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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整合行动者网络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学生运动员的成长历程，以及体教融合的行动机制与背

景要素。研究发现：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兼顾技能磨炼、知识传授、个性塑造、情感交流、智慧培养的过程，蕴含着一

个吸纳了多个异质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该网络中，宏观面的核心行动者是教育行政部门，微观面的核心行动者是教

练员。虽然在“升学主义”框架下，以体育人的多元价值被应试教育的实用价值所遮蔽，甚至带来部门之间的利益矛

盾，但以学生运动员为利益聚合点，以“为孩子找一条出路”为共同目标，各异质行动通过多元参与、过程控制、利益共

享机制，持续推进体教融合。鉴于学生运动员是体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各行动者需明晰体

教融合所诉求的理想模式，考虑将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轮岗作为制度创新的关键对策，并鼓励发展为青少年提供多

元化体育服务的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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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员是体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的重要

微观主体，其成长历程和培养质量是反映体教融合成效

的重要参照。首先，学生运动员不同于专业运动员，后者

成长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体系；其次，学生运动

员也不同于运动员学生，后者是体教融合初期，为三级训

练体系内的运动员受教育、取得学位的特殊模式，虽然在

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加深刻的

变革。《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愿景是将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培养高

水平运动员的重要通道，消除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两个系

统之间的壁垒和障碍，促进体育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服务

更多元的体育目标。《意见》还明确提出大、中、小学各年

龄段的竞赛活动要由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并

将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实际上是在

努力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阵地转向“教育场域”，学生

运 动 员 将 在“ 以 体 育 人 ”价 值 观 的 引 领 下 获 得 全 面 的

发展。

学生运动员培养的成功案例有很多，如清华大学田径

队“先引进、后输出”的发展路径、跳水队与射击队的“大

中小学一体化”培养模式等。陈希等（2004）认为，一些普通

高校为了培养出在竞技运动水平上堪与专业运动员相媲

美的优秀学生运动员，主动与一些中学甚至一些小学联合，

形成大、中、小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取得了明显成效。我

国普通高校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员来源与构成中的运动

员学生和学生运动员现象是一种独特的体育现象，这种

现象将随着我国现有的竞技体育体制的存在而存在。

学生运动员是体教融合的关键角色，其成长历程能充

分体现体教融合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成长并不仅仅是指学

生运动员从儿童长大成人，而是全面的发展，是特定文化

背景下的社会建构过程，其中有着深刻的寓意（李晓文，

2006）。换句话说，中国的学生运动员是在中国的家庭、

学校、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是伴随中国的体育、教育体制变

革成长起来的。那么，学生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

行动者参与？家长、教练员等个体，教育部门、体育部门

等机构承载了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其中的核心行动者

是谁？学生运动员的成长需要怎样的政策保障？学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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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成长是如何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学生

运动员这一群体能否代表体教融合期待的结果？本研究

在深入考察学生运动员成长案例的同时，尝试回答上述

问题。

1 理论视角与方法 

1.1 理论视角　

本研究以米歇尔·卡伦（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

尔（Bruno Latour）、约翰·劳（John Law）等学者发展并完善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为理论视

角。ANT 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是实验室文化实践和科学

家之间存在的社会联系的产物（杨玲丽，2014）。布鲁诺·

拉图尔则进一步将知识生产的人类学描述限制在社会情

境和社会衍生结果层面，将 ANT 发展为一种人类学描述

的归纳方法（刘佳，2015）。

尽管包含了“理论”这个词，但 ANT 更是一种描述构

成特定网络或关系组合与连接的方法。运用 ANT 进行社

会研究，主要有两大步骤：一是确定行动者网络架构，包

括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ANT 强调行动者的样态是通过

各种异质网络的中介而形成的，行动者根据自身在网络

中的位置来呈现其特征。网络的形成需要盟友系统，凡

是被认为对达成目标有利的相关行动者都会被征召进来

（Latour，2011）。二是分析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ANT

又被称为“转译社会学”，关注人与物网络中的异质元素

构成整体关系的生成轨迹（郭明哲，2008）。“转译”是一种

不断改变的过程，所以研究者必须随时关注行动者在转译过

程中的变化（Sage et al.，2020）。Callon（1991）认为转译的历

程可以细分为 4 个阶段：1）问题呈现，即通过强制通行点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所有网络上的行动者意识到各自

的利益及实现途径；2）利益与共，即运作机制，使得问题呈现

的某个关注点成为有效聚合点，并进行利益的转换，让行动

者得以结盟；3）结盟，多个行动者进行身份角色的协商、利益

转换，以及形成可让转译成功的策略；4）动员，即建立一个具

代言性质的网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转译后的网络并非永久

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异议。

本研究将借助 ANT，描绘并分析案例中的学生运动

员在体教融合政策背景下的成长历程，分析转译过程中行

动者如何进行协商以及产生位移。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研究以学生运动员的成长为研究对象。“学生运动员”

的概念中，“运动员”为属概念，特指在某个体育运动项目上

接受过系统训练，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参加竞赛以获取成

绩或一定运动等级的人。为明晰研究范畴，根据《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关于试点高校培养

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办法》，本研究强调“学生运动员”的“等

级”和“升学”特征，那些参加各级别校园体育竞赛但未取得

运动等级或未通过运动升学的学校代表队运动员，不在讨论

范畴。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的下位概念或

种概念，具体规定了运动员的身份种类为“学生”。为明晰研

究范畴，本研究认为学生运动员必须是在“学校场域”中接受

文化教育并参加了某一阶段升学考试（考核）的运动员，仅仅

是“保留学籍”但不具备“学校场域”中现实学生身份的专业

队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等不在讨论范畴。据此，学生运动员

具有阶段性身份特征（图 1）。

本研究所关注的学生运动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完整

的、始终在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即从基础教育

一直到高等教育结束，始终以学习、考试、训练、比赛为主

要生活内容的学生运动员，包括基础教育各阶段学校运

动训练队以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学生运动员；另一类

是阶段性地“成长于”教育体系中的学生运动员，特别是

部分三级训练体系中的青少年运动员，最终进入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完成学业并就业。

需要强调的是，学生运动员是一个动态概念，实践中

要避免静态地将学生运动员视为体育特长生或少数从事

竞技体育的学生。所有的青少年学生，都有成为学生运

动员的可能性。在没有展现运动天赋并进入系统训练之

前 ，他 们 的 身 份 作 为 普 通 学 生 ，是 广 大 的 青 少 年 的 一 部

分。在展现运动天赋并成为运动员后，“学生”仍然是这

个群体的重要身份标识，除非他们完全放弃学业，成为没

有学生身份的专业运动员。

1.3 研究方法　

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2021 年 3—12 月，走访教育部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以下简称“体卫艺司”）、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年体育司（以下简称“青少司”）等 27 家单位（表 1）。

走访调研区域涵盖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

部地区、华南地区；单位性质涵盖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大中小学、体校、体育协会；单位层级

上至国家级行政管理部门、下至设区市所属学校。为方便编

码 ，所 有 单 位 归 为 O（organization）类 ，并 标 明 单 位 缩 写 。

研究者跟队观察并针对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家长、校长、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人 、协 会 负 责 人 等 179 人 进 行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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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运动员”身份的阶段性示意图

Figure 1. Stag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dentity of Student Ath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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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所有个体归为 I（individual）类。受访者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研究者承诺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保密。

本研究访谈的 179 人中，有 92 人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队员，他们相对完整地经历了小、中、大学的培养，能够回

溯个人作为学生运动员更加完整的成长史。此外，31 名

高中生也都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考或体育单招考试的

“备考生”。123 名学生运动员从事的运动项目包括篮球、

排球、足球、田径、武术、网球等。

对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采用层次聚焦访谈策

略，使用最少的框架来引出受访者的回应，遵循分层采访

议程，根据需要提出访谈主题（表 3）。

访谈进行至材料及数据显示对所调查的主题没有新

的见解，即达到理论饱和为止。通过识别相关主题、概念

和关系完成对访谈资料的编码，部分访谈数据借助 Ucinet 

6.0 软件进行行动者网络的定量转换。

2 学生运动员成长中的行动者网络架构 

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涉及的环

节和相关行动者多元且复杂。根据 ANT，按照是否有人的

直接参与，学生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行动者大致分为两

类：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不仅是学生运

动员、家长、教师或教练、校长或其他管理者、技术人员与后

勤人员、学者专家或人大代表等个人，还可以是小、中、大学，

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机构。非人类行动

者则主要包括场地设施、经费等物质性要素，以及文化知

识 、运 动 技 能 、法 律 法 规 、制 度 政 策 和 发 展 理 念 、发 展 策

略、社会舆论等概念性要素（孟宪飞 等，2016）。为了梳理得

出学生运动员成长中的行动者网络架构，对部分典型案

例的基本情况及受访者反馈进行列举并剖析。

表 1 走访单位一览表

Table 1 List of Units Visited

省市

北京

天津

吉林

江苏

浙江

广东

重庆

四川

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

教育部体卫艺司

清华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江苏省体育局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拉萨路小学

南京市仙林体校

金陵中学

梅园中学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

江苏省武术协会

江苏省网球协会

棠张中学

南通中学

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连云港市教育局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

中山纪念中学

重庆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属性

体育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

综合性大学

理工类大学

师范类大学

体育行政部门

师范类大学

专业体育院校

综合性大学

理工类大学（省队校办模式）

小学（五台山体育俱乐部联合上课）

少体校

重点高中（篮球特色学校）

普通初中（排球特色学校）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

初中（市队校办）

高中（体教结合延续至今）

九年一贯制（足球特色学校）

教育行政部门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性大学

高中

师范类大学

专业体育院校

初中（田径特色学校）

表 2 重点访谈对象

Table 2 Key Interviewees

被访谈者类别

行政管理者

教练、教师

社会组织

学生运动员

家长

属性

教育行政部门

体育行政部门

学校管理者

少体校管理者

中小学教练

高校高水平队教练

专业队教练

体育教师

体育单项协会

学生协会

体育俱乐部

高中学生

高校学生

—

数量

5

5

9

2

4

5

4

4

3

2

3

31

92

10

合计

21

17

8

123

10

表 3 访谈提纲

Table 3 Interview Outline

开场问题

能告诉我们一

些关于（您作

为）学生运动员

的成长经历吗？

引导问题

您如何看待成长过程

中不同相关者之间，以

及他们和您之间的关

系、情感和信任？

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

遇到了诸多问题，在解

决过程中，各方相互合

作到什么程度？

运动员与教练、领队、

家长的互动如何？

谁在运动员成长过程

中，在某些方面发挥领

导或动员作用？

您在成长过程中是否

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

的冲突？

跟进问题

比如当您需要人、财、物来解

决一些问题时，您会找谁？

学校或体育部门如何运作？

走这条路或升学、进队的决

定是如何做出的？个人在决

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参与如

何？

你们（人们）在哪些活动中聚

集在一起？

领导者或动员者的主要特

征、作用和职责是什么？

谁是冲突中的主要参与者？

冲突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

间是多少？冲突的原因是什

么？如何解决？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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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O-NJNU 的女排队员主要是江苏省本土运动

员，球队的教练员 I-Y1 为了提高训练水平和业务能力，比

较依赖体育系统的专业教练员。他和专业教练员们的沟

通较多，了解最先进的训练理念、手段和技战术等。在招

生方面，I-Y1 没有决定权，而决定权在于体育部门分管领

导 I-Y2。 I-Y2 提 到 ，“ 根 据 目 前 的 招 生 政 策 以 及 现 实 情

况，我们不得不从本地招募更多的队员。另外就是通过

与省队的良好关系，招收个别‘运动员学生’。高校之间要

‘抢人’，同校的不同项目也有队员评优、评奖、保研上的竞

争。”但很多情况下，队员的压力大都来自训练和比赛以

外，如交朋友和学业，队员 I-L1 提到，打排球并不是自己内

心的选择，“爸爸是有过排球运动员经历的，早早地安排了

我的人生轨迹。对我来说，打排球更是一个升学手段，我

更想弄清楚大学里除了排球还能干些什么，但这对我来说

是很艰难的”。队员 I-Z1 则因为高中阶段教练的不信任而

一直缺乏自信，对高考和进入大学后的学习训练状态都产

生持续性的消极影响。

案例 2：O-TSHU 的领队 I-G1 提到，校运动队能够良性

运转，一方面是因为校领导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各项

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具备专业精神和态度。在招生环节，

学校的品牌影响力具有整合资源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相

对的。I-G1 认为，“很多学校的招生政策要比 O-TSHU 好，

优秀人才不一定非要到名牌学校了。”教练 I-Z2 则认为要

和基层教练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面向全国高中生招生过

程中，“只有基层教练员同意了我们才会和学生本人建立

联系。此外，基层教练员选择把人才输送给你，是信任和

希望你能够让学生更优秀。如果学生没有获得好的发展

（至少是成绩上有所保持或突破），那么接下来基层教练

员就不会再把优秀学生输送过来”。

案例 3：O-JLZX 是一所知名高中，学校女子篮球队有

外聘的专业队教练员。篮球队队员 I-X1 最开始是练田径

的，后来偶然被篮球教练员看重，在教练员和父亲一个月

的软磨硬泡下，最终确定选择篮球项目作为特长并争取通

过高水平运动员这条路升入大学。谈到教练员和父亲的

劝说，她印象最深的是“通过篮球努力成为高水平运动员，

将来考大学，出路比较好”。球队主教练 I-F1 则是陪女儿

来南京上学时和校方“结缘”，校方了解到 I-F1 的执教经历

后让其协助带队，I-F1 逐渐得到信任、支持，成为队伍的主

教练。为了更长期的合作，学校经市教育局同意，并与省

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协商，结合 I-F1 的本职工作与赛事任

务的时间日程，同意 I-F1 每年 10 月到次年 5 月在学校执

教，其余时间自主支配。

案例 4：O-CQNU 网球队的队员既有通过高水平运动

员招生入学的，也有通过运动训练专业单独招生考试入学

的。入学前，这些队员的训练多在民营的网球俱乐部进行，

大部分“进过队”的运动员为了保证运动水平的提升和升

学成功率，会聘请私人教练进行指导。教练员 I-Z3 认为现

在家长的决策大多倾向于“升学”，另外，学校虽然总体上

支持项目发展，但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场地、伤病，甚至外

出参赛费用等方面也比较棘手。

以上述案例为典型，研究推断，在更广泛的体教融合

实践领域，围绕着“学生运动员成长”存在着多主体、多环

节、多连结的行动者网络架构：1）学生运动员、家长、教练

员、部门管理者等主体是体教融合行动者网络的实际承

担者。2）家长扮演了学生运动员成长的“实际决策者”的角

色。尽管在成长过程中学生运动员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但

不能否认的是在时间管理、费用支出和社会关系协助等

方面，家长是学生运动员成长的“实际决策者”，个案 I-L1

表现出来的恐慌、压力和担忧，某种程度上是家长过度期

望甚至教育焦虑的后果。当然，随着“升学”尤其是考入

大学这一任务的完成，学生运动员会逐渐取代家长“实际决

策者”的角色。3）教育部门和学校之间存在监管关系、财政

关系甚至直接的所有权关系，而学生运动员主要成长于

这个场域体系之中。相比之下，体育部门更多地通过合作

或激励的方式发挥作用。事实上，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

作为体教融合的主体机构，合作网络必然要由双方共同

承担。但多元主体共治体系尚未建立，教育功利化、体教

融合部门思维尚未破除，统筹部署不足，融合活力有待激

发等困境仍然存在（李燕，2022）。如何通过“转译”把体

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招募”到网络内，以及“转译”的强度

如何，是体教融合行动者网络得以维系的关键，也是保障

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多数量高质量成材的关键。4）体育

场地设施、赛事、经费等物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是学生运

动员重要的发展环境。5）发展理念、发展策略、社会舆论、

运动训练知识和技术等概念性的非人类行动者，是学生运

动员成长中行动者网络运行的“贯穿动脉”。学校代表教育

部门，通常拥有较强的显性知识和文化资本生产能力，它

们专注于升学和学历教育。专业队及其所属的体育部门的

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运动员选材、训练、比赛方面的隐性

知识，这种技能或技术很多是默会性的（戚欢欢 等，2019），

甚至只能“寄存”在某一个教练员身上。无论是教练员 I-Y1

还是运动员 I-L1，都在享受着两个领域共同的“福祉”，两

种资源优势的对接是优秀学生运动员成长的保障，是体

教融合行动者网络良性运行的体现。6）学生体协、行业

俱乐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等行动者在网络中发挥中介作

用，有利于该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并发现恰当的强制通

行点，以提高网络结盟的稳定性。7）在学生运动员成长

过程中，不同学校之间、不同地区的专业队之间，甚至不同

运动项目之间，由于专业特点、列入高水平招生情况、发展

规模、知名度、行政区域等方面的原因，通常同时表现出很

强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从各支队伍发展的角度，竞争性

更大；从整个项目发展与提升角度，合作关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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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运动员成长中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分析 

3.1 问题呈现：以教育行政部门与教练员为核心行动者　

问题呈现的目的是让所有行动者达成利益上的共识，前

提是明确核心行动者。综观《意见》，表面看似是体育工作

的部署，其实更注重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将体

育融入到教育体系设计中去。《意见》8 个部分的内容，几

乎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部署。《意见》第一部分就是“加强

学校体育工作”，其余部分中的竞赛制度、传统项目学校、

高水平运动队、体育教师等内容，也属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

要内容。根据《意见》的规定，以及上述案例工作推进的现

实情况，统筹各方资源、解决运行中的障碍、化解矛盾和

冲突，进而实现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主要由

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换句话说，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应成为体教融合的核心行动者，保障学生运动员的高

质量成长。并且，教育行政部门的功能不在于事无巨细

地“管”每一项工作，而在于发挥制度政策的引导作用，通

过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和细则来规范、服务、监督体

教融合项目，为学生运动员的成长以及更加广泛的青少年

全面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在该网络的宏观面，非常重要

的 非 人 类 行 动 者 便 是《意 见》这 样 的 政 策 和 相 关 制 度

配套。

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是宏观面的核心行动者，那微观面

的行动者是谁？从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学生运动员的成

长史回溯主要聚焦于教练员和家长。O-NENU 中的田径

运动员 I-J1 认为自己最重要的“领路人”就是高中的教练

员，教练员不仅会在运动发展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还会

照顾队员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学

生运动员都在第一时间提及教练员对自己的影响，虽然理

论上将学生运动员的第一身份界定为“学生”，但在他们的

生活图景中，“运动员”身份色彩更浓，教练员也顺理成章

地成为其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微观行动者。教练员因其

职位的性质而在学生运动员面前拥有权威，其对学生运动

员的影响力取决于一个或多个因素，包括年龄、关于这项

运动的知识和专长，以及之前的成功经历等。教练员对学

生运动员生活的影响也超出了训练场和赛场，并延伸到社

会能力、道德素养和心理发展等要素中。这种影响通常是

积极和健康的，学生运动员在场上和场外都有了富有成效

的成长。然而，当教练员以排斥、贬低、支配的方式对待学

生运动员时，这种关系的消极面就会显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教练员在现实中存在角色叠加现象。

网球运动员 I-D1 的启蒙教练是自己的父亲，其父亲目前仍

然是一名基层的网球教练员。I-D1 表示，“我父亲对我是

极端严厉的，但他也知道放手。随着我水平的提高，帮我

寻找更加合适的教练员，并在我单招考试的重要时间节

点，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去帮我搜集招考信息、与

教练员进行沟通等”。排球运动员 I-H1 的家长 I-Z5 说道，

“我们孩子的姨妈对孩子影响最大。作为父母的我们并不

熟悉体育这个领域，她姨妈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是大学教

师。无论孩子上学，还是训练、高考，她都提供了最重要的

帮助，而且她更懂训练方面的事，有时代替我们去和教练

员、学校沟通。”该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学生运动员的亲

属既是家人又是教育部门的“代理人”，还具有专业体育领

域的社会资源和经历，由此可以推知，无论是教练员衍生出

“父母”角色，还是家人衍生出“教练员”等角色，角色的叠

加会强化行动者对学生运动员成长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角

色叠加越多，化解异质行动者的矛盾与冲突的能力越强，该

行动者的作用越关键（Newton，2002）。与此同时，在网络

的微观面，非常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便是有关学生运动

员的培养理念、培养技能和情报信息。

核心行动者的任务在于：1）确定共同目标；2）对可能纳

入网络的行动者的类别、利益诉求进行界定；3）化解异质

行动者的矛盾与冲突；4）提出能够被不同行动者认可和

接受的强制通行点等（崔永华 等，2013）。

关于共同目标，从文化资本角度看，学生运动员的成长

是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长历程中，文化资本不断积累和

提升的过程。传统举国体制封闭的三级训练体系网络弊

端越来越突出，而新的体教融合行动者网络则带来了文

化资本提升的可能，例如《意见》中共 9 次提到“体校”，并

提出在突出体校专业特色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任务的 同

时，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配备复合型教练员保

障团队，以适当形式与当地中小学校合作，为其提供场地设

施、教学服务、师资力量等。体育训练单位的 I-Z4 表示，

“体教融合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专业队在招募队员这项

工作上越来越举步维艰。我们要经常和‘外面’的学校联

系，为我们的队员寻找出路，但是决定权在他们那里，家

长也能看得到这其中的利弊。”

关于利益诉求，在新的体教融合发展时期，《意见》的

出台和一系列标准、规范的确立，实际上是明确了各行动

者的获利点。高中篮球队教练员 I-F1 表示，“当时正好省

篮管中心与我们中学合作。体工队的负责人认为他们有

足够专业的教练员，所以并没有给我颁发聘书，但是校长

认为专业队是专业队的带法，校队是校队的带法，坚持聘

请我为校队主教练，于是我的聘书的颁发者是学校，是被

教育局认可的。”高校网球队教练员 I-Z3 说道，“我有一个

队员现在已经是运动健将级了，跟某大学也谈过面试入

学的事情，学校要求很高，必须要进全国前八名。”综合上

述两个案例，可以发现各行动者的获利点主要还是围绕

竞赛成绩，且主要发生在教育体系中，学校希望获得优异

的运动成绩，教练员则希望成绩被认可，运动员则可以获

得升学机会。

关于矛盾与冲突，在目前影响学生运动员成长的网络

中，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是关键机构，具体的事务则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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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体卫艺部门和青少部门开展，再落实到人才培养的一线

工作，则是学校（尤其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训练单位（尤

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及所属专业队体系）展开合作，实际

运行中出现过很多“一头热”或“冷热不均”的现象，教育

系统重升学、体育部门重选拔的节奏经常不合拍（毛振明 

等，2020）。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无论是教育部门

还是体育部门，相互都没有制约关系或管理的权限（杨蒙

蒙 等，2019），导致缺少具有权威性的核心行动者，从而无

法结成相互依赖的网络同盟。甚至教育行政部门内部也

有不同的“部门利益”，有需要化解的矛盾与冲突。教育行

政部门管理人员 I-L2 表示，“体教融合涉及各部门之间的

利益博弈，以教练员进校园为例，设岗、兼职取薪、师资培

训等问题，需要体卫艺司、教师工作司、基础教育司等司

局的密切配合，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各方能否在短时间内

顺利达成一致是需要考量的。”事实上，《意见》中明确提

出了要落实《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制定优

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制度，制定

体校等体育系统教师、教练员到中小学校任教制度和中

小学校文化课教师到体校任教制度。受访者在工作推进

中遇到的问题，体现了行动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合拍”

的状况。

3.2 利益与共：以学生运动员为利益聚合点的运行　

体教融合过程可以说是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各

级别教育部门之间，各级别体育部门之间，中小学和高校

之间，以及教育、体育系统和家庭、社会共同博弈后的扩散

性制度变迁。随着彼此之间制度摩擦的缓解，行动者网络

正在走向利益聚合态势，利益的聚合点正是作为培养对象

的学生运动员。根据“问题呈现”阶段的分析，“能否给孩

子一个出路”是促使家长、教练员以及更多的行动者之间产

生关系、发生矛盾、化解冲突的本源问题，也是各方想要实

现各自利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 ANT 中所谓的各方都

认可和接受的强制通行点。

教练 I-G2 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队员，我要对我的队

员负责。体教融合的政策也好，模式也好，受影响的主要还

是队员。在我的中学练出来考个大学，学校和家长都支持。

我也遇到过一些家长对我的训练有情绪、有看法，但最后

大家都能相互理解，都是为了这些队员。”某省女排青年

队教练员 I-S1 在谈到目前后备人才培养的最大挑战时表

示，“主要还是人才难得。我们这有个接应二传，教练组都

看好，就是家长不同意，怕来这练不出来，后面不打了怎么

办。我们就想办法协调，这事到最后还是需要政策支持。

我也认为，对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来说学习是第一位的，将

来孩子不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只会打球），最起码得能

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当然，家长的期望会更高，上大

学、磨炼性格等等，将来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成功。”

两个不同的案例，分别代表了学校和专业队两个不同

行动者的现实诉求。前者重点针对学生运动会（更重要

的是高考升学），后者重点备战的是体育系统的青年运动

会、全运会。虽然二者的目标和任务不尽相同，但能够让各

方聚合利益的焦点，无疑是“学生运动员”。假设抽离掉

“学生运动员”这个行动主体，无论是家长、教练员，还是

各机构的管理者，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行动

者网络便是空谈。

案例还深刻反映出“能否给孩子一个出路”的多维涵

义。首先，还是孩子的学生运动员虽然具有一定的能动

性，但这条路能否成功，需要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其次，出

路意味着“考上大学”仍然不是“终点”，只有当学生运动员

的身份真正失去，全面发展的青年们真正走向社会、就业

发展时，这条路才走到“终点”，同时也开始了他们新的社

会身份及人生旅途。

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兼顾技能磨炼、知识传授、个

性塑造、情感交流、智慧培养的过程，单一维度的培养在

现实中既不可能存在，也无法让“学生运动员”成为真正的

利益聚合点。学生运动员的成长过程，就是各方围绕这个

利益聚合点，在目标上、理念上、机制上、资源上的多元融

合（杨国庆，2021）。无论是让体育回归教育、将体育作为

实现完整教育的重要手段，还是构建规范化的体育部门、

教 育 部 门 、学 校 和 训 练 队 之 间 的 联 动 机 制 ，还 是 促 进 经

费、教练、场地等资源的互通共享，抑或是建立学生运动

员与专业队、省队、国家队、职业俱乐部之间的人才流动机

制，其前提就是要让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成为各方感兴趣

的“点”，激发行动者实现行动目标的能动性并使各自的行

动趋向一致。

回到本源问题“能否给孩子一个出路”，可以说，运动

成绩是学生运动员“有出路”的重要前提，是他们相对于

其他学生重要的优势资本；学历学位是学生运动员“有出

路”的主要路径，是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培养优秀的竞技体

育人才和全面发展的人；而就业发展是学生运动员“有出

路”的最终结果，既可以学以致用从事体育工作，也可以

在更多元的职业道路上进一步成长。

3.3 结盟：围绕“学生运动员”成长的社会关系运行　

在传统的体教结合阶段，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学校

和体工队、学校和俱乐部之间的很多合作具有强制性关

系特征，通过行政命令完成指标性的体教结合任务，反而

限制了更多主体的参与（许弘 等，2020）。在倡导体育回

归教育理念下的体教融合阶段，很多合作具有了较强的契

约性关系特征，契约性关系属于弱关系，却更容易将相关行

动者纳入网络，形成多元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社会资本，

深度推进体教融合。考察发现，对学生运动员成长来说，

最核心的结盟关系是学生运动员与教练员、学生运动员

与家长、家长与教练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行动者与非

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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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关系　

首先，“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关系是影响学生运动员

竞技表现的重要因素。“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关系中，教练

员的首要功能是训练学生运动员，使其掌握某种运动技

能，提升其运动表现。这部分功能的定义明晰且突出体

现了教练员的控制功能，通过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投入大量

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培养、提升运动员的身体、技术和战

术能力（Jones，2006）。其次，在现实生活层面，教练员、运

动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表明，“学生运动

员-教练员”关系是基于知识和实践的社会建构关系。这

一关系是围绕学生运动员运动训练、比赛和学业发展、个

性成长、人格养成、智慧培养进行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

模糊和复杂的。教练员就是“编曲家”或“工程师”，要在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依赖社会文化、制度、人际关系和个

体等每一层级的可用资源，达成既定目标。这也意味着，

教练员的角色是多元、多变的，他们是顾问、导师、啦啦队

队员、朋友、心理治疗师、榜样等。

受访者 I-L3 从少体校到研究生阶段共经历了 5 位教

练员，“他们在我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出现，有的像姐姐，

有的就是教练而已，有的则让我崇拜。要说共性，那就是

他们都认真培养我，虽然也有教练员有时候对我有‘恨铁

不成钢’的情绪。”而田径运动员 I-Z6 说道，“初中阶段教

练员带的人很多，无论是文化成绩还是专项成绩，我都排

不上名，所以教练员就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别的同

学身上。于是我没有目标，就越练越没动力，对于学习更

是觉得很疲惫，还沉迷于打游戏。”

从跟队和访谈的情况看，学生运动员成长中的整体文

化氛围是强调优胜劣汰的。主力位置、比赛成绩、运动等级

等指标成为学生运动员、家长等行动者喜怒哀惧的重要风

向标。学生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可能会发展出不适关系，

并可能引发冲突，其背后也蕴含了某些道德困境：一是不

惜一切代价获胜的诱惑，二是利用学生运动员来“替代梦

想实现”的工具理性。I-Z6 等受访者所遭遇的人与人之间

“不相容”的经历在教育场域和体育场域中并不少见。对

于学生运动员来说，其与教练员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冲突

带来的后果和风险更大；而对教练员来说，在一对多的关

系中，冲突带来的后果和风险更低。因此，教练员更有责

任 优 化 这 种 关 系（Nelson et al.，2014）。 拥 有 足 够 的 冲 突

管 理 技 能 可 以 让 教 练 员 和 运 动 员 持 续 投 入 到 高 压 的 训

练、比赛中去。这意味着，作为微观层面的核心行动者，

教练员重要的能力是了解行动者网络关系，并找到解决

行动者之间冲突的方法，包括讨论分歧并共同决定如何

解决冲突或开展团队建设。

3.3.2 “学生运动员-家长”关系　

学龄段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的过渡期，伴随学生运动员

逐渐成长和独立，家长需要放弃他们的旧关系，驾驭一些

新角色，并逐渐让他们的孩子尝试独立。家长的行为，尤其

是父母在训练场边或比赛看台上呐喊、支持、批评、关怀和

要求，对于孩子的运动表现至关重要。在学生运动员成长

过程中，父母作为无可替代的角色，可以发展出多种策略来

帮助学生运动员抵消多种压力源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排球运动员 I-Z1 描述了自己当年在中学排球队的遭遇，

“高二时，正在打主力二传的我，被转学来的一名队员顶替。

在我看来自己的实力更强，与队友的融合也更好。这件

事让我很郁闷，我大哭了 3 天，上课、上自习也不能专心致

志。后来我爸知道了我的状况，到学校和教练吵了一架。

虽然最终并没有改变当时的境遇，但是我觉得有父母站在

身后，我没理由放弃这条路、放弃排球。”父母在孩子经历

伤 病 、失 利 或 不 公 的 时 候 ，最 大 的 可 能 是 表 现 出 保 护 行

为，并通过鼓励为孩子赋能，帮助孩子成长。I-Z5 表示儿

子在比赛中受伤后进行牙齿矫正时，虽然和教练员以及学

校在沟通上有些不愉快，但还是鼓励他继续认真训练。这

种原生的保护机制是很多教练员无法达成的。良性的亲

子 关 系 可 以 作 为 学 生 运 动 员 成 长 过 程 中 的 积 极 社 会 资

本，主要表现为在不施加压力的同时支持学生运动员的

成长，与学生运动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共同努力，发挥陪伴

效应，以积极的心态和信任防止学生运动员出现倦怠。

父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常见的例子是家长试图掌控

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发展，增加孩子感受到的压力。前文

中的 I-L1 对于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问题看得很重，“我以前

也问过他一些排球的专业技术问题，他经常答非所问，比

如我一开始扣球就害怕拦网，问了他很多次，结果也得不

到什么答案，似乎他认为我生来就得在排球上和他一样优

秀 ，总 之 ，这 个 技 术 问 题 或 心 理 障 碍 到 现 在 还 没 得 到 解

决。”从该案例可以发现，一些父母希望孩子达到预期的

竞技和学业水平，甚至认为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是他

们的命运，但这可能不是作为孩子的学生运动员自己想

要的。有研究表明，偏执的父母可能会过度强调胜利和

结果，并给出负面反馈和批评，过分要强造就了较强的自

尊心，当出现难以接受的结果时，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和学

业发展会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Gould et al.，1996）。

3.3.3 “家长-教练员”关系　

家长和教练员的关系是“爱恨交加”的。有的家长过

于投入并严苛审查教练员所做的一切，有的家长根本不

参与孩子训练和比赛；有的家长和教练员沟通良好，而有

的家长则尽力保持与教练员的距离。教练员和家长之间

的关系不仅仅是围绕比赛输赢的合作关系，而是围绕“能

否给孩子一个出路”所努力建构的一种伙伴关系。

家长 I-Y3 表示，“作为父母，我首先要支持自己的孩

子，然后就是支持所有为孩子服务的人。我觉得，如果孩

子发现我们对那些服务的人缺乏尊重或支持，他们将开

始发展出类似的缺乏尊重。这种缺乏尊重将助长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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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健康的想法和观点，不利于他后期的成长发展。”正

如 案 例 所 展 现 的 ，家 长 和 教 练 员 之 间 的 关 系 至 关 重 要 。

如果存在负面关系，学生运动员的成长就会处于不确定

甚至危险状态。教练员和家长应尽量从整个行动者网络

的角度出发，发展一种伙伴关系（Potrac et al.，2013），学生

运动员需要一个对他们的成长有支持功能的“家长-教练

员”关系。

当下，家长对“家长-教练员”关系采取了更加务实的

态度和手段。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讲求尊师重教，良好的

教育一直被国民视为在事业成功和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

基石。然而，市场经济给家长与教练员的关系带来了重

大变化。在公办教育体系内，教练员可能会在课后花费

额外的时间帮助学生运动员提高技能，但他们认为这是

自身责任的一部分，不会向学生收取额外的费用。也因

此，教练员们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然而，在市场经济背景

下，体育培训产业的发展给“家长-教练员”关系带来了新

的变数。本研究考察的个案中，有家庭富裕的父母会让

孩子接受“一对一”的教练员辅导，并且教练员的声誉和

技能水平都非常高。家长 I-N1 说道，“像网球这个项目，

即便我在学校跟着教练员练，也还是要在外面请私教，几

乎队里所有的孩子都这样。优质的教练员只有这么多，

一对一才真正有助于孩子成长。”类似情况中，额外的高

昂支出不仅加剧了贫富家庭学生运动员之间资本分配的

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家长对教练员的态度。

3.3.4 “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关系　

学生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它涉及由

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交互引起的迭代变化。作为

非人类行动者，发展理念、价值观、制度、社会舆论、政策、

场地设施、经费、科学技术等背景性因素，是学生运动员

重要的成长环境。在布鲁诺·拉图尔看来，“社会”不过是

一种关系，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在没有“语境”或扁平的

“语境”世界中相互联系、转译并被联结在一个密集的网

络中（刘文旋，2017）。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互

动过程体现了一组需要不断执行的关系：哪个个体或机

构被纳入？他们使用哪种行动模式？

在访谈和跟队过程中发现，很多完成升学任务的学生

运动员离开了父母和基层教练员，甚至离开家乡，在适应

新的环境和新的角色方面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虽然他

们还要继续作为学生运动员在高校运动队训练、比赛，且

比赛成绩仍然与他们的评优、评奖、保研紧密相关，但这

些事务的紧迫性与高考升学还是无法相比的。田径运动

员 I-M1 是适应情况较好的典型，其不仅在全国赛事中获

得冠军，在课业上也保持了比较好的表现，在评奖和保研

上也获得了满意的结果。网球运动员 I-L3 和 I-Y4 则出现

了角色冲突，I-L3 在网球训练和比赛中比较积极，但无法

将 精 力 投 入 到 学 习 中 ，考 试 成 绩 始 终 不 理 想 ；I-Y4 则 相

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课的学习和保研复习中，对于

球队训练的态度则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I-L3 提到，

“我本来不想读体育专业，我的父母也不希望我将来从事

这个专业的工作，但是学校的专业选择没有余地，对现在的

专业完全找不到兴趣，不愿意投入。”I-Y4 则表示，“我清楚

教练员和队友对我会有些看法，觉得我不够投入，但是网

球就是个敲门砖，球打得再好也不能保研，更何况也不一

定能打好，所以还是把各科成绩搞好。球技提升是难了，

但也不会丢掉。”从二人的情况看，学训矛盾并不局限在

表面上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矛盾上，还存在于更深层次的

来自制度、社会舆论、政策等非人类行动者驱动的矛盾。

布鲁诺·拉图尔引用网络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人类行动

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以同等的身份并入其中，这意味着学

生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冲突或矛盾、体教融合的现实阻

碍，并不是纯粹的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也不

是政策、理念、观念、场地经费等非人类行动者的无效，而

是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异质性网络

中的对抗性互动造成的（王前 等，2019）。换句话说，学生

运动员的成长虽然是“人为”的，体教融合政策虽然是个

人和机构制定的，但政策因素也在影响人类行动者下一

步的行动选择、对体教融合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学生运动

员成长的方方面面。

3.4 动员：围绕“学生运动员”成长的社会网络持续发展　

《意见》涉及了各级行政部门在体育、教育、社团、产

业等领域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旨在有序推进多元化、

多层面的网络化社会组织体系，发挥体育、教育、文化、健

康等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共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差异化功

能（柳鸣毅 等，2020）。随着与学生运动员成长相关的行

动者之间合作的密集展开，各种关系逐渐形成网络化的

合作形态，激励和带动行动者完成各方的利益目标，形成

稳固、可持续的协作网络，实现长远发展（沈培，2019）。

体育将学生带到体育技能学习、训练比赛的场域，带

到“体育升学”这条路，带到体教融合的行动者网络中，种

种关系复杂运作，保障其成长和获得全面的教育。根据

ANT，动员就是确保每个行动者都能发挥作用。在动员

环节，主要行动者要使用一整套方法，以确保所有行动者

根据协议行事，从而不会忽视商定好的利益。在行动者

网络中，核心行动者需要所有行动者的实际批准，以便永

久支持商定的问题解决方案。核心行动者与其行动者一

起动员起来，使网络运行获得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行

动者网络能够将解决方案制度化，从而成为一个有效的

“黑匣子”（Altabaibeh et al.，2020）。

转译后的网络并非永久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异议，包

含背叛或争议。鉴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长期性、

复杂性、系统性，体育部门虽然极力联合教育部门推进体

教融合的实施，但学生运动员对训练和比赛的积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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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戛然而止在“考上大学”，进入大学后继续系统地接

受运动训练的“理想状态”难以实施且成效不大。以“三

大球”为例，真正从教育部门培养的，能够进入职业体育

的 高 水 平 运 动 员 凤 毛 麟 角 。 I-Y5 表 示 ，“ 高 校 还 是‘ 急 ’

的，录取二级运动员再培养 2～3 年，能出成绩的时候学生

就要毕业了，所以高校当然希望直接招收技术好、运动等

级本来就高的运动员。”

应该说，受行政部门“条块结构”的青少年体育管理

体制影响，体育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协同仍然绕不开部门

利益。部门内部科层体制的压力型传导动员机制，决定

了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履职责任，仅仅依靠参与部门的

自觉认识是难以解决“体教难以融合”的根源性问题的。

举例来说，建立分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跨区域

（县、市、省、国家）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本质上是

以原有教育系统的竞赛体系为蓝本，这对于教育系统来

说是比较容易的，但体育系统的赛事则比较复杂，不仅有

U 系列比赛，还有锦标赛、冠军赛，甚至还有商业比赛等。

也就是说，要把这些复杂的赛事整合到课余时间的校内

比赛、周末的校际比赛以及假期的跨区域比赛，其中涉及

的赛制、规模、赛法、举办权等问题的细化都是比较困难

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部门利益冲突。囿于部门职

能交叉和缺乏顶层设计，不同政策的改革任务之间存在不

同程度的交叉重复，平级的体育与教育部门，无论是哪一

方主导或参与，另一方都难以刻意提出工作上的要求、针砭

工作中的不足。现实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建设、体育

场地对外开放以及运动员等级证的加分政策等操作也都

印证了这一事实。

体教融合制度的“黑匣子”并不是孤立的，在建立有

关体教融合的秩序和规范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内外部利益

相关者及其利益互动，这就构成了体教融合的多主体治理

格局。各主体的全方位融合、协作、共谋、同进退才是体教

融合的真正要义。体教融合鼓励的是多元主体协同，是

调动社会、市场、家庭、学校等培养主体的积极性，开辟多元

化、多层次竞技人才培养路径，形成政府主导、学校负责、

社会参与、市场补充、学生和家长资源参加的“五位一体”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格局（杨桦 等，2021）。被访者 I-Y5 作

为省一级体教融合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特别提到，“我觉

得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在课余训练和

教体结合的过程中要有一个政策问题、导向问题。政策

的制定一定要能够调动学校老师、教练员和业余体校教练

员的积极性，把这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学生运动员的运

动水平才能真正提高，进而获得全面的发展。”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围绕学生运动员成长的社会网

络 能 够 具 有 持 续 发 展 的 动 力 ？ 作 为 政 策 制 定 者 和 执 行

者，I-Y5、I-Y6、I-GYF 等人共同提到，“当时（1995 年）时任副

省长、教委主任对教体结合这一块很重视，省里先后召开

了几次有关方面的会议协调相关问题，大家劲往一处使，

共同搞好课余训练和业余训练的工作。市体教融合走在

全国前列，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得益于 1995 年前后的教

练员、校长、教育局局长以及副市长达成的共识，当校长

很多工作都可以直接和副市长汇报时，还有什么事情是

做不成的呢？”也就是说，围绕学生运动员成长的社会网

络持续发展的关键节点在于特定时间中产生了能够统整

部门利益博弈的权威性决定。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兼顾技能磨炼、知识传授、个

性塑造、情感交流、智慧培养的过程，蕴含着一个吸纳了

多个异质行动者所缔结的行动者网络。家长、教练员、教育

部门、体育部门等人类行动者在学生运动员成长的行动者

网络中具有中心地位，但非绝对中心；赛事、场地设施、经

费、观念、理念、政策等非人类行动者在学生运动员成长

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2）围绕“学生运动员的成长”的核心行动者有宏观与

微观之分。宏观上的核心行动者是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定

义“学生运动员”内涵，其在文化教育、训练比赛、升学保障

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决定了学生运动员的成长轨迹、人才

厚度和发展方向。微观的核心行动者是教练员，其是学

生运动员成长中的教育领导者，并提供专业技术和情感上

的支持。如何让教练员，尤其是专业体育系统内的教练员

进入教育场域，是关系学生运动员成长和体教融合路径

创新的难点。

3）行动者网络是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

决定了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持续、漫长的过程。不同地

区、不同运动项目的学生运动员成长历程不同。在成长的

不同阶段，每个学生运动员所需要的资源、所能接受的培养

方式等也都会不断变化，各异质行动者成功合作的背后

有着共同的行动逻辑，即多元参与、过程控制、利益共享。

4.2 建议　

1）明晰体教融合所诉求的理想文化模式。当前的体教

融合顶层设计，已经明确了相关人和机构等人类行动者以

及赛事、场地设施、经费等物质性非人类行动者，但发展

理念、发展策略、社会舆论、运动训练知识和技术等概念

性的非人类行动者，还需要管理者进行明晰。体教融合需

要合作、开放、信任、互惠的文化氛围，这事关学生运动员

的成长，事关体教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高校应该在体教

融合文化塑造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高校的运动员招

生、训练、比赛中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唯成绩论”

观点；有条件的高校在中小学通过协议形式建立“学生运

动员对口输送学校”，以形成各个项目的“一条龙”训练培

养体系，并将育人文化渗透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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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核心行动者的制度创新。宏观上的核心行动

者是教育行政部门，但体育和教育部门依然存在隔阂和

界限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要着力破除部门利益

隔阂、资源匮乏与配置失衡等顽疾，可考虑以党委领导和

政府主导实现组织一体化，并以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公

务员的轮岗制度作为制度创新的关键对策。这一举措在

我国交通与运输管理部门、卫生与食品质量监督部门之

间都进行过实践。当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从僵

化的岗位脱离出来后，部门之间的“壁垒”会因主体间的

沟通加强而弥合，部门之间的协调将被更多地激活。

3）鼓励发展为青少年提供多元化体育服务的主体。

要让更广泛的学生能够在相应的层级成为学生运动员，

赛事体系的完善和更加广泛的体育组织的参与是必经之

路，也符合“多元参与、过程控制、利益共享”的转译逻辑。

体育和教育部门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激发社会力量，

并专门制订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准入标准和监管体系，

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单项运动协

会、学生体育协会等行业协会的作用，会同政府、企业、家庭，

整体推进青少年体育赛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5 结语 

从调研情况看，实际发生的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有着极

强的工具理性取向，即“给孩子一个出路”。参与其中的行

动者更倾向于重视体育的应试功能，至少在高考之前，以

体育人的多元价值被应试教育和体育自身的实用价值所

遮蔽，导致许多行动者不能清晰地认知，也无暇去认知体

育的育人价值，这是体教融合政策多年来一直存在困难

与挑战的原因之一。观察学生运动员这一群体的成长，不

能囿于单一的群体角色本身；考察体教融合政策的执行，

也不能囿于局部的政策内容本身。无论是学生运动员的

成长，还是体教融合的路径创新，都应该将其置于更加宏

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图景中去把握，更要注重学生运动

员成长历程与体教融合实施过程中的制度演变。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以学生运动员的成

长为研究对象，在行动者网络格局中考量学生运动员在

升学、训练、竞赛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和影响因素，可以明

确 看 到 体 教 融 合 如 何 因 其 根 植 于 宏 观 的 政 治 、经济、文

化、体育、教育、科技场域中，以其自身固有的逻辑不断演

变，并最终影响学生运动员这一重要的微观主体之成 长

的。体教融合多年来的曲折探索将相关行动者裹挟并交

织起复杂的关系网络，也正是在行动者网络内问题激发、

利益与共、矛盾解决的复杂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新时期体

教融合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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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ing-up of Student Athletes
—On the Path Innov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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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the us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rowth process of student athletes, and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background elemen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student-athletes is a proces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skills training, knowledge imparting, personality 
shaping,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wisdom training, and contains an actor network that has absorbed a number of 
heterogeneous actors. The core actors of the macro-level are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the core actors of the 
macro-level are the coaches. Although the multiple values of sports people are obscured by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ven bring disputes between departments, but with student athletes as the 
convergence point of interests, “find a way out for children” as the common goal , various heterogeneous actor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rough multiple participation, process control and benefit sharing.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tudent athletes” are an important micro-subject in the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are made: Each actor needs to clarify the ideal cultural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nd 
take the position rotation of civil servant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s a key countermeasure, 
and 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ntities and social entities to provide diversified sports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Keywords: student athletes; growing-up;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ctor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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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capular Muscl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Shoulder Function and 

Subacromial Space in Patients with Subacromial Impingement Syndrome

XI Rui1， ZHOU Jingbin2*， GAO Feng2， QIAN Yi2， LI Guop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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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8-week scapular muscl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shoulder function and subacromial 
space in patients with subacromial impingement syndrome (SIS), and to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echanical factors and subacromial space. Methods: 48 patients with 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ercise group (n=
24) and control group (n=24). The exercise group conducted scapular muscle training (three times perweek) for 8 weeksand with two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had two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only. The pain, shoulder function and 
subacromial spa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measurements included 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 shoulder pain and disability index (SPADI), shoulder joint range of motion, acromio humeral distance (AHD), etc. 
Results: There were 2 cases dropped in exercise group and 1 case dropped in control group. After 8 weeks of intervention, the VAS 
scoreand SPADI score were decreased in the exercise group,but the muscle strength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trapezius muscle, the 
length index of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and the AHD at 60° of shoulder abduction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houlder abduction range of motion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found in other indicators (P＞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trength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trapezius muscle, the length index of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and the AHD at 60° of shoulder abduction in the exerci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shoulder func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subacromial space at 60° abduction (r=0.495, P=0.091). Conclusions: Scapular muscl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pain and shoulder function in SIS patients, and the increase of subacromial space during shoulder abduction is one of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Keywords: subacromial impingement syndrome; scapular muscle; subacromial spac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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