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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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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政策是国家管理学校体育事业的基本工具和基本手段，审视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政策是一

个不可缺席的考察维度。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历史回溯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 40 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历

程进行回顾检视，进而分析政策发展的特征、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发展特征方

面：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充分彰显了学校体育政策的权威性；2）遵循

渐进式的政策演进之路，较好地保持了学校体育政策的继承性、稳定性；3）精英决策与民众参与相结合，学校体

育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效地引领、推进了各个阶段我国

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建、改进、完善和深化，促进了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彰显了政策的积极功能与成效。但

“要素驱动式”的政策生成逻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改革的整体性推进；“政策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

改革进展和实效难如预期；自上而下的“外推型”政策推进模式权威高效，但基层实践者参与改革的内生动力不

足；政策运行的社会性品质阙如，改革缺乏充分的社会性支撑与协同；政策监测与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改革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建议继续加强学校体育政策研究，通过强化政策统筹治理，进一步提升政策实

施的民主化水平，逐步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加快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以及进一步完善“知策-治策-行策”三位一体

的政策主体间共生互动机制等系列措施，更加科学地制定学校体育政策，更为扎实地推进政策落实，为新时代学

校体育事业的新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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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在国家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学校体育事业同样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孔子曾言“四

十不惑”，对于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而言，较之于二

十弱冠和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意味着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已

经创造和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站在“不惑”之年，应深

入地总结反思，鉴往知来。正如雅斯贝尔斯（1991）58 所

言：“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像是站在时间中的某

个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

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 

审视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政策是一个不可缺

席的考察维度。40 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扩展与深化

是与引领其发展的各种政策密不可分的。在学校体育改革

的实践进程中，一方面，表现出政策的引领与规制；另一

方面，也伴随着各种政策问题与困惑。怎样才能更好地推

进与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这个问题本身交织着对学校体育

政策的认识与思考。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对

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予以再探讨、再认

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脉络

与发展经验，还可为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调整与革新找到

合适的契入点，并在政策层面为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改革

的持续深化拓展新的思路。 

 

1   学校体育政策与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 

对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政策维度的审思，

是因为“在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和分析中，教育政

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谢维和 等,2006）。学校体育政

策是国家管理学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它直

接规约和指引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任何学校体育政策

都是为了推行某项学校体育改革，重组某些学校体育资源

或解决学校体育中的某个特定问题。作为学校体育治理的

外在表现形式，学校体育政策是否完备、质量的优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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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学校体育改革的质量和水平。

从“静态”角度来看，学校体育政策是关于学校体育改革

与发展的各种文本性规范，如法规、纲要、通知、计划、

方针、准则、方案或措施等，是静态存在的“文本”。从

“动态”角度来看，政策活动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执行、

评估和调整等环节顺序相接直至终结，并开启新的政策活

动的一个动态、连续的历时性过程，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

节，政策都会由于失去完整性而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

策。显然，学校体育政策是静态的文本表达与动态的变革

过程的总和。正如 Taylor 等（1997）28 所说：“政策的内涵

远远超出了政策文本的范畴，它还包括先于文本的政策过

程和文本形成之后的实施过程，以及对作为一种价值陈述

及行动期望的政策文本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无论是静态的

文本表达，还是动态的变革过程， 终都归结于以解决学

校体育发展问题为旨归的变革性实践。 

事实上，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政策

性表达。在一定意义上讲，学校体育改革行为即是政策性

行为。首先，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本身就是一

种政策行为，通过合法性程序确定的学校体育发展目标本

质上就是一种政策目标；其次，学校体育发展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学校体育资源的整合，而资源的整合又需得到相关

政策的确认和支持；再次，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探索性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新

问题、新矛盾，一些问题又需要上升到政策层面并成为新

的政策性问题。可见，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总是在相关

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进行的，政策这只“无形的推手”时

刻支配着学校体育的运行。离开政策引领与规约的学校体

育改革与发展是盲目的，脱离改革与发展实际的学校体育

政策是无效的。 

 

2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发展概观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少年身心

健康和学校体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

展的重要决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学校体育改革的重要政

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学

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学校体育政策不断调整

和完善的历史。 

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总是以国家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与完善作为宏观政策环境与背景的。因此，依据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将我国学校体育

政策的演进大致划分为 4 个阶段。 

2.1   改革启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以

“恢复教育秩序”作为起点的。改革开放之初，教育工作

的核心任务是“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领域包括学校体育领域的

“拨乱反正”，首先是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恢复而展开

的。1978 年 4 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和卫生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

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做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1979 年 5 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共青团中央在

扬州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具体

研究了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中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若

干重大问题，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

要位置。“扬州会议”之后，1979 年 10 月，教育部、国家

体委颁布了中小学、高等学校两个《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

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两个《暂行规定》”）。两个

《暂行规定》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引领我国学校体育

发展的重要政策文献，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校体育

工作专门法规，有效地推动了学校体育由“乱”到“治”

的变革，为学校体育从混乱状态回归正常轨道提供了重要

的政策保障。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颁布，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推动我国教育

变革的首个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性文件，以此为标志，我国

教育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决定》指出，要变革

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

教育方法，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增强学校的教师供给。

为适应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教育部及其他部委制定了系列

推进和规范学校体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强中小

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1986 年）、《中学生体育合格

标准》（1988 年）、《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1989

年），修订了《全日制中学体育教学大纲》（1987 年）、《中、

小学体育教学计划》（1988 年），并启动了第四套中、小学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较好

地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和社会对于学校体育的要求，

也为学校体育在后一阶段的良性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2.2   改革探索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教育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

入，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独立和完整的教育形态也开始进入

一个更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 

为加强学校体育管理，使学校体育工作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1990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国家体委正

式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体育工作经验，特

别是学校体育工作两个《暂行规定》实施情况的基础上，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问题（如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

动、课外体育训练与竞赛、组织机构和管理、体育师资、

场地器材设施和经费投入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条例》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关于学校体育工作的 全面

的政策法规，是检查和评估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依据，它

的颁布为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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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制度基础。 

为贯彻落实《条例》，保证体育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

1992 年，国家教委正式制定、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

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用）和《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

体育教学大纲》（试用）两部具有纲领性、指导性意义的重

要文件，对体育教学的目标、内容、原则、途径和实施等

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大纲》的颁布和实施推动着我国体育

教学工作走上了“依纲管理、依纲育人、依纲考评”的规

范化、科学化道路。 

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到

20 世纪末期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任务、

总体思路和政策举措。关于学校体育工作，《纲要》提出：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

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

件，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逐步做

到按教学计划上好体育与健康教育课”“全社会都要关心和

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

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纲要》中“素

质”一词出现了 20 余次，虽然还未直接提出“素质教

育”，但已经从政策层面肯定和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理

念，推动了素质教育在学术领域的深入探讨。在《纲要》

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学校体育领域学术氛围空前自由活

跃，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相互交流碰撞，推动了体育教育

观念的转变，丰富了体育教育的内涵，为学校体育的新型

实践探索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良好的外部条件。1996

年 12 月，国家教委体卫艺司颁发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

体育教学大纲（试验）》，首次把“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这一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教育观念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等价值诉求写进了大纲，反映了

学校体育教育内容与功能的逐步拓展，对促进我国体育教

学改革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3   改革深化 

时至 20 世纪末及进入 21 世纪初，我国学校体育事业

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公布。《决定》2 正式将

“推进素质教育”确立为深化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

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持续深入的新时期。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是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要求，学校体育改革与

发展为此有了新的主题和指向。《决定》2 明确指出：“学

校要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使

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健康第一”虽是对学校教育的整体要求，但在《决定》2

中却是在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要求这一部分提出来的，

可见，学校体育工作更应确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这也为迈入 21 世纪的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这一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核心是酝酿和实施新一轮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是一场素质教育理念引

领下的，由体育课程教材改革带动的学校体育全面、整体

的改革，是我国学校体育领域一场广泛深入的理论和实践

创新，在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1

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

稿）》，2003 年印发了《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

验稿）》。与以往历次课程改革相比，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

的一大创新是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沿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

“教学大纲”改为了“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课程纲领性

文件由指令性向指导性的方向转变。“课程标准”（实验

稿）忠实蕴藉着新时期我国课程改革的素质教育理念，反

映了国家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志，

体现了浓郁的人本倾向，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推动着

我国学校体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是为人的终身健康打基础，增强

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学校体育改革的基本

价值取向，是深化学校体育改革的核心任务。学生体能素

质下降，不符合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赖天德,2008）。因

此，针对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总体令人担忧的状况，特别是学生体能指标持续 20 年

下降的现状，2007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以中央文

件的形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 7 号文件”）。中央

7 号文件对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了近 70 项政策措施，清楚

地显示了要将学校体育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国家意志。

作为我国学校体育领域有史以来规格 高的纲领性文件，中

央 7 号文件为深化学校体育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2.4   综合改革 

经过新世纪初 10 年的探索实践，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

深化综合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新时期。2010 年 7 月，第四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制定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

“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关于学校体

育，强调要“加强体育，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确保

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

强”。2012 年 10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立德树人”

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提升教育质

量的具体路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综合性改革开

始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 

在“综合改革”的宏观政策指引下，这一阶段的学校

体育进入了以综合性的政策创新引领学校体育转型发展的

关键时期，并将改革的主要目标放在了体系、体制和机制

的健全与完善上。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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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 号

文件），重点确立了新时期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机制性目

标，即“力争到‘十二五’末，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总体达

到国家标准，初步配齐体育教师，基本形成学校体育持续

健康发展的保障机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建成科学规范的学校体育评价机制；各方责任更加明

确，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学校体育

推进机制”。2014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

监测评价办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校体育

工作年度报告办法》3 个重要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学校体

育工作“决策→实施→监测→评估→反馈”的制度体系和

运行机制。这 3 个文件既是对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工作提

出的新的要求，更是推动学校体育政策落地生根、切实提

升政策绩效的创新举措。 

2016 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学校体育推进机制进一步完

善，基本形成体系健全、制度完善、充满活力、注重实效

的中国特色学校体育发展格局。对学校体育发展整体性、

系统性和协同性的强调，更加清楚地显示了学校体育正在

迈向深化综合改革、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

阶 段 。 同 年 ，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学校体育在“健康中

国”战略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建设“健康中国”

为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 

当然，综合改革并非意味着方方面面的改革要同步推

进，相反，必须把握好方向，找准突破点。为此，教育部

将大力发展校园足球作为推进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一个突

破口和重点探路工程，并于 2015 年 7 月印发了《关于加快

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教体艺〔2015〕6

号），对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了系列

要求。 

宏观教育改革固然重要，但微观系统改革也必须跟

上。微观系统改革有利于激发改革的基层动力，促进和拉

动教育的整体性改革。特别是课程教学改革，不仅是教育

领域的微观问题，还是关乎教育改革成败的宏观问题。“基

础教育走‘内涵式综合改革’之路，课程教学改革和教育

文化精神培育必须被置于核心位置”（刘利民,2013）。基于

此，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体育课和

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教育部于 2014 年４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要求立足“立德树人”的

根本要求，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全面深化课程改革。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教育领域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积极响

应中共中央和教育部的精神和要求，从 2014 年底开始，体

育课标修订组在深入研究国际课程和体育课程发展的新动

向，继承《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精神和

进行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以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旨归，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指导思

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方法等进行了

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历经为期 3

年多的修订，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颁布了《普通高中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

（2017 年版）》”），并于 2018 年起开始执行。《课程标准

（2017 年版）》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

新要求，其颁布与实施“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

求，更好地体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健身育人功能，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展”（季浏,2018）。 

2018 年 9 月 10－11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要把“立

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要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华网, 

201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学校体

育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体育的

行动指南。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立德树人，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保障学生在学校体育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季浏 

等,2019），将愈来愈成为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基本

价值追寻。 

 

3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特征、成

效与问题 

3.1   政策发展特征 

3.1.1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学校体育政策的权威性 

据不完全统计，1979－2018 年的 40 年间，中共中

央、国务院、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国家体育总局（原国

家体委）等共颁布有关学校体育政策、法规 300 余件，这

还不包括大量具有政策意义的领导讲话、会议纪要等，且

几乎每年均有新的政策和法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

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出台的政策覆盖学校体育

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涉及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

发展战略、学生体质、课堂教学、体育教师、体育设施、

校园体育文化、体育安全、运动训练和比赛以及科学研究

等各个方面。从政策发文部门来看，经历了从相对分散到

集中，从部门单独发文到多部门联合发文的发展过程。值

得一提的是，2007 年《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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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2012 年《关于进一步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3

号）以及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等

文件，以高于部委级别的党中央、国务院或二者联合发布

的形式颁发，充分保证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青少年健康被置于国家教育战略之中，体育

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愈加明显。正如有学者

感言：“在学习了多国的学校体育政策后，我深切地感受到

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一样给予学校体育如此强大的政策支

持”（翟芳,2018）。 

3.1.2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政策制定路线保障

了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的渐进性 

政策发展不应是“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彻底丢弃它，

接着再转向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而应是“留下它的踪

迹 ， 成 为 我 们必 须 面 对 的 后续 问 题 的 一 部分 ”（ Israel, 

1984）。40 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多

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学校体育政策遵循着“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制定路线不断调整和完善，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持续创新和改进。尤其是为了稳步推进学校体

育改革，十分重视政策试验先行，以在试验区进行先行试

点的方式，探索和积累改革经验， 终由点到面铺展开

来。通过政策试验的方式引领和推进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

展，鲜明地体现了渐进式的政策演进之路。 

从单项政策的发展来看，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的发展可谓渐进式政策演进的一个典例。始于 21 世纪初

的第 8 次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走

过 18 年的历程（图 1）。 

 

 

图 1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演变历程 

Figure 1.   Evolu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

结构、内容，建立 21 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

系。2001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体育课程体

系”。2000－2001 年，在教育部统一部署和国内课程专家

的引领下，体育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集中开展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的研

制。研制组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

和修改，形成了《课程标准》的征求意见稿。随后，教育

部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省（市）教科研部门、高等师范

院校基础教育课程中心和广大一线体育教师中广泛征求意

见，在此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形成了

《课程标准》实验稿。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实验稿进行审议

后， 终于 2001 年 7 月统一颁布，并在全国 38 个国家级

试验区开始实验。 

从 2003 年 3 月起，教育部对实验稿的实施情况进行了

大规模调查研究，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区），涉及 38 个

首批试验区。在此基础上，研制组召开了若干次征询意见

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课程标准》修订的第一

稿。2004 年，教育部又组织研制组对《课程标准》进行了

专门修订，形成了《课程标准》修订的第二稿。2007 年开

始，修订组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和各种座谈、政策文件学习

及对各类媒介上关于《课程标准》设计与实施情况的有效

信息的搜集，对《课程标准》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补

充，于 2011 年 终形成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修订稿，经教育部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正式颁布，并于

2012 年 9 月开始在全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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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则于 2002

年开始研制，于 2003 年 4 月颁布，2004 年开始进入实

验，2005 年在全国所有普通高中实施。在实施了十余年之

后，根据党和国家以及未来社会发展对高中学生发展的新

要求，综合分析国际上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新趋势，

教育部从 2014 年底开始组织学科专家，经过广泛调研和充

分讨论，对该标准进行了为期 3 年多的全面修订、完善，

经教育部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于 2018 年 1 月正式颁布了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 

由上可见，《课程标准》的发展基本遵循着“形成政策

研发构想-组织专业研发团队-政策研发的先导性研究-研

发小组集中研发-政策方案多次论证、修订-社会范围内的

意见征集-方案再修订-政府决策会议审议-文本公布”的

政策流程。可以看出，《课程标准》的研制与修订十分注重

继承、发展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标准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学

习和实践的过程，体现了主观意志与客观条件之间、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不断调整、逐步适应，“课程标准的修订是建

设性的改进，而不是颠覆性的改变”（杨文轩,2011）。这正

是渐进主义教育改革所主张的，改革不应是一蹴而就的突

变，而应是一个修正、完善、充实、提高的波浪式前进，

螺旋式上升的“渐进”过程。 

除了《课程标准》这样的具体单项政策，近年来，学

校体育宏观指导性政策体系的发展同样体现了渐进改革的

特征。从 2007 年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到 2012 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

若干意见》，再到 2016 年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后面的政策均是依据国家宏观

教育环境的变化和学校体育改革的当前进展而进行的增

加、补充，政策的这种渐进调适进路，既满足了学校体育

发展所需的政策创新要求，也较好地保持了学校体育政策

的延续性、稳定性。 

3.1.3  精英决策与民众参与相结合提高了学校体育政策过程

的科学化、民主化 

学校体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促进学校体育事业

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讲，决策科学化强调的

是专家在政策发展中的重要性，即依靠专家的理性精神、

专业知识来确保政策的质量与可靠性；决策民主化则强调

公众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重点是将民意诉求反映到政策

中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决策尤其是重大问题决策

时都比较慎重，重视专家意见，注重吸纳民意，不断推进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与上述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

渐进性特征相伴相随的，就是政策发展所逐步呈现出来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逐步推进，学校

体育政策质量不断提高。《课程标准》的研制和修订过程就

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上所述可见，《课程标准》是在教

育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在研制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广泛细致的调研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体育领域

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体育教师）的基础上产生的。研制

过程既充分整合了政策精英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力量，力求

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又充分问计于民，广泛征求各界意

见，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尤其是通过广泛、多元的渠

道，快速、有效地征询一线体育教师意见，征询意见上千

条。决策者、研究者与一线体育教师的联系日趋紧密，这

一过程日益彰显了精英决策与民众参与相结合的“共识性

决策”的特征，体现了决策者与民意良性互动为学校体育

改革与发展开辟未来的特点。 

3.2   政策成效 

40 年来，在各种政策的引领下，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不

断向前推进，取得了良好成效。1990 年，《学校体育工作

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学校体育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将我国学校体育工作逐渐纳入了科学化发展、规范化管理

的轨道。21 世纪以来，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的颁布实施，推动我国体育课程发生了历史性的重要变

化，人们对体育课的理解、体认和阐释日趋丰富、多样和

充盈，一些封闭陈旧的体育教育观念被逐渐解构，“体现素

质教育思想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整体课程目标普遍受到重视，教学内容注重与学生的

身心特点和生活经验相联系，教学方式实现了从单一化向

多样化转变，具有激励和发展功能的体育学习评价方法得

到有效运用，学生的体育与健康态度和行为发生了积极变

化”（季浏，2013）1。2007 年，中央 7 号文件的颁布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对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迅速形成

了加快学校体育改革，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热潮。“‘健

康第一’理念深入人心，政策法规逐步完善，课程教学

改革不断深入，课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课余训练和竞赛

蓬勃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场地器材设备

有了显著改善，科学研究不断繁荣”（《体育教学》编辑部, 

2012）。2012 年，国办发〔2012〕53 号文件的颁布和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部署，推动学校

体育工作得到不断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如开课率有

所提升，体育课得到了一定强化；体育教师的配置、学校

体育保障条件逐步改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监测和报告制

度持续发力，学生健康干预措施有效推进，青少年体质健

康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日趋完备

等。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系列学校体育政策的

出台和实施有力地引领推进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建、改

进、完善、深化，有效地保障和推动了学校体育的改革与

发展。 

3.3   问题与困惑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虽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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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改革推进常有阻滞。正如 2016

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背景部分指出的：“近年来，各地、

各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学校体育改革，学校

体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学校体育仍是整个

教育事业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学校体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体育教师短缺、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不能保证、场地设

施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学校体育评价机制亟待建立，社

会力量支持学校体育不够，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仍是学生素

质的明显短板。”反思学校体育改革中存在的困惑与问题，

应认识到，种种问题的存在是与政策问题密切相关的。 

3.3.1 “要素驱动”式的政策生成逻辑制约了学校体育改革

的系统性规划和整体性推进 

学校体育政策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是由众多相关政

策相互交错而构成的一个“政策丛林”。从有利于学校体育

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一“丛林”应囊括影响学校体育发展

的各个方面，且各类、各项子政策应该相互关联、相互支

撑、耦合互动， 终形成“协调增益”之效。 

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有关学校体育政策的背

景，可以发现，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驱动”特

征，即出现什么问题就制定什么政策，政策被各种层出不

穷的问题“牵着走”。迈克尔·富兰（2005）20 在论及当代

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时指出，当代教育改革存在的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很多互不关联的、片段性的、不

完整的以及较为肤浅的改革项目。纵观我国学校体育改

革，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一

直处于成堆的问题和各种“主义”以及不同理论的争议之

中，在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等一系列紧迫而重大问

题的驱使下，颁布相关的中考体育加试、冬季长跑活动、

大课间活动、体育艺术 2+1 项目、校园集体舞等深化教学

改革，强化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等相关政策也是无奈之

举（何劲鹏 等,2018）。客观地讲，“要素驱动”式的政策生

成逻辑，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不少现

实问题，推动了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取得了不少重要突

破。但是，由于系统性、关联性、支撑性改革还相对不够

完善，学校体育发展的整体性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

根深蒂固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如针对青

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滑的难题，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重

要政策措施，但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在体育

师资的配备、经费的投入、职能部门责权划分、教育行政

问责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还缺乏明确且刚性的制度约

束，使得不少政策推进起来阻力重重”（许弘 等,2014）。校

园足球政策也是如此。在新一轮校园足球启动之后，全国

上下积极响应，地方和学校的参与热情十分高涨，一些具

体工作也具有一定新意，但总体来看，这些工作依然显得

较为离散、杂乱，“省里决定的事情到了地方没有了下文，

地区决定的工作到了学校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

一些地区和学校未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开展工作。省、地

方和学校都在发力，但上下联系不够，统合工作不足，系

统推动力不强”（毛振明 等,2016）。诸如此类的“政策碎片

化”问题，较大程度上削弱了校园足球政策的整体功能和

实施效果。 

3.3.2   政策执行难导致学校体育改革进展和实效难如预期 

政策为问题而来，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质量如

何，是衡量政策成效的关键标识。40 年来，各个层面、各

种类型的学校体育政策不断出台，反映出我国学校体育工

作日趋完善的发展态势。然而，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政

策就可落实，更不意味着问题就能解决。虽然在一系列政

策的推动下，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

同时也要认识到，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我国学校体育改

革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滞碍着改革目标的实现。长期

以来，我国教育改革总体来看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

“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

自我表扬多，外部认同少；一时效应多，可持续效果少”

（吴康宁,2013）。在学校体育领域，这些问题同样也在某

些层面上存在着。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不管是从出台的

政策的类型、层次来看，还是从政策的数量、频度来看，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都可谓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高密集区”

（杨成伟 等,2014）。但从政策实施结果来看，青少年体质

总体连续多年下滑的态势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这样的现实，难免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效力

的质疑和诟病。 

“每天锻炼 1 小时”是学校体育领域一个“老生常

谈”的政策话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关于加强学校体

育、卫生工作的通知》（78 教体字 319 号）、《中小学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关于贯彻全国学校体育、卫

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主要精神的通知》（79 教体字 019

号），到 80 年代的《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

（82 教育普一字 002 号）、《关于保证中、小学生每天有 1

小时体育活动的通知》（82 教体字 007 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 3 个文件的通知》（83 体群字

35 号），到 90 年代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再到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的

意见》（教体艺〔2005〕10 号）、《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教体艺〔2006〕6 号）以及中央 7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2〕53 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

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

27 号）等，各个政策文本都不断提及、反复强调学生体育

锻炼时间的保障问题，但政策落实情况却始终差强人意。

需要认识到，政策文本中的高频关注点，往往正是实践层

面落实情况较差之处。多年来，在种种政策的规约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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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体育活动和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始终是我国学校

体育环境建设的短板（张加林 等,2017b）。 

中央 7 号文件颁布一年半后，国家教育督导团对某省

20 所中小学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有的

学校初中毕业班、高中毕业班没有开设体育课，有的学校

根本没有把全体学生的体育卫生工作纳入学校教育的一部

分，30 个班级的小学只有一个兼职体育教师，3 000 多人

的高中学校体育器材少有使用的痕迹，20 个学校只见到一

种体育教学参考资料，一半以上的学校没有体育卫生师资

的培训记载（李少群 等,2012）。还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

的学校几乎没有开展“中央 7 号文件”中部署的任何工作

（慈鑫,2010）。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领域规

格 高的政策文件，其执行情况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政

策。可以说，政策执行难是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实践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成效

的重要因素。 

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政策本体的内在限制性因素、目

标群体的“短视性”与“自利性”以及浮躁、急功近利的

教育诉求对体育的倾轧等，都是导致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困

难的重要因素（潘凌云 等,2015）。客观地讲，随着决策民

主化、科学化的逐步推进，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决策水平

和政策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正如“徒法不足以自行”，再

好的政策也要靠人（教育行政人员、校长、体育教师等）

来执行。“教育越改革，教师越重要”，任何形式的学校体

育改革， 终都需要广大体育教师付诸努力才能确保政策

落地并彰显政策成效。但现实中，一些体育教师由于疏于

学习而导致认识上不到位、能力上不适应的问题，已成为

制约学校体育政策深入推进的关键因素。体育与健康课程

改革的过程中，体育教师普遍存在自主学习意识不强、自

我更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很好地“与新课程同行”。如

果广大体育教师对学校体育政策的目标、内容及措施缺乏

必要的认知和准确的理解，对于具体的执行要求缺乏相应

的落实能力，不能很好地将“文本的政策”转化为“行动

的政策”，那么再完美的政策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3.3.3 “外推型”政策推进模式使基层学校体育改革的内生

动力不足 

回顾我国学校体育改革领域的政策实践，不难看到，

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基本上因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外推型”

政策推进模式。40 年来，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改革纲要、规

划和意见频频出台，每一时期的学校体育改革，改革主体

都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根据这一时期学校体育事业发展

的核心任务提出改革目标，确定改革方案，设计改革进

程；每一时期的学校体育改革，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

都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

体育教师，逐级传递，分级执行。 

自上而下政策推进模式的优点在于政策运行效率高，

政策过程易受控制。客观地讲，40 年来自上而下的政策实

践对于推动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规约

和引导作用。但是，一些改革实践也说明，这种单向的政

策推进路径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规避的问题，如教育行政部

门及人员居于改革主导地位，而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

学生、家长等总体上则处于边缘、依附和被动地位。虽然

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也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了解学校体育一线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但总体上，由于对

参与决策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知识准备和经验准备，绝

大多数一线人员，尤其是体育教师还只是学校体育改革的

客体，他们习惯于只是作为改革“积极性的被调动者”而

存在，伫立于改革之外，等候着改革指令。在现阶段我国

学校体育的改革中，体育教师普遍缺乏积极投入改革的激

情和内生动力（何劲鹏 等,2014）82。对于改革而言，政府

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视，但体育教师的作为更不可或缺，而

且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不可

替代性品质，在学校体育改革的酝酿、启动、实施以及评

估等各个具体环节与阶段，体育教师都应扮演关键角色。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如果体育教师总

是留恋于自身的“舒适地带”而不做出积极主动的改变和

“自下而上”的互动，长期以来存在于学校体育领域的各

种难题和痼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3.3.4  政策运行的社会性品质欠缺使学校体育改革缺乏社会

性引领、支撑与协同 

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社会依附性。一定

程度上讲，学校体育改革是受社会“裹挟”的，社会作为

一种生存土壤，既“供养着”学校体育改革，又“规限

着”学校体育改革。学校体育领域中不少问题的解决，都

是以其他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基础和前提的。学校体育

改革的启动与实施，既挣不脱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和

制约。譬如，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虽然表现在学校体育领

域，但却并非学校体育自身所致，这也是甚至首先是外部

社会在学校体育领域中的特定延伸和投射，如社会意识形

态、教育评价制度等。特别是在应试成绩主导一切的学校

教育环境下，学生群体无可选择地将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

到了紧张的知识学习过程中，学习负担异常繁重。以智育

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得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得不到应有

的重视，不少学校把学校体育工作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

置上，导致很多学校体育政策难以真正有效落实。学校体

育改革并非只是学校体育工作者的“家务事”，而应是整个

社会参与支持的“公家事”。如果只是局限于狭隘的学校体

育系统内部进行方案设计，而不触及改革的外部社会支持

系统，改革无法顺畅推进，更难以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

响”。 

改革开放 40 年来，虽然有关文件中也提及要建立学

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机制，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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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始终呈现出明显的重

“内”轻“外”特征。一方面，在学校体育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上，学校体育工作者普遍持有一种比较消极的观点，

即认为学校体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内还是在体育体系内都

处于比较弱势、边缘的地位，体育教育工作者只要能把自

己的分内之事做好已经不错，至于改变学校体育发展的外

部条件，既属于分外之事，而且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争

取学校体育发展的社会支持方面，存在着一种“望天收”

的心态，“关起校门搞体育”较为普遍地成为学校的一种习

惯性选择；另一方面，社会要求学校体育改革，但自身却

不进行相应的支持性环境和条件建设，从而使学校体育改

革明显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联动品质。社会关涉、社会干

预和社会参与的缺失，使学校体育改革成了一种封闭式、

行业性、部门化的行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如今，但

凡是与青少年群体有些微关联的体育现实问题，似乎都有

向学校体育问责的社会舆论传统”（杨韵,2014）。“全民都

对体育忽视，但一讲到学生体质健康差了，就立刻将矛头

指向学校体育”（王登峰,2013）。要知道，一些学校体育改

革之所以难以持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改革只局限

于学校范围，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支撑和强有力的、方向

一致的社会配套行动。 

发达国家学校体育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力

量对学校体育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多（张金桥 等,2015）。在

美国，虽然学校体育教育开展有限，但学生体育活动却有

着强大的社会支持，从美国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联合

会（AAHPERD）2012 年的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美国体

育教育与运动协会、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教育部、总统体

质与运动委员会、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儿科学会、心脏

协会等都从不同的维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儿童青少年身

体活动和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是必要的”这种观点进行了支

持，为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领域的基于证据的决策提供了

充分、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同时，这些组织在某些政

策行动上还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社会支持的相

互强化”。我国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社会力量开始参与到学

校体育的发展之中，但总体来看，参与程度较低，参与质

量不高。此外，尽管国外发达国家关于“家庭学校体育互

动”“社区-学校-体化”等学校体育发展模式的经验不断见

诸报道，而我国“学区体育模式”和“村落体育模式”依

然举步维艰（黄爱峰 等,2015），家长在儿童青少年体质健

康相关政策的知晓度上很不理想（张加林 等,2017a），社会

力量尚未能为青少年体育活动撑起学校之外的另一片天。 

3.3.5  不够完善的政策监测与评估机制削弱了学校体育改革

的成效 

不少研究都强调指出，对政策活动的监测与评估是政

策管理的重要工具（Michael,2003; UNDP,2009）。如果不能

很好地评估某项政策，就无法有效地管理它，或者更准确

地来说，评估什么就收获什么（Rosenbloom, 1995）。在学

校体育改革过程中，对政策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公

正、科学的监测与评估，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纠正政策执

行偏差，确保政策目标达成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估问题已引起政府和学

界的高度重视，但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缺陷，如教育行

政部门对政策运行的监测与评估功能较为凸显，而其他有

关政策主体的监测与评估功能则明显弱化。自上而下的行

政命令式监测与评估，容易引起政策执行主体的防御意识

和行为，导致监测信息失真进而影响监测与评估的效度，

监测与评估的内容更多地放在了政策活动者“做了什么”，

而较为忽视“做得怎样”。政策实施完成后，对政策目标的

达成程度、成本及影响等的评价比较欠缺，这既难以积累

经验和教训，也使得一个完整的学校体育政策过程显得有

些虎头蛇尾。政策评价多以简单描述性评价为主，评价结

果不足以提供关于政策实施成效的准确、有效信息。虽然

政府近年来在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已经开始将听证、专

家咨询、调查等纳入了政策议程，但座谈、听证等形式更

多地体现了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却难以充分保证政策过程

的科学化。政策监测与评估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学校体育改革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如何在学校体

育政策过程中更为有效地实施监测和评估，仍是我国学校

体育政策领域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4   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重

大新判断，那就是我国社会已经迈入一个新时代，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学校体

育改革必须秉承新理念，适应新挑战，切实回应新时代的

新要求。为此，当下及今后，我们迫切需要聚焦新时代我

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进学校体

育政策研究，完善学校体育发展的“政策配方”（李克

强,2016），通过更加系统、民主、科学的政策支持，为学

校体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完整、有力的政策

保障。 

4.1  加强政策统筹治理，进一步提升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

的整体性品质 

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利益和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日益呈现出学校体育本身的复杂性

与社会和教育的复杂性相互缠绕的一种复杂图景，改革不

仅面临着自身内部系统存在的遗留问题、新生问题，还面

临着与国家发展战略、教育和体育领域改革互相协调的任

务，各种问题的破解和改革任务的推进，涉及面广、关联

度高。在此背景下，只有牢牢把握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复

杂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这一现实，努力增强改革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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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才能持续不断地把改革推向深入。

基于任何单一向度的改革，都难逃“按下葫芦浮起瓢”的

怪圈，只能产生短时的成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更加正确、准确、协调、有序地推进学校体育改

革，提升改革的整体性品质，在决策层面上，需要坚持运

用系统思维，加强政策统筹，构建“上下衔接、左右协

调、内外配套”的学校体育政策体系。上下衔接，是指在

纵向上，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级政策要上下一体，形

成有机系统，确保衔接运行；左右协调，是指在横向上，

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政策要左右均衡，不能冲突相

抵；内外配套，是指要将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内部政策与

外部政策有效匹配起来以形成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强劲

合力， 终目标是实现政策之间的有机耦合。耦合状态

下，学校体育中的各种问题都有相应的政策进行调适和规

范，既不会出现政策“真空”地带，也不存在政策之间内

容上的冲突和配置时序上的错位，从而确保政策活动更加

有序、高效地运行。 

在政策执行层面上，需要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指导，

从系统与整体的视角和关系与结构的维度审视学校体育政

策执行问题，要通过凝聚共识、重塑机制，构筑起“上下

贯通、左右关联、内外沟通”的整体性政策执行格局，形

成政策推进的协同性力量。上下贯通，即加强政府间层级

关系的有机整合，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任

务分工，形成更加顺畅的领导、合作和服从的关系机制，

确保政策运行链条的无缝对接；左右关联，是指政府各相

关部门（如体育、卫生、人事、财政、共青团等同级部

门）应与教育部门相互协调、相向而行，齐心协力地推动

学校体育政策的运行；内外沟通，是指要扶持各种社会力

量，让更多的社会支持要素从青少年健康促进事业的后台

走到前台，从改革的边缘走到中央，使之在学校体育改革

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政策的监测与评估层面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复杂、

立体、动态的学校体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体系。要构建由学

校体育政策执行者、专业机构、行政部门、大众媒体和公

众以及跨部门的政策监测与评估委员会等组成的多元复合

体，运用以成本效益分析和统计抽样分析为主的方法，对

政策成本、政策需求与满意度、政策执行力以及政策影响

与结果等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描述，及时发现问题，解析

问题，在此基础上调整政策方案或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唯

此，才能不断改善政策执行过程，更好地推动政策目标实

现。 

4.2  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的民主化品质，激发学校体育改

革与发展的基层动力 

任何成功的教育改革，无不依赖于基层能动性的充分

发挥。学校体育改革的“操作终端”在一线学校，在广大

体育教师。基层学校、体育教师对学校体育政策和改革形

势的自觉反应、主动适应以及创造性回应，是创建 佳学

校体育改革状态的关键所在，也是关乎改革能否沉入到学

校体育事业底层中去的决定性变量。 

民主的推进方式乃是改革过程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吴

康宁,20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实践的民

主化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政策实践的民主化

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提升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各

领域包括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决策环境、利益关系愈加

复杂，政策实施的复杂性也愈益增加，对民主化的要求愈

益提高。面临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并

进一步强化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学校体育政策的实施。事实

上，即使政策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制定、推

行，并不代表着“民主”无法与之共存。理论与实践均已

证明，“命令”只有与必要的培训指导和持续的沟通对话等

互动行为结合起来，方能有效运作并产生好的效果。为

此，在学校体育政策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民主决

策，更加重视有序开展学校体育发展现状调查、教育界人

士与其他社会人士对话沟通、教育行政领导与一线校长和

体育教师专题座谈、专家咨询、学术论坛、政策方案科学

论证、政策实验、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的监测与评估等政

策活动，通过政策参与者之间的深度沟通和互动，形成社

会基础更加广泛的学校体育政策决策与实施机制。一方

面，民主方式有助于将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置于学校体

育改革主人的位置上来，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行动成为各

利益相关者共同做出的“联合决定”，这将提升他们对政策

的心理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推进学

校体育政策过程，即便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也能

在 大程度上淡化强硬行政命令、僵化评价标准的色彩，

使政策过程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共同探索和平等探讨的“主

体间性”特征。如此这般的民主氛围方能更好地唤起改革

主体的内生性发展诉求，方可使学校体育政策的实施成为

一种更为有效的过程。 

4.3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

联动效应 

在深化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

展愈发需要构建一个有力、有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学校体育改革的社会制约性，积极争

取影响学校体育改革的各项社会支持因素，力求学校体育

事业的发展得到完整的、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实现学校体育改革的社会关涉与联动，不仅需要确立

学校体育发展的社会性立场，还需要社会为学校体育改革

提供基础性、前提性的环境与条件，使学校体育改革更加

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品质。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

重要。政府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核心责任主体，有责任引导

其他社会支持因素对教育事业包括青少年体育的介入。政

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支持性政策、调整相关资源分配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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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引导和推动其他社会支持要素在学校体育改革中发挥

积极作用，如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相关政策，降低社会资金

进入学校的门槛，推动“社会投入”对学校体育的积极支

持；加大对社区体育资源的投入，优化社区体育环境，激

发家庭参与体育的热情，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一体化的

青少年体育发展网络；强化学校体育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与

民主化，积极寻求专家、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发展

的支持等。 

4.4  加快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体育改革与

发展的科学化水平 

科学化是政策的核心元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

开放 40 年来，我国从上到下逐步达成了科学决策的社会共

识，重视调查研究，注重民主协商，强调决策咨询和科技

手段的运用，使得各领域决策包括学校体育决策的科学化

程度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不断发展

变化的学校体育实践和探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决定

了决策科学化必然是一个持续性的提升过程，绝无终点可

言。 

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支撑。“体育智库通过

其专业知识来影响体育政策，是提升体育决策科学化的重

要力量。尤其是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等领域的政策研究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迫切需要

高端体育智库提供智力支撑”（杨国庆,2017）。站在新时代

的历史起点上，为进一步提升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

化水平，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体育教育

智库建设，使其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学校体育决策的智囊团

和思想库角色，为推进学校体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

学校体育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第一，选准题。智库要针对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改革

与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深入开展健康中国建设、学

校体育现代化推进策略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持续开展重大

学校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扎实开展重大学校体育

政策评估、学校体育发展舆情监测，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满

意度测评等，不断提升调查研究、政策研制和监测评估的

能力和水平，为学校体育深化改革与发展献良策、出实

招，主动服务，引领国家的学校体育决策。 

第二，找对路。要不断创新科研方法，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基于数据

的实证研究，强化国际比较研究，力求推出质量更高、更

具影响力的决策服务成果。特别是面对政策科学化的更高

要求，必须进一步强化循证政策建设，注重用事实和数据

说话，将通过严格检验的证据植入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

的整个过程，使政策行动更具理性。政策制定过程中，要

大可能地避免符号化、观点化和意识流等倾向，倡导通

过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把高质量的证据置于政策制定的

中心位置，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有效和优质（Davies, 

1999）。对政策实施绩效评价，也必须要有“强证据”的支

持，以证明它的确产生了积极的、实质性的政策效果。虽

然学校体育教育没有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逻辑关系，但它

对于“健康中国”建设和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性，

要求我们必须把学校体育政策建立在更为充足有效的证据

基础之上。在学校体育改革的政策实践中，研究人员需要

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抽象与

具体的结合，积极采用决策科学、信息科学、统计科学、

数据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综合集成学校

体育事业发展的结构化统计数据，以及能够动态体现学校

体育发展综合特征、现状与归因以及政策参与者主观感受

的各种非结构化数据，从而以更加清晰、完整的证据整体

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政策实践。 

第三，促转化。智库始终要把成果转化置于重要位

置，要不断提升科研成果服务学校体育改革，提高体育教

育质量的效能。智库研究要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既要提供前瞻性的观念和思想，又要能够提供具有较强操

作性的政策建议。同时，还要精准把握政策时机，使科研

成果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学校体育决策。要进一步拓宽

研究成果上报渠道，让具有较高借鉴和参考价值的研究成

果快速进入决策者视野，使其成为学校体育决策和政策选

择的重要依据。 

4.5  知策、治策、行策共生互动，汇聚学校体育改革与发

展的强大合力 

学校体育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在参与学校体育

改革的多元主体中，构建理论的研究者、制定蓝图的决策

者、落实政策的实践者构成了改革的关键主体。三者互动

合作，共促发展，成为共同推动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三

股重要力量。研究者的任务是“知策”，即探究学校体育政

策运行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问题，为决策、实践提供理论指

引；决策者的任务是“治策”，即为解决学校体育中存在的

矛盾与问题进行改革方案的规划设计，包括宏观决策与微

观决策；实践者（校长、一线体育教师等）的任务则是

“行策”，即执行和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政策任务。从应然

的角度来讲，三者既要恪守各自的专业边界，又要密切合

作以实现协同效应。 

但由于各自不同的角色立场、价值取向和工作风格，

本需真诚对话与紧密合作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在

改革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政，互不沟通，从而使三方力量在

改革中失去了必要的平衡。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

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与失衡，可以说是导致学校体育改革推

进乏力甚至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化解学校体育改

革中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孤立和失衡困局，需

要遵循“在互动中制衡”的发展路向，推动实践型研究

者、研究型决策者和研究型实践者的改革主体的和谐样态

生成，从而打破实践与理论之隔，融通理论与决策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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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理论与实践之距。在当前“智库”建设倍受重视的新

时期，势必整合学校体育领域研究者、决策者、实践者三

方力量，加强对三者之间的界面管理，针对三者的目标、

组织、人才、信息、文化等实施内外部干预，克服三者之

间的合作不畅及功能失调，发挥经界面管理后的协同效

应，群策群力地促进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内涵发展、均衡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演进与发

展，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政策对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巨大

保障和推动作用，更要直面伴随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

策问题与障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清醒

地意识到，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学校体育的发

展如同任何其他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必然是一个不断涌

现问题和矛盾，不断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过程，旧的问题得

以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这就要求我们直面广大青少

年学生接受优质体育教育的需求与学校体育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差距意识，努力

加强学校体育政策建设，更加科学地制定学校体育政策，

更加扎实地致力于学校体育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促进新时

代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并迈向新的历史

阶段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保障。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

思考和谋划未来。新时代的学校体育改革和政策建设仍然

需要也必然会与时俱进、与“势”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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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piled up abundant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At the age of “no perplexities”, the reform process must be summed up fully and seriously so that we might get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re basic tools and important vehicles for government to develop and 
regulate the caus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policy is an essential perspective in reexami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historical method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untangles and survey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tries to summariz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policies, progress achieved, standing problems,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policies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eenagers’ healthy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policies, which thoroughly demonstrates 
policies’ authority; the policies’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have been ensured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reform;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elite decision-making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scien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es have 
risen notably. The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effectively led and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all stages of China, promote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ighlighted the positive functions and effects of the policy. The standing 
problems include: factor-driven evolution logic of policies has constrained reform’s integrated promotion; enforcement difficulties 
have long existed, which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reform progress and the actual effect as scheduled. The “top-down” 
policy running approach, in other words, the power-oriented operation mode dominat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eads to lack of 
impetus for reform in grass-roots practitioners to some extent; social quality of policy process is faint, and the reform lacks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s not perfect, which weakens the scientific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reform to a certain extent. In regard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must 
strengthen policy research, initiate policies more scientificly, execute policies more forcefully, so as to provide more robust policy 
barricade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hina’s physical education. The specific policy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policies’ overall planning; carrying out policies with more democratic pattern; perfecting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new physical educatiuonal tank construction; constructing three-in-one interactive 
mechanism among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etc. 
Keywords: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policy; the new 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