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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我国竞技运动异化现象有深刻的“生命异化”背景。对此有三个方面值得剖析：

一是人具有双重生命本质，而非单一的生命轮回，是“类生命”对“种生命”的超越；二是竞技

运动中群体本位意识严重，遏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三是竞技运动中完善“硬约束”的同时，应建

立与之相适应的“软约束”。在社会转型时期，要解决竞技异化问题，必须从人的“生命本质”入

手，而教育是人在竞技运动中实现生命跃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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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 of life of human beings in competitive sport 
SUN Wei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 in China today has a profound background of “life 

dissimilation”,for which the three aspects below are worthy of dissection：1)human being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double life nature, not homogeneous life reincarnation, but the surpassing of “specific life” over “generic life”; 2)the 

awareness of group position is serious in competitive sport, which contain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of hu-

man beings; 3)while “hard restrictions” are being perfected in competitive sport, corresponding “soft restric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petitive dissimilation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we must start 

at focusing on “life nature”, whereas education is the bridge for human beings to fulfill life quantum leaps in com-

petitive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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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国竞技运动的“硬实力”已跻身世界强国

之列，但“软实力”却相对滞后，这是导致各类异化

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软实力”是以人的生命本质

为核心的哲学所指，是硬实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只

有在高水准的软实力背景下硬实力才能展现自己，才

能实现竞技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当今国内竞技场的兴

奋剂、黑哨以及殴斗伤害等恶性事件屡禁不止，“邹

春兰、王德显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异化现象与当今

“人本位”的体育思想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创建和谐

社会理念极不相称，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

考。当今竞技运动理论蓬勃发展，诸多学者对异化现

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剖析，但唯有从人的生命本质入

手，才能真正发现其异化根源，进而有效地减少异化

现象的发生。因此，如何协调“种生命”与“类生命”、

“软实力”与“硬实力”、“软约束”与“硬约束”以

及“夺标”与“育人”之间的平衡，便成为亟待解决

的课题。采用人的生命观分析竞技运动中各种异化现

象，有助于贯彻和实施建立在“人本位”之上的育人

夺标理念，有助于创建和谐的竞技运动文化，以促进

“人文奥运”理念的实现，并使我国竞技运动在 2008

年奥运会后仍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存在 

1.1  人不是单一生命的简单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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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存在物，即种生命(被给予的

自然生命)和类生命(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而非单一

生命所构成。人不应该仅仅满足“活着”，即像动物

那样生存，应该以第一生命（种生命）为基础，把第

一生命引向第二生命（类生命），通过第二生命的创

造生活去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中国青年》1997 年第 9

期刊登一则报道，记载了一位记者和偏远乡村放牛娃

的对话，记者问：“孩子，你在这里放牛为了什么？”

答：“让牛长大！”问：“那牛长大了呢？”答：“卖钱，

盖房子。”问：“有了房子又做什么？”答：“娶媳妇，

生娃。”问：“生了娃呢？”答：“让他来放牛呗。”从

中可以看到动物式的生命活动，一生的奔波劳累无非

为了两件事，即填饱肚皮保持生命和传宗接代延续生

命[1]37。上则对话如果影射到当今竞技领域便可演绎成

另一番风景，问：“孩子，你在这里踢球为了什么？”

答：“出成绩！”问：“那出成绩了呢？”答：“拿奖金。”

问：“有了奖金又做什么？”答：“买房娶老婆生孩子。”

问：“生了孩子呢？”答：“让他踢球。”从这一则对

话和演绎中可以看出单一生命无意义的动物式的简

单轮回，这种状况在我国竞技领域是存在的，一部分

曾经从事过竞技运动，且善于动脑思考的人，已经觉

悟到了那种动物式生命循环的荒诞性，进而让他的下

一代远离或拒绝使人“没有出息”的竞技运动，因为

他们无法看到其中超越生命本能的出路。 

1.2  人与“某种人”——竞技运动中类生命的遮蔽 

当今社会科技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成为主导理

性，事物皆被“功能化”，竞技领域也不例外。功能

化使事物丧失了整体性和独特性，一切事物被当作是

具备某种功能性的东西[2]，人成为工具，变成“某种

人”。 

“某种人”是指具有某种专业知识、掌握某种专

业技术技能、扮演某种特殊角色的人。“某种人”不

是具备类生命的人。竞技运动中的“某种人”就是通

常人们所说的只具备较高身体素质的“篮球皮子”、

“田径驴”、“体育棒子”，“棒子”“皮子”“驴”贴切

而又形象地表现出 “第一生命”的特质，但竞技的

目的不仅要把人培养成为“某种人”，更重要的是将

人培养成为超越了“某种人”的能够协调人与自然、

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自我的“人化人”，即全面发

展的人。当今我国竞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训练、竞

赛、选材等如何提高运动成绩的层面，忽视了竞技运

动对人的教育功能，导致了诸如“足球人、篮球人、

田径人”等“某种人”的出现，从而张扬了人的种生

命，遏制了类生命，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按这种模

式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可以所向披靡、摘金夺

银，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弱势群体”。 

1.3  类生命是对种生命的超越 

种生命表现为个体生命、本能生命、自然生命、

物质生命和自在生命等等[3]。但作为人，已不再满足

于本能生活，而要追求高于种生命、具有永恒价值的

东西，成为超生命的生命体，这才可以称为“人”。

正是这种双重性本质体现了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其他

存在的根本特征。 

竞技运动中，人的双重生命得以充分体现：射击

运动员鹰一般的眼睛，举重运动员熊一般的力量，短

跑运动员豹一般的速度，跳跃运动员袋鼠一般的弹跳

等等，所有这些正是第一生命，即种生命的展现。但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具备了第一生命，顶多只算是一个

“竞技人”，而不能成为具有类生命的“人化人”。与

种生命相对应，类生命则表现为社会生命、精神生命、

文化生命、价值生命和智慧生命等等。从中可以看出，

种生命是有限的，类生命是无限的，类生命是对种生

命的超越。竞技运动是集人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

属性于一体的操作过程[4]，并非死拼体能的“斗兽场”。

作为竞技主体，不仅要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而且要

通过教育培养优秀的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超越禁锢

生命的动物式简单循环，摆脱屈从于生物的物种规

定，以种生命为基础去实现更高的生命——类生命。 

 

2  竞技运动中“群体本位”意识 

2.1  群体本位中人的生命本质 

马克思把人或社会发展分为三个基本形态，即

“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形态、人的“自由个性”联合体形态[5]。

从人的本位特征来讲，也就是在从族群本位经过了个

体本位的发展，必然走向人的“类本位”时代，这是

人类不可逾越的三个阶段[1]73。在第一形态中人的生命

特征表现为一个“大我”的特质，“小我”，即作为主

体的人在群体中消失了，群体成为个体的生命代言

人。社会发展到第二形态，人表现为具有个体生命特

征的作为主体的人，人对群体的依赖过渡到对物的眷

恋，这时，人成为“物化的人”。社会发展到第三阶

段，人的生命特征又重新回到了“群体”之中，与第

一阶段的区别是群体之中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

每个人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按马克思所讲，是“自

由个性”联合体形态。那时，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

的特长，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这是“人化人”

的表现。人类正是以这种“正题”、“反题”和“合题”

的形式实现自身的生命本质。 

2.2  竞技运动中的虚假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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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几乎跨越第二个阶段的今天，第一阶段，

还普遍地存在于竞技领域，这不能不说是竞技运动中

的一种“返祖”现象。从“马家军”到“王家军”，

从孙英杰到邹春兰，从“强种意识”到全运会“第一

定律”，无不暴露当今竞技领域的群体本位仍是普遍

存在的现象，他们所形成的集体是“虚假的集体”，

是集体的一种异化状态。“虚假的集体”是一个近乎

封闭式的小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作为主体的人消失

了，正如古希腊“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城邦”一

样，运动员的生命属于国家、种族、运动队、教练或

家长，唯独不属于自己，表现为他所从属群体的“大

我”对个体自我或“小我”的控制。在这里只需要人

的第一生命，即本能生命就足够了。他的任务是跑得

快、投得准、跳得远，别无他求，对待人的生活就像

喂牲口，训练就像驯兽，现代竞技场返回到了古罗马

式的斗兽场，人从此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维系教

练和队员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在这种虚

假集体中，所谓“情同父子（女）”关系的纽带不是

人与人之间情感，而是荣誉或利益。这种脆弱的纽带

意外断裂，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荡然无存。 

 

3  竞技运动中的应然性 

3.1  竞技运动中的“能”与“应当” 

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

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这就表明动物是完

全受它的本能所支配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

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也就是说，人

不是自己生命活动的奴隶而是支配自己生命活动的

主人。 

动物受适者生存的法则支配，遵循自然的丛林法

则，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表现为一种隶属于种生命

的“能”的特质，是种性的表现；而人属于超越本能

生存方式的超生命，表现为一种隶属于类生命的“应

当”的特质。“种生命”是人具有的动物式的本能生

命，在竞技运动中表现为能突破身体限制，挖掘和发

挥人体的最大潜能。我“能”跑得更快，“能”跳得

更高，“能”投得更远；为了跑得更快，我“能”用

兴奋剂，为了赢球，我“能”贿赂裁判，当我输掉比

赛时，我“能”殴斗，这是把奥林匹克精神片面地理

解成为“我能比呀”，是动物式适者生存的本能。超

越这种本能的是具有第二生命的属人的价值性意识，

表现为一种“应当”的特质，即在心中千万次的问，

我“能”做我想做的事，但我是否“应当”去做。 

3.2  竞技运动的“软约束”——主体行为良知 

“应当”专属人的价值范畴，是人“类性”的表

现。在竞技运动的价值导向中，需要健全的、合理的

赏罚机制，这也是价值规范得以实现的“硬约束”，

它规定着人“能”还是“不能”。当今我国竞技运动

中的各种“硬约束”趋于健全，但价值规范的实现，

又有赖于与“硬约束”相对应的“软约束”，它规定

着人们“应当”还是“不应当”，这便是个人的价值

认同——行为主体的良知。竞技运动中，良知对主体

的约束起着重要作用，它制约着各种竞技异化现象的

出现，实现对竞技场上每个参与者的指导、触动和内

心世界的监护；参与竞技的个体在良知水平上表现出

来的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是真实面对自我的结果和

忠实于自我的表现。在这个水平上，竞技个体通过对

体育道德的践履，培养自身的各种高级属性（类性），

并体现奥林匹克主义的尊严。 

 

4  主体实现“类生命”的桥梁——教育 

4.1  人的全面发展与“类生命”的内在同一性 

以上各种异化现象表明当今竞技运动造成了人

发展的片面性，导致了人的畸形发展。而“教育的有

效，正让人逐步摆脱片面性,告别畸形发展”（马克思

语）。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人。全面发展的概念在我国已存在数十年，而数

十年中竞技运动培养人的片面性却始终如影随形。当

今竞技运动严重遏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寥寥精英亦是

数以万计之人堆积而成，众多竞技者的失去远远多于

获得，留下的大多是遗憾和伤病。竞技者经过竞技运

动的洗礼，很多人没有成为社会的英才，却成了废才。

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些异化现

象还屡见不鲜，与我国竞技运动成绩的辉煌形成鲜明

对比，应当说是竞技运动教育的悲哀。 

人的发展正迈向“自由个性”联合体，即自觉的

类主体阶段，它是个体之间的和谐，是个性的张扬，

它使每个人都具有个体自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类”

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本质统一的联系性质，它的本性要

求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发挥独立的能动性、创造性。竞

技运动中，应着力创造条件使运动个体充分发展、协

调发展、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8 年

北京奥运将至，在展示竞技硬实力的同时，如何充分

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如何实现“后奥运时期”我国竞

技运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其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4.2  竞技运动中的教育——育人夺标 

当今我国竞技运动“硬实力”很硬，而“软实力”

却相对较软，主要表现为“见物不见人”。近年来，

国内学者针对此异化现象提出“育人夺标”的新理念，

强调“夺标”和“育人”的有机结合，培养出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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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会三种属性于一体的竞技人才，为实现 2008

北京奥运理念，促进“后奥运时期”竞技运动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育人夺标”理念在竞技领

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育人”与“夺标”还是

貌合神离，没有形成一种竞技运动文化。 

竞技需要教育，但不是竞技之后的教育，而是竞

技之中的教育。竞技不仅应使竞技者成为精英，靠精

湛的技艺赢得尊重，同时，还应使其接受教育。与人

为善、善解人意、自信谦逊、诙谐幽默应是他们的修

养，吃苦耐劳、勇往直前、临危不惧、拼搏敬业应是

他们的意志品质，对所属集体的爱护和作为中国人的

自豪也应充分表明他们的精神面貌，为促进国与国之

间的交流，增进各种族之间的和平和友谊充当纽带和

桥梁，所有这些正是以“种生命”为基础的“类生命”

的张扬。他们应该是极具个性的人，是竞技运动中的

自由人，而这种自由个性的培养正是通过竞技之中的

教育来实现的。 

 

5  结论 
竞技运动中，人的生命本质得以充分体现。各种

异化现象的出现，是人的第一生命即种生命过分张扬

的结果。第二生命即类生命的泯灭，动物式的生存方

式横行，造成竞技“群体本位”的暴露和“某种人”

的出现，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背道而驰，与奥运宗

旨极不相称，严重制约了我国竞技运动可持续发展。

我国竞技运动中的“硬约束”随着异化现象的发展而

趋于健全，而“软约束”却相对滞后，这与“夺标”

和“育人”之间张力失衡以及竞技运动的最终目的理

解偏差相关。 

竞技运动中，教育是人第一生命(种生命)向第二

生命(类生命)跃迁的桥梁，是人能够成为人的必要手

段。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育人夺标”理念之上

的竞技教育，以竞技运动为手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为创建和谐竞技运动文化，为我国“后奥运时期”竞

技运动可持续发展奠定软实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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