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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全面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背景下，

体育学科的德育价值倍受重视和期待。虽然德育培养历来都是我国体育学科的重要课程目标之一，

但在学生的学业评价中始终没有得到科学而有效体现。深入分析我国体育品德评价的困境，提出

评价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希望作为课程重要目标的体育品德真正纳入到学生体育学业评价，彰

显体育的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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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 evalu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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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th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highly regarded and expected. Although mora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curriculum goal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has not been 

evaluated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 terms of students' study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sports morality in China and proposed possible solutions of the evalu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be able to truly incorporate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ity into th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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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1]新时代国家对青少年德育工作高度重视，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立德树人是我国当前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这是国家意愿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也

是新时代赋予教育的神圣使命。自 2019 年以来，《人

民日报》相继发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

系列文章[2]。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这一理念渗

透到体育学科的教学和评价中，教育部正式颁布《普

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3]，明确将体

育品德列为体育学科三大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之一，

这无疑是对国家系列政策的呼应，为深入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体育方案与应有贡献，彰显体育

课程的德育价值。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

准发现，体育学科德育历来都是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

国家期望通过学校体育提升青少年的品德发展和修养

水平，以期面对现实社会道德问题和挑战。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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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学体育学科德育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学科渗

透的现状与效果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价，现实课程

设计和评价中的德育目标也形同虚设，多处于简单描

述状态，表现为典型的“知而不行”或“知易行难”

现象。面对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国家意愿和

新课标全面实施的绩效评估需求，尤其是在国家相继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4]《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5]和《义务

教育质量评价指南》[6]背景下，必须正视和直面体育品

德评价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深入探讨如何摆脱这一羁

绊的策略，以便更好地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体育学科的德育渗透。 

 

1  体育品德评价的现实困镜 
1.1  品德内涵与形成过程极其复杂 

品德也称德性或品性。《论语》有“吾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处的“德”即是品德。

品德是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表现出来

的稳固的倾向与特征，是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在个体

身上内化的产物，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7]。

王海明[8]认为：品德是一个人长期的伦理行为所形成和

表现出来的稳定心理自我，是一个人长期遵守或违背

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和道德个

性，属于心理、人格和个性范畴。这说明品德的心理

学特征。品德总是与道德相伴而行，学界存在诸多概

念并用现象，如体育道德与体育品德等。道德是人们

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具有社会性、

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而品德则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

部调节机制。个体品德是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是社

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没有社会道德就没有

个体品德[9]。两者不仅定义不同，功能与特征也有区别。

此外，王海明[10]进一步指出，品德就是道德由社会外

在规范向个人内在心理的转化，任何规范或品德究竟

是“道德”还是“品德”，只能看它们存在于何处——

如果存在于个体心中，已转化为个人的人格和个性，

它们就是“品德”；如果存在于个体心外而并没有转化，

因而仅仅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规范，那就是“道德”。 

作为个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的品德，并不

是单一因素的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品德

包含许多子系统，既有众多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

同序列的亚系统，又从属于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和心

理系统。品德内涵与相应社会经济活动、政治活动、

道德风尚及风俗习惯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也受到其水平的制约。同时，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一般

要经历品德认知、品德情感、品德意志和品德行为 4

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由于每个人在家庭背景、成长经

历或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对相同的品德内容

可能会产生不同理解、情感或态度，进而表现出不同

的行为特征。学生为达到某种目的，还会做出与其内

在动机不一致的行为。此外，品德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和内隐性，所涉及内外条件相当复杂，所以要准确评

价学生的体育品德极其困难。 

目前理论界对品德概念与结构的认识并不统一，

研究存在问题很多：重视品德心理过程的研究，忽视

品德内在运行机制的探索；重视线性、静态分析品德

结构，忽视对品德结构的动态研究；关注品德表层结

构的分析，忽视品德深层结构的探索；重视对品德进

行意识层面的研究，忽视无意识层面的描述等。从横

向结构看，品德隶属于人格系统，是弗洛伊德分析学

派中“超我”部分，它不仅仅包含知、情、意、行诸

方面心理过程或特征成分，还有以需要为基础的意识

倾向性或动机系统，不仅仅有许多因素构成的静态结

构，还有定向、操作、反馈等充满社会性的动态结构[11]。

品德概念的认识与统一将直接影响到体育品德的培养

与评价。 

1.2  体育学科德育目标游移不定 

2000 年以前，我国体育学科德育使用 多概念就

是“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即通过体育教学把社

会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道德。思想品德

培养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所有教育学科的共

同目标，所以将体育学科德育也笼统称作“向学生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是不准确的。虽然体育学科也肩负

着自己的德育职责，但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品德

培养，只是部分与体育相关的品德培养。所以这一时

期的体育学科德育并没有准确定位自己的课程目标，

也没有量化达成评价，更多是泛化概念的表述。 

自第 8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国“以人为

本”的教育方针确立。《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01

版(实验稿)和 2011 版(修订稿)的学科德育目标被“心

理健康(社会适应)”替代(培养良好体育道德成为其内

容之一)，成为课程的“四维”或“五维”目标之一，

呼应“健康第一”的课程理念，突显个体心理品质的

塑造。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心理健康和社会适

应目标是应该的，但德育包括道德、心理、思想、法

纪和政治等多个方面[12]，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德育的下

位目标，概念关系错位导致用语的混乱。但随着以《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理念的又一轮课改启动，体

育品德培养又替代上一版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目标，成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的三大

核心目标之一[13]。不仅德育目标又成为课程的重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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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构建初步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之前笼统模糊而缺

乏评价体系的德育目标有了很大进步，为科学评价做

出了有益探索。但是，在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仍然

没有达成统一，即体育品德与体育道德、体育精神、

体育品格的概念体系。于素梅[14]在其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框架体系构建时就提出完全不同的体育学科德育体

系，体育精神成为课程的一级目标。随后，李启迪等[15]

则根据布鲁姆等的目标分类学将体育品德目标分为个

人心理(品性)和群体心理(仁爱)两个二级维度，与《体

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的体系差别也较大。说

明目前理论界对体育学科德育的概念和内容体系理解

不一。 

“体育道德”是体育学科德育领域使用相当频繁

的一个概念，如《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版)》心

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目标中就有“培养良好的体育道

德”，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将体育道德

列为体育品德的 3 个三级指标之一，概念使用极不统

一。一般而言，体育道德多应用于竞技体育，例如，

竞技比赛中设置的“违反体育道德”“体育道德规范”

和“体育道德风尚奖”等概念。百度百科将体育道德

定义为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在体育活动中应当遵

循的道德规范，也具有很强的竞技针对性。随着视野

的扩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体育道

德不仅包括体育职业道德，也包括必须遵守社会体育

公德，同时还包括调节人与自然的行为规范，说明体

育道德在外延和内涵上都在逐步向整体学科德育渗透

和交叉，形成了一个与体育学科德育相近的上位概念。 

总之，无论是前期的“思想品德教育”，之后的“心

理健康”(社会适应)目标，还是当下的“体育品德”

亦或“体育道德”培养，体育德育的目标定位与使用

比较乱，这直接影响到体育学科德育的开展与评价。尤

其是在教育部将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教材更名为

“道德与法治”背景下[16]，“品德”变为“道德”，体育

领域如何统一和规范学科德育的目标定位与内容表述，

回应社会需求，是当前学科面临的一个理论问题。 

1.3  体育品德评价形同虚设 

体育的德育价值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对

品德的具体影响和效果如何需要评价来支撑，评价就

需要体系与标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已

经全面实施，也需要对德育目标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目前，我国体育学科德育还没有建立一个科学而有效

的评价体系与标准，已有的几个评价体系结构不一且

互相矛盾，远未达到应用水平。 

长期以来，学科德育始终是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的

重要培养目标，并依次提出了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

康(社会适应)、体育道德或体育品德等目标。评价主

要由体育老师根据课堂表现、学习态度、考勤等综合

评定完成，主要采用定性和主观评价，如写鉴定、评

语等[17]。操作时大部分是将体育品德与体育成绩合二

为一，简单功利界定“学科成绩好也是品德好”。德育

目标基本没有得到具体的量化评价，几乎都是停留在

《大纲》和《课标》文本上，停留在一线教师的教案

中(教学设计、教学思路和教学指导思想)，评价形同

虚设[18]。虽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在学

科德育评价上有所突破，对体育学科德育的结构体系

进行较为明确理论构建，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为课程目标评价指明了方向。但由于这些指标过于抽

象，又没有给出可操作的条目和权重赋值，广大一线

教师对“体育品德”的综合评价仍然无法量化，多数

停留在简单而模糊的理论描述层面。期望结合本校的

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校学生的具体评价标准，这对于

一线教师是不现实的。同时，因地制宜的评价标准如

何进行校际间或课程间的比较也是问题。其实，体育

品德的培养应该有其基本的维度和框架体系，虽然时

代、民族、地区乃至体育项目不同，但在多元道德观

中总有一个居于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是人们普遍认同

的行为，代表了当下社会 基本的价值取向，所以阶

段性的基本体育品德培养可以相似。其次，体育学科

有其自身的规律，其德育价值有其独特性和稳定性，

并非都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而漫无边际的漂移。

所以，可以参考《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建立

一个具体可操作的体育品德评价体系，用以评价课程

培养情况，这也是新课标实施效果评价需要。 

品德结构本身也是品德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古老而

重要课题，目前人们对品德结构由哪些要素构成也意

见不一。四因素结构论在品德心理学中 有影响，认

为思想品德包含知、情、意、行 4 个心理结构与过程，

这种观点在我国倍受推崇，相近的还有“二分法”和

“三分法”等。但品德还有以需要为基础的意识倾向

性或动机系统，不仅包括由许多因素构成的静态结构，

还有一些动态结构。同时，还有通过分解具体道德行

为的构成要素提出的品德结构，以及从价值观角度提

出的“道德价值结构”等。在积极心理学的启发下，

Park 等[19]编制“优势行动价值问卷(VIA-IS)”来评价青

少年的品质发展。 近，刘芷含[20]在结合《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四因素结构理论的基础上，

研制了中国公民道德品质测评指标体系。这些都为体

育学科德育的结构体系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和实践启发，如何构建“体育品德”目标的具体内容

指标，细化评价维度，增强评价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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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下体育教师教学设计中一项急需解决的任务。 

1.4  体育学科德育价值取向长期失衡 

体育学科德育具有社会价值(工具性属性)和个人

价值(目的性本质)两方面功能。社会价值肩负维系和

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而个人价值则是致力于促进人

品德的提升。纵观我国体育学科德育观的嬗变，可以

发现其价值取向依次经历了从注重社会价值(政治化

倾向)到“以人为本”再到关注个人与社会价值并举的

变化过程(发展方向)，但两种价值取向长期存在失衡

现象。我国现代学制建立于清末民国初期，国民体质

孱弱，体育在中国一落地就承载着“振奋民族精神，

御侮救国”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承受着国内外各

种压力，人民政权需要巩固和壮大。体育德育需要承

担树立国家形象，体现社会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学科德育开始转向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德育价值开始转型。新世纪开始的

基础教育改革，从以人为本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学校体育的德育目标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到核

心素养体育品德的培养，德育价值在社会与个人价值

间再度切换。社会的巨变带来体育学科德育价值取向

的一次次转型，与社会制度和政治转型紧密相伴，成

为助推社会变革和展示民族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急先

锋，致使体育德育的个人价值长期被弱化。 

体育作为一种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应该为特殊历

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做出自身贡献，体育能够激发人

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鼓舞人们战胜困难和奋

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体

育德育价值的希冀已超越体育的价值范畴，过于偏重

体育德育政治价值，弱化或忽视了体育德育的自身特

点与规律。体育道德首先是为约束和促进体育活动而

产生发展的，而后才是它的衍生价值。其实，体育德

育的政治价值只是体育人文价值的一个方面，其还肩

负着教育和育人等价值。这也间接说明体育对深入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影响是有限的，过分强调体育

德育的政治影响容易使体育德育带有神秘性和模糊

性，会令人望而生畏。这也不是一门成熟学科德育价

值的正常表现，不利于其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学科

自身的健康发展。其实体育运动中蕴含着大量个人德

育内容，对于学生的真诚、平等、尊重、公正、宽容、

同情、关爱等品德的养成极具价值，并且是其他学科

乃至思政德育课程无法替代的。 

进入新时代，国家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教育回归育人功能，强调学生的自我价值

培养，学科德育开始从工具性价值向本体价值回归。

未来的体育学科德育应呈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取向并重

的态势，探索体育本身固有的德育价值，在国家使命

与学科特点间进行合理权衡。走向折衷是未来道德教

育发展之势，正如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逐步

关注道德的社会价值，而一贯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东

方国家则开始关注个人价值[21]。 

 

2  体育品德评价的实现路径 
2.1  厘清体育品德概念 

目前我国体育学科德育的概念表述存在“思想品

德教育”“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体育品德”亦或“体

育精神”和“体育道德”混用现象，尤其核心概念在

“道德”与“品德”间任意切换，混用的局面严重影

响到新课标的实施和一线体育教师的教学计划和课堂

教学，使得德育目标难于落地。其中对“道德”与“品

德”概念的理解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对体育品德

的认识和架构。从传统观念看，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

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具有社会性，调节着个人、他

人和社会间的利益关系，如国家颁发的《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2]。而品德则是社会道德在个体

身上的表现，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道德”

更多表现为外部的，而“品德”则更倾向内隐的部分，

与人格或个性关系密切，更偏向于素质与特质。个体

品德是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社会道德风尚影响个体

品德的形成。沿着这一思路，再对“体育品德”与“体

育道德”的理解就清晰多了，但无论如何将“体育道

德”列为“体育品德”的下位概念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体育品德的评价方面也存在概念混用现象，如体

育品德的测量、测评和评价等。评价与测量、测评的

概念是有区别的，“测量”是按照一定的方法给测试对

象进行数字赋值，是一个纯客观的量化过程；“测评”

则兼具测与评，是一种既有定量又有定性的概念，而

“评价”也是对目标做出一个精确定量判断。由于德

育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品质具有显著内隐性和不稳定

性，所以品德评价不可能对所有的品质都可以量化评

价，有些内容只能进行质性评价，即允许对品德中的

某些部分做出描述或评述。同时，德育评价和品德评

价也是有区别的，德育评价包括对德育过程和德育结

果(品德)的评价。因此，从课标角度而言，使用“体

育品德测评”概念比较科学，体育品德内容既有可量

化的，也有只能质性分析的部分，这种界定有助于对

体育学科德育的深刻理解和有效评价。 

体育德育与一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道德风

尚及风俗习惯相联系，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品德内涵的丰富性和实施过程

的灵活性给概念的界定和评价实施带来一定困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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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教材更名为“道

德与法治”背景下，进一步厘清体育学科德育及评价

的相关内涵，是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全面实

施课程标准的现实需要。 

2.2  区分体育品德评价与学科德育评价 

德育评价是人们依据一定评价标准，通过科学的

方法和正确的途径，多方面搜集适当的事实性材料，

对德育活动及其效果的价值做出判断的过程[23]。郑航[24]

指出德育评价分为德育整体工作、德育实施过程和学

生品德 3 个方面。所以说，德育评价包括对德育活动

本身的评价和德育结果——学生品德的评价，当前流

行的用学生品德发展来反映德育活动成效可能是不全

面的，忽视了对德育过程的评价。虽然德育活动的

终目的是要促进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学生思想品德

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中小学德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

人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受到教育、社

会和个体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具有缓慢性、

内隐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很难一次能够准确的测量与

评价。再者，学科德育对体育品德的形成只是充分条

件，体育品德的形成不一定是学科德育引起的，体育

品德发展有问题也不一定是体育学科德育有问题，所

以用品德测评来代替德育测评是有问题的[25]。德育评

价可以对一部分内容进行非客观的质性评价，可以对

那些难以量化特征进行描述性评价。因此，使用“德

育评价”比“品德评价”可能更合理，将德育活动与

学生品德综合考虑，结果与过程统一评价更科学。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将体育品德目

标进行了 5 级水平划分，并要求根据模块学习的重点

在学习过程中予以评价，也可以用团队评价，并给予

相应的评分和权重。从具体的水平划分和评价案例看，

学业评价应该是对德育结果的评价——学生的体育品

德，各类课标文件和解读资料也多用体育品德评价。

但纵观我国 8 次课改的教学大纲或课标文本，无论是

“思想品德教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社会适应)”，

学科德育目标的核心用词都是“教育”，那么目标达成

的评价应该是体育学科德育评价，而不仅仅是体育品

德评价。德育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内隐的情感、意志和

信念等特征在测验过程中外化程度有限。所以，体育

学科德育的评价要准确定位，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实践

的导向不同。 

2.3  构建科学的体育品德目标体系与测评工具 

教育评价是教学工作的指挥棒，是现代教育治理

的重要环节。近日国务院下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方案中强调要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

育评价，坚持以德为先，知行合一。这为体育学科德

育的评价提出了新要求，要适应方案的要求，要改革

现行的评价模式，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与量化标准，

这也是国家政策的需要。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将体育品德列

为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 3 个重要课程目标之一，并

且即将颁布的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也基

本延续了这一课程理念和目标设置。同时，教育部近

期又下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在

各学科(包括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进一步加强德育渗

透，切实发挥好自身课程的育人功能[26]。传统的体育

学科德育评价主要由任课体育老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

现和考勤等进行主观评价，简单功利设定“体育成绩

好就是体育品德好”，目标达成的评价形同虚设，即几

乎没有真正实施，因为没有信效度可靠的评价指标体

系和衡量标准。虽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

给出体育品德的三级结构体系，但由于这些指标过于

抽象，又没有给出可操作的评价工具和权重赋值，广

大体育教师对“体育品德”的综合评价仍然无法实施。

纵然于素梅等学者也都从各自的视角对体育学科德育

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构建，但从结构体系到评价内容都

极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同时，这些体系构建只是

一个整体概念，也没有考虑青少年品德的发展问题，

即不同学段的差异问题和从品德基线到高尚之人的品

德层次问题等。所以，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

景下，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由“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的思辨研究”向科学研究转型(基本特征是量化)[27]，

构建一个科学的体育品德目标体系与测评工具是时代

的呼唤。体育领域已经开启的这些先期探索虽然还没

有形成广泛的共识，但这些尝试为体育品德的目标体

系与测评工具研制奠定了基础。 

2.4  重视体育学科德育一体化构建与评价 

德育一体化是指根据教育的不同阶段将立德树人

的德育要求落实到学生的课程、教材和教学中，对不

同学段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德育评价进

行系统化研究，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配

合，教育内容逐层递进、螺旋上升的连贯体系。教育

部 2005 年印发的《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

见》要求根据不同教育学段学生的身心特点、思想实

际和理解接受能力，准确规范德育目标和内容，科学

设置德育课程[28]。2017 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指出，中小学德育工作要符合学生年龄特

点、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注重学段衔接和知行统一，

并且规定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的学

段目标[29]。说明国家对学校德育的一体化构建很重视，

学校德育在各学段的层次衔接和社会生活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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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整体构建，必须体现学段层次之间有效衔接。 

作为学校德育的一部分，体育学科德育在实施和

评价过程中也应遵从这一教育原则，从德育内容到效

果评价都要分层进行、有效衔接，实现大中小学体育

学科德育的一体化构建。在对我国已有的体育课程标

准(或教学大纲)文本以及各类大中小学体育教材检视

发现，不同水平或年级学生的思想品德或体育品德都

制定了不同的内容、方法和评价标准，尤其是《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版)》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版)》更为清晰，这也是对国家意愿和政策的呼

应。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大中小学体育学科德育的衔

接状况，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衔接总体是好的，

课标与教材都注意到了不同学段间的不同表述，没有

明显错位、缺漏及内容与意义大量重复的现象，而且

通过每次课标的反复修改已进行弥补和完善。但深层

次地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各阶段的体育学科

德育目标划分并没有进行科学而严格的论证，内容安

排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也有待优化，边界不清，仍然存

在一定程度的简单重复、交叉、跳跃和脱节等问题。

甚至出现小学阶段体育课的基本品德素养培养与大学

阶段的思想观念表述相差无几，学段发展模糊，从小

学到大学一线体育教师的德育评价极度相似。这可能

是直接导致我国学校体育品德难以评价乃至流于形式

的重要原因。 

体育学科德育培养要重视德育的一体化构建，明

确各学段教育目标、内容及要求，使德育培养形成由

低到高、由浅入深、循环上升、有机统一的体系。同

时，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球化变革趋势下，未

来教育要求充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正确对待学

生成长的差异性和关键期。加强体育德育目标在各学

段、各学科领域教材的转化研究，真正实现学段纵向

衔接、学科领域横向配合，这一时代要求会更加迫切。

但如何在不同年龄段按生命成长的阶段性特点，使学

生的基本品德素养到思想观念得到有序发展，如何处

理低目标(基础性目标)与高目标的关系，即目标的螺

旋式提升问题？当然还有不同学段体育品德发展的评

价问题，这些依然是目前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相关政

策制定者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2.5  增加体育品德的情境评价 

目前我国学校体育的品德评价主要是由体育教师

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出勤率进行综合评定(所谓的

过程性评价)。一般通过期中与期末两次对学生的相关

品德知识与行为进行评估，这种评定一方面依赖于教

师的评价素养和学生行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一些

延迟性、内隐性和不确定性的品德是很难通过有限时

间段评价获得，有些品质只有在特定情境中才会表现

出来。其实人类的品德本来就无法进行直接测量与评

价，必须借助于情境与行为等间接反映。 

品德的情境测试法指测评者有针对性地设置一定

的情境和标准，观察被测评者在该情境中的反应，根

据事先规定的标准对被测评者的品德发展状况做出评

价。例如，哈特逊等设计的“诚实测验”(CEI)，给被

试者提供各种可以作弊、说谎甚至是可以从中行窃的

场景，观察被试者在这些情境下的行为反应，对其诚

实性给予评定。由于情境测试设计的巧妙性、隐蔽性

和整体叙事性，很容易测试出被试者那些内隐的品德，

测评方法的信度和效度较好。体育品德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内隐性品德如情感、意志和动机等，需要通过特

定运动情境的精心设计和情境诱导才能表现出来，此

时的评价才是 完整。情境测评法有模拟情境测评法

(模拟学生品德产生的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品德心理活

动的表露)和现场情境测评法(在学生真实的生活情境

中，操纵某些自变量，激发被试者内心的矛盾冲突，

考察学生的品德行为、品德动机、品德情感体验及认

识评价)。内隐的体育品德测评可以通过设置自然、真

实、客观情境，这些情境是学生体育运动中曾经发生

的，也可能是正在发生，隐含多重道德冲突，如足球

场上裁判判罚产生异议时的处理、拳击比赛出现明显

争议性判罚以及篮球比赛中大比分落败时对胜负结果

的正确看待等，让学生的各种需要、利益、价值冲突

通过隐含的情境测试表现出来，再采用观察、自评、

互评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这样的体育品德评价

才是真实而全面的评价。 

当前通行的由体育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和出勤

率进行德育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不仅无法测得一些相

关的品德素质，且对于一线教师如何给出这一过程性

评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只简单以与学业成绩绑架式

的品德评价则信效度更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版)》也指出：“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评价内容，

则可以通过行为观察和记录等，把健康行为和体育品

德由隐性表现转化为显性表现，从而提高这些评价内

容的可观测性和可操作性。”说明课标也在倡导质性评

价，选择更具生态性的情境评价将是体育品德评价的

重要部分，尤其对于一些体育精神、情感、意志和观

念等隐性品质的评价，情境的巧妙设计至关重要，但这

同样涉及到测验的效度和 后综合评价的权衡问题。 

2.6  倡导体育品德的多元评价 

体育品德的多元评价包括评价方法和评价主体的

多元。评价方法主要有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过程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对评价与绝对性评价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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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注意多种方法有机结合。体育老师根据课堂

表现和出勤率等主观指标进行操行评定就是多种方法

结合的综合性评价(包括出勤率、学习态度、课堂纪律

和体育道德作风，权重基本占 10 分)。体育品德评价

提倡评价方法的多元化，注意在不同情境运用多种方

法获取信息，品德知识和品德行为适合进行量化评价，

而情感、意志和道德观念等品质更适合定性分析，如

前文所述的情境评价。课标的评价建议也明确提出要

注意多种学习评价方法的有机结合，对于运动情绪、

成员接纳和服务意识等无法量化的评价内容，可以通

过行为观察和记录等，把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由隐性

转化为显性表现，从而提高这些评价内容的可观测性

和可操作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理念不断变化，学生品

德评价的主体逐渐走向多元趋势，即强调多元主体的

参与。《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要重视

学生、教师和家长在评价过程中的作用，使评价成为

学生、教师、家长等共同参与的交往活动[30]。《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也提出相同的建议，多元评

价是体育品德评价的应然选择。教育活动本来就是教

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多元评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

收集关于学生品德发展状况的资料或信息，有利于做

出更加客观、公正、有效的评价。教师应当将学生的

评价活动(自评与互评)纳入到教学评价中去，通过评

价活动发展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评价能力的培养又

能提升评价活动的效果。要培养学生的品德水平，推

动学生的道德成长，终究还要依靠学生自己的努力。

自评可以提高学生的评价能力，加深自己对品德目标

的体验(主要是对知、情、意的过程体验)。同时，自

评能力的提高也提升了同学间的互评能力，能够更客

观评价学生自己意识不到的在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行为

与部分外显情感与意志水平，使品德中的那些内隐成

分能够得到更客观认识。 

多元评价能使体育品德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和

有效，但同时也给评价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给评价

活动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31]。首先是不同评价

主体的评价标准一致问题，这需要协调合作，需要提

高各评价主体的评价能力；其次不同评价主体在评价

结果中所占的权重问题，如何对来自不同评价主体的

信息进行有效整合等。同时，不同评价方法的视角不

同，评价的内容也不同，由于人类品德发展的复杂性

和内隐性，再加上运动情境多变性，有些品德需要在

不同的情境中才会展现出来。因此，自评和互评都需

要老师的正确引导，要形成正确评价观念，才能推动

品德认知向行为转移，达成知行合一。多元评价是体

育品德评价和发展的必然方向，同时也是评价开展的

一个难题。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

准可以发现，品德培养历来都是体育学科课程和教学

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尴尬的是学校体育德育目标始终

没有得到科学而有效评价。在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和全面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背

景下，如何在学生的学业评价与综合素质评价中纳入

德育评价，将德育目标落到实处，这也是体育领域需

要面对的时代课题。研究分析了我国体育品德评价所

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出路，希望能为推动将体育品

德实际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提供思考与启发。

只有从根本上改进人才培养和评价导向体系，将体育

品德有效纳入到学生体育学业评价之中，体育的德育

价值才能实现，体育在“立德树人”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地位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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