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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培育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关联的演进理路
——兼论体育多元意蕴的历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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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德智体”体系下运动与体育二者在源起与当下的关联差异，以及体育意蕴由单一向多元流变的事实，主

要通过文献考察和逻辑思辨，对“德智体”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关联的演进理路加以分析，并据此探讨体育多元取

义的历史生成。研究认为：运动（身体、体力活动相关）与体育关联的演进，是回应当前体育定位理论困境的重要路

径。“德智体”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大致经历了 5 个演进阶段。第 1 阶段（19 世纪 90 年代）：在体育的朴

素逻辑指向下，运动仅为体育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第2阶段（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40年代末）：内外因共同

作用下，确立了运动为体育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第 3阶段（新中国成立至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强体诉求下的

体育在运动形式上的泛化取向——体育更多与一般性的身体、体力活动相关。第 4阶段（20世纪 70年代末—20世纪

90年代末）：运动的价值功能分化与升华——技能-体质之争及体育文化的凸显。第 5阶段（21世纪以来）：基于运动

本位的体育多维价值构建——三维健康观及核心素养的提出。相关启示：应注重运动与体育二者关联的演进事实，

区分不同时期的体育内涵；建立超越“体”的逻辑定位的体育取义，明确体育的多元价值内蕴；把握运动与体育二者间

的语义区分，谨防体育的人文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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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体育”一词属舶来品，源于“德智体”教育体系。

自“德智体”体系提出以来，运动与体育就有所联系（此处

运动取广义，泛指一切与身体活动相关的动作）。不过，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德智体”体系下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

联，得悉二者关系并非一致，体育取义也发生了明显

变化。

一般认为，英国学者斯宾塞是西方最早系统、明确地

将“德育”“智育”“体育”从理论上予以提出的第一人。斯

宾塞将体育指向对身体的养护、增强这一“身体”层面，与

德育、智育构成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并通过阐明生命科学

已确立的关于有机生物生长发育的部分基本原理，结合

当时教育方法在儿童身体养护方面不足的境况，提出从

食物、衣着、运动锻炼以及精神紧张 4 个方面促进儿童的

身体培育，也即体育（Spencer，1866）。此外，洛克、裴斯泰

洛齐等对“德智体”体系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在其相关文

本中也表达出以衣着、饮食、睡眠、用药以及运动锻炼等

多个维度促进身体康强的“体育”思想。由此，早期的运

动只是作为体育（指向身体层面）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

而存在的。

然而，从当下我国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来看，二者

关系并非如此，体育取义也远非“强体”所能涵盖。就运

动与体育的关系而言，二者表现出体育以运动为依托和

载体的基本形态，如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都以

“运动”为其情境而构成体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辞海释义“体育”时也指出体育需赖于身体运动、游戏

得以实现（夏征农 等，2015）。与此同时，体育也被视为集

文化、精神、体质等意蕴于一体的综合体，如 2018 年习近

平总书记就学校体育问题所提出的 16 字箴言：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就是当前体育在我国

具有多向度取义的重要体现。

那么，“德智体”体系下，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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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这种变革对当下体育多元价值的

意蕴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已有研究对体育的探讨多是直

接以运动性为其存在前提，如从应用性视角认为超人类

主义虽符合体育对卓越精神的追求，但却违背了运动的

本质（朱彦明，2018），或从元研究角度将体育的临近属概

念限定为肢体或身体活动（刘桂海，2015；易剑东，2019；

张洪潭，2018）等，鲜有研究关注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系

变迁，以及运动如何影响体育取义。虽然个别研究有所

提及（韩丹，2014），但其侧重、视角等也与本文有所不同。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德智体”体系的建立为背景（尽管德

智体后又扩展为“德智体美”或“德智体美劳”，但其在很

大程度亦基于“德智体”而展开），对该体系下不同时期运

动与体育之间关联的演进理路加以分析，并据此阐述体

育多元取义的历史生成，以期为厘清运动与体育之间的

关系进路、拓宽体育认知提供有益的视角参考。

1 运动与体育关联演进的提出：体育定位的理论困境

从当前来看，运动（性）可谓是体育最核心、显著的特

征之一，这一点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体育的取

义（或主要取义）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基于“德智体”

话语体系谈论体育时，往往会滋生这样一种认知，即从体

育与德育、智育构成形式逻辑的并列关系上为体育定位

寻找说辞，具体表现为德育培养德行、品性，智育练达知

识、学智，体育固然驻步于身体、体质，如此，“德智体”的

逻辑体系就为体育指向锻炼身体、康强体魄提供了有力

的依据。然而，这里却存在 2 个解释有限的理论困境：

1）体育在促进健康、强健体魄的基调下，在特定场景

中还存在有损健康的风险，这与追求身体康强的理念

相悖。

通过对“德智体”体系溯源可知，其中的“体”确是强调

人的身体、体魄。“德智体”体系的构建本义为体育追求身

体康强、体魄健壮提供了有力的据证，这也是当下将体育

指向生物层面的主要语项。1861 年，斯宾塞的教育专著

《教育论：德育、智育和体育》（Education：Intellectual，Mor‐

al，and Physical）在伦敦首次出版，该著作由斯宾塞前期

所作的 4 篇教育类论文汇编而成，于第 4 部分对该体系下

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该部分

中，斯宾塞通过阐述人们对孩童身体培育的关注度不足、

首先“成为好的‘动物’”是民族发展与繁荣的前提以及生

命科学关于发育有机生命体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体育的

重要意义。在这里，体育与身体养护、增强相关，是一种

生物指向。关于如何促进身体康强、实现体育，文中主要

探讨了 4 个维度，分别为儿童的食物、衣着、运动锻炼以及

精神紧张，各个维度又包含多个方面，如关于食物维度，

涉及食物的数量、质量、类型以及饮食搭配等问题。如

此，斯宾塞基于“德智体”体系下的体育，强调的是对身体

的关照、培育，进而食物、衣着、运动锻炼以及心理向度的

精神紧张等影响健康的因素就顺理成为体育的影响

因子。

然而，从现下来看，体育主要关联于运动（尤以运动

项目最为凸显），其在发挥一定健康促进效应的同时，还

存在着有损健康的风险。仅就运动与体育的关联这一视

角来看，与斯宾塞笔下的体育有所不同，当下的体育在表

现特征上主要与运动、运动项目相关。如果说适宜的运

动对增强体质、康健身体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为体

育的强体定位建立理论及事实依据的话，那么，竞技体育

作为我国体育的重要体现，在竞争导向下对运动员身体

所造成的伤害则在一定程度上使体育陷入了“强体-损

身”的取向悖论。因此，体育一方面追求养身、强身，另一

方面在某些场景、特定情况存在着健康隐患，这显然是当

前我国体育定位需面临的重要理论困境之一。

2）基于“德智体”体系将体育指向身体的同时，又不

得不承认体育所蕴含人文等超越逻辑定位的多元意义。

若从“德智体”的逻辑体系定位体育，必然应遵循

“德”“智”“体”三者的逻辑并列关系，这意味着“体”与身

体相关，应仅取其纯粹的逻辑意蕴。当下，体育领域之所

以对身体健康、体质测试等与生物性健康相关事宜的关

注度居高不下，甚至在特定场景下将健康促进视为第一

要义，很大程度就取自于“德智体”体系中对体育的逻辑

定位。在此框架下，一般意义的、符合逻辑的思路是“德”

“智”“体”各指向其对应的发展维度，进而，“体”即与体

质、身体相关，体育自然也就应围绕着体质、身体展开，且

应无涉德智。这种认知不仅符合逻辑语境，同时也与“德

智体”体系提出的本意契合。

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前关于体育的取义，不仅强调它

的强体健身性（实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同时还认可体育

的人文、文化等意蕴，换言之，体育超越了“德智体”逻辑

体系的原本取义，而具有多向度价值。如有研究指出，关

于体育的德育价值，鉴于体育所具有的价值自足性，即无

需通过外在质料而仅通过各类抗阻性运动即可获取诸如

卓越性等的自我存在意义，是体育得以实现“立德树人”

的重要内生力（徐正旭 等，2019）；体育是东西方文明发育

早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活动（包括抚牛腾跃、场地

跑、射礼等），对各自民族的文化发展及道德建设均产生

了较大影响（熊小健 等，2020）等。如此看来，体育不仅含

有“德智体”体系下的逻辑意义——养身、强身性，同时还

蕴含着人文、道德等超越“体”的多元价值，导致“德智体”

体系的逻辑失衡。

综上，基于“德智体”的逻辑体系定位体育时，至少存

在如上两个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仔细审视后可知，该

困境的产生与运动之于体育的意义似乎具有某种干系。

具体来说，“德智体”体系的本义下，运动仅作为体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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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之一，这时体育也仅指向生物性的身体层面。当

下体育之所以能够被视为含括多元价值的综合体，甚至

在一定场景中有损健康，很大程度在于其对运动，尤其是

特定形式的运动—竞技运动项目的依赖。由此，探讨“德

智体”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演进就显得尤

为必要，对于厘清当前体育取义的混沌局面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2 “德智体”教育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关联的演进与嬗变

2.1 运动为体育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基于体育的朴

素逻辑指向 （19世纪90年代）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救亡图存意识

高涨，主张应像日本一样效法于西方，挽救民族危亡。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教育思想“德育、智育和体育”被引

入国内。

国内关于“德智体”体系下体育的早期史料可溯及至学

堂启蒙教材——《蒙学读本》（张天白，1988）。1897 年，上

海南洋公学创办了师范学院，同年秋，为对学童进行启蒙

教育设置了附属外院，并编撰了教材——《蒙学读本》。

《蒙学读本》第二编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泰西之学，其旨万

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为修身之事，智

育为政知格物之事，体育为卫生之事”（舒新城，2015）。

遗憾的是，在编辑大意中除将“体育”指为“卫生之事”外，

文中并未直接提及运动与体育的关系。不过，通过对该

信息进行追溯，有助于为理解我国这一时期运动与体育

的关联提供文料。《蒙学读本》并未直接注明其文本信息

源于何处，但有可能始于日本：一方面，书中所出现的“体

育”一词是国内可考的基于“德智体”体系下的最早现处，

有研究指出，“德智体”体系下，“体育”一词是经日本获得

其汉译名，而后才传入中国（聂长顺，2009）；另一方面，这

一时期，面对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国内开

启了向日本学习的道路，其中，南洋公学所设置的附属外

院即是仿照于日本，进而在教材编撰方面很大程度上也

应与日本保持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张小丽，2015）。因此，

对同一时期日本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对把握我国早期

“德智体”体系下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具有一定参考

意义。

日本“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斯宾

塞的影响，斯宾塞的《教育论 德育 智育 体育》（Education：

Intellectual，Moral，and Physical）被翻译为多个版本即是

明证，如 1880 年尺振八译翻译了《斯氏教育论》，1886 年贺

长雄翻译了《标注斯氏教育论》等。福泽谕吉对“三育”思

想极为推崇，曾对“德智体”体系下的体育做过专门讨论，

他将体育置于“三育”中第一的位置，在一篇名为“体育第

一”的论述中指出，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最重要的是注意

身体，所谓“先成兽身，后养人心”（福泽谕吉，1980），并

称，为了适应不利养生的客观环境，首先要锻炼身体，具

体方法是适当选用美味可口的食物，适当运动，适当学

习，适当娱乐（福泽谕吉，1991）。从福泽谕吉的相关论述

中可以看出，“三育”视域下的体育是一种养生、强体之

道，运动是促进身体康强的手段之一。

此外，在“体育”作为特有名词出现之前，严复曾就斯

宾塞的教育思想扩展至强国视域，阐述了形骸操练与民

力促进的关系，对洞悉我国在这一时期“德智体”体系下

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具有一定的辅助意义。1895 年，

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原强》，谈及斯宾塞时，指出：

“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

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

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汪征鲁 等，

2014），这里的三者对应斯宾塞的智育、体育、德育。随

后，严复将斯宾塞教人的三大纲本推及至强国视域，进而

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

三曰新民德”。关于何为民力，严复将其指向民之手足体

力，并称民力是一国富强与否的基础。至于如何改善民

力，严复结合国内实际情形，主要探讨了形骸操练与饮食

养生两个维度，指出二者为提升民力的主要因素。

综上，早期国内关于运动与体育的关联，基本承袭了

“德智体”体系下二者的本源样态，在体育指向身体康强

的意义上，运动仅为体育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

2.2 运动为体育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 （19 世纪 90 年代

末—20世纪40年代末）

从上述阶段所反映的事实来看，“德智体”体系下，早

期运动与体育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凸显，在体育指向身体

康强的意义上，运动仅作为影响体育的因素而存在。到

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之后，随着赴日考察人员的增多以

及军国民思想的影响，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发生了质

的变化。

2.2.1 内外因作用下的认知推演

“德智体”体系下，随着历史的推进，运动与体育之间

的关联继续发酵，由最初的运动仅为体育的构成和影响

因素之一演进为体育以运动为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这

种嬗变的产生，一方面主要受与西方国家相关的外部因

素影响，另一方面则归咎于国内的军国民需求。

1）外因：日本“体育诉诸于体操”思想的引入。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意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关于

西学国家的择取，张之洞于 1898 年撰文《劝学篇》，从路

程、语言、风俗等多个方面指出游东洋优于西洋（张之洞，

2002）。由是，19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 世纪初，国内派遣官

员、留学生等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由于当时国

人认为日本教育是促使其富强的根本，故考察的重点主

要集中于学校。这一契机下，日本“德智体”体系下体育

主要诉诸于体操的思想很快被引介至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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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本“德智体”体系下体育主要诉诸于体操的思想

带至国内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人主要有姚锡光、吴汝纶、罗

振玉等。姚锡光于 1899 年所著的《东瀛学校举概》是这一

时期首部官派性质的赴日考察记录书刊，其中就对日本

“德智体”体系下体育与体操的关系予以了说明。该书按

照日本的学校分类对各类学校的基本情形进行了记录，

在述及盲哑学校以及女子各类院校时，姚锡光（1899）指

出：“日本教育之法，大旨盖分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

育。故虽极之盲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

……”，反映出日本通过体操促进体育发展的基本学情。

1902 年，作为晚清最高级别的官派员，吴汝纶将其赴日考

察的结果合编为《东游丛录》，其中也涉及日本教育领域

中体育与体操之间的关联。《东游丛录》中，记录了一封日

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教师松井次郎写给吴汝纶的名为“劝

课体操之重要性”的信件，关于体育，松井次郎称：“体育

者，教育之基础，富强之渊源，而天下之得失系焉”。随

后，松井次郎将体育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对如何养国

力，信中指出：“养国力，则在养元气，养元气之法，则善莫

于劝课体操矣。夫身体者，精神之所寄也 ”（吴汝纶，

2016）。如此，松井次郎将体育与国力联系在一起，而体

操则是促使国力发展的最好途径。同年，罗振玉（1902）

发表了《日本教育大旨》一文，在日本“德智体”并重理念

以及相关方针措施的实施基础上，针对我国“重德智而轻

体”的境况，呼吁道：“又体育与德育知育当并重，从前学

堂虽皆有体操游戏，然尚未大进步”，亦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出日本将体育诉诸于体操的思想对国内产生的影响。

有规模的赴日考察后，“三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以及

将体育坍缩向体操的手段逐渐被国人悉识，从外部对我

国运动与体育二者的关联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

作用。

2）内因：国内军国民思想的浸润。

面对与西方骁勇善战的军备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国

内国民体质苶弱的境状，救亡图存思潮下，国内逐步形成

了以培养体力强悍、勇毅耐战的军国民为要旨的全民练

兵思想。同期，西方“德智体”理念及其指向身体康强的

体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与军民练兵思想中的强体

诉求形成某种一致。在此背景下，强调强体、强身的体育

便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从民族内部刺激形成了以运动

为体育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局面。

军国民思想下，蔡锷、蒋百里以及梁启超等人均对以

运动为体育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提出起到了重要助推

力。蔡锷（1900）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军国民篇”，提出

了体操是体育切要的思想。在第 5 部分“原因于体魄者”

中，蔡锷借用严复对体育的相关论述，高度肯定了体育于

军国民建设的重要意义。对运动与体育的关联，蔡锷在

论及欧美民族遭遇体质孱弱、江河日下而决心改革时，

称：“进种改良之念生，故体操一端各国莫不视为衣服、饮

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体现出

以体操为体育核心载体的理念。蒋百里（1902）发表了

“军国民之教育”一文，指出体操以及体操之外的活动、游

戏是促进体质提升（体育）的主要途径和载体。关于如何

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军人教育，蒋百里认为，学校教育之大

本为“德智体”3 个方面，缺一不可。述及体育时，明确指

出“体操”和“体操之外的活动游戏”是主要的践行路径。

1903 年，梁启超基于尚武精神的培养讨论了体育与体操

的关联。对如何养成尚武精神，梁启超（1903）提出心力、

胆力和体力是 3 要素。在体力部分指出“苟体育不讲，则

男子不能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随后，

关于如何践行体育，进一步指出“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

事体育体操，而外凡擎剑、驰马、蹴鞠、角抵……”，并通过

阐述国人的种种不利体魄的表现，提出“吾望我同胞练其

筋骨，习其勇力”。如此，梁启超的“论尚武”一文，在某种

程度上也为当时基于军国民思想将体育落脚于体操及相

关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2.2.2 学校、社会的制度变革

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国内逐步形成了以运动为体育

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认知，并先后在学校和社会领

域中得到了制度确定。

学校领域中以运动为体育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

制度确立，又经历了两个历程，其一为 1903 年《奏定学堂

章程》的颁布，其二为 1923 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出台。

1903 年张之洞等人编写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在“德智体”并重理念影响下，明确规定

各级各类学堂均须开设体操科，基本确立了以体操为载

体的体育形态。在此之前，体操科的设置并不具有普及

性，仅有一些军事性质的学堂设有体操。《奏定学堂章程》

的颁布从制度上将体操作为所有学堂中的必修课得以确

立，意味着体育以运动为其主要载体的基本形成。不过，

从体操科的内容来看，具有军事意义的兵式体操在学校

得以凸显。如在《章程》的学务纲要中，专门列有“各堂兼

习兵操”一条，指出：“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

非无故，揆诸三代学校，兼习射御之义，实有不合。……兹

于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肆武事”等（张百熙，

1904），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军国民思想对体育的影响。

1923 年教育部《新学制课程标准》出台，体操科改为

体育科，正式确立了运动为体育的主要载体及基本形态。

兵式体操写进学校体育不久，就受到了学界相关人士的批

判，较早对兵式体操提出批判的人是徐一冰。徐一冰

（1914）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指出：以军

国民为理念的学校体操服务于军事，不能将军事与体育混

为一谈，兵式体操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生理及心理需求，

对其健康反倒造成戕害。为今之计，应通过正当运动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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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校体育的发展，废除兵式一科。1917 年，毛泽东发表

了《体育之研究》，虽未直接对军事性质的体操提出明确

的反对，但他认为体育之真义在于养生（二十八画生，

1917），显然，其思想也与兵式体操有所相悖。1919 年，杜

威来华讲学，将体育视为改造国民、培养民风的重要手

段，并倡导“应习练规范的公共运动，而非兵式体操”（单

中慧 等，2016），为我国引入以西方运动项目为主的公共

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及一战

中倡导军国民思想的德军战败的双重影响下，以军事主义

为要义的兵操开始走向衰微。1923 年，教育部颁制了《新

学制课程标准》，正式将体操改为体育，对应的课程内容

也由原来的兵操等更替为田径、足球、篮球等运动。

除学校领域外，以运动为体育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

确立在社会上也获得了认可，1924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取代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这

一认可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几乎与“体育”一词引入国内

的同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将西式运动带入了国人视野，并

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传播西方运动文化，赛事举办是其

重要举措之一。为使赛事有序推进，成立了由基督青年

会相关成员所操持的管理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

会，所举办的业余运动赛事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

“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吴

志伟，2007）刻画出了上海社会性质的重大赛马赛事的盛

况。1923 年远东运动会失利后，国内相关人士提出，必须

组建国人自己的全国性组织（谷世权，1991）。在学校体

育确立了以运动为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制度影响下，

基于运动形式的相对一致性，1924 年，由国人自己承办的

运动赛事组织成立，取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取代了

原有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从而确立了以运动为主要

载体和基本形态的体育的社会地位。

自此，以运动为主要载体和基本形态的体育得以较为

全面地确立，从形式上完成了体育的中国化蜕变。本土

化的体育内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德智体”逻辑体

系下指向身体康强的体育的本义、真义，同时还在以运动

为基本形态的主导下蕴含了超越健体、强体的多元价值

潜力，并显现于后续的演进过程中。

此外，需说明的是，尽管该体系下体育在演进过程中

已打破教育范畴，体现为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同构，

但由于本文立足于“德智体”这一教育性凸显的视角，为

了尽可能保证行文语境的一致性，下文将着重探讨教育

视域下（主要为学校体育）运动与体育的关联。

2.3 强体诉求下体育在运动形式上的泛化取向 （新中国成

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兴建国事的一部分，体育事

业从建国伊始就被纳入建设议程，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形

确立了新时期的体育发展方针。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健

康问题，国内初步形成了以强体为导向的体育发展道路，

运动形式表现出泛化取向，体育更多与一般性的身体、体

力活动相关。

1949—1966 年，在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特定情形导

向下，体育主要通过各类形式的运动促进体质提升。新

中国成立之初，诸多因素威胁着人民的健康，使之呈现出

一种医学性的不良状态。作为民族发展的后备军，学生

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50 年，毛泽

东致信马叙伦，针对学生营养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社会

活动过多等问题，提出“各校应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李晋裕，2000）3。1952 年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学校体育的开展产

生了深刻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曾在“党内指示”

文件中提及“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泳、

打太极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在此影响下，相关领导

组织针对学校体育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教学内

容以各类有益身体健康的运动为核心，总体上呈现出运

动形式多样化、运动效能健康化的状态。如 1950 年，教育

部颁布了《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关于教育内

容的实施，明确规定“应切合儿童的身心发育程度”，以及

“各种运动教学必须照顾儿童健康状况并且经常注意儿

童的姿势”等，反映在教学内容上，不仅包括由西方引进

的田径、球类运动等，还包括诸如踢毽子、跳皮筋等的具

有娱乐性质的运动（李晋裕，2000）19。这一时期，为了改

善国民健康水平，还创编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并在

学校得以推行，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1966—1976 年，体育课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即军体

课、劳动课取代了传统运动内容。在“徒步串联‘长征’”

思想笼罩下，革命精神蔓延至国家的各个角落，也包括学

校体育。为了体现“教育革命”，学校体育先以“军训”取

代了原有的教学内容，如 1967 年，在各级各类学校体育

中，不仅教学内容按照军训要求进行了队列等内容的变

革，还根据部队的编队方式对班级进行了编制。1969 年，

为形成后备力量，在原有军训的基础上，学校还广泛组织

了“拉练”，军体课也从名称上取代了原有的体育课。此

外，劳动对体育课原有运动内容的替代也是当时的一种

主流现象，学生利用体育课的时间到多个地方进行“学

工”“学农”等活动成为该时期的时尚。这种现象实际在

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时对体育的一种理解，即认为凡与

身体健康促进相关的肢体类活动均可纳入体育范畴，将

具有健体、强身的生物属性的特定运动泛化，作为一种广

义上的肢体活动、体力活动，军体课、劳动课在一定程度

上有与传统运动内容相似的健体功效，因而鉴于时代背

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对体育课原有运动形式的取代。

总之，新中国创始之际，受营养、卫生、医疗等多因素

影响下，国民健康水平较低，学校体育通过各类有益身体

36



田丽敏，等：“德智体”培育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关联的演进理路——兼论体育多元意蕴的历史生成

健康的运动发挥了其积极的健康促进功能，这些运动不仅

包括田径、足球、篮球等运动，还包括诸如踢毽子、跳皮筋

等非正式性的、同时有益身体康强的各种身体、体力活动。

2.4 运动的价值功能分化与升华——技能-体质之争及体

育文化的凸显 （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末）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鉴于学校体育复苏还

处于初级阶段，在原有思维的路径依赖作用下，学校体育

仍主要指向身体、体质，观点集中于“体育的目的是对学

生体质进行生物改造”，代表人物如徐英超（1979）、林笑

峰（1981）等。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体育领域内与学术

相关的学会、研究所以及学术期刊逐步成立与创办，学界

开始出现了基于教育背景对学校体育多维价值的考察，

尤其体现为体育在学校场域中应与教学、教育联系起来。

学校体育这一特性的凸显，主要与运动项目的技术教授、

习得相关，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技能论与体质论的争论中强调运动技术是

体育体现“教学性”的基质。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界展开

了关于“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体质增强还是运动技术

教学”的争论，将教育、教学的特性带入了原来仅强调生

物内涵的体育的认知。这一时期，教育部相继出台了中

小学、高等学校体育相关的规定草案，其中对学校体育的

基本任务予以了明确规定，包括增强体质、掌握体育的基

本知识和运动技术、技能（以下简称“三基”），以及思想品

德教育。随着规定的颁布以及学术氛围的日益活跃，基

于“健体、强体”是学校体育主要任务的基本时代背景，部

分学者将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与体育教学相等同，提出

“健体、强体”亦是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和宗旨。针对这

一观点，有学者提出质疑和反驳。对这一问题讨论较为

深刻的代表人物为包昌明。包昌明等（1982）指出，作为

学校教育的课，体育课必然应满足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要

求——“教”和“学”，结合当前各级各类文件中与学校体

育相关规定来看，唯有“三基”符合这一属性，是体育教学

的主要任务，并认为“增强体质”不过是在运动技术教学

基础上所产生的效果。此外，早在“三基”教学理念形成

过程中，就有相关学者从教育视域对“技术传习等内容是

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进行了探讨，指出体育课如若

不体现传授性，对学生传授相关知识、运动技能，那也就

没有成为必修课的必要了（姚林祥，1961），以及认为若抽

掉运动技术、去除“三基”，学校场域中体育育人的目标会

大肆窄化，如此，体育课也便无须再称为体育课，改而叫

“身体活动课”了（陈昌平，1982）。

另一方面，指出运动技术是体育传递文化的导体。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对学校体育的研究有了新动向，以真

名的“滑步推铅球学习”为发端的思考，将运动技术所隐

含的文化理念引入了学校体育。真名（1994）发表“从为

什么要谈滑步推铅球谈起”，论文开篇以问题式的形式导

入，提出“学校体育中为什么要教铅球”“对于学生来说又

为什么非学不可”，针对这一问题，文中明确提出是为了

传授体育运动文化。关于铅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作者

在文中阐述到：“学校是传播文化的阵地，因此学校体育

教授铅球为情理之中之事”。关于铅球这类项目的教学

应使学生掌握的程度，真名认为，既然其更倾向于一种文

化传递，那么学生只需了解铅球的历史、现状，并对铅球

运动有所体验即可。同年，卢元镇（1994）针对此观点发

表了“也谈为什么要教滑步推铅球”。论文在肯定真名所

指的“学校体育具有传播体育文化的任务”之外，对“铅球

类项目仅须停留于体验层面”提出了辩驳，指出“铅球从

早期作为一项健身手段，到后来纳入奥运项目，是体育工

作者对其注入大量体育文化的结果，在推铅球过程中，人

类不仅是将铅球投至一定远度，更重要的是认识了自己

的投掷能力，其所产生的文化意义远非比画一下可达”，

认为不应轻易降低体育运动所蕴有的文化内涵。

从这一阶段的相关讨论来看，提出以运动技术传习为

主的体育教学任务，阐明体育含有的独特文化意义，对以

往仅指向身体、体质的体育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将体育

带入了教育视野，解锁了以学校为主的场域的体育育

人性。

2.5 基于运动本位的体育多维价值的构建——三维健康观

及核心素养的提出 （21世纪以来）

迈入 21 世纪后，受国际“三维健康观”和教育界对“如

何培养人”的研究影响，在“德智体”界域下，我国先后确

立了以“三维健康”以及“核心素养”为基调的学校体育发

展理念，有力推动了学校体育发展。从运动与体育的关

联来看，21 世纪以来学校体育的这两大改革理念，在很大

程度上赖于运动的本体属性，即基于运动本位构建（学

校）体育的多维价值。

学校体育的三维健康理念，体现出了学校体育以运动

为贯穿的一种健康追求。受世卫组织所提的“三维健康”

的影响，步入 21 世纪，我国逐步确立了以“三维健康”为导

向的学校体育发展观。“三维健康观”的提出与确立，改变

了以往仅驻足于体质（包括直接促成和间接促成）的单一

健康局面，将学校体育的健康效益推至多向度。从这个

层面来讲，“三维健康观”对我国学校体育内涵的丰富性、

充盈性发挥了划时代的意义。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三

维健康”有所区分，学校体育“三维健康”理念的构建，实

际上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与运动相关的健康观。根据这一

时期所颁布的不同版本的课程标准来看，其确立了“运动

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5 个维度的发展目标。尽管这 5 项标准并列而存，但在实

践操作过程中，“运动参与”和“运动技能”不仅是内容标

准，也是实现这 5 维目标的途径和条件，“运动参与”即为

运动本体，而“运动技能”实则也与运动能力密切相关，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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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运动技能的学习服务于运动能

力发展”的诉求，如 2001 版《体育（1～6 年级）体育与健康

（7～12 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相关部分就指出“不过

分追求运动技能传授的系统和完整……，发展运动能

力”，以及 2003 版《普通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

验）在“运动技能”部分提出“通过运动技能的学习发展运

动能力”等。如此看来，学校体育“三维健康”理念的提出

和落实，是以“运动”为其条件和形态的，区别于一般意义

的三维健康观。

从与运动的相关性视角审视，“核心素养”的提出也体

现出学校体育的功能彰显对运动本体的依赖。2014 年，

教育部下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在“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教育诉求

下，提出要研究适合不同学段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在

此背景下，2017 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普通高中）确

立了体育与健康学科的核心素养，具体包括运动能力、健

康行为以及体育品德。从中所确立的这 3 项素养来看，都

是在以运动为本体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体育与健康学科

所提的 3 项核心素养中，运动能力是运动的直接体现，具

有本体属性，故此处将着重探讨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与

运动之间的关系。从健康行为来看，健康实际上是一个

外延广泛的概念，其表达方式纷繁，如体重较为稳定、睡

眠质量良好、伤口愈合能力强等，而体育与健康学科视域

下的健康行为，很大程度是基于“运动”的，与一般意义上

的医学性质的健康行为有所区分，进而有研究指出，若缺

乏了运动这一特质，即使具有健康性质，也不能归结为本

学科的健康素养（邵伟德 等，2020）。体育品德亦如此。

品德是体育品德于形式逻辑的上位概念，按照学科划分，

除体育品德外，还应有语文品德、数学品德等，而每个学

科德育价值的彰显必然以其特有的学科特性为内在依

据，体育品德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运动”这一学科特

性而形成，正如《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体育品德”部

分所指出：“体育品德是在运动中所应遵循的……”。因

此，核心素养下，无论健康行为，抑或体育品德，均是依据

运动而形成的体育与健康学科的特有素养。

此外，作为当前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程模式——中国

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季浏，2018），在致力于缓解学生身心

健康（尤其是体质健康）问题下，对运动负荷、体能练习等

关键要点的强调显示出了其对运动的高度指向性。审视

该模式，健康导向下，将发展学生的有益健康的运动能力

置于一个较高水平，通过让学生尽可能“动起来”，以促进

学生体质发展。如，倡导运动密度应每节课达到 75% 左

右，并指出在这过程中，应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运动

时间；在运动强度方面，则以世界卫生组织“中高强度”要

求为依据（实际上，其操作过程可能会偏离该依据），倡导

无论新授课，还是复习课，学生总体平均心率均应达到

140～160 次/min。为了全力保证学生在课堂中的运动强

度以及运动素质的全面发展，该模式还提出了 10 min 的

专门性体能练习（季浏，2015）等。

整体上看，21 世纪以来的两种主流课程理念均体现

出对运动的高度依赖性。不过需警惕基于运动本位构建

学校体育多维价值时，若过分强调运动本身的意义，或在

未意识到“德智体”体系下运动与体育关联的转革所引致

的取义变化，而从“德智体”体系的逻辑视角定位和发展

体育，极易导致体育所特有的文化内蕴流失，致其教育性

削弱。正如熊文（2019）针对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为指

导思想，提出：当前学校体育对健康的追求，应在大健康

观下审视，而非囿于体育的有限健康效应。

3 “德智体”教育体系下我国运动与体育关联变迁的启示

3.1 注重演进事实，区分不同时期的体育内涵

从“德智体”体系的提出、引进以及发展来看，不同时

期的运动与体育之间的关联实质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也是引发当前关于体育定位理论困境的重要症结所

在，需对此予以明晰。“德智体”体系下，“体”的本义指向

对身体的养护、增强，理论上，凡与身体康强相关的因素

均与体育有关，这些因素在斯宾塞笔下主要包括饮食、衣

着、运动锻炼以及精神紧张 4 个方面，其中，运动仅是体育

（对身体的养护、增强）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在“德智

体”体系引入国内的早期，也即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仅就

从“德”“智”“体”三者的不同指向考究，运动与体育之间

的关联基本延续着其原本面貌。进入 20 世纪后，面对国

民体质羸弱的现实，救国图强思潮下，受以日本为主的西

方国家“体育诉诸于体操”以及国内军国民主义盛行的影

响，我国逐渐出现并形成了体育的聚焦化、专门化局面，

具体体现为体育以运动为其载体和基本形态。从当前学

界对体育的定义来看，尽管关于“体育是什么”的概念问

题还未达成一致，但就运动与体育二者间所具有的密切

关联基本形成了统一，如指出肢体活动（广义上的运动）

是体育的临近属概念，这种关联显然区别于“德智体”体

系下二者的原本联系。运动与体育之间的这种关联转

变，不仅是体育在表象上的一种改调，更重要的在于其对

体育定位、取义所产生的影响。从运动与体育的关联来

看，由早期运动是体育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之一转变为当

下基于运动本位构建体育的多维价值，意味着在定位体

育时将更多参照和思量不同时期运动之于体育的意义，

而这必然会引发体育取义的更变。因此，在对“德智体”

体系下的体育义界时，必须明晰运动与体育二者关联的

演进事实，从不同背景、时期对其予以认知和把握。

3.2 超越“体”的逻辑取义，明确体育的多元价值

“德智体”体系下，体育本义指向身体养护、增强，但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在基于运动本位构建体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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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价值的今天，体育取义在我国已俨然超越该体系下

“体”的逻辑定位，而富有多元意蕴。“德智体”作为一个体

系的提出，原意旨在说明培养德行、发展学智等的同时，

还应关注个体的身体状况，此时，“德育”“智育”和“体育”

三者的关系可从逻辑上厘清，即“德”“智”“体”作为子要

素从各自维度切入共同构筑人的全面发展。然而，随着

运动与体育关联的历史演进，二者之间已产生了深刻变

革。这一变革在强调运动本位的基础上，实际也为体育

取义的蜕变带来了契机，即关于体育的取义，人们更多从

运动的视角考量。当从运动视域理解体育时，体育将不

仅限于强身、健体，还在于运动（包括正式及非正式运动）

携有或被主动赋予的多维价值将被引入体育，从而超越

“德智体”体系下体育的本义。从当前我国对体育的普遍

认知来看，以奥运项目为主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

体育的重要体现，各种规格的运动竞赛也被称为体育赛

事，进而，对体育所内含的意蕴，往往又牵涉到那些由来

已久的东西方运动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被视为一种社会

文化，超越了“德智体”体系下“体”的逻辑范畴，甚至置于

竞技状态中时，挑战机体极限的竞技思维还会在一定意

义上对身体产生损害。于是，仅就当下基于运动与体育

的密切关联审视体育取义，一定是超越“德智体”体系下

“体”的逻辑本义，表现为除有限的健康效应外，还蕴含丰

富的人文价值。

3.3 把握运动与体育的语义差异，谨防体育的人文流失

当下，尽管在历史演进作用下，“德智体”体系下的体

育已与运动形成了一种无法分离的密切关联，但不应将

二者简单等同，在理论及实践应用中，应注意运动与体育

的语义区分，避免体育陷入纯运动式的生物性能陷阱。

从当前运动与体育的关联来看，二者间的紧密联系是不

争之事实。然而，在运动与体育的这种关联愈渐被人们

认可的背景下，加之“德智体”体系下对体育强身、强体的

朴素逻辑定位，极易滋生一种现象，即将体育的多维价值

窄化，与运动等同。从当下来看，运动与体育确实具有难

以分割的关系，但就运动而言，其本身所表现出的更多是

一种生物科学样貌，如通过适宜的运动锻炼能够促进肌

体多个器官系统的水平提升，以及认为运动锻炼通过生

物性的反馈方式可转换个体的非愉悦情绪（曲毅，2003）。

体育之所以不能与运动简单等同的关键在于，从体育演

进的整个历史考察，体育与运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尤其从演进后期来看，体育在以运动为载体的基础上，还

基于东西方富有文化意义的运动项目、教育教学等不同

视角赋予了体育多元意蕴。如若不对二者仔细辨分，很

大程度会引致体育人文价值的退化乃至，以至于近期有

学者指出是否携有文化是区分运动与体育的关键（熊文，

2020）。因此，应注意辨别运动与体育二者语义，警惕体

育陷入由运动主宰的生物局面。

4 结语

“德智体”发展观下，“体育”一词从引入国内时的源

起及逻辑定位，到形成以运动为载体的概念及其发展至

今，经历了本土化的演进历程。在这一嬗变历程中，突出

的表现特征是不同时期运动与体育的关联以已由原本的

运动是体育的影响因素之一转化为体育以运动为其载

体，同时体育取义也被重新解释和定义。体育原有的逻

辑意义以及存在目的被新的环境所模糊，其价值也由原

初的逻辑宿命演进为运动使然，具体体现为体育的“育

体”功能受到一定约束，甚至在某种场景下可能损及健

康，同时又被赋予诸如德育等多元意蕴。这一境况下，如

若仍将体育主要定位于健康、身体等生物维度，或将体育

指向包括心理、社会等多个维度的“生物-科学健康”（实

际仍与人文价值相对），并从逻辑并列语境下为体育定位

寻找说辞，显然忽视了体育在我国的历史演进，忽视了基

于运动本位构建多维价值的体育已非与“德”“智”逻辑完

全并列的体育。

此外，体育多向度价值的彰显，尤其关涉以学校体育

为凸显的育人性时，对运动形式提出了相关要求，具体体

现为学校体育教学常以那些富有或隐含教育、文化意义

的运动为开展核心。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体育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遵循着运动及其训练的基本原理，如关于运动

强度的确定、练习方法和手段的择选、不同运动项目的习

练要求等。因此，学校体育的开展不仅要重视教育、教学

性因素，还应关注运动训练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在学科

构成上应促成教学-训练一体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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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Ti-Yu under the System

of“Morality，Intelligence，Physique”in China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of Ti-Yu

TIAN Limin1，XIONG Wen1*，HUANG Huaiquan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PE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 and the pres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Ti-Yu under the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sports” system, and the fact that sports connotation changes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Ti-Yu under the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sports” syste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specul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sports multiple meaning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Ti-Yu is one of the ways to respond to the current dilemma of Ti-Yu
positioning. There have five stages in it. First (1890s): Based on the simple logical direction,movement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n Ti-Yu. Second (from the end of 1890s to the end of 1940s): It is established that movement is the main carrier and form
of Ti-Yu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 Third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middle and late 1970s): Under the
demand of strong body, Ti-Yu is more related to general physical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Fourth (from the end of 1970s to the end of
1990s ): The value func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ovement—competition of skill and physiqu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 culture become the theme of this stage. Fift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value of Ti-Yu
based on the movement standard—three-dimensional health concept and core literacy are proposed at this stage. The relevant
enlightenments are as follows: Pay atten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i-Yu and movement; distinguish the Ti-Yu’s
mean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establish and make clear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i-Yu; clarify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movement and Ti-Yu and beware of the loss of humanity.
Keywords: the system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movement; Ti-Yu; evolution; multiple values; historic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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