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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法对青海牧区 6 州 33 个县、市、行委的 180 所中学和

1 043 所小学体育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指出青海牧区学校在体育教材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

传统体育资源，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严重缺乏，体育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建议：结合牧区教育实

际，研究制定青海牧区地域特色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积极探索适合牧区的区域教育模式，

实行弹性教学计划，加快落实牧区特聘教师岗位制度，加大双语型体育师资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整合州县各类教育、文化、体育设施资源，开发“以牧补校，以校补学”等经费筹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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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visit,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180 middle schools and 1043 elementary schools in 33 counties and cities in 6 

prefectures in pastoral areas in Qinghai,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chools in pastoral areas in Qinghai 

failed to fully utilize local traditional national and folk sports resources as teaching materials; they are seriously 

lack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funds, playgrounds and equipment; thei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eams are seri-

ously inadequate.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tudy and establish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

ing syllabuses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s with regional features of pastoral areas in Qinghai by combining them 

with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astoral areas; actively probe into regional education modes that 

fit into features of altiplano livestock husbandry in pastoral areas in Qinghai; implement flexible teaching plans;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 system for specially hired teachers in pastoral areas; strengthen the intro-

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bilingual typ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tegrate various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in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develop such fund raising ways as “raise funds for 

schools based on livestock husbandry and raise funds for education based on school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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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全民体育的基础，我国学校体育的发

展存在着不平衡性特征，表现在学校体育的地域和空

间特征上，城市明显优于农村、牧区，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不发达地区。青海牧区学校

体育发展尤为落后，与青海省会城市西宁及周边地区

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说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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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青海牧区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主要集中在海西、

海北、海南、黄南、玉树、果洛 6 州，绝大部分是纯

牧业区。总体来看，青海牧区经济发展滞后，地域分

布较广，人口稀少，气候条件恶劣，同时还受到少数

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因而学校体育的开展受到了较

大制约。为此，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旨在调查青海牧区

学校体育的发展现状，分析影响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

展的相关因素，探索发展牧区学校体育的新途径和方

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青海牧区 6 州 33

个县、市、行委 186 所中学和 1 043 所小学[1]中 17 个

县市行委的 44 所中学、25 所小学作为研究对象。 

依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设计了领导、教师、学

生 3 类调查问卷，按每所学校发放领导问卷 1 份、教

师问卷 2 份、学生问卷 20 份的方法于 2006 年 3~6 月

向牧区 6 州 44 所中学和 25 所小学发放问卷 1 587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 183 份(领导问卷中学 32 份、小学 15

份，教师问卷中学 63 份、小学 34 份，学生问卷中学

680 份、小学 359 份)，回收有效率 74.54%。采用

SPSS13.0 和 Excel 软件对所得调查数据进行整理、统

计和分析。 

在 2006 年 3~7 月，课题组成员分头前往海北州海

晏县、黄南州泽库县、河南县及玉树州等地，与当地

教育部门主管领导及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座谈，了

解当地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 

 

1  青海牧区学校体育现状 
1)体育教学现状。 

青海牧区 50.0%学校体育教学计划不够完整，教

材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 

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进度和教案具备的比例

较高，而且小学好于中学。体育课开课率很高。体育

教师绝大多数上课都比较正规，大多数都处于满负荷

的工作状态，特别是小学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严重，

体育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是造成现有体育教师超负荷工

作的主要原因。 

牧区学生在体育课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跳绳、

踢毽子、民族舞蹈、摔跤、爬山等民族体育项目简单

易行、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在民族地区易于开展的

项目选择比例较高，而且也适合于牧区中小学的实际

教学条件。 

2)体育经费、场地器材设施现状。 

青海牧区学校体育经费、场地器材设施等严重不

足，50.0%的学校没有专项体育经费。50.0％的学校体

育场地器材无法满足学校体育需要。62.5％的中学和

80.0％的小学不能定时定量发放体育教师的服装，在

一定程度上对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总之，体育经费和场地器材的普遍不足，严重制约着

青海牧区中小学体育的正常开展。 

3)课余体育现状。 

青海牧区学校只有 46.9％的中学和 60.0％的小学

开设早操，受高原海拔、气候气温、走读生等因素的

影响较大。中小学都能开展课间操，有 60.0％以上的

中小学有大课间体育活动。只有 1/4 的中学和 1/3 的

小学能够按照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规定，每周安排 3

次以上的课外体育活动，学校各类体育场地器材的严

重不足是制约牧区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因

素，当然也受时间被其它学科占用、领导和班主任不

重视等因素影响。 

每天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与国家有关标准相

差甚远，每次活动时间在 60 min 以上的学校仅占 3.1%

和 6.6％。在课外体育活动内容上，篮球、足球、羽毛

球、跳跳绳、踢毽子、爬山、骑马、打秋千等是牧区

中小学生首选的项目，大多是牧区学校能够开展简单

易行的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的项目。牧区中小学学校

课外体育活动主要是由体育教师来组织完成的，具体

的活动内容也是由体育教师来安排。牧区中小学生喜

欢和愿意参与课外体育活动，小学生比中学生更喜欢

参加各类课外体育活动，男生多于女生。 

40％的牧区中小学没有开展课余训练，只有 30.6

％的中学和 13.3％小学不开展学期课余体育竞赛。从

调查结果看，中学的课外体育竞赛活动要比小学多。

牧区学校开展的体育竞赛，中学以篮球、足球、拔河、

广播操、排球等和田径运动会、达标运动会等为主，

小学则是篮球比赛、田径运动会、拔河比赛、广播操

比赛等。 

4)体育师资队伍现状。 

青海牧区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缺额较大，现有体

育教师的工作负荷过大。体育教师性别比例不合理，

女教师少。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师再教育跟不上形势

的发展，2/3 的教师没有学习和进修过，这种现状不利

于牧区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5)学生的体育态度及体育意识。 

牧区学生对于体育活动的态度非常积极，他们喜

欢体育，喜欢参加各类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而且还

喜欢参加有一定难度的体育活动。几乎所有的中小学

生都认为参加体育活动能使其更加健康，80.0%的中

学生和 70.0%的小学生都对体育活动有正面的认识，

对于参加体育活动能够调节情绪和舒减压力、培养良

好的道德品质、增强自信心等有较高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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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牧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但是

影响牧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因素也很多，除场地器

材缺乏外，近半数的中小学生选择了学业紧、作业多、

时间少，说明牧区学校与全国的多数学校一样，未能

摆脱应试教育和升学率的压力。还有“不知道怎样锻

炼”，占 30%左右，说明牧区中小学生有关体育锻炼

的知识比较匮乏。受牧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障碍的限

制，牧区中小学生在接纳现代体育信息时也遇到很大

的困难。 

 

2  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对策 
(1)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对青海民族团结稳定的政

治地位和“三江源”的生态地位的高度重视，落实各

项国家对西部教育的优惠政策，促进青海牧区教育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 

(2)结合青海牧区教育实际，研究制定青海牧区学

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文件，充分挖掘青海牧区

体育资源，编写青海地域民族特色学校体育教材，将

适合学校体育活动中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牧

区学校体育课堂，丰富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和课余体育

活动内容，发挥民族体育资源优势，弥补场地器材匮

乏所带来的客观不足。 

(3)加大牧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关心和

支持体育教师的工作，提高牧区学校教师待遇，加强

在职体育教师的培养工作，进一步稳定现有师资队伍；

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快落实牧区特聘教师岗位制度，加

大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的引进力度，逐步缓解牧区中小

学体育教师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在政策和岗位设置

上应进一步向牧区基层地区倾斜。 

(4)在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适合少数民族特点

的双语教学和“两主一公”(即寄宿制、助学金为主的

公办中小学教育)的办学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青

海牧区的区域教育模式，实行弹性教学计划，增加地

方性的民族特色课程的内容，建立督导评估体系。 

(5)逐步落实农村牧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

相关政策，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率。立足牧区各

类资源优势，开发“以牧补校，以校补学”等教育经

费筹措的特色途径。 

(6)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民族资源，开发、自

制体育器材。整合州县各类教育、体育资源，做到资

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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