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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科学的各学科都是相互交叉地发挥着作用。人类的任何一项实践活动从来

都不是靠某个单一的学科的指导。在新世纪，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更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

合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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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 each discipline is intercross each other in human practical action. Mortal practical actions are not
been finished by single disciplin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humanities social sience so that we car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orward swimmingly in the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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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无论哪一门科学都不可能单

独承担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和任务，只有顺应

科学与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使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

给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科学”不只

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技术，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

文事业，自然科学不引进人文科学就不能突破科学发展的局

限。因此，在新世纪，全社会都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更

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与共同发展。只有

这样，才能使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1 人文社会科学在推动学校体育改革中的作用

体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体育运动的主体———人，本身具有两重属性，一是社会

性，一是自然性。离开了对人的关怀，体育发展不仅会迷失

方向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开了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成果

给人们的体育实践活动提供的物质条件、物质载体，体育目

的的实现就必然因缺乏必要的手段、工具及物质基础而难以

企及。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是人类把握

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存在于人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各

个方面，贯穿于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在人类实践

活动中，各学科都是相互交叉起作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成

果给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物质载体，但如何运

用这种条件，不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所能解决的，需要人

文社会科学的引导。

体育运动是人生命有机体的运动，其自然属性决定了人

的生理组织结构和生理机制是体育运动得以进行的基础，是

直接为改变人的体格、体力、体能以及心理状态服务的。它

的基本手段也是由人体的自然生理规律决定的。发展体育

运动的技术、技能和训练手段必须以人体的生理条件、生理

发展规律为依据。同时，任何体育活动既受一定的社会物质

生活条件的支配和制约，又受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意

识的影响。体育运动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一个国

家、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制定体育运动的战略，进

行体育运动的决策，必须看到它的社会属性。体育运动的二

重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体育运动的自然属性是基础，

体育运动的社会属性是主导。从事体育运动实践和研究体

育运动的发展，时刻不能忽视体育运动的这两种属性及其辩

证关系。①
自然科学由基础理论向应用研究的转化，其成果可以物

化和体现在技术当中。这对体育教学、训练的影响是直接

的。因而在体育教学、训练中，对学生动作学习、掌握的程

度，对生理性、病理性疲劳消除以及运动创伤的防治等问题

的解决，比较偏重于生物学领域，而很少从心理和社会角度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事实上，即使这些看起来是生物学领

域问题，也包含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更何况学习动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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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态度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远不

是自然科学所能解决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类

改造自然的“硬件”，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也许可以称作是人

类改造自然的“软件”，它起到一种支撑、导引、保证的作用，

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隐蔽的，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随着社会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作用会越来越大。因此，

人们要提高对人文社会科学作用的认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日趋复杂，人文

社会科学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现。从生物和其它

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运用到体育实践中，每一步都

是在向人文社会科学靠拢。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似乎是无

形的，但若没有它在这一过程中起支撑和导引的作用，自然

科学取得的成果也就无助于人的发展。人类需要的是趋利

避害的发展，这就需要给科学技术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科

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

‘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

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②因此，如何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

新造福于人类，依赖于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导向，依赖于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及其在全社会形成的文明程度。正确

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正确使用技术的社会机制，是技术促进人

类进步、提高人类福祉的基本前提。

2 人文社会科学缺失与体育实践

2 .1 唯“理性思维”与体育实践的徘徊

现代人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更加不合理

性；教育系统里引进愈多的科技，真正的学习过程愈加罕见，

体育课的所谓“方法”，使学生反而更加疏远体育。现代医院

所用科学仪器愈多，医生离他的病人愈远③。人作为体育实

践的主体需要自然科学解决“真”的问题，但同时也需要社会

人文科学解决“意义”和“价值”问题。

在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历史现象很值得

回顾和反思。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我们的大中

小学体育课出现了一次改革的高潮。一时间许多城市的体

育课都在搞脉搏测定，绘制各种心率曲线图和计算课的练习

密度，做得非常认真，似乎这就是科学④。这种“只要在数学

上，逻辑学是正确的便被认为是真理。价值观及申论事物、

行为、过程、人的本质的真理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被舍

弃一旁。⋯⋯因为他们把精确误认为真理。”⑤在学校期间

长久接受所谓“科学”课程、“科学”理论的熏染，学生终难领

会体育对人类及个人前途的意义。结果终于发现体育自身

存在的大前提都出了毛病。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数字、是精

确，而不是学生的感受、幸福，于是又不断听到“救救学校体

育”的呼声。“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

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

现代人漫不经心地去抹杀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

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生

命悠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

生有无意义。”⑤

在唯“理性思维”的视野和观念的影响下，大中小学体育

课变成了增强体质的简单操练，在这里大多是没有思维和情

感的，只要按着逻辑推理进行操练就可增强体质。“对人的

关怀被对科学的关注所淹没，⋯⋯人实际上沦为技术的附

庸。”⑥并由此剔除掉了的体育内在兴趣，却又要造出或找出

许多这样那样的方法来调动学生的体育积极性。似乎人类

天生眷恋体育的情趣缺乏理性，只有规范在理性的框架内才

是合理的。体育课变成了一种纯生物学的改造过程。体育

实践的徘徊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体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

2 .2 体育目的、手段的置换和异化

我国哲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展的对“实践”和

“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主体性”受到哲学的再次关注，有着

深刻的现实原因。这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失落和

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

系失衡和紧张等问题。

近现代体育的主流是生物学模式，受实证科学观的影

响，并依此为依据的体育实践活动模式影响了体育功能的拓

展及其作用的发挥。正是单纯的生物体育观，造成人们普遍

地对心理、行为和社会因素对健康影响作用认识不足，而且

缺乏系统完整的体育实践活动模式。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只

关注生理负荷、心率、脉搏曲线，却很少关注学生的心理及社

会行为，造成“身愿而心违”，一些心理疾患及不良社会行为

造成的不健康，常被生理上的“健壮”和体育成绩掩盖。有时

生理上的健康也无法做到，单纯的生物体育观不仅无法达到

它的初衷，且严重地阻碍了体育应给学生带来的兴趣和快

乐。对于健康、体育美学、体育价值观及其增进人类对精神

和社会的理解等在体育实践中几乎是空白。这无疑是单纯

的生物体育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而从单纯的生物体育

观向生物心理社会三维体育观的转变不仅是理论思考的需

要，更是体育实践的召唤。

在现当代哲学讨论中，认为现代化的病症在于“科学理

性”超越到生活世界中，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价

值理性”处于被“科学理性”压制的状态。因此，必须大力张

扬“价值理性”，以谋求“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平

衡。技术与科学在当今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它们

实现了对人的统治。这里所批判的，就是技术与科学作为意

识形态全面地控制了人、统治了人⑦。基于对现代化过程中

“工具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对科学理性超越价值理性而造成

人的主体性的迷失与偏颇的批判及鉴于现代人受实证科学

观所支配而失却意义的追寻，主张“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

回归”。⑤
体育现代化是体育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取得的成

果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对体育目

的、地位及作用缺乏彻底、明晰的认识。这个世界仍然是以

人为本的，不可将人这一目的变为手段。如果，体育课变成

对技术、对图形完美的追求，而一个完整的人却消失在这一

追求中，人们参与体育不再是以心灵和本性，而是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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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和对“数字”的认同，人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果

丢弃人文的价值，而乐此不疲的追求“方法”和“手段”，那么，

就终将遮蔽真正的问题并迷失前进的方向，并必将使体育的

真正目的变得空泛而难以实现。不注重人的完整性，而将体

育的发展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道，只求精确、真实，而忽略

价值、意义，人们终将变得日益难以承受，而远离这种忽略或

轻视完整人价值的体育。因此，体育现代化不仅依赖于自然

科学的探索，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和引导。

3 新世纪学校体育改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呼唤

人文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是知识体系，又是

价值体系；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

人们不容易客观地评价它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往往以

“软”和“隐”的方式起作用，而自然科学则往往以“硬”和“显”

的方式起作用。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由于

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复杂性，它的很多学科确实还不像自然科

学发展的那样成熟。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不像科学技术那样立竿见影，人们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

在短时期内其影响也可能不十分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危害极

大。也正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是短时期能显现出来

的，因此所形成的后果也不是短时期就能改变过来的。由此

也更加看出我们提高对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的紧迫性②。

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实证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总是认

为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是被动的客体。教师充当

“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容器”，教师

用“知识”来充满这个“容器”便完成了“教育”。因此，在理论

上把“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

育者施加影响，以期变革、改造受教育者，使其达到教育者预

期目的的活动。这种传统的“教育”含义，存在着巨大的理论

混乱。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偏颇。在体育教学

中存在的强制性、划一性，导致学生主体性丧失。学校成了

学生个性消失的场所，“分数”成了学生的符号。这些都是缺

乏人文关怀之一症结的外在表现。

赋予学生以主体地位，强调在教育中要将学生作为有情

感、有个性、有自我追求的“人”来看待，而不能将他们看作等

同于物般的、被动的、消极的“客体”，这种观念的变革，否定

了单主体教育模式，因而避免了单主体模式中教师的控制、

灌输、强制，以及学生的依附、被动特征，将发展的主动权还

给学生。教师也就一改过去那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

角色，从社会“代言人”和真理“拥有者”的神坛上走下来，融

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这为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主体

性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理论的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学校体育中的主导类型是知识、技能教育。就理想的教

育或完整的教育来说，这是不全面的。应使学校体育不仅限

于课堂体育教学、学校体育课外活动，而且延伸到广阔而又

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使体育不仅限于以教材为中心的

知识、技能教学，而应拓展到人生更为本质的健康教育与终

身教育。把生活作为教育的源泉，把教育作为生活本身，把

学生作为一个有情感、有个性、有自我追求的“人”纳入教育

视野，使人们能从多因素、多视角来考虑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这些在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怀之下是无法做到的。

体育的主体是人，其核心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教育

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的自由与解放是教育本质的、必然

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看，教育是人道的事业，教育实践活

动要体现人道原则。教育在现代的异化，集中表现为人道原

则的丢失。建构起多主体之间充满人道精神的关系，从而唤

醒长期被工具理性所压制的教育的精神。对于纠正现代教

育理念的偏狭和教育实践的失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正是

新世纪学校体育改革对人文社会科学呼唤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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