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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课更名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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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学校体育的主体部分———体育课，100 年来，曾经经历了两次更名。第 1 次更名很有价值，

第 2 次更名教训深刻。目前将面临第 3 次更名。通过对体育课更名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认为决策者应集思

广益，科学论证，慎重从事，认为更名为体育与健身课，比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实施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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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thought of renaming of the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YANG Wan-you1，ZENG Xiao-b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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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instay of current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 for regular school-attending student，physical education，as it
is named today，has undergone renaming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the first time significant，the second time a failure.
The educationalists and teachers in related field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time has arrived for the third time nam-
ing. In this thesis it is emphasized that renaming should be done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opin-
ions. After 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thought，the writer puts forward a version tentatively—Physical and body - building
class.
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and body-building class；physical and health class

体育作为一门课程走进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殿堂，始于

1878 年张焕伦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私立正蒙书院开设的“游戏

科目”，至今已有 120 多年历史。1901 年，清政府为了缓和国

内阶级矛盾，宣布实施新政，并于 1902 年、1903 年先后颁布

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在这两个仿照日本的学制中，

正式把体育课（当时称体操科）列为各级各类学堂的必修科

目之一，从而使得体育课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

综观这以后的我国 100 多年的教育史，从清政府制定的《壬

寅学制》、《癸卯学制》，到北洋军阀政府 1912 ～ 1913 年仿效日

本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从 1922 年模仿美国制定的《壬戌

学制》，到国民党政府 1928 年在《壬戌学制》基础上修订的

《戌辰学制》，1940 年公布的《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 1952 年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计划》，到

1990 年颁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可以说，历届政府都认

识到“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梁启

超语），任何一个办学章程、法规，都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内

容之一。作为学校体育的主体部分———体育课，100 年来，曾

经经历了两次更名。目前将面临第 3 次更名，笔者对体育课

更名的历史进行思考，并对面临的第 3 次更名提出看法。

1 体育课更名的历史思考

1.1 第 1 次更名———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从清末开始在学校推行了近 20 年的兵操课，是军国民

教育的产物，是典型的军事训练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体

育课。由于不符合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加上教员大多

由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军人充当，很早就引起社会各界和学

生家长的不满。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思想、新

文化浪潮冲击下，学校的兵操课更是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抨

击，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强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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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许多中国人感到军国民主义没有前途。针对军国民教

育的衰落，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废除兵操课的主张。于是，

1922 年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而制定的《壬戌学制》和 1923 年

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学校的“体操科”更名为“体

育科”。更名后，剔除了机械呆板、枯燥无味的兵士体操，引

进了生动活泼的田径、球类、游戏等体育教学内容，不仅扩大

了学校体育的教学实施范围，受到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欢迎，

有利于增强他们的体质，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而且

使这门课程的内涵提升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课，使其

更符合学校教育的发展规律。因此，这次更名是值得充分肯

定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2 第 2 次更名———体育课改为军体课

有关第 2 次更名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 1 种说法：1969
年 3 月，由于中苏边界军事冲突，全国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

态，“学军”成为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学校一律把体育

课改为军体课，课外活动内容也是军事训练。第 2 种说法：

1969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

教育大纲（草案）》后，全国各地也模仿这个大纲修订了各自

的教育大纲，把体育课改为军事体育课（简称军体课）。为了

便于军体课的教学，各地还编写了军体课教材。全国先后有

天津、陕西、甘肃、北京、辽宁、浙江、河北、青海、河南、山西、

江西等省市编写的军体课教材出版。在此前后，还有许多中

小学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织学生“学工”、“学农”，

“在劳动中锻炼身体”，用劳动课替代体育课。由此可见，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校体育处于极不正常

的状态，用军事代替体育，用劳动代替体育，这是历史的倒

退，违反了教育发展的规律，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发展。所以，这次更名毫无积极意义，损失不小，教训深刻。

2 体育课更名的现实思考

近一个时期，体育界人士都在谈论两个热门话题：一是

今年秋季开学后，全国各地将有不少中学试行体育课更名为

体育与健康课；二是一些大学体育课将逐渐被体育俱乐部所

取代。

面对体育课将要发生的重大变革，有的高等体育专业教

育的负责人着手修订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有的高校体

育教研机构的负责人启动体育俱乐部取代体育课的试验工

作；有的体育教师开始收集资料，做应变准备；有的体育教师

无动于衷，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有的体育教师盲目乐

观，认为自己反正有一技之长；有的体育教师惊慌失措，不知

怎么办好。对此，笔者发表一些个人的想法。

（1）首先要把中学体育课的课程自身建设好。

“改革过去以竞技运动为中心的体育课程、教学过程，建

立和形成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体育与

健康’课程”，笔者举双手赞成。但是，改革应脚踏实地一步

一步地进行，切勿操之过急。要想发展体育课，首先应把体

育课课程自身建设好。

建国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培养中学体育

师资的体育专业教育主干课程教材———《体育理论》、《学校

体育学》都曾明确指出学校体育的教学目的是增强学生体

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指

出：学校体育工作应“以增强体质为主”。这体现了我国学校

体育的教育指导思想。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尽管目前尚存其

它不同认识，有些不同学术观点，但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根本

否定“增强体质”这一教育的总目标、主旋律。

体育课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与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学校

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学生

毕业、升学考试科目，也可以说是学校体育的主体部分。因

此，体育课的目的必须与学校体育的目的保持一致，否则，学

校体育的总目标就难以实现，学校体育的任务就难以完成。

但是，几十年来，评定体育课成绩高低的标准却主要是跑、

跳、投等项体能，简单地说，凡是跑得快的、跳得高的、投得远

的，或者投篮投中次数多的、发球成功率高的，体育课就得分

高、成绩好；反之就不高、不好，基本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体质

增强与否。这样在实施时，自然就既不研究体质与体能的关

系，也不安排课时，测定学生体质状况，事实上误导了广大学

生接受体育教育的动机，挫伤了广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热

情，偏离了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

举，笔者相信每一位体育教师或多或少或迟或早都为此有过

困惑。这种长期普遍存在的体育课成绩评定内容、方法，与

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目的、任务存在很大偏差的不正常现象，

如果不从根本上尽快纠正，体育课改革与发展谈何容易？

既然体育课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为什么不能制

定出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又便于操作的《学生体质考核内

容与标准》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重视，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至于目前许多中学、大学开设的基础体育课、专项必修课、专

项选修课、选项必修课、侧重课、提高课等等，以及用体育俱

乐部取代体育课，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教学形式的变化，并

不是根本的变化。但也说明大家都在动脑筋探索如何提高

体育教学质量，应该给予肯定。笔者还认为，在组织教学形

式上可鼓励各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在考核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制定统一的、科学的

体质考核标准。考试成绩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最终评价，是

一种导向，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它是学校体育的指挥棒。一

个学生体育课成绩好不好，主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体质增强

的状况和程度。体质增强了，健康水平必然相应提高；反之，

健康水平很可能相应下降，因为“健康是体质状况的反映和

表现”。如果体育课成绩高低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学生大

致的体质与健康状况，必将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全体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的热情，尤其能有效地调动体育基础不好、运动能

力不强的学生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体育基础好、运动能力强

的学生积极锻炼，保持良好的体质状态。

以上是笔者认为中学体育课改革必须走的第一步。如

果体育课本身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急于“增容”，急于

去开辟一个新领域，很可能因战线拉得过长，而顾此失彼，使

体育与健康两个方面都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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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更名《体育与健康》课，还是更名《体育与健身》课。

我们把中学体育课长期没有理顺的关系，没有弄清的重

大问题、根本问题，理顺了，弄清了，是不是就可以接着改体

育课为《体育与健康》课呢？笔者认为可能暂更名《体育与健

身》课为妥。下面我们就此进行比较分析。

健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健康教育的过程从而改善、达

到、维持和促进个体及社会的健康状况。其主要任务体现在

以下 4 个方面：首先，建立个人和社会对预防疾病和保持自

身健康状况的责任感；其次，促进个体和社会采用明智的决

策或选择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第三，有效地促进全社会关心

健康和疾病的预防问题；最后，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克服民间风俗中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习惯。《健康教育

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健康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健康测量及

其指标、健康教育与健康行为、健康教育传播模式及教育策

略、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效果分析、健康教育计划

的设计、健康教育计划的评价、社区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

育、职业人群的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吸烟与健康、高血

压病的健康教育、性教育、老年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学》适

用于医学院校健康教育专业和其他相近专业的学生。

健身是指科学地运用身体运动、自然力、生活制度、卫生

措施、饮食、节育和优生等手段增强体质的人体活动过程。

其特点在于以增强体质为目的，不追求运动的外在表现；在

内容、方法的选择上，从追求健身实效出发，讲究最适宜的运

动量和负荷量；在形式上，可根据不同职业的具体情况，灵活

安排锻炼的时间与次数，把评定锻炼效果标准和医学检查相

结合，全面衡量体质发展状况。《健身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

大众健身现象，是反映健身规律的知识体系，其研究内容主

要是：《健身学》的理论体系、人类健身的历史进程、健身目

标、健身规律、健身手段、健身过程、健身运动负荷、健身运动

的自我监督与体质评价、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人群的健身方法

等。它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实现完成学校体育目的任

务的理论指南。

由此可见，《健身学》与《健康教育学》在研究对象、内容

体系上有较大区别，虽然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两门不同性

质的学科。

（3）还是更名《体育与健身》课更好。

我们通过对《健身学》和《健康教育学》两门学科的比较

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说，从整体上讲，以我国目前的中学体育

师资去承担《体育与健康》这门新课程的教学，是有很大难度

的。古人有句话讲得很有道理：羽毛未丰满不能高飞。我们

如果急于更名，只能穿新鞋走老路，徒有虚名，可能体育教不

好，健康也搞不上去，弄得学生怨声载道，难以收拾。

从理论上讲，《健身学》与《体育学》虽然是两门不同的学

科，但是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体育学》也可以

称为《健身教育学》，《健身学》是《体育学》的根本。没有《健

身学》，《体育学》就名存实亡。《体育学》是教育者用《健身

学》的知识、技能、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的学科。《健身学》如

离开了《体育学》，就失去了传播的载体，很难发挥自身的作

用。所以说，《体育学》和《健身学》是两门相辅相成、互相依

赖的课程。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它

们的优势。

通过对体育课更名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笔者认为，如

果中学体育课一定要更名，暂更名为《体育与健身》课，实施

效果可能要好些。其有利因素是体育教师对健身的方法、手

段相对健康教育要熟悉得多，不利因素是对健身理论了解有

限。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有远见，早在 1995 年就把

《健身学》列为体育理论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1997 年又把

《健身原理与方法》列为体育专业教育本科学生选修课程。

据了解，几年来，该校开设的这两门课程，对学生毕业后从事

体育理论学术研究或在第一线从事体育教学工作，起到了重

要的指导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完全可以作为《体育与健身》课程建设国家一级师资培训基

地，定期举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学骨干教师培训班。

各地可通过这些经培训的骨干教师举办二级、三级培训班，

或举办其它形式的培训班。要求全国中学体育教师在一至

两年内，必须参加一次《健身原理与方法》的轮训。这样，《体

育与健身》课的师资问题就可基本解决。在此基础上，经过

若干年的实践和探索，再开设《体育与健康》课，中学体育教

师可能更容易接受，更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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