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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维度与核心要素，解读维度确定、要素取舍的合理性

和准确性，试图建构中国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研究认为：中国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应由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 3 个维度组成，并具体划分为 6 个要素，体育精神包含体

育情感和体育品格；运动实践包含运动能力和运动习惯；健康促进包含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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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dimensions and core elements of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core 

makings, interpreted the rationality and accuracy of dimension determination and element selection,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hinese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core makings should consist of such 3 di-

mensions as sports spirit, exercise practice and health promotion, which are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6 elements: 

sports spirit includes sports emotion and sports characters; exercise practice includes exercise skills and exercise 

habits; heath promotion includes health knowledge and health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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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教育发展总趋势的推动下，国际上教

育界不约而同地探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命题，而

且，很多国家已经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最终

目标和最佳答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

(EU)分别推出素养等式和核心素养参考框架，林崇德

团队研制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也已经出炉，

说明国内外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时，多数已聚焦在核

心素养上。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各

个学科需从自身学科价值和特性出发，构建具有学科

特征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就体育学科而言，构建学

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是大势所趋。只有明确了学

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内容体系，进一步深化体育课程

与教学改革，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

需求。目前，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研究还刚刚

起步，高中课标组专家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

行为 3 个维度建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姜勇等[1]

提出，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包含 3 维度 9 要

素的框架：人与工具(体育理论知识、运动技能、体育

创新)；人与自己(健康体能、心理健康、体育意识)；

人与社会(社会适应、迁移能力、体育道德)。 

综合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素养等式、欧盟核

心素养参考框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以及部

分学科研究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的维度和核心要素的确定，还不够完整和精准。

因此，本研究基于体育学科的特殊性和素养的本质特

征，对中国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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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厘清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与外延，以及

维度与要素的内部关系，以期更好地指导体育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 

 

1  构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依据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不能凭空想

象，也不能照搬或机械模仿其他学科。因为体育作为

操作性知识，具有学科的特殊性。而且，国家对体育

又十分重视并提出了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再加

之《“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建构完整

的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有着较为明确的理论基

础和政策依据。 

1.1  欧盟核心素养框架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

系建构提供重要参考 

核心素养与终身学习战略是欧盟各项教育计划与

政策的两个基本点。21 世纪初，欧盟首次提出，将发

展核心素养与终身学习相结合，学前、义务教育阶段

发展核心素养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成人通过终身学

习来完善和更新自身的核心素养。可见核心素养是一

个动态发展且伴随终身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在人生的

某一阶段完成并终结的过程。欧盟核心素养主体由知

识、技能和态度 3 个维度组成，核心素养要素集中在：

使用母语交流、使用外语交流、数学素养与基本的科

学技术素养、数字素养、学会学习、社会与公民素养、

主动意识与创业精神、文化觉识与文化表达等 8 个方

面[2]。欧盟核心素养框架为欧盟教育与培训系统确立了

一个以素养为核心的目标体系，并使得欧盟各项教育

与培训政策和计划有了统一的“顶层设计”。各成员国

的教育政策制定，特别是课程改革，也因此有了可供

参照的框架和方向，各成员国在发展本国教育的基础

上实现与世界发展同步。欧盟核心素养内容所传达的

课程理念，突出表现在由强调学科内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习得的分科课程，到强调学科间的互动、共同发

展核心素养的课程结构的改变，以及新的整合型课程

(或单元)的建立。这对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尤其对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的确立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学科内向学科外转化的课程结构

的巨大变化，使得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不能仅

仅确立在单一的运动技能学习和掌握上，而是要从人

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完整构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框架。 

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素养等式为学生体育学

科核心素养体系建构奠定理论基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1997 年启动“素养的界定

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2003 年出版了《核

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2005 年发布

《核心素养的界定与遴选：行动纲要》，率先提出“核

心素养”结构模型，试图解决“21 世纪培养的学生应

该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才能成功

地融入未来社会，才能在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同时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3]。并通过 9 年的研究，推

导出一个经典的素养等式，即：素养=(知识+能力)态度。

这一等式表明，素养不单纯等于知识，素养也不单纯

等于能力，一个人素养高低，除了知识和能力两个关键

要素，更离不开态度的决定作用。态度在等式中的特殊

位置告诉我们，假如态度是个负值，知识越丰富，能力

越强，素养就会越低。相反，假如态度是个正值，知识

越丰富，能力越强，素养就会越高。因此，在建构学生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时候，其核心内容也要包含与

体育学科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态度 3 个方面。 

1.3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为学生体育学科核

心素养体系建构明确了方向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于 2016 年已经发布，是由

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率领全国相关专

家学者历经 3 年的研究成果，包含文化基础、自主发

展和社会参与 3 个维度，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

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6

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 18 个基本要点。其中，

文化基础，重在强调能习得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涵养内在精

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发展成为有宽厚文化基础、

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而自主发展，重在强调能有效

管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认识和发现自我价值，发掘

自身潜力，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成就出彩人生，

发展成为有明确人生方向、有生活品质的人。社会参

与，重在强调能处理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养成现代

公民所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增强

社会责任感，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个人价

值实现，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发展成为有理想信念、

敢于担当的人[4]。这些维度围绕着知识与技能学习积

累，自主有效管理实现自主发展意愿，以及增强社会

责任感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元化综合体现。由此

得到启发，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也要

以高站位、宽视野、促发展为基本思路和方向性引领。 

1.4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27 号文为学生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体系建构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以下简称

27 号文)中强调：“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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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也明确提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体魄强健。”[6]由此看来，不仅国家对学校

体育高度重视，而且，构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

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将能发挥

其重要作用。27 号文中还明确提出“以培养学生兴趣、

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线”。

这些明确的要求更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要素

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1.5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学生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体系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非常重视并强调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并明确提出“塑造自主自律的健

康行为”“要强化个人健康责任，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引导形成自主自律、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有效控制影响健康的生活行为因素，形成热爱健康、

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社会氛围”以及“建立健康知

识和技能核心信息发布制度，健全覆盖全国的健康素

养和生活方式监测体系。建立健全健康促进与教育体

系，提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从小抓起，普及健康科

学知识。”[7]由此可见，《“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在强调健康优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前

提下，更加强调了强化学校健康教育，注重健康知识

的传授和健康行为的引导，使健康促进得到应有的保

障。因此，学生全面发展的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中，确

定“健康促进”这一维度，显得尤为重要。 

1.6  体育学科的独特性对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

系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明

确了课程性质，即“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学校课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课程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学

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增进

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

的课程。”[8]该课程呈现出“基础性”，强调培养学生掌

握必要的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养成体育锻

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为终身体育学习和健康生活

奠定良好的基础。更突出“实践性”，课程性质中强调

的“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是要通过体育与健康学

习、体育锻炼以及行为养成，提高学生的体育与健康

实践能力。体育学科自身的性质给我们构建学生体育

学科的核心素养维度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思路，即“运

动实践”和“健康促进”相关能力的培养可以作为学

科核心素养的两个重要维度。除此之外，课程标准中

明确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第 2 条“激发学生运动兴趣，

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重点提出了“引导

学生体验运动乐趣，提高学生体育与健康学习动机水

平；重视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责任感的教

育，培养学生刻苦锻炼的精神，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体

育活动，基本形成体育锻炼习惯。”为此，学生体育学

科核心素养体系建构之重要维度“体育精神”的培养

便可以初步确定。 

 

2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与核心要素的确定 
2.1  三维度的确定 

通过对构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依据的综

合分析，参阅已有对核心素养研究的文献，又对全国

部分知名专家、学者和教研员、一线教师的访谈后，

认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可以初步理解为体育与健

康素养，可以具体化为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

进 3 大维度。这些维度的确定依据，来源于国际教育

发展的潮流、政策导向或是课标规定以及受访者的共

识，而且，从体育学科教学的功能价值体现看，这 3

个维度都能够在学科教学和学生的多元化培养中得以

实现。其中，体育精神，是体育学科所特有的培养目

标和学科培养价值体现，也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

运动实践，重点集中在学生运动实践能力的形成上，

一旦学生具有了运动实践的能力，不仅终身参与体育

锻炼有了重要保障，而且，还能够为学生健康发展打

下良好基础。健康促进这个维度，与运动实践相似，

也主要集中在能力上，尤其是促进健康的能力，通过

体育学科的学习，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力，身心健康就

有了保障。为此，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这

3 个方面缺一不可。 

2.2  六要素的确定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确定以后，还需要对 3

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即每一个维度包含哪些核心要素。 

1)体育精神及核心要素。 

体育精神是体育的整体面貌，是公平、公正、公

开及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反映，是体育的理想、

信念及体育知识、体育道德、体育审美水平的标志，

是体育的支柱和灵魂。体育精神包含体育情感与体育

品格。体育情感指学生在课内外体育活动中产生的持

续、稳定的态度体验，表现出对体育的热爱，尤其对

体育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能提升参与水平。体育品格

是体育的品德和人格特征，如遵守规则、尊重裁判、

勇敢拼搏、刻苦锻炼、互相激励等。体育精神是培养

运动实践、健康促进能力的前提和保障。 

2)运动实践及核心要素。 

运动实践是构成体育素养的关键维度，指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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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事体育活动。由运动能力

和运动习惯两大要素组成，运动能力既包含走、跑、

跳、爬、翻等基本运动能力，也包含篮球、足球、游

泳等用于比赛或日常锻炼的专项运动技能；运动习惯

是运动的惯常行为，是通过不断参与体育活动逐渐养

成而不易改变的行为，如每天下午坚持打球，或每周

固定几天按时锻炼等。如果学生拥有运动能力而未养

成锻炼习惯，所掌握的运动技能就难以发挥促进学生

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作用。就素养的培育而言，掌握运

动技能与养成锻炼习惯同等重要。 

3)健康促进及核心要素。 

健康促进是促使人们维护和改善他们自身健康的

过程，这是《渥太华宪章》中的明确表述。另外，世

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伦特兰在 2000 年的第 5 届全球

健康促进大会上对健康促进做了清晰的界定：“健康促

进就是要使人们尽一切可能让他们的精神和身体保持

在最优状态，宗旨是使人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在健

康的生活方式下生活，并有能力做出健康的选择。”[9]

健康促进可以看作一个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促进健康

的基本条件保障，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即健康知识和

健康行为。其中，健康知识是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是能否做出良好健康行为的前提。健康知识掌握多

少，对健康促进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别。健康行为多指

有利于促进健康的良好行为，人们为了增强体质和维

持身心健康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当然，有时，也会有

一些人做出健康不良行为，培养学生的健康促进能力，

就是要强化健康良好行为的培养。 

 

3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及关联性 
3.1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 

框架多指结构形式，而体系重在完整性。因此，

考虑到各维度与要素的相互关系，下面以图示的方式

呈现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框架体系(图 1)。 

 

 
 

图 1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9] 

 

从图 1 可以看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中，

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 3 个维度既有一定的

层次性又协调统一，从精神层面到身体活动，最终指

向健康。但又各有侧重，体育精神表达的是情、品双

育，重在“育”，强化“情”与“品”的培育，突显育

人价值；运动实践表达的是能、习相随，重在“随”，

强化“能”与“习”形影不离，强调运动习惯不可缺

失；健康促进表达的是知、行合一，重在“合”，“知”

与“行”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健康。 

3.2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关联性 

    1)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的关联性。 

之所以将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确定为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 3 个维度，其主要根源在于

3 维度不仅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体育与健康的知

识、能力与态度的集中表现，而且，3 维度之间存在

着必然的联系。培养学生拥有体育精神，是其他两个

维度顺利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如只有对体育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才有积极参与运动的欲望和恒久性，并逐

步养成习惯，从而促进健康。而运动实践，是体育精

神的显性呈现，也是最终促进健康的关键和桥梁。就

健康促进这一维度而言，既是人们拥有并保持健康的

积极行动，也是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目标性维度，也

就是说，体育精神、运动实践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身

心健康发展。3 维度的层次递进性和目标统一性是学

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基本框架之精髓。 

2)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要素的关联性。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中的 6 个要素相

互关联，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除了各维度内部要素

表现出“情品双育”“能习相随”和“知行合一”的内

在联系外，6 个要素也是相互促进的。实际上，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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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而言，不仅要有一定的知识

基础、能力体现，还要有良好的积极态度。而这 6 要

素中，健康知识是一个学生一生促进健康都必备的；

运动能力是核心素养中的能力层面的要素体现；而体

育情感与体育品格均为良好态度的表现；健康行为与

运动习惯是拥有了一定健康知识、运动能力、积极态

度的综合表达。当一个人有了良好积极的态度，又具

备了一定的健康知识，达到了一定的运动能力，具有

健康的行为和运动习惯，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学生终身

健康发展。这 6 个要素协调统一、稳步发展，体育与

健康素养的培育方能显现并逐步得到完善。 

 

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不只是体育与健康素养

的叠加，而是包含着体育精神、运动实践、健康促进

3 大维度的完整体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

生通过体育学科的学习和课内外的有效衔接性练习，

逐步掌握并形成的有利于学生终身健康发展所需和必

备的体育情感与品格、运动能力与习惯、健康知识与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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