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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体育培训出台新规：执教人员不是想干就能干，超10人培训至少配2名教练

体培老师持证上岗，一次收费不超仨月

有这些证件
才能从事体育培训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文，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关于促
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
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化体教
融合， 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
训治理， 促进体育培训市场形
成良好生态、健康有序发展，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制定了《课外体育培训
行为规范》。

记者看到， 这份文件中提
到的课外体育培训是指， 以传
授和提升某种体育技能为目
的，面向7-18岁儿童青少年开
展的课外体育指导、 培养和训
练活动。 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包
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
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学校体
育社团等。 面向4至6岁学龄前
儿童的体育培训行为参照执行
本《规范》要求。

《规范》 的内容包括总体要
求、场地设施要求、课程要求、从
业人员要求、内部管理要求、
安全要求、附则等7章共28条
内容。

从业人员要求方面，
《规范》指出，执教人员应持
有以下至少一种证书：体育
教练员职称证书、社会体育
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全国
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
育技能等级证书、体育教师
资格证书、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
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政
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 聘用外
籍执教人员的， 应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并做好外籍执教人员持
有资质证书的认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课外体育
培训主体应公示执教人员的姓
名、 照片、 资质证书编号等信
息。 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应对拟
录用的从业人员进行背景审
查，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
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
处罚的人员不得录用。

“除了收费的规定对一
些新培训机构影响很大，场
地、执教人员资质、安全保险
等其他要求，对我们而言，都
比较容易做到。” 采访中，培
训机构经营者们对《规范》中
提到的“课外体育培训主体
单次向学员收取课程费用的
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表现
出了极大关注。

“现在大多数培训机构
是按课时收费， 如果收取课
程费用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
一些新培训机构可能连开业
首月的场地、 人力成本支出
都难以搞定， 后续更加难以
为继。”针对本次《规范》的发
布， 记者采访到的一名经营

管理者认为， 收费方面的要
求对新培训机构将是一次大
冲击，“老机构的学员比较稳
定， 消费完3个月课时后，大
多数学员仍会续费， 对机构
经费影响不大。”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这份文件有很强的引导作
用，对场地设施、执教人员公
示、背景调查等要求让以前一
些比较模糊的地方变得更加
明晰。 因为接受课外体育培
训的主体是7到18岁的青少
年， 因此文件把安全方面的
要求摆在了突出位置， 涉及
安全培训制度、演练、设施、
保险等方面， 这种导向作用
非常突出。

收费模式对新培训机构将是冲击

“双减”文件出台之后，课外的体育培训市场需要有所
引导，家长们在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时，场地、师资、
安全、费用缴纳等方面也是着重考虑的内容。

什么样的人能做课外体育培训的执教人员？ 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等开展课外体育培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场地条
件？课外体育培训有哪些安全要求？收费模式有何规定？国
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日前印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
范》（简称《规范》），这些问题都有了明确答案。

12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了长沙市
内十余家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不少机构负
责人表示，已经开始对标自查，逐步完
善。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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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0人培训
至少配2名教练

12月中旬，
在长沙贺龙体育
中心附场进行体
育培训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

课程方面，要求课
外体育培训主体应配
备与自身规模适应数
量的执教人员。原则上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
数不超过35人， 超过
10名学员的培训应至
少配有2名执教人员。

其中，场地设施方
面，要求棋牌类体育项
目每班次培训的人均
培训面积不小于3㎡，
其他体育项目每班次
培训的人均培训面积
不小于5㎡。

收费方面，明确课
外体育培训主体应将
收费标准在醒目位置
公示。课外体育培训主

体单次向学员收取
课程费用的时间跨
度不超过3个月。

《规范》还对课
外体育培训主体的
安全提出了突出要
求： 应在开展培训
的室内、 外场所设
置视频图像采集装

置，采集和回放视频图
像能清晰辨认人员体
貌特征；应配备常规医
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
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
等。鼓励配备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同时，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
不少于1名经过培训并
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

持证上岗

岗内培训

“加强规范当然是家长
想看到的， 小朋友需要更安
全有效地锻炼。”长沙市民贺
女士家中孩子正面临体育中
考， 她选择了湖南省人民体
育场中的一家体育中考培训
机构，“场地是运动员训练场
地，教练以前也都是运动员，
所以我对场地以及器材的安
全、 教练资质和经验都没有
疑虑。 这两方面肯定也是其
他家长最看重的。”同样送孩
子参加课外体育培训的张女
士表示，《规范》的出台，也让
广大家长吃了定心丸，“现在
体育好不好， 对孩子也很重
要。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我们
家长最重视的还是安全，以
及老师的经验水平， 对这些
方面进行规范后， 家长更放
心。” 张女士提出，《规范》出
台后，更重要的是落实到位，
监管到位。

贺女士介绍， 孩子所在
培训机构在学员人数最多的
暑假时，“3个教练带3个组，
每个组约十来个孩子， 还有
一个负责协调的总教练。”她
注意到，《规范》中提到，课外
体育培训主体应在开展培训
的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采集
和回放视频图像能清晰辨认
人员体貌特征，“我家孩子所
在机构目前还没有视频采集
系统， 但教练每次都会拍照
上图，比较正规，家长比较放
心。”

规范是必然，锻炼要
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市场上满足《规范》条件的机构不多走访

市场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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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下午， 三湘都
市报记者来到了位于开福区
福元西路龙湾广场中的唤能
运动训练中心。 由于课程集
中在下午学生放学之后，店
内并未有学员上课。名为“鲸
鱼老师”的教练介绍，目前该
中心有近200名学员，上课时
2名教练带6名学员， 场地面
积、 从业人员持有证书符合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尽管该中心各项管理都相对
严格， 但并未悬挂具体执教
人员介绍和资质， 安全措施
主要集中在场地的软化以及
教练对学员的主动保护。此
外， 中心的收费目前为购买
季卡、半年卡和年卡，一个课
时价格约为100多元，资费介
绍并未公示在醒目位置。

在开福区湘江北路一家
少儿篮球运动馆中， 店内工
作人员正在打扫场地卫生，
做课前准备工作。 记者采访
了解到，该馆学员培训时为2
名教练带10名学员， 场馆购
买了场地险， 配备了常规医
疗急救药品及设备， 包括消
毒包扎药物材料等。 场馆负
责人郭先生介绍， 目前馆内

教练都拥有从业资格证，场
地面积也符合《规范》要求，
安全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场地装修更新，除了
墙面和球架支柱有防护软
包外， 地面采用运动地胶，
即达到篮球反弹的要求又
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按消防
要求配备安全指示牌，烟感
器， 喷淋头， 灭火器等。第
二，每两个月会对教练进行
一次安全培训，包括课堂上
要注意的安全事项，课程设
置中需要避免的高负荷动
作，以及课中休息学员的活
动区域安排。第三，孩子平
时活动会告诫他们不要追
赶打闹，使用器材时会有教
练在旁边指导。”

记者随机走访了开福
区、天心区、芙蓉区10余所机
构，未发现完全满足《规范》
要求的体育培训机构。 一名
在长沙课外体育培训、 赛事
方面做过多年推广的从业人
员表示， 虽然长沙体育培训
机构在场地设施、安全、师资
等方面做得很不错， 但目前
市场上完全满足《规定》中所
述要求的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