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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体育训练现状及发展
Study 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林建棣 1*，徐海亮 2      

LIN Jiandi1*， XU Hailiang2

摘 要：军事体育训练的本质属性，是以实战为导向，以任务为牵引，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按作战需要和岗位需求进行身体训练。通过理清军事体育训练的基本认知并对军事体

育训练理论体系框架进行梳理，强调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作用，分析军事体育训练改革

变化的基本动因和主要成效，揭示军事体育训练发生的深刻而重大的变革，并对实现强

军目标，进一步推进发展军事体育训练提出思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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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which rely on actual combat ori-
ented, guide by tasks, lead by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physical training based on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post demand. Through clarifying the basic cognition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and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and emphasizing its import-
ant role, analyzing the basic motives and main effects of the reform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it reveals the profound and major changes in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It also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and further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training. 
Keywords: military sport training; reform and change; development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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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部队实战化背景下，提高军人体能、增强军人体质是促进人与武器装备有

机结合、人与作战环境有机结合，增强战斗技能的重要环节，对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打

赢现代战争具有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军事体育训练的根本目标。军事体育训练功能具

有鲜明的实战性，内容具有科学的系统性，对象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过程具有严格的强

制性，实施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战斗技能训练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军事体育训练是军

事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事与体育两大领域的有机结合。强调军事体

育训练的重要作用，才能提高对军事体育训练的思想站位与训练自觉，分析军事体育训

练的改革变化，才能推进军事体育训练的发展。

1 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作用

军事体育是什么，军事体育训练有什么作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答，即便是每

天都在与军事体育训练打交道的部队官兵，对此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理清军事体育的

基本认知，明晰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1.1 军事体育的基本认知

军事体育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身体训练，是军事训练的基本组成部

分，也是体育运动的一部分（林建棣 等，2012）。这在军队院校军事基础课程通用教材《军

事体育》（2012版）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管理部印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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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训练教程》（2018年版）中已明确（林建棣 等，2018）。既

揭示了军事体育与军事训练和体育运动的相互关系，也明

确了军事体育以身体练习为基本特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

本目的。在军事体育训练语境中，军事体育是一个总体概

念，也是上位概念。军事体育包括部队军事体育训练、院

校军事体育教育和军事竞技体育。

军事体育训练：简称军体训练，是军事体育的下位概念，

也是军事体育最核心的表达，是具有军事实用价值的身体

素质与运动技能训练，是部队共同科目训练内容之一，也

是技术战术训练的重要基础。军事体育训练包括基本知识、

基础体能、实用技能、岗位能力、综合应用和体育活动等内

容（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2018）。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作

用是提高体能、增强技能，夯实战斗力根基。

军事体育教育：军队院校的军事体育训练，主要是培

养人和教育人，所以称为军事体育教育。它是院校军事基

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授军事体育基础知识和技能、

增强学员体质、培养学员良好军人道德和意志品质的一个

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过程。军事体育教育贯穿

于院校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对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林建棣 等，2012）。

军事竞技体育：2019年10月，我国武汉将举办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100多个国家的军队健儿同台竞技，是典

型的军事竞技体育大赛。军事竞技体育是以运动竞赛为

主要特征，以服务部队、提高战斗力和创造优异成绩为主

要目的的军事体育活动。

军人体能也被称为军事体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

也是一个容易被混淆与军事体育训练相等同的概念。实

际上，体能是指身体能力，是指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和灵

敏等身体素质。而2011年版《军语》对军人体能训练界定

为按照有关标准对军人进行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全军军

事术语管理委员会 等，2011）。因此，体能训练是军事体育

训练的一部分，它不等同于军事体育。

1.2 军事体育与体育的联系和区别

军事体育是体育的一部分，二者密切相关：1）同根同

源。体育的发展史已证明，军事体育源于体育，体育则与

军事训练密切相关（荣高棠，1982），二者源远流长，同根同

源；2）属性一样。不论是军事体育还是体育，都是人的运动，

不会因为是军人，运动的主体属性就会发生改变；3）特征

相同。不论是体育还是军事体育，身体练习都是基本特征，

都是以身体练习来达成训练目的，都需要在训练中遵循人

体运动的基本规律。由此，体育也好，军事体育也罢，都是

人的身体练习。体育的许多项目也是军事体育的课目，体

育的练习方法和手段，也能够应用于军事体育训练中。所

以，军事体育具有体育的基本特征，是体育的组成部分（李

之文 等，1997；李之文，2014）。

但由于军事体育姓军为战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军事体

育与体育是有区别的。1）训练的目的不同。军事体育的

目的是提高战斗力，军事指向性十分明确，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军事斗争需要（苏肖晴，1999）。体育的根本目的是

增强体质，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军事体育的核心是练兵

备战、练兵打仗。所以军人的引体向上不摆动，区别于体

育的器械体操练习，是为了战场上能引体向上、攀越障碍，

并非单纯的引体向上；2）训练对象的特指性不同。军事体

育训练的主要对象是军队官兵（含文职人员），有着明显

的特指性。体育则具有大众性，如群众体育、男女老幼、士

农工商等；3）训练实施的强制性不同。参加军事训练是军

人的职责所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受个人喜好影响。

而群众参与体育则一般在闲暇时间、温饱之后，属于自愿

行为。综上所述，军事体育与体育有联系、有共性，但也有

区别、有自身特性。军事体育源于体育，但不等同于体育。

形象地说，军事体育是“痛快”的训练活动，痛苦与快乐并存。

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不是军事体育；只有痛苦没有快乐，也

不是军事体育。

1.3 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作用

2018年，在军事体育训练上有两个引人关注的重要文

件出台，一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自2018年2月1日起施

行《军事体育训练大纲》；二是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自

2018年5月1日起施行新一代内务条令。前者是我军第一

次为军事体育训练制定专门的大纲（此前，采用《军人体

能标准》），是一部适应我军使命任务，适应实战化军事训

练，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夯实战斗力根基的军事体育训练

“基本法”。后者第一次在内务条令（第229条）中明确规定：

“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练标准，落实军人体重强

制达标要求”（中央军委，2018）。充分表明了军事体育训

练已与强军目标息息相关，事关重大，也与军人的行为规

范相联系，成了军人的基本要求。

2 军事体育训练的改革变化

在强军目标牵引下，军事体育训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凸显了明显的成效。

2.1 军事体育训练的重大变革

1）顶层设计。2014年12月原解放军四总部联合颁布

《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发展纲要（2015—2020年）》，在深刻

分析军事体育训练面临的形势、肩负使命的基础上，提出

了推进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

要任务和相关政策。军事体育训练的改革发展有了顶层

设计，这在我军军事体育训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基本

遵循。2018年2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军事体育训练大

纲》，对军事体育训练的组织管理、方法程序、训练保障、奖

惩激励，以及军事体育训练的课目设置、训练时间、训练考

核、成绩评定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规范统一。整

体重构了军事体育的内容体系、课目体系和标准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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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体育训练提供了基本遵循。3）系列举措。①组织骨

干培训。从2016年至今，为《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试训和

全面施行，军委训管部先后在特战学院和原南昌陆院举

办了多期全军专（兼）职军事体育参谋和军事体育骨干培

训班；②编写印发与《军事体育训练大纲》配套的《军事体

育训练教程》《军事体育训练常见伤病预防手册》；③研究

制定军事体育训练场（馆）保障标准和训练器材保障标准；

④组织专家到基层送教送学和指导帮训；⑤组织拍摄军事

体育训练电教教材；⑥全军师旅级以下部队组织开展以《军

事体育大纲》课目为主要内容的“军事体育之星”通讯赛；

⑦编修发布《军队院校军事基础课程军事体育教学大纲》；

⑧组织编写军队院校《军事体育》教材；⑨组织开展军事

体育训练专题调研活动。可以说，军事体育训练的基本态

势是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2.2 军事体育训练改革的基本动因

1）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从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高度，对提高

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

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战化军事训练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强军须强体，强体为打赢。

军事体育训练作为实战化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对提高官

兵身心素质、满足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军事体育训练的改革是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夯实部队战

斗力根基的现实要求（《军队军事体育训练改革研究论证》

课题组，2015；刘卫忠，2018）。2）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军事

体育的必然要求。军事体育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组

成，根本目的是满足战争需要，已成为世界主要军事强国

的基本认识。美军提出通过军事体育训练将官兵打造成“作

战运动员”；俄军将军事体育训练作为作战准备的基本要

素，2014年3月普京发布总统令恢复《劳动与卫国体育制

度》，体现了对现代战争中体育训练价值作用的重新审视

与定位；日本自卫队认为“身体是官兵履行岗位职责和完

成军事任务的基础”；以军从各级司令部到基层部队都配

备有专业军事体育组训者。世界主要军事强国还在军事

体育贴近实战上提出了许多新举措新要求。要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军事体育训练充满着强烈的时代要求和现实挑

战，必须发展与之相匹配的军事体育训练，才能为我军建

设由大到强夯实基础。3）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迫切需要。

在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军事体育体能化，体能训练简单化，

以跑代训常态化”，加之“信息时代体能过时”等认识误区，

军事体育训练与练兵打仗的要求渐行渐远，与实战化军事

训练不相适应的矛盾愈加突出。存在着官兵整体体质水

平偏低、体能素质失衡、运动技能较弱、特殊环境适应能力

不足、训练伤病率偏高等现象。为破解军事体育训练的突

出矛盾与现实问题，必须加快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刘卫忠，

2018；林建棣，2015，2018）。

2.3 军事体育训练改革的主要成效

军委训管部分别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6月组织专

家对部分部队、院校进行了军事体育训练专题调研，深感

自《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施训以来，全军上下对军事体育

的重视程度已大大提高，与大纲颁发前相比有了两大明显

变化。1）思想观念转变明显。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大纲

颁布后，官兵军事体育训练热情与氛围较之前相比明显提

高”者占92.04%，认为“课余参加军事体育训练人数显著

增加”达95.36%，表明“强军须强体，强体为打赢”已逐渐成

为广大官兵的训练共识和自觉；2）训练效果提高明显。对

30余个部队旅（团）级及以上单位和军校官兵进行了必训

课目抽测，与2018年11月相比，2019年6月的平均及格率

和优良率都有了明显提高。表明了广大官兵的身体素质

与军事体育技能水平有了很大提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

抽测数据分别来自作战部队和非作战单位，提示训练成效

的提高具有普遍性。

总体来看，《军事体育训练大纲》发布以来，军事体育

训练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前些年练兵备战、练兵打仗

的思想淡化，为考而练等的和平积弊还尚未完全肃清。军

事体育训练水平与强军目标的总体要求还不相适应，广

大官兵军事体育训练积极性与科学组训要求还不相适应，

一些长期制约军事体育训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矛盾问题

还尚未有效解决。需要我们的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破解

与推进。

3 军事体育训练的推进发展

新时代军事体育训练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不

仅影响到了每名官兵的训练与考核，更重要的是与练兵打

仗、实现强军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需要我们进一步的

推进和发展。

3.1 树立正确的训练导向

新时代的军事体育训练必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把军

事体育训练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战斗力生成链路上的关键

基础抓紧抓牢。加强军事体育训练不仅仅是“体育出战

斗力”，而且是“强军须强体，强体为打赢”的时代需要。习

近平主席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指出“体育强国梦与

中国梦息息相关”。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串起了体育—

强国—强军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军事体育训练与强国强

军梦的实现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军事

体育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基础，作为部队战斗力的基石作

用，是不会改变的。

3.2 坚持明晰的训练思路

军事体育训练说到底是身体训练，身体素质要提高，

体质水平要改善，只有通过训练才能获得。1）加强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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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体育训练有“3个不一样”：练与不练不一样；练多与

练少不一样；科学练与不科学练不一样。军事体育训练

的核心要义在于练，在于科学练。要夯实战斗力根基，要

在军事体育训练上赶超世界强国，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

一条，必须切实提高广大官兵军事体育训练的自觉性。2）

把握科学性。科学组训是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抓手。近

年来，部队训练伤病率高发，是困扰和制约部队军事体育

训练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关键的问题在于缺乏军事体

育的专门组训人才。3）提高实效性。军事体育训练不能

一蹴而就，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军事体育训练

贵在坚持，重在常态化训练机制的建立。军事体育训练

只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方见成效。

3.3 推进发展的主要举措

推进军事体育训练发展，需要有新举措和新办法。1）

优化创新训练内容。牢固树立姓军为战的军事体育训练

观念，注重战场需要，突出岗位需求，不断优化训练内容。

在严格施行通用训练课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军兵种专项

课目训练；积极探索和研究与新作战样式、新训练模式相

适应的军事体育训练内容创新与方法创新，积极探索和创

设与军兵种岗位需求相适应的新的军事体育训练课目与

组训方式；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大纲》

滚动编修，不断完善军事体育训练内容体系。2）高度重视

人才培养。军事体育训练的科学化、正规化与实战化，人

才支撑是关键。加强军事体育管理组训的人才培养，要建

设好与形势任务相适应的军事体育人才培训机构；建立健

全军事体育管理组训岗位任职制度与培训机制，逐步推行

军事体育教员、军事体育参谋和军事体育士官任职资格认

证；高度重视院校军事体育教育，发挥军事体育人才培养

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培养军官学员军事体育爱好和专长，

实行学员毕业军事体育单项技能“四会”教学能力考评，

为部队基层培养军事体育管理组训人员；以学科建设为

牵引，依托相关院校建好建强军事体育专业；培养军事体

育高层次人才，加强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为军事体育训

练的改革发展提供专业支撑。3）改善训练保障。加强军

事体育训练条件建设，是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基础和保

证。建立健全军事体育训练器材设施保障标准与保障机

制，倡导训练资源共享，建立训练场地设施跨单位同城共

用保障模式；坚持训练场地设施的规范化和实用化，注重

军兵种专项训练设施建设；重视开展演训条件下的训练设

施器材研发，突出训练设施器材的野战式、移动式与便携

式，为官兵的军事任务遂行提供良好的身体基础与适应。

4）下大力气预防伤病。训练伤病是影响和制约军事体育

训练深入开展的严重瓶颈。从目前来看，广大官兵高涨的

训练热情与严格的科学组训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还十分

突出。由此，要高度重视军事体育训练伤病预防，必须关

口前移，从科学训练计划入手，遵循训练规律，规范训练流

程，注重方法得当，加强过程防范；坚持训练过程的科学化

与规范化，坚持训练实施的专业指导与分类指导；在夯实

体能素质、全面发展身体能力的基础上，强化打仗需要、军

兵种特色的专项训练与专项防护。5）积极开展比武竞赛。

军事体育最具魅力、最具活力的要素是比武竞赛。要坚持

以比促训，充分调动广大官兵训练热情，在部队和院校广

泛开展以大纲课目为主要内容的比武竞赛和达标创纪录

活动，走常态化、制度化群众性军事体育练兵路子；坚持崇

尚荣誉，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为训

练尖子标兵披红戴花；适时举办不同层级的军事体育运动

会和训练现场会，总结经验做法，梳理问题不足，营造训练

氛围，昂扬训练激情，不断掀起训练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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