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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edagog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and log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in Monthly Bulletin of Diligence
Sports (Volume 4, No. 46).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onthly bulletin of diligence sports mainly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why the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is not developed, discusses goal adjustment background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explores the path of developing elementary
school sports work, expounds the teachers' quality, ability and the work content, introduces the
teaching content selection and method usage in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tudies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romotes the elementar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est methods of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so on. It is believed that scientificality,
modernity, n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are the principles which the sports teaching reform in
elementary school should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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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于教育学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勤奋体育月报》4卷46期有关小学体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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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认为《勤奋体育月报》主要探讨了小学体育不发达的原因，论述了小学体
育目标调整的背景，探索了整体推进小学体育工作的路径，阐述了教师素养、能力和工作内容，介绍了
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选择与方法运用，研究了课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推介了小学生体格检查与体育成
绩考查的方法等内容；并且认为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是小学体育教育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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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之不兴则国民之体弱，民弱则国弱。进入民国，中小学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已成为国
人的共识。被《申报》盛赞为“中国首创体育月报，当今体育界一盏光芒四射之明灯”的《勤奋体育月
报》深感推广、普及和提高中小学体育之责，设专栏、出专号强调小学体育的重要性、揭示中小学体育
不兴之原因、阐述教师职业能力、介绍教学经验与方法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勤奋体育月报》
推介小学体育不仅是历史的回忆和再现，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不断深化中小学体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教训。

2. 《勤奋体育月报》的办刊宗旨与版面特点
《勤奋体育月报》由马崇淦私人创办，创刊于 1933 年 10 月 10 日(旧中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之
日)，1937 年 7 月由于受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被迫终刊，共历时三年零十个月，总计出版 4 卷 46 期。
《勤奋体育月报》创办者及编者认为，“强邻压境，国难临头，我中华国家民族生命生死存亡关头，
舍全国国民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加紧体魂训练，用铁血和肉弹冲破此重重死线，恐将无其他出路” [1]。
“强临侵食，国难临头，复兴方法，万绪千端，但是提倡体育，实为要图” [2]。“刊物是站在时代的前
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应当尽其指导宣传的责任。”所以《勤奋体育月报》以“提倡体育，复兴中国”
为办刊宗旨；以“为民族复兴的体育与为平民大众化的体育”为办刊的方针及使命，以期达到“前者以
养成疆场战士，报国健儿，拿体育军事化为出路，后者以农村的及社会体育为中心”目的；以“现代世
界的体育思潮，体育上的法令制度，各级学校的体育设施，小学体育教材的选配，体育活动的纪载，以
及海内外体育学术的介绍。”为主要内容[1]。
《勤奋体育月报》秉承办刊宗旨和使命设置栏目，并因势调整。创刊时设置了“勤奋体育画报”“勤
奋体育评坛”“言论”“教材”“体育消息”等栏目，后来不断增设和调整，且越来越细化。细析之，
《勤奋体育月报》栏目可分为常设、短期、不定期三类，所谓常设栏目是指开辟后至停刊一直存在的栏
目，主要有“勤奋体育画报”、“勤奋体育评坛”、“言论”、“教材”、“一月来之体育行政”、“一
月来之体育比赛”、“一月来之体育人事”、“一月来之海外体育”、“读者园地”(第一卷第五期始)、
“体育家与运动家”(从第二卷第一期始)等栏目。短期栏目是指开辟后在短期内一直连续设置的栏目，如
“教育部体育班同学会消息”(从第一卷第四期起增设至第三卷第一期)。不定期栏目是指不是每期连续设
置的栏目，如“国术”“世界体育瞻望台”“调查与史料”、“特约通讯”、“特载”“训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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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体育画报”主要是登载一月内国内外体育比赛、体育人物、体育场馆的图片；“勤奋体育评坛”
主要是刊载编辑的评论性文章；“言论”主要是发表名人、专家的著述；“体育教材”主要是介绍辅助
教学所用的教学材料；“一月来之体育行政”主要是刊载期刊出版时一月内的政府领导人讲话、体育政
策、体育会议等；“一月来之体育比赛”主要是介绍期刊出版时一月内的国内比赛信息；“一月来之体
育人事”主要是介绍期刊出版时一月内的体育界人士社会活动的信息；“一月来之海外体育”主要是介
绍国内体育竞赛的信息；“读者园地”主要是刊登读者来稿；“体育家与运动家”主要是介绍体育界的
专家和优秀运动健将。
发行“专号”是《勤奋体育月报》区别于当时同类期刊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亮点。所谓“专号”就
是《勤奋体育月报》的某期围绕一个专题向读者集中刊载、报道、介绍与专题相关的信息与论说，让读
者系统化、多视角地深度了解和掌握专题的讯息。在《勤奋体育月报》4 卷 46 期中，共发行了“全国运
动大会特大号” (第一卷第二期)、“小学体育专号上册” (第一卷第三期)、“小学体育专号下册” (第
一卷第四期)、“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专号上册” (第一卷第八期)、“中学体育专号” (第一卷第五期)、“第
十届远东运动会专号下册” (第一卷第九期)、“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专号上册” (第二卷第二期)、“足
球专辑” (第二卷第五期)、“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专号” (第三卷第二期)、“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特
号” (第三卷第十二期)。
总之，《勤奋体育月报》发刊尽管仅三年零十个月，但是该刊在强邻压境、国难临头的时刻，传播
国内体育思潮、呼吁政府重视和改进体育、警醒和引导民众践行体育、介绍国内外体育教材与方法、及
时发布国内外体育信息等，有力地推动了体育的普及和发展。正如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对其评价说：“斯
诚吾国体育改进事业上之一大助力” [3]。

3. 《勤奋体育月报》小学体育载文的内容透视
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任何内容都具有某种形式，离开了形式，内容就不能存在。
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小学体育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小学体育教师、
学生、制度与政策、教学目的、教本与教材、教学原理、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
环境、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过程等等。《勤奋体育月报》从创刊始就认为“小学体育，是一般体育的
根本。”“小学体育，是发扬民族精神的基点，是孕育着复兴民族精神的基质” [4]。所以《勤奋体育月
报》非常重视小学体育各项内容的刊发，充分运用期刊、纸媒、平面媒体特点呈现小学体育类的图文：
一是《勤奋体育画报》以图片形式呈现小学运动会情形。《勤奋体育画报》在每期之首开辟了《勤奋体
育画报》栏目，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照相技术和图片传播形式，刊登各地小学体育运动会的实况；二是
发行“专号”呈现小学体育类图文，上文已述；三是在各期的“论著”、“言论”、“教材”、“读者
园地”等栏目中发表来稿作者的述作；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刊登广告方式介绍小学体育类的教本和
书籍，主要是勤奋书局出版的教本和书籍。
若以教育学理论为指导来透视《勤奋体育月报》中小学体育类文稿，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小学体育不
发达原因的探讨、小学体育目标的修订、整体推进小学体育工作路径的探索、教师素养、能力和工作内
容的阐述、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方法的运用、课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小学生体格检查与体育
成绩考查方法的推介等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略作类述。
首先，小学体育类多篇文稿述及小学体育不发达的原因，认为学校当局不重视以及小学体育缺教师
且素质低、场地设备差、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导致了小学体育的不发达。如《小学体育谭》揭示：“虽
教育部有小学体育新课程标准之公布，而执事者咸以敷衍从事，漠不关心。即或有之，亦目为随意科而
已，虚张门面而已” [5]又如《提倡体育声中的小学体育》反映：“小学校因体育学校毕业的人材不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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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而且待遇微薄，一般体专毕业的，自命为体育专家，又不肯到小学界里去，因此师资起了恐慌。”
[6]再如《小学体育的中心训练》述到：“吾人要施行小学体育的中心训练，应有干部人才……尤其是现
在的一般小学体育教师，大多数私立体孰所出身，其本身的学术训练及精神道德的修养，敢说过半数没
有创作能力，和自编教材的本领” [7]。又如《小学体育教师应有的修养》叙述说：“身任小学体育教师
者，往往因为薪少事烦，不免敷衍弃责” [8]。再如《小学体育今后应取的途径》论及：“在以济这样低
落的中国，小学一切设备，都感不足，体育设备，除了都市城镇中较好的学校略有一点设备外，乡村那
是谈不到了” [9]等等。
其次，《勤奋体育月报》载文讨论小学体育课程目标，认为小学体育目标应随形势变化而修订，新
目标要适应捍国卫家的需要。1929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过小学体育课程目标，但是《德国小学体育
与卫生教材》在介绍了德国小学体育课程目标后感慨到：“回视吾国现在小学体育……目的狭小” [10]
《我国小学体育目标改革问题》也说：“记者之意，嫌部颁的小学体育课程标准，过于普泛，不能顺应
我国最近将来的苦境。兹本准备战争，誓复日仇为目前国民训练的一般标准，应使小学体育完全武化”[11]。
《今后小学体育的新建设》也认为：“非将体育之目的扩大，以捍国卫民为民责志，则不是以保民族之
生存。”[12]《小学体育的中心训练》提出了小学体育应“以德、智、体、群、美五育为小学体育中心训
练的核仁。”“体育的功能，不仅是叫小学们有健康的身体，已尽了体育的能事，应当用体育的方法，
养成社会的完人，五育并重的健强国民，为国家的后盾” [7]。《我国小学体育之新动向》则说明了 1934
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新小学体育课程目标的由来及内容：(一) 发达儿童身体内外各器官的功能，以谋全
体的适当发育。(二) 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能力，以养成日常生活上，及国防上所需
要之运动技能。(三) 培养儿童勇敢、敏捷、耐苦、诚实、公正、快活、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
爱国的公民，以作复兴民族，御侮抗敌的准备。在对新目标的内涵解释后指出：“今后我国小学的体育
目标，要移向生产和民族意识教育两点上处用功夫，再勿要蹈前此空泛和浪漫的覆辙，以期获得‘十年
教训’的实效才好” [13]。《乡村小学体育目标与项目》认为，城乡小学生因所处的环境不同，乡村小
学体育目标应与城市小学体育目标有所区别，应以“1) 锻炼乡村儿童的体格。2) 养成乡村儿童劳动的习
惯。3) 培养乡村儿童活泼、勇敢、牺牲、服务、互助等的精神” [14]为目标。
再次，《小学体育教师修养问题》等文稿论述了小学体育教师应具有的修养、能力与工作内容。《小
学体育教师修养问题》认为，小学体育教师于教师修养方面在求学时期“要学理与技术并重；要有真诚
研究的趣旨”；在从教时期，应有“要有坚苦卓越的精神” [15]。《小学体育教师应有的修养》认为，
小学体育教师应有“对于儿童的运动，要耐性去监护”，防范运动风险的责任心；应有尊重儿童兴趣，
“循循善诱，使他感受正式运动的兴趣，乐于从事上课时有活泼精神”的教学态度；应有“防止思想腐
化”，不断追求进步的积极向上的“学不厌，教不倦”精神；应有“信仰体育，以体育为终身事业”的
道德情操[8]。《怎样做一个小学体育教师》认为，小学体育教师应具有的能力包括：“(一) 要懂得儿童
的心理学；(二) 要懂得体育的原理；(三) 要懂得教学法，包括柔软体操的教学法、游戏的教学法、舞蹈
的教学法、田径的教学法、球类的教学法；(四) 要懂得编配教材的方法；(五) 要知道体育上的各种普遍
常识；(六) 要认识体育的目的” [16]。《小学体育教师的任务》认为，小学体育教师应有十大工作内容：
一是开学时的任务，诸如检查体格、印发体育状况卡片、指导儿童填写体育状况卡片等 26 项；二、每日
早晨及课前的任务，有视察体育用具有无损坏、指导早操或课间操、揭示优良体育的成绩等 14 项；三、
每日开课至散课时间的任务，主要是休息时间的监护、注意场地的清洁、接待家长或临时参观的人等等
12 项；四、散课后的任务，有出席各种会议、预备明日教学的功课、搜集或编辑补充教材等 20 项；五、
每周的任务，有考查各级体育干事和组长工作的勤惰、发表本周测验的结果、整理本周内各项成绩等 11
项；六、星期日的任务，有访问不注意体育卫生儿童的家属、举行社会调查、举行运动比赛等 14 项；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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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终的任务，有举行学月的测验、整理本月内各种比赛、增添体育消耗品等 9 项；八、学期末的任务，
有指导儿童准备学期试验、会同校医检查儿童的体格、指导儿童假期生活等 9 项；九、假期中的任务，
有组织假期运动队、研究、计划下学期教学和训练改进事项、入体育实习学校等 6 项；十、不定期的任
务，有考查儿童对于运动的个性，并举行个别训练等 8 项[17]。
再次，刊文阐述了整体上推进小学体育工作的对策。《发展我国小学体育之我见》认为，发展小学
体育整体上应从八个方面进行：一、确定体育经费；二、扩充设备；三、实行部颁规定体育时间；四、
统一体育成绩的考查法；五、教材教法要统一；六、课外运动时间应列入正课计算；七、领袖的训练；
八、规定各项运动的比赛[18]。《今后小学体育的新建设》认为，建设小学体育整体上应该：“(一) 改
变体育目的；(二) 培植体育师资；(三) 厘订课程标准；(四) 励行军事体育；(五) 增设体育督学；(六) 增
加教师待遇” [12]。《小学体育的行政问题》更是从整体上大篇幅地阐述了如何推动小学体育工作：一
是认为小学体育内容包括：1) 正课(内容包括游戏、舞蹈、运动、姿势训练、准备操)；2) 早操；3) 课外
运动；4) 体格检查；5) 卫生教育；6) 校际赛与级际赛；7) 其他临时活动。二是说明了儿童发育过程约
分四期，体育课要根据儿童发育程度合理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 [19]。三是阐明了在教学中怎样达到技
能习惯的目的；怎样增高儿童的运动道德；怎样组织领袖班；怎样有计划有系统地选择教学内容；怎样
订定标准运动；根据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教学方法；如何处理好操场上的小问题，如个头高矮问题、
男女性别差别问题、心理问题、审美观念差异问题等。四是说明了如何做好体育预算、运动用具购买与
保管、运动场的布置等行政与管理问题。五是介绍了体育成绩的考查法[20]。另外，还刊载《小学体育实
施方案》 [21]、
《小学体育实施方案(续)》 [22]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实验小学体育运动实施大纲》 [23]，
详细介绍了小学体育工作的具体操作方法。
再次，刊文专门阐述和介绍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选择与方法运用。其一，对国外小学体育教学内容
及教学内容选择原则的介绍。《德国小学体育与卫生教材》不仅介绍了德国小学体育的目的、教师的资
格，还介绍了德国小学体育学制与教学内容及健康教材纲要，他介绍到：“德国小学共 8 年，前 4 年为
初级小学，后 4 年为高级小学；初级小学每周 2 小时体育正课，高级小学每周 3 小时正课，且有强迫课
外活动，并定每月远足一日；所有一切体育教材全系分段教授，共分三段，即健身操类、天然活动类、
游戏与舞蹈类。”他还介绍说：德国小学“除重视努力提倡体育外，对于卫生事业也非常重视的，且与
体育同时施行，使小学于幼年时即明瞭人体之构造，及各器官之功能，然后辅以体育，二者互相为用”[10]。
《日本小学体育教学原则》则重点介绍了日本教学内容选择的原则，以为我国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参考。
文中说：“日本教学原则，分为二种：一曰系统的教学法，一曰单元的教学法。一、教材之选择：1) 选
择适合儿童心身能力之教材；2) 选择适合小学体育设备之教材；3) 选择适应节季之教材。二、教材之配
合：1) 基本教材与应用教材之配合；2) 低年级教材之配合。三、体育教材之支配目标如次：1) 开始时
用缓柔之准备活动，继以较强之主要运动，最后再以缓柔之整理运动；2) 教材须包括使身体各部平均发
展；3) 须考虑其于第二次之影响；4) 同一之姿势，或类似之姿势，不可过重复” [24]。
其二，以实例示范和详解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实施。如《小学体育教学的研究》一文名为研究，实
质上给读者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教案。该文先将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分解为游戏教学、运动教学、体操教学，
然后说明实施细节，最后以五年级上学期教学球类运动为例，从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时间、教学
经过几方面进行了具体展现[25]。再如《我实验得来的效果》一文，作者讲述了自身在教学中改造中国固
有的教学材料，如模仿操及乡土游戏，获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儿童也都高兴练习，兴趣极为浓厚，
精神焕发，比各国体操来的利害。而儿童活泼泼的数着，‘一二一’的口令，在那里笑蜜蜜的做着，皆
是愉快表显” [26]。
其三，刊文说明游戏在小学体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介绍适宜小学体育开展的歌舞与游戏。如《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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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戏》写道：“国家之兴衰盛亡，系乎国民身体之强弱否以为断，国民身体之强弱否泰，系于幼时游
戏之取舍从违以为衡。”游戏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特征，虽然“游戏渺小之事耳！”“然而身体之发育，
生理之变化，心理之演进，道德之涵育，知识之启发，元力之充实，本能之增长，思想之豁达，精神之
振作，机能之灵活，性情之陶冶，侠义之气节，靡不息息相关，盖游戏含有极高尚之教育价值” [27]。
《室内游戏在乡村小学之重要性》一文则向读者推介在乡村小学场地设施欠缺且简陋的困境下“我们可
用‘室内游戏’这一味药，来救治这一个病症” [28]。《勤奋体育月报》还常设“教材”栏目，刊载大
量的适合小学体育课开展的歌舞与游戏材料，几乎每期都有，供小学体育教师教学参考与选用。
再次，《勤奋体育月报》刊载多篇专门研究小学体育课外活动的文稿，如《小学课外运动指导法》
[29]、《小学课外活动的研究》 [30]、《小学普遍课外运动的实施》 [31]、《浙江孝丰南中小学课外活
动的实施》 [32]等，不仅从课外体育活动的目的、指导教师请定、队伍组织法、训练领袖、项目编配、
内容选择、场所分配、器具运用、管理方法、指导方法、活动时间规定、比赛办法、考查办法等方面作
理论阐释，而且还作操作说明，既有具体操作方法与步骤也有各种图表，可以说非常详尽。
最后，《勤奋体育月报》刊载了《怎样举行健康检查》 [33]、《小学体育成绩的考查》 [34]、《小
学体育成绩考查法的究讨》(一、二、三、四) [35]等文稿，论述了儿童体格和健康检查与体育的关系与目
的，详细介绍了体格和健康检查的项目、方法与要点；阐述了小学体育成绩考查的意义与目标，说明了
分组、项目、记分法，并配有体育科清洁检查表、不定期姿势考查表、姿势考查标准分表、定期考查姿
势记分表、团体操考查记分表、体育科德性考查表、晨操成绩考查表、课外运动违律考查表、体育科技
术考查及格标准与记分法表、体育成绩考查总记分录表等，表文结合加以详介。

4. 《勤奋体育月报》小学体育载文的内容评析与当下启示
透过上述文稿内容，基于教育学视角发现，刊文作者提倡小学体育教育的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
和有效性。
其一，刊载的小学体育类文稿无论是立论还是教育教学方法探索恒以儿童的本性、心理与生理特征
为据，将学理性的说明置于首要地位，凸现了文稿作者非常强调教育的科学性。如在论及小学体育教师
教学时，有作者说道：“然教师不能利用儿童之个性，横施压制，要儿童坐就坐，立就立，不管儿童欢
迎不欢迎，违反儿童的天性，毫不顾及儿童的兴趣，不独寻常儿童奄奄无生气，即具有天才的，也要埋
没殆尽” [8]。在谈到课外活动教学内容选取时，有作者写道：“须依各人的需要而决定，必须以生理、
解剖为基础而采择” [36]。在谈及厘定小学体育课程标准时，有作者说到：“其着手点当按国内各地之
风俗、人情、气候，及儿童身心发育之秩序定之” [37]。分析小学体育课教学目标时，有作者分析道：
“人们的身体构造非常复杂，内有五脏六腑，外有五官四肢，各有各的功能，并且都连带的关系，假若
有一个机关不健全，那么全身的健康，都要因此而破坏了” [38]。“小学的体育教育，应该拿切合于儿
童底生理与心理的动作或活动，来助长儿童底的生理与心理的合宜发展，使得儿童的身心发育健全” [39]
等等，处处皆是，不一而足。按教育对象的天性及心理和生理特征进行教学无疑是教育的进步。但如果
将人的心理与生理特征视为像造物一样作为改造人的工具，那么教育的科学性必然异化。因为教育是人
类社会特有的、有意识、有目的以“人”自身为直接对象和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本身的社会实践活动
[40]，文稿作者尽管追求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但是这种科学性的追求是为了更好地将人当作物来改造，改
造成为他们需要的人，而不是基于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而去培育人。
其二，刊载的文稿论述了因国家形势变迁而调整小学体育目标，强调了小学体育教育的时代性。教
育目标是根据国家、社会需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制定的，因其导向性和引领性在教育中具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正因为教育目标调整和修订关系到教育的稳定性，所以教育目标往往不轻易变动，但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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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陈奎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何
时开始，虽不能预计精确，但日本辱我的国仇，则不能不报复，将来中日之大战，料是万不能免的。战
争要有种种的准备，而国民体格，却是准备当中的最重要最基本者” [41]。吴澂论述说“处强邻压之下，
还不知奋发图存，而误信非战公约为金科玉律，因之自来所抱体育目的，老老实实以健康教育等为最终
之目标，一成不变，殊不知今也时过境迁” [11]。也就是说，国家、社会需求发生变动，国家和社会需
要捍卫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驰骋疆场的勇敢战士，日本侵略改变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环境，亡国奴
必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小学体育教育目标制定的根基发生了变动，教育目标的
调整与修订也就是应然之事了。
其三，刊载的文稿阐述了教学内容的选取和教学方法的运用须立足学生特点和中国国情，体现了文
稿作者追求小学体育教育的民族性和有效性的思想。教育有效性是教育本身努力的方向和永恒话题，然
而教育总是在一定的主客观环境中进行的，教育有效性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教育者在学校教育中起
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提高
学校教育有效性。国民政府时期经济落后，小学体育经费不多，小学体育教师薪水低，教学场地设备缺
乏且简陋，尤其在乡村小学。在社会环境方面，民气消沉懦怯，轻视体育。在这样的主客观环境下，文
稿作者们围绕小学体育教育有效性这个主题，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提高有效性的路径，在刊载的 100
多篇文稿中论述和介绍适合学生特点和中国国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之类的文稿占绝大多数，就是明
证。同时也看到，刊文作者非常重视小学体育教育的民族性，认为小学体育教育的民族性就是要在小学
体育教育中输入民族精神，运用民族固有的教学材料，民族性可以提高有效性。所以在“教材”栏目中
刊载的游戏教学材料中随处可觅乡土性、民族性，这些游戏教材不仅因地取材，因陋就简，而且因势就
教，如《小学爱国游戏教材》将开发的十个游戏命名为“毋忘国耻”、“雪洗国耻”、“打倒日本”、
“抵制日货”、“寻刺植田”、“搜查汉奸”、“倭兵登陆”、“沪民避难”、“四将抗日”、“誓守
国土” [12]。

5. 结束语
日寇入侵，民族危机日阽。《勤奋体育月报》感于救亡图存的使命，立于时代的前头，发挥喉舌之
功能，刊文疾呼：体育实为救国之要图，小学体育则为体育之基础。本文不以传播学为视角而基于教育
学视角透视小学体育类刊文，力图感受编辑和刊文作者体育救国的心绪和思想内涵。小学体育教育教学
坚持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既是刊文告诉我们的历史经验也是对当下小学体育工作者的现实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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