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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化田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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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在中小学生中开展田径运动的现状，提出深化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改革
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1． 关于田径课程和田径运动的区别问题; 2． 关于田径课程的定位和内容体
摘

系问题; 3． 关于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问题; 4． 关于田径课程教学中加强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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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运动能有效地发展体能，提高人体基本活动技能，培养人们良好的心理和思想品质 ． 因此，田径
运动项目被列为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 ． 同时，田径运动项目还被列为《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的主要测试项目． 然而，据笔者调查了解到，田径运动在学校体育的开展过程中，并不受到中、
小学生的喜爱和欢迎． 据《文汇报》2009 年 10 月 13 日一则报道称： 有学者调查发现，上海市学生中喜欢
田径运动的学生人数不足 2% ．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中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
出现与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不无关系 ．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担负着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的重任，《田径课程 》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
之一． 然而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和实际的调查 ，认为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中，无论在理论上
或者在实践中，都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提高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 本文作者拟就紧扣体育教育专业培养
目标，深化田径运动课程改革，以有效提高田径课程教学的效果． 在转变中小学生对待田径运动的态度
和提高中小学田径运动教学效果方面 ，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厘清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和田径运动的区别和联系

1． 1

田径运动与田径课程的释义
田径运动是走、跑、跳、投的身体运动，它包括田径竞技运动和田径健身运动． 田径竞技运动包括径

赛和田赛、公路赛跑、竞走、越野赛跑和山地赛跑． 田径健身运动包括一般的走、跑、跳、投和简化了的田
径竞技项目． 发展至今，田径运动不仅有众多的运动项目、姿势和动作，而且还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教学
法、训练法、锻炼法、场地器材设施、竞赛组织和裁判法等理论知识体系 ．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田径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规定的一门以田径运动
为内容的术科教学科目． 田径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应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 ． 同时，应和体育教育专业的其
他课程与措施一起，为实现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合格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目标服务 ，其中的关系如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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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内容要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

田径运动与田径课程的区别与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和图 1 所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田径课程和田径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两者的关系

在于： 在田径运动的技术和理论内容中 ，具有很多构成田径课程内容的“素材 ”，要从田径运动众多内容
中，选择那些符合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素材”，构成田径课程的内容，来从事高校体育教
育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 就如人体生理学学科和人体生理学课程一样 ，高等学校的医学专业和高等学校
的体育教育专业都开设人体生理学课程 ，但两者却因培养目标不同，课程内容也存在区别． 根据培养目
标的需要，体育教育专业人体生理学课程，主要侧重于从人体生理学学科中选择人体运动时的生理现象
和生理过程等“素材”，来构成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人体生理学课程的内容 ．
1． 3

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以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内容 ，大多存在着追求田径竞技运动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现

象，脱离中小学体育教师培养目标的实际 ． 一本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田径教科书，动辄 30 ～ 40 万字，全
部的田径运动内容都汇集于教科书中 ，这与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课程
方案》中规定的必修田径课程 150 学时的教学时数已经不相匹配，教师根本无法完成教科书的内容． 学
生学了田径课程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不能针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实际开展田径运动教学工作 ，甚至普
遍存在“学的内容用不上，用的内容没有学”的反映，很难唤起中小学生对田径运动的兴趣和喜爱 ． 这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新时期 ，应该认清田径课程
与田径运动的区别，从田径运动中选择符合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素材 ”，构建符合中小学生
身心实际的田径课程教学内容，以更好地开展本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工作 ．

2
2． 1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定位和内容体系问题的思考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定位及其意义

所谓课程的定位，就是指这门课程是为谁而开设，即学习对象是谁． 同时还要弄清楚学生学了这门
课程以后派什么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没有明确的课程定位，课程的内容就可能脱离培养目标
的实际，教了很多无用的内容，浪费很多教学的时间． 教学的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 有了明确的课程定
位，才能选择出符合培养目标要求的 ； 有了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才能真正产生实际的效果．
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田径课程 ，应该定位在体育教育专业的本科生 ，即未来的中小学体育教师
这一位置上． 体育教育专业开设田径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 ． 为学生将来走上中小学体育教师工作岗位
后，具有从事中小学体育课中田径运动的教学 ，指导课外田径运动锻炼和训练、组织中小学田径运动竞
赛以及学校田径运动场地器材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 因此，根据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定位和主要任
务，应紧密联系中小学实际，从完整的田径运动技术和理论知识系统中去选择那些中小学体育教师必备
的田径运动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内容 ．

第5 期

2． 2

沈

越： 对深化田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问题的思考

183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内容体系构建
明确了田径课程的定位以后，还应该明确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体系． 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是指课程

的教学内容自始至终贯彻一条什么样的主线 ． 以往选择田径课程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竞技体系的田径
课程教学内容模式． 这种竞技体系的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模式 ，显然不符合中小学生的实际和培养高素质
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要求． 因此，应该重新构建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体系 ．
要构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新体系 ，必须十分明确我国学校当前实施素质教育
对体育的要求和学校教育中体育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中指出：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学校教
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关于学校教育中体育的目标，路甬祥同志在《时代、科学与教育
的未来》一文中提出的“教育中体育的目标在于发展健康的体魄 ，足以承担人生工作的重负 ”，笔者认为
这样的表达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可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了田径课程以后，主要应该是在未
来的中小学体育教师岗位上，以田径运动作为一种健身手段，通过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使广大学
生掌握用田径运动锻炼身体的方法 ，用田径运动去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因此，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
程教学内容，应该构建健身内容体系的田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 要从田径运动中选择那些能够有效锻炼
身体，增强体质的技术动作和有关用田径运动来健身 、强身的理论知识，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
程的主要教学内容． 将“健身”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彻于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 ．
当然，为主不是惟一，围绕田径健身内容体系这条主线，吸收一些与健身有密切联系的田径竞技运动文
化的内容于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之中也是必要和应该的 ．

3

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问题的思考

3． 1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的误区
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发展、知识激增的时代． 为了培养合格和高素质的中小学体育教师 ，必须做到

对《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 》规定的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 然而，根据笔者观察
与了解，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问题上 ，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以致加剧了田
径课程教学内容脱离中小学生实际的现象 ． 众所周知，由于田径课程通常被认为是一门术科课程 ，因此，
很多教师在谈到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是田径竞技运动项目技术上出现的各种新
动作，新姿势． 认为把一些优秀田径运动员在竞技比赛中采用的高 、精、尖的技艺纳入高校体育教育专业
田径课程教学中就是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 ． 什么跑步要“扒地”； 跳高要采用“背越式 ”，跳远要“走
步式”； 所有投掷项目器械出手瞬间都要“躯干鞭打 ”等等． 其实，这是走入了一个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
新的误区． 田径竞技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高、精、尖的技艺，运动员学习和掌握它是为了参加比赛，获取优
异的运动成绩． 这种高、精、尖的技艺，就连经过特殊选材和长期训练的专业田径运动员都难于掌握 ，要
让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掌握或者再让他们将来以这些高 、精、尖的技艺去教给中小学生，让他们掌
握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有资料表明，短跑“扒地 ”技术，是百米成绩在 10 s 左右时出现的新技术． 体
育教育专业的学生百米要跑 12 s 左右； 中学生百米更是在 15 s 左右，因此根本不可能掌握“扒地”技术．
另外，投掷项目的“躯干鞭打”技术，运动员卧推不在 150 kg 以上； 负重蹲腿不在 200 kg 以上，根本不可
能掌握这种“躯干鞭打”技术． 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和广大中小学生能卧推多少？ 负重蹲腿多少？ 因
此，“躯干鞭打”对这些非专业运动员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说 ，只能是“望尘莫及”，不可能的事了． 因此，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 ，绝不能理解为把一些田径竞技运动中出现的新动作 、新姿
势和高、精、尖的技艺纳入田径课程教学就是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 ．
3． 2

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的认识 、领域与标准
笔者认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 ，首先应该体现在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体

育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田径运动教学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 、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新的理论和方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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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田径课程教学内容，体现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时代性、实用性，才是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
更新． 例如，将教育教学科学中发现类教学模式下的发现类教学法引入田径技术教学 ，来代替传统的给
予———接受类教学模式下的讲解示范法 ． 又如，将体育教育教学理论中的竞技运动体育教材化的理论和
方法引入田径课程来更新田径课程技术教学的内容等 ． 其次，田径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还应该体现在删
除了那些脱离中小学身心实际的和纯竞技的内容 ． 而把那些能有效锻炼学生身体，增强学生体质的田径
项目，包括经过体育教材化改造过的由田径项目引伸出来的动作 ，纳入田径课程的教学内容． 再次，田径
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还应该体现在重新分析 、归纳和提炼出田径运动各项目和动作的基本技术来作为
田径技术的教学内容． 这种基本技术，有三条标准： 一是它是完整技术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技术，不是技
术的细节，更不是高超的技术； 二是动作的形式和方法符合人体解剖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要求 ； 三
是绝大部分学生经过学习和努力后能够学会和掌握的技术 ． 如果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学习和努力还不能
学会和掌握的技术，就不是基本技术，应该坚决摒弃．

4

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加强田径课程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的设想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田径运动项目教学的传统与思维定式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就指出： 实施素质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并指出： “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4． 1

和创业精神”． 由此可见，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中 ，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与能力培养，不仅
具有必要性，而且是历史赋予的责任．
在上海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中发现 ，很多实习生在课堂教学实习从事田径教材教
学时，照搬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田径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 ，以致形成了中小学
体育教学的成人化倾向和专业化倾向 ． 例如，在短跑教学时，要讲起跑器怎样安装，上起跑器的动作顺序
等等． 其实，中小学教短跑基本上没有起跑器的 ． 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生缺乏创造性，并
不懂得教学对象发生变化后，方法手段应随之改变． 为此，笔者认为在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教学中 ，应
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 ．
4． 2

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加强田径课程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的设想

创新精神是指具有运用自己的知识 、信息、技能和能力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操作方法，并具有改
革和创新的活力、意志和勇气． 当然，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建立有效的机制．
不仅涉及到高校的管理者，而且涉及到高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和每一位教师 ． 为此，就高校体育教育专
业田径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作如下设想 ．
（ 1） 要对田径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筛选 ，不要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以给学生提供进行思维、
探索、发现的空间和机会． 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探索、发现、掌握一些未经教师传授的，但又是体育
教师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田径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 ，以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和能力．
（ 2） 要重视和抓好规律性和原理性知识 、技术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牢固掌握规律性和原理性的知
识、技术和技能，并鼓励学生运用这些知识、技术和技能“迁移 ”和“举一反三 ”，逐渐形成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 3） 要加强课堂提问、课外作业和课后笔记的布置安排． 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安排，一直是被教师
忽略的教学环节，认为只要把知识、技术、技能传授好了就可以了． 其实，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题目选择
得当，会给学生留下很多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能够激发和推动学生课后进一步学习，对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课堂提问和课外作业的题目，一定不要停留在“复习 ”和“巩固 ”的层
面上，要具有思维性、探索性，进而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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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终身体育、素质教育与“健康第一 ”等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进一步
受到关注，田径运动课程的教学与中小学体育课程目标的脱节现象逐步显现 ，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
密切结合中小学体育教育实际的要求应被高校教师重视 ，应深入研究高等教育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
教师应围绕田径课程和田径运动的区别问题 ； 田径课程的定位和内容体系问题 ； 田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
问题； 田径课程教学中加强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等诸多问题 ，以期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和价值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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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ssue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track and fiel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HEN Yue
（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s several understanding issues propose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Athletics
Curriculum，which is targeted to the status quo of carrying out Track and Field Cour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ir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ck and field curriculum and the track and field athletics． Second，the position and the system of
contents of the track and field curriculum． Third，the content updates of the track and field curriculum． Fourth，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spirits and abilities through the track and field courses．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training objectives； track and field athletics； track and field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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