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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质性研究法，对重庆 7 名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获取资料中形成

“扎根理论”，归纳出体育教师的 5 种工作状态，即动机强—有能力—有作为、动机强—能力差—
无作为、动机弱—能力差—无作为、动机弱—有能力—无作为、动机强—有能力—无作为。依据

这些工作状态，就如何对待体育教师的个体需求、个人能力以及工作业绩等问题进行讨论，认为

通过满足体育教师的个体需要、优化体育教师的工作环境，来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动机，是提高

体育教师的工作业绩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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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qualitative study, the authors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7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Chongqing, formed a “theory of rooting”, and shorted out 5 working condi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namely, strong motive – high capacity – good performance, strong motive – low capac-

ity – poor performance, weak motive – low capacity – poor performance, weak motive – high capacity – poor per-

formance, and weak motive – high capacity – poor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se working conditions, the authors 

discussed such issues as how to deal with the individual needs, individual capacities and work performanc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stimulating the work motive of physical educa-

tion teachers by meeting their individual needs and optimizing their working environment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ir work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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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息过关于

体育教师的话题讨论。提高教师个人能力，改善学校

体育工作现状成为共同话题。人们从思想观念到行为

模式都对体育教师提出了种种要求。但如一位老教师

所言：体育教师是被提及最多，却关注最少的群体。

事实上，这种“关注”不是将体育教师视为达到学校

体育改革目标的工具，对体育教师的“改造”过程进

行监控，而应是一种深层次、人性化的关注。目前有

关体育教师的论文数量众多，关于体育教师的调查也

不计其数，但大多缺乏与体育教师平等的对话和对其

生存状 的阐释。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

对重庆市 7 名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以期对

体育教师的工作状 进行深入了解。 

 

1  研究方法及过程 
“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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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

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

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

的一种活动[1]。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群体，

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能折射出中小学体育的现状。而

且，同样拥有体育教师这一身份，不同个体对工作的

认识和对自我的认同却有很大差异，并最终导致了在

体育工作中的不同行为选择。由于质的研究是自下而

上采用归纳法形成理论，因此，研究设计中选择了几

个较为宽泛问题进入对话：(1)体育教师与周围成员及

环境之间如何相互作用？(2)体育教师的工作动机源自

哪里？(3)体育教师如何在不同外部环境中展现自己的

能力？ 

1)抽样及确定被访者 

    研究未对抽样标准做太细致要求。因为无论年龄、

性别、背景如何，每一位受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都

能反映出体育教师的真实状 。抽样主要采用方便抽

样和目的性抽样相结合的策略。方便抽样：受访者确

定在重庆范围之内，主要通过朋友事先联系；目的性

抽样：被访者包括中学和小学，分处重庆不同发展水

平的地区。最后确定了 7 位受访者。 

2)讨论研究关系。 

    在整个研究过程，调查者是以“半局内人”的身

份出现的。调查者具有体育教育专业学习背景、学校

体育的相关理论教学的经历，对中小学体育有一定的

了解，因此可算个“局内人”。但毕竟身处不同的场域，

无法完全体会一线体育教师的内心感受，因此和他们

相比，调查者又是个“局外人”。“半局内人”的身份

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局内人”的一面让研究者更容易

和被研究者建立起一种彼此都能够理解的话语体系；

“局外人”的一面，则会让调查者有机会脱身出来，

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性和好奇心，而不至于因“共情”

而忽略有价值的信息。 

3)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访谈获得，质性研究者认

为：“访谈所获得的结果不是访谈者独自从对方那里

‘收集’来的，而是交谈双方在访谈这一特定社会情

境下相互‘建构’出来的。”因此，质性研究中的访谈

十分关注受访者的想法和意义建构，也重视研究者本

人反思和对研究关系的讨论，并强调对访谈情境的把

握，这是与常规访谈法有所区别的。本研究的访谈在

具体实施上：访谈的时间和地点主要由被访查确定；

谈话时间控制在 45~60 min；谈话方式以与受访者单独

会面为主；每个受访者接受两次访谈；访谈的问题以

开放式为主，由受访者自由发挥，然后再根据谈话内

容进行追问。此外，还辅以观察法获取相关资料。 

研究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同步进行。每次访

谈结束后，尽快完成转录，并利用 NVIVO1.2 质性研

究分析软件对整理后的访谈笔录进行逐级编码、分类。

之后结合第一次访谈中出现的问题，确定下次访谈内

容以及策略。分析方式则主要采用类属型分析，即在

编码的基础上，将相同的内容归类，并逐步归纳建模

形成“扎根理论”(见图 1)。 

 

 

 

 

 

 

 

 

图 1  “扎根理论”的形成过程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2.1  体育教师的工作状态 

500 多分钟的访谈录音、7 万多字的访谈笔录，描

绘出一个个关于基层体育教师真实而生动的故事。不

同的外界环境与个人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能力因

素的介入，最终在每个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工作状 。 

1)动机强—有能力—有作为。 

此类体育老师有着较强的工作动机，同时具备一

定的专业能力，在外界环境的支持下，通常能在工作

上取得一定的成绩。S 毕业于某著名师范大学，凭借

优秀的综合素质进入了重庆某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

教龄 4 年。工作后经常参加一些课改活动，获过奖，

目前正参与一个有关课改的国家级课题。他开篇的一

段话，就能感觉到他对目前工作环境的满意：“我们这

个学校最大的优势在于领导还比较重视体育，学校整

体环境较有利于发展。”而他在参与改革中获得的成就

感也溢于言表：“重庆也要搞送教下乡，我也参加了。

对区县的体育教师再集中培训……他们有些东西 10

资料收集 形成“扎根理论”整理 编码 分类/命名 

深描/阐释 

不断反复 

转录 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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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没听过，对他们的思想、视觉都有很大的冲击！”

良好的外部条件、个人的喜好，加上原本较强的个人

能力，使他在参与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体育教师强烈的工作动机可以源于多种需求，而

不仅仅是在事业的自我成就。如果在工作上获得业绩

能为他带来想要的结果，那么他同样会努力工作。W

曾是访谈者的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都很优秀。2005

年毕业后在一所大家公认的好小学任教。不过每次碰

见她，她都会说很累！第一次访谈笔录中“累”字竟

然出现了 20 多次。其中有一段描述令人印象很深刻：

“我们要坐班，从吃早饭就开始忙。有的时候第 4 节

课下了，这边篮球还没还，那些在教室里坐着的娃儿

就等着你去给他打饭……等着把娃儿的饭打完，自己

只好吃冷的。完了还要教他们做清洁，很累！学校又

有很多比赛任务，但只有 3 个老师！”当问及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时，W 坦言，不排除工作本身给她带来的成

就感：“我们是课改的基地学校，你成果出来了要去推

广。我们这个不光让自己得到益处，还要让其他学校

得到益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希望能够取得更多

的工作业绩，尽早转正。因为正式和临时教师的待遇

有着巨大的区别！ 

2)动机强—能力差—无作为。 

这一类体育教师有较强的工作动机，希望自己有

所作为，但自身能力的局限阻碍其在工作中的表现。

如和 S 谈话中，他提到了部分因缺乏专业能力而面临

困境的体育教师。S 认为：“课程改革，就涉及到教师

专业能力的问题。有些东西他愿意做，但他能力又不

足。体育教师自身的一些素质、能力和课改不适应。

所以课改现在开展得急了，这些东西很难开展，这就

是课改的一个很大矛盾”。新课程的推广对教师个人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课程改革本身的跨度较大，

一部分有意愿参与改革的体育教师，因为暂时无法完

成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提升，以适应改革的需求，面

对铺天盖地的新理念、新标准显得无所适从，工作不

见起色。 

不过这只能算一种中间状 。因为绝大多数有着

强烈工作动机的教师，将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使个

人适应工作的要求。Y 1989 年中师毕业，现在是某区

实验小学的体育教师。刚毕业时他和很多刚走上工作

岗位的年轻老师一样感到：“在学校学的和外面完全是

两个概念！学校学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用。很多东

西都搞不懂！”但是，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强烈的成就

动机促使他尽快通过学习、实践去提高个人能力，进

而有所作为。Y 很自豪地回忆到：“我从大学刚出来的

时候带队，下午带学生训练长跑。娃儿跑我骑自行车，

那个时候干劲儿好大哦！开始我们学校在区里前 8 名

都进不了。我去了第一年进入前 5 名，第二年开始一

直在第 2 名、第 1 名…… ” 

3)动机弱—能力差—无作为。 

有些体育教师个人能力差又同时缺乏工作动机，

最终就很难在工作上有所作为。在缺乏体育师资的农

村学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G 2000 年大专毕业后做

了一名乡村教师，2008 年通过考试从“下面”(乡镇)

调上来，成为某区实验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对于乡

村学校体育的现状他十分了解：“现在这个老师的待

遇，很多都不愿意做老师，搞体育的他更不愿意了。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城里条件好的学校，农

村很多老师都一窝蜂往城里挤呢！乡下的体育教学肯

定就越来越恼火，很多完全是代课老师在上。”而 G

口中的一些体育代课老师就正处于一种“三无”状

——“很多都不是术科出身，连很多术语都搞不懂，

他也晓得是错的，但觉得无所谓！反正学生娃儿也感

觉不出来是错的”。 

此外，高校入学门槛降低，不仅使学生入学时的

基础技能大打折扣，还吸纳了很多为了升学临时转入

体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对体育是缺乏了解与认同的。

随着学生人数增加，体育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急剧下降。

如此一来，大量能力偏低的毕业生进入了中小学体育

教师的行列。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面对报酬少、地位

低等一系列不利条件，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很多年轻

教师失去了工作动机，Y 这样描述他身边的一些年青

教师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教。不夸张的，起码

60%~70%的人画个线都恼火！还懒！开个区运动会，

他们就当耍两天。我是裁判组组长，还要自己去挖沙

坑，年轻人在旁边杵一下动一下。” 

4)动机弱—有能力—无作为。 

此类教师本来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但在外界环

境的长期影响下失去了最初的工作动机与成就愿望，

从而在工作上无所作为。Z 在重庆一个边远县城的一

所镇中学工作了 5 年，现在是艺体组组长。对于工作

她有着很多的无奈：“我们县运会两年一次，上一届我

就和另一个老师带队，每天训练到天黑了才能回家，

学校什么都不提供，我们最后还是拿了第一名。校长

最先还说单科成绩优秀期末有奖金。但是到了期末他

就钻字眼，说只有主科有，我们是副科了，就什么都

没有了。”她，以及她周围那些教师的困扰还不仅仅是

劳动报酬方面。Z 还忿忿不平地提到：“我们同学说：

‘你们的地位和待遇还不如农民工哦！农民工至少还

有国家关注，律师也帮着说话。’听到这种话，我觉得

好受刺激哦！……还有家长来打老师的，他觉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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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不对，就来学校打！所以你看这个教学怎么搞得

好嘛！” 

在边远的小县城，他们的工作环境，几乎集中了

学校体育开展的所有不利因素：工作报酬少、社会地

位低、领导不重视、学生不配合，甚至有时连生命都

会受到威胁。在生活、尊重，乃至安全的需要都难以

得到满足的时候，要求体育教师们仅仅依靠自我实现

的需求去激发工作热情，显然有些困难。慢慢地很多

体育老师就养成了 Z 口中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的工作 度。 

和 Z 在同一县城的 H，高中是县篮球代表队的队

员，大学是校篮球代表队的队员，曾经取得过不少成

绩。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体育教师。为了

改善生活条件，她经历了农村教师中极具代表性的从

农村到城市的“迁徙”，6 年中一共换了 4 个学校。她

最大的感受是：“刚出来的时候，还雄心勃勃的，想干

点事业。出来几年以后，就是环境啊，看多了，习惯

了，没得感觉了……学校反正对艺体这一块都不怎么

重视。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叫平安过日子。”随着事业

心一天天被消磨，体育教师的个人能力也随之退减，

像 H 担忧的：“如果再像现在这样下去，再过几年，

有很多专业技术的东西都不晓得咋个教了。”到最后，

大部分教师也将进入一种“三无”状 。 

遗憾的是，曾在工作上颇有作为的 Y，目前也开

始进入这一状 。但他从有作为到无作为(或是不想作

为)的转变却另有原因。Y 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成就动

机的人，他把个人目标定位在搞训练、拿冠军之上。

访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作为体育教师来说，不搞训

练，真的就没有成就感了！”对他而言只有取得竞赛成

绩才能使他得到满足。以往的校长重视竞赛，“对奖杯、

拿奖牌很注重，任何时候的比赛，他都要去！”这与 Y

的成就动机相当匹配，让他感觉工作很愉快。而现在

新上任的校长却只重视学校群体活动的开展，对运动

竞赛的定位仅是：“尽力而为，就算拿个最后一名，我

也不嫌。”这使得 Y 的个人成就感很难得到满足，自

然影响到他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导致了 Y 现在的心 ：

“领导都觉得别人拿第一无所谓，那我也就无所谓

了……” 

5)动机强—能力强—无作为。 

一些有强烈工作动机，同时具备较强专业能力的

体育教师，希望在体育工作中干出一番成绩。但外界

条件的限制却牢牢地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在工

作上难见成效。 

有着 20 年教龄的某中学体卫处负责人 L 是访谈

对象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与他的谈话开始前，我已从

朋友那了解到：L 所在学校的体育搞得好，曾闻名川

渝两地，但近些年由于领导不重视，正在走下坡路。

访谈中，L 也很自豪地向我介绍：“我们从 1987 年开

始，从获得全国首批传统学校开始，在重庆四川乃至

全国都很有影响…… 我们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了很

多比较优秀的人才，给四川、重庆做了很大的贡献。”

和回顾竞赛成绩相比，他对目前训练工作开展情况介

绍得较少，却满 兴致地告诉我：“重庆准备召开体育

工作会议。从我工作以来这种大规模的体育工作会没

搞过！因为薄熙来到了重庆，他对重庆的体育工作不

满意。重庆组织了很多个组进行体育工作调研。重庆

体育为什么落后？落后的原因在哪里……他们做了个

调研报告过后，很快就要出相关的一些政策来推动学

校体育发展！”听他的这段话，能感觉到一种期待。当

我对新政策能否落实表示疑问是，他的回答很自信：

“说哦！政府行为，哪个敢不执行？！”对以往辉煌成

绩的留恋、以及对新政策的强烈期待，已经隐约印证

了朋友最初对他们学校体育工作现状的描述。作为一

个不为社会认同的职业，体育教师工作目标的实现，

会遭遇更多外部环境的制约。想做事，却做不了，是

那些有抱负的体育老师感到最困惑的事情。 

在现实中，这一类教师不可能始终满 抱负却又

无所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分流。一部分

人会不计个人得失，没有条件努力去争取和创造，最

后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即动机强—能力强—有作为。

这一转变需要极强的自我成就感和事业心的支持才能

得以实现；另一部分，则最终在外界环境的压力下做

出让步，转入“动机强—能力强—无作为”状 ，甚

至进入“三无”状 。 

2.2  关于对待体育教师问题的一些反思 

1)关于体育教师的个人需要与工作动机。 

从体育教师的不同工作状 ，不难发现：无论是

生存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还是成就的需要，都可以

激发出体育教师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将个人目标与学

校体育目标整合起来，并且依靠个人的能力，在工作

上有所作为。但只有那种将体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成

就取向的个体，其工作动机才能够稳定而持久，甚至

在恶劣的环境之中，仍然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不过，

我们可以褒扬那些有着超常的成就动机，不计回报将

发展学校体育事业当成自己奋斗目标的体育教师，却

没有必要去贬抑那些为追求物质回报而投身学校体育

工作的人。因为，大多数人的需求层次受到外界环境

的巨大影响。而且“在动机方面，每个需要层次必须

得到实质的满足后，才会激励下一个目标”[2]。 

在以往的学校体育研究与工作实践中，我们总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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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或者总喜欢把体育老师定位在一个不计个人得失，

甘愿奉献的群体。似乎学校体育的发展，只需要首先

解决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然后把这些理论灌输给他

们，把政策传达给他们，学校体育工作就可以朝着预

期的方向顺利展开，辉煌工作成就的取得也就是水到

渠成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体育教师作为一个人的个体

需求。试想，对于一位待遇微薄，每天要为一家老小

生计操心的乡村体育老师，去要求他秉持高尚的职业

操守，不计报酬，对课程改革全身心投入，这不仅不

科学，也是缺乏人性关 的。 

2)关于体育教师的个人能力。 

体育教师的个人能力是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过

程中常常提及的问题。因为体育教师需要依靠个人能

力去完成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获得工作业绩。

一些管理者希望借助各种学习、培训来提高体育教师

能力，但是往往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忽略了

个人能力提升对个体工作动机的依赖性。缺乏工作动

机的体育教师，提高个人的专业能力自然不会成为他

的需求，因此也就缺乏学习的动力。我们可以强迫体

育教师去参加这样那样的培训，却无法强迫他们用心

学习新知。所以，对于管理者而言，记住有一句很重

要的话：“如果你想激励某人，就必须了解这个人目前

处于哪个需要层次上。”[3]另一方面，目前很多教师培

训流于形式，缺乏实用性与针对性，又挫伤了那部分

有学习动机的体育教师的积极性。G 参加过教师培训，

据他反映：“听领导讲话，说什么改革报告，那个很复

杂，很玄乎。拿本书，给你整下，再整点复习资料让

你复习……” 

    因此，要想提高体育教师的个人能力，管理者首

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旧是满足体育教师个体的合理需

求，以激发教师工作动机。而作为体育教师自身而言，

则应该拿 Y 的一句话提醒自己：“外部给你提供了条

件，你教师自身还是要努力才行！” 

3)关于体育教师的工作业绩。 

无论之前体育教师的工作动机、工作能力与外界

环境间经历了多么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最终结果只

会是有作为或者无作为。因此，如果简单地认为有作

为的人就有能力、工作 度好；反之则无能、 度不

端。这样做，就太过武断，也夸大了个人主观意志的

力量，而忽视了外界环境为体育教师的工作带来的巨

大影响。尽管有些体育老师可以像 L 那样“没有条件，

自己创造。”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它很难跟外界

环境做长时间的抗争。 

因此，管理者在依据一个体育老师的工作业绩来

评判其个人能力和工作 度的时候应特别留意，因为

这种终结性的评判，不仅在客观性和公正性上有所欠

缺，还很有可能导致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像

Z 为阳光体育活动“造文件”，Y 谈到的运动会上的“以

大比小”，以及 G 提到的中体考上的弄虚作假等等，

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虚假业绩。这些业绩不

是依靠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获得，也偏离了学校体育

目标。 

2.3  从体育教师工作状态形成看体育教师工作业绩

的提升 

体育教师工作状 的形成，是一个从个体需求产

生到工作行为实施的动 过程：外界环境与体育教师

的个人需求相互作用，使体育教师个体产生或强或弱

的工作动机；在工作动机的驱使下，体育教师个人目

标和学校体育目标的整合形成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在

工作目标的指引下，体育教师依靠个人能力，实施各

种工作，最后取得不同的工作业绩。不同的教师个体

因在每个环节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从而呈现出

不同的工作状 (见图 2)。 

 

 

 

 

 

 

 

 

 

 

图 2  体育教师工作状态的形成过程 

 

因为工作业绩是以工作目标和个人能力为基础，

所以工作业绩的提升倚赖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最佳

整合，以及体育教师个人能力的支持。体育教师的工

作目标不能由外界强加，个人能力也不能靠外界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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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管理者而言，如果希望提高体育教师的工作

业绩，就要从满足体育教师的个体需要，优化体育教

师的工作环境，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动机着手。 

1)了解并满足体育教师个体的合理需求。 

工作动机是个体希望通过高水平的努力而实现组

织目标的愿望[4]。工作动机在体育教师工作状 形成过

程中是一个关键环节，他不仅促使体育教师整合出具

体的工作目标，还可以激励体育教师努力提高个人能

力，争取更好的工作业绩。不过，工作动机产生的前

提是“这种努力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4]。因此，

作为学校体育管理者，了解体育教师需要的层次，以

及需求的具体内容十分重要。只有体育教师当下的需

求得到满足，才可能激发出他的工作动机，促使他们

去努力工作，最终获取良好的工作业绩。 

“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就是通过把自己‘生

产成果’分配给个人来引导合作。一些人需要物质的

东西才能满足；其他人，社会福利才是必须；大多数

人，对物质和社会福利的需求比例不同。适当地满足

个人需要在组织中的含义是有差异的。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所涉及的个人的性格和环境”[5]。对于有强烈个

人成就感的体育教师，发展学校体育事业本身就是他

的个人目标。管理者需要给予肯定，并协助其整合出

一个具体并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目标。而对于那些其

他需求占主导地位的体育教师，管理者则需让他们知

道，当学校体育目标实现过后，他们将获得自己需要

的奖赏。而且事后管理者也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避

免负反馈的形成。对乡镇的学校体育管理者而言，尤

其应该关注体育教师的需要序列问题，对大多数体育

教师来讲，如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尊重需要都没得到

满足，却要求他们追求所谓的自我实现，可能性很小。 

2)优化体育教师工作环境。 

由于“动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

不同个体之间在动机驱力上差异很大，但总体来说，

动机随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5]。因此，除体育教师自

身的能力、个性等因素，优化工作环境对于提高体育

教师工作业绩同样重要。不论体育教师个体的需求处

于哪个层次，良好的工作环境总是有利于体育教师工

作动机的形成，也有利于个人目标和学校体育目标的

有效整合。那些仅仅定位于物质追求的个体，可以由

于工作报酬的吸引而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去认真工作，

从而取得一些工作业绩；而那些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体，

也可以在社会认同的激励下，依托充足的物质保障，

坚定既有的奋斗目标，在工作中大有所为。 

 

 

访谈过程中，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学校体育工作

的好坏，就看领导重不重视！”这反映出领导在体育教

师工作环境优化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教师工作

环境的优化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的改善。

而在我国的学校体育管理体系中，领导重视体育、意

味着将会有有力的政策扶持、充足的场地器材、足量

的体育经费；领导重视体育的意识和举措，对学校体

育人文环境的改善也有着极大促进作用[6-7]。可见，领

导层的体育观念与相关决策决定了学校体育工作环境

的优劣，进而影响着体育教师工作业绩的提升。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功能单位，但他

不是一部机器中的某个零件，而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

和需求的个体。尽管搞好体育工作是他们职责所在，

但他们却能够选择自己履行职责的方式。因此，学校

体育的管理者和研究者都需意识到，要提高体育教师

的工作业绩，提升学校体育工作品质，不能仅仅寄希

望于行政手段或者学术理论的力量，去命令或感召体

育教师投身工作，还应了解他们所处的工作状 ，倾

听他们的想法，帮助他们改善工作环境。只有这样才

能让体育教师个体在稳定持久的工作动机驱使下，明

确工作目标、完善自己、争取优异的业绩，成为学校

体育工作强有力的推进者。 

 

本研究的完成，得到北京体育大学 2009 届博士论

文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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