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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的流变及其得失
吴文博，张振华22
（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要：中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具有“现实性”、
“学科性”的特点，过分强调学校体育的政

摘

治因素，没有顾及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与作用。应从现代性、教育性、学科性 3 个方面重新定位
中国学校体育的性质，从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新视角认识学校体育教育，才能真正拉开具
有新精神与时代特征的中国学校体育新课程改革的帷幕，使体育走出自我领域的演进，嵌入多元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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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modern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gains and
losses thereof
WU Wen-bo，ZHANG Zhen-hu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Abstrac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provided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realistic and disciplinary. Overemphasizing the political factor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without paying regard to the people-education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has resulted in biases and regrets in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nature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redefined in terms of its modern nature, educational nature and disciplinary nature.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s of grand society, grand culture and grand education, can
the curtain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which is provided with new spirits and
modern characters, be truly unveiled, so that sport can get out of evolution in its own field and be embedded into the
return of multi-culture.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modern；China

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理解与认识必须

历史的‘现实基础’即以物质生产为表现形式的‘感

和时代的变革同步。法国教育家朗格·保罗曾说过，

性活动’，就是把这一基础看成是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

“每隔十年，人民面临着一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领

的‘附带因素’，人的自我由此像动物一样成了一个被

域内如此广泛的转变，以至于昨天的解释已经不符合

赋予了先验性存在。
”[3]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
今天的需要。
”[1]马克思说：

因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审视学校体育历程

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就是把它仅仅

的现象与境遇的脉络，可看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态

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联系的附带因素……因而造成两

势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2]

者之间的对立。” 故而重新梳理我国学校体育走过的

第一，“现实性”。我国学校体育的登场不是基于

艰难历程，总结其得失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马克

经验的传承，也不是自身演进的逻辑必然，而是基于

思指出：
“以往的一切哲学不是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的

下面两点原因：一是出于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社会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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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抗争而兴起，固护本朝的需要而催生的。二是，

存在的合法形式，均来源于国家变革的需求。虽然有

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历程的产物。体育进入学校在

急功近利之嫌，但毕竟冲破几千年来旧思想教育的禁

中国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转型的连带反应，它不

锢，将西方新式教育引进学校。由此，一向受到传统

是自觉觉醒的产物。这和西方学校体育现代性概念的

文化鄙薄和抵制的学校体育，伴随着现代教育功能势

起源和文明顺应式的进化及与社会“内外交相成之道”

不可挡地进入了学校，为学校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的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从“钦定学堂章程”到新中

达到了旧式学堂此前对人的全面发展无法企及的层

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实践可看出，它们都深深打上着这

面，给中国带来了“没有身体运动的教育就不能成为

[4]

一历程残缺的烙印。恩格斯 说：“一切当代的社会思

教育”的理念，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帷幕。

想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显然中国学校
体育的话语权的启蒙，总归要用社会进程的需要来解

1.2 呼应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素质建设的诉求
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配合中国社会由新

释更有说服力。

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促使国民性格

第二，学校体育的“学科性”是在社会进程的呼

适应新的国家政权需要。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

应下被动展开的。为能促进学校体育被社会充分认识，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殷切期望与培养国家集

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在不断进行学校体育

体意志的渴望，在中国现代性政治制度层面上确立了

教育的“扩张”中寻求新的交叉契合点形成新的学科

体育启蒙的价值目标及强身健体的实践内涵。这一伟

建构，在不断论证和深化学科有机整体性中走向完善，

大的号召给新中国的学校体育找到了位置，给予学校

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恰恰对学科的自身认同和

体育重新定位，为中国学校体育新里程揭开了序幕。

教育认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学校体育教育学科

这种立足于国家目标，着眼全体国民素质建设的主张，

的“重术轻学”的倾向，缺少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日后中国学校体

以上两大特征造成中国学校体育的本质认识及路

育一大基本特色。虽然这种主张受到建国后一些政治

向的混乱，反映出新中国诞生前学校体育的教育性始

至上的左倾思潮和文革的停课闹革命的破坏，使我们

终被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没有一个与以人为本的教

的学校体育始终在生物观、工具观中打圈圈，缺失了

育愿望相衔接。受其影响，新中国前 30 年学校体育的

文化性、人文性的价值建构，但它依然具有为增强民

指导理念主线仍然是贯穿“图强”的经世致用主义。

族体质、提高国家实力的积极意义。

在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校体育的价值观始终没有解
决好，虽强调增强民众体质的问题，但忽视了丰富人

1.3 伴随改革开放后“生活现代化”的诉求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崛起与人民生活水

的精神发展。为此学校体育执教为人的教育理念仅是

平的快速增长，人民大众对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日益

囿于表面。对学生学习的尊重、对学生个体的尊重、

高涨。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不

对学生自由的尊重没有在学校体育中得到实现。后 30

仅是一个生活智慧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认识问题，是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价

一个文明社会真正来临的标志。为此，对新生活的诉

值观开始和谐连接。由此，形成中国学校体育既有“形

求，引发生活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

而下”的物质文化——技能特征；也有“形而上”的

组成部分。这就使体育成为衡量国民生活的标准之一，

精神文化——教化特征；还有人的活动后果结晶的符

成为衡量政府能否造福于人民的重要标尺。发展学校

号社会文化——娱乐特征。衍生出既有同自然科学联

体育必须从增进公民与国家关系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对

系紧密的科学知识，也有同人文科学联系紧密的审美

待。由此催发学校体育理论走向一个新价值的向度，

理念；还有同社会科学联系紧密的生活视域。

开启了终身体育教育的讨论。

1

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源头

2

从对学校体育历程考察中我们发现，体育现身中

2.1 学校体育历史出场的语境
16、17 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才将体育视为人性

国学校教育有以下 3 个源头：

中国学校体育出场的路径和语境

1)肇始于早期国家“变法图存”的诉求。

的展现，实现与宗教的诀别。在 17、18 世纪工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育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成为学校教育的一

支配下，在“强国强种、御侮图存”的爱国精神影响

门正式学科。和其它学科类似，也受到技术主义的研

下，引发了体育的兴起，当时体育是作为“强国强种”

究范式与思维习惯的影响，以致给中国学校体育的教

和“复兴民族”的工具应运而生的。其研究的对象和

育带来追求客观准确的形式，描绘运动图式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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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个体化、个别化独特的运动现象，为寻求抽象化、

修正了以凯洛夫教学论为代表的“以书本为中心、以

普遍化的教学规律，
以发现和改良运动教授手段和方法

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错误。

为使命，痴迷在传授某种特定运动状态的形成，其结果

二是扩大了课的外延，吸纳了素质教育、终身体

把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体育变为一再确证的技术——主

育、健康第一的新理念，开始关注对人发展隐性部分

客体能否接受的关系。诉诸于“人体技能的有效形成”

的开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手段向目的转变，

就成为表现我国学校体育的“轴心”并延续至今。

体现了“为学习而设计”原则。
三是学校体育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竞技性、健

2.2 学校体育社会出场的语境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自中国学校体育发端以来，

身性、休闲性、娱乐性、社会性、生活性得以展显，

运动技术就被尊为学校体育看家本领，以致成为社会

以满足不同学生对知识的要求，展现了既能参与又能

对其学科认同的标志——“体育是一种身体运动，不

观赏的文化价值。

是价值观”，是一个运动项目流迁、技能聚集的过程，

四是学校体育向追求阶段效益与长远效益相结合

是一堆形象，而不是“思想”。由此使学校体育的操作

的终身体育方向发展，把学校、家庭、社会联结起来，

走向“技能”工夫，从体育“器”的实践层面“技艺”

构成体育的大课堂理念。

去诠释，成为一种主导趋向。遮蔽了学校体育的根本
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3

结语

其一，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下，

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说，都存有 3 个递进

学校体育被洋务运动“断章取义”地“鼓民力”，未用

的特征：其一，它以历史的逻辑体系为人们提供发展

它来“启民智”。学校体育被限制在中体西用的“用”

的图景，规范人们对自我的理解和相互理解。其二，

上，忽略了其中与“育人”相互关联的人文怀抱。由

它以概念框架体系为人们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

于这并非是对其真实精神的自觉把握，因而就相对忽

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改造。其三，

视了对学校体育本身特征的本体论思考，弱化了对其

它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

理性的追求，于是对学校体育的理解沿着工具性的路

供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如何去把握、

线展开了。这也正是中国学校体育一开始就具有先天

描述和解释世界。揭示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发展的态

不足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中寻找学校体育为什么只

势也存在着从感性、理性到自觉性的逐层递进。正如

能培养出“体育勇士”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

其二，由于洋务运动“求富求强”、“强国强军”
思想太急切，不顾及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与作用，造
成“兵式”体操的开展，中断了学校体育完整形态的

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
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
第一，早期学校体育是国家主义的“婢女”，是靠

建立，导致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单调、不全面、不系统，

执政的需要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力量。它的身份仅限

无趣味可言。其结果，这种带有美好理想的运动图式，

于充当学校教育概念中的材料，成为学校教育意义上

由于忘记了“读书其实就是读自己”的道理，以致后

“认识”的讨论与引人注意的口号和旗帜的佐证。并

来愈演愈烈，导致技术为上，绝对化、普遍化盛极一

不是要建构、论证什么样的科学教育体系。其实践形

时。忽视了人在运动的意志、自由、灵魂、思想、情

式“壮观的野蛮、英雄式的兵操”是与“强国强种”

感等层面的问题，无疑等于把人视同“连续性的、同

的内在需要交织获得的；虽然军国民主义教育扫清了

质性的”存在物。

封建主义教育的沉疴；自然主义体育扫清了军国民主

2.3 学校体育本质的转换
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校体育从大社会、大文化、

义教育的羁绊；但两者目的都不是完善教育而是“借

大教育的新视角去认识体育教育的本质，拉开了具有

来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庞杂认识和各种弊端，受到一些

真正新精神与时代特征的新课程改革的帷幕，使体育

人的反对和鄙视。但其历史启蒙意义“周邦虽旧，其

走出自我领域，出现多元文化的复归。学校体育发生

命维新”——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教育“天下

了以下的变化：

无不弱书生，无不病书生”的历史贡献不容掩盖。

道强权”，未能呈现出学校体育教育性的特点。由此带

一是在课的发展目标上，出现了“教师是主导，

第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学校体育作为国

学生是主体”课堂教学的新风貌。着眼于形成“知识

家改造社会习俗和创建社会规范的时代精神载体，它

传递”的教学环境，强调关注学习者“潜能”的发掘，

以“工具观、生物观”的“集义、健体”作为教育导

支持基于学习者自身意义发现而展开的“选项”教学。

向，推进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为提升国家威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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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挥了显著作用。当然其国家主义至上的思想妨碍

传统精华，吸收新思想，使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得以

了人的自由存在。

不断继续“接着讲”
，不断获得新启示。正如论语所言：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学校体育切合时代精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因不失新，亦可宗也”
。

神促进了人的主体发展，剔除糟粕继承传统精华，汲取
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把体育教育育人的能动性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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