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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必须兼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短期效应和长远发展，一方面要针

对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充分共享体育系统运动员资源为主，加快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特别是要重视高

校与运动队的共建，以确保教育系统承担和完成参加世界大赛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鼓励中、小学

开展学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招生政策，形成以高校为龙头，大、中、小学“一条龙”的学校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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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heir research: Both the short-term effec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athlete team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must be consid-

ered in high performance athlete recruitment by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athlete team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should be expedi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ircum-

stances currently existing and based mainly on fully sharing athlete resources in the sports system, especially, atten-

tion should be showered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athlete team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an undertake and fulfill tasks for participating in world games; on the other hand, re-

cruitment policies favorable for encouraging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o develop competitive sport backup 

talent cultiv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form a competitive sport backup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at is led 

by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integrates colleges, middle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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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育

竞赛也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没有承担过重大任务，即使是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主要是由体育系统来承担。但随着国务

院决定 2009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由教育系统承担参赛任务

之日起，如何大力发展学校竞技体育工作就被提到日程上

来。2005 年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了教体艺

［2005］３号文件，随后教育部又下发了教体艺［2005］４

号文件，对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提出

了意见。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搞好学校体育工作，如何在

现阶段抓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已成为目前面临的重大课

题。普通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问题是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的关键，招生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的质量。2004 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2005 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04]20 号），2005 年又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严格和规范 2005 年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管理的

紧急通知》（［2005］５号），以此来严格和规范 2005 年普通

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这次招生政策较以往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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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这些变化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到底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有哪些积极或负面的影响，将是本调研报告讨论的重

点。本研究对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北京、陕西等省市

约 30 所高校进行了调研，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现状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目标 
教体艺[2005]3 号文件特别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

水平运动队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

才，目标是完成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

赛的参赛任务，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作贡献。但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在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中视野仅限于教育系统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别说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国际重大比赛，就连参加全运会都

从来没想过。显然，这样的目标定位是无法适应今后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建设要求的。因此，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应

当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应当具有参加国内、国际重大比赛的

竞技运动水平。 

 

2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对象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简称

《办法》）中明确规定的招生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高

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证书且高中

阶段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 6 名的主力队员或

个人项目前 3 名者；另一类是具有高级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

力，获得国家一级以上运动员证书者或近 3 年内在全国或国

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 8 名的主力队员。可见，前一类招

生对象主要针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接受过业余训练，且具

有二级运动员证书、高中毕业证书或中专毕业证书的运动

员；后一类主要是针对就读于省体校、市体校，在文化课学

习上具有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力，且具有早期专业训练的基

础，获得一级运动员证书的运动员。通俗地讲，前类的招生

对象主要来自高中，属业余运动员；后者的招生对象主要来

自于省体校、市体校或体工队，属专业运动员。 

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主要是由体育加试入学、体育

特招降分入学、单考入学、免试入学和正常入学的运动员组

成。我们以体育特招降分入学为例，《办法》规定，在录取

时对于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考

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60%的，可由招生学校提出申请，经

高招办审核后可进行录取，但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录取高水平

运动员人数的 15%。在调查中发现，各高校对此持有不同

的观点，有人认为运动员由于长期从事运动训练，从小没有

接受过正规九年义务教育，文化积累明显弱于普通大学生，

因此，通过特招降分放宽入学条件，可使具有运动天赋的运

动员有机会进入大学，既可以继续训练又可兼顾到学习。但

也有人认为，来自于中学的业余运动员，运动成绩特别突出

的人屈指可数，如果成绩达到一级运动员以上的水平，也就

免试入学了，如果达不到一级运动员的水平，根据运动员成

材规律，18 岁左右的年龄段要想再有很大的发展，已不太

现实。从以往招生情况看，按这一规定招进的运动员多数属

于两不靠，即文化基础满足不了专业课的学习，训练水平也

达不到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要求，对于高校建设真正意义上

的高水平运动队来说，意义不大。 

 

3  高水平运动员的主要来源 
从地域来看，各试点院校的生源基本上都来自本省

（市），约占总数的 82%，只有 18%的运动员来自于其它省

市，这说明各省（市）都在努力把本省的优秀运动员留为已

用。从来源看，运动员大多来自于体育重点中学、普通中学、

运动技术学校和体工队。调查可知，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有

65%来自高中生，22%来自于运动技术学校学生，还有 13%

来自于各省（市）体工队队员。 

 

4  22 岁年龄限制产生的影响 
调查发现，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之初，高校高水平

运动队几乎是由省体工队的退役运动员或青年队被淘汰的

运动员构成。由于他们的年龄偏大或运动巅峰已过，加之伤

病的困扰，训练无规律等，无法满足训练、比赛的要求，所

以，多数人认为这部分属于即将退役的运动员不应成为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的主要生源。针对这一情况，2005 年的招生

办法明确规定考生不得超过 22 岁。客观上讲，22 岁的年龄

限制一方面限制了退役运动员通过特招渠道进入高校只读

书、不训练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明显影响了 2005 年考生的

报考数量，同时，也堵死运动寿命较长、依然处于运动高峰，

年龄超过 22 岁的运动员进入高校的渠道，主要涉及球类和

部分耐力性项目；对于运动寿命较短的运动项目，如武术、

体操等，不到 22 岁就基本退役，运动员也不会对继续训练

产生兴趣。在我们的调查中，约有 63%的人认为 22 岁的规

定对退役运动员进入高校起到了限制作用，也有约 63%的

人认为小于 22 岁的运动员进入高校依然可以保持训练水

平，有约 64%的人认为 22 岁的规定利弊各半，认为利大于

弊和弊大于利的各有约 18%。 

 

5  按运动员等级招生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北京、上海、湖北、浙江、江苏、黑龙江等部分

高校的调查，我们发现，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中达到健将级标

准的约占 3.93%、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的约占 15.60%、达

到二级运动员标准的约占 80.47%。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二级运动员均为高中生，根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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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成材规律，对于 18、19 岁高中生，又没有经过早期专

门化训练，进入高校后已不可能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事实

证明，这些人进入高校并没有对高校运动水平的提高产生实

质性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就不需要招收这些运动员，如

果要在中、小学系统地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也必须考虑

到绝大多数运动员读书的切身利益，以优惠的政策给他们提

供就读大学的机会。另外，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目前持有二

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中，证书的真实性很难得到保证。

因为，在我国现行运动员等级制度管理中，通过非正当渠道

获得二级证书的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二级运动员等级证

书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是保证真正具有二级水平运动员

利益的根本，也是避免不具有二级运动员水平而利用二级运

动员招生优惠政策读大学的重要措施。 

二级运动员进入大学不能真正提高高校竞技运动水平，

那么，录取的一级以上运动员情况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招

收的一级或健将级运动员进入高校后的状况也并非如人所

愿。根据我们的调查，处在运动成绩上升期的专业运动员，

其目标是不断地在国内外大赛中创造优异成绩，对于达到几

级运动员标准并不感兴趣。事实上，目前我国大部分在训的

专业优秀运动员并没有运动员等级证书，不是标准没有达

到，而是对获取证书本身不感兴趣，只有等到运动员的训练

生涯快结束了，想到要读大学了，才会关心运动员等级证书

问题。这些运动员不是退役的，就是运动潜力不大的，可以

说，进入高校后这些运动员的运动成绩都不会再有较大提

高，而且他们的训练热情已不再，甚至对训练有厌恶情绪。

调查发现，各高校对这部分运动员普遍都难于管理。其实，

出现这一现象也不奇怪，因为这些运动员从其自身利益来

讲，进入高校是为了拿文凭的，而不是来训练的。当然，也

不是说一级以上运动员进入高校没意义，从另一角度来看，

正是这部分运动员才使得高校运动训练水平维持在相对较

高的水平，只要管理得当，训练条件跟得上，加上高水平的

教练员的指导，还是会使一些运动员再创佳绩的。 

总体来看，以运动员等级作为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条

件，并不能真正解决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问题，也就是

说，如何能真正招到有发展潜力，又具有较高运动训练水平

的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运动员，不是用运动员等级标准就能

简单衡量出来的。目前，真正代表高校高水平的运动员是那

些由高校与运动队以共建形式招入大学的运动员，他们是正

式的大学生，但是他们的训练、生活不在大学校园里，而是

在国家队或省队里，这部分运动员大学生的训练由体育系统

来负责，文化课由高校来负责，运动员由双方共享。这部分

运动员的招生不是单纯以运动员等级来衡量的，而是以实力

为条件的。因此，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在教育系统还无法

通过自身能力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情况下，通过高校与运动队

共建，借助于体育系统的人才优势来加快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是发挥两个部门各自的优

势，通过运动员资源共享，来实现和完成两个部门承担世界

大赛任务的有益尝试。 

 

6  招生规模与实际需求 
《办法》规定，招生人数应控制在国家核定的本校年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以内。从调查情况来看，招生人数

的规定基本可以满足各学校的需要。以往学校通常都会争取

更多的名额，其目的一是以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名义，照顾

关系户；二是通过多招多收费，来维持运动队的日常开销。

今年在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和限制收费的情况下，往年用于照

顾关系户和收费的预留名额就多了出来，调查发现，以往用

于这两方面的招生名额约占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

占到了一半，真正货真价实的高水平运动员并不多。因此，

如果真正按《办法》规定的高水平运动员条件进行招生，1%

规定的招收名额实际上是供过于求的，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综

合性院校。随着学校的扩招，1%规定的实际可招生人数仍

在增加。高校对 1%的规定虽然看法不一，但是大部分高校

还是接受的，认为非常合理和合理的约占 62%，认为不太

合理的约占 15%，只有 23%说不清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招生政策在给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带来促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严

格的资格审查、公示制度及 22 岁的年龄限制，确实在很大

程度上挤掉了以往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中存在的“水分”，提

高了含金量。但同时也引起了高校普遍的反响，主要表现在，

（1）新《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部分高校试办高水平

运动队的热情；（2）使得部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生存受到

影响；（3）收窄了入口，使实际可招进的人数明显减少，限

制了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规模；（4）22 岁的限制对解决

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及再就业问题起到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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