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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众回应是评价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好坏的重要维度。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

谈、问卷调查、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10省40所普通高校大学生对学校《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回应来研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研究发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在学校奖

学金评定上存在偏差。这种偏差随着年级的增加而递增，显著性地影响到大学生《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前体育锻炼的准备。究其原因，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文

本中良好以上成绩才能参与评奖评优的规定未能得到学校层面的切实执行，部分大学生在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前以被动体育锻炼准备和无体育锻炼准备作为回应，降低了

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高校各部门应积极沟通与协同，减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

执行的偏差，提升大学生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的认同；高校应积极向教育主管

部门反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中的各种偏差，有助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

策的进一步完善；研究人员应将学生受众回应纳入学校体育政策研究范畴，助推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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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ence responsivenes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valu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The study used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multi‐

nomial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cognition of students from 40 universities in 10 province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and its imple‐

mentation effec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were devi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tex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school scholar‐

ships,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preparation of student before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

cal Fitness Standard test. The reason wa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texts couldn’t execut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 scholarships.

Some college students responded with passive physical activity preparation and no physical ac‐

tivity preparation before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test, which reduc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All departments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actively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to reduce the deviation of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which will improve sta‐

tu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among the students.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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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give feedback about the devi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

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to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which will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Researchers

should incorporate audience responsiveness into the research of school sports policy, and pro‐

mote further research of school sports policy.

Keywords: audience responsiveness;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college stu‐

dent; school scholarship; policy text; policy implementation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4.49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政策执行是政策效果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得到广

泛的研究关注。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借鉴公共政策学术

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譬如，认为我国学校体育

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不畅、执行偏差、政策失真、政

策规避等政策执行阻滞现象（潘凌云 等，2015；杨成伟

等，2014；杨定玉 等，2014），并指出其原因，具体表现如

下：1）学校体育政策本身设计缺陷，如部分政策权威性不

够（许弘 等，2014）、政策目标表述笼统（李洪川 等，2011）、

对政策执行中的配套环境因素考虑不周（刘斌，2018）等；

2）政策供给者的问题，如功利性过强（肖谋文，2018）、资

源投入不足（张文鹏 等，2015）、监督检查不力（张绰庵，

2014）等；3）政策执行者的偏差，如执行组织机构的各自

为政（潘凌云 等，2017）、不良心态（何劲鹏 等，2018）、师

资能力欠缺（陈长洲 等，2019）、执行者的利益冲突（方芳，

2018）等。从研究分析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既考虑了学

校体育政策制定层的宏观意图，也关注了学校体育政策

执行层的具体行动。

随着其他学科对政策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

到政策研究理论的不足，如以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决策

者的作用、执行者在政策执行中的适应性、决策者和执行

者的动态整合作用，但政策受众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

缺失的（Koroleva，2015）。政策执行的好坏离不开受众的

评价（Lax et al.，2009）。因此，缺少受众考量的研究结论

可能经不起推敲。21 世纪以来，研究人员对受众回应的

研究逐渐增多，相应的学术积累逐渐成熟，不仅可以发现

政策执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也可以检视执行过程是否

妥适（Esaiasson1 et al.，2017）。执行良好的政策总能够得

到受众的积极评价，反之将面临消极的适应策略（Dahl‐

ström，2015）。这些观点为我国各种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经验。

在体育政策研究方面，作为学校体育政策受众的学

生，在学校体育政策研究中的角色是缺失的。究其原因，

很多学校体育政策对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提升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等隐性或长远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学生对

政策效果的回应性不强。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更多的是

决策层或执行层的作用体现，相关研究也是基于这些易

于观测的国家中心或地方支持层面，从国家政策设定的

准则或地方相关“数目字”完成指标出发，评估学校体育

政策效果。然而，缺少对学生受众考量的研究能否全面

刻画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仍存在疑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政策的

执行，不仅事关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也牵涉所有学生的参

与，未达到体质健康合格标准的学生不得发放毕业证书。

良好以上《标准》测试成绩是优秀学生评奖、评优、保研的

硬性条件，毕业当年总分的 50% 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

分的 50% 之和不低于 50 分是高中及以上阶段学生升学、

毕业的重要前提。因此，《标准》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看

到政策决策者或执行者的作用，也包含学生的各种认知

和参与行为，适合本研究视角的要求。此外，《标准》政策

文本的确立主要源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但实施有赖

学校的配合。《标准》政策执行与文本之间存在非对称性，

能激起学生受众丰富的回应。大学生是《标准》政策适用

主体中知识能力水平最高、受到《标准》政策奖励和惩罚

力度最大、对《标准》政策认知最为理性的学生群体（张强

峰 等，2018），中小学生可能存在对《标准》政策的感性认

知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因此，本研究选取大学生

作为《标准》政策实施的研究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以《标准》政策在高校的实施作

为案例，以大学生所在院系是否按《标准》要求执行奖学金

评定制度，考察《标准》政策的执行情况，同时从大学生展

示出来的可观测的行为来评价《标准》政策执行效果。

1 研究思路与框架

1.1 研究思路

当前，教育部主导着《标准》政策文本自上而下地供

给。各高校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具体的《标准》政

策实施办法。那么，大学生对高校《标准》政策实施有着

什么样的认知？对高校《标准》政策执行，又有着怎样的

回应？这些未知答案的探求势必会对我们理解《标准》业

已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有所帮助。本文假设教育部

主导《标准》政策文本的供给，各高校主导《标准》政策文

本的执行，作为受众的大学生首先会结合自身能力和发

展预期，对所在高校政策执行实施情况与国家政策文本

的规定进行研判而形成某种认识，进而产生回应。一种

情况是，他们认为学校《标准》政策执行与国家《标准》政

策文本相符，进而按照政策文本和执行要求采取应对措

施；另一种情况是，他们认为学校《标准》政策执行与国家

90



张强峰，等：受众回应视角下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基于10省40所普通高校的实证分析

政策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这种情况下，大学

生会产生遵从学校的做法和不遵从学校的做法两种可

能。遵从学校的非对称性做法，迎合学校的实际执行，学

校承担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大学生所要担当的风险很

小。大学生不遵从学校的非对称性做法，其表现也存在

两种可能。第 1种可能是他们并不安于自身利益受损，可

能是通过向院系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学校保研推送领导

小组、学校领导，甚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信

访办、国家教育部信访办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公

开举报进行抗争，尝试改变《标准》政策执行偏差的结果，

但公开表达不满的方式的成本很高（Powell，2004）。一旦

被学校获知，他们极有可能面临被学校变相惩罚的风险，

因此难以被大学生采用。第 2 种可能是他们认识到自己

的弱者地位，默默认同学校对《标准》政策的非对称性做

法，甘愿自身利益受损，在权衡体育锻炼付出的间接受益

（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直接受益（获得奖学金）的得失

后，可能采取不认真参与《标准》测试，或者测试前被动参

与体育锻炼准备的做法予以应对，也有可能不在乎学校

奖学金的有无，坚持体育锻炼。研究表明，被动参与或不

参与某项事情的信息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很多时候，

他们只能通过“隐藏的文本”或“弱者的武器”（Thomas‐

son，2014）来表达其对政策执行的真实态度。这种消极的

被动参与或不参与才是政策效果的合理和真实性评价

（Öhberg et al.，2015）。

那么，对于《标准》政策回应表现出“消极”行为的大

学生，有哪些具体回应呢？本研究认为，如果大学生认识

到政策执行与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理论上，大

学生既可以采取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公开对《标准》

政策执行的看法，也可以进行消极的回应，如《标准》测试

前被动的体育锻炼准备、被动地参与《标准》测试，甚至

《标准》测试前的“零准备”等。大学生通过制度化或非制

度化的方式抗争的情况很难观测，根据前述研究提供的

思路，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后一种可能性上，即分析大学

生在《标准》政策执行过程中展示出的可观测的行为，探

究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图 1）。

1.2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包括两部分：第 1 部分研究大学生对

《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认识；第 2 部分考察大学生对《标

准》政策效果的评价。以往对《标准》政策的评估研究中，

虽然制定的评估体系被外界认为是可行和合理的（栾丽

霞 等，2016），但由于体系中欠缺学生评价的内容，即对政

策执行过程是否妥适的判断不足，因此最终的评价结果

可能与大学生的期望并不相符。大学生主观上是否重视

《标准》测试，是否在《标准》奖罚体系下，为了获得相应的

奖励条款或规避被惩罚的可能，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不

得而知。

目前，《标准》在高校的执行涉及 3 个部门：1）大学生

《标准》测试、免测申请核准及上报成绩的体育教学部；2）

实施学校奖学金评定的院系；3）审核学生毕业资格的教

务处。通过比对《标准》政策在 3个部门的执行，郝平副部

长在 2013 年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所有的学

校须进行《标准》测试，并上报测试数据（教育部，2013），

但部分因病因残申请免测的学生，对于《标准》政策在体

育教学部门的执行中是否存在偏差并不知情，难以实现

《标准》政策的全员覆盖（张强峰 等，2016）。学校教务处

是大学生毕业资格的审核部门，但《标准》测试 4年平均成

绩能否达到 50 分，只有大四年级或已毕业学生才有切身

体验。对于大多数低年级大学生而言，缺少对教务处执

行《标准》政策的相关认知，也难以对《标准》政策在学校

教务处执行中存在的偏差进行客观评价。

学校奖学金已覆盖所有高校，面向所有二年级以上

学生。每一位大学生都有资格参评学校奖学金，符合条

件的大学生都有机会获得奖学金。一般在大二年级上学

期评定学生第一学年奖学金，大三年级上学期评定学生

第二学年奖学金，大四年级上学期评定学生第三学年奖

学金，大学期间的学校奖学金评定共计 3次。部分高校按

照每一届在校学生人数 5%、10%、20%的比例评定一、二、

三等奖学金名额，受惠大学生甚至超过 35%（左显，

2000）。相对于国家奖学金和社会企业资助的奖学金，大

学生获得学校奖学金的概率最高，关注面最广。在每一

位大学生都有可能获得学校奖学金的情况下，学校奖学

金如何合理评定受到学生的高度关注。

毋庸置疑，各高校首先会依照国家相关政策文本的

规定，然后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学校奖学金的评定。

因此，本研究从涉及所有大学生的学校奖学金评定入手，

考察各高校在学校奖学金评定中与国家颁布的《标准》政

策文本规定是否存在偏差，其偏差是否影响到大学生对

《标准》政策的认同（图 2）？考察高校奖学金评定中对《标

准》的执行情况，融合了大学生对《标准》政策的主观意

愿，能够较好地避免传统评估方法未考虑《标准》政策是

否妥适的不足。大学生主动为《标准》测试做体育锻炼方

面的准备，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学生认为《标准》政策效果

与目标或预期相符；大学生被动为《标准》测试做体育锻

图1 研究思路

Figure 1. Research Mind

注：评估政策效果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故用虚线框表示。

91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10期

炼的准备或者无动于衷，反映的可能是大学生对《标准》

政策实际效果的保留态度。

2 问卷的编制与发放

2.1 问卷编制

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全盘梳理和部分借鉴的基

础上，通过当面访谈和电话咨询，反复征求业界专家和学

者的意见，初步拟定问卷的框架和条目，然后提炼问卷框

架和条目。考虑到被调查者为学科专业迥异的在校大学

生，便于其理解与回答，问题表述尽量简洁直白，避免较

长语句、模糊概念和专有名词的出现，同时，为了能够使

问卷的文字表述消除学生问卷填写的压力及选择偏好，

在问卷填写前以口头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免责说明，也没

有在问卷中表明研究的内容和逻辑，以避免问卷回答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一致性动机。最后，在问卷主要内容确

定后，邀请 3名长期从事高校体育教育教学研究的教授对

问卷条目进行论证，删除专家认为不合理和意见不一致

的条目，保留专家均认可的条目，最终形成“学校《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调查问卷。该套问卷共计 18个条

目，其中第 1部分是学生的人口学信息，共计 5个条目；第

2 部分是主要内容，有 13 个条目，包括学生《标准》认知（3

个条目）、学业综合测评成绩（2个条目）、学校奖学金评定

（3 个条目）、学校《标准》测试组织实施（5 个条目），均为

单选题。

2.2 问卷信效度检验

编制后的问卷经 15位在《标准》和学校体育方面均表

示很熟悉、熟悉或较熟悉的专家按 Likert五点计分进行效

度评分，通过 KMO 与 Bartlett检验，KMO=0.892，表示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表 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初

步分析，发现问卷 5 个维度的特征值均大于 1，可解释项

目总变异的 88.58%。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TLI=0.937，

CFI=0.961，RMSEA=0.080，均符合统计学标准，表明问卷

具有可接受的结构效度。

2018年 9月，从湖南省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中随机抽

取 3 所高校的 240 名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进行问卷

的预调查（各年级均 80人，男生 146人，女生 94人）。问卷

填写时间为体育课课间休息时间（大二）和班级集体活动

时间（大三、大四），2周后同样在体育课课间休息时间（大

二）休息和班级集体活动时间（大三、大四）进行问卷的重

复测试，剔除前后 2 次调查的废卷和回答一贯的问卷 12

份（即所有题目都选择相同的答案），获得有效问卷 228

份。根据问卷汇总结果，本文采用如下操作检验问卷的

内外部信度：将学生的答案分别按照 1、2、3、4、5 进行数

字转换，统计前后两次的总数据、各维度数据，通过 SPSS

19.0 进行重测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总体 R=0.806（P＜

0.01），各维度 R 值介于 0.769～0.913 之间，表明本研究问

卷具有较好的外在信度。同时，对前后两次回收的问卷

数据汇总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总体克朗巴哈

系数 α=0.905，5 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介于 0.834～0.962

之间（表 2），说明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在信度。

2.3 问卷发放

正式实施问卷调查前，以 2018 年教育部《标准》数据

上报抽查高校为基础进行问卷发放。抽查高校是教育部

按照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原则最终确定，因此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 10个《标准》数据上报抽查小组

进行问卷发放（涉及抽查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共 40 所），

时间为 2018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30日。问卷调查以 40所

参与《标准》成绩抽查高校的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为问卷

调查对象，在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上，由《标准》数据上报抽

查高校复核小组工作人员按现场发放－学生当面填写－

完成即刻回收－工作人员按年级汇总的流程进行。整个

调查过程共计发放问卷 2 400 份，回收 2 382 份（回收率

99.2%）。问卷回收后，高校复核小组工作人员对有效问

表1 学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执行问卷KMO与

Bartlett检验结果

Table 1 KMO and Bartlett Test for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Implementation Questionnaire

取样足够的KMO度量

0.892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 026.157

df

13

Sig.

0.000

表2 问卷各维度及总体的重测信度及克朗巴赫系数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Cronbach''s Alpha about

Each Dimension and Overall of Questionnaire

维度名称

学生的人口学信息

学生《标准》认知

学业综合测评成绩

学校奖学金评定

学校《标准》测试组织实施

总问卷

题量

5

3

2

3

5

18

重测信度

0.913***

0.769*

0.812**

0.784*

0.821**

0.806**

α

0.962

0.859

0.831

0.884

0.895

0.905

注：*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下同。

图2 研究框架

Figure 2. The Framework of Research

注：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文本的两种认知为未知数，故用虚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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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数进行统计，共计得到有效学生问卷 2 364 份（有效率

98.5%）。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标准》政策执行与效果评估的数据描述

大学生对高校《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认知是否与

《标准》政策文本的规定相符？本研究问卷中的第 13 题：

您所在学校的学校奖学金是如何产生的？包括 3个答案：

1）综合成绩排名产生；2）先剔除《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

学生，再算综合排名；3）先剔除《标准》测试成绩没有达到

良好以上学生，再算综合排名。

根据问卷汇总结果，本文采用如下操作定义大学生

对学校《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认知：1）当大学生回答奖

学金的确定来自综合成绩排名时，定义变量 t=1。2）先剔

除《标准》成绩不及格学生，再算综合排名时，变量 v=1，最

后合并两者并定义变量 tv=1，都能表示政策执行与文本

存在非对称性。3）当大学生回答先剔除《标准》测试成绩

没有达到良好以上学生，再算综合排名时，定义变量 w=

0，表示政策执行与政策文本相符。从政策制定的意图来

看，《标准》政策文本中规定“良好以上《标准》测试成绩纳

入奖学金评定”，是为了激励大学生积极的体育锻炼，进

而获得《标准》良好以上测试成绩。因此，只要学校没有

将《标准》测试良好以上成绩作为学生奖学金评定的指

标，就违背了《标准》政策文本的规定。

3.2 《标准》政策执行偏差

各高校是从大二开始评定上一年度的奖学金。根据

被调查大学生对学校《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观认知

（表 3），在学校奖学金的评定过程中，二、三、四年级大学

生中分别有 14.89%、20.06% 和 28.75% 的大学生报告，存

在学院只计算综合成绩排名的情况（变量 t）。在学校奖

学金的评定过程中，二、三、四年级大学生中分别有

17.25%、26.14% 和 32.48% 的大学生报告，存在先剔除《标

准》成绩不及格学生，再算综合排名的情况（变量 v）。从

不同年级看，偏差随着年级的递增而递增，说明随着奖学

金评定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标准》政策规

定的“良好以上才能参评奖学金”与《标准》政策的学校实

施存在差异。这意味着，虽然将《标准》测试成绩纳入大

学生奖学金评定体系，是教育部 2002 年制定《标准》时就

出台的规定，但从大学生的回应来看，《标准》政策执行与

《标准》政策文本“良好以上才能参评奖学金”的规定要求

之间存在不小的偏离，且有逐渐被更多大学生察觉的

趋势。

本文发现的非对称性，是否影响《标准》测试政策的

实施效果呢？根据《标准》政策文本附件第一条的说明：

《标准》政策是为了促进学生积极的体育锻炼而制定的。

大学生积极的体育锻炼，无疑会提高《标准》测试成绩和

《标准》政策成效。基于此，学生在学校组织《标准》测试

前，积极的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标准》政策的认

同，消极的体育锻炼甚至没有任何体育锻炼的“零准备”

则可能是对《标准》政策效果持保留意见。因此，本文以

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准备情况，来揭示其对《标准》政

策的回应。

3.3 学生《标准》准备情况统计

在问卷第 18题，我们设置了如下问题：为了获得较好

的《标准》测试成绩，你平时是否有体育锻炼的准备，所提

供的答案包括“1.有，主动锻炼；2.有，因老师要求才去；3.

没有”3 个互斥的选项。表 4 显示出大学生回答的分类统

计情况。可以看到，大学生为取得较好的《标准》测试成

绩，主动参与课余体育锻炼的比率只有 27.24%。

参加《标准》测试前，没有任何体育锻炼准备的学生

比率达到 35.22%，这意味着部分大学生对学校《标准》政

策效果持有保留意见，也可能含有其他信息。因此，结

合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准备与对《标准》政策执行过

程的认知，本研究主要探求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效果的

评价。

首先，假设《标准》政策执行与政策文本间的非对称

性和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准备概率两者之间负相关，

超过 1/3 的大学生《标准》测试前被动和没有体育锻炼准

备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标准》政策不予认同的

态度。其原因在于《标准》政策的非对称性，政策文本中

“良好以上才能参评奖学金”的规定得不到切实执行，间

接地表征出大学生《标准》测试成绩与学校奖学金评定无

太大的关系。这可能是部分大学生《标准》测试前不积极

锻炼准备的原因。

3.4 《标准》政策执行与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回归分析

表4 大学各年级学生为《标准》测试做准备的类型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Preparing

for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Test

有，主动锻炼

有，因老师要求才去

没有

总计

总人数

644

864

856

2 364

百分比/%

27.24

36.54

35.22

100

表3 《标准》成绩与奖学金评定存在偏差的年级分布

Table 3 The Deviation of the Grades between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and the Scholarship

大二

大三

大四

变量 t

14.89

20.06

28.75

变量v

17.25

26.14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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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如下假设，建立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执行过程

的认知及其对《标准》政策效果评估之间的理论联系：1）

一旦大学生认识到《标准》政策执行与文本规定之间存在

非对称性，政策实施的结果不足以反映其预期，他们就有

可能在《标准》测试前以较低的体育锻炼准备进行回应。

2）《标准》政策执行与文本之间存在非对称性与大学生参

与《标准》测试前的体育锻炼没有联系。我们将主动体育

锻炼、被动体育锻炼和没有体育锻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

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执行过程的认知（即对本校奖学金

评定方式的认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大学生的政治面

貌、班级干部、性别、民族作为控制变量。当大学生的政

治面貌是党员时取值 1，非党员取值 0；班以上干部时取值

1，非班干部取值 0；男性时取值 1，女性取值 0；汉族时取

值 1，其他民族取值 0。通过多元逻辑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检验以上两个假设。

表 5 以无体育锻炼准备选项为参照组，模型 1 和 2 分

别考察了主动锻炼和被动锻炼的回归结果，模型 3是加总

后以《标准》政策非对称性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主动锻炼和

被动锻炼回归结果。模型 1 显示，相对而言，一旦大学生

认识到学校只是以《标准》及格规定作为学校奖学金评定

要求，他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将降低，在 10% 以内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大学生被动锻炼的概率负

相关，但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男性大学生更有可能被

动参与体育锻炼，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拥有班以上干

部身份和党员身份的大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准备的可

能性更高，可能是因为对这些大学生拥有更严格的考察

体系或更高的政策执行忠诚度。模型 2 是把及格规定替

换为无规定时的结果。结果显示，当大学生认识到《标

准》政策并未纳入学校奖学金评定要求时，他主动参与体

育锻炼和被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在 1% 以

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高校奖学金无《标

准》成绩规定，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无体育锻炼准备

概率有负面影响。模型 3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大学生认

识到《标准》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时，他主动或被动参与体

育锻炼的概率也出现下降，且在 5% 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相关，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 1基本一致。

3.5 《标准》执行偏差与大学生体育锻炼相关性的特殊情况

排除

总体上看，表 5 中 3 个模型都说明《标准》政策文本和

《标准》政策执行的非对称性与《标准》测试前的体育锻炼

准备之间存在相关性。其中，模型 3 的拟判定系数为

0.221，相比于模型 1和模型 2，拟合度最好，更加符合我们

的研究预期。但是表 3是基于所调查的 2 364名大学生个

体对《标准》政策执行偏差的总体认知，存在部分被动参

与体育锻炼或无体育锻炼大学生对《标准》政策非对称性

的过高评估，即他们《标准》测试前的“被动参与体育锻炼

和无体育锻炼”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自身对《标准》

执行偏差有认知后的主动应对。如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业

表5 《标准》政策文本执行偏离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准备的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Policy Text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Preparation of Students

规定降低

无规定

加总规定

性别（男性=1）

民族（汉=1）

政治面貌（党员=1）

班以上干部（是=1）

拟判决系数

L_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1

主动锻炼

-0.139*

（0.121）

0.221

（0.099）

-0.027

（0.208）

1.191***

（0.258）

0.919***

（0.224）

0.202

-3 407.109

2 364

被动锻炼

-0.209

（0.092）

0.245

（0.086）

0.018

（0.217）

0.572**

（0.259）

0.427**

（0.234）

模型2

主动锻炼

-0.425***

（0.114）

0.237

（0.098）

0.032

（0.228）

1.102***

（0.251）

0.912***

（0.226）

0.214

-3 418.212

2 364

被动锻炼

-0.343***

（0.098）

0.205

（0.086）

0.043

（0.218）

0.509**

（0.255）

0.419**

（0.225）

模型3

主动锻炼

-0.328**

（0.102）

0.422

（0.027）

-0.013

（0.108）

1.490***

（0.424）

0.619***

（0.228）

0.221

-3 001.223

2 364

被动锻炼

-0.251**

（0.122）

0.588

（0.066）

0.018

（0.112）

0.921**

（0.519）

0.227**

（0.394）

注：1）括号内是班级层面Cluster后的标准误；2）限于篇幅，未报告常数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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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社团活动、院系学生会议、学科竞赛、身体不适等，

发生在《标准》测试及其准备时期。因此，通过如下方法

排除被动参与体育锻炼或无体育锻炼大学生对《标准》政

策非对称性的过高评估。

相对于本研究随机抽取的 2 364 名大学生样本，他们

所在的 120 个班级加总后报告的《标准》政策非对称性将

是相对外生于被调查学生的报告。如果 120 个班级的报

告得出持续呈负相关的结论，就会排除不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大学生对《标准》政策非对称性评估过高而导致的可

能。因此，通过如下方法改进导致《标准》政策非对称性

变量的定义：方法一是，当大学生回答学校奖学金由学院

教师按综合成绩高低评定时，标记为 1；当大学生回答学

校奖学金评定是先剔除《标准》未达到良好以上学生再排

名时，标记为 0，加总后除以样本规模得到标准化的指标，

变量定义为 T。方法二是，当大学生回答学校奖学金评定

无《标准》政策要求，标记为 0，加总后除以样本规模得到

标准化的指标，变量定义为V，在此基础上加总，形成加总

的变量（变量 TV）。然后，当该班 50% 以上受访大学生回

答学校奖学金评定只是《标准》及格规定时，变量 T 50=1；

当有 50% 以上的学生回答学校奖学金评定无《标准》规定

时，变量 V 50=1；当有 50% 及以上大学生回答学校奖学金

评定只是《标准》及格规定和无《标准》规定时，变量TV 50=

1；否则都为 0。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各得出 3 列外生

变量。

表 6 是采用方法一后重新定义的《标准》政策非对称

性回归结果，表 7是采用方法二后重新定义的《标准》政策

非对称性回归结果。表 6 中，模型 1 表明，学生《标准》测

试前主动和被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概率与《标准》规定降低

显著性负相关，与前文结论一致。模型 2 表明，学校奖学

金评定无《标准》测试成绩规定，对大学生主动或被动参

与体育锻炼有显著性负面影响。最后，加总后的模型 3表

明，《标准》政策非对称性与大学生主动和被动参与《标

准》测试的概率呈显著负相关。表 7结果与表 6没有显著

差别，即与大学生认知密切相关的班级变量与学生《标准》

测试前主动或被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

表6 《标准》政策文本与执行偏离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准备的影响（方法一的稳健性结果）

Table 6 The Impact of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Text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n the Preparation of Students

（Robustness Result with Method 1）

及格规定

无规定

加总规定

拟判决系数

L_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1

主动锻炼

-0.439*

（0.124）

0.205

-3 407.2

2 364

被动锻炼

-0.309

（0.093）

模型2

主动锻炼

-0.458***

（0.114）

0.214

-3 418.262

2 364

被动锻炼

-0.437***

（0.098）

模型3

主动锻炼

-0.512**

（0.124）

0.221

-3 463.798

2 364

被动锻炼

-0.258**

（0.122）

注：1）括号内是班级层面Cluster后的标准误；2）限于篇幅，未报告常数项结果。

表7 《标准》政策文本与执行偏离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准备的影响（方法二的稳健性结果）

Table 7 The Impact of National Student Physical Fitness Standard Text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n the Preparation of Students

（Robustness Result with Method 2）

及格规定

无规定

加总规定

拟判决系数

L_likelihood

样本量

模型1

主动锻炼

-0.621*

（0.218）

0.244

-3 812.233

2 364

被动锻炼

-0.289**

（0.129）

模型2

主动锻炼

-0.294***

（0.311）

0.227

-3 981.126

2 364

被动锻炼

-0.188***

（0.107）

模型3

主动锻炼

-0.452**

（0.431）

0.286

-3 963.437

2 364

被动锻炼

-0.425**

（0.612）

注：1）括号内是班级层面Cluster后的标准误；2）限于篇幅，未报告常数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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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 6、表 7的负相关结果，一旦大学生认识到学校

奖学金评定中对《标准》政策执行与文本“良好以上才能

参评奖学金”的规定存在非对称性，他们就会在《标准》测

试前以被动形式的体育锻炼来表达对《标准》政策效果的

负面评价。其原因在于，非对称性使得《标准》政策的“奖

学金”激励得不到应有的执行，积极的体育锻炼及《标准》

测试准备无助于改善其学业综合表现，缺乏通过体育锻

炼提高《标准》测试成绩的积极性。《标准》政策执行中的

偏差导致部分大学生被动参与体育锻炼和无体育锻炼的

现状，一定程度上有违《标准》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养成良好锻炼习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制定初衷。

一般来说，基于学校奖学金评定而产生的大学生对《标

准》的回应是政策受众的私人信息，如果教育主管部门旨

在通过大学生对《标准》的评价来改善《标准》政策在高校

的执行，应该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研究发现，大学生认为《标准》政策在执行中存在

偏差，这种偏差随着年级的增加而递增。

2）通过比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准备情况，本研

究发现，一旦大学生认识到学校奖学金评定只是以《标

准》及格成绩作为评定要求时，对其主动参与体育锻炼有

负面影响，在 10% 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对大学

生被动体育锻炼有负面影响，但不存在相关性。

3）通过比对大学生《标准》测试前的准备情况，本研

究发现，一旦大学生认识学校奖学金评定未将《标准》测

试成绩作为评定要求时，对其主动参与体育锻炼和被动

体育锻炼有负面影响，在 1% 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相关。

4）加总学校奖学金评定中对《标准》要求的降低和不

做要求后，对大学生主动和被动参与体育锻炼均有显著

性的负面影响，在 5%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

4.2 建议

4.2.1 学校各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同来减少偏差，提高《标

准》政策的认同度

《标准》政策在高校的执行，涉及体育教学部门、教务

处、大学生所在院系等，在不同部门的执行中，存在太多

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增加了《标准》政策执行

出现偏差的可能。当这些偏差被学生感知后，会产生与

《标准》政策文本要求相悖的行为，不利于《标准》政策预

期效果的实现。因此，对于《标准》在高校内的执行，首先

应加强沟通与协同（张强峰 等，2018），强化《标准》政策执

行。学校体育部门要及时公布大学生《标准》测试成绩，

组织《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大学生的补测，将有资格参

评学校奖学金的大学生名单予以公开，并报送至大学生

所在院系；将大学四年《标准》测试未达到 50 分的学生名

单发送至学校教务处。学生所在的院系、教务处和体育

教学部门应就《标准》测试成绩进行沟通，增强《标准》政

策执行的部门协同度。学生《标准》测试成绩在各部门之

间达成一致后张榜公示，以隐去姓名或学号中的某个字

（数字）的方式，公布《标准》四年测试成绩未达到 50 分而

不能毕业的学生名单，给低年级大学生予以警示。同时，

公布具有奖学金评定资格的学生名单，给积极锻炼学生

以肯定。这样既提高了《标准》政策的认同度，也使高校

奖学金评定、《标准》政策的高效实施在相对意义上有了

更科学公正的形象。

4.2.2 学校应积极向教育主管部门反馈《标准》政策执行中

的偏差

近年来，国家越发重视《标准》政策在健康中国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

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都对学生《标准》测试的优

良率提出具体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需要《标准》政策制

定者（教育主管部门）和实施者（学校）的精诚合作。《标

准》政策文本自 2002 年颁布之初，就明确强调“良好以上

测试成绩，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在 2007年、2014年

的修订中，这条规定并未发生变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条

规定执行良好。但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这条规定在高

校执行中与《标准》政策文本规定存在偏差，已影响到大

学生《标准》测试前的体育锻炼准备。这也说明《标准》政

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有更多的合作可能和空间。

高校在评奖学金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学习成绩

非常优秀，但《标准》测试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学院在

奖学金判定过程中难以割舍，导致《标准》规定在学校奖

学金评定中难以执行，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建议学校

严格执行《标准》政策规定，对品学兼优但体育能力欠缺

的学生，可以建立对应的奖学金评价体系予以应对，不至

于出现《标准》政策文本规定难以执行的局面。同时，执

行中存在偏差的高校应积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反馈

《标准》政策执行情况，存在哪些困难，以供教育主管部门

为完善《标准》政策、提高《标准》达标优秀率提供参考。

4.2.3 要将受众回应纳入学校体育政策研究

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早已纳入研究视野，但

缺乏有关学生受众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情况的关注，因

此，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的研究欠缺足够的说服

力。虽然不少研究认为，当前业界对学生《标准》政策的

研究已相当缜密和全面，但本研究在引入大学生受众的

视角后，发现无论是《标准》政策的执行过程还是实施效

果，都呈现出新的研究结论。这反过来也恰好意味着，把

受众引入学校体育政策的评估过程，会极大地丰富学校

体育政策研究成果，推动学校体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5 研究局限

社会需求存在异质性，受众回应也需要兼顾更多的

群体，本研究做了初步尝试。研究中的调查问卷涉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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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部分高校及相应的班级，不到全国的 1/3，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所选样本代表性的降低，影响部分结论的

普适性。此外，本研究采用受众回应对《标准》政策执行

及其效果进行研究，这种方式可能受限于被试者的主观

性判断以及对所在学校《标准》政策执行了解的片面性。

今后研究还要结合人口统计特征，《标准》政策执行偏差

对学生体育锻炼的频率、强度、类型的影响，继续扩大研

究群体的代表性、学生《标准》测试参与意愿中的其他自

变量，从而提升《标准》政策执行效果及其受众评价的科

学性，为《“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领域目标的达

成做贡献。

参考文献：

陈长洲，王红英，项贤林，等，2019.改革开放40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体育科学，39（3）：38-47.

方芳，2018.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困局及破解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

5：57-62.

何劲鹏，杨伟群，2018.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不良心态”本质透析

与制度性化解［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1（2）：88-94.

教育部，2013.“体质不强 何谈栋梁——加强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

举行［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s7081/

s7082/201301/t20130108_146565.html.

李洪川，许晓明，张雪霞，等，2011.对近20年国家出台学校体育法规

政策的梳理与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37（9）：1-5.

刘斌，2018.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基于学校体育政策法规执行机制

构建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5（4）：406-409.

栾丽霞，康冰心，2016.《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效力评价研究

［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8）：61-66.

潘凌云，王健，樊莲香，2015.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

路径选择［J］.体育科学，35（7）：27-34.

潘凌云，王健，樊莲香，2017.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与

应对策略［J］.体育学刊，24（23）：80-84.

肖谋文，2018.21世纪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情景、问题及优化：基于

政策过程的视角［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2）：82-87.

许弘，仇军，2014.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与趋势

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0（2）：80-83.

杨成伟，唐炎，张赫，等，2014.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有效执行路径

研究［J］.体育科学，34（8）：56-63.

杨定玉，杨万文，黄道主，2014.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原因

及对策：以“阳光体育运动”的政策分析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

报，48（1）：78-82.

张强峰，刘花云，孙洪涛，2016.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

目的调整［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0（12）：90-95.

张强峰，汤长发，颜亮，2018.基于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我国学生体质

健康促进策略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52（9）：5-10.

张强峰，颜亮，孙洪涛，等，2018.公平与质量：《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中的失衡与发展［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3（2）：110-114，138.

张文鹏，王健，2015.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政策的演进：基于政

策文本的研究［J］.体育科学，35（2）：14-23.

张绰庵，2014.青少年体育综合改革的理性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37（8）：1-6.

左显，2000.对新时期我国高校奖学金制度改革的思考［J］.黑龙江高

教研究，（6）：1-4.

DAHLSTRÖM C，2015. Introduction：Policy-making in Sweden［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wedish Politics.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AIASSONL P，GILLJAM M，PERSSON1 M，2017. Responsive‐

ness beyond policy satisfaction：Does it matter to citizens？［J］.

Comp Polit Stud，50（6）：739-765.

KOROLEVA A，2015. Needs/wants dichotomy and regime responsive‐

ness［J］. Cr Rev，27：23-48.

LAX J，PHILLIPS J，2009.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responsiveness

［J］. Am Polit Sci Rev，103：367-386.

ÖHBERG P，NASRIN E，2015. Party-constrained policy responsive‐

ness：A survey experiment on politicians’response to citizen-initiat‐

ed contacts［J］. Brit J Polit Sci，45：689-703.

POWELL G，2004. The chain of responsiveness［J］. J Democr，15：

91-105.

THOMASSON J，2014. Elections and democracy：Repres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M］.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2020-06-04； 修订日期：2020-07-20； 编辑：马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