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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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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 具有重要性、
必要性, 转变教学观念, 改革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 手

段,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延长体育课开课时间, 加强课外体 育活动, 加大体育设施和 经费的投入 以及提高 教师素质,
是实现高师终身体育教学改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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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师范教育是培养教师人才的特殊职业教育, 体育教育在高等师范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
而, 高师体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教学观念落后、
课程设置陈旧、
教学手段及方法单一、课时比重不足、
评价方法单调等等,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高师体育教学质量, 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终身教育思想的影
响下, 在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今天, 21 世纪我国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培养学生个性及创新能力, 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将起主导作用. 因此, 加强高师体育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终身体育是受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和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的体育思想. 它是指一个人
终身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育教育, 既有益于个人、
又有益于社会的生活方式. 终身体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
分, 是贯穿人一生的教育. 终身体育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全体民众的自身素质, 促进个人身心发展与社会自然
发展的和谐统一.
1. 1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维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

族的命运. 学校是人力资源培育的重要基地, 然而我国大、
中、
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据 上海教
育 报道: 自 1985 年以来,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 18 a 呈下降趋势. 2000 年以来, 6~ 18 岁的学生中, 肥
胖生高达 15 % , 一些学校的肥胖生比例甚至突破了 30 % ,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现的
如高血压、
高血脂、
冠心病、
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的病症. 据有关资料表明, 由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 全国亚健
康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占报考人数的 75 % . 高等师范院校是培养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摇篮, 学生在学校接受
专业教育, 毕业后大多成为基础教育的师资, 大学期间的教育对他们的思维、
生活及行为方式的形成会产生
重要影响. 如果在他们大学学习、
生活中树立终身体育教育的理念, 加深他们对终身体育的理解, 掌握终身体
育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形成健康、
乐观、积极的体育观念, 就很容易将终身体育融进个人一生的生活, 形成终
生体育的生活方式. 从而有利于教师向学生灌输终身体育的思想, 传授终身体育的技能, 这将对学校体育的
发展和广大中小学生终身体育思想行为和身体素质产生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同时也有利于全面实施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 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有效地发挥作
用[ 1] .
1. 2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知识分子普遍体弱多病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 光明日报 报道, 我国有关部门的专项调查结果
表明, 2002 年, 全国人均期望寿命为 71. 8 岁, 而知识分子的平均寿 命仅为 58 岁, 低于全国人均期望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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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8岁; 北京人的人均期望寿命为 75. 85 岁, 而位于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密集型产业区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
仅为 53. 34 岁, 低于北京人的人均期望寿命 17. 85 岁, 且患病率高达 88. 15 % ; 另据调查, 我国中青年知识分
子的死亡率大约是老年知识分子的 2 倍, 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
科学家英年早逝的现象更是令人心痛不已.
因此, 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予以密切关注已刻不容缓. 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虽然从小学到中学曾接受
约 1 000 学时的必修体育课, 然而,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以及师资、
场地器材各方面的条件限制, 大部分学
生无论在体育观念、体育意识、
体育知识、
运动能力、
体育兴趣、
体育锻炼习惯等方面均在一个较低的层面. 这
就要求高师院校为他们树立终身体育理念, 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终身体育健康提供有利条件. 然而, 目前高等
师范院校的体育教学普遍存在终身体育观念淡薄、
内容单一、方法陈旧、方式呆板、效果不佳的现象, 由此而
导致的学生体育学习目的不明确、
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普遍不高、
体质健康水平普遍下降、体育教育功能随
着学生毕业而告终等等令人担忧的事实. 因此高师体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 3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 2, 3]

.

首先, 高等师范院校有较高水平的体育师资队伍, 有比较充足的体育场地和器材以及开展各项体育活动
的经费, 具备了开展终身体育教育、
教学的物质条件. 其次, 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年龄一般在 18~ 23 岁, 身体
形态和各系统生理功能已发育成熟, 体能也大幅度地增强, 具备了自我体育锻炼的身体素质, 为开展终身体
育锻炼打下一个良好的身体条件基础. 同时, 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属于高层次知识人才, 思想活跃, 善于思考,
注重求知, 掌握技术较快, 开始注意自己的力量、
健美, 渴望掌握锻炼自身所需要的体育知识和人体保健科学
的知识, 养成终身体育锻炼和体育保健的习惯. 这些为大学生接受终身体育的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和
思想基础.
2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师体育教学改革的对策
2. 1

树立终身体育思想, 转变体育教学观念

终身教育思想认为, 学校教育的意义在于在限定的教育阶段里, 培养学生在各种环境下都能独立地进行
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根据终身教育思想和中国教育发展方向, 21 世纪中国学校体育将全方位向这
个教育思想转化, 这是体育教育理念的战略性转移, 它将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已经习以为常的、
传统的体育教
学观念和教学、学习方式, 创造出一种在意义上尊重人的主体性、
激发人的创造性、
使人终生受益的体育教育
思想理念. 因此, 高师体育教学改革首先必须转变观念, 以终身体育作为指导思想, 树立正确的终身体育观,
充分认识体育的功能和作用, 努力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让学生养成热爱运动的习惯, 促进学生思维和创造
力及个性发展.
2. 2

改革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
目前高等师范院校的体育教学内容大多是从小学就开始重复学习的传统运动竞赛项目, 且教学大纲的

要求偏重于运动技术的传授,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的娱乐性和健身性的发挥; 同时卫生、
保健等理论知
识偏少, 终身体育的目的难以实现. 终身体育理念要求教学内容要多元化, 坚持健康性与文化性、
选择性与实
效性、科学性与适应性、
地方性与民族性, 将运动技术传授与娱乐性活动有机结合, 使卫生、保健、生理、
解剖
学知识贯穿在体育教学实践中, 课程内容设置和安排要针对学生身心特点和个性要求, 在体育运动技术技能
教学中, 减少传统运动竞赛项目内容, 增加一部分传统体育养生和休闲体育等健身性、娱乐性较强的体育内
容, 如气功、
钓鱼、
保龄球、
户外活动、
健身舞蹈等; 在体育理论教学方面, 适当增加课时, 重视理论教学, 要经
常地举办一些体育知识、体育保健以及终身体育锻炼等方面的知识讲座,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体育运动的
理论和方法、
体育道德、
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 给学生创造更高的体育知识氛围, 以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
和体育素养, 促进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 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与健康价值观, 逐步形成科学、
健康、
文
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2. 3 改革体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高师院校体育教育由于受传统体育观念的束缚, 教学中往往按照大纲的要求严格地实施 三段式 的课
堂模式, 教学手段单一, 缺乏趣味性和灵活性. 为此, 教师应当以终身体育思想为指导, 大力改革教学方法和
手段: 1) 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开设形式多样的选修课, 按学生的兴趣、爱好任选项目上课, 实施个性化培
养, 为每个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提供机会, 使学生形成自己的优势体育项目; 2) 将启发式的教法与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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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尝试各种快乐教学、
情景教学、
模拟教学、
逆向式教学等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体育兴
趣, 使他们得到充分的情感体验, 从而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 为终身体育打
下扎实思想的基础; 3) 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创建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学生自主、
主
动、
创造性的学习氛围,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 注重开发和培养学生的智力与能力; 4) 坚持健康第一的宗旨,
以学生身体全面发展为核心, 以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能为手段, 以掌握科学锻炼的方法为重点, 教学中不但
要传授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更应该教会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方法. 授人以鱼, 只供一顿之炊, 教人捕鱼
则终身受益, 只有掌握了有效的、
科学的、
符合个性特点的方法, 才能使学生终身受用, 为终身体育奠定坚实
[ 4]
的技能基础 .
2. 4

延长体育课开课时间

目前高等师范院校的体育课安排在一、
二学年, 每周只有 2 课时, 这与终身体育理念要求下的体育教学
极不相符. 调查资料证明, 学生在停止体育必修课后, 绝大多数学生的体能日益下降. 因此, 无论是从保证师
范生的培养质量上还是从增强学生体质健康上考虑, 都要求高师院校应按照 纲要 的要求开设 3 年级以上
学生的体育选修课, 适当增加体育课课时数, 这对培养学生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 对终身体育目标的实
现, 对保证 标准 的实施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2. 5 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评价标准的重新确立是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 体育教学评价的指向会直接影响教与学的结果. 然
而, 现行体育教学评价中仍存在着对体育教学评价的目的认识不足、评价内容单一、
评价方法单调等诸多问
题. 终身体育教育的理念对现代体育教学评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新型的体育教学评价系统应从以下几方面
考虑: 1) 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 从体育教学的宏观角度, 围绕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
生的发展而展开; 2) 建立内容多元、
评价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 使每个学生在体验到学习和成功的乐趣的同
时保证都能完成学习目标, 使学生对终身体育充满决心和信心; 3) 技能掌握和健康水平提高相结合, 定量评
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 技术评价和理论
评价相结合[ 5, 6] .
2. 6

积极开设课外体育活动和多种形式的体育俱乐部

高师院校要实现学生终身体育教育的目的, 仅仅靠 1 周 2 次体育课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 过多地增加课
时显然不现实, 高等师范院校应把课外体育活动俱乐部作为学校体育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对待. 课外体育俱
乐部应成为体育课的继续和延伸,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体育健身、
运动竞赛、
体育知识讲座、
体育文化生活等
活动, 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身心特点充分、自主、
自由地选择体育锻炼项目、
内容、手段和方法, 独立地制定
锻炼计划, 将体育教学中学到的专项技术和锻炼方法更好地运用到从事体育锻炼的实践中, 这不仅能进一步
激发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积极性, 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运动健身热情, 而且能提高学生体育
锻炼的兴趣和爱好,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使学生学会锻炼, 学会做人, 学会健康生活.
2. 7

增加体育设施和经费的投入
借助一定的场地器械是体育活动的主要特点, 充足、
标准先进的体育场地设施可产生美好的视觉、
触觉,

愉悦身心, 激发欲望, 延缓疲劳, 防止运动损伤, 吸引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 因此, 场地设施是否
完善, 直接影响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手段的选择及体育的效果. 要提高体育活动的效果和质量, 满足学生日益
多样化的体育需求, 把学生培养成为终身体育锻炼者, 必须多渠道加大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为学
生提供良好的健身场所和器材, 为学生终身体育的实施提供保障.
2. 8

提高体育教师素质

体育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体育教学改革和终身体育的实施. 为了适应终身体育的要求, 体育教师
必须从 专业型 向 全能型 转变、
从 技能型 向 智能型 转变. 因此, 高师院校要加强体育教师的师资队伍
建设, 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学习、
进修、
交流的条件, 加强体育教学研究, 不断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努力提
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同时加强教师的思想修养, 树立敬业精神, 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 为终身体育的实现奠定
良好的基础.
高师院校体育以终身体育为主导思想, 积极推进教学改革, 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兴趣、
意识、
习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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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走向社会时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体魄, 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校的工作和生活, 而且有
助于学生成为主动进行终身体育的实践者, 对广大中小学生起到示范和教育作用, 对社会体育起到辐射作
用, 更有助于推动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接轨, 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因此, 树立终身体育思想, 积极推
进高师体育教学改革, 迫在眉睫,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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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t eaching ref orm in t eachers colleges under the conception of life- long physical
educat ion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 T he strat eg ies for realizing t he reforms of life- long physical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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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ods, building a mult-i element evaluat ing syst em, increasing teaching periods, strengt hening aft er- class activ-i
t ies, putt ing in more funds and physical training equipments, im prov ing t eachers qualit y.
Key words: life- long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 ion in teachers colleg es; teaching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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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Model of
Qigong Health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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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Xiu- juan,

JIA We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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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 ific m anagem ent syst em of Qigong health scientific research t akes act ive eff ect on t he deve-l
opment of Qigong health, so, by using the systemat ic t heory , a management- aimed patt ern of Qigong healt h sc-i
ent ific research was set up. T he pat t ern consists of: basic const ruct ion and mot ion const ruct ion. In order t o guarant ee rightly, overall situat ion view s on development of Qigong healt h should be set up, government funct ion
should be adapt ed and t he t raining of t alented person should be st rengt hened including t he const ruct ion of t raining base.
Key words: Qigong healt h; manag ement model of science; sys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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