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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高师”体育专业创新教育探索

龚德贵，毛治和
（常德师院 体育系，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根据 21 世纪人才结构和创新教育理论及高师体育专业教育功能特性，采用问卷调查，阐述了高

师体育专业教育创新教育的内含，分析了影响高师体育专业教育创新教育主要因素，从强化学生创新精神的

培养，到改革课程、考评体系和教师的授课方式，论述了高师体育专业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途径，探索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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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education’s probing research for higher teachers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ized subject in the 21st century

GONG De-gui，MAO Zhi-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de Teachers College，Changde 415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person with ability，the theory of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ity of function
in higher teachers university’s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adopted some of the research techniques，
such a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expatiated the content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higher teachers university’s physical e-
ducation specialized subject，analyzed the mostly complication of affecting the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higher teachers univer-
sity’s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from unsoldering the students’innovative vigor，up still to changing the courses，the ex-
am system and the way of giving lessons，discussed the cultivate approach of innovative person，explored how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innovative ability，put up the theoretic research pro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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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德育为其

核心的素质教育”，是我国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是

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又一重大决

策，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走势以及未来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十分

准确的把握，也是教育自身发展到今天提出的必然课题。

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人

才重任，高师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目标，是全面推进创新

教育过程中急需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通过问卷调查及座谈等方法，在较全面分析影响学生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因素的基础上，探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的途径。

研究对象的样本为常德师范学院体育系、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系、集美大学体育学院、信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南京师范

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岳阳师范学院体育系、湖

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首都体育学院、

广东嘉应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甘肃天水师院体育

系、大连大学体育学院、台州师专体育系等 15 所体育院系共

1 000 名教师、教练员、研究生和本科生。

本研究调查时间为 2000 年 9 月 28 日 ～ 2000 年 10 月 28
日，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回收 938 份，回收率为 93. 8%。问

卷进行整理分类，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908 份，最

后统计分析出调查对象样本的详细数据。

本文的调查问卷向北京体育大学的 12 位体育社会学、

体育管理学、体育专业教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征求了意见，并

得到了各位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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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定问卷设计的可靠性，对调查问卷进行重测信度

检验，两项测验时间相隔 18 d，重测信度相关系数按照公式求

出 r = 0.93，证明上述重测检验结果达到统计检验标准。

1 “高师”体育专业创新教育的内涵、结构

创新教育就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我国高师体育专业

教育的改革要以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体育运动当代发展成

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为参照，以学科特点和学生的

认知规律为依据，围绕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

广适应的创新人才为目的，深入研究，认真讨论，改革原有的

教育模式体系，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拓宽

教育的覆盖面，增强教育的完整性为目标。

“高师”体育专业教育创新教育是指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格的大学生。创新精神主要包括好奇心、

探究兴趣、求知欲，对新异事物的敏感，对真知的执著追求、发

明、发现、革新、进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一个人创新的灵

魂与动力。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想象能力，

创造性的计划、组织和实施某种活动的能力，这是创新的本质

力量之所在。创新人格是指有利于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个性

品格，它主要包括创新责任感、使命感、事业心、执著的爱、顽

强的意志毅力，能经受挫折、失败的良好心态，以及坚韧顽强

的性格，这是坚持创新、做出成果的根本保证。

2 影响高师体育专业创新教育的因素

（1）应试教育是阻碍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根源。长期

以来，从小学到大学，教育方式单一，方法呆板，偏重于要求照

老师教的、书上写的答题，过分看重分数，没有把培养、检验学

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放到重要位置，这是造成学生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差的直接原因之一。

造成目前高师体育专业学生创新教育差主、客观因素：应

试教育造成的占 75.10%，学校课程开设不合理占 53.01%，家

庭教育方式和成长环境占 52.03%，缺乏主体意识占 44.10%，

考试形式过分单一占 36.10%，自身知识欠缺占 35.12%，曾经

遭遇惨痛失败占 29.35%，自身不注意能力培养占 7.01%，其

它占 1.33%。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看，创新人才的培养依然是高师体育

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薄弱环节。具体表现为，在相当部

分的“高师”体育院系中，培养目标不明确，创新氛围不浓，创

新教育措施不完善，专业设置面太窄，教学内容、方式、考试形

式陈旧，教学设备落后，人文教育薄弱，培养模式单一。

（2）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制约了学生的创新活动。高师

体育专业教育，一般偏重于本科的建设，而对学科，无论在教

师的配置、资金的投入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造

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大大制约了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的发展。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看，制约学生创新教育的因素：知识水

平知识结构占 73.20%，从事运动项目的理解程度和技术水平

占 60.20%，智力因素占 59.10%，创新知识、规律和技能的掌

握程 度 占 53.23%，非 智 力 因 素 占 33.48%，外 界 环 境 占

0.45%。

影响学生创新教育的非智力因素，排前 3 位的依次是个

人的兴趣、动机和理想、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兴

趣、动机 占 81.20%，对 新 事 物 的 敏 感 占 60.11%，事 业 心 占

46.26%，对真知的追求占 40.10%，意志毅力占 39.01%，经受

挫折失败的良好心态占 38.10%，顽强的性格占 22.31%，良好

的习惯占 8.01%，其它占 0.31%。

（3）主体意识差，扼杀了学生创新欲望，造成学生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差的原因虽然排在第 4 位，但它都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为学生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最终要靠他们来完

成。因此主观能动性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因素。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要在教学中宣传创新教育，合

理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本身就是弃旧更新的过程，因此要

鼓励学生敢于向传统挑战，并且树立自信，克服惰性，最大限

度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勇于创新。

通过对研究生、高年级及低年级本科生的问卷分析，创新

能提高运动成绩及促使自己事业走上成功的作为得到了最广

泛的认同（表 1）。

表 1 不同类型学生对创新教育作用的评价 %

学生类别
取胜的

关键

提高运动成绩

的重要手段

规范体育风气

的重要手段

增强体育观赏

性的重要手段

事业成功的

有效途径

社会发展

的需要
其他

研究生 52 .10 77 .10 13 .10 34 .21 60 .03 73 .10 2 .80

高年级本科生 49 .02 80 .01 44 .02 31 .01 67 .10 74 .00 0 .00

低年级本科生 36 .01 88 .01 37 .00 49 .00 46 .02 74 .01 6 .01

2.1 高师体育专业创新教育的培养途径

（1）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的培养。问卷调查，提高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因素：改革授课方式占 60.10%，改

革教育制度占 58.01%，培养学生思考习惯占 48.02%，营造创新

氛围占 46.11%，调整课程设置占 41.12%，开设创新课程占

38.01%，科技创新活动占 37.30%，其它占 1.70%。

强化创新精神教育，必须强化创新动力观教育，要让学

生认识到创新既是民族生存的手段，也是学生个体发展方式

的导向，培养学生乐于创新的精神，克服甘于守旧的思想。

创新人格是创新人才的情感、意志、理想和信仰等综合

内化而形成的一种进取力量。这种进取力量通过其自身的

主观能力的发挥，变为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活动。因此，在

创新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在自觉中培养自

信，敢于迎接挑战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和能经受挫折、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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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心态。

因此，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要注意创新性意识、创新

人格的培养和训练，不能简单地将创新性视为天赋。更不要

简单地把创新教育只限于智育，而是德、智、体、美、劳诸育的

整体任务。

（2）改革课程，考评体系和教师的授课方式。创新教育

首先是教育观念创新。更新观念是当前高师教育改革发展

的主流。要改变单纯的知识灌输为目标的教育观，树立以学

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 4 大支柱为核心的教育目标观念。

学会认知，即知识的吸纳；学会做事，指技能和经验；学会合

作，则是相互依靠的人格和交流网络的形成。这 4 大支柱，

反映了 21 世纪对教育的需求，反映了教育从原有局限性向

跨世纪目标的转变。适应这种新形式对知识和人才的要求，

高师体育专业教育的课程和考评体系以及教师的授课方式

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应做到 5 个转变：

1）从应试型转变为素质型。分数无法揭示和证明学生

发展的整体水平，其中包括态度、兴趣、情感、意志等非智力

因素。它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佳的评价方法和手段。因

此，在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和教育制度上，应由以考试分数为

惟一标准向以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综合考察为标准的转变，

在考试内容和方法、评价标准、考试制度方面，也必须进行相

应的改革。

2）从知识型转变为创新型。实施创新教育的重点是转

变教育观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为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从培养其创造性

思维入手，使学生认识到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都有可

能成为成功者。

3）从灌输型转变为启发型。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教

学内容，教师应由并向灌输知识向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

转变，并鼓励学生标新立异，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启发学生大

胆想象，教会学生如何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发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

4）从说教型转变为身教型。高师体育专业教育是具有

教师以自身的素质（包括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形象等）直接

面对广大学生的特点，因此它决定了教师一言一行都要给学

生做出榜样，要以身作则，避免单纯的说教，可以说这种身教

重于言教的创新教育是具有说服力的教育，是学生接受教育

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熏陶和感染的质的教育。因此，高师体

育专业教育的创新教育首先应是教师受教育。这是实施创

新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

5）从斥责型转变为赏识型。创新教育过程中要改变斥

责多、批评多、不会表扬学生的现象，要学会运用恰当的语

言，恰当的神态鼓励、表扬学生过程中那怕是微小的优点和

进步，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激

情，促进教学的良性循环。实践证明，大力提倡赏识教育，能

较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3）为培养创新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马克思认

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的创新活动受诸

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对创

新活动和创新者发生作用。因此，人们创新精神的开发、创

新能力的培养与创新人格的塑造，都与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高师“作为培养高素质体育创新人才的基地之一，要为

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其一，善于营造学术宽松的氛围。其二，善于营造宽松

的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但教师不是真

理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只有建立新型平等的师生关系，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才能提高，主动性才能增强，创造性才能发

挥，教学才能相长。其三，关于营造有利于个性张扬的氛围。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新。其四，善于营造资源优化配置的氛

围。这就要求高师体育专业教育要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使有限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使学生在一个学术交流更之

泛，学术交叉更为密切的环境中成长。这就要求高师体育专

业教育改变单一的培养模式，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教学

制度的灵活性，使学生在选科和选课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

给学生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同时还不但改进考试

方法和教育评价制度，体现教育使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创

设开放的考试环境，可以让一个学生独立完成或几个学生讨

论完成提高教育的信度和分数的可行性，并把考试次数降到

最低。

（4）加强教师自身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培

养。实践证明，只有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的教师，才能

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教师了解当今高新技术发

展的最新成果，才能站在高科技的高度，鼓励学生勇敢探索；

只有教师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因

此，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就是要着力提高教师素质。

1）必须树立全面、正确的师道观和责任感，不能仅仅满

足于“传道、授业、解惑”，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引

导学生进行求异性和发散性思维，去探求未知，开拓未来。

2）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将科研看成是提高自身创新能

力，推进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3）要更新教育观念，掌握创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要坚

信每一个学生的创新潜能，注重个性特征，因材施教。

4）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放弃权威思想，建立更加良好

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善于提问。

5）注重启发式教育，积极唤起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和个

人热情，使学生真正地掌握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并能创造性

地加以应用。

3 结论

（1）高师体育专业创新教育探索性研究，必须根据 21 世

纪高师人才素质结构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素质教育的要求，

遵循高师体育专业教育的教学规律，以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

观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为管理，以培

养创新人才为重点，不断探索和建立具有较高理论性、科学

性、民主性的现代教学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的教

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专、精、广、博，合理（下转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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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体育科研向综合化和“大科学”观发展。

（3）开设的必修课少而精，选修课不仅数量多，门类齐

全，划分较细，而且比例大，选修学分都占总学分 30%以上。

选修课多注重对现实存在的前沿问题探讨。选修课比例较

高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能够结合

自己的能力、兴趣和未来的志向进行能动的学习。

（4）重视基础课程，其在学校和学院的健康教育的学士

学位课程设置中占整个学位的 1 / 3，在公共健康教育的学士

学位课程设置中占 2 / 5 还多。所设课程几乎涵盖了所有学

科领域，有阅读和写作、数学与统计、人文艺术、社会与行为

科学、生命与自然科学 5 个方面，充分体现了美国通才教育

思想。

（5）攻读硕士学位对学历的要求富有弹性，体现了不拘

一格的人才培养观。

（6）重视师范职业教育，主要反映于申请师范教育专业

的标准，教育类知识的必修课目数和学分比例较高，以及有

教师资格证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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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课程教学时间，相应延长学生、自学、选修及跨校辅修的

时间，并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锻炼是培养高师体育专业教育

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

（2）加强教师自身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培

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导创”作用，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

才。

（3）创造良好的创新教育的环境。“高师”要为体育专业

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人格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创新

氛围和环境。

（4）改革现行的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和考试体系，是当前

我国高师培养体育专业创新人才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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