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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知识经济为背景的信息社会时代，创新是教育思想的灵魂，作为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的高校体育，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新教育指导思想和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加

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创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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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era of technological economy，creative education is necessary for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physi-
cal education should change the education guilding principle and the technical-learning means. It must enphasiz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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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肩负着培养和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历史使命。高等

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具有创新精神，具备崇尚创新、追

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意识。在创新教育中，高校体育既是

内容，又是手段。高校体育首先要克服传统的应试教育观

念，要认识到体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解决学生体质、知

识与动作技术的问题，而且必须建立以提高全面素质为基础

的创新教育体系，开展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教育。

1 创新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教育是针对传统教育提出来的，刨新教育是从学生

心智发展规律出发，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

力，帮助学生形成创新个性品质的教育。广义上讲，凡有利

于受教育者树立创新志向、培养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性思维、

增长创新才能而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可称为创新教育。

开展创新教育是教育“三个面向”的需要，是适应知识经

济时代的需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推动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顺应国际教育趋势的需要。在

整个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中，高校作为教育环节中的高级阶

段，开展创新教育显得尤为迫切。

2 师资队伍建设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前提

高校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校体育工作关键要依靠并充分发挥全体体育教师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目前高校体育教师尚难以适应这种巨大而

深刻的变革要求，无论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知识结构、教

学技能等都与创新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全面提高

高校体育教师的素质，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湛、相对稳定

的教师队伍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据研究表明：

到 20 世纪末，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但师资力

量相对薄弱，教师在职称、学历结构方面与其他学科有较大

差距。在新世纪，我国高校的体育教师培养方向由“运动技

术型”逐渐转为“技术理论型”，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高度的责任心，还要具有过硬的运动技术水平、精深的

理论基础、广博的知识、较好的表达能力和科研能力，具有开

拓性的思维观念⋯⋯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有力地推动创

新教育；只有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教师，才能对学生

进行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能力；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不断学

习提高的能力，才能去教学生如何学习。为适应知识经济发

展的要求，体育教师将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

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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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创新教育必须更新体育指导思想

教育思想的转变是全面实施创新教育的前提。我们必

须改变传统教育思想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价值观、质量观、

人才观、教师观、学生观，使我们的教育思想真正从专才教育

转变为通才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变接受式教

育为创新式教育，变知识再现型学生为知识发现型学生，变

学生的适应性学习为创新性学习。必须将传统的知识质量

观以及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含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

量观。

现行的高校体育教学，过多地追求学生在校期间身体、

心理、技术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与社会的衔接。教学方法枯

燥，教师统一指令、示范讲解，无暇顾及学生的感受和体验体

育运动固有的乐趣，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随

着学校体育改革研究的深入，学校体育在“健康第一”的主导

思想的前提下，逐步变传统的技能教育的指导思想，为注重

学生全面发展和培养能力的指导思想。在体育教学中以促

进学生的德、智、体和谐发展为宗旨，把运动技能、技术教学

与发展身体结合起来，将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贯穿于体育教

学过程的始终，重视对学生体育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在各

种各样的条件下进行身体锻炼的习惯和能力，培养符合社会

发展需要的身心协调发展、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4 开展创新教育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

（1）摒弃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高校教师应努力

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以引导为

主，力争把体育课上成体育引导课，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

系，提倡师生共同研讨问题。大学生已初步形成了个性化的

认识体系，他们思维的独立性、批评性、选择性已有较大发

展，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意志对教师的言传身教进行加工、

改造、吸收，使其纳入到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之中，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自觉的评价标准。平等的研讨，自由的双向交流，

最有利于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通过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

方法，培养学生开拓精神、创造能力和参与意识，使学习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2）实施高校体育俱乐部形式的教学。根据我国教育的

实际情况，发展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势在必行。体育俱乐部

的活动也将从单纯的运动技术、技能学习向提高学生整体体

育文化素质的转化。俱乐部应坚持以多样性和自主性为指

导思想，以满足需要、发展个性、课内外一体化、健康自我投

资为基本原则。为了适应大学生的不同体育需要，各高校应

根据自身的条件，组织多种多样的体育俱乐部，让学生通过

俱乐部充分锻炼身体，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健身、娱

乐、休闲、竞赛等多种目的。

5 开展创新教育，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

学生的个性发展

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全体学生体质的增强与

知识的获得，又要注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不是把学生

囿于固定、呆板的条条框框之中。发展学生个性，需要教师

积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一个人对感兴趣的事物非常投

入，兴趣就会升华为习惯。因此，在体育教学工作中，要注重

个性教育和个性化教学。培养个性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学生

的创造力，使之成为创造型人才。创造能力体现为一种高级

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不仅是以本学科的智力发展为前

提，同时也以相关学科的智力发展为基础。许多成功者的经

验证明，只有具备了稳定的、良好的个性品质，才能更好地运

用其所学的知识。在体育教学工作时，应正视学生个体差

异，重视因材施教，对学生应鼓励其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发

展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

（l）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确立主体意识意味着人的能动性、主动性、选择性

和创造性的发挥。确立主体意识，还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理想

人生价值目标的追求。在体育教学中应让学生充分体验主

体意识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与激情，启发引导学生自觉参与

各种体育活动，使他们学会必要的技术和技能，促进其锻炼

习惯的养成。帮助学生成立各种体育协会，培养学生的组织

和参与意识，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的目的，使他们

认识生命的价值，即自身存在的价值。

（2）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人格

不是单个人的自我规定，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的社会

性的标志，是人的素质多方面的规定性。体育课和体育活动

时间，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最佳场所之一，既可体验集体对个

体的约束，又能在其中充分张扬个性。学校体育在帮助学生

克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方面具有其他

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高校体育教学对培养学生的自尊自

信、坚韧不拔、沉着果敢、开拓进取等心理品质都有特殊的效

用，有利于学生的独立完整的人格特征的形成。尊重学生的

个人兴趣和爱好，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不局限于

过去传统的教学大纲的限制，学生的个性得到尊重和发展这

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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