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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司 其 职   比 翼 齐 飞  
——伍绍祖同志答记者问读后感 

 

吴翼鉴4 

（江西省九江市教育局，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认为《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体育改革回顾——伍绍祖同志采访记》中的“党和政府办
体育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体委只抓金牌，不抓体质是本末倒置”的观点切近
中国体育现状。中国体育的行政机构要进行重大改革，管理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竞技体育）

的行政机构必须分开。增强体质单靠体育部门不行，必须要有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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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their jobs respectively and making progress all together 
——A review of the interview with Mr. WU Shao-zu 

WU Yi-jian 
（Jiujiang Bereau of Education,Jiujiang 332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such views a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manage 

sport is to enhance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entire nation” and “it is 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for the 

sports committee to focus only on gold medals and ignore physical constitution” in the Review of Sports Reform in 

China in the Last 1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An Interview with Mr. WU Shao-zu are realistically close to the cur-

rent state of sport in China. Major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administrative organs of sport in China,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manage mass sport and competitive sport must be separated and do their jobs respectively. 

It will not work out to depend only on sports departments to manage the job for enhancing physical constitution, in-

stead, such departments as education and sanitation must cooperate closely to get the job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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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刊》2007 年第 1期刊登了特约记者古柏

2001年 4月 10日对我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

祖的采访记，题目是《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体育改革

回顾——伍绍祖同志采访记》。我对古柏同志秉笔直

书的谈话记录（经伍绍祖亲自审阅过），读之再三，

感慨万千。这篇谈话记录中有两个问题印象特别深

刻。 

（1）伍绍祖阐明了体育的总目标和根本任务，

批判了体育就是“拿金牌”的观点。 

有人认为，体育就是搞金牌的，和人民体质没有

关系。伍绍祖否定了这个观点；有人说，体育是多目

标的、多任务的，难分主次。伍绍祖说，必须明确，

体育的总目标是增强人民体质，基本任务是“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质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

益，中国设置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体

质，而不是拿金牌。”“党和政府办体育事业的根本目

的是要解决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并强调：“这个问题

是我在 90 年代初期才搞清楚的，但现在许多同志，

包括体育总局的一些同志，还只是想着拿金牌。”可

以看出，伍绍祖讲的体育不要以夺金牌为目的，但他

没有否定竞技体育夺金牌。 

（2）伍绍祖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承认自己工作

中最大的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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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坦言：自己“11 年多来在体委工作中最大

的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对中国人的体质不如

日本人而感到痛苦”。说这个话，不仅要认识深刻，

更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识。 

他讲：“我们群众体育叫得多，做得少。对毛主

席的指示，只重视‘发展体育运动’，而没有真正重

视‘增强人民体质’。”“体委只抓金牌，不抓体质，

是本末倒置，形而上学的。”又讲：“日本人现在对成

绩无所谓，1992 年奥运会上他们只拿了 3块金牌，没

有多少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伍绍祖同志的这篇答记者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11 年多来体委工作的功过得失，不抹煞成绩，也不文

过饰非。中心问题是围绕着毛主席提出的、被《宪法》

肯定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做文章，不

仅对以往的工作作了回顾，还总结了经验教训，具有

十分深远的意义。 

关于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性，确实是关系到国家

的兴旺、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13 亿多

中国人的大事，这是贯彻“以人为本”方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怎么讲，也不会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 

关于增强人民体质的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解决，

挂一漏万，讲两点看法。 

第一，体育和竞技的行政机构要进行重大改革。 

伍绍祖讲：“既要搞群众体育，又要搞竞技体育，

两者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此话十分正确。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竞技体育）

虽有联系，但这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目的、任务、

对象、原则、评价标准都有所不同；虽然都可以运动

为手段，但方法（锻炼方法与训练方法）有所不同。

在身体锻炼中，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的要求与方法

有所不同；不同的竞技项目，要求和训练方法也有所

不同。何况体育的普及和提高与竞技的普及和提高也

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决定了在行政领导机构体制上

也应有所不同。 

伍绍祖讲：“体育总局不只是为了金牌的，拿金

牌是低一层次的事，是协会管的事。”“体育总局是管

增强人民体质的，是实现增强人民体质任务的。”现

在看来，无论是谁当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要一手抓

体育（群众体育），一手抓竞技（竞技体育），两手都

要硬，而且把人民体质的事放在首位，但把全部的人

力、财力、物力投入“增强人民体质”，肯定是不可

能的。作为国家体育事业总管的体育总局，也不可能

将竞技的事业完全放手让协会去管。所以，我认为，

伍绍祖的顾虑是好的，但未必能实现，故而认识上解

决了问题还不行，还要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 

以我之见，国家管理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竞

技体育）的行政机构应该分开，体育局专管体育，以

体育的规律来管理体育；奥林匹克中心专管竞技，以

竞技的规律来管理竞技。两个机构同属国务院领导，

职责分明，并成立党组，以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与组织

领导。人力、财力、物力也作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

才能相得益彰，比翼齐飞，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

（竞技体育）双丰收。若仍由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势

必顾此失彼。重竞技，轻体育；重金牌，轻体质，的

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

谁当体育总局局长的问题，而是应该在管理体制上进

行彻底改革，此项工作，现在就要开始作好准备，待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之后，有计划、有步骤的从上到下

逐步推行。 

第二，增强人民体质，单靠体育行政部门不行，

必须要有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密切配合。 

影响人的体质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有缺乏身体

锻炼和锻炼（训练）不当的，也有受遗传、环境、疾

病、营养、劳逸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体育行政部门一

家既不能全包，也包不了。因此，必须有教育、卫生、

环保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才能奏效。目前影响青少年体

质最主要的因素是课业负担过重，不要说缺乏锻炼身

体的时间，就是连必要的睡眠时间也严重不足，更谈

不到休闲玩乐。西方国家的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

而我国是做不完的课外作业和复习检测题，不仅是体

力负担重，精神负担也重，近视眼发病率居高不下，

神经衰弱也时有发生，这怎么能使体质增强呢？在睡

眠不足和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再去锻炼身体，对健康

有损无益。以往体质问题未能得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

视，这不仅是体育行政部门工作的失误，更是教育行

政部门工作的失误。 

我希望，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要腾飞，人民生

活要改善，作为人的综合素质基础的体质，也应该在

一二十年中有一个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教育、体育、

卫生、环保行政部门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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