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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管理三十载
宋尽贤口述    本刊记者曾卓 整理

后参加系里组织的篮球赛，被同年

级的校队主力李志敏“相中”，拉

到篮球队“试训”。我因担任小班

的团支部书记，忙于“红专大辩论”

等活动，除上课外，自习、做作业

的时间都不能完全保证，篮球队的

训练更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1958 年暑假，北京团市委组织

北京青年慰问团去长山海防前线慰

问驻军，除国家体操队外，文工团、

篮球队、杂技表演都是大学生，还

有劳动模范张百发、李墨林等各界

青年代表。清华派了军乐队，并与

矿业学院联手组派了男子篮球队，

参加慰问团舞蹈队、合唱队的还有

动力系陈清泰、电机系陈君燕等，

电机系沈熊担任慰问团的副团长。

经短暂集训，出发前指派我担任慰

问团篮球队的团支部书记。

一个月的慰问活动，北起北

隍城岛南至南长山岛，驻军比较集

中的大岛都留下了慰问团的足迹。

篮球队与驻军的师集训队和几个团

级篮球队打了 6 场友谊赛，并进行

了座谈交流。除比赛外，篮球队员

克服乘坐小型运载船引致的晕船反

应以及淡水供应不足带来的生活不

适，全员参加大合唱演出，协助文

我与清华体育代表队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大约30年，

都是做学校体育管理工作。那些年

常常被人问起：你一个学理工的，

怎么当了体育司司长？起初我还用

几分钟稍加解释，后来则直接说：

在清华做学生辅导员时，担任过体

育代表队团总支书记。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1950 年

到天津上中学才开始上正规的体育

课，自认为除了个子稍高喜欢打篮

球外，运动能力一般。1957 年，我

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习。入学

1963 年无线电系毕业，先后在清华

大学无线电系、校团委、教务处、

校 长 办 公 室、 后 勤 等 部 门 工 作。

1988 年调教育部，任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

宋尽贤

北京市青年赴长山海防前线慰问团全体团员合影纪念，1958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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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搭台，帮体操队搬器械，在慰

问团内外都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或许是因为这次慰问团的经历，暑

假后我被批准正式加入体育代表

队，并在体育代表队直属团总支成

立时，担任了足球篮球队的支部书

记。稍后几年我一直在想，选我进

体育代表队，是作篮球队的“板凳

队员”，还是任团支部书记？答案

怕是后者。

1960 年我被抽调担任体育代表

队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同时抽调的

还有杨五万、韩洪樵、陶怡园等，

工作部门属团委军体部。按当时分

工，党委武装部管军事体育和民兵

工作，学生会管群众性体育锻炼，

体育代表队团总支的主要任务则是

在党委、团委领导下负责体育代表

队的工作。

我大半生学校体育管理工作的

生涯从清华体育代表队开始。

1950-60 年代清华体育代

表队的探索与启示

清华有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

对学生参加体育训练有严格要求，

不同时期也都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的运动队。1952 年蒋南翔校长来校

工作，翌年即提出体育工作要在“普

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

1953 年 3 月校务会议决定成立体育

代 表 队。1954 年 4 月 13 日《 新 清

华》发消息报道清华体育代表队成

立，并公布了首批经选拔确定的田

径队、足篮排球队、体操队（时称

技巧队）队员名单，11 月 15 日又刊

登了校务委员会通过的《清华大学

运动代表队章程》及包括当年入学

新生在内的代表队调整名单。

1950-60 年代是清华体育代表

队建队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据统

计，1954 年至 1966 年间，先后建有

24 个项目的 21 支代表队（棒球与

垒球合建棒垒球队，冰球、花样滑冰、

速度滑冰合建冰上运动队），各年

级队员 1931 人，开展项目之广、队

员人数之多，可能是各个时期之最。

1950-60 年代清华体育代表队

成绩斐然。田径队在北京高校田

径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并连续四年

（1963-1966）包揽男子总分、女子

总分和男女团体总分冠军，1959 年

在清华 - 莫斯科动力学院田径通讯

赛中获女子总分第一。足球、篮球、

排球三大球水平居全国高校一流，

1960 年女篮以全国篮球乙级联赛济

南赛区亚军的资格晋级甲级队，是

当年全国甲级联赛中唯一的大学生

篮球队。

1950 年代后期，在巩固、发展

已有的田径队、足篮排球队、体操队、

冰球队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手球、

乒乓球、棒球、垒球、网球，羽毛球、

游泳、冰上（速滑、花滑）、自行车，

击剑、武术、举重，航海多项、摩

托车、射击、无线电报务等队。这

些队在北京高校比赛中几乎都能位

列三甲，有多人次打破北京高校或

运动健将，北京市花样滑冰冠军赵希人

（来源：1960 年清华画刊）

女子垒球冠军队队员陈丰和凌保珍

（来源：1960 年清华画刊）

1959年 ,关仁卿代表北京队参加第一届

全运会，图为当年 5月关仁卿在先农坛

体育场训练（关仁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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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记录。北京高校没有普遍开

展的项目，如举重、自行车、摩托、

击剑、花样滑冰等，则直接参加北

京市或全国的比赛，也有上佳表现。

当时的清华体育代表队是北京市竞

技体育的一支重要力量，1958 年清

华代表队 70 人入选北京市第一届全

国运动会的集训队，1959 年 18 人正

式入选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北京代表

团，11 人获得名次，13 人为北京团

得分，获 5 金 1 银 2 铜。1965 年第

二届全国运动会，清华有 4 人代表

北京市参加比赛，张立华获得三枚

个人单项金牌，并打破三项（个人

单项）全国记录。至 1966 年，清华

体育代表队有蓬铁权、李作英、胡

方纲、陈铭忠、姚若萍、关仁卿、

陈丰、赵希人、严晓蒸、张立华、

李延龄、陈平、李友琴、徐仲伦等

共 14 人获运动健将称号。

在竞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同

时，代表队员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

严格要求自己。一些优秀运动员既

是共产党员、运动健将，又是清华

大学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获得

者），为全校同学树立了又红又专、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榜样。

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运动

员的刻苦努力、顽强拼搏和全校同

学的大力支持。从工作上说，牢牢

把握建队宗旨、有效的保障措施、

科学的训练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华体育代表队以育人为本为

建队宗旨，要求队员德智体全面发

展，努力做到又红又专。1954 年 11

月校行政会议通过的《清华大学运

动代表队规章》共 9 条，其中第 3、

第 8 条“学习成绩全部及格”、“努

力做到全面发展”的入队条件赫然

在目 , 清华体育代表队建立伊始就

把运动员必须全面发展作为入队的

基本条件。各队向新队员介绍队史、

进行入队教育时都把建队宗旨和全

面发展的要求放在首位。

育人为本的宗旨还体现在学校

对代表队员提出了更严格、更高的

要求。实施“两个集体”措施前，

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向集中住宿的

代表队员语重心长地说：集中到代

表队住宿后，会遇到更多的矛盾和

困难，会出现新的不平衡。集中的

代表队员一百人是全校一万学生的

百分之一，出现在百分之一学生身

上的不平衡可以争得全校百分之百

的平衡。他勉励队员努力克服各

种困难，为全校学生的全面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百分之一”的概

念使代表队员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

任，从觉得是“荣誉”到肩负责任，

无疑是一种激励，激励代表队员更

1959 年 10 月 19 日，蒋南翔、马约翰、张孝文、张慕津、夏翔、谭浩强等与部分参加

第一届全运会的体育运动员及其他优秀运动员合影。

第一排左 3李延龄、右 1冯振江、右 2潘丽华

第二排左 3仇素琴、左 4周文瑛、右 3温以德、右 4刘应尘、右 5姚若萍



64

无体育    不清华

加严格要求，自己做全面发展的表

率。体育代表队员在运动场上顽强

拼搏为校争光、克服困难努力实现

全面发展的精神状态以及思想政治

上的进步，不仅从体育一个方面为

全校同学树立了榜样，也对营造积

极向上的育人环境和欢乐和谐的校

园文化氛围起了重要作用。

为保证代表队员全面发展，学

校党委及有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并

拟订相关制度，包括“两个集体”、

运动员教学与训练比赛矛盾的协调

安排、团委 - 体育部联席会议、加

强运动员食堂管理等。

上世纪 60 年代初蒋校长提出

“培养学生要抓好三支代表队（即

政治辅导员、学习成绩优秀的因材

施教学生、文艺体育骨干），通过

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向着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目标前进”，是从人才培

养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更全面、更高

水平的“因材施教”。

“两个集体”对代表队员的全

面发展起了很大的的作用。一是统

筹协调课堂教学、训练比赛、参加

社会活动、实习劳动等在时间安排

上的矛盾，保证队员最基本、最必

要的课堂学习和训练比赛，其余适

当减免或推迟；二是加强体育代表

队党、团组织建设，关心队员思想

政治上的成长，包括把体育训练、

比赛中的表现也同样作为入党、入

团的参考条件；三是安排好食宿，

提供较好的伤病治疗和运动康复条

件。为解决队员外出比赛后的补课

及其它涉及课程安排的特殊难题，

体育代表队团总支专设了一个学习

委员，特聘毕业留校工作的代表队

员担任，以教师身份出现，方便与

各系教务科沟通，田径队陈秉中、

篮球队王光纶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

1950-60 年代清华体育代表队

不但能以课余体育训练的形式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没有发生过

严重的伤害事故。究其原因，首推

科学训练。

学校竞技体育发展必须同时

遵循两个规律，大学教育培养专门

人才的规律和竞技体育训练规律。

实施科学训练的先决条件是高水平

的教练，清华体育代表队的教练员

几乎全部出自名师荟萃的清华体育

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懂科学、信

科学的名师指导下，享受到真正的

科学训练，保证了运动成绩的稳步

提高。

1950-60 年代清华体育代表队

的实践表明，学校竞技体育遵循教

育规律，以培养人为宗旨，是战略

性的，起着决定性作用；学校竞技

体育遵循竞技体育规律实施科学训

练，是战术性的，起着不可或缺的

关键作用，大学体育代表队建设必

须同时遵循这两个规律。

实践还表明，1950-60 年代清

华体育代表队的经验是可借鉴的，

值得进一步探索。而且探索的不仅

限于大学体育代表队如何提高水

平，还是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路。

学校体育不单单属于全民健身，也

是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

马约翰体育思想与清华体育

传统给我以助益

回顾近 30 年的学校体育管理

工作，在清华学习、工作时接受的

教育，清华优秀的体育传统、体育

文化以及马约翰体育思想给我以助

益。

最直接、有效的是以清华体

育工作实践为模板在一定范围内推

广、实施。1985 年底，当时的国家

教委、国家体委在掖县召开了学校

课余体育训练座谈会，讨论制订了

12 年规划，确定了一批先行试点的

大学和中学，但这些试点校的运动

队如何管理？因为缺乏实际经验，

管理办法迟迟未能出台。后来我与

体育司的同事一起，以 1950-60 年

代清华体育代表队的实践和清华附

中马约翰班的做法为蓝本，起草了

试行办法，很快即公布实施。

回顾我任体卫艺司司长期间做

过的事，从完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体育卫生管理体系、省级设立

专门机构，到起草《学校体育工作

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以及

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学校健康教育

基本要求、学生常见病防治规划等

10 多个教育行政法规及管理文件，

以及促使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形

成制度，无不感受到清华优秀体育

传统给我的助益。

作为能亲受马老教诲的清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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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马约翰体育思想给我的助益虽

然是无形的，但也是最有力的。因

为半路出家，我刚到体育司时对能

不能适应工作确实有些忐忑，抱着

虚心学习的态度，把每个同事都看

成“百事可问”。随着对工作运转

规律和环境的熟悉，逐步放开了手

脚。但真正让我觉得有信心做好工

作的底气源于马约翰体育思想。

马约翰先生从 1914 年开始，直

至 1966 年逝世，在清华辛勤工作

52 年。清华学校时期，他和他的同

事，把在封建教育环境里长大，从

未接触过现代体育的少年，培养成

体魄健全、能适应美国大学教育环

境的留美学生。1920 年他在美国春

田大学的论文《体育历程十四年》

是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联系到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受教育对象，可

以看出他冲破封建羁绊，为开展中

（小）学体育所作的不懈努力。从

1920 年起，一直担任清华体育部主

任的马约翰从未离开过清华，终生

致力于学校体育。翻阅中国体育史

料会发现，1920-30 年代在体育军

事化思想、自然体育思想、国粹主

义体育思想等形形色色的体育思想

孰优孰劣的争辩中，似乎听不到马

约翰的声音。而实际上，扎根于学

校体育，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马

约翰体育思想——以学校体育为基

础、以学生为对象、以青少年体魄

健康为目标的学校体育思想早已形

成，并在清华付诸实践。

于我国学校体育管理的实践。比如：

学校体育是国家体育的基础；学校

体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每个学

生都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生动活泼

地得到发展；学校体育的目的是增

强学生体质；学校体育要全面关心

学生健康，学校要努力创造条件做

到体育与卫生保健并重；现代体育

与民族传统体育结合；从学生实际

和国家需要出发制定科学、规范的

学校体育管理制度，重视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与管理，促使学生努力达

到规定的健康标准等。

文化传承——清华体育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

马约翰体育思想以及在清华的

实践，使历届清华学生受益匪浅。

他们毕业后，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都为自己是马约翰的学生而自豪，

有的也成为马约翰体育思想的宣传

者。其中一些人走上了国家教育或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岗位，如

蒋南翔、荣高棠、何东昌、艾知生、

伍绍祖、周济等。他们重视学校体

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实践

马约翰的体育思想，为中国当代学

校体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说到蒋南翔校长，除了前面提

到的对于 1950-60 年代体育代表队

建设的指示外，更令人耳熟能详的

是他提出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应当说，这个口号至今

仍是动员当代青年学生为祖国繁荣

马约翰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体育

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体育思想

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特别是我国

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

作用，是我国近现代体育理论的宝

贵财富。他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

竞技体育训练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他的体育思想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点：

  学校体育是国家体育的基础。

  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德、智、体三育之一，又

包含德育、智育的内容。

  体育是教育的有效方法，体育

活动是增进身心健康、塑造高

尚人格的有效手段，体育道德

一经获得便可以向其它方面积

极转化。

  体育的真正基础是科学，体育

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音

乐、美术等学科有广泛和内在

的联系。

  体育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的身

心健康，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

并重。

  坚持经常的体育活动是保持旺

盛生命力和乐观情绪的源泉。

马约翰先生关于学校体育的思

想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其中绝大

部分都作为指导思想或原则、方针

被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法规、政令

所吸纳。

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努力把

对马约翰体育思想的所学、所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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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贡献力量，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的最贴切、最有号召力的表达。提

出这个口号时，年近七旬的马老已

经健康地工作了近五十年，“以马

老为榜样”是当时清华学生积极锻

炼的强大动力。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口号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

人，既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

力锻炼。

何东昌任教育部长后第一次听

取体育司汇报时就明确指出：“学

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三个

为主’，就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

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为

主’不是‘唯一’。学校体育工作

要做的事情很多，各项工作应当有

一个合适的关系，关系摆好了，工

作就好办了。”“卫生工作要以预

防为主，应当当好校长在保健方面

的参谋。”我调到教育部后与他说

起，体育司认为“三个为主”对体

育卫生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他说，清华不是一直这样做

嘛。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后，中共

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

动的通知》。我还没看到通知全文，

就接到了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

生的电话。他让我注意通知里提到

的“重点抓好学校体育，从少年儿

童抓起。在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

积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那段话。

他说，在起草、定稿过程中他强调、

支持了以学校体育为重点的提法，

鼓励清华要有所作为。此后不久，

国家体委决定邀国家教委一道召开

学校课余训练座谈会，会上安排清

华与会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1989 年 12 月，国家体委主任

伍绍祖在接受《学校体育》记者采

访时发表了《全面理解学校体育是

发展我国整个体育工作的战略重

点》的讲话，要求端正思想，牢记“五

全”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发挥学校体育的全功能，

各方面全都关心，体育要贯穿从幼

儿园起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伍绍

祖在校时曾任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牵头管群众性体育锻炼。

建校 110 年来，清华优秀的体

育传统、体育文化与体育思想有继

承、有发展。从建校之初受美国文

化影响，到后来历任领导对体育的

重视，再到为祖国、为清华努力工

作五十载的马约翰先生，以及受马

约翰先生影响，践行“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号召的一批批清华学

子，清华的体育精神已经深入到清

华人的骨髓、思想和行动中。这一

可贵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清华体育

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为一个清华校友、清华体育

代表队的老队员，欣喜地看到近年

来清华体育的新发展、新追求。“江

山代有才人出”，历代清华学子对

发展清华体育的实践和探索从未停

止。相信新时期的领导更明智，年

轻的学弟学妹们更聪明，期待他们

沿着探索之路继续前行，取得一个

又一个更好的成绩，攀登一个又一

个新的高峰。

宋尽贤在福建泉州鲤城区实验小学举行的校园体育活动研讨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