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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访谈和个案分析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生体育社团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实例研究，

结果表明：建立社团联合会与体育部“双重管理”模式，更有利于体育社团的发展，体育社团的

多种组建方式为体育社团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体育社团将是大学体育课外活动的主要载体，

“联合式”体育社团组建方式是“体教结合”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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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inter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authors made a case study of the ways of operation of sports 

associ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estab-

lishing a mode of “double management” by association league and sports department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

velopment of sports associations; multiple ways of establishment of sports associations provide sports association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sports associations will be the major carrier for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

tivities in universities; the way of establishment of “united” sports associations is a new attempt for “combining 

physical exercise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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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异军突起，在促进学

生参与体育活动、掌握运动技术、培养体育兴趣、养

成运动习惯、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积极推进‘阳光

工程’，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论坛”上指出：“当前

大学在校生较多，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中带领学生锻

炼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提倡体育俱乐部制。”[1]《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也明确要求：

“为了更好地实现体育课程目标，应当使课堂教学与

课外、校外的体育活动有机结合，加强学校与社会紧

密联系。要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

炼、校外(社会、野外)活动、运动训练等纳入学校体

育，形成课内外、校内外有机联系的课程结构。”[2]可

见，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发展方向。 

我国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虽然发展迅速，但不同地

区、不同学校学生体育社团的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

许多不足。一是体育社团管理滞后，制度不健全，缺

少监控。在业务上缺少体育部门的管理和指导，社团

干部能力不强，内部管理松散。二是社团缺乏发展规

划，活动内容单一。三是活动经费不足，缺少活动场

所。四是校际间联合和社会活动参与程度低。如何对

学生体育社团发展进行引导和有效管理，是急待解决

的问题。多年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始终把发展学生

体育社团作为课外体育活动的突破口，在体育社团的

组建模式、管理形式、活动方式、与社会体育组织协

作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形成了特色。本文试

图通过对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体育社团的实例研究，为



 
72 体育学刊 第 15 卷 

 

我国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建设提供参考。 

 

1  体育社团管理的措施 

1.1  主动参与管理，建立“双重管理”模式 

《上海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高

校学生社团受所属院校党委的领导。各高校团委受党

委委托，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等职能

部门的支持下，负责指导校内学生社团的日常管理工

作[3]。为此，我校团委专门成立学生社团联合会对学生

社团的日常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管理。体育社团又不同

于其他类社团，在体育场地、器材、技术、竞赛等方

面，更需要体育部的指导、支持与协助。为此，体育

部主动承担起对体育社团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发挥资

源优势，形成体育部与社团联合会齐抓共管的“双重

管理”模式，并由体育部安排分管领导对体育社团的

组建、社团规划、社团活动、场地使用、社团评比、

体育器材、竞赛裁判等进行管理、支持和指导。对“竞

技水平”突出的体育社团，则作为学校“特色”由体

育部重点培育。 

1.2  加强制度建设，确保社团规范发展 

为了使体育社团工作有章可循、有序发展，我校

制定了体育社团的各项制度。一是体育社团的规章制

度，如：《大学生体育社团管理办法》、《优秀体育社团

的评比办法》、《体育社团体育场地使用管理规定》等。

二是体育社团活动规划，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社团活

动规划，如：招新活动、迎新比赛、欢送比赛、联赛

等安排。这样的活动内容都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

来，每学期均按照计划执行。三是社团负责人培训制

度，社团联每年对社团负责人进行一次培训，内容包

括：团委领导报告、优秀社团经验介绍等。四是社团

检查评比制度，社团联合会每学期对全校所有社团进

行评比，被评为“明星社团”的负责人有资格被推荐

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团干部”。体育部

也根据体育社团参与和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对其进行

评比、表彰和奖励。 

1.3  整合内外资源，提供社团活动保障 

指导教师(教练)和体育场馆是体育社团运行不可

缺少的两大因素。缺少教师指导的体育社团，组织管

理和社团活动处于松散状态；没有体育场馆保证，体

育社团活动也无法开展。我校采取内部资源与外部资

源整合的办法，解决对体育社团的技术指导和体育场

地的问题。内部资源是体育部发挥内部优势为体育社

团指派教师和提供固定的体育场馆活动时间，解决体

育社团技术、战术和社团发展规划、活动安排、比赛

组织、裁判工作和活动场地问题；外部资源是通过开

发社会资源满足体育社团活动的需要，由体育部或社

团外聘高水平指导教师和通过与社会体育实体合作，

以优惠的价格，提供场馆给体育社团使用。例如高尔

夫社团，通过上海市高尔夫一杆进洞有限公司与高尔

夫球场合作，帮助学生体育社团解决指导教师和体育

场馆不足的问题。 

1.4  多种组建方式，拓展社团发展空间 

在体育社团的组建方式上，我们解放思想、大胆

尝试，实行多种形式组建社团。目前已经形成多种形

式组建的体育社团。联合式：就是以“社会力量”与

学校联姻的方式弥补校内资源不足。如跆拳道社团是

体育部与北京宁宇博力跆拳道馆合作，负责人是大众

跆拳道国家队主教练、国家跆拳道示范表演团领队、

全国大学生体协跆拳道推广部负责人。与其联合发展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可以使普通大学生得到高水平教

练的指导。又如，高尔夫体育社团与上海市一杆进洞

有限公司合作。在理论培训、技术指导、教学资料、

器材赞助、室外练习场地等方面获得支持。指导式：

如排舞社团，直接接受上海市排舞专业委员会指导，

现拟筹备上海市大学生排舞训练基地，为排舞社团的

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独立式：如十二码足球社、轮

滑社、武术社团等在社团文化、管理模式、活动内容

与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2  体育社团取得的成效 

2.1  体育参与人数增加，学生体质增强 

由于学生喜欢以社团的形式参与体育活动，体育

社团发展迅速，截止至 2007 年 12 月全校已经有 20

个学生体育社团，参加体育社团的人数也逐年增加。

目前，在册登记社团人数达 1 593 名，参加体育社团

学生占全校学生人数的 15.00%，占 1、2 年级学生人

数的 34.63%。参与体育社团举办的各项体育竞赛的人

数占学生总数的 50.00%左右。 

随机抽取我校体育社团、非体育社团男女学生各

120 名与全国大学生体质测试情况比较，参加体育社

团的学生的肺活量、800 m/1 000 m 跑、立定跳远的多

数指标超过非体育社团的学生和全国 5 部委(教育部、

卫生部、科技部、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全

国学生体质测试的结果[4]。 

2.2  掌握运动技能，提升竞技水平 

一方面学生通过参加体育社团既掌握了运动技

能，又提高了运动能力，同时养成了运动习惯，为终

身体育奠定了基础，如：武术社团 3 年内有 310 人次

通过二段和三段的考级；跆拳道有 76 人参加段位考

试，使普通的学生有机会获得“专业体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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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育社团活动也提升了学校的竞技水平。长期以

来，依托体育社团培养了一批体育成绩优秀的学生，

带动我校竞技水平的提高。如跆拳道代表队于 2007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跆拳道品势比赛中

男女队均获得一等奖；2008 年获首届上海高校跆拳道

比赛品势比赛团体冠军，囊括男子有段组前三名，女

子组二、三名的好成绩。网球社团 2007 年、2008 年

连续两年获得“爱力信杯”全国大学生网球华东区比

赛亚军。 

2.3  锻炼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由于体育社团是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团，

由成员自己筹划社团工作，组织社团成员参加体育锻

炼，参与学校体育节组织、校运会宣传、仪仗队训练、

大型团体操排练、体育文艺表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管理、交往能力，也培养了团

队精神和体育素养。几年来，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每学期参加一个或两个体育社团的活动，部分学生还

兼任业余教练，还有社团负责人获得上海市学生创业

免息贷款注册成立了体育文化公司，体育社团进一步

培养了学生的体育兴趣，使学生掌握了体育技能，为

实现终身体育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

服务社区体育活动发挥体育骨干作用做了准备。体育

社团已经成为我校体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也成为体育社团成员锻炼能力、提高素质的极佳场所。 

2.4  通过社团活动搭建交流平台 

体育社团既为学生提供施展才华、锻炼能力的机

会，也为学生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组织体育社

团活动，给校内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

同社团的学生创造了沟通的机会。为进一步落实我校

“以创建校企结合的学生培养模式为重要办学特色”

的目标，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企

业进行体育交流和参与社会公益体育活动，甚至已经

毕业的社团成员仍然回校参加体育社团的活动。同时，

校友也为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实习、就业等发展机

会。体育社团曾多次组织优秀学生参加全国、全市大

型社会活动，如：参加第 48 届世乒赛、网球大师杯赛、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世界特奥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

志愿者服务。网球社与 HEAD 公司合作举行“埃米里

奥-桑切斯中国行”网球指导活动，使松江大学城的

网球爱好者有机会与世界级大师亲密接触，极大地丰

富了校园体育文化。 

 

3  经验与启示 

3.1  “双重管理”模式符合学生体育社团的发展需要 

体育社团活动离不开体育场馆、体育器材、竞赛

裁判等，其特殊性决定体育部必须参与学生社团的管

理。建立学生社团联合会与体育部齐抓共管的模式，

更有利于体育社团的发展。学生社团联合会主要负责

对体育社团的审批、活动资料收集、财务审核、社团

评价的管理；体育部主要负责体育社团的组建、场地

器材的提供、技战术指导、竞赛裁判指导、政策支持、

分配组织校内外体育活动、社团评比等。社团联合会

每年组织一次社团负责人培训，每学期召开两次社团

例会、举行一个社团活动月。每学期评比出“明星社

团”和“创明星社团”。学生社团联对社团管理建立制

约激励机制。体育部为学生提供 1~7 次/周的固定活动

时间，提供体育器材设备，对社团平时的活动和竞赛

活动进行指导，定期召开会议布置活动内容，为社团

提供参与体育节、运动会的宣传、组织、表演以及社

团评比、表彰和奖励等机会。实践证明，建立学生社

团联合会与体育部共同管理体育社团的模式是有效可

行的。 

3.2  体育社团将是大学体育课外活动的主要载体 

学生体育社团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

发展的群众性组织，它们更了解学生，组织活动与方

式更符合学生的特点，活动时间更加灵活，项目可以

自由选择，完全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深受学生欢迎。

因此，学生愿意参加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反之，对

于学校统一安排的课外体育活动，由于受场地、时间、

内容的限制，往往达不到良好的锻炼效果。体育社团

为学生提供了“我要学”的体育活动平台，对学生掌

握和提高运动技能、养成运动习惯，培养学生的终身

体育意识，都有良好的体育教育作用。不论从参与的

积极性，还是参与效果方面都有较好的成效。因此说，

体育社团是大学体育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甚至可以

推断体育社团是未来大学体育的主要载体。 

3.3  学校与社会社团联合是“体教结合”的新尝试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获得竞技成绩的主要途径之

一是“招高水平运动员，办高水平运动队”，将专业运

动员通过特招的方式引进到高校，为学校获得“运动

荣誉”，这种“体教结合”的形式是众多高校采用的模

式。我校则采取学生体育社团与社会体育社团(体育实

体)联合，发挥社会社团教练员的资源优势，解决高校

高水平教练欠缺的问题，促进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发

展。这既是学校体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具体举措，也

是学校提升运动水平的新途径。这种在“原生态”的

基础上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做法，是高校“体

教结合” 的新尝试，是学识与技术、智力与体力、思

想与品德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业与体育”

的共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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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立大学城体育社团“联合组织”促进社团的发展 

针对大学城各高校学生体育社团联合组织开展活

动程度低的现状，应该尽快建立大学城学生体育社团

联合总会和大学城单项体育社团联合会，打破校际壁

垒，发挥大学城体育资源的优势，加强大学城学生体

育社团活动的整体规划和运作，拓宽体育社团的活动

空间，促进大学城学生体育社团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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