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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其指导思想

明确地提出了要“构建科学、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来“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

动技能，促进中小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的形成”，从而实现“健康中国”

“体育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通过分析国内外课程模式的文献资料，基于《纲要》的指导下，

重点从 5 个方面思考如何推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的构建。并建议利用单元教学设计融入

其他合适的课程模式，来实现体育课程的多维目标；构建体育课程与教学内容一体化体系，为新

的课程模式提供系统性和衔接性的教学内容；运用情境学习理论和实战情境课程模式作为理论支

撑与现实路径，来实现运动技能的情境化与结构化教学；挖掘体育之灵魂(玩耍)，让学生在运动

中享受乐趣；融入其他健康维度的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内容，来实现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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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ne 202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ublished Teaching Reform Guidelin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Trial Implementation). Its core philosophical beliefs clearly point out the need to develop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ar models, which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to master one or two spor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such as sports skills,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sports 

character etc., thus accomplish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of “Healthy China” and “Sports Power”. 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on curriculum model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discuss five 

issues to consider when developing a new curriculum model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units and curricular models can be used to accomplish multiple curricular goal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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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unification can provide progressive, systematic teaching content; the theory of situated 

learning and the curriculum model of situated game teaching through setting players can be used as a framework to 

teach sports skills in a situational and structural way; the integration play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create 

experiences of fun and enjoyment; an integration of other dimensions of well-being into a new curriculum model 

can accomplish the goal of who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ell-being.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curriculum model；curriculum goal；integrat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关于学校体育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

作的意见》和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印发了《〈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

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

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强化‘教会、

勤练、常赛’，构建科学、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

新模式，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促进中小

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的形

成，为实现‘健康中国’‘体育强国’作出体育学科的

贡献”[1]。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科学、有效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课程模式作为课程理念与课

程实施之间的过渡性概念，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国外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针对传统以技术为核心

的教学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病，以及社会发展产生的问

题对学校体育所提出的挑战，许多体育课程专家学者

提出了各种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其中包括“个人和社

会责任教学模式(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2]

“团体合作学习模式(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3]“运

动 教 育 模 式 (sport education) ” [4] “ 终 身 体 能 教 育

(fitness-for-life，FFL)”[5]“游戏性练习和教学比赛教

学模式(play practice)”[6]“理解式教学模式(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 [7] “ 拓 展 教 育 教 学 模 式

(adventure-based learning)”[8]“为孩子们提供运动、游

戏和积极的娱乐(sports，play，and active recreation for 

kids：SPARK)” [9] “健康优化体育(health optimizing 

physical education)”[10]，“实战情境课程模式(situated 

game teaching through set plays)”[11]。在不同时期，国外

相应的体育课程模式得到迅速发展与推广，不仅顺应

现时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解决了体育课程中的一

些实际问题，如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体育课程改革的

针对性、教学目标的综合性、教学方法手段的多样性

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性。 

国内学者们也为此做出了的努力。比如华东师范

大学季浏教授，依据我国近 30 年来青少年学生的体质

健康水平持续下滑的现状、“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与“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课程理念下的《新课标》要求、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

明确任务，以及国际体育课程发展趋势；基于整体教

育论、情意教育论、经验教育论、运动教育论和体能

教育论五大理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行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引导

学生学会运动”与“尊重学生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

对运动的喜爱”为理念引领，从课堂教学的“运动负

荷、体能练习和运动技能”3 个关键点出发，并以解

决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为最终目的，创建了中国健康

体育课程模式[12-13]。该课程模式自创建以来，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与讨论。它与国外的许多课

程模式在理论基础、课程目标、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

面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缘于课程模式、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的概念

也是混用的现状，比照“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的

用法，本研究中统称“课程模式”。通过对国内外课程

模式文献资料的分析，就《纲要》所提出的构建体育

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的改革思路，重点从 5 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思考。 

 

1  课程多维目标何以达成 
课程目标引领着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以

及教学效果评价。《纲要》提出：“促进中小学生运动

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的形成，帮助

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其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体现在运动

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3 个主要维度，其中涵盖

了运动技能、体育价值观和品质行为、知识与原理、

身体活动，以及体质与健康等[12]。这与目前美国 K-12

体育课程标准的 5 个维度目标具有相似性。如 2014

年美国颁布的 K-12 体育课程标准，其核心目标是让

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体育素养的公民，它包括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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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目标：具有从事多种运动项目的技能和动作能力，

在运动中应用相关的概念、原理以及战略与战术的知

识，具备能以实现与保持体育活动、健身的增进健康

水平的知识与技术，表现出尊重自我与他人、有责任

心的个人与社会行为，能够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

快乐、挑战、自我表现和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价值[14]。 

由于课程标准所定目标的维度特别宽广，美国学

者也对学校体育到底应该强调哪个目标进行了广泛的

探讨。Sallis[15]指出公共健康的目标并没有被体育教育

工作者所认同。许多体育教育学者以及工作者仍然认

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发展运动技能、培养学生的品质行

为和社会发展为核心[16-18]。Pate 等[19]认为课程标准的多

个目标给学校体育造成“目标混乱”。在创建新的体育

课程模式，能否融入运动技能、体质、健康、品质行

为教育、社会行为和价值观等多个课程标准目标？是

否可以通过这一个课程模式来达到多个课程标准目

标？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运动技能、体质、健康、品质行为教育、社会行

为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也有差异性。运动技

能指的是成功运用技术和战术的比赛能力。体质有两

类：一个是健康类体质，定义为“有助于预防和治疗

疾病，从而获得更高生活质量的体质”，包括心肺功能

能力、肌肉力量与耐力、柔韧性和体质量指数。另一

个是与竞技运动相关的体质。这是指能够很好地参与

竞技运动所需要具有的体质，包括 6 个组成要素：灵

敏(改变方向的能力)、平衡(保持姿势平衡的能力)、协

调(动作同步的能力)、力量(能够使用的最大力量)、反

应时(刺激后的反应时间)、速度(在短时间内的快速运

动)[20]。现代的健康(wellbeing)具有更广的含义，包含 8

个方面：身体、情感、社交、职业、环境、智力、精

神和经济[21]。与体育课教学相关较多是身体、精神、

情感和社交健康。这些概念之间有关联性，起到相辅

相成的作用，但是也有差异性。体质的增强为学生从

事体育运动项目、发展和提高运动技能奠定身体基础,

但是不能仅借此来发展和提高运动技能。运动技能的

发展和提高可以提高学生某个方面的体质，却并不能

全面发展和提高学生的体质。同样，体质和运动技能

的发展和提高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方面的健康，但是

对于精神、情感和社交健康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大的

作用。学生良好的品质行为教育、社会行为和价值观

的建立也对他们的运动技能、体质和健康发展和提高，

提供动机和精神支柱。发展和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

体质和健康，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行为教育、社会

行为和价值观提供了途径和平台。因而，这些维度概

念之间的差异性就需要设计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

练习任务、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国外相继创建了

不同的体育课程模式，每个模式都有主要的课程目标

及解决的具体问题。运动教育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运

动竞赛文化的培养，以及培养与发展学生运动技能[22]。

游戏性练习和教学比赛教学模式、理解式教学模式，

以及实战情境课程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与发展学生

运动技能[6-7，11，23]。终身体能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

生体质[24]。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团体合作学习

模式和拓展教育教学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体

育价值观和品质行为[3 ， 8 ， 25]。“SPARK”及“Health 

Optimizing Physical Education”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中等

强度或以上的运动负荷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知识和技

能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9—10]。比如，《纲要》提出“立

德树人”“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教学目标。为实

现学生的品质行为教育和培养，可以采用拓展教育教

学模式和团体合作学习模式两种课程模式。这些课程

或教学模式采用特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即学生在进

行有目的的身体练习活动后，针对德育主题，对身体

活动中出现的行为进行小组讨论、反思与总结，从而

找出行为问题，总结出好的行为，并迁移到日常社会

生活中去。品质行为教育或品德教育是这些课程模式

的主要目标，技能的提高和发展以及其他的教学目标

也重要，但却是次要目标。品质行为教育或品德教育

主要是通过学习、讨论与反思来实现，而学生在进行

小组讨论、反思与总结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处于静止

行为。这样，就对体质和健康的目标全面实现产生了一

定的挑战性。另外，这两个课程或教学模式所采用的游

戏性练习对运动技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挑战性。 

针对学校体育多维度目标问题，如何来实现呢？

季浏[13]建议体育课教学采用单元教学，并对它的优势

进行了阐述。单元教学这个概念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

课程标准目标。针对不同的教学单元，采用不同的课

程模式来进行教学。这样，可以对一个课程标准目标

进行系统性和更深层次的教学。比如一个学期，可以

分为 3 个教学单元，每个单元 N 个学时。一个单元目

标是体质或健康发展，采用相应的课程模式，如

“SPARK”或终身体能教育来系统性地进行教学。一

个单元目标是运动技能的发展，采用相应的融合性课

程模式，如运动教育模式、或游戏性练习和教学比赛

教学模式、或理解式教学模式、或实战情境课程模式

来进行教学。学生既可以体验体育竞赛文化的熏陶，

同时，又发展和提高他们的比赛能力。另外一个单元

目标是品德行为培养，可以采用相应的课程模式，如

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或团体合作学习教学模式、

或拓展教育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这样，就可以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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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系统地来实现课程目标相应的维度，从而可能更

有效地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2  课程教学内容如何一体化 
《纲要》提出了课程一体化，要求“各专项运动

技能的教学，依据专项运动固有的难度和自身的特征，

按结构化的方式将每个专项运动划分为多个模块和单

元开展教学，学生对各模块和单元逐一进行递进式学

习；专项运动的各模块和各单元之间要有进阶性，完

成一个模块和单元的学习并经考核合格后，进入下一

个模块和单元的学习，以此类推，呈现出更加富有逻

辑性、衔接性的专项运动技能学习”。《纲要》对课程

一体化的提出是基于于素梅教授以及她的团队的理念

和研究。于素梅教授认为体育课程要“形成‘纵向衔

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的一体化完整

体系，建立联动机制，在‘生本化’理念、‘层次化’

目标、‘结构化’内容、‘多样化’实施和‘多元化’

评价的基础上联合发力”，从而具有科学性、逻辑性、

系统完整性和衔接性[26]。 

美国李卫东教授以及他的团队也对体育运动项目

技能的教学内容一体化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

是针对不同年龄发展阶段，对于一项运动项目，体育

课应该教授哪些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技战术内

容。他们通过观察不同水平、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比

赛，对他们在比赛中所能执行的技战术内容进行统计

分析，从而构建了符合身心发展规律的 3 年级至 8 年

级足球教学内容体系[27]。成都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的

论文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构建了符合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的小学和初中篮球教学内容体系[28-29]。这些循序

渐进的教学内容体系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学习项目运

动技能，体验成功，挑战自我，并有效地掌握这些运

动技能。同样，美国的终身体能和 SPARK 根据不同

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构建了从幼儿到高中的

K12 体育课程内容体系。比如，终身体能课程将教学

内容分为小学、中学和高中部分。SPARK 有 K-2 年级、

3~6 年级、中学和高中的课程内容。 

中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体育课程的

一体化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中美的学者进行进一步

合作，吸纳各自的优点，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从而

构建出体育课程一体化体系，并为学校体育课程与教

学改革和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

撑。新的课程模式需要构建一体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这个一体化的教学内容体系应该符合不同年龄阶段、

身心发展规律的需要，要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系统

性和衔接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实现学校体育的课

程与教学目标。 

 

3  运动技能“情境化和结构化”教学的理论

基础何以支撑 
《纲要》强调“组织结构化内容体系的教学”“重

点教会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提出了

“每节课应该包括 10 分钟左右的基本运动技能、20

分钟左右结构化运动技能学练及组织对抗性比赛和放

松拉伸等”[1]。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也提出并强调采

用情境化和结构化的教学方式，运动技能学习应以活

动和比赛为主[14]。这个观念的提出打破了中国长期以

来所采用的单一、零碎和脱离实战情境的教学内容，

无疑给体育课教学内容的设计带来重大变革。一个观

点的提出，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运动技能“情

境化和结构化”教学内容设计需要理论的支撑。 

情境学习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已引起广泛关注。该

理论由 Lave 等[30]提出，认为学习是人、活动(学习任务)

和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互动变化而

产生的结果。学习只有与活动所处的环境相联系，才

会有意义和实践性。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练习，学习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学习要素的相互关联并互动变

化而产生知识的学习，如人、活动(学习任务)、意义、

认知、学习与理解是相互依赖并互相影响的。学习是

在实践社群中合理的边际性参与。作为社群里的新成

员，他们是通过初期的边际化参与、逐渐过渡到完全

参与社群活动，继而变成了该社群的“老成员”，来学

习和继承该社群的技能和相应的文化。 

在情境学习理论运用的实践层面上，李卫东教授

创建的实战情境课程模式就是一个案例。该课程模式

的目的是通过采用模拟真实比赛场景技战术练习、以

技战术综合运用为重点、以教学比赛为主线来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比赛能力。它由实战情境组合练习，感知、

相关关系分析、制定决策，执行和实施决策与比赛表

现 4 个主要部分组成(见图 1)。其中，该课程模式所采

用的实战情境组合练习是根据学生的身体与年龄发展

水平，在各个年龄段真正比赛中用到的战略、战术以

及其他的运动指标而设计出来的。情境组合练习是来

自比赛的各种情境片段，融合了各种比赛因素以及它

们的关联性，它能够体现《纲要》所提倡的知识情境

化和结构化[31]。由此可见，情境学习理论的学习整体

性、相关性以及情境性可为体育与健康课程实现情境

化和结构化的运动技能教学提供深度的理论支撑，而

实战情境课程模式则可为实现情境化和结构化的运动

技能教学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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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战情境课程模式的结构 

 

4  运动乐趣何以体验 
《纲要》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体育课教学要注重游戏与比赛等竞争

要素，让学生享受竞争与表现的乐趣，从而实现从激

发兴趣到形成志趣。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组织游戏、

增加竞赛、丰富内容、鼓励自主等方式，让学生在体

育课程里快乐有效地锻炼，掌握技能，提高能力与体

验成功。学生对运动的喜爱程度是他们是否喜欢上体

育课和坚持课外体育锻炼的前提，只有喜爱运动，他

们才会主动学习、身心投入、乐此不疲。现今的体育

课，学生并没有因运动而产生发自内心的欢笑声。尽

管练习的气氛有序，师生紧张而忙碌，然而却没有轻

松和快乐，没有社交与交流。如果学生在体育课里没

有体验到享受运动快乐的经历，那么，他们在学校以

外的体育运动中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学生对运动的喜

爱，既要加以引导和培养，又要尊重他们的学习需求

和学习经验[14]。毛振明等[32]认为体育教师可以通过创

建“玩”(play)来让学生体验到参与运动的快乐。但是，

“玩”在中国和美国的体育课教学中一直被忽视了。 

“玩”因享受快乐而运动，是人类从事活动的内

在动机。它具有六大特征：(1)自由，自愿从事活动；

(2)有特定的活动场地和空间；(3)势均力敌的竞争，比

赛结果不确定性；(4)不带有任何经济效益；(5)有游戏

规则，保证公平，产生赢者；(6)要进行角色扮演[33]。

“玩”是从浅度“玩”延申到深度“玩”。浅度“玩”

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和享受，并不能抓住我们的内心

深处，激发我们的灵感和想象力。深度“玩”非常个

性化，具有持久性，以及激发启示我们的灵感和智慧，

让我们欣慰，触及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动和兴奋，

成为我们个体的身份烙印[34]。比如，一个完美的技术

动作，一个流畅的战术配合，挑战自我的经历，以及

团体合作而取得成功等。浅度“玩”也重要，它带来

的享受和快乐，久而久之有可能转变为深度“玩”，这

样的过程在心理学上称为兴趣到乐趣，乃至志趣，这

是我们所追求的“乐”。 

体育界的学者一直在探讨学校体育课的价值。长

期以来，学校体育课的价值主要从功利行为角度被定

位在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

率等[35]。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足够充分的数据证据来

支持这些学校体育课的价值[36]。学校体育课也没有成

功地将学生培养成终生从事体育运动的公民。这种功

利性价值观让体育工作者忽视了因玩而享受运动在体

育课里的重要性[37]。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玩”是体育

的灵魂，是其价值之所在。它应该被融入到体育课堂

的教学里，来提高学生的运动乐趣[38-39]。中国学者也

提出了运动乐趣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迷失[32]，而中美

学者对体育课教学的“玩”以及如何融入“玩”这个

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因此，需要在这个领域进行更深

入的探讨和研究。 

 

5  身心健康何以实现 
《纲要》强调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促进青少

年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它提出“在中小学各学段应

知应会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

健、心理健康、传染病预防与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安全

应急与避险等五个领域的内容”，并建议开设健康教育

每学期 4 课时。健康教育内容多，课时有限，很难完成

健康教育的课程目标。因此，在创建新的体育课程模式

时，学者不仅要考虑解决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

问题，还需要深入考虑如何实现新的课程标准以及《纲

要》中健康行为的目标与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正如前面所说，现代的健康具有更广的含义，包

含 8 个方面。与体育课教学相关较多是身体、精神、

情感和社交健康。首先，针对身体健康维度，它包括

的内容不仅仅是身体活动，还包括营养知识以及其他

方面的内容，比如，行为改变理论、自我控制与调节、

目标制定与能量平衡(体育活动消耗多少卡路里以及

饮食吸入多少卡路里)。因此，在体育与健康课程中，

适度、适时地安排这些教学内容，可为促进学生健康

行为提供知识储备。其次，对于精神维度，体育课要

对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其三，

对于情感与社交两个健康维度，是学生心理健康的重

要指标。研究表明，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

时期，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会面临一些超出自己承受范

围的压力与挑战，相当一部分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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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与焦虑方面的适应性问题。张晓娟[30]研究发现，

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检出率为 3.5%~44.0%，焦虑障

碍的检出率为 20.31%~26.70%。林慰慈等[41]研究发现，

中小学生高度焦虑者占 2.46%，在各个不同侧面存在

焦虑倾向者占 14.6%，尤其是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和

冲动倾向者所占比例偏高。李向东[42]调查发现，中小

学生主要存在的焦虑问题是自责倾向和对人焦虑倾

向。可见，焦虑感是危害我国学生情感健康的一个重

要因素。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与高考制度，不断

追求优质的学习资源给学生升学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进而使他们常常产生焦虑感。另外，学生在学校功课

繁忙的情况下，由于不能与朋友、同学、父母之间进

行有效的沟通，可能容易产生孤独感，进而缺乏良好

的社交能力。这样，就危及了学生的社交和情感健康。

然而，体育锻炼可以有效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已得到

广泛认识，且体育课具有先天的条件，是培养学生社

交能力的最佳场所。为解决青少年群体的焦虑、抑郁

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会研发

出“健康•前进•思维”这一新项目，其核心特征是将

社会-情感学习融入体育课程中[43]，这一方法值得我们

借鉴。体育课教学可以设计消除焦虑与提高社交能力

的方法和对策，不仅让学生了解自己的焦虑与社交能

力，同时，给与他们实践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的健康

水平。因此，从全面发展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角度出

发，在未来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式的教学内容中，如何

融入健康知识和行为以及实践指导来进一步实现学生

大健康是值得考虑的。 

 

《纲要》的颁发无疑给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

展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政策支持。本研究通过对中外

课程模式的文献分析，对未来如何创建新的课程模式

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如

利用单元教学设计融入其他合适的课程模式，来实现

体育课程的多维目标；构建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一体

化体系，为新的课程模式提供系统性和衔接性的教学

内容；寻求理论支撑与现实路径，来实现运动技能的

情境化与结构化教学；挖掘体育之灵魂(玩耍)，让学

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融入健康知识与实践指导的教

学内容，来实现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期望更多

的基于实践效果的课程模式研究的出现，为我国学校

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和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提供

理论和数据支撑，进而实现体育教学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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