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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前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教育同质化问题与特色化发展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专业同

质化表现于体育院(校)系本科专业设置的趋同；专业培养目标单一、层次趋高、类型模糊；课程

设置雷同。建议各体育院(校)系要认识自我，合理规划专业设置，突出专业特色；深入分析专业

人才规格，明确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结构，整合课程内容，规范学科、课程名称，避免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千人一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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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analyzed the education homogenization issues and education featur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today,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major homogenization shows 

in the gradually identical regular major setup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colleges/universities, undiversified 

major cultivation objectives, ever increasingly uplifted hierarchy, ambiguous types, and similar curriculum setup. 

The authors suggested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colleges/universitie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ir own ca-

pacities, rationally plan major setup, highlight major features, profoundly analyze professional specifications, spec-

ify major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ptimize curriculum structure, integrate curriculum contents, standardize discipline 

and course names, and avoid the “all the same look” misstate made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ofes-

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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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指导思想的逐步贯彻与落实和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和重

创新”的体育人才更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十几

年来，按照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整、共建、合并、

合作”八字方针，高校合并几乎遍及全国。我国体育

本科院(校)系、专业点没有随着高校的合并而减少，

反而在逐年增加。2001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

专业点有 241 个[1]，2004 年我国共有 252 所普通本科

高等院校开设体育相关专业，占同年我国普通本科高

等院校专业点总数 684(2004 年统计)的 36.8%[2]；截至

2008 年 10 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点有 636

个，开设体育相关专业的本科体育院(校)系 301 个，

占我国普通本科高等院校总数(740 个)的 40.7%。我国

体育院(校)系除了开设 1998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规定的 5 个专业、4 个专业方向外还

开设了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经济学专业(体育经济学

方向)、体育装备工程专业等 14 个《专业目录》外的

专业(方向)。体育院(校)系与体育专业点的增多和一些

新兴专业(方向)的创办，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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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的增加，也体现了社会对“各类体育专门

人才”的需求。但无论是体育院(校)系本科专业设置(专

业点)，还是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的同质化现象都

比较严重，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专业同质化问题阻

碍着我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发展。本文就体育专业同质

化问题与特色化发展进行探讨，为我国体育专业教育

的改革，提高各个专业的特色，促进体育人才的培养

提供参考。 

 

1  我国高等体育本科专业的同质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校出现

了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办学层次诸多

趋同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同质化”现象[3]。专业同质

化的直接结果是人才培养上“千人一面”，最终将导致

结构性失业。另外，专业同质化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

浪费，将使高等院(校)系面临生存危机。同质化所带

来的毕业生就业压力，还将影响到社会安定与构建和

谐社会目标的落实。 

1.1  体育院(校)系本科专业设置趋同 

专业点是高等学校所设专业的计量单位。高等学

校按规定设置一种专业即称该校设有该专业的一个专

业点[4]。我国设有体育本科专业点的普通高等学校有单

科性体育院校、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根据教

育部所属的中国教育科研和计算机网，对我国体育院

(校)系本科专业点的统计：目前我国共有体育本科专

业点 636 个，单科性体育院校的专业点有 146 个(占专

业点总数的 23%)、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点有 200 个(占

总数的 31%)、综合院校的专业点有 290 个(占总数的

46%)；开设体育相关专业的本科体育院校有 301 所，

其中单科性体育院校 14 所、师范类院校中的体育院(校)

系是 94 所、综合院校中的体育院(校)系是 193 所。 

调查可知，体育教育专业共有 243 个专业点(占总

数的 38%)、运动训练专业点有 69 个(占总数的 11%)、

社会体育专业有 159 个(占总数的 25%)、运动人体科

学专业点 28 个(占总数的 4%)、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点

36 个(占总数的 6%)、4 个专业方向(新闻学专业体育新

闻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体育管理方向、中医学专

业中医骨伤科方向、心理学专业应用心理学方向)的专

业点有 35 个(约占总数的 6%)、目录外新专业(方向)的

专业点有 66 个(占总数的 10%)。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

性院校的体育院(校)系设置最多的专业是体育教育专

业和社会体育专业，分别占这两类体育本科专业点总

数(490 个)的 47%和 30%，而《专业目录》内 4 个专业

方向则只有 7 个专业点、《专业目录》外新专业(方向)

也只有 18 个专业点。这一统计结果与张勤[1]研究的结

果相比可知，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体育本科专业点净

增 395 个。其中增幅最大的是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

业，体育教育专业点由 2001 年的 138 个增至 243 个、

社会体育专业点由 2001 年的 31 个增至 159 个、《专业

目录》外新专业(方向)专业点由零增至目前的 66 个。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系本科专业设置呈现趋同现

象。单科性体育院校专业设置比较齐全，专业覆盖面

广，5 个专业 4 个专业方向专业点分布较为均匀，而

且还开设了一些新兴专业，但毕竟其各类专业点总数

仅占我国体育本科专业点数的 23%。而占我国体育本

科专业点总数 77%的高等院校专业设置较为单一，这

些高校更倾向于设置体育教育专业与社会体育专业，

而其它专业则很少。 

美国体育教育专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作为限制

性专业；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

代随着中学对体育教师需求的减少，体育专业毕业生

的去向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继续培养体育师资外，

日本高等体育教育机构注重社会需要，增设新专业来

拓展专业培养范围[5]。 

21 世纪我国对体育师资的需求会日趋平缓，城市

学校和大学已成饱和态势，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学

校尚处于“缺编”或“待补”状态[6]。杨桦归纳了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对体育人才需求的种类主要有 4

类：一是竞技体育人才，如运动员、教练员、高级裁

判员、随队医生、体育外事人员等；二是社会体育人

才，如社会体育指导员、医疗保健人员、体质测量评价

人员、体育娱乐旅游人员等；三是体育教师、卫生健康

教育人员等；四是其他体育人才，如体育产业经营人员、

体育新闻人员、体育记者及体育管理人员等[7]。随着我

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社会对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需

求也会随之减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体育

院(校)系大肆兴办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专业势必会造

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这些专业人才的过剩。 

1.2  专业培养目标的同质化 

专业培养目标“同质化”是指体育各专业在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上缺乏清晰界定，专业界限模糊、人才

培养目标区分度不高，不同体育专业所培养出来的人

才，皆为缺失自身专业特色的通用型人才。 

1)规格单一。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

其基本任务在于培养各种类型，不同规格的专门人才。

人才培养规格，即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层次。

体育院(校)系在现有的专业设置上，由于缺乏对专业

人才规格深入、具体的分析，各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

知识基础、能力水平和素质要求上趋向同一。尽管各

体育专业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如体育教育专业主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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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育师资、运动训练专业主要培养教练员、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主要培养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的工作者、社

会体育专业主要培养从事群众体育的人才。但各院(校)

系在制定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时可供参考的就是国家教

育部门颁布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方案。国家教育部门

每 5 年对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各院(校)

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各自的专业培养方案。而体育院

(校)系在制定体育类的其它 4 个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时

没有国家指导性文件可供参考，大多数院校在制定这

些专业的培养方案时是参考国家教育部门颁发的体育

教育专业培养方案，依据同类院校的相同专业培养方

案和本校的具体情况最后确定的。这必然会使体育教

育专业外的其它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向体育教育专业

方面倾斜。另一方面，这虽然给体育院(校)系在专业

设置方面很大的自主权，但由于各院校各专业培养方

案制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多环节的操作程序中逐渐

衰竭，一些院(校)系在制定专业培养方案时就奉行拿

来主义，参照或照搬体育教育专业或其它院校的培养

方案。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培

养方案的制定参照或模仿体育教育专业；师范类和综

合性体育院校在专业培养方案制定时参照或模仿单科

性体育院校；新建体育院(校)系模仿或照搬历史较长

院校的专业培养方案。这为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同质

化创造了条件，使得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统

体育、社会体育这 4 个专业的专业属性不强，毫无特

色，学生毕业时只好共同竞争“教师”岗位。著名高

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8]十分中肯地指出：各高校都

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模仿将是毁灭性的”。 

2)层次趋高。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都将培养高质量

的人才定位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一些高校提出了建

设高水平大学的口号，但对于高水平大学的理解并不

是建立在强调办学特色之上，而是一味提高办学层次。

高校办学层次的趋高化，使得高校原本应有的办学特

色不断弱化[9]。目前新升级和新批准在建或正在准备申

办的院校仍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继续扩大原本就

不太合理的布局；二是根本不符合办学条件和标准；

三是办学的目的和任务及服务对象不够明确，单纯追

求入学率，人才资源浪费及失衡的现象继续存在；四

是专业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体育教

育专业仍然是主要专业[10]。专科院校热心“专升本”，

普通本科院校力拼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得我国

高等体育教育过快地走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许多体

育院(校)系在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没有深入研究

自身的服务对象、层次定位，也没有认真结合当地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更没有认真总结自身在办

学上的优势和劣势，盲目拟定人才培养目标，结果造

成不同的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同小异。 

3)类型模糊。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的体育院校培

养同一类型的体育人才。人们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模需

求的差异性把高等体育院校分为 3 种类型：即教学科

研型大学、本科教学为主的大学及专科层次的学校[11]。

自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建立以来，体育一直被划归于教

育学门类，高等体育院校始终属于师范性质，专业设

置一直以体育教育为主导方向，以培养各级各类学校

的体育师资为主要目标。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

高等体育教育同样要走多样化的道路，社会各行各业

也需要各类体育人才。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

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作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所处的层次上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一味

的以他校的水平为标准[12]。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

备，体育院校办学面临着诸如精英化教育与大众化教

育、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教育与创新教育、学

科与术科教育、共性与个性教育、人文教育与自然教

育等诸多关系协调的困惑，在如何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上陷入了比较混乱的局面。1999 年以来，随着高等教

育的扩招，一些体育院(校)系在扩招过程中忙于上水

平、上层次、上规模，主要精力不能放在提高本科生

质量上，两种现象的合流，加重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同

质化”的倾向。无论是理论型研究人才还是应用型实

用人才，培养路径十分相似，这就决定了高等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类型无法区分。 

1.3  课程设置的雷同 

课程是围绕专业培养目标而设立的。高校专业及

与专业密切联系的课程是达到高校培养目标的基本途

径[13]。人才培养通过教育来实现，而专业间的差别就

体现于支撑各自专业的课程体系。我国高等体育专业

在课程设置上的雷同越来越难以适应各个专业培养目

标的需要，致使专业特色不突出，各专业所培养的体

育人才，知识结构相似，难以满足社会对多种体育人

才的需求。吴忠义等[14]对我国 36 所高校体育院(校)系

的调查显示：在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

族传统体育 4 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中，相同的课程占

62.3%(必修课程中相同课程占 78.6%，选修课程中相

同课程占 46%)。如此大面积的重叠课程，尽管专业名

称不同，但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方

面几乎相同，进而模糊了专业的特色和界限，混淆了

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造成了体育专业人才类型

上的交叉重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运动训练专业的毕

业生无法胜任教练员的工作，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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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学校体育教学管理的繁复工作中常力不从心。

正如任海[15]对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目前课程结构的不适

应所做的总结：“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多种体

育人才的需求；不能适应体育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

不能适应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的需要；不能适应与国

际体育高等教育接轨的需要。” 

各专业设置的课程存在的问题表现为： 

1)课程内容陈旧、专业前瞻性课程少。美国课程

理论专家赫佛林曾对美国 110 所 4 年制学院的课程作

了调查，发现这些学校每年要淘汰 5%的旧课程，增

加约 9%的新课程[16]。由于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系课程

更新较慢，课程体系的弹性也小，课程的种类不多，

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有限，从而弱化了学生的社会职业

适应能力。 

2)课程门类零散、单一。能体现各专业特色的课

程较少。由于高等体育院校自建立以来，始终属于师

范性质，其它专业在课程设置时难以脱离体育教育专

业的模式，都借鉴了体育师资的培养模式，课程门类

单一、零散。 

3)各门课程过于强调独立性和完整性，导致相近

课程简单重复。当前我们对“厚基础、宽口径”的理

解出现了偏差。“通才”之“通”更主要讲基础理论之

“通”、一般能力之“通”和一般方法之“通”[17]。在

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今天，一个人很难在

许多专业上都面面俱到的熟练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

能。在“通才”已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及的方面，

他能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的工作；而在他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不能及的方面，他可以依靠自己

的基础理论、一般能力和方法，迅速的吸收与掌握自

己不熟悉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胜任工作。由于我们对

“厚基础、宽口径”的误解，所开设的课程过于强调

了独立性和完整性、学科课程间缺乏横向联系，存在

着将各门课程平铺直叙地罗列到教学计划中，造成课

程的堆积和臃肿，尤其是相近的课程在内容上的简单

重复，如“学生身体与形态的年龄特征与体育”、“学

生身体主要器官系统机能发育的年龄特征与体育”、

“发展身体素质与运动训练原则”、“身体训练与技术

训练”等，分别在“学校体育学”、“运动生理学”、“运

动医学”、“运动训练学”等多门课程中都有出现。 

4)各院系在所开设专业课程的命名上存在差异，

缺乏一致性、严密性和科学性，处于较为“混乱”的

状态。如中学体育教材教法课程就有 8 个不同的名称。

又如学校体育学与学校体育、体育保健学与体育保健、

比较体育学与比较体育等[18]。由于各院系在学科名称、

课程名称的命名欠缺规范，在课程设置时容易重复设

置一些课程，使得各专业的课程雷同性增大。这也反

映了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没有经过专业对学科知识的过

滤和筛选，就直接由学科向课程的过渡现象。将学科

作为选课的标准，只有“学科”才能列入课表，这加

剧了学科与课程的混淆状态，也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一些专业知识、能力结构急需的教学内容由于不是“学

科”而被排斥在课表之外或虽进入课表而处于被忽视

的地位；导致了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特有的“学科泛化”

现象；对课程的更新有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一些新兴

的课程由于得不到重视发展缓慢，而一些已过时的课

程由于有“学科”的头衔而难以被淘汰或更新[19]。 

 

2  追求特色是我国高等体育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2.1  认识自我，合理规划专业设置，突出专业特色 

    各高等体育院(校)系在调整学科、专业时，要充

分考虑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强化、突出优势，努力

形成办学特色。办学特色形成的关键在于学科专业的

特色，只有学科专业特色，才可能有人才培养特色；

只有特色的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

的优势[20]。每所体育院校都要冷静处理长期效益与短

期效益的关系，结合自身的特点，探索符合自身发展

需要的、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并据此制定办学规模、

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招生就

业等一系列政策。体育院(校)系间通过公平竞争，促

使体育院校能突出各自的专业特色。如有的以培养高

水平的体育教师为特点；有的体育院校以运动训练为

特征；有的以基础理论为研究特色；有的以体育经营、

体育科技产品开发为优势等[21]。 

单科性体育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行业性较

强的专门院校，应充分体现其行业特色，发挥办学优

势，加大力度直接服务于体育行业。不仅要培养直接

服务于公民健身的各类体育专门人才和能够直接攀登

世界竞技体育高峰的专业人才，而且要使这两类人才

的培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并由此进入体育主战场为

体育服务、为社会做贡献。 

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交叉性的学科，而高等师范

院校和综合院校都属于综合性院校。这些院校与单科

性院校相比具有多种优势，如学科交融、较显著的教

育资源、全方位、立体式的校园文化氛围、良好的专

业实习机会[22]。这为体育科学的发展和培养高层次的

复合型体育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单科性体育院

校相比，师范院校的学科门类更为齐全，为体育院系

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体育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性院校的体育院系，可借助于综合性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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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优势，在日常的教学中对体育专业的学生进行

潜移默化的影响，借用、移植其它学科的思维方式，

思路开阔，能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分析、解释体

育现象，文理交融，跨学科思维，突破狭隘的专业领

域，获得创意和灵感，在思维方式推陈出新，用多学

科知识所形成的网络思维去看待、思考和解决体育学

科问题，可以拓宽思路，挖掘潜能，有利于体育新学

科的创建和发展，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所

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如聊城大学体育装

备工程专业的创办就是以体育运动与工程技术相结合

的交叉性学科专业，这样体育工程可以与机械制造及

自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协调发展，互相促进。 

无论是单科性体育院校还是师范类、综合性院校

的体育院(校)系在进行专业设置、调整和结构优化的

过程中，都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合理布局原则。 

二是坚持质量原则。三是办学效益原则。 

2.2  深入分析专业人才需求，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又集

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求。明确培养目标对于整个教

育工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培养目标不明

确，教育实践活动便会带来很大随意性、教育质量就

得不到保证，教育社会效益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时代

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培养目标也要相

应的更新。而我国体育院(校)系对于重新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缺乏实践探索。就专业的培养目标而言，至少

应考虑 3 个方面因素：一是国家对其基本规格的要求；

二是此类层次人才目前的基本状况以及未来社会对其

可能的要求；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培养这类人才所提

供的学科基础[23]。确定专业人才规格的很多因素中最根

本的因素是社会对体育专门人才的需要，而合理的专

业人才规格取决于对社会需要的深入分析[24]。 

2.3  优化课程结构，整合课程内容，规范课程名称 

不同的人才规格要求不同的课程设置，以达到不

同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规格的具体体现，

课程结构是直接决定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

更新课程内容也是 21 世纪课程建设的重点。 

各体育院(校)系应立足本院系自身的办学定位和

培养目标定位，紧密结合社会对体育专业人才规格的

要求，设置不同的特色课程。为了避免课程设置的雷

同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去解决：(1)加速更新课程，开

设专业前瞻性课程，提高选修课的比重，优化课程设

置。(2)增加课程的种类，不要仅限于体育教育专业的

课程门类，多开设一些体现专业特色、多样化跨学科

的课程。各院系根据本校的实际，结合校内的一些优

势学科专业及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各民族、各地的体育

项目多开设一些跨学科、有特色的专业课程。(3)深刻

领悟“厚基础、宽口径”的涵义，打破传统学科间的

壁垒，改变课程内容分割过细和简单拼凑的状况，避

免脱节和不必要的交叉重复，充分发挥每一门课程的

功效。不同课程之间应相互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融

合，使引进的新内容尽量与经典内容相互渗透，互相

融合，而不是简单相加减，减少相关课程诸多重叠现

象，对于各专业的基础课程，要加强内容和体系上的

统筹与协调，压缩教材篇幅，才能为引进新课程提供

充分的时间和空间。(4)规范学科、课程名称，体现专

业课程特性。我们要规范学科、专业课程的名称，避

免出现课程名称较为随意命名、混乱的现象，用比较

科学、精确的名称来体现课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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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暨第 21 届 
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年会会议纪要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发展能力，积极

面对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研讨体育学术期刊发展问题，重点讨论学术期刊网络化

问题。2009 年 7 月 28 日~30 日在山西太原中北大学召开了

第 8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暨第 21 届全国体育院

校学报研究会年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田

野博士出席本次会议并致开幕辞，中北大学校长张文栋致欢

迎辞，山西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凤楼代表山西省体育局和山西

省体育科学学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来自全国各体育院

校学报、体育科研所编辑部人员 80 多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田野副理事长在开幕辞中指出，近年

来，我国体育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学术论文的发表量

明显增加，学术水平有所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对体

育事业的重视、体育事业自身的发展、广大学者的努力以及

各位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同仁的努力分不开。他还进一步对体

育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了希望：一、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的

质量，加强主动性，对国家重点课题、重要科研成果进行跟

踪与报道；二、合理布局，办出特色。目前，我国各体育学

术期刊的特色还不够突出，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定位，取

得共赢；三、进一步提高体育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本次会议主要就体育学术期刊网络化建设展开探讨。国

家体育科学研究所科技书刊部李晓宪做了《关于我国体育学

术期刊发展的思考》的报告，他指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对

包括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各界新闻出版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体育学术期刊应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

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

号召，对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进行整体科学规划，创新体制，

加强宏观领导，提高整体水平。 

《体育学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和《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代表，

分别就各自刊物网络化发展实践以及思考进行了报告。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在数字化、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 

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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