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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教育以宪法为依据实行分权制，这促成了美国教育的多元化，受教育多元化的

影响，美国体育学科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美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多样性导致了体育学科体系的松

散架构。美国体育学科发展历程中以人为本、紧扣时代需求、注重学科队伍与学术组织建设等经

验以及学科发展松散混乱、社会公认度低、学科归属不明确等问题，都对我国体育学科发展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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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nstitution based system of power decentralization is implemented fo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boos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

ti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developing in a diversified way, which has re-

sulted in a loose structure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Such experiences as student orientated 

education, contemporary demand closely watched education, and highly regarded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teams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such problems as loose and chaotic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low de-

gree of social recognition, and unclear 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which existed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ll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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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体育是在 19 世纪随着美国工业化、城

市化的发展，并在德国和瑞士体操体系影响下逐渐发

展起来的，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美国体系”

(American System)[1]107。进入 20 世纪，随着美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体育的内涵与目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

国体育学科越分越细，专业化也越来越强，极大地丰

富了体育科学的内容。但随着体育学科的不断扩张，

美国体育学科也面临着困境。在体育学科不断与其他

学科结合产生新学科的同时，其他学科也开始对体育

领域的问题感兴趣，体育学科正逐渐成为各个学科研

究的公共领域。美国体育科学名称概念的混乱也阻碍

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学科难以让公众接受。未

来体育学科该如何发展，也是美国体育理论界面临的

一个重大问题。正如弗里曼[1]348 所说：“我们所面对的

最大问题是：当你成为体育教师、运动专家的时候，

你打算做什么？在你的引导下，体育的发展方向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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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体育学科发展历程 

1.1  体育学科形成初期 

19 世纪是美国社会急剧变化、飞速发展的世纪，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官僚机构分工越发专业化。专

业人员和专业组织的出现催生了一些新兴的职业，对

美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19 世纪以前，美国

的法律执业人员、医生和神职人员还主导着美国社

会，掌握着知识的话语权。美国各大学或学院也只开

设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进入 19 世

纪后，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美国各大学开始开设一

些实用的、以职业为导向的学科，并实行选课制度。

实验科学，特别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对体育学

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主要依

靠医学来建立它的理论体系，当时的体育学科缺乏自

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心。各种理论、观点汇集在“体

育”的名称下，使得体育的学科方向甚是不清。这种

“身份危机”阻碍了体育理论基础的确定[2]。 

1885 年 11 月 27 日，医学博士威廉·安德森召集

了 49 人讨论有关体育的议题，特别是关于德国体操

体系和瑞典体操体系的讨论。从到会人员可以看出早

期美国体育的学科倾向，49 人中有 25 人是医生，并

且大部分是在大学工作。他们为体育知识体系的形成

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体育作为一种职业也被社会接

受。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筹建了美国体育促

进会(AAAPE)。该协会于 1896 年开始出版《美国体育

评论》杂志，直到 1930 年由《研究季刊》接管。1903

年体育促进会更名为美国体育协会(APEA)[3]27。美国体

育促进会及其刊物对体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体育

学科及其理论研究方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美国体育学科研究达到了

一个高潮，大量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大多集中在生

理学和人体测量领域。另外，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领

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以及休闲时间的不断增

加，也出版了一批以研究游戏(play)为主题的图书和专

著，如米切尔和梅森的《游戏理论》、荷兰学者约翰·赫

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二战期间，尽管受战争的影

响，富兰克林·亨利等人在运动生理学领域也作了大

量的研究，特别是在运动学习(motor learning)方面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二战结束后，体育科学研究活动又大

量增加，为了规范研究，美国健康、体育与娱乐协会

(AAHPER)出版了《健康、体育与娱乐研究方法》指南。

该指南指出，尽管体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不

能就此认为体育问题的科学研究已经成熟和稳定[4]。

1950 年 1 月，在关于健康、体育与娱乐研究生学习的

全国会议上，提出了体育的 9个研究领域：历史与哲

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科研设备、身体生长发

育、人体运动分析、运动知觉特征、运动生理效果。 

1.2  体育学科发展期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健康、体育与休闲娱乐的

研究不仅数量上大增，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关于

美欧儿童体质测试的“克诺斯-韦伯”(Kraus-weber)

报告促进了体质研究的发展。该报告显示欧洲儿童比

美国儿童健康(fit)[3]34。1956-1958 年三届《健康、体育

与娱乐杂志》大会都是关于青少年体质的主题。 

    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体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

时期，体育真正从理论上被定义为学科。1960 年 5 月，

《研究季刊》出版主题为“身体活动对人类健康的贡

献”的增刊。主要从运动生理学、社会性发展(心理学、

社会学、历史学)、技能学习、机能形成和康复等方面

论述了身体活动对健康的贡献。运动生理学与运动学

习方面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也更先进，学科定义更

清晰。工程学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

对人体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1962-1965 年，美国体

育学院对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构成组织了研究。至

1966 年，确定了 6个研究领域：运动生理学、生物力

学、运动学习/体育心理学、社会学与体育教育、体育

史与体育哲学、体育运动管理理论。同时设立了 6个

相关小组来发展和理清体育学科基本概念，并大力发

展研究生教育[5]。 

富兰克林·亨利 1964 发表的文章《体育：一门学

科》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体育知识的学术领域

是存在的，它是由不同学科，如：心理学、解剖学、

物理学、生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

的 部 分 知 识 组 成 [6] 。 体 育 是 跨 学 科 的

(cross-disciplinary)，而不是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的

研究领域，对此，他在后来的《体育学科》一文中进

行了详述[7]。1967 年 10 月，《探索》杂志专门作了一

期“学科的性质”(The Nature of a Discipline)专题。其

中，罗瑞克认为体育学科要成为一门学科，不应过于

强调它的应用性，而应强调客观存在的学术性[8]。60

年代，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兴起的体育学术研究热催生

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体育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

社会文化学，特别是开始关注游戏、比赛和竞技运动

(play，games and sport)在跨文化背景下的影响与意义。

“北美体育史学会”和“游戏人类学研究协会”分别

于 1972 年和 1974 年成立。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体育

史开始从编年史的描述性、报道性研究转向历史资料

的解释性分析。对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经济变化、

宗教、民族多元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明显增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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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哲学学会”(1972 年)的成立及《体育哲学杂志》

(1973 年)的发行，使体育的学科建设更加完善。西莱

斯特等人[9]把体育理论研究的重心归为：人体运动

(human movement)、健身(fitness)、竞技体育(sport)和多

理论基础(multi-theoretical base)。正因为体育的多理论

基础，造成了 sport、exercise、movement、athletics 等

概念内涵的重叠，容易产生歧义。以至于范德斯瓦格[10]

认为魏斯的《Sport：A Philosophic Inquiry》一书应改

名为 Athletics。 

1.3  体育学科转型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体育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的位置。

体育科研迅速回归社会现实，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成为

体育学科的发展趋势。虽然美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促

进了体育学科的大发展，但却很难形成一个统一而权

威的学科体系，体育学科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松散状

态。一些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为了取得社会的承认，

开始脱离了传统的体育部，而成为独立学科部门。有

的甚至重新归入传统的母学科，如生物学、医学等。 

尽管如此，美国体育理论界根据科学分类法对体

育学科进行了分类，形成了比较统一的体育学科架

构。有人把体育学科归为 12 大类：exercise physiology、

sports medicine、sport biomechanics、sport philosophy、

sport history、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motor de-

velopment 、 motor learning 、 sport sociology 、 sport 

pedagogy、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Sport manage-

ment[11]；也有人归之为 10 大类：sport philosophy、sport 

history、sport sociology、sport management、exercise 

physiology、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motor de-

velopment、motor control and motor learning、sports 

medicine、sport biomechanics[12]；还有的人归为 7大类：

sport history、sport philosophy、sport sociology、sport 

psychology、sport biomechanics、exercise physiology、

movement pedagogy[1]31。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虽然有

的人把运动医学从运动生理学分离出来；也有把运动

行为分解为运动发展、运动学习、运动控制 3门学科；

还有人把针对残疾人、老年人等人群的适应性体育活

动从运动医学分列为单独的学科；或者把体育管理也

单列为体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但他们分类的依据相

同，即知识体系、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差别在于理

解不同而已。 

 

2  美国体育学科现状与架构 
美国 1791 年《权利法案》第十条规定，“凡本宪

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

州或人民保留之”。由于 1787 年通过的宪法没有提及

教育，据此，教育便成了州或人民的保留权力，也就

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13]。体育

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也因此多元化地发展成为一个

松散的学科体系架构。虽然，美国体育理论界把体育

科学划分为 10 门左右学科，但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

中心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美国两所著名的体育

院校——春田学院和美国体育学院开设的专业可以

看出，美国体育学科专业基本分为三大领域：教育、

健康与休闲娱乐。 

2.1  CIP 目录 

CIP(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分类指

导计划)目录[14]是美国教育部 1980 年颁布的由国家教

育统计中心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该目录于 1985 年和

1990 年修订过两次，2000 年进行了最新一次修订，于

2002 年 4 月最后定稿(CIP-2000)。CIP 目录主要通过

收集、统计、整理有关学科专业目录资料，供相关机

构参考使用，起着指导教育规划、资源配置以及教育

整体布局等作用。形式与我国教育部 1998 年颁布《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相似，但作用与地位却完

全不同。CIP 以学科存在为统计基础，只供大学参考；

而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则是由专家制定，具有指导作

用。从表 1可以看出，CIP-2000 目录主要是在统计的

基础上按照知识体系及社会职业分工进行综合分类

的。CIP-2000 目录里，也没有单列体育学一级学科，

体育相关学科分散到了其他学科门类(见表 1)中。 

2.2  春田学院学科专业设置 

春田学院共有 3个学院，健康、体育与娱乐学院

是负责体育学科方面的教学与科研。该学院设置 3个

部：运动科学与体育研究、体育与健康教育、体育管

理与娱乐。分别授予体育学士、教育学士学位，教育

硕士、体育硕士、理学硕士和体育博士学位(见表 2)。 

2.3  美国体育学院学科专业设置 

美国体育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所体育专科学院，

开设有3个学士专业(运动训练、体育管理、体育研究)，

5 个硕士专业(运动训练、体育管理、运动健康、运动

医学、体育研究)和 1 个博士专业(体育管理)，分别授

予体育科学学士学位、体育科学硕士学位和体育管理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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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 CIP 学科专业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3.1307 健康教师教育 
13 教育 13.13 特种学科与职业教师教育 

13.1314 体育教学与训练 

31.01 公园、娱乐、休闲、健身 31.0101 公园、娱乐、休闲、健身研究 

31.03 公园、娱乐、休闲、健身设施管理 31.0301 公园、娱乐、休闲、健身设施管理

31.0501 健康与体育/健身概论 

31.0504 体育与健身管理 31.05 健康与体育/健身 

31.0505 人体运动学与运动科学 

31 

 

公园、娱乐、 

休闲、健身

研究 

31.99 其他健康与体育/健身 31.9999 其他健康与体育/健身 

51.09 联合健康诊断，介入与治疗专业 51.0913 运动训练/训练师 

51.2309 治疗娱乐/娱乐性疗法 
51.23 康复与治疗专业 

51.2311 运动疗法/运动治疗师 

51.3601 运动疗法与运动教育 

51.3602 瑜珈教师培训/瑜珈疗法 

51 

健康职业与

相关临床科

学 
51.36 运动身心疗法与教育 

51.3699 其他运动身心疗法与教育 
 

表 2  春田学院体育学科学位与专业设置 

学位与专业 
学  科 

学士 硕士 博士 

应用运动科学 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 运动生理学  

 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  

 运动与训练心理学  

运动科学与体育研究 

 力量训练  

体育教师资格课程 适应性体育 运动生理学 

运动与体育研究 高水平训练 运动与训练心理学 

健康研究 运动管理 教学与管理 

 健康/家庭消费科学教师资格课程  
 体育教师资格课程  
 体育教学专业人员许可证  

体育与健康教育 

 体育能力  
户外领导 娱乐管理  
娱乐管理 治疗娱乐管理  
治疗性娱乐服务 儿童生活专业人员  

体育管理与娱乐 

体育管理 体育管理  
 

3  结论与建议 
1)多年来，美国体育界关于体育到底是专业还是学

科的争论，阻碍了体育学科的发展。在美国，越来越

多的人认为体育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学科，但至今

也还有人认为体育只是与教学有关的专业。这虽是学

术独立的表现，但它们的争论也影响到体育学科的发

展，特别是体育教育学的发展，现在美国的体育教师

培训多隶属于各高校教育学院的教师职业培训项目，

且不设学位，只发放教师资格证书。另外，体育作为

学科的公众认可度一直较低，体育学科体系也比较松

散，这阻碍了体育学科的深入发展。 

2)美国体育理论界主要是从科学学对体育学科进

行分类。我国目前关于学科的定义有许多种，但总的

来看，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下定义：第一，是指一定科

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是分化的科学领域，

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下位概念。第二，是指

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

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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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多从第一层面来划分体育学科，即以科学学为

划分的依据。而我国体育理论界则多从第二层面来划

分体育学科，即以教学科研的隶属范围或人才培养目

标为划分的基础。这也导致两国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

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3)美国体育学科的发展面临其他学科的挑战。在

美国，各类学科的发展既独立又自由，这就导致了越

来越多的学科研究向体育领域渗透，体育逐渐成为公

共的研究领域，如不少高校的医学院、管理学院、心

理系分别开设了运动生理学、体育管理学、运动心理

学等相关课程甚至专业，体育学科的发展受到更大的

挑战。 

4)美国众多的体育学术团体为体育学科的发展起

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大量的学术刊物为科研成果提供

了展示的园地。美国许多体育学科都有若干全国性或

地方性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并定期开展地区、国

内、国际的学术交流，对体育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 

5)美国体育学科由最初关注运动的效果及生理反

应，到关注学生的健康，再到关注人身心的整体发展；

从关注少数人群到关注各类人群；从学校领域到整个

社会系统，都体现美国体育学科以人为中心发展路线，

以及学术的独立性。 

6)我国体育学科建设中有把专业，甚至课程当作

学科进行建设的倾向，过多关注某个专业或课程的发

展。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体育学科必然会出现分化甚

于综合的局面，造成学科专业之间各自独立分割，资

源不能共享；人才培养表现出过于专门化，知识面拓

展不开；科研表现出研究方向狭窄，整体效益低下等。

因此，体育专业的开设要与体育学科建设同步，不能

盲目地设置专业，既要避免不顾学科基础，随意上新

专业的草率决策，又要避免不顾社会需求和效益，勉

强上新学科的做法。我们既不能把体育学科与专业对

立起来，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体育学科发展既要

有独立性，又要有统一性。 

7)美国体育学科的发展始终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

主要目标，并十分注重女性、老人和残疾人身体活动

方面的研究，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我国体育学科的

发展目标必须从过去重点关注运动员成绩的提高转向

关注普通群众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女性、老年人和残

疾人的健康，体育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满足各

类人群对体育文化活动日益增长的需要。人类创造的

体育，是人类永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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