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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萌芽和探索、快速发展、内涵发展 3 个阶段回顾了我国高等教育社会体育专业的

发展历程；从办学院校数量、学校类型、地域分布，以及与其他 4 个体育本科专业的比较概述了

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指出我国社会体育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设置、实

践教学 3 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对策；并基于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建设世界体育强国和后奥运战略的大背景，从专业的拓展空间、专业发展的主要矛

盾，以及国际化视野 3 个方面对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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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votes to draw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ajor of sport for all in China, di-

vided as three phrases including the initial sprouting period, rapid growth period,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period. 

It generalizes the major’s development in both scale and speed, in concerning with institutions’ numbers, types, their 

geographical positions, and the comparisons with other four majors in sport sciences. It indicates the problems 

which sport for all major is facing in cultivation aims structure, curriculum formation, and practices in teaching, 

therefore it gives an analysis the reasons, with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At the last, the paper 

proposes a future expectation for the major, based on the strategical changing of China’s commitment in building a 

great sport country in the post-Olympic ages, under the influences from China’s socio-econom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ajor’s expansion feasibility, its main conflicts in majo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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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在高等院校设置了社会体育专

业，开始培养本科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我国高等教育社会体育专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现已成为 5 个体育本科专业中发展 快的专业。然而，

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带来了人才培养质量的各种问题，

严重影响了社会体育专业的科学发展，亟待认真反思

与应对。 

 

1  社会体育专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群众体育蓬勃兴起，

全民健身运动蔚然成风，“花钱买健康”成为人们的共

识。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的需求，

国家急切需要培养一批社会体育的专门人才，高等教

育社会体育专业应运而生。回顾我国社会体育专业的

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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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萌芽和探索阶段(1993~1998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不同

类型体育专业人才的需求，我国部分体育院校开始调

整专业设置，积极探索创办社会体育专业。1993 年天

津体育学院率先创办了社会体育专业(专科)；1994 年

原国家教委批准试办社会体育本科专业。之后，一些

体育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的体育学院(系)相继开办或

积极筹办社会体育专业。通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初

步形成了社会体育专业的办学框架，为国家教育主管

部门批准设置社会体育本科专业奠定了基础。 

1997 年原国家教委召开专业论证会，对设置社会

体育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在总结试办

阶段经验的基础上，1998 年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中将社会体育专业正式列为本科

专业，并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课

程设置等作了相关规定，社会体育专业成为了我国高

等教育 5 个体育本科专业之一。 

1.2  快速发展阶段(1999~2007 年)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后，

各院校进行了新一轮本科专业结构调整，扩大招生数

量，社会体育作为体育类的新办专业布点范围和办学

规模迅速扩大。布点院校的数量由 1999 年的 20 余所，

猛增到 2007 年的 188 所，成为体育本科专业中增长速

度 快的专业。同时，布点院校的类型也从单一的体

育类院校扩展到师范、综合、工科、农业、林业、医

药、财经、民族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院校。在短短的 10

年中，社会体育专业由一个新办专业一跃成为体育本

科专业中的主干专业。 

为了办好社会体育专业，各办学院校十分重视加

强沟通与交流。2001 年，在首都体育学院召开了“第

一届全国社会体育专业办学经验交流会”，而后又在沈

阳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燕山大学、天津体育学

院、湖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社会体育

专业建设研讨会”，对社会体育的内涵、专业定位、培

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专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研讨。 

2002~2007 年期间，华南师范大学先后主办了 3

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搭建了社会体育学术交流的

平台，加强了国内外社会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

极引入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经验，丰富了我国社会体育

专业办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4 年由华南师范大学牵头编

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批社会体育专业系列

教材，加强了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与教材建设。通过

各办学院校的不懈努力，社会体育专业的办学规模迅

速扩展，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逐步清晰，办学条件得

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部分院校的办学特色开始显现出

来。 

1.3  内涵发展阶段(2008 年至今) 

1998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带来了人才

培养质量的一系列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

革，提高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2007 年教育部与财政

部联合发出了《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旨在通

过实施“质量工程”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各类专业

进行规范和指导，从而克服由于扩招带来的弊端，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质量工程的重要一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于 2008 年 1 月启动了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本科

专业规范的研制工作。2009 年 7 月，由华南师范大学

牵头负责的社会体育专业规范研制组初步完成了研制

工作，在已经完成的《全国高等院校社会体育本科专

业指导性专业规范》(草案)中，对社会体育本科专业

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实践

教学、办学条件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同年，华南师

范大学作为理事长单位，联合国内社会体育专业的办

学院校，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第一个社会体育专业的

学术交流团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

会社会体育研究会”，旨在通过增进交流，促进社会体

育专业的健康发展。社会体育研究会积极发挥学术团

体的功能，在社会体育专业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质

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为各办学院校提供了交流的

平台和信息服务。2010 年 9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

育专业委员会社会体育研究会举办了第 4 届“社会体

育国际论坛”，加强了与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扩大

了我国社会体育专业在国内外的影响。“质量工程”的

实施，社会体育专业规范的研制和社会体育研究会的

成立标志着社会体育专业已经进入了注重人才培养质

量的内涵发展阶段。 

 

2  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的发展规模 

2.1  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的数量、类型、地域分布 

据统计，在 2010 年招生计划中我国有 216 所高等

院校招收社会体育本科专业[1]。在我国大陆除了青海省

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布点院校，表明了

社会体育专业办学分布广泛，且越来越受到办学院校的

重视。由于目前各院校开始注重办学质量，严格把关，

所以近年来办学规模发展趋缓。2010 年我国招收社会

体育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区域分布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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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我国招收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的 

高等院校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省份) 学校数 百分比 排序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21  9.72 6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 
  29 13.43 4 

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   48 22.22 2 
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福建、山东) 
  51 23.61 1 

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   23 10.65 5 
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西藏) 
32 14.80 3 

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

新疆) 
  12  5.56 7 

总计 216 100  
 

按照教育部对 2010 年招生院校的分类，216 所招

收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涉及体育、师范、综

合、工科、财经、民族、农业、林业、医药、艺术等

10 种类型，其中，师范、综合、工科 3 个类型所占比

重位居前 3 位，合计为 81.48%。由于体育类院校的总

体数量较少，在办学数量上排名第 4，但是体育类院

校的社会体育专业办学比率在所有不同类别的办学院

校中 高。综合和工科类院校虽然具有依托其他基础

学科办学的优势，但也存在办学历史较短，缺乏社会

体育专业办学经验等问题。2010 年我国社会体育本科

专业布点院校的类型见表 2。 

 

表 2  2010 年我国社会体育本科专业布点院校的类型 

学校类别 学校数 百分比 排序 
体育类  14  6.48 4 
师范类  78 36.11 1 
综合类  60 27.78 2 
工科类  38 17.59 3 
财经类   7  3.24 5 
民族类   6  2.78 6 
农业类   5  2.31 7 
医药类   5  2.31 7 
林业类   1  0.46 9 
艺术类   1  0.46 9 
未分类   1  0.46 9 
总计 216 100  

 

2.2  社会体育本科专业与其它体育类本科专业办学

规模的比较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的布点院校和招生人

数，在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

育和运动人体科学 5 个体育本科专业中发展 快。

2001~2009 年期间，我国体育专业本科布点院校由 243

所增加到 650 所，增长 1.67 倍，其中社会体育专业由 31

所增加到 210 所，增长 5.77 倍，在体育专业中的所占比

重也由 2001 年的 12.76%上升到 2009 年的 32.31%[2]。这

一期间，社会体育本科专业布点院校的增长速度呈现

为 2003~2007 年 快，2008 年以后明显放缓，办学规

模呈现趋于稳定的特点。 

招生人数的稳定增长既反映该专业的发展速度，

又反映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程度。2001 年，在体育教

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

科学 5 个体育本科专业中，除了体育教育专业外，其

余 4 个体育专业招生人数均大于上一年的招生数。然

而，2008 年只有社会体育专业的招生人数大于上一年

的招生人数，这说明了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生源充足，

社会对社会体育专业的人才需求潜力大。 

 

3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由于社会体育专业办学历史短，办学规模增长快，

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

个方面。 

3.1  培养目标和规格 

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体现人才培养的定位和标

准，是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才培养的各

个环节中居核心地位。社会体育本科专业究竟应该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许多办学院校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

晰。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方向针对性不强，造成人才

培养类型划分不明确，如对技术型人才与管理型人才、

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等并没有明确的划分。(2)人

才培养规格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主要表现在，培养规

格对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明确，不能充分体现行

业岗位的技能要求，并且与相关的国家职业标准的要

求不相吻合。 

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中的问题造成了人才培养方

向的偏离。究其原因，主要是办学院校对社会体育的

快速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缺乏深入的认识，培养目标

和规格具有明显的滞后性。1998 年教育部的专业目录

中对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的表述是“培养具有社会

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能在社会体育领域中

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咨询指导、经营开

发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3]。然而，

在我国社会体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目标已经不

符合我国社会体育本科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尤其在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教育的时代，培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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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门人才”的定位欠准确，培养领域的定位过于笼

统和宽泛，培养方向和类型的描述不够明确。同时，

由于高校扩招导致许多院校过分追求办学数量，在开

办社会体育专业时对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认识不足，

对培养目标和规格缺乏充分的分析和论证，造成了部

分院校陷入办学困境。 

3.2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是提高社会体

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社会体育专

业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课程设置没有充分

体现专业特色，课程体系的逻辑性、合理性不足。(2)

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各类

课程的分布不协调。(3)课程比例不合理。学科性、理

论性课程的比例偏高，而应用性、技能性课程的比例

偏低。(4)实践类课程的种类和学时明显不足，实践教

学的比例偏低。 

造成课程设置问题的原因较多，主要概括为以下

几点：首先，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顶层设计(Top-down) 初是工程学概念，是指自上而

下、自高端至低端层层系统推进的设计方法，被广泛

地应用到信息科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4]。顶层设

计的关键在于顶层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由于许多院

校的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的定位模糊、不准

确，直接导致课程体系出现偏差，这是造成课程设置

问题的主要原因。其次，办学条件的限制。社会体育

专业尚属新办专业，许多院校的办学条件较差，教育

资源不足，影响了课程开设和教学质量，如专业教学

场地设施及器材严重不足，专业教师和课程资源不足

等。再者，一些院校对社会体育专业特色缺乏足够的

认识，使课程的专业特色不够突出，造成了课程设置

与体育教育专业区分度不大。 

3.3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社会体育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而目

前实践教学是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致

使毕业生就业时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工作技能要求。

实践教学中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校外实践教学

资源不足，造成实习基地建设存在较大困难。(2)实践

教学形式比较单一，欠缺见习、课程实践、社会服务

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形式。(3)缺乏将行业专业

人士纳入到实践教学体系中的有效机制。(4)缺乏实践

教学考评体系。 

目前我国多数院校在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过

程中，比较注重于对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项技

能的培养，而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

专业能力与就业岗位能力要求存在较大的脱节。造成

实践教学薄弱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

体育本科人才培养的定位不准确，致使对实践教学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实践教学条件不足，特别是校

内实训场所的缺乏和专业教师行业岗位经验的不足，

严重限制了实践教学的开展。 

 

4  完善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对策 

4.1  做好顶层设计，力求准确定位 

针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许多办学院校开始从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出发，不断思

考培养目标和规格的准确定位。“培养什么类型的人

才”和“培养什么层次的人才”应该作为人才培养顶

层设计的核心问题。在培养类型上，办学院校应当针

对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现状和需求，以培养健身指导

的“技术型人才”为主。因此，首先应当把学生的“健

身运动和休闲运动指导能力”作为社会体育专业的培

养目标，并兼顾培养学生的“体育健身和休闲业经营

管理能力”。在培养层次上，要更加贴近社会和市场的

需求，培养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培

养规格上，办学院校应当紧密结合培养目标，突出社

会体育专业的特点，体现“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能

和实践能力”三个方面，强化实践能力。应当明确要

求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要有一定的专长，做到“一专

多能”，达到“几会”，即“会咨询”、“会技术”、“会

指导”、“会组织管理”、“会经营”、“会社会调查”等。

通过专业教育过程，使学生把专业知识转化成实际工

作技能，以满足就业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 

4.2  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合理规划课程设置 

在遵循培养目标和规格的基础上，课程设置结构

要合理，重点要突出。在课程结构上，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和实践

类课程的比例要符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基本要求。

尤其要重视社会体育专业核心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加

大核心课程的资源配置和建设力度，强化实践类课程

建设，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增加实践类课程的类型和

学时，改进课程实施方式。专业知识、运动技能、指

导方法、经营管理和职业技能的基本内容要体现在社

会体育专业的课程之中。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做

到掌握基础知识，练就一项运动技能，学会健身指导

方法，了解经营管理策略，职业技能达标。同时，在

课程设置中还应当高度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 

4.3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搭建实践教学平台 

实践教学是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始终贯穿以职业技能需求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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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专业知识技能与岗位技能需求相结合，强化实践

教学提高学生技能的指导思想。而强化实践教学的核

心任务是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其中包括校内实践平台

和校外实践平台。在校内可以构建“教训结合”的实

践教学模式。“教训结合”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将知识传

授和技能培养有机的结合起来，强调课程实践，校内

实践平台可以通过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方式实现。在

校外可以构建“学企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学企结

合”是指与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提高企业对实践

教学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让学生充分体验和学习工作

技能。在实践教学方式上，应采取多种途径，通过见

习、客座讲学、实地参观、赛事实践等活动，加深学

生对工作技能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知识转化能力。同

时还应当把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

相关资格证书作为人才培养的规格之一，以强化学生

的职业技能意识，引导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应用性知识

和技能的培养。 

 

5  社会体育人才培养的展望 

5.1  社会体育专业发展前景广阔 

在“无与伦比”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竞

技体育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位居金牌榜第一位。北京

奥运会后，胡锦涛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由体育大

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然而，长期以来竞技

体育与大众体育发展不均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致使

我国大众体育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一块短板，2008 年

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表明，2007 年我国 16 岁以

上的城乡居民(含学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率

为 28.2%[5]。要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体育人

口应在年满 20 岁的成年人中达到 45%以上[6]。因此，

建设体育强国战略为我国社会体育提供了广阔的前

景，也为服务于社会体育的高等教育社会体育专业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是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必然。尤其是目前我

国正致力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加大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的建设力度，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这些都预示着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批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 

5.2  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我国经济社会和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大批社会体

育的人才，而培养适应我国社会需要的社会体育人才

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我国大众健身蓬

勃兴起，健身休闲产业迅速发展，社区体育初见端倪，

体育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急待构建，社会体育已具

备了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

然而，一方面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大批的社会体育人

才，另一方面培养的社会体育人才不能够适应我国社

会体育发展的需要。这一矛盾凸显出我们在社会体育

办学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社会体育专业的人才培

养任重道远，需要我们面对新情况，思考新问题，解

决新矛盾。因此，以实施“质量工程”为契机，加快

社会体育专业由“规模”向“质量”的转型，从而实

现培养高质量的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目标。 

5.3  社会体育专业办学的国际化视野 

21 世纪是改革开放的世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世纪，是文化交流国际化的世纪。我国社会体育专业

在由规模向质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时候，也必然

要走国际化之路。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化视野，加

强社会体育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

与国外社会体育学术机构建立教学、科研的合作关系，

不断汲取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办学经验和先进的办

学理念，尽快提高我国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质量，为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体育人才，为由

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迈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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