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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与风险防范理论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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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小学生体育活动存在的安全问题 ,旨在建立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防范理论体系。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国内外关于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

础上 ,给出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安全系统的含义 ,并探讨了小学生体育活动事故系统“人 - 机

- 环境系统”的组成及结构。借鉴风险管理技术 ,对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 ,提

出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降低和风险自留的风险防范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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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rough analyzing the safety problem in primary sport s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ut forward system of risk prevention.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d logical analysis ,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the safety problem in school sport s in domes2
tics and overse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concept of safety and composition of safety system in

primary sport s. From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s ,the paper recommend the theory system of re2
tain the risks、t ransfer the risks、reduce the risk and avoid the risk by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2
ment risk of primary spor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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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 ,我国小学体育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 ,健康体育成为现代体育教育观念 ,小学体育教育把“健康

第一”作为指导思想 ,体育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 ,我国小学体育教育工作还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我国

小学体育活动一直没有摆脱的安全问题的考验 ,纵观我国近些

年来频频发生在全国各地区小学生体育活动中的意外事故 (见

表 1) ,给有关教育部门、学校和师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与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是格格不入

的 ,严重影响了小学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表 1 　近 10 年小学生体育活动部分伤害事件
时间、地点 体育活动项目 风险事件 伤害程度

1995 年黑龙江某小学 滑冰 冰面断裂塌陷 一名教师、数名学生溺水身亡
2001 年河北宜昌某小学 跳远 跳远过程中突然摔倒 右腿髌骨骨折
2002 年北京海淀某小学 游戏 学生付某被刘某砸倒 磕掉门牙 ,满嘴流血
2002 年广东河源市某小学 乒乓球 几名同学擅自玩单杠 学生黄某右手骨折致七级伤残
2002 年广州某小学 跆拳道 跆拳道训练 一名学生造成下肢瘫痪
2003 年 100 米 12 岁某男生被钻进人群的疯狗撞倒并嘶咬 数周后不幸身亡
2004 年杭州某小学 体育课 老师踢了不守纪律的某同学 学生大腿骨被踢断
2004 年湖北恩施某小学 课间操 40 名同学发生挤压 18 名学生受伤
2004 年杭州某小学 单杠 一男同学从单杠摔下 上臂骨骨折
2004 年芜湖某小学 体育课 两名学生奔跑发生碰撞 刀某右尺桡骨骨折
2005 年河北行唐某小学 游泳 赵某从水库高台摔下 伤势惨重 ,次日进行了手术
2005 年北京通州区某小学 体育课 崔某搬运器材时摔倒 左膝软组织挫裂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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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事故的发生可以看出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

涉及到小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伤残、死亡等事件。安全问

题不仅表现在不同的活动类型中 ,还可能发生在体育活动的各

个环节上 ,体现出原因复杂、后果严重的特点。

小学生体育活动中的伤害事故表面上呈现出不同的直接

的和外在的原因 ,而在偶然因素的背后隐藏着更多深层次的矛

盾 ,风险事件的突发性实际上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在体育活

动过程当中 ,来自行为、心理、环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风险因

素达到一定量的积累 ,加上诱发因素的作用 ,事件就会不可避

免的发生。

2 　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问题研究现状

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对体育活动安全和风险的研究

较早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理论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体育课程活动项目 (national cur2
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的安全管理 ;学校特殊体育活动

(specific sport s)和野外探险活动 (outdoor adventure programs)

的安全管理 (Mike McNamee ,2001) ;体育活动伤害 ( sport s inju2
ry)的预防策略 (prevention st rategies) (Jozefa sobski ,1999) ;体

育活动环境与设备的安全管理 (John Ginnever ,2001 ; Frost JL ,

1990) ;学校体育活动安全责任 ( responsibility) 认定 (John Gin2
never ,2001) 。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具体探讨的问题包括了体

育活动的安全教育 ( safety education) 、体育教师胜任能力 (coac2
hing competency)要求、体育活动环境的监督 ( supervision) 、体

育活动设施的维护 (maintenance) 、医疗条件的保证 (medical in2
surance) 、传染疾病 (infectious diseases)的控制等。实证研究的

成果体现在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模式 ( School - injury pat2
terns)与风险管理计划 ( risk management planning) 制定的领域

( Kelm J , Ahlhelm F , 2001 ; L Abernethy , 2003 ; J . ? Kelm ,

2004) 。Laflamme ,L ucie (1998)对一年内 1260 起学校伤害事故

进行了分析 ,其中探讨了不同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背景、原因

与特征 ,建立了伤害事故的模式 ,创建了一门针对性很强的安

全策略学 ,为体育活动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1 ] 。

国外关于体育活动安全问题的研究对体育活动安全管理

的实践具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意义。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 ,从技术化的角度对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作了较全

面的考察与分析 ,如对学校体育活动环境的安全评估 ( security

assessment) ,John Ginnever (2001)对体育活动的各类环境设施

确定了不同的安全指标 ,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定量表 (Likert -

type scale) 对各项安全指标作 excellent 、good 、satisfactory、

poor and dangerous 五级评估 ,目的是为管理者更新与维护体育

活动设施提供依据 [2 ] 。另外在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研究中 ,风

险管理计划的制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 ,Jozefa sobski (1999)

对体育活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归类分析 ,指出来自体育活动人

员和环境的风险种类 ,具体分析了可能导致的风险事件 ( risk e2
vent) ,并提出一系列风险管理策略 ( risk management st rate2
gies) [3 ] 。

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中小学生体育活动安

全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主要有 :曲宗湖等 (1999 ,2003 ,2004)对我

国学校体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 ,并且深化了对“健康

第一”思想的认识 ;中小学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研究 ,包括成

因分析 (李晓燕 ,2000 ;杨刚 ,王丹 ,2001) 、预防分析 (霍炎 ,2003 ;

吴国正 ,2004) ;学校体育活动中小学生心理伤害专题研究 (舒

华 2005) ;中小学生体育活动中的卫生要求 (傅兰英 ,2000) ;学

校体育教育组织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杨亚琴 ,2005) ,其研究探

索利用风险管理的某些思想元素对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

进行了探讨。

国内研究的立足点主要是对中小学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

的发生原因和预防措施做了经验性的总结 ,但是缺乏对中小学

体育活动安全问题发生背景、原因和特征作深刻剖析 ,缺乏理

论性和系统性。面对中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体

现出突发性、偶然性、破环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现有研究方法的

单一性 ,描述性的工作已经无法对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从本

质、发展规律中得到正确认识。

中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研究需要从学科性质、研究

内容和框架体系 ,从系统的角度对参与者、体育活动环境和管

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探讨 ,借鉴安全管理和风险

管理技术 ,为解决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从而为

中小学体育活动的风险管理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 　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系统的组成及结构

3. 1 　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的界定

安全 (Safety)是指免受不可接受的风险 ( risk) 的伤害。不

可接受 (承受) 风险的发生 ,通常会带来人员伤害或物的损失 ,

因而 ,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为安全 [4 ] 。

小学生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时空特征和活动特征 ,安全问

题的表现由于不同体育活动类型的环境要素和空间布局不同

而有所变化 ,还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差异 ,在体育活动的各个环

节上表现也不同。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具有全程性、整体性的特点 ,学生

在活动中的任何时间和环节出现了安全问题 ,整个体育活动的

安全工作就是失败的 ,所以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就是指在

体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和心理安全。具体地讲就

是学生、教师的生命、身体不受危害 ,体育活动环境和体育器

械、设备避免破环 (damage)和损失 (loss) ,学生在整个体育活动

过程中始终处于轻松愉快的环境中 ,不受到来自外环境因素的

骚扰和威胁 ,同时避免遇到危险的情况。

根据上述定义 ,体育活动安全管理 ( Safety Management) 的

对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即环境 (environment) 和行为 ( behav2
ior) ,安全管理的核心 = 环境管理 + 行为管理。安全管理的目

标是实现最大的安全保障 ,通过探求风险发生、变化的规律 ,认

识、估计和分析风险所造成的危害 ,选择适当方法处置风险 ,尽

量避免危害和减少损失。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体育活

动中人人都享受安全 ,人人都享受健康。

3 . 2 　小学生体育活动安全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

钱学森 (1988)认为系统 ( system)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

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小学

生体育活动安全系统是由体育教师、学生和体育活动环境共同

组成的 ,在体育活动安全问题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

体。

考察安全问题的时候一般涉及两个系统对象 ,事故系统和

安全系统。认识安全系统要素 ,具有超前和预防的意义 ,而从

事故系统的角度出发 ,对指导我们建立风险控制系统具有现实

的指导意义。海因里希 (W ·H ·Heinrich) (1931) 就提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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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因果连锁模型 (Accident - Causing Theory) ,他认为伤亡事故

的发生不是孤立事件 ,尽管伤害可能在某瞬间突然发生 ,但却

是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的结果 ,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

状态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管理失误是间接原因 ,却是本质

的原因 [5 ] 。

图 1 　“事故因果连锁论”模型

(资料来源 :隋鹏程 ,陈宝智等. 安全管理 [ M ] . 北京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05. )

依据上述理论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形成“人一机

一环境事故系统”( man - machine - environment - system 或

MM ES) [6 ] ,系统要素包括 :人 ———人的不安全行为是事故的最

直接的因素 ;机 ———器械、设备的不安全状态也是事故的直接

因素 ;环境 ———不良的活动环境会对人的行为和机器设备产生

负面的影响 ;管理 ———管理的欠缺是事故发生间接的但却是重

要的因素 ,因为管理对人、机、环境都会产生作用。

在体育活动过程中 ,学生、教师与体育活动环境、器械设备

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 ,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相互联系 ,相互配

合。整个过程的安全性不仅取决于人的行为 ,还取决于物的状

态。

3. 2. 1 　人的风险因素

小学生体育活动中人的因素包括体育教师和学生两个方

面 ,不安全因素体现在行为 (behavior)和心理 (mentality)两个方

面。

3. 2. 1. 1 　行为风险因素

小学生体育活动具有离散性 ( decentralization) 特点 ,离散

性是指活动人员在活动过程中分散于各个部位 ,尽管有各种规

章和计划 ,但当他们遇到具体问题时 ,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判断

作出决定。小学生对是非、安危的辨别能力差、情绪易波动、自

我约束力、调节控制行为的观念较弱、对突发事件缺乏预见性

和应变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对体育活动

当中的身体异常状况不能正确应对 ,这客观上决定了他们行为

的不安全性。另外一方面 ,体育活动过程中行为风险因素重点

体现在教师方面 ,如果体育教师不能将教学计划合理化 ,组织

教法和教学手段不正确、教育方式不当、疏忽管理、缺乏自我管

理能力、专业理论和技术不过关、对学生照顾不周、不了解安全

防卫知识和伤害急救措施等就很难适应一直处在变化中的人

一机一环境系统 ,长期下去给体育活动造成安全隐患。

3. 2. 1. 2 　心理风险因素

人的行为是受其心理状态支配的。当人的心理处于消极

状态下活动时 ,其感知觉、思维和反应的机能就不能正常发挥 ,

差错增多 ,导致事故发生。积极的心理状态 ,对保证安全活动

是不可缺少的 ;消极的心理状态 ,是引起认识差错而导致事故

发生的重要原因 [7 ] 。

叶龙 (2005)将事故发生前的人的心理状态总结为侥幸心

理、冒险行为、思想麻痹和心理挫折状态。体育教师和小学生

在体育活动中事故发生的心理状态 (见表 2) 。
表 2 　体育教师与小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心理风险因素

心理状态 具体表现

教师 侥幸心理

1. 不严格遵守教学程序 ,也不一定会发生事故

2.“动机是好的”,发生事故也不会遭到责备

3. 过分自信 ,相信自己可以阻止事故的发生

思想麻痹

1. 因无知感觉不到教学中的潜在的危险

2. 教学工作很多年 ,习以为常

3. 凭“老经验”行事 ,没有发生过危险 ,放松思想警惕

4. 嫌教学繁琐 ,不按严格的教学规则进行

学生 冒险心理

1. 喜欢逞能 ,急于求成 ,忽视正确的方法

2. 好胜心强 ,急于挽回落后的局面 ,不按规定作业

3. 曾今没有按要求进行动作 ,也没发生危险

心理挫折状态

1. 曾今遇到危险 ,从此畏首畏尾 ,不敢尝试

2. 不能控制愤怒情绪 ,对别的人或物采取攻击行为

3. 压抑自己的愤怒 ,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

4. 固执己见 ,坚持自己错误行为

5. 习惯以妥协的方法避免冲突 ,不求进取

3. 2. 2 　体育器械、设施风险因素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器械 (equipment) 、设施 (facilities) 风险

因素主要体现在设计风险、安装风险和使用风险三个方面。具

体表现为体育器械的设计不合理、安装不牢固 ;体育活动器械

分布、位置、距离和相互关系不合理 ;运动器材陈旧、破损 ;运动

器械是不适宜小学生年龄特点的非标准器械等。小学生体育

活动器械、设备因素除了供学生和教师使用的体育器械本身之

外 ,学生和教师自身的装备也应严格要求 ,如符合严格标准的

体育运动服装和对随身佩戴物的检查。

3. 2. 3 　环境风险因素

小学生体育活动具有单个性 ( uniqueness) 特点 ,单个性是

指学生每天进行的体育活动是不完全相同的 ,不同的体育活动

类型的风险多少和种类是不同的 ,同一活动类型在不同的环境

中面临的风险也不同。学生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每一天

面对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环境中的风险因素表现在恶劣的自

然气候条件 (inclement weather conditions)和活动场地两方面 ,

自然气候条件包括酷热、严寒、暴风雨、雪等给体育活动场地造

成的破环和对活动造成的不便 ;活动场地的风险因素包括学校

占地面积小 ,供体育活动的场地受到限制 ;活动场地畸形 ,布局

不合理 ;体育活动场地条件差 ,卫生条件不达标准等。体育活

动场地的风险因素从另一角度是表现在活动场地类型 ( type of

playground)的差异上 ,如娱乐活动场地 (creative playgrounds) 、

探险活动场地 (adventure playground) 、传统项目活动场地 (t ra2
ditional playgrounds) 、水中运动场地 (water playgrounds) 、硬化

地面场地 (hard surface playgrounds) 、户外、自然环境活动场地

(natural playgrounds)等 ,不同类型的场地存在的风险不同 ,安

全管理和安全指导的要求也不同 ,如果出现任何一个环节上的

疏忽 ,就很可能导致意外发生 [8 ] 。

3. 2. 4 　环境与行为的相互关系

根据轨迹交叉理论 ( Orbit Intersecting Theory ) ,人的不安

·83·

体育与科学 　　　　　　　　　　　　　　　　　　　　第 6 期



全行为与物的不安全状态同时出现时 ,将发生事故与伤害。人

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互为因果 ,有时物的不安全状态诱发了人的

不安全行为 ,反之 ,人的不安全行为又促使了物的不安全状态

的发展 ,或导致新的不安全状态的出现 ,人流和物流两条轨迹

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体育活动当中 ,事故发生的原因不能考察单一的因素 ,

事故的发生不仅有关键因素 ,也有推动因素的共同作用。必须

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进行审视才能发现事故发生的本质。为了

有效地防止事故发生 ,必须同时采取措施消除教师、学生的不

安全行为和环境中的不安全状态。

3. 2. 5 　管理因素对行为和环境的影响

管理失误能够影响和改变导致事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

的至少一个环节。管理者应当认识到在所有的事故发生之前

都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 ,而且管理实际上对每一个事故链上的

某些事件都能够加以控制 ,甚至通过有效的管理 ,所有的事故

都是可以避免的 [9 ] 。

体育活动中的管理疏忽体现在没有严格遵守小学生体育

活动的安全规则 ;对教师、学生安全教育和安全指导缺乏 ;教

师、学生的安全训练不到位 ;体育活动场地规划不合理 ;对体育

工作的支持不够 ;体育活动环境维护失效 ;学校对体育活动的

安全管理缺乏足够的经验 ;医务监督不力 ,体检工作不能落到

实处。

管理失误多种多样 ,这些因素会加重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环

境的破坏 ,如安全教育的缺乏会导致学校师生对安全知识的认

识不足 ,淡化安全意识 ;对环境管理的失效会加重校内人员和

外环境人员对环境和设施的破环 ;体育活动场地规划不合理经

常造成正在从事不同活动学生的相互影响 ,极容易引发事故 ;

学校医务监督不力使体育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

状况 ,在教学中没有区别对待 ,由此给学生造成严重的伤害 ,例

如体育活动当中一直无法避免的猝死现象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4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防范体系

风险防范体系是在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可能性等因素进

行考察、预测、收集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包括风险识别 ( Risk I2
dentification) 、风险评估 ( Risk Assessment ) 和风险应对 ( Risk

Treatment)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管理方法 [10 ] 。

小学生体育活动中的风险防范体系是将现代风险管理理

论与体育活动组织的特点相结合 ,吸取体育活动过程中的风险

特点以及解决方法的途径 ,提出小学生体育活动的管理方法。

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借鉴风险管理技术对体育活动中外显和潜

在风险进行界定、分类和特征描述 ,对多种风险因素同时形成

的复合效应进行评估 ,从而提出风险应对措施。

4. 1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识别

4. 1. 1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识别的含义和特征

风险识别是风险主体对所面临的风险以及潜在风险加以

判断、归类和鉴定性质的过程。风险识别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感知风险 ,即通过调查和了解 ,识别风险的存在 ;分析风险 ,即

通过归类分析 ,掌握风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以及风险所具有

的性质 [11 ] 。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多变性特点 ,

风险识别过程中 ,还要受到体育活动组织管理者专业素质和风

险认知、风险洞察力的影响。风险识别是否全面、深刻 ,也将直

接影响风险决策 ( risk - based decision) 质量 ,进而影响整个风

险管理的最终效果。所以 ,风险识别是一项系统性、连续性、制

度性的工作 ,风险识别的过程不能仅局限于某个对象、某个环

节、某个具体风险 ,而要分析体育活动作为完整主体所具有的

全部风险。

4. 1. 2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的来源及类别

风险的种类是指那些可能对小学生的体育活动产生负面

影响的风险源 ,为了深入、全面地认识风险 ,并有针对性地进行

管理 ,有必要将风险分类。按风险的来源我们将小学生体育活

动的风险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个人或组织的过失、疏忽、恶意等

不当行为而给体育活动带来的风险 ,风险来源分为教师、学生

和校方三个方面 ,教师方面的风险主要是行为风险、组织风险、

技术风险、管理风险、教学经验风险、心理风险和自我管理风

险 ;学生自身的风险包括体能风险、健康风险、伤病风险和心理

风险 ;校方的风险主要是管理经验风险和决策风险。外部风险

主要指体育活动场地、器材风险、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又可分为

自然环境风险和人文环境风险。

4. 1. 3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识别方法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识别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 ,定性分析法主要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 ( P HA) ,目的是

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从大体上识别与系统有关的主要风险因

素。定量研究采用《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检查表》的方法 ,《小

学生体育活动风险检查表》是在对风险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总

结和归纳之后一一列出 ,采用“二择一”的方式 ,要求体育教师

从“可能出现”和“不可能出现”中选择 ,最后将可能出现的风险

汇总和分类。在第二阶段对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因素进行

项目分析 ,主要以探索性因素分析 ( EFA) 为主 ,确定量表的初

步内容 ;对正式调查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通过

验证理论假设 ,确定中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的类型结构。

4 . 2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评估

4. 2. 1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评估的含义及内容

在小学生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似乎每项风险单个发生的概

率都很小 ,甚至几乎可以认为不会发生 ,但当大量的小概率风

险事件累积在一起时 ,发生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很可能就形成

必然事件。风险评估就是指在风险识别基础上 ,用定量分析和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收集大量的详细资料加以分析 ,

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12 ] 。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评估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风险的存在和发生时间分析 ,即风险可能在哪个阶段 ,那个

环节上发生 ;第二 ,风险的影响和损失分析 ,风险后果的严重程

度及可能带来的损失 ,某些风险发生的概率不大 ,但一旦发生

会造成恶劣影响 ,如学生猝死事件 ;第三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

析 ,通常用概率表示风险发生的大小 ;第四 ,风险可控性分析 ,

风险原因研究是为预测、对策服务的。有的风险是可控的 ,如

课前周到细致的检查工作 ,有的是不可控的 ,如自然灾害风险。

4. 2. 2 　小学生体育活动风险评估的方法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评估主要采用《风险评估调查表》

和帕雷托分析 (主次因素分析法) ( Pareto analysis) 的方法。《风

险评估调查表》是在确定风险项目的基础上 ,对风险进行评估 ,

采用逐项评分的方法来量化风险大小 ,事先确定评估标准 ,然

后让体育教师对预先识别出来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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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性一一打分 ,然后三个分值相乘 ,得出不同风险的风险量

(Rv) ,列表排序采用 5 级评判。帕雷托分析的目的是根据分析

结果确定出中小学生体育活动的主要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

与其它因素。用帕雷托分析法对中小学体育活动的风险进行

评估 ,有助于针对性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控制。

4. 3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防范策略

风险防范策略是风险研究的根本目的 ,风险防范策略一般

是包括风险回避 ( avoid the risks) 、风险转移 ( t ransfer the

risks) 、风险控制 (reduce the risks)和风险自留 (retain the risks)

等措施。在体育活动中对于哪种类型的风险采取什么应对措

施是建立体育活动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内容 [13 ] 。

4. 3. 1 　风险回避

风险回避是指考虑到风险事件的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 ,主

动放弃或拒绝实施可能导致风险损失的方案。通过回避风险 ,

可以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完全消除某一特定风险可能造成的

损失。回避风险具有简单易行、全面彻底的优点 ,能将风险的

概率保持为零 ,从而保证活动的安全运行。

在小学生体育活动过程中 ,如在暴风雨、雪天气造成活动

场地泥泞或是给学生活动过程带来不便或危险性 ,一般要停止

上体育课 ;对于个别学生有特殊疾病或伤病的情况 ,依据情况

应该禁止参与某些项目的活动。严格遵循风险回避的原则客

观上遏制了体育教师在教学当中的侥幸心理和思想麻痹。

4. 3. 2 　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指一些单位和个人为避免承担风险损失 ,有意

识地将损失或与损失有关的财务后果转嫁给另外的单位或个

人去承担。风险转移的方法种类很多 ,对体育活动中的风险 ,

一般采用的方法是保险 ,通过专门的机构 ,根据有关法律 ,签订

保险合同。当风险事故发生时 ,就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补偿 ,

从而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学校可以为体育教育相关人购

买人身安全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等。

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往往家长与教师、学校之间很

难划分责任界限 ,轻者兴师动众、赔礼道歉 ,重者对簿公堂 ,无

论结果如何 ,对双方都造成沉重的负担和打击。风险转移的方

法客观上可以减少学生家庭同学校及教师的矛盾和纠纷 ,也减

轻了学生和学校的经济负担。

4. 3. 3 　风险控制

表 3 　小学生体育活动中风险控制的方法

来 源 风险控制方法

学 校

1.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渗透到教学活动当中
2. 认真做好学生、教师、家长的安全教育工作
3. 重视预防突发事件的知识普及 ,加强防重于治的宣传工作
4. 学校加强医务监督和严密有效的组织管理
5. 学校定期检查和维修体育设施 ,确保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下活动
6. 建立体育卫生健康卡 ,及时掌握学生的身体状况

教 师

1.教学做好安全教育 ,指导学生进行安全规范的体育运动锻炼和学习
方法
2. 课课做到组织有序 ,设计合理 ,方法得当
3. 认真钻研教材 ,做好示范动作 ,加强基本技术教学
4. 认真做好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
5. 正确掌握学生的心理特点 ,及时对学生的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
6. 课课做到例行检查 ,场地器材检查与学生自我检查
7. 正确传授技术动作 ,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动作
8. 课课做到严禁体罚
9. 教学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科学锻炼

　　风险控制是指在损失发生前消除损失可能发生的根源 ,并

减少损失事件的频率 ,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减少损失的程度。所

以损失控制的基本点在于消除风险因素和减少风险损失。

风险控制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是最主要的应对风险的方法 ,

小学生体育活动中风险控制的方法主要来自学校和教师两方

面的工作 (见表 3) 。

4. 3. 4 　风险自留

风险自留又称承担风险 ,它是一种由活动组织自己承担风

险损失的措施。风险自留有时为主动自留 ,有时为被动自留 ;

有时为全部自留 ,有时为部分自留。在体育活动过程中 ,对于

像器械丢失现象 ,如果找不到责任人 ,就要由校方承担风险 ;体

育活动场地、器械的消耗 ,也应该由学校承担风险。

5 　小结

5 . 1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需要加强体育活

动安全与风险的理论研究为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提供

新的研究视角 ,进一步为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实践问题提供科学

依据。

5 . 2 　小学生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时空特征和活动特征 ,安全

问题表现出全程性、整体性特点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包括

在体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和心理安全。

5 . 3 　小学生体育活动事故系统形成“人一机一环境”系统 ,系

统要素包括 :人、机为事故直接因素 ;环境对人的行为和设备产

生的负面影响 ;管理缺失对人、机、环境产生的影响 ,管理因素

是事故系统的最重要的因素。

5 . 4 　小学生体育活动的风险防范体系包括小学生体育活动的

风险识别、评估和风险防范策略。借鉴风险管理技术为小学生

体育活动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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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北京奥运保险金全程监控体系更新

根据评估报告和全程监控运行报告更新全程监控体系。

更新内容包括保险金监控新业务的加入 ,保险金监控机构新职

责的加入和职能调整、保险金监控的制度建设、保险金全程监

控的项目风险系数修正和全程监控的相关人员培训等。

4 　结论与建议

4. 1 　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保险市场。如筹备

奥运会所修建的大批奥运场馆 ;比赛期间包括运动员、体育官

员、记者、观众和游客等各类人员将涌入北京 ,他们在京所遇到

的诸如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奥运会比赛如因故推迟或

取消 ,在电视转播等方面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连环责任等 ,都

将是保险公司大显身手的地方。保险在中国是一个很有发展

前景的领域 ,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 ,一方面为我国保险带

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给我国保险带来严峻的

挑战。

4. 2 　北京 2008 年奥运保险给我国的保险行业带来巨大商机 ,

相应地也会带动保险业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可以促进保险金

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应该说奥运保险不仅仅是某一个险种 ,而

是一系列与奥运有关的保险金业务。在今后几年中 ,保险公司

将重点开发的险种包括各种责任保险金、后果损失保险金、会

展保险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运动员伤残保险金及同奥运

相关的特殊保险金品种。

4. 3 　目前国外许多著名保险公司纷纷看好中国保险市场的巨

大潜力 ,并准备到中国寻求发展 ,而这些著名的保险公司拥有

几百年的发展历史 ,有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市场经验 ,这是我

国保险公司无法比拟的。面临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 ,加之我国

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 ,保

险业发展还很不成熟 ,奥运保险金的风险表现形式更为特殊 ,

这对保险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 4 　自从奥运保险产生以来 ,奥运保金的风险就与之相伴 ,形

影不离。随着奥运会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奥运保险金的保险风险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我国保险

公司在经营奥运保险风险产品时 ,切不可忘记自身的风险管

理。我国保险公司一直采用过高的保险利率来经营 ,保险公司

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析一直不受重视。奥运保险经营经验不

足 ,以及对奥运保险经营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缺乏研究 ,已使

我国奥运保险经营经营的风险初露端倪 ,保险业自身所面临的

风险程度正在日益增大。目前 ,国际大趋势是 :奥运保险金的

新产品是核心竞争力 ,而奥运保险金的风险管理更是大势所

趋。当前 ,我国保险公司的许多决策和经营行为不符合奥运保

险金风险管理的思想 ,必将成为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严重隐

患。为此 ,这就要求我国的保险机构建立科学高效的业务运作

体系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逐步与国际保险业接轨 ;在积极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时 ,建立完善的奥运保险金风险管理系统 ,加强

奥运保险资金的有效使用 ,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 ,使保险业稳

定经营 ,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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