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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体育师资培养出现了高学历化、在职培养、入职教育和

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新形势，但我国未能赶上时代步伐。以体育教师培养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国外

发达国家体育师资培养的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在职教育 3 阶段的比较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体

育师资培养存在体育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相分离，体育教师入职教育形式化，体

育教师培养偏离重心，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不健全、内容不科学等问题。解决现有体育师资

培养存在问题的对策包括体系、模式、内容、手段、制度、管理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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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orldwide there has been such a new 

situation a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having an ever increasingly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on-the-job 

cultivation, job-taking education and after-the-job training being integrated, however, China has failed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ime. By basing her study subje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by compar-

ing it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verseas at such 3 stages as be-

fore-the-job education, job-taking education and on-the-job education,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the fol-

low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at the current stage: be-

fore-the-job education, job-taking education and on-the-job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re separated; 

job-taking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becomes simply a form;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deviates from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continuous edu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completed, and the contents are not scientific. Solutions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clude innovations in systems, modes, contents, means, institution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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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世界各国采用“教师教育”

代替“师范教育”概念，这就使体育师资培养出现了

拓展空间。国际上出现了培养体育师资的高学历化，

在职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教师教育转

向综合化的格局[1-3]。但是，中国的体育教师培养并没

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局限性。

本文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1  我国现有体育教师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体育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相分离 

    综观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百年发展， 鲜明的特征

不外乎“依附”。 初的体育师资培养以模仿日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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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向美国，然后到解放前都一直以“美式”为主[4]。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教师教育模式开始摈弃旧中国采

用的美国体育教师教育模式，基本照搬了苏联以培养

“专才”为核心的体育教师教育模式，从专业设置、

学制、培养目标、课程方案到课程所采用的教学大纲、

教材，都以引进前苏联为主。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原

因，我国体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承

担，从人员到设备、经费等多种资源，课程、教育、

教学、教育研究等业务领域都很少沟通；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负责在职培训的体育教师进修机构，主要任

务仍是学历补偿教育，入职教育几乎没有贯彻到体育

教师教育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存在二方面弊端：体育

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与在职培训各自为政，互

不相关，难以对体育教师的终身教育做统筹安排；体

育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的层次倒置、互相割据，

使得在职培训难以起到继续提高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

效果，严重影响了体育师资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1.2  体育教师入职教育形式化 

    体育教师的入职教育是指体育教师在试用期所接

受的各种教育活动，它是体育教师培养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对于新体育教师顺利成长、促进其专业化发展、

尽快适应教师职业生活、及早胜任工作岗位、沟通职

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等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终身

教育观念广泛流行，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与在职

培训一体化倾向日趋明显的背景下，我国体育教师的

入职教育形式化严重，缺乏具有实效的教育教学实践

活动的锻炼。 

1.3  体育教师培养偏离重心 

    目前，我国中学体育师资培养数量上存在总体满

足，略有余额状况。体育教师学历合格率初中高于高

中、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青年教师比

例大，低职称教师比例偏高，整体素质偏低。在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体育教师学历基本达标，现在

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继续教育方面。但在我国广大农村、

边远省市，特别是西部地区教师数量不足，教师合格

率偏低，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0 世纪末，我国

初中、高中、高校体育教师数量均基本满足要求。但学

历合格率较低，到 2000 年底，我国小学、初中、高中

体育教师达标率分别仅为 61.84％，57.90％，36.76％[6]。

而且目前在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中，本科学

位者占 56.19％；硕士以上仅占 9.21％，其中博士占有

率尤其低，仅 0.55％[7]，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师资和

体育教育专业教师状况为教师数量呈相对饱和状态，

高学历者比例较低，硕士、博士所占教师人数的比例

不及 20%[8]，这与国家要求高等学校教师中具有硕士

学位以上教师人数达到 40％还有一定的差距。从数据

来看，我国体育教师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不平衡，我国

培养的体育教师总体业务水平不高，体育教师在职培

训任务很重。目前我国体育师资培养将要向培训目标

进行战略转移，即在体育师资匮乏年代，培养是第 1

位，培训为第 2 位；而在体育师资数量盈余时，体育

教师培训要变成第 1 位，而体育教师培养则应该处于

第 2 位。 

1.4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不健全，内容不科学 

虽然继续教育的问题已引起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

重视，但体育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制度还不健全，即

体育教师在职培训制度不完善。同时，学校体育的地

位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反差，严重影响体育教师工作的

积极性，使他们缺乏继续学习的动机和专业发展的要

求，思想认识的局限和“一次性教育终身受益”的观

念，致使体育教师对继续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也与目前

继续教育内容脱离教学实际，缺乏实用性、针对性、

先进性和实践性有关。无论是继续教育的内容还是形

式和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完善和提高。 

 

2  解决现有体育师资培养存在问题的对策 

2.1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体系 

建立开放灵活的体育教师培养体系，是体育教师

培养改革的总体方向。建构新型体育教师培养体系，

关键是要打破单一、封闭的旧格局，建立多元化的体

育教师培养新格局。体育教师培养格局多元化，不仅

指综合型等类型大学的参与，也包括现有师范院校和

专业体育学院的学科改造与提升。要根据各级各类体

育教师培养和体育教师终身学习提高的要求，从更高

层次上考虑、设计相关的学科与专业。特别是重点师

范大学，承担培养高水平、高层次体育教师的任务，

体育教师培养的着力点应当上移至研究生层次。 

现在体育教师越来越成为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的专

业化职业。因此，以往仅以强调师德师风为重的师范

教育，必然要被强调专业性和独特地位的体育师资培

养所取代。一体化的体育教师培养是“为适应学习化

社会的需要，以终身体育教育思想为指导，根据体育

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关理论，对体育教师教育的全过程

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建立起体育教师教育各个阶段

互相衔接的，既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的体育教师

教育体系”。 

体育教师教育的一体化，实质上是组合体育教师

教育的内容，变一次性、终结性的培养为连续性、终

身性的教育，用职后教育来深化职前教育，又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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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育中体现体育教师教育的实践性，并用不同于

职前培养的方式解决体育教师职后教育的问题。 

2.2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模式 

培养出来的体育教师应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质，

适应社会对多层次、多规格体育教育人才的需求。培

养出 优秀的体育教师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

合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很重要，随着国家体育教师教

育转化到“大学加教育学院”的轨道上来，需要进一

步提高体育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实施“4+2”等

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层次的、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

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师培养模式上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2.3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内容 

教师培养模式的创新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教

材、师资、教学方法、技术手段和实践环节的改革。

构建适应体育教师终身发展的课程体系，从体育教师

职业发展的需求出发，注重理念、素质、能力、知识

的综合培养，完善体育教师的能力和知识结构。要高

度关注具有时代感、针对性、实用性和创新空间的教

材体系和素材库的建设；强调发展性的实践环节，提

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要完善教育专业体育教师、

学科专业体育教师、中小学特级体育教师及其他优秀

教育工作者相结合的体育教师教育队伍。开展教育、

教学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合作研究，加强大学与中小学

的合作，把教学活动的具体问题作为体育教师教育教

学与研究的对象，推动体育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也为体育教师教育内容和手段创新开辟新路。 

2.4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系统集成各种资

源，加快体育师资培养的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在信

息化时代，体育教师教育信息化是教师教育现代化的

应有之义。体育教师教育信息化就是实施信息技术与

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有机整合，实施体育教师信息技

术教学应用培训，建立体育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标准

体系，有效整合教师教育院校、计算机网络、卫星广

播电视力量，构建开放的体育教师教育支持服务体系，

推进体育教师教育方法与技术创新，加速推进现代信

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在体育教师教育中的普及和应用，

实现体育教师教育跨越式发展。 

2.5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的制度 

在体育教师培养制度中，完善体育教师资格制度

是保证体育教师质量和水平的关键。首先要严把体育

教师入口关。在规范体育教师学历资格要求的基础上，

重视对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特别要重视道德素

质、心理品质和学习能力。其次要探索完善体育教师

资格再认证制度，应使其成为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激

发体育教师终身学习的动力。制定《体育教师教育条

例》，将体育教师教育的制度、机构、实施、经费与条

件保障、责任等规范化，将教师培养、入职教育和教

师培训等制度化，形成政府主导、依法监管、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的管理机制，促进体育教师教育规范化

和制度化。 

体育师资培养实行政府分级负责、宏观管理，教

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并组织实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体育教师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宏观管理、综

合协调和督导评估；体育教师培养实行以各省为主或

省市(地)共管，体育教师培训实行以县为主，省市(地)

统筹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中

小学体育教师培养培训管理职能，杜绝多头领导、重

复培训，造成资源浪费等现象发生。 

体育师资培养督导评估纳入国家教育督导体系。

建立 5 年为周期的体育教师教育机构资质再认证和体

育教师教育质量水平等级评估制度。成立国家体育教

师教育质量鉴定委员会，由政府授权对体育教师教育

机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和体育教师教育质量等进行

评估认定。在对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进行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中，将体育教师教育作为核心指标。建立体

育教师教育信息发布和督导评估结果公布制度，加强

中小学校和社会对体育教师教育的监督。 

2.6  创新体育教师培养管理 

完善体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依据《教师标准》，

修改《体育教师资格条理》，严格体育教师准入，逐步

提高体育教师资格的学历起点。实行体育教师资格试

用期、定期再认定制度。实行体育教师资格临时、长

期、终身证书分类制度。实行体育教师资格国家考试

制度，强调对思想品德、基础知识、教育教学能力、

心理素质和人格特征的鉴定。 

建立体育教师培训证书制度。实施中小学体育教

师继续教育 5 年为周期的培训证书制度，规定不同职

称体育教师每 5 年进修学习的内容和要求，修得学分

登记造册。建立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课程学分互认制度，

实行体育教师资格再认证制度与国家培训证书制度相

互沟通和衔接，为体育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改革体育教师用人制度，改革岗位聘用、

职称评定、考核奖惩办法，形成体育教师培训与教师

管理紧密结合的互动机制，促进体育教师自觉学习，

激励教师终身发展。建立和完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

约束和激励机制。 

 

中国体育教师培养正处在转变期，转变的主要标

志：由传统的师范教育向体育教师教育转变；由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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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范教育体系向开放的体育教师教育体系转变；由

老三级师范教育向新三级体育教师教育转变。这种转

变的实质是提高体育教师职业的专业化，以适应时代

的变化和教育改革的要求。同时，只有体育教师专业

化才能提高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体育师资培养应该采用混合型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从国际师资培养的潮流来看，我国体育师资培养

只有建立一体化的教育管理机制、组织机构，统筹职

前教育、入职教育和职后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组成

一体化的教师队伍，才能整体优化教育资源机构，解

决体育教师培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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