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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2020年5月22日，全国两会召开，百余委员联名提案：“给中小学生减负，体育列入必考科目”
的话题引起了热议，中考、高考改革逐步增加体育分量。中小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问题倒逼催将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设想的生成。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SPSS数理统计
法、文献资料等方法。结果：诠释了体育考试成绩计入中高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发放了体育与中高
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问卷，统计并分析了家长、教师、学生三个维度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
权重的必要性。横向提出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有体育相关政策落实有待加强、体育社会环境
积极性不高、体育中高考考评制度有待完善三个方面的实施困境。结论：提出了营造良好的体育社会环
境氛围、加强对学校体育的重视、逐渐扭转家长“重智轻体”的思想观念三个维度的应对策略。希望能
为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体教融合的发展、促使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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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n May 22, 2020, the national two sessions will start. More than 100 committee members jointly proposed: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included in the compulsory subjects” topic that caused hot debate,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weigh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physical health problem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forces the reform to urge the generation of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main subject should have the
same test score weight. Metho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SPS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literature, etc. Results: Explain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included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and gave
out the sports and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major equally weighted
scores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parents, teachers, students, three dimensions of
sports included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re subjects equally weighted scores. Horizontally put forward the sports and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main subject equal examination score weight has the
sports relat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needs to strengthen, sports social environment enthusiasm
is not high, sports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or college evaluation system needs
to improve three aspects of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Conclusion: Thre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which are to create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for sports, to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sports, and to gradually reverse the parents’ ideology of “valuing intelligence over body”.
It is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eenager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of
sports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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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22 日，全国两会拉开帷幕。在今年的两会上，百余委员联名提案：
“给中小学生减负，
把体育列入必考科目”的话题引起了热议。此博文一经推出，引发了广大微博网友的热切关注。如何
将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成功落实，既是真正的促使学生体质健康，培养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又确保了改善国民学生体质较弱都的局面，成为当前我国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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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目前全国大部分的城市把体育纳入中考成功实践，2019 年 12 月 27 日，云南省
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考体育与语文、数学、
英语并列 100 分，体育与中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得以践行。那么体育与中高考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实
施困境有哪些呢？又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为此笔者发放并回收了 1593 份问卷，对该话题开展了深
入调查，我们以“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及相关主题作为关键词进行系统的文献检索、梳
理、分析。希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体育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落实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一些启示
和借鉴。

2. 体育列入中高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2.1. 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要性
2.1.1. 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于 1985 年以来进行了 6 次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大抽样调查。我国目前青少年
儿童体质健康形势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尽管学生的整体通过率身体状况高于教育部规定合格率，但在各
项指标结果分析后，依然存在许多超低体重及超体重现象。体质健康主要指标连续多年下降，34%的儿
童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隐患，近视、肥胖、瘦小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与不良行为习惯、缺乏体育
运动相关。据调查显示，当今高中生体质健康呈下降趋势，这与中考体育考试杠杆效应结束后，学生体
质达到顶峰并进入高中，然而进入高中后随着学生课业负担加重，学校体育类课程设置及学生不重视体
育锻炼等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从而导致高中生体质又出现下滑。体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1]，现还有许多学校的体育课被随意挤占，体育课屡屡被随意挤占的背后，折射出的无
疑是体育在学生综合评定与升学指标中权重低、考核严肃性不及文化课等问题。
2.1.2. 中高考指挥棒的导向
中考、高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意愿。大多数学生对体育活动作为一个普遍的爱好，他们
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学习成绩。而家长对此方面也没有注意，对孩子进行身体素质方面的教育。家长
们几乎接受了中高考的公平选拔在学业上的重要性，只有少数人更注重体育锻炼。虽然有人知道体育
锻炼的重要性，但面对中考或高考的考试环境下，学生对体育锻炼呈现的态度为中立。面对毕业率的
压力，学校把教学重点放在与高考有关的科目上，将体育教育边缘化，面对现行中学评价体系与高考
制度相互制约的现实[2]。利用中考、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作用，将体育纳入中考、高考的主考科目，实
行等分权重，迫使学校、家长和学生高度重视体育教学，学生和家长都要加强体育锻炼，从而提高学
生的体质。

2.2. 体育列中高考重要性
2.2.1. 促进体教深度融合发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育与教育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体育列中高考有利于促进深化体育和教育的整合，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深度开展体育课余活动、课余训练、竞赛活动，加快推进体育俱乐部的建立。体育列中高
考加快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较多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外比赛。体育列中高考加快促进“一
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建立[3]。加强学校体育教育，提高青少年体育事件的系统，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乐趣，增强他们的体质，提高他们的人格，锻炼他们的意志，培养德、智、体、
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学生和接班人，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通过体育中考和高考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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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利用体育政策的制定执行，构建以体育课为基础，课外体育活动社会支撑体系体教互融互通体
系，从而促使体教深度融合发展。
2.2.2. 促进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科素养是学生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学习，学生掌握的体育必备品格、关键体育能力和价值观
念，体育与健康课程核心素养的有运动能力、身体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这三个维度。运动能力是体能、
技战术和心理能力在身体活动的综合表现，通过体育列入中高考能使学生更好的运用所学的运动知识、
技能和方法，参与组织展示和比赛活动、能有效的提高体能和运动技能水平。身体健康行为是培养学生
在体育运动过程中积累经验，将已学到的运动知识运用到体育活动中。体育锻炼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
从而保持身体健康。体育纳入中高考获得较高的分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和健康的行为。体育列入中高考有利于促使学生在体育与健康学习中形成主动克服内外困难、积极进取、
挑战白我、迫求卓越的精神。能够正确对待比赛的胜负结果，做到胜不骄、败不馁，遵守规则，尊重他
人，具有公平竞争的意识和行为。因此体育列入中高考有利于促进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培养感[4]。
2.2.3. 促进健康中国 2030 目标任务完成
强化学校体育，深化健康教育，保障学生健康成长，不断提升广大学生的健康获得感、为健康中国
打牢坚实根基。青少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内容，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工作，亲切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5]。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考核方案的通知》[2019] 32 号 2020 年全国
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目标值 ≥ 50、符合要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率(100%)、中小学生每天校
内体育活动时间 ≥ 1 小时。《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以治病为中心向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发挥体育
对诊治防控的重要作用，促进健康及其产业融合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等健康生活
方式的引导，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可以使学校、社会、家庭重视体育，从而促进健康中国 2030
目标任务完成。

3. 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调查分析
3.1. 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调查分析
Table 1. The necessity of including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main subject
表 1. 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

有效

频率

百分比

A.中考有必要

213

13.3

B.高考有必要

87

5.5

C.中高考都有必要

979

61.5

不可行，身体素质各有不同，增加应试负担

314

19.7

合计

1593

100.0

如表 1 所示，笔者发放并回收了有效问卷 1593 份问卷。在体育有必要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的
问题中。80.3%的人认为有必要将体育中高考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认为体育与中高考主课同等考分权重
有必要在哪个阶段中，其中 61.5%人认为中高考都有必要将体育中高考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这表明中
高考都有必要将体育与其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是很有必要的，认为中考有必要的占总比的 13.4%。高考
有必要占总比的 5.5%。仅只有 19.7%的人认为不可行，原因是因为身体素质各有不同，同时增加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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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负担，该数据说明体育是有必要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的。

3.2. 家长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调查
Table 2. The necessity for parents to includ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main subject with the same weight
表 2. 家长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
有必要在何阶段
合计
中考有必要

高考有必要

中高考都有必要

大学

孩子就读于大学%

6.0%

10.7%

83.3%

100.0%

高中

孩子就读于高中的%

16.7%

8.3%

75.0%

100.0%

初中

孩子就读于初中的%

15.2%

4.8%

80.0%

100.0%

小学

孩子就读于小学的%

14.8%

7.0%

78.2%

100.0%

计数

67

140

363

570

有

合计

本问卷收集了 570 名家长的数据占总比的 35.8%。从表 2 所示数据可以看出孩子在读于大学、高中、
初中、的家长都很认同体育有必要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分别占 83.3%、75.0%、80.0%、78.2%的
比例。其中孩子就读于大学阶段的父母认为中高考都有必要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以他们的育儿经验认
为体育是非常重要的，然显示支持率最低的是高中阶段孩子的父母，说明父母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大，
怕给孩子再增加负担，所以有所顾虑。由于体育已经纳入中考，因此就读于初中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并
没有因为体育而成绩低，反而对体育纳入中高考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持支持态度。所以占比居第二位，
在学生还是小学阶段的家长对体育纳入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并没有很强烈的支持，也没有很强烈的
反对，反而持观望状态。

3.3. 教师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调查
Table 3. The necessity for teachers to includ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with the same
weight as the main subject
表 3. 教师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
有必要在何阶段
合计
中考有必要

高考有必要

中高考都有必要

大学

孩子就读于大学%

7.2%

5.8%

87.0%

100.0%

高中

孩子就读于高中的%

9.4%

12.5%

78.1%

100.0%

初中

孩子就读于初中的%

4.5%

2.3%

93.2%

100.0%

小学

孩子就读于小学的%

7.9%

2.1%

91.0%

100.0%

计数

67

83

216

366

从教于

合计

如表 3 所示，本调查问卷收集 366 份教师有效数据，其中认为体育中考有必要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
调查参与 67 人，高考 83 人、中高考都有必要 216 人。从教于初中的老师认为中高考都有必要将体育与
主科同等考分权重占比最高为 93.2%，这说明中考体育成功的案例已经让老师深信只有将体育与其他主
科同等考分权重下才能引起相关部门、学校和家长的重视，才能改善学生从教于小学的老师认为中高考
都有必要占比 91.0%，从教育高中的老师在中高考都有必要的占比 78.1%、对于中高考学生而言，中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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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没有高考压力大，中考加入体育成绩，可以督促同学劳逸结合，对学生而言是有益的，然而高考同学
压力本来就大，如果再加入体育的话，就会给同学带来更大的压力，而且体育课会占用文化课的时间，
同学也得不到更好的复习，所以从教于高中老师认为体育与中高考都有必要占总比例较少，从教于大学
老师认为中高考都有必要的比例为 87.0%。

3.4. 学生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调查
Table 4. The necessity for students to includ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with the same
weight as the main subject
表 4. 学生对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
有必要在何阶段
合计
中考有必要

高考有必要

中高考都有必要

大学

学生就读于大学%

21.4%

8.4%

70.2%

100.0%

高中

学生就读于高中的%

21.4%

7.1%

71.4%

100.0%

初中

学生就读于初中的%

23.1%

7.7%

69.2%

100.0%

小学

学生就读于小学的%

30.0%

5.0%

70.0%

100.0%

计数

161

203

275

639

有效

合计

在表 4 学生的角度认为中高考都有必要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的调查中占总比率相对家长、老师减少，
就读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这四个阶段分别为 70.2%、71.4%、69.2%、70%，这四个阶段相对较为
均匀，然而认为选择中考或高考有必要的学生比例增加，特别中考大高初小四个阶段占总比为 21.4%、
21.4%、23.1%、25.0%，这说明学生的也会根据实际身体情况填写问卷，有些学生确实在体育的某方面
存在短版，尽管认为体育很有必要与主科同等考分权重，但还是会分开选择中考有必要或者高考有必要。

4. 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实施困境分析
4.1. 体育相关政策急需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6]，加强考核等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将体育科
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体育与中高考主科
同等考分权重可以较短时间提高学生体质，同时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可以更有效宣传体
育与健康知识，推进全民健身开展，迅速提高全民体育素养，更广泛传播体育文化，从而扩大健康中国
一系列政策的影响力并促进落实。政府应该建立联合督导机制，对体育相关政策执行情况要定期评估，
对执行不力的因该要严肃追责。

4.2. 体育社会环境积极性不高
体育社会环境，是指人们为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水平从而创造的物质环境、社会组织的总称，分为
体育外部社会环境和体育内部社会环境。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是改善学生体质这一特定
社会环境背景下提出，众所周知，在全国的中小学中，体育经常被排除在高考之外，被“边缘化”[7]。
因此体育往往成为一个可上不可上的科目。任课老师和学校领导都不重视。以高中为例，虽然按照教学
大纲，每周都会安排两到三节体育课。然而许多学校通常会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安排两到三节体育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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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所谓的语文、数学、英语等要高考学科老师占用了，就是让学生在班里做其他科目作业。在很多学
校里，体育课形同虚设，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一门学科。实际上一个良好的体育环境以及氛围尤为重要。
无体育不清华，清华北大体育之所以那么好原因是有先辈们的体育文化积淀。体育社会环境是让社会人
群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享受体育乐趣，培养体育情感形成积极的体育态度。通过体育互助合作建立团结、
友爱的体育社会环境，这也是体育社会情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社会环境适应是健康的重要部分，社会
教育是延续和补充，体育是社会中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充分正确的认识社会体育教育和社会环境
适应，才能真正提高社会对体育教育的认识。

4.3. 体育中高考考评制度有待完善
随着体育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在知识经济和创新意识作为经济发展主导的今天，
中小学体育教学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显得重要和迫切，只有改进和完善体育中高考考评制度。才
能实现高校体育教学确实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从而使学校体育教学为学生所接受。改变学生体质，各地
要完善学校体育保障机制，增加学校体育工作的经费投入，把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当前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点是完善学生体质健康和学校体育的评价制度，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将学校体育
工作状况作为评价地方和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指标[8]。这些功能主要依赖于体育中高考考评制度
来实现，而体育中高考的考评制度又是体育教学活动的检验和推动力，能引导整个体育教学活动的方向。
只有真正解决了体育中高考的考评制度这个矛盾，才能更好发挥学校体育的功能。中小学体育教师评价
机制、中小学体育教师对教学不够重视等原因，有些体育老师或领导不愿意在体育教学上投入更多时间
和精力，也不主动参与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

5. 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应然策略
5.1. 营造良好的体育社会环境氛围
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优化体育社会环境，团结体育社会组织互相交
流、共同进步，促进体育行业健康发展。加强全民健身、发展社会体育，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必然要求[8]。推进社会健身设施建设，推动社会体育蓬勃开展，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水平，完善社会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增加社会健身设施有效供给，补齐社区身边的健身设施短板，大
力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全民健身促进工作。争取营造良好的体育社会环境
氛围，相关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高效，通过学术指引、数据支持、观念创新、以问题为导向，在
面对全国青少年健康危机的背景下，以学校体育为中心，营造青少年俱乐部、公共体育馆、家庭体育、
青少年体育等赛事。各类学校、教师、家长、青少年等为调查对象、进行建言献策，营造全社会共同促
进学校体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形成社会普遍参加体育健身的良好体育社会环境氛围。

5.2. 加强学校对体育的重视
学校促进学校体育均衡发展，坚持整体推进与典型引领相结合，鼓励学校体育特色发展。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形成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新局面。学校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足开齐体育课，从而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学校建立并完善体育老师的奖励制度，提高学校体育课程的内在动
力和外部环境，优化监督评价模式，政府、地方与学校应构建互信、平等、共进的领导体制，凸显学校
体育课程领导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学校体育课程领导模式转变提供良好内生环境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
炼，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设置相应的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培训培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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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教师，开发和拓展健康教育课程资源。学校应该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促使办学
条件全面改善，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机制更加健全，教学、训练、竞赛体系普遍建立，教育教学质量全面
提高，育人成效显著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养明显提升，逐渐培养学生具有体育习惯及体育个性
化发展的人。

5.3. 逐渐扭转家长“重智轻体”的思想观念
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家长往往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但却忽视孩子体育健康问题，中考、高
考升学考试制度是影响家长的直接原因。体育可以对知识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是扩大和提高认知
能力源泉核动力。体育教育是增进健康和体质的教育，家长应该把体育摆在家庭教育的首要位置。通过
体育进中考、高考，让学生在体育锻炼同时成为对孩子全面发展综合评价的一部分，从而对升学和成长
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切实让家长和社会转变思想观念。只有扭转家长“重智轻体”的思想观念才能真正
重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这个观念的转变也会带动体育、教育工作进一步的改革发展。
将体育列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智慧化、常态化、多样化的体育考
试评价体系，普及科学的人才观、育子观、和健康观[9]。向家长发放学生体质健康手册并强调健康的重
要性，通过家庭、社会、学校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着力扭转“重智轻体”的局面。

6. 结语
家庭体育教育是基础，学校体育教育是中坚，社会体育教育是延续。建立完善家庭、学校、社会三
个维度共同关心支持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激励机制和外部环境。通过统计分析家长、老师、学生对体育列
入中高考与主课同等考分权重的必要性，探讨提出了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的实施困境有体育
相关政策落实有待加强、体育社会环境积极性不高、体育中高考考评制度有待完善。我们要充分重视家
庭体育教育，提高父母对体育参与兴趣。通过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的实施，让体育锻炼成为
孩子全面发展综合评价的一部分，逐渐扭转家长“重智轻体”的思想观念；摆正学校体育教育的位置，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育课，配齐配足体育课教
师，加强体育教育教学管理。鼓励体校与中小学校加强合作，加强对学校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重视[10]
从而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推进社会健身设施建设，推动社会体育蓬勃开展，通过体育的
社会共识，使练体育成为青少年的时尚追求和流行文化，从而营造良好的体育社会环境氛围。正确认识
社会体育教育重要性，促使学校体育将体育与中高考主科同等考分权重践行，从而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
促进体教融合的发展、促使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培养，完成健康中国 2030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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