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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更迭脉络，归纳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特

点及存在问题，发现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演变历史不仅契合了我国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还反映了各个阶段

残障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真实写照，形成了百废待兴中孕育发展（1949—1959年）、残障学生体质健康与体育保健课

程紧密结合（1978—1984年）、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方针与国家法律政策相契合（1995—2007年）、残障学生学校体育发

展与体育强国梦融合（2008 年至今）的政策特点。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存在政策目标不明确、内容分布失衡

与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的主要问题。应以残障学生发展实际明晰政策目标，创建联动执行机制；全配套的政策法规，

优化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布局；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执行落地生根。

关键词：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残障学生；体育权利；体质测试；学校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体育

发展建设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为制订实施青少年、妇女、

老年人、农民、职业人群、残障人士等群体的体质健康干

预计划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残障人体质测试由倡导到具

体实施的落地生根，具有重大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家政策是国家作为分配或调整各种社会资源的调节

器，具有合法配置资源和导向功能（陈振明，2011）51-52。《纲

要》作为国家政策，对残障学生接受教育和参与体育活动

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是全面贯彻发展五育的重要举措，

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关切与对学校体育、

学生体质健康的高度关注。然而，学校体育工作和青少

年体质健康“并未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系列法规、

政策的支持下实现预期状态”（张文鹏 等，2015），发展过

程不经意间契合了民间流行的说法：“说起来重要，做起

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残障学生学校体育作为国家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政策也在逐渐落实，但残障学

生学校体育的发展相比健全学生而言存在明显的滞后

性，其政策的执行力度、内容布局、协调统筹等也存在不

足，无法应对残障学生不断变化的体育需求。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也必然在

国家运行体制大环境下不断变化发展，政策演变的理念、

历程、特点、模式等都在历经重大变革。同时，人们对不

同历史时期颁布的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有着不同的理

解和认识，针对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演变缺乏系统梳

理和深入探讨。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和体

育强国建设的双重有利背景下，对 70 年来的残障学生学

校体育政策的阶段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

提出具有针对性地优化路径，有利于继续发挥政策的引

领作用，补齐残障人体育事业发展的短板，为全面推进我

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推波助力。

1 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阶段特点

1.1 百废待兴中孕育发展 （1949—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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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等方面建设才刚开始起步。“由于旧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原因，人民的体质健康状况还不能满足各项

社会建设的需要”（刘峥，2011）24，国民体质健康总体水平

较低，尤其在校学生体质健康问题日趋严重。1949 年颁

布的《共同纲领》、1951 年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及

1956 年的《关于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经费问题的通知》都

对残障学生学校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如《关于改革学制

的决定》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并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

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

但有关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并未涉及，只是初步

要求各级学校保障残障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出现这种

症结的关键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教文化

建设处于百废待兴阶段，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

生产力矛盾不断激化，具体而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尚未

完全建立。更何况残障学生体育教育属于普通教育体系

的一个分支，与建设教育体系相比，学校体育建立和完善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残障学生体育更是如此。

1959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

告中指出，要德育、智育及体育三者并重协同发展，明确

了党的教育方针，打破了体育进入学校的壁垒，为今后残

障学生学校体育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制定体育教育指导方针，要求

全国上下重视国民体质健康。政策的出台数量相对平

均，呈现出一年一策的特征（图 1）。

1.2 残障学生体质健康与体育保健课程紧密结合 （1978—

1994年）

在 10 年空白期之后，1979 年颁布的《中、小学体育工

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试行草案）》首次把残障学生纳入政策主体进行概述，明

确指出体育工作必须与卫生保健工作密切结合，从残障

学生的实际出发，强调保健康复，酌情根据残障学生身体

情况实施免试；注重引导残障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为残

障学生学校体育发展夯实了基础。在改革开放的东风

下，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教育迎来了发展契机，各种相

关政策相继颁布。譬如，国家教育委员会在 1990至 1993年

期间颁布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

准》《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明确规定，对患病或有残疾的

学生，经医院证明，体育教研室（体育部）同意，可以免测

部分项目，但须上保健课，换测其他项目，并注明原因和

“保健”字样。基于不同运动项目的属性与场地、师资等

因素，把保健作为残障学生的必修课，突出对残障学生参

与体育活动的过程性评价，开辟了体质健康与保健课程

紧密结合的新路径。与 1949—1959 年相比，残障学生学

校体育政策逐渐从普通学校体育政策中独立出来，政策

重心由关注残障学生入学问题向落实体育保健转移。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残障学生体育需求，但政策内容

较为局限；同时未能针对不同的残障学生群体设计出专

门化的体育保健课程，课程的目标与内容未能确立，评估

机制尚不完善。

1.3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方针与国家法律政策相契合（1995—

2007年）

1995—2007 年，体育体制改革是这一阶段的重点改

革领域之一，特别是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方针有了重

要的突破。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于

整个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保护与完善具有重要意

义。体育法明确了残障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弥补

了既有政策过度重视人文关怀而造成残障学生体育参与

不足的问题，为残障学生的体育教育权利提供了法律保

护。2002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

导纲要》规定：“对部分身体异常和病、残、弱及个别高龄

等特殊群体的学生，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课程”。

因而，政策从体育课程内容改革出发，以学生为主体，坚

持 把“ 健 康 第 一 ”作 为 体 育 课 程 的 最 高 目 标（谭 华 ，

2005）429，更加注重残障学生锻炼习惯养成、体育课程达标

以及体育情感意识的培养。本阶段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

策内容较第二阶段稍有扩充，但政策的评估与监管机制

未能建立。尽管政策以残障学生体育课程为主线引领普

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实施了保健与康复教育，但残障

学生学校体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内容等该如何确立等该

如何建立，不同残障类型学生的课程个性化问题没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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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年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数量（1949—2019年）

Figure 1. The Number of School Sports Policies for Disabled Students in Different Years（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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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可操作性与执行力受限。

1.4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发展与体育强国梦融合 （2008 年

至今）

后奥运时期，国民由关注金牌数量转向自身生活健康

质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理论的实践基础，也是我

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核心主题。本阶段政策基本

围绕着个别化体育教育、体质健康干预与体育权利三大

方面全面贯彻实施。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2018 年修订版）》从涵盖了康复、教育、文化

生活、社会保障、无障碍环境、法律保障等 7 个方面，全方

位地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保障；同时，明确规定依法处置

针对歧视残障群体、损害其合法体育权益的行为。残障

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在法律保护下不断完善，政策涉及内

容逐步多元化，残障学生的体育权利保障持续得到强化。

健康成为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主题，并呈现出以下

特点：1）依据残障学生实际，制定个别化的体育教育计

划。2014 年教育部颁布《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提出全面推进融合教育，使每一个残障孩子都能接

受合适的教育，对全面实施个别化教育进行了宏观概述；

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残障人教育条例》从全局出发，要

求制定符合残障学生身心特性和需要的个别化教育计

划，实施个别化教学，总体形成“宏观—微观—宏观”的个

别化体育教育发展模式。2）以体促健，实施特殊人群的

体质健康干预计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

号召，为进一步实施体质健康干预计划提供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2019 年颁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则重点提出要制定包括残疾人在

内的特殊群体的体质健康干预计划，将提高身体素质和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作为残障学生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

把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考核体

系，全面实施残障学生的体力活动促进计划。3）保障学

生权利。2016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体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保障残障群体基本体育权利，构建政府主导、

多元主体参与适应体育活动保障体系，加大供给力度和

提高精准化服务水平，旨在解决残障学生体育权利缺失

的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理念转向实践。本阶

段，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深入贯彻国家指导方针，政策

内容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继而推行个别化体育教育

和残障学生体质测试标准的研制等措施，进一步彰显了

党和国家对残障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视。与前 3 个阶段相

比，2008 年后相关政策的颁布数量逐步提升，且具有一定

的针对性，但尚未建立有效的实施监管与效果评估机制。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残障学生

学校体育政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并逐渐得到完善

（表 1）。从入学需求满足到保健康复落实，再到立法保护

和个性化体育课程设计，政策有效聚焦了残障学生学校

体育基本需求，但内容指向性略显不足；同时，尽管政策

数量逐年提升，但政策指向不明晰，导致可操作性较弱与

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一直存在；此外，相应的评估与监管机

制的缺位也阻碍了我国残障体育事业发展。

2 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主要问题

2.1 政策目标不明确

政策目标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和权威性不足的特

点，阻碍了政策的具体实施。通过总结归纳发现，大部分

政策都强调各级学校要重视残障学生的入学接收工作，

更多的是宏观倡导，缺乏具体、明晰的政策目标和实施细

表1 不同阶段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及特点

Table 1 Numbe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Sports Polici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Different Stages

阶段

1949—1959年

1978—1994年

1995—2007年

2008—2019年

数量

7件

13件

13件

17件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特点

以《共同纲领》为我国宪法起始点，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穿插在普通学校政策中，涉及残障类型比较局限

（聋、哑、盲）；政策的重心在于保障残障学生入学接受教育，而有关学校体育内容较为鲜见。

政策主要围绕着残障学生体质健康评价与管理，不同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均指出：“学生因病残免试体

育，需经医生证明，体育教研组审核同意教务处批准”，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另外，政策覆盖对象比第一阶段更广

泛，残障学生入学也更便利，融合共享的理念比较突出，政策颁布数量急剧上升。

通过《体育法》规定了残障学生的体育权利；《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提出，根据残障学生特点强化体育课

程设计、体育活动安排与残障运动员培养等，涉及内容广泛，聚焦残障学生体育的内容较多。但对残障学生体质测

试仍然片面实行免测，未能建立体质测试标准。

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发展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残障学生重大体育政策相继颁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都对残障群体体育参与做出了明确规定，以建立残障

学生体质健康干预为主，注重提高残障学生的生命质量；不同政策之间的边际效益明显，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残

障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完善，残障体育社会指导员、社区体育、家庭体育建设得到政策保障，为残障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创造良好环境；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组织残障学生开展适合的日常体育活动，更加注重残障学生

的内生需求，将政策呼吁转为实践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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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当前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目标设置笼统、要求阐述模糊，且配套性

政策不足；政策在制定与修订过程中通常采用渐进式模

式，仅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对局部文本内容略做改进和调

适，有利于在维持学校体育政策体系稳定的基础上持续

推进，缓和学校体育开展与其阻碍因素之间的矛盾（张莉

清 等，2019）。如教育部等 7 个部门印发的《第二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指出，要“促进医教结合，

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提高残疾学生评估鉴定、入学

安置、教育教学、康复训练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意

义；但未能明确医教结合的基本目标、运行机制与实施细

则部门协作的职责分配与利益平衡等问题，可操作性有

待提升。诚然，“政策模糊无好坏之分，但组织会根据政

策内容的模糊程度选择不同的执行策略”（李声宇，

2016），进而给政策执行创造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从而

导致医教结合、康复训练等方面的行为掌控权和决策权

完全在学校手中。因此，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尽最大努

力促进残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却在落实过程中因为目标

不明确使政策成了实施者相互推卸责任的“工具”。

2.2 政策内容分布失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

策文件共计 50 件，其中大部分政策的颁布集中在第三阶

段经济体制改革之后。70% 的政策文件紧绕体育活动（9

件）、随班就读（8 件）、体质测试（12 件）、体育课程（4 件）、

义务教育和残障适龄儿童入学（4 件）6 大类别，而涉及残

障学生核心体育权利保护的政策仅有 2 件，有关残障学生

的体育教学计划、体育竞赛和课外体育运动等方面的政

策极为鲜见（图 2）。在其他方面，部分政策从劳动就业、

社会歧视、抚养、医疗康复、无障碍等民生方面进行规定，

要求社会、协同各部门对残障群体进行关爱。由此看出，

政策内容布局与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心与关注点有

很大影响。囿于不同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前期国

家对教育事业的重心在于扫盲，主抓入学接受教育，符合

残障学生的基本需求；中期以残障学生身心健康为主线，

采用康复保健的形式安置不同残障类型学生；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政策逐渐向课外体育活动、康复保健、无障碍

等领域拓展，始终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方针相契合。综

上，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运行实践主要以学校体

育为主线，而缺乏社会文化、经济保障、社区家庭等方面

的支撑，抑制了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溢出效应，不利

于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事业整体可持续发展。

2.3 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

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描述、解释公共政策的

影响，并确定一项政策的后果，它包括影响评估与结果评

估（斯图尔特 等，2011）112-122，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

评估的实质是概述政策的预期影响效果，以及在执行过

程中寻求合理解释与正确的评定。从残障学生学校体育

政策的演进特征来看，我国残障学生体育政策历经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国家对残障群体及

残障学生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

令式监测与评估，容易引起政策执行主体的防御意识和

行为，导致监测信息失真，进而影响监测与评估的信度和

效度，监测与评估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政策活动者“做了

什么”上，忽视了“做得怎样”（潘凌云 等，2019）。譬如，尽

管基于人文关怀理念对残障学生体质测试奉行无差别

“免测”的制度在 2008 年之后得到了改善，但残障学生体质

评价体系的缺失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体质健康测试的

进行方式是否遵循残障学生的实际成长规律有待商榷。

综上，国家政策执行机制不完善甚至缺失是国家治理

体系及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一方面，从政

策颁布的主体来看，国家相关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

是政策的实施者，充当“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导致了双重主体利益下政策评估机制未能起到良好的监

管作用。另一方面，“管办分离”尚未称为主流趋势，第三

方评估机构又要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未能独立行使

监管评估权力。更何况，一般学校学生体育评估机制且

尚未建立，残障学生作为少数群体，其相关政策评估机制

的形成必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随着国家进一步

简政放权及推行善治理念，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评

估机制将会得到重视、确立和完善。

3 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优化路径

3.1 以残障学生发展实际明晰政策目标，创建联动执行

机制

何劲鹏等（2014）认为，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并

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只是在落实国家的教育政

策而已。实践证明，以强化政策认同和加强职业道德教

随班
就读（8）

体质
测试（12）

体育课程（4）
义务教育（4）

体育权利（2）

残障适龄
儿童入学（4）

体育
活动（9）

其它（7）

图2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分布统计图（1949—2019年）

Figure 2. Statistics of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School Sports

Policies for Disabled Students（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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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方法明晰政策目标为是“隔靴搔痒”且收效甚微的

（潘凌云 等，2017a）。

首先，明确政策目标，加强政策的可执行性。明晰政

策目标过程中应以残障学生发展实际为基础，与政策执

行主体协同合作，考虑不同执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实际

执行过程中的潜在现实困难。处理好残障学生与体育组

织之间的关系，把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目标、价值与

体育组织相融合，建立互信伙伴关系来增加目标认同。

政策目标的明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建立完善的顶层目

标设计体系，支撑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目标随社会经

济发展和残障学生内生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建立残障学

生学校体育教育的短期、中期与长期的目标结构体系，并

持续进行跟踪监测与优化。

其次，落实政策执行主体目标责任制。目前，政策执

行的监督以学校单方面汇报为主，或监督人员“走马观

花”，使督察流于形式，实际问题很难真正显现出来，从而

造成常态化的监督缺失（陈长洲 等，2019），这就需要落实

政策执行主体的目标责任制。具体而言：1）在学校落实

校长执行主体责任人制度，把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活动纳

入校长一级考评指标体系，采取“一票否决”原则，形成执

行内生动力。2）将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目标纳入社区

体育指南中，做好残障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对接工作；明

晰适应体育教师、残障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及残障监护人

的职责，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考核制度，激发他们对促进

残障学生体育参与的使命感和投入度，实施贴近基层社

区（村）的体育服务模式和服务项目。3）推行行政部门主

体负责人“问责制”，强化监管，确保政策的顺利执行；行

政部门负责人要以实现善治为目标，改变政策执行风格，

展开多元、民主的对话与协商，提高政策执行过程中其他

主体的认同度与合作意愿；以全面把握残障学生学校体

育政策执行中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坚持统筹处理（潘凌

云 等，2017b）。

最后，创建联动执行机制，拓展政策执行渠道。1990

年，美国《残障人教育法》要求为每个残障学生设计个别

化的教育计划（杜海燕 等，2011），将体育教育计划全部纳

入“学校-社区-家庭”联动的残障学生体育政策执行机制

中，拓展政策执行渠道。创建联动执行机制的关键是在

政策执行主体之间进行有效协调，找到共同利益和核心

需求。学校适应体育教师应构建一体化的适应体育课程

及教学内容设计；社区应主动弥补残障学生课外体育活

动不足的缺憾，引领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融合体育活动；

残障监护人应共同参与，营造和谐的体育文化氛围。此

外，还需与政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等

机构形成合力，同时做好各项政策的衔接和行文标准化

工作，避免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联动执行机制在时

间节点、内容衔接、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等方面出现误解、

矛盾或冲突，为拓展政策执行渠道奠定基础。

3.2 健全配套的政策法规，优化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

容布局

截至目前，专门的残障学生体育政策法规尚未颁布，

相关配套的体育政策法规尚未健全，涉及残障学生体育

教育的政策条款仅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政策文件中，且

内容分布不均。虽然有些法律对残障儿童的体育教育进

行了规定，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各项法律、法规

之间未形成有机的衔接和整合，对残障学生的要求也不

尽一致（曹烃 等，2014）。一方面，国家长期聚焦于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治理体系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相较而言，体育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

方面，残障学生学校体育长期嵌入普通教育体系中，未完

全独立，政策制定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残障学生体育活动

的开展，导致残障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出现覆盖面局限、外

延性不足等问题。

首先，国家要重视残障学生体育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工

作。积极与社区、学校、家庭、交通管理部门、公园休憩活

动中心、体育风险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合作，尝试制定

《无障碍体育设施促进法》《无障碍交通法》与《残障家庭

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力争建立一个多元化的配套政策法

规体系，进而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保障残障学生的合法

体育权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政策内容构建应聚焦当下残障学生参与体育活

动面临的困难。在构建过程中应考虑到残障学生与普通

学生在身体、心理、场地设施使用与环境适应等方面存在

一定的差异，聚焦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制定的合

理性、可行性及外延性，优化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

容，突出政策实施的边际效应；积极调研、加强沟通，广纳

立法机构、中国残奥委员会和不同地方政府、特殊学校、

体育教师、社区与残障家庭的意见与建议，确保法律条款

的科学性。

最后，建立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落实执行清单，厘

定主体职责、明确权力赋予，提高各部门合作效率。例

如，学校从教学设计、场地设施等方面为残障学生开展体

育活动提供保障，积极向社会组织或体育部门提供场地

设施资源；体育部门搭建多元化的残障人体育竞赛来构

建融合平台，为学校开展残障学生体育训练和赛事提供

科技服务与高水平教练员支持，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或其

他激励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残障人体育公共服务建

设，委托社会组织提供高质量的体育公共服务；拓宽残障

学生体育参与的助力渠道，动员和激励体育社团（四大残

障人体育组织）、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体育基金会等社

会体育组织参与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的制定（徐

剑 等，2020），通过开展高质量的残障学生社会体育实践

活动提升自身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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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执行落地生根

当前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出台数量逐年上升，

但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政策本应聚焦的“如何实施、

怎样实施、如何监督与评估”等核心问题未能深入改革与

探讨。与 1949 年相比，新时代残障学生学校体育基层力

量日趋壮大且充满活力，拥有更为多元的适应体育教育

理念和丰富的体育教育资源，但残障学生学校体育的政

策执行、监督与评估并非完全照搬学校体育政策及国家

教育政策方针实施，自行寻找“校本化”出路，为进一步完

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执行落地生根带来了阻力。

首先，要完善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注

重政策制定前的评估，接纳不同部门与群体之间的意见

与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尤其是着重考虑残障弱势群

体的利益，政策溢出效应要以“人文关怀”转向“赋权增

能”理念进行调整；确保有关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民

主性与科学性。

其次，严格动态把关政策执行，对不作为、乱作为甚

至渎职的行为进行问责。考虑到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

政策的执行主体是校长或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除了要

加强对执行主体的监管外，还需建立合作执行清单，厘定

各部门与参与者的职责；通过行政契约的方式，将原本松

散、临时的部门间合作关系稳固化、制度化；严格按照“谁

负责，谁治理”“谁失责，谁担责”的原则，建立分工明确、

权责明晰的合作清单制度，减少甚至避免责任部门的懒

政、怠政现象（马德浩，2020）。

最后，完善政策的监督与评价反馈机制。除了需要进

一步完善复杂、立体、动态的学校体育政策监测与评估体

系外，还需要构建由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者、跨部门政策监

测与评估委员会、第三方专业机构、行政部门和公众等组

成的多元复合体，运用以成本效益分析和统计抽样分析

为主的方法，对政策成本、政策需求与满意度、政策执行

力以及政策影响与结果等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描述（潘

凌云 等，2019）。如以构建残障学生体质测试标准为契

机，着重调研残障学生与残障家庭对政策内容、执行的意

见和建议，细致归纳、认真研判，确保政策内容的科学化，

执行效果的最大化及监督反馈的精准化，为确保政策执

行落地生根夯实基础。

综上，要明确我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政策目

标，构建联动的执行实施机制，有效推动政策实施；要健

全配套政策法规，优化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布局，

为残障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提供能全方位的有效保障；要

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执行落地生根。实现我

国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优化，需要动态把握“行动者

的多元化、关系的网络化、制度的全面化和过程的协商

化”（余军华等，2013）等治理要素，构建政策制定前评估、

执行中监管及实施后评价的立体化评估体系，从而在深

度、广度和力度上突破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制定、实施

和评估机制的盲区。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以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归纳了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的 4 个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指出

了 残障学生学校体育发展始终存在的内容分布失衡，政

策目标不明确与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的主要问题。为

此，提出了健全配套的政策法规，优化残障学生学校体育

政策内容布局；以残障学生发展实际明晰政策目标，创建

联动执行机制和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执行落

地生根等优化建议。

4.2 展望

1）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要以“赋权增能”为核心，

满足残障学生的实际需求。相关体育政策在着重保护残

障学生体育权利的同时，要与法治紧密结合，延伸赋权领

域，完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政策的权

威性与可操作性，进而提高政策的边际效应。

2）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研究要从概念与定义视角

出发，以适应体育学科发展为引领，从学术称谓上形成共

识。国内相关残障人体育政策研究应转变传统的“残疾

人体育”“特殊体育”等带有歧视色彩的学术称谓，转而以

“适应体育”这一包容性的学术称谓来引领建立现代适应

体育学科发展体系。

3）需要加强对残障学生学校体育政策路径优化的科

学引导。拓展适应体育科研队伍与培养适应体育人才，

加大国内学者对适应体育的认同，打通原有残疾人体育

研究局限的“死胡同”，进一步丰富学者的研究视角，对接

国际适应体育发展潮流，积极发挥学科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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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chool sports policy for disabled students in China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variation of the school sports policy for disabled students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chool sports polici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ll
stag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true portrayal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receiving physical education at all stages.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The thriving and nurturing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 (1949—1959), the full integration
between physical health of disabled students and physical health care courses (1978—1984), the consistent of school sports policy
for disabled students with national laws and policies (1995—2007), the poli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orts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and the dream of sports power (2008—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of schools for disabled students include unclear policy objectives, imbalanced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imperfect
policy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the study suggests:Clarify policy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led students,
and create a join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complete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optimize the content layout of
school sports policy for disabled students;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Keywords: school sports policy for disabled students; disabled students; sports rights;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hoo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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