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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理清大学生“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法和访谈法，以
SF大学为例，对“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的路径和效果进行探讨。该模式以“健康第一”理
念系统整合了学校体育中的资源与优势，通过一体化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和群体竞赛，从而紧密衔
接课堂内外，相互渗透课堂内容，促进师生全员参与，以达到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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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the “trinity”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pr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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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ath and effect of the “trinity”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promotion model a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and taking
SF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model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the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in school sports with the concept of “health first”. Through integrated sports education,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and group competition, this mode can closely connec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penetrate the classroom content, an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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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多年来持续下滑，不容乐观，某些体质健康
指标甚至不如中学生[1]。可见，高校体育工作，特别是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有待改革。国运兴衰，
根本在人才。人才的质量不能仅限于专业能力与思想政治素质的层面上，也应该包括身心的质量及其素
养[2]。因此，研究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模式，不仅对大学生群体有着实际意义，对高校体育工作以及
整体的人才培养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示范价值。
SF 大学以“健康第一”理念为指导，依据多年第一线高校体育改革实验和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抽查
复核专家工作组实践，系统构建了“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学校
体育文化气氛较为浓厚，组建了 36 个体育社团和单项体育协会，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连续多
年达标率均超过 95%，得到教育部的表彰。相关教研实践活动多次获得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以及 2020 年的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多年来，学校的学生群体竞赛活动战绩喜人，并在 2021
年的全国学生运动会上连续第三届蝉联全国学校体育工作“校长杯”。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选取该校
为典型案例，实地考察期间，参与、观察该校在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以及学生竞赛活动等方面的具
体实务工作，并对该校 12 名管理人员和一线老师进行访谈，分析、探讨其学校体育工作中“三位一体”
模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方面的路径和效果进行探讨。

2. “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的概念
学校以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中提出的“健康第一”理念为指导，依据多年第一线高校体育改革实验和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
抽查复核专家工作组实践，系统构建了“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该模式符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锻炼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指示精神。所谓基于
“健康第一”理念的“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即将“健康第一”理念融入大学生的第
一课堂(体育教学)、活跃第二课堂(课外体育活动)和延伸第三课堂(群体竞赛)，系统整合三个课堂的
资源与优势，形成课堂活动紧密衔接、课堂内容相互渗透，师生全员参与的一体化大学生体质健康
促进模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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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inity”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promotion mode
图 1. “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

3. “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的培养路径
3.1. 以“健康第一”引导课程教学活动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重心始终在学科中心和生活中心两个向度间摇摆，前者以学科知识
技能发展逻辑为思路，关注“三基教育”和“体质教育”目标，却忽视学生需求，导致学生喜欢体育却
不喜欢体育课的现象出现；后者以建立、强化体育课程与生活的联系为思路，关注学生情感与认知方面
的增长，但忽视了体育知识技能培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导致大学生体育知识技能掌握水平的普遍低下。
面对此现象，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精选教学内容，科学设置必修+选修、理论+术科、普及+
提高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历经十多年的积累，汇编出版《大学体育教程》被评为“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应用该教材使学生不断更新体育观，增加体育意识，提高体育文化素养，掌握必要的运动技能，
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达到促进健康，增强体质和养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习惯的总目标。同时加强教师
教育培训，统一体育教学思想，将“健康第一”理念贯穿学生第一课堂始终，使得学校“第一课堂”含
金量十足，深受学生欢迎。

3.2. 以“健康第一”活跃课外体育活动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规范和评价机
制，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管理与组织仅仅处于“维持存在”的水平，逐渐与时代、与学生爱好脱节。SF
大学为满足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不同兴趣喜好，组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体育社团和学生体育俱
乐部，同时建立体育场馆网上预约平台，为学生的体育锻炼提供便利，构建并不断完善体育教师引导，
开发、使用“运动校园 APP”“名山名景签到 APP”等 APP 软件监控体系，鼓励同学们通过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地把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协会活动、早操和课余训练等纳入体育课程教学考核中，形
成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同时加大对学生进行课外活动的奖励力度，促进学校“阳光体育活动”的开
展，使学生在课内外的不同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比如，对于每学期至少有 30 次，每次 2 公里以上健身
跑的同学，不仅仅可以增加体育课的分数，还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运动达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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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健康第一”延伸群体竞赛活动
积极开展学生群体竞赛活动，建设 “班级－学院－学校”三级体育竞赛体系，将高水平运动员有计
划地投入到普通大学生课余体育锻炼和各院系学生会组织中，将身体条件好、运动水平高、主观意愿强
的普通大学生吸纳到高水平运动队，通过学费减免，成绩与学分认定，研究生推免，教练员职称晋升等
政策，推动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另一方，出台各类群体竞赛中取得比赛成绩和群体活动积极参与学生
的加分制度，激励普通大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助推“第三课堂”群体竞赛活动，引领学生更好的发展。
在多项措施的推动下，学校阳光组和高水平组大学生参加全国性比赛人数显著提升，获奖人次与奖项稳
步提高，由人民网发布的 2015 年中国普通高校体育竞赛榜，学校排名全国第五；2017 年，学校获全国
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团体总分第一名。近年来学校多名学生入选国家队，在国际比赛获奖十余次，国家级
比赛冠军近百项，省级比赛冠军百余项。在 2021 年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上，学校综合排名全省第一，
全国第六，连续三届蝉联全国学校体育工作“校长杯”。

4. “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的效果
4.1. 凝聚了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共识
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多年来的下滑，归根结底还是重视程度不够，未能有效建立起“健康第一”
的思想。当代大学由于普遍关注学术研究水平等所谓核心竞争力建设，而间接忽视了大学生体质健康促
进工作。很明显，就人的全面发展而言，这样的大学是有缺陷的、违背初衷的，过多的偏重某些方面的
建设，必然会导致整体的失衡，学生身心的健康及其素养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应是现代大学的重
要职能。“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重在思想上牢固确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从而落实学生
体质健康在整个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地位。比如说，很多学校因为对安全事故防范的关注而忽略了学生
体质健康。从学校优先关注的层面来看，相较于“一触即发”“责任重大”的诸如运动猝死、运动伤害
等安全事故带来的聚焦效应，学生体质下降这种“柔和缓慢”“无人担责”的“温水煮青蛙”似乎难以
相提并论。从相关研究来看，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我国青少年运动伤害发生率为 5.61%-33.67%，是学校
意外伤害事故最主要原因[3]。正因如此，许多高校思想保守，“因噎废食”，将本应完整的学校体育教
育“打折”了，体育课中没有了中长跑等大负荷的内容，田径运动会也已经变成了趣味运动会，以此试
图将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然。不可否认，于一时，于一校这种方法效果是不错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普遍，
但于长久来看，于一国，于一民族而言这无异于服食慢性毒药。身体素质的提高，体质健康的增强是不
可能避开一定负荷的体育运动的，运动伤害事故是应该尽力避免，但对于学生体质健康，体育课、课外
体育活动以及课外群体竞赛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4]。SF 大学坚持运动负荷在学校体育中的重要地位，多
年以来，不仅在体育课程设置中将十二分钟健身跑作为必修课，而且强调其他项目的课堂教学中练习密
度和运动强度的重要性；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中，坚持开展 5000 米、3000 米以及跨栏、接力类等有较高
强度、难度的项目。在注重运动负荷的同时，学校也高度重视安全事故防范，在十二分钟健身跑考试、
体质健康测试期间，以及田径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比赛期间部署专业医务小组、救护车等医疗资源。

4.2. 统整了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实务
近年来，针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情况，大体育课程观成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有效途径
[5] [6]。然而大课程观背景下的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依然是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荒芜之地”，三者间
泾渭分明，缺乏联系，未能很好的发挥联合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的效果，“三位一体”体质健康
促进模式则有有效地融合了三个课堂间的鸿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学生体质的健
康是高校教书育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损害的。学校积极树立的“三位一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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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健康挺在优先位置，做到在工作实践中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这应该形成全校的共识。以“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三位一体”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模式以及动态管理，通过教学督导、学生、管理
人员和同行等评价，加强学生三个课堂的联系与互动，有效破解学生选课的强制性与自主性的限制、突
破体育活动与课余指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少数学生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与所有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
高的限制，改进学生锻炼方式，发挥体质健康促进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促进三个课堂之间高效联动。

4.3. 优化了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机制
目前，国家关于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政策文件不少。但是，有关政策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缺乏
协同管理和监督检查机制[7]，因此，构建和优化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管理机制势在必行。多年来，“三
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非常关注对体质健康促进的供给端和需求端进行管理机制创新[8]。一方面，
优化体质健康促进的供给端，有效提高学校体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制度性。明确加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
的职责，具体明确课堂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和群体竞赛的责任主体和要求，提升政策执行效果。比如通
过同行评议、师生互评的方式评价课堂教学，以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达标率和优
秀率，以及体育社团、各类比赛的参与率来考核教研室的工作实绩等。另一方面，有效扩大体质健康促
进的需求端，扩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积极性和评价有效性。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学习兴
趣，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融入学校的综合评价、评优评先以及保研等评价系统，联合各部门积极配合学
校体育工作，形成学生体质健康的共建共管和信息共享，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配合学生管理工作，
以运动处方的形式，积极参与干预网络成瘾等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5. 结论
体质健康是一个人得以享受幸福生活、开创美好未来的前提。在新时代下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全面发展，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落实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SF 大学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
以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所构建的“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模式，对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
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高校体育工作有着较为具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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