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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英国教育系统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

会层面，都十分重视体育对青少年的

影响。科学的体育课程体系、充分的

社会支持、丰富的创新实践，为英国中

小学体育改革和发展注入了持续的生

机与活力。

英国国家课程中的体育

2013年9月，英国教育部启动新一

轮国家课程改革，颁布了《英国国家课

程框架文件》，提出国家体育课程的宗

旨是：激励所有学生参与竞争性体育

活动和其他体育运动，并获得出色表

现；为学生提供在体育方面的自信心，

养成健康、活跃的生活方式；通过丰富

的体育活动塑造青少年的品格，为学

生注入公平和尊重的价值观。

在英国的国家体育课程体系中，

中小学各阶段设有不同的获得性目

标，即体育学习项目的知识、技能和特

定流程。

在KS1-2阶段（1-6年级），学生的

获得性目标为逐步掌握基本运动技

能，发展自身的敏捷性、平衡能力和协

调性，参与合作性和竞争性的体育活

动，了解如何改善运动表现，并学习如

何评估和认识胜败得失；在 KS3-4 阶

段（7-11 年级），学生的获得性目标为

将小学阶段学到的技能更熟练、自信、

专业地应用到不同的体育运动中，并

掌握运动的原理和技巧，积极参与复

杂、困难的体育活动，同时培养一定的

体育兴趣，提高个人锻炼意识，形成积

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学校必须在KS1-2阶段向学生提

供游泳指导，每名学生在六年级结束

前必须达到以自信和熟练的泳姿（如

自由泳、仰泳和蛙泳）至少游25米的距

离要求，并能够在不同的水环境下进

行安全的自救。

在具体的学习内容和目标要求

方 面 ，以 英 国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阶 段

（KS3-4）为例，国家课程框架规定，

中 等 教 育 阶 段 的 体 育 教 学 应 是 广

泛、连贯且实用的，旨在让学生掌握

知 识 与 技 能 ，发 展 理 解 力 ，提 高 健

康、幸福感指数。在该阶段，学生体

育学科的学习要求包括：（1）发展理

论知识，理解影响体育运动的基本

要素，并利用这些知识提高运动表

现；（2）了解生理和心理状态如何影

响运动表现；（3）通过培养技能和能

力，有效开展各类体育活动；（4）了

解体育对健康、锻炼和幸福感的益

处；（5）理解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

的社会影响（见图表）。

基于在中等教育阶段获得的体育

知识与技能，普通中等教育体育考试

中，学生需在国家课程框架规定的团

队和个人体育项目中选择三个不同的

体育项目接受评估，其中一个为团队

项目，一个为个人项目，第三个可任意

选择团队或个人项目。团体项目包括

英式足球、羽毛球、篮球、爱尔兰式曲

棍球、板球、舞蹈、盖尔式足球、手球、

曲棍球、板棍球、袋棍球、篮网球、赛

艇、联盟式橄榄球、橄榄球、壁球、乒乓

球、网球、排球。个人项目包括业余拳

击、田径、羽毛球、皮划艇运动、自行车

运动、舞蹈、潜水、高尔夫、体操、马术、

爱斯基摩独木舟、攀岩、赛艇、双桨式

划船、滑雪、单板滑雪、壁球、游泳、乒

乓球、网球、蹦床。

另外，针对特殊学生的团队项目

包括盲人板球运动、盲人门球、轮椅

足球、轮椅篮球、轮椅橄榄球。个人

项目包括地板滚球、板式乒乓球。学

生应能够在接受评估过程中展现出在

体育运动和活动中的基本素质，即适

当运用技术展示自身的运动技能；在

运动中展示和应用适当的决策技巧、

策略或综合方案；在一定压力下，以

自发或预设的方式展示想法和解决问

题的方案；使用适当的身体特征/属性

（如力量、耐力、速度、灵活性、协调

性）以取得成功；在运动过程中表现

出一定的心理控制（如兴奋、焦虑、攻

击性）能力以取得成功；在运动过程

中不断分析和评估个人运动表现以实

现持续改进。

社会力量强劲推进体育运动

英国除了在国家层面持续推进中

小学体育，社会力量对学生体育的推

动力量也是巨大的。位于英格兰莱斯

特郡的慈善机构——青少年体育信托

组织（Youth Sport Trust，简称 YST），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儿童慈善机构，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利用体

育运动的力量改善儿童生活。其开创

了一种跨越实践、政策和研究的方式，

通过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为改善年

轻一代的生活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其

使命是探索使用新的运动方案，改善

儿童健康，使每个孩子都能受益于体

育运动所带来的改变人生的机会。

根据 YST 组织的调查报告，如今

英国的青少年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缺

乏体育活动，1/5的孩子在小学毕业时

面临肥胖问题，缺乏适应力和自信，需

要处理来自社交媒体的压力、个人关

系的变化、考试压力水平的升高、同理

心的下降，以及即将步入成年的学生

面临着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等，这

些因素都会影响他们身体健康、社交

关系和情绪。

这些压力对于刚开始上学和逐渐

步入中学以及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少年

而言都会被放大，尤其是对于女孩、黑

人、亚裔等少数族裔，以及残疾人、处

境不利儿童来说会更为艰难，这将会

减少这一代青少年的人生机会，限制

他们的理想和潜力，使得不平等和不

利因素固化。

基于此，YST 组织利用体育运动

和教育的力量来提升个人生活能力

（自信心、适应力、团队精神、创造力）；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社区联结、全

纳机会和机会平等）；提供支持网络

（学校、家庭、社区合作伙伴、决策者和

研究者），并通过帮助青少年获得更多

机会包括更高的成就和造诣、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使孩子成为更快乐、更健

康的年轻人，更好的雇员、同事和公

民，更好的朋友、家庭成员和邻居，充

分发挥自身的潜力。

YST 组织于 6 年前发布了《2013-

2018战略：体育变革生活》这项改变了

350多万儿童生活的战略计划，致力于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良好的运动开

端，为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残疾的年轻

人提供运动机会，并支持他们实现自

己最佳的运动潜能，为100万小学生和

250 万中学生提供参与体育活动的机

会，并帮助25万残疾年轻领导者、志愿

者和教师参与体育活动。

截至到 2018 年，YST 组织已达成

了以下成就：（1）已帮助 470 万儿童参

与体育运动（180万小学生，290万中学

生）；（2）21 万年轻人和成年人在体验

性活动中得到练习机会；（3）由YST组

织支持的 9.9 万教师实现了持续的专

业发展；（4）与43个国家层面的体育监

管机构合作；（5）与 70 家机构（政府部

门、地方当局、运动机构和商业机构

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之后，YST 组织又于 2018 年发布

了新的五年战略《2018-2022 战略：相

信每个孩子的未来》，重点关注 6 个目

标：（1）改变体育课在学校课程中的地

位，将其视为孩子幸福感和教育成就

的中心；（2）消除运动障碍，确保英国

年轻人运动的包容性、可获得性和有

趣性；（3）释放一个儿童在每个阶段的

运动潜力，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不公平

或处境不利的时候；（4）赋予积极能动

性（5）通过研究和洞察力支持体育活

动、体育课程和运动的影响；（6）加强

基础建设，完善设备和制度确保实现

其使命。

以上这些目标有助于解决年轻人

幸福感下降和年轻一代缺乏应对21世

纪挑战能力的难题。YST组织认为体

育、比赛和体育活动是应对这些挑战

的关键，但很多时候有些方式不起作

用。儿童是非常活跃的群体，但也最

容易错过运动作为变革力量的机会。

为了帮助年轻人发现运动的乐趣，培

养快乐积极的生活方式，YST 组织需

要为学校、教师、家长和教练提供支

持，建立强大的合作关系基础，共同应

对挑战，改善年轻一代的生活。如

2017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儿童肥胖计

划》，规定所有儿童每天进行60分钟的

体育活动，相应地，YST 组织出台了

《活跃 30:30 计划》，旨在加强家庭、俱

乐部和社区之间的协作，保证学生在

学校负责提供的 30 分钟运动时间以

外，有机会获得剩余 30 分钟的运动时

长。通过类似的合作联合各部门共同

实现其战略目标，可以确保每个孩子

都有机会发挥自身潜力，享受体育活

动带来的益处。

针对体育课程进行创新实践

近年来，一系列心理学和认知行

为学的研究结果证实了瑜伽能够为孩

子的精神发展提供益处。在英国，越

来越多的中小学将瑜伽和正念课程作

为体育课程的一部分，或作为午餐时

间活动选择或课外俱乐部活动，并把

它们定义为一种引导和培育儿童身体

发展的有趣的学习工具，旨在使孩子

保持冷静、现实和快乐。在部分英国

的公立和特殊教育学校，配备了资质

合格的瑜伽和正念教师，教学前至第

六学级的孩子学习瑜伽和正念。学校

的瑜伽活动包括：（1）瑜伽与正念主题

活动日；（2）用于个人、社会和健康教

育（PSHE）的瑜伽与正念练习；（3）用

于学业落后者的干预性教学；（4）利用

瑜伽和正念使学生参与体育课程；（5）

支持学生面对考试压力，清除大脑压

力，稳定呼吸。

当然，在针对体育课程进行创新

改革的过程中，英国教育工作者和各

界学者也在不断反思，认为每项体育

活动都有其功能和适用性，自然也有

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心理学家斯蒂芬

妮·菲茨杰拉德博士认为，学校需要客

观看待其所提供的瑜伽内容，瑜伽不

能替代孩子的身体活动，缓解压力的

关键在于身体的持续活跃和释放内啡

肽，孩子有充足的能量需要在竞争性

的体育活动和其他运动中释放。因

此，瑜伽不能取代学校的体育课，但可

以作为体育课的补充，如在下午休息

时间使用，能够提高他们的思维和专

注力。

英国体育有着科学严密的国家

课程框架、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及锐意

创新的意识，为我们的体育教学理念

和课程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与借

鉴意义。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注：在英国教育体系中，KS（Key

Stage）为中小学不同的关键阶段：KS1

（5-7 岁）为 1-2年级；KS2（8-11 岁）

为3-6年级；KS3（12-14岁）为7-9年

级；KS4（15-16岁）为10-11年级】

□ 王世赟

在英国学校，体育课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甚至有“体育第一，学习第二”的观念。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英国的体育教育不仅

帮助孩子强身健体，更注重培养孩子独

立自主的能力和坚强勇敢的意志力。

本报讯（记者 康丽） 6月 28日，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

教育质量研究所主办，北京新开明书

社、德国 FCDB中德教育合作承办的

德中幼儿教育质量发展论坛在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举办。德国柏林教育

质量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沃尔夫冈·蒂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苏婧，北京师范

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孙

进，德国德雷斯顿应用技术大学教授

王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

员张兴利，德国柏林教育质量研究所

中国区总代表鲁玉峰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一线幼儿园园长、教师、媒体和出

版机构的12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蒂策提出了德中幼教事业面临的

共同挑战，并对早期教育质量建设的重

要性及如何系统化提升教育质量进行

了全面阐述和解答。作为《德国0-6岁

幼儿日托机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手册》

（简称“德标”）主编，蒂策还对德标中的

教育理念、幼教工作所划分的20个质量

领域以及幼儿园教师自我评价量表和

质量建设方法进行了说明，他用鲜活的

幼儿教师工作案例阐释教师不同水平

的教育质量行为。“把政府指导纲要贯

彻到幼儿教育工作当中，还需要合适的

方法和工具，才能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实

际效果。”蒂策表示。

孙进则从家长的角度介绍了德国

幼儿园的入园适应机制。在他看来，

入园时期处于幼儿重要的人生过渡阶

段，也是德国幼儿园教育质量建设与

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对柏林入园

适应模式和慕尼黑入园适应模式中的

幼儿适应阶段进行了比较和探讨，总

结出入园适应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准

备阶段、相互认识阶段、获得安全感阶

段、建立信任阶段及最后的总结阶

段。“科学的入园适应可以有效缓解孩

子入园的分离焦虑，帮助家长、孩子和

教师有充分的时间相互了解，也为家

长提供了全方位了解幼儿园工作的机

会，能有效促进家园合作。”孙进表示。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张兴利针对儿童早期精细动

作与认知发展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讨

论，从而引出“心灵手巧”还是“手巧心

灵”的教学思考。张兴利认为，幼儿的

成长发展是螺旋式的，应该以“敏感性

原则”为前提，保护以及提供幼儿的成

长契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鲁

玉峰说，此次关于幼儿教育质量的交

流能让中德两国幼教领域的“工匠精

神”碰撞出更多火花，为幼儿教师提供

更科学的理念，帮助一线幼儿教师掌

握更好的方法和工具，在未来能够真

正做到“利器在手，质量无忧”。

首届“德中幼儿教育质量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学习内容

应用解剖学
与生理学

运动分析

体能训练

程式化训练

使用数据

运动心理学

社会文化影响

健康，锻炼
和幸福感

团队协作

要求

学生应建立起有关身体系统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体育运动中的健康、锻炼和表现，包括：肌
肉、骨骼系统的机构和功能；心肺呼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氧和有氧运动；运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掌握体育运动的相关知识、理解基本原理，及其对体育运动表现的影响。包括：杠杆系统，其在运动中
的使用示例和机械优势；平面和动力轴原理。

学生应建立起对训练原理和不同训练方法的知识和理解，以便实施、监督和评估个人运动计划，包括：
健康与锻炼之间的关系以及锻炼所起到的作用；健身、运动的益处以及如何衡量和提高锻炼表现；训
练原则及其在个人锻炼中的应用。

如何优化训练和预防伤害；如何有效进行热身和降温。

学生应发展有关数据分析的知识和理解，与体育运动主要领域的关系。学生应能够：理解如何收集数
据（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呈现数据（包括各类图表）；分析和评估数据。

学生应培养对运动心理的认识和理解，影响表演者身体活动和运动的因素，包括：技能的分类（基础/复
杂，开放/封闭）；使用目标设定和SMART目标改进表现；对表现的指导和反馈；影响运动表现的心理
准备。

学生应发展有关社会文化的知识和理解，包括：体育运动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模式；体育运动的商
业化；体育运动中的道德和社会文化问题。

学生应发展参加体育运动促进健康、锻炼和幸福感的知识，理解并了解其益处，包括：身体、情感和社
会健康、锻炼和幸福感；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的后果；能量使用，饮食、营养与水合作用。

通过以下方式展示团队能力：学生能够通过运用团队战术战略体现其在团队运动和活动中的能力；表
现出对其他运动者动作的认知和回应。每位运动员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有效交流；展示他们在实现
团队成就方面发挥的个人作用。

英国中等教育阶段体育学科学习内容与要求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