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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全人格是近代教育领域具有实际效力的重要教育宗旨之一，也是当今学校体

育所秉持的重要理念。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和历史分析方法，就政权更迭的北洋

政府时期出现的健全人格教育宗旨，进行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的梳理，归纳其产生的原

因及核心理念，探究其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1）促进了教育思想由军国民主义向实用

主义转变；2）促进了学校体育课程名称的转变；3）促进了从单一兵操向多元体育内容的

转变；4）促进了新学制中体育课程标准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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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persona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ducational aims with practical effecti-

veness in the field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it has influence to date.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education aim

which emerged during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 with several reg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and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and summarized the causes and core

phylosophy, then explored its influence to moder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ts influence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 from military nationalism

to pragmatism;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the nam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ingle military exercise to multi-sports content; promoting the

standard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new academic system. Healthy personal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phylosophy embraced by today's schoo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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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教育宗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反映，是教育的指挥棒，它直接指导学校体育的开展。

1919年由教育调查会提出的健全人格教育宗旨，是民国时期具有实际效力的教育宗旨，

其影响至今。体育在近代教育宗旨中均有直接表述，健全人格的提出有着顺应时代发

展的趋势，更有着对学校体育本质功能的重新理解。随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我

国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提出了健全人格教育宗旨。它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很大，改

变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单一兵操为主的学校体育，促进了学校体育内容的多元化。

1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产生的时代背景

1.1 社会背景：政权更迭，教育团体发力

北洋时期不仅政治时局忙碌，教育界的领导也是频繁更换。这是教育工作开展环

节中的不利因素，但却给迅速成长起来的教育团体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和舞台，也获得

了教育话语权，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被学校政策法令所采纳并获得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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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在 10年间（1912－1922年）教育总长更换共

计 29 人次，最长任期不过 1 年，短则数月，使得教育工作

的开展难度加大。但从整体来看，教育工作并未停止开

展，还出台了相对重要的政策法令和学制，这其中就有教

育团体的助推之力，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团体为全国教育

会联合会和教育调查会。教育团体助力我国的近代教育

事业，政府采纳其部分建议并具文颁布，同样受惠发展的

还有学校体育。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经教育部同意后成立，于 1915 年

确立章程，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

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朱有瓛，1993）。各省教

育会推选 3 人为代表，作为联合会的组成人员，每年开会

1次。作为中央层级的教育团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每次

形成的议决案有的是直接呈报教育部，有的是转给各省

份教育会及教育行政机关，有的转交其他部门，说明其议

决成果是面向社会各界，加大了教育的推广力度。

各省教育会除了促进本省教育事业的开展，每年还

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讨论，为全国的教育事业出

谋划策。教育会联合会则针对我国教育情形进行调研，

提出相关建议，供教育部门采纳或实施，学校体育也在教

育联合会的调研范围内。每一次联合会的议案中都有关

于学校体育的直接议案或间接议案。例如，1918年就“体

育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提出“推广体育计划案”和“推广

中华新武术案”；1919 年提出“组织体育委员会案”“废止

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和“改革学校体育案”；1920年

提出“小学教员不宜停止被选举权案”和“设立国立体育

学校案”；1921 年专门围绕“学制系统草案”展开，同时提

出“增加小学教员薪俸案”；1922年新学制出台，体操科更

名为体育课，并配套学校体育课程标准，指导学校体育的

开展，成为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内容。

由教育部主持设立的教育团体——教育调查会，成

立于 1918年，隶属于教育总长，负责调查审议教育上的重

要事项。最为突出的一项就是 1919年提出了健全人格教

育教育宗旨，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并在随后的教育

实践中发挥效力。这个教育团体由范源濂、蔡元培、陈宝

泉、蒋梦麟等 60 多人组成，他们也是全国教育会的参与

者。尽管教育调查会本身没有行政权力，但由于其组成

人员的特殊性，使得其议决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领

域皆以此为教育宗旨指导工作。

1.2 思想背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及影响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受

到重视。废止军国民教育的呼声不断，以兵操为主的学

校体育已不适合我国当时的教育需求。实用主义盛行带

来如下结果：1）取代军国民教育思想成为我国主要的教

育思想；2）促进了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提出；3）促使知识

分子对学校体育发生改观。

1.2.1 取代军国民教育思想成为我国主要的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后，我国教育界人士纷纷提议废除军国民

教育，取消军事训练，提倡健全人格教育，实用主义迅速

被拿来重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开

展。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我国之所以能够盛行，主要有 3

方面的原因：1）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民族经济的迅速

发展为实用主义教育的传入提供了土壤；2）反复古主义

教育思潮对旧教育的彻底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的传播扫

清了障碍；3）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充当了最好客的

主人，极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董

宝良 等，1997）。加之北洋初期我国加大了与美国的教育

接触，如留美学生、官派教育考察人员，邀请美国专家来

华讲学，聘任美国教师（周亚婷，2016）。应该承认的是，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较于我国的传统教育，在某些方面

有所改革与进步，并在一定程度适应了当时我国发展的

需要，一段时期内对于我国教育产生过很大影响。

1.2.2 促进了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提出

杜威及其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实用主义教育

思潮，实际上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教育理论在中国传

播与发展的过程（孙培青 等，1995）。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中流传最广的两个口号是“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

会”，传统教育严重脱离生活与社会，实用主义以儿童自

主活动为基础，设计了与社会生活有联系的课程和教材，

体育课也在其实验课程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

面向大多数人，强调学校体育具有培养人格的作用，尤其

是体育运动中的坚持、忍耐、顽强等品格，团体运动中的

服从、配合、集体主义等的养成，都是养成人格中的必须

环节。1919年，教育调查会提出的健全人格教育宗旨，虽

未经政府具文颁布，但由于其隶属教育部长，体现了一定

的官方态度，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教育以及学校

体育的实际开展。直至国民政府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前，健全人格都是教育领域中发生实际效力的教育宗旨，

也是公认的民国时期教育宗旨之一。

受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影响，很多学校调整了办学

方针，以健全人格，注重体育为首要内容，学校体育在这

一时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这也说明，教育话语权的下

放，促进了北洋时期教育的改革，学校体育也受此影响，

由体操向体育转变，即由单一的兵操向多元的体育拓展。

这一时期学校体育呈现两大内容，一是田径和球类项目

为主的西方体育教学内容，二是我国的传统武术，这两大

模块基本是我国学校体育内容的早期定型。此外，新学

制从国家层面规定了小学教育 6 年（初小 4 年，高小 2

年），中学教育分为初中 3年，高中 3年，即沿用至今的“六

三三”模式，并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学校体育做了具体规定

（表 1）。小学时期，每周体育学时占全部课程的 10%，毕

业对体育有最低标准。初中 3 年体育课程则按学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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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育 12学分、生理卫生 4学分，可见，在健全人格教

育宗旨的引领下，北洋时期的体育课程标准更为具体，学

校体育改变了原有的兵操一统的画面，呈现出多元体育

并存的场景。

1.2.3 促使知识分子对学校体育发生改观

如陶行知、黄炎培等不仅认可学校体育是健全人格

的重要手段，更有自己的体育主张和实践，同时具有很强

的话语影响力。陶行知是实用主义的推动者，他认为，体

育在教育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并特别强调，身体和精神

要兼顾，体育应注重健全地发展。1921 年在关于新学制

的讨论中，主张学制应“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

问的需求”（陶行知，1921）。在学校体育实践中，他注重

身心的和谐发展，认为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

出发点。由其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就是将体育与卫生置

于首要任务来抓，因为强健活泼的体格是培养健全人格

的一个重要目标。黄炎培是职业教育的开创者，更是实

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主张人才培养的首要目的

就是健全人格，其次是养成善良公民。职业学校和其他

学校相比，更为注重体育的实践，在入学资格中就要求体

格强健并体检。黄炎培对于体育实践更是主张学校教育

应与学生生活相联系，学校的教学应与社会相联系（张

宁，2014）。职业学校的体育实践主要有各种器械运动、

田径和游戏。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盛行的时期，这些有

识之士的体育认识与主张，不同程度的与健全人格有关，

直接影响了学校体育的开展。

2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提出

教育调查会（1919）在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将“以

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作为教育宗旨。随后在第

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1919）中提出“请废止教

育宗旨宣布教育要义案（呈教育部）”，同意教育调查会所

提出的健全人格作为新的教育宗旨，实行“儿童本位教

育”，思考人应如何教，而不是固守如何教人。

教育调查会将健全人格作为教育宗旨的原因主要来

自 4 个方面：1）欧战结束后，军国民教育已不适合教育潮

流的发展；2）民国成立以来，祸患迭乘，国民缺乏共和精

神，需大力发展以固国本；3）共和公民须具有健全之人

格，方能担负社会国家之义务，养成健全人格为国家基

础；4）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教育分为两派，注重军国民

主义教育派（典型代表为德国），注重人格主义派（典型代

表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我国应采取英、法、美三国之长

处，建议废除军国民教育宗旨，采纳健全人格教育宗旨

（陆费逵，1919）。但从发达国民体育上来看，依然保留了

兵操，增加了其他现代学校体育内容，并存于实践当中，

这在后来的新学制体育课程标准纲要中有直接体现。

人格（personality）一词由拉丁语 persona 演绎而来，原

意指演员带的假面具，后引申为独立思想，有自己行为特

征的人，即真正人的本身（赵美玉 等，2009）。民国时期

对于人格的定义为：“人类之某程度的一种正道而标准的

行为格式，是体现人类行为水准的一个观念形态”（李芳，

1934）。此后，人格一词也译为个性，指一个人的整个精

神面貌，亦即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一个人的

人格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可以在环境中发生改变。体

育是教育的组成内容，对于儿童个性或人格的塑造具有

很大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杜威来华讲学，知识分子和民

众对于重订教育宗旨的呼声高涨。我国教育改良主张涌

现，教育界人士建议教育部应先调查各国情势再酌定我

国的教育方针，因为“国势之强弱基于人才之优劣，人才

之优劣胎于教育之盛衰”（陆规亮，1916）。实用主义教育

思潮的盛行，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新教育宗旨的确

定。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共和国民

表1 北洋政府时期壬戌学制中的体育课程标准（1922—1923年颁布）

Table 1 Standar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System of Dropouts in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romulgated from 1922 to 1923）

宗旨

健全人格

教育宗旨

阶段

初小

高小

中学

年限/年

4

2

3

学时

前2年每周18 h；

后2年每周21 h；

每周体育学时占总学时10%

每周24 h

每周体育学时占总学时10%

体育科共16学分（体育12 学分、

生理卫生4 学分）；

每学期2 学分；

每周3次课

内容

游戏、唱歌、行进、普通体操

队列变化、田径、球类、国技

游戏、体操、童子军、田径等

说明

订有小学毕业体育最低标准

配有具体课程标准；

注：此课程标准中的中学所指为初中。高中标准并没有同步颁布，在后续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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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备健全人格方能担负社会与国家义务，所以，养成

健全人格实为共和国之基础。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具有良好道

德、责任感、体格强健、有生活技能的四有共和国民。其

对于学校体育的目标指向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体育教

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学校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中，多

采用如田径、球类、户外运动等新体育内容，培养身心和

谐发展和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具体地说，就是增强学

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素

养；培养对体育的兴趣和能力；促进个性全面发展，培养

健全人格；发展运动才能，提高运动技能。从学校体育发

展本身来说，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提出更能体现出学校

体育的教育、健身和娱乐功能。经过时间的证明，相对于

军国民教育宗旨一味强调尚武精神而言，健全人格教育

宗旨显然更适合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需要。

3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

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动态过程。就学校体育而言，政

府更是加大了对国外学校体育的考察。从同一时期我国

奔赴不同国家的举动来看，北洋政府时期的学校体育处

于一种“请进来”的状态，即向多方学习，取百家经验。随

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兵操从学校体育中逐渐消

失，现代体育项目兴起，如体操、田径、球类、武术等，此外

还有学校卫生和课外运动竞赛的开展。

3.1 学习德国：注重学校卫生，将其纳入教育系统

德国学校尤其注重学校卫生的开展。他们认为首先

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进行其他的学习。第一次

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屡次获胜，这其数年来的体育、卫生

等相关规定影响，使得多数国民可以参军有关。德国学

校卫生分为卫生管理和卫生教育两大方面，中小学重在

管理，大学重在教育。德国从 1907年就颁布了校医职责，

学生入学前要进行身体检查，做好信息登记并颁给学生

健康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国民患病率最高的

疾病为结核病，有研究调查了 45 040 名学生，其中，死于

肺结核的人数为 6% 左右，约为 2 700 多人（陈雨苍，

1921a，1921b）。从 1919 年开始，德国规定中学以下教员

要接受学校卫生的学习和测验，学生则通过体育锻炼促

进身体健康。

我国吸收了德国关于学校卫生开展的经验，促使学

校卫生从边缘走进教育领域，成为我国学校体育的组成

内容之一。我国学校卫生在北洋政府初期，仅作为视学

视察学校工作的单独事项，后来才纳入学校体育，最早用

来预防传染病。为预防肺结核，学生更应注重平时的运

动，多做肺部扩张运动；还应注意教室里粉笔灰、痰盂等

的消毒；再者宿舍、食堂、厕所等要注意清洁卫生。

尽管北洋时期政权更迭，教育经费拮据，但在全国卫

生教育会上管理者强调，学校卫生可以做两件事情（高镜

郎，1923）。一是入学时的眼睛检查，不论教员还是学生

都要接受检验，因为沙眼易发，学生近视率也在渐增；二

是入学种痘，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因为这两项花费相对

较低，学校和学生可以承担，且这两项在学校卫生中是极

为重要的环节。随着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倡导，新学制

在小学体育课程中专门设立了卫生科，其的目的在于：教

授儿童科学的卫生知识，增进个人健康，预防疾病传染，

懂得服务公共卫生要领，同时养成合理的卫生习惯（沈百

英，1924）。

学校对于卫生事项不仅有实践层面的内容，还有理

论层面的知识讲授（俞凤宾，1919）。实践层面的体育锻

炼分为剧烈运动和普及运动，剧烈运动仅限少数强有力

的学生参与，普及运动则是每位学生每天必须进行的体

育锻炼；年龄小的学生可以进行体操或拳术的锻炼，配有

专门的教师负责指导与管理；因病不能参加体育锻炼的

学生要有校医的证明才能请假，且每学期每人请假不能

超过 1/6学时，超过需在下一学期进行补课。体格检查的

目的在于矫正已病，杜防未病，经过逐年比较可知学生体

格的发展情况，也可以进行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理论层

面则有生理卫生、急救等科目的学习，这些内容穿插在平

时进行讲解，目的在于让学生养成个人卫生的习惯，以及

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体育和卫生两手都要抓，才能更好

地实现健全人格的养成。

3.2 学习日本：注重课外运动，各类体育竞赛兴盛

北洋政府专门派人赴日本进行体育考察（陆杶，

1917）。从这些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学校体育开展

的共性，即在正常体育课程之外，更为注重课外各项运动

的开展。主要体现为课外开展有组织，课外锻炼有规定，

固有体育有传承，场地设备有一套。这些都影响了我国

学校体育的开展，即课内课外都要抓，既强调体育课，也

要丰富课外活动的开展。因此，各类体育竞赛逐渐兴盛，

晨练逐步变成为人熟悉的早操；同样出于对传统体育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大了对武术的重视和推广。如今，武

术已成为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必学内容之一。

3.2.1 中学足球竞赛开展热烈

在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影响下，学校课外运动竞赛

开展十分活跃，不仅有学校运动会，还有校际间的运动

会、联合运动会、地区运动会，此外还有田径、武术、球类

等单项竞赛。这一时期，呈现出中学足球竞赛反响热烈，

小学则流行联合运动会。

杭州蕙兰中学、苏州晏成中学、宁波浸会中学、上海

民强中学、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定期举行足球、篮球比赛以

及联合运动会（浙江省教育会，1919a）。可见，一些学校

已经较好的开展了足球、篮球和田径等运动项目，且有跨

地区联合比赛的习惯，其中沪江中学足球水平较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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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政府时期，类似的足球比赛在江浙沪地区较为常见，主

要原因是交通相对便利。随着足球运动的火热开展，

1923 年还出现了江西与安徽两省的中学足球比赛，九江

南伟烈中学坐船到安庆圣保罗中学进行交流，可见双方

学校对于足球运动的重视，两校的比赛吸引了上千观众。

天津南开学校的体育内容丰富多样，有足球、篮球、

网球、棒球、田径等项目，其中足球运动的开展更具代表

性。无论是从其组织、场地、训练，或是竞赛活动的开展，

都可谓是北洋政府时期校园足球开展的翘楚。南开学校

于 1921 年成立了足球校队，还加入了天津地区的中西足

球联合会（姜立夫，1921a）。南开学校规定每周二、四、

六、日为练习时间，要求学生在篮球和足球之间只能选择

一项，同时选出足球校队的队长与副队长，确定足球队成

员。学校一般利用下午放学后组织学生进行年级之间的

足球比赛（姜立夫，1921b）。为使大多数同学能够参与运

动，南开中学部的足球比赛有一个规定值得借鉴：凡入选

足球头二队者不得代表本年级参赛，其目的是使各年级

足球实力相对平均。除此之外，还规定每天下午 4 点进

行比赛，过时不到者视为弃权；优胜年级会有银牌奖励，

各队员均可得 1 个银牌，每队人数限制在 13 人以内。为

促进学校体育的开展，南开不光提倡学生运动，还提倡教

职员参与锻炼，此外，为促进交流，增强实战经验，南开学

校还会与其他专业球队、驻兵、大学生、师生等进行足球

比赛。足球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场地，南开学校为此专门

增修了一处足球场，为学生平时练习和比赛使用。

3.2.2 小学多以联合运动会为主

1919 年，教育部对学校体育及武术开展做出明确规

定，体操、田径、武术成为中小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这

一时期，小学课外运动的开展主要以联合运动会的形式

呈现，主要内容为体操中的游戏、器械和舞蹈。

小学运动会应选择适合儿童身心发展，快乐有趣且

为团体展示的项目为宜，全校学生均需出席，随着 1922年

新学制及随后课程纲要的颁布，学校体育的内容由单一

的兵操拓宽为以体操、田径、球类、武术等接近现代体育

的多元化内容。而中小学校运动会形式上则从原来的一

校运动会向联合运动会转变；内容上更多地从体操为主

到体操加田径再到以田径为主，学校运动会逐步演变成

了田径运动会；体操、武术项目成为开幕式时的集体展示

内容；球类一般不与学校运动会混合，而是以单独的竞赛

出现。

3.3 重点学习美国学校体育，我国学校体育趋向现代

在实用主义盛行的阶段，美国学校体育成为我国的

重点学习对象（日本小学校长长渡美观察员，1919）。第

一，在学校体育设备方面，美国由于经费充足，一般社会

体育设备日臻完善，学校体育设备较好，一般学校会配备

如体育馆、浴室、更衣室、操场等设施。美国学校运动场

一般采用叠次建筑，建有室内体操场和屋顶运动场，美国

公共设施中游泳池很多，部分学校也设有游泳池，因此游

泳课程开展很好。在民国时期，我国仅可部分实现这些

先进的体育配置。第二，在强迫体育方面。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美国体育是由上往下发展的，1916年，纽约第一次

通过了两种强迫体育的规定：一种为大肌肉群运动，旨在

发达体力、能力及坚忍力，养成优美的姿态，如体操、田

径、游泳等；另一种为修养品格的运动，如球类运动及比

赛等皆为修养品格的能力。此外，美国强迫运动规定了

游戏和田径活动时间，每周 4 h，至少 1 h 由教员监管，其

余 3 h可以在家、社会、学校中以身体活动代替，而体操训

练由体操教员负责，每周 60 min。自 1916年来，美国已有

29%的省份将“纽约版本”作为体育要求，可见，为了促使

学生养成运动锻炼习惯，美国也曾花费时间和努力。体

育是发展身体获得健康的教育源泉，也是训练品性，道德

修养等基础的教育源泉，它是一切教育的根基。在健全

教育宗旨的要求下，我国积极吸收国外学校体育经验，将

田径、球类、武术、体操等纳入我国学校体育内容，向学校

体育现代化前行。

3.3.1 小学体育日益普及

“发展健全人格，培养共和公民”的教育宗旨，虽然未

经北洋政府颁布，但从基层学校的办学实践层面来看，大

家认可并践行这一教育宗旨。同时根据国家操作层面的

相关规定，加强了对于学校体育的开展与重视，肯定了体

育对于发展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其在小学体育日益普及，

并从一般开展到特色发展。

第一，小学体育的开展一般以体操内容为主。从安

徽省调查的学校体育状况报告来看，很多学校的体育情

形与此相似（赵光绍，1919）。小学体操科遵照国家法规

开设，从学生人数上来看，小学班级的人数偏少，一般

10～30 人左右。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小班化教学有利于

教师的教学开展。从学校体育开展来看，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体育的开展尤佳，体操科教授内容符合小学体育的

教授方法和学生的接受程度，循序渐进，且动作整齐、姿

势正确。从各小学校体操科内容开设来看，主要是以徒

手体操为主，高年级则增加兵式体操项目，极少数学校开

设球类项目且种类单一，注重女子学校体育的开展，基本

上按照教育宗旨对体育的规定，依据相关实施条例，认真

地进行着学校体育的开展。从教学形式上来看，小学体

操教学中出现了 4 个年级合班上课，且是民国时期小学

阶段较为常见的教学现象，这也反应出多数小学体操科

存在的跳高架和足球项目，说明小学是以体操类项目为

主要教学内容，田径和球类项目刚刚起步。

第二，小学体育呈现出注重晨操和培养兴趣的特色

发展。广东铸强学校（1923）体育科最为注重晨操，每天

早晨学生列队前往操场，进行 15 min 的深呼吸或柔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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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锻炼。晨操的好处有：天天锻炼，不至于一曝十寒；

15 min 的锻炼时间不耽误学习其他功课；使学生养成早

起的好习惯；早晨采用深呼吸或柔软操对身体有益，不偏

重形式，注重学生的实际锻炼效果。

第三，注重对小学体育的视察和调研。比如，江苏省

为了促进学校体育的普及，省教育厅专门设置了体育视

察员，随时指导学校体育的开展，如课外运动、身体检查、

通信比赛等，且均在指导下有很大进步，足见其提倡有

力。从江苏学校体育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苏南、苏北的

学校体育各具特色（王小峰，1921a，b，c）。苏北地区的淮

安，小学体育基本以兵式体操内容为主，田径和球类等项

目还较为少见。苏南地区的宜兴和嘉定则有新变化，基

本上执行健全人格教育宗旨，遵循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

律来进行体育教学与锻炼：1）每个学校均配有专门的体

育教员；2）体育课教授内容符合国家对体育课的内容规

定，除了走步、徒手、游戏等内容外，还增加了拳术，响应

了教育会联合会对于固有国术进学校的倡议；3）小学体

育教员精神状态较好，活泼的教学氛围比较符合小学生

的身心发展需求，也可以体现平时教学的认真；4）学校卫

生工作纳入学校体育工作环节中，各校卫生情况较好，部

分学校已贯彻到位；5）在教学方法上已出现合班上课、男

女分班授课等方式。除了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学校体育

开展内容的差异性外，苏北地区的淮安在课外游戏的开

展上也有其自身亮点，采用级任教员①担任指导，教师与

学生共同参与，整体运动与游戏的氛围良好，学生的参与

兴趣强，这是值得其他学校所效仿并推广的方式。所调

查的淮安、宜兴、嘉定都不是江苏经济重镇中的突出代

表，但却具有学校体育开展的典型地区代表意义。

3.3.2 中学体育趋向现代

北洋时期教育宗旨对于体育有直接要求，政府出台

的政策法令中也有对学校体育开展的具体规定，但各地

各校的施行方法却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学校体育呈现出

的面貌也不同。中等教育阶段学校体育在这一时期呈现

出更为丰富的内容，趋向现代，且将学校体育纳入学期考

试。不管是主动求变，或是被动改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

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开展。

北洋时期，曾进行过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开展情况的

摸底调查。体育研究社（1924）层发起对各省中等以上学

校体育开展状况的调查，随后各省进行信息汇总，主要有

学校基本信息、体育课的开展（除室外技术课外，是否有

室内讲授理论及方法）、运动会、体育设备、身体检查、体

育教员、收费情形、参考资料、校际竞赛等 12 个方面。这

份学校体育调查表是在《壬戌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出台

后进行的学校体育调查，对于研究北洋政权更迭阶段学

校体育的开展情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涉及的学校

数量来看，该调查共囊括 31 所中等学校，以省立中学为

主；从学校体育开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各校基本采取同一

训练方针，遵照“健全人格，强健体魄”的宗旨，学校体育

主要由兵操、田径、球类、国术项目组成，有专门的体育教

员进行教授，除技术课外，还注重体育原理及运动方法的

教学；从学生身体检查来看，有的是在入学时进行，有的

则在入校后定期检查，仅个别学校没有身体检查，可见，

身体检查已逐渐成为学校体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直到

今天依然存在于学校体育工作中。从学校体育器材设备

配置来看，以体操、田径、球类、国技项目为主。一般学校

已配备了哑铃、单杠、双杠、球竿、棍棒等体操器械；跳高

架、撑杆跳高架、跨栏架等田径器材；篮球、排球、足球、网

球、乒乓球等球类器材；此外，随着国技列入正课，也有

刀、剑、棍、棒等武术类器材。值得注意的是，在健全人格

教育宗旨的影响下，学校体育内容相较于军国民主义时

期，发生了很大改变，田径、球类、国技等项目的加入丰富

了学校体育组成。另外在田径项目中，中等教育阶段普

遍开设撑杆跳高，这是今天的中学里几乎不涉猎的项目，

而在球类项目中，足球几乎是必备球类项目之一，且校际

之间的联赛多以球类为主，田径其次，甚至有学校开设网

球课，这在今天的中等教育阶段同样并不多见。

学校体育的开展除了需要场地器材外，还需要体育

教员的教授，中等学校聘请教师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十

分注重教师资质，这也是对学校体育系统、科学开展的前

提条件。各校基本配置了体育相关的参考书，供教师和

学生阅读和学习。至于学生体育课费用，除极个别学校

没有收取外，普遍收取 0.5～2 元不等，可见体育费用不

低，说明北洋时期能够进入中等学校学习的学生其家庭

条件尚可。

学校调查的价值在于它既是对学校体育开展的成果

展示和宣传，又是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对于教师来

说，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审视自身服务成绩；对于视学和校

长来说，可以通过调查坚定态度，增强为地方办学的信

心；对于教育行政者来说，可以根据科学调查增进办事能

力；对于公众来说，可通过调查结果知晓教育现状；对于

教育相关研究而言，学校调查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可提

供实际教育情况，通过对教育事实的分析，可提供重要资

料和合理建议。因此，我国发起的学校体育情形调查本

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也可看作是我国教育及学校体育

实行改进的先声，同时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学校体育提供

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是检验健全人格教育宗旨具有实际

效力的最好证明。

4 结语

随着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不断完善与更新，学校

①近代以来，教师实行分工制度，一种是级任教师，即分管等级，一

种是科级教师，即分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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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新时期里绽放出独特的魅力，促进健全人格的发

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发自内心的爱上学校体育，形成

了锻炼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夯实基础。

教育宗旨是政府在某一历史阶段为实现国家发展任

务而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指导方针，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和最终目标。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

育宗旨必然形成紧密联系。健全人格是民国时期具有实

际效力的教育宗旨，取代了军国民教育宗旨，符合青少年

身心发展规律，时至今日，依然是学校体育所遵循的重要

理念之一。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提出说明学校体育的发

展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退出，实

用主义教育思潮在我国盛行，其最大的成果就是促进了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形成，并被吸纳至政府颁布的壬戌

学制中，各级各类学校普遍认可这一教育宗旨，在教学方

针中以培养健全人格为首要任务。北洋政府时期，出现

了“健全人格，首在体育”的观点，这是将学校体育作为人

格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提倡，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健全

人格也是现代学校体育发展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宗旨变化影响下的学校体育发

展道路，为今天学校体育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教育宗旨，仅强调了一个总的学校

体育发展方向，在具体实践推动层面，则留给各地区，甚

至是各学校较大的选择空间和发展自主权，以便使教育

宗旨更好地符合各地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一理念类似于

今天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地方、学校 3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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