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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研究

李世宏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反映不同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人们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所持的观点主张，具

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借鉴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指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医疗体育（1950 年代初）、体质（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运动处方（1980 年

代末）、健康（1990 年代后期）、体质健康（21 世纪初）等概念先后发生关联而形成“概念群”，并借助运动医学、运动生

理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的支撑构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理论的话语陈述空间。进而从谱系考察的视角探讨儿

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指出“体质健康”理论的话语陈述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实践提供指引：通过制定有针

对性的运动处方，帮助儿童青少年防病治病，提升体质健康，促进身心健康，获得健康身体。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完善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一方面要注重自然学科知识与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相结合，形成新的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的理论陈述；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社会、学校等领域内权力的协调运作，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

展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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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随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国务院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2019）的颁布实施，我国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健康中国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童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有利于促进儿童青

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对全民族的存

续、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体育学界围绕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

的影响因素（房蕊，2013；张晓丽 等，2018），完善儿童青少

年 体 育 健 身 评 估 体 系（胡 月 英 等 ，2019；郑 小 凤 等 ，

2017），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大数据平台建设（陈佩杰，

2016；汪晓赞，2016），推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形成合

力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王德涛，2019；谢晨，

2013）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尽管当前我

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整体向好，但也存在体育健身环

境失衡发展，体育健身行为情况不容乐观等问题（唐炎

等，2018）。同时，鉴于全民健身领域理论研究视野不宽

（（刘国永，2016）），对作为全民健身运动开展重点的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问题，应拓宽研究视角，以推动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研究的深入发展。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可见，在新时期的行动纲领指引下，

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

亮 等，2019）。本文将借鉴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通过

知识考古与谱系考察，探讨新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的话语建构，并就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

的完善提出建议。

1 核心概念

1.1 “体育健身”的概念表述

“体育健身”一词具有较为宽泛的内涵指向，目前学

界对其概念表述多有探讨，却未达成共识（邵伟德 等，

2007）。林吴平（1990）最早就“体育健身”的概念表述进

行了探讨，他认为“体育健身”与“体育锻炼”有紧密联系，

体育健身重在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锻炼原则、锻炼方法、

锻炼内容和锻炼卫生，从而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善学

生的体质状况。在此基础上，林建棣等（1991）、吴忠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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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进一步指出，“体育健身”就是人们有意识地运用

身体练习的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发展与健康为目

的，以达到身体的完善和发展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2000 年后，“体育健身”的概念表述得到进一步充实，

主要涉及：1）体育健身是以各类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开

展的一种运动（包括常规身体练习、绵缓运动等各种类型

的活动），如各类运动项目的健身运动、发展肌肉与形体

姿态的健美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运动以及进行预防、

治疗与矫正的医疗体育运动等形式（李天白 等，2006；刘

大川 等，2013；刘同员，2000；邵伟德 等，2007；尹斯年 等，

2001）；2）体育健身的开展应结合自然力（阳光、空气、水）

和卫生措施，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开展（李天白 等，2006；

刘大川 等，2013；周德刚，2008）；3）体育健身能促进个体

“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促进人体保持正确的姿势与形

态，改善肤色，塑造体型，发展身体，增强体质，这是健身；

通过体育健身锻炼调节感情、锻炼意志和提高体育人文

素养，养成平衡的心态，延年益寿，这是健心（李天白 等，

2006；邵伟德 等，2007；尹斯年 等，2001；周德刚，2008）；

4）体育健身是“体育”总概念的一个分支概念（邵伟德 等，

2007）。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健身”与“健身”成

为同义语（于善旭，2019）。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体育健身”主要指以各类身体

练习为主要手段（如各类运动项目的健身运动、健美运

动、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运动以及医疗体育运动等形式），

基于个体不同的状况，采取科学的方法（如制定健身运动

处方）而展开的运动，以防病治病、增强体质，提升人的体

质健康，促进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进而帮助人们获得健

康的身体，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2 “话语”的内涵

“话语”的英文“Discourse”来自于拉丁语“discursus”，

是从动词“discurrere”演化而来，原意为“夸夸其谈”（尹宗

利，2010），其后演进为人们围绕某一个话题通过言谈或者

写作所展开的较为长久的、正式的探讨或者处置行为。中

文的“话语”解释为运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

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米歇

尔·福柯（1998）认为，话语“隶属于同一形成系统的陈述整

体”。它反映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人们相互

之间沟通的言语方式，表现出人们对某一领域所持的观点

主张、思维方式。具体到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这一主题，

此时的“话语”作为一种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领域内特

定存在的知识体系，以形成系统的陈述呈现出来，反映出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人们围绕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进行沟通的言语方式，体现出人们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所持的观点主张、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

2.1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考古”分析

2.1.1 方法说明

对 中 国 知 网（http：//www. cnki. net）、独 秀 学 术 搜 索

（http：//www. duxiu. com）、超 星 发 现（http：//www. zhizhen.

com）、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http：//cssci.nju.edu.cn）、上

海图书馆电子报纸导读（http：//newspaper.digilib.sh.cn/web‐

site/index.asp）5 个数据库进行检索。在查阅与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相关的现有研究文献时发现，“体育健身”与“健

身”成为同义语（于善旭，2019），且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年

龄划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郭强 等，2017）。由此，本文借

鉴杨桦（2011）、郭强等（2017）、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大数据平台建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

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将儿童青少年群体的

年龄范围设置为 6～18 岁，主要涵盖小学、初中、高中阶

段。通过对多个检索词进行反复搭配与比较分析，借鉴

张健等（2018）的研究，检索词确定为：1）研究主题：“体育

健身”“健身”；2）研究人群：“儿童青少年”“青少年儿童”

“中小学生”“儿童”“小学生”“青少年”“中学生”“初中生”

“高中生”。由此，从两个方面展开检索：1）以“体育健身”

“健身”为主题检索词分别展开计算机检索，再使用布尔

操作符（AND 与 OR）将以上诸多检索词互相连接，并进行

计算机检索；2）对两次计算机检索获得的文献分别展开

人工检索，检索对象为获取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词以

及全文，通过阅读与筛查，剔除不符合“体育健身”研究主

题、非“儿童青少年”研究人群的文献，并查找在计算机检

索过程中被遗漏的文献，并对计算机检索获取的综述类

文献的参考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词、全文等进行逐条

人工筛查，以增补在此前检索过程中漏检的文献，文献检

索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

2.1.2 文献纳入依据

1）从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词及全文依次入手，通

过阅读文献，判定文献的研究对象为“新中国儿童青少

年”人群；2）通过阅读文献全文判定文献的研究与论文所

界定的“体育健身”概念的要点相契合；3）文献的年代为

1949 年 10 月以后。

将检索到的符合论文研究所需的文献依照时间先后

整理，提取所需研究信息。共计归纳、提取新中国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陈述 1 238 条，并将提取的话语陈

述依据时间先后列入整理文档中。在此基础上，依据时

间先后顺序，在所提取的话语陈述中寻找除“体育健身”

之外出现的概念，整理、记录相关概念与“体育健身”首次

同时出现的时间，加以分类及建立文档，如有 2 个（及以

上）概念与“体育健身”同时出现，则分别归入这 2 个（及以

上）概念所建文档中。结果显示，在新中国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的话语陈述中，“体育健身”先后与“医疗体

育”“体质”“运动处方”“健康”“体质健康”概念共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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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生关联（图 1）。下文将依据新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与上述概念发生关联的时间先后加以阐述。

2.1.3 20 世纪 50 年代初—20 世纪 70 年代末：“体育健身”

与“医疗体育”发生关联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对苏联等国

家体育成功经验的学习。1952 年，北京、大连等地的结核

病防治院和慢性病疗养院开始学习苏联的“医疗体育”，

并在此基础上从 1956 年开始在全国各医学院校大力推行

（徐尚学 等，1959）。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医疗体

育”发生关联的文本随之出现，成为针对儿童青少年人群

“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1953 年刊发的“流行性感冒的

预防”一文提到了健身、健身运动，并将其作为医疗体育

中帮助儿童青少年在内的人民群众增强体力，预防流行

性感冒的重要手段（本刊资料室综合稿，1953）。这一时

期，“医疗体育在我国尚在开端，病人经体疗恢复健康后，

能深刻体会到体育锻炼具有健身的作用”（周郎生 等，

1958）。

1960 年后，气功、太极拳、导引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

作为体育健身的主要手段，成为开展“医疗体育”的重要

形式，以帮助儿童青少年在内的诸多人群“防病治病”。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重入正轨，针

对儿童青少年施行的“儿童广播操”“广播体操”“眼、口腔

保健操”“健身跑”等，也成为医疗体育健身防病治病、增

强体质的良好手段（方乃立 等，1979）。

2.1.4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20世纪 80年末：“体育

健身”与“体质”发生关联

1976 年，重温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方向，儿童青少年体质状况获得

了社会各界的关注。1981 年底，《北京晚报》报道了中、小

学生体质状况不好的突出表现：视力差、身高达不到标

准、体重不足、疾病多（王廷娟 等，1984）。1982 年，教育部

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发出通知，明确要求中、小

学生保证每天有 1 h 的体育活动。1983 年，国家体育运动

委员会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强调指出：增强中华民族体质，重点放到儿童和青、少年

身上。由此，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体质”发生关联

的文本开始出现，如体育健身可以增强包括儿童青少年

在内的各类人群的体质（曹湘君，1985）；开展“健身长跑”

是增强儿童青少年体质行之有效的方法（宋建中 等，

1985）；中小学体育的健身功能，就是增强学生的体质（邱

图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相关联的概念群演进

Figure 1. The Dendrogram of the Evolution of“Concept Group”Related to Children’s“Physical Fitness”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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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 等，1988）。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随着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体质”发生关联，与

“医疗体育”发生关联的文本逐步减少，且影响渐微。

2.1.5 20 世纪 80 年代末—20 世纪 90 年代末：“体育健身”

与“体质”“运动处方”“健康”发生关联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我国体育

学界开始引入、介绍国外“运动处方”应用的学术成果，如

日本体育学界对运动处方的研究（青木邦男 等，1984；日

本体育科学中心，1980），并指出“运动处方”在增强人们

的体质、预防运动损伤等领域有积极的应用价值（李秉

诚，1985；王武韶，1983；王宗智，1981）。在此背景下，伴

随着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体质”关联文本的持续出

现，基于对儿童青少年科学健身以增强体质的探索，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身”与“运动处方”发生关联的文本开始出

现。1989 年，夏思永等编写的《青少年健身指南》一书中

首次论及“体育健身”与“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最主要的

特点就是使健身运动的参加者能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

有目的、有计划、科学地进行健身运动，使运动者能安全

地从事身体运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中运动处方

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青少年开展体育健身需要选配健

身的运动手段和确定合理负荷量以及运动量的处方”（傅

立功 等，1993），“健身运动处方是中学生合理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必不可少的需求，应积极展开探索”（许登云，

1994）。

1995 年 6 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纲

要指出“青少年和儿童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点人

群”。1995 年 8 月 29 日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

十一条规定：“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体育锻炼标

准，进行体质检测。”在此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与“体质”“运动处方”的关联更加紧密。一方面，体育最

本质的功能还是健身，而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是增强全

体学生的体质（李鹏，1993；张庆建，1995），《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的实施，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指导儿童、

少年的体育健身，以增强少年儿童的体质（刘汉庭，

1999）；另一方面，“运动处方”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

重要意义也日益为体育学界认同——运动处方是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的基础，应加紧展开研究实验制定适合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运动处方，以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改善儿童青少年体质（宋继新 等，1995；王和平，

1995）。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撰写前进行的调研过程中，“体育健身”对“健康”

的促进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国内“体育健身”与“健康”发

生关联的文本始于姚毓武执笔的“欧、美、亚一些国家体

育测验制度与健身计划综述（摘要）”一文，文中出现了

“各国的健康计划或措施，均把体育健身活动作为预防疾

病、增强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的陈述（《全民健

身计划》信息调研组，1994）。翌年，姚毓武（1995）又提

及：“社会进步中自然会产生对身体健康的更高要求，为

了健康，体育健身活动便成为世界性不分贵胄庶民的新

时尚。”

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颁发了《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规定了“学校教

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健康体魄

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

盛生命力的体现”。“健康”成为学校教育的要求。

综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随着中外

体育学界的交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以及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在文本表述中我国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与“运动处方”“体质”“健康”多个概念发

生关联，显示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在增强体质、科

学健身、促进身心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多

角度、深层次的进展。

2.1.6 2000 年至今：“体育健身”与“体质”“运动处方”

“健康”“体质健康”发生关联

2000 年后，以北京申办奥运会为契机，为推动《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实施，自 2001 年起，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决定以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指

导，以增强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为重要目标，在全国开展

“亿万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活动”，力图通过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身”增强他们的体质（王小燕 等，2003）。为推动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科学开展，健身运动处方的理论

研究也逐步深入，涉及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运动处方的

内涵、运用方法、知识获取、制定步骤、生物学和运动学特

征、医学和体力诊断、运动负荷与锻炼频次、注意事项等

多个方面（顾圣益，2000；金花 等，2001；杨贵仁，2001）。

与此同时，随着“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深入贯彻，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对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获得国家关

注。由此，学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上应侧重学生的身心健

康，向学生传授体育健身与健康的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

技能，学生也应把体育健身看作是一种生活享受，更有效

地提高健康素质（编者，2001；李重申 等，2004）。受此推

动，2000 年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体质健康”发

生关联的文本开始出现。《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开

展“亿万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活动”的通知》（2001）中提

出：为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实施，努力提高广

大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水平，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决

定从 2001 年开始在全国开展“亿万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

活动”。这是最早将“体育健身”与“体质健康”相关联的

文本。2002 年 7 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标志着“体质健康”已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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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衡量不同年龄段学生个体生理（身体）健康水平的专用

词汇（郇昌店，2016）。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

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标志着儿童青少年的体质

增强上升到关系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提高广大

青少年体质，需要积极开发适应青少年特点的锻炼项目

和健身方法，要科学的参加健身锻炼，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运动处方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此外，2007 年，《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正式定名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实施，明确了国家对不同年龄

段学生个体在体质健康方面的要求，对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的开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导向，也对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与“体质健康”发生关联文本的演进产生影响。

2014 年 10 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正式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

家战略。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将青少年人群作为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的重点人群。2019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引导

中小学生锻炼健康体魄。

在此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层面，“体育健身”与“体质”“健康”“运动处方”“体质健

康”相关联的文本从数量到内涵都有所提升。这其中，在

2000 年后与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发生关联的“体

质健康”，成了指引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理论表述。我

国当前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的体质健康文本主要以《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社会各界所熟知，涉及身体形

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进一步梳理近 20 年来，

“体育健身”与“体质健康”相关联文本的论述，其演进表

现为两个侧重点：1）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作为“体质

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如强化中小学生的健身活动，帮

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体育健身习惯，是促进体质健康教育、

帮助他们达到体质健康标准的重要手段（谷伟 等，2015；

刘星亮 等，2012）；2）将“体质健康”作为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活动开展、评估的重要依据，如通过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结果的反馈，能够有针对地为儿童青少年科学安排

自身的健身目标和健身计划提供依据（王皋华，2004；赵

从英 等，2011），体质健康评价是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进 行 评 估 的 重 要 方 面（胡 月 英 等 ，2017；袁 尽 州 等 ，

2013）。

综上所述，2000 年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与“体

质”“运动处方”“健康”这些概念继续发生文本关联的同

时，又与“体质健康”发生文本关联，显示出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育健身逐步形成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开展科学健

身，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帮助儿童青少年获得健康

身体的良好发展态势。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谱系考察

在借助知识考古分析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

中知识组织的基础上，通过谱系学剖析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话语建构中的权力运作如何作用于上述知识组织，

使得它们成为指引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的理论陈

述，并贯彻到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实践中，最终完成话语

的建构。

米歇尔·福柯（1999）指出，谱系学研究强调“知识的

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

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

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

……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

的话语自身的权力”。新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认知

的演进是间断的、阶段性的，是伴随我国体育健身科学研

究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变化的。这种变化借助权力运

作，通过产生的学科知识形成新的理论陈述而体现。由

此，谱系学的研究要求基于新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的实践层面，关注最近的知识组织——“体质健康”的理

论陈述来展开。通过上述对关联文本的分析可知，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促进与健身运动处方有积极关联

（王玉秀 等，2006；周伟 等，2018）。儿童青少年通过制定

运动处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以促进体质健康的提升，而

体质健康的提升又成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开展、评估

的重要依据，以帮助他们获得健康身体，并享受由此带来

的益处。

需要指出的是，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运动处方的制定

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身体测试。通过分析身体测试

的数据、信息，人们能够知晓儿童青少年个体已有的健身

运动基础以及肺活量、心血管功能、肌肉力量、耐力、柔韧

性等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的状况，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体

育健身运动处方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话语建构中参与权力运作的组织、人员（如政府机

关、科研机构、学校、体育教师、健身教练等）通过运动处

方有针对性地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的频率、强度、

时间与运动类型展开规划与督促，从而促使儿童青少年

提升体质健康。

由此，当儿童青少年依据制定的运动处方开展体育健

身活动时，也就同时投入到了自我监控中。儿童青少年

必须对健身活动展开自我管理与监督，以确保他们依据

运动处方的要求实施“科学”的健身活动。对参与权力运

作的组织、人员来说，这种自我监控的形式并不需要借助

器具对儿童青少年展开肉体的强制，而是通过儿童青少

年执行运动处方，对自身的体育健身行为展开持续性的

自我监督，进而实现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督促，以提

升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并从而达到促进体质健康，获

得健康身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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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谱系考察，在“体质健康”的理论陈述

语境下，运动处方实际上成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开展

中的实施策略。凭借运动处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

语建构中参与权力运作的组织、人员一方面对儿童青少

年体育健身活动的频率、强度、时间与运动类型展开规划

与督促；另一方面，通过儿童青少年在体育健身活动中的

自我监控实现权力运作，促使儿童青少年以社会期望的

科学方式展开体育健身活动，达到相应的体质健康标准，

获得身心健康。

3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的思考与完善建议

依据体质健康的理论陈述，儿童青少年可以通过制定

个性化的健身运动处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促使个体提

升体质健康，以达到防病治病、增强体质，获得健康身体

的目标。然而，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仍然面临

挑战：一方面，尽管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整体向好，

但是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倒挂现象，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的“被动参与”状态较为突出（唐炎 等，2018）；另一方

面，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正面临“慢性疾病群”“传染

性疾病群”“心理精神疾病群”“科技负效应疾病群”“脊柱

障碍疾病群”“社会疾病群”（万炳军 等，2017）等多维健康

问题。有鉴于此，随着“健康中国”战略规划的实施，我国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有必要探索新的理论陈

述与权力协调运作的可能，以促使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更好回应现实的挑战（图 2）。

3.1 增强多学科知识支撑，形成新时期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的理论陈述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现阶段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身的理论陈述已无法回应新时期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多

维健康问题。此外，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对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提出新的诉求，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理论陈述应予以回应。因此，我

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应在关注儿童青少年

面临的多维健康挑战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时期党和国

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形成新时期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的理论陈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2017 年底，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2017 年版）》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强调健身育人功能，高

度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运动能

力、健康行为与体育品德，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

健，获得全面发展（季浏，2018）。可以看出，新时期的人

才培养要求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应贯彻“健康第一”的指

导思想，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通过“育体”与“育

心”相互促进的“健身育人”功能，培养儿童青少年的体育

图2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的完善建议

Figure 2.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Physical Fitness”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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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帮助他们增强自身的身体素质，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他们成为

健全人格的人。

因此，需要改变长久以来围绕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的知识主要来自运动医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

体育运动类自然学科知识的状况，在自然学科知识的基

础上引入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增强多学科知识的支撑，形

成新时期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理论陈述：1）贯彻“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不仅注重儿童青少年健身运动技能的掌

握，提升他们的体质健康，而且也应向儿童青少年传授相

应的体育健身知识；2）通过多种手段培育儿童青少年的

人文素养，如培养儿童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团队协作意

识，通过健身过程中儿童青少年个体展开的自我监督、为

达到提升体质健康的目标而展开持续性的健身活动等方

式，培育儿童青少年形成合作、自律、遵守规程的道德规

范意识；3）结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内容的选择上

引入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内容，

并与原有的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等自然学科内容紧

密结合，培养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体育健身意识，并在

此基础上培养儿童青少年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

观，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此外，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伦理价值导向的确立，体育健身行为的完

善，体育健身资源的供给，体育健身效果的评估，体育健

身环境的优化，体育健身素养的培育等，也离不开上述人

文社会学科知识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未来我国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话语的理论陈述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体

质健康”理论强调的“防病治病，增强体质，以达身体健

康”的话语陈述，而应围绕 体育健身伦理、体育健身环境、

体育健身教育、体育健身行为与体育健身效果等方面展

开探索，以形成新的理论陈述。

3.2 加强政府、社会、学校的协调运作，对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活动展开引导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中提出“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的开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应从“内卷式向外展示转变”（潘晨聪，2015），不再局限于

以“学校体育”为中心。诚如黄汉升（2015）指出的，学校

体育课程占用的时间相对有限，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参与

亟待其他渠道的支持。从话语建构的视角来说，应加强

政府、社会、学校等多领域内权力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中的协调运作，以有效应对当前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中

存在的不足。

1）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

在“健康中国”战略规划中的重要角色，并应积极探索、制

定科学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发展规划，采取多种措施

督促各级中小学校坚决贯彻、执行相应的政策、规定、细

则，并引导社会各领域展开协作行动。此外，在“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应适时建议

将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纳入相应的法律条款（如《宪法》）

（于善旭，2019），彰显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话语建构的国

家权力意志，扭转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相关政策

多从学校层面制定与实施的局限，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

身提供更加合理的导向，进而统筹规划、有序推进。

2）学校、政府及社会各领域应通力协作，在现有研究

的基础上，以儿童青少年人群为主体，运用多学科知识对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展开研究。通过健身大数据的收

集、统计与分析，明确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健康风险及其对

社会运转带来的影响；推动儿童青少年健身运动处方、运

动技能等级、体质健康标准的深入研究、完善，促进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学

校、体育教师（健身教练）等健身话语建构中的权力执行

组织、人员就能推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依据科学、

个性化的健身运动处方展开，并督促儿童青少年个体进

行自我监督，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朝着提升体质健康、获

得健康身体的方向努力，从而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

动展开引导，提升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效果。

3）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及相关的科普、宣传部门及社会领域应着力协同，利用大

众传媒手段，出版各类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书籍、刊物，

开展“互联网＋”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宣传，总结有益

经验与有效方法，营造良好氛围，使社会各界充分意识到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不仅是实施体育教育的重要育人手

段，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的重要干预手段，是“健康

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由此，增强社会各界支持、参

与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的积极性。

4 结语

本文通过知识考古分析，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

青少年“体育健身”在不同阶段与之发生关联的核心概

念、话语陈述，指出“体质健康”是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的理论陈述。通过谱系考察，指出在“体质健康”

的理论陈述语境下，运动处方是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

实施策略，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促使个体提升体质健康，以帮助他们防病治病，增

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获得健康身体。

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身与健康发生了紧密联系，不仅强调通过儿童青少

年体育健身活动防病治病，增强体质，获得健康身体，促

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而且也应紧密结合

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注重通过体育健身

活动培养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健身素养，帮助他们获得体

育健身知识，树立正确的体育健身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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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品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全

人格的养成。因此，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话语建构

应跨越不同学科的界限，在以体育运动学科等自然学科

知识为“抓手”的基础上，引入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历史

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在“体质健康”理论的基础上

探讨诸如“体育健身教育”等新的理论陈述。同时，应充

分考虑话语建构中权力运作的影响，加强政府、学校、社

会等多领域权力在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中的协调运作，

开展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引导，更好地应对当前儿

童青少年体育健身中存在的“被动参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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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Fitn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Shih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Children & Adolescent’s Physical Fitness”reflects people’s viewpoints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fitness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has distinct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Drawing on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Children & Adolescent’s Physical Fitn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rchaeological,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s of

“physical fitness”and“medical sports”(early 1950s),“physique”(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early 1980s),“exercise prescription" (in
the late 1980s),“health”(in the late 1990s), and“physical health”(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ave successively formed a“concept
group”;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sports medicine, sports physiology, sports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discourse
space of children’s sports fitness theory has been gradually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alog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discourse statement of the“physical health”theory provides the guidanc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sports prescription to help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s, improve the system health,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obtain healthy bod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discourse of“physical fitness”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humanities knowledge to form a new
theoretical state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physical fitn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power operation in the government, society, schools and other fields, so as to guid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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