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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师资队伍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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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的现

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探寻出相应对策，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健美操在高校的发展。

关键词：安徽省；高校；健美操；师资队伍

中图分类号：G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5-0077-05

面对2l世纪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体育教师必

须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顺应国际体育动态和发展

趋势，增添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完

成体育教育的重任，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教师队伍

的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是高校工作中的永恒

主题。近年来，健美操运动深受高校广大女生喜爱，

在各高校体育课程体系中一直是极为重要的课程

元素。在健美操教学及运行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习兴趣。教师的状况直接影响着

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本文通过文献法、访问法和数

理统计法对安徽省27所普通高校的健美操教师进

行调查与分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安徽省高校健美操教师为研究对象。从安徽

省不同地区选取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建工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等27所高校的健美操教师为调查对

象，对以上各高校的健美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需要，查阅了近10

年来有关教师素质、体育教师素质与健美操教师素

质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专家访谈法

利用全国健美操指导员培训班学习期间及现

代通讯手段。与安徽省高校健美操部分教9币进行了

交流，征求了一些教育专家的看法和建议，并就当

前健美操发展对教师能力结构、继续教育等问题，

走访了安徽省教育厅9币资处、体卫艺处、高校师资

培训中心、继续教育学院等相关部门10余人。

1．2．3问卷调查法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确定出安徽省

高校健美操教师现状问卷调查表，共发放教师问卷

130份，回收问卷124份，回收率达95．4％，其中有

效问卷117份，有效回收率达94．3％，并对问卷进行

了信、效度检验，结果见表l和表2。
袭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情况统计表

发放问卷敷回收问卷数回收率有效问卷数有效率

1．2．4数理统计法

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采用SPSSl4．0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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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并对数据进行了频数、百分数的运算和统计

分析。

1．2．5逻辑归纳法

对以上数理统计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和逻辑分

析。

2结果与分析

2．1 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学历及职称现状

体育教师的学历及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一所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科研实力、业

务能力和发展的潜力，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教师接受

正规教育的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88．9％的健美操

教师是大学本科学历，拥有硕士学位的健美操教师

仅有8．5％，博士学位的健美操教师仍处于空白。值

得注意的是大专学历的健美操教师还有2．6％．国家

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青年教师研究生学位的比例在60％。这一结果说

明，安徽省高校健美操教师的整体学历层次不高，

有待不断提高。

表3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学历情况(n=l 17)

表4表明。安徽省高校健美操教师队伍中讲9币

和助教的比例为最高(分别为38．5％和32．5％)，超

过2／3。而副教授、教授的比例仅有29％。这种结果

反映出安徽省高校健美操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有

偏低或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健美操教师队伍在业

绩方面的贡献率上层次不高。可以说这种局面的形

成，也与学历层次偏低不无关系。

表4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职称情况fn=117)

2．2健美操教师专业资质现状与分析

健美操项目80年代末才在我国勃然兴起，事

实表明，这项运动是深受国人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

之一。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是推展健美操运动不可

或缺的因素，因而拥有一支具有一定专业素养和业

务能力的健美操师资队伍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安徽省的健美操专业教师十分短缺，从图1中

可以看出，所调查27所高校的117名健美操教师

中仅有26名教师在专业院校求学阶段主修健美操

专业或接受过较系统的健美操专业知识教育(占

22．1％)，男有18名竞技体操、5名艺术体操及技巧

等专业相关度较高的教师，而一半以上的则是其他

专业如篮球、田径等“转业”健美操的教师。表5是

现健美操专项教师学习健美操的经历。“接受过系

统培训”的教师人数仅有3．4％，“上学时专修”的教

师人数为29．9％，而占较大比例的教师均是“上学时

选修”和“工作后参加短训班”的经历。调查也显示，

目前担任健美操教学工作的中、老年教师大多是经

过短期培训后而改任健美操教学工作的。此结果说

明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队伍整体“发育”不

良，从事健美操教学的教师中，拥有健美操专业资

质的教师比例偏小，明显不适应建美操课程的深广

度要求。健美操教师专业资质比例偏小，同样反映

出安徽省健美操教师在教学能力、教学创新及学生

兴趣激发与培养等方面偏弱，缺乏扩布力。另外，后

期再培训力度不足也是造成水平参差不齐的重要

原因，从而限制着健美操运动在高校的发展。

图1 健美操课教师专业师资情况

表5学习健美操经历的情况(n=117)

2．3健美操教师教学现状调查

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它是在

教师的直接领导下，遵循教育计划和体育教学大

纲，向全体学生传授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有效地

增强学生体质，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意志

品质教育的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

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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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健美操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

学生的情况因人而异地选教自编内容。自编健美操

的教学内容包括针对性较强的发展上肢力量的哑

铃操、培养姿态的姿态操或者形体操。体现健美操

基本动作构成元素的“步伐”，以及通过各种步伐、

手臂组合的练习来体现健美操的特色的动作组合

等。

表6显示。70．9％的教9币都选择了“教学大纲规

定动作结合自编动作”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只有较

少部分的教师完全按照教学大纲规定和完全以自

编动作进行教学。这一结果说明大多数教师能够合

理的安排教学内容。

襄6健美操课主要教学内容情况分析(n=117)

2．3．2教学编排能力

教学能力指从事体育教学的一种习得能力。这

种能力是由高校体育教师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所决

定的．它反映着体育教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品

质。12对健美操教师而言。刨编能力的好坏则直接

影响着健美操的教学效果、表演水平和比赛成绩，

尤其是能编制出一套成功的健美操既可以使学生

百练不厌。也可以使学生愉悦体验及赏心悦目。据

此，可以认为，健美操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是健美操教师创编能力的基础，也是教学编排能力

提升的关键。

由表7中显示．认为在编排方面完全可以的和

可以的分别占17．9％和41．8％，仅有4．4％的教师认

为不可以和完全不可以。这一结果说明安徽普通

高校大多数健美操教师是具备编操能力的．同时也

反映出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课程是符合创新要

求的。

裹7教师的编排能力(n=117)

图2标示出被调查者对自己所具有的专业技

术认可程度的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认为完全

可以和可以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师占76％，一般的教

师仅有19．7％，只有4．3％的教师认为可以和完全不

可以。这种结果反映出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

对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的认知度是高的，同样对目

前所具有的专业技术有着较高的满意度。

图2教师对la己专业技术认可的统计分析

2．4健美操教师对自我认识的评价情况与分析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本身应有一桶水。这意

味着作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

业知识及宽广的知识面。健美操教师的知识点与面

主要包括健美操理论知识、健美操专业技术知识、

健美操竞赛规则与裁判方法以及健身领域目前的

发展动态和最新科研成果。

如表8，调查中可以看出，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

操教师在自身能力需要提高方面表现出多元性、多

样性的特点。其中“健身领域的发展动态”、“科研方

面”、“专业技术知识”这3方面是其重要的需求点。

这一结果表明了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在自

身成长需求上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形势要求的。

表8教师自身需要提高的方面(多选)

“健身领域的发展动态”位列第一位，其比例是

21．7％。这一结果说明一部分健美操教师有较强的

求新欲望并期望在“健身领域”始终处于前沿位置，

反映了他们对事业的进取精神。

“科研方面”的选择比例是21．3％。这结果说明

一部分健美操教师注重和积极参与科研，也说明他

们十分看重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20．6％的教师认为需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

知识”。可以说，这种知识是每一名健美操教师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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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师岗位最关键的因素。尽管健美操教师对其选

择的比例不大，但这种结果说明作为教学工作核心

元素的“专业技术知识”仍是一部分健美操教师关

注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表明能有一部分健美操教师

通过这方面知识的不断努力，势必将会带动安徽省

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学水平的提升。

选择“专业理论知识”的比例为17．6％。“专业理

论知识”是基础，也是健美操教师向高层次水平发

展不可或缺的知识元素。那么，安徽省普通高校大

多数健美操教师不重视这方面知识的提升，则说明

他们的知识面狭窄，不具备“触类旁通”的能力，因

为知识单一的人是很难有所造就的。

有18．8％的教师认为“竞赛规则与裁判法”需要

提高。这种选择比例完全符合师资结构要求，因为

大多数健美操教师肩负着大量的教学和推广工作，

无力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实现裁判等级的申请，留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健美操教学。当然有一

部分健美操教师参与到裁判队伍中。也是健美操事

业发展的必然。

2．5教师的裁判水平现状与分析

裁判工作是普通高校体育工作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由表9可知，“无级别”的教师为56．4％，超

过一半的教师人数，而“国家二级”、“一级”及“国家

级”分别为12．％、24．8和6％。“国际级”仍属空白。这

说明安徽省普通高校拥有高级裁判等级的健美操

教师所占比例太少。由于安徽省拥有高水平运动队

的高校甚少，比赛制度不规范，裁判员没有机会得

到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因此。安徽省教育厅相关部

门应逐步完善高校健美操竞赛制度。重点培训和锻

炼健美操教师的裁判能力，逐步提高健美操教师的

裁判技术等级。

表9教师的裁判水平统计(n=l 17)

2．6教师继续教育现状与分析

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人们

的想象，一个人要想不被社会淘汰，就必须永不停

止地去追求受教育的机会。教师进修深造是提高教

师业务能力、更新知识、跟上学科发展水平、不断完

善自我和提高素质的必要过程。现在常提到的“终

身教育”，“活到老、学到老”均反映了社会发展对人

的更高要求。健美操运动从它的起源到现在以惊人

的速度在不断的发展、更新。作为教师应及时掌握

专项信息、发展动态，更新知识与技能体系，才能更

好地提高授课质量。可见，接受继续教育，不断“充

电”已成为提高教师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

表10教师外出进修次数情况(n=117)

由表10显示，有38．5％的健美操教师从未有过

外出进修的现象，而在有过外出进修培训的72名

健美操教师中，5次及以上的教师为12％，3-4次的

教师为16．2％。1-2次的教师达到33．3％。这种结果

揭示出安徽省普通高校在对待健美操教师的业务

培训方面是不够好的，同时，也反映了各高校在健

美操9币资的建设上缺乏前瞻性和发展性。

在健美操教师“外出进修培训”的时间间隔上．

调查表明，有27．8％的教师平均1-2年才能外出进

修培训一次，有63．9％的教师轮到3—5年才能进修

培训一次，这一数字近2／3。而8．3％的教师在外出进

修培训的时间间隔上超过了五年以上。这种进修培

训的人次和时间间隔结果既清楚地表现出健美操

教师外出进修机会匮乏的一致性。也反映了安徽省

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队伍建设落伍于时代要求。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

师外出进修培训次数比例偏小和时间间隔长的事实．

无疑将对教师知识更新、扩大知识内涵、展现工作智

慧和业务形象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本身又

反向地制约着健美操运动在普通高校的发展。

3结论和建议

3．1结论

1．安徽省普通高校健美操教师整体学历层次

不高，以本科为主，专业结构不够合理，有专业教育

背景及其经历的教师比例偏少。有待进一步提高。

2安徽省普通高校大多数健美操教师经过大

量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表现出能够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具备一定的编操能力．对自身的专业技术能

力认知度较高。裁判技术等级分布或构成趋于合

理，在高等级裁判培养与建设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3．在职培训情况不乐观，外出进修培训次数比

例偏小和时间间隔长．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善，缺乏

必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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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议

1．根据安徽省高校健美操教师的学历偏低、职

称不高的特点，有关部门和高校领导要采取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严把

健美操教9币队伍人才选拔与引进关，保证高校教9币

的基本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学科带头人，扩

大健美操研究生的招生范围。

2．提高健美操教师专业素质。培养高水平的健

美操教师队伍。加大引进专业师资和培训在职教师

的力度，大力改善现有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建立

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对

于提高健美操课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3．高校应经常创造条件鼓励健美操教师参加

学习及培训进修，相关部门及领导要制定出完善的

教师培训体系。使教师之间能够有相互交流经验的

机会，及时掌握专项信息、发展动态、发展趋势，从

而提高健美操教师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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