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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路径研究 

王 娟 

离石区长治路小学  山西吕梁 

【摘要】教育生态观和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都对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生态转向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在内生态和类生态的基础上，

指出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以及方法、树立积极工作的意识，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可；提高教师的文化

水平和文化素养；做好自我反思工作，促进体育教师不断进步；建立好的文化氛围，促进体育教师专业方面

的发展；多学习优秀的体育教学经验、方法，提高自身教学的有效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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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ecology and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shift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ecological turning i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and ecological ecolog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cological diversion and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stablishes the awareness of active work and obtains more students' 

recognition, improves the teachers' cultural level and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Good self-reflection work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stablish a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learn more excell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own teach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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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保证教育能够持续不断的进步，就需

要不断的进行教育改革，所以一直以来教育改革都

是我国教育发展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

景下，教师专业的发展不但是对自身教学的完善，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体

育教师专业发展同样也是这样。在体育文化发展过

程中，体育教师充当着多个角色，如继承者、发扬

者、引导者等等，在体育教育过程中，教师又担负着

帮助学生健康发展的责任，因此，体育教师只有不

断提高自身的体育专业素养，才能扮演好各个角色，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1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生态转向的前提 

1.1 体育生态观推动了体育教师专业的生态发

展 

生态学最开始是描述有机体、有机群里与环境

有怎样的关系。但是现在生态学有了深入的发展，

并且被越来越多人的知道并认可这一学科，它的研

究范围也更加宽泛，从之前的生物扩展到现在的人

类，从之前的自然生态系统到现在的人类生态系统。

“教育生态学”第一次是由美国教育学家劳伦斯·克

雷明提出的，这意味着教育者将生态学的一些知识

引入到教育问题上。1990 年以后，在很多相关学者

的研究下，出现了很多以生态学来推动教师专业发

展现象，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培养教师专业发展的相

关资料素材，所以教师的专业发展开始向生态方向

转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教师专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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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身就是一项系统、长期坚持、动态改变的过程。

但是调查发现，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严重

受阻。 

1.2 基础体育课程教学推动了体育教师专业发

展的生态转向 

现阶段，基础体育改革已经由理论改革转向实

践改革，课程改革不断实现纵向发展。传统的体育

教学中，教师更多的是重视对学生的体育动作技能

的教学，即教会学生学会运用，而完全忽略了体育

文化的传承，这样体育教学缺乏体育精神的传播，

同时也感受不到体育带给人们的振奋、激情。新课

改将体育教师的理论讲解、技能讲解、体育精神、文

化的传承形成一个动态的整体，重视学生对体育教

学的需求，这也预示着体育教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同时这一动态机制，也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

态转向。实际上，动态机制为体育教师提供新的教

学观念，同时还为体育教师自身不断学习进步提供

方法。体育教师只有真正掌握动态机制下的生化理

念，才能尽可能的激发自身的潜力和热情，减少外

界条件对自身的影响，使自己更好的适应各种教育

环境。从根本上来看，基础性体育改革就是抛弃之

前传统、落后的教学观念、思想、方法、文化，建立

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体育文化教学体制，是体育文化

的传承、发扬和体育生态化发展的过程。也只有在

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体育教师专业才能更好的发展。 

2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含义 

有关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概括可以

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理智转向。这种观点认为

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直接受其自身掌握的体育知识、

体育技能等因素的影响，即体育教师依靠自身掌握

的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来体现自身的体育专业性。

第二种是实践反思转向。这种观点认为体育教师专

业发展不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学习来提高的，而是依

靠自身的反思和实践来提高的，在反思和实践中自

身专业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第三种观点是生态转向。

这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升华，这种观点打破了

以往只是关注体育教师的局限性，而将更多精力放

在重视体育教师专业发展过程、发展环境、影响其

发展因素等内容，并且更加重视群体合作、文化的

发扬、传承，要求要利用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体育

教师专业发展[1]。 

实际上，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在自我价值实现的

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但是只是靠自己教

师并不能真正的提高体育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

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体育教师生活的环境、借助的

人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的教学态度、体育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态度等等。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

态转向，是体育教师与学校管理者、学生、其他体育

教师、相关体育专家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目的就

是要形成以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为主体、重视其生长

环境的教育体制。相关的体育专业经过大量的实验

表明，好的生态环境（内在生态环境与外在生态环

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因此，学校想要鼓励体育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生态

转向，就要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态环境。 

3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路径 

体育教师的发展和认识，由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种体育教师本身就是生态的主体，作为这一主体

的内在因素影响；另一种就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如

体育教师自身生活的环境、接触的人和事等，这两

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因此在推动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的时候，

应该从内因素、外因素两方面入手。 

3.1 树立积极自我意象，提高学生对自身体育

教育的认同感 

心理学的“自我意象”表明，人们的本性基本上

都会有一种倾向，就是人们想象自己是怎样的人，

往往最终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自我意象很有可能预示未来自己将会有怎样的

人生。所以提高自我意象实际上就是提高生命认识

与职业潜能。在体育专业发展的时候，教师应该树

立积极的自我意象。当然我们都知道，学校一般都

会重视对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教学，往往忽略体育方

面的教学，这也就使得很多学生不重视体育学习，

他们一般不会认真学习体育知识技能。基于这样的

现状，体育教师吐过在不树立积极的自我意象，最

终教师专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实际上，体育教师重视自身的自我意象就是重

视自己身份、职业的认同感。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就是作为“教师”这一职业，他们可以规范自身的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学生健康的成

长，得到学生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体育教师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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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就是职业认同。提高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可以促进其专业的发展。而如果体育教师的缺乏职

业认同感，他们对自身的体育教育没有方向、规划，

最终很难实现专业发展。体育教师在树立自我意象

的时候，应该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如学校环境、其他

体育教师、学生等等，这样才能推动自身职业发展。 

3.2 提高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品味 

教师文化体现了其职业特点和功能，作为一名

优秀的教师应该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品味，体育

教师也应该是这样。然而，现阶段体育教师的专业

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体育教师的专业只是简

单的体现在他们运动技能方面，而完全不是整体素

养、品味的提升[2-3]。体育教师的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一般就是根据以往教学经验或者自己亲自示范来教

学，并且在课堂教学中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对学生体

育技能的教学，而忽略了体育理论知识的教学[4]。因

此基于这样的现状，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得不到使

用，因此体育教师自身也就不重视专业知识的提高。

而体育教师想要自身的社会地位，除注重体育技能

的提高，也应该重视文化素养的提高。体育教师只

有提高整体素质、涵养、品味，才可以真正发挥自身

的作用[5]。 

实际上，体育教师想要将体育文化真正的传承

下去，就应该不断提高理论理性。有关学者表示，体

育教师的理论理性提高以后，他们会对个人价值有

更深的理解，促使他们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各项

能力[6]。当然这里的理论理性是指：体育教师应该改

变自身落后单一的教学方式，不断学习关于体育的

理论知识，提高自身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体

育教学，不仅让学生学到相关的体育技能和理论知

识，同时也让学生理解体育精神，并将这些精神传

承下去[7]。 

3.3 体育教师在反思中不断进步 

现阶段体育教育正在面临着转型，体育教师逐

渐被人们重视。作为新时代的体育教师只是简单的

知道一些体育动作技能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先

进的教学思想、不断反省、不断改革，这样才能真正

推动体育的发展。而现阶段很多体育教师的教学观

念、教学方式比较落后，并且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

和素养，这严重阻碍了体育教育的发展。所以体育

教师应该打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性，不断反思、不断

进步，从而重新构建自身的职业意识与行为，在反

思中实践，实践中反思，这样才能称之为专业的体

育教师。当然教师在反思以后还应该进行自我更新
[8]。体育教师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反思，如：对自身品

质的反思、对自身教学思想、观念、方法的反思、对

体育教学态度的反思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反思中

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改善，

这也就是更新的过程[9]。当然体育教师的反思，可以

帮助他们正确定位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发现自己

体育专业上的不足并及时进行改正；反思还可以帮

助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责任、个人价值有更深的认识；

反思可以为体育教师的教学指明方向，帮助教师做

好专业发展的规划。 

4 结语 

实际上，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有两方面

的因素：第一种因素是教师的自我促进、自我进步，

如教师的职业操守、教师对体育的喜爱、体育教师

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教师自身价值的实现等等；

第二种因素就是教师受教学环境，如学校教学要求、

校园的文化需要、学校的一些制度等等都督促自己

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当然想要提高体育教师

的专业发展知识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还是远远不够

的，最重要的还是体育教师自身想要进步、学习，然

后再结合外部提供的环境，最终就可以实现体育教

师专业发展。 

从根本上来看，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是体育教师

和周围生活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体育教师专业

发展的时候，学校的支持、校园文化、教师的主动学

习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就要求人们以更宽阔

的眼光看待体育教师专业长远、生态的发展。当然

在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中应该重视其内在影响因素，

形成适合体育教师准也发展的生态方式，才能真正

的推动其专业发展的生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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