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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能力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以技能为主导,在体育课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专业特长来选择相应的岗位,并以职业导向对其进行培养。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学科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技术技能,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实践经验。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府之一,其对职业教育方向
以及培养目标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
的发展需求。本文就职业导向下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对新技术应用方面提出了相应
的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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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ocational ability-oriented new teaching mode is dominated by skill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students can choose corresponding positions through their own hobbies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cultivate them in a career-oriented manner. This requires teachers not only to have solid subject knowledge and
basic technical skills, but also to have cert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As on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rection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form strategies in ter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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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注重创新意识、实践精神以及团队合作等方面来实现对人

职业能力导向下,我国的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具有中国特色

[1]
才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强调的是“知识-技能”教育 。这

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它不仅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

种模式下主要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来进行教学和培养,教学内容

与方法体系,更要注重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本文对目

是由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任务后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方向,

前高职体育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将目前教学过程

而不是单纯为了教学而教。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教师可以在课

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其中的不足与矛盾,

堂上根据学生自身兴趣爱好来调整课程内容与方法,在这种模

并针对现状对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路径进行了

式下,学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来完成课程内容,而教师也能不断

研究,提出以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强调实训与创业相结合、构建

调整教学方法与手段。

开放式课堂等策略,来改革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新理念和模式。

1 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

1.2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特征
职业技能导向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

1.1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内涵

导,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一定教育背景下进行改革和创新。它

职业能力导向的教学理念是在传统高职体育课程改革中提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高职体育专业培养目标明确；第二、

出的,通过将学生培养目标和社会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技能为核

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中；第三、遵循“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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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突出个性化发展。
从职业能力出发来分析其特征：一是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强

些因素都导致高职院校在职业技能导向下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
多问题。

且有较强实践操作性和理论知识基础；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2.2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更强的自主选择性。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有启发式学习法与讨

学生的兴趣度不高。在职业技术导向下,很多高职院校都设

论法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到极致,引导示范与

置了相关专业,但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进行优化,导致

实践活动结合紧密,注重课堂内外互动教学方式。

部分学生对体育教学并不感兴趣。

1.3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作用

传统教育模式的针对性不够。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还存在

职业能力导向下的高职体育教学改革是为了实现培养具有

着一种现象,以传统教育为主导思想的体育课被认为能够使学

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适应社会生产岗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而

生得到全面发展,为其终身所学技能和知识点等方面能力的提

进行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它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

高有所帮助。而以“填鸭式”教学模式为主导的体育课则被认

高综合素质与就业竞争力,还能有效地避免传统教学中枯燥乏

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能起到真正提高学生技能水平作用。

味的问题。在这一新形势背景之下,我国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应不

[3]
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 。一些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

断完善自身专业设置体系建设,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训工作力

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体育教学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很多高职

度以及师资力量的提升等来实现培养目标和质量水平的上升。

学校的教学工作并未达到想要的效果,这就导致学生对专业知

通过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和素质教育,使其具备一定的综

识和技能掌握程度不够,无法达到高职院校所要求的教学目标。

合实践操作水平以及运用所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未促

教师队伍建设缺乏创新。由于传统体育课程较多而枯燥乏

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有效地提高职业能力导向

味且内容单一,影响了学校对于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力度与质量,

下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度以及工作效率,从而实现国家培养人才

同时部分高校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职业能力导向型体系来满足社

强国目标。

会发展需求的需要。这也就导致了高职院校的职业能力导向型

1.4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必要性
首先,职业能力导向的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在体育课堂中

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2.3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充分地发挥出自身潜力,从而实现对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

教学目标的影响因素。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主

升。其次,高职院校要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操作水平高的

要是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中心,注重对学生在职业能力方面

人才,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知识与实际应用结

的培养。这就使得很多学校只重视于专业知识和理论性教育而

合起来,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及能力素

忽视了实践操作训练,这种情况下导致了一些学生不能够很好

质,使他们真正成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复合型人才。

地运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来开展实践工作,有的教师只是简单

最后,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之一,是在教学过程

模仿别人的教学模式,还有一部分高职院校还存在着重学科轻

中要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应该重视体育锻炼

技能、重结果轻视过程、片面追求成绩忽视学生等问题。

项目的设计及实施,以及体育文化与社会活动课程之间融合

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我国高职院校在进行职业能力导向下

发展的问题,从而使职业技能导向这一项目能够真正地发挥出

的体育课程改革时,教师往往只是简单地在课堂上对理论知识

它的作用。

进行讲解灌输,而不能够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辅助

2 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完成对专业技能的训练,这就使得很多学生不能很好地利用互

2.1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实施现状

联网等先进手段进行职业能力的提高。

在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是一个

3 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策略

重要环节,而如何将这种改革落实到位对于学生而言意义重大。

3.1树立以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体育教学理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要转变传统观念,从以往的“应试化”向“素

职业能力培养理念是高职院校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仅关系

[2]

质培养”进行转化 ；其次就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技能

着学生将来在社会上工作的成败,还影响到教师教学质量和学

培训力度；最后则需完善体育课程内容与设置以及考核方式等

[4]
校教育目标 。因此必须要以“专业化”为核心、以技能与知

方,从而更好地实现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院校教学质量提升工

识相结合为主导、素质全面发展为辅,构建出符合当前时代需求

作的顺利开展

和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理念,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正确地定位。

职业能力导向的教学理念在我国受到了广泛传播,并得到

第一点是职业能力导向下,高职院校应该注重体育课程内

有效贯彻。随着时代发展、国家政策以及教育体制等的影响,

容建设以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第二点是职业能力导向的高

人们对于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目标进行不断地调整与改革,但

职院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改革,积极开展体育课程改革,不断

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教师专业

提高职业能力；第三点是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院校要加强对学

素质难以满足实际需求,部分高校为了提升自身办学质量而过

生进行体育教学的指导,使其能够在学校课程中得到有效地发

度强调教学内容的重要性,但忽视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这

展,让他们具备一定程度上适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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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遵循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

4.2培养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人才

(1)以人为本。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

职业资格导向的体育教学人才培养是针对高职院校学生开

和需要,并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年龄阶段的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发

展的,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理论知识与技能、实践能力和团队协

展规律及需求来确定相应课程内容。(2)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职

作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首先需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业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且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学科之一,

基础,一方面通过学校组织专业化培训活动提升学生对本专业

而它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抽象化特征以及专业性质较强等特

课程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共同提高师资力量水平。

点。因此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必须结合具体岗位对人才要求和技

其次可以从用人单位引进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参与到职业资格

能水平的要求,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掌握理论知识、熟练技能,

导向下高职院校教学工作之中来,为学校教师提供良好的锻炼

并能应用所学的专业技术到实际岗位中。(3)目标导向原则。职

机会,来提升教师队伍素质与综合发展力。

业教育要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根据岗位对

5 结语

不同素质要求制定合理教学内容与方法。(4)过程性原则。高

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却已经成为我国高

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应体现其学科特点及学生实际需求,来确

等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社会生活和经济建

定教学目的、设计课程结构以及选择相等方面的具体步骤安排。

设都有着深远意义。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与更新、科技水平日

(5)评价原则。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与学生实际需求是紧密结合

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更加开放、主动,这都促使着高职院

在一起的,因此需要通过对其进行有效地评估来确定教学效果。

校体育教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需要不断加强职业能力

3.3构建高职体育教学改革体系

导向下学生就业竞争力地培养工作,不断进行研究探讨,对高职

构建高职体育教学改革体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体育教学进行改革,并提出有效措施,以促进其发展,使我国的

在课程设置上。教师需要对职业能力导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

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和

行重点培养；其次,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该以学生兴趣为核心,

创造更大价值财富。这也是高职院校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未

来安排实践环节与训练项目等,另外还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相结

来职业教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合的课程建设工作。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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