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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研究
———以英、美、澳、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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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有利于青少年“完全人格”的形成，有助于促

进青少年“社交域”的发展，有助于他们提高自控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适

龄劳动力衰减进程，减轻财政负担，成为社会繁荣和稳定的奠基石。英、美、澳、
加等国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工作日渐成熟，它们建立起了完善的支持与保障体

系———法律保障、资金渠道、网络资源、科研成果转化、“学、社、家”立体化模

式，并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也要重视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工作，进

一步厘清体育素养的概念和适用性，构建良好的青少年体育素养发展环境，改

革体育教育目标、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以大数据与 5G 时代为背景开拓全新

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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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1 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意见》。《意见》指出，将逐步启动体育素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1］。这表明，未来青少

年体育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将逐步从体质健康水平转向全面健康，从狭义的体育活动转向广义的

体育心理与行为等，并加大体育素养在全社会推广力度和精准度。从英、美、澳、加等国体育素

养培育的情况看，利用体育素养对青少年进行体育相关评价，在提高青少年健康水平、心理水

平、认知水平等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国外青少年体育素养的内涵、特征、重要

性、支持与保障体系等进行考察，探讨青少年体育素养在我国的研究与发展方向，并提出具体的

实施建议。

一、体育素养的内涵释义及特征

在国外，体育素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1938 年，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杂

志》刊登文章提出，公立学校应对学生的身体素养和心理素养负责。1993 年以后，这个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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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使用，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2］。
1． 体育素养的内涵

( 1) 不同国家对体育素养的认知不同。英国“青年体育信托基金会”( YouthSport Trust，
YST) 《青少年体育( 2018—2022) 战略》指出，体育素养是指利用体育运动带来的身体活动量对

机体进行改善，使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享受体育改变生活的福利［3］。美国

《K －12国家标准》认为，体育素养是培养有知识、有技能、有信心的体育人才，使其学会多种体

育项目并成为其必备技能，了解参与多种体育项目的益处，有规律地参加体育活动，增进身体健

康，培养 健 康 生 活 的 一 种 方 式［4］。《澳 大 利 亚 体 育 素 养 标 准》( Australian Physical Literacy
Standard，APLS) 认为，体育素养是综合身体、情感、认知和社交等多重能力，进而塑造终身参与

运动的习惯，掌握身体活动所需的知识、能力、动机和信心的重要渠道［5］。加拿大国际体育组织

( NSOs) 提出，体育素养是对动机、信心、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价值的评判，并应承担起培养青

少年终身体育运动习惯的责任［6］。
( 2) 广义与狭义体育观下的体育素养。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现代

体育区分为三种主要场域: 社会体育( Social Sports) 、竞技体育( Competitive Sports) 、体育教育

( Physical Education) 以及若干的亚场域，这种观点即广义体育，指由多种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场

域与体育进行组合形成的较为宽泛的体育概念［7］。狭义体育即“真义体育观”，日本学界认为，

狭义体育是由“身体教育”( Education of Body) 和“通过身体进行的行为教育”( Behavioral Edu-
cation through the Body) 组成。从两种体育观出发看体育素养的内涵，广义体育观认为，体育素

养应当是各种社会体育元素的集合，而狭义体育观则认为，体育素养应当是通过学习体育进而

获得体育行为的一种能力。
综上，可以尝试将体育素养定义为: 通过相关教育学习手段，使社会中的人达到对体育知识

的认知、体质健康水平的增长、体育技能的掌握、体育审美能力的提高、体育品格的形成、体育习

惯的养成等目标，从而促使人的身心全方位发展，是体育素质与修养的综合体现形式。
2． 体育素养的特征

( 1) 强调体育学习的综合水平评价。体育素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强调从

不同角度和切入点判断个体体育能力的高低。但是，越是复杂的体育能力，难度就越高，提

升体育素养的条件就越苛刻。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并在众多研究机构的协同下，建

立起长效评价机制与预测模型。( 2 ) 重视体育习惯养成的全过程和完整性。使用体育素养

代替身体素质，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体育看作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是指在人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包括婴幼儿阶段在内，逐渐形成对体育的全方面认识，而非在人的某一阶段如青少

年时期进行的体育再教育，它对终身体育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 进一步凸显了体

育的育人功能。应当意识到，体育的“育”包含了“德、智、美、劳”四种教育品质，也被称作

“五育之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体育仅仅发挥了“体”的活动性，“育”的塑造性却发展得

并不充分。体育素养的提出，将育人作为第一要务，将体育情感、体育审美等元素相融合，使

得体育的多元价值逐步呈现。

二、青少年体育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英、美、澳、加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广泛使用青少年体育素养作为体育水平的综合判断指标，

并加以大力推广实施。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有利于青少年或学生完全人格的形成，有助于促进

青少年“社交域”的发展，有利于青少年提高自控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适龄劳动力衰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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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减轻财政负担。
1． 有利于青少年“完全人格”的形成

艾森克( Hans J． Eysenck) 人格理论( Eysencks Personality Theory) 将人格定义为: 生命体实

际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的总和，包括认知( 智力) 、意动( 性格) 、情感( 气质) 和躯体( 体质) 四个

主要方面［8］。安娜·布特科维( Ana Butkovic) 的研究表明，参与高频体育锻炼、拥有体育活动

意识的人，其人格呈现稳定性、开放性等特征［9］。罗伯特·沃恩( Ｒobert S·Vaughan) 认为，体

育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格调节作用，运动技能、运动知识的掌握与开放性和责任感呈正相

关［10］。由于青少年人格尚未发育成熟，而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只有这三个

部分都成熟完善，拥有对“本我”的压制能力、对“自我”的调节和满足能力、对“超我”的反思和

形成道德束缚力，才能构建其完全人格［11］。
有助于青少年“本我”欲望的宣泄和抑制。“本我”是原始的、无意识的生物冲动与欲望的

集合，它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由无意识的生命力、本能、冲动等所驱动［12］。在人格结构中，“本

我”欲望最明显的体现是攻击欲望，也是生物进化、生存的最基本动力来源。弗洛伊德认为，体

育运动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和人类攻击性冲动的一种升华形式，但单纯的体育运动只能在肢

体层面进行冲动释放和有效控制，却较少改变无意识的本能［13］。有研究指出，体育素养不同于

肢体运动，它包含了体育文化、体育审美等功能，是肢体运动在特殊环境下的延伸。如在赛场的

高压环境下，伴随着观众体育审美的提高、热情的释放，将不自觉地激发和放大运动员的原始攻

击欲望，即对胜利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又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宣泄”，以避免因违背规则

而受到惩罚性制裁。在这种矛盾中，运动员机体开始释放抑制激素降低脑神经活跃度，保证亢

奋的合理性，达到最高的运动水平，获得成功的奖励。提升体育素养就是使青少年在“攻击”与

“抑制”、“奖励”与“惩罚”的不断耦合下，“本我”人格逐渐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青少年

得到原始冲动控制的能力，达到“欲望”的宣泄和自然的抑制，使不可控的“本我”逐渐有序化。
有助于青少年“自我”满足的实现和尺度的调节。“自我”建立在“本我”欲望的基础上，在

“超我”的道德检验下，既满足本我的需要，又制止违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法律的行为，它是

本我和外界环境的调节者［14］。提升体育素养和提升身体素质的最大区别点在于，提升体育素

养包含了弘扬体育精神和培养体育道德，是在一系列体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超我”即现实

世界规则的认可与适应，同时在规则的束缚下产生竞争意识，并在获胜的喜悦中实现“自我”的

满足。提升体育素养是在体育精神与道德要求下调节满足的尺度，在社会文明的合理界限内使

之最大化，以此协调“自我”“超我”关系的有效途径。因此，提高青少年体育素养使“本我”追求

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追求完美三者处于一种协调状态，人格也就表现出一种协调状

态; 而当三者互不相让、产生敌对关系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继而影响完全人格的健康

发展［15］。
有助于“超我”社会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超我”是父母教育和社会规则的内化，

遵循道德原则［16］。青少年“完全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对外界事物认识的过程，是社会

文化、人类知识潜移默化或主动传承过程中的“同化”。体育素养则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规

则下的社交活动能力，它是这种同化的必要前提和有利环境。提升青少年体育素养就是为

了达到对这种同化环境的优化，使其更容易接受外部信息，包括奖励与惩罚，是以体育相关

元素为媒介，使青少年心理活动认知逐步成熟，形成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的能力，在“同

化”中实现改进，树立符合“自我”下的对“超我”规则的适应，即形成正确的三观和不断完善

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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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青少年“社交域”的发展并提高自控能力

拓宽青少年“社交域”的广度与深度。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合作容易被共同的兴趣、爱好等

所吸引，由这些特殊事物所组成的范围称为“社交域”。传统的体育活动较早就被认为是人与

人之间交往的最佳手段，是拓展“社交域”广度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手段和途径既有可能产

生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对社交产生负面影响。澳大利亚体育与卫生部研究发现，提高青少年体

育素养能够大幅度地提升青少年社会领域交往能力和社交技能，例如，享受参与和与他人进行

有效的互动、建立对他人保持尊重的态度、带领他人进行合作的能力，符合道德规范和有包容性

的身体行为活动方式、成为团队成员或领导者的潜质、展现公平竞争的意识等［17］。这种由青少

年体育素养的提升所带来的交往能力和社交技能的提高，给“社交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障，

能降低单纯的体育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在体育知识的分享、体育行为的批判与讨论中，

产生相互吸引，促使青少年“社交域”不断向纵深发展。
促进青少年自控能力的提高。斯蒂芬妮·海布尔( Stephanie Haible) 在对 794 名九年级学

生( 女生 402 人，占 50． 6% ; 男生 392 人，占 49． 4% ) 开展基于信息 － 动机 － 行为技能( IMB) 模

型下体育锻炼动机与体育素养关联性的研究中，发现体育素养水平的高低能够从知识层面、情
感层面、身体感知层面对主动进行锻炼实施有效控制，使他们更容易从事体育活动、学习体育知

识、加入体育组织、进行互助等。可见，提升青少年体育素养是为形成一种主动的、自发的、可控

的锻炼所做的综合性准备，是对外界诱惑实施的一种反干扰［18］。
3． 延缓适龄劳动力衰减进程，减轻财政负担

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公司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 研究称，仅 2007 年一年，澳大利亚

因缺乏运动导致的财政亏损额就高达 138 亿美元［19］。美国国家卫生和福利研究所及相关机构

预测，到 2030 年美国因肥胖问题而进行治疗的综合医疗费将达到 660 亿美元，将导致适龄劳动

力较 2017 年下降 32%，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 5800 亿美元［20］，且身体不活动不仅会

损害生活质量、消耗金钱，还将开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产生将极难逆转［21］。适当的

体育锻炼、体育教育和相关活动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循环，并对延长工作寿命有显

著促进作用［22］。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较高的体育锻炼负荷和养成体育锻

炼习惯，将有效降低与衰老相关的最大摄氧量( VO2 max) 下降的速度［23］。培育体育素养能够

妥善处理综合身心训练( IBMT) 与体育锻炼( PE) 之间的关系，是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缺乏运动

意识并反馈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手段，也是从较低年龄段开始影响和减缓人的生理衰

老速度，从而使未来一段时期内老龄人口身体状况、心理状况逐渐改善，实现长期对社会作出有

效贡献的重要方法。它将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财政医疗支出进一步降低，延缓适龄劳动力衰

减进程，减轻财政负担。

三、国外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英、美、澳、加等国青少年体育素养工作开展较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在法律保障措

施、科研力量支持、多渠道的资金来源、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学、社、家”立体化的培养模式等

方面较为完善。
1． 完善的法律保障措施

法律保障是西方各国体育素养全面开展的根本性措施，它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青少年体育

素养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逐步实现了跨越性发展。重要的标志性法案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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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育素养的标志性法案

发布时间 法案 主要内容与意义

1941 年 澳大利亚《国家健康法》
合理利用“国家健康基金”开展体育建设工作，促使公民健康

进一步提升，逐步开展《澳大利亚体育素养标准 － APLS》的研

制，以促进本国青少年体育素养的提升［24］

1961 年 加拿大《健康和业余体育法》
促成“体育活动参与计划”，获取财政经费来源，鼓励各级政

府、公私团体开展青少年体育素养方面的研究与合作

1988 年 英国《教育改革法草案》
将体育界定为基础课程，开展体育高级课程，逐步将提升青

少年体育素养作为学校指南的一部分，并将其上升为国家

战略

2015 年 美国《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
改善了美国基础教育( K －12) 质量，弱化体育考核，强调体育

作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全方位功能，不应仅限于体质的增

强，而应更广泛地提高青少年综合体育能力［25］

2． 科研力量和成果的支持与有效转化

在科学研究方面，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苏格兰、新西兰、荷兰等

开始将青少年体育素养的研究上升到国家健康的高度，委托国际身体素养协会( International
Physical Literacy Association，IPLA) 、欧洲体育联合会、欧洲非政府体育组织( ENGSO) 、学校与教

育部门等机构进行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采用了包括 AHP 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因子提取

法等手段，确定了青少年体育素养水平的测试标准和范围。同时，伴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一系

列用于体育素养评价的软件、工具、器械开始得到推广，如心血管耐力测试仪、CPS 心理测试仪、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BAM － Video 延迟摄影工具等，有效克服了体育素养评价的维度和领域

较广、难以量化与实施的缺点。强有力的基础性研究和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使青少年体育素养

的测评进入了新的阶段。
3．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如表 2 所示，英、美、澳、加四国开展青少年体育素养相关研究、组织和实施的主要资金来源

各异，其主要特征是由政府相关财政部门主导，由民间组织、机构、商业团体予以赞助支持。其

重要意义在于减轻财政压力，维持可持续经营理念，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与热情，放大体育素养的

公共属性，促使更多人群进行有效参与。
表 2 各国发展体育素养的资金来源

国家 代表性资金来源

英国
青年体育信托基金会( Youth Sport Trust) 、国家体育彩票资金、天空体育及迪士尼等商业赞

助商等［26］

美国 各州教育部门、基金会、私营性俱乐部等［27］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商品和服务售卖收入( Sale Of Goods And Ｒendering Of Service) 、澳大利

亚各州体育机构与组织、国家健康卫生部等［28］

加拿大 加拿大卫生部、各省地方联邦政府、各单项体育协会、多系统运营商、社区体育组织等［29］

4． 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

西方各国 创 办 了 众 多 与 体 育 素 养 相 关 的 网 站，如 澳 大 利 亚 为 生 活 而 运 动 ( Sport For
Life) ［30］、运动澳大利亚( Sport Aus) ［31］，美国阿斯彭研究所( Aspen Institute) 均提供了体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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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概念、实施方案、改进建议和相关政策等内容，支持发布、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通知，以保

障体育素养工作全面展开［32］。
5．“学、社、家”立体化的培养模式

体育素养作为广义上体育能力的代名词，是使青少年形成终身体育习惯的重要支撑。在社

会学意义上，青少年是一个集多种角色于一体的“角色丛”，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家庭、学
校、社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的角色期望，在青少年的健康方面具有高度共识［33］。从美国“综合

学校体力活动计划”( CSPAP) ［34］、英国《青少年身体活动( 2013—2018 ) 战略》［35］、加拿大《发

展身体素养: 给父母与 0 － 12 岁孩童的手册》［36］、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课程( F － 10) 8． 2 版的研

制、开发和实施来看［37］，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基本围绕着设定预期培养目标—提出工作整体方

向与重心—确定阶段与实施计划—进行效果评测四个阶段进行。首先，以各州教育部门为主

导，通过对体育素养概念的深度剖析提出实践的最终目的。其次，与相应社区( Neighborhood /
Community Association) 合作开展体育素养在家庭中的宣传工作，组织家长、青少年共同参与体

育素养发展活动，共同提出达成目标的具体手段与方法。再次，将青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主要

活动特征、教育特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计划，由学校进行具体干预，改变教学目标

和开展测试工作。最后，在学校、社会、家庭的合力监督下，开展长期的体育素养效果测评，并围

绕测评结果重新修订预期目标。总之，在青少年体育素养的培养模式上，英、美、澳、加四国始终

围绕在全社会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开展相关工作，始终要求通过合力教育提升青少年体育素养，

使体育素养的功效、范围最大化，并形成闭合的立体化培养模式。四国综合培养模式设定如图

1 所示。

图 1 英、美、澳、加体育素养培养模式设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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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的方向与建议

国外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之所以开展得成功，不仅因为其具有较为完善的支持与保障体

系，更因为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可。我国也提出了体育素养要逐步成为

青少年的主要评价和培养手段的有关要求，但发展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合理借鉴

国外诸多经验，探讨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道路，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需。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特别提到，要推进教育评价关键

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增强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如果

能够让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加以实施和全面展开，那么，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意识、健康生活意

识、主动学习意识等都将大幅度提高，也将成为教育领域新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1． 进一步厘清体育素养的概念和适用性

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首先要解决体育素养概念模糊的问题，通过汇总不同国家或地区在

实践中发现的、能够对青少年产生深远影响的“子概念”，结合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现状与薄弱

点，形成与我国特有国情相适应的完整的概念体系，既要有“泛化”的指导概念，又要形成基于

大量实证调查下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严谨性更符合科研要求的，操作性、适用性更强的

“具化”概念。这样，将给青少年体育工作领导者、研究者、教育者提供更好的实践与研究平台。
2． 构建良好的青少年体育素养发展环境

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首先，在制度上出台明确的法律条例予以保

障，明确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的重要性。其次，在资源上向体育素养研究机构或院校等进行倾

斜，加大各类体育基金、研究基金经费，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相关项目审批名额。再次，协同

公共卫生机构、基金会、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各类行政机关与教育部门加以推广。最后，构建学

校、社区、家庭三方合作的教育模式。以学校作为培育体育素养的主阵地与核心，成立体育素养

研究会，并邀请家长、社区指导员等加入学习; 以社区作为学校、家庭的沟通桥梁和实践地，合理

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场地资源开展体育素养再教育，组织青少年在课余时间进行与体育相关的

活动; 以家庭作为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的落脚点，由学校、社区重点考察家长在培养体育素养相

关能力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并构建长效监督机制。由“学、社、家”三方共同完成青少年体育

素养的培养工作，使青少年养成运动的习惯和“完全人格”。
3． 改革教育目标、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

学校作为青少年的主要集结地，对实现青少年体育素养的提高责无旁贷。但目前各级学校

的体育教育目标过于狭隘，身体教育明显多于体育思想教育。应重建基于体育素养评价标准的

新目标、新课标，注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新型体育教学合作模式，给予学生充分的发挥和

想象空间，从身体体质的提高过渡到体育思想境界的提高。同时，加大力度开展体育教师学习

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培养体育素养的方式、方法，完善教师激励机制、准入机制和资质审查; 制定

合理的学生评价机制、考评机制，由唯分数论向综合素质评价转变。
4． 以大数据与 5G 时代为背景，开拓全新发展路径

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下，大数据和 5G 的全面普及为培养青少年体育素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 1) 通过建立体育素养网络档案，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全面记录青少年终身运动习惯、运
动轨迹并加以分析，根据实时数据提供全面的运动建议、推送运动指南，向相关机构自主报送我

国青少年体育素养波动情况，促使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做出政策规划调整。( 2) 通过 5G 时代虚

拟现实技术，创建娱乐与体育相结合的体育素养发展路径，减少因体育设施、场地、师资短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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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综合体育素养下降问题，实现体育素养区域性均衡发展，随时随地发展体育运动，提高青少

年体育素养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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