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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青少年体育ꎬ相关的

指示和政策一个接一个ꎬ如 ２００７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２０１６ 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等ꎮ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健康

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仍然提出要重点实施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计划ꎮ 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ꎬ首先ꎬ必须

要领会发布这些文件的中央精神ꎮ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中

国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显示ꎬ中国居民慢性病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８６.６％ꎬ慢性病疾病负担占

总疾病负担的比例超过 ７０％ꎬ慢性病是威胁我国人民

健康的最主要疾病[１] ꎮ 但是我国乃至世界ꎬ哪怕最先

进的医疗ꎬ也无法应对慢性病的挑战ꎬ表现为慢性病

的医药负担急剧上升[２] ꎻ慢性病的发生率居高不下ꎻ
慢性病的发生越来越年轻化ꎮ 北京市卫计委 ２０１５ 年

发布的“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居民健康状况白皮书”显示ꎬ在
肥胖学生中ꎬ 高血糖检出率为 ６６. ６％ꎬ 高血压为

３０.７％ꎬ血脂异常为 ４３.２％ꎬ脂肪肝为 １６％ꎬ高尿酸为

３９.７％ꎮ 同比某些数值已经超过了成人的检出率ꎮ 与

缺乏运动相关的慢性病不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ꎬ还包括慢性疼痛ꎬ如常见的颈

背部疼痛、膝关节疼痛等ꎻ以及心理疾病ꎬ如抑郁症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随机选 ３０ 所高中的 ３ ６００ 名高

一~高三的学生进行了调查ꎬ结果显示青少年人群中

颈肩痛和腰背痛的患病率分别为 ４１.１％和 ３２.８％[３] ꎮ
加强体育锻炼、慢性病预防战线前移到青少年是所有

先进国家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成功经验ꎮ 因此学校体

育的任务ꎬ应该从运动技能教育转向以消除慢性病危

险因素、预防慢性病的发生、促进身心全面健康为目

的的科学锻炼ꎬ因为任何的单独运动技能都不可能满

足身体健康对运动的全面需要ꎮ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

司刘国永司长对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解读中指出:最大的亮点就在于

对全民健身的“突破性认识”ꎬ“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

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ꎬ而不是必然结果! 同样也

适合青少年体育ꎮ 学校体育预防慢性病对运动的要

求包括:全部的身体部位、全部的运动健康要素(心肺

耐力运动、抗阻力运动、拉伸运动等并达到一定的强

度)、全部的体育文化要素(如比赛)ꎮ 全部的身体部

位ꎬ比如ꎬ颈部需要锻炼防治颈椎病ꎬ脚底肌肉需要锻

炼防治扁平足ꎻ优势腿需要锻炼ꎬ但更不能忽视非优

势腿ꎬ预防身体不对称ꎮ 运动的健康要素ꎬ包括了心

肺耐力运动、抗阻力运动、拉伸运动、神经肌肉运动

(如平衡、灵敏、协调、速度的锻炼)、骨质增强型运动ꎮ
体育文化ꎬ最主要的是比赛ꎮ 比赛的教育功能长期被

忽视ꎮ 比赛是培养人的公平意识、合作意识、对待成

功和失败的正确态度等现代合格公民素养的最有效

手段ꎮ 同质比赛ꎬ即同水平比赛ꎬ让每个参赛者有赢

有输ꎬ是发挥比赛教育功能的前提ꎮ 正确面对输赢的

态度、正确与人交往的方法都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

手段ꎮ
如何引导体育达到健康的目的? 如何判断体育

是否达到了健康的目的? 离不开医学ꎬ离不开体医融

合!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李克强总理在主持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就提出要“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融合

发展”ꎻ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上更进一步提出ꎬ要“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发布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ꎬ明确提出要“加强体医融合”ꎮ 这些政策和指

示都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促进健康效果的

期待、对学校体育的期待ꎬ同时也指出了实现体育促

进健康的必由之路ꎮ 体医融合ꎬ即医学引导体育形成

能够实现全面促进身心健康目的的系统的运动方法ꎻ
相关的知识和理念ꎬ再通过教育让每个学生从小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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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ꎬ通过“体教医三结合”的路径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

康的目的ꎮ
体医融合ꎬ落实到学校体育ꎬ就是生长发育规律

与体育教育的融合ꎬ就是预防慢性病从小抓起与体育

教育的融合ꎬ就是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与体育教育的

融合ꎬ就是“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

施的全过程”的体现ꎮ 学校体育是以健康为目的ꎬ首
要的问题就是:健康离不开哪些体育内容? 因为运动

形式和健康要素多种多样ꎮ 没有体育与医学的融合ꎬ
单靠学校体育ꎬ无法回答“人的健康离不开哪些体育

锻炼内容”这个基本问题ꎮ 这个问题ꎬ在当今时代ꎬ实
际上等同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ꎬ必须做哪些体

育锻炼?
以预防骨质疏松症为例ꎮ 骨质疏松症说明骨骼

钙量不足ꎮ 但是ꎬ身体对于饮食当中钙营养的吸收率

不是一成不变的ꎬ运动是影响钙吸收率的非常重要的

因素ꎻ但吸收钙的分布主要是靠运动决定的! 不是均

匀分布! 身体受力大的部位钙沉积最多ꎻ而不受力的

部位钙沉积少ꎮ 因此由于缺乏重力的刺激ꎬ太空人员

面临的最大健康问题就是骨骼大量脱钙ꎮ 因此ꎬ骨质

增强型运动就是给骨骼足够的力的刺激、从而让受力

的骨骼沉积更多矿物质的运动ꎬ如跳绳、快跑等ꎮ 因

为这些运动会导致身体的承重部位受到几倍于体重

的力量的刺激ꎮ 美国政府发布的«２００８ 美国人身体活

动指南» ( ２００８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明确指出:青少年必须完成每周至少 ３ 次的骨质

增强型运动ꎮ 另外ꎬ不是一项运动可以给所有的骨骼

提供需要的力的刺激:快跑时ꎬ地面反冲击力力线经

过的部位ꎬ钙沉积多ꎻ而力线没有经过的部位ꎬ仍然需

要额外单独做骨质增强型运动ꎬ如上肢等部位ꎬ否则

就会发生上肢骨质发育不良的后果ꎮ
为了达到促进骨质健康的效果ꎬ运动必须要有足

够的强度ꎬ否则就不会产生对骨骼足够的刺激ꎮ 实际

上ꎬ心肺功能的发育与健康维护同样离不开有足够强

度的运动ꎮ 这些有足够强度的运动包括高强度的心

肺耐力运动ꎬ必须每周至少 ３ 次ꎮ 即使是科学锻炼ꎬ也
需要持续终身ꎬ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ꎬ才能达

到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效果ꎮ 而要求持续终身的运动

如果枯燥乏味ꎬ就难以做到ꎮ 因此ꎬ运动必须带来快

乐ꎬ带来身体的满足感ꎻ同时运动带来的心理体验也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ꎮ 为了达到终身运动的效果ꎬ
必须让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ꎬ从而能从事多种运动

项目ꎬ并且能从运动中获得乐趣ꎮ 但是ꎬ获得运动技

能是为了让有效维护健康的运动持续终身ꎮ 如果是

无效的运动ꎬ持续终身就无实际意义ꎮ
虽然ꎬ体育没有人类历史长ꎬ以前没有体育课ꎬ人

类也可以生活得健康ꎻ并不是体育是当代人的奢侈

品ꎬ而是因为社会发展ꎬ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

一个人造的环境里ꎬ而不是我们的身体长期进化适应

的自然环境ꎮ 这个环境剥夺了人们运动的机会ꎬ如汽

车剥夺了走、跑的机会ꎻ马桶剥夺了蹲起方便时下肢

肌肉力量锻炼的机会等ꎮ 从医学角度看体育ꎬ才能让

我们找回健康离不开的运动ꎬ 满足健康对运动的

需求ꎮ
学校体育课的任务在于教给学生“维护健康需要

如何锻炼”相关的知识和技能ꎬ让学生能够知道如何

运动ꎬ并且成为自身健康的合格的第一责任人ꎮ 但学

生不可能通过学校体育课获得健康所需要的所有

运动ꎮ
体育和医疗的融合ꎬ才能真正让人们理解体育锻

炼的重要性ꎬ体育课是维护生命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

教育ꎬ其重要性是任何其他教育无法比拟的ꎮ 医疗负

责健康的下游ꎬ学校体育负责健康的上游ꎮ 很多学校

体育老师认为健康与自己的工作无关ꎬ而不晓得下游

泛滥ꎬ但病根在上游ꎮ 只有体育和医疗的融合ꎬ才能

真正让学校体育发挥促进健康的作用ꎬ满足身体健康

对运动的基本需要ꎮ
体育医疗的融合ꎬ不仅是技术融合ꎬ同样非常重

要的是话语权的融合ꎮ 学校体育工作目前最薄弱的

是没有得到家长的支持ꎬ健康是绝大多数家长的底

线ꎬ但单独靠学校、靠体育教师ꎬ无法让家长理解、相
信体质与疾病发生的关系ꎮ 只有体育医疗融合ꎬ从健

康医学角度进行教育ꎬ让医生协助宣传体育ꎬ让家长

理解对于学生来说 １ 顿饭不吃和 １ 天不锻炼同样危害

大ꎬ才能动员更多的家长支持学校体育ꎬ才能把孩子

们推向操场ꎬ才有可能实现家庭体育作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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