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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职业技术训练、提高分数以谋求个人地位的

升迁为活动的基本取向。

1．3教学评价一刀切，弱化学生的价值主体资格

当前的体育教学评价，往往忽视学生的主体资

格作用．仍然采用“一刀切”方法评判学生的成绩，

教师对于学生体育成绩的评定，有着绝对权。把社

会的价值需要与学生个体主体的价值需要统统化

为分数．以分数高低来说明教与学水平的高低、价

值的大小，而实质的体育教学需要无法体现。学生

无法从教学实践中得到对教学价值的认知体验，更

谈不上实现评价的判断、选择、定向功能，失去了学

生的价值主体资格。

2强化体育教师人文素质修养的几点思考

2．1加强教师的文化修养

心理学表明，人的某种观念或素质的养成，是

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并长期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因

素有家庭的、社会环境的、学校教育的等。大学不但

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本形成阶段，

也是学生职业素养基本形成阶段。大学教9币是学生

未来职业形象的化身。大学教师一言一行对被教育

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提高大学生人文素

质。说到底还在于教师的文化素养。日高素质教p币不

仅取决于教师的学历学位、学术水平，更取决于他

的文化素养，因此要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使

学生成为适应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的合格人才，

体育教师必须提高自身文化素养，通过博览群书，

积极拓宽知识面和提高学识层次，真正做到为人师

表。问

2．2了解教育对象

深入了解教育对象身心健康的需求，采取有针

对性的方法和措施。有目的并系统地贯穿到每次教

学活动中是我们的责任。调查证实，当代大学生对

体育人文素质教育的认识是不容乐观的。要改变其

观念要有一个长期系统的教育过程。因此，我们首

先要认真抓好体育课堂教学这个主要环节，在有限

的时间里使每一堂课都充满活力与生机．让每个学

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其次要积极

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让学生充分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与健康。第三就是

组织好不同兴趣爱好者参与和观赏他们喜爱的体

育竞赛等。

2．3关注学生个性发展

无论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还是社会结构，都强

调入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个性多元和个性发展，

现代教育中，学生个性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

展的人，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个性的全面发

展。H为迎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目前

我国正在推广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这更要求

我们给学生提供、创造个性充分发展的机会，给学

生自由选择的空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点

和学习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使他们的

个性得以充分发挥。教学中应注意课程教学与课外

锻炼间的互动关系．积极采取俱乐部教学、“三自

主”教学等多种形式和多种方法，同时开设养生、保

健、卫生等常识的讲座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武术、

气功等选修课。增设面向社会的体育场馆，开展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等，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2．4强调教学的内在价值

教学的内在价值是指教学活动作为区别于其

它社会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属性，外在价值是指

教学活动对其它事物、现象或活动所具有的价值。

人们往往用内在价值指称体育教学的理想价值、个

体发展的价值、直接表现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价

值，而用外在价值言说体育教学的功利价值、社会

发展价值、通过教学活动间接获得的价值。长期以

来。我们的体育教学存在片面强调教学的外在价值

而忽视内在价值的倾向。这种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

又使教学沉湎于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当教学被缚

上这种急功近利的重负时，祈求它出现大的飞跃是

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说关注教学的内在价值，并不

是置社会发展于不顾，片面强调内在价值最终也会

导致它的沦丧。事实证明，这种过分突出教学的外

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的做法，并没有使社会发

展步人良性轨道，也没有使个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

发展。学生也未能从中感受到乐趣，更不必说领悟

到它对生命的意义。

为了适应动态社会。为了推动社会向前和谐发

展，教学必须关注内在价值，以教学的内在价值完

美来回应各种各样的外在要求。关注体育内在价值

有其现实意义。内在价值表征的是体育教学本身的

意义。体育教学活动正因为具有内在意义才具有了

吸引力与凝聚力。这一点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

峻、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与所学专业不符或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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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重要。

2．5重视体育组织和行为，增强体育意识

制定和改进体育制度、管理办法，保障各项体

育工作的正常实施。对国家体育法规、精神。体育健

身的好处等进行宣传．组织体育知识讲座、知识竞

赛、观摩比赛，丰富学生体育知识。培养学生对体育

的兴趣，提高体育人文意识。加强学校运动队或俱

乐部建设，利用一切手段让学生了解体育、参与体

育、享受体育，形成自己学校体育的一个品牌。

3结语

学校体育教育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基础教

育。它可以增强学生体质，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并有特长，实现其文化、教育价值，完善其人文

精神的构建。学校体育人文要主动适应社会人文的

发展，学校体育人文才会有生命力。跨世纪的体育需

要人文精神，学校体育更需要以人为本的体育环境。

要使学校体育工作充满活力与生机．必定要有

一个良好的学校体育文化氛围和广大学生具有全

面的体育人文素质。翻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目

的、有意识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体现出教师的

学识与修养，更可调动学生学习运动技术的激情，

有效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因

此，加强体育教9币的人文素质修养，是当前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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