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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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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前者仅仅指“体育各学科、各专

业”内部之间的均衡布局与协调发展 ;后者是指以学科均衡布局为核心 ,在人才队伍、地域分

布、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综合均衡。理解“学科均衡、协调发展”首先要承认

学科间差异存在的合理性 ;不能将“均衡”等同于平衡 ,更不等于平均 ;“学科均衡、协调发

展”是动态的、相对的、长期的过程 ;学科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学科

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推动我国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澄清“体育学科

均衡、协调发展”的真正内涵 ;加强宏观调控进行资源导向 ;完善体育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

监督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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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 s disciplin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narrow sense and general2
ized comprehension . The former only refers to the balanced layou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every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in sport s , 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take the discipline bal2
anced layout as core and synthetically balance the talent pool , the regional dist ribution , the na2
tional st rategy demand as well as the society affect and so on .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balance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 firstly ,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e

rationality that lies in discipline difference . It is not allowed to take balanced as the balances or

average . It is a dynamic , relative and long2term process .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premise for

th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 Finally , this paper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impelling sport s disciplin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2
ment in our country :clearing the t rue connotation of“sport s discipline balanced and coordina2
ted development”; st rengthening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o carry on the re2
sources guidance and perfecting sport s scientific research appraisal system and management by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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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体育学科发展的理解

“世界创新型国家科学发展的经验表明 ,学科均衡布

局与协调发展是提升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的必要

基础 ,是鼓励和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和自主创新的重要保

障”[1 ] 。对于“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解 ,可以从狭

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进行阐释。

1 . 1 　狭义理解

狭义的“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仅仅是指“体育各

学科、各专业”内部之间的均衡布局与协调发展 ,不考虑体

育学科发展的地域、人才、资源等要素。就体育学科而言 ,

狭义的“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有 3 个层次。首先 ,是指每

个相对独立的体育二级学科下设的各个方向之间的均衡

布局与协调发展。该学科各个研究方向构成一个小的有

机整体 ,共同维系着二级学科的发展 ,共同推动着体育学

科的进步。

其次 ,是指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 4 个二级学科之间

的均衡、协调发展。以体育学一级学科为中心 ,以 4 个二

级学科为支撑 ,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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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二级学科失衡 ,将导致一级学科重心偏移 ,最终

使学科非健康发展。每个方向、每个学科、每门科学各自

独立发展之余又在整体上协调、呼应 ,促进体育学科整体

提高才是均衡、协调发展。

再次 ,是在大科学视野下 ,体育学科与其他各学科之

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科学的飞速发展 ,离不开学科之间

的交叉与融合。这些学科相互延伸与渗透 ,构成了一个更

大的有机整体。体育与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材料与工

程科学、信息科学等的交叉孕育产生了众多新型学科 ,构

筑了体育学科发展的新空间 (图 1 :“体育学科均衡、健康

发展”理解示意图 ,仅指第一、二、三层意义上的理解 ) 。

“在科学政策上 ,应引导和鼓励从事交叉科学研究 ;在组织

管理上 ,应特别重视交叉科学的发展 ,甚至具体科研项目、

课题中 ,优先支持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 ;营造有利于学科

交叉和交叉科学发展的环境 ,在科学共同体中形成一种鼓

励交叉的学术氛围 ;在新的科学发展时期 ,在中国科学院

学部结构改革中 ,也应重视交叉科学 ;要培养能适应学科

交叉和交叉科学发展的宏大的科学家队伍 ⋯⋯”[2 ] 。这是

学科发展的规划与契机 ,更是体育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指南。

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经济学上

的“木桶效应”来阐释。这样一来 ,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就

由各要素中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来决定。所以说 ,体育学科

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是体育学科各二级学科、各个方向均

衡、协调发展、共同提高、不可偏废。

图 1 　“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理解示意图

1 . 2 　广义理解

广义的“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是指以体育学科均

衡布局为核心的人才队伍、地域分布、国家战略需求、热点

前沿追踪以及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综合均衡。广义的体

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是由多要素共同决定的 (图 1 :“体

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理解示意图 ,其中 ,最外围的几个

要素是广义理解不可或缺的部分要素) 。

1 . 2 . 1 　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要做到稳定科研队伍和鼓励学科间的流动

并重 ,解决新老交替和培育拔尖人才并重。清华大学前校

长王大中先生说 :“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高质量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研究基地建设等”[3 ] 。学科建

设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学科研究与学科人才培养的制度化

过程。近几年 ,部分普通院校加大了体育学科建设力度 ,

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设置了新的体育本科专业 ,而且 ,硕士

点、博士点也逐年增多 ,使我国的体育学科建设得到了长

足的进步。体育学科建设越来越在人才培养、科研基地建

设、体育科研等方面已成为体育学科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

的有生力量。[4 ]

1 . 2 . 2 　地域分布

体育学科发展在地域上的分布就如同全国经济在各

地的发展 ,每个地区的发展实力和势头不同。从地域分布

看 ,体育学科也需要一个相对的均衡与协调 ,需要引领发

达地区和推进偏远地区体育学科发展并重 ,减小地域差距

与鼓励优先发展并重。陈希等人通过对我国高校体育学

科硕士点、博士点设置情况指出 ,在我国各类高校中 ,体育

院校最先设置体育硕士点、博士点 ,其次是师范院校 ,最后

是其他院校。新增研究生体育专业层次的诸多国家重点

高校却未曾设有本科层次的体育教育 ,是体育学科领域出

现的新情况 ,从发展来看 ,这种趋势似乎还在增长之中[5 ] 。

这种学科分布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育学科地

域分布不平衡造成的。

1 . 2 . 3 　国家战略需求

体育科学研究除了满足个人兴趣之外 ,还应该关注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

来之前 ,要做到鼓励体育科研自由探索和满足国家需求并

重 ,体育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并重 ,体育短期需要与

长远发展并重。体育学科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教育、体

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其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体育学科

只有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做出贡献 ,才是体育学科建设的重

要问题 ,也是防止体育学科盲目发展的关键。

1 . 2 . 4 　热点前沿追踪

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除了要注重培养扎实的学科

基础 ,还要有倾向性地关注一些具有潜在影响力或者前沿

的方向 ,不能急功近利 ,心浮气躁。这样既能促进研究基

础好的学科持续稳定发展 ,攀登国际研究前沿的制高点 ,

又能使研究基础较差的学科 (包括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

学科) 有人坚持研究 ,进行学术积累 ,避免成为未来科学发

展的瓶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学科建设的

关键是掌握国际科学发展的动态 ,瞄准那些能代表未来科

技发展方面的前沿学科和领头学科 ,选准方向 ,攻克科学

技术的制高点。我国高校体育学科的快速发展突出体现

为量的扩张。学科领域扩展了 ,学生规模扩大了 ,培养层

次提高了 ,体育科研工作加强了。科技社会的进步要求更

宽领域、更高水平的体育科研工作。虽然量的扩张十分重

要 ,也来之不易 ,但更重要、更艰巨的则是质的提升 ,即提

高体育科研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体育科学研究水平。真

正做到稳定学科基础和追踪前沿热点并重 ,全面发展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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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突出并重。强化提高质量和水平的意识 ,追踪体育学科

的热点前沿 ,以实现体育学科更高、更快地发展。

1 . 2 . 5 　社会影响

学科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影

响 ,比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观念等。社会影响也

是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要素之一。

总之 ,体育学科囿于独立要素而忽视要素整体的发展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协调发展 ;体育学科囿于各要素

简单叠加而忽视要素的有机融合的发展 ,也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均衡、协调发展 ;体育学科囿于短期视野而忽视长期

目标的发展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协调发展。体育

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是整体的、有机的、长远的。

2 　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现状

我国体育学科总体发展比较均衡 ,但是 ,在局部领域

存在不均衡迹象。

2 . 1 　学科总体发展均衡

同国际体育学科发展相比 ,我国的体育学科发展近十

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 ,总体来讲 ,我国体育

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弱势地位。

从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视角来看 ,体育学科发展有

以下特点 :

第一 ,总体发展均衡。我国体育学科的总体发展基本

上处于均衡状态 ,但部分的不均衡主要是学科在地域分布

上的不均衡。陈章玉指出 ,由于我国的社会体育专业分布

的地区广 ,且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我国

城市社会体育明显优于农村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明显优于

中部和西部不发达地区 ,且各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有着

明显的区别[6 ] 。

第二 ,交叉性突出。在目前科学飞速发展的进程中 ,

学科交叉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交叉是

‘学科际’或‘跨学科’研究活动 ,科学史表明 ,科学经历了

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

综合 ,而交叉科学则集分化与综合于一体 ,实现了科学的

整体化”[7 ] 。马启伟先生曾提出 :“体育是属于生物科学范

畴 ,体育运动是一项社会性非常强的科学”[8 ] 。因此 ,从本

质上看 ,体育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中间学

科。

20 世纪下半叶 ,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 ,信息科学的大发

展带来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

到来 ,也加速了基础科学的发展 ,信息科学、人体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一些与体育科学相关的基

础学科门类中 ,科学技术和理论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为体

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营养和宽厚的基础[9 ] 。当代

体育学科的发展由此呈现出新的局面。一方面 ,体育科学

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 ,在体育学与生物学、医学、

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下 ,相关的交叉

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心理学、

体育美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

物化学等蓬勃发展 ,新的科学前沿不断出现。兴奋剂研究

已成为生物学家、化学家、信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 ;运动免

疫的研究使体育、医学之间的界线难以划分 ;另一方面 ,体

育学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与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 ,不断形

成新的研究领域 ,表面肌电的生物反馈是自然学科基础内

容 ,而与体育心理学的密切结合 ,使得研究体育赛事赛前

紧张的心理干预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体育学科的交叉融

合已成为体育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国内体育学的学科

交叉与交叉科学显得相对滞后。在较长时期里 ,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

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各门科学、各门学

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由此出现了诸多新兴的边缘

学科 ,诸如休闲体育 ,医疗体育 ,矫正体育等等[10 ] 。

为了增强体育学科交叉、发展交叉科学 ,国家有关部

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 :在学科政策上 ,引导和鼓励

从事交叉科学研究 ;在组织管理上 ,重视交叉科学的发展 ,

甚至具体科研项目、课题中 ,优先支持学科交叉与交叉科

学 ;在学术氛围上 ,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和交叉科学发展

的环境。这充分表现出国家对体育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

度重视。

2 . 2 　学科局部研究领域存在“研究跟风”现象

体育学科的某些领域存在“研究跟风”的现象。体育

学科内存在部分学科不受重视乃至逐渐衰弱和退化的一

些领域。某些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跟风现象”,形成所谓

的“时髦科学”。传统的民族学科逐渐表现出“衰退”的迹

象 ,这与此类学科自身发展的成熟程度不无关系 ,所谓的

“跟风”学科多数是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 ,而“研究跟风”也

多是各学科交叉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在这些研究

领域和研究热点更容易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 ,这也是导致

“研究跟风”的重要诱因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06 年对我国基金资助模式的调查统计中 ,也同样指出 ,

学术研究往往在更易获得经费支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上

过多拥挤 ,造成学术研究的“跟风”现象[11 ] 。

对研究型大学而言 ,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学科建

设水平的最重要标志。现在一说到学术研究科研成果 ,都

要求“科学”,也就是要符合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范式 ,导

致学术研究盲目追求理论和方法的西方化 ,国际化 ,时尚

化 ,潮流化[12 ] 。而对学术研究成果的鉴定与考核 ,历经多

年的发展 ,已有了固定的模式 ,这种状况导致了学术研究

的模式化和程序化。众多科研工作者为了评职称 ,加快发

表文章的速度而采取追求研究热点 ,更有甚者 ,甚至放弃

的自己所从事专业的研究方向。200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对我国科研环境的存在问题的调研报告中明确指出 ,

不科学的政策评价体系是导致“学风浮躁”、“学术不端”的

首要原因[13 ] 。

因此 ,从整体来看 ,上述“研究跟风”的原因主要在于

以下 3 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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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 :体育各研究领域信息不明 ,缺乏沟通 ,在相同

或相近领域的重复研究导致学科非正常发展。科学研究

领域的“学术壁垒”、“小圈子”、“三位一体”(权利、荣誉、利

益) 的现象存在且非常严重。[13 ] 这些现象往往导致了各学

科研究领域信息资源不能共享 ,造成众多重复性的基础研

究。

原因二 :学术研究工作的模式化是学科非正常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绝大多数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把自己的

思维固囿在日益模式化和教条化的科学研究方法当中 ,随

着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成熟 ,所在研究领域的选题和内

容逐渐减少 ,缺乏开拓性的研究视角 ,研究工作越来越缺

乏创造性。

原因三 :科学评价体系的非理性化、定量化评价标准

是导致体育学科发展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 ,无论是

学术鉴定还是工作考核 ,无论是职称评审还是奖励评审 ,

都已经将评价标准逐渐定量化和非理性化 ,这种体系使得

体育科研工作者为了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而被迫改变研究

方向 ,或者只愿意做一些“讨巧”的工作以满足个人利益、

学校利益的需要。此外 ,部分体育学科就业前景不好 ,一

些部门的错误导向而导致体育学科的非正常发展也不容

忽视。

2 . 3 　体育科学研究中尚有潜在问题

在如今的科研环境、人文环境、综合环境的氛围之中 ,

科研经费的申请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 ,在

科研经费评审过程中申请者存在“找熟人、拉关系、跑项

目”的不良行为 ,以达到项目获得批准的目的。这种商海

大潮中常见的公关手段已经逐渐“渗透和侵蚀”到了科研

领域[14 ] ,用到了科学研究项目的申请中来。科研环境中存

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必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的

潜在问题。究其原因 ,有科研工作者自身的因素 ,也有科

研工作者外围科研环境的因素。如果是科学工作者自身

的原因 ,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和建立相关的体制进行约束来

完善 ;如果是科研环境的原因 ,则尝试加强科研经费的管

理功能 ,使其渗透到科研环境之中发挥引导性作用 ,以期

扭转科研环境等的不良局面。

3 　对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必须树立

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本着“支持优势学科和扶持薄弱学

科并重 ,推进学科自身纵深发展和以学科交叉促进新兴学

科发展并重 ,瞄准学科发展前沿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并

重”的原则 ,加强宏观调控 ,完善体育科研评价体系。

3 . 1 　澄清“体育学科发展”的真正内涵

除前文谈到的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之外 ,有些体育科

研工作者还有另外一种片面的看法。有些人认为 ,“学科

发展”是学科自身的内在趋势 ,学科的自身发展就是最自

然、最均衡的直接体现 ,不能刻意地去控制和改变。也有

部分人认为 ,“学科之间不可能完全均衡”。这些思想否认

对“学科均衡、和谐、健康发展”的总体宏观把握 ,认为学科

“跟风”、“时髦”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固有规律。

这几种理解是从不同层面对“学科均衡、和谐、健康发

展”本质的考察 ,是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的阐释 ,很难界定

孰是孰非。但是 ,在高瞻远瞩地推动体育学科均衡、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首先应将这些混乱的理解做一个

“清理”,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内涵。这是进一步推动体育

学科均衡发展而采取具体措施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 ,对“体育学科均衡、和谐、健康发展”的理解前提

是“承认学科间差异存在的合理性[15 ] ”。体育各分支学科

由于历史的沿革和发展 ,各学科的发展存在时间上的时滞

性 ,承认学科间的差异性是理解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

的前提。

第二 ,“均衡”不等于“平衡”,更不等于“平均”。正确

认识与理解“学科均衡”就是要克服“均衡 = 平衡”的片面

思想。更有甚者 ,当前社会存在对学科均衡认识上的误

区 ,片面地强调学科在人才、经费、布局、获奖等要素上的

“平均分配”,这是极端错误的。

第三 ,“学科均衡、和谐、健康发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

态的 ;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

体育学科均衡是学科在人才、地域、经费、获奖上的协调 ,

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而不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仅仅以

目前静态的、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的学科发展作为学科均衡

与否的评价标准 ,是不科学的。

总之 ,体育科学的研究工作不能把一个时期或一个阶

段的任务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目标相混淆。体育学科为

社会和谐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是体育学科自身的和

谐、健康发展。

3 . 2 　加大投入力度 ,采取资源导向

体育科研经费是体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与保证。经费

的宏观调控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在“十一五”期间 ,应该更

进一步采取措施 ,推动体育学科均衡、协调的发展。

随着北京 2008 迎奥运的步伐和“十一五”期间国家对

体育科学经费的持续投入 ,应对体育科研经费的分配比例

进行优化调整 ,最大地发挥经费的使用效用。具体来讲 ,

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 (市) 体育局及各科研机构对体育学

科的资助模式相对成熟 ,而且 ,早已经考虑了体育学科均

衡 (例如自由申请) 、地域均衡 [如各省 (市) 体育局的科研

基金 ]等等。但为了更好地推动体育学科的发展 ,为了更

好地服务奥运 ,“十一五”期间 ,国家对体育学科的支持与

资助仍需进一步完善。

通过资源配置与导向 ,在体育学科发展的人才、地域、

经费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 ,合理有序地推动体育学科的均

衡、协调发展。笔者建议 ,在进一步加大体育科研经费宏

观调控的强度和力度的同时 ,更应该在体育各学科内部的

科研比例结构上给予高度的重视。切实以国家战略政策

需求为参照 ,以学科总体均衡、协调发展为目标 ,以服务奥

运的管理制度为准绳 ,发挥体育资源宏观调控的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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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切实保障我国体育学科总体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

展。

另一方面 ,体育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国家宏观调控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体育资源宏

观调控在兼顾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均衡发展的同时 ,也应

充分尊重科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为体育学科基础研究的自

由探索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3 . 3 　加强宏观调控 ,采取评价导向

我国体育学科某些领域表现出非正常发展迹象的本

质原因与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究其主要原因之

一 ,是受到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研究跟风”和“追求时

髦”的最主要原因也受到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

功利主义思想正逐渐侵染着科学研究队伍 ,功利主义

思想会造成体育科研人员在各学科间的非正常流动 ,轻易

放弃耕耘多年的研究领域而转向“追求时髦”,产生大量的

功利化学术成果 ,导致体育学科畸形发展和产生“学术泡

沫”,不利于我国体育学科的发展。所以 ,建议 :

第一 ,完善科学评价体系 ,克服学术浮躁。

目前对科学研究的评价越来越表面化、定量化、因子

化 ,使得研究人员一味地去追求论文或者获奖的数量 ,而

减低了学术成果的质量 ,不但束缚了一些专业学科的发

展 ,而且 ,助长了某些热门学科的不良膨胀。各高校在评

价体系上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 ,淡化论文数的评价系数 ,

建立新的考核标准。当然 ,在评价体系上还应当注意学科

专业之间的差异 ,要根据学科的具体特点采取具体的评价

准则。这种新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有利于引导科学研

究回归到自己兴趣驱动或科学研究价值驱动的研究工作

上来。

第二 ,淡化功利性的影响。科学研究需要严谨认真的

科学态度 ,在目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研究队伍的科

研态度正受到干扰与侵蚀 ,我们一定要纠正日益显现出来

的浮躁之风 ,杜绝各种不端行为 ,特别是提防这种风气影

响到“奥运”的过程中来 ,保持科学态度 ,是关系到体育学

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 ,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 ,保持科学研究的系统性。

科研经费的价值不是专家的需求 ,更不能把科研经费当成

个人需要的“敲门砖”,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和工作所需在科

学研究中抱有急功近利的思想 ,要保持科研工作的系统性

和连贯性。只有长期坚持和艰苦奋斗才能有真正的创新

和突破。

第四 ,科学研究后期的监督和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 ,国家和各高校对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后期的监督

和管理还不尽人意。据中国科协 2003 年所作的社会调查

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全国来说 ,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

在 40 %左右 ,属于中等偏下水平”[16 ] 。从科学研究工作者

用于科研工作的时间来看 ,多数人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不

足半年 ;从具体经费使用上来看 ,把科研经费实实在在用

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不足 60 %[11 ] 。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

什么 ? 最大的可能是由于经费强度不足 ,这充分体现了对

科学研究后期的追踪、监督和管理还不够。开展评价与自

我评价 ,建立评价体系 ;建立信誉数据库 ,推行信誉制度 ;

采取淘汰机制 ;建立法律法规 ,对科研工作者和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约束 ;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内部管理机

制 ,建立可操作的、规范有序的、相互制约的和各司其职的

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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