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卷第 7 期 

2010 年 7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7 No.7

J u l . 2 0 1 0 

 

·学校体育· 
 

以职业为导向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 

——兼评《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本科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 
 

庹权8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民族体质与健康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对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教育与

实践脱节，专业与职业脱节；必须以职业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导向。从职业化培养的角度，

审视《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本科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认为培养目标定位准确；体育社会工作

方向暂不易作为职业方向培养；培养规格与《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规范》的区分度不

明显；课程设置缺乏依据说明，对运动技能关注不够；多方向和多头开设的课程不利于学生的知

识掌握和能力培养，继而影响学业修读和就业。提出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化培养应该以运动

技能的推进为主线；在具体培养规格上，应该采取递进形式对学生提出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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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rientated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Also a review of the Guiding Professional Code for the Regular Social Sports Specialty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TUO Quan 

（Centre of National body and Health，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dilemmas fac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ir root causes ar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nd between 

specialty and career. Career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eer specific cultivation,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Guiding Professional Code for the 

Regular Social Sports Specialty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cultivation objective orientation is accurate; for now it is not easy to use the sports social job orientation for ca-

reer orientated cultiv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cultivation specifications between the Code and the Professional Code 

for the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not significant; there is a 

lack of criterion explanations for curriculum setup, and no 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ports skills; the cur-

riculum set up in a multi-direction and multi-end wa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udents’ knowledge master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ng, thus affect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mployment.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profession-

alized cultivation of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s should base mainly on the promotion of sports skills, and that in 

terms of specific cultivation specifications, the form of gradually progressing should be adopted to set forth speci-

fied requirements for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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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体育发展势头

良好，人才需求缺口较大。据石岩[1]研究发现，我国当

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至少应配备 65 万人，到 21 世纪

中叶应达到 500 万人以上。顺应社会体育发展的热潮，

高校开办社会体育专业蔚然成风，全国的办学规模由

2000 年的 30 余所院校猛增到 2008 年底的 230 所，涵

盖体育、师范、医学、理工、农业、综合等各类型高

校[2]。然而，与供需两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艰难的就

业形势始终是社会体育专业难以摆脱的梦魇。2006 年，

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率后 10 名的本科专业中，社会体育专业榜上有名[3]；

2007 年，黑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年终就业情况，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

运动训练等 20 个本科专业年终就业率未超过 40%[4]；

在另一项调查中，2008 年全国社会体育专业本科毕业

生的专业与工作对口率为 40%，居所有专业倒数第 3

位，毕业后半年的月均收入为 2 090 元[5]。一边是缺口

较大的人才需求，一边却是艰难的就业形势，问题根

源在于教育与实际脱节、专业与职业脱节。2009 年 7

月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本科专业指导性专

业规范》(以下简称《专业规范》)适时地提出了高校

社会体育专业的建设问题，为明确社会体育专业的社

会责任，促进专业培养与人才需求接轨，提高各高校

办学质量提供了指导和有力的支撑。但从社会体育专

业人才职业化培养的角度看《专业规范》，仍然存在诸

多不足。 

 

1  当前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

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不明

确，已经成为社会体育专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王

爱丰等[6]在对江苏近 10 所开设社会体育专业的高校研

究后指出，各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基本围绕《专

业目录》进行设置，突出表现在专业特色不够、人才

培养针对性不强，普遍存在着培养目标的定位与社会

需求脱节，导致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乐观。石

岩等[7]学者均有类似观点。 

2)课程设置实用性不强。课程设置是体现专业特

色的灵魂。目前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岗

位实用性不强，表现为两种趋向：一种情况是与体育

教育专业课程雷同，传统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的现

有师资、设施基本是为了满足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训

练专业的需要配备的，社会体育专业所需的师资、设

施建设尚需时日。另一种情况是开设的特色课程受制

于办学条件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专业设置于医学、

理工、农业、综合等高校，具有较强的学科综合优势，

但是较难以形成系统的课程体系，专业技能和实践方

面较为单薄。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相比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

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尤其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

蒋钢强[8]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统计，并征求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得出社会体育专业能力主要包括指导能力、

组织能力、服务能力、营销能力等 4 部分。李月等[9]

的研究也指出，学生的健身指导能力、专业技能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竞赛组织能力是最主要的能力。然而，

目前高校的实践教学与需要相去甚远。学生普遍反映

所学知识和技能在工作(实习)岗位不知如何运用，甚

至大学 4 年所学的东西还不及岗前培训 3 个月的多。

实践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2  从职业化培养角度审视《专业规范》 
专业的定位在职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前的主

要问题是社会体育的界定过于宽泛，几乎涵盖了所有

的人群和所有的体育实践，导致“课程开设一箩筐，

实习基地遍地开，学生就业满天飞”的局面。 

《专业规范》将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

“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具有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掌握社会体育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基本技能，能胜任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指导工作，

并具有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业经营管理、体育社会工作

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该培养目标与公、私立运动健

身俱乐部，以及休闲与社区活动等职业岗位所需的知

识能力基本吻合。 

通常职业岗位应具备 5 个标准，即经济性、技术

性、社会性、促进性、连续性[7]。 

第一，岗位要能成为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谋生的

平台。《专业规范》设置的专业方向为：健身与休闲运

动指导方向、健身与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方向、体育

社会工作方向，以及其它相关方向。《专业规范》具有

一定的前瞻性，但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健身与休

闲运动指导方向是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健身

与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方向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而体

育社会工作还不能成为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谋生的出

路，暂时还不宜成为高校开办社会体育专业的主要方

向。 

第二，职业需要一定的才能和专长，并能在岗位

上发挥。职业所需的才能和专长，是职业的就业门槛，

也是区别于其它职业最显著的地方。《专业规范》中对

社会体育专业培养规格的规定为：具有较扎实的体育

学科基础知识，掌握社会体育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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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了解社会体育发展的动态，具有较强的专业实

践技能素质，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掌握基本的社会

体育调查研究方法，并具有从事社会体育科研的基本

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

刊，进行一般对话；具有运用计算机的基本技能。应

该说，上述培养规格与《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

专业规范》的区分度不明显，专业才能和特长的表述

不甚清晰。 

第三，职业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生产(服务)任务。

目前社会体育领域的社会生产(服务)任务主要是提供

社会体育活动的场所、技术指导、保健、活动策划组

织，以及相关的管理工作。这些职业对应了不同的岗

位，所需的知识技能也有很大的区别。秦强[10]在对国

内外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的比较研究后指

出，日本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培养目标是多向、灵活

的，而我国的培养目标较单一，不够明确、细化。欧

美等发达国家在社会体育方面的劳动分工比较细致，

各高校结合自身的传统优势和特点培养特定方向的人

才，这是教育机构相互竞争后人才市场细分的结果，

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体育消费人口基数为支撑

的。《专业规范》对于健身与休闲运动指导方向、健身

与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方向、体育社会工作方向分别

提出比较明确的要求，这是对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中关于社会体育专业办学所作的进一

步解释和说明，也明确了社会体育专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校“去行政化”，

《专业规范》将成为过渡性产物，各高校的社会体育

专业将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将由高校和社会需求决

定。 

第四，职业要符合社会的需求。社会体育领域的

社会需求分为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亦可分为当前需

求和长远需求。从解决目前就业困难的角度来看，满

足当前显性的社会需求是首位的。陈涵新等[11]指出，

目前社会需求以“技术指导性的运动项目”居多；首

都体育学院的赵立教授在一次全国社会体育专业建设

研讨会的报告中指出，学生的经营管理知识在初次就

业时基本是无用的。因此，学习和精通一项以上的运

动技能并熟练指导应用是社会体育职业岗位的基本要

求。以目前拥有 16 家分店的广州力美健健身俱乐部

为例，其教练的组成大体有 3 种，即退役运动员、健

身爱好者(后获得相应证书)、院校毕业生，所占比例

为 3︰1︰1。退役运动员以技能和身体条件见长，健

身爱好者以沟通和经验见长，而院校毕业生没有优势。

《专业规范》通过调研和思考，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提

出了系统的要求，比较明确地给出了学分学时以及分

配比例，对教育内容、知识体系、知识(技能)领域进

行了逐步分解和细化，并对专业基础课程、方向课程

及相应的知识单元进行了规定。 

《专业规范》至少还有以下几点有待完善：其一，

开设这些课程的原因、目的、作用；其二，课程开设

的时间或者前后衔接顺序；其三，课程开设的方式、

教法。如果这些问题不明确，课程还是简单的堆砌，

既体现不出系统性和相关性，也难有实践性和实用性。

此外，《专业规范》对于运动技能强调不够，不仅在培

养规格上没有对专项运动技术水平提出要求，而且在

主项上仅分配 8~16 学分，只占总学分的 10%左右。 

第五，职业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首先

是岗位提供的稳定性。和以往相比，人们生活的目的

与重心正逐渐由工作转向休闲[12]，而社会体育这种与

休闲密切相关的活动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也会逐步增

加。因此，社会体育职业领域将得到持续发展和壮大。

其次是职业群体的行业连续性，现在和将来毕业生都

有能力，而且愿意在本行业持续工作。当前社会体育

专业人才培养，既要满足当前职业岗位的要求，使他

们毕业之后能入行，又要有适当的兼容性，保证他们

在岗位上能担当“多面手”，增强竞争力，同时还要兼

顾个人职业生涯，为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基础。《专业

规范》从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 3 个层

面规定了学生的知识技能掌握程度。其中基础知识包

括体育科学基础知识、社会体育基础知识与技能；专

业知识主要由健身与休闲运动指导、健身与休闲俱乐

部经营管理和体育社会工作等知识构成；专业实践由

社会调查、专业见习、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环节构

成。可以看出，《专业规范》力求以社会体育学科知识

演进为脉络，按照先基础，后方向，最后实践的逻辑

关系推进。然而，现实问题是，社会体育学科知识体

系目前尚不完善，知识领域、课程关联尚有较大的争

议，学生面对体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

理学、教育学、人体科学等多头知识体系显得手足无

措。 

从学生今后职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考虑，研究认

为，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应该以运动技能的

推进为主线，按照技术技能掌握和应用的需要设置相

应(理论)课程，同时注意理论课程的前后衔接。其次，

在具体培养规格上，不应该采取健身与休闲运动指导

方向、健身与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方向、体育社会工

作方向并列形式，而应该采取递进形式对学生提出要

求。具体地说，学生入校第 1 年解决专项选择和技术

入门，配置学科基础理论课程和与运动技术掌握有关

的理论课程，如体育学概论、社会体育学、运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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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动生理学等；第 2 年在巩固专项技术的基础上，

以教学指导、技术创编、竞赛裁判为教学目标，配置

实现阶段目标的理论课程，如体育保健学、运动教学

法、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第 3 年在巩固第 2

年学习成果的基础上，以专项赛事策划管理、体育组

织的运作与管理为教学目标，配置相应的理论课程，

如社会体育管理、体育市场营销、大型体育活动组织

管理等，并开设为期 1 年的副项技术课程。各阶段应

根据目标安排课程和课外的实践活动，并逐年增加实

践比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选择主修方向，

无论如何选择，都以相对扎实的运动技能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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