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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概念、构成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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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体育素养”“体育核心素养”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进行
概念厘定，并对其构成及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主要结论：核心素养是个体在接受教育
的过程中逐渐所形成的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于一体的综合能力形态，概念定义倾向于学
科意义上的核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是在体育素养的基础上，聚焦关注个体的适应终身发展和
未来社会生活需要的关键素养，提出了体质和健康、体育技能、体育社会情感是每个公民应该
具备的体育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和相应体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适应个体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品格与能力，提出了运动技能与习惯、健
康知识与行为、体育品德与情感是学生必备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统领体育核心素养，
体育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的重要支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体育学科的具体化表现，
体育核心素养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对象不同但终极追求目标一致。
关键词：体育教育；核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当前体育课程与教学领域研究的

1

核心素养的概念

热点，从当前对核心素养的研究现状来看，体育

联合国经合组织启动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界关于核心素养的探讨及研究成果较少，核心素

理论与概念基础”项目最早开始研究核心素养，

养研究的相关成果也多集中在其他学科。自核心

指出：“核心素养是指涉及多个生活领域的且能够

素养提出后，以核心素养为顶层设计的教育理念

促进健康生活和培育健全社会的重要素养 [1]。欧

引发了体育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热潮，“核

盟指出核心素养是人在知识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健康融入到社会所需要的素养，并根据个体发展

等热频词汇日渐浮起在期刊与论文中，给体育研

和社会发展得需要罗列出母语交际、外语交际等

究者造成一定误导和困惑，不利于体育开展和探

八大核心素养。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讨体育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所以，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报告中将核心素养划分为身

无论是从教育理论层面，还是从学科教学操作层

体健康、社会和情感、文化和艺术、语言和交流

面来探讨“核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体育学

等 7 个一级指标 [2]。从这些相关定义中的“社会

科核心素养”的概念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利于明

适应”“健康生活”“知识技能”等关键词中可以

确各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清各自概念之间的

看出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

关系。

它是一种关于教育的顶层设计，将会改变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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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知识为主的教育观。

育主动赋予个体的价值功能。当前，体育学界关

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

于体育核心素养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笔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

者认为体育核心素养是在体育素养的基础上，聚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焦和关注适应个体的终身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的

力，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关键素养，功能价值上是体育素养的精髓，量少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是我国学生发展的六大核心

而精。体育核心素养关键在于“核心”二字，说

[3]

素养 。无论是国际上关于核心素养内容的界定

明这种素养不是普遍性的、大众性，而是关键性

还是我国关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框架设计，可

的、 核 心 的， 这 种 素 养 一 定 是 最 核 心、 最 实 用、

以看出核心素养的内容是一个多元核心构成的。

最稳定的，是伴随个体一生的素养且使人终身受益。

当前，核心素养在我国教育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

2.2

阶段，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凭借学校教
[4]

体育核心素养的构成
在厘清体育素养及与体育核心素养的基础上

育逐渐达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辛涛等

需要进一步知道体育核心素养的构成，可从体育

人指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通过接受不同学段的教

的一般素养中筛选出核心要素作为体育核心素养，

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

这些核心素养的确定是能够为个体的发展和社会

[5]

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以上从经合组织、

的需要持续服务的，而获得或者说具备体育核心

教科文组织、欧盟等机构以及学者关于核心素养

素养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为了厘清体育核心素养

的讨论大致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一般意义上的

得构成，首先要分析体育的本质、作用和功能，

核心素养，即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应该具备的核心

这是分析构成体育核心素养要素的核心来源。与

素养，二是学科意义的核心素养，即通过学科教

其他实践活动相比，体育活动不仅具有一般的认

育来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进而落实到一般

识价值，还有形成人的价值 [10]。个体通过体育学

意义上的核心素养。最后，笔者根据当前对核心

习掌握运动项目和基本的体育知识，将体育锻炼

素养的探讨提出核心素养是个体在接受教育的过

融入到生活之中，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从而实现

程中逐渐形成的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于一

人的终身幸福。研究从体育的本质及概念为逻辑

体的综合能力形态。

起点，初步提出体质和健康、体育技能、体育社
会情感是每个公民应该具备的体育核心素养。

2
2.1

体育核心素养的概念与构成

第一，体质和健康：体质是人体的质量，一

体育核心素养的概念

般包括生理功能、人体形态、运动素质等。健康

明晰体育素养与体育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是

包含了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良好。

探讨体育核心素养的基础。体育素养最早由英国

宏观上讲，体质是健康的基础，没有体质（身体

学者 Whitehead 于 1993 年在国际女性体育教育大

健康）这一载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目标也

会上提出，她认为体育素养是个体在一生中保持

不能实现。体育作为一种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

适当水平的身体活动动机、信心、身体活动能力、

优势媒介在现代生活中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6]

理解力和知识 。体育学者赖天德

[7]

最早提出“体

色，一方面人们通过有规律的身体锻炼，增强人

育素养”，对其的认识和理解倾向于体育文化水平。

的体质；另一方面又要以体育为手段关注人的心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体育界关于体育素养的认

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所以，体质和健康的范畴是

识也逐渐深刻、丰富。余智

[8]

认为体育素养的要

素包括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育品德和体育个
性等。李永华

[9]

认为体育素养主要表现在身体和

认识体育本质的重要向度，体育核心素养的构成
必须基于体质和健康，这不仅是个体发展的前提，
也是体育之于人的目的。

精神两方面，前者包括体质、运动能力等，后者

第二，体育技能：无论是运动技能的提高还

包括体育品德、意识等。综上观点，关于体育素

是增强体质和健康，都必须掌握一定的运动技术

养的主旨论述主要侧重于个体参与体育活动时体

和运动技能，它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人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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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项目为媒介去锻炼身体必须掌握运动技能或

习，学生所能掌握与形成的终身体育锻炼所需的、

技术，技能的熟练不是以取胜为目的，运动技能

全面发展必备的体育情感与品格、运动能力与习

的要求也不是太高，能够基本掌握或者熟练运用

惯、健康知识与行为 [12]；胡曼玲从运动能力、健

即可，服务的是大众体育。体育核心素养的构成

康行为、体育品德三面探讨了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也必须基于这一点，即能掌握几项或者多项的体

的结构体系 [13]，二位研究者都是把体育学科核心

育运动技能，不仅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之中，

素养的界定立足于运动、健康、社会适应三方面，

且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体育

这符合体育教育的目的和本质。综上观点，笔者

运动技能的掌握是构成体育核心素养的必备素养，

认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

也是其它素养能够形成的关键和支撑，没有运动

体育课程学习过程中，形成的适应个体终身发展

技能的保障，身体的健康促进也就无法实现。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品格与能力。

第三，体育社会情感：情感生活在人的生活

3.2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

种不可或缺，人们与体育的互动产生的体育社会

当 前， 对 体 育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已 经 有 了 宏 观

情感的产生表现在：体育活动在紧张、快速的使

的认识，但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还不

人们的情感活动变得压抑的现代社会中成为个体

清晰，即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中体育课程的学习能

情感宣泄的对象；其次，体育是一种重要的面对

够获得哪些或者培养哪些必备的体育学科核心素

面、具有真实身体对话的情感交流方式，也可认

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关键在于“核心”二字，

为体育消费是一种“体育情感消费”；最后，体育

说明这种素养不是普遍性的、大众性，而是关键

起着某种情感的社会支持作用，在置身参与体育

性的、核心的，更是体育学科所固有的，也最能

文化活动中，参与者间的团结、信任、崇爱关系

反映体育的学科价值。基于当前对体育学科核心

可以为双方提供最为直接的情感支撑和现实的情

素养的构成尚无统一定论和核心素养研究的初级

感共鸣，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一种社会情感互动。

阶段，这里研究者提出从学校体育教育的目标出

所以，体育社会情感在人的发展重扮演重要角色，

发并结合体育学科的学科特性，以《中国学生发

作为社会化的人应该具备这一体育核心素养。

展核心素养》框架中的六大核心素养与十八个基
本要点作为基础，从体育素养（具体表现为体育

3
3.1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与构成

与 健 康 知 识、 体 育 意 识、 体 育 行 为、 体 质 水 平、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

体育运动技能、体育品德、体育个性、体育兴趣

从宏观层面来讲，学科素养是学习者通过学

和习惯八个方面）中进行相应的遴选，并添加有

科学习所必备基础的能力、技能和知识，以及运

关体育的情感、价值观、态度等素养，初步组建

用科学的的方法来判断与解决学科问题的能力

[11]

；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因此，以学校体育教

从微观层面来讲，学科素养就具体到了某一学科

育目标为起点，结合体育学科的学科特性，以国

上来，可以说是学生通过某一学科学习中所获得

家颁发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为依据，

的学科基本知识、技能及在学科学习中逐渐养成

在体育素养内涵的基础上初步提出运动技能与习

的学科素养，如数学学科素养、地理学科素养等。

惯、健康知识与行为、体育品德与情感是一级指

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通过学校教育中某课程学

标，二级指标包括运动技能、运动习惯、健康知

科的学习所形成的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持

识、 健 康 行 为、 体 育 品 徳、 体 育 情 感 六 个 层 面，

续、最为实用的素养，在接受不同学段的课程教

详细论述如下。

育中逐渐养成的最具该学科特征的关键成就与能

第一，运动技能与习惯。运动项目是体育学

力。换言之，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

科教学的载体，一切技能、知识、情感的养成与

科的具体化表现，体现的是学科价值。当前，关

获得都以此为核心而进行。学生通过小学、中学、

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尚无统一定论。学者

大学阶段的体育学习，必须根据自身兴趣熟练掌

于素梅认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通过体育学科学

握 2~3 项运动技能，且能够认识体育运动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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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规律，这是任何学段学生通过体育学习都

之间的关系

应具备和掌握的，也是体育学科最为重要的学科

4.1

核心素养统领体育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诚然，不同学段由于学生身心发育的

核心素养教育理念是一种关于培养人的教育

特点，体育学科所教授的内容与学习方法也各不

顶层设计，它明确了作为社会中个体的人应具备

相同，但体育学科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学

的核心能力。笔者认为核心素养的理念统领体育

校体育教育终极目的就是让体育能够持久性的渗

核心素养，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远大于体育核心

透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而不仅限于学校，促使

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作为核心素养的一个要点要

其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并在生活中形成稳定性

为实现个体的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与功能。

与持久性，在学生脱离学校教育后依然能够积极

核心素养的研究指向人的发展，这里人的发展包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去。

含了个体能够适应社会、培养个体发展终身能力、

第二，健康知识与行为。学校体育不仅是运

实现自我价值等诸多综合要素，从而实现个体发

动技能习得的场所，也要向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

展的最大化。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理应要

健康和保健知识，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为发展人的核心素养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国家在

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了解体育对促进身体机能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顶层设计中把健康生活

促进作用，并让学生了解运动项目的常见运动损

作为一大核心素养被提出来，其中就明确要掌握

伤与防治，懂得体育运动的安全防范等，这些常

合适自己的运动技能与方法，以及具有自我保护

见的知识在学习后在学生走向成人后，在终身体

能力和安全意识。可以看出体育作为促进个体发

育的参与过程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就是，

展的重要抓手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核心素养

养成科学锻炼、科学健身、懂得平衡营养饮食的

作为一培育人的顶层设计，为发展人的体育核心

健康生活行为，如学生懂得怎么样合理安排运动

素养指明了方向，发展人的体育核心素养为促进

符合，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运动时间、明白体育

发展人的核心素养提供一定的保障。

运动中怎么样补水、补能量，这样都是与学生日

4.2

常参与体育活动紧密相连的，这都是体育学科重
要的核心素养。

体育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核心素养是个体和谐的融入社会发展和满足

自身幸福生活所具备的，而具备的核心素养中的

第三，体育品德与情感。在核心素养的理念

体育核心素养是其一个重要组成。研究初步提出

下，传授体育知识、技能与方法只是体育教学的

体质和健康、体育技能、体育社会情感是个体必

任务之一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借助体育教学

须具备的体育核心素养，这三者与发展个体的核

这一手段，来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即通过体育

心素养是紧密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如欧盟提出

教学让学生体会到团队的配合、成功的喜悦，培

核心素养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成功的生活，如果只

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积极的体育态度，

有知识素养、数学素养和基础科技素养、数字素

让体育课堂成为学生走向社会的“前奏”，课堂中

养，而没有体质与健康等体育素养，显然这是不

的体育俨然已成为学生走向社会的演练场。体育

完备。其次，个体的身体是一切的载体和基础，

学科对于学生品格与情感的培养不同于其他学科，

重要性就和毛泽东所言的“无体便无一切”一样，

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互动性、对话性，且这些

没有良好的身体作为保障，其它的素养也无法实

特点都是在身体活动中来体现的。当今社会的发

现。所以，体育核心素养应是作为个体应具备的

展需要以体育为手段，通过体育教学去培养学生

一个重要素养，它丰富了核心素养的内涵，同时

的“社会性”，体现在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实现人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养成互帮互助、遵守纪律、集体荣誉感，这些都

4.3

是学校体育发展学生所必备的核心素养。

的具体化表现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体育学科中
学校教育课程的体育课程应充分发挥学科的

4

核心素养、体育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教育功效为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做出贡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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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是一个包含诸多核心要素的关键能力，培育

育学科核心素养也将依附学生的存在实现社会化，

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跨学科或者多学科融合来共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伴随着学生的角色转换而潜移

同实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

默化的成为个体是适应社会发展与自身需要的体

养的培育是指学生通过接受不同学段的体育课程

育核心素养，二者的培育目的与方向是一致的。

学习中逐渐养成的最具该学科特征的关键成就与
能力，如文中初步提出运动技能与习惯、健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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