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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体育是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引下，沿着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两个维度对现代

体育进行全面反思和多方面努力而形成的体育理念。生态体育强调体育主体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

维，注重体育与环境的协调、互动、关怀、共生。生态体育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良

好的选择，北京奥运会极大地促进了生态体育的实现和完善，生态体育融合了“绿色奥运”“科技

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将促使人类社会朝着无污染、和平、公正、科学、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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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ONG Jian-l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sport is a sports conception formed via comprehensive retrospection of and multi-party efforts 

in modern sport along such two dimensions a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humanistic environ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sport emphasizes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main body of sport, focusing on the harmonization, interaction, mutual caring and symbiosis be-

tween sport and environment. Ecological sport has provided modern sport with a good choice in terms of develop-

ment orientation. Beijing Olympic Games has greatly boosted the realization and perfection of ecological sport. 

Having been blended with such three major conceptions as “Green Olympics”, “Scientific Olympics” and “Human-

istic Olympic”, ecological sport will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into a pollution free, peaceful, fair, 

scientific and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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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在工业文明阶段，

既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伟大的思想理论、不朽的

艺术成就和空前的社会财富，也导致了生态问题，使

人类文明受到严峻的挑战，于是出现了生态文明观，

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1]，当前，“人类社会处

于文明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前

夜”[2]。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

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

方式、消费模式。”“建设生态文明，让生态文明观念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现代体育植根于工业文明，工

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必然影响和制约体育的发

展，而体育的不当发展，同样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以及

人与人的和谐。反思现代体育，应用生态文明观进行

观照，我们认为，生态体育有利于引导体育摆脱生态

危机的威胁，促进现代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  生态文明观与现代体育 
生态文明观是针对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

竭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

文明观，是现代文明观的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

扬弃，它主张用生态的规则、规律及原理作为基本观

点和方法，来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社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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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生态文明观要求人们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发

展观、自然观，改变将人类凌驾于环境之上的传统思

维模式，强调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平衡、协调和统一，

社会、生态、经济必须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包含着 3

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现代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类行为和特殊的社会

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并

对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奥林匹克运动和大众体育构成的现代体育文明，保

持强大发展势头，且正以它特有的形态、丰富的文化

内涵影响着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行程。然而植根于西方

工业文明的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不可避

免地打上了工业文明的烙印，染上了工业文明的一些

恶习，使自身面临着来自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道德、科技等方面的挑战，出现了人的异化、兴奋剂

泛滥、体育暴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体育人文精

神弱化、体育“物种”减少等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和

制约了现代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运动进程的

深入和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

育界人士，开始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两个维度

对现代体育进行全面反思和多方面实践，致力于化解

现代体育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人文危机，使生态体育

应运而生。 

 

2  生态体育的形成和确立 

2.1  自然环境的保护 

近现代体育在 1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环境问题

冲突不断，在奥运会的举办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奥林

匹克运动体现了人类灿烂的文化与文明，但造成的环

境污染和植被破坏却在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奥运会

后大量场地、设备、设施空置，资源浪费现象突出。

法国阿尔贝维尔第 16 届冬季奥运会毁掉了 30 多公顷

森林，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造

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至今人们仍难以忘怀；一些国家

或地区为举办大型体育比赛兴建体育场馆或高尔夫球

场、滑雪场而破坏大片植被、森林，严重破坏自然环

境。而封闭的体育馆、塑胶运动场、人工草坪尽管为

现代体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但却与完善人性、回归

自然的体育本质背道而驰。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奥运会与生态环境的尖锐

冲突，就引起了国家社会和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抗议。

如 1972 年的美国丹佛市迫于生态环境组织的压力让

出第 12 届冬奥会的举办权，1974 年温哥华也由于同

样原因而撤回第 13 届冬奥会的举办申请。至此，一些

有识之士就开始看到体育运动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

开始关注体育运动中的生态问题，但是仅停留在体育

与自然环境的二元技术层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奥运会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激增，为

消除和减小奥运会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国

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体育界及相关人士开始对开展体育

运动的行为和理念作出反思和多方面努力。1991 年国

际奥委会对奥运宪章作了修改，新宪章要求申办奥运

会的所有城市从 2000 年起必须提交一项环保计划。在

1994 年国际奥委会将环境与体育、文化一起并列为奥

林匹克精神的三大支柱，并将保护环境的条款写进了

《奥林匹克宪章》，1995 年成立了体育与环境委员会。

1999 年制定的《奥林匹克运动 21 世纪议程》[4]要求申

办国和举办国在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标准下办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一系列举措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正确处

理好体育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刻不容缓。奥

运会中的环境保护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发展的，即从

考虑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比赛中的环保因素，逐步扩

大到举办城市的基础设施等方面。从 1972 年，奥运会

开始有意识地宣传环保。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是

奥运会环保史上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奥运会和环境

保护的自觉结合。2000 年悉尼奥运会标志着“绿色奥

运”得到比较成功的落实[5]。 

2.2  社会人文环境的保育 

社会人文环境指的是社会人文现象、文化氛围以

及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实际上涉及到人类社会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是

社会人文环境所致。生态学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环

境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们旧有的价

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不

合理[6]。 

现代体育随着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社

会人文环境的变迁，获得了巨大进步和繁荣。但是，

现代体育也存在着过度的畸形消费、体育暴力行为、

假体育、体育腐败、滥用违禁药物、妇女歧视、种族

歧视、邪教对体育的渗透和利用，以及过度的职业化、

商业化、体育文化“物种”多样性逐渐丧失、大众体

育和学校体育远远滞后于竞技体育的发展、体育现象

中人的异化、不规范的体育产业等隐忧，严重破坏了

体育社会环境的生态平衡，制约了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使体育的人文精神受到挑战。在广泛开展的奥林匹克

运动中，人文精神在其恢复之初就得到了确立，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里，人文精神曾得到很好的发扬，但遗

憾的是它也曾屡遭忽视，尤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度注重体育的生物功能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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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人的精神及身心和谐发展，破坏了体育的公平公

正精神，破坏了人与人、人(运动员)与自身的和谐，

使奥林匹克离崇高的人文理想越来越远。国际奥委会

和其他体育组织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如提出“健

康环境中的健康比赛”的口号；签署了“地球的保证”；

通过“禁药条例”；奥运会期间“确认实行奥林匹克休

战”；“统一体育组织，废除种族隔离”；承认并组建了

“国际公平竞赛委员会”“国际反对体育暴力联合会”

“国际反对体育暴力运动基金会”“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等。新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针对体育的社会

人文环境现状提出了“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新

奥运格言，真正体现世界各民族平等以及全人类的和

谐发展，从而为全球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发展

创造了广阔的生态空间。国际奥委会希望通过北京奥

运会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全方位的交流沟通，为奥林

匹克运动注入更多的东方文化内涵，为化解奥林匹克

文化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困境提供机会，

使非西方体育文化参与到世界体育文化体系中去，改

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片面状况[7]。2008 年北京奥运

“人文奥运”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回归

文化本原，并与社会人文环境的保育紧密结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

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获得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

界的认可，表明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将体育与(自然)环

境保护，同时更需要将体育与社会人文环境的保育完

美地结合起来，从而标志着生态体育作为奥运核心理

念的最终确立，也表明生态体育已经逐步趋向成熟。

正如生态学者指出的那样，2008 年北京奥运将是一种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生态奥运，既需要和谐的生态

服务功能支撑，又需要资源节约型的高新科技支撑，

更需要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支撑：绿色奥运+科技奥

运+人文奥运=生态奥运[8]。这种见解是非常深刻和有

见地的。生态奥运是生态体育的最典型表现，在生态

体育理念下，当代世界各国在体育与经济的发展、体

育与社会的发展、体育内部体系协调发展的方针等方

面逐步趋于共识，加强了体育生态服务功能、体育生

态管理体制、体育生态保育意识，这标志着全球体育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期[9]。 

 

3  生态体育的生态文明意蕴 

3.1  生态体育的内涵 

在发达国家，由于政府、各类机构以及公民的生

态意识和环保意识较强，“生态体育”理念比较自然地

深入到体育实践的方方面面，但缺少对“生态体育”

内涵、概念的理论探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绿色奥

运会”（Green Games）展开。1994 年的利勒哈墨尔冬

奥会开 “绿色奥运会”之先河，为奥运会树立了良好

的生态保护形象[10]。而以办“绿色奥运会”为主题的

悉尼组委会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口号：环境保护主义，

新的奥林匹克精神。该届奥运会的所有设施都融入了

新的环保精神：节能节水、重复使用，把废物和污染

降到最低水平，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11]。 

在国内，则有一些学者对生态体育的概念和内涵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主要观点有： 

1)生态体育是指人们借助各种自然环境，不拘形

式地进行休闲锻炼的体育活动，如攀岩、溜冰、登山、

滑雪、漂流、野营、定向运动等[12]。 

2)生态体育，人类追求自由、率直的同时，缺少

了体育的对抗性和竞争性。生态体育的活动形式多种

多样，它的主要特点是自然、率直和娱乐⋯⋯因而也

可以称之为“自发体育”[15]。 

3)所谓生态体育，就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

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

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即通过在自然和社会生态

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

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怀

和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

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14]。 

4)生态体育，就是指人类、体育、环境的相互协

调、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活动，

即通过在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

运动[9]。 

5)“生态体育”就是以自然的活动方式，在自然

环境下，按照生物发育的规律来开展的一些身体活动。

生态体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亲近自然、贴近自

然，它是人文体育、绿色体育、环保体育，天然体育，

更重视阳光、空气、水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价值[15]。 

6)生态体育——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真正有机的

统一与和谐。原生态性不等同于原始性，原生态体育

的简单背后具有复杂的科学与人文理念，原生态体育

是一片心灵纯净的“青藏高原”，是奥林匹克的另一座

高峰。它可能恰恰就是我们在超越“现代性”之后需

要追寻的“后现代性”[16]。 

7)“生态体育”即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手段研究体

育领域中的问题，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

境对体育的共同作用及相互影响。生态学的实质是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体育则反映的是人、体育、

生态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17]。 

从上述观点和认识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浅层生态”体育，将生态局限于自然生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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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体育活动；第二类是“深层生态”

体育，对生态的认识突破自然生态，同时涵盖了社会

人文生态，既注重自然环境，也强调社会人文环境。

尽管这些表述有所差别，但是都包括以下特征：自然

性(在户外场景中进行)、和谐性(包括人与自然、人与

自身、人与人和谐)、人文性、科学性、娱乐性。当前

生态学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生态学，从自

然科学延伸到社会和人文科学，生态学原理在心理学

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所以生态既包括

自然生态，也包容文化生态。结合前面对生态体育形

成历程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给生态体育作如下定义：

生态体育是指在体育现象中，体育主体倾注生态意识

和生态思维，以对生态环境破坏最小和资源的永续利

用为导向，使体育与文化、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相互

关怀、共生共融的体育理念。生态体育强调提升人(体

育主体)的生态意识，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

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实现

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追求人、自然、体育和社会的协

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出了生态文明的基本特征，蕴

涵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 

3.2  生态体育对于生态文明的价值 

生态体育是生态文明的内涵之一，它在推进生态

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

用：促进世界人民互相尊重，容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差异，尊重各民族和区域的传统体育，保持体育文化

的多样性，使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和跨文化得以实现；

保持促进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让体育

更广泛地为人类的协调发展服务，促进和平的社会秩

序的建立，以维护人类的尊严；使各国人民形成生态

意识和生态思维，保护和合理使用自然环境与资源，

提高体育竞赛资源利用效率，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

和人文生态的理念融入 21 世纪的体育精神；消除性别

歧视，着力加强妇女体育和青少年体育，推进老年体

育和残疾人体育，鼓励各种人群参加体育，实现体育

权利；促进以体育运动为先导的国际技术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以及人类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型；促进

人的观念改变，全民生理、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全社会

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市和农村环境的快速改善，

生态资产的快速积累和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快速加

强，激励城乡产业的生态转型，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

会可持续能力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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