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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pus sport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achieve quality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strengthen the cognition of teachers’ new curriculum,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campus spor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teams, increase the campus sports culture propaganda, enrich the form of campus sports activities,
and promote sports competition diversification which becomes the main tasks of school sports activities in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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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体育是中职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对增强学生体质，实现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认为加强
教师新课标认知、提升学生校园体育运动认识、增加教师培训质量、完善校园体育运动队建设、加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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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体育文化宣传、丰富校园体育活动方式、促进体育竞赛多元化等成为中职学校校园体育活动的主要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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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指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
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1]。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重庆市
中职学校校园体育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提出相应对策，旨在实现素质教育与改善青少年体育健康水
平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2. 学校校园体育建设的现状
2.1. 校园体育课程建设
2.1.1. 课程价值与目标实施
体育课程价值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教师对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调查发现，仅仅 4.3%教师认识到课程
的价值存在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及获取健康知识和技能，37.6%教师认
为课程即具有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又具有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价值；课程目标认识程度的
依次为运动技能、运动参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分别为 86.3%、61.8%、57.3%、48.2%和
31.6%。从对体育课程的各个目标的认知程度的排序发现，重庆市中职体育教师对《纲要》中体育与健康
课程目标的理解不够透彻。
2.1.2. 课程教材使用和编写
目前，学校教学过程中使用教材的情况不容乐观，教材使用模式较为单一，89.2%的中职使用的教材
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审定的《体育与健康》教材，7.2%的中职没有使用由人民体育出版社
编写的《体育与健康》教材，但是使用的是由地方教育局编写的《体育与健康》教材，还有 3.6%的中职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没有使用教材。根据最新的课程改革纲要中对中职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材的数量进行规
定认为：中职体育与健康课程至少拥有 2 种及以上的教材作为教学使用。
2.1.3. 课程教学内容
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来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和设计，更有利于体育教学的顺利开展。调查发现，
90.4%的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主要依托《体育与健康》教材的内容，选择教材中的必选内容作为主体的
教学内容，根据学校体育场地的自身情况对限选的内容进行选择，对各个教学内容的课时比例完全按照
《体育与健康》教材的教学大纲进行设计的。从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内容选择的情况看，课程教学内容
选择和设计较好，但教学内容传授时仍然保持着传统运动技能的传授方式，以运动技能传授为主，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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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兴趣。
2.1.4. 课程教学形式和方法
教学组织形式的目的是完成教学目标和活跃课堂气氛的一种组织形式，调查发现，76.9%的学校仍采
用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12.8%的学校采用按性别分班的教学组织形式，10.3%的学校采用按照学生兴趣
进行分班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采用教学方法较以前有了较大的灵活性，能够突出新《标准》中倡导的
探究式教学、合作式教学、成功体验式教学的方法，尤其是对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深的教师和学生的
喜爱，如 91.3%的教师都采用探究性教学方法。
2.1.5. 师资培训和资源开发
师资培训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调查得知：23.4%的教师有着不同级别的培训，
4.7%的教师有着基础教育改革的国家级培训，14.6%的教师有着省级培训的经历，73.5%的教师有着市级
的培训。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均等，一般在 1~7 天，其中 85.3%的教师参加的培训以报告的形式进行，
7.4%的教师培训以公开课的形式进行，以研讨的形式进行培训的教师仅仅只占到 7.3%。由此可见，培训
级别比较低，培训时间短，以及培训模式单一是遏制课程改革的重要瓶颈。另外，课程教学过程中对课
程资源的开发非常有限，重视的学校只占 12.5%，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体育器材的改进和加工来开发新
型的器材几乎没有。

2.2. 校园体育竞赛建设
2.2.1. 竞赛组织机构
重庆市中职设置校园体育竞赛组织机构的学校甚少，仅仅只有 7.1%的学校具有体育竞赛组织机构，
根据此种情况对学校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和总结，认为大致原因可能存在两点，第一，对于体育竞赛组
织结构的概念比较模糊，一般认为体育竞赛组织机构就是学校体育组来承担的，无需设置机构；第二，
体育竞赛组织机构只需要在竞赛活动前建立就可以，并且每一次的建立组织机构的人员配备也不一样，
基本属于临时性的，组织机构人员应由体育教师组成。
2.2.2. 竞赛组织形式
重庆市中职学校校园体育竞赛组织形式多样性、灵活性，学校运动会 100%、学校体育文化节 42.9%、
学校体育单项赛事 25%、班级体育竞赛 21.4%、体育协会赛事 14.3%、体育俱乐部赛事 10.7%以及自发性
体育赛事 7.1%。但是，从各个校园体育竞赛组织形式比例看，主要还是以学校运动会为主要组织形式，
学校运动会是学校每年必须举办的一次盛会，其次是以学校体育文化节为载体进行组织的体育赛事，赛
事的性质多于趣味、娱乐和参与性为主，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单项赛事，通
过各个年级、班级之间的竞争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荣誉感，而这些体育赛事的组织部门基本都
有学校的相关机构来负责。
2.2.3. 学生参与体育竞赛兴趣
调查结果表明：重庆市中职学生对参与校园体育竞赛的兴趣较为浓厚，尤其是男生对校园体育竞赛
的参与兴趣明显好于女生参与兴趣的结果。这也启示我们在未来校园体育竞赛的发展过程中要继续保持
男生参与的浓厚兴趣，逐步对女生参与校园体育竞赛的兴趣，达到人人参与、人人锻炼、人人健康的目
的。
2.2.4. 学生参与体育竞赛动机
据调查，79%的学生参与体育竞赛的主要动机为丰富课余文化生活，54.7%的学生为锻炼身体，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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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认为参与体育竞赛的动机是结交朋友，34.7%的学生认为参与体育竞赛的动机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11.8%的学生认为是应付考试，学生参与体育竞赛活动的动机较为丰富，从锻炼动机目的来看，参与体育
竞赛的动机情况较好，但是不可否认仍有部分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应付考试，学校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者
应对其进行有效的更正和改变，正确树立学生参与体育竞赛的动机，让学生在体育竞赛活动中获得交流、
沟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提高自身实践能力以及活动的独立性等。

2.3. 校园体育活动方式
2.3.1.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方式
学生在选择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方式上，主要体现了三种参与方式，直接参与(56.4%)、间接参与
(87.9%)、直接与间接相结合(61.7%)。直接参与是学生通过参与校园体育活动实践来达到锻炼、舒心、缓
解心情的一种方式；间接参与是学生通过媒体、网络、电视、报纸及现场观看等形式来参与体育活动的
一种方式，也能达到一种舒心、释放压抑情绪、缓解紧张生活节奏的效果；直接与间接相结合主要体现
了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方式既有直接动机又有间接动机的因素，而这种参与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使
学生达到锻炼的效果[2]。从调查数据可见，重庆市中职学校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量的效果较好，参
与度能够达到 87.9%，并且直接参与间接相结合的参与度也达到了 61.7%。表明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
方式已经达到了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
2.3.2.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内容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内容排序发现：校园散步作为学生选择的主要活动内容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篮
球、足球、跑步、跳绳、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健美操、武术和舞蹈。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
生愿意选择活动量较小、休闲、放松、自由的体育活动作为校园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校园散步被
列为了学生首先的运动项目内容。
2.3.3.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形式
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由与朋友一起进行(31.7%)、自己独自进行(16.8%)、同学校一起进
行(10.2%)、同班级一起进行(7.1%)。大部分学生的参与形式都比较热衷于选择与朋友一起进行，但因时
间的不协同导致独自去参与校园体育活动。而学生一起进行主要表现为学校的课间操和重大的体育活动
赛事，班级一起进行的参与形式也是体现在学校体育赛事前的准备，所以课余时间内班级也进行锻炼。

2.4.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2.4.1. 校园体育文化认知情况
中职学校的学生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认知不容乐观，仅仅占到了 5.9%，仅仅只有 6.3%的学生
知道并了解纲要。调查还发现，学生在对认为校园其他活动能够代替校园体育文化生活，表现出了较为
积极的态度，而 89.81%的学生认为其他的活动不能代替。虽然部分学生表对《纲要》缺乏了解，但对校
园体育文化生活意义的认识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已经认识到校园体育文化生活的重要性。
2.4.2. 参加体育文化生活目的.
校园体育文化生活目的主要表现在六大方面，包括：丰富课余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体质健康、
增加人际交往机会、培养自信心、消遣娱乐。学生参与的目的表现较为集中，91.4%的学生目的是消遣娱
乐，87.2%的学生是丰富课余生活，85.9%的学生是增加人际交往机会，而对于以增进体质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的学生仅仅只占到了 21.7%和 15.9%。《纲要》认为，在促进和保障学生体质健康基础上，建设学
生课余体育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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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校园体育文化管理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主要目的就是凸显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调查结果显示：校园体育文化的管理主
要集中由学校团委(82.3%)和体育组(97.2%)来进行规划和策划，缺乏由学校教育规划中心(11.6%)的宏观
规划及学校体育社团(3.7%)中学生的自主策划。可以看出，大多数学校教育规划中心并没有将校园体育
文化建设的规划和策划作为其中一个项目来进行实施，说明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始终处于学校文化建设
的末端。
2.4.4. 校园体育文化实践
校园体育文化的实践主要通过体育标示、体育人物、体育宣传三个途径来进行的。调查显示：通过
体育人物来建设校园体育文化的实践有 27.4%的学校实施，但是较多的学校通过对一些体育人物进行宣
传，其主要目的是想提高生源的数量，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该学校。因此校园体育文化在实践层面上相
对较为落后，没有体育文化专属的体育标示，没有体育人物的宣传和赞扬。

2.5. 校园体育运动队建设
2.5.1. 校园体育运动队建设数量和历程
中职学校校园体育运动队建设不仅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且对高职院校组建高水平运
动队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共有 12 个学校拥有校园体育运动队，占到被调查学校的 42.9%；
目前，重庆市中职学校校园运动队建设的历程基本为 3~5 年，89.4%的学校建设校园运动队的历程仅仅才
3 年，我国中学试办校园运动队的历程已达 20 余年，据相关报道也显示，重庆市中学试办校园运动队的
历程也已在 10 年。
2.5.2. 校园运动队训练
调查表明：重庆市中职学校校园运动队的建设情况较为简单，每周基本都安排 5 次及以上进行训练，
分别为：32.1%、17.9%、21.4%。训练时间基本都设定在每天下午的 5 点到 7 点之间。笔者也针对建设
校园运动队的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每周训练时间在 5 次以上学校的运动队基本都是从初中招收的具
有一定运动基础的学生，并且学校每天的训练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力求培养更高水平的运动员，
而训练时间在 4 次以下的学校中校园运动队的来源基本都是从在校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运动基础较差，
并且训练缺乏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整体的训练情况看，比较乐观，71.4%的学校都能保证训练时间在
每周五天以上，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和针对性。
2.5.3. 校园运动队竞技水平
重庆市中职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学校中并没有达到国家健将水平的运动员，达到国家一级运
动员的学生比例在 1.3%，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学生比例在 7.4%。校园运动队的竞技水平整体较低，这
可能与教练员的训练水平有关。也可能与招收运动员的来源有关，在初升高阶段，基本被高中的体育传
统校所录取，仅仅剩少部分具有运动经验的学生，可能去选择中职学校就读。

2.6. 知识讲座与竞赛
2.6.1. 学生参加讲座与竞赛态度
重庆市中职学校 42.9%的学生对学校开展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表示非常赞同的态度，说明，重
庆市中职学校学生对学校开展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还是比较肯定的，调查结果还显示：24.7%的学生
对学校开展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表示否定的态度，另外，还有 32.4%的学生对学校开展体育知识讲座与
竞赛表示无所谓的态度，但仍然有 57.1%的学生群体持中立和反对态度，所以让学生充分的体会到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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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讲座与竞赛对学生体育认知的重要性，同时也要适当配合一些小型的体育竞赛活动，将两者有机的
结合，使学生在体育竞赛活动中体验到体育知识讲座的实效性。
2.6.2. 讲座与竞赛次数与学生参与比例
调查发现：学生参与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情况并不乐观，只有 13.9%的学生参与过体育知识讲
座与竞赛活动，0.6%的学生经常性的参与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是校园体
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让学生了解体育的文化，使校园体育文化与体育知识讲座持续、协同、互动的发展，
最终为营造良好校园体育文化打下坚定的基础。
2.6.3. 领导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重视度
学校领导对校园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的重视程度决定其在学校开展的程度。调查结果发现：中职学
校仅有 3.7%非常重视、6.9%的很重要，11.3%中立态度、78.1%认为不重要。从对领导态度的调查发现，
造成校园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开展困难的原因可能是相关领导的不支持所造成。

3. 学校校园体育调查结论
1) 校园体育课程建设方面表现为：对体育课程价值目标认识不够全面，体育课程教材较为匮乏，教
学组织形式和方法较为传统，师资培训比较滞后。
2) 校园体育竞赛建设方面表现为：没有特定的竞赛组织机构，竞赛组织形式缺乏学生主体的参与。
3) 校园体育活动方式建设方面表现为：学校参与活动方式较为积极、健康，参与活动的内容较为丰
富、多样，但是参与活动的时间较短、参与校园活动行为较为单一。
4)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方面表现为：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的认知程度较低，缺乏制度文化方面和文化
实践方面的建设。
5) 校园体育运动队建设方面表现为：建设运动队学校的数量较多，但是发展历程较短，运动队训练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但校园运动队竞赛水平较低。
6) 校园体育知识讲座与竞赛方面的建设表现为：学生对校园体育知识讲座态度不认可，学校开展校
园体育知识讲座的频次较低，学生参与比例少，领导重视程度较低。

4. 学校校园体育发展对策
4.1. 加强教师新课程标准认识，增加教师培训机会
对重庆市中职学校校园体育课程建设的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学校校园体育课程建设状
况良好，但是仍然存在部分教师对新课程标准含义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学校相关教师的培训较缺乏，最
终导致教师的体育课程思想与新课程标准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不协同现象。培训是为教师提供了在学习
的平台，是根据教师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将国家及有关部分最新的思
想、规定及制度通过培训的形式让教师去学习、理解和运用。

4.2. 拓展校园体育竞赛组织机构，使其多元化形式发展
校园体育竞赛的建设和发展与校园体育竞赛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完善有着重大的关联。之前调查结果
发现：学校体育竞赛的组织机构基本没有设置，竞赛的组织机构都是临时行的建设，并且基本由学校的
体育部门所承担，所以，为了更好的发展校园体育竞赛活动，学校有必要建立和设置单独的校园体育竞
赛组织机构，这样能够更好的对整个年度的体育竞赛活动进行统筹和安排，体育部门只负责对体育竞赛
活动的裁判工作，或有学校体育部门单独设立一个部门为校园体育竞赛组织机构，只负责校园体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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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与实施工作。另外，对于体育竞赛的组织形式也要呈现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这样不仅能够发挥体
育竞赛的功能，而且对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3. 丰富校园体育活动方式，延长活动时间
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体现为与朋友一起和自己独自进行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不
利于发挥体育的功能，自己独自进行只发挥了体育的健身功效，与朋友一起也不能达到集体性锻炼的效
果，因此，学校、年级或者班级的领导、教师应多组织整个学校性质、整个年级性质或整个班级性质的
集体性校园体育活动方式，学校可根据学生的上课情况，有目的性的安排整个学校的课程，可将每天下
午的某个时段设置为统一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这样即使单独进行锻炼的学生也会因共同的爱好或者共
同的运动项目聚集在一起。另外，对于校园体育活动的时间也要适当的延长，延长的时间尽可能的符合
教育部提出“阳光体育运动”所号召的。

4.4. 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宣传实践，提升学生认识
根据文化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
质力量，对事物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3]。校园体育文化对于校园体育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够
为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提供物质力量。所以，应加强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的认识，让学生充分的
了解校园体育文化的意义，对于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在学生思想上产生浓
厚的文化思想观念，学生就能主动的去参与校园体育，为校园体育的建设提供了自主的推动力。为了更
高的营造校园体育文化的氛围，如学校可制作校园体育的 logo 标志，让学生在生活和运动时都能感受到
校园体育 logo 标志所带来的精神动力。

4.5. 保持和进一步完善校园体育运动队的建设
目前，由于中职学校校园运动队建设的历程较短，对于运动队的招生和管理方面相对于普通高中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如何完善校园运动队的建设主要体现在招生和管理方面，中职学校可以效仿普
通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高中，通过学习和效仿高中运动队的管理过程和经验，不但完善自身运动队建设
的不足。另外，具有校园运动队的中职学校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一下经验交流或者校际之间的教学比赛，
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不断的去探索和完善校园体育运动队的建设。

4.6. 强化校园体育知识讲座，增加校园体育知识讲座频率
如果校园体育知识讲座得不到开展，学生对校园体育知识讲座的认识就越浅薄，对校园体育文化的
理解就越肤浅，最终阻碍了校园体育建设过程中主体的发挥。因此，做到尽可能多的开展校园体育知识
讲座。不能一味的去应付，每年或每学期只进行一次或几次的校园体育知识讲座，尽可能的增加校园体
育知识讲座的次数和频率，将校园体育知识讲座的地位与其他学科知识讲座的地位相持平，在开展和实
施其他学科的校园知识讲座的同时，也要加强开展校园体育知识的讲座。

4.7. 大力宣传校园体育建设的相关内容
学校应大力通过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校园杂志等一些供学生听、看和了解的媒介，让学生无时无
刻的接受有关校园体育内容的信息，不断的强化学生对校园体育的认知程度，让学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校园体育的益处和深层次的内涵。为学生体育锻炼的环境营造一种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让学生在这种
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校园体育文化的洗礼，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体育锻炼中，不仅能够得到身体
上的锻炼，而且也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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