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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知识观、方法论等视角回归、反思了近二十年来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现状 ，认
为已有研究的知识观基础主要是客观主义知识观 ，研究的视域受到限制，多年来体育教师知识

摘

结构研究的范畴一直局限于学科知识 + 教育学知识 + 文化知识之中； 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上
主要有以理性思辨方法论为指导的理论思辨研究和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问卷调查研
究，由于受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理性思辨的向度聚焦于体育教师知识结构中的客观性理论
知识的应然状态； 问卷调查研究主要以态度调查研究为主 ，反映的是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应然
状态． 建议更新知识观、丰富方法论的指导，更多地关注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实然状态 ，揭示体
育教学情境中的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形成 、发展、运用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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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教师教育标准（ 实行） 》、《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 实行） 》、《国
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表明教师的专业发展成
为将成为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点 ． 作为学科教师，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研究，应是每位体育工作
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教师职业向专业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 ，有必要对近二十年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
研究成果做一回顾与反思，以承前启后． 关于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
成为体育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且有学者把体育教师知识的研究与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联系
起来，逐步形成体育教师知识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重要内容之一的认识 ． 本文作者拟从知识观、方法论
及体育教师知识分类现状等视角梳理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基本轮廓 ，揭示不同立场的学者在体育
教师知识结构研究过程中所默认的知识观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对我国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未来
趋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1

体育教师知识本体论的思考缺乏

1． 1

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潜在秉持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体育教师知识“是 ”的问题关注不够，散见于少数文章中，如“知识是

［1］
人们对客观世界正确认识的概括和总结 ． ” ． 这是一种影响深远、基于科学实证的客观主义知识观，由
于“知识”是“人们”对“客观”“正确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存在的事物具有与认识“个体 ”无关

的自身属性，因此知识具有客观性、中立性和超越“个体”的普遍性． 其后多数关于体育教师知识的研究
［2］
虽没有表明秉持何种知识观，然而“三大类六个方面的 60 门知识 ” 以及以“运动生理学、运动保健学
［2］

和运动解剖学” 等课程名称命名的体育教师知识等表述，都折射出他们潜在秉持的是客观主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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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正是由于秉持客观主义知识观，体育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获得的技能与经验因人而异 ，不具有
客观性、普遍性的特征，因此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而只有得到科学实证的、外在于个人的理论知识才
是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对象 ，如此研究呈现三大特征：
（ 1） 由于研究者潜在秉持客观主义知识观 ，对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知识范畴也就限于客观知
识范围之内． 研究结果表明，近二十年来体育教师知识范畴几乎没变 ，总体呈现教育学知识 + 体育学科
知识 + 文化知识等理论知识的特征（ 表 1） ，虽然研究者没有表明各自分类的依据 ，但体育教师知识结构
划分的趋同性明显受到“学科知识 + 教育学知识”取向的影响，代表观点有： 南京师大《教育学 》编写组
（ 1984 年） 把教师的知识分为两大类，各门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和心理科学知识； 李秉
［3］
德、李定仁（ 1991 年） 把教师知识划分为三部分，专业知识、文化知识与教育科学知识等 ； 表 1 显示研
究者对体育教师教学实践性、隐现知识的探讨比较薄弱，仅限于张宏成、苑高兴引用辛涛等学者基于知
识功能提出的本体性知识、条件性质、实践性知识、文化知识的教师知识分析框架，这使得多数关于体育

教师知识的研究缺少根本的张力； 有幸于柴娇（ 2011 年） 将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引入体育教师专业发
展领域，为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研究注入活力 ．
表1

已有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结果

作者

观点

时间（ 年）

项惠如［1］

专业知识（ 运动技能、训练竞赛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等） ； 基础知识（ 人体科学知识） ； 专业基础知识（ 体育理
论、保健知识等）

1986

胡兴永［4］

基础层次是必须具备的文化知识与体育专业基础知识； 中间层次是较系统的学校体育专业知识（ 体育专业
理论、教育专业知识等） ； 最高层次是拔高拓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1988

张子沙［5］

教育科学知识； 体育应用技术知识； 科研基础知识； 生物科学知识； 保健与测量知识； 体育基本理论知识

1988

肖焕禹

普通基础知识（ 政治、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 ； 学科专业知识； 教育学科理论

1992

盖建武［7］

专业理论知识； 专业基础理论； 一般基础文化知识（ 教育学、语文等） ； 体育一般理论知识； 哲学基础知识

1999

［2］

普通基础知识（ 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数理化等） ； 体育学科专业知识； 体育专业教育知识

2001

［8］

基础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创造性知识

2005

普通基础知识（ 教育学、政治理论、哲学等） ； 体育学科专业知识； 体育教育学科知识

2008

基础知识（ 教育学科与人体科学知识） ； 体育专业知识； 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管理学科知识

2008

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普通文化知识

2010

普通基础知识（ 教育学科与人体科学知识） ； 专业知识； 横向学科知识以及边缘学科知识； 现代教育技术知识

2011

学科教学知识

2011

［6］

王维群
张宏成

张静［9］
［10］

肖宁

苑高兴［11］
［12］

汪晓琳

［13］

柴娇

（ 2） 体育学科知识 + 教育学知识 + 文化知识的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具体内容几乎等同于体育师范
教育所设置的课程，解读这样的研究结果就是： 合格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 = 体育师范毕业生的知识结
构，可见这样的研究结果未能区分合格体育教师与体育师范毕业生知识结构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职合格
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应具有显著的实践性 、个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多数研究者潜在的、仅以客观主义知
识观为研究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认识论基础 ，所以忽视了在职合格体育教师知识应具有的实践性 、个
性、情境性、动态性等特征．
（ 3） 由于研究视域仅限于客观知识领域 ，所以关于优化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建议主要倾向于体育
师范教育的改革，如“体育院系的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对教师更新知识结构至关重要 ”（ 胡兴永 1988
年） 、“建立高校体育师资最佳知识结构 ，必须建立科学的体育教学体系 ”（ 肖焕禹 1992 年） 、“体育人才
培养院校在培养师资力量时，应注意调整课程结构 ”（ 张静 2008 年 ） ． 如此体育教师知识发展模式缺少
对体育教学实践知识关注，潜在认为理论知识生来就能应用于实践教学 ，使得理论知识与教师的教学实
践相脱节广为诟病，体育教师培训的模式呈现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的特征 ．
知识观的更新———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启示

1． 2

廓清知识本身的重要性
研究者对知识本身的性质、特点、价值缺乏应有的思考，似乎认为知识问题属于哲学家研究的范畴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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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接受哲学所提供的现成答案就足够了 ，有些甚至对现成答案熟视无睹，如此，知识本身的问题被排
斥在体育教师知识研究者的研究范围之外 ． 然而知识问题不仅是研究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一个核心问
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整个体育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知识的传递、掌握和学习而展开的，离开了
知识的传承，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便丧失了存在的基本前提 ． 可见廓清知识的范畴对体育教师知识的研究
意义重大．
1． 2． 2 研究教师知识结构应秉承什么知识观
鉴于客观主义知识观对知识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 ，建构主义知识观、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客观主义
知识观所提倡的知识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普遍性、中立性等提出了批判． 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
“建构性”、“假设性”、“文化境脉性”等特点［14］．“建构性 ”强调知识并非“纯客观 ”的对象物，而是个体
的一种主观建构，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意义”，具有“属人性”，这使得原本游离于知识殿堂之外的
教师教学实践中构建的个人“经验 ”进入研究者的视域； “假设性 ”认为知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摹
写，而只是一种合理解释或可靠假设 ，颠覆了知识的普遍性，使得没有经过普遍实证的教师个人的 、合理
的、发展的“经验”成为知识； “文化境脉性”认为知识的生产离不开认识者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文化境
脉，教师个人“经验”的形成正是在面临不同教学情境中产生的 ，具有复杂的情境性特点．
肯定教师不同教学情境下主观构建的 、合理的、关于如何做的个人“经验 ”知识，并不是要否定教师
所具有的是什么、为什么的客观性“知识”，而标榜自己是彻底的建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 ． 从英国哲
［15］
学家赖尔（ Ｒyle） 提出要区别“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波兰尼的“缄默知识 ” 、心理学家
［16］
［17］
提出“程序性知识”、施瓦布和陈向明的“实践知识 ” 以及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 ” ，说明教师知

识的域不应局限于客观主义知识观的范围之内 ，它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宽广的外延 ，知识不仅包括
那些能够用概念、命题等明确表达出来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原理和规律 ，也包括那些蕴含原理和规律
［17］
获得过程中和个体行动中的隐性知识和实践知识 ．
合理地理解、容纳建构主义知识观，是拓展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视域，接近体育教师知识“本
［18］
身”的通途． 所幸少数研究者，张宏成（ 2005 年） 、苑高兴（ 2010 年 ） 借用辛涛、申继亮 等人的功能主义
观点，将“实践性知识”的概念引入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研究中 ； 柴娇等在西安体院学报 2011 第 5 期的

《学科教学知识对培养体育教师专业化途径的研究 》一文中，引入了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概念． 对体
育学科而言，这些研究具有开拓性价值，虽然较少思考概念背后的知识观问题，忽视体育教师知识结构
“个人性”的特征，但拓展了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视域 ，启示人们思考应秉承什么样的知识观． 回答
这个问题不是要“表态”是支持客观主义知识观还是认同建构主义知识观 ，以致陷于绝对主义与绝对的
相对主义泥沼之中，而是应思考什么样的知识观适合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研究 ，能更好地回答体育教师
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它的域在哪里，以便采用合理的方法论更好地研究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划分及形
成、发展、培养模式．

2
2． 1

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
理性思辨方法论

从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 ，许多研究采取的是理性思辨的范式 （ 项惠如（ 1986 年 ） ，
胡兴永（ 1988 年） ，钱杰 （ 2000 年 ） ，刘平清 （ 2002 年 ） ，张宏成等 （ 2005 年 ） ，邢彦辉 （ 2009 年 ） ，柴娇等
（ 2011 年） ） ． 这种范式的认识论基础是： 知识来源于理性思辨以及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理性思辨是形而
［1］
上学的方法，是追求科学的必经之路． 也正是项惠如、陈实（ 1986 年） 基于体育教师职能对体育教师知
识结构的思考，提出体育教师知识结构包括： “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识 ”和“基础知识 ”的分析框架；
［4］
胡兴永（ 1988 年） 提倡由“书院型 ”向“开拓型”、“运动员型 ”向“教师型 ”知识结构的转变，即重技术
又重理论新观念以及动态知识结构观念等观念 ，提出“基础层次”、“中间层次”、“最高层次 ”的体育教
师知识结构，为后续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 首先，“基础知识 ”的概念被他们提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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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概念不绝于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后续研究之中； 其次，后续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范围基
［13］
本限于客观知识范畴之中． 柴娇等 （ 2011 年 ）
引用舒尔曼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提出的体育教师专业发
展建议，拓宽了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的视域 ，距揭示体育教师知识“本身 ”更近． 这提醒学校体育研究
者不仅要关注自己学科的研究成果 ，更应站在教育学甚至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学校体育研究的进展 ，这样
可以拓宽研究者的“眼界”和“手界”．
2． 2 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文献综述中发现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问卷调查研究是研究者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 （ 张子沙，
张加贝（ 1988） ，肖焕禹（ 1992） ，盖建武（ 1999） ，王维群 （ 2001） ，肖宁 （ 2008） ，汪晓琳 （ 2011） ） ． 在实证主
义者眼中，一项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与运用数学的程度正相关 ，将教育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以自然科学
为标准模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强调对研究对象做实证和经验的考察，注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 上述研究主要将量化的统计方法运用于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 ，但知识观、方法论上偏差，可能会
导致一种“伪实证主义”． 研究者大多以体育教师为问卷调查对象，运用统计的方法得出体育教师对各
类知识在教师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程度“认知”，这种态度的调查仅仅是从体育教师自身的视角反映了其
知识结构的应然状态．
欲揭示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实然状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模式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略显
“乏力”．
2． 3

注重人类学或诠释学方法论的运用
鉴于体育教师知识具有主观性、假设性、情境性、实践性等个人化的特征． 对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研

究，尤其是对一些成功的教师的案例研究可以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即人类学或诠释主义方法论． 这
种研究注重对被研究对象进行诠释性理解 ，研究者融入被研究者的教育教学生活 ，强调研究过程的自然
性，而且关注对微观问题的整体把握 ，便于发现体育教师知识结构中主观性、假设性、情境性、实践性个
人化知识的形成过程、发展模式及表征机制，揭示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实然状态，最终可将研究结果应
用于体育教师 培 养 模 式 中，建 立 新 的 体 育 教 师 培 养 模 式，如： 基 于 学 校 的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学 校 模 式
（ PDS） ［19］． 质的研究是这类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如： 教师叙事研究、教师生活史研究、教育人种志研
究． 这类研究的特征是： 教师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发生变化 ，从被研究对象转变为研究者．

3

结

语

长期以来，知识被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 ，视知识为封闭的结论体系，忽视了
知识本身的主观性、情境性、假设性、实践性等个人化的特征，因而在体育教师知识研究呈现研究的视域
窄，研究的方法简单等特征，影响人们对体育教师知识“本身 ”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讲，已有研究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知识观基础 ，是传统知识观的必然产物．
应当更多地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论 ，从多个视角来研究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 ，明确各自体育教师知
识分类的标准或者依据，不仅要研究理论知识，也要研究实践知识； 不仅要研究公共知识，也要研究主观
性、情境性的个人化知识； 不仅要研究教师的“知道是什么 ”的知识，也要研究“怎样做 ”的知识． 这会呈
现出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教师知识的图景 ，会描绘出体育教师知识结构形成 、发展、运用的模式，解释各
类知识之间的关系，促进研究者与体育教师知识观的更新 ，创新体育教师培训模式，优化、提高体育教师
的教育素养，这是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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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reflection of 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past 20 years
LU Bochun1 ，SHEN Jianhua2
（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07，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knowledge，methodology and other perspectives of regress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PE teachers of the status quo in the past 20 years，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base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of research is primarily on the knowledge view of objectivism，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s restricted． For many years research category of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E teachers was consistently confined to discipline knowledge + educational knowledge + culture knowledge． Ｒesearch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are mainly confined to Speculative theory research guided by rational debate methodology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guided by positivist methodology．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knowledge view of objectivism，rational debate focuses on the objectivity theory knowledge ought status in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E teachers．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attitude survey research，reflecting the ideal state of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uggestion： update knowledge，enrich methodological the guidance，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reve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development，and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in sports teaching situation，etc．
Key words：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review； reflecti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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