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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俱乐部制教学模式与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形成关系进行分析，从而

验证俱乐部制教学是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较为适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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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l of club teaching system，the fleasible goal of PE and the formation at students
lifetime exercise habit by convestigating and collecting materials，the club teaching system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more ap-
plicable mode at PE class in hi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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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称

“纲要”）是国家对大学生在体育课程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新

时期普通高等学校制订体育教学大纲，进行体育课程建设和

评价的依据。“纲要”对体育课程的性质、目标、结构、内容与

方法、评价及课程的建设与资源的开发等方面均作了较为明

确的规定。如何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构建何等教学模式

来实现，通过问卷调查、查阅文献资料与实践研究认为：俱乐

部制教学模式是实现纲要总体要求，完成现代体育教学功能

较为适宜的形式。

1 高校公共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的构成

“俱乐部”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进行社

会、政治、文艺及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的团体和场所。”本文所

讲的俱乐部制教学模式，是指体育课以俱乐部的组织形式进

行体育教学。体育课俱乐部制的教学模式旨在教学的指导

思想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

体育能力，发挥教师的专长；在教学目标上，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己选择学习项目，选择老

师，自己确立目标，自己评价，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参

与；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面向学生开设多种类型的体育课程，

采取新生一入学即按个人兴趣、志向选择专项，打破原有系

别、班级建制，甚至年级界限，重新组合上技能课，以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要，达到学体育知识、

技能，增进健康，享受娱乐，参与竞技并进的目的，而将 1、2
年级课程列为必修课，3、4 年级、研究生课程列为选修课；把

校代表队及确有专长学生的专项运动训练列为专项的高层

次体育课程教学，兼顾特殊学生群体，开设康复、保健为主的

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全新体育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由指导思想、教学目标、教学程序、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考试方法等构成。我们考察俱乐部制的教学模式

可否适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其核心就是考核其能否实现现

代体育的功能，即学生全面身心素质的提高，终身体育锻炼

习惯的养成、符合学习体育知识技能的规律。

2 俱乐部制教学模式与体育教学目标的衔接

2 .1 俱乐部制学习的递进性，适应体育教学目标的层次性

对吉林大学 2001 级来自 21 省、市 300 名大学生在中学

（初、高中）阶段体育授课内容、教学形式及对大学阶段教学

模式的评价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1）在来自 21 个省、市的 288 名学生中，在初中阶段学

习体育的 19 个项目中 14 项均有接触，体育项目学习人数最

多的分别是篮球、田径、足球、排球、武术、速滑、乒乓球，而对

休闲项目（网球、马术）要求场地条件较高的项目相对较少，

反映初中阶段体育课教学的状况；而在高中阶段体育项目学

习人数最多的分别是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

游泳项目，仍是休闲类项目较少，同样反映了在高中阶段，简

单易学、喜闻乐见的项目开展较好。教学形式，每周 2 次体

育课，每次 50 min，结果表明，中学阶段学生对体育项目虽然

接触不同，但对一项或几项都有学习，入大学后，基本具备了

专项教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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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体育课内容、上课形式的评价表明：传统式，即以

自然班上课、教学，以技术、能力为考试标准进行考核，同学

对其评价最低，赞成率仅占 11%；而俱乐部式教学，入学后

即按个人兴趣选专业，按专项能力组织不同层次班进行教

学，以个人学习为主，教师为辅，上课时间自己选择，依完成

规定的锻炼时间、技能、体能评价体育成绩的教学形式，赞成

率达 61%。

（3）采用传统式教学与中学教学形式没有更大差异，普

修课教学内容比较全面，是对中学所学项目的简单重复，学

生既不能产生学习兴趣，又对一些动作难以掌握，接触运动

项目多，如蜻蜓点水，很难达到教学目的。

俱乐部制教学根据个人兴趣、体质及运动水平选择项目

分层次学习、参加训练，遵循了增强体质、循序渐进的原则，

掌握体育技术由简到繁、学习体育理论知识由浅入深的原

则，符合认知规律，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2 俱乐部制学习项目的专一，适应了教学目标的系统性

俱乐部制学习，采取单一的专项学习，在尊重个人兴趣

与身体条件和运动水平的前提下，对某一项目进行系统的学

习，设置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开始，到学习基本战术或高一

层次的技术，以至成为该项目的校一级的代表队或国家等级

运动员。即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再晋升为高级班，这些晋升

是根据个人身体素质、能力及技术掌握的程度而定。身体条

件好、技术水平高的同学，一入学即可进行相适应的中级班

或高级班学习，甚至进入校代表队接受更高的身体、技能训

练。这样一来，使得在中学阶段建立起来的体育兴趣继续提

升，使得已掌握的体育技能得以进一步提高。就个体而言，

是一个体质不断加强、运动技能不断提高、体育兴趣不断加

深的动态过程；整体上就形成这样一个体育教学目标不断提

升、递进的体系。

体育学习的目标具有系统性，目标的确立，应根据人体

发展的客观实际和掌握体育技能的水平来确定，即根据个体

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性和技巧等方面来确定，人在身体

不同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体育目标，表现出阶段性、递进性、

相关性，即身体不同阶段应选择不同难度的不同项目来学

习。不同阶段应有不同阶段的要求，小学、中学、大学不但在

学习内容上应有差别，而且在同一内容的要求上也不应完全

相同，如果说小学阶段是以游戏、玩耍为手段开发体质；而中

学应是学习、熟悉多项体育运动项目，增强体质；到大学应真

正较系统学习一、两个体育项目，并有一定的特长，成为终身

体育锻炼的项目。递进性，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育锻炼的

强度、技术动作的难度都应较中学阶段有明显提高。有目

标，才有动力，才有新的进步，才会使兴趣不断提升。所谓相

关性的特点，即体育项目尽管有几十项，但都是以力量、速

度、灵敏性为基础的，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并不意味着全面学

习所有体育项目，而是在具有基础素质后，再通过专项素质

的提高，掌握其他专项技术也就不难了。而且与同一项目的

同一层次的同学在一起学习、训练和比赛，由于身体素质条

件、技术基本接近，除了便于组织教学，发挥教师专业特长的

优势外，更容易激发同学的学习激情，可比性强，利于竞争，

充分发挥同学自身的潜能，与其他文化课按所报专业录取，

分数相近，在一个起点上学习的模式统一起来。

2 .3 俱乐部体制学习宽松，适应体育教学目标的灵活性

传统的体育课每周 1 次学习，如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能

参加，就没有弥补上课的机会。俱乐部制使得上课时间大幅

度地延伸，从早上 6: 00 至晚上 8 : 30，每周从周一至周六，每

次教学时间为 60 min，每周 2 次，每学期完成规定的学习时

间（比较适合普通学生），自主确定具体上课时间，使得学生

在参与学习的时间上具有灵活性的选择。

管理的灵活性。由于个人体能、技能的基础不同，每个

学生可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参与一个专项的不同层次班级学

习，掌握较快的学生可以提前晋升到高一个层次学习；反之，

掌握较慢的同学可以在该层次上反复训练；身体条件好、素

质好的同学，在完成必修课的同时，还可以选择其他项目学

习，灵活管理。

学校应尽可能创造条件设置更多项目体育课程，教师根

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担当得心应手的项目教学，把标准的示

范动作展示给学生，简捷明了地讲解，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根据自己爱好与特长，根据自己的评价，选择适合自己

风格的教师。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如近期学习负担、身体

状况，自我调整参与俱乐部的时间，调整运动负荷，这会更好

地做到体育锻炼与脑力劳动相结合。

3 俱乐部制教学与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形成

3 .1 俱乐部制教学使学生的体育意识上升为专项兴趣

调查结果表明，经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几年的体育教

育，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价值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都

是比较清楚的，但形成体育锻炼的习惯的人不多。俱乐部制

教学，给同学提供了个性、爱好发展的广阔空间，在教师指导

下，自己选择学习项目、选择教师、选择自己的学习时间，使

得每位学生个人兴趣得到满足，主动性得到极大加强，学生

会全身心投入，会利用更多的时间学习。选项课又使得教师

的业务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教师的标准示范、精炼的讲解，

对学生兴趣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吉林大学南岭校

区 2001 - 2002 两个学年 4 262 名学生进行选项教学试验，共

开设 16 个项目，第一学期报名参加 1 274 人，占总人数的 29.
9%，第二学期人数达到 2 980 人，占总人数的 68.8%，超过半

数的学生自愿地选择专项课，说明这种教学模式学生乐于接

受。传统教学模式，教学项目较多，每项学时分配较少，学生

根本无法掌握基本技术。只有从简到繁，循序渐进，从基本

技术到专项技术逐步提高，从一般身体素质到专项身体素质

的不断加强，使学生体验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再参与各类

竞赛活动，在竞争与对抗中体验乐趣，不断提高运动能力，不

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特别是得到周围人群、社会的承认，

就更能体验到体育的价值。即便是跑步，在一些人眼里看似

枯燥，但对于有长跑习惯的人来说，则是一种享受、一种乐

趣，那种每次活动后的愉悦感、轻松感，只有经过磨炼的人才

能体验到。观察也发现，凡是常年坚持体育锻炼的人，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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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都坚持某一、两个项目，也是他最喜欢的项目，常常又是

有点成就的项目，而很少有每个项目都去参加的人。实践又

证明，通过 4 个学期的专项学习，学生基本可以掌握 1 个项

目的体育技能，随着技能的提高，参与兴趣会更浓，运动的强

度也会加大，形成对某项运动的偏好，这时学生会自觉地安

排自己的健身时间，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可能形成。

3 .2 俱乐部制教学，适应了大学生的身心要求

所谓的身心要求，是运动者对运动的强烈欲望，在训练

中掌握体育技能的强烈的成功欲，在参与运动比赛中的强烈

竞争意识和表现欲。运动后身体轻松，心情愉悦，精力充沛，

运动成了一种享受，继而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锻炼习惯，

保持锻炼的激情。而俱乐部制教学，由于课程设置多样化、

个人学习项目的专业化、学习过程的层次化、成绩考评的综

合化，使得学生的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传统的教学模式

下，按自然班教学，开设项目轮转频繁，各项目教学始终是在

基本技术上打转转，即使是喜闻乐见的篮球、足球这类课程，

在一个自然班教学中，总有一部分同学根本不感兴趣，有一

部分同学没有任何基础，也会有部分同学兴趣浓厚、技术较

好。在课堂上，老师教的是篮球，某些同学心理想学的是足

球，或其他项目。教师在内容的安排、练习方法，难易程度上

不得不把标准确定在中间层次，照顾大多数，使得兴趣浓厚，

技术、体能较好的同学不能尽兴，甚至达不到提高的目的，无

法充分的表现，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对于技能较差的同学，又

无能力去表现，甚至没有欲望，教学对象的差异性过大，无论

是场地器材的保证能力，还是教学方法的改进，都难以使得

每个同学欲望充分满足，体能得到充分调动。

秦勇、翟奕轩二同志对中原工学院 2000 级本科生 1 200
学生中进行两轮两种不同形式的问卷调查（选用日本早稻田

体育课效果调查表），结果表明。对体育课的愉悦方面，一年

级普修课可能因为运动项目较多，练习的心理、生理负荷较

大，也可能是由于场地、安全因素的制约，课堂教学较严格，

对学生的身心解放感、参与乐趣、人际交往的体验、对体育课

自主思考等项目得分较低；而二年级专项课中，除课时无变

化外，其他项目较普修都有提高。在对体育课的评价方面，

普修课与专项课相比，协同意识、懂得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

心情激动等因素有提高，表明学生对于学习要求不仅仅停留

在“自己学”的水平上，更在于“共同学”。在体育课的价值方

面，学生对普修中集体配合、集体凝聚力、集体乐趣、利己主

义的限制等评价不高，而对于专选课，这几项得分都有明显

提高。学生对这两种形式的体育教学的态度变化表明，在完

成教学目标、内容的前提下，学生更看重学习的氛围，学习内

容的功能、规律，而不是运动技能上的简单传授，更注重心理

体验。

3 .3 掌握体育技能的成就感，参与竞赛的荣誉感，身体素质

增强的自信力，使得体育锻炼成为习惯

每项体育运动都由若干体育动作组成，掌握一个技术动

作需几十次、上百次甚至上千次反复练习，要花费大量的心

血和气力，随着动作的掌握，也标志着力量素质、灵敏性、柔

韧性的提高。俱乐部制教学运作方式给同学提供了掌握专

项体育技能的条件，因为专项选修，使得掌握技术动作时间

基本有了保证。通过 4 年的学习，对该项运动从理论知识到

实践有了充分的理解，对该项运动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感情，

并能自觉地反复实践。

由于俱乐部制教学是按学生个人兴趣、身体条件、技术

掌握程度而组织的集教学、训练与比赛为一体的教学，每个

同学的起点相近，参与比赛具有广泛性、公平性，更具竞争

性。组织竞赛，是所有体育教育过程中最有魅力、最有挑战

性的活动，既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也是激励同学努力提高

技能、刻苦锻炼的最好手段。同一项目的同一层次学生间的

比赛，使得同学们体验到参与竞赛的荣誉，晋升高一层次的

胜利，使同学们体验到成就的快乐，身体素质增强，学习精力

充沛，学习效果好，对于克服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困难就更

加自信，挑战自我、参与社会、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能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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