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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企联合、协同育人——高尔夫球管理、
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河北体育学院高尔夫球管
理方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5 年。当时由
青年教师崔志强带领 10 名学生，东渡日本学习
高尔夫球，学成回国后，1989 年，崔志强教师
在我院开设高尔夫球选修课，开创了我国高尔
夫球高等教育的先河。2003 年，社会体育系开
设高尔夫球管理方向，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本、
专科学生。从为体育市场服务、为企业服务的
理念出发，探索实施了“2+2”教学模式。经过
十几年的不断实践和总结，逐渐形成了“院企
联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办学成效日益显
著，得到国家教育部门、国家体育部门及高尔
夫业界的高度评价。

“院企联合”就是结合企业岗位需求，根据
生源质量、师资水平、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
增加实践教学课程，增强职业能力训练，重视
学生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能力的培养，定位于培
养从事高尔夫球活动的组织管理、技术指导、
经营开发及教学训练等既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
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技能的高级专业人才。在课
程体系建设、教材编写选用、教学组织形式等
各个方面，学院和企业共同研究确定适宜的方
案。院企联合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各自资
源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好的、高品质的实践教
学平台。

“2+2 分段教学的培养模式，即前两年学生
在校内进行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学习，后两年
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结合实际工作岗位一边学
习一边工作，继续强化学习高尔夫球行业更
新、更前沿的理论与技术，特别是针对实际工
作岗位的要求突出强调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社会体育系主任赵伟教授介绍说。

从 2003 年始，学院与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
公司合作，建立了河北体育学院东方大学城基
地。到目前为止，学院在全国共建立了 40 余家
校外高尔夫球实践教学基地。2012 年 9 月 11
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整版报道了学
院高尔夫球办学情况，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013 年，“河北体育学院——天津松江团泊湖高
尔夫俱乐部”项目，被河北省教育部门评为省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明确学院和企业
单位的“责、权、利”，并制定相应的制度予以

规范细化落实。打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使学院的教育教学和合作单位
的资源优势有机结合，确保协同育人的质量和
效益，实现双赢和多赢。合作企业为支持学院
实践教学工作专门设立了基金和学生奖助学
金，同样企业享有对优秀毕业生的优先选择
权，有的企业对学生实行了订单式培养。

如今全国 80%以上的高尔夫球场都有河北
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学院高尔夫球管理方向每
年招生 400 余人，在校生 1600 多人，十几年来
毕业生全部就业，可以说供不应求，高尔夫球
人才培养在全国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得到业
界充分肯定。2012 年，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
业成为国家级别综合改革试点。以此为基础的
教改项目获得国家体育部门优秀教学成果奖，
获得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5 年第 11 期

《民生周刊》 以“高球教学的河北体院模式”为
题进行了专题报导。

在传承中守正出新、在开拓中与时俱进。
借鉴高尔夫球“院企联合、协同育人”人才培
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学院加快推进冰雪运动人
才培养。为抢抓北京携手张家口承办 2022 年冬
奥会的历史机遇，确保完成 3 亿人上冰雪和省
领导交办的加快冰雪运动人才培养的任务，为
冬奥会做好服务，为促进国家冰雪产业发展，
2015 年 12 月，经河北省教育部门批准，河北体
育学院成立了冰雪运动系。2016 年，招收冰雪
运动专业方向本科生 350 人。2017 年、2018 年
连续两年各招生 350 人。同时，与张家口市职
教中心合作，完成“3+4”招生 180 人。目前，
冰雪运动系在校生已达 1000 余人。在培养形式
上，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深化“院企联合”模
式，开展了与哈尔滨体育学院、崇礼云顶滑雪
场、长城岭滑雪场、石家庄西部常青滑雪场、
勒泰滑冰场、天山海世界滑冰场等院校和企业
的合作，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各自资源优
势，冰雪教学工作成效显著。

学训结合、体教融合——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运动训练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

“突出专业特点，强化实践环节，培养应用型体
育人才”，逐步形成了“学训结合、体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训结合”，即学院与省运动项目管理中

心合作，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为此，学院
就发展问题曾多次与省体育部门研讨，达成了
一致意见并获得了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
基础上，逐渐实行了“运动员学籍化，学生运
动员化”，以及教练、教师等不同岗位的互聘，
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共享，为学院的教学、科
研、训练等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
学院进一步服务于河北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通过“学训结合、体教融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如奥运冠
军前国家女排队长苏惠娟；奥运射击冠军蔡亚
林、庞伟，射击名将赵颖惠、任洁、杨浩然；体
操世界冠军范红斌；世界足球小姐前国家女足队
长孙庆梅，女足名将王丽平、张欧影；田径名将
李梅素、赵存林、纪占政、刘淑珍、肖艳玲、马
玉芹；中国象棋国际大师棋王李来群、棋后胡
明；篮球名将马健、郑冬梅、刘军等。

术道并重、内外兼修——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人才培养。1993 年，学院开办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是全国较早设立该专业的院校。20 多
年来，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该专业坚持“弘扬传统武
术文化，培养文武兼备创新人才”，充分发挥河
北省作为武术之乡的地域优势，对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进行了综合性改革。一
是在专业课程建设上注重传统武术的传承，突
出地域文化特色，要求所有学生掌握河北民间
武术代表性拳种如太极拳、八极拳的基本套
路，这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高校都具有开创性。
二是在武术专项教学训练项目上，除武术套
路、散打、龙狮之外，增加了中国式摔跤、传
统养生等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三
是大力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开设了人文素质系
列课程和创新与技能系列课程。四是优化专业
结构。自 2007 年以来，开设体育教育专业武术
文化教育方向，打破了以往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只招收具有二级以上运动员资格的学生
的“单招”模式，从参加普通高考体育教育专
业学生中招生，既改善了生源结构，又提高了
生源文化素质。截至 2018 年，共培养了 400 余
名毕业生，大大拓宽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的发展空间，为武术进校园奠定了师资基
础。

打通基础 专业分流 特色培养
——河北体育学院“文武兼备、德高技精”应用型人才培养纪实

学科专业建设成果丰硕。“打通基础，专业
分流”促进了学科专业的融通和发展。10 多年
来，这一模式在学科、专业方面孕育出了丰硕成
果。学院体育学一级学科下的所有 4 个二级学科
全部成为省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发展学科。体育教
育训练学较早成为河北省体育类省级重点学科，
带动了学院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的提高。专
业建设成效显著，运动训练专业、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成为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设点；社会
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是国家级别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体育教育创新高地”为省级仅有的体育类
本科教育创新高地。学院由 2007 年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时的 7 个专业发展到目前的 14 个专业，涵
盖教育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

课程教材建设水平稳步提升。学院自主研发
的“河北民间武术”特色课程作为全院必修课列
入培养方案，并打造成为省级精品课。学院先后
出版了 《中国武术史纲要》《河北民间武术教
程》《武德文化概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沧

州武术研究》 等专著和特色教材。2013 年，学
院被国家体育部门确立为全国高等体育院校高尔
夫球教材编写组主持单位，主编或参与编写的

《高尔夫球俱乐部管理》《高尔夫球运动教程》
《高尔夫概论》 等教材作为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
材使用，填补了该专业教材的空白。

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学生王博曾获河北省大学生演讲比赛之冠；运动
训练专业毕业生李海洋，被中央电视台作为大学
生创业典型在 《新闻联播》 中进行了特别报道；
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郭存宝创建“康美健身俱乐
部”，已发展连锁店近 20 家；体育教育专业毕业
生张昌创建“万拓健身俱乐部”，已成为河北省
省会高品质全民健身基地。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学生刘健、郑凯文，被文化部门选派赴欧洲
和非洲参加武术文化传播交流活动。

近年来，学院涌现出一批见义勇为、助人为
乐的典型。2011 年，运动训练专业学生魏龙龙
在深州市永安大街金水桥下勇救一名落水女青

年。2016 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胡
一林，单手托举 6 楼悬窗女童 20 多分钟直至被
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托举哥”，受到新媒体
热捧、被传统媒体纷纷转载，获得“保定好
人”、全国大学生影响力人物入围奖等多项荣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训练专业李鹏博同
学，作为一名女生主动援藏，援藏 3 年后考取阿
里地区普兰县公务员，立志长期扎根西藏，支援
边疆建设，并在 2018 年成功考取中央党校研究
生。

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社会、专家
和学生的广泛赞誉，《打通基础，专业分流，特
色培养——河北体育学院本科教学综合改革实证
研究》 获得了第六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下一步，学院将认真贯彻落实 2018 年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本科教育，坚持“以本为
本”，落实“四个回归”，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
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体育人才。

河北体育学院是河北省仅有的一所独立建制的本科普通高等体育院校。多年来，始终坚持“立足体
育，育人为本，顺应时代，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坚持“德育为先、质量为本、特色兴校”的办学思
路，坚持“大体育观”，秉承“崇德、砺能、笃学、拓新”的校训，坚持以培养“文武兼备、德高技精，富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积极探索从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体
育人”转变，逐渐形成了“打通基础，专业分流，特色培养”的应用型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在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跨
越式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培养体育人才的高等体
育院校面临着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些固有的
教育观念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其一，把大学本
科教育看作是最终教育，而不是终身教育的一
环。其二，体育学科各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是“某
某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重专业轻综合，重技
能轻文化。其三，体育类各专业的内涵特色不甚
明显，专业目录中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不突
出，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不具体，各种课程之间的
逻辑关系不甚明确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体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要在传统的体育
人才培养理念上有所突破。”河北体育学院院长
张绰庵教授如此说道。

从 2005 年开始，学院陆续开展了关于发展
战略和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经过多次讨论，
进一步明确了办学过程中一些重大战略问题，确
立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
了高等体育专业院校应从单纯培养“体育专门人
才”转变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的指导思
想。

在 2007 年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中，该理
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得到了国家教育部门
评估专家的充分肯定。在 2010 年和 2016 年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学院进一步进行了研讨深
化，进而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教育
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教学评价
等进行了综合改革，设计了科学的体育学基础课
程群，构建了“多维度、个性化、立体化”的课
程体系，建立了柔性的教学管理机制，完善了质
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充分发挥了“体育”的育人
功能，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得到社会、家
长、老师和学生的一致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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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了人才培养目标。打破了体育专业院
校单纯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传统，拓展为培
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明确了“体育人”的
培养规格，明确提出河北体育学院的人才培养目
标。改变了以往高等体育院校只重技能培养、忽
视综合素质，只重技术传授、轻视人文教育的传
统观念，颠覆了社会对体育人才的传统印象。

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从优化人才培养模
式入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人才培养方
案，保障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精
湛专业技术的同时，特别注重提升学生的实践
能力，提升创新精神、人文精神、社会担当精
神，适应社会需要。

创新了专业课程体系。在打通基础课程的

同时，专业课程设置突出了“两个强调”：一是
强调全人教育。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在
体育技能课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人文
精神和科学精神。二是强调文化传承，将具有
地域特色的“河北民间武术”课程作为全院各
专业的必修课，以太极拳、八极拳为主要教学
内容，弘扬燕赵传统文化。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顺
应
时
代
发
展

顺
应
时
代
发
展
，，适
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适
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和
体
育
事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和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业
发
展

打通基础：以全面发展的“体育人”应具备
的核心素养为出发点，根据课程的性质、目标、
内容以及逻辑关系进行整合重构，建立了包含公
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和
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

第一层面打通公共基础课。除了国家教育部
门规定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大学英语、计算机
等课程外，在全院所有专业开设“书法”“普通
话”“大学语文”等人文素质教育系列必修课
程，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健全人格。同时
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系列选修课程，重在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和创业就业能力。

第二层面打通专业基础课。统一设置体育学
类下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休闲
体育、运动康复等 7 个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包括
培养学生体育理论素养的“体育概论”“教育
学”“心理学”；培养学生体育科学素养的“运动
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科研方法”；培养
学生运动基本技能的“田径”“体操”“河北民间
武术”“冰雪运动基础”等，为培养合格的“体
育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专业分流：坚持以学生为本，遵循因材施教
的原则，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长和就业意向，
选择专业学习或跨专业辅修。

自 2008 年起，200 余名学生自主选择了专
业。同时，专业内设置专业方向模块和专业拓展
课程供学生多样性选择，例如：社会体育系设置

“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户外运动”“大众健
身”“少数民族体育”“高尔夫球管理”等方向，
为学生设置若干门专业特色课程，使学生在精通
一项专业技能的同时，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掌握
多项技能，真正成为一专多能的“体育人”。

2014 年，学院成为河北省首批开展双学士
学位教育试点单位，体育教育专业、英语专业、
舞蹈表演专业可以开展双学士学位教育，学生通
过辅修可以取得双学士学位。2018 年，共有 13
名学生在取得原专业学士学位的同时，获得首批
英语专业文学学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复合型
人才。

特色培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应用
能力培养，形成了河北体育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
模式。一是以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专业高尔夫球管理方向为代表，构建

“院企联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
以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河北省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的运动训练专业为依托，形成“学训结
合、体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以河北省
品牌特色专业和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的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为平台，打造“术道并重、内外
兼修”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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