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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今风靡全美的 SPARK 课程进行了简单介绍，并进一步对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

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商业化的培训组织与模式、专业的培训人员、全面且具有层次性的培训目

标、持续的培训时间、丰富的培训方法与策略、发展性的培训绩效评价是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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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PARK curriculum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further 

analyzed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or the SPARK curriculum,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commercialized 

training organization and mode, professional trainers, comprehensive and level specific training objectives, con-

tinuous training time, diversified train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trai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or the SPARK curriculum.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PARK curriculum；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United States

 

 
  
收稿日期：2010-03-11 
基金项目：2010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尹志华（1987-），男，土家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在整个国家的

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已成为越

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基础教育重要作用的发挥，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学一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因

此，在这样一个崇尚知识经济的时代，各国纷纷将教

师的专业化作为推动本国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1]。

体育教师需要专业化，这是世界教师职业发展的主流

方向。相比“承认”专业，“成就”专业有着百倍艰难，

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实践过程[2]。诚然，“成就”体育

教师专业化的手段非常多，但只有真正实现体育教师

教育的专业化，也即培养培训体育教师模式的专业化，

最终才能实现体育教师群体的整体专业提升。 

自 2001 年开始，我国正式启动了中小学体育课程

改革。但体育课程改革的成果是否能够顺利与中小学

体育教学实现完美融合，除了体育新课程本身的因素

之外，中小学一线在职体育教师的专业水平是否能够

承担体育新课程实施的重任，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此，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蓬勃发展、基础教育体育

课程改革日益深入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沉醉于描绘体

育课程改革的理想和蓝图，而对极需倾注求真务实精神

的体育课程实施视而不见，对新课程背景下体育教师的

“天然适应”认为是“理所当然”，就可能使体育课程

实施的结果与原先的理想相去甚远，使体育课程实施的

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体育课程改革的失败[3]。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扩大视野，了解国外体育课

程改革实施主体(体育教师)培训的最新进展，西学中

用，取长补短。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世界教育的领

头羊，美国 SPARK 课程为对象，从多维视角进行探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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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 SPARK 课程 

1.1  SPARK 课程产生的背景 

1)美国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移民国家，没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的传承但善于借鉴与创新。可以说美国几百

年的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与教育创新史。从

最初对宗主国教育模式的移植到改造已有的教育，再

到独具特色的教育创新，折射出美利坚民族几百年来

的追求创新与发展的性格。就教师教育而言，师资培

训的制度化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创新之路[4]。美国对教

育改革的不断追求，并不搞全国统一行动而是要求各

个州根据本州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自主开发中小学

课程。对于开发出来的各种课程，国家相关的教育部

门并不对州教育部门提出一定要实施的硬性要求，而

是要求各个州自主选择各类课程并实施。美国的

SPARK 体 育 课 程 也 正 是 在 美 国 这 种 分 权 制

(decentralization)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1989 年 6 月，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个研

究团队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项为期 7 年、拥

有数百万元拨款的研究项目，旨在设计、实施和评价

小学体育健康课程的有效性[5]。该研究团队从当时已经

比较普遍的学生肥胖问题入手，提出通过运动、玩耍

和积极休息的方式进行体育教学改革，以提高小学生

的 健 康 水 平 ， 而 这 个 研 究 项 目 的 最 终 成 果 就 是

SPARK(Sport，Play，and Active Recreation for Kids，儿

童运动、游戏和娱乐活动)课程。随着 SPARK 课程在

美国的逐渐推进，研究者现在已经将 SPARK 课程拓

展到了包括学前、高中和课后的体育锻炼中，并与学

校的健康教育(包括营养教育、团队交往等)相配合，

以共同打造一个健康的学校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健

康成长[6]。 

SPARK 课程主要通过为学生和体育教师提供课

程、专业培训、跟踪支持和仪器设备等服务，帮助学

生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运动技能以及提高个

人社会交往能力。自 SPARK 课程实施以来，于 1993

年被授予彼得·维尔森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官员

荣誉奖”(Governor’s Commendation Award)，并成为美

国联邦教育部建议推广的示范项目[7]。到目前为止，全

美已有 22 个州的 3 500 多所学校采纳了该课程，并得

到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1.2  SPARK 课程中的教师培训 

SPARK 课程主要由 3 大部分组成，即学校体育活

动与教学、校外体育与健康活动、教师培训。SPARK

课程的设计者非常重视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因为教师

只有真正地了解了 SPARK 课程，才能切实有效地实施

SPARK 课程。SPARK 设计者希望体育教师通过培训，

学会如何改善体育教学的质量，如何花更少的时间去管

理学生，如何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有助于健康的活

动，如何使课堂更开放、更有趣……而所有的这些要求

都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体育学习[8]。那么，

SPARK 课程是如何要求体育教师的呢？该课程主要

对体育教师进行哪些方面的培训呢？这些培训又是如

何落到实处的呢？ 

 

2  美国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 
由于 SPARK 课程的设计从中小学学生的实际情

况出发，因此美国很多州都已经采纳了该课程，也就

是说，SPARK 课程在普及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甚至在美国学校体育界充当了一定的领导角色[9]。但由

于该课程与传统的体育课程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对体

育教师实施该课程也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要求。为

了满足这些要求，SPARK 的研发组织决定对采纳了该

课程的学校的体育教师和管理者实施相应的培训，并

制订了一套周密的培训体系。 

2.1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1)培训组织：由于美国官方并没有开发任何课程，

所以从归属的角度来讲，SPARK 课程实际上属于“民

办”课程。所以，对实施了 SPARK 课程的学校的教

师和管理者进行培训的任务就落在研发者个人身上。

但很显然，让少数几个研发人员亲自对众多体育教师

进行培训是不合逻辑的。因此，借鉴美国市场经济的

成熟运作模式，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之后，研究

人员成立了一家名为 SPOTRTIME 非营利性公司负责

全美 SPARK 课程教师的培训工作，该公司采用了面

向市场的商业化培训模式，但却又不以盈利为主。众

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

运作模式的工作效率最高[10]。所以，在 SPOTRTIME

公司成立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市场化的培训模式的

拉动下，采纳了 SPARK 课程学校的管理者和体育教

师接受了全方位的培训，这为 SPARK 课程在各个学

校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培训参与者：培训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两部分，

即培训者和培训对象。对于课程的推广实施而言，培

训人员的选择非常关键。实际上，SPARK 课程的研究

人员并没有亲自参与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工作，其培训

者是由 SPOTRTIME 公司遴选的专职培训师。目前，

全美从事 SPARK 工作的共有 60 多人，其中的 28 个全

职员工和 10 个兼职员工(大部分在圣地亚哥市)对教师

培训工作进行全面负责。另外，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

还雇佣了大约 30 个“SPARK-认证”培训师，他们是

(SPARK 组织)亲自挑选的，有经验的教员(基本上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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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硕士学位，部分具有博士学位)，他们以前就已经在

其所在的学校应用过 SPARK，且参加过多次的培训[11]。

这些认证培训师主要负责在采纳了 SPARK 课程的学

校对体育教师进行现场指导。而 SPARK 课程的培训

对象则主要是各个学校的体育教师，但同时也会对学

校的管理者实施少量的培训。 

2.2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目标 

一般而言，教师培训的目标包括总的目标和细分的

目标，或者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SPARK 课程教师培训

目标主要包括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具体详见表 1。 

 

表 1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目标体系 

 
 

 
培训的总目标 

1)使体育教师们意识到具有积极、健康特征的 SPARK 课程的重

要性； 

2)使体育教师们学会设计并顺利开展 SPARK 课程； 

3)使体育教师们掌握良好的课程管理与督导技巧，以让学生从体

育学习中获得好的效果； 

4)及时告知体育教师们 SPARK 课程逐年发生的变化，并帮助他

们与时俱进 SPARK 课程教师 

培训的目标 

 

 

 

 
培训的阶段性目标 

第 1 阶段：使教师们初步了解 SPARK 课程；使教师们开始讨论

SPARK 课程；使教师们了解 SPARK 课程的长处。 

第 2 阶段：通过培训，使学校采纳 SPARK 课程。 

第 3 阶段：通过培训，体育教师们能够完整、全面而熟练地运

用 SPARK 课程。 

第 4 阶段：1 年之后，体育教师们继续完整、全面而熟练地运用

SPARK 体育课程 

 

2.3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时间 

SPARK 课程研究人员开发该课程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真正地爱上体

育活动。而作为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引导者，体育教

师自身也必须要实现知识的不断更新。因此，在对各

个学校的体育教师进行培训时，培训师从终身教育的

观念出发，将培训时间按照 SPARK 在各个学校的实

施程度分为 4 个阶段，即体育教师接触 SPARK 的初

始阶段、学校采纳 SPARK 课程阶段、体育教师熟练

实施 SPARK 课程阶段、体育教师持续地熟练实施

SPARK 课程阶段[12]。在前 3 个阶段，专职培训师会频

繁地到各个学校查看课程的实施情况，及时与体育教

师进行充分的沟通，注重现场观察而对体育教师进行

指导。而在第 4 个阶段，也即 SPARK 课程实施的成

熟阶段，培训师会逐渐减少来学校的时间，但他们仍

然会经常与学校的体育教师保持电话联系，随时监控

课程的实施进展，或者是将最新的培训资料及时发给

体育教师，以让他们保持对 SPARK 课程的更新。 

2.4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内容、方法与策略 

由于 SPARK 课程针对体育教师的培训主要侧重

于现场指导，因此，不同学校的体育教师的培训内容、

方法与策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对于以白

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和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培训师

在对体育教师进行培训时，会充分考虑到种族差异而

带来的一些影响。总的来说，基本的培训内容、方法

与策略还是大同小异(见表 2)。 

2.5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绩效评价 

由于 SPARK 的研究人员坚持对 SPARK 课程进行

及时的更新，因此，他们非常注重该课程的实施结果，

尤其是注重教师培训的绩效评估。他们认为，只有将

课程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培训合格甚至达到优秀标准的

时候，学生才会在体育教师的引导下，真正的去参与

SPARK 课程的学习[13]。培训组织针对体育教师培训绩

效的评价，既有过程性评价，又有结果性评价策略；

既有正规性的评价，也有非正规性的即时评价。但不

管怎么样，评价标准、方式、内容的选用都是遵循评

价的有效性原则[14]。比如，在对体育教师进行培训的

过程中，通过过程性的评价以及时监控培训效果，为

培训方案的有效调整提供反馈信息。通过结果性评价，

对各个学校的体育教师在前 3 个阶段的整体培训效果

进行评估，为漫长的第 4 个培训阶段做好准备。研究

者曾对来自于 9 个州 72 所学校的 421 名教师的培训绩

效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体育教师对于培训计划及其实

施持积极态度，并且认为该培训能够有效地促进体育

教师们实施 SPARK 课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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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PARK 课程教师在不同时间的培训内容、方法与策略 

实施的时间段 具体培训内容、方法与策略 

接触 

向教师分发 SPARK 课程的宣传小册子； 
让教师观看其它学校实施 SPARK 课程的录像带； 
在学校与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 
举行正式的培训班，向教师们介绍 SPARK 课程 

采纳 
与学校管理者和体育教师们保持频繁的联系； 
告诉体育教师们如何运用 SPARK 课程 

运用 

举行培训班和研讨会。2007~2008 年间，SPARK 课程小组举办了 810 次研讨
会，7 个研究性的会议(指持续 2~3 天的关于 SPARK 课程的研讨会)，在 55 个
专业会议上进行了主题发言，对体育教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学校进行回访。即在学校正式运用 SPARK 课程之后，培训师定期到学校与
体育教师进行交流，了解实施的具体情况等 

持续 

肯定和承认学校及体育教师的功劳； 
对体育教师进行奖励，如邀请他们参加 SPARK 课程的专业会议，评选全美的
SPARK 之星等； 
随时将 SPARK 课程的各种信息及时地反馈给体育教师们 

 

3  启示 
纵观美国 SPARK 课程教师培训的整个体系，可

以说该培训体系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体育教师培训体系

之一。就培训的参与者而言，SPARK 的研究人员并没

有亲自培训一线体育教师，而是在成立 SPORTIME 公

司的基础之上，将整个培训工作推向市场，然后招聘

专职和兼职的培训师具体实施培训工作。这种方式极

大地提高了整个培训工作的效率，从而为 SPARK 课

程在与其它体育课程的竞争之中具备一定的优势。由

于研究人员没有参与具体的培训工作，使得他们能够

将足够的时间投入到 SPARK 体育课程的后续研究之

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课程的更新速度。另外，

除了对体育教师进行培训之外，培训师还对学校的管

理者进行了相关的培训，拓宽了课程的影响力，为课

程在各个学校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从培训的目标和时间我们可以得知，SPARK 课程

针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具有全面性、层次性以及持续性

的特点。培训的总目标内容非常丰富，突破了传统体

育教师培训中只是有关教材教法的简单介绍，涵盖了

课程与教学意识的培养、针对不同教学情境而进行的

课程设计、课堂管理手段与方法、课程与教学的发展

趋势等方面，体现了 SPARK 课程培训目标的全面性。

而阶段性的培训目标和长期的培训则体现了培训目标

循序渐进的达成，充分考虑到体育教师的学习与接受

能力，同时也为各校体育教师摆脱传统体育教学思想

的束缚，接受 SPARK 的新型课程观提供了一定的缓

冲时间与空间。 

从培训的内容、方法与策略我们可以得知，在

SPARK 课程的不同实施阶段，培训者都根据培训对象

的心理特点和对课程的熟悉程度，采用了不同的培训

手段和方法，并设置了不同的培训内容。另外，通过

采用注重现场观察的培训方式，培训者将 SPARK 课

程的理论阐述与实践教学很好地进行了有机结合，填

平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壑，增强了 SPARK 课程的

可操作性。与各校的体育教师和管理者保持不间断的

联系，及时告知有关 SPARK 课程的最新信息，并为

这些体育教师提供适当的精神与物质奖励，也是培训

方法与策略运用恰当的表现之一。 

体育教师培训绩效的评价，是培训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在传统的培训工作中，一般也会涉及绩

效评价，但大多采用一次性的绝对性评价，无法体现

出评价的激励、反馈等正面功能。鉴于以往教师培训

评价的不足，SPARK 的专职培训师对体育教师培训结

果的评价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发展性评价方式，既有过

程性评价，又有结果性评价；既有正式的评价，又有

非正式的评价。多样化的评价手段与方法，为培训者

和被培训者提供了及时的信息反馈，有利于培训方案

的及时调整，使得培训工作更贴近于实际需要，为

SPARK 课程在各个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目前，在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大力推进的背

景下，针对各省一线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培训也早已提

上日程。比如，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每年都会组织体育

教师进行新课程的远程研修，各个省教育厅也根据本

省的情况组织体育教师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甚

至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市级教育局，组织体育教师

进行新课程培训也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这些培

训工作为体育新课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

总的来说，还是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16]。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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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参考和借鉴美国 SPARK 课程培训体育教师的经

验，设定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体育教师在职培训模式，

将会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顺利实施，我国广

大中小学一线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我国广大中小学

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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