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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们开始关注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重视解决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具体对策的应用研究，轻视对运动员社会保障

内涵及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研究较多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内部项目的构建，忽视了运

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三是多数研究都旨在理论上构建一个运动员社会保障体

系，而对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等操作层面的问题探讨较少；四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缺乏
深度，重复研究严重，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应该加强对运动员社会保障生成与变迁机制的研究；

应当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功能的研究；应当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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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1990s, peopl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researches on the issue of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Main research topics existing include 4 topics. There are 4 major problems in these researches: 1) the researchers 

showered attention on 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specific measures for resolving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but cared little 

about basic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onnotation and pattern of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2) in these researches,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mponents of the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ut the connec-

tion between the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as neglected; 3) most of the re-

searches aimed at building a theoretically justifiable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ut probed little into operation 

issues such as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4) these researches focused too much on “hot topics”, 

lacked in in-depth study, had serious repeated study, and did not form a research system. In such research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 and to the study of the athlete so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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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最初出现在 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新政”的《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中，1948 年联合国于《世界人权宣言中》

确定它的意义，认为“社会保障是人类社会每个人的

‘权利’”[1]。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危境才援助”

的“救贫”社会保障理念逐渐向现代“服务社会成员”

的“防贫”社会保障理念转变，后者认为“社会保障

是通过国家（政府）立法，采取多种措施对国民收入

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并形成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对

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和遇有各种生活危境的社会成员，

提供物质性的援助。同时，根据可能提高国民大众的

福利水准，使更多社会成员都能逐步过上文化性的健

康生活。”[1]这一保障理念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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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社会各界学者所关注。与此同时，体育领域也

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制度变革，1988 年国家劳动部废止

了《关于招收和分配优秀运动员等问题的联合通知》，

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和政策优待的安置办法逐渐失去

效力，加之运动训练的高伤病率、运动员受教育程度

低、保障覆盖面窄等问题的凸显，使原有的以“医疗、

就业安置、工伤为基础”[2]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捉

襟见肘”。于是 90 年代初期，体育学界开始从研究退

役运动员就业安置问题和运动员保险问题入手，逐渐

过渡到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体系结构及其

相关问题的研究。 

 

1  研究的主要议题 

1.1  关于“运动员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 

我国首次使用“运动员社会保障”一词，并把运

动员社会保障作为一个包括多个具体项目的总概念，

是在 2000 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优秀

运动员社会保障机制研究”课题成果中出现。此后，

在 2006 年 11 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社会

保障的通知》中又提出“认真做好运动员社会保障工

作”，并对运动员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

险问题和住房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与此同时召开的“全

国优秀运动员保障暨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

议”上进一步指出，“运动员保障工作，不仅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动队建

设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竞技体育乃至体育事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3]经过近几年的改革

实践，又借鉴社会保障的一些经验，运动员社会保障

概念逐渐清晰，并形成了一个初步被人们认可的基本

定义，即运动员社会保障是指由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

和规定，通过一定的方式筹集社会资金，以收入再分

配的形式，对发生伤残、疾病、退役待业等风险而暂

时或永久失去运动（工作）能力，丧失收入来源而造

成生活困难的运动员给予补偿，以至保证他们生活基

本需求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政策和制度。 

在对上述概念界定的前提下，研究者们对运动员

社会保障发展目标进行了基本设定，认为“目标应该

是多元”[4]，并提出基本建立“‘覆盖面广（所有注册

运动员）’‘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

利义务相统一’‘社会化、法制化、产业化三位一体’

‘管理体制协调一致’”[5]“与竞技体育事业相适应”[6]

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事业。其中“与竞技体育事业相适

应”和“覆盖面广（所有注册运动员）”两目标颇具针

对性。在对目标实现路径的探讨中，认为首先解决“与

地方社会保障衔接的问题”，其次是“增加保障项目，

提高保障整体水平”[6]。值得欣慰的是研究者们在探讨

的过程中一直体现一种责任感和全局意识，他们始终

强调“既要考虑体现竞技体育运动的职业特点，以维

护运动员的正当权益，又要注意从国家社会保障的大

局出发”[6]。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构建运动员社会保障

体系的原则，遗憾的是研究者们仅仅是提出了如“从

实际出发”“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

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等原则，并未对这些原则

的内涵以及如何遵循这些原则进行深入分析。从文献

反映的情况分析，关于“运动员社会保障”理论的研

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与社

会保障制度关系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关于运动员社会

保障功能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1.2  关于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 

    从文献来看，仅有陈林祥[2]的研究对我国运动员社

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沿革进行了梳理，该研究分别以“改

革开放”和“1992 年”为时间点，将运动员社会保障

体系的发展划分成“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

放之后到 1992 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与完善时期”3 个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改革有一定的同步性，但划分标准上并未体现出运

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演进的特殊性。而且，研究中缺少

对运动员社会保障生成逻辑的论述。因此，我们一般

只能看到这样的研究成果：运动员社会保障的体系框

架是“社会资助”“体育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

优抚”[4]；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层次体系包括：“社会保

险”“伤残保险”“就业安置”和“社会优抚与社会福

利”[6]；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由“社会保障体系”

“商业保障体系”和“自我保障体系”[7]组成；运动员

保障体系包括“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

抚安置”[8]等等。 

1.3  关于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运动员的退役再就业问题

就一直是体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这一议题研究的特

征是突出研究的实证性。如田麦久等人[9]在 1989~1990

年进行的“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及改进对策”

研究，在大量调查基础上指出优秀运动员退役从业过

程中存在的“有关政策尚不够完善”“退役运动员的从

业条件尚待提高”和“部分运动员从业期望偏高”等

问题，提出了“尽快制订新的统一政策”“修订优秀运

动员就学标准”“增加对文化教育的相应投入”“办好

从业前的定向职业培训”等积极建议。类似的研究还

有虞重干等[10]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退役

运动员安置问题的观念、思路与对策”，注意到了“保

障体系的核心与关键是经济因素”以及“大多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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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经济待遇不高”，并提出了建立“退役基金制度”

的“前瞻性”观点。“以往那种完全依赖组织分配和全

部由组织分配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可以预料安置工作

的途径将会随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发生

变化，‘组织与个人相结合’的态势势在必然。” 

最后，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运

动员退役心理的研究[11-12]，提出了对运动员退役策略

研究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验研究。该类研究的价

值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运动员的主观因素对退役的影

响，为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1.4  关于运动员保险的研究 

一般认为，运动员保险是对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

过程中致伤、致残或死亡而给予相应经济补偿的保障

机制。从收集到的文献看，关于这一议题主要存在两

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于运动员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研究；二是关于运动员保险险种的研究。研究一般从

抵御“运动员的就业风险”、顺应“保险业发展趋势”[13]

和“有利于竞技体育专业队伍的稳定”“保护运动员的

合法权益”等方面阐明了运动员保险的必要性。从“运

动员的摩擦性失业”“市场化程度提高”“保险经费来

源”[14]等方面分析了运动员保险的可行性。关于运动

员保险险种的设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方

案。汤起宇[15]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出发认为运动员保

险险种主要包括“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商业保险”；

邱晓德[16]则从“人寿保险的局限性”出发，提出颇有

新意的“自保自救保险”，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另外，

关于运动员保险的研究存在着“运动员的社会保险”

和“运动员的社会保障”等同，或前者包括后者的观

点，这表明研究中对两者的关系还未厘清。 

除了以上所总结的议题以外，还有少量论文分别

对运动员“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选择”[17]“伤残保障

体系”[18]“退役运动员职业培训”[19]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 

 

2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在研究取向上偏重对策研究，忽视基础理

论研究。对策研究是旨在解决运动员社会保障实践问

题的具体措施方面的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是指以揭

示运动员社会保障内涵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客观地

讲，许多研究议题都是来自现实问题，学术研究的主

要目的之一也是期望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依据，但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了理论对实践有描述、解释、

预测和导向功能。母学科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社会

保障理论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发挥着重要影响

和积极作用。由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借鉴”和“套

用”一般社会保障理论的现象显得较为严重，导致研

究成果雷同。另外，由于缺乏对一般社会保障理论的

吸收和消化，更使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重内轻外”。“重内”主要

是指研究较多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内部项目的构

建，比如，运动员的保险、优抚、退役安置等；“轻外”

主要是指研究中忽视了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与竞技体

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外部的联系。这造

成了以往的研究只能看到运动员社会保障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的

分析不足，于是就出现了只在运动员社会保障中找问

题、找答案的现象。其结果是研究视野越来越窄，问

题意识越来越弱，研究的针对性差。 

第三，在研究目的上多理论构建，少具体实施。

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

研究。多数研究都旨在理论上构建运动员社会保障体

系，而对保障体系内容的具体实施，尤其对运动员社

会保障管理体制等操作层面的问题探讨较少。这样研

究成果对解决运动员实际存在的保障问题意义不大。 

第四，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一项规范研究

的起码要求，是必须了解本学科或相近课题的已有研

究成果，在前人或国内外同行已经做过的工作的基础

上继续向前推进，研究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而目前的

一些研究，则热衷于追逐“热点”，功利地“复制”或

“移植”，一种理论、观点一经提出，便立即纷纷效仿。

其结果缺乏研究深度，无法形成体系，导致一些颇有

价值的议题断了“学术薪火”。倘若研究能不仅仅是追

逐“热点”，而是本着连续性、系统性和继承性的原则，

不断地深入下去，那么研究成果就不只是一个“价值

点”，而将形成一条“价值链”。 

 

3  建议 

3.1  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生成与变迁机制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大都是“借鉴”社会

保障学的理论成果，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构建一个

完善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但对目前我们国家运动

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如何，这种保障体系是如何形

成的，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它又是如何演进和发

展的等问题研究较少。众所周知，事物的发展是有其

历史延续性的，而现有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对运动员社

会保障体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的分析。新中国成立至

今，国家的经济制度、人事制度和体育体制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生存环境

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其形成和发展产生直

接的影响。那么，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有哪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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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促成了它的生成，又是哪些原因诱使它演变呢？显

然，若想构建一个对实践有价值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

系，这些都是必须要尽快澄清的问题。 

3.2  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功能研究 

目前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中，还没有

对其功能的专题研究。个别文献也只是为了论证的需

要，以论据的形式隐约地表达了建立健全运动员社会

保障体系将有利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

才合理流动”“运动员队伍稳定发展”等效用。事实上，

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研究的兴起，以及国家颁布加强

运动员社会保障的政策，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期望完

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当前运动员面临的社会

问题，也就是说运动员社会保障本身有着许多不可替

代的功能，试问，理论研究怎么能不去关注它的功能

呢？另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是不能忽视，当

前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性”和“随动性”

不能不说是对其功能认识不足的反映。显而易见，加

强运动员社会保障功能的开发与研究是必须的，同时，

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的经验，为了防止研究出现功能泛

化和功能万能化倾向，避免主观臆断的、功利性的研

究弊端，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运动员社会保障功能

生成逻辑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客观、贴切。 

3.3  关注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研究 

有关研究表明，“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合理

性决定了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公正性及其运行的有效

性”[20]。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

系的理论构建大大多于其如何管理与运行的研究。事

实上，任何一项社会事业得以发挥积极作用，都依赖

于管理的良性运行。如果未能理顺运动员社会保障管

理体制，那么合理进行保障规划和政策制定也将无从

谈起，而运动员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将难免出现协

调困难和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尽管体育体制改革以

来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和补

充，但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对原有“家长

制管理方式”[21]的路径依赖，目前仍然存在“‘政策抵

触’‘缺少监督’‘资金运营效率低’‘立法滞后’”[20]

等问题。因此，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的研究，不

但可以保证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学术完

整性”，而且可以增进研究成果实践改革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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