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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新课改 10 年来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期待。我国基础

教育体育新课改从目标到内容再到组织形式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体育教学目标过于全面且

不够具体，新的教学方式有所引入但对实质把握不准，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出现泛杂和教学组织

出现混乱现象。期待新修订的体育课程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有深入、全面、具体的解读，在提高认

识和强化管理、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下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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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sorted out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form of the new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

sic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and put forward his expectations. The reform of the new physical educa-

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objectiv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form. 

The problems include the followings: the objectiv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ere too comprehensive and not 

specific enough; some new teaching modes were introduced but such introduction was not thorough enough; there were 

too many and too diversified physical education contents to choose from and there were signs of chaos in teaching or-

ganization. The author expect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newly revis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ill be interpreted in a thorough, comprehensive and specific way, and actively probed into under such preconditions as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connecting theories to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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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已历经 10 年

的实验，成果显著，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新课标

修订稿出台前夕，本研究从目标、方式、内容、组织

等分析了体育新课改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并对将来的体育新课改提出期待。 

 

1  体育新课改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教学目标过于全面且不够具体 

第 8 次体育新课程改革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中提出了 5 大领域目标，即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

目标、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和社会适应目标，

包括了学生在体育课程学习中所涉及到的从生理到心

理，从知识技能到情感 度等的方方面面[1]，而且是基

础教育的每个学段，都提出了这 5 大领域目标。很多

一线教师错误地将这 5 大领域目标直接搬到了课堂，

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完全按照 5 大领域进行设计，

如有位一线教师为一节搏击健美操课设计的教学目标

是：(1)运动参与目标：培养学生终生积极参与体育运

动的 度和行为，自觉参与学习。(2)运动技能目标：

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基本的音乐节奏与肢体动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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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3)身体健康目标：提高学生身体协调性，发展灵

敏、柔韧、耐力和力量及反应等能力。(4)心理健康目

标：增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信心、克服困难的意志。

培养学生机智灵活的优秀品质，体验音乐和运动相结

合的运动乐趣。(5)社会适应目标：在集体活动中提高

群体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精神，使人际关系变

得更加和谐。从该目标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几乎任何

一节体育课都难以完成该目标中的各项要求，一是因

为目标过多，而上课时间有限，分配到每个学生身上的

练习次数与时间就更少，有限的时间难以对学生发展的

促进面面俱到；二是目标要求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就难以评价。如“身体健康目标：提高学生身体协调性，

发展灵敏、柔韧、耐力和力量及反应等能力”，灵敏、

柔韧、耐力、力量及反应等能力都不是一节课或几节课

所能得以提高的能力，各方面的提高都需要一个长期

过程。 

这样的目标实际上并不能看出是某节体育课的目

标，某些目标项更像是单元目标或学期目标。就目标

而言，新课改实验前期教学目标大量套用 5 大领域目

标，后来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但一线教师的教案中所反映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1.2  新的教学方式有所引入但对实质把握不准 

新课改后，体育教学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诸如，

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逐渐

出现在课堂中，但在运用这些方式的时候，明显表现

出“形式化”的现象，反映出一线教师对这些方式的

理论认识不够深入。如简单地把合作学习看作分组学

习，把自主学习看作自由学习，把探究学习看作讨论

学习等[2]。如在这次新课改前期，探究学习得到了一线

教师的关注，在课堂上大量出现探究学习，但问题在

于，一线教师对“何为探究学习”“探究什么”“如何

探究”等一系列问题缺乏全面和准确的把握，导致探

究学习方式的运用出现“只见扎堆不见探究”(集合在

一起讨论)的现象[3]。后来随着新课改培训工作和实验

的不断深入，在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引导后，虚假的

探究学习有所降温。 

1.3  教学内容选择出现泛杂现象 

体育新课程改革一个 突出的变化就是，国家指

导性的文件由过去的《体育教学大纲》变成了《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名称的变

化，从教学内容上来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育

教学大纲》无论是哪个学段甚至是哪个年级都有明确

的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时间分配，而《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实验稿中，体育教学内容没有了具体的安排，

更没有时间的分配。从这一个方面来讲，给教师更大

的自主选择教学内容的机会和权力，教师可以结合自

己的专长，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兴趣爱好，

更有针对性地教该教的、能教的和可教的内容。但从

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那些缺乏自主创新理念、缺乏

内容选择理论与方法、缺乏辨别内容适宜性能力的教

师，在选择“教什么”方面就容易产生困惑，结果导

致过泛过杂的内容出现[4]。如有的教师让学生把扁担、

南瓜、扫把带到课堂，有的组织学生玩起多米诺骨牌、

下象棋。还有，初中生模仿各种小动物走路，高中生

身着军装走向了“战场”。有的甚至把脸盆和稻草引入

课堂，带领同学们播种、浇水、施肥、收割等，上起

了农耕农收课。相反，能够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勇敢、

顽强等意志品质的体操器械类课逐渐减少了，甚至有

些学校干脆把原有的单、双杠撤回到器材室。究其原

因，大多数一线教师认为是“为了学生的安全考虑”。

这种“该教的不教，不该教的乱教”的现象，在体育

新课改的内容选择上体现的尤其明显。 

就内容而言，改革初期呈现泛杂现象，随着人们

对该问题的认识提高，也随着国家审定教材的编制，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逐渐趋于正常化，那些不该进课

堂的内容逐渐减少，但体操尤其是器械类体操项目的

教学依然在大部分地区难以开展。 

1.4  教学组织出现混乱现象 

新课改的体育课堂组织形式五花八门。 

如在教学开始部分，有的教师不集合整队了，有

的老师吹声口哨，有的老师喊一声“集合了！同学们！”，

学生们听到哨声或口令以后聚在老师周围，听教师介

绍着本节课的内容。这样形式的开始部分，缺少了检

查人数、服装和安排见习生等常规内容，给学生留下

了体育课不正规、不严格的印象。 

有的是把体育课的过程由过去的 3 段式划分成了

远远超过 3 段的形式，如有的老师把一节体育课从开

始到结束划分为“课前引导、准备活动、目标导入、

目标实施、自创与探究、展示与讨论、放松调节”7

个阶段，还有的老师把体育课划分为“导入、热身、

启发、思考、实践、提高、初步掌握、自乐、调节、

评价”10 个阶段等等[3]。从多段式划分形式与内容来

看，不但使体育课的组织更加繁琐，而且还出现了不

够完整的现象，如“十段式”的划分中，缺少了放松

整理活动，缺乏放松整理的体育课，显然是不科学的。 

教学语言的运用也是课堂组织的体现。部分教师

把学生看得高于一切，即便是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误，

也不敢批评学生，这是对自主学习、发挥学生主体地

位的一种误读。还有的不该表扬的出现了无意义的表

扬，如一节小学跳跃课，本节课教师安排的是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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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凳子，课前教师在操场上放置了若干个新凳子，于

是，集合以后教师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咱们今天多

了什么新器材吗？”大家就开始举手准备回答，从一

个学生举手，到多个学生都举手， 后老师说，“大家

一起来回答吧！”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板凳！”老师

评价说“你们真聪明！”认识板凳就是聪明的话，还会

有不聪明的学生吗？这样的课堂组织对体育教学目标

的完成毫无意义。 

就组织而言，随着体育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体育

课堂组织从初期的保守观望，到过于自由的无序现象

发生，到目前的有所改进，但由于受多种观点并存的

影响，体育课堂组织形式依然五花八门，尤其是课堂

常规的差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2  对基础教育体育新课改的期待 

2.1  深入、具体的新课标解读 

体育新课标修订稿即将出台，结合新课改实验期

间的种种问题和突出现象，对新课标修订稿的解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具体的新课

标解读文本展示给广大一线教师，让他们能够通过全

方位系统的解读，深刻了解新课改提出的新理念和新

要求，不至于再次走进误区，从而少走弯路。如新的

学习方式的解读，不但要能够介绍新的学习方式，更

需要说明新的学习方式的引入方法及评价引入效果的

方法。也就是说，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新课标是什么

的层面上，更要能够让一线教师知道“为什么”，不但

“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解读才

能真正发挥其解读功能。 

2.2  提高认识、强化管理 

体育新课程改革 10 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课

改过程中认识上的不到位，管理的滞后，都在一定程

度上对顺利实施新课改产生了不良影响，由此，学校

领导需要对体育新课改的重要性、全局性等方面提高

认识，还需要在管理上采取更有效的跟进措施。如体

育课需要丰富教学内容，学校的场地器材设施若跟不

上，则难以执行新课改，学校领导是否能够给予大力

支持，决定着改革是否能够正常推进。 

就教研部门而言，如果某个省、某个区在体育课

改进程中出现了体育课改的异化现象，愿不愿和能不

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并及时给予正确的引

导，也是课程改革推进的关键。因为，教师在改革中

的积极尝试，难免有时缺乏准确的判断，如若得不到

学校领导和教研员的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就很难从误

区中尽早走出来，势必会影响到体育课改目标的实现。 

2.3  不断学习，积极探索 

体育新课程改革要想顺利实施，一线教师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教师作用发挥的好坏，不但直接影响

到改革进程与速度，而且影响改革的质量水平。要顺利

实施课改，教师首先需要对课程改革的理念有一个全面

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要能够吃透新课标及其解读，需

要不断地丰富知识和完善技能，为顺利推行课改做好准

备工作，如果说前期的课改对此有所忽视，那么加强学

习则是必然选择。除此之外，体育新课改希望一线教师

都能积极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区、本学校以及教师自身

的条件和能力进行积极探索，不断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

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尝试才能有丰富的

经验，从而摸索出一条新课改成功之路。 

2.4  强化研究，理论先导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又源于实

践”，这句话耳熟能详，但问题在于现实中并非处处如

此。体育新课改就出现了理论脱离实际、实践缺乏理

论指导的现象。一线教师跟着感觉走的大有人在，结

果走进了一个个误区，甚至出现课改的异化现象。究

其原因，是理论脱离了实践，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课

改理论有所缺失。有些研究有片面性，有些观点缺乏

正确性，个别研究者甚至在做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

无用功。 

为了提高体育教育教学质量，为了进一步深化体

育新课程改革，期待着未来的体育课程研究能够真正

地从课改一线存在的具体问题出发，分析判断问题产

生的根源，从而加强相关研究。进行理论研究，还要

能回到实践中去，经过反复的教学实验，论证理论的

正确性和指导性[6]。这样，不但能够为体育新课改保驾

护航，而且还能对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理论发挥有价

值的补充和完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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