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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奥运会举办国(美国、日本、韩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变化进行分析，然后从我

国竞技体育体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体制、投资主体和运行模式以及法律法规环境等方面对后奥

运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后奥运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由政府管理

型向政府与体育协会合作型发展；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实现竞技体育由国家

投资到市场化运作的转变，进一步开发、完善竞技体育的竞赛市场；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的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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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the post-Olympic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of Olympic Games 

hosting countries (America, Japan and Korea), studied the reform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of China in such 

4 aspects as the mode of system manag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main body of investment and running mode, 

as well as legal and legislative environments with respect to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mode of management of post-Olympic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is developing from government 

management type to government and sports association cooperation type; the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backup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should be speeded up; the change of competitive sport from state investment to market 

orientated oper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and the market of competi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 should be further devel-

oped; the laws and legislations for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should be further per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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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是一个热门的、非常重要的词语，但

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当前提到的 “后奥运”

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讨论，很少从政治制度来

谈。奥运会的举办会使举办国的政治、经济等在一段

较长的时期里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一时期尤其以体育

制度的变化最为明显。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的参赛目标（坚定

地立身于第一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前，中国还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与发展竞技体育

的举国体制”，“2008 年奥运会后会出现一个以竞技体

育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体育改革新局面，并以此促进我

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1]。2008 年奥运会后随着我国

社会转型的加速，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因

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体制都应该是开放的、

与时俱进的，这不仅取决于竞技体育竞争的残酷性，

也受制于体育的全球化，以及必须同步于国家经济与

社会的变革”[2]。本文在分析美国、日本、韩国等奥

运会举办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变化的基础上，展望

我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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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运会举办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变革 

1.1  美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变革 

美国于 1984 年和 1992 年先后成功举办了洛杉矶

奥运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尤其是洛杉矶奥运会对奥

运会的运作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与美国的竞

技体育开展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奥运会的举

办也极大促进美国竞技体育向职业化发展，加强了高

校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力度。目前，“美国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依托于各级各类学校，训练竞赛

管理主要由中学运动协会全国联盟和大学生体协

(NCAA)进行”[3]。美国的竞技体育以学校为中心，中

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 ，大学则是培养优秀

运动员的基地。大学生运动员是美国竞技体育队伍的

主要力量，目前美国教育体制下的大学能够为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提供较好的条件。 

美国竞技体育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她成功的竞

技体育基本模式是职业体育加学校体育。 
1.2  日本竞技体育体制的变革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后，由于“日本的体育方针从

侧重于‘提高’向侧重于‘普及’的转变”[4]使日本

竞技体育水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了大倒退。为

提高竞技运动的水平，文部省于 1988 年对体育机构设

置进行了调整，并于 1991 年把 JOC（日本奥林匹克运

动委员会）正式从日本体育协会分离出来作为独立机

构。该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短、中、长期

的强化竞技体育体育人才培养的计划。20 世纪 80 年

代末以来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体育政策和发展计划，如

1989 年的《关于面向 2l 世纪的体育振兴策略》、2000

年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都把竞技体育作为体育

发展的重点；2001 年日本政府全面启动(JTSS)(日本国

立体育科学中心)的功能，专门为竞技体育开展各种科

学研究。为配合 JTSS 的全面启动，2000 年悉尼奥运

会后日本又制定了《奥运会奖牌数倍增计划》对日本

竞技体育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日本在竞

技体育指导员（包括教练员、运动医生和训练员）的

资格认证上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严格的培训和资格认

证体系，为日本竞技体育水平的发挥和后备人才的培

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

代表团夺取了 16 金、9银和 12 铜，以奖牌总数 37 枚

和综合得分第 5 名的成绩实现了日本竞技体育的崛

起。 

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竞技体育体制一系列的改革

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日本竞技体育的崛起，这给我

们的启示是：制定完善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计

划，加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高新技术

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 
1.3  韩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变革 

在 1988 年韩国汉城奥运会后，在金大中政府时代

开始实施竞技体育市场化政策，这一政策使主要靠政

府财政支援的竞技体育开始向市场运作转变。但经过

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后，韩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商业

化运作滑入低谷，竞技体育水平也大幅度下降。但在

2002 年 7 月的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之后，韩国再次将体

育局调整为现在文化观光部下属的 1局 4科，管理着

整个韩国体育，重新把竞技体育推向市场。目前，韩

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正向着行政管理经

费支出由政府负担、运动项目管理和发展基金由协会

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合作运营的方向发展。另外，委

托大学共同培养竞技体育人才，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

展。韩国实行的商业化体育模式是国家政权机关通过

行政手段对体育加以干预，一切大众活动、体育教学、

运动训练和各种竞技比赛的经费、组织和管理等均由

社会、集团或个人解决。其特点是依靠社会资金和社

会力量，按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以获取经济利

益为核心。韩国对竞技体育的管理具有以下特点：其

一，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保证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并吸取“举国体制”的某些做法。其二，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的作用，形成以国家投资为主，以社会投资为

辅的经费管理体制，逐年增加体育经费，并用高薪、

高额奖励刺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 

韩国汉城奥运会后竞技体育改革的成功提示我

们要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商业化的运作，联合大学培

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此过程中政府起着宏观调控

的作用。 
 
2  后奥运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展望 

2.1  竞技体育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属于政府管理型，

体育协会代替政府行使职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不是实质性的协会。“而后奥运时期，对奥运争光计

划的逐步淡化，也是像日本等发达国家承办奥运会的

经济发展史一样，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

奥运会的政治等功能会有另一种体现”[5]。在这种社

会背景下，后奥运我国应该吸取韩国竞技体育管理的

经验，政府应当将决策与执行分离，政府将管理的重

点放在强化政策投入、法规调控以及宏观监督上，将

执行任务和其它管理职能转移给体育协会。与此同时

政府应积极培育体育协会，充分挖掘和发挥体育协会

在体育管理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政府与体育协

会密切合作的管理体制。学习韩国竞技体育管理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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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

以社会投资为辅的经费管理体制，将政府拨款主要集

中于能够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取胜以提高国家、省市

形象的精英体育，其它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体育协

会承担。 

2.2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一直是由体委(体育

局)专门负责培养的体制，其基本形式为：少体校、青

年队、专业队(职业队)三级训练网。“指导思想是贯彻

‘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为国

争光。其明显特征是竞技体育与教育分离”[6]。“我国

现行的‘三级训练网’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还存在

‘三个失衡现象’，即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的失衡，

国家奥运战略与地方全运战略的失衡，产权边界模糊、

激励机制不足造成的投资与收益主体间的失衡”[7]。要

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转型，应尽快建立

政府主导下市场化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加强学校在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我国的高校众多且竞技体育也在蓬勃发展，但是

学校体育在人才输入上还不能与职业体育接轨。美国

体育的基本模式就是职业体育加学校体育，是美国竞

技体育取得如此成功的关键。韩国在汉城奥运会后委

托大学共同培养竞技体育人才，促进了该国竞技体育

的飞速发展，这些优点都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可

以借鉴的地方。因此，后奥运我国的学校体育尤其是

高校体育应进一步分担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重任，

例如：在职业体育俱乐部二线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打

破传统的培养方式，由高校来承担教育系统和体育系

统结合培养体育人才，从而建立“体教型”竞技后备

人才培养模式[5]。 

另外，目前我国教练员的培养主要由运动员到教

练员转变和由体育教师到教练员的转变，这种教练员

的培养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一方面运动员出身的

教练员虽然有大赛的经历和技术水平，但缺乏技术理

论的创新；而高校教师出身的教练员虽然有理论创新

的优势，但缺少高水平竞赛的经历，严重制约着竞技

体育的发展。要进行教练员培养体制的改革，应该从

建立“教练员岗前(职前)岗后(职后)教育的教练员培养

制度”[8]出发，实现教练员向专业化发展。同时借鉴

日本竞技体育指导员资格认证的经验，建立教练员资

格认证制度。 

2.3  竞技体育的投资主体和运行模式 

虽然我国与美国、韩国、日本的制度不同，但是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美国、韩

国的竞技体育市场运作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就体育市场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拥有广大群众基础、观赏性较强、具有市场开

发价值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等，应当尽量市

场化，俱乐部通过商业运作形成投入产出的自我循

环，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联赛水平低，竞技体育俱乐

部市场运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另一类是群众基础较

差、观赏性不强、难以市场化的项目如射击、体操、

水上运动等，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今后我国应该不再向竞技性的职

业体育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完善竞赛市场体制，通过

市场运作实现竞技体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2.4  竞技体育的法制环境 

我国现有的体育法规尚不健全，现有法规以《体

育法》、《宪法》的相关条文为基础，配合有限的行业

管理规范、制度、条例组成，但基本上属于行政法的

范畴，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对民事、刑事法规

中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的应用尚不广泛。首先表现为

在体育竞赛管理方面，起作用的基本上是国家体育总

局下发的文件，倘若体育竞赛活动要进入市场运作，

在时空上都是效力有限的。后奥运期，我国体育竞赛

要进一步市场化，相应规定必须配套，即在法规之间、

法规与规章之间以及管理职能方面，必须有明确的规

定。否则，便会有章难循，造成市场混乱，运作困难。

后奥运期我国应尽快制定各种法规、条例，加强对体

育竞赛活动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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