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20, 8(4), 260-264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0.84042

论我国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
张康宁*，张敏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13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14日

摘

要

本文在明确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本源与含义、各自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管
理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对立发展的缘由，并得出尽管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在目的、
对象、培养体系和组织结构上都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与属性，但两者的发展模式上存在很多交叉点，学校
体育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竞技体育也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目前来看两者存在一定
的对立关系，但同样可以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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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schoo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trac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antagonis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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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hoo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realist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schoo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reflec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in the purpose, object, training system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re are many interse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two. School
sport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At present, there is a certain opposi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ut they can also integrat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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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的体育由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个部分构成。而其中竞技体育和学
校体育的关系最为密切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以改善身体素质、完善人格、
增强心理品质为中心，通过不同强度和内容的训练，进而达到各自的目标。本该共同携手、交叉发展的
体育关系，却出现方向和重心上的偏差，呈现出一种各走自己的路的现象，这样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
现一些弊端。比如由于体育行政部门过于重视运动成绩的提高和“金牌”的数量，学校太过看重文化成
绩的提高和升学率，所以产生了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培养程度不高、青少年体质下降等问题。尽管“体教
结合”的模式已历经近 30 年的探索发展，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身体训练与文化培养之间的问题，但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1]。

2.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本源与含义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这两个分支都源于体育这个主干，体育则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它是随着人
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自己体系的。而且，原始时代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衣服、食物、房子、医疗条件等，
用来抵御寒冷、饥饿和疾病，那时的人们需要一副健康的身体适应恶劣的天气，抵抗野生动物的袭击，
通过打猎、摘野果等获得食物。同样，祭祀活动的舞蹈、部落纷争的格斗、娱乐休闲游戏以及治病养生
的方法等都推动了体育的发展。无论是传授劳动技能的身体教育，还是打猎比拼、部落纷争的竞技活动，
其本源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在现代，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以身体教育为主，一个以竞技比赛为主，都以
身体的动作、姿势等肢体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两者发展的重心尽管各不相同，但源流相同。学校体育
是指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通过教师对学生一定的组织，以传授体育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技能为
手段，以增强学生体质，完善学生人格，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学生终生锻炼的意识为目的的一种教育和
体育相互穿插的活动；而竞技体育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高强度的运动训练和比赛，发挥
出个人或集体最优异的体育水平，以超越人体极限，夺取比赛胜利为目标的一种体育活动[2]。

3.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不同的发展轨迹
不同的目标设置、组织内容、手段方法、价值观念、管理机制等，致使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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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同发展轨迹。
学校体育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为目标。但是由于学校的发展模式是以
提高升学率为目的，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掌握，忽视身体的健康水平，就导致了体育学课为文化课让步
的状况，比如其他学科老师占体育课给学生补习，每周就几节体育课，体育老师不敢在课上加大训练量
和训练强度等。所以出现了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降低，身体素质下降，多年的体育教育并没有培养学
生学会足够的运动技能等问题。
竞技体育的发展建立在突破人类体能极限，夺取优异成绩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业余体育向专业
体育、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但在功利目的驱使下，为了获得金牌，迅速提高运动成绩，出现了重竞技
轻文化、服用兴奋剂、球场黑哨等体育问题。

4. 体育教育与竞技运动对立发展的缘由
学校体育执行的是校园里体育的教育功能，竞技体育彰显的是比赛中体育的魅力，体育教育与竞技
运动的对立发展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缘由，也有现实的原因，还有来自管理体制的问题。

4.1. 历史文化缘由
以历史文化为视角来看，“竞技”是被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所排斥的，强身健体才是核心。“土洋
体育之争”就是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文化冲突很好的例子。20 世纪 30 年代，一场关于体育该走
向怎样的发展道路的学生争论发生在了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观点是主张发展“土体育”，脱离“洋
体育”，并且不再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他们认为竞技体育不利于身体健康发展，乃是有闲阶级的
娱乐。我国的国民体育应以养生术为主，学校体育应提倡“卫国治产”、主要练习兵器和拳棒，以达到
延年祛病、强健筋骨为目的。而“洋体育”中的游泳、骑马、登山、飞行等实际技能可以进行学习，其
他的就别那么重视了。最终以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相互认可与融合收尾[3]。

4.2. 现实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了迅速应对来自国际体坛的挑战，弥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技体育水平差距，
根据当时的政体与国情，借鉴学习前苏联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经验与方法，成立相应的体育行政部门，
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指导方针，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体育体制[4]。竞技体育夺金的任务就放在了首位。
例如，我国运动员要在 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展现新中国的风采，就将大学生运动员从各地抽调到一起，
以集训队的模式来应对这次和以后的国际比赛。中国的运动训练体制以此为雏形慢慢发展起来，并且各
个省市自治区也在 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前后逐渐形成了体工队，三级训练网的运动人才培养模式也逐渐
发展起来。

4.3. 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为了改革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现状，1987 年原国家体委就提出过优秀运动队向院校化过
渡的举措，而且“体教结合”模式在 1987 年颁布的《关于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
中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接下来教育部在 1995 年下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
通知》，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融合发展被进一步深化。自 1995 年到 2016 年，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
等院校已从 53 所发展到 275 所[5]。这种尝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也从一定程度上增进了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系统的内部利益维护，两种培养模
式并没有融合在一起，高校的运动队与专业体工队也很难衔接在一起，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训练、竞赛
体系，就像两座隔海相望的小岛，“体教”分离的难题仍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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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应相互依存，融合发展
5.1. 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提供有力的支持
庞大的生源、良好的思想文化教育、优秀的教师、种类丰富的体育器材设施都是学校体育的优势。
在完成正常的教学目标之余，学校体育一直担负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任务[6]，不断地向竞技体育输送
优异的运动员，为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三级训练体系就是我国现行的运动员遴选机制
中“体教结合”较好的模式，在中小学生的体育竞赛中挑选运动天赋好的学生进入省队或业余体校进行
专业的体育训练，完善运动技能，提高比赛成绩，再通过参加一些大型的体育赛事，选拔更加出色的运
动人才输送给国家，进入国家队的训练体系当中，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体育竞赛，为国家增光添彩。再比
如部分省市为了扩展专业队队伍，把一些训练经费和人才指标下放到中学、大学等，由学校直接培养运
动员，为学校、省市增光添彩，这样不仅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也增添了学生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学校
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强强联手，才是一条真正的王者之路。

5.2. 竞技体育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
首先，培养学生运动技能始终是体育课的核心任务，竞技体育回归校园就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7]。
尽管一些简单的体能练习手段可以改善学生的身体素质，但是最关键的在于学生运动技能掌握的过程，
学生在此过程中不光能学习新技能，提高身体健康水平，还能体验到快乐，并逐渐爱上体育运动，养成
终生体育的意识。竞技体育本身就带有娱乐的功能。像一些缺乏快乐属性，竞技属性的练习，是很难调
动学生积极性的，它也与体育运动的特征、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相悖。但我们并不是把学生当成运动员来
培养，而是要使他们具有掌握各种技术的能力。一个人要想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很好的生存，学习新的
技能是关键一环。
其次，竞技体育其独特的观赏性，被现代社会很大的发掘出来。世界各地的、各种运动项目的比
赛信息，媒体都会第一时间报道、直播、转播、录播等。体育的魅力在新引人注意的同时，也在激励
着人们参加体育锻炼。此外，近些年来青少年的体育赛事也在增多，参加的学生人数也直线上升，同
台竞技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加之来自父母、社会关注度的增加，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
展。

6. 结论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本是同宗同源，尽管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现实问题以及不同的管理体制形成了
对立发展的局面，但两者的发展模式与目标上存在很多重合点。“体教结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两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竞技体育也促进了学校体育的
发展，两者虽然存在对立的关系，但同样可以相互融合、互相促进。通过明确两者的辩证关系，我们发
现，将教育系统作为培养体育人才的基地，使竞技体育思想回归到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上，把竞技体育
精神与学校体育教育相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和教育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体育
人才，才是我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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