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42卷）第8期

Vol. 42,No.8,33-46,2022

体 育 科 学

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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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厘清近代体操教育流变的脉络、各流派的特征，探寻其当代启示，研究认为，近代医学与思想领域对“身体

教育”重要性的揭示，使近代体操教育的创立成为可能。18 世纪中后期近代体操教育创立阶段，为建立属于每个国

民的体操教育，突出完善人格教育的价值，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论，维劳密勾勒出了近代体操教育的基本方向，古

茨穆斯承前启后，从实践出发，奠定了近代体操教育发展的基础，维斯则开启了“科学”研究体操教育的序幕，裴斯泰

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洞察到了体操教育的人格陶冶价值。19世纪初，战争的威胁和

工业的发展使德国、瑞典、丹麦成为了近代体操全球化的三大策源地。在国家主义背景下，政治性、道德性、军事性是

之后各国近代体操教育的普遍特征。扬（Friedrich Ludwig Jahn）以“国民性”为思想依据的“德国体操”，突出精神的

培养，重视器械体操。林（Per Henrik Ling）以生理学为理论基础的“瑞典体操”，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特征，重视徒手

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布克（Nicls Bukh）纠正军事化体操教育的弊端，创建的民众化的“基本体操”，突出强健性、柔韧

性、灵敏性，重视基本体操、韵律体操、手持轻器械体操。19世纪中期施皮斯（Adolf Spiess）开创的近代学校体操教育

必修制度重视集体徒手秩序体操。研究认为，反思“身体教育”“自然性”的内涵，正确认识身心关系，统筹考虑运动文

化属性，有利于体操课程现代教育使命的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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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体育课程诞生于欧洲，早期主要以近代体操为载

体，后被现代竞技运动（sport）取代。然而，此前的相关研

究在体系性与深入性上均存在不足，甚至一些基础性问

题仍有待清晰。如，近代体操因何及如何进入学校教育

体系？竞技运动比近代体操历史久远且内容更为丰富，

为何成为近代身体教育、体育课程主要载体的却是近代

体操？近代体操教育如何演变、扩展？后来又因何被现

代竞技运动所取代？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重要的体育

史学研究价值，还对从根源上探寻今日国际性体育课程边缘

化问题（Hardman et al.，2002；Lux et al.，2011）有所帮助。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①，本文将在梳理近代体操教育发

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当代启示。研究思路是：从梳理

近代体操教育诞生的思想渊源着手；结合时代背景等探

寻其诞生在德国的契机及其特征；进而以“三大体操”

（“德国体操”“瑞典体操”“丹麦体操”）为主分析近代体操

教育的发展脉络，各流派的特征及相互关系；最后归纳其

当代启示。

1 近代体操教育的思想渊源——身体教育的关注

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身体随之得以

解放。在此背景下，最先强调近代社会中身体教育的重

要性的是医学领域（森田信博，1988）。1569 年，意大利医

学家美尔库里亚利斯（Hieronymus Mercurialis），在分析古

希腊体育基础上发表的《艺术体操论》（De arts gymnasti‐

ca）中，论述了古希腊身体训练的医疗效果和重新开展身

体训练的方法（森田信博，1988）。该文将体操（Gymanas‐

tik）分为 3 类：医学体操（Gymnasticamedica）、军事体操

（Gymanasticabellica）和运动体操（Gymansticaathletica），并认

为有益健康的医学体操最重要，而以获胜为目的的运动体

操则属多余（沃尔夫冈•贝林格，2015）148-149。

①文中引用的大部分文献为日文文献，主要因为本文作者更为精通

日语，更为熟悉日本体育史学、学校体育学的研究状况，另明治维新

以来日本体育学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翻译了大量德文、法

文文献，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引用时虽是间接文献，但有很强的说服

力，例如文中反复引用的成田十次郎，毕生致力于近代德国体育史

研究，为国际上此领域的权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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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欧洲自然科

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发展。18 世纪后半叶，以德国

人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为首的一批医学家，开始倡

导把身体训练作为国民教育手段予以体操化。其中，专

门对运动与健康的问题进行探讨，且对后来的健康教育

论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浮士德（Bernhard Christoph Faust）。

他在 1792 年的《健康问答书》中指出，“健康才是最有价值

的东西，它为人类带来幸福，使精神得以自由，使每个人

的人生快乐、美好。”强调为了积极维持与增进健康，有必

要超越单纯的养生方法，进行有强度的身体训练，儿童教

育的意义在于，“引导他们成为身体健康与精神完善的

人”。他把身体教育看作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认

为总目的在于完善人格的培养，具体目标在于身体、感

觉、社会性的塑造。据此，他主张学校教育中有必要设置

身体教育（körperliche Erziehung）科目，对儿童进行身体

运动方面的专门指导（成田十次郎，1977）48-52。在近代体

操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弗兰克等在医学上的论述，为

后来的体操教育家向世人解答体操的必要性，选编教材，

归纳教学注意事项时，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医学领域之外，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

家夸美纽斯、洛克、卢梭、歌德等也均已注意到身体教育

的必要性。从思维方式来看，在“理性主义”的时代，总体

上他们是在身心二元的框架下将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一

分为二，看重身体运动的生物学（体质健康）效果，将身体

运动看作精神教育的物质基础或实施途径。国内体育学

界围绕洛克、卢梭等人体育观的已有研究对此多有涉及，

在此不再展开。

2 近代体操教育的形成

近代体操教育形成过程中，“近代体育之父”古茨穆

斯（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sMuths）贡献巨大。不

过，其体操教育体系的确立得益于巴泽多（Johann Bern‐

hard Basedow）等泛爱教育家的前期铺垫，维劳密（Peter

Villaume）在思想上的直接启发；后来，其体操教育体系的

发展过程中维斯（Gerhard Anton Vieth）在运动学方面予以

完善，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在教育学理

论方面加以充实。

2.1 巴泽多：身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探索

18 世纪前近代身体教育的思想已经登场，但更多的

是停留在了思想层面。把这些思想整合，并具体化为教

育实践的是泛爱派教育家。受蒙田、夸美纽斯、洛克，尤

其是卢梭的影响，泛爱学校的创始人巴泽多非常重视“身

体教育”。他主张完整的教育不能脱离身体，意志品质的

教育比知识的教授更为重要，教材的选择要以“必要”为

原则，而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在游戏氛围中的快乐学习取

代体罚、灌输的方式（清野市治，1971）8-9。1758 年《实践哲

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 füralle Stände）一书将身体教育

与学问教育放在一起作为了教育的两大领域（成田十次

郎，1977）60-61。

《父 母 、教 师 用 书》（Das MethodenbuchfürVäter und

Mütter der familien und Völker，1770 年）在卢梭身体教育论

的基础上，强调身体运动具有性格塑造、感觉形成、身体

技能提升等价值。该书列举出适合青少年男子的运动教

材有游泳、平衡运动、爬绳、滑冰、舞蹈、骑马等（成田十次

郎，1977）6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把这些教材在徳绍

泛爱学校的正课教学中进行了实验。他的后继者及其创

办的其他泛爱学校同样重视身体教育活动。不过，近代

体操教育成为学校特色之一，占据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

领域，则要等到古茨穆斯时代（成田十次郎，1977）81。这

一时代的开启者是维劳密。

2.2 维劳密：缔造近代体操教育理论雏形

1787 年，维劳密发表《完人与幸福为目的的身体培养

—— 以 身 体 教 育 为 主》（Von der Bildung des Körpers in

Rücksicht auf die Vollkommenheit und Glückseligkeit der

Menschen，oderüber die physische Erziehung insonderheit），

开启了讨论国民教育体系中体操教育必要性的序幕，在

德国近代体操教育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该

文立足于近代医学与教育学，批判以前的修道院式教育，

强调教育可促进人多种能力的发展，提出国民自由、幸福

的生活中体操必不可少。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国民教

育（Volkserziehung）中体操“理论的确立”作为时代课题，

从体操的概念与领域、目的与目标、指导的原理、教材的

分类与排列等方面描绘出了近代“德国体操”教育理论的

蓝图。

自此，维劳密、古茨穆斯、维斯一脉相承的 3 位体操教

育家相继登场。该文发表 2 年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德

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教育思想随之由重视阶级性、

有用性开始向弘扬自由及平等的观念转变。该文的很多

观点契合了法国大革命的诉求，更加坚定了他们探寻体

操教育价值的信念。此后，以建立属于每个国民的体操

教育为共同追求，维劳密构想了理论雏形，古茨穆斯进行

了细致而深入的论述，维斯使之更加“科学”。

维劳密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的总原则（原理），批

判当时的“知识偏重主义”，指出“我们无视身体盲目追求

精神的形成，到头来不仅身体，心灵也将变得脆弱”（成田

十次郎，1977）107。在他看来，身体形成与理性及道德形成

同样重要，均离不开与“自然”相符的教育技术（成田十次

郎，1977）108。他把身体看作“心的命令得以实现的道具”，

倡导生理学基础上的教育技术。在他看来，身体教育

（physische erziehung）可划分为 3 个领域：1）器官感觉的形

成及运用方面的训练；2）身体健康与锻炼的关注；3）身体

及其各部位的强化与塑造。这 3 类身体教育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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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运动有：由学习者选定的自由的游戏（freie Spiele）、

由指导者决定的技术性运动（künstlich eingerichtete übun‐

gen）、严肃而艰辛的劳作（ernsthafte，anhaltende Arbeit）。

他把这些身体运动均归入体操，在实施方法的原理上，强

调“自然”（成田十次郎，1977）111-115。

2.3 古茨穆斯：为近代体操教育体系奠基

如果说维劳密是国民教育中体操教育理论的提出者，

古茨穆斯则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当时德国市民阶层

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受之感召，古茨穆斯把培养

自力更生、明智、有德性，具有行动力的人作为其教育追

求。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必须以身体方面诸素质的发

展与完善为基础，而实现这样的教育，则不可能仅靠传统

的医药及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欢快的“教育性身体活

动”的教化（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4-5。在其心目中，欢快

的“教育性身体活动”即体操教育。

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论深受近代医学、教育学影响，

尤其是受到了维劳密体操教育论的直接启发，但更主要的

是得益于其泛爱学校长期的探索性执教经历。实践性，是

古 茨 穆 斯 体 操 教 育 思 想 特 色 之 一（成 田 十 次 郎 ，

1977）123-124。1793 年首次面世，被誉为世界体育学经典的

《青少年的体操》（GutsMuths，1793），正是其 8 年执教经验

的结晶。古茨穆斯非常重视体操的教育性。为此，他并

未局限于提升学习者运动技能与体质，还强调运动乐趣

的强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其中的身体性

（生物学）、人格性（教育学）价值，并付诸实践（成田十次

郎，1977）127。他还倡导过体操改善社会矛盾，让所有阶层

人士皆能幸福生活，最终实现他心目中的“繁荣社会”。

为此，他把古代日耳曼人与当时的德国人进行对比，认为

古代日耳曼人身强体健、技艺精湛、顽强不屈、诚实守信、

勇敢顽强，而当时的德国人身体羸弱还丢弃了英雄气概。

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自然因素，而是错误

的教育与生活（グーツムース，1979）22-48。于是，他主张在

“繁荣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将体操列入国民教育体

系。国民教育离不开弘扬爱国精神，体操与此何干？他

于 1814 年完成的《关于爱国教育》（Ueber vaterländische

Erziehung）对此的回答是，爱国精神的教育要以强健的体

魄为根基（成田十次郎，1977）137-140。

关于“体操（教育）”的含义，有必要与另外一个词汇

“身体教育”对照理解。《青少年的体操》中，与吃饭、穿衣、

行走等所有身体运动行为的培养，对应的德语有 Leibeser‐

ziehung，Körpererziehung 或 Erziehung 等，在该书的日译本

中成田十次郎将这几个词汇统一翻译为了日语的“身体

教育”（グーツムース，1979）202。以游戏、跑、跳等身体活

动为手段的教育，对应的则是 Gymnastik，即“体操”①。古

茨穆斯关注的是后者，正因他看到了体操人格教育的价

值，才将其置于国民教育的高度，强调“体操唯一正确的

目的在于使身心得以和谐”。体操绝非难登大雅之堂的

打发闲暇时光的活动，而是具有身体教化价值的一门课

业（arbeit）。且从更易于成为国民习惯的角度来看，体操

应是“由青少年的乐趣包裹而成的一门课业”（成田十次

郎，1977；GutsMuths，1793）。从教育目标来看，体操“是以

身体的耐力、力量、技能与美的提升为目的的身体运动体

系。”这样的界定方式，既考虑到了社会的需要，也考虑到

了学习者的需要。另，关于身体教育中体操的位置，古茨

穆斯认为只有体操才是身体教育的中核，缺失了体操，身

体教育的作用将无法充分发挥（成田十次郎，1977）153-154。

1804 年《青少年的体操》按时代将体操教育分为 2 大类，原

始时代无意图的自然体操（natürliche Gymnastik）和文明时

代有意图的技术体操（künstliche Gymnastik）。后一时期

的技术体操又可划分为 4 类，兵式体操（kriegerische Gym‐

nastik）、竞技体操（athletische Gymnastik）、医疗体操（med‐

izinische Gymnastik）、教育体操（pädagogische Gymnastik）。

他强调，唯有技术体操中的教育体操具有高度教育价值

（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804）11-12；156。

《青少年的体操》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论述了开设体

操教育的必要性。为此，该书延续且发展了维劳密的思

想，把体操教育看作身体教育（Leibeserziehung）中一个相

对独立的领域，把之赋予了“通过身体运动的教育”（相当

于当今意义上的“体育”）的位置（成田十次郎，1977）157。

古茨穆斯这样定位体操教育，还有体育学学科建设方面

的用意。他已意识到，体操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除了

概念清晰，还要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研究对象（成

田十次郎，1977）158。他在《青少年的体操》中指出，“教育

的目的一般被看作人格形成，因而，体操必须以身体方面

人的素质的发展与形成为目的”，在他看来，“自然赐予人

类的身体素质（Leibliche Anlagen）的发展，与精神素质的

发展同样不能无视”（成田十次郎，1977；Guts Muths，

1804）。依据古茨穆斯的表述，成田十次郎（1977）158认为，

古茨穆斯体操教育学的独立研究对象为“与身体素质发

展、完善有关的行为”，这样的“体操教育理论建立在生理

学基础上”（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

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观鲜明地体现在他对体操教育

目的、目标的思索方面。在他看来，“身体方面人类的所

有素质作为精神的教师和仆役，具有最大限度地塑造身

体的美和适用性的作用”（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

1804），体操教育的目的存在其中。“美”被他看作为区分

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因素。他对“最大可能的适用性”

（Brauchbarkeit）的解释是，“身体具有 2 种机能，一是，身体

接受外界环境的刺激，将其引向灵魂，这一机能可看作‘身

①成田十次郎将 Gymnastik 翻译为日语的“体育”，本文根据当时的

时代背景、该词的具体所指等方面综合考虑，将之翻译为“体操（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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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精神的教师’；二是，身体接受精神的命令，在物理世

界予以实施，这一机能可看作‘身体是精神的仆役’……作

为教师，身体必须具有强健的神经系统……作为仆役，身

体必须健康、体力充沛、结实有力、技艺精湛”（成田十次

郎，1977；GutsMuths，1793）。进而，他依照身体运动的直

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提示了体操教育的具体目标。身体运

动直接作用的对象是身体，具体包括：活动肌肉和四肢，

锻炼皮肤，掌握运动技能，训练感觉。身体运动间接作用

的对象是精神，包括：身体的健康有助于精神的明晰；体

力、技能的增强有助于提升自信、沉着、勇敢的气质；坚持

不懈的锻炼有助于提升男性在克己等方面的气质，灵活

的身体有助于精神的活泼；身体的美有助于道德的美；敏

锐的感觉有助于知觉准确、思维敏锐；运动有助于养护精

神（成田十次郎，1977）161。他这样考虑体操的目的、目标

的意图在于把当时羸弱的德国青少年培养成“伟大的实

践家”“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男子汉”（グーツムース，

1979）160-161。

正因对体操教育的目的（目标）、教材、方法、评价进

行了细致且开拓性的论述与实践，古茨穆斯才被后世称

为“近代体育之父”“德国体育的祖父”。不过，后世学者

认为，他在体操教育理论方面的功绩，更主要的是体现在

体操教学“方法论”上。如门泽（Clemens Menze）所言，“古

茨穆斯的固有研究领域为教育实践、方法论、教授论，但

他并非从一般本质论上进行探讨。他主张教育学要反映

到日常生活中去，却并未限定在教育学的框架内思考教

育的本质、限界、可能性”（成田十次郎，1977）180。古茨穆

斯的体操教育遵循“自然主义”方法论，深受维劳密的启

发。然而，维劳密停留在了原理层面，古茨穆斯则将之具

体化为学习导入、教学条件配备、个性化指导、差异性评

价等方面（成田十次郎，1977）180。立足于“自然主义”，他

认为“体操教育的基本原理排斥强制，依靠强制不会取得

任何成功”（成田十次郎，1977；GutsMuths，1793），他强调

体操教育的开展必须遵循 2 个原则：必须与学习者的发

育、发展保持一致；必须尊重学习者的自发性（成田十次

郎，1977）181。

在教材论方面，古茨穆斯的成就同样斐然，正是他构

建了近代体育教材论的原型（成田十次郎，1977）180。他认

为，体操教材的选择只能以“身体素质的发展、完善”这个

目的为标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虽然他的观点明显带

有道具色彩，但切实超越了之前“骑士运动”的教材观。

如 1793 年《青少年的体操》第七章至第十八章的标题所

示，体操教育的教材主要包括跳跃、投掷、格斗、攀登、平

衡运动、提拉牵引、舞蹈、步行、游泳等（グーツムース，

1979）126-187。这样的设置方式，亦体现了他立足于“自然主

义”，结合民众生活的教材观。深受当时教育思潮的影

响，他的教材观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防火训练、熬夜

训练、断食训练、朗读、感觉训练等也在其体操教材中。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众多教材如何体系化？他提示可按

4 个分类标准进行分类：运动目的、运动特征、运动的解剖

学、运动类型。他最为看重按运动类型进行分类，另外，

受当时教育思潮的影响，他把教材看作完善个人身体素

质的材料，强调要与学习者的生活相结合。在他心目中

教育体操的教材包括 3 大领域：真正的体操运动、手工作

业、游戏。在年复一年的学校教育中，如何排列体操教

材？他并未采用依据年龄或学年进行排列的方式。在他

看来，这样的排列方式有违学习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个体

差异。依据多年实验、观察、测定、记录的结果，他从各体

操教材中提炼出多个具体课题，按每个课题的发展顺序进

行排列。例如“跳短绳”教材的具体课题如下排列：前摇跳

—后摇跳—跑跳—踏跳—前摇跳接交叉跳—后摇跳接交

叉跳……（成田十次郎，1977）192。

古茨穆斯紧扣时代危机，积极倡导把体操列入国民教

育体系的构想与实践，不仅对德国，也对欧洲其他国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伴随《青少年的体操》的问世，

此后只要谈到体操，就无法回避古茨穆斯，在“德国体操”

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扬及施皮斯等，均

从古茨穆斯身上汲取了大量养分。而在其他国家，如“丹

麦体操”的开创者那哈戈尔、瑞典体操的创建者林、“法国

体育之父”阿莫罗（Don Francesco Amoros）、“瑞士体育之

父”库利亚斯（Phokion Heinrich Clias）等也或多或少受到

了古茨穆斯的启迪（成田十次郎，1977）204-214，即使是 20 世

纪体操教育的影响力被削弱，但其影响亦未终结。从“通

过身体运动的教育”的角度审视今天的体育课程，很难说

真正超越了古茨穆斯的体操教育观。

2.4 维斯：揭开体操教育“科学化”研究的序幕

维斯、古茨穆斯、扬被体育史家称为“德国体操教育

的三大巨星”（成田十次郎，1977）215，但长期以来，维斯的

名气却远不如另外 2 人。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运动

人体科学研究的兴起，他的成就才逐渐被关注。与维劳

密、古茨穆斯相比，维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身体运动科

学化的探索上。这也是体育教学理论史上其功绩所在

（成田十次郎，1977）215-216。

为了把体操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依据维斯探索体操教

学理论的同时，亦注重身体运动的实际效果。他把培养

具有行动力的市民作为体操教育的目的，将该目的划分

为 3 个方面：1）身体方面包括，健康的维持与增进，肌肉与

肌腱的力量、稳定性、灵敏性的强化，关节柔韧性的提升，

良好姿势的形成，完美体形的塑造；2）精神方面包括，鼓

舞士气、获得精神的自由，激发投身思维工作的欲望；3）

其他方面，如自由时间的高效使用等（成田十次郎，

1977）233。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塑造的市民形象为：体力

充沛、技艺精湛、体形完美，洋溢男子汉气概，能够尊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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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愿行动。为此，在体育设施建设、教师配备、指导

注意事项等方面，他均发表过见解。但其最具特色之处

为体操教学的运动学（Bewegungslehre）分析。在他看来，

运动学才是体操教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成田十次郎，

1977）240。

维劳密、古茨穆斯立足于医学及教育学，看重的是身

体运动的生物学及人格教育作用，论述的重点为教学方

法、设施、用具等。维斯关注的重心则在运动机制的物

理学探究方面。他曾列举出 4 个运动分类的原则（原理）：

1）史学·社会学原则，2）心理学原则，3）解剖学原则，4）物

理学原则（成田十次郎，1977）242。他不关心前 2 个原则，

同时认为依据第 3 个原则分类后，身体运动的效果模糊且

复杂，他最终采用的是第 4 个原则。维斯从实用角度出

发，对跑、跳、投等运动进行物理学分类，进而以“身体使

用状态”“身体移动的方向”“使用的身体部位”等为标准

进一步细分。他对身体运动的力学探索属于对自然科学

范畴运动机制研究。这正是他被后世称为“运动理论家”

“运动学先驱”（成田十次郎，1977）243的缘由。

依 据 柯 林 恩（Eike Klinge）及 诺 伊 恩 多 夫（Edmund

Neuendorff）等人的观点，与古茨穆斯重视教育方法与教

育实际相比，维斯关注的则是身体运动的体系性和学术

性。维斯采取这一立场的初衷是为了最合理（科学）、有

效地实现体操教育的目的。这也正是他在体育教学理论

发展史上的开拓性贡献所在（十次郎，1977）245。不过，他

是站在身体运动之外“检视”身体运动，未能在身体运动

的力学分析与运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之间架起通畅的桥

梁（クルト・マイネル，1981）。另外，受分类视角所限，

在其机械的运动分类体系中 ，完全舍弃了游戏运动

（Spiel）。还有，他在探索体操教学理论的过程中，并未从

“我”的运动体验出发，采用的是“置身事外”的方式。

2.5 裴斯泰洛齐：洞察到近代体操的完人培养价值

与古茨穆斯等不同，德语圈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

泰洛齐关注的是整个教育。古茨穆斯为苦难时期的德国

找到了身体运动的“适用性”，裴斯泰洛齐则深刻洞察到

了完人教育中人格陶冶方面体操教育的必要性（ハンス・

グロル，1982）75。他的教育追求具有鲜明的平民情怀。

针对当时工业、经济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他期望借助教

育全方位予以解决。说其毕生都在与破坏人类幸福的社

会问题不懈斗争，并不夸张（成田十次郎，1977）253。这是

他被称为“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992）、“贫民

教育家”（王小丁，2005）的原因。

1807 年，裴斯泰洛齐的一篇关于体操教育的论文中，

列举了产业革命初期大量侵蚀民众身体的现象，并从根

源上分析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离不

开“人格陶冶”方面的身体教育。接着，他站在卢梭自然

主义教育的立场追问，“自然如何教育儿童？自然培育儿

童什么？即，人身体方面的自然属性，应该被开发的素质

到底是什么？身体的自然属性能为儿童身体的发展提供

什么？人格陶冶的技术，在自然的这些作用之上必须要

添加的是什么？”在解答这些体操教育的根源性问题时，

他把儿童看作“由心脏、精神、身体多方面素质构成的，本

质上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的作用在于促进儿童的心

脏、精神与身体的素质同步、协调发展（ペスタロッチー，

1962）309-342。这让我们看到了身心二元论的泛爱主义体

育，向身心统一的人文主义体育转变的迹象（成田十次

郎，1977）257。

自然意义上身体素质的发展，究竟意指什么？在裴斯

泰洛齐看来，那既不是某项运动技能的获得，也不是跑、

跳、投等基本运动能力的提升，而是切切实实的手、脚的强

健使用。为此，他并未止步于把现有的运动、动作看作身体

陶冶手段的观点，而是回溯到儿童的本性中探寻根源（成田

十次郎，1977）257。在他看来，根源上陶冶儿童身体的手段，

越多从儿童固有的活动冲动出发，越合乎自然（ペスタロッ

チー，1962）327-328。儿童的活动冲动得以充分的表达，依靠

的是儿童自身的身体，即关节。“为了让儿童能够活动，自然

赐予了他所有肢体上的关节。他游戏，他运动……很明显

除了关节训练之外别无其他。自然引导着儿童……渐次拓

展他的关节技能范围”（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328。

基于关节运动的意义，裴斯泰洛齐指出“基本体操

（Elementargymnastik）的本质……连续纯粹的身体关节运

动之外，别无其他”（ペスタロッチー，1962）328。只不过，

他把基本体操为主的体操列入教育体系，并非为了增强儿

童的体质、健康，而是为了培养完人。这正是后世研究者

对其体操教育给予极高赞誉的原由。他的基本体操具有

如下特征：1）从身体发展的角度看，重在提升儿童的身体

素质，“使之转化为自身能自由、自主掌控的能力”；2）从认

知的角度看，重在帮助儿童直观到“自身的运动能力及固

有法则”“驾驭自身运动能力的可能性”，并理解其意义；

3）从审美的角度看，重在使儿童具备有品位的身体及态

度；4）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在使儿童遵从理性与意志；5）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重在让儿童掌握关涉将来职业的必

备能力（成田十次郎，1977）258。总之，他从健全人格培养、

身体陶冶的角度考虑体操教育，既突出了体操的实际教育

意义，也将之赋予了心理学意义上教育认识的高度。

3 近代体操教育的国际化

以古茨穆斯为首的近代体操教育家的探索，为体操教

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在多重因素合力下，“德国

国民体操之父”扬（Friedrich Ludwig Jahn）创造的“德国体

操”，及施皮斯开创的近代学校体操教育制度在德国真

正得到认同（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15。这段时期，还诞

生了“瑞典体操”“丹麦体操”。以“三大体操”为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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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近代体操教育被世界众多国家

所采用。

3.1 扬的以培养“国民性”为使命的“德国体操”

古茨穆斯时代以平等、自由、幸福生活为追求，重视

人格教育价值，突出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论的体操

教育，在战争面前不得不发生转变（清野市治，1971）155。

1805 年俄国、奥地利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战败，1806

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战败，自此德国完全被法军占领。

历史学家认为，耶拿战役失败后德国进入了进步与反动

并存的动荡时期（成田十次郎，1977）292。与其他时期相

比，这一时期德国的体操教育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

以扬的“德国体操”（Turnen）为代表的国民体育运动，亦是

1806 年后德国社会态势的缩影（成田十次郎，1977）290。从

体操教育被定位为“培养德国青少年在道德方面、身体方

面投身于德国解放事业的能力”（清野市治，1971）156 的手

段来看，扬的体操教育并非仅为体力强化、技能提升，还

被植入了政治性、道德性意志培养的元素。尤其是他创

造的“德国体操”，更可看作其人生志向与体操教育理想

的具体化。

扬体操教育理念的转变，离不开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启

发。1806 年，德国被法国占领后，时任中学校长的黑格尔

举行了题为《兵士运动的教育意义》（Die pädagogische Be‐

deutung der militärischen Uebungen）的演说。这一举动，于

1809 年最终促成了政府批准他所在的中学开设兵士训

练。另，费希特为了唤起德国人的斗志，亦非常重视自由

与独立方面的思想教育。他强调体育在国家重获独立的

道路上必不可少，应与知识类科目同样考虑（费希特，

2010；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但直接为扬等人创造条

件的则是 1808 年在普鲁士柯尼斯堡（今，俄罗斯的加里宁

格勒）成立的反法地下组织“道德联盟”①。该联盟汲取古

茨穆斯体操教育思想，在结合时代需要进行改造的基础

上，向布伦斯堡（Braunsberg）议会提交了议案《国民教育

中体操教育必不可欠》（Gymnastische Uebung ein Desidera‐

tum im Volksunterricht）。进而，1809 年，为了培养富国强

兵的青年男子，该联盟布伦斯堡分部制定了联盟规约，开

设 了 由 军 人 执 教 的 公 共 体 操 学 校 ，把 兵 士 体 操

（Miltärische Gymnastik）作为核心课程，实施古茨穆斯的体

操与兵士操练（成田十次郎，1977）290。强烈的军事色彩，

是该联盟体操教育的最大特征。

尤其是 1809 年“道德联盟”向普鲁士内务部提交了

《国民教育导入案》（Vorschlag zur Herbeiführung einer na‐

tionalen Erziehung）其中的《体操学校设置案》（Entwurf zur

Anlegung gymanstischer schulen），更是为扬指明了方向（成

田十次郎，1977）299。该提案第 16 条对体操课程性质的解

释是：“作为教育科目的体操，其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全的

国民，体操学校与普通学校要紧密配合，所有课程应合而

为 一 ，以 发 展 人 的 整 体 素 质 为 目 的 ”（成 田 十 次 郎 ，

1977）300。

不过，“道德联盟”的提案，只在个别地区得到落实，

难以称为国家行为。体操真正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普鲁士政府的体育政策。1804 年，古茨穆

斯曾向普鲁士内政部部长马索（Julius Eberhard Wilhelm

Ernst von Massow）提议把体操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并

同时提交了第 2 版的《青少年的体操》。转年，马索感谢古

茨穆斯时答复，“青少年的身体技能及身体运动，将会作

为我的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田十次郎，1977）306。

1806 年，普鲁士战败，加之随后“道德联盟”的提案，及普

鲁士首相施泰因（Baron vom und zum Stein）男爵的推动，

当局终于开始切实重视体操教育。当局认可体操为学校

教育科目之一的同时，也迫切希望尽早确立学校体育制

度。这为扬的“德国体操”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扬的青年时代是在法国统治下度过的，当时德国的民

族主义已经萌芽，如何培养担起民族解放重任的爱国青

少年，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命题（高橋健夫，2015）516。顺

应时代的需要，扬把“统一的德国国民国家建设”作为了

毕生的最高追求。只不过他心目中的国民国家，并非人

人平等的国家，而是君主至高无上，身份有别，秩序分明

的国家。他认为“国民国家”存在、发展的保障，唯有“国

民性”（Volkstum）（成田十次郎，1977）311-315，而“国民性”正

是扬缔造“德国体操”的思想依据。

1810 年，体现扬的根本思想的著作《德意志国民性》

（Deutsches Volkstum）对“国民性”的解释是：为使每一个国

民凝聚在一起的最高、最大、本质的统一力（Einungsk‐

raft）。“国民性应为国民所共有，它是国民的内在本质，国

民的生命力，它是生产力、繁衍力……在以此结成的国民

共同体中，每个国民的自由与独立不仅不会被破坏，反而

会愈加强固”（成田十次郎，1977）316。这样的“国民性”从

何而来？在扬看来，只有采用德国人的方法，激发德国人

固有的潜力，才能将之根植于德国人的骨子里。德国人

的方法，即“国民教育”，在他看来，国民性的培养唯有依

靠国民教育，且迫于形势，要加速培养。

关于国民教育的内容，扬列举出 10 个方面：真人的教

育、国语教育、读书教育、国家学（公民）教育、国史教育、

手工劳动教育、职业规划教育、艺术教育、体操教育、女子

教育（成田十次郎，1977）318-328。其中“真人的教育”可理解

为真正、真实的人的教育，这样的人应具有理性、仁爱、自

主的精神气质。深受卢梭、裴斯泰洛齐的影响，扬认为“真

人的教育”应远离调教式、强制的方法，“儿童就应该有儿

①全称“公共道德训练联盟或道德·学术联盟”（Gesellschaft zur Ue‐

bung öffentlicher Tugenden oder sittlich，wissenschaftlicher Verein），

联盟成员略称其为“道德联盟”（Tugend-verein），世人称其为“Tu‐

gendbund”。

38



王水泉，等：近代体操教育的流变及当代启示

童的样子”“把人本就拥有的自发性激发出来，才是人的教

育”（成田十次郎，1977）319。“体操教育”则主要是对国民教

育中身体运动（Leibesübungen）含义及作用的阐释。

扬在《德意志国民性》中感叹，德国人的祖先通过运

动、训练获得的“精湛的技艺”“严谨务实的态度”曾令罗

马人叹服。然而，“最近的德国人身体僵立在那里，已懈

怠获得必要的身体技艺，也不能正确理解自身原本拥有

的高贵的能力。”正因身体能力与技艺不堪，才造成“德国

人厌恶自己”“德国人已无可救药”的状况。“孔武有力、坚

忍不拔才真正是取得胜利的力量”。培养这样的德国人，

才是身体运动的中心课题（成田十次郎，1977）334。只不

过，该书对身体运动培养国民性的论述，停留在了与意志

力有关的“体力”“技能”的培养上。书中列举出的增进

“体力”“技能”的教材有走、跑、跳、投、搬运、攀登、平衡、

登山、游泳、滑冰、滑雪、射箭、划艇、帆船、剑术、骑马、跳

马、捕鱼等（成田十次郎，1977）334。

为了将培养“国民性”落到实处，1811 年，扬不再使用

Gymanastik（体操教育）与 Leibesübungen（身体运动）这 2

个外来语，而是用母语 Turnen（“德国体操”）代之，并与其

团队在柏林郊外的哈森海德建造了最初的“德国体操”设

施。主要设施有圆木、攀登棒、梯子、爬杆、跳跃用具、梯

形跳跃沟、长枪、格斗场、8 字型跑道、挂臂水平移动棒

（Hangelreck）。这一年夏天，共有约 300 人参加了首次“德

国体操”训练营。很快，扬被奉为了爱国志士，“德国体

操”成了热议的话题，也引起了法国当局的警惕。扬的合

作伙伴博尔内曼（Bornemann）把“德国体操”与之前的身

体运动进行比较，概括其特征为：打破了学校、阶级、年龄

等既有的教育框架，突出平等、解放、集体的观念，向每个

国民开放。“在运动场身着相同的服装······只有技巧与

道德是个人优秀与否的最好证明”（成田十次郎，1977）341。

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德国的解放与统一，在平等、开放的

氛围中培养与其国民教育思想相符的具有行动力、锐意

进取精神、团队意识的青少年。

由此，扬的体操教育思想已超越体力、技能培养层

面，融入了政治意识、道德品质培养的内容。这是思想上

他与古茨穆斯的明显不同之处。另，古茨穆斯体操教育

体系中的感觉运动、发声运动也被他弃之不用（山本徳

郎，1979）。还有，“德国体操”是在周三、周六下午放学后

开展，与学校体育并无直接关系。1816 年他的第二部代

表作《德国体操术》（Deutsche Turnkunst）出版，进一步提升

了他的影响力。该书出版的第 2 年，古茨穆斯亦受其影

响，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也开始放弃“Gymanastik”，改用

“Turnen”。然而，因自由主义色彩强烈，1819年哈森哈德体

操场被关停，扬也因“煽动革命”的罪行遭逮捕入狱。紧接

着，1820 年扬的“德国体操”在全德被明令禁止。直到

1842 年，“德国体操”才再次成为德国男生必不可少的教

育手段（成田十次郎，1977）391。

概而言之，扬把实现统一的国民国家，作为其人生的

最高志向，但他眼中的国民形象绝非是希特勒时代的纳

粹军人形象；他的人生志向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但

在教学方法上并不赞同军事化的方式。这也许是即便他

宣扬培养战斗民族的人格，也依然得到当时进步的教育

家、思想家认同的原因。他批判当时德国教育现状时列

举出的问题有：基于阶级差别的学校制度；只有针对少数

人的教育，没有根据的全球化市民教育；学习内容片面，

学问与生活的游离；反自然的教育方法等。他期望通过

“德国体操”培养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活动家。构成

他思想的关键词包括：人权的解放、平等、开放、独立精

神、结合生活。也正因此，扬的“德国体操”在瑞士、美国、

斯拉夫等国家（地区）得到认同。另，扬在体操教学方法

方面采用了分班教学、小组教学及循环学习的方式，在体

育术语的创立、体育文献学方面更是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成田十次郎，1977）290-446。

3.2 林的科学主义的“瑞典体操”

林（Per Henrik Ling）的“瑞典体操”与扬的“德国体操”

的诞生背景极为相似。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瑞典一直

处于国际纷争中，在此背景下，瑞典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迅速高涨，以增强国力为名义开设体操的呼声越来越高

（水野忠文など，1969）153。

早年，林留学丹麦期间，在那哈戈尔的体操学校阅读

了古茨穆斯的著作后，认为那哈戈尔的体操教育缺乏新

意（水野忠文など，1969）153。他的体操教育思想间接学自

古茨穆斯，致力于体操事业的志向又与扬极其相似，是“爱

国心”驱使他走上探索体操教育的道路。另外，他与扬同

样把体操看作了培养战斗民族的手段，但在开设体操的直

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理论依据上，两人又有很大差异。扬

的“德国体操”带有鲜明的唯意志论的特点，林的“瑞典体

操”则以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等作为其理论支撑，具有

鲜明的科学主义特征（清野市治，1971）157-159。他认为，“真

正的体操教育理论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每种运动实践

都必须考虑个体的身体特征。”可以说，在探索体育的科学

基础的道路上，林倡导的运动的生理学与维斯开创的运动

力学、解剖学，具有先驱意义（成田十次郎，1977）306。

林致力于体操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体操运

动能够使有机体得到充分协调发展，而“健康是协调（发

展）的表现”（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34。围绕“有机体的

协调发展”，他对体操教育进行了分类。其遗作《体操的

一般原理》（Gymnastikens allmänna grunder）把“瑞典体操”分

为 4 类，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操、塑美体操（Aesthe‐

tische Gymnastik）。从目的上看，教育体操在于塑造充分

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发展与生俱来的身体潜在能力；兵士

体操以军人需要的作战能力、意志品质为指向，重视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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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适应能力、灵敏性、紧张气氛的耐受能力；医疗体操

强调使虚弱者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塑美体操侧重身体内

在情感、情绪、思想的表现。为了实现“有机体的协调发

展”这一总目的，他强调 4 类体操相互依存，相互统一。但

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这一构想更多停留在了理论模型

层面，实际开展过的只是前 3 类。即便在前 3 类中，体现

“瑞典体操”特色的也并非兵士体操，而是教育体操和医

疗体操（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34-235。

根据是否使用器械，林把体操分为徒手体操和器械体

操。教授体操之初，他采用了丹麦期间学到的“古茨穆

斯-那哈戈尔方案”（GutsMuths-Nachtegall program）（ヴァ

ンダーレン，1958）240。这一方案具有运动内容丰富、器械

运用灵活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删除了与其科

学理论不符的运动，最后留下的大部分是徒手体操，和一

小部分轻器械体操，击剑、跳马等则不再教授。林执着于

徒手体操，主要因他认为有以下几个优势：1）1 名教师便

能胜任；2）基本不受场所限制；3）无需器械及修理费用；

4）小组或班级一起运动，能更有效地发展肌肉力量、灵敏

性和身体调控能力；5）附以号令有助于提升严格的军事

训练效果；6）更容易做到适合不同个体的身体特点；7）在

改善身体笨拙、僵硬方面，比器械体操更有优势。林把徒

手体操分为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主动运动有屈伸、捻

转、旋转等，被动运动有压迫、摩擦、震动、击打等。林如

此看重徒手体操，很大程度上与那个时代的军事需要有

关。在看待器械体操的观点上，林与扬也有明显差异。

林认为器械体操的开展应该以身体的需要为依据，扬则

认为首先要考虑器械、器具的性质，身体的需要则其次。

此外，林还认为很多德式器械体操过于复杂，身体练习的

效果值得怀疑（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40-241。

值得一提的是，林开创的“瑞典体操”的延续性及国

际影响力，在他去世后，呈多面开花的态势，一批后继者

继续发展了“瑞典体操”。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操

均有专门的后继者。另，因大众化思想与实用性特点，他

的体操教育思想在 1842 年的瑞典教育法中得以体现的同

时，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1904 年英国制定的体育

教学大纲（Syllabus of Physical Training）的基本内容参照

的正是“瑞典体操”体系。美国近代体育初创期的代表性

人物比彻（Catherine Esther Beecher）、刘易斯（Dio Lewis）

均承认受到林的影响。1899 年美国《体育手册》大部分内

容取自“瑞典体操”。明治时期“瑞典体操”就已开始影响

日本，整个大正时期及昭和时期的前 10 年，更可说是“瑞

典体操”的时代（清野市治，1971）17-20。

即便在近代体操教育的诞生地德国，亦曾受到“瑞典

体操”的影响。 1830 年，马斯曼（Hans Ferdinand Mass‐

mann）发表的论文《为了兵士体操教育》（Zur Militär Gym‐

nastikins besondere），在德国第 1 次较为深入讨论了“瑞典

体操”教育发展状况及林的功绩；1842 年发表《瑞典体操

教育与林的体操教育体系》（Die Gymnastik Schweden und

Ling’s system der Gymnastik），成为首篇真正阐明林的体

操教育体系的德语论文。该文指出，“瑞典体操”不只是

“经验性的体操”（ein empirisches Turnen），更是“合理而全

面的体操”（eine rationelle，allseitige Gymnastik），“能把青

少年培养成出色士兵的体操”。1861 年，一次以“林追思

演讲”为题的追思会上，马斯曼高度评价林的功绩，“不得

不承认教育家林的体操教育理论合理而严谨，是他开启了

根基扎实，思路清晰的体操教育研究。但我们也应看到他

的体操教育并非凭空而来……”对林的体操教育思想产生

影响的思想家有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麦

卡 利 亚 里 斯（Hieronymus Mercurialis）、天 梭（Simon An‐

dreas Tissot）、富乐（Francis Fuller）、裴斯泰洛齐、萨尔兹曼

（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古茨穆斯、维斯等。但罗斯

坦认为，这些人“对体操教育理念的理解均不够全面，林

深刻地把这些理念予以统一把握，使之在理论上和实践

上均得以体系化”（成田十次郎，1977）551-559。

3.3 从军事化转向民众化的“丹麦体操”

初期的“丹麦体操”教育，同样主要学自古茨穆斯。

1884 年，丹麦的考察团在观摩德国施尼普芬塔尔（Schnep‐

fenthal）泛爱学校的过程中，学习了古茨穆斯的体操。这

是体操进入丹麦国民教育体系的源头（成田十次郎，

1977）204。拿破仑战争期间，丹麦追随拿破仑，失败后其挪

威领土被瑞典剥夺，他们称此为“国耻”。在此背景下，与

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9 世纪初的“丹麦体操”教育，亦开始

被国家主义支配。其首要目标是军事作战能力与爱国心

的培养。另，如古茨穆斯所言，在欧洲，丹麦官方最早把

体操教育列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也刺激了“瑞典

体操”教育的切实发展。他还特别强调，真正为“丹麦体

操”教育发展奠定基础的是“丹麦国民体育之父”那哈戈

尔（Franz Nachtegall）。

大学时代的那哈戈尔原本专攻神学，阅读了古茨穆斯

的著作后，才最终决定致力于体操教育（成田十次郎，

1977）205。19 世纪初期的那哈戈尔，同样身处风云变幻的

历史环境中。拿破仑战争前，他期望通过体操教育塑造

刚健的民众。战争期间，他有意把其教育方案转向军事

能力的培养，战后，他又把体操教育的重心转回培养拥有

“万能体力”（all-round bodily fitness）的民众（ヴァンダー

レン，1958）247。

丹麦能够成为欧洲最早在学校专门设置体操课程的

国家（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47-248。1799 年，他在哥本哈

根开办了体操俱乐部（Gymnastische Gesellschaft），后在此

基础上于同年秋创办了欧洲最早的近代体操学校。该体

操学校采用的内容随后被公立学校及军队所采用。受此

影响，1809 年颁布的政令规定，具备条件的中学可随时开

40



王水泉，等：近代体操教育的流变及当代启示

设体操课程。1814年丹麦颁布的首部义务教育法（针对 7～

14 岁儿童）规定，应在运动场地、器具及授课课时数方面

保障小学男生接受体操教育。

初期的那哈戈尔的体操学校，教授的内容基本上是古

茨穆斯方案的翻版，后结合丹麦的现实，并借鉴扬的体操

思想，其特点才逐渐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那哈戈尔的主

要贡献有：1）加强陆海军体操教育制度，强化体操教育的

社会影响力。丹麦国王接受该提议，于 1804 年下令筹建

军队体操教官培训学校，并任命他为校长。上任伊始他

就编好了专用教科书。考虑到体操进入普通学校的现

实，1808 年他及时增设了民众学校体操教师培训课程，

1809 年又专门开设了海军体操教官培养课程，至此，他担

起了丹麦所有类别体操教员培训的重任。为使丹麦军队

体操教育有章可循，他还在 1818 年编写了《丹麦军队训练

学校新兵体操教育条例》（Reglement für die gymnastische

Bildung der Rekuten in den Exerzierschulen der dänischen Ar‐

mee），并于 1837 年将该书明确修订为《丹麦军队体操和相

关武器练习教学规定》（Reglement für den Unterricht in der

Gymnastik und den damit verbundenen Waffenübungen in der

dänischen Armee）。2）完善学校体操教育制度，统一体操

教育内容。他在推动丹麦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方面的贡献

亦为显著。虽然 1814 年已有规定农村学校也要开展体操

教育，但那哈戈尔直言“直到 1826 年，也几乎没有落实”

（成田十次郎，1977）207。针对此状况，丹麦教育部门于

1927 年发文规定：体操为有志于教师职业人士的必修科

目。1928 年，在丹麦学校体育发展史上尤为值得纪念。

这一年，丹麦国王下旨，全国所有学校必须把体操切实列

入教学计划中。为做到有章可循，那哈戈尔组织编写了

《丹麦中小学体操课本（1828 年）》（Lehrbuch der Gymnas‐

tik für Volks und Bürgerschulen in Dänemark）、《丹麦学术学

校 体 操课本（1833 年）》（Lehrbuch der Gymnastik für die

gelehrten schulen in Dänemark）（成田十次郎，1977）204-208。

总体来看，那哈戈尔的体操教育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在

实施过程中注重号令的使用、组织纪律性和动作的统一

性、规范性，而否定了个人表现。这样的做法，最终削弱了

学习者对体操的兴趣（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54。那哈戈

尔去世后，管理权移交到军方，体操教育更是大不如前。

1864 年后逐渐普及的民众高等学校（The Folk High

Schooll），在使“丹麦体操”教育步入民众化的道路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1864 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向丹麦发动战

争，再次使丹麦政府认识到提升国民体质的重要性。战

争期间，丹麦的体操教育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随着战

争的结束，以及民众高等学校的逐渐普及，军事色彩被削

弱。为了使沮丧的国民焕发生活热情，民众高等学校中

有教师意识到了重新修订体操教育方案的必要性。特里

尔（Tirier）校长的一段发言，更是为“丹麦体操”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他说：“这些体操，决不能被军事性等特定目的

所左右，决不能以训练的方式制定教学方案。另外，它们也

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身体的肌肉力量和灵敏性，而是旨在提

高整个人的素质，是连接人格教育的纽带”（Begtrup et al.，

1929；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这段话最终在丹麦民众中

引起强烈共鸣。随后，体操被看作了使国民身体健康，精神

振奋，促进团结的手段（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47-248。

1884 年，拉斯穆森（Niels Hansen Rasmussen）把林的

“瑞典体操”引入了西兰岛的瓦尔基尔德民众学校（Valle‐

kilde Folk School），后又很快被推广到了其他民众学校、

射击俱乐部及大中小学。随着 1899 年体操手册的刊发，

“瑞典体操”最终被正式列入丹麦学校教育体系。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对“瑞典体操”动作不连贯、缺乏整体性、缺

乏美感、僵硬、呆板、乏味等问题的批判越来越多（王恒

等，2017）。在这样的批判声中催生了布克（Nicls Bukh）

的“丹麦体操”。

通常来说，“丹麦体操”并非指那哈戈尔的体操，而是

20 世纪 20 年代民众高等学校的布克借鉴古茨穆斯与扬的

体操思想，对“瑞典体操”进行改造后的“基本体操”（prim‐

itiv Gymnastik）。总体而言，“丹麦体操”由那哈戈尔开始，

布克完成。布克开发“基本体操”的意图是纠正、治疗当

时生活造成的丹麦青年身体姿态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使

他们天生的协调美与体能得以均衡发展（竹之下休蔵 等，

1962）517。在练习目标上，“基本体操”突出 3 点：强健性、

柔韧性、灵敏性。强健性，意在改善练习者身体肌肉力量

方面的不足，要求练习要有一定力度；柔韧性，意在提升

练习者身体各部位的活动范围，使僵硬的肌肉、关节变得

顺滑；灵敏性，意在使身体机能更加灵活、迅捷，改善钝化

的神经机能。与之相应的练习内容有 3 个：基本体操、韵

律体操、手持器具体操。基本体操主要用于改善身体僵

硬、无力、笨拙等问题；韵律体操强调伴随节拍，享受身体

各部位自由运动中的跃动感；手持器具体操把手持器具

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延长），意在增加活动范围与提升动

作效果（笹川スポーツ財団，2019）。这一改造，最终把丹

麦的体操教育切实引入了民众化的道路。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体操之父三桥喜久雄留学丹麦

见到布克的“基本体操”后感叹，“所谓体操，不能缺失令

参与者与观众感动的艺术性。”受布克的启发，才有了三

桥的“生命体操”。1929 年，倡导“全人教育”的教育家小

原国芳（1887—1977）创立玉川学院之始，正是三桥的极

力推荐，才引入了“丹麦体操”。小原的理想是，“日本青

年必须要有灵活的头脑、灵巧的手、美好的心情、完善的

健康”。而这一理想的实现离不开“丹麦体操”。1931 年，

受小原国芳的盛情邀请，布克一行 26 人在日本停留了 48

天，在日本各地进行了 40 场巡回演讲，由此，直接催生了

日本“海军体操”“航空体操”“国铁体操”。1932 年，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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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操联盟创编的“广播体操”（第二体操）也是以“丹麦

体操”为原型（玉川大学，2019）。

3.4 施皮斯的形式化学校体操教育

施皮斯（Adolf Spiess）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德国近代

学校体操教育（一般称“学校体育”）的创建方面。19 世纪

后半叶，他的体操教育开始成为德国近代学校体育与社

会体育的主流，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施皮斯的体操教育能够登上德国历史的舞台，并长期

占据统治位置，不仅是顺应了当时社会、教育状况的需

要，还与政府期望用它抑制反体制的扬的社会体操有关。

1820—1942 年为“体操禁止”时代，但并非完全禁止。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下，普鲁士

当局做出让步，允许在严格监管下开展体操教育。当然，

扬的“德国体操”仍在被禁之列。30 年代普鲁士当局开始

在学校推行体操，这可看作抑制扬的影响力的一种积极

应对。当局对学校体操教育的开展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调

整。在目的上，培养军事能力及维持健康，在内容上，城

市中室内的医疗体操、秩序体操取代了郊外阳光下的自

然运动（成田十次郎，1977）451。

1842 年，“体操禁止”令解除后，近代“德国体操”教育

的开展，与以德意志统一、自由为己任的社会体操教育对

立的格局。推出的相应规定包括：将学校体操教育的目

的限定为身体的塑造、健康的维持与增进，以及兵役的训

练准备。禁令解除后成立的“德国体操”团体的政治色彩

更加强烈，也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成田十次郎，

1977）459-472。

在上述背景下，施皮斯登上了德国近代体育的舞台。

他与其追随者的体操教育活动，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反

动派和中间派的声援。然而，其代价则是抛弃了古茨穆

斯及扬的进步性（成田十次郎，1977）480。概括而言，前文

提到的维劳密、古茨穆斯、扬等人倡导体操，意图是把之

作为德意志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塑造具有进取精神的新

式德国人，实现德国的统一，把封建的德国改造为以市民

精神为支撑的德国。施皮斯的学生时代曾深受扬与裴斯

泰洛齐的影响，他在阅读了扬的《德国体操术》后亦曾公

开表示“我在《德国体操术》中找到了热爱祖国的食粮。”

只不过，他所说的“祖国”是当时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

的普鲁士王国。在他看来，开展体操是为了维护现有社

会体制，培养为之奉献一切的“臣民”。

古茨穆斯及扬极力否定的军事训练方法，施皮斯却大

为推崇。在施皮斯眼中，只有体操教育才是培养“臣民”

的最好方式，理所应当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这样的想法，

在他 1842 年向普鲁士提交的《体操列入国民教育的提案》

（Gedanken über die Einordnung des Turnwesens in das Gan‐

ze der Volkserziehung Burgdorf）中就已显露。该提案明确

提出的一条条款为：“作为后备军训练的体操”。另，在论

及导致道德沦丧、偏重智育、体质低下这些当时民族生命

力弱化问题的原因时，他归结为国民教育乏力。这与泛

爱派体操教育家的观点非常一致，只不过，追究造成这一

问题的社会根源时，古茨穆斯等人将之归结为封建社会

本身与教会强权教育的必然，施皮斯对此则避而不谈（成

田十次郎，1977）487。可以说正因理论上契合了独裁的政

治学、教育观，他的体操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学校

（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213。

施皮斯创建了德国近代学校体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

系中赋予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各自应有的位置。虽然

皆把体操看作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扬认为这一愿景

的实现，应主要依靠体操学校中开展的针对青少年男子

的有组织的体操活动，施皮斯则认为这一愿景的实现，首

要条件是学校体操教育体制的确立。为防止社会思潮

“毒害”青少年，他认为最合适的教育只有学校体操教育，

因为藉此可营造井然的校园秩序。他强调，学校体操不

只是一门教育科目，还是青少年学校生活的场，具有真正

的学校教育意义。他看重学校体操教育，跟他认为唯有

学校体操教育才是社会体操教育的基础的观点有很大关

系。这扬弃了学校体操与社会体操之间的对立（成田十

次郎，1977）486-489。

1842 年，施皮斯向普鲁士政府提交的《体操列入国民

教育的提案》，对内容设置、教材排列、师资配备、教学时

间安排、设施配置、评价方式、惯例体操活动安排、体操教

育与军人培养的关系均做了详细说明。这可以看作他的

学校体操教育实施方案。进而，在 1847 年的《关于学校体

操教育》（Ueber das Turnen in der Schule）中，他又细致分

析了学校体操教育成立的条件。在他看来，首要条件为

所有学校体操课程必修制度的确立，“与其他科目同样，

必须在学校法规中明确规定参加体操教育是所有学生的

义务”“体操教育应面向所有青少年，即，它不仅应面向在

校学生，还应面向毕业后的青年及成人，是男女都必要的

教育手段”（成田十次郎，1977）489-490。他用这样的标准衡

量认为，之前的体操教育在设施、受众范围、师资力量、指

导力度等方面做得完全不够。他称之前德国的体操教育

为“旧式体操教育”，即“扬-艾思林（Eiselen）的体操教育”

（成田十次郎，1977）490，及对此发展的柏林派的体操教育。

施皮斯指出“旧式体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培养的是有违道德、狂妄傲慢之流；2）把学校体操与社

会体操对立看待；3）由不懂教育的人指导、管理；4）体操

设施设置在偏远的户外，且在天气恶劣时无法活动；5）仅

适合少数身强体壮的青年；6）女子被排除在外；7）教材体

系无视学校、年龄、性别的差异；8）练习时间的安排欠周

全；9）批量化指导（成田十次郎，1977）491。在他看来，正是

这些问题阻碍了体操的国民化。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

的改进措施有：采取年级学分体操（Klassenturnen）教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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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其他课程同样在正课时间内安排稳定的体操教学

时数；根据学校性质培养不同类别的体育教师；在校内建

设体操场馆；配备相应的器具；以有秩序的徒手集体运动

为中心进行教材分类、排列；在命令下开展有秩序的徒手

集体运动；不分男女，体操是每个学生的必修科目。正因

这些举措，施皮斯才被后世称之为“德国学校体育之父”

“女子体育之父”（成田十次郎，1977）531。

针对施皮斯的批判，扬的阵营予以了猛烈反击。其中

扬 的 学 生 马 斯 曼 的 反 击 最 具 代 表 性（成 田 十 次 郎 ，

1977）546-551。1843 年，马斯曼就任普鲁士体操教育最高行

政长官，各地体操教育重建状况调研报告让他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德国体操”复兴的希望；忧

的是，在学校中被强制推行的“自上而下”（von obenherad）

的体操教育，“仅仅是一门压迫青少年的科目，并未被看

作强化、锻炼青少年的身体，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的课

程。”在他看来，“德国体操”绝非只是身体活动，更是生

活。”承载着唤醒国民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德国体操”，

决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必须采取“自下而上”

（von unten auf）的方式。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施皮斯

的体操教育“脱离青少年，且无根基”，只不过是“荒唐的

形式主义”（成田十次郎，1977）547-548。进而，他提出了复兴

普鲁士体操教育的方案《今后体操教育制度的特征》

（Grundzüge für die künftige Ordnung des Turnwesens）。该

方案与施皮斯针锋相对，主要主张有：在快乐共同体中活

动，依据年龄及运动能力分班，自由参加，一地一设施，

“体操教育委员会”负责体操教育管理，周三、周日午后练

习（成田十次郎，1977）548-549。遗憾的是，马斯曼的方案并

未被反动的普鲁士官僚政权采纳，最终被强行实施的依

然是施皮斯的方式（成田十次郎，1977）547-551。

概括而言，施皮斯激烈批判扬的体操教育时，犯了根

本性的错误。他并未能正确领会扬的国民体育理念，即，

扬倡导的“超越已有学校教育框架，以自由、自主、平等、

共同体为基调的，注重青少年政治、道德活动的‘德国体

操’教育理念”（成田十次郎，1977）491-492。扬的国民体育体

系中，实际上包括学校体操教育与社会体操教育，他之所

以把重心放在社会体操教育上，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

已有体操教育体制之外，寻求新的可能性。但也的确如

施皮斯所言，扬的体操教育确实存在教材体系、学习形态

等方面的不足。

使施皮斯的体操在制度上成为德国近代学校、社会体

操教育主流的 ，并非其本人 ，而是他的学生摩尔（A.

Maul）。“国民教育中体操教育的确立，要以学校体操教育

为基础，把社会体操教育赋予继续教育的位置，以使体操

成为‘国民的习惯’。”施皮斯的这一夙愿，在 19 世纪 60—

70 年终于由摩尔为其实现。由此也成就了施皮斯-摩尔

体操教育时代（成田十次郎，1977）575。

摩尔忠实地继承与发展了施皮斯的体操教育思想，恪

守“身体的完善”为体操教育的使命。“身体的完善”意指

身体（体能）的灵活与技能的掌握。身体的灵活，指能够

做到精神自如地支配身体活动。“要把青少年的身体培养

成不易生病，结实有力，生命力旺盛，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听

候精神召唤的道具。”于是，他认为“体操教学既是青少年

（身体）的训练（Zucht），也是秩序的修炼（Ordnung）。”“必

须从根本上使学生习惯尊从这样的要求。”为此“在体操教

学中，必须做到让学生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教学方法方

面，他在施皮斯基础上提出了 5级练习法：自由练习、课题练

习、号令练习、棒令练习、连续练习（成田十次郎，1977）574-580。

在德国近代体操教育制度化过程中，施皮斯-摩尔的

体操教育占据了主流。大力倡行形式主义的集体徒手秩

序体操。在这样的信条下，注定要抛弃泛爱派体操家及

扬等人倡导的自然主义、进步主义精神。“自然主义体操

教育”（Natürliches Turnen）（一般称之为“自然体育”）创始

人高尔霍夫尔（Karl Gaulhofer）与斯特蕾西（Margarete St‐

reicher）曾批评指出：“在那样的方式下，教师只能依据被

规定好的套路（drill）教授，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摩尔

与施皮斯一脉相承……此前我们的学校体育，除施皮斯-

摩尔方式之外，别无其他，作为教师入门材料的教科书、

辅导材料亦然”（成田十次郎，1977）544-545。

3.5 三大体操的传播

进入 19 世纪后，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欧洲诸国的

国家主义色彩极为鲜明。“严整的体操训练对处于战争威

胁下的国家而言，独具魅力。”这一时期，欧洲诸国积极引

入三大体操，尤其是德国、瑞典的体操，即便作了适当的

修正，也并未脱离备战的意图。巴尔干半岛长年交战，保

加利亚于 1931 年立法，规定所有人在 21 岁前必须接受德

式体操教育。南斯拉夫对“德国体操”“瑞典体操”进行改

造，注重器械体操及双人组合造型体操，突出动作的连续

性。总体来看锻炼身体、保家卫国是这段时期巴尔干半

岛体操教育的主旋律。比利时于 1830 年获得独立，但受

战争余波的影响，及其非洲殖民地刚果热带病的困扰，更

为关心体操的健康促进作用，学校中广泛采用的是“瑞典

体操”。1918 年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其体操教育的国家

主义情结孕育已久。19 世纪中叶解放斗争时期，他们就已

成立全国体操协会，倡导以“民主、平等、友爱、爱国”为理

想追求的索科尔（Sokol）宣言下的爱国体操运动。其他欧

洲国家体操教育开展的状况大体类似，芬兰起步于“德国

体操”，希腊先后推行过“德国体操”及“瑞典体操”，挪威则

深受瑞典与丹麦的影响。（ヴァンダーレン，1958）301-326

与欧洲国家相比，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主义色彩明显

淡化，他们并不看重体操教育在道德及意志品质方面的功

效，主要关注的是体质健康方面的功效（Siedentop，1977）。

17 世纪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开始，就已有竞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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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活动的记载。不过，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的美国学

校体育课程的主要载体同样是体操。19 世纪 50 年代，受

欧洲体操教育的影响及南北战争期间战斗力培养的需要，

体操开始成为美国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三大

体操在美国均能见到，只是地域不同、类型不同而已。

日本引入欧洲近代体操，主要与幕府末期的军制改革

有关。1872 年，学校开始出现体操课程。该年，模仿荷兰

学制“体术”作为学校教育课程之一。该学制颁布初期的

体操教育，强调身体为立身处世之基，与军事无关，采用

的练习内容以榭中体操法图与东京师范学校体操图为

主。1878 年，为了培养体操科师资，文部省开设了体操传

习所，聘请美国人李兰土（George Adams Leland）传授普

通 体 操（normal Gymnastics）、轻 体 操（light Gymnastics）

（竹之下休蔵，1962）1-13。藉此奠定了日本学校体操教育

的基础。“使健康者的身体更健康，使虚弱多病者的身体

恢复强壮。”此时的体操带有鲜明的保健性质（高橋健夫，

2015）517。然而，自 1884 年开始，文明开化的体育启蒙论

日渐式微，富国强兵主义的体育论迅速抬头。在森有礼

的推动下，1885 年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将兵士体操

列为了学校法定内容。以此为铺垫，1886 年后的明治时

期，日本的学校体育步入了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并重的

时代（高橋健夫，2015；竹之下休蔵，1962）。

清末民初我国的体操教育效仿明治后期的日本，以兵

式体操为主。1840 年鸦片战争后，新式军队及新式学堂

中已见到体操活动（白刚，1999；潘志琛，1989）。甲午战

败，八国联军入侵，最终迫使清政府于 1901 年推行新政。

在赴日考察、留学人员的影响下（周亚婷 等，2017），清政

府于 1904 年初公布了《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该

学制对开设兵式体操必要性的解释为：“中国素习，士不

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兹于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士

体操以肆武事……”清末民初军国民体育的时代由此开

始。进而，1906 年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附上谕》明确

把“尚武”列为了教育宗旨之一，强调体操科应以兵士体

操为主（舒新城，2012）。概而言之，晚清政府倡导军国民

教育，重视兵士体操的主要意图有：1）“强兵”，扩充兵源；

2）改变“士不知兵”的状况，培养懂军事的官吏；3）“全国

学校隐寓军律”，通过军事纪律管控学生（苏竞存，1994）。

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蔡元培的推动

（苏竞存，1994），以及戊戌变法后逐渐形成的强兵、强种、

强国的体育观念（罗时铭，2008）的影响，采用的仍然是军

国民教育理念下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教育。

4 启示

1）清晰“身体教育”的内涵是反思近代体操教育的前

提。“身体教育”何谓？追溯近代体操教育出现的背景可

知，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身体得以

解放，近代医学、思想领域开始讨论身体教育的重要性，

这为近代体操教育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见，近代

体操教育的上位概念为“身体教育”。而“身体教育”的同

位概念为“精神教育”或“学问教育”，在众多近代体操教

育家眼中，“身体教育”为完人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

近代体操被看作了实现“身体教育”的载体。“身体教育”

的载体不仅有体操，还包括吃穿住行等日常性身体运动

活动。在产业发展、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日常性、劳作性身

体运动活动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近代体操被

人为制造出来。在内涵上，体操教育比“身体教育”狭窄得

多。如果从当时把“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并列考虑的

逻辑来看，“身体教育”类似于“感性教育”，而“精神教育”

则类似于“理性教育”。如此解读，可以发现从“感性教育”

角度思考“身体教育”内涵的新思路。重新审视把“增强体

质的教育”称之为“身体教育”的观点，会发现这样的界定

方式并不恰当，“增强体质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近代体操

教育”的一部分，且内涵上不如“近代体操教育”丰富。

2）正确认识身心关系是提升体育课程地位的出发点。

身体教育与学问教育或精神教育是何关系？如前所述，欧

洲近代社会身体解放后，身体教育的讨论成为可能。只不

过，身体教育与学问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虽然被看作

了同位概念，但是二者关系则是“手段-目的”的关系，身

体教育更多被看作了增进健康、精神教育的手段。实际这

一关系在近代体操教育出现之前就已注定，洛克的“健康

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的观点（《教育漫画》），卢梭的

“身体健康是所有精神教育的基础”的观点（《爱弥儿》）正

是这一关系的早期揭示。近代医学领域则主要从身体健

康的角度倡导身体教育。近代体操教育发展过程中，维劳

密把身体看作“心的命令得以实现的道具”的观点，古茨

穆斯的“人所有身体方面的素质既是精神的教师，也是精

神的仆役”的观点，均未跳出“手段-目的”关系的框架。

在这一关系中，更被看重的是“目的”，而非“手段”。今

日，这一关系的影响依然深远，国际性体育课程边缘化问

题正是其体现，“在学校课程，它至多被认为占据一个卑

微的位置，在许多国家，体育课程并没有被接受为一个能

提高孩子智能的高级传统学科”（Hardman 等，2002）。可

以说，体育课程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学理上身体教育与学

问教育或精神教育的关系的重新讨论。

3）尊重“自然性”是体育课程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体

育课程、教学中应该如何处理“自然性”问题？近代体操

教育创立过程中维劳密、古茨穆斯均把“自然性”（“自然

主义”）看作体操教育方法的总原则。尊重“自然性”，即

古茨穆斯所说的，必须与学习者的发育、发展保持一致，

必须尊重学习者的自发性。然而，在近代体操教育发展

过程中，随着维斯把力学原理作为体操分类原则，放弃游

戏运动；扬抛弃“感觉训练”内容；林以生理学为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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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注重身体机能的发展；尤其是施皮斯在“臣民”教育理

念下，把体操教育改造得整齐划一，机械僵化之后，近代

体操教育一步步远离了“自然性”的初衷，愈加变得形式

化。高尔霍夫尔与斯特蕾西提出自然主义体操教育（自

然体育）的主张，正是为了解决近代体操教育的弊端。从

学习者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然性”可看作由感觉、感动、

感情构成的主体的感性能力。体育课程中“自然性”问题

的清晰化，一方面需要深入探究“自然体育”内涵，另一方

面需要理清体育与感性的关系。

4）统筹考虑运动文化本身的属性是客观定位体育课

程的基础。体育课程的根本使命应该如何界定？一门学

校教育课程的定位，需从国家（社会）需要、个体（学生）发

展、课程载体本身的属性 3 个方面综合考虑。近代体操教

育创立阶段，古茨穆斯等秉持“自然性”（自然主义）教育

方法论，在考虑体操教育体系时尚能做到从国家（社会）

需要出发，兼顾个人发展。但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为了

储备军事力量和产业劳动力，则主要是从国家需要出发，

这一点在施皮斯的学校体操教育中体现的最为鲜明。在

近代体操教育发展全过程中，与另外 2 个方面比，“课程载

体本身的属性”的讨论则被严重忽视，并未从历史性、社

会性存在的身体运动文化本身的属性考虑体育的根本使

命何在。20 世纪 20 年代后，世界各国相继把田径、游泳、

球类等竞技运动作为体育课程的主要载体后，这一问题

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从近 100 年来体育课程目标

表述上游移不定的状况，以及当下“目标引领教材”的说

法来看，这一问题依然未根本解决。

5）竞技运动作为体育课程主要载体的依据有待深入

探讨。近代以来，最初成为“身体教育”手段的何以是近

代体操？后来又因何用竞技运动代之？把近代体操与竞

技运动对比的话，会发现竞技运动的历史要久远得多。

据沃尔夫冈·贝林格的梳理，自古希腊奥运会以来，竞技

运动的开展不但从未真正间断，而且运动项目数量蔚为

壮观，开展方式异彩纷呈，竞技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完全

堪称一枚耀眼的活化石（沃尔夫冈，2015）。即便在“自然

性”方面，竞技运动比近代体操也并不逊色。然而，何以

最初进入近代国民教育体系、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不是

竞技运动，而是近代体操？梳理可知，这与近代产业发

展、时局动荡背景下近代国家需要的人格样式有关。但

除此之外，是否与当时竞技运动本身的样态等亦有关系？

另，又因何于上个世纪竞技运动取代了近代体操？竞技

运动取代近代体操之后，体育课程的性质是否随之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体操教育时代的问题是被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另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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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WANG Shuiquan1，JIANG Jinhong2，LI Yongch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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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view to clarifying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chools,
and exploring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revel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physical education”in
the field of modern medicine and ideology make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possible. At the founding stage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8th century, in order to establish gymnastics education belonging to each
national, highlight the value of improving personality education, and take“naturalness”as the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P. Villaume
outlined the basic direction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J.C. F. GutsMuth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and set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ymnastic education from practice ; G.U.A.Vieth opened the prelude to“scientific”research gymnastics
teaching; 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 put insights into the personality of gymnas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the danger of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at made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Denmark became the three major origins of modern gymnastics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morality and military character were th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gymnastics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Friedrich Ludwig Jahn’s“German Gymnastics”, which was based on“national character”, emphasized the cultivation of
spirit,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quipment gymnastics. Per Henrik Ling’s“Swedish Gymnastics”, which was based on
physiology, had distinctive scientism characteristics,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freehand and light equipment gymnastics.
N. Bukh corrected the shortcomings of militarized gymnastics education and created a popular“Basic Gymnastics”, highligh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obustness, flexibility, and agilit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basic gymnastics, rhythmic gymnastics and hand-held
light equipment gymnastics.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A. Spiess initiated the compulsory system of gymnastics education in
modern schools, which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ollective unarmed gymnastics.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reflect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physical education”and“naturalness”,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sports as a whole are conducive to a better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mission of
gymnastics curriculum.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nature; personality shaping; nationalism; subject education; f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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