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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体育课程结构系统化这一命题，在讨论相关概念和构成要素及分类的基础上，

构建了宏观体育课程结构体系，并对其动态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从宏观角度上看，

体育课程结构是一种课程类型结构。可划分为管理规划层、存在形态层和操作层 3 个层次。其动

态变化规律表现为，随着学段上升，学科课程和选修课程应逐渐增加，而活动课程和必修课程应

呈现递减趋势。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的关系，其变化规律不是体现在比例

分配上，而是随着学段的上升，两者的融合应不断向深层次发展，从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层面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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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related concepts,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classification by sticking to such a 

proposition as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ucture, the authors established a macro-

scop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uctural system, studied its dynamic changing patterns, and drew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ucture is a curriculum 

type struc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such 3 levels as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level, the existing form level and the 

operating level; its dynamic changing pattern shows that with increment of the learning session, major courses and 

optional courses should be gradually added while activity courses and required courses should show a gradually re-

duced trend; recessive courses and dominant courses are in a mutually supplementing and penetrating relationship, 

their changing pattern is not embodied in proportion allocation, but in that with the increment of the learning ses-

sion, the fusion of both of them should be constantly developed towards a deeper level,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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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结构作为体育课程的核心所在是教育思

想付诸实践的桥梁，为体育课程内容的合理组织与顺

利实施提供依据和保障。新课程标准的三级课程管理

体制的确立，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统一课程政

策，课程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和学校，使我国体育课程

多样化发展成为可能，而这首先应体现在课程结构上。

但一直以来体育界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研究并不广泛

和深入，由于体育课程理论基础研究薄弱，导致了体

育课程结构的研究相对滞后。从目前关于体育课程结

构的研究来看，本就为数不多的研究还基本集中在高

校体育课程结构和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体系上，

并且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课程结构的涵义认识出

现严重偏差，如将学校体育的组织形式(课堂体育、课

外体育、校外体育)理解为体育课程结构体系等。体育

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课程贯串着我国

大、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长达 14 年之久，对于增



 
第 3 期 白真等：体育课程结构系统化研究 49  

 

进学生的健康，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传承优秀体育

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而不同

学段，体育课程结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复杂的

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它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使得体育课

程的结构模式设计相对复杂，多种课程类型、教学模

式及内容相互交融、优势互补的结构模式是体育课程

发展的必然趋势[1]。深入探讨体育课程结构的实质，把

握体育课程结构的构成要素，实现其系统化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体育课程结构的概念及形态 

1.1  课程结构的概念 

结构是系统科学中的一个术语。随着全球课程改

革的不断深入，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关

注课程结构的研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时

至今日，课程结构也没有相对确切、能够比较广泛认

同和规范运用的概念。 

《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中将课程结构的概念界定

为“实施普通中小学计划中课程衔接和联系的学时比

例关系。”[2]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中将课程结

构的概念定义为“构成教育系统或学校课程的要素加

以安排、联系和排列的方式。”[3] 

我国学者施良方[4]认为：“课程结构指课程各部分

的组织和配合，即探讨课程各组成部分如何有机地联

系在一起的问题。” 

廖哲勋等[5]指出：“课程结构是课程内部各要素、

各成分、各部门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 

张华[6]指出：“课程结构，是指把学生在校学习时

间分为各部分，在不同的学习时间安排不同的课程类

型，由此形成一个课程类型的组织体系。” 

也有学者指出，课程结构是课程各部分的配合和

组织，它是课程体系的骨架，主要规定了组成课程体

系的学科门类，以及各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必修课

与选修课、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搭配等，体现出一

定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 

以上研究尽管视角选择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

总结分析不同研究者的定义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性：

课程结构是由不同要素构成，而不同要素不是简单拼

凑，而是各成分有机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与建构。

这给我们界定体育课程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学者

们对课程结构的理解基本是从结构的存在形式角度来

界定的，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同学科都具有相应的

特点，因此，对具体学科而言要重视特殊性和价值功

效问题。本文将体育课程结构涵义界定为： 

体育课程结构是指在学校体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过程中，将不同层次的构成要素，如课程类型、科目

及科目具体内容等按不同学段的课程目标要求和学生

的身心特点合理搭配和联结而形成的组织体系。 

1.2  体育课程结构的形态 

在系统论中，层次性是任何系统结构都具有的共

同特征。因此，体育课程结构也同样具有层次性。体

育课程结构分为宏观、中观、微观 3 个不同层面[7-8]。 

宏观上，体育课程结构是一种课程类型结构。其

基本构成成分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选

修课程、必修课程；显性课程(学科类课程、活动类课

程)、隐性课程等课程类型的组织关系。 

中观上，是指课程的科类结构。中观体育课程结

构是在宏观体育课程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分解，科

学地设置体育各科目及各科目之间的关系。 

微观上，指某个学科或科目内部知识的组合，即

学科知识结构。如各年级各种教材的比例及横纵关系

等。同时，也包括相关的隐性课程各构成要素的内在

结构。 

本研究中，将在宏观上研究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结

构。 

 

2  不同课程类型的划分及特点 
课程类型是指课程的组织方式或指设计课程的种

类[9]。宏观层面的课程结构就是不同课程类型之间所形

成的比重及相互联系。本研究中所指课程类型主要包

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选修课程、必

修课程；显性课程(学科类课程、活动类课程)、隐性

课程。这些课程类型是根据不同目的和标准划分的。 

2.1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这是从课程设

计、开发和管理来区分的 3 种类型。目的是妥善处理

课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国家、地方、学

校 3 级课程体系，实现了集权与放权的结合。其中，

国家课程在于通过课程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

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统一课程，是专门为未来公民所

要达到的共同素质而开发的课程。地方课程在于通过

课程满足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由省一级教育行政部

门或其授权的教育部门依据当地资源、地域特点、为

增强课程的地方适应性而开发的课程。校本课程在于

通过课程展示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校本课程是以

学校教师为主体，在具体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

前提下，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充分

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根据学校的办学思

想而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实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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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

校及学生的适应性。这样既能保证国家的统一的基本

要求，又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不同办学条件

和不同办学模式的需要[10]。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

本课程不是互不相干的“三套”课程，而是彼此关联、

内在整合的，因为国家、地方、学校这 3 类课程决策

的权力主体是相互交往的，三者在交往中形成了课程

变革的“共同体”。 

2.2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 

学科课程的内容以基础理论知识、技能为主，它

与人类积累的优秀文化相联系，任何一门科学或者一

项比较成熟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在内容上都有自己

的内在体系。例如，跑有各种形式的跑，跳有各种形

式的跳，篮球运动从步法、手型、运球、传球、接球

到技战术和比赛的进行，都形成了一套系列化的知识、

技能体系，这体现了体育文化领域各项目自身的科学

逻辑体系。 

活动课程在内容上以应用综合知识为主，不按学

科组织，而是根据一定任务或问题的要求，从多种具

有现实意义的同类知识中选定的，所以多数活动课程

蕴含的知识具有相对综合性。活动课程主要以让学生

获得包括直接经验和直接感知的新信息为目的。活动

课程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为主线，强调发展学生

的个性，发挥学生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课程的编排具

有灵活性，教师主要是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而不

是执行预先计划的教学任务[11]。 

2.3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 

显性课程是指列入教学计划的正式课程，一般包

括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显性课程以体育知识、技能

为主要对象，以教师的讲解示范、学生的练习为主要

方式。隐性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而言的，指存在于

教学计划之外的，隐藏于显性课程内外的非正式课程。

具体来讲是指学生在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结构

的教育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影响的总和，是

一种非计划的学习活动，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无意识

地获得的经验。《国际课程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

课程方案和学校计划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教育实践和结

果，但属于学校教育经常而有效的组成部分，可以看

成是隐含的、非计划的、不明确的课程。”它包括物质

情境(体育建筑、场馆、教学设备)、人际情境(班级气

氛、人际关系)和文化情境(校园体育文化、体育制度、

习惯、礼仪)等。也可以说，体育显性课程强调的是知

识、技能在学生个性形成中的作用，体育隐性课程强

调的是情、意在学生个性形成中的作用[12]。 

2.4  必修课与选修课 

必修课与选修课主要是从学习要求角度来划分

的。必修课强调对学生学习和锻炼约束力，避免过于

放任自流。如，针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指向

为未来公民所要达到的共同素质及传承民族文化为目

标的内容一般均采用必修课的方式。选修课一般是依

据当地资源、地域特点及学生的兴趣，以能满足学生

的个性心理需求为目的的课程类型。同时，选修课也

更好体现出教学的灵活性，改变过于机械、呆板的局

面[11]。 

 

3  不同体育课程类型的关系 
体育课程结构具有系统整体性的特征，课程的性

质和功能并不仅仅取决于课程由哪些要素组成，更重

要的是取决于课程要素间的关系状况[13]。 

尽管不同课程类型的划分角度不一样，但作为宏

观课程结构的构成要素，各部分在表层和深层上相互

联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排列组合，形成统一的有机整

体(见图 1)。 

 

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 

显性课程 

学科课程 活动课程 

必修课 选修课 必修课 选修课 

隐性课程 

 

图 1  宏观体育课程结构的要素关系 

 

本研究以课程的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为脉络，划分

了宏观体育课程结构的层次。 

首先，是管理、规划层：根据国家的整体教育规

划和课程管理，体育课程的宏观结构被划分为国家、

地方、校本三级课程。 

其次，是存在形态层：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则与显性课程相互交叉、融合贯穿于不同学

段。 

再次，是操作层：包括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在

课程实施过程中，根据学习要求又进一步设置必修课

和选修课两种类型。 

课程结构在整体上是一个系统，其各部分之间有

紧密的联系，而不是若干分化课程简单的相加。科学

合理的设置体育课程结构，才能满足课程总体目标的

多方面要求，为体育课程内容的合理组织与有效实施

提供依据和保障。因此，体育课程结构的系统化，不

仅要关注表层的各类课程间的构成，也要深入到课程

结构的动态变化，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课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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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整体优化。从动态角度看，课程结构要在结合各学

段培养目标，充分考虑学生阶段性的身心特点及体育

需求和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调整课程结构各要素的

比例关系。具体来讲，就是随着小学、中学、大学等

不同学段的上升，学科课程和选修课程应不断提高其

所占比例，而活动课程和必修课程则相反，要降低比

例。其理由如下： 

由于小学阶段的体育课程目标是以发展学生基本

活动能力为主，注重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经验

的获得，因此，课程类型应以活动课程和必修课程为

主，同时隐性课程应更加注重直观的实物和制度层面

(体育雕塑、器材的摆放等)；初中阶段的体育课程目

标是以发展身体素质为主，注重学生体育认知和体育

技能的培养。而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身体素质，这给全面接受各种体育技术、技能奠定了

身体基础，再有，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精力旺盛，求

知欲强，正是学习各项体育技术、技能的良好时机。

因此，在初、高中阶段学科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比例应

有层次地增加。在隐性课程方面，应侧重引导学生理

解运动中的公平竞争、团结协作、遵守规则等体育精

神；大学阶段，是大多数学生进行正规学习的 后阶

段，这个阶段不应该再全面地教授学生各项体育技术、

技能，而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不同需要，引导他们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一到两种运动项目进行较系统的

学习，为学生毕业后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

炼打好基础[14]。因此，应以学科课程和选修课程为为

主，同时，注重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促进体育人际

关系的形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学段隐性课程和显性

课程的变化不是体现在比例上，因为两者不仅仅是相

互的补充，更多的是相互渗透，而随着学段的升高二

者的融合应不断向深层次发展，从物质层面向精神、

文化层面拓展。 

 

一个高质量的课程结构体系在课程教学中具有基

础性作用。在体育课程的设置上应找出课程门类之间

的结合点，充分考虑社会需要、学科逻辑体系及学生

发展等因素，通过系统化方式来解决现代体育的整体

化、综合化趋势与学校教学过程分化之间的矛盾，不

断提高体育课程结构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从而有效促

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体育知识、技能，并形成能力，

实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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