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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回顾了我国学校体育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学校体育思想、内容与形式以及学校体育师

资和物质条件的主要发展特征。我国的学校体育经历了从无到有、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并与社会的发展息

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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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 colleges of China was reviewed and the mai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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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年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简要回顾

1 .1 近代学校体育的开端

我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起点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1，2］，随

着“西学”与“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的体育也逐渐被引进学

校（主要是军事学堂），但开始时，学校体育的目标和内容有

着浓厚的“军国民体育思想”的色彩，清政府试图通过体育达

到“强兵”的目的，学校体育的内容主要是军事体操与军事技

能如木棒、刺棍等项目。在一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也

开展了体育活动，内容涉及球类、田径等竞技运动项目，并不

时举办各种运动竞赛活动。有些基督教青年会还组织人员

到当地的学校介绍体育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学校体育的萌

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898 年的“百日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促进

了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1，3］。如严复的“通过体育强健身

体”、康有为的“德智体三育并重，体育为学校的教育内容”等

体育思想对学校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03 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4］，标志着我国

近代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并从此确定了近代学校体育的地

位。1905 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始在我国各级学堂中

开设体操课，主要传授日本兵式体操和瑞典、德国体操。校

际之间、省和全国性学生体育竞赛也开展起来，并初步建立

了体育师资培养体系。

总的来讲，这个时期由于国家和民众浓重的“强国”、“求

富”和“强兵”情结，学校体育作为体现这一情结的重要手段

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近代学校体育的产生是历史的必

然。该时期学校体育的最大特点是学校体育从指导思想到

具体内容都具有很强的混合性，既是西方体育的移植，又具

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时期对中国学校体育最大的

贡献在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体育”，为我国学校体育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1 .2 北洋军阀时期的学校体育

1912 年 1 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并设立了教育部。1912 至 1913 年间教育部颁布了新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随即“学堂”更名为“学校”。1912 年 9
～ 10 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级学校令”，其中包括了对体操课

的有关规定，这是我国最早的学校体育法规文件。

此时的学校体育继续沿袭清末的体操课，并正式将军国

民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宗旨，兵式体操和军事技能训练成为

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军国民体育思想”一度达到高潮。但

是，随之爆发的“五四运动”，促使了学校全方位教育的改革。

民国教育部 1919 年提出了改进学校体育的方案，该方案提

出学校体育要注重身心协调发展，并且提出了具体实施学校

体育的办法及学校体育内容的改革意见等。1922 年又公布

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体操课”正式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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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其目标、内容、形式等深受美国“自然体育思想”的

影响，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也标志着“军

国民体育思想”的衰落［5 ～ 7］。

这个时期学校体育发展还有另外两个特征，一是体育师

资培养达到高潮，二是学校体育思想进一步发展。蔡元培、

徐一冰、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杨昌济等一大批教

育家和政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探讨，他们的体育

思想涉及到了学校体育的本质，涵盖了学校体育的价值、目

标、功能，学校体育与德育和智育及健康的关系，学校体育的

方法以及身体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不

仅促进了当时学校体育的发展，对现代学校体育的发展也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学校体育总的发展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有

关。“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发展虽经历了高峰，但随即淡出，

被“自然体育思想”所取代。伴随着学校体育思想的这种重

大变革，学校体育目标、学校体育内容和手段以及形式与方

法等也发生了相应的“逆转”，这种“逆转”表面上是“体操课”

被“体育课”取代，但深层上却意味着学校体育价值的改变。

1 .3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学校体育

为了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管理，国民党政府在教育部设立

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在各省市的教育厅、局设立了“体育

督学”或“体育股”等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管理人员。1931
年教育部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规定了高中与高中以上学校

体育为必修课；1932 年颁布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了

体育的目的；1931 ～ 1936 年教育部公布了学校《体育课程标

准》等系列法规［4］，对各级学校体育的课时、早操、课外运动

的时间、体育目的、体育教材的具体内容、体育场地器材设备

的配备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体育课和运动竞赛成为学

校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具备了现

代学校体育管理的雏形。

另外，该时期的学校体育思想出现了近代以来学校体育

史上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学术争论，初步形成了体育思想多元

化的格局。如“自然体育思想”、“体育军事化的思想”、“固有

体育思想”、“土体育”与“洋体育”之争、“体育教育化”与“体

育军事化”之争等等。

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的最大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

学校体育管理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围绕着体育课程标准的法

规和文件的制订与实施，对学校体育课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

用；其二是尽管该时期“自然体育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但学

校体育思想的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它大大丰富了学校体

育内容，而且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也带来了学校体育理论研

究的繁荣。

1 .4 新中国 50 年的学校体育

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艰辛，［8］其大约经

历 4 个发展阶段：

第 1 阶段（1949 ～ 1957 年）为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建立

了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管理条例和规

定。如 1959 年全国开始统一实行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国

家体委颁布了“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并开始在各

级各类学校中推行。此外还建立了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全国

先后成立了 8 所体育学院和 11 所体育学校，并有 38 所高等

师范院校设立了体育系、科，培养了大量体育师资。这一时

期我国的学校体育整体上受苏联的影响较大［8］，学校体育为

政治与生产、国防服务的目的性较强，但是却在一定意义上

填补了我国建国初期学校体育的某些空白，为学校体育的进

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 2 阶段（1958 ～ 1965 年）为过渡阶段。在“大跃进”的

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也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

加上 3 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学生体质普遍下降。但在党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学校体育的发展又

步入了正轨。这一时期学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体育课程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 3 阶段（1966 ～ 1976 年）为畸形发展阶段。本阶段学

校体育的发展一方面整体上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另一

方面，相对于学校教育的其他方面，体育课和课余体育训练

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视，客观上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学

校体育作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一种工具性特征［9］，“军国民

体育”在此阶段有所抬头，体育课曾一度被改成“军体课”。

第 4 阶段（1977 以后）为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我

国体育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校

体育开始朝着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体育法》的颁

布，确定了学校体育的法律地位，开创了学校体育发展的新

纪元。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理论研究、设施、场地以及师资

队伍建设等方面在此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8，10］。我们逐步

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学校体育方面的差距。

新中国 50 年的学校体育，直到最近 20 年才步入了正

常、健康的发展轨道［11］。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出

现了两种不均衡发展的态势：首先是在发展的时间跨度上，

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学校体育发展的不平衡；其次是在发

展的空间跨度上，每个阶段不同的地域学校体育的发展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近 20 年来，随着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差距的加大，这种差异表现得也越来越明显。

2 百年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特征

2 .1 学校体育思想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有比较明显的

阶段特征，总体上可分为：1）初步形成阶段，以严复等人为代

表，其思想核心是“通过体育强健身体”及“德智体三育并

重”；2）“军国民体育思想”阶段，以蔡元培等人为代表，其思

想核心是通过体育达到“强兵”、“富国”及“以民为兵”的目

的；3）“自然体育思想阶段”，其强调体育应以儿童的自然和

天性和兴趣出发，采取符合自然的体育形式和内容，主张体

育要使儿童的“个性自然发展”，并扩大了学校体育的教育功

能和目标［6，12，13］；4）全盘苏化阶段。该阶段全盘照搬了苏联

的学校体育思想模式，把以体育运动技能传授为主的“三基”

目标作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并强化了学校体育为竞技运

动服务的功能；5）多元化阶段。这一阶段学校体育思想的发

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先后出现了“体质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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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体育与竞技相结合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技能

教育思想”、“全面发展体育思想”、“培养能力体育思想”以及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等等。

近代百年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基

本特征，其一是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

会性，体现了时代和社会对学校体育的期望，肩负着时代和

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其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学校体

育本质的认识更加科学、合理，学校体育思想也更加体现了

学校体育的规律。

2 .2 学校体育内容与形式

学校体育内容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3 个阶段：第 1，是军

事训练内容阶段，内容主要涉及军事体操和军事技能的活

动；第 2 是竞技运动内容阶段，内容有球类活动、田径、游泳

等；第 3，是复合阶段，内容覆盖了人类所创造的所有体育文

化内容，既有竞技运动的，又有娱乐和休闲的；既有实践性

的，也有包括健康、保健、安全、环境等方面在内的理论性等。

学校体育内容的发展与 3 个因素有关：其一是与学校体

育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校体

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体育内容；二是与体育文化自身

的发展有关，体育手段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为学校体育内

容的选择创造了条件；三是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体育需要有

关，这也是未来学校体育内容发展的基本方向。

学校体育的形式也经过了由单纯的体育课、到体育课与

课外体育活动相结合、再到体育课与课外和校外体育活动相

结合的过程，同时体育课也由单一形式发展成为体育课与体

育活动课、理论课和实践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等多种形式。

3 对百年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反思

3 .1 正确认识我国学校体育的“得”与“失”

当中国把体育引进学校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学校体育已

经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学校体育在中国本身缺

乏生长的土壤，理论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需要一

定的时间，因而决定了近百年来中国学校体育始终在探索的

过程中寻求发展。尽管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但探索本身是极

有价值的，学校体育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历史，造就了学校体

育生长与发展的沃土与空间，这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因

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学校体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得

失，在思考当代学校体育的现实时应该以一种唯物主义的历

史观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3 .2 学校体育的目标应该体现社会需求和个体需求

纵观我国学校体育的历史，可以看到其发展始终没有脱

离社会的樊篱，它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社会发展的缩

影与写照。近代学校体育的产生，既是西方文化入侵的必然

结果，又是中华民族痛定思痛后的选择。学校体育在艰难发

展的一百多年中，负载了太多的“国家与民族的希冀”，这在

一方面，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又必然使学

校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忽视学生个

体的需求。学校体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大，无疑会使

学校体育偏离发展的航向，这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现代学校体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

与功能主要体现了教育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因而它应该更

多地围绕着如何发挥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

性和发挥人的力量来调整自己发展的方向。

3 .3 体育课程的改革是学校体育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

从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来看，学校体育的

改革与发展首先是围绕着体育课来进行的，然后才向课外扩

展，形成系统的学校体育体系。因为体育课程的改革，既涉

及到学校体育思想、内容的改革，又涉及到了学校体育组织

形式的变革。因而，未来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仍然还

是体育课程，并以体育课程的改革为突破口来带动学校体育

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回顾历史，主要是着眼于未来。在人类步入新世纪的今

天，认识学校体育的本质，认识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以及学校体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对新世纪学校体育的基本

走向极为关键。特别是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教

育思潮的影响下，学校体育应该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其

内涵和外延，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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