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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sports in the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the national area have
been long regarded as the “minor” view.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sports teach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the treatment is relatively low; evaluation is unreasonable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view of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literacy
through the integrating, teaching, learning and writing. “Integrating” can increase the sense of social identity; “Teaching”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eachers; “Learning” is the wa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riting”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s is a sugges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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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历史原因，体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长期被当作“副科”看待，体育课不受重视、体育教师职后
学习机会少、评价不合理等因素，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针对这些情况，文章认为，体育教师可通过
“融”、“教”、“学”和“写”等方面，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即：融入社会可增加社会认同
感，教学育人为教师的立命之本，学习专业技能为教师专业发展之道，科研写作是为了突破教师专业发
展的瓶颈。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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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比较艰难，尤其是像体育这
样的“副科”教师。近两年来，为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体育教学现状和新课改实施效果，对靖西
市乡镇初中和小学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因社会对体育教学不重视，教师自身专业水平不高、专业发展
内在动力不足等原因，体育教师在专业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这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体育教育发展的
重要问题。笔者对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困难感同身受，加上工作职责所在，为
此结合自己的调研，给在少数民族地区奋斗的体育教师几个建议，以期对其专业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2. 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新课程标准已经实施多年，但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改革实施很不顺利，所取得的成绩不尽人意。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体育教师严重缺额、专业水平不高。
民族地区很多乡镇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师严重缺编、缺额，在校生 600 多甚至 900 左右规模的学校，体
育教师只有一两位，有的学校甚至一位都没有。在校生规模 500 以下的学校，情况更为严重。不仅如此，
很多农村中小学校体育教师“先天缺陷”现象严重，仅有的少数体育教师，50%以上是从中专学校毕业直
接进入到教师行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都比较低，难适应现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需要。社会和学校
不重视体育教育，体育教师本身也缺乏存在感，专业发展动力不足。体育课长期的“边缘”地位使得众多
体育教师仅仅将体育教师这一职业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职业。
“教师专业发展即教师专业实践的改善，教师的专业实践是教师的知识、认知、行为以及伦理在特
定的情境中共同作用的过程，也是教师的理论、经验、技术，以及对实践情境的感知、洞察共同作用的
过程[1]。”由于民族地区很多乡镇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师理论知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3. 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影响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因素多种多样，体育课不受重视，职后学习机会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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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不合理等方面是最主要的因素。体育课不受重视，降低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动力；职后学习机会少，
使体育教师失去了专业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待遇不合理、评价不完善，制约体育教师评职称和定岗位。

3.1. 体育课不受重视
由于多种因素，民族地区乡镇学校对体育教育力不从心。如缺编等情况，学校宁愿多进一个文化课
的老师，然后才考虑进体育老师。所以，学校对体育课的管理和规范也很少，多数以“不出安全事故”
为主要要求。因此，潜意识里也认为体育老师没有其他老师重要。家长也不重视体育教育，家长几乎不
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体育课程，对体育老师的敬意也明显不如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的老师。学生也不重视
体育课，认为体育课是副科，消遣时间，上课比较随意。体育教师自己也认为不管学科专业水平有多高，
也得不到社会、学校、学生的认可。体育教师本身的存在感也不强，甚至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因此，专
业发展意识极其淡薄。

3.2. 职后学习机会较少
缺乏学习团队。因学校体育教师少、体育课“边缘”化等因素，学校很少组织体育教研活动；加上
体育课的教学和评价方式与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区别，体育教师难以加入其他学科的学习团队。体育教师
参加学校教研活动的机会少，更是缺乏一起学习的团队。
校外学习不多。长久以来，专门为体育教师设计的专业发展的各种培训太少，普及面也不广，体育
教师外派学习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个人缺乏学习动力。如前所述，由于农村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师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能力较低，自学
比较困难，加上学校对体育教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体育教师自身缺乏学习动力，难以成为学习型教
师。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体育教师由于职前学历偏低，所学学科特性等原因，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相对
低于其他学科教师，职后学习应成为提高其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职后学习不足成为制约其专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3.3. 评价不合理
体育教师工作量计算与实际工作量有所差距。体育教师组织的早操、课间操、大课间活动、课外体
育活动、校运动队课余训练和竞赛活动应按规定算工作量。《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数据上报，
要求记入教师的工作量，计算方法为：早操(课间操)，中小学每 5 次算 3 学时；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
训练，中小学每一次(40 分钟)算 1 课时[2]。现实中，很多学校的体育教师的工作量根本没有那么算，总
是认为，早操、课间操等是体育教师应该承担的工作任务，不用算什么工作量等，出现该得不得，该给
不给的现象。另一方面，为体育教师购置运动装、运动鞋等工作装备，也没有按规定执行。
评价不完善。因缺乏对体育老师的完善的评价机制，体育老师的学科成绩只能是凭空画葫芦，没有
实在的根据，导致每个学期的学科成绩评比开展不顺，体育教师奖励制度很难执行，教师得奖少之又少，
以致在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体育教师难以得到进一步发展平台。

4. 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建议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关系到其教育教学活动质量、专业地位的
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3]。”教师专业发展是学校的动力，是学生的根本，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教
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为此，各相关部门提出了很多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举措，如“国培计划”、
“教师交流计划”等，而身为教师本身也更应要加努力。在此，对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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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困境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有利于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改善体育教师本身的职业状况，为民族地区
中小学体育教育提供动力。

4.1. “融”：增加认同感
“融”，即参与、融入。要体育老师多参与社会的文体活动。体育教师不仅是学校文体活动的主角，
而且应该成为社会文体活动的生力军。通过参加社会各类文体活动，将自己“融入”到社会之中，提升
自我价值，增加社会的认同感。在民族地区，有许多民族传统节日，都开展许多有声有色的民族体育竞
技活动。比如，壮族三月三，就有抛绣球、抢花炮等比赛项目。有些乡村，春节举办篮球、气排球等比
赛。作为体育老师，就是大有用武之地了。参与并积极组织自己擅长的项目的活动，对于自己不擅长的
项目要主动学习，向乡村有民族体育专长的“长者”、“师傅”学习，以便跟社会交流，和其他教师交
流，更好的融入社会。
“融”，还需要体育教师主动融入到学校的大集体之中，学习借鉴其它专业教师的学习和老师教学
经验。因为，人的发展，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是合作的，因为教师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发展仅靠孤立的个体是不够的，还需要教师同伴间的互助和支持[4]。”但是，民族地区每个学校的
体育教师人数很少，有的学校就一两位，不利于专业教师的合作与交流。因此，只要是教师，不一定同
是体育教师都可以成为专业发展的合作伙伴，因为很多教学、教育实践经验，在相似的环境中具有很大
的借鉴价值。体育教师要主动融入其他活动和学习中，跟其他教师共同发展。

4.2. “教”：立命之本
众所周知，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立命之本。关键是如何教，如何才能教得好。在教的同时，达到育人
的目的，教师的价值得以体现，立命之本得以“立”起。
课堂是老师的主要阵地，任何教师都不能忽视课堂的重要性。然而不少体育教师却放弃了自己的阵
地，以“放养”的形式上体育课，体育课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安全，往往这样的一节体育课下来，教
师和学生都没有得到发展。安全是体育课堂的第一要素，但是不能以此做为唯一要求。“体育课在保障
学生安全的同时，更需要体现出专业性和“排他性”，即课程应当能够传授给学生较为完整的运动技能，
并且只有体育教师有能力来完成[5]。”民族地区中小学的体育课不仅要上，而且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来上，
结合民族地区的体育和文化特色来上，上出自己的特色来。
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生课外活动、家庭劳动比较多，体能相对较好，体育课不能停留在“玩耍”式
的体能锻炼，可以将重点放在规范学生运动动作，学习常见运动比赛规则，学习欣赏体育竞技，磨炼意
志，培养团队与合作精神又，建立学生之间的感情。也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民族传统节日、民族竞技体
育项目融入教学中，在体育课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总之，按比赛规则组织学生进行体育比赛，让学
生感受体育精神，体育文化，和民族情怀，使学生从内心感受到体育课的作用与其它文化课的不同，而
且没法替代，这就是体育文化育人的作用。
这样的体育课，就会引起学生兴趣。自然的，自己的课就有特色了。

4.3. “学”：发展之道
作为老师，学习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不得不承认，由于受本科目特点的影响，多数的体育教师文
化知识水平相对于其他科目老师是有差距的，这就要求每一位体育教师加大学习的力度，不断提高自身
的文化底蕴。笔者认为，下面几个方面对学习是很重要的。1) 多读书，读专业书籍、报刊、杂志等，多
了解专业知识和专业发展，了解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丰富教学内容；2) 积极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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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培训；3) 尽可能的参加本身专业的学科学历提高的培训活动；4) 积极参加各种竞赛活动，在竞赛
活动中提高自己；5) 参加“国培”“区培”，丰富专业知识。

4.4. “写”：突破瓶颈
“写”是突破教师专业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说到“写”，老师们最怕写论文，体育老师更是如其，
这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师的职称晋升。其实，“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因为我们自始至终都生活
在教育教学的场景之中，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都是教研论文的选题，我们可以把“烦
恼”深入系统地解剖一下，亦可分享自己获得成功的方法[6]。”
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后，对学科知识、教学过程比较熟练，教师的专业发展就需要“写”来提升。
写什么呢？写教学反思、工作总结，写自己一节成功的课等，提炼出自己的教学理念、育人心得。从写
教学案例开始，结合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和理论，逐步提高自己的科研写作水平。此外，作为民族地区
的体育教师，结合自己教学和生活体验，写相关民族体育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与民族经济、民族体育
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性论文，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科研写作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
“写”是一个反思与提升的过程，是教师专业发展突破瓶颈的重要方法。“教师自身的反思与实践
也是教师在学习中转变的关键要素[7]。”
教师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应发挥主动性。
“资深教师的成长主要是在学校的教学实践中完成的，
他们的“妙招”(“套路”、“行家绝技”)来自自己长期的摸索、反思和提炼[8]。”通过“融”“教”
“学”“写”，摸索、反思、提炼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改善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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