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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青少年体育政策演进述析

李 强

摘 要: 政策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科学合理的青少年体育政策体系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加速器。运用

文献资料、文本分析、专家访谈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演进进行梳理和总结，认为我国青

少年体育政策经历了调整发展期、平稳发展期和繁荣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分析。最后根据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实际，以促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为逻辑主线，提出四点建议: 明确各

组织机构权责主体，推进跨部门协同合作; 监督和评估要成为青少年体育政策执行的长效机制; 抓牢“体育课”主阵

地，在“教、练、赛”上下苦功; 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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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

程”的重大决议，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涵和着力点，

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这是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聚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体育以 264 字的

较长篇幅被写进意见中，是除了德育外，字数最多的，再次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1］。现阶段，

我国正处于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强化体育政策

理论研究，提高体育政策的决策科学性是推动体育事业健

康、有效发展的必然要求［2］。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演

进历程

纵观中国体育发展史可以清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结合重

大历史节点及关键事件［3］，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 1978 年到

1989 年的十年，是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在文革动荡后的调

整发展期，本阶段的着力点在于恢复体育教学正常化及增强

体质; ［4］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的十年，是我国青少年体育的

平稳发展期，本阶段继续以推进体育教学正常化导向为重

点，竞技化导向逐渐削弱，以素质教育和体育教学大纲为闪

光点; 从 2001 年至今是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繁荣发展期，

各项政策陆续出台，本阶段更加重视体质健康和学校体育课

教学。本研究将以三个阶段划分作为基础对 40 年间国家针

对青少年的体育政策法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各个阶段青少

年体育政策的特征。

1． 1 调整发展期( 1978 年改革开放 － 1989 年)

由于历史和国情原因，文革时期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遭

受了严重破坏。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

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体委积极响应贯彻会议精神，

认真探索、推行体育工作重心转移。国家教委也在 1979 年

10 月下发《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高等学校体育工

作暂行规定》两个试行草案，［5］充分确认和体现了青少年体

育政策侧重恢复学校体育教学的正常秩序，以增强学生体质

为核心。1983 年 5 月，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在西安

举行，会议指出，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是

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6］，健康第一的原则应当始

终贯穿在学校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自此以后，“体质健

康”逐渐替代“体质”，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也从单一走向多

元，并且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1987 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

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并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

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在实践中协

调发展的方针。［7］80 年代末，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中学生和大

学生两个体育合格标准，使我国学校体育健康工作得以进一

步完善。进入 90 年代以来，围绕“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青少年学生成为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生力军［8］。从此，

学校体育工作在改革开放洪流的引领下，逐步走向规范化、

科学化、法治化，进入了一个不断深入与丰富发展的新里程，

为学校体育政策进入平稳发展期夯实了基础。

1． 2 平稳发展期( 1990 年—2000 年)

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稳定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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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也迎来了平稳发展期，以素质教育、体育课程教

学大纲、《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

亮点。

1990 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由国

务院批准颁布，该《条例》已经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了重新修订，在

新修订的《条例》中详细指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1995 年 6 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青少年和儿

童为重点实施对象，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做好学生的体育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学生参与体

育锻炼的意识、能力和习惯。1995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 以下简称《体育法》) 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开始

进入依法治体的新阶段。［9］

在这一时期青少年体育政策以推进学校体育教学正常

化、制度化、法治化为重点，极大地推动了青少年体育的发

展，为接下来进入繁荣发展期夯实了基础。

1． 3 繁荣发展期( 2001 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后，为了更有效的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的广泛开展，一系列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该时期我国青

少年体育政策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学校体育教学和青少年体

质健康两个方面。

( 1) 涉及学校体育教学的相关政策如表 1 所示:

表 1 涉及学校体育教学的相关政策

Table 1 Policies related to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时间 政策名称 颁布机构

2001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01 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少工委、共青团中央

2001
全国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 1 － 6 年级) 体育与健康( 7 － 12 年级) 课程标

准( 试验稿)
教育部

200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教育部

2001 全国普通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教育部

2002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体育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0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体育、艺术 2 + 1 项目试验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2005 关于贯彻执行 ＜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 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育部

2007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2011 义务教育体育与高健康课程标准 教育部

2016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 2) 涉及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相关政策如表 2 所示:

表 2 涉及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政策

Table 2 Policies concerning physic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时间 政策名称 颁布机构

2003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推广活动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2006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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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07 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2007 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2007 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2009 全民健身条例 国务院

2016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8 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研究中心等

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国务院在 2001 年 5 月颁布的《关于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健康第一”

的教育思想，并要求增加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学时以切实提高

他们的体质健康水平。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意

见》，强调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这是首次将青少年体质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我国新

世纪青少年体育的开展影响深远。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

次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2017 年新课

标的颁布实施再次强调了开展青少年体育提高青少年体质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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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建设上，2009 年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

实施从法制层面为青少年体育的良好开展提供了保障。

2014 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以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 年) 》等文件，对各有关部

门和学校落实青少年体育开展起到了良好的监督和指导

作用。

在组织管理机构上，2008 年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意

见》，国务院批复成立了以教育部牵头七部委联合参加的联

席会议制度，以更好的破解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滑的难

题，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也于 2010 年对下属机构进行了

整合，成立了青少年体育司，随后全国大多数省市体育局也

相继成立了专抓青少年体育的管理部门。2015 年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总体方案，以

校园足球为突破口带动青少年体育全面发展，以更好提升广

大青少年的体质健康。［10］2016 年为更好的落实“健康中国”

战略，国家体育总局又联合发改委、民政部和教育部共同成

立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新世纪以来，针对我国青少年部分体质指标明显下降的

现状，体育政策及时作出调整，明确了“健康第一”的教学指

导思想，树立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体育课程理念，同

时联席会议制度和青少年体育司的成立更好的丰富和发展

了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内容，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进入了繁荣

发展期。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演进

的特征分析

2． 1 政策制定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

某种意义上讲，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关键在于制定主

体，它既主导着政策的制定，同时也影响着政策的运行。通

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制定主体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其共涉及到二十七个部门，其中六个部门独自

颁布过青少年体育政策，其余的多为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以及多部委联合颁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制定主体颁布政

策比例图( 1978 － 2018)

Figure 1 Proportion of policies concerning adolescent sports is-

su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

pening up ( 1978 － 2018)

在众多制定主体中，改革开放以来由教育部颁布的青少

年体育政策最多，占到 50． 7% ; 其次是国家体育总局，占

16. 4% ;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联合颁布的政

策占 10． 7%。由此可见，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制定主体

呈现出以教育部为主，国家体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为辅，多

部门联合的协作模式，制定主体多元化，有助于更好的实现

多部门各种资源的有效联动，更好的推动青少年体育政策的

落地执行效果。

2． 2 政策内容由大纲化走向标准化

从学校体育教学类的政策看，为了应对国内外体育教学

改革的新形势和更好的实施素质教育，国家不止一次对我国

青少年的体育教科书以及教学大纲进行修订，特别是步入新

世纪以后，经过多次实验和修订以后，颁布了面向全国中小

学生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新标准，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

施新课标，终止了体育教科书以及体育教学大纲等以往的大

纲化的政策。新课标继承了体育教学大纲的优良传统，又对

试验、修订等过程进行了整合与创新，更好的体现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对青少年体育政策的调整与创新。从青少年体

质健康类的政策看，为了更好的改善我国青少年的体质状

况，扭转不断下降的体质健康问题，国家出台了具体的青少

年体育锻炼标准相关政策，从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形态等多

方面综合评定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11］时至今日，虽然针

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标准在理论与实务层面还存在着争议

和不足，但是从更新角度它与以往的纲领化政策相比，具有

一定的创新与超越，逐步走向标准化。

2． 3 政策演进主题始终围绕青少年体质健康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颁布的数量呈现阶

段性、跳跃式的发展，间隙出现 4 次高峰，最高达到 11 件。

( 如图 2 所示) 而且每次高峰时期都伴随着国家召开党代

会、国民经济计划开年等契机，政策数量增加幅度明显，说明

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内容。特别是

1985 年以来，接连几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的结果表

明我国青少年体质逐年在下降: 超重和肥胖现象日益严重;

视力不良率持续增长呈现出低龄化倾向而且农村学生的视

力不良率增长更快; 速度、力量等身体素质的增长趋于停滞

甚至下降，耐力素质在低位徘徊，血压调节机能不良十分普

遍［12］。面对青少年体质的严峻形势，党和国家关心和发展

青少年体育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

进入新世纪后，以举办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中共中央国

务院 2007 年印发了《意见》，并做出重要部署要求各地积极

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中要求学校一切工作要以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出发点。［13］

2． 4 政策实施由国家保障转向国家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在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引领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 1984 年奥运会以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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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目标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发展青少年体育的曙

光。1990 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为学校

体育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作为发展全民

健身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规定要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

实施对象。2007 年，为了更有力的推动青少年体育工作的

开展，国务院出台了《意见》，并且给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也

提出了明确的分工和任务，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青少年体育

工作的合力。［14］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各部门各行业的沟通协作，

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力量突出解决好儿童青少年等重

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形成促进健康的合理机制。

图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年度颁布数量变化( 1978 － 2018)

Figure 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adolescent sports polic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1978 － 2018)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演进

过程中的问题聚焦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开

展、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和颁布了一

系列政策法规，以督促和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

动，强身健体、增强体质。这些政策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对广大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因为不同历

史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大环境也同样对

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使青少年体育政策

在演进过程中出现很多不足和问题。

3． 1 管理不畅: 青少年体育政策权责主体混乱

改革开放初期，原国家体委等各级体育部门都将青少年

体育的发展重心放在了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而教

育部门则主要负责在校青少年学生的体育课开展，工作性质

和工作目的截然不同，［15］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部门和体育

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工作领域的较大差异。由于我国特殊的

历史背景和国情，很多青少年体育政策是由两个或多个部门

联合颁布的，或者会出现一个政策中同一个青少年体育事项

由多部门共同管理的情况，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实施往往需

要涉及体育、教育、卫生、财政和共青团等多部门组织［16］。

虽然 2007 年国务院在《意见》中针对青少年体育开展

中的重要问题，明确提出要统筹协调，建立教、体、卫、共青团

等多部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但实际操作中部门间的

协作很难实现。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自为政习惯于只

对自己直属上级主管部门的下发任务负责，忽视平级部门的

协调与会谈，特别是让没有隶属关系的教育部门去协调和推

动与之平级甚至比自己级别高的其他部门的工作，在实践中

难度非常大［17］。

虽然多头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和不足，但是也有其

优势，不能以偏概全对其全盘否定，青少年体育是一个繁杂

庞大的工程，单纯靠一个部门很难独立完成，需要多部门的

共同协作。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必要预先进

行制度设计，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并进行统筹协调。

3． 2 执行弱化: 青少年体育政策实施偏软

作为政策主要实施者，体育和教育等主管部门由于各自

性质和目的不同，很难形成贯彻执行的凝聚力，对青少年体

育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估、监管等流于形式，另外，在应试教育

影响下作为青少年主要活动场所的学校，由于教育系统中片

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重文轻体现象普遍存在，学生课业负

担繁重，［18］参与体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有的学校甚至把

体育课边缘化，体育课用来上语文或者数学，把学生考试成

绩作为考评教师的主要因素，政策执行主体的这种导向性，

有意无意的背离了国家实行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初衷，导致了

青少年体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被动和低效［15］。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青少年体育政策发展来看，我国的青

少年体育发展不缺政策，但缺少执行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与

我国的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19］正式制度即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只有先进完善的

法律法规作保障，才能更好的执行青少年体育政策。而现实

的情况却是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学校体育工

作条例》《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几乎

未对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执行做出相应的规定，而且其内容也

已经无法满足当代青少年体育实际发展的需要，这也导致了

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其权威

性和现实性难以得到保证。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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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习俗等，如果其与正式制度相悖，则

会严重影响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政策实际执行过

程中，经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架空正式制度的情

况出现。所以，应当不断加强人们对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正确

认识和教育。

3． 3 效果不佳: 青少年体育政策收效甚微

根据国民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儿童青少年在耐力、力量、速度等素质指标方面呈明显

的下降趋势，肺功能指标持续走低，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青

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并呈年轻化趋势。根据华东

师范大学与日本某相关机构合作研究发布的《中日儿童青

少年体质健康比较研究结果公报》显示: 2014 年和 2016 年

中日儿童青少年在体能指标的比较中，中国明显不敌日本，

尤其是在心肺耐力、柔韧性和灵敏协调性等方面中日青少年

差距较大［20］。

另外，有研究者曾经在 2017 年 11 月到 2018 年 10 月的

一年时间内随机对重庆市 1 280 名青少年的体成分、骨龄、

骨密度等体质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除了心肺功能弱、耐

力差等传统体质问题外，骨密度数据低于同年龄标准的高达

62． 7% ，反映出当前青少年骨质差等新问题。

综观近三十年的体质健康监测，可以发现虽然在各方的

努力下广大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有所改善( 身高长了，体重增

加了，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体能素质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部分指标也出现了好转或者止跌的迹象，但是心肺功能减

弱，耐力素质改善不明显，视力不良率和肥胖率仍然居高不

下，距离“健康中国”战略下的青少年体质目标还有较大的

差距。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指标并没有因日益丰富的青

少年体育政策的颁布实施而产生积极的改变。

3． 4 公平缺失: 青少年体育政策不均衡

我国地域辽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

衡性越来越突出，这也必然导致了不同地域人群特别是青少

年参与体育运动机会的不平衡，比如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

在不同地区间差异很大，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锻炼

的内容也迥然不同。［21］国家有关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文件、政

策的颁布，都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方法、途径更好的改善我国

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但是正

因为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各地方部门的政策执行能力不

同，其取得的效果也因其实际情况而定［22］。一项来自西部

贫困地区的体育教学调查表明: 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没有相

应的器材设备，部分实施体育课程标准和基本不实施体育课

程标准的学校占到了 76． 3% ，而在所受体育科目中，田径始

终是贫困地区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原因在于田径教学对场

地器材的要求较低［23］。

我国青少年体育受资源、区域和社会基础等各种因素的

影响，因地制宜多元化的体育政策需要逐渐升级，在此情况

下，如果政策的实施不能够考虑到实施对象的特殊性，采取

一刀切的单一手段，往往会事与愿违。因此，进一步加大相

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因地制宜，打破制度障碍和区域壁垒，维

护体育公平，让青少年体育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偏远地区能够

得到更好的开展。

4 完善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建议

4． 1 明确各组织机构权责主体，推进跨部门协同合作

为更好的优化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执行，在实施过程中要

注意明确各组织机构的权责主体，构建高效精练的组织机

构，并配备具有专业素养的执行人员。体育运动，要具体到

每一所学校，规定该校学生的体育锻炼要达到什么样的水

平，对学生的运动状况，体育老师应及时上报反馈，学校也要

认真积极的做好监督检查，根据学生表现采取相应的奖惩

措施。

同时在青少年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为实现有效的全面

贯彻，要切实推进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建立相互信任、理解、

支持的和谐统一协作机制。首先，必须要对所需解决的问题

十分清晰即明确界定跨部门协作的共同目的，达成共识从而

更好的奠定各部门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 其次以跨部门合作

为中心，围绕合作内容、合作机制以及各自责任等制定协调

方法与规定; 第三，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丰富信息渠道，完善

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以更好

的促进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深化彼此之间的信任

和尊重。

4． 2 监督和评估要成为青少年体育政策执行的长效机制

从目前来看，我国不健全不完善的青少年体育政策监控

体系直接导致了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只是一纸空谈，

以 2007 年开始的阳光体育运动为例，虽然在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都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很多学校的监控体系却并没有

践行终身体育的理念，而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上级委派给下

级的任务，只是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

鉴于此，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建立专门负责

监督青少年体育政策执行的机构，负责检查落实青少年体育

政策的执行并经常性的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进行评估。

将学校的文化课评估与体育教学评估一视同仁: 同等标准、

同等考评和同等奖惩。同时将体育评估与相关部门领导的

年度考核挂钩，以增强相关领导落实政策的决心和责任心。

在学校内部，第一，要建立专门考核体育教学的机构，负责检

查和考核学校体育教学的开展以及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执行，

并将考核工作的完成情况与考核机构负责人的工作绩效、奖

金发放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同时也与授课体育教师的工作

业绩直接挂钩，以更好的督促其落实好工作的责任心; 第二，

学校也要从全局高度将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及学校

体育工作的开展作为自身考核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以此为

导向强化落实青少年体育政策的重要性; 第三，体育教学的

考核机构，要认真做好青少年体育政策落实信息的反馈并及

时上报，形成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互通，同时在监督和评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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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重视责任追究，完善奖惩措施，使监督和评估成为全面

贯彻落实青少年体育政策执行的长效机制。

4． 3 抓牢“体育课”主阵地，在教、练、赛上下苦功

大多数青少年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学校，因此要解决好他

们的体质健康问题，牢牢抓住体育课这个主阵地依然是关键

所在。体育教师圈里流传的一句话“体育工作说起来重要，

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24］并非是戏言。究其原因主要

是考试指挥棒的效应，哪个学科在升学考试中占分比重大，

老师和家长自然就更重视哪个学科，这在近年来的中考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随着中考体育分数的增加，以及随之增加的

体育考试科目使得初中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明显改善，很

多家长也主动督促孩子去操场锻炼甚至为孩子花钱请体育

私教，虽然目的很功利，但是在客观上确是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很多中学生体质。但是在基础教育的其他阶段，由于小升

初和高考中没有体育科目，体育课的处境确是非常尴尬，经

常被边缘化且沦为机动课，被大量其他课占用，体育课远没

有达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中，要注意在教、练、赛

上下苦工，教即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保健知识，基本的运动

技能及相关专项运动; 练即让学生积极完成体育作业且课余

训练常态化、体系化; 赛即要定期举办体育竞赛，让广大青少

年都能积极参与竞赛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和乐趣。学校还要

注意对体育课内容进行改革，增强上课内容的趣味性，要突

出体育课的吸引力，不能仅仅是为了通过升学体育考试，要

让更多的青少年切实感受到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使他们从

网络游戏和电视剧的沉迷中走出来，积极投身到体育运动

中来。

4． 4 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属于

自上而下的推广模式，缺乏与之相应的资金支持和配套的保

障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在中央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提高经

费投入的同时，各地方的财政也应当建立或者增加对青少年

体育的专项经费，通过相关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

人等捐资兴体来建立更加广泛的经费投入体系。国家也可

以实行国家财政拨款、社会组织投资和彩票销售基金等共同

承担的方式来获得资金保障。首先，我国的青少年体育的开

展主要是以学校体育的模式为主，经费开支主要靠各地方财

政的拨款，但是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在经济

发达地区学校体育的开展完全不愁资金，可是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学校体育的资金就相对紧张，实行国家财政拨款可以保

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 其次，我国可

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比如青少年体育信托基金，尝试引入并

鼓励社会组织对青少年体育进行投资，共同促进青少年体育

的开展; 第三，我国体育彩票销售已好多年，可以将部分体育

彩票基金用于发展青少年体育。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提高任重道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实

现，也不是靠单一力量就能完成的，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

工程，要依靠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强有力

的整体，产生共振，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5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青少年体育政策法规，是国家主动

适应社会发展，对我国青少年体育开展和体育体制改革的行

为举措，纵观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经历了从改

革开放初期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重视竞技体育、精英体育的

发展到北京奥运会后的以人为本，以青少年为重点实施对象

和大众体育协调发展，使青少年体育由早期的增强体质向健

康第一的大概念转变，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经之路，但

是由于我国不同阶段的特殊国情，青少年体育政策虽然对青

少年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

题，在青少年体育的执行过程中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在新

时代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认真分析和解读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颁布的青少年体育政策法规，对于更好推动青少年体育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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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Evolvement of Adolescent Sports Polic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LI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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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has a huge leading rol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dolescent sports policy system is an accelerator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mind and bod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text analysis and expert interview，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e evolvement of adolescent sports polic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and holds that adolescent sports polic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namely，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period，stable development period，and prosperi-
ty and development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Based on the division，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arose dur-
ing the evolvement process． The paper then proposes four point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adolescent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identify the main bod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various organizations，promote cross －
sectoral cooperation，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of implementing adolescent sports policies; secure the leading po-
sition of " physical education" and work hard on " teaching，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 increase investment by expand funding channel
and encourag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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