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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体育锻炼标准出台的历史背景、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并对这一

标准变迁进行分析，概括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锻炼标准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制

订过程从学习借鉴到自主研制转变；测试内容从体能主导向注重体质健康转变；测试对象由广泛

性到针对性转变；测试手段从纯人工向半智能化过渡；执行态度从自愿性向强制性转变；评价方

法从达标法到评分法转变；标准地位从部门规章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演变过程体现了鲜明的时

代性、健身性、激励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并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提出了持继

发展的对策：正视标准的战略地位、改革标准的管理方法、完善标准的评价体系、提高标准测试

的科技含量、突破标准执行中的传统阻力、强化标准的法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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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the physical exercise standard in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LIANG Heng，LI Jing-bo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launch of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exercise 

standard in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by analyzing the transition of this standard, the authors summed up the 

following patterns shown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physical exercise standard in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changed from learning or referring to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test content changed 

from emphasizing physical stamina to focusing on physical fitness, the test subject changed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the test means transited from purely manual to semi-intelligent, the execution attitude changed from voluntary to 

compulsive, the evaluation method changed from standard meeting method to scoring method, and the standard 

status was lifted from department regulations to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howed such charac-

teristics as vividly temporal, fitness helpful, simulating, flexible and operable. The authors also put forward the fol-

lowing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this standard in a sustainable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ink about the standard’s strategic status positively; reform the standard management 

method; perfect the standard evaluation system; increase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standard testing;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resistances in standard execution; intensify the standard’s legal constrain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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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在不同时期颁布实施了面向

人民群众的《劳卫制》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面向

青少年的《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以及针对学生的《学

生体育合格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 5

个体育锻炼标准。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研究，以史为据，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来

重新审视并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锻炼标准的变

迁，并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这对解决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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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实施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普通人群

体育锻炼标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改善国

民体质状况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干预对

策，提高体育工作的执行力，努力开创全民健身活动

和阳光体育活动工作新局面，真正贯彻落实《全民健

身计划(2011~2015 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体育锻炼标准出台的历史背景 

1.1  1951 年《劳卫制》 

我国的《劳卫制》就是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准

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产生和发

展起来的[1]。1949 年襁褓中的新中国不但面临巩固国

家政权的重任还面临加快建设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艰

巨任务，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只有前苏联等少数社会

主义国家向中国伸出了援手，所以“要学习苏联体育

方面的好的经验”[2]，这就是我国《劳卫制》产生的政

治背景。在《劳卫制》实行的 1951 年至 1963 年这一

时期，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期，建设任务繁重、财

政经济困难，同时又面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复杂情况，广大青少年学生营养状

况不良，体质健康状况差。“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

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

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3]是其产生的社会原因。此外，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体育制度是一片空白，对

于怎样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无经验可循，所以学习引

进苏联的体育制度是其 为现实的途径。 

1.2  1964 年《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和严

重的自然灾害，各地先后停止了“劳卫制”的开展和

推广，至此，“劳卫制”在中国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平导致广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急速

下滑。在这种内外受困的背景下，增强学生体质，提

高运动水平的愿望呼之欲出。许多学校试点性开始推

行自行设立的“体育锻炼标准”。国家体委在 1964 年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根据周总理“劳卫制这个名称

不符合我国习惯”的指示，将《劳卫制》改为《青少

年体育锻炼标准》并向全国发布[4]。 

1.3  1972 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71 年，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

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文革”前 17 年体育

工作的成绩，给广大体育工作者以巨大鼓舞，体育工

作获得了一个恢复时期。1972 年，国家体委提出“关

于试行《体育锻炼标准》的意见”参考文件，1973 年

印发并讨论了《全国体育锻炼标准试行条例和项目标

准(草案)》，1974 年印发了“关于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锻炼标准》的通知”，要求各地试行，1975 年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公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条例》，并在全国施行[5]，这一条例是对体育锻炼标准

实施的具体部署。现行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是在

1975 年的基础上经过 1982 年和 1989 年两次修订，经

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于 1990 年发布施行的，其实施对

象主要是在校学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民健身的需

要，过去的以青少年为评价主体的《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需要补充和完善。从 2000 年起，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组织了以毛振明教授为首的几十位专家，经过两

年多的调查研究，于 2003 年 2 月研制出《普通人群体

育锻炼标准》(试行)，并通过了专家组的鉴定。2003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国

家民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 8 部

委局联合印发了《〈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准〉(试行)施

行办法》，并在全国试行[6]。 

1.4  1990～1992 年《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我国教育方针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体育

课，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并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测验制度。尽管有以上的要求和措施，然而现实的情

况是学生直面升学压力，升学率成为学校办得好坏的

主要标志，所以学生和学校只注重那些与升学有关的

课程，而体育课常常被侵占，课外体育活动受到冷落。

另外，由国家体委制订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

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因此，它在促进学生自觉参加

体育锻炼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好。有鉴于此，国家

教委决定将体育与学生毕业(升学)挂钩，以扭转体育

被轻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局面。于 1990、

1991、1992 年分别颁布了大、中、小学的《学生体育

合格标准实施办法》。 

1.5  2007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其评价方法

太过繁杂并掺杂主观因素，加上“升学率”的影响，

大多数学校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即使实施，其 后

的结果也是水分多多。从 1991、1995、2000 和 2002

年几次大规模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果来

看，学生的速度、耐力、柔韧、力量等体能素质以及

肺活量水平继续下降；超重、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平

均身高甚至不及日本学生。这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

关注，为贯彻落实“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在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亲切关 下，在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下，

2002 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组织编制了《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该标准是《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的补充，是在学校范围内的具体实施[7]。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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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试行后于 2007 年 4 月正式颁布实施并改为《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体育锻炼标准实施概况 
1958 年 9 月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筹备会上总

结我国实行《劳卫制》的情况时说：通过实行《劳卫

制》，新中国体育运动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有

1 亿人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267 万多人通过了《劳卫

制》；22.5 万多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8]。1964 年，中

央正式废除《劳卫制》名称，取而代之的是《青少年

体育锻炼标准》。到 1965 年达到《青少年体育锻炼标

准》的学生人数达 4 280 万人[9]。从 1966 年开始，由

于十年浩劫，《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被迫停止试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从 1975 年批准实施到现在，实

施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1993 年实施《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学校占学校总数的 76%，1994 年底，我国

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格以上的累计为 9.1 亿

人次[10]。2003 年开始试行《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准》

包括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 5 大要素的 25

项评价指标，为一般群众的身体锻炼情况评价提供了

选择性的测试标准。《大、中、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的颁布在较大范围内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促进了

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落实。从这一点上说，基本达

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在实施“标准”情况检查中发

现，公然不执行“标准”的学校几乎没有，但是敷衍

了事，甚至弄虚作假、应付了事的却不乏其数。2002

年以来由《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取代了《体育合格标

准》，全国大多数学校都购置了测试仪器并进行了《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工作，经过几年的测试实践

证明，目前实施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于学

生体质的增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存在问题较多，

和以前相比，达标的难度普遍降低，虽然达标率提高，

但体能却下降；部分项目评定指标不合理、评定学生

健康水平的内容不全面；部分项目不易操控，测试仪

器质量较差，误差较大；缺乏专职的测试人员等。 

 

3  体育锻炼标准变迁路径 

3.1  体育锻炼标准变迁的理论分析 

制度就是一系列规范，体育锻炼标准制度就是对

人们体育锻炼活动效果的约束性要求。随着时间的推

移，各种影响体育锻炼标准制度的因素、制度间的各

种关系和地位会随之变化。在此过程中其功能也随之

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约束功能减弱，也可能是约束

功能增强，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制度

的消亡、产生或者变迁。制度变迁就是指新制度产生，

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它可分为强制性

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政

府制度安排的力量比较大，因此，制度出台时间短，

制度实施时推动力度大，政府的权威能保证制度安排

较好的运行。但是，这种制度变迁不是相关利益主体

通过相互博弈形成的，政府的制度安排有可能是基于

经验而不是根据现实情况，不适应制度环境而出现低

效率的现象不可避免[11]。“劳卫制”到“体质健康标准”

变迁过程就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革的大背景

下，以政府体育部门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

质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政府体育

行政命令和体育法律法规引入和实现。这一变迁过程

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建国

初期，我国政权尚未稳固，为随时作好卫国准备需要

良好的体能和必备的军事技能，而《劳卫制》顺应了

这一要求。随着中苏关系的解体和自然环境影响，人

们为温饱而奔忙，少有闲暇和财力参与真正意义上的

体育锻炼，《劳卫制》也越来越显出它的“水土不服”，

新的《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制度应运而生。随着国

家的稳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民众对体育认知的加深，人们越来越重视体

育锻炼和健康生活，健身成为时尚，更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为顺应民意，更好地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化

地进行身体锻炼，《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适时出台并不

断修改。在《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

民健身条例》等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出台后，相关国

家部委为了落实这些制度政策就必需发挥其制度供给

的职能以弥补原有制度供给的不足，于是催生了《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准》制

度。从《劳卫制》到“体质健康标准”就是从注重体

能到关注体质再到关心健康的转变路径，这一路径的

变化是随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

制度内在的自我“扬弃”过程。 

3.2  体育锻炼标准变迁的规律和特征 

1)变迁规律。 

(1)制订过程从学习借鉴到自主研制。建国初期

《劳卫制》由于是单一化的移植模仿，虽然在当时发

挥了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

国情。而后出台的一系列体育锻炼制度就是根据我国

当时具体实际，较有针对性的自主研制的成果。 

(2)测试内容从体能主导向体质健康转变。改革开

放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中的军事技能类测试逐渐

被体能主导类项目所取代；进入 21 世纪，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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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随之产生与蔓延，人们更注重身心健康的和谐发

展，在测试内容上增加了形 、机能等指标，测试内

容更加注重体质健康。 

(3)测试对象由广泛性到具有针对性转变。《劳卫

制》的测试对象太笼统；《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测试

对象主要针对青少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对象

的年龄分组进一步简化；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对象均为在校学生，且按年级进行测试与评价。 

(4)测试手段从纯人工向半智能化过渡。早期的测

试工作是纯人工操作，误差大；到了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时期，研制出了专门的测试工具和仪器、测试

成绩的统计软件，测试手段趋于科学化。 

(5)执行 度从自愿性向对学生强制性转变。《劳

卫制》对学生没有强制性，只是“应当”达到相应标

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也没有对未达标者

有何处罚措施。《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规定体育不合格

不能毕业；《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把标准测试成绩

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7]。对学生执行体育锻

炼标准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6)评价方法从达标法到评分法转变。1975 年之前

颁布的体育锻炼标准均采用达标法。1982 年后的体育

锻炼标准用评分法取代了达标法。评分法将不同计量

单位测试项目的成绩转化成分数，使不同个体、群体

之间可以进行比较，有利于学生体质的个体差异性比

较，标准的评价方法趋向于科学合理[12]。 

(7)标准地位从部门规章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2002 年之前所实行的体育锻炼标准是由国家体委或

国家教委单个部门颁布施行，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则是由多部门联合研制、出台实施办法并定期

监督检查，其地位不断提升。 

2)变迁特征。 

(1)时代性。各标准从出台目的、测试内容、对象

到实施的过程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印迹，反映出在当时

社会背景下，人民对体质健康水平发展的渴求，测试

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健身性。标准属于推动群众性体育锻炼性质的

一种制度，它是以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

生的健康、增强其体质为主要目标的一种健身型体育

制度[13]。 

(3)激励性。标准实行分组评分评级办法，能调动、

激发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4)灵活性。人因个体差异而与众不同，在施行标

准的过程中对于患病、残疾、特殊体型的学生，标准

有“可以免予执行或适当放宽标准”的优待办法，这

充分体现了其灵活性 度。 

(5)可操作性。每个标准公布以后都出台了具体

的《施行办法》，详细地规定了组织单位、测试时间、

方式、标准、等级以及奖惩制度，这样使得标准有了

具体的操作细则。 

 

4  体育锻炼标准的不足和持续发展对策 

4.1  体育锻炼标准的不足 

现在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我国体育锻炼标准所走

过的历程，发现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并没得到明显的

改善，普通人群体育锻炼缺乏，标准效能呈逐步衰弱

趋势。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制度在

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劳卫制》是舶来品，测试项目和

标准脱离我国实际；《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存在测试

对象的年龄分组繁琐、测试项目不统一而使得操作难

度大，社会的动荡对该制度执行力的冲击；《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仍存在测试替代项目较多，项目选测率低、

虚设项目多，评分标准存在缺陷等[12]；《学生体育合格

标准》的内容包涵《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内容，

两个部门制定的两个标准同时在学校实施，对它们之

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厘清，执行过程中弄虚作假、应

付了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在学校实施中表现

出拖沓应付的 度，及格线偏低、测试仪器质量不过

关、测试成绩可信度不高等[14]。 

4.2  体育锻炼标准持续发展对策 

1)正视标准的战略地位。我国的体育锻炼标准制

度从开始的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的需要，到现阶段的

提高人民体质健康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无不体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体育锻炼标准作为一项

国家基本体育制度，具有一定阶级性，理应更好地为

其阶级服务，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动荡的时期，更要

保持其稳定性，并充分发挥体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

政治功能。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当代，人民优良的体

质健康水平是这一理念的基础体现，所以，在制订和

具体实施标准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战略眼光。 

2)改革标准的管理方法。现行标准的管理方法基

本属行政性管理，然而在面对身体问题复杂化、锻炼

目的多元化、锻炼内容自主化、评价与管理方法科学

化和身体锻炼制度多重化的情况下，当前大众体育锻

炼管理已向个体性、社团性、商业性和行政性互相结

合的多元形式转变[15]。应该明确体育锻炼标准的自身

功能，并重新定位体育行政机构对大众体育的服务和

保障职能，强化和完善体育社团作为大众体育锻炼利

益的代理者角色，改变学校体育中体育行政部门缺位

的现象[16]，加强对老年人、残障人体育锻炼和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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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纳入标准的管理范围。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特点

的标准管理方式，推进标准达标城市、健康之星等评

选活动以激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3)完善标准的评价体系。《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

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军人体育锻炼标准》、

《公安民警体育锻炼达标标准》等一起构成了一个综

合、更加完整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体系，虽然标准的

覆盖面广了，但标准的评价体系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健康标准还应该增加更能体现健康的相关指标，如常

见病、心理、适应能力等方面指标；针对身体素质大

幅下降的趋势，应适当提高标准中身体素质项目的评

分标准；对于选测项目的兼容性程度应该进一步研究，

互代的两个或几个项目在评价某一方面的水平时是否

真的具有一致性。 

4)强化标准的法规约束力。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

期，公众法规还不够完善，法制观念还很淡薄，法制

管理尚不规范，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互相推委

的现象难以绝迹，针对这种情况更要强化标准的法规

约束力。因为标准是国家各个部委制订经国务院批准

实施的，是国家出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体育制度，因

此，在贯彻落实标准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加强监督检查，把这项工作与考核相关领导干部绩效

挂钩，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高度法规

意识，体现标准所具有的国家法规意志力。 

5)突破标准执行中的传统阻力。中国传统文化价

值观念和取向对体育锻炼标准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影

响，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断强化并积淀

成传统文化意识的内核之一，“重文轻武”成了大多数

人的价值取向。目前高考又基本上是以文化分数决定

学生能否升学，因此，家长、学校、社会对学生文化

课的重视，对体育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与排斥，

绝非发一两个文件所能逆转，应该转变传统观念和培

育正向价值取向。面对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现实，

可行的办法是让标准在升学、升迁、参军等人生的

发展重要阶段中占有一定的“分值”，有可能的话，还

可使其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要其不得不引起重视。目

前条件下，我国学生中考已经增加了体育内容，可以

在高考中继续增加体育考试或将标准测试成绩与高考

这一强大指挥棒挂钩，迫使学校重视体育锻炼，必将

有助于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的状况。 

6)提高标准测试的科技水平。标准测试对象数量

庞大，如果只靠人工操作的话，除了工作量大外，还

会增大测试数据的误差，影响评价的客观准确性。面

对这个问题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加大自动化测试仪器和

器材研发步伐，进一步完善标准测试数据的计算机管

理网络系统，做到测试者能自行上网查询测试结果，

并给出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科学化的体育锻炼建

议或运动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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