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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要

从立德树人的高度践行其在人文教化和塑造健康体质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在新常态下，体育与健

康课程的实施要切实做到有效果、好效益、高效率。新常态下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将呈现出新

的特征：一是要遵循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基本规律；二是学生体能发展的实践模式要做到适时、

适度和适性；三是要在重视运动技能学练的基础上，实现运动技能传授与学习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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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is gradually entering into a new nor-

mal s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hould fulfill its value in terms of humanistic 

cultivation and fitness kee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truly effective, beneficial and efficient way. The im-

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will present the following new char-

acteristics: 1)basic rules should be follow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2)the 

practical mode of student stamina development should be timely, moderate and appropriate; 3)sports skill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form should be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valuing sports skill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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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出

现了新常态。它的价值判断、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已

经并将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开始于世纪之交的基础教

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历经了课程标准的试验与修

订，现正处于全面推广实施的阶段。一场完整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改革，必定包括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

程评价 3 个环节，其中，课程实施是课程理想得以实

现、课程价值得以体现、课程目标得以达成的核心环

节。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

在 10 多年的锐意改革和积极探索之后，重新审视体育

与健康课程的实施，必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从立德树人的高度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独特价值 
1.1  要彰显体育与健康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人文教

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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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课程标准实

施，首先必须从立德树人的高度，彰显体育的人文教

化独特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指明了今后教育改革

发展的方向。立德树人，即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

育体系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荣辱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个人 3个层面的基

本内容，学校体育具备培育和实现优良社会观念的积

极作用。 

从文化学角度进行分析，体育的一切价值都应该

体现人文价值内涵，只有在体育人文价值的引导下，

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体育的价值才不会陷于工具理

性和自然主义的泥坑[1]。在学校体育的各种实践活动

中，特别是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学生会

展现出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念，这为教师有针对性地开

展体育教育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体育与健康课程对

于传播优秀的社会观念充满着正能量，例如，体育与

健康课程目标强调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倡导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注重拼搏进取的生活理念，培养

磊落康雄的性格，对改善、重塑民族性格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公平竞争，诚实守信，

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进步和追求卓越的社会观念。在

传播和培育社会观念方面，体育与健康课程有着不可

低估的独特作用。要把立德树人全方位贯穿于体育与

健康课程实施，培育良好的社会观念，要引导学生把

体育学习中养成的良好社会观念，迁移到日常学习生

活和日后的工作中。 

1.2  要充分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塑造健康体质的独

特价值 

立德树人强调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

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主要担负着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

使命，这是任何其它课程都不可替代的。自第 8 次基

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以来，无论是试验阶段还

是在全面推广实施阶段，都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置

于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遏止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持续下降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所具

有的独特价值的体现。我国近几年颁布的与学校体育

有关的政策法规，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事实上，将体育课程的名称更名为“体育与健

康”课程，充分体现了“体育为健康”的课程愿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

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这进一步为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指明了方向。健康第一指导思想

是否能落到实处，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能否提升质的

飞跃，关键在于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新常态下，

要切实提升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实际效果。一方面，

要保证开齐上好体育课，其中，开齐是基础，上好是

提升。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

一些学校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开足体育课时。与此同

时，由于过于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不少学校和体育

教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小心翼翼，运动负荷很难得到

保证。另一方面，课外体育锻炼“重形式而轻实效”

的现象有待进一步改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课外

体育锻炼的地位甚至比体育课还高，由此可见课外体

育锻炼的重要性。总之，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是体

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两条核心路径，必须予以强化和

优化。 

 

2  切实提高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实效性 
2.1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要切实做到有效果 

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新常态主要关注的是效益，

不再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对于课程标准实施，关键

是效果。效果是考察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实效性的第

一维度。效果是指“由某种力量、做法或因素产生的

结果(多指好的)”[2]。近几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渐入佳境，课程实施的效果提升日益引起了教育界

的广泛重视。有学者认为：“教学效果是指教学活动的

结果，它考察的重点是学生的学习进步与发展。在教

学活动中，教师要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

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要，这样才能认可教学活动有

效，这是有效教学的第一要求。”[3]在课程改革的实践

工作中，许多地方甚至进行了高效课堂的积极探索。 

效果提升确实是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中需要

正视且有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越来越成为我国学校

体育界的普遍认识。那么，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中，

如何评判是否有效果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为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指明方向，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不仅把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习细化为运动参

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4 个

学习方面，而且还根据可评价的原则设置了可操作和

可观测的学习目标。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明确通

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学生需要达到的预期学习效

果，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组对体育与健

康课程目标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和分析[4]。总而言之，课

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水平目标、学习方面目标及

其相应的解读和分析，正是评判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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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效果的重要标准。 

2.2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要切实做到好效益 

如果说有效果是指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习学

生有了收获，那么，好效益则强调这种收获是有利于

学生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的。俗话说，生命在于运

动。但并非所有的运动都是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

早在 1917 年，毛泽东[5]就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

“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

益⋯⋯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应诸方之用

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近之学者，多

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

欲一人之身，百般俱备，甚至无一益身者⋯⋯明乎此，

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从提升体育与健康课程实

施实效性的角度看，毛泽东这番话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在于，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必须树立效益意识。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好效益可以从社会效益和

个体效益两个维度来考察。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体

育与健康课程的实施要有助于满足社会政治、经济、

科技文化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整体状况的改善和优良社会观念的确

立。从学生个体效益来看，主要表现为学生身心健康

的协调发展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需要指出的是体

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效益具有相对性，即不同的运动

项目具有不同价值，即使是同一个运动项目，对于不

同的个体而言，其效益也可能是不同的。 

2.3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要切实做到高效率 

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6]提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

论指出，教学效果与时间消耗的比例是衡量教学过程

是否“最优”的标准，也是教学过程组织的基本原则。

在新常态下，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应该提升实际效率。

近几年来，学校体育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文件都明确了“保证学生每天锻

炼一小时”的时间要求。与运动时间的明确具体相比，

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效率并不理想，一是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的现象尚未得到改善，二是学

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还需加大力度。 

无论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促进还是运动技能的习

得，都需要切实提高效率。在我国，学生人数多，运

动场地小，体育器材少，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严重

地制约着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实效性。在新常态下，

诸如此类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不过，这需要有一

个过程。针对这一现象，一是要想方设法提高体育课

和课外体育锻炼的练习密度，二是要根据中小学生身

心发展的特点安排合理的负荷量和负荷强度。这既是

遵循人体生理机能适应性规律的需要，也是肌肉运动

记忆的要求。 

 

3  新常态下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特征 
3.1  更加强调遵循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基本规律 

新常态的精神实质是尊重规律、减少干预、顺势

发展。课程实施中首要注意的是，遵循课程实施规律。

体育与健康课程具有综合性特征，其学科基础包括生

物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教育学基础、

哲学基础等，这些学科基础分别有着各自的基本规律。

要想切实提高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实效性，必须遵

循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本规律。在体育与健康课程的

实施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主要包括人体生理

机能适应性规律、人体生理机能活动能力变化的规律、

体能发展的适应性规律、青少年儿童的认识规律、青

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运动技能形成与发展的规

律等。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有效解决体育与健康课

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运动技能习得的重要性逐渐被学校体育界普遍认

可，现阶段的焦点是如何促进学生运动技能的习得。

运动技能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必

须遵循的重要规律之一，只有熟练把握运动技能教学

的基本规律，才能切实提高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有

效性。通常认为，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发展包括 3 个阶

段，即尝试体验阶段、改进提高阶段、建立动力定型

阶段。在这 3个阶段，学生有着不同的心理活动特征

和动作表现，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适宜的学习

目标并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7]。总之，体育与健康课程

实施的基本规律是体育教师必须熟知并能在实践工作

中能熟练运用的。 

3.2  更加注重学生健康体能发展的实践模式及适应性 

新常态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体能是身

体健康的核心要素之一，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普遍重视学生体能的发展。早在 1879 年，

美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Dudleh Sargent 博士在哈佛大

学任教期间就制订了身体训练大纲，提出通过制订适

合个人的运动处方来增进其体质和改善身体器官的功

能，并达到最好的身体条件——体适能。美国以学校

为基础的青少年健康体适能教育计划，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开发和推广。在日本体育课程演变过程

中，1968－1977 年是体力主义盛行时期，强调通过适

当地从事各种运动，以实现发展体力的目标。1998 年，

我国香港特区在编制的课程纲要中将体适能摆在显著

位置，大大增加了体适能的课时比例。 

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学生健康体能发

展越来越受到学校体育界的重视。在新常态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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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课程的实施要注重学生健康体能发展实践模式

的构建，切实提高学生健康体能发展的适应性，做到

适时、适度和适性。所谓适时，主要是指要抓住学生

健康体能发展的敏感期，这样有助于收获事半功倍的

效果；所谓适度，主要是指要把握好体育与健康课程

实施过程中的运动负荷，因为适宜的运动负荷是促进

学生健康体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所谓适性，主要是指

要具体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实际需要，帮助学生

获得最需要的体能发展。 

3.3  更加关注运动技能传授与学习的变革 

强化和优化运动技能的传授与学习，是新常态下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重点所在。一方面，运动技能

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区别于语文、数学、英语等其它文

化课程的学科差异所在，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的重

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它也是实现运动参与、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等其它学习方面的不可或缺

的重要途径。从世界发达国家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经

验来看，普遍重视运动技能的学练，既强调通过运动专

长的形成来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强化内在的运动动

机，进而促进体育生活方式的养成，又注重在传授和学

习运动技能的过程中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当前正在日益深化的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

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到了西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

较大影响。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是建构学习理

论的核心所在，这与传统的教学观念存在很大的区别。

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既要吸收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的优点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要正视其局限

性，不能动辄全盘否定教学理论。从切实提高运动技

能学练实效性的需要出发，运动技能的传授和学习要

做到如下 3 个变革：一是从旧“三基”到新“三基”

的变革；二是从要求“面面俱到”到强调“适应性”

的变革；三是从强调“师生授受”到关注“主体生成”

的变革[8]。 

 

在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我国学校体育也面临着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各

方面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与健康课程实

施过程中，既有自身不断提高、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同时还必须协调好体育加试、技能掌握要求、足球进

学校等问题。因此，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应始终在《基

础教学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课程标准的框架下，

针对新常态下的特征，确保学校体育工作遵循规律，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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