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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university in carrying out the sunshine sports , how to  around college 

tal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build for two-level academy "sunshine sports instructors " working 

mechanism, management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school for 

nearly three years' work practice in sunshine sports instructors ,to explore in depth in how to use the 

development function of sunshine sports instructors in developing key student of academy sunshine 

sports and how to improve the improvement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academy sunshine sports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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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析高校在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中，如

何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建立面向二级学

院的“阳光体育指导员”的工作机制、管理

体系和考评机制。并充分运用学校近三年实

施“阳光体育指导员“的工作实践，深入探

究如何发挥阳光体育指导员对学院学生体

育骨干培养的培育功能、如何提升阳光体育

指导员对学院阳光体育运动的指导、督查、

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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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

要求，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高校体育，

在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身心健康的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中是个薄弱环节，学生体质和运动能力

是全面发展的关键，主要制约因素是学生课

外锻炼的内在动力不足，学校体育的外在激

励不强，学生体育科学知识欠缺，学校体育

主管部门长期的持续的支持不够。因此，高

校体育如何充分发挥体育特有的育人功能，

并把学生课余体育工作作为体育课的延伸，

一直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在阳光

体育运动中建立“阳光体育指导员”工作制

度，发挥体育教师作为阳光体育指导员与二

级学院结对，深入学院，指导学院开展学生

群众体育工作进行阶段总结，旨为改革高校

群体工作进行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为高

校学生群体工作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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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阳光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迫切性 

2.1.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根据上海市教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组

织开展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的通知》

的文件精神，按照《通知》的有关要求，结

合本校的实际和特点，在体育课之外，把开

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作为学校体育工作

的突破口，坚持“立足校园、面向全体学生”

的组织方针，学校以“人人有项目，班班有

活动，学校创特色”为目标，每年制定校“ 阳

光体育大联赛”组织实施方案。 

在体育部内以体育教师自愿报名，体育

部选拔考核的形式，为学校内九个二级学院

派遣了“阳光体育指导员”，在学校“ 阳

光体育大联赛”组织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分

别指导学院制订学院阳光体育运动促进计

划，二级学院学年和学期开展体育活动和体

育竞赛的计划。并负责该项工作的计划实

施，平时注重对学院体育骨干的培训，内容

包括工作职责、群体工作方法、小型体育竞

赛编排与组织等。 

2.2.指导思想与目标 

阳光体育指导员在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时进一步积极组织和引导全体学生做实两

个“1”：即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

生活观念和坚持每天锻炼的良好习惯，以群

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为平台，建立校园体育活

动的长效机制，实现“人人有项目、班班有

团队、时时有比赛”的思想与目标。同时落

实每天“锻炼1小时” 以课内外一体化的形

式增设学生喜爱、锻炼价值大、内涵丰富的

课程和课外活动内容和形式，保证体育课、

晨练、课外活动、各类竞赛的质量和数量。 

3.建立“阳光体育指导员”制度，指导阳光

体育运动的开展 

3.1.“阳光体育指导员”制度就是实行体育

教师与二级学院结对，担任二级学院的“阳

光体育指导员”，对学院阳光体育运动的开

展进行指导。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积极引导

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使他们逐步养成科学健

身的习惯，提高学生健康水平，鼓励学生参

与各类体育竞赛，并指导学院的各项体育活

动、赛事，推进学院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开展。 

3.2.阳光体育指导员的主要工作一是骨干

培养。“阳光体育指导员”在落实所指导的

学院后，充分利用体育课外活动、群体竞赛

等活动平台，为学院阳光体育活动培养体育

干部和群体活动骨干，建立院、系、班级群

体活动组织网络，扎实有效的推进学院群体

工作开展。 

二是指导督查。“阳光体育指导员”要

经常与学院主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学生体育

部长、体育骨干进行沟通，指导学院制定开

展群体活动的计划，解决在开展群体活动中

存在的问题，加强群体活动计划实施的过程

监控，切实推进学院阳光体育运动开展。 

三是总结提高。“阳光体育指导员”在

开展工作中，要注重总结经验，发现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纠正；对活动中表现

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事迹要及时上报，

对所有组织参加过的活动、比赛的图文资

料，按要求进行总结汇总，并将其作为年终

评选的依据，通过总结，提高阳光体育运动

的成效，让阳光体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为加强“阳光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过程

化管理，使阳光体育指导员与二级学院结对

指导工作更具实效性，体育部还制定了《阳

光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阳光体育指导员

制度是我校积极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一个

重要举措，起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

纽带作用，起到一个专家的指导作用，起到

一个指导与督查的作用。 

4.阳光体育指导员工作要求 

4.1.结合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体育竞赛

活动的形式，展示良好的精神风貌，使学生

意志品质得到锻炼提高，同时注重发展学生

的组织能力。 

4.2.结合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提升学生健康体质水平，深化“体教结合”

改革发展。 

4.3.结合学校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成长记

录评价，推进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 

4.4.结合学院群体工作，充分发挥体育指导

员的专家作用，规范适时的组织参与学校组

织的各项体育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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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结合学院群体工作，辅导学生体育锻

炼，开展学院班级层面学生的体育活动和竞

赛活动。 

5.阳光体育指导员的管理 

5.1.阳光体育指导员的管理 

5.1.1阳光体育指导员的工作由1名体育部

副主任负责，由体育部群体工作指导小组负

责管理。每一年度体育部面向体育教师选聘

“阳光体育指导员”，体育部群体组负责安

排阳光体育指导员所联系的学院，负责该项

工作的计划和实施步骤，期末进行工作总

结、材料汇总和等级评比。学院分管该项工

作的为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学院安排1名

辅导员担任联络员，根据阳光体育指导员所

开展的工作情况，对对其进行考核评分。 

5.1.2.群体工作指导小组加强与阳光体育

指导员和学院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

开展情况，创造必要的条件，协调、支持和

帮助他们做好阳光体育指导员的工作。 

5.1.3.群体工作指导小组同时经常的与学

院保持交流，了解学院的需求，以便督促阳

光体育指导员开展工作。 

6.阳光体育指导员的考评 

6.1.制定阳光体育指导员考核指标 

6.1.1.考核分为三级指标：学期考评采用

100分制，制定计划20分、组织机构10分、

活动开展40分、竞赛获奖10分、工作总结20

分五个方面以不同的分值进行考评。 

6.1.2.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考

评指标，期末通过多方面的考评，能较全面

的反映体育指导员下学院的工作实绩及阳

光体育运动促进计划完成情况。 

6.2.阳光体育指导员考评等级：（共分三级） 

6.2.1.体育指导员须按照工作要求，深入各

学院认真踏实的开展工作，考评工作每学期

期未进行一次，根据上交的相关文件材料及

学院各方面的了解反馈情况等进行评比。 

6.2.2.考评检查学院建立推进阳光体育运

动的组织机构（学院阳光体育领导小组，下

设竞赛组、群体活动组、宣传组、办公室，

学院所属各班级阳光体育联络员） 

6.2.3.考核方法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比例为3︰3︰4，体育部对阳光体育指导员

工作给予肯定并进行奖励。 

7.结束语 

7.1.体育部所选派的阳光体育指导员应具

有较强的体育专业背景，在指导学院开展阳

光体育运动中起到一个核心指导作用。 

7.2.阳光体育指导员应具有开拓创新能力，

在保证学校特色的前提下，开拓学生喜爱、

锻炼价值大，内涵丰富、形式新颖的活动内

容和形式，逐步形成学院阳光体育特色。 

7.3.阳光体育指导员在工作中应充分发挥

学院学生会、学生体育社团中学生体育骨干

的积极作用，注重组织发动、由点带面，形

成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组织和活动形式。 

7.4.逐步建立和完善阳光体育指导员对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指导、监督、评价机制，使

计划制定有指导、活动过程有监督，评估检

查有指标，加大表彰力度，对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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