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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二维视角下中小学体育发展的瓶颈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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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回忆中小学时代的学校体育生活ꎬ 论证制约当今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ꎮ 学校体育发展受制于

学校体育空间与时间环境及社会值观念的影响ꎬ 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又加重社会固有价值观念对个体的影响ꎬ 从

社会环境上限制了学校体育发展ꎮ 另外ꎬ 学校体育发展还受制于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现状ꎮ 如何扩大学生体育活

动场所ꎬ 转变社会体育价值观念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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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以来ꎬ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经济发

展迅猛ꎬ 竞技体育在世界比赛中取得了巨大成绩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ꎬ 展现了中国较强的竞技体育实力ꎬ 表

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育大国行列ꎮ 但是ꎬ 中国学校体育

发展一直不温不火ꎬ 学生体质现状不容乐观ꎮ 学生体质健

康一直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体育部门关心的问题ꎬ 也是

社会关注的重点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ꎬ 国家教育主管部

门十分重视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身体健康ꎬ 学校体育一直

在改革ꎮ
１　 学校体育历史回忆

１ １　 农村学校体育的快乐

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ꎬ 北方的农村地域辽阔ꎬ 环

境淳朴而优美ꎬ 回忆一下小学体育生活ꎬ 印象中没有专门

的体育课程ꎬ 所有的体育活动都是以课余的运动代替ꎮ 课

间十分钟ꎬ 整个校园跑满了学生ꎬ 有的踢毽子ꎬ 有的投沙

包ꎬ 有的捉迷藏放学后ꎬ 整个村庄和田野都成为同学

们的体育运动场所ꎮ 运动内容丰富多样ꎬ 主要以跑、 跳、
投、 爬等为主要运动形式ꎮ 在乡镇读了初中后ꎬ 才第一次

接触到了真正的体育课ꎮ 那个年代的体育课不像现在这么

丰富ꎬ 没有专业体育教师ꎬ 体育课主要以基本的军事体操

内容为主ꎮ 记忆中ꎬ 体育课大部分时间进行队列队形练习ꎬ
最后只留给学生十分钟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ꎬ 甚至更短ꎮ
而大部分学生最喜欢的时间段就是自由活动时间ꎮ 从体育

课的角度看待这种教学模式ꎬ 最大的弊端是造成了中小学

生 “喜欢体育ꎬ 但不喜欢体育课” 的认知态度ꎮ 从现在的

角度回忆ꎬ 与现在的中小学生比较ꎬ 那个年代中小学生的

身体素质反而更好些ꎮ
１ ２　 丰富的校外体育活动

在中学时代的上学、 放学路上ꎬ 从家到学校有三公里

左右的路程ꎬ 要经过村庄、 田野、 河流及树林ꎮ 儿童时代

的他们喜欢跳跃ꎬ 每每经过树林时ꎬ 就会通过助跑的方式

跳起来够树叶ꎬ 并且ꎬ 几个同路的伙伴进行比赛ꎮ 那个时

候的比赛只是一种内心求胜的外在表现ꎬ 没有外在的精神

奖励ꎬ 更没有物质奖励ꎬ 可小伙伴们进行的不亦乐乎ꎮ 他

们只享受跳起后的 “运动高峰” 体验ꎬ 追求谁跳的更高、
跑的更快ꎮ 每到田野ꎬ 就会在松软的田地里进行跳远比赛ꎬ
也把比赛当作一种 “玩耍” 的仪式ꎬ 内心不服输的心理才

是最强的动机ꎬ 他们享受腾空后在空中的滞留感ꎮ 现在想

一想ꎬ 那个时候的他们选择在松软的田地跳远ꎬ 才是一种

最自然、 本真的伤病预防意识ꎮ 每到一段平坦道路的时候ꎬ
他们的赛跑比赛如期进行ꎬ 不管输赢ꎬ 他们都乐在其中ꎬ
而内心最强烈的想法是下一次一定赢他ꎬ 在这种强烈的动

机促使下ꎬ 小伙伴们在没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疯狂地练习

跑步ꎮ
回忆童年时代ꎬ 学校体育开展比较简单ꎬ 场地器材条

件对比现在来讲要差很多ꎮ 学校体育环境的简陋丝毫没有

影响那个年代少年儿童的体育兴趣ꎬ 学生自发组织各种体

育活动ꎬ 采取了另外一种更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寻找体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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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十分钟、 放学路上、 田间地头、 树林中学校的角

落ꎬ 村庄的空地ꎬ 宽阔的田野都可以成为体育活动的场所ꎮ
踢毽子、 捉迷藏、 打土仗、 爬树掏鸟蛋、 河中捉鱼、 跳方

格很多活动至今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ꎮ 在这些形变不

离其宗的体育活动中ꎬ 他们的协调性、 柔韧性、 灵敏性、
速度、 耐力、 力量等身体素质也在自然发展ꎮ
１ ３　 高中学校体育活动

中小学体育活动在自然环境下自然地进行ꎬ 没有要求

和强迫ꎬ 更没有中考体育测试ꎬ 也没有过多的作业ꎬ 这留

给学生充足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ꎮ 后来考取高中ꎬ 来到了

各方面 “更发达” 的县城读书ꎬ 反而感觉没有了空间ꎬ 没

有了时间锻炼ꎬ 他们的目标变得更明确了ꎬ 考取大学ꎮ 班

级之间要评比ꎬ 学校之间要评比ꎬ 升学率成了学校追求的

唯一目标ꎮ 学生每天有做不完的试卷ꎬ 即使有时间锻炼ꎬ
却找不到儿时的体育活动内容了ꎬ 更找不到活动的空间了ꎮ
他们所有的体育活动被体育课 “包揽”ꎬ 而体育课的内容却

不受学生欢迎ꎬ 只能在教师的指引下完成体育技术的学习ꎮ
现在回忆起来ꎬ 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学校体育条件极其简

陋的中小学能够不亦乐乎地参与体育活动ꎬ 而到了体育课

更规范的高中阶段却失去了对体育的兴趣ꎮ 这仅仅是体育

教学模式、 体育教学内容、 体育教师的责任吗?
２　 中国学校体育现状

现在学校体育需要重新换一个角度认识问题———我国

学校体育条件真的比原来优化了吗? 我国学校体育设施真

的比原来强了吗? 我国学校体育活动内容真的比原来丰富

了吗?
２ １　 学生体育活动时空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经济水平提高ꎬ 城镇化建设促使更

多的人走进了城里ꎬ 城区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相比改革开放

以前确实改善了很多ꎮ 而这种改善相比四十年前的田野、
山谷、 河流、 村庄等到底是变得更优越了ꎬ 还是变得更简

陋了? 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ꎬ 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了城区ꎬ
而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让学校体育空间变窄了ꎮ 从前文对

儿童时代的体育活动回忆中可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ꎮ 现有

的学校体育场无法满足学生自由体育活动的要求ꎮ 而学校

外的环境ꎬ 因为交通、 安全、 环境等因素ꎬ 也不能满足青

少年体育锻炼的要求ꎮ 从学校体育的角度讲ꎬ 校内体育场

地器材比原来完善了ꎬ 而从整个社会发展视角看ꎬ 体育活

动场所被时代的发展剥夺了ꎬ 学生的实际体育活动空间却

缩小了ꎮ 再看现在的体育活动内容ꎬ 技术项目发展已经成

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主流ꎬ 至少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是这样ꎮ
事实证明ꎬ 项目锻炼效果不佳ꎮ 学校体育一直在改革ꎬ 但

是缺少宏观认知ꎬ 只在体育圈子内改革ꎮ 篮球、 排球、 足

球、 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 游泳、 武术、 健美操、 田径

等等ꎬ 确实比四十年前丰富了很多ꎬ 可是ꎬ 学生却找不到

一项可以用来终身体育锻炼的项目ꎮ 技能主导类项目成为

学生自主体育锻炼的手段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ꎬ 学生必须

有一定的技能水平才可以参与该项目ꎬ 而项目技能水平的

提升是需要时间和场地作为保证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我国当

今的学校体育场地器材根本满足不了学生技能进步的要求ꎮ
反而ꎬ 原来没有诸多体育项目的时候ꎬ 学生们却找到了很

多合适的运动项目锻炼ꎮ 原因何在? 除了场地受限ꎬ 教学

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ꎬ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ꎮ 相比几十年前

的学校体育状况ꎬ 学校的体育场地、 体育活动内容并没有

得到完善和提高ꎬ 而是更狭窄和贫乏了ꎮ
２ ２　 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由于社会对中考和高考的功利认知———一切为考试让

路的社会文化特征ꎮ 这种社会认知看起来与学校体育关系

不大ꎬ 但它确实是影响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体育课

常被语文、 数学、 英语等课程占用ꎬ 这不仅是学校教育对

体育课的认知ꎬ 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认知ꎮ 学生课下

时间被各科作业占满ꎬ 剥夺了学生体育活动时间ꎮ 因为学

业压力ꎬ 学生缺少了自由体育活动的环境ꎮ 即使在中考中

加入体育项目考试ꎬ 社会、 学校也会针对考试内容进行短

期培训ꎬ 甚至采取更多途径获取体育考试成绩ꎮ 在这种精

明———趋利主义文化指引下ꎬ 中考的体育测试形同虚设ꎮ
在改革开放趋势下ꎬ 经济发展的思想严重影响着教育领域ꎮ
快出成绩ꎬ 出好成绩的思想在学校教育中严重存在ꎬ 造就

了填鸭式教学、 题海式战术等现象ꎮ 学习的目的性较强ꎬ
学习就是为了考取好初中、 好高中、 好大学ꎬ 获取好工作ꎬ
一切为学习让路ꎬ 这种思想严重植根于社会之中ꎮ 在这种

思想指引下ꎬ 体育很难突破社会认知观念的重围ꎮ
３　 中国学校体育突破

３ １　 中考体育的弊端

当今体育中考考核标准的片面化ꎬ 在人类趋利本能指

挥下ꎬ 评价对象采取 “精明” 的办法应付体育中考ꎬ 造成

学生体育课、 课外体育活动以中考内容为主ꎬ 社会体育培

训机构也以体育考核内容为目标进行专项培训ꎬ 势必造成

学生身体素质的片面发展ꎬ 体质下降ꎮ 高考没有体育考试ꎬ
学生则不会主动进行体育锻炼ꎬ 除了学生自身原因外ꎬ 学

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也阻碍学生的体育锻炼积极性ꎮ 学校和

学生家长群体因为功利目标化ꎬ 只要有利于考试成绩ꎬ 一

切为高考让路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ꎬ 体育锻炼自然让位于

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ꎮ 事实证明ꎬ 体育中考并没有解

决中学生的体育锻炼问题ꎬ 而在高考中加入体育考试ꎬ 理

论推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高中生的体育锻炼问题ꎮ
３ ２　 学校体育体制改革

中国精明———趋利主义文化特点与教育体制决定了中

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必须由体制提供政策支持ꎬ 实施能够躲

避中国精明———趋利主义文化特点的教育模式才具有可行

性ꎮ 中国的体育教育改革必须加强体制管理ꎬ 在体制主导

下ꎬ 以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为目标ꎬ 引导学校和社会积极趋

向目标管理模式才能让学校体育良性发展ꎮ 中国学校体育

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设置科学合理的目标ꎬ 合理的目标可以

引导社会良性发展ꎮ 而科学合理的学校体育评价机制是目

标设置的重点依据ꎬ 加强评价机制建设ꎬ 建立健全评价机

构ꎬ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树立公平公正的评价意识ꎮ
３ ３　 拓展校内外体育时间、 空间

当今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决定了学生在校体育锻炼绝对

空间延伸的难度ꎮ 学校体育发展可以从二维空间来扩展现

实中的学校体育空间ꎬ 学校体育场地空间的受限可以通过

时间的延伸进行弥补ꎮ 校内体育场地受限ꎬ 可以拓展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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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资源ꎮ 在很多城市中小学已经开始了课后延时教

学模式ꎮ 因为学校体育价值主体的利益问题ꎬ 一般教学的

延时服务在校内进行ꎬ 但是ꎬ 校内体育场地器材不能满足

全校学生的体育需求ꎮ 可以利用校外场地器材资源ꎬ 通过

学校购买体育服务ꎬ 或者校企共建学校体育的模式发展学

校体育ꎮ 国家教育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ꎬ 引导部分地区的

部分学校逐渐实施延长学校体育时间ꎬ 辅助以合适的体育

活动开展模式ꎬ 作为学校体育改革试点ꎬ 在社会、 学校、
学生之间谋求一种利益均衡的发展模式ꎮ
３ ４　 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

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坚持转变社会对体育锻炼的观念认

知ꎬ 只有社会接受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经常运动有利

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学生身体健康是第一位” 等社会理

念ꎬ 全社会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ꎬ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

体育发展的根本问题ꎮ ２０１９ 年末ꎬ 突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ꎮ
在这次疫情防疫战中ꎬ 有一种社会观念被社会认可ꎬ 增强

免疫力才是人类生存的关键ꎮ 作者认为ꎬ 体育相关部门应

该及时引导社会价值观念ꎬ 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体育功能宣

传———体育锻炼是增强人体免疫力的重要方式ꎬ 积极引导

社会价值观念朝向体育锻炼发展ꎮ 全国各级体育组织ꎬ 积

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赛ꎬ 通过实践活动转变社会体

育价值认知ꎮ 只有转变社会认知ꎬ 学校体育才有发展的社

会动力ꎬ 才能得到社会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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