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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的体育课程改革，使高中体育课程的理念、教学组织形式和内容、学生的学

习方式、体育课程评价体系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高校与高中的衔接，由于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

它们是连续的体系。为了适应高中体育课程的变化，提出在高校实行学分与积分管理相结合的制

度；建立与高中相衔接的选项教学体系；建立校内单项体育俱乐部；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实行分

层教学等设想，为促进学生的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能力，实现教学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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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new round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rought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concep-

tions,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s and contents of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udent’s learning 

mode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determined by the specificity of physical educa-

tion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

lum is a continuous system. In order to adapt to changes in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mplement a credit and score management combined system; establish an 

optional teaching system in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which connects with the high school system; establish single 

event sports clubs in institutes of high learning; implement leveled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form-

ances,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health awareness and lifetime physical exercise capacity, and to realize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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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

改革。广东省作为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的 4 个实验区之

一，2004 年秋季开始按课改后的体育新课程标准组织

和实施教学。体育新课程无论在课程的理念，还是教

学组织与学生的学习方式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

别是高中的体育选项教学，打破了原来整齐划一的班

级授课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自

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学习。另一方面，到了高中阶段，

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和运动技术能力等开始分化。有

研究表明，学生到了高中学段的体育兴趣越来越窄，

兴趣项目大部分都只有 2~3 项[1]。高校原来的班级授

课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应课改后的体育教学和学生心

理需求。因此，这就要求高校体育教学在理念和组织

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与高中阶段的体育教学和高中

生身心特点相适应的体育教学体系。 

 

1  高中阶段体育新课程的特点 

1.1  高中体育课程的理念 

高中体育新课程提出坚持“健康第一”指导思想，

培养学生健康的意识和体魄；要求改革内容与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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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努力体现课程的时代性；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注重学生运动爱好和专长的形成，

奠定学生终身体育的基础等基本理念[2]。要贯彻和落实

体育新课程理念，就要求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设

计、教学内容选择、课程的组织实施、课程评价等各

个方面实现突破。高中体育新课程很重要的特点是强

调健康意识和体育能力的发展，而这种意识和能力不

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是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高中学

段也必须沿着这个理念构建课程体系。 

1.2  从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过渡 

高中体育课程改变以往体育教学大纲统管过细，

从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过渡，实现传统的内容统领教

学向目标统领教学转变。在教学过程中，所教授的课

程只是根据学校及学生实际情况，设定教学要达到的

目标，教师和学生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科学地利用

现实资源进行教学，以实现既定目标。这就给学生更

大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使得体育教学组织和学习方式

等呈多元化发展。 

1.3  教学的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高中体育新课程的管理组织形式最大的突破是实

现学分制和打破以往整齐划一的班级教育组织形式实

现选项教学。根据《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规

定，在高中阶段实行学分制，要求学生在高中段修完

11 学分，除了 2 个必修学分以外，其它学分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等选择运动项目[2]。课改后学生

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运动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

高。对高中课程改革的研究成果表明，实施选项教学

后，学生选择的运动项目趋于单一，另一个变化趋势

是运动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 

1.4  学生学习方式变化 

体育新课程要求在教学手段上改变以往“满堂灌”

的“填鸭式”教学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为学生提供探究学习的空间。教师更多地创造学习情

景，帮助和强化引导，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效

果。学习方式的改变不只是单纯教学手段的变革，而

是整个课程体系，包括管理体制、组织形式、教学方

法等影响教学的要素都要与之相适应。 

1.5  课程评价方式的改变 

评价方法的改变往往会导致整个教学系统的变

革。高中体育新课程改变以往以运动成绩作为唯一标

准的评价方法，采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终

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绝对性评价与相对性

评价相结合，单一内容评价向多元评价转变，单一教

师评价向师生、生生相互评价结合的灵活评价转变。

评价方法的转变，为体育教学的组织、教学内容的选

择、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等提供可能。 

 

2  建立与高中相衔接的高校体育课程的可

行性与必要性 
学校体育教育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学段性，但与其

他学科的学习不同，大学体育是高中体育基础知识的

延申(体育院校除外)；而其他学科，高中的学习是基

础知识，到了大学要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从体

育新课程的理念和教育部推行体育与艺术 2+1 项目

(至少掌握 2 项能够拥有经常锻炼的体育项目和 1 项艺

术特长)的精神来看，培养健康意识和发展体育锻炼的

能力是体育教育的核心，贯穿体育教育的整个过程。

因此，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应与高中体育课程保持高度

一致性。 

按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大学教育是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含普通高中、职中)——高

等教育(大专、本科、研究生)教育制度中的中等教育

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因而高中是高校教育的基础，

这就要求两者之间尽可能保持紧密联系，才能实现国

家的教育目标。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还是保留传统

的体育课程体系。对广东省 27 所本科院校和职业技术

学院调查表明，有 18 所院校表示一直沿用传统的课程

体系(传统的教学大纲)，有 9 所院校则进行俱乐部或

选项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的尝试。被调查的 67 名教师

中有 76%认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后，高校应该改

革传统的课程模式。从目前情况来看，为了使得两个

教育层次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许多高校都进行了探

索，但教育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的高校体育还存在

着不适应体育新课程改革后的高中体育课程等一系列

问题。 

 

3  建立与高中体育课程相衔接的高校体育

课程的设想 
3.1  实行学分与积分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学分管理制度指要求学生在毕业前修满教学计划

规定的学分，才准予毕业的管理制度。其最大的特点

是不对修业时间作严格规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修业时间，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有更大的空间，

一般情况下要求每学分为 18 个课时。以一个学期 2

学分为例，学生修满 36 个课时即可。 

积分制管理则是在学分制管理的前提下，为了适

应大学的课程安排，对体育课不作严格要求，学生可

以自由选择体育课的时间，每上一次体育课体育教师

在学生积分卡上记录，达到学分要求节数的学生，就

可以参加学业成绩考核。如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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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为 2 学分，学生在这个学期内至少要参加 36

节体育课。具体做法是，在每个学期初体育部给每位

学生派发体育课程积分卡，每参加一次体育课，教师

便在积分卡内作相应记录，达到学分要求的学生可以

进行体育学业成绩考核，达到考核标准则予以毕业。

积分制管理不再要求学生在固定的课堂里完成学习任

务，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适当的时间选择完

成课程。 

3.2  建立与高中相衔接的选项教学体系 

体育新课程要求在高中阶段实行选项教学，高校

作为教育体系的更高层次。如果只是沿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即班级授课模式，要求所有学生修同一教学内

容，步调一致地学习，则可能会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象，

如在高中阶段选择该教学内容者，其掌握的运动技术

水平早已超过大学教学内容要求，因而满足不了学习

的欲望，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完全未接触

教学内容者，所学内容则可能超出其能力范围，而出

现“学不来”的现象，严重锉伤学生自信心与学习的

积极性。 

首先，通过对高中选项教学的调研，全面了解高

中选项教学的项目情况，并根据调研结果创造条件，

尽可能开设与高中阶段一致的选项，为学生进一步发

展创造条件。其次，大学新生入学时对其高中体育选

项记录在案，进行分析研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

们所选项全部开设，供其自由选择。部分条件不允许

的项目，可开设技术能力要求相近的项目，供其选择。

与高中阶段选项教学相衔接的教学，可理顺两个层次

的教学关系。一方面，使得学生沿着高中阶段打下的

基础，发挥长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实现大学

与高中的衔接，避免两者之间的脱节，造成混乱。 

3.3  建立校内单项体育俱乐部 

目前，部分高校进行建立体育单项俱乐部的尝试，

如深圳大学等，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高校开设体育

俱乐部是理顺大学与高中选项教学的好方法，按单项

开设俱乐部，结合学分制和积分制，让学生通过参加

单项俱乐部的活动来完成课程。通常的做法是学校开

设不同项目的单项体育俱乐部，要求每名学生在开学

初申请加入自己喜爱的单项俱乐部，要求上体育课时，

回到自己选择的俱乐部参加活动，并将活动情况作为

评价学生体育活动成绩的标准之一。 

3.4  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实行分层教学 

经过高中阶段的选项学习，学生的运动技术水平

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参差不齐。整齐划一的

班级授课或以专项组班的教学组织形式，很难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从而导致学生“饥饱”不均的现象，

不利于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为了使不同水

平层次的学生需求都得到满足，必须打破传统的班级

授课形式，根据学生运动技术水平等实际情况，将水

平层次差不多的学生作为同层次进行教学，即分层教

学。分层教学的方法是将运动技术水平不同的学生分

成若干个层次(同一层次内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组)，

如入门组、提高组、高水平组等，教师根据不同层次

学生的技术水平，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

手段，不同要求进行体育教学，使不同水平层次的学

生都能得到满足，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分层教学的优

点在于将不同层次学生按不同的水平进行教学，避免

班级授课可能出现技术水平低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

度，而高水平学生被“拖后腿”的现象。使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得到满足，是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具体运用。 

3.5  实施学业考核与技术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对达到积分要求的学生，在学期末进行自选项目

考试，评价方法采用综合素质的定性考核评价方法和

专项能力的运动技术成绩评定方法。综合素质定性评

价方法着重针对身体健康水平、课堂活动情况是否能

达课程基本要求等综合素质进行考核，分别按不及格、

及格、良好、优秀等进行等级评定，考核结果作为学

生的学业成绩；另一种方法则是按学生的运动技能成

绩进行运动水平评价，作为选拔运动员和评优依据，

对达到三级以上运动员标准的学生进行学分奖历或其

它相应的奖励(如测评奖励等)。学业考核与技术评价

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不仅是对学生体育学习成果的总结

性评价，而且还鼓励学生去争取更优异的成绩，实现

共同提高与争先创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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