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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尧再到异化的历史演变过程曰伴随这一过程袁国人对学校运动会的功能理解袁也
经历了从泛化到专门化再到单一化的心路历程遥根据以上历史的梳理袁总结出对当
代学校运动会的启示院第一袁不断挖掘运动会的文化内涵袁将其视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曰第二袁以学校运动会为平台袁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曰第三袁拓宽学校
运动会的内容与形式袁加强家庭尧学校尧社会之间的联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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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chool sports meet in modern
China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school sports meet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ritual to standard and then to deviation. Along with this process,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hool sports meet function has also shifted from generalization to specialization
and then to simplific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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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for the contemporary school sports meet: first, constantly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sports meet and regard i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Second, use school sports
meet as a platform to promote campu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rd, diversify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school sports meet an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mong family, school, society.
Modern China;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meet

在近代中国袁 学校运动会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

性遥 直到 1912 年 12 月 18 日袁作为学校体育制度安

的教会学校遥 1890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召开的学校田

排的学校运动会才被政府正式确立遥 当时教育部颁

径运动会袁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校运动会袁而

布了关于各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的训

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官办学堂中袁 最早出现学校运

令袁要求办理学校人员袁引导学生于 体操正科外袁为

动会是上海南洋公学遥 1898 年袁南洋公学召开了第

种种有益之运动袁 并特别对专门以上学校提出虽体

一届学校运动会遥

操可以不列正科袁但尤宜组织运动部袁随时练习袁以

近代中国的学校运动会袁 最初随着西方体育的

免偏用脑力遥当时教育部指出院野每年春秋两季袁应酌

不断传入与传播而逐渐形成惯例袁 但并不具备普遍

开学校运动会袁互相淬励袁以惰弱为耻袁以勇健为荣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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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学生体躯日强袁智德亦固以增进遥 处兹外患交迫袁
非大多数国民具尚武精神袁 决不足以争存而图强
也遥 冶 从此袁学校运动会成为中国学校体育的重要
[1]

组成部分遥

邀请社会人士进行观摩袁既是对学校工作的促进袁也
是对学校工作的宣传遥 1906 年野淞镇小学堂定 初四
日假学堂北首六营公所校场开运动会袁 已预期邀请
各学堂学生来会袁并请邑尊王大令莅阅遥 冶 [5]

松江清华女学于 1909 年 4 月 27 日袁 在本校召

开春季运动会遥是日上午九时开会袁由日本女教习冈
崎千代带领全体渊师范高等初等冤学生至操场运 动遥
学校运动会通常是按照一定标准尧 一定程序进
行的时空有序的体育文化活动袁 从学校运动会最初
被引进中国时袁 就有着明显的仪式化特征遥 这种特
征袁不仅有利于学校体育价值观的传播袁而且有利于
学校师生归属感尧自豪感和向心力的形成遥 因此袁近
代中国早期学校每当举办运动会袁 都会将其作为一
次重大的庆典活动遥 具体表现为在对待举办学校运
动会的态度上院一是学校从上到下袁都非常重视学校
运动会的召开袁无论校长还是管理人员尧老师还是学

来宾千余人袁 华娄两县令均到袁 并请公正人陈君菊
生 尧谢 君宰 平尧雷 君继 兴监 视 [6]袁学 校 运 动 会 邀 请 地

方官吏尧学生家长尧热心观众前往袁除 了观看学校体
育的展示外袁更有对社会进行体育教育的推动作用袁
是一种体育启蒙遥 野今浙江旅学举行运动会袁于文明

国难极寻常遥而于吾国学界实属创建遥乃据称参观者
冠盖如云袁 则此风已大开矣遥 将来各地学校踵而行
之遥 即尚武之进步乎钥 冶 [7]

早期学校运动会的形式也反映了人们对运动会

生袁可以说是全体动员曰二是除学生以外袁广大教师

这一事物的价值判断遥从价值取向来看袁近代早期人

也都积极参与袁有的直接参加比赛袁有的担任裁判工

们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袁大致处于功能的泛化阶段遥

作袁有的专门到现场观 摩袁无论是传统的老学究袁还

这里的泛化主要指当时学校体育运动会所体现的功

是留过洋的新教师袁 均会对学校运动会给予足够的

能多样性袁即借助运动会加强校内师生尧学校与社会

关注曰三是积极对校外开放袁通常会向广大社会人群

的联系袁 并通过其向社会进行自我宣讲和推介展示

发出观摩邀请袁 注重学校运动会召开的社会效应和

办学成果袁 学校运动会是吸引社会大众更多地了解

影响力遥

学校尧认识学校的重要载体遥

例如 1898 年冬袁上海南洋公学召开了第一届学
校运动会遥 当时上海市民对体育和运动会还不太了
解袁因而听说南洋公学要举办运动会时袁市民们非常
新奇袁从四面八方涌入学校观看袁使徐汇路上袁为之

从 1890年最早的圣约翰学校运动会袁到五四新

拥塞 遥 1904 年农历 8 月 27 日袁野为孔子圣诞袁保定

文化运动的发生袁在二十多年的学校体育发展中袁无

师范学堂于是日开第一期运动会袁悬各国旗章袁陈各

论从社会还是学校袁乃至家长和学生袁都对学校运动

样赏品袁教员学生及小学堂学生约千余人袁并邀各学

会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识遥 借助学校运动会的举办

堂生员及稍通学务女眷来观者袁约千余人遥后期不得

而实现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和沟通袁 已不再是学校考

[2]

入者尚有二千人冶 [3]431遥 可以说运动会在最初引进中

国时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袁乃至市民都对这一新鲜
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遥 特别是 1905 年 5 月 28 日
京师大学堂召开第一次运动会袁在两天的比赛中袁不

虑的重要的非常之举遥相反袁需要转变的是院野今夫运

动会者袁为运动而有会也袁非为会而有运动也遥 噎噎
吾国至教育家宜视运动重袁而视运动会轻遥 冶 [8] 因而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近代体育社会化进程的

仅各科学生都报名参加运动会袁 甚至连一向学究气

不断加快袁 人们开始缩小学校运动会要达成的目标

十足的国学进士馆尧仕学馆的野老夫子冶们袁也都报名

范围袁 更多聚焦在如何通过学校运动会能够更好地

参加比赛曰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尧学务大臣袁

促进学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曰 怎样通过学校运动

还有各国的驻华使节尧夫人和大批的记者袁以及数千

会更好地加强学生与学生之间尧学生与教师之间尧教

名普 通观 众 袁这 在 当 时 的 北 京 乃 至 全 国 都 引 起 了
[4]

极大的社会影响遥

师与教师之间尧师生与校长之间的情感联系袁提高学
校的办学凝聚力遥 也就是说更多从学校运动会促进本

如果说体育通常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是否充满

校工作的进步与发展思考问题袁 侧重于强调本校如

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标杆袁 那么学校运动会则是一所

何借助运动会的召开以野鼓励运动之精神袁激起勇敢

学校向社会展示自身办学思想尧 理念以及体育成就
的最佳手段遥因此学校借助召开运动会的机会袁广泛

之美德袁养成耐劳任苦之习袁深味栉风沐雨之旨冶 [9]袁
以此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袁推动学校工作的进步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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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这一期间的学校运动会袁将促进学校体育教学工
作质量提高和为广大师生搭建一个合适的尧 自然平
等的情感交流平台袁作为其最基本的定位遥学校运动
会是否能对校外和社会产生影响力袁 已不再是人们
过多关注的话题遥

家麦克乐明确指出院 对学校体育的认识袁野不能只讲

运动袁乃是利用运动供给儿童一个境遇 袁激动个性袁
按阶段次序来发展遥 使他在游戏的里边得着良好的

习惯袁也可以得着能力的经验袁准备他的生活冶遥甚至

对于这种变化袁如果从价值取向来看袁可称之为

还可以说是通过学校体育袁野养成中国有资格尧 有启

学校运动会认识上的功能专门化阶段遥 所谓专门化

发性的领袖人才冶遥 体育活动袁特别是集体性项目的

是相对于泛化而言袁 指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运动会
对沟通校外的热情大大降低袁 更多的是重视学校内
部通过运动会进行人心的凝聚和精神的发扬袁 重视
引领学校内部体育工作的进步遥 例如当时上海浦东
中学对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提出的要求就是院野浦东
运 动 员 应 表 现 仁 侠 的 精 神 渊Sportsmanship冤袁 应 视 运
动为身体心灵的愉快袁增进团体利益遥浦东运动员应

抱 纯 粹 的 游 乐 主 义 渊Amateurism冤袁不 求 一 切 例 外 的

优待遥胜不足骄袁败不足馁袁遵守运动员规则袁服从指
导员的指挥尧裁判员的评判遥浦东运动员应牺牲自己
的荣誉以求本队的胜利袁热心辅助同伴袁时时顾到协
作渊Teamwork冤遥 浦东的参观比赛者袁亦应具超然的
态度袁 当为运动员高尚的行为喝彩尧 优美的技术喝
彩袁不应怪声狂叫袁不应谩骂裁判遥 冶

[10]

可见袁这一时

期学校举办运动会所达成的目标主要是全力解决以
下两个问题遥
其一袁 通过运动会促进学校体育课教学质量的
提高袁以实现学校体育的目的遥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什
么钥首先是增进健康袁因为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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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作相合冶 [12]29遥 因此袁近代著名在华美国体育专

球类运动袁练就的野就是胆量袁启发性 袁联合的精神袁
发明性袁坚持性袁进取精神袁决断力袁领袖资格袁主动

的 训 练 袁忠 心 团 体 袁为 团 体 牺 牲 自 己 的 机 会 冶袁强 调
野运动场不但是一个社会试验场袁也是一个社会伦理
设备的试验场冶 [12]13-38遥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尧 著名教育家杨贤江认

为院学校体育的目标是野体格强壮袁忍耐劳苦袁精神充
足袁办事敏捷袁并能使人感到愉快而有奋发敢为的气

概冶 [13]67遥 因此袁围绕这样的目标袁学校运动会不仅是
让学生各尽其职尧张扬个性袁而且使学生借其践行修

身 养 性 中 的 那 种 快 活 尧刚 毅 尧合 群 尧勇 敢 尧坚 忍 的 品

德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指出院通过学校体育运动
会可以让野学生养成不偏尧不私尧不假袁事事为团体着

想袁肯为团体负责袁努力尧奋斗袁甚至牺牲冶的精神 [14]遥
教育家蔡元培的理论是院野宁正真而败袁毋诡诈而胜遥
败则反求诸已袁不怨尤袁不嫉妒遥 冶这种公德的养成袁
正需要体育运动会的规则 [15] 遥 可见袁学校运动会的召
开能够很好地促进学校体育目的的达成袁 这在当时
新文化运动时期袁曾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共识遥

石遥 如野外国学生袁欢喜运动袁伏案埋头的功夫袁不及

其二袁 学校体育运动会可以搭建起促进学校师

中国学生袁所以学业的成绩袁自然相形见绌遥 其弊在

生相互了解尧平等共处的活动舞台遥这是因为在日常

此袁其利亦在此遥 因为欢喜运动袁所以养成了一种活

的学校教学活动中袁 作为知识传授的老师和接受教

动进取的精神袁毕业以后袁他把这种精神钻到学问上

育的学生之间袁很少有平等交流的机会袁教室中更多

去袁成绩自然猛进遥 又因在校所得不多袁常觉不敷应

表现的是师道尊严遥 然而在举办运动会的学校体育

用袁于是拼命去干袁身体已有根底袁尽可支持袁虽年至

赛场上袁却为师生共处尧平等参与提供了最大可能遥

六十尧七十袁壮志犹不稍衰袁外国学术界上许多发明袁

在学校运动会上袁 师生间可能同是某种项目参

率在老年遥 中国学生不讲体育袁专读死书袁考试固然

赛的运动员袁也可能是比赛裁判的临时合作分工袁抑

列前茅袁然利之所在袁弊即随之遥因为在校不爱运动袁

或是现场运动员和观众的关系袁 教师会为学生的参

所以体格不健袁所以意志不坚遥 意志不坚袁即少向上

赛表现鼓掌加油袁 而学生则会因老师的现场观摩更

之心曰体格不健袁心虽有余袁力常不足袁因循敷衍袁不

加全力以赴袁努力拼搏以发挥自己最佳运动成绩遥所

能开创袁不能刻苦袁年未半百袁早已预备就木矣浴 冶 [11]95

以教育家胡适才可能在其叶我对于运动会的感想曳一

正所谓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遥蒋希曾于 1921 年

文中袁发出如下的感慨院野学校的一场足球比赛袁我发

在叶体育研究曳上所发表的观点院认为强健的身体正

现在场中呼叫的人群不但是少男少女袁 还有许多白

是人类获得事业成功的利器遥 而通过学校运动会的
举办袁恰恰可以达到野一以考验体 育之成绩袁一以增
长体育之兴味也冶 [11]29遥

然而袁学校体育的目的不仅是增进人体健康袁体

育教育还可以野接连人的感觉尧情绪尧思想尧意志袁和

发的老教授袁 噎噎我的植物教习罗里教授就坐在我

的附近袁噎噎也拼命的喊着助威的耶呼声爷浴 冶 [16] 总之袁
学校运动会上老师的出席袁可以野使教育界有共谋进

行之趣向尧联贯一气之希望冶 [13]88遥 学校运动会的师生

共同参与袁使班级之间尧年级之间甚至学校之 间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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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感情联络的机会遥

出院野多年以来袁 新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为德智体三育

正因为学校运动会有着特殊的教育和激励作
用袁 所以在 1930 年 4 月 28 日胡适控制不住自己的
激情袁 亲自为中国公学举办的学校体育运动会写下

了一首专门的野运动会歌冶遥 野健儿们袁大家上前浴 只

的平均发展袁但考之事实袁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袁大
都仅偏重知识一项袁 噎噎各级学校固每周都有体操

课袁都有或大或小的操场袁每年并举行运动会袁然如
此即算提倡体育袁固大足笑话遥今日国人固大都不明

一人第一袁要个个争先袁胜固然可喜袁败也要欣然遥健

生理原理袁缺乏卫生常识袁没有良好的生活习 惯袁不

儿们袁大家上前浴 健儿们袁大家齐来浴 全体的光荣袁要

知空气与日光的价值袁忽略营养的重要袁缺乏摄生及

我们担待遥 胜袁要光荣的胜曰败袁要光荣的败遥 健儿

保健的观念袁对于遗传与优生毫无所知袁噎噎凡此种

歌词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学校体育

种袁才是体育中真正主要的内容袁而这正是提倡了数

运动会的基本认识和解读袁 即学校运动会除了增强

十年体育而犹未能认真触及的问题遥 这些问题学校

们袁大家齐来浴 冶

[17]

学生体质以外袁还有联络师生情感尧振奋学校精神的
作用遥

亦很少能切实地给青年正当并丰富的指导遥 冶 [21]

因此人们对于学校运动会态度袁 除了体育教师

和少数参赛学生以外袁 几乎再不会引起其他学科老
师和广大同学的关注与共鸣遥 学校运动会成了少数
人的表演舞台袁成了例行公事的学校体育工作任务遥
一方面袁就举办目的而言袁人们所关注的仅是体

它再也不是以往那种借助学校运动会实现所有师生

育比赛的结果袁 对于在运动会上学生如何展示了自

平等交流尧身份认同尧凝聚内力的平台和载体遥 那么

己良好的体育技艺尧特别是弘扬了怎样的体育精神袁

近代中国学校运动会走向异化的开端为什么是在

裁判员如何一丝不苟地工作尧 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和

20 世纪 30 年代后呢钥

熟练的规则意识进行 体育成绩客观准确的评判袁全

其一袁从主观的认识角度考察袁异化是因为带有

校师生员工如何到现场观摩尧 为参赛学生加油和服

功利主义色彩的选手制体育在学校的盛行遥 选手制

务使之成为师生情感交流的特殊通道等等现象袁一

体育袁可理解为类似于当下的学校高水平运动队袁它

概不为人们所关注袁而当时的媒体也是如此引导的遥

是近代中国体育锦标主义泛滥影响下的产物遥 在近

如叶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 曳对 1935 年闸 口职 工学 校

运动会的报道袁题目就是野闸口职工学校运动会优胜
纪录冶袁故内容无非是百米赛跑 第一名朱湧清袁成绩
13.7 s曰跳 远 第 一 名 马 茂 昌 袁成 绩 4.39 m 等

[18]

遥 叶申

代中国袁由于优秀运动员的产生主要依托学校培养袁
因此不少学校建有高水平代表队并逐渐形成办学特

色袁著名的如南开大学篮球队尧北京师大篮球队 尧东
北大学田径队等遥 但也有不少学校在体育代表队问

报曳对 1935 年秋季大夏大学 运 动会 的报 道也 是野各

题上发生了理解的偏差袁进入认识的误区遥他们把学

项成绩尚称不差袁 尤以体育科女子组苏剪花之垒球

校大部分经费和体育教师的力量袁 只投入到少数的

43.57 m 接近全国纪录冶

体育选手训练和参加比赛中袁 而不关注大多数学生

的比赛成绩遥

[19]

遥 人们只关注学校运动会

的体育与健康遥 甚至有些学校为创造所谓学校品牌

另一方面袁 考虑到与大型运动会比赛能更好地

而过分追求各种运动会上的比赛成绩袁 不惜许诺高

衔接袁 运动会的内容设置主要是以田径为主体的西

额津贴遥 有些大学甚至破格录取只小学毕业的运动

方竞赛项目遥这在县一级的中小学运动会比赛中袁也

员遥这一现象被时人称之为选手制体育袁选手制一词

是如此遥 如叶新奉贤教育周刊曳在 1932 年对全县县立

最早出现于 1932 年的天津叶体育周报曳遥

中小学运动会的报道袁 从得奖名单中可以看到中学

在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界袁 学校体育主要关注少

师范组的田径总分第一名是奉贤师范袁 小学组田径

数运动选手的成绩袁 还是主要关注广大学生对体育

总分第一名是奉城小学等 [20] 遥 原有那种有利于师生

的参与袁其实早有讨论遥如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恽

共同参与的集体娱乐项目或带有乡土文化气息的体

代英在其叶学校体育之研究曳中袁已经非常明确 地告

育游戏等袁则被排除在学校运动会节目单外遥结果是

诉人们院野学校之所谓体育袁应对于各学生袁无论其体

大部分普通同学和老师都失去了能够参与学校运动

质强弱袁平均加以注意袁噎噎普通学校袁除所谓 体育

会的条件袁 原有的参与者逐渐变为学校运动会的普
通看客遥

学校外袁本无养成运动家之责任冶 [11]41遥 在 1924 年叶中
国青年曳杂志上袁恽代英甚至非常气愤地指出院野有卑

当然袁 使学校运动会发生异化的最根本原因还

陋无识的办学者袁 因为要在球战运动会中为自己学

是学校体育价值观发生的偏差袁 即如当时有学者指

校争声誉袁不惜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袁以供养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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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贵 族式 军阀 式 的选 手 冶 [3]392遥 在 1925 年 全 国 学 联

目的作用理解不断窄化袁 即把学校体育仅理解为一

锦标 主 义 野畸 形 体 育 冶的 口 号 袁指 明 所 需 要 的 体 育 袁

质袁 是它的本质特征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显著之

叶改进学生本身利益问题决议案曳中已明确提出反对
野是人人须习练的运动袁非少数人的贵族式的运动冶[22] 遥

种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的过程遥 而体育可以增强体
处遥 但是袁 学校体育绝不仅为了锻炼身体和增强体

但是袁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袁选手制体育仍然大行

质袁更重要的是人格养成袁即如当时的马约翰先生所

其道袁野学校体育袁全以竞争为主旨袁但只造就少数特

说院野体育的功效袁最重要在培养人格袁补充教育的不

殊阶级之选手袁以为学校争光荣袁对于全体学生整个
之健康袁几已不暇顾及冶 [23]遥 而过分强调选手制体育

足遥 冶 [25] 培养人格袁实行完人教育袁是学校体育的最根
本目的遥

引发的必然结果就是院 人们普遍不再关心学校运动

会袁认为那只是少数运动选手之间的竞技游戏袁是学
校体育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曰学校运动会与多数学生尧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学校运动会的历史演变

普通老师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袁 甚至一些学校失去

与价值观变迁袁 发现当时人们对学校体育的认识以

了举办运动会的热情遥

及对学校运动会功能的理解袁 影响着学校运动会的

其二袁从客观的体育发展角度考察袁异化是因为
当时社会竞技体育比赛活动的快速崛起遥 1929 年 8 月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 叶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

对学校体育袁甚至体育认识的左右遥
第一袁不断挖掘运动会的文化内涵袁将其视为学

纲曳袁1931 年又公布了叶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曳遥

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不止

这些官方文件的颁布加快了社会竞技体育事业的迅

于根本性的体质健康袁 其真义则更应该在于全面育

猛发展遥 特别是在 1932 年公布的叶国民体育实施方
案曳中袁明确规定院野全国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袁由
全国体育委员会指定在各省市轮流举行曰 各省市运
动会每年举行一次袁 其办法由各省市教育厅局体育

委员会决定之冶 [24] 遥 所以这一期间袁不仅如期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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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走向遥同样袁当代学校运动会的发展同样受人们

人的野健康校园冶 [26] 遥 目前袁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小学的

学校运动会都重竞技性袁强调比赛的成绩袁而忽略学
校运动会的文化内涵遥然而袁学校运动会应是内化思

想尧外化行为的最佳场所 [27] 遥 通过举办运动会袁让学

生充当裁判尧运动员尧队友尧竞争对手等不同角色袁将

1933 年和 1935 年的全国运动会袁而且许多省市也都

规则意识尧公平竞争尧团队协作等人文精神传递给学

开始定期举办体育运动会渊如 1930 年尧1931 年尧1933 年尧

生袁实现其培育完人的教育功能遥这应是体育野育人冶

1935 年 袁江 苏 省 分别 召开 了 第一 尧二 尧三 尧四 届 全 省

功能的价值体现袁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参加了夏季奥运会遥

建设遥学校运动会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运动会冤遥 1932 年和 1936 年民国政府还分别派选手

第二袁以学校运动会为平台袁推动校园精神文化

无论是与官方有关的尧 由各地区政府举办的多

是学校参与人员最广尧 工作涉及面最大的校园文化

种层级的体育运动会召开袁还是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尧

盛会遥 但现如今的学校运动会成为了少部分人的比

由民间自由集资发起的各种竞技体育比赛频繁举

赛袁或流于形式将学校运动会缩短为半天遥 其实袁学

行袁这些大大小小的体育比赛袁已经不同程度地满足

校运动会虽是一场体育盛会袁 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

了人们对于体育高水平竞赛的欣赏需求遥由此袁在丰

超过了体育的范围遥例如袁学校运动会中野赛出风格袁

富多彩的各种高水平社会体育竞技比赛冲 击下袁学

赛出品格冶野友谊第一袁比赛第二冶等宣传标语和各班

校运动会因为水平不高袁自然社会关注度不高袁对人

级海报尧 广播新闻稿等能为运动会和校园营造良好

们的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遥

的比赛氛围遥学校运动会可充分调动学校教师尧学生

其三袁从价值观念变迁的角度考察袁异化一是因

的积极性袁让人人都参与袁人人有事做袁这不仅可以

为人们对学校运动会的功能理解进入了单一化阶

加强师生联系袁培养整个学校的凝聚力袁也体现着一

段遥原有那种依附在学校运动会上的育人尧联络师生

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精神风貌遥

感情尧 振奋学校精神的功能袁 均不断地被剥离和弱

第三袁 拓宽学校运动会的内容与形式袁 加强家

化遥 逐渐地学校运动会被认为是为少数体育活动分

庭尧学校尧社会之间的联动遥 学校运动会的内容与形

子搭建的一个表演舞台袁通过运动员的个人成绩袁决

式袁 承载着学校组织者对学校体育工作和运动会内

赛出冠军亚军袁并作为评比班级尧年级体育成绩的主

涵的理解遥 当代学校体育运动会主要以田径项目为

要依据遥 由此袁在学校运动会的赛场上袁自然只剩下

主袁这是因为田径是一切体育教学的基础袁学校运动

体育教师和少数参赛学生的身影遥 二是对学校体育

会成为了体育课的延伸遥 这虽能检验体育课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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