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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要构建和培养“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体系”，而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前提是教师要具备相应的发展核心素养。通过深度

访谈 38 名不同类型体育教师，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

码，构建新时代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并结合视频分析进行结构验证。结果表明：体

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包含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3 个方面，制度观、职业观、

学生观、体育人文底蕴、体育科学精神、体育品德、体育运动能力、体育课程领悟能力、体育教

学实施能力、课外体育执行能力、体育教研能力、学习与反思能力等 12 个范畴，以及 79 条概念

和 307 条语句。该结构以完整体系全面描述体育教师应具备的发展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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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proposes to build and cultivate "students' development key competency system", and the 

premis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development key competency is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key competency. In this study, 38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different types were interviewed in 

depth,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open coding, principal axis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it constructs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development key competencies of the new era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n the structure is verified by video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development key competenc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values, essential character and key ability. They are 

12 categories: system view, professional view, student view, sports humanities, sports scientific spirit, sports 

morality, sports abil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understanding abili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bility, extracurricular sports implementation abili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learning and reflective ability, as well as 79 concepts and 307 sentences. The three aspects and 12 categories 

of the structure all expres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nd it is a complete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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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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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 2014 年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各学段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

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全面启动

我国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教育部

先后组织专家组研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各学科

的核心素养[1]。其中，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由运动

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3 个方面构成。培育学生

核心素养的前提是教师应该具备相应的核心素养[2]，因

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基于核心素养变革的三大要素是

“教师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3]。因此，构建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是未来我国核

心素养导向课程改革的关键工作，是新时代确立教师

新形象、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和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

迫切需求[4]。当前，国际上对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

集中于素养要素遴选、指标框架分析，同时对教师应该

具备一些特定素养，如语言评价素养、健康素养、融合

素养等也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在宏观层面尝试

构建教师核心素养的模型，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具有

学科取向的教师核心素养，这使得其应用的针对性有

限。基于此，研究聚焦特定的体育学科领域，秉持“自

下而上”的逻辑起点，在无预设的前提下，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基于收集的资料构建出体育

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的结构，并对结构中所包含的要素

进行解释，从而对体育教师应该具备何种核心素养进

行整体刻画。 

 

1  研究设计 
1.1  资料收集 

扎根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从下往上的资料浓缩并建

立理论，研究者事先不做出假设，而是直接从资料入

手进行归纳分析。因此，在收集资料时需要保证资料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研究收集的资料包括已发表文

献、访谈内容、观察备忘录等。 

首先，通过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等国内外数

据库检索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相关文献，共获得 271 篇

中文文献和 55 篇英文文献。以这些文献资料为来源分

析初步概念，并用于解释文中建构的理论体系。 

其次，编制包含 10 个开放性问题的《体育教师发

展核心素养结构访谈提纲》，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核心

素养下体育教师发展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认知；二是体

育教师应具备哪些方面的核心素养。该访谈提纲编制

过程中，征求 4 位学者的意见，从内容、结构、语句

等方面进行两轮修改。确定 38 名访谈对象，包括体育

教研员 2 名、大学教师 8 名、中小学教师 11 名、职前

教师 17 名。主要采用面对面访谈(个人访谈、集体访

谈)、笔谈两种形式，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进行逐字转录，

对笔谈文字进行整理，形成共约 10 万字的访谈资料。 

再次，收集 2019 年 CCTV-5“我是体育教师”大

型综艺节目中，来自重庆、江苏、宁夏、浙江、上海、

新疆、广东、福建等全国不同地区 14 名体育教师的访

谈视频(包括 9 名小学教师、3 名中学教师和 2 名大学

教师，涵盖 10 个不同专项)，对视频中的画面进行观

察，对其中的话语进行记录，以形成观察备忘录。备

忘录主要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即为保证建构的体育

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完整，在最后还需要与未

使用过的原始资料进行匹配验证，以保证现有结构体

系不断完善，使之逐步接近饱和。 

1.2  资料分析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由 Glaser 和 Strauss 于 1967 年

创立，其主要宗旨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提下，直接

在原始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5]。即首先通过文献

整理和深入访谈收集原始资料，再对资料进行编码。

编码过程包括 3 个步骤：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与

选择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指将最原始的数据初步概

念化、概念化和范畴化，从而得到最初的概念与范畴；

主轴性编码是指通过将各种概念或范畴进行分类与比

较，从而提炼出主要概念或范畴，即得到“主范畴”；

选择性编码是指通过分析不同主概念或主范畴之间的

联系，进行持续比较而进一步挖掘出能够统领所有概

念或范畴的“核心范畴”。研究借助 NVIVO(11.0 版)

对资料进行编码，通过编码过程形成体育教师发展核

心素养不同层级结构体系。编码结束后，使用视频观察

的备忘录与编码结果进行比较，以检验理论是否饱和。 

 

2  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探索结果 
2.1  开放性编码结果 

开放性编码包括 3 个基本过程，即标签化、概念

化、范畴化。所谓标签化，又称初步概念化，是指将

所有原始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凝练成初步的

语句，这些语句之间相对独立，每一条语句表达某个

方面的内涵。所谓概念化，是指将标签化形成的语句

进一步的提炼和浓缩，组合其中相对集中的内容，形

成概念。所谓范畴化，则是在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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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绎出带有统整性的范畴，并为范畴命名，这些范畴

之间保持独立，但所有范畴下面又包含所有的概念。

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在 NVIVO(11.0 版)中采用逐句

编码的形式，对所有与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相关的

资料进行标签化、概念化和范畴化处理，并凝练其中

重复内容，使其达到饱和状态。 

1)标签化结果。 

通过对原始材料标签化处理，共获得 307 条有关

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的标签化节点(见表 1)。从这些

语句可知，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涉及教学、训练、

管理、课程、职业认知、个人发展、研究、学生培养、

专业团体、社会联动等方面，比较全面反映我国体育

教师在核心素养大背景下对自我专业形象的期待。 

表 1  原始资料标签化结果的示例 

标签化节点 
E1 能够明确不同阶段体育教学的培养目标 
E2 能够充分挖掘身边信息技术学习资源 
E151 广泛的阅读电子书籍 
E152 能够建立终身体育观念 
E306 引领学生掌握体育与健康知识 
E307 掌握引导学生互相沟通的手段 

 

2)概念化结果。 

在大量标签化节点的基础上，逐步进行概念化，

即根据一定原则将大量标签化资料加以逐级缩编，用

概念正确反映资料的内容，并把资料记录以及抽象出

来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见表 2)。 

 

表 2  从原始资料到概念化的过程示例 

开放性编码-概念化 开放性编码-标签化 原始资料示例 

D23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

中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 

E121 学会组建团队

并合理分工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比如说科研，体育学科教研员或

者是其他的一些骨干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形成一个科研团队。

D42 能够根据情况主动

调整自己的专业发展策

略与方法 

E34 为适应未来社

会发展的需要，提前

做好准备 

所以它一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要求我们一定要

时刻准备着，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养。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就能激流勇进。如果你的能力达不到社会的需求的话，你

就会被淘汰。 

 

最终，将 307 条标签化节点进行一步概念化抽绎

出 79 条概念。其中，“材料来源”数字指“标签化节点”

从多少份原始材料中提取，“参考点”数字指原始材料

中提取点的数量，“标签化节点”数字指将原始材料所

有“参考点”进行合并后，总计的节点数量(见表 3)。

 

表 3  307 条标签化节点的概念化结果示例 

序号 概念化节点 标签化节点 参考点 材料来源

D1 能够具备坚定的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信念 6 条：E42、E164、E263、E288、E114、E229 54 5 

D2 能够积极主动地抵制外界对体育教师的污名化 1 条：E33 3 2 

D27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4 条：E129、E254、E58、E22 24 7 

D79 能够具备设计课外体育活动方案的能力 2 条：E169、E154 3 3 

  …………   

合计 307 条 1154 22 

 

3)范畴化结果。 

在完成概念化过程后，下一步就是对概念进行范

畴化，即对获得概念进行分类、比较，提炼出范畴并

为范畴命名。按照以上范畴化程序，最终形成制度观、

学生观、职业观、体育品德、体育人文底蕴、体育科

学精神、体育教学实施能力、学习与反思能力、体育

教研能力、体育课程领悟能力、课外体育执行能力、

体育运动能力等 12 个范畴(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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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9 条概念的范畴化结果 

范畴化节点 概念化节点 
D10 能够深刻领会并对学校体育相关制度形成正确的认知 
D11 能够了解党和国家颁布的学校体育相关政策与法规文件 
D12 能够积极主动贯彻落实学校体育相关制度 

C1 
制度观(4) 

D13 能够积极主动传播学校体育相关制度的精神 
D1 能够具备坚定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信念 
D2 能够积极主动抵制外界对体育教师的污名化 
D3 能够对体育教师职业价值、意义与作用有清醒的正面认知 
D4 能够对从事体育教师职业感到自豪 

C2 
职业观(5) 

D14 能够尊重与维护作为体育教师的尊严 
D5 能够理解“立德树人”在学生接受学校体育中的引领作用 
D6 能够主动了解不同学生的个性化体育学习需求 
D7 能够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 
D8 能够认识到体育学习对学生人生发展的重大意义 

C3 
学生观(5) 

D9 能够理解与掌握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 
D15 能够掌握优秀体育人文思想中所蕴含的认识与实践方法 
D16 能够掌握体育艺术领域的知识与方法 
D17 能够掌握古今中外体育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成果 
D18 能够在不同情境中拓展和升华体育美 
D19 能够欣赏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D20 能够具备体育的审美和表达意识 

C4 
体育人文底蕴(7) 

D21 能够关照学生通过体育而进行的生存、发展与幸福健康 
D31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尊重既定的事实和证据 
D32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具备一定的好奇心 
D33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具备实证与求真务实的态度 
D34 能够用科学思维解决体育与健康问题 
D35 能够引导学生通过学习体育科学知识形成科学思维 
D36 能够理解与掌握体育运动人体科学的原理与思维方法 

C5 
体育科学精神(7) 

D37 能够理解与掌握公共卫生健康的原理与思维方法 
D22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遵守相关规则 
D23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 
D24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具备良好的自信心 
D25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具备较强的责任担当 
D26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对他人保持文明礼貌和尊重 
D27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D28 能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保持积极进取而超越他人的精神 
D29 能够在学校工作中善于认同和理解他人 

C6 
体育品德(9) 

D30 能够在学校工作中诚信自律 
D43 掌握常见运动项目的原理与方法 
D44 能够掌握常见运动项目的技战术 
D45 能够具备与年龄相适应的体能水平 

C7 
体育运动能力(4) 

D46 能够具备常见运动项目展示或比赛的能力 
D47 能够主动学习和掌握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D48 能够主动积极构建一体化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体系 
D49 能够理解与应用国内外主流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式 
D50 能够理解和执行地方体育与健康课程方案的要求 
D51 能够理解和掌握国家课程方案对体育课程的要求 
D52 能够具备开发体育与健康校本课程的能力 

C8 
体育课程领悟能力(7)

D53 能够具备构建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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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4) 

D61 能够设置丰富的体育与健康教学情境 
D62 能够开展结构化的体育与健康教学 
D63 能够具备在体育与健康教学中进行运动负荷监测的能力 
D64 能够具备体育与健康教学中进行安全防护的能力 
D65 能够具备实施体育与健康教学的能力 
D66 能够具备设计各类体育与健康教学计划的能力 
D67 能够具备开展体育与健康教学评价的能力 
D68 能够具备开发与利用体育与健康教学资源的能力 
D69 能够具备管理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的能力 
D70 能够将心率监测仪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体育与健康教学中 

C9 
体育教学实施能力

(11) 

D71 能够尝试在体育与健康教学中开展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学 
D72 能够组织学生有效地开展课外运动训练 
D73 能够指导学校运动队开展运动竞赛活动 
D74 能够顺利推进课外体育活动的实施 
D75 能够带领学校运动队在各类运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D76 能够积极主动地带领学生开展体育社团活动 
D77 能够具备体育社团活动设计与组织能力 
D78 能够具备设计课外运动训练计划的能力 

C10 
课外体育执行能力(8)

D79 能够具备设计课外体育活动方案的能力 
D54 能够主动将体育科研成果运用至学校体育工作中 
D55 能够主动尝试撰写体育科研论文 
D56 能够主动尝试申请体育科研课题 
D57 能够在面对新冠肺炎等重大危机时主动发挥体育专业的作用 
D58 能够具备体育科研方法与手段 
D59 能够积极主动地发现体育教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C11 
体育教研能力(7) 

D60 能够掌握常见体育教研活动的程序与方法 
D38 能够主动参与各类体育相关的学习与培训活动 
D39 能够通过微信、微博等开展与体育相关的在线学习 
D40 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与反思不足之处 
D41 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各类前沿知识、方法与技能 

C1 
学习与反思能力(5) 

D42 能够根据情况主动调整自己的专业发展策略与方法   
 

2.2  主轴性编码结果 

主轴性编码的过程是为发展主范畴和副范畴，即

进一步发展范畴。在主轴性编码环节，通过对不同范

畴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以进一步挖掘主范

畴。本研究根据已提炼的“范畴”，最终形成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3 个主范畴(见表 5)。 
 

表 5  12 个范畴的主轴性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化节点 
C1 制度观 
C2 职业观 B1 价值观念 
C3 学生观 
C4 体育人文底蕴 
C5 体育科学精神 B2 必备品格 
C6 体育品德 
C7 体育运动能力 
C8 体育课程领悟能力 
C9 体育教学实施能力 
C10 课外体育执行能力 
C11 体育教研能力 

B3 关键能力 

C12 学习与反思能力   

其中，“价值观念”主范畴包括“制度观、职业观

和学生观”3 个范畴；“必备品格”主范畴包括“体育

人文底蕴、体育科学精神、体育品德”3 个范畴；“关

键能力”主范畴包括“体育运动能力、体育课程领悟

能力、体育教学实施能力、课外体育执行能力、体育

教研能力、学习与反思能力”6 个范畴。 

2.3  选择性编码结果 

选择性编码是指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地与其

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

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过程。该过程主要任务包括：

(1)识别出能够统领其他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2)用所

有资料及由此开发出来的范畴、关系等扼要说明全部

现象；(3)通过典范模型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联结，

用所有资料验证这些联结关系；(4)继续开发范畴使其

具有更细微、更完备的特征。选择性编码中的资料分

析与主轴性编码差别不大，只不过所处理的分析层次

更为抽象。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

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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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作为选择核心范畴的依据；

二是核心范畴的选择必须具有真实性、专属性、导向

性、美誉性和认同性；三是核心范畴的选择应该坚持

“以人为本”，突出体育教师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的具

体形象。 

通过对制度观等 12 个范畴的继续考察，尤其是对

价值观念(B1)、必备品格(B2)、关键能力(B3)这 3 个主

范畴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原始资料记录进行互动比

较，发现可以用“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A)”这一核

心范畴统领其他所有范畴。此外，通过与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内涵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也涵盖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3 个维度。

而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主要

区别是对象不同，各个核心素养的内涵也有所区别，

但总体框架较为相似。因此，用“体育教师发展核心

素养”作为核心范畴统领所有范畴与概念十分合理。 

基于上述过程，通过标签化→概念化→范畴→主

范畴→核心范畴的编码进程，形成体育教师发展核心

素养的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包含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关键能力 3 个方面，12 个维度，79 条概念和 307

条语句(见图 1)。 

 

 
 

图 1  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图 

 

2.4  理论编码的饱和度检验结果 

研究通过 3 级编码形成的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

结构体系包含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3 个主

范畴，制度观、职业观、学生观、体育人文底蕴、体

育科学精神、体育品德、体育运动能力、体育课程领

悟能力、体育教学实施能力、课外体育执行能力、体

育教研能力、学习与反思能力 12 个范畴，79 条概念

和 307 条语句，这一具有统整性的结构建立在大量资

料编码基础之上。因此，是否还能进一步在新的资料

中抽绎出新的概念和范畴，是判断目前已形成的结构

体系是否完备的标准。基于此，研究以 2019 年 CCTV-5

“我是体育教师”大型综艺节目的视频为参照，对 14

位来自不同地区体育教师的采访视频文本内容进行理

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并未出现新的节点，由此认为

编码内容已达饱和，至此编码过程全部结束，形成的体

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较为客观、科学。 

 

3  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的内涵分析 
3.1  价值观念的内涵 

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根本观点、看法，反

映客观事物对于人的意义或价值，是人们基于生存、

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对某类事物的价值以及普遍价值

的根本看法，是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对与错、符合

与违背意愿的总体观念，也是指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

该做什么的基本见解[6]。体育教师的价值观念反映体育

教师的基本认知，包含“制度观、职业观、学生观”3

个范畴，分别指向制度层次、自身层次和学生层次。 

“制度观”反映体育教师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有关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改

革等政策、法规文件的认知与看法。制度的重要性就

在于它可以提供正确的激励，使人们发挥创新能力，

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近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学校体育工作，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制度，明晰国家意志并提出相应要求。

体育教师作为政策制度的执行者，首先要形成正确认

知，深入认识这些制度背后潜藏的内涵，基于自身专

业职责提升政治站位。其次，要积极主动了解和学习

政策文件，并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严格执行和贯彻落实。

此外，体育教师不仅自身要形成积极的制度观，还要

向学校体育利益相关者普及和传播相关制度，帮助他

人形成正确认知，打造有利于制度落实的舆论环境。 

“职业观”反映体育教师对自身职业的看法，对

提升职业认同起着关键作用。众所周知，体育教师“污

名化”这种固有形象的压迫使得很多体育教师不自信

甚至自卑[7]。基于此，具备核心素养的体育教师必须要

有正确的职业观，对体育教师职业的重要性、价值与

意义有清醒认知，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

坚定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信念。在面对提升青少年身

心健康、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时，对自

己作为体育教师感到无比自豪；在面对外界质疑与歧

视时，体育教师要敢于维护职业尊严，以高度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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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畏的勇气进行反击。 

“学生观”则反映体育教师对“培养什么人”这

一关键问题的认知。体育教师的服务对象是青少年学

生，其工作职责就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因此，

体育教师要理解“立德树人”的根本意蕴，认识到体

育学习对学生成长的重大价值，始终牢固树立“学生

以发展为中心”的体育教育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分

析学生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要求，主动了

解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学生的个性化体育学习需求，

深入剖析青少年在身心发展方面的规律性差异，将学

生成长作为体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 

3.2  必备品格的内涵 

品格是个体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

种正面向上的稳定特征或表现。对于体育教师而言，

需要具备的品格有很多，其应该具备的最核心品格即

为必备品格。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在“必备品格”

方面涵盖“体育人文底蕴、体育科学精神、体育品德”

3 个范畴，分别表达相应的内涵。 

“体育人文底蕴”主要是从体育教师的人文特质、

审美表达等层面描绘体育教师的形象，涵盖体育教师

的人文思想、所掌握的人文知识、体育文化浸润、对

体育美的理解与升华等要素。人文底蕴彰显出对人的

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长期

形成的各种优秀体育文化的高度珍视，对人的全面健

康发展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但体育教师在人文底

蕴方面存在缺失现象，对文史哲的学习和优秀文化的

了解较少，甚至很多体育教师不屑于提升自身的人文

素养。因此，新时代的体育教师要大力提升人文底蕴

和厚重度，要了解国内外传统体育思想的精华，积累

体育人文领域的优秀知识和成果，意识到体育文化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学会体育艺术的审美和表达，关照

人的生存与幸福。具备人文底蕴的体育教师，其所蕴含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将对学生产生正面积极影响。 

“体育科学精神”主要是指体育教师在学习、理

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

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要求体育教师要具备相应的科

学知识、科学思维和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具体而言，

新时代的体育教师要掌握公共卫生健康、运动人体科

学等方面的科学原理与知识，为提升学校体育工作的

科学性奠定基础。在当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

的背景下，体育教师对公共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知识掌

握不够充分，而这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需求下体育教

师需要具备的知识，有助于体育教师在健康危机应对

中发挥专业的作用[8]；科学思维意味着体育教师要改变

冲动、感性等性格特质，要具备冷静、好奇、求真务

实等方面的素养，以科学的视角形成思考的习惯；问

题解决能力则要求体育教师能够利用掌握的科学知识

和形成的科学思维，仔细分析和思考自身专业发展、

学生健康促进等方面的困难，并大胆利用专业素养帮

助学生予以解决。 

“体育品德”主要是从人际交流合作、责任担当、

积极乐观心态、文明礼貌、尊重他人、遵守规则、诚

信自律、自信心、勇于挑战、理解他人等角度体现出

的对体育教师的行为准则要求。体育品德更多强调体

育教师的为人处事，体现在精神激励、伦理规范和品

性修养 3 个方面。作为专业工作者和学生成长的引路

人，体育教师要能够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和敢于超越，

对职业热情和默默坚守以感染和激励他人。体育运动

以规则为基础，体育教师应将长期在运动体验中形成

的公平、诚信、自律等特质发扬光大，成为自信和有

责任担当者。在品性修养方面，体育教师应该具备文

明礼貌、乐观开朗、同理心等特质，大力提升修养，

成为“体育文明人”。 

3.3  关键能力的内涵 

如果说价值观念和必备品格是新时代体育教师发

展核心素养的“软实力”，那么关键能力则是“硬实

力”[9]，涵盖“体育运动能力、体育课程领悟能力、

体育教学实施能力、课外体育执行能力、体育教研能

力、学习与反思能力”等 6 个范畴，可大致划分为基

础能力、实施能力和拓展能力 3 个层次。 

体育教师关键能力的基础层主要是指其应具备的

运动能力，这是体育工作从业者独一无二的能力，也

是体育教师能够开展教学、训练、竞赛等工作的基础，

是体育教师与专业对话的途径。但需要指出的是，体

育教师应该具备的基础性运动能力不仅仅只是运动项

目技术本身，还包括运动原理与方法、体能水平、运

动项目的展示和比赛应用能力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构

成体系。近年来，基于升学、就业各种功利原因，新

入职的体育教师运动能力越来越薄弱，亟需引起高度

重视，否则就偏离体育教师的工作特征。 

体育教师关键能力的实施层主要是指其在课内外

学校体育工作中应该具备的操作性能力，这是体育教

师的“看家本领”，涵盖课程领悟、教学实施和课外体

育执行 3 个方面。课程作为教学的上位层面，是更加

宏观层面的内容体系，很多体育教师聚焦操作性的教

学事务，忽视了对课程的领悟，从而使得其工作被窄

化和矮化。在核心素养导向课程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体育教师要主动学习国家课程标准的精神，理解国家

课程方案和地方课程的要求，在体育课程目标体系构

建、一体化课程内容选择与设计、校本课程开发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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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模式应用等方面形成深刻认知，唯有如此才能

站在课程层面铸魂育人。教学实施则将体育教师所领

悟的课程进一步落地，从而与学生的体育学习直接对

接。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体育教学实施，要

求体育教师能够设计核心素养的体育教学计划、设置

丰富的体育教学情境、开展结构化与统整化的体育教

学，主动调控学生的运动负荷，尤其要将计步器、心

率监测仪、视频剪辑、智能设备、动作轨迹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融入其中，通过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等

重构体育教学新形态。在课外体育执行能力方面，新

时代对体育教师要求与传统有所差异，将从传统的聚

焦学校课余竞技运动训练转向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

“大课程观”。体育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必须要将大量

课余时间利用起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即要拓宽对

课程范畴的理解。基于此，体育教师要在课外通过体

育锻炼、竞赛、社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位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水平。 

体育教师关键能力的拓展层主要是指其开展教

研、学习和反思方面的能力，是更加高阶的工作能力。

长期以来，很多体育教师满足于完成日常教学工作，

不开展教研也不主动学习反思，工作于教学一线却脱

离于教学前沿，不利于关键能力的升华。体育教研能

力要求体育教师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

的根本问题，以开展教研活动、申报课题、撰写教研

论文、钻研教学技巧等为突破点，从体育课程与教学

的关键问题出发，探讨在面向特定时代问题解决的前

提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学习与反思能

力则要求体育教师在认真反思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的基

础上，主动学习前沿的课程与教学设计、青少年健康

促进、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方法，

创新专业发展新模式，尤其是要改变学习方式。比如，

微博、抖音、快手、B 站等社交媒体的应用普及给体

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10]，体育教师必须

要转变学习观念，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正式与非

正式相结合的方式提升自身核心素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秉持“自下而上”的逻辑起点，通过扎根理论以

标签化→概念化→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的过程探

索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该结构包含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3 个方面，制度观、职业观、学

生观、体育人文底蕴、体育科学精神、体育品德、体

育运动能力、体育课程领悟能力、体育教学实施能力、

课外体育执行能力、体育教研能力、学习与反思能力

等 12 个范畴、79 条概念及 307 条语句。该结构较为

全面反映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各部分内容相互独

立又存在联系，形成完备的核心素养体系。 

4.2  建议 

(1)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虽严格遵循

“扎根理论”的程序，充分考量不同人群意见，但还

需要对这一结构体系进行科学量化验证，从统计学角

度探索各个方面和范畴间的关系，进而形成更加严谨

的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 

(2)体育教师发展核心素养结构体系刻画完整的

具备核心素养的体育教师形象，既可以作为体育教师

个体专业发展的参照系，也可以作为行政部门制订体

育教师政策、评价体育教师综合素养的参考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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