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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退役运动员的就业与出路，一直是困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长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的难题。在分析我国退役运动员职业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阐明退役运动员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

出在目前函授教育、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3 种主要渠道中，体育职业教育是当前解决退役运

动员“出路难”的有效途径，尽快建立以体育职业技术院校为龙头，形成多类型、多层次、多形

式、多渠道的运动员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体系，保证运动员在训期间完成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

同时，也能完成学历教育，从而拓展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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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and ways out of retired athlete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ha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undertaking in China and has not been solv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retired athletes in China, the author specified the impor-

t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retired athlete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mong such 3 major 

channels as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 regular college education and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vailable today,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is currently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retired athletes 

to find an way out; a multi-type, multi-layer, multi-form and multi-channel athlete vocational skil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lead by institutes of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

sible, so as to ensure that athletes can complete degree conferred education while they complete vocational skil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uring the training period, thus to expand the ways to employment of retir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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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长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的难题。北京奥运会

后，我国将根据体育事业未来发展趋势和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群众体

育，在此基础上，继续坚持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

使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在训优

秀运动员约 2.3 万人，每年有 3 000~6 000 名专业运动

员退役，有数字显示，每年有 40%的退役运动员难以

按时适当安置[1]。除了拥有运动能力和一身伤病之外，

这些运动员缺少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职业技能。后奥

运时期，我国只要继续抓竞技体育，运动员退役后的

“就业难”问题就会存在，就需要继续采取各种应对

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本文通过对退役运动员职业教

育的现状分析，力求寻找通过职业教育解决退役运动

员出路的有效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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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退役运动员职业教育现状 
退役运动员职业教育是指对退役运动员进行学历

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从我国退役运动员目前学

历职业教育现状看，教育培训渠道主要有 3 种： 

1)函授教育。这种学历教育，曾经为运动员的就

业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现在运动员进行函授教育

的已为数不多，就是拿到了函授的毕业文凭，就业的

竞争力也不强。 

2)普通高校本科(少数研究生)教育。退役运动员通

过普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单招或体育院校运动训练

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招进入高校学习。目前优

秀运动员大多数是通过这种形式先读大学本科，毕业

后就业。 

3)体育高等职业教育。20 世纪各省(区、市)体育

中专(即体育运动学校)在解决运动员就业问题上发挥

过较大作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到 2007

年全国已有辽宁、湖南、浙江、福建、内蒙古、安徽、

广东、广州、云南、南京、西安、宁夏等 12 个省、市

的体育运动学校(中专)升格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江

西、北京、上海、四川、湖北等省、市也在积极地筹

建。多年的办学实践，已初步显示出体育职业教育在

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和潜在优势，

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已逐步成为我国

退役运动员教育培训与就业安置的重要途径。 

 

2  职业教育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出路的重要

途经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在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温家宝总理也指出，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国家要把发展职业教育

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运动员退役后的再就业问题，是关系运动员个

人发展、竞技体育兴衰和国家声誉的一项社会化系统

工程”[2]。为适应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家

体育总局把运动员的职业教育放在很高的位置，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发展体育职

业教育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3]，

并对发展体育职业教育的意义、原则、目标、办学方

向、经费和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全国各

地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加强对退役运动员进

行学历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为了妥善安置退役

运动员，应强化以“学校”为依托的运动员培养模式；

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并强化监督执行力度；

建立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以市场为导向，拓宽运动

员就业渠道”[4]。各省市除了成立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体育专业的学历教育外，也纷纷组

织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运动员转变就业观

念，强化退役再就业意识，提高就业技能，切实增强

运动员再就业的社会竞争力，为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

转换做好积极的准备，帮助运动员顺利实现职业生涯各

阶段的衔接和过渡。“全社会要大力支持退役运动员的

安置工作，增强运动员的就业竞争力。”[5]2007 年对 21

个省、市体育局人事部门进行的调查表明，全国各地

均不同程度地组织过教练员上岗证、裁判员等级证、

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证、教师资格证、计算机技能证、

驾驶证等职业培训。这些经过培训的退役运动员就业

率达 90%以上，占全部退役运动员的 75%。调查表明

对在役和退役运动员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是解

决运动员就业难问题的新形式和重要途径。 

 

3  职业教育的优越性 
目前，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形式有政策安置、岗前

培训安置和学历教育安置等 3 种方式。 

政策安置和职业技能培训对运动员的就业有一定

的作用，但由于运动员受教育不够，没有学历，就业

的情况也不尽理想。分析其原因，一是运动员除了具

有较高的专项运动技术以外，再没有其他职业技能，

而且文化水平较低；二是运动队实行封闭式的准军事

化管理，运动员难以接触社会，致使他们社会经验缺

乏，社会适应能力不强；三是运动员常年超负荷的训

练，往往带来许多伤病，不仅影响他们的运动成绩，

有的甚至影响正常的生活；四是社会上多年来对运动

员形成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错误观念，使其

被社会接受程度较低。这些劣势造成了退役运动员就

业竞争力不强，就业时处于明显的不平等地位，即使

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落实了工作，仍然存在被再次淘

汰的危险。 

普通高校对退役运动员的学历教育有很大的帮

助，但由于专业不对口，不少运动员取得文凭后也难

以找到工作。河南省体工队反映，普通高校本科开设

的课程大多是专业基础知识，职业技能课程开设的太

少，运动员难于学习和掌握就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

山西省反映，现役优秀运动员和山西大学对口挂钩，

解决了本科学历教育，但由于运动员的文化基础较差，

适应不了本科专业的要求，即使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水

平很高，毕业以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比较欠

缺，到了就业时用人单位难以认可，仍然难以找到适

合于自己的工作。广东省有不少运动员被重点大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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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录取读本科，毕业后拿到本科文凭，可到社会应聘

还是竞争不过那些通过高考进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的

运动员找不到工作只好又重读体育专业，回到体育系

统就业。如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就有 6 名退役运动

员在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经广东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职业培训后又回到体育部门任职。 

目前我国 13 所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中，所设专业少

则 2 个，多则 8 个，学制一般 2~3 年，多数学院已开

办“3+2”五年制的高职高专。这些体育职业技术院

校在解决退役运动员教育、培训和就业安置上，显现

出越来越多的优势：首先，学制较短，转向灵活，适

合大多数优秀运动员经历长期训练后想尽早参加工作

的需求。其次，专业与实际工作挂靠紧密，突出技能

培养，强调取得“双证”(即学历证和职业技能证)，

就业容易，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运动员的体育专长。第

三，退役运动员既能胜任体育高职专业的学习，也能

充分发挥专长，非常适合优秀运动员的学习深造，是

优秀运动员实现“二次就业”重要、理想的途径。第

四，可以为进入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的运动员，开

设体育服务与管理、体育英语、体育旅游、体育经纪

等专业方向的课程，以拓宽运动员的就业面。目前部

分省市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设置的“五年一贯制”的高

职教育专业，深受运动员的欢迎。各省市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还可以充分利用省、市体育职业技能鉴定站，

把高职高专课程和职业资格考证课程开设到训练基

地，为优秀运动员进行职业技能岗位培训，帮助运动

员获取职业技能资格证，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一般普通高校难以具有的优势。 后，优秀运动

员所进行的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与运动员未来从事的

工作紧密地结合。国家花重金培养的运动员，国家应

予珍惜和重视，尤其是一些成才周期较长项目的运动

员，如体操运动员从进队到出成绩，需要 8～10 年的

时间，调查中不少人认为，运动员进了运动队，对他

所从事的专项运动训练来说，就等于进了一所特殊的

高等院校，运动员在运动队长期艰苦的训练中所花费

的精力和时间，所付出的心血和流出的汗水，不见得

比一个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少。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把运动员培养出来，运动员所取得的运动成绩

和高超的专项技艺，退役之后不能很好地转型就业，

这本身就是对国家财富的极大浪费。 

 

4  以体育职业技术院校为龙头，建立灵活的

运动员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体系 
高等体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能力强、

技术熟练的技术人员。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是直接面向社会一定的工作岗位培养人才，它不追求

高学历而追求高技能，不追求理论的系统性而追求应

用性、实用性和动手能力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实

际上就是“就业教育”，因为“学生就业”是高等职业

技术院校办学的根本目的，“就业率”的高低是高等职

业技术院校办学的命根子。因此要依据不同运动队、

不同运动项目训练的实际，采取行之有效的学、训交

替形式。为了防止运动员退役之后才开始进行职业教

育的现象，对现役运动员一定要适时接受职业技能教

育与培训，在课程内容设置上要突出职业技能的培养。

并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存，全日制教育与职

业教育并举，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职业资格鉴定并

重的多元办学思路，形成中国特色的体育职业技能教

育与培训体系。 

职业教育包含初等、中等、高等 3 个层次。初等

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各种

类型长短期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中等职业教育是职

业教育系统的主体，它在开发人力资源、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促进就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等职业

教育是在中等职业教育基础上，施行高一层次的职业

教育，它培养高等技能型人才。 

1)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对现役运动员

在基本完成义务教育的课程基础上，应进行初步的职

业意识教育，可考虑重点开设职业知识、应用文习作、

计算机入门等职业教育课程，列入本阶段教学计划。 

2)高中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在基本完成高中教

育计划的基础上，可考虑重点开设职业道德、应用写

作、公关礼仪、常用英语对话等职业教育课程，列入

本阶段教学计划(如原计划已有的课程，可以结合进行

授课，但必须突出应用能力的教育)。 

3)专科、本科教育：对升入大专、本科学习的在

役运动员，其学习内容与要求，按照退役运动员所在

体育院系各专业教育计划进行，但必须加强其职业针

对性和应用性。 

4)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的职业教育:国家体

育总局印发《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规定，运动员从退役到就业的时间，不

超过 1 年，这段时间称之为“职业转换过渡期”。运动

员在这段时间所进行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与未来就

业工作，应结合得更为紧密。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

训的内容与要求，需要根据退役运动员的不同专项、

不同年龄、不同就业要求而定。针对就业岗位而进行

的教育与培训，需要根据该岗位对知识、技能的要求，

而确定学习的内容与要求；针对专业涉及的岗位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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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教育与培训，需要根据该专业对口对知识、技

能的要求，而确定学习的内容与要求。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

训，形式多样、安排灵活；时间可长可短、要求可高

可低。但是从有利于运动员就业，有利于运动员找到

更适合、更满意工作的角度， 理想的是结合社会急

需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进行培训。充分利用运动员退

役后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时间，学完该专业的课程，

再用半年的时间到工作单位边实训边试用工作，对达

到该专业学习要求的，颁发高职高专毕业证书。据教

育部公布的体育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目前全国体育职

业学院开设的专业有：运动训练、竞技体育、社会体

育、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体育教育等。退役

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应结合以

上专业要求，根据退役运动员不同情况和要求设置不

同岗位方向的培养计划和方案，如体育教练、社会体

育指导员、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体育教育等。

其培训内容包括基本知识方面的课程和专业与岗位方

向方面的课程。基本知识方面课程，可考虑开设：思

想品德、应用写作、实用英语、计算机、运动解剖、

运动生理、体育保健、运动心理、运动训练、竞赛组

织与编排、体育赛事与管理、体育学概论等公共课程

等课程。专业与岗位的课程，“体育教练、社会体育指

导员”可按球类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水上教练、

社会体育指导员，健美操、拳击、武术、跆拳道教练、

社会体育指导员，滑冰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岗位

方向开设课程。“体育保健”可按保健按摩，健身健美

指导，体质监测，运动损伤防治等岗位方向开设课程。

“体育服务与管理”可按俱乐部管理与经营，体育场

地工管理，社区体育管理等岗位方向开设课程。“体育

教育”按体育教师岗位方向开设课程。 

 

综上所述，体育职业教育是当前解决退役运动员

“出路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体育职业教育为退役运

动员出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应尽快建立以体育职业

技术院校为龙头，形成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多

渠道的运动员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议国家应

建立运动员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制度。保证运动员

在训期间完成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同时，完成学历

教育，从而拓宽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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