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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脉络考察、要义释论与特征省思
——兼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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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着丰富的体育教育思想。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对符合

研究条件的 94 部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内涵要义、发展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构建了相应的

思想谱系。研究认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在演进过程中，其要义可以从健康、游戏、锻炼、保育、教学、军训

等 6个方面进行阐释，涵盖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包含了生命与健康的规律、游戏与体育锻炼

的方法、健康与卫生习惯的养成、充沛精力与饱满情绪的保持、体育教学法的研讨等内容。逐渐形成了寓体于健、达

德成善、内外兼修、由表及里、体劳结合、并行推进等鲜明的结构特征，融合了体育教育的优秀历史传统，拓展了体育

教育的开展方式和生存空间，引导和支持体育教育活动更好地推动学生的身心发展。按照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以

强身健体论、健康生活论、教学改造论、交叉融合论、全面发展论为内容要论，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相应著作内容要义的

基础上，可以生成西方教育名著中的体育教育思想谱系，为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钩玄出了新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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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生成轨迹和演进史线来看，基

本都是蕴含在西方学者的各类教育著作之中。通过审视

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目前针对西方

古代和近代的部分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体

育教育思想的专题研究较多，如学术界对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等西方著名学者的体育教育思想，分别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阐释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出处和生成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几乎都是从西方历史名人留存的教育名著

中抽绎而来，这为研究西方体育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新

视点，就是从西方教育名著入手，系统考察西方体育教育

思想的演进脉络，释析其核心要义，省思其生成特征，不

仅可以丰富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史料素材和来源，还能

拓展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视域和路径，对西方体育

教育思想的全貌了解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名著和一般著作存在区别，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董

事会主席 Modigran J Adler 提出的名著选定标准，需要具

备经久畅销、通俗易懂、价值久远、隽永耐读、启发教益、

言近旨远 6 大特征（建华，1995）。根据这一标准，教育学

界遴选出得到业界公认的西方教育名著已达 100 余部（单

中惠，2018）。本研究按照教育史学顺序，通过对 101 部西

方教育名著进行查阅和筛选，最终选摘出其中蕴含着明

晰体育教育思想的 94 部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94 部教育

名著的作者由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政治

家、数学家、军事家、医学家、神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群体构

成，他们均非体育专业出身，而是站在体育圈外来审视教

育领域中的体育，因此不囿于体育专业视域对体育教育

问题的限制。通过审视和解析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

育教育思想，可以使体育学术界在探讨人类体育教育思

想的全貌时避免固有思维和视角，进而梳理出西方教育

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探索其谱系生成，为西

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钩玄出新的图景与路径。

1 西方教育名著选取概况

学术界目前对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仍是以人物

为主，研究方法多为在考察某人整体体育思想时剥离出

其体育教育思想，因此对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针对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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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不多。截至 2020 年 9 月，国内关于西方体育教育

思想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共有 43 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

区），其中关于人物体育思想的研究 33 份，整体梳理西方

国家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 5 份，比较研究 3 份，以教育名

著为视角的研究 1 份，研究数量偏少。本研究选取的 94

部西方教育名著，从约公元前 370 年至 1996 年，按照西方

教育思想史研究中沿用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史静寰，

2014），将 94 部名著的研究史线划分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公元前 800—公元 476 年）、中世纪时期（476—1453 年）、

文艺复兴时期（1453—1689 年）、近代时期（1689 年—20 世

纪初）、现代时期（20 世纪初—20 世纪末）5 个时期。其中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3 部，中世纪时期 0 部，文艺复兴时期

10 部，近代时期 20 部，现代时期 61 部。21 世纪以来当代

西方教育名著数量少、争议大（张斌贤，2015），且对体育

教育的论述比较欠缺，因此研究没有选取当代教育著作。

本研究涉及的名著集中在近现代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

西方教育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从西方教育历史发

展的整体概况来看，不同形态的教育观催生了不同视域

的体育教育思想，散见于各类教育名著之中。

1.1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教育名著的选取

公元前 800—公元 476 年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这一

时期的西方社会政局变动频繁，学者们致力于通过教育

建立起稳定、和谐、正义和完善的理想社会，体育教育则

被认为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此时期教

育名著选取概况详见表 1。

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教育名著有 2 部，为柏拉图的《理

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苏格拉底无著作留世，

只存有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整理的《苏格拉底言

行回忆录》，因此不作为他个人的教育著作列入表 1。古

罗马时期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被誉为“整个文化教育

领域中古代教育思想的百科全书（周采，2018）”。在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的教育著作中，体育教育与其他

教育类型并行，是教育活动组织与开展的重要组成内容。

1.2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名著的选取

由于中世纪的西方教育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产生的

教育类著作主要宣传神学思想，因此，各种版本的西方教

育名著目录中皆没有中世纪的教育著作入选，均是从文

艺复兴时期进行筛选。文艺复兴时期符合研究条件的教

育名著共有 10 部（表 2）。

10 部名著的完成时间主要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末

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凸显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人

文主义者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言人，表达出了对教育

中蕴含的自然、人性、自由、生活乐趣、创造活动的积极追

求（单中惠，2014）。这一时期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

育思想也带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主张体育要培养可

以多方面发展的能文能武的体魄健全、知识广博、能说能

行的“新人”。10 部名著中含有丰富的体育教育论述，具

表1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教育名著选取概况

Table 1 A Survey of the Sele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from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ras

著作名称

理想国（The Republic）

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雄辩术原理（De Institutione Oratoria）

作者

柏拉图（Plato）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昆体良（Quintilianus）

国家

古希腊

古希腊

古罗马

身份

哲学家、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完成年份

约公元前370

约公元前330

96

表2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教育名著选取概况

Table 2 Sele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著作名称

乌托邦（Utopia）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

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pruel）

论儿童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

基督城（Christianpolis）

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

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

母育学校（Mother School）

论教育（On Education）

作者

莫尔（Thmas More）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蒙田（Michel·de·Montaigne）

康帕内拉（Campanella）

安德里亚（Andreae）

培根（Francis Bacon）

夸美纽斯（Comenius）

夸美纽斯（Comenius）

弥尔顿（John Milton）

国家

英国

荷兰

法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英国

捷克

捷克

英国

身份

政治家、作家

教育家、作家

人文主义者

教育家、文学家

哲学家、政治家

思想家

政治家、科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诗人、政论家

完成年份

1516

1516

1532

1580

1602

1619

1627

1632

1633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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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理想性。

1.3 西方近代教育名著的选取

步入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开始对古典教学内容和经院

式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造，带有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教育思

潮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20 部西方近代教育名著中既有

经过教育实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有通过总结作者自己

的教育经历而得出的教育推论，还有带有空想色彩的教

育设想，20 部西方近代教育名著的选取概况详见表 3。

这一时期的教育名著透视出的体育教育思想主要集

中在受教育者的身体教育方面，以增进身体健康为切入

点，主张体育要培养儿童健康的行为和生活习惯，并且要

注重养成儿童的积极锻炼体验，塑造强健的体格以应对

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1.4 西方现代教育名著的选取

从 20 世纪开始，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开始在西方国

家兴盛，因此要求学校教育培养大量符合社会需求的劳

动者。这一时期，各级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层出

不穷，形式多样的教育尝试、批判、争论、仿效活动都可以

在该时期所涌现出的教育名著中找到。61 部西方现代教

育名著的选取概况详见表 4。

表4 现代时期西方教育名著选取概况

Table 4 Sele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in Modern Period

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al pedagogy）

蒙台梭利方法（The Montessori Method）

儿童学的新观念（Concept of Infants）

工作学校要义（The essentials of school）

实验教育学概论（An Experimental Pedagogy）

拉伊（August Lay）

蒙台梭利（Montessori）

比纳（Alfred Binet）

凯兴斯泰（Kerschstener）

梅伊曼（Meumann）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德国

教育家

教育家

心理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心理学家

1908

1909

1909

1911

1914

著作名称 作者 国家 身份
完成

年份

表3 近代时期西方教育名著选取概况

Table 3 A Survey of the Selec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in the Modern Period

著作名称

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爱弥尔—论教育（On Education）

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

（Rational Ability and Education）

俄罗斯大学计划

（Plan of a University for the Russian）

林哈德与葛笃德（Leonard and Gertrude）

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

（How Gertrud Teaches Her Children）

论教育（On Education）

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adagogik）

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

（A New View of Society；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人的教育（Human education）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

（Guide to teacher training in Germany）

十二年度报告（Twelve Annual Reports）

幼儿园教育学（Pedagogics of the Kindergarten）

教育论（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and Physical）

论民众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人是教育的对象（The Objects of Education）

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

爱的教育（Coure）

科学与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

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作者

洛克（John Locke）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爱尔维修（Adrien Helvetius）

狄德罗（Denis Diderot）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

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

康德（Immanuel Kant）

赫尔巴特（Herbart）

欧文（Robert Owen）

福录贝尔（Froebel）

第斯多惠（Diesterweg）

贺拉斯·曼（Horace Mann）

福录贝尔（Froebel）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托尔斯泰（Lev Tolstoy）

乌申斯基（Ushensky）

纽曼（Newman）

亚米契斯（De Amicis）

赫胥黎（Henry Huxley）

爱伦·凯（Ellen Key）

国家

英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瑞士

瑞士

德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俄国

俄国

英国

意大利

英国

瑞典

身份

哲学家、教育家

思想家、教育家

哲学家、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文学家

教育家

神学家、教育家

文学家

科学家、教育家

作家、教育家

完成年份

1693

1762

1772

1775

1787

1801

1803

1806

1816

1826

1835

1837—1848

1861

1861

1862

1869

1873

1886

1893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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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National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文化和教育（Culture and Education）

教育原理（Education，Its Data and First Principles）

教育方法原理（Informal Talks on Teaching）

教育与美好生活（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教育的根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大学的任务（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教育漫谈（Proposal on Education）

教育与新人（Education and Emergent Man）

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America）

童年的秘密（The Secret of Childhood）

教育诗（Educational Poetry）

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教育与社会变革（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儿童教育讲座（The Lectur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教育处在十字路口（Education at the Cross Roads）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学术的复兴（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荒谬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

教育目标分类学（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教育哲学导论（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教育与自由（Education and Freedom）

教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Pedagogy）

今日美国中学（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Today）

论教育（On Education）

萨默希尔——激进的儿童教育方法

（Summerhill：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

教育过程（The Process Education）

美国师范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Teachers）

教育理论与教学论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heory）

教育即力量（Education as Power）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A Hundred Pieces for Teachers）

教育概念分析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For the Kids）

终身教育引论（Lifelong Education）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

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学会生存（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morrow）

教育科学的基础概念（The Basic Concep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教学与发展（Teaching and Eevelopment）

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教学过程最优化（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Education Today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什么是教育（What is Education）

克鲁普斯卡雅（Krupskaya）

杜威（John Dewey）

斯普朗格（Spranger）

沛·西能（Perey Nunon）

克伯屈（Heard Kilpatrick）

罗素（Bertrand Russell）

桑代克（Thorndike）

加塞特（Gasset）

阿兰（Alain）

巴格莱（Bagley）

赫钦斯（Hutchins）

蒙台梭利（Montessori）

马卡连柯（Makarenko）

杜威（John Dewey）

克拉克（Fred Clarke）

马卡连柯（Makarenko）

马里坦（Maritain）

泰勒（Ralph Winfred Tyler）

赫钦斯（Hutchins）

贝斯特（Bestor）

古德曼（Paul Goodman）

布鲁姆（Benjamin Bloom）

奥康纳（Daniel O’Connor）

马斯洛（Abraham Maslow）

里科弗（Rickover）

博尔诺夫（Bollnow）

科南特（Conant）

利文斯通（Livingstone）

尼尔（Neil）

布鲁纳（Bruner）

科南特（Conant）

克拉夫基（Klafki）

布拉梅尔德（Brameld）

苏霍姆林斯（Shomlinsky）

索尔蒂斯（Soltis）

苏霍姆林斯（Shomlinsky）

朗格朗（Paul Lengrand）

弗莱雷（Paulo Freire）

伊里奇（Ivan Illich）

舒尔茨（Schults）

富尔（Edgar Faure）

布雷芩卡（Brezinka）

赞可夫（Zankov）

鲍尔斯（Bowers）

克雷明（Cremin）

巴班斯基（Babansky）

赫梅尔（Hummel）

雅斯贝尔斯（Jaspers）

苏联

美国

德国

英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西班牙

法国

美国

美国

意大利

苏联

美国

英国

苏联

法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苏联

美国

苏联

法国

巴西

美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苏联

美国

美国

苏联

瑞士

德国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数学家、

心理学家、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社会学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历史学家、教育家

文学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心理学家

教育评论家

教育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心理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社会学家

教育家、经济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

经济学家

教育家、历史学家

教育家

教育家

哲学家、教育家

1915

1916

1919

1920

1925

1926

1929

1930

1932

1934

1936

1936

1937

1938

1940

1940

1943

1949

1953

1955

1956

1956

1957

1957

1959

1959

1959

1960

1960

1960

1963

1963

1965

1967

1968

1969

1970

1970

1971

1971

1972

1974

1975

1976

1976

1977

1977

1977

（续表4）

著作名称 作者 国家 身份
完成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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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er Education）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Sci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道德发展文集（Essays on Moral Development）

超越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一个被称为学校的地方（A Place Called School）

世界教育危机（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

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A Worldwide View of Their Development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Year 2000）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

布鲁贝克（Brubacher）

皮亚杰（Piaget）

科尔伯格（Kohlberg）

博克（Derek Bok）

古德兰德（Goodlad）

库姆斯（Coombs）

拉塞克（Shapour Rassekh）

德洛尔（Jacques Dolors）

美国

瑞士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伊朗

法国

教育哲学家

心理学家、教育家

心理学家、教育家

法学家、教育家

教育家

教育家、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政治家

1978

1979

1981

1982

1984

1985

1987

1996

（续表4）

著作名称 作者 国家 身份
完成

年份

20 世纪以来，西方教育名著数量产生较多，其中的教

育思想透视出实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体育教育思想

也深受影响，体育被普遍视为学生个体获得全面发展必

须具备的肯定性教育手段。通过体育教育，促使学生能

够对个体及生活现实有完整而全面的认识，并能够以积

极的身心状态投入到教育生活中。

2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考察

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思想有其独特的发

展特点，它们对每个历史阶段教育体系的贡献和价值不

同。从教育史的视角进行审视，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

育思想的演进脉络可以按照发端、展开、接序和拓展 4 个

阶段进行考察。

2.1 粗线条的发端：直击健康身体与勇毅品德的培养

《理想国》《政治学》诞生在古希腊中后期，这一时期

的雅典城邦已逐渐结束了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时代，整个

雅典城内部纷争不断，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民主制度时兴

时废，频繁的政局变动带来的是无休止的逮捕、审判、处

死、放逐、没收财产等，深刻地影响着学者们观察社会和

思考问题的方式。整个社会混乱多变、无序争斗的现状，

使学者们产生建立理想国家和社会的热切愿望，但他们

的政治主张又得不到当局的重视，因此，著书立说成为表

达自己政治理想和教育愿望的主要途径。柏拉图（2018）

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2003）的《政治学》中，都表达

了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理想的公民，首要特征就是公民

要基于健康、强壮、美德、正义。《理想国》中指出，开展体

育教育可以更好地了解儿童的天性，并能通过实际的身

体锻炼使年轻人的成长与社会实践对接。《政治学》强调

在体育教育过程中，年轻人需要经历劳累、困难、艰险、痛

苦等因素对身体的磨练，才会拥有能够接受战争或其他

实际工作考验的健康身体。在《理想国》和《政治学》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大地肯定了身体健康的价值，认

为健康的身体，有利于公民形成勇敢、智慧、节制和正义

的美德，无论身处何种情况，都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克制

身体及饮食上的不健康要求和欲望，进而能够谨守自己

的职责范围，各尽其责，各安其分，全体公民团结协作，形

成和谐稳定、共享共治的理想社会。

《雄辩术原理》完成于公元 96 年古罗马时期，由于这

一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不良风气已经波及了教育领域，

因此，通过教育培养理想的雄辩人才，是昆体良撰写《雄

辩术原理》的主要目的。《雄辩术原理》指出理想的雄辩家

需要遵循自然的向导，在儿童阶段就要通过体育锻炼形

成健康伟岸的身型和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保障儿童能

以清晰的头脑专心学习（任中印，2001）。该书透视出体

育锻炼可以帮助儿童克服干扰其学业的不良因素，健壮

的体格有助于克服野心、贪婪、嫉妒等心理，使儿童能够

朝向具有高尚道德的雄辩家的德行看齐，成为善良、精于

雄辩的人。

从 3 部诞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名著所呈

现的体育教育思想脉络来看，理想的公民均需要具备健

康的身体与勇毅的品德。健康与品德，既是《理想国》中

判定公民是否能够形成坚定、勇敢、严肃、高贵气质的可

靠根据，也是《政治学》中主张达善成德、节制勇毅、坚韧

智慧等理想人格形成的坚实基础，更是《雄辩术原理》中

精神饱满、庄重机智、果敢热情的“精于雄辩”之理想雄辩

人才的有效养成条件。健康身体与勇毅品德的培养，可

以视为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思想的发端。这

种基于构念式粗线条的体育教育方式和过程，更多的是

强调发掘学生自身的身体天赋与日后养成的生活习惯之

间的内在联系。体育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教育的一种佐证

性工具，是帮助学生修炼品德、提升理性、形成思想的优

质载体，具有浓郁的理想化特色和工具化倾向。但同时，

体育教育只是作为追求理想社会、政治的辅助性教育方

式，在实质上并没有与 3 部著作透视出的理想公民培养内

容并列起来。作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发

端，能够直击健康身体与勇毅品德对于理想公民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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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并且开章辟节对体育教育进行了专门化论述，为

后期“凡教育必谈体育”的西方教育名著的思想脉络与特

征提供了支撑。

2.2 理想化的展开：追求体魄健全与知识广博的结合

研究所选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10 部教育名著，其内

容表达出了对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推崇和向往，提出了

经院式旧教育的弊端。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反映了作为新

兴社会力量代言人的人文主义者，对充满健康、活泼、自

然、人性、自由、生活乐趣和创造活动的人文主义教育的

热切期盼。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名著全面展开了对理想

教育形态的大胆描述，更多的借助文艺的笔调和夸张的

想象，抛弃了迂腐的经院式教条，改之以探寻如何培养体

魄健全、文武兼备、知识广博、能言善辩的“新人”。这些

新人既怀有崇尚自由的理想，也不乏尊崇德行的行为。

这一时期的教育名著所呈现出的体育教育思想，更趋向

于以健全的体魄修饰内在涵养，以广博的知识丰富个人

内心。体魄健全与知识广博的完美结合，才能够培养出

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世界的人”（蒙田，2016）。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名著反映出的体育教育思想，常与

旧式的经院教育方式做对比，并且将体育视为开展“新

旧”对比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这种说服既有其合理的内

容，也充斥着这一时期体育教育思想特有的局限性。旧

式教育存有严重的中世纪宗教教育烙印，拉伯雷在他的

代表作《巨人传》中就嘲讽了这种死记硬背、关门读书、脱

离实际、扼杀个性的旧式教育方式，认为旧式教育造就了

大量虚弱、迂腐且无用的人。拉伯雷（2019）指出，通过教

授学生体育和保健的方法，可以培养出身体强壮、思维敏

捷、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善于思考

的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新人”。《太阳城》则描述了所有的

“太阳城”居民都具有健康的体魄，具备锻炼身体和保持

清洁的习惯（康帕内拉，1980），与倡导禁欲主义和肉体罪

恶的旧式经院主义教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面向青少年

的体育教育与军事教育的配合训练，渗透在文艺复兴时

期教育名著所描述的教育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要求青少

年具备保卫城邦的身体素养和不惜为城邦居民牺牲自己

的坚定信念。既是在充满宗教色彩的《基督城》中，也强

调学生要在闲暇时间开展体育活动，并将体育锻炼与文

化知识学习、祷告及虔诚的起誓并列为基督城内国家教

育的 3 大组成部分，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禁止各种类型的

体育活动进行了批评，倡导学生在基督城内要接受体力

与智力的双重锻炼和教育（安德里亚，2018）。

理想化体育教育的展开，蕴含在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名

著所力求呈现的理想教育形态之中。这种教育形态往往

赋予体育理想化的教育价值，如夸美纽斯著名的《大教学

论》和《母育学校》中的体育教育方式就带有很浓厚的理

想化色彩。《大教学论》以专门的章节构建了理想的体育

教育形态，要求体育教育要摒弃禁欲主义，保持学生的体

魄强健、身体健康，为培养“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人”奠定基

础（夸美纽斯，2014）。《大教学论》还将体育置于德育和智

育之前，这对体育在培养理想“新人”过程中所具有的重

要价值来说寓意深刻。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延续了

《大教学论》的理想体育教育目标和方式，并将体育内容

提前至幼儿教育阶段。《母育学校》指出，要开发出集智

慧、德行和知识为一体的体育游戏活动，这些游戏可以满

足儿童的所有成长需求，能够使儿童自得其乐，并能强健

身体，并使其更活泼（任宝祥，2004）。文艺复兴时期理想

化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是对经院教育遗留下来的陈

旧教育内容、落后教育方法培养不出适应时代需要的社

会公民的强烈批判，更寄希望于体育能够与学校其他教

育活动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培养体魄健全和道德完美、

有广博实用知识和高度文化修养及丰富实践经验的干练

“新人”。

2.3 经验型的接序：侧重健康行为与锻炼方法的养成

20 部近代教育名著，更多的透视出了科学教育与古

典传统教育之间的彼此争论与相互批判。科学主义教育

认为，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阻碍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使

学生养成了过分注重书本知识和经验，教育的内容脱离

了学生的心智发展水平（李亦菲，2017）。古典主义教育

则反击科学主义教育过分注重学生的体验和自由，造成

学生的身体发展和道德素养不能配位（施常州，2011）。

在体育教育方面，科学主义与古典主义争辩的焦点其实

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体育教育方式的延展和接序，

不过近代时期的教育名著透视的体育教育思想更侧重于

经验型的总结，强调学生掌握正确健身方法和养成良好

健康行为的重要性。

洛克（2014）的《教育漫话》开启了近代教育名著论证

健康与教育关系的序幕。《教育漫话》对儿童健康行为的

养成非常重视，提出了衣量适当、冷水洗浴、学会游泳、户

外活动、衣着轻松、饮食清淡、早睡早起、按时排便、慎用

药物、节律自律等 10 条建议，并将健康行为习惯和良好锻

炼方法的形成视为儿童教育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卢梭

（2011）的《爱弥儿》则在儿童的穿衣、吃喝、睡眠、运动、防

止疾病等健康行为的塑造方面提供了具体的建议，要求

儿童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拥有健康的身体。裴斯泰洛

齐（2005）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中指出，能够坚持锻炼和

拥有良好健康行为习惯的学生总是“容光焕发和彬彬有

礼的”，锻炼可使“学生们发育良好，能够被培养成为人世

间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男女”。《人的教育》中指出，要正

确指导学生形成合乎规律的健康生活方式，重视养成儿

童自制、节度与协调的健康行为，使儿童能以丰富和饱满

的身心状态，生气勃勃地投入校内外的生活（福录贝尔，

2003）。《教育论》提出，要使儿童具有健全的心智和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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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必须纠正不重视儿童健康行为、合理营养和体育

锻炼的情况（斯宾塞，2005）。《人是教育的对象》则依据作

者在生理学方面的实践经验，指出儿童要保持神经机体

的有序运行，必须得到充足的休息才能走上理智和美德

并行的健康道路（乌申斯基，2007）。这些带有经验性质

的健康行为与锻炼方法的养成观点，论证了教育活动需

要在保障儿童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开展，这样才能最大限

度地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

健康行为与锻炼方法的养成，既接序了文艺复兴时期

对公民身心健康的重视和关照，也引发了近代教育名著

对如何营造学校健康卫生环境而进行的持续讨论。《新社

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幼儿园教育学》《人是教育

的对象》《儿童的世纪》等著作都倾向于要求学校能建设

符合卫生和健康标准的校舍，为学生提供一种清洁舒适、

健康安全的学习与锻炼环境，这是保障学校实现教育培

养目标的基础之基础。《十二年度报告》为了使学生健康

安全的在校学习和锻炼，对学校校舍的通风和取暖、体育

场地和教室的尺寸、课桌和座椅的种类、校舍的建筑位

置、房间的窗户和灯光、操场和体育馆的选址与管理等做

了详细的要求（颜于智，2018）。近代教育名著透视出的

注重儿童良好健康行为与锻炼方法养成的各类观点，是

基于儿童本性的特点并依循“身心健康”的教育原则出

发，力求使儿童健康行为和身体锻炼方法的养成上升为

契合教育经验的教育成果，目的是让儿童不至于受到学

校和成人的过分约束而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为了让儿

童更好地获得健康和体育锻炼知识，近代教育名著也非

常关注教师自身健康素养的养成，要求教师必须学习和

掌握最基本的健康原理和身体锻炼技能，研究儿童身心

发展和行为演化的自然过程，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顺序

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中重视儿童发展体力，增进

健康，在健康行为和锻炼方法的养成过程中不断积累有

益的经验，促进儿童身体、智慧、情感、意志全面发展，培

养儿童勇敢求实的生活精神，使儿童能够有秩序的健康

生活。

2.4 融合式的拓展：强调体育目的与教育价值的趋同

现代时期符合研究条件的西方教育名著共有 61 部。

这一时期的教育名著普遍崇尚“平等”“自由”的教育原

则，往往从保障社会和谐的视角出发，融合多方面的教育

资源，强调教育在国家和社会中应该享有的地位和权益。

这一时期教育名著推崇的教育价值指向于通过教育实现

更加美好的生活愿望，主张从教育中吸取一切有益人类

发展的素材，使人们过上一种更和谐、充实、符合生命真

谛的生活（吴林，2006）。体育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遵循着教育的整体价值取向。从 20 世纪初开

始，欧洲和北美开始在学校普及体育教育，尽管体育教育

在不同国家的开展方式有一定差异，但有着相同的开展

价值和动机，这种趋同性普遍反映在不同国家的代表性

教育名著中。例如，德国的教育名著普遍强调对儿童进

行早期体育教育与训练非常必要，良好的体育习惯和运

动技能对于儿童的终身发展将是最有意义的教育刺激。

法国的教育名著倡导体育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学生提

供应对未来生活的身体基础，通过体育活动可以使儿童

秉持共同的思想、规则和精神，为未来的集体生活做好准

备。美国的教育名著指出，丰富的学校体育活动可以抽

绎出学生人性发展中的共同要素，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是学生进步学习和理解世界的基础活动。

现代西方教育名著中对于体育教育的具体方法和内

容层面的指导越来越少，更多的是融合了体育与其他学

科在育人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拓展性地提出了体育发展

的方向和改革的要领。《实验教育学》力图融合生物学、生

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道德和伦理学的规律及规范，

主张通过实验、统计和系统的观察来解决体育教学中的

问题（拉伊，2007）。杜威（2011）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

指出，学校体育的关键在于融合和拓展各类体育资源，为

学生提供科学的锻炼指导和新的锻炼刺激，使学生的体

育锻炼行为和习惯能够持续乃至终身保持，为学生提供

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身体条件和基础。《教育原理》提

出，学校体育教育活动可以促进学生在个性与社会、天性

与环境、自由与纪律、游戏与工作、兴趣与努力、继承与创

新等方面的融合性发展，有利于拓展学校的教育计划和

方案（沛西·能，2005）。《教育与美好生活》提出体育的目

的应是为培养学生具备理想的品性服务，通过体育可以

使学生具备活力和勇敢、敏感和理智的特征，强化学生在

身体、情感和智力方面的融合性发展（伯特兰·罗素，

2017）。《教育之根本原理》主张学校体育要促使学生将健

康的身体、均衡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良好的闲暇修养、

智慧修养融合起来，形成相互关联的综合体，帮助学生不

断适应变化的时代（单中惠，2018）。可见，现代教育名著

中反映的体育教育目的更多的是与教育的人才培养取向

保持一致，维护了教育活动在其价值方面的多维度体现。

学校体育接受专门的教育训练和指导，成为理解教学改

革和创新教学活动的重要学科力量。

现代教育名著中完整的反映了 20 世纪以来体育教育

理念的演变历程，趋向于使学生接受适合且科学的体育

教育和健康训练，经验型和理想型的体育教育思想逐渐

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融合于整个教育体系的有过科

学论证和实验的多元体育与健康教育类型，学校体育的

目的与整个教育的趋向逐步一致，虽然有的著作中流露

出允许学校有权限去调整和改造体育教育方式，但对此

权限均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体育教育成为现代教育名

著中充满活力的热度元素，融合了体育教育的优秀历史

传统，拓展了体育教育的开展方式和生存空间，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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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逐渐脱离了只是“教育附属品”的身份，开始成为完

整的现代教育论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

3 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思想要义释论

西方教育名著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包含了生命与健康的规律、游戏

与体育锻炼的方法、健康与卫生习惯的养成、充沛精力与

饱满情绪的保持、体育教学法的研讨等方面的内容，其要

义可以从健康、游戏、锻炼、保育、教学、军训等 6 个方面进

行阐释。

3.1 崇尚强身健体，健康置于首位

崇尚体育强身健体的功能，是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

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体育与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则是理

解这条主线的重要路径。通过体育的手段，使学生的身

体接受相应的锻炼和训练，进而具有健康的体魄，能够适

应教育活动的节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通过体育和保健的手段获得健康，并且将健康置于教

育的首位，是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健康教育

不仅能使儿童获得今后学习和生活所必需的健康体魄，

而且对于儿童的其他各育也有很大的影响。将健康视为

儿童今后幸福生活的获取条件和事业成功地获得前提，

与目前教育学界所倡导的健康观一致。《教育论》认为，渗

透健康教育的体育锻炼，应该是一条想成为一个真正教

育者的人，必须仔细摸索和深入探究的教条（斯宾塞，

2005）。从教育名著中的健康理念诞生之始，健康教育就

已经作为体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引导和支持体育教育活

动更好地推动学生的身心发展，并且贯穿在各历史时期

的体育教育思想之中。

3.2 创设游戏活动，推崇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是儿童游戏活动的主要类型，关于儿童养护

与教育的西方教育名著，无一例外地对体育游戏的价值、

方法进行了大篇幅的述论。许多名著的作者已经意识

到，体育游戏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直

接影响着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好的体育游戏不仅可以锻

炼儿童的身体，而且可以成为整个未来生活的胚芽（蒙台

梭利，2015）。体育游戏的功能被教育家普遍认同和赞

赏，尤其是在关于幼儿教育的名著中，特别指出幼儿体育

游戏，不仅增强了幼儿的身体力量，而且显示出了精神和

道德的力量，培养了共同的意识和感情（张鹏燕，2012）。

体育游戏是儿童游戏的重要组成，被福录贝尔视为与

语言发展同样重要。体育游戏不仅可以使儿童轻松的练

习和训练自己的运动技能，而且有利于为儿童开拓一条

新的探索周围世界的通道。在体育游戏中，通过合作能

产生的儿童之间真正的友爱（王小溪，2009）。西方教育

名著中对于体育游戏的推崇，还在于其可有效预防儿童

情绪抑郁和生活懒散，使儿童在游戏活动中具备朝气蓬

勃的精神状态和强健的精神及肉体。由于体育游戏发挥

出的独特教育作用，在教师和家长的特别指导下创设的

各类体育游戏，可使儿童能够得到身体、精神和气质的滋

养，发展和表现出儿童纯洁本质的素质与潜力。

3.3 强化锻炼方法，夯实身体根基

由于西方教育名著中各自描述了所设计的体育锻炼

场景和方法，学生们情绪高昂的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

心情愉快的在各类锻炼场景中游戏。专门的体育锻炼时

间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及发展自己的体育兴趣、形成自

己的锻炼方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西方教育名著展现出

的锻炼观来看，将锻炼身体取得的“美观、矫健、轻捷”体

态视为来自学校教育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礼品（彭辉

等，2018）。部分著作更是提倡强化身体锻炼方法，重视

锻炼标准，夯实身体根基，在固定的时间中刻苦的参与体

育锻炼，以便强身健体和保家卫国。

丰富的锻炼方法可以帮助儿童身体的发育和心灵的

发展，《论教育》就专门讨论了儿童在投掷、捉迷藏、荡秋

千、放风筝等活动中，尝试将身体锻炼的不同方法与儿童

对社会的适应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金耀，2019）。部

分著作倡导体育锻炼可以培养勇武、矫捷、雄健、活跃的

公民，并且建议在体育锻炼中取消性别之分，提倡男女锻

炼权利平等。积极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儿童的身体快乐

程度，使儿童成为身体合度、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秉性温

良的有良好身体根基和修养的人（单中惠，1996）。西方

教育名著对身体锻炼的崇尚，秉持的是一种对锻炼所具

有的特定认识，认为锻炼不仅可以增进学生的身体力量，

在锻炼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力量同样值得尊

崇，培养出的集体意识和感情更是值得肯定。

3.4 重视优生优育，探索保教一体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谈体育教育，是西方教育名著中

体育教育思想的一大要义，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从这一视

角阐释体育教育问题的教育名著。亚里士多德（2003）的

《政治学》中就提出，体育需要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下一代

的出生之前就要考虑，以法律规定婚配制度，保证男女在

最适宜生育的年龄生育健康的下一代。曹晓敏等（2014）

的《母育学校》提出，孕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进行经常性

的体育锻炼，还要学习一定的生育和保健知识。探索“保

教一体”的优育制度，主要集中在幼儿教育名著中，倡导

通过优良的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及时引导

儿童做适宜于他们肢体发展的各种运动，使他们尽早形

成喜欢体育锻炼的习惯。

优生的观点早在《理想国》中就已经提出，其中指出，

良好的优生制度和儿童公育制度的建立，是培养未来健

康、勇武、矫健理想公民的前提（柏拉图，2018）。《太阳城》

规定，体格匀称、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健壮的男子

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反之亦然，为的是

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为生育出健壮的下一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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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和基础（康帕内拉，1980）。在优育方面，西方教育名

著中列举的儿童公育、自然主义教育、恩物游戏、保健教

育等方式，都反映出了健康儿童的培育对于未来公民获

得强健体魄和国家普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保育和教育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帮助儿童养成和遵守一定生活规律

与制度的习惯，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并成为今后进行规

范化体育学习与锻炼的基础。

3.5 改造体育教学，丰富教法体系

从古希腊时期教育名著反映的体育教育活动可以看

出，对于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造和变革，是探索西方教育名

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要义的一条重要线索，并形成了相应

的体育教法体系。亚里士多德（2003）的《政治学》指出，

理想的体育教学方法是适宜于具有最良好的体质又最优

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们的最好教练方法。文艺复兴时期教

育名著对于体育教学方法的探讨，集中于探索适合不同

体质学生的不同教学方法，指出了为大部分不需要具备

参加体育竞赛所需运动技能的学生，设置适合他们的程

度较低的体育课程，而且倡导探索适宜于大多数学生体

质的体育教学方法体系，这是因材施教原则在西方体育

教学中的完整体现。

西方教育名著对于体育教学方法的选用也有明晰的

要求，《人是教育的对象》提出，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要

有利于发展儿童的身体活动能力、智力以及想象力，锻炼

并发展儿童独立运动及发现新事物的能力。《爱的教育》

指出，通过运用相应的体育教学方法，使儿童能够深刻的

调整和体会自己的运动行为，并从运动中加深对生活的感

悟，不仅得到体力上的锻炼，还能够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

关系（冯文全 等，2018）。近现代的西方体育教育名著中

透视出，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的形成，使儿童可以深入了解

运动的本质和目的，以丰富的形式感受体育学习对自我身

心的改变，丰富了儿童的体育学习感悟与经验，加深了他

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理解，激发出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

更大兴趣与热情，使儿童了解了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

体育知识与技能，为他们将来的完满生活做好了准备。

3.6 军训联结体育，拓展体育功能

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前教育名著中描述的体育教育，

大部分是与军事训练联系在一起的，体育教育的功能拓

展到了军事训练领域。通过体育锻炼促使公民的身体更

加强健，有目的的习练军事战斗技能，承担抵御外敌入侵

的责任。《理想国》指出，公民要接受体育和军事教育，无

论在国内或国外打仗，得像猎犬一样，一起狩猎，一起追

逐（柏拉图，2018）。《乌托邦》崇尚军事体育锻炼，以便公

民具备保护本国领土、援助友邦、解放在暴君统治下的民

族的能力（托马斯·莫尔，2020）。《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

育》指出，通过军事体育教育，使王子在和平的时期也不

忽视军事训练与体育锻炼，具备勇于为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牺牲自己的精神（单中惠，2000）。由于体育的功能已

经完全拓展到了军事训练领域，使培养雄健、活跃和善于

使用各种武器的战士变得越来越普遍，最终成为忠诚于

国家的勇敢卫士。

体育功能朝向军事领域拓展，使军事训练成为体育教

育的常规内容。《太阳城》指出，每一个太阳城的公民都有

保卫祖国的义务，他们从小就应该进行军事体育锻炼，具

备强健的身体素质，能够使用各种先进的武器，掌握灵活

多变的战术（康帕内拉，1980）。《基督城》要求公民从小进

行军事体育训练，学会使用兵器库的武器，能够完成越

野、赛跑、冲锋、格斗等基本防卫任务（安德里亚，2018）。

军事训练与体育教育的联结，是文艺复兴以前西方教育

名著透视的体育教育思想的一大要义，其目的主要是维

护理想中的家园不被外敌侵略，军事体育的训练内容和

体育教育联系在一起，内容相通，方法相同，这与同时期

的战争形态和社会制度关系很大，由于军事训练目标和

内容的大量融入，这一时期体育教育的功能也在不断地

延伸和拓展。

4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特征省思

94 部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思想，既带有一定

的时代烙印，也有其对体育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

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体育对人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具有

鲜明的结构和内容特征。

4.1 寓体于健：健身与保健的领域被扩展和延伸

将体育寓于健康教育之中，是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一

大特征。《理想国》《政治学》《教育漫话》《爱弥儿》《太阳

城》《巨人传》等教育名著更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健

康涵盖健身和保健 2 个主要领域，健身主要通过名著中提

供的各类锻炼方法来实现，保健主要从饮食、卫生、睡眠、

衣着、住宿等方面予以开展，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儿

童产生怠惰、萎靡、迟钝、缺乏生气的现象，转而造就勤

勉、敏捷、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人。

在西方教育名著中，健身与保健的领域被有意识的进

行了扩展与延伸，健身包括了体育锻炼、运动训练、竞赛、

军事训练等和体育有关的内容，保健涵盖了养育、保育、

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生活习惯等领域。各类型的体育活

动被视为促进健康的主要手段，体育的健康功能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强调和拓展，反映了西方教育家们认同体育

与健康在他们所创设的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和作用。因

此，从教育的视野看体育，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成为将来社

会独立的个体打下坚实的身体基础，形成和造就理想的

健康公民，为适应理想社会的工作和实际生活做好身体

和健康方面的准备。

4.2 达德成善：体育的德育功能得到肯定和认同

追求身体、德行、理性和自然的统一，达德成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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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是西方教育名著对体育德育功能的系统总结。从

《理想国》开始，体育就与人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

美德紧密结合在一起。体育使全体公民团结成为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使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能够各安其分、

和谐共存。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名著认同体育可以促进

人的身体健康、精神完整，引导着人的德行取向于正当高

尚，如同趋向至善一般（尹树来 等，2018）。通过体育锻炼

获得的健康体魄，有利于人从事高尚的活动、产生正派的

思想以及形成独立的情感，表现出勇敢的个性。

体育达德成善的德育功能同时也得到了近现代西方

教育名著的肯定和认同。《人是教育的对象》指出，体育教

育实践与学校教育活动对人所发挥的全部影响能极大的

改变人的身心活动的先天特性，刺激形成人的良好德行

（乌申斯基，2007）。体育使国民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

促进国民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渗透于学校教育活动之

中，发展国民的天赋能力，是一个文明国家建设不可或缺

的基础（赵岷，2017）。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

思想，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了公正、博大和人性的观念，注

重指导学生遵循既定的道德规范去开展和参与体育活

动，通过体育教育鼓励学生逐步获得对自己的身体行为、

品德、情绪的有序处理能力，引导学生融会贯通的探索与

领悟体育的德育价值和功能。

4.3 内外兼修：智育体育联系地更加频繁和紧密

关于智育与体育之间联系的论述在西方教育名著中

普遍被提及。《政治学》认为体育与读写、思辨等智育活动

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生产不可或

缺的教育内容；《乌托邦》把培养青少年的身体素养与关

心他们的读书求知视为同等重要；《母育学校》强调通过

体育游戏活动发展儿童的语言、社会和对自己身体的认

知能力；《工作学校要义》指出人类精神的成果大都来源

于身体活动或身体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智慧；《教育原理》

认为各式体育游戏是儿童身体和智力创造性活动的典型

表现。内修智、外修体的内外兼修方式，是对西方教育名

著中体育与教育之间关系特征的最好诠释，使完善身心

与完善情智能够同步进行，使学生具备活力、勇敢、理智

的美好品性。

通过内外兼修，使教育活动在身体上、智力上和情感

上能够以更加适当的方法关心儿童，身、心、情、意等资质

的形成，是教育帮助儿童打开认识世界的钥匙，由教育主

导的、智育和体育频繁和紧密联系的各类活动，是培养具

有活力和理智等特性的社会公民的重要途径。西方教育

名著之所以倾向于对智育与体育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刻的

认识和阐释，透视出教育需要从多方面辅助和要求儿童

体育和智育皆不可偏废，这种认识对于西方体育教育思

想的演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4 由表及里：认识体育的路径逐渐科学和合理

早期西方教育名著对体育教育的认识，无不充满了个

性化的色彩和经验化的倾向，认识体育的路径只停留在

浅层次的书面论证中。到了近代中后期，由于大量教育

名著中开始使用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社会学、计算机

科学等手段研究学校教育问题，研究的科学程度和深入

程度进一步提升，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开始借助科学手段来进行改良和推进。《教育科学

的基础概念》《一个被称为学校的地方》《从现在到 2000 年

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等著作中，主张采用教育实验

的方法来考量包括体育在内的各学科的教育方式对学生

整体发展的合理性，科学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合理性

原则和连贯性原则被大量的介入到体育教学活动中。教

育界对体育教育的认识逐步深入化，浅层次的体育教育

经验逐渐接受改造和变革。教育工作者开始总结科学和

合理的体育教学规律，并从中引申出相应的体育教学体

系，力争使体育教学过程的每个基本成分和环节都能够

科学与合理的发挥育人作用。

4.5 体劳结合：体育与劳动技术教育联结和互融

体育与劳动技术教育的结合，大量的体现在苏联的教

育名著中，这些著作展现的体育教育理论是依据马克思

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提出的。马卡连柯

（2013）的《教育诗》认为，正确处理劳动技术教育与体育

的联结问题，在给予学员健康身心和高级熟练技能的同

时，还可以培养他们成为经营者和组织者所必备的多种

品质。马卡连柯（1997）在《儿童教育讲座》中提出，体力

劳动和体育锻炼的紧密结合，可以有力地决定人的发展，

它们都属于教育的积极因素。苏霍姆林斯基（2014）的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认为，教师组织儿童在野外进

行劳动和观察自然现象，既可以发展儿童的体力和身体

素质，还可以拓展儿童生活与生产知识及能力。巴班斯

基（2007）在《教学过程最优化》指出，劳动教育和身体素

质教育可以统一起来，通过对学生掌握的劳动与运动知

识、技能、技巧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可以及时调整二者

的比例。体劳结合，更多依据的是劳动与体育都需要一

定的体力活动为基础、要为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服务的理

念，这一理念对苏联时期的体育教育乃至我国全面学苏

时期的体育教育理念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倡导体育与劳动技术教育的联结和互融，有其独特的

社会背景作引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 3 部教育名著对

体劳结合的问题也有提及，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工

不是非常专业和明显，因此内容相近和形式相似的体育

与劳动教育有时会被合并在一起提及。苏联时期的教育

名著基本都会提及体育与劳动技术教育的结合问题，体

育被视为激励人创造性劳动的潜在力量，可以诠释劳动

生活的意义，进而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美

的力量（孙晋超，2019）。但很明显，体育与劳动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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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某些关于体力消耗方面的相似点，可由于目的和

指向不同，因此二者存在质的区别。但体劳结合的教育

理念乃至受其指导的教育改革活动却在西方教育史上存

在了很长时间，这也是西方体育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

一大特征。

4.6 并行推进：纪律规则与集体教育跟进和强化

纪律规则和集体教育是西方教育名著呈现的体育教

育内容的延伸部分，与主要的体育教育论述并行推进。

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名著就指出通过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出

遵守纪律和规则的公民，如果一个公民能够持之以恒的

坚持身体训练，并且在任何身体训练中都始终善于选择

正确的行为，他就是一个守纪律和守规则的人（范颖，

2017）。遵守纪律和规则是为了避免学生成为“利己主义

者”，这就要求在学生的体育教育活动中培养他们的集体

主义观念，使学生能够从小就融入集体之中。通过体育

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目的是让儿童明确在社会生

活中“没有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人（原颜东，2017）”。

纪律规则与集体教育并行推进，在体育教育中不断被

强化。纪律规则与集体意识是儿童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受规则和纪律的约

束，儿童在集体体育活动中可以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和承担的任务，进而增强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蒋菠 等，2016）。集体体育活动中的依存和服从关系、

高度尊重与严格要求的原则、集体的作风和传统、纪律教

育等，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锻炼学生的意志，增强其

抵御和战胜诱惑的能力（曾玉山，2016）。虽然西方教育

对儿童个性化的发展持非常支持的态度，但和其强调集

体主义教育的口吻并不相悖。西方教育名著中对体育教

育中的纪律规则和集体主义的推崇，是认识到了纪律规

则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是可以并进的。在集体体育活动

中，严格的纪律规则可使集体体育活动的指向更加明确，

有助于儿童形成善于服从、勇于负责、乐于接受集体任务

的良好品质，逐渐习惯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

在实现集体和团队的目标中健康成长。

5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

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丰富体育教育思想，在不同历

史阶段有其特有的内容特征和结构特点。根据陶水平

（2019）提出的学术思想谱系建构模式和米歇尔·福柯

（2019）提出的学术思想谱系建构程序，按照西方教育名

著中不同历史时代对应的体育教育思想要论，以相应的

名著作为支撑，可以生成西方教育名著中的体育教育思

想谱系，这对于更加清晰的认识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全

貌和发展轨迹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 94 部西方教

育名著的历史分布及要论特点进行总结，以古希腊古罗

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现代时期为时代顺序，

以强身健体论、健康生活论、教学改造论、交叉融合论、全

面发展论为内容要论，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相应著作支持

的基础上，生成了西方教育名著中的体育教育思想谱系，

谱系中的 5 种内容要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分布，有着

丰富的教育内涵和时代特征（表 5）。

表5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

Table 5 The Pedigre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in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时期

古希腊、古罗马

文艺复兴

近代

现代

强身健体论

《理想国》《政治学》

《乌托邦》《母育学校》

《巨人传》《一个基督

教王子的教育》《新大

西岛》等

《教育漫话》《爱弥尔》

《葛笃德如何教育他

的子女》《幼儿园教育

学》《儿童的世纪》等

《实验教育学》《儿童

学的新观念》《教育与

美好生活》《教育漫

谈》《儿童教育讲座》

《教育与自由》等

健康生活论

《理想国》《政治学》《雄

辩术原理》

《乌托邦》《论儿童的教

育》《太阳城》《大教学

论》《母育学校》《论教

育》等

《教育漫话》《爱弥尔》

《林哈德与葛笃德》《普

通教育学》《人的教育》

《人是教育的对象》等

《蒙台梭利方法》《工作

学校要义》《国民教育

和民主主义》《实验教

育学概论》《童年的秘

密》《激进的儿童教育

方法》等

教学改造论

《理想国》《雄辩术

原理》

《论儿童的教育》《大教

学论》《一个基督教王

子的教育》《母育学校》

《论教育》等

《教育漫话》《论人的理

智能力和教育》《俄罗

斯大学计划》《新社会

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

成》等

《实验教育学》《工作学

校要义》《国民教育和

民主主义》《实验教育

学概论》《公共教育》

《激进的儿童教育方

法》等

交叉融合论

《理想国》《政治学》

《乌托邦》《母育学校》《巨

人传》《新大西岛》等

《教育漫话》《俄罗斯大学

计划》《德国教师培养指

南》《十二年度报告》《大

学的理想》等

《教育方法原理》《教育原

理》《美国高等教育》《今

日美国中学》《公共教育》

《教学与发展》《一个被称

为学校的地方》等

全面发展论

《理想国》《政治学》《雄

辩术原理》

《乌托邦》《母育学校》

《巨人传》《基督城》《大

教学论》《新大西岛》等

《教育漫话》《德国教师

培养指南》《普通教育

学》《人的教育》《论民

众教育》等

《经验与教育》《教育理

论与教学论研究》《给

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现代大学的社会责

任》《什么是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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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身健体论是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生

成过程中的活跃论点，其中包含的倡导强身健体、强化锻

炼方法、养成锻炼习惯、塑造强健体魄的观点广泛渗透在

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中。倡导强身健体与塑造强健

体魄表明了西方教育对体育强健身体功能的重视和肯

定，强化锻炼方法和养成锻炼习惯则表达了西方教育界

期望通过良好的体育锻炼与熏陶，使受教育者能够拥有

良好的体育锻炼方式和习惯，进而为个人的终身发展做

好身体准备。

健康生活论展示了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

系生成的又一要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健康理念带有明显

的时代烙印，但都表达出了对于受教育者健康生活的期

许。通过学校教育生活和不同类型的体育锻炼活动，使

学生掌握必要的卫生方法，学会基本的身体保健技能，养

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是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名著中提

及的健康教育的重点。健康生活融合在体育教育活动

中，培养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所需要的各类健康新人，是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生成过程的重要

指向。

教学改造论是基于体育教学的视角，对西方教育名著

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教学要素进行了汇集和总结。打

造不同类型的体育教学体系，变革不同时期的体育教学

目的，都是为更好地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体育教学现状。

各式体育教育理念、方法和内容最终都要通过教学的方

式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西方教育名著中透视的体育教学

方法改造和教学内容变化等，主要指向于促进学生身体

素养与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不同名著提供了多元的体育

教学方法改造方式和变革途径，成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

育教育思想谱系生成的重要教学支撑。

交叉融合论是在体育教育中集合纪律教育、集体主义

教育、规则意识形成、军事训练等内容共同为培养学生服

务的一个重要论点。在西方教育名著中反映的学校教育

的诸多形式中，只有体育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将这些内

容有序地融合在一起，并发挥出它们的最佳教育效果。

各时期的西方教育名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通过

在体育教育活动中融合纪律教育，交叉军事训练，强化集

体主义，树立规则意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成

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生成的重要保障。

全面发展论通过抽绎不同历史时期体育与其他各育

之间的关系，使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在

不同层面和方式交叉结合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交集，

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优质的方法。体育教育活动通过提升学生身心

素养、融入道德教育、结合劳动教育、兼顾智育美育等途

径，助推学生的全面发展。每个历史阶段和不同名著中

对于体育与其他各育联合育人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联合方式和程序，为西方教育名著中

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给予了有力的助推。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既受早期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浸染，也集中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教育思想、早期科学教育思想的特征，使谱系生成的早期

阶段中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谱系生成的中期阶段

对应的教育名著受到绅士教育思想、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的熏陶，对身体解放和健康素养的理解更为透彻，但也带

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空想成分。贯穿于近现代时期西方

教育名著中的要素教育思想、功能主义教育思想、进步教

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和结构主义教

育思想等，通过提供明晰的教育通路，将体育教育与人的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拓展了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

想谱系的生成广度和深度，使其方法更加合理，程序更加

严谨，内容更加丰富，育人效果和推行价值更加明显。

6 结束语

西方教育名著对体育的认识基本都是基于教育学场

域，因此和体育学场域对于体育教育的传统认识相比有

一定差异。作为研究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重要通路，目

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量十分有限，尤其是对近现

代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整理开发力度不够，大量

西方教育名著中蕴含的体育教育思想尚未被完全发掘出

来，空白点较多。由于不同学者对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

教育思想的“剥取”视角和方法不一，一些看似迂阔、不合

时宜、与时代不合拍的体育教育论断中不乏隐含的发人

深思的远见卓识，不应轻易否定和轻视，需要秉持开放包

容、多元互鉴的态度，开展对比甄别与领悟分析，进行理

性的梳理与认识。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亟需从教育史

学的角度对蕴含在西方教育名著中的体育教育思想进行

系统串联和专业分类，开展针对性的分析借鉴和批判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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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contain rich though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in 94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which meet the research conditions, and
constructed the corresponding thought pedigre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ess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in western educational classics can be explained from six aspects: health, games, exercise, conserv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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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of migrant children’s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school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ased on the 2014—2015 data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igran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inactive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is still socially
stratified; 2) the families’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addition, the migrant
children from public schools are more likely active participants; 3) there are diffe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tterns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between rural migrant children and city migrant children.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city migrant children are school
factor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are family structures and social statu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important elements that effect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for migrant children.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quality
polices, and improve the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f rural migrants to curb negative influences.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sports participation; social class;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structure

and military training, which cover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cluding the laws of life and health, the methods of games and physical exercise, the cultivation of health and hygiene
habits, the maintenance of abundant energy and full of emotions, the discus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edagogy, and so on. It has
gradually formed distinct structural features, such as living in health, becoming good, practicing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ombining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activity, and advancing in parallel, which integrates the excellent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pand the wa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living space, guide and sup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better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genealo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deas in western educational masterpieces can be gener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orresponding works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such as the theory of physical fitness, healthy life, teaching reform, cross-integration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which reveals a
new method and path for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educational masterpiece; sports histo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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