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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49%的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对专业基本目标不清楚，这与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学生对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向高度认同；60%以上的学生对专业课程设置比较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院对课程体系

改革的成效比较理想，但仍然未能满足学生对一些专业技能课程的需求；必修课与选修课、理论

课与体育实践课等安排不够合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大部分学生对指导实习课程不满意，需要做

出较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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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urriculum setup for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49%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were not clear about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the major, which is far short of the requirement; the students highly 

agreed with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over 60% of the students were satis-

fied with the curriculum setup for the major,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s the university’s reform on the cur-

riculum system was quite ideal, but the university was still unable to meet the students’ needs for some specialized 

skill courses; the arrangement of required courses and optional courses, as well as theory courses and physical edu-

cation practice courses was not rational enough,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perfected; most students were unsatisfied 

with guided practice courses, for which major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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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下简称“华师大”)体育学科作为

南粤地区唯一一门“211 高校”重点建设学科(培育)，

具有良好的发展平台，一些合理、科学、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手段能够被快速接纳、吸收。并且，体育教育

专业是广东省“名牌专业”，具有雄厚的师资、场馆资

源、先进的教育管理机制和经验。为客观反映体育教

育专业培养目标、方向，课程体系设置的认同度和具

体实施效果，本文就华师大体育科学学院体育教育专

业 10 年来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进一步

发展体育教育专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1  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 
探讨课程体系改革必须首先明确培养的目标定

位，1980 年和 1986 年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

养的目标都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学校

体育教师”，1991 年在培养目标内涵上对培养学生科

研工作能力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1997 年国家教委办

公厅下达的《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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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课程方案》)提出的专业培养目标是“毕业生

适宜到中等学校从事体育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2003

年《课程方案》培养目标定位更加宽泛，其目的是希

望人才培养的口径更宽，社会适应能力更强[1]。 

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适

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能从事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

运动训练和竞赛组织等工作的多能一专的体育教育专

业复合型人才。”调查显示，毕业生认为华师大体育教

育专业培养目标很清晰的占 12%，比较清晰的有 39％，

认为不太清晰的有 36%，还有 13%认为不清晰。上述

结果表明：根据毕业生的反馈情况，他们在校期间对

专业培养目标的认识并不清楚，这与广东省“名牌”

专业的身份不相称。主要原因是：宣传不到位；各类

课程教学没有突出体现这一基本理念；课程太多，无

暇关注。 

 

2  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教育是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财富的源泉，

其中教师占据着无可替代地位。邓宗琦[2]指出：“当教

师仅是个‘知识传授者’的时候，教师的职业是可以

被同等学历的人所代替的，当教师是个‘学生发展的

促进者’的时候，教师的职业才具有了不可替代性。”

就运动技能的成绩而言，体育教师肯定不如一个专业

的教练员。但是，如果谈到通过体育活动对学生进行

全面的教育和培养，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那就只有

合格的体育教师才能胜任了[3]。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体

育课和体育教师的独特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体育

教师的职业也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这个过程就是

体育教师高度专业化的过程。华师大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精神明确了人才培养的规格：面向中小学培养具有高

度专业化水平的体育教师。这是我院体育教育专业发

展的基本方向，所有课程体系都围绕这一方向设置。

通过对毕业生的调查，以及对一些专家的访谈，他们

对这一基本方向的认同度很高，有 80%以上的毕业生

认为“做一名优秀的中小学体育教师”是他们选择该

专业的主要动机。 

 

3  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3.1  课程结构 

通过对毕业生进行“您对本校体育教育专业现行

的课程结构的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有 41%的毕业

生选择了“基本满意”，另有 19%的毕业生选择了“很

满意”，但选择“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也达到了

39%。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

几类：综合教育类课程、学科基础类课程、专业类课

程(含专业理论课程、专业技术课程)和实践类课程 4

大类(见表 1)。 

 

表 1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课程 具体课程 

综合教育类课程 
(1)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 
(2)选修课：人文社会类、自然科学类、艺术类、综合实践类、就业指导 

学科基础类课程 体育史、体育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保健学 

专业必修课 
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运动生物化学(含双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体育统计学、
学校体育学、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体操、健美操、武术、游泳、定向越野、体育
科研方法、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专业限选课 

(1)主修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体操与健美操、艺术体操、武
术、游泳、乒乓球、羽毛球)； 
(2)副修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体操与健美操、艺术体操、武
术、游泳、乒乓球、羽毛球) 

专业任选课 体育社会学类、人体科学类、技术类 
实践类课程 教育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 

 

课程开设达到 127 门，几乎涵盖了体育领域的各

个方面，学生修读门数、选择的弹性都超出《课程方

案》的规定，这与师范学校比较注重教育类课程有关。

除此之外，还设置了院系公共选修课，华师大明确要

求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艺术

类”、“综合实践类”方向上选修 128 学时的课程，并

提倡与鼓励学生跨专业和跨系选读，其选修学分可以

取代专业任选课学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人

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强创新、广适应”目标。

但是，由于学科课程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课程

安排挤得满满的，学生几乎没有自学自修的时间和空

间。在这样情况下，必须要进一步对体育教育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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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 

第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深入分析课程设

置的重要性，即把社会需求、中小学总体需求的技能作

为重点课程进行设置，而那些所谓“综合素质或能力”

培养的庞杂课程尽量科学地安排，做到主次有序。比如，

适合大众体育发展的一些主导课程，能够充分调动中小

学生进行锻炼学习积极性的课程应该给予专项必修课

的安排；能够提升读、写、教授、工具运用能力的课程

应该给予更多的关照。通过近几年的实习总结，发现目

前学生在这些能力的运用方面不够理想，失去了现代体

育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无异于“舍本逐末”。 

第二，建立良好的指导和评价机制，充分贯彻“以

学生为本”理念。目前还没有那个专业能够为每个学

生进行“量身定做”的课程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造

成了学生选课的盲目性和混乱。近些年，“大学扩招”

使中国高校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原本“捉襟

见肘”的教育资源更加难以为继。体育教育也是如此，

如何利用目前资源在大学初期对学生进行多层次的指

导、安排，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同时，评价

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学生即将毕业时，通过多

种形式了解他们 4 年来的选课状况和认同状况是及时

完善课程设置体系的重要举措。 

第三，要建立有效的调整机制。在具体的实践过

程中，各种突发、潜在因素会随时出现，如何在保证

学生自主性的同时，适时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也是很

重要的方面。那些相邻的、同类的、能合并的课程就

应该及时予以简化、整合，这样，既可服从于课程的

整体结构，又可保存一些必要的基础课程不至于因学

时不足而被排除，更可通过课程的优化组合使学生少

而精地提高学习效率。 

调查毕业生对课程结构不满意的原因表明：课程

与社会需求脱节(61.25%)、专业课程与个人需求脱节

(59.2%)、课程改革质量不高(49.95%)是学生不满意的

主要原因。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招，由过去的“精英教育”向

“大众教育”的转变，造成招生生源文化水平与体育

技能水平参差不齐。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市场的形

势越来越严峻，现行课程设置能否满足学生的需要，

己成为每所高校体育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各高

校未能处理好《课程方案》的约束性和灵活性，各校

课程结构基本相同，这样培养的学生只能千人一面，

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反思。 

课程结构改革的误区在于只满足数量上的“加加

减减”，而缺乏对课程价值取向的根本把握。学生作为

社会成员而存在于社会之中，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

发挥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不能不受社

会要求的制约，同时，学生作为独立实体的个人又存

在着个体差异，又有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需要。因此，

教育除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外，也必须促进学生个性健

康的发展，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将 3 种要素结合起

来是我们考虑体育课程结构价值主要取向。 

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虽然较好地把握了体育课程

结构价值主要取向，但仍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

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学科类课程有机

结合，形成一个多样化的整体。校本课程是在具体实

施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本专业学生

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利用学校的课程资源而

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选择的课程。根据体育课程的

功能和课程类型的现状，加大校本课程开发力度，从

而满足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及社会对体育教育专业人

才的需求。 

3.2  必修课与选修课 

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置实际上标志着专业人才培

养规格的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有资料显示，目前

国外体育专业必修课一般占 60%～80%，发达国家低

于发展中国家，美日等国甚至低于 60%[4]。华师大体

育教育专业课内总学时和学分是 2 651 学时、168.5 学

分(见表 2)，按必修课、选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的类

别来进行设置的，学时比为 75.3∶15.2∶9.5，必修课

比例 70.6%高于彭健民[5](2005 年)对不同地域 8 所学校

调查必修课所占比例的平均数(67.3%)，而任选课(9.5%)

又低于 8 所学校的平均数(14.6%)，显然必修课占总课

时的比重偏大。 

 
表 2  不同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课时比较 

华南师范大学 8 所高校平均 国家课程方案 
课程 

课时 百分比 课时 百分比 课时 百分比 
公共课  736 27.7  756.1 27.5  720 26.3 
专业课 1 263 47.6 1 115.1 40.0 1 248 45.6 
限选课  400 15.2  498.5 17.9  520 19.0 
任选课  252 9.5  411.9 14.6  250  9.1 
合计 2 651  2 787  2 738  

必︰限︰任 75.3︰15.2︰9.5 67.5︰17.9︰14.6 71.9︰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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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增加选修课的学时，既保证了学生所学选修

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保证了学生有自由发展的机

会，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但随着选修课比重

的增加，伴随而来的“软肋”：一是教学内容交叉重复，

如体育游戏与中学体育教材教法、体育科研方法与教

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之间有大量学习内容重叠；二

是由于选修课的学时少，蜻蜓点水式的教与学势必让

学生产生“无用感”。《课程方案》规定的 9 门主干课

程，就是专业必修课中的“必修”，是国家宏观控制与

督查的主要对象，其次选修课开设多个系列，具体课

程由各校决定。抓“必修”放“选修”，既有利于统一

管理，也有利于办出特色。华师大是“211 工程”重

点师范院校，作为广东省的教育专业教育“龙头”，具

有地方其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

教育类课程是体育教育的支撑学科，从体育教育专业

培养学生所应具备的职业素质来看，这类课程也是他

们获得教育理论知识和从教技能的主要途径，但华师

大目前教育类课程只局限在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

育技术、教师教学技能训练 4 门基础理论课，占总学

时的 6.64%，与国外的 15%～40%相比，课时较少。

由于课时、科目不足，还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师范院校

的特色。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

应提高专业课程与教育课程的融合程度，既要重视教

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类课程，还要重视专项技术原理

和方法等体育专业课程，更要重视两者的结合，多设

置综合性、小型化、专题化的学科专业教育选修课程，

突出自身办学特色。 

3.3  学科课程与术科课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

业学科与术科类课程比例经过 4 次调整，总体趋势是

学科类学时比例增加，术科类学时比例下降，学科课

程与术科课程的比例从过去的 4.5︰5.5 发展到现在的

6.3︰3.7[6]，华师大学科课程与术科课程的比例为 6.12︰

3.88。在毕业生调查问卷中的学、术科的学时比趋向

于 5︰5 的比例选择，毕业生认为应从社会需求角度出

发，术科在体育教育中还应占重要的地位。 

第一，就体育教育培养方向锁定的“中小学体育

教师”而言，一名中小学体育教师 需要的是术科操

作性技术的应用能力，这是他们赖以胜任教学工作、

训练工作，获得尊严、身份认同的基础。术科技术能

力的缺陷，使中小学体育教师很难担负起做老师的职

责。 

第二，就目前招生的学生质量来看，一些运动技

术薄弱的考生为了能考上大学而选择了体育教育专

业，入学前只经过一年半载的体育训练，充其量也只

是身体素质的提高。在华师大课程方案的培养规格中

规定“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所专长，至少有一项运

动技能到达或接近 2 级运动员标准”，要达到这一标

准，还需要进行大量技术学习和训练。部分学者从资

料数据的表面找到国外术科比例不断减少的趋势并以

此作为指向，但没有深入基层调研实况，体育教育的

课程一方面术科时数在锐减，另一方面生源运动素质

在下降，其结果必然是降低考核要求和成绩的评定标

准，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冲击。 

第三，中小学的体育教学还需要体育教师做示范

来授课，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良好的技术能力、示范能

力，单靠多媒体课件教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多媒体

教学只能是教学的辅助手段，主体还是教师，况且要

考虑到目前各中小学教育条件不同、体育课程的特殊

性，如果多媒体的教学示范可以代替教师，那么体育

教育专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正如马约翰在论述体育时所说：“体育是一门技术

性很强的学科，要掌握好各项运动技术，要不然，想

深入研究，根本深入不下去。”[7]体育的特点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亲身体会，才会理解学科的理论。术科和学

科的课程应该按学生的体育技能水平开课，技术技能

好的，应加大学科的比例，加强学科的学习，提高理

论水平和综合素质；技术技能差的应增加术科的比例，

增加术科的学分和学时，完成术科的学习任务，要求

达到 2 级运动员的标准，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学科学习

的要求。所以学科和术科课时比例的制定，一定要根

据学生和学校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科学合理地制定

课程设置，控制好两者之间的比例，更好地实现既定

的培养目标。 

3.4  特殊课程 

    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有 49.67%赞同教育实习采

用分阶段进行，采用见习与实习相结合的形式，对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一方面增加实习

时间，由传统的 6～8 周实习延长至 10～12 周，另一

方面调整实习计划，实习的内容和时间系统规划，统

筹安排，理论学习要与实践锻炼交替进行，如观摩中

学优秀体育教师公开课、优秀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

组织运动竞赛裁判工作、指导社区健身活动、增加社

会调查等。可将原来一次性集中实习改为三、四年级

分别进行的两次实习。在理论教学和教学实践之间建

立起一种功能性联系，提高学生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能

力。 

在被问及“您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满意程度”

时，58.5%的学生选择不太满意，8.3%的学生选择很

不满意，两项合计高达 66.8%，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



 
72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满意的只占学生总数的 33.2%，这表明大部分体育教

育专业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不太满意。一方面，

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还处在实践摸索阶段，大多数

还停留在组织招聘会、发布招聘信息、开设讲座层次。

缺少对学生个案的指导、就业心理的辅导以及市场化

的操作，是目前就业指导工作 大的弊病。在美国、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就业指导体系己经相当完备，已

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学到大学，从职业介绍、个性认识、

人员匹配、就业技巧训练到就业后培训、服务等的严

密就业指导主体[8]。毕业生、用人单位和社会都是就业

指导的主体，就业指导的内容也很全面，形式多样、

方法先进。需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努力弥补原有工

作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对大学生来说，要增强危机

意识，抓紧时间学知识、学技能，避免上课是为了“点

名”，选课是冲着“学分”，其学习动机主要是“实用”

与“爱好”，其结果是非专业方面的能力一届比一届强，

而教师教育专业方面的能力，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届

不如一届”，如教学能力、育人能力、运动能力、指导

健身的能力等。这种“学风”和“能力结构”，必然遭

到用人单位的弃用。 

3.5  毕业生工作适应度 

在对“毕业生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技能能否满足

目前工作需要”的调查中，认为能满足的占 32%、基

本满足的占 47%、不能满足的占 5%、说不清楚的占

16%。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

培养目标与现在的中学体育师资状况仅仅是基本适

应，与 21 世纪多元化的中学体育教学发展方向还有一

定的距离。因此，华师大体育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

面还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机制，从源头上将中

学体育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与正在改革中

的学校体育教学相配套，真正构建学有所成、学以致

用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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