位、部位与手
法正确，但不够
熟练 

能及时发现错误，并
作一般性的分析纠
正，但针对性不强 

口令正确，不够宏
亮，调队合理，不够
熟练，教学步骤基本
适当 

及格 
编操基本符合原
则，但不太适合
对象 

动作能完成，但质
量差。能够讲解动
作，但重点不突出

站位、部位与手
法基本正确，但
不够及时有效 

能及时发现错误，但
原因分析不够清楚，
纠正不能抓住要害 

口令基本正确，但调
度不够清晰合理，教
学步骤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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