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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体育观念方面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带动下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进

程，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亡国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以主动的态度学习和传播近代体育，促成了近

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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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国

门，泱泱大国竟然败于蛮夷小国，这不能不令朝野为之震动。

魏源、林则徐等人率先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

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由此而生。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活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变。

体育也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体育观念的变化

中国人体育观念的变化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的。

当时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各国的军事及相

关的工业技术，其中包括军事教育特别是军事体育训练，体

育观念也由此而发生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忻

等人倡导洋务，建工厂，开办京师学堂，组织军事留学，西方

军队与学校的兵式体操因而渐渐传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

市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中，西方的现代学校体育也有

所开展。在这个时候，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是客观

的事实，社会体育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从洋务派大力推行

的西式军队训练来看，便可以知道军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

已不完全同于以前。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办新军、

开办西式军事学堂、出洋考察学习是“洋务诸事”的主要内

容。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军事体育已渐渐传入曾国藩、左

宗棠的湘、淮诸军及后来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军中。

1860 年前后任法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爱棠（Edan）指出：

英国海军上将贺布（Hope）“一直没有放弃以西欧的战术训练

一批清军的想法，以便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使清朝的正规军

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华尔的洋枪队由 1 000 人增加到 2 000
人，部分的实现了这个想法，但是说到对清军起示范作用，事

实证明，如果相信这一点，那是自己欺骗自己。①其实淮军将

领左宗棠在看了华尔洋枪队的身体训练及战术训练后，曾经

上奏建议仿效推行，只是清政府未能采纳。当时湘军、淮军除

了由于采用洋枪因而不得不学习射击之外，其军队的编组及

训练等，仍然一如其他绿营军队，只是军队的家族色彩更加浓

厚。西方的军事观察家也指出：“太平天国时戈登（按：即洋枪

队的首领，美国人）的活动，最少使李鸿章觉得有必要进行军

事改革。但是⋯⋯由于官吏阶级的偏见与保守，这位中国最

有势力的官吏在军事改革方面的成就是如何的微小。⋯⋯至

于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

员的肌肉。中国军队操练的主要项目是：重石头的掷接、快马

射草人、列队操步、吹号角、喊口令。”②
观察家们注意到：士兵们即使在进行队列训练（按：队列

训练是基本体操的内容之一）时，清军的官兵们也是按照自

己的理解只是注意表面队形与服装的整齐，而不考虑步伐统

一；军官们仍然是“从传统战术中培养出来的。”③尽管在旧

军官们看来，西方的兵操与古代的练阵并无二致，然而作为

现代体育组成部分的兵操毕竟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走阵。

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西式身体训练在思想观念上的“容忍”

似乎更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为现代体育在中国军队中找到

了自己的立脚之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当时湘军等采用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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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训练所得实效的影响。

相比之下，倒是当时出国考察的一些洋务官员们对西方

文化，包括西方体育的认识要系统、全面得多。1887 年，奉旨

出洋游历的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在 12 月 21 日参观日本

高等女子学校后的日记中写道：“其学不外汉文⋯⋯音乐、体

操。按体操为学校通例，木器四：曰球铃，曰球棍，曰拿环，曰

当拔耳（长尺余，日本无定名，此袭英语），而女独无当拔耳，

适见体操铃、棍二法。”④这里的四器，即哑铃、体操棍、藤圈

和火棒。我们虽然无法准确知道他对体育的看法，但长期以

来不是教育内容的体育（体操）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一定给

这位二品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在日记中对体操课的

内容作了比其它课程更为详细的记录。

这些事从事例表明：随着洋务派新军、新学等的推行，部

分国人对身体活动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这

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虽然柔弱，但却是不可动摇

的思想基础。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终于激起了戊戌变

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救国保

种。严复曾到英国学习海军，对西方政治、教育也领会颇深，

他在 1895 年 1 月发表的《原强》一文中，首倡力、智、德三育，

称力、智、德三育为国家民族富强的基础，而民之手足体力尤

为重要。他大声疾呼：“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

足体力为之基。⋯⋯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五洲五六十

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⑤此后，优胜劣

汰、适者生存之说风行海内。当时有人评论戊戌变法之后的

社会风气是：“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旧⋯⋯二曰人慕欧

风，多讲求于西学⋯⋯三曰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有

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帅，以研究体育之学。”⑥西

学日进，中学日退，以至于“今日之中国使自知其病犹易，使

自知其可爱则更难。”⑦
由此可见，现代体育观念已成为时代主流而开始左右中

国体育的进程。

2 现代体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2 .1 近代学校体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虽然没有能够成功推行，但是新

学却得以风行于世。世纪之交，在教会学校及新式军事学堂

中，体操已成为必习内容。1897 年，福州利济学堂何炯撰文

称：“近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⑧山东烟台的汇

文书院 1895 年时，因为体育活动过多，每天课间里学生抢球、

夺旗，十分活跃，但却因此被人视为“误人子弟”，以致部分学

生退学以示抗议。⑨由此可见，在这些学校中，体育活动已非

常盛行。进入 20 世纪以后，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清政府不

得不宣布实行“新政”，以图苟延残喘。其中，废科举、兴学堂

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 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

要求广设学堂；1902 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

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 年，正式废除科举；1906 年通令各

省设立体操学堂，从而打下了学校教育及体育制度的基础。

现将有关学校体育的 3 个法令简介如下。

（1）《钦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等人拟定，共分《京师大

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

程》、《蒙学堂章程》等多个章程，这些章程所确立的学制被称

为“壬寅学制”。其中各级学堂必修课目中均包括体操。这

个学制虽然正式公布，但却并未实施。但是它确立完整学校

体系和体育制度框架的功绩不可磨灭。

（2）《奏定学堂章程》。1903 年（癸卯年）由张百熙、张之

和容荣庆等人共同拟定，清政府正式颁行，也包括多个章程，

各项规定较《钦定学堂章程》更为具体，它所确立的学校体系

被称为“癸卯学制”。共分 3 段 6 级：其中初小 5 年，高小 4
年，中学 5 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3 年，大学分科 3 ～ 4 年。

通儒院 5 年。

《奏定学堂章程》对小学至高等学堂课程均规定设立“体

操”课，具体要求如下：

蒙养院游戏：“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随意

游戏者是使幼儿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主诸从之

运动，且使合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

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息。”

初小体操：“其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校正

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正

有礼之习，并当导以一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

高小体操：“提其义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四肢动作敏

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乐群合众、动遵纪律之习，宜

以兵式体操为主。以舒展其心思。”

中学体操：“中学堂体操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

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

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

在进则更教中队体操、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⑩
以上除蒙养院外，各级学校每周体操课均为 3 小时。由

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学校体育的完整体系均已在这个时期中

建立。这个学制一直沿用至五四运动以后，方始正式废止。

（3）学部《通行各省推广师范一名额电》。《奏定学堂章

程》施行之后，普通教育发展非常迅速。据当时官方统计，从

光绪 33 年（1907）到国民元年（1912），学校总数增加了 1.4
倍，学生增加 2 倍，故教师包括体操教师重不足。为此，学部

于 1906 年通电各省扩大师范生名额。电文如下：

各省将军、督、抚鉴：

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亟需养成，故师

范尤要，应请迅将省城师范生名额尽力推广⋯⋯必须设五个

月属卒业之体操专修科，以养成体操教习⋯⋯○11
这个电报不仅解决了体育不足的燃眉之急，而且奠定了

中国体育专业教育的基础，体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地位由

此开始。

2.2 现代军事体育体制的逐步确立

早期的湘军、淮军等，虽然已经使用洋枪，但其军队的组

织和训练仍然沿用旧法。甲午之后，清朝政府采纳了德国人

汉纳根的建议，开始按照西式方法编练新式陆军，先后称定武

军、新建陆军、武卫军。1901 年，清朝政府决定在全国推广常

备军制，在原武卫右军（其余各军已在庚子事变中覆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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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练北洋常备军。1903 年，清朝政府设立总理练兵处，到

1905 年练成 5 镇（相当于后来的军），连同就旗常备军全部改

称北洋六镇。1907 年，清朝政府决定全面裁汰绿营，全面编练

新军，到清朝灭亡时共建成 14 镇，18 个混成协（相当于师）以

及近卫军两协。

这些新建陆全部按西方军队方式组建，全部采用西方军

队的训练内容和方法。其身体训练的内容除所谓兵式体操

外，许多来自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也得以在新军中广泛开展。

据北洋陆军第四镇镇志记载：光绪 32 年（1906）闰四月，北洋督

练处曾派员到第四镇“考察单人教练、器械及活动体操，并抛

球、踢球、拉绳、贯跤、举土袋等，按照军队内务书是否实行。”

○121910 年，驻成都的新军也请求“改建公园”，“设气枪射击场

⋯⋯其余打弹、踢球及体操用具。”○13显然，上述引文中提到

的各种体育活动都是“军队内务书”中规定必须开展的。与学

校相比，军队更具有强制性，因而体育的推行也更具有力度。

现代体育因借助于军队的力量而得以确立。

2.3 现代竞赛制度的初步确立

随着现代体育在学校、军队的开展，各地都先后举行了以

体操、田径为主的运动会。以四川为例：在 1905 和 1908 年，四

川省举行了两次以学生和军人为主参加的省运动会，还有华

阳、重庆、德阳、剑州（今剑阁）、夔州、长寿、云阳、合江、成都、

富顺、綦江等县、市举行了运动会。当时县城人口不过万余人

的綦江县举行运动会时，前往观看的人意竟然超过万人。许

多县市举行运动会的时候，当地政府首脑亲自前往主持甚至

发表演说。○14类似的省、市还有湖南、北京、天津等。1907 年

在南京举行的“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又称“宁坦学界第一

次联合运动会”），参加的学校有 80 多所，比赛和表演的项目

有 69 个。

最能体现运动竞赛体制确立的，是全国运动会的举行。

1910 年，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

会，正式名称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运动会

在南京举行。当时报纸把这一次运动会称为第一次全国运动

大会。这次运动会分为 3 组进行：一是全国高等组分区比赛，

一是全国中等学校组分区比赛，一是圣约翰书院等 6 校比赛。

前两组比赛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 5 个

区为参加单位。竞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 4 项。参

加比赛的运动员共有 140 名，没有女运动员。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于 1910 年 5 月在北京举行。运动会

的组织者是北京体育竞进会，实际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的美

国干事。本届分全国为东西南北 4 部，每部为一个参加单位。

运动员中田径选手 96 人，总数不详。竞赛项目比上届增加了

队球（排球）和棒球两项。

从 1913 年开始，中国参了由中、日、菲三国发起举行的远

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意见改称远东运动

会），表明中国体育已开始融入世界体育的主流。

可以看出，以田径、体操为特征的现代运动会已经成为当

时大受欢迎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同时也表明现在竞赛制度

已经在中国扎根。

3 结论

从西方体育文化的侵入与中国体育方式的变化中，我们

可以看到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期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

（1）19 世纪后期，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带有一种抗拒

和被迫接受的色彩，封建皇权还有强大的力量对西方文化包

括体育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戊戌变法那样声势浩大，自强保

种的呼声那样高，但在实际生活中现代体育的步伐却异常艰

难。

（2）进入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中，中国社会开始以一种主动的态度宣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

技术与文化，包括学习和传播现代体育，落后势力已经不能

利用政权组织抵制西方文化包括体育的传播。因为政府也

已经转而开始宣传并组织实施现代教育和体育。

注释：

①（法）梅邦·弗雷代，1860 - 1964 年的太平军，《太平天国史

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P193。

②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八），上海人民出版社，P433 -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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