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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为什么“12 年体育课我们教不会学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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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为什么 12年体育课我们教不会学生什么”的重新分析，指出体育教学中老师
不重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缺失以及大环境的不支持是主要原因。呼吁学校体育

改革不能只是体育课的改革，课外体育活动，家庭、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建设也应该成为新课

改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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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llow-up discussion about the question “why our students have learnt so little 

from ou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or 1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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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analyzing the question “why our students have learnt so little from ou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or 12 years?”,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 main reas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teachers did 

not concern much about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the students were lacking in doing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

ercises; physical education was not supported by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called for that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not just be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

ercises and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cholastic and community sports should also become important 

contents in new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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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体育课我们什么都没有学会”，当年的学

生而今的成人，而今的学生将来的成人，他们对体育

课有着如此印象的确让我们学校体育教师汗颜，也让

我们反思。众所周知，多年来由于受前苏联体育教学

思想的影响，我国体育课程设计和教学中一直是运动

技能传授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技能传授教学模式和方

法是公认的对运动技术传授最具功效的教学模式和

方法。看看我们的教师，近年来部分学校甚至已经达

到本科生教小学、硕士生教中学的高专业化水准；看

看我们的教案，对于运动技术教学的安排已经精确到

了“秒”的程度；看看我们的教学过程，学生运动技

术的练习俨然已经达到准专业化的训练程度；看看我

们对教材教法的研究，那可是 40 多万体育教师共同

研究一本大纲，教法的研究可谓深入透彻；看看很多

学校对体育教学规范的严格规定，体育课“摆”在操

场上的，随时备查，体育教师哪敢半点懈怠，但现实

是“12 年体育课下来学生没有学会什么运动技术！” 

在《体育教学改革新视野》一书中，对于 12 年

1 296 学时的体育课教学，“为什么就不能教会学生

一些实实在在的运动技能？”，毛振明教授提出了 5

种假设：“1）学会一个运动项目太难；2）体育教师

教学能力太差；3）学生太笨；4）教学条件太差；5）

体育课程设计和体育教学有问题。”否定了前 4 个明

显不可能的原因，那么答案自然就归结到了第 5个原

因上——“体育课程设计和体育教学有问题”。具体

的原因毛振明教授在下文中归结为：“我们的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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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记不清在 12 年中学会了什么运动。那是因为学会

的太少，也是因为体育教学效果不佳；甚至一些学生

对在 12 年中学过了什么运动也记不清，那就是因为

学过的太多，学的太杂。”但笔者认为，由于中小学

生对体育项目的兴趣还处于泛化阶段，小学初中阶段

“学过的太多，学的太杂”的多项目学习方式是无可

厚非的；“学会的太少，也是因为体育教学效果不佳”，

这倒是实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体育教学效果不佳”

呢？我们的体育教学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不重视学习兴趣是主要原因 
兴趣是认识某种事物时的优先注意倾向和从事

某种活动时的爱好倾向。在体育教学中，兴趣既包括

学生对体育项目的兴趣，也包括学生对体育项目的学

习兴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应该以后者为重，

但是一直以来，包括现今流行的选项教学，我们的体

育教育工作者们都是只注重了学生对体育项目的兴

趣，严重忽略了学生对体育项目学习的兴趣。回顾我

们的教学，从备课开始老师就根本没有把学生看作是

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发言权的人，老师很

少考虑学生是否喜欢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语言

等，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处理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如何安排练习时间、次数和强度，如何能规划出一条

完美的运动心率生理曲线。同样，在课上我们的老师

也是只注重按照教案来完成教学，不在意学生的学习

感受和需求，教学主体被“物化”，学习动力来自外

部，学习过程被动压抑，教学效果又怎么能“好”呢？

其实“学生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也是在告诫体

育教育工作者，体育教学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教什么”

上，而是在“怎么教”上。 

 

2  没有时间练习是直接原因 
无论是谁，要想学会一项运动技术，都必须遵守

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练习时间的保障就是规律之一。

“1296 学时”，听起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与 12

年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传统教学教的太多太

杂，让学生对每一项体育运动“浅尝辄止”的学习无

法保证学生能学会什么。那么现在推行的选项教学就

能达到这个目标吗？笔者算了一笔时间帐：满打满算

中小学学生一周 3次体育课，每次 45 min，掐头去尾

真正的学习时间也就 30 min，试想一下，平均两天一

次 30 min 的练习，学生能学会什么？而且别忘了运动

记忆遗忘规律的启示：学生在技术学习两天之后遗忘

率达到约 25%。还有双休日、节假日加起来每年约有

半年的时间是没有体育课的。如此少量的时间怎能保

证学生在体育课上“学会 1~2 项运动技术”呢？ 

既然体育课时间不足，那么看看学生另外的一个

法定锻炼——课外体育锻炼吧!虽然国家一再要求甚

至立法规定学生每天要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课

外活动”也一直公开地印刷在学生的课程表上，但是

在老师和家长的意识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文化科目

学习，课外锻炼只是对文化学习的一种调节。从小学

高年级开始学生就有了升学压力，课外体育锻炼也就

因此名存实亡。而周末和节假日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和

社区体育器材场地的缺乏，根本无法保障学生的体育

技术练习。 

 

3  大环境不支持是根本原因 
    我们感叹我国学生运动能力差，一定程度上是羡

慕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学生的高水平体育素养。以发

达国家为例，在体育教学中他们的确能做到尊重学生

兴趣，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但是就体育课那点时间，

谁也不可能创造出多高的水平，但关键在于他们同时

拥有发达的课外体育和社区体育！由于传统文化和经

济的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体育认知度很高，大到政

府、小到家庭，对参与体育活动都是非常重视。学生

的兴趣能得到满足，有充裕的时间练习，有家庭的支

持，有老师和教练的技术指导，有社区和学校的设备

提供，有政府的政策保证，如此优越的条件，学生运

动技能水平不高那才是怪事。再看看国内，学生没时

间、家庭不支持、老师不关心、学校不重视，政府缺

保障，学生的体育运动技能水平能上去吗？ 

 

综上所述，在“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制度下，

在应试教育占主导的教育背景下，12 年的体育课教不

会学生什么，甚至学生体质连年下降是再正常不过的

现象了。传统教学效果不佳，选项教学也不是灵丹妙

药。体育教学改革，乃至整个教育改革不应该只盯在

课堂上，应该到整个学校教育以及社会背景中去寻求

答案和解决方法。笔者认为，学校体育教育任重道远，

只有在深化新课程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有效的课

外体育锻炼机制，建设完善的学校、家庭、社区体育

体系才是最根本和有效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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