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卷第7期 

2008 年 7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5 No.7

J u l . 2 0 0 8 

 

     
 

一定要把奥林匹克教育坚持下去 
 

熊斗寅2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研所，北京  100062） 
 

摘      要：北京奥运会后把奥林匹克教育继续坚持下去，是奥林匹克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

径，也是建设我国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是当前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奥林匹克运动是

以体育为载体，教育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运动，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奥林匹克教育对每个

被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来说，都是一项《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任务。从广义
和狭义的奥林匹克教育来看，都是一种社会教育，而且在我国已经开展。1993年我国出版第一本
奥林匹克教材以来，奥林匹克运动的课堂教育和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受到资料

来源、外语水平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欠缺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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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education must be continued 
XIONG Dou-yin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Beijing 100062，China）
 

Abstract: Continuing Olympic education after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mmunicate Olym-

pic ideology in China, also a spiritual food needed fo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which is a realis-

tic issue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today. The Olympic moment is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oment that bases its 

carrier on sports and its core on education. Educ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Olympic moment. For every national (re-

g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education is a task speci-

fied in the Olympic Char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and general Olympic education, Olympic education is a 

sort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Olympic teaching text-

book in China in 1993, classroom education of and researches on the Olympic moment have made great develop-

ment and progress, but also encountered such a difficulty a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sources, foreign language ca-

pacity and sports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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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翘首以待的奥运盛典就在我们眼前了，人们

日夜盼望的北京奥运圣火即将在华夏首都的国家体育

场熊熊燃烧，它将照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

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的梦想就是要

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不但期盼北京奥运会

要开得精彩，开得出色，开得安全，开得成功，而且

我们会自然地想起奥运会的后继效应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仅仅是为奥运会欢呼、激动一阵子呢，还是要让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扎根、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成为

建设我国和谐社会的精神食粮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十分现实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一位外国学者恳切的忠告，

那是在我们刚刚申奥成功的时刻，韩国奥林匹克研究

中心主任姜信杓教授来访，当时北体大的任海教授和

我接待了他，他非常诚恳地谈了他对举办汉城奥运会

的体会和教训。他是汉城奥运会组委会的重要成员，

参与设计和筹备工作。他很有感触地说，汉城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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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备工作是很充分的，仅仅开幕式就准备了 3 年。

奥运会开得也很成功，但遗憾的是奥运会后就冷冷清

清，烟消云散了。这个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他第二次

访华是在北体大建校 50 周年举行的奥林匹克论坛上

发言，他强调要把奥林匹克教育坚持下去，并建议在

山东曲阜孔子家乡建立奥林匹克学院，成为永久性的

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场所。虽然时过境迁，但他当时

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我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他们

的赛前宣传是很到位的，1986 年我在温哥华参加国际

比较体育学术讨论会，大会组织我们参观了当时正在

温哥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当我们走进韩国馆时，就

被他们的汉城奥运会的宣传所吸引，大门口就是一只

栩栩如生的吉祥物大老虎，馆内充满了奥运会比赛场

地的模型和图片，使人感受到韩国正在为举办奥运会

而不遗余力。事实证明，汉城奥运会对提高韩国的世

界影响和国际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什么是奥林匹克教育 
为了使大家对奥林匹克教育有进一步的理解，我

认为有必要引经据典，谈谈它的来历和价值。我们知

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是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严格地说他是一位教育

改革家。他在年轻时和退休后，一直从事法国和欧洲

的教育改革工作，对世界近代教育的发展史都有重要

影响。顾拜旦的功绩在于它推广了被称为现代体育之

父的托马斯·阿诺德所创立的教育制度，也就是 19

世纪初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了体育教学。这是现代教育

划时代的创举。也就是说使体育活动从社会进入学校，

然后体育又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是现代教育的一次革

命，也是现代体育发展的里程碑。现在我们看来很简

单，但在当时要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却遭到社会各界

的反对，包括学生家长也不同意。所以这一改革很艰

难。顾拜旦几次访问英国，他先后在 1888 年和 1889

年出版了介绍英国教育制度和如何在法国开展教育改

革的论著。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终于获得

法国政府的支持，使教育改革继英国之后在法国实现，

然后又推广到欧洲各国。在此基础上，他从访问希腊

的奥林匹亚得到启发，由于他对古代欧洲历史很有研

究，认为只有恢复奥运会才能使青年一代更好地受到

体育教育，所以他把通过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来教

育青年成为他教育改革的继续。我们必须认清，顾拜

旦恢复现代奥运会是从教育出发的。他自己在晚年也

承认这一点。 

我们不妨引用几段顾拜旦的话来了解他对体育教

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作用的看法： 

1896 年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报告中，他说：“多

年来我曾研究过英美青年的学校生活。虽然我可能在

许多方面批评英国公学进行的教学，但没有理由怀疑

他们对体魄和品德所提供的教育。⋯⋯这是适应现代

需要对希腊文明的最独特的应用，使体育成为德育工

作的要素。” 

1908 年，顾拜旦在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

著名演说，他说：“体育具有高度的教育价值，是人类

追求完美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年，他在《双周评

论》上发表文章说：“奥运会是使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进

步和健康的基石。” 

1912 年，他在斯德哥尔摩第 5届奥运会闭幕式讲

话时说：“首先人们必须高度意识到，体育能够而且必

须在伟大的现代民主范围内追求双重作用：即从古代

体育继承下来的促进人的平衡的作用和中世纪骑士精

神继承下来的社会教育者的作用。” 

1920 年他在国际奥委会第 18 次会议上的致词中

说：“今天，当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万恶横流，煽动可耻

破坏，现在危及由那些牺牲者和勇敢的英雄主义所赢

得的自由时，当良心似乎失去公正时，当忠诚被削弱

时，当务之急应该为青年开办一所实践骑士精神的学

校。在这所学校里，青年们将懂得胜利依靠顽强拼搏

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依靠正直和忠诚的无私奉

献。这所学校就是体育运动。” 

同年他在比利时《体育画刊》上发表文章说：“第

7 届奥运会的贡献在于：它向世界表明现代奥运会在

加强教育、道德及社会朝气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勃勃生

机。” 

1927 年发表的《告世界青年书》中，他说道：“在

我们这个充满如此多的机会，但也遭受如此多的堕落

危险的当今世界中，奥林匹克主义可以成为培养道德

高尚和心灵纯洁以及锻炼身体耐力和力量的学校；但

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不断把你们的荣誉

和公正的观念提高到你们体力的水平。未来属于你

们！” 

我们读了以上这些教导，一定能理解奥林匹克运

动的真正目的在于教育。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

我很赞同这样来界定奥林匹克运动，即“奥林匹克运

动是以体育为载体，教育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运动”。我

在教学研究中也曾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即：

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文化+教育。换而言之，单纯的

体育构不成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使体育与文化教育相

结合才是奥林匹克运动。我的这一认识来源于《奥林

匹克宪章》。《宪章》基本原则第 2条明确指出：“奥林

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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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

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

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原则的生活方式。”

《宪章》基本原则第 6条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以互相理解、

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来教育青年，

从而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宪章》

第 31 条还规定：“在全国体育活动范围内，宣传奥林

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尤其在学校和大学体育教学计

划中促进传播奥林匹克主义。负责建立致力于奥林匹

克教育的机构，特别要关心国家奥林匹克学院和奥林

匹克博物馆的建立和活动以及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

活动。” 

由此可见，奥林匹克教育对每一个被国际奥委会

所承认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

事情，也不是仅仅为了举办奥运会的权宜之计，它是

一项《宪章》规定的任务。各国奥委会必须遵守。我

们必须认识到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一个奥运会举办国

来说，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奥林匹克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 
一位博友在我博客的评论中说：“平民奥林匹克主

义才是顾拜旦的原意。青少年的奥林匹克教育决不仅

仅由体育教师来承担。”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

的，因为奥林匹克教育绝不仅仅是课堂教育，它是一

种社会教育。这里我想就奥林匹克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谈一些看法。 

我们可以把奥林匹克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部

分，所谓广义的奥林匹克教育体现在奥林匹克运动的

全过程，应该包括奥运会、大众体育、奥林匹克文化、

奥林匹克经济、奥林匹克传媒等等。说到这里使我想

起两个难忘的小故事：一是顾拜旦在他的一篇文章中

谈到他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是好朋友，当罗斯福年青

时在美国一个城市当警察局长，他提倡开展体育活动，

结果这个城市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另一个故事是出自

体育界前辈张咏先生翻译的一本《世界体育史》，他介

绍在辛辛那提监狱里有一次举行橄榄球比赛，这项运

动是很激烈的，当时一个凶残的杀人犯在场上很文明，

很守规则，赛后监狱长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在球场上

那么规矩，他忏悔地说：“如果我早些参加体育活动，

就不会到你这儿来了。”这两个小故事正好说明体育在

改造人、教育人中的特殊作用。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

例子。对普通人来说，体育是一种健康、文明、科学

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催人向上的人生哲学。我倒没

有读到顾拜旦有“平民奥林匹克主义”的提法，但他

虽然是贵族出身，但十分重视体育的大众化。他曾说

过，过去体育活动主要在有闲阶级中开展，他要把体

育推广到小资产阶级中去，最终要使无产阶级获得参

加体育活动的权利。他在晚年极力提倡工人教育，主

张开办工人大学。1919 年他首先提出“一切体育为大

众”（All sports for all）的口号。后来在世界广泛开展

的“大众体育”就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认为顾拜

旦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熏陶，他的体育思想

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我们说奥林匹克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实际上在我

国已经开展，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我们在北京和

其他举办城市到处可以看到“迎奥运、讲文明、树新

风”的标语，所谓讲文明就是讲精神文明，而树新风

就是要树立新的风尚，政府号召开展“排队日”、“让

座日”、“无烟日”、“少开一天车”和采取一些必要的

处罚，这些都应该看成是广义的奥林匹克教育。但教

育更集中地体现在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以北京奥运会

为例：圣火传递已经家喻户晓，通过传媒，几乎人人

参与，为什么人们对圣火如此向往，如此钟爱，如此

疯狂，因为圣火是一种象征，它代表光明、代表和平、

代表正义、代表团结、代表友谊、代表进步。总之它

代表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理想，是人类追求真善

美的最高境界。再说开闭幕式，是体现中西文化交融

的一次壮举，历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要展示他们国家

的历史文化和科技成就，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大家从

开幕式中会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

育，并在精神上受到一次洗礼，使我们思想境界从自

豪中得到升华。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接受奥林匹克教

育的机会。 

再说在竞赛过程中一定有许多动人的事迹。我们

通常都喜欢去关心优秀运动员的生活细节，其次就是

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其实运动员的超越自我、刻苦

训练才是可歌可泣的诗篇。就以刘翔和邓亚萍为例，

他们的成就完全是靠在教练潜心指导下科学训练的结

果，有谁知道他们从少年到成才吃过多少苦，留过多

少汗，受过多少伤病和心理压力的折磨。我们应该宣

传他们艰苦奋斗、为国争光的事迹。而不要仅仅宣传

他们站在领奖台的荣誉时刻，或用新闻猎奇的报道去

干涉他们的生活。应该多多宣传他们取得成功的艰苦

奋斗的历程，这正是我们今天青少年一代所需要的精

神食粮。我们要提倡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

雷锋等英雄人物，但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孩子

们来说，运动员的事迹更接近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学

习，何况追星已成为青少年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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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集中体现，古代和现代

奥运会的历史就有大量的教材，同时奥林匹克运动中

的徽记、会歌、标志、会旗、格言、口号、招贴画、

吉祥物、邮票和纪念币等等都有它们的艺术和思想内

涵，宣传它们有利于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奥林匹克运动，

从而能正确地领会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与教育价值。

我想对于广义的奥林匹克教育可以想得广一些，教育

的面也要宽一些。 

至于狭义的奥林匹克教育就应该是奥林匹克主义

教育。在《宪章》中明确指出，奥林匹克主义(Olympism)

“是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的”一种学术体系，是

奥林匹克运动的经验总结和行动指南。“奥林匹克主义

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

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实际上我们可以把

奥林匹克主义看成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一种学术理

论和行动纲领。通常一种学科的建立要求有 3个要素：

一是要有该学科的知识体系；二是要有学校设立该学

科的课程；三是要求有该学科的国际学术活动。奥林

匹克主义的传播已具备这 3个条件，因此我们应该承

认奥林匹克主义已经是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的一门学

科，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学”(Olympic science)。 

 

3  我国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现状和希望 
自 1993 年我国出版第一本奥林匹克教材《奥林匹

克运动》以来，奥林匹克运动的课堂教育和研究工作

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本教材已经在 2005 年进行

了修订，而且为了适应课堂教育的迫切要求，国内相

继出版了一大批教材和论著，供中小学使用的简易课

本已在全国发行。可以说奥林匹克的课堂教育在我国

已达到空前规模，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同时在一些

基础较好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都开设了研究生专业

课程，不少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做出了很有水平的

论文。有几所奥林匹克研究机构，也开展了学术研究

和举办奥林匹克论坛。这些无疑对于奥林匹克学在我

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存在的弱点与不足。首先

是资料十分匮乏，国外文献翻译极少，而且质量难以

保证。其次国内学者往往受到语言限制，不能阅读原

文，目前正在组织力量翻译一些原著，但远水不解近

渴。再次奥林匹克教育的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体育社会科

学知识，这就需要授课老师至少通晓世界体育史、体育社

会学、体育文化学、体育伦理学和体育美学。同时对历届

奥运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都要有一般性的了解。 

最后，我想就如何进一步在我国开展奥林匹克教

育谈几点希望和建议： 

1)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要求，在中国奥委会下

应建立奥林匹克学院，我曾为此向体育总局领导提过

建议，但没有下文。有人以为建立这样一个学院与北

京体育大学重复。其实这个学院，包括国际奥委会的

奥林匹克学院，只是一个组织研究的学术机构，并非

是我们意识中的学府。按中国的习惯，可称之为学会

也未尝不可。它的任务是协调和组织有关奥林匹克运

动的学术活动，当然包括奥林匹克教育在内。据报道，

目前世界上已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奥林匹克

学院。我们已经落后了，如果说因为筹备北京奥运会

顾不上的话，我希望奥运会后赶紧建立起来。同时，

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在北京建立了好几个奥

林匹克研究单位，我希望这些单位不要仅仅是应运而

生，又应“运”而灭。 

2)建立和充实奥林匹克博物馆，这也是《宪章》

规定的任务。我们有体育博物馆，听说北京组委会也

打算建立北京奥运会的博物馆。我认为应该把博物馆

看成是奥林匹克教育的基地，集中力量办一座像样的

博物馆，把从古代到现代的许多珍贵奥林匹克文物收

藏起来，公诸于世，哪怕是复制品也好，这是最直接

的教育方式。 

3)认真总结我国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经验，根据

国情，使奥林匹克教育内容列入中小学思想教育课本，

编写一批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奥林匹克故事，特别是国

内外优秀运动员的事迹，号召他们学习运动员的勇于

竞争、敢于胜利、超越自我、勤学苦练、无私奉献和

为国争光的奥林匹克精神和高尚情操。同时鼓励和支

持体育专业研究生从事奥林匹克研究及有关的翻译与

著作出版。 

4)教育部对大中小学的奥林匹克教育应做出明确

规定，体育院校应把奥林匹克学列为必修课程，招收

研究生，一般大学可设立选修课或讲座。中小学的思

想教育教材中应增加奥林匹克教育的内容，使奥林匹

克教育能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普及化。 

 

我们日夜盼望的北京奥运会就在眼前了，我们的

心情是多么激动。有人说得好，我们抗震救灾和举办

奥运会两不误，这体现了我们振兴中华的决心和力量。

作为体育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超前和忧患意

识，想到北京奥运会后该怎么办，更有责任献计献策。

我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如果要使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理想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必

须把奥林匹克教育坚持下去，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 

 

[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