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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ꎬ其身体健
康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ꎮ 然而ꎬ目前我国大
学生身体素质却未能与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的高速
发展相一致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显示ꎬ大学生身体素质逐年下降[１] ꎮ 相比 ２０１０ 年的
调研数据ꎬ大学男生速度、爆发力、耐力等指标均有下
降ꎬ女生身体素质指标虽有升有降ꎬ但整体近视率、肥
胖率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ꎬ体质健康已成为大学生急
需被关注的现实问题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提到:“要加强体育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
思想ꎬ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间ꎬ提高体育
教学质量ꎬ保证学生每天锻炼 １ ｈꎬ不断提高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２] ꎮ”但在大学阶段ꎬ由于长期对健康教育的
不重视ꎬ致使体育课程课时偏少ꎬ体育测试形同虚设ꎬ
学生锻炼时间难以保证ꎮ 本文基于健康促进的视域
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ꎬ探讨如何通过管理健
康教育ꎬ一方面促使大学生有效掌握体育知识、技能ꎬ
树立健康意识ꎬ形成体育锻炼习惯ꎬ养成终身体育观
念ꎻ另一方面为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对大学生体质
健康提供合理的管理理念ꎬ明确管理的监管主体和评
价机制ꎬ为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ꎮ

１　 健康促进与体质健康的内涵
１.１　 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一词最早在 １９８６ 年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召开的第一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被
提出ꎬ随后ꎬ«渥太华宪章»把健康促进定义为“促使人
们自己维护和改善自身健康的过程” [３] ꎮ ２０００ 年ꎬ
ＷＨＯ 在第五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提出ꎬ健康促进还
应涉及精神健康ꎬ并强调人们要主动关注健康ꎬ选择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ꎮ 目前ꎬ健康促进的内涵更加

丰富ꎬ已不单指个人体质和精神的健康ꎬ还包括健康
需求、健康教育、政策制定和环境营造等ꎮ 本研究将
健康促进理解为通过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共同采取
措施ꎬ 促进健康的个人行为、 意识、 政策以及环境
改善ꎮ
１.２　 体质健康　 体质健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定
义ꎬ根据我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１] ꎬ体质健康
需从身体形态、功能、素质和运动能力等方面评定ꎮ
但 ＷＨＯ 对健康的最新释义是“健康是生理、心理、心
灵和社会完全处于美好之状态ꎬ不止是没有生病或虚
弱而已” [４] ꎮ 本研究根据 ＷＨＯ 的健康标准ꎬ从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 ４ 个方面来界定体
质健康ꎮ

２　 基于健康促进视域的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
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就是通过学校教育、组织建

设、政策保障、软硬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化、整
合ꎬ让大学生养成有益于终身的体质健康知识、技能、
信念、生活习惯和方式ꎮ 有效的管理模式包括计划、
组织、监控和评价 ４ 个方面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从此 ４ 个
方面进行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模式的构建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管理模式

２.１　 计划

２.１.１　 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６] 和«国家体质健

康标准» [１]对学校体育工作给予了明确规定、要求和

施测标准ꎬ但由于高校长期对体育教育的不重视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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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缺失ꎬ使体育测试和考核都流于形式ꎬ未能

达到预期效果ꎮ 要想将体育教育与健康促进相结合ꎬ
除尽快落实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之外ꎬ高校

体育工作者还需彻底转变思想ꎬ打破体育教育只是辅

助学科的认识ꎬ将大学体育教育视为终身健康教育的

最高阶段ꎬ重新思考和制定有利于健康促进、符合大

学生需求的体质健康制度和规定ꎮ 首先ꎬ应将体育课

程改革纳入到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ꎬ使其顺应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７] ꎻ其次ꎬ需提供相对自由的空间让大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体育锻炼ꎬ在锻炼中找到

乐趣ꎬ感受自我需求的实现ꎮ
２.１.２　 构建课内外互动教学模式 　 体质健康教育除

了增强学生的运动能力ꎬ还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ꎮ 因

场地、设施和时间的限制ꎬ传统课堂体育教学已无法

满足学生对体质健康的全面需求ꎮ 构建课内外互动

教学模式ꎬ由学生选择所要学习和考核的体育项目ꎬ
将摆脱传统教学限制ꎬ 最大程度满足学生个性需

求[８－１０] ꎮ 首先ꎬ将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考核体系

中ꎬ将考核项目从原有的课堂教学内容扩充到由学生

自主设置的课后自发运动、训练及与运动相关比赛的

考核ꎬ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主动性ꎬ将体质健康从课

堂教育延伸到日常生活ꎻ其次ꎬ在课堂教学中加入学

生课外活动所需的体育常识与技能ꎬ实现课内外体育

教学的互动ꎻ最后ꎬ鼓励学生创立相应的运动社团ꎬ通
过学生间的自发参与培养体育兴趣ꎬ形成良好的健康

意识ꎬ从而实现真正的内化教育ꎮ
２.１.３　 实现个性化体育教学 　 体质健康促进除了要

满足学生的共性需求ꎬ还应该考虑学生的体质差异ꎮ
应针对不同体质学生设计不同的体育教学锻炼项目ꎬ
实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１１－１３] ꎮ 对体质测试优秀的学

生重点开展无氧运动和增肌ꎬ进行负荷强度高、瞬间

性强的运动ꎬ如俯卧撑、仰卧起坐、百米冲刺等ꎻ对于

体质测试达标但未获优的学生ꎬ重点开展有氧运动ꎬ
增强和改善心肺功能ꎬ如慢跑、骑单车、有氧健身操

等ꎻ对体质测试未达标的学生ꎬ重点开展伸展和平衡

运动ꎬ强调意、气、形、神的锻炼ꎬ如瑜伽、太极拳、八段

锦等ꎮ
２.２　 组织

２.２.１　 明确学校的主体作用 　 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环节就是营造有利于健康的支持环境ꎮ 虽然

社会、 家庭、 学生都有责任ꎬ 但主要实施者还是学

校[１４－１５] ꎮ 首先ꎬ学校应该加大体质健康知识的宣传力

度ꎬ引起学生的重视ꎬ让学生建立拥有健康体质才是

学习和生活的基础的观念ꎻ其次ꎬ学校要吸引更多的

体育资源进入校园ꎬ为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创造条件ꎬ
为学生创办体育社团和开展体育比赛提供支持ꎻ最
后ꎬ要引导体育教师转变课堂教学观念ꎬ鼓励老师走

出课堂ꎬ多参加新体育项目的培训和学习ꎬ并对开展

新型体育项目研发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ꎮ

２.２.２　 发挥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提高并促进学生体

质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ꎬ除了需要学校主导管理ꎬ还
需要家庭、社区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协助ꎮ 首先ꎬ社区

应支持大学生体育活动ꎬ社区的体育场馆和设施应该

免费向学生开放ꎬ避免体育资源的闲置ꎻ其次ꎬ大众媒

体也应该参与进来ꎬ通过新闻、微博、微信等各种媒

介ꎬ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医疗资讯ꎻ最后ꎬ家长除了

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ꎬ还应关注学生的体质健康ꎬ营
造利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家庭氛围和环境ꎮ
２.２.３　 营造“终身体育”的软硬环境　 体育健康管理

不单指学生体育知识的学习、信念的改变、行为的重

塑ꎬ更重要的是构建“终身体育、全民运动”的大环境:
一是校园内的体育设施、场馆和文化的建设[１６] ꎮ 学校

应加大财力投入ꎬ改善体育教学设施ꎬ满足学生运动

需求ꎬ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ꎻ保持体育健康宣传渠

道的畅通ꎬ发布有利于学生体质健康的资讯ꎬ营造鼓

励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校园氛围ꎮ 二是争取政府、社
会各界对体质健康的重视ꎮ 开展全民运动、社区体育

比赛、提倡绿色出行等ꎬ通过活动或比赛积极带动全

民开展终身体育ꎬ塑造可持续发展的软、硬环境ꎮ
２.２.４　 改善卫生服务质量 　 大学生体质健康除了评

估体质指标ꎬ还应考虑体检、饮食和卫生安全等多方

面因素[１７] ꎮ 目前大学的卫生服务仍是一块短板ꎬ仅靠

学校医疗资源明显不足ꎬ还需来自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医疗机构、社区医院、保健站的共同参与:一是采

取“就近原则”ꎬ为本区域的大学生开设医学保健课

程ꎬ提供免费医学常识和技能学习ꎻ二是定期对大学

生进行体检ꎬ在体检中增加和体质相关的检查ꎬ如全

身柔韧性测量、骨密度检测、肌肉力量测试等ꎬ弥补体

质检测误差大的不足ꎻ三是通过医学专业人士对学生

饮食、卫生进行指导和检测ꎬ保证学生健康ꎮ
２.３　 监控

２.３.１　 完善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控制度 　 为确保我国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的良性运行ꎬ需要监控

学校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过程:一要建立大学生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监督制度ꎬ监控课程的教学质量ꎻ
二要落实大学生校外体育活动的考核制度ꎬ及时解决

存在的问题和障碍ꎬ保障校外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ꎻ
三是细化体质健康检测指标ꎬ定期检测学生体质健康

情况ꎬ按时公布个性化体育教学结果ꎻ四是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会同社区、卫生部门建立巡查制度ꎬ将所

管辖区域内的学校卫生管理落实到相应部门的职

责中ꎮ
２.３.２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的三方监控模式 　 建立

多方位的监控是健康促进发展的需求和目标ꎬ是确保

全方位实施健康管理的重要条件ꎬ也是健康促进对学

校体育教育进行有效监管的新要求ꎮ 通过家庭、学校

和社会 ３ 个不同渠道的监控ꎬ使家庭体育、学校体育与

社会体育相互协调、配合ꎬ将学校体育健康促进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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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庭、社区ꎬ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理念和习
惯ꎬ最终使监控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动ꎬ形成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广泛参与、全面监
督、实时反馈的良好机制ꎮ
２.３.３　 培养大学生的自我监控意识 　 大学生主动参
加体育锻炼和健康教育是自我监控的开端ꎬ也是切实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内在驱力ꎮ 家庭、社会和学校
一方面要肩负起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促进的责任ꎬ加
大对体质健康促进的宣传ꎬ营造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开
展体育锻炼的氛围ꎬ消除各种危害健康的不利因素ꎻ
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主动学习健康促进的知识ꎬ提
高对体质健康的认识ꎬ积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ꎬ增加
体育锻炼的时间和强度ꎬ 培养良好的健康意识和
行为ꎮ
２.３.４　 规范体质测试 　 体质测试有助于学校检测学
生身体功能和运动素质ꎬ更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教
学计划ꎬ实现个性化的体育教学ꎮ 但目前大学生体质
测试工作还需规范:第一ꎬ测试开始前ꎬ教师要对学生
进行指导和练习ꎬ避免学生准备不足ꎻ第二ꎬ加强教师
培训ꎬ让教师清楚测试内容并统一评判标准ꎻ第三ꎬ确
保体育测试所需器械准确ꎬ并定期检查和检修ꎻ第四ꎬ
严控体育测试的考核机制ꎬ避免出现替考、漏考等
现象ꎮ
２.４　 评价

２.４.１　 加强信息化建设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ꎬ大学生
健康促进管理要高速与便捷ꎬ就必须有充足的数据支
持ꎮ 目前健康教育还处于政府投入少、人员匮乏、网
络不健全的阶段ꎬ大学生健康教育促进的信息化更是
“盲区”ꎬ对相应评价工作的开展非常不利ꎮ 为了保证
大学生体质健康评价工作的进行ꎬ网络信息化建设刻
不容缓ꎬ一方面要增加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机构之
间的信息传递、动态监测、数据积累与资源共享ꎻ另一
方面要利用网络实时对学生健康信息进行收集与反
馈ꎬ营造线上线下、全面、动态的评价体系ꎮ
２.４.２　 建立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评价指标 　 建立
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评价指标ꎬ
进行定期、全面的评价ꎬ对健康教育步入规范化和科
学化发展极为重要ꎮ 现行的学生体质评价无法满足
生理、心理、心灵和社会等方面发展状况的评价ꎬ这就
要求作为监控主体的高校需尽快建立有效、可信的评
价指标ꎮ 高校在建立评价指标时除了要考虑有关青
少年体质健康的促进政策ꎬ还要结合我国大学生体质
健康的实际情况ꎬ筛选符合我国大学生体质需求的评
价指标ꎮ 首先ꎬ要根据大学生自身体质、心理、社会适
应能力等特点ꎬ找寻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ꎻ其次ꎬ评价
指标要可操作ꎬ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要符合现状ꎬ兼
顾大学生校内外锻炼的考核ꎬ既科学又实用ꎻ最后ꎬ要
建立可信赖的测评机构ꎬ能够准确全面地进行评估ꎮ
２.４.３　 完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反馈机制 　 完善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反馈机制ꎬ快速、准确地掌握大
学生体质健康信息ꎬ一方面应便于各省、市、区及时监
测当地大学生体质健康ꎬ对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及时解
决ꎬ保障健康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ꎻ另一方面要保证
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关措
施提升学生健康水平ꎬ 确保体质健康促进管理的
成效ꎮ

３　 结语
促进和提高体质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ꎬ虽

然我国已开始逐渐树立健康促进的理念ꎬ也出现了一
批关于健康促进的研究成果ꎬ但如何建立符合个人不
同需求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仍显不足ꎮ
本文在健康促进视域下ꎬ通过计划、组织、监控和评价
等方面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的公共政策、支持环
境ꎬ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的知识水平ꎬ建立终身体育
的观念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ꎬ以达到真正促进和提
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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