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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民俗体育课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陕西省普通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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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山学院体育系，安徽黄山245041；2．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以陕西省普通高校为例，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高校民俗体育

课程人力资源从体育教师、大学生、学校主管领导及其他人员4个方面的开发现状进行了访谈和调查。并加

以分析探讨，以期对新时期陕西省普通高校民俗体育课程人力资源的深层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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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民俗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是学校体育的民族传统

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更是学校开发利用民族传

统体育课程资源的源泉。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颁布以来，已有部分普

通高校相继把舞龙舞狮、腰鼓等民俗体育项目引入

体育课堂，也有部分民族院校在体育课程中开设了

珍珠球、花炮、陀螺、木球、射弩等项目，但绝大多数

普通高校并没有开设民俗体育课程。flJ即使是民俗

体育资源丰富的陕西省普通高校，也只有其中的4

所高校开设了民俗体育课程。

而对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而言，“人力资

源”开发是其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因为人力

资源具有内生性，它可以能动地产生比自身价值更

大的教育价值，在民俗体育课程资源中有着特殊的

作用。他们自身创造性智慧的释放和创造性价值的

实现，是整个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结构优化发展的基

础，也是民俗体育课程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田

因此。对民俗体育课程元素人力资源的开发现状的

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从体育教师、大学

生、学校主管领导、其他人力资源4个方面对陕西

省普通高校民俗体育课程入力资源开发现状进行

调查、分析。以期对新时期陕西省普通高校民俗体

育课程人力资源的深层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普通高校民俗体育课程入力资源开

发现状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阅收集了近几年来相关的文献资料，查阅了

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

2．2．2专家访谈法

对陕西省普通高校部分体育院系(部)领导、部

分体育教师、民间艺人进行访谈。

2．2．3问卷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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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和访谈的基础上。确

定“陕西省普通高校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现状与开发

师、生问卷”。根据研究目的，问卷发放对象确定为

陕西省已经开设民俗体育课、建立民俗体育俱乐

部、训练队的5所高校。和10所未开设的高校。共

发放教师问卷130份，回收124份，回收率95．4％。

其中有效问卷124份，有效回收率为95．4％。发放学

生问卷900份，回收90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

有效问卷750份，有效回收率为83．3％。

2．2．4数理统计法

运用Microsoft Excel9．0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统计、处理。

2．2．5逻辑分析法

运用逻辑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教师资源的开发现状

3．2。l体育教师对新《纲要》指导思想和改革内容

的了解状况

国家教委颁布新《纲要》是指导课程开发的主

导思想，也是开发课程资源的依据。新《纲要》颁布7

年以来，陕西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对《纲要》指导思

想与内容的理解程度以及对《纲要》中关于民俗体

育课程资源开发要求的了解程度到底如何呢?针对

这些问题，笔者对陕西省普通高校124名体育教师

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目前陕西省普通高校有6．5％和

38．7％的体育教师对新《纲要》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内

容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37．1％表示一般，16．1％和

1．6％表示不了解和非常不了解(如图1)。有4．8％和

9．7％的体育教师对新《纲要》中关于民俗体育课程

资源开发的要求是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48．4％表

示一般，31．5％表示不了解．还有5．6％表示非常不了

解(如图2)。

可见，陕西省仍有一半以上的体育教师对新一

轮体育教学改革的关注不够，处于被动参与教学改

革的状态，存在着改革是领导的事情，主动学习领

会体育教学改革精神和教育思想的积极性不高，这

也是陕西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起步较晚的重

要原因之所在，也将影响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

图1对新《纲要)的了解程度(n=124)

图2对《纲要)中民俗体育课程开发了解程度(n=124)

3．2．2对民俗体育的认知程度

通过调查显示(如图3)：对于民俗体育非常了

解的为3．2％，比较了解的为20．2％，45。2％和24．1％

的体育教师选择了一般和不了解，还有9人选择了

非常不了解。所占比例为7．3％。从以上数据可以发

现，目前阶段陕西省高校体育教师对民俗体育的了

解程度不是很理想。各学校应加强对体育教师的培

训工作．拓展体育教师对民俗体育的“专业知识

面”。

对民俗体育健身价值问题的认识是(见图4)：

有25．8％和66．1％的体育教师选择了非常有价值和

有价值，只有10人选择了一般，所占比例为8．1％，

可见，民俗体育的健身价值得到了陕西省高校绝大

部分体育教师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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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3对民俗体育的了解程度(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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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对民俗体育健身价值的认知情况(n=124 l

3．2．3对开设民俗体育课程可行性、必要性、前景

及推广意愿的调查分析

对陕西省普通高校开展民俗体育项目的必要

性问题上，有19．4％和61．3％认为非常有必要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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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17．7％认为一般，1．6％认为非常没有必要(如图

5)。对陕西省普通高校开设民俗体育课可行性问题

上，有3．2％和71．O％认为非常可行和可行，22．6％认

为一般，3．2％认为不可行(如图6)，表明绝大多数体

育教师认为在陕西省普通高校开设民俗体育课程

不但具有必要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

对民俗体育在陕西省普通高校发展前景问题

的看法，有12．9％和54．8％认为非常有前景和有前

景，有25．81％认为一般，有6．5％的体育教师认为没

有前景(如图7)，表明大部分体育教师看好民俗体

育在陕西省普通高校未来的发展。并有27．4％和

56．5％表示非常愿意和愿意承担传承、推广民俗体

育工作，12．9％认为一般，1．6％和1．6％表示不愿意

和非常不愿意(如图8)。表明陕西省体育教师在思想

上高度认同民俗体育在学校的开展，而且还表示乐

意在行动上为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做一些工作。

这也将为陕西高校民俗体育课程体育教师师资资

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非常必要 必要 一般 不必要非常不必要

图5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必要性(n=124)

非常可行 可行 一般 不可行非常不可行

图6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可行性(n=124)

非常有前景有前景 一般 没前景非常没前景

图7 民俗体育在陕西高校发展的前景(n=124)

非常愿意 愿意 一般 不愿意非常不愿意

图8传承、推广民俗体育的意愿(n=124)

3．2．4掌握民俗体育技术技能的状况

对陕西省普通高校民俗体育项目现有师资资源

状况调查显示：体育教师学习和掌握民俗体育项目

的途径为通过参加民俗体育项目培训班的占

64．5％，向民间艺人学习的占54．8％，自学影像资料

的占48．4％，观看优秀的民俗体育课程资料的有

30．6％(见表1)。有62．9％的教师表示自己已掌握l一

2项民俗体育项目，21．0％的教师表示已掌握3—5项

民俗体育项目，4．8％的体育教师掌握6项以上民俗

体育项目(如图9)。

从图9的数据来看。陕西省普通高校有80％左

右的体育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掌握了1—5项不

等的民俗体育项目，似乎陕西省民俗体育师资资源

并不缺乏，而且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进一步调查表

明，能真正将所学的民俗体育引进体育课堂。并且

能胜任民俗体育课程教学的师资，却只有41．9％。

58．1％的体育教师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民俗体育课教

学(见表2)。这也表明，掌握几项民俗体育项目并不

等于能胜任民俗体育教学。
表1 提高民俗体育技能途径(n=124)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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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掌握民俗体育技能的情况(n=124)

表2能否胜任民俗体育课程教学情况【n=124)

3．2大学生资源的开发现状

3．2．1 自主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情况

新一轮教学改革以“健康第一、以人为本”主导

思想和教育理念。促使普通高校在体育课程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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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更多考虑到学生主体的学习需求、兴趣和意

愿，在体育课程学习中基本实行了双向选择制，学

生就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然而，由于地理位置

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陕西省普通高校的体育

教学改革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其他普通高校体育

课程内容改革的力度相比还有～定的差距，体育课

程内容建设和师资力量的培养还比较单一．目前大

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传

统教学模式。如挺身式跳远、短跑技术等竞技性体

育教学内容。体育p币资资源的单一，自然会造成体

育课程内容设置的单一性。学生自主选择体育课程

内容的空间就小，也就造成了有22．6％的学生不可

以选择体育教学内容和72．9％的学生可以选择部分

体育课教学内容的现象(如图10)。反映出陕西普通

高校在培养多元体育师资人才和在建设多元化体

育课程内容上还是有所欠缺。

∞

缝
勰

司以全部选择 可以选择部分 不司以选择

圈10自主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情况{n=750}

3．2．2对民俗体育的认知程度

调查发现。有3．3％和17．1％的大学生对民俗体

育是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59．2％的大学生表示只

是一般了解，18．9％和1．5％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和

非常不了解(如图11)。学校体育是系统传授体育文

化知识和体育运动技能的重要场所．但是大部分学

校没有开展民俗体育项目。没有对民俗体育进行系

统的传授，故而学生深入了解民俗体育的渠道缺

乏，因此有一半多的大学生对民俗体育了解一般也

是正常现象。

在问及大学生喜欢民俗体育问题上．有9。1％和

39．3％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民俗体育活动。这部分

学生将是学校开展民俗体育活动的主要群体，还有

48．5％大学生选择了一般(见图12)，若学校开展民

俗体育，加强对这部分学生的引导，将会诱发他们

对民俗体育活动的兴趣，使其加入到民俗体育群体

中。有15．5％和57．1％的大学生非常希望和希望学

校体育课能开设民俗体育项目，有20．2％的人选择

一般。6．4％和0．8％持反对态度(如图13)。这表明绝

大多数的大学生希望学校能开设民俗体育课，反映

出大部分大学生对民俗体育活动是有需求的。这种

需求是开展民俗体育的基础条件，说明陕西省普通

高校开发民俗体育课程资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 不了解非常不了解

围11 对民俗体育的了解程度(n=750)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圈12对民俗体育的喜欢秘／／11(n=750)

～
一 57．1

非常希望 希望 一股 小希望非常不希望

图13对体育课中加民俗体育的态度(n=750)

3．2．3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现状

陕西高校大多数学生是喜欢民俗体育活动的，

也希望学校能开展有意义的民俗体育课程。但由于

师资、教材、器械等问题。目前陕西省37所普通高

校中只有4所学校较系统的开设了民俗体育课，大

部分普通高校还未开设民俗体育课程。因此，绝大

部分学生在体育课堂上基本不能系统的学习民俗

体育内容。但少数体育教师会在体育课准备部分组

织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民俗体育活动，这也是

38．9％的学生所表示的“在教师指导下玩”。许多学

校课余基本上没有开展民俗体育活动，因此有部分

学生在课余时间偶尔与同学一起，自娱自乐地进行

一些民俗体育游戏活动或参与一些社会的民俗体

育活动项目．但总体上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人数和

次数不多(如图14。15)。
60．1

F掣。。。。j÷””?㈠?“j?j?j1 7。唧 ⋯’y、。”j。j"’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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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4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频率(n=750)

图15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方式(n=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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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动机

通过对陕西省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动机

的调查统计．其排序依次为：缓解压力，充实休闲生

活、发展业余爱好、强身健体、提高运动能力、培养

团队精神、加强人际交往。接下依次为传承民俗体

育文化、掌握民俗体育的技能、掌握终身体育的方

法、其他(见表3)。以上排列结果可以看出，当代大学

生对民俗体育活动的需求动机种类繁多、内容丰

富，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以“缓解压力，充实休闲生

活”为最主要的动机。

表3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动机(n=675。多选)

3．2．5制约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因素分析

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行为滞后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通过调查数据显示(贝。表4)：48．O％的大学

生认为“缺少有效的组织”是影响他们参与民俗体

育活动的重要因素；38．5％的学生是因为“缺少器

材”；34．O％的大学生是因为“缺少指导教师”；31．3％

的大学生是因为“缺少同伴”；29．9％的大学生是因

为“缺少场地”；26．1％的大学生是因为“缺少适当的

项目”：下面依次为没有时间、经济条件的限制、没

有兴趣、其他，仅9．O％的大学生是因为对民俗体育

不感兴趣。而影响了他们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由此

可见，影响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主要受外在

条件的制约。

表4制约大学生参加民俗体育活动因素{n=750．多选)

3．3学校主管领导对民俗体育态度的分析

学校主管领导对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的支

持态度直接影响到课程改革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

来，学校体育课程的建设都是以西方的竞技体育项

目为主。竞技体育项目的课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

果，已形成一系列完善的教材体系。近几年来，亚洲

其他国家的民族体育也不断进入学校，如跆拳道、

瑜伽等。而这些项目在引进大学体育课程之前，其

教材和课程评价体系比较完善，便于直接引入，并

且这些已成为学生比较喜爱的项目。因此，学校主

管领导对这些课程建设的力度比较大。相比之下，

我国民俗体育在学校体育课程建设中的力度就显

得非常薄弱。

究其根源。一是民俗体育历来被认为是不登大

雅之堂，一直不被重视，更不可能成为大学体育的

教学内容。二是民俗体育有较强的随意性，没有现

成的教材。不宜直接引入体育课堂。三是开设民俗

体育课程必须对原有的民俗体育内容进行整合、改

编，才能为体育教学所用，这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

财力、物力。从成本上来看，与那些已形成教材体

系、能直接进行教学的现代体育项目相比．成本自

然较高，尤其是陕西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经费普通

较紧的情况下。学校主要领导对课程开发成本不得

不多加考虑。这也是有41．9％的教师认为领导对民

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重视不够的原因。

可喜的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不断

发展，民俗体育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对象，也逐渐

引起相关领导者注意。陕西已有4所普通高校率先

开设了民俗体育课程，也将对陕西其他高校开发民

俗体育课程资源产生影响。因此。有4．8％和32．3％

体育教师认为主管领导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对民

俗体育资源开发，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部分是已开设

或正准备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学校(见如图16)。
41．9

4蛩嘞臀尊粼?e辩￡糍4獬戳。帮。j悠

19．4 搿

一，口I
， 羲

，l：=__=疆 。，k。。l 。 r]．郴l
非常重视比较重视 一般 不重视非常不重视

图16对民俗体育课程资涮开发的重视程度(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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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其他人力资源的开发现状

新的课程观认为，除了教师和学生这两个教育

主体外，还要让学校主管领导、辅导员、其他有体育

特长的教师、民间艺人、社区体育指导员、家长等更

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来。p】家庭、学

校、社会在教育过程中的密切合作与相互支持同样

是我国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嗣社会各界

民俗体育人力资源对学校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

发提供更多的渠道。因此，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

发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协调作用，使其可以更好地

为学校民俗体育课程资源服务。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陕西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认为在陕西普通

高校开设民俗体育课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且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并表示愿意承担民俗体育推广

的工作。但对民俗体育理论和技术的掌握还比较欠

缺。有待进一步提高。

2．陕西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对民俗体育有较高

的认同和喜欢．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场地器材、

教师的指导等因素的制约，绝大部分同学参与学校

和社会民俗体育活动较少。

3．虽然陕西省普通高校领导对开设民俗体育

课程总体上支持态度，但实际上对开发民俗体育课

程资源支持的力度不够。同时，还不能充分发挥辅

导员、社区指导员、民间艺人等其他人力资源的作

用来弥补师资上的不足。

4．2建议

1．陕西省普通高校应加强对在职体育教师进

行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全方位”培训，建立相

应的鼓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开发利用民俗体育的积

极性。

2．确立学生在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中的主

体地位。重视对学生的原有经验和自身素质资源的

开发。充分发挥学生在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从而使其与教师一起，共同承担起在学校

范围内传播、继承、开发利用民间体育的责任。

3．学校主管领导应加强对民俗体育的了解程

度。同时体育教师要与学校主管领导及时地进行沟

通，以期获得他们对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认可和支

持。同时，充分发挥辅导员在民俗体育活动开展中

的协调、组织、宣传作用，重视与民间艺人的交流，

并通过向民间艺人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技能等。

4．学校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与社区以及

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纵向从基层学

校到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教学科研部门、课程研究

中心．横向从教育内部向教育外部的交错相连的课

程资源开发网络，形成民俗体育课程人力资源开发

的整体效应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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