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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名称 阳光体育价值研究

申请金额 15 万元 起止年月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12 月

申

请

者

姓 名 杨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10．29

职称 教授 学位 学士 学位授予单位 西安体育学院

所在单位 体育学院 申请者电话 13034129966

培养研究生情况 （填写目前培养硕士招生数）

项

目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生 硕士生 学士生

9 5 2 2 2 5 2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年龄 工作单位及职称 项目中的分工 签字

刘海元 37 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宏观把握

李艳红 38 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视角

朱杰 43 体育学院副教授 校园文化

王军 37 体育学院副教授 和谐校园

程晖 30 体育学院讲师 学生发展

刘仁憨 33 体育学院讲师 社会发展

曾华 28 体育学院助教 学校体育

王磊 27 体育学院助教 学生体质

项

目

内

容

和

意

义

摘

要

针对目前学生缺少体育锻炼的学习生活方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

状况，为了号召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到阳光下，走向操场户外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 2006 年底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

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自阳光体育运动启动以来引起了体育工作者

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方法、手段等技术层面的探讨还未形成一

个较为完善系统的理论体系缺乏深度，理论研究跟不上致使学术性不强，特别

是对阳光体育的价值还缺乏深层思考。研究阳光体育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如

何追寻其价值的最大实现，阳光体育的价值研究关系到阳光体育的目标导向、

内容的选择、方法的运用。深入的理论探索，拓展阳光体育理论研究新的领和

空间丰富教育理论的研究内容，为阳光体育的和谐发展寻求理论依据。

主题词 阳光体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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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在本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

本项目是 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的研究课题

我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存在技术核心和体质中心的倾向，似乎学生在体

育课上只能学到技术和增强体质，体育显然不仅仅是蹦蹦跳跳而已，体育中

含有广泛、鲜明、深刻的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积极因子：超越、竞争、创新、

求实、奋进、协作...体育课绝对不仅仅是活动肢体而已,体育教学中存在着

全面、直观、显形的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独特场景：情感激发、思想启迪、

心灵撞击、智性培育.....体育教育是以增进人的健康和娱乐为目的、以人

体运动为基本手段、给人以生命感悟的丰富的身体活动和审美体验活动，是

生命活动的展现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凸显。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体育对于人的

自然生命改造过程中的精神超越作用，忽视了体育的诗意性存在，从而丧失

了体育鲜活的生命力。鉴于社会上人们的体育认识中缺少文化，学校体育实

践中缺少理论的状况，相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开始注意加强学校体育的理论含

量。

本研究方向“学校体育教育理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聚集了众多的教师

参与，目前有二十多名教师参与学校体育研究，研究内容涉及“体育教育与

人的发展”、“体育教师角色发展研究”、“体育教学环境研究”研究内容和研

究视角体现多学科综合性交叉的特点，这些研究在一定范围和层次上确定了

我们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同类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定影响，希望借助学校重点

学科建设的政策支持，抓住“阳光体育”这一热点问题为契机取得突破性进

展，形成标志性成果，凝练和建设一个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并相对稳定的

学科方向，为申报硕士点及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4

三、研究与建设方案

1、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案及可行

性分析。3、本项目的创新之处。

研究的主要内容

1．阳光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

2．阳光体育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促进体育教育乃至学校教育的发展

3．阳光体育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站在民族振兴的高度这将是一件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阳光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

研究的难点在于从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度探究阳光体育的开展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深远

意义。

基本思路和方法：本研究将采用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研究思路，通过多种方法

实现研究目的，首先通过文献阅读了解阳光体育发展的动态，从多视角理解阳光体育，

确立研究的初步方向进而走向实践，通过访谈法、观摩法等方法获取一线资料，加深对

阳光体育的认识；最后通过对资料的逻辑归纳整理上升到理论。

首先是对阳光体育的理解和对阳光体育理想状态的追求。

其次是对现实教育价值的反思，现实教育价值是一种工具性的教育价值，这种价值

选择忽略了教育审美价值的存在，使教育价值产生严重的分裂，也使教育失去了应有之

意。

第三是对体育教育价值研究的发展与突破。

主要观点：

1．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理论对阳光体育的指导意义。

2．阳光体育不仅使学生得到体质的增强、心理上的调节也得到艺术的感染和美的熏

陶。

3．阳光体育丰富了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必将推动体育教育的发展：阳光体育为校园文

化注入了新的内涵，阳光体育呈现了一种体育文化的表现方式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提高了师生对阳光体育运动文化内涵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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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追求阳光体育快乐轻松的健康理念：追求思想上的轻松与快乐从而转换为一种自

觉运动状态，保持阳光体育特有的情趣，更注重其观赏性、自由性和个体性，让阳光体

育运动丰富多彩，放大阳光体育的自由度，给学生提供个性展示的舞台使学生表现自我

体验成功。

5．让阳光体育深入持久，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施加教育和文化因素。

6．阳光体育使青少年更多机会接受身体培育的机会，“从个体”和“社会有机体”

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创新之处

1．体现多学科的综合：阳光体育的开展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教育界和体

育界专家学者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在中国教育界和体育界，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即教

育理论工作者不甚关心体育之研究，而体育工作者又由于学科范围所限，未能做多方位

的探讨，对体育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阳光体育决不仅仅是体育所能含概的，她

不仅体现多学科的综合，更要求多部门协作，笔者力图突破这种局限，阳光体育的开展

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尝试从教育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汲取营养为阳光体育的运

做和功能的实现提供一种自觉的人文关怀也为阳光体育价值的实现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

和研究导向。

2．理论高度：虽然阳光体育是因学生体质状况而引发，但开展阳光体育收获的不仅

是体质增强更是给人以生命感悟的丰富的身体活动和审美体验活动，这也对阳光体育提

出了超越技术和体质层面的探索欲求，试图从生命的视角来探究阳光体育发展的现实可

能性、理想境界及实现途径，体育教育只有超越既有价值体系的规范性认同，立足于现

实价值批判过程的新人文精神建构，才能表达出自身的时代意义。——具有明显的精神

性和强烈的情感性

3．战略的高度，杨贵仁：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学生体质健康教育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十分必要，我们必须从人才培养、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阳光体育

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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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基础

1.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或成果。2. 已具备的研究条件和优势。

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一直致力于学校体育研究对此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

负责人：杨芳，教授，学校体育学，近年来发表论文、论著、项目奖励情况：

著作：

1.《体育教育新视域——体育教育的生命意蕴与审美品格》．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5

独立

2.《大学体育教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10． 编委

课题：1.体育教师角色发展研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研究项目）

2.体育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表达（体育学院教研项目）

奖励：

1.<现代体育教育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新探>2002 年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

2.<体育教师角色发展研究>2004 年度全国教师教育学会教育研究成果一等奖

论文：

1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学校体育的价值追求,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3. 第一

2实施素质教育与学校运动会的重新定位.体育学刊,2001.6 ．独立

3体育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研讨大会论

文集 ．第一

4课外体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根本保障．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期．第一

5论学校体育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独立

6从人的发展看体育教师继续教育．体育文化导刊，2003 年第 7期．独立

7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思考与探索．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期．独立

8论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与学生体育权利的关系．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 第

5 期．独立

9．学校体育的症结与出路．体育文化导刊，2004 年第 4期．独立

10．学校体育的历史发展与体育教师的角色演变《体育学刊》2004 年第 5期 独立

11．电子竞技应回归游戏的本质《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期 独立

12．对网球运动的社会文化审视《体育与科学》2005 年第 2期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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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元：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现主持 2007 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学校体育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专著《中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研究》，刘海元博士是较早关注研究阳光体育的学者，

他的加入为课题的完成提供政策导向和理论依据。

相关论文：

关于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若干问题的探讨．《体育学刊》2007.08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原因及解决对策．《体育学刊》2008.01

我国当代体育价值观的研究．《体育科学》2006.08

体育学科对培养学生智力内容与结构的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01

李艳红：天水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心理学博士

相关论文：

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社会因素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01

体育锻炼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辽宁体育科技》 2003.06

高校贫困生的情绪问题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2004.6

李艳红博士的加盟为课题寻求学科综合，从大教育背景探寻阳光体育对学校教育的

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视域。

本课题成员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专业知识及研究课题的经验，保证能顺利地完成

各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圆满地完成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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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计划和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

一．出版专著 2-3 部

1．《阳光体育价值研究》

2．《体育教育与人的发展研究》

3.《体育教师发展研究》

二．发表系列论文 8-15 篇。力争核心期刊 3-6 篇

三．申报省部级课题 1-2 项、市厅级课题 2-4 项

1．已申报 20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阳光体育价值研究》

2．将申报 2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阳光体育对丰富校园文化营造和谐校园的影响》

3．将申报 2008 年度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体育教育与人的发展研究》

4．将申报 2008 年度甘肃省教育厅项目

《阳光体育的开展对西部青少年和谐发展影响的研究》

5．将申报天水市社科项目

《天水市阳光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四．获省部级奖励 1-2 项、市厅级奖励 2-4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