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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竞技体育的非均衡现实，利用非均衡发展理论分析了当前中国竞技体育中

在项目布局、运动成绩、运动队建设、市场发育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根据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

以及面临的主要任务，非均衡发展战略应当是我国竞技体育的科学选择。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

展模式应该是打造优势项目品牌、建设高校特色运动、形成“城市圈竞技项目”等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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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reality of non-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he author, by util-

izing the theory of non-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nalyzed many deviations in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oday, 

which exist in such aspects as event layout, sports performance, sports team construc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and main tasks faced by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strategies for 

non-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hould be a scientific choice for completive sport in China. Development modes suit-

able for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China should be such development forms as building advantageous event brands, 

constructing sport with college features, and forming “urban competitive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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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均衡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不但在

我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而且

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国家，竞技体育一直处于一种非均衡态势。

国内各省竞技体育实力差异显著，体育资源现在还高

度稀缺，这样的现实状况，在发展上试图“齐步走”、

管理上寻求“一刀切”是不可能的。竞技体育的非均

衡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回避或者绕过都是不行的。

根据我国国情和竞技体育的实际以及各项目的特点与

发展优势，为了我国竞技体育能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

势头，本研究提出采取非均衡发展的思路，为竞技体

育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指明方向，为竞技体育的管理提

供理论依据。 

1  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中，源于对新古

典经济学中均衡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发展经济

学中的非均衡学派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借鉴并发

展了非均衡的理论思想，提出了非均衡发展的概念。

所谓非均衡发展是指不同地区、行业、人群在发展过

程中的资源分配、财富积累、经济收入、权利运用等

方面产生的不平衡或不均衡现象，或者说呈现愈来愈

显著的差异趋势。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通过适度倾斜

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途径，逐步实现各地区经济共同

富裕的长远目标。 

非均衡发展首先追求的是效率，在效率得到提高，

而且差别逐渐缩小或消除后，再强调在高效率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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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促进效率前提下体现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发展原则，同时又要防止贫富差距悬殊等负面效应。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是互相转化的，同处一个共同

经济体系之中，在矛盾运动中得到发展，并向高级均

衡阶段演化[1]。也就是说，要以非均衡发展做为推动国

民经济发展的手段，进而达到相对均衡、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的目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理论体系，主要

包括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

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非弗农的梯度

推移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等[2]。非均衡发

展是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的地方。“非均

衡发展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均衡

发展，只不过均衡发展是目标，非均衡发展是手段”[3]。

当从非均衡开始时，为了接近均衡就需要有进一步的

非均衡。 

 

2  中国竞技体育的非均衡发展态势 
在任何国度，体育都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

统，体育的发展形态，都是由社会环境的形态所决定的，

在充满差异的中国社会中，竞技体育也是如此。这一状

态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地区间项目布局、运动员队伍建

设、运动成绩表现、运动项目市场化程度等方面。 

2.1  项目布局的非均衡 

首先，地区间项目布局情况。国家体育总局强调

的是奥运战略，各省市体委注重的是全运会战略，而

市县体委则抓省市运会战略，各有各的战略思想，各

有各的认识差异，从而使运动项目的设置出现了不平

衡状况。目前，我国 18 个国家重点项目，但有一部分

项目仍处在“非重点”状态，这与各省市的各自金牌

战略的冲击有直接的关系。另外，由于地理位置不同，

所拥有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决定了不同地区重视

不同项目人才开发，这种自发随机行为也造成了项目

开发中的不平衡(见表 1)。

表 1  不同项目在全国省市的整体分布(省市数)情况
1)
 

游泳 花样游泳 体操 艺术体操 跳水 击剑 射击 射箭 自行车 乒乓球 短跑 

30 9 26 9 16 14 23 23 17 23 25 

网球 羽毛球 摔跤 柔道 拳击 举重 赛艇 帆船 皮划艇 现代五项 马术 

12 15 27 28 25 22 17 8 18 21 9 

竞走 中长跑 跳高 撑竿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障碍赛跑 跨栏 投掷 全能 

12 24 12 10 16 16 11 19 26 18 

1)统计结果根据体育统计年鉴(2002－2005 年)的统计资料 

 

其次，我国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非均衡发

展差异显著。尽管我国冬奥会的排名在近几届冬奥会

中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第 20 届都灵冬奥会上获

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第 11 名)，整体实力有

所提升，但世界排名仍处于 10 名之后的位置，与夏季

奥运会中我国取得的世界前几名的成绩相比，差距相

当悬殊。 

2.2  运动成绩的非均衡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在不断

探索和提出中国区域划分的方法和方案。例如，建国

初期的沿海和内地两分法，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

划分，以自然地理为主要基础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

三大地带划分。目前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划分的

区域发展已经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共识。鉴于竞技体育

领域也表现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竞技体育区域

不平衡发展的特征，我们以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东、

中、西部划分来分析竞技体育的区域发展非均衡现状

(暂不包括台湾)。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

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

海南 12 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9 省；

西部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四川、重

庆、陕西、贵州、云南 10 省(市、自治区)。 

首先，东中西部成绩比较。本文对各省市在第 28

届奥运会和第 19 届冬季奥运会上获的金牌和奖牌情

况进行了统计。东部共获得金牌 59 枚，奖牌 167 枚，

分别占全国金牌总数的 76.6%和奖牌总数的 73.6%，

遥遥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奖牌数量和金牌数

量仅占全国的 5.1%和 6.1%。研究表明，东部、中部、

西部差距明显。 

东、中、西部竞技体育成绩上的差异也可以从全

国第 6、7、8、9、10 届全运会金牌数和总分两项中反

映出来。全国运动会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比赛，各省、

市、区都高度重视。从第 5 届全运会竞赛的总分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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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均值来看，东部远远高于中、西部，是

中部的 1.8 倍以上，是西部的 3.4 倍以上。第 6、7、8、

9、10 届全运会获金牌数按省(市、自治区)平均来算，

东部比西部分别高出 3.22、3.46、4.68、6.16、9.49 倍。

东中西部地区间成绩的差距很大，如加上在奥运会、

亚运会获得奖牌的分数，差距将更大。 

从国内全运会赛场上来看，中国的竞技体育格局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的全运会已经举办了 10 届，

从第八届开始在项目设置上全面与奥运会接轨，广东、

上海、辽宁称雄国内体坛，形成了这三强长期占据国

内竞技体育三甲的格局(除了第八届广东获得第四名、

山东进入前三强等个别情况以外)。山东、北京和江苏

也从第五届全运会开始，金牌成绩基本上保持在前 6

名，属于第二集团军，这种格局也持续了许多年。但

是在 2006 年的第十届全运会上，这种“牢不可破”的

格局被打破。广东、上海、辽宁老三强逐步下滑，江

苏、北京、山东新三强异军突起。原来处于“第二集

团”的江苏、北京、福建等东部、中部省市代表团竞

争实力明显增强；东西部差距进一步加大，除四川外，

西部各省区市获得的金牌数、奖牌数全面下滑，西部

地区各代表团拿到的金牌加起来才有 38 块。究其根

源，在于国内地方体育发展的不均衡，而各省市竞技

体育管理和训练水平的高低，对我国奥运会成绩具有

重要影响。 

其次，男女成绩比较。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多年

一直存在着“阴盛阳衰”的局面。但近几届奥运会的

金牌数表明，这种现象正悄然发生着改变。第 25 届奥

运会所获得的 16 枚金牌中，女运动员 12 枚，占 75％，

男运动员 4 枚，占 25％。第 26 届奥运会如果不计算

举重项目，女运动员获金牌数的比例下降为 64.3％，

而男子则增加到 35.7％。第 27 届奥运会男、女金牌比

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男运动员占 41.1％，女运动员

占 58.9％。由此看出，第 26 届奥运会后，女子项目的

竞争实力稍优于男子。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男、

女项目金牌的分布正呈现出均衡发展的态势。 

2.3  运动员队伍建设的非均衡 

第一，优秀运动队建设。首先，东部、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非均衡。东部地区的优秀运动员明显多于中

部和西部，中部又比西部多，其中东部的优秀运动员

相当于中部的 2 倍，是西部的 3 倍多；其次，各地区

优秀运动员增长幅度的差异。东部的优秀运动员不仅

总数多，而且逐年大幅度增长，差距越拉越大，中部

也在迅速赶上，2002~2003 年就增加了 500 多人，但

西部增长缓慢，平均每年增加仅 100 人左右；再次，

同一地区内不同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分布也表现出显著

的非均衡，在东部地区，辽宁、江苏、广东 3 省占有

绝对优势，而海南仅仅有 60 多人，2003、2004 年人

数下降到了 20 多人，差距过于明显。河南的优秀运动

员相当于中部 9 省的 1/4，四川也占西部 10 省市的 1/3。 

第二，后备人才培养。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存在着

结构性的短缺。在训总体人数反映了我国竞技体育的

规模和基本情况，2003 年相对于 2002 年，一线队伍

增加 647 人，增长 4.75％；二线队伍增加 2 368 人，

增长 6.01％；三线队伍增加 24 265 人，增长 8.25％。

2004 年相对于 2003 年，一线队伍增加 1 240 人，增长

8.22％；二线队伍增加 3 019 人，增长 6.84％；三线队

伍增加 26 978 人，增长 8.49％。因此，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出，一、二、三线人数都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且三线增加人数最多，比例最大；一线人数同样也呈

增加状态，不过增长幅度要比二线、三线都小(受雅典

奥运会的影响增长幅度 2004 年比 2003 年增长了 3.74

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在训运动人才相对来说还是比

较充足的，但后备人才最终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比例

不高，大多数的二、三线运动员都得退役后另谋出路。 

第三，训练手段与方法。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

“金字塔”比例失衡，塔基过宽、塔身过大，导致我

国竞技体育的“成才率”较低，经济效益差。但中国

也有成才率较高的项目，如跳水等项目，呈现出所谓

的“立柱型”人才成才规律。 

第四，教练员、运动员的教育。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就意识到了教练员学历教育问题，但现实

中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提高幅度不大。如 1993 年体育事

业统计年鉴对全国所有专职教练员学历结构的统计结

果：大专以上为 58.3％，到 2005 年大专以上学历的已

达到 90.9％。从中可看到中国教练员的学历教育水平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这个数据和 15 年前的美国、

德国教练员文化水平大专的 100％还存在差距，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教练员对进行学历教育的体育

院系的利用不够充分。 

2.4  项目市场化程度的非均衡 

竞技体育项目的市场发展受到人口、政治、经济、

文化、技术和自然等大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竞技体

育项目的市场开发是不理想的，竞技项目市场化程度

有着较大的差异。彭贻海对一般消费者调查与专家预

测调查聚类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市场化程度将

中国在第 27 届奥运会参加的 25 个项目和有希望进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武术共计 26 个项目分成 3 类。

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有 7 个：足球、篮球、乒乓球、

排球、拳击、网球和武术；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有

10 个:铁人三项、体操、羽毛球、游泳(水球)、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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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跳水、田径、跆拳道、摔跤；市场化程度低

的项目有 9 个：赛(皮划)艇、曲棍球、射箭、击剑、

举重、射击、棒(垒)球、帆船、现代五项[4]。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竞技体育项

目市场化程度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状态。但从一定的阶

段看，它们还是相对稳定的。奥运项目的发展要根据

它们不同的市场前景并结合国际发展趋势进行分类指

导和管理。 

 

3  中国竞技体育的非均衡发展前景 

3.1  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 

我国竞技体育实施的奥运战略，是根据中国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和我国竞技体育

发展基础、影响力以及竞技体育项目本身的价值等实

际情况做出的战略抉择。随着社会、经济、竞技体育

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体制已经不能更好地促进竞技体

育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非均衡的问题。为了实现竞技

体育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顺应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趋

势和发展规律，完善原有的举国体制，制定各种非均

衡的政策和措施，积极主动地解决竞技体育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为备战 2008 年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让竞技体育在

追求高效率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发展，是一种由非

均衡到均衡、不公平到公平的过程性发展。各地区、

各层面竞技体育面临的条件和各自水平不同，应从各

自实际现状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是要保持优势

项目的持续、稳定的优势发展方向；二是要加强对潜

优势项目的开发；三是要量体裁衣制定各地重点发展

项目。也就是说，采用以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模式下

的非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方式，并逐步过渡到以竞

技体育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市场运作可持续发展方

式。 

3.2  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非均衡发展的现实尤其是非均衡发展的规律，决

定了我们在当今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整个过程中只能

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选择若干省市和区域、若

干项目，使其先行一步，率先发展，并成为全国的“增

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

边地区和其它项目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

为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

要表现为要素向外围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

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

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增长极理论主张中国现

阶段竞技体育通过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省市竞技体育

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城市发展。我们必

须顺应国情，遵循非均衡发展规律，坚持非均衡发展

战略。 

3.3  我国竞技体育当前面临的任务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总

体实力亟待加强，如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不多，一

些基础大项和群众喜爱的集体球类项目总体水平较

低，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呈现“一头倒”的现象，综合

竞争能力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从

1992-2004 年的 4 届夏季奥运会的成绩和项目发展水

平来看，我国具有夺取金牌实力的项目平均仅有 9 个大

项，获得的奖牌数平均仅占奥运会奖牌总数的 6.5％，

冬季奥运项目仅有少数小项达到世界水平；运动项目

发展不平衡，某些优势项目一直未能走出低谷，男子

项目仍然是薄弱环节，篮、排球等重点集体项目队伍

萎缩，增加了发展的难度[5]；体育尖子和后备人才严重

不足，经费短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比较突出。伴随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的深入

推进，体育政策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及时适应

发展变化的体育实践。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表现

出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从第 7~10 届全运会赛场各

省成绩来看，东西部差距明显，体育大省几乎全部集

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十运会期间江苏排名第一共获得

56 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 11.6％，而西部 9 个省份共

获得 25 枚金牌，不足金牌总数的 1/10。我国竞技体育

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在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

的非均衡态势表现出来，国内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还没

有根本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3.4  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的实施途径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的思路可以概括

为：坚持奥运战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及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在国际上打造中国特色优势项目，

在国内，项目的布局要以省和高校为龙头，结合各自

实际情况，创造各地和各校的竞技“品牌”，坚持特色

发展。以奥运优势项目为龙头，奥运项目带动非奥运

项目、大项带小项、体育强省带弱省、强校带弱校，

形成一种“彗星”发展模式和带动机制与激励机制。

即将不同项目重点设置在某地区，突出优势项目，并

推行优化投资结构、项目组织结构、资产存量结构等，

量入为出，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以此带动和辐射其

它，使资源配置、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搞活全局。以体制改革为“龙头”，加快协会实体化建

设步伐，以竞赛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发挥竞赛

的杠杆调控作用，采用体教结合的组织形式，利用我

国各省优势教育资源，共同促进各省体育发展。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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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途径自上而下。 

第一，打造优势项目品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照非均衡发展的原则，通过媒体宣传、市场化运作

等手段，将我国的拳头项目、部分具有商业价值的项

目及成绩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体育明星推向国际市

场，率先走入世界顶尖行列，形成国际影响力。打造

优势项目品牌要探索国内、国际两个方向，兼顾体育、

商业两条道路，跳出“就赞助而赞助”的传统俗套，

探索企业与体育的实质性“联姻”，以体育为媒介创造

财富，以市场为依托发展体育。 

第二，高校体育特色化。在我国，教育部和国家

体育总局对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目标是十分明确

的。从长远发展来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教育

为依托，多种形式办业余训练，将体育部门的青少年

后备力量向普通大、中学校转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和探索。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先走一步，把培养世界级

的优秀运动员作为目标。 

第三，重点发展“城市圈竞技项目”。由于我国地

区经济差距长期存在，各省的竞技体育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的局势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这不仅影响了体

育弱省竞技体育的继续发展，同时影响了其群众体育

的开展。目前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正处于爬坡阶段，

推出以各省为重点“城市圈竞技项目”拓展计划对保

持各省的体育发展上升趋势，增强我国整体竞技体育

实力，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城市圈竞技项

目”拓展计划是根据各省体育特点，打造“体育精品

项目”，不仅能够提高各省竞技体育水平，还能影响群

众体育发展。一提到大连，人们马上会想到足球，没

有人特意给大连冠足球名，只是足球在大连的普及，

在国内(外)赛场的成绩，国人把足球与大连联系在了

一起。政府、企业的资本注入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选

择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女子在国际赛场屡获佳绩，而

在国内却面临经费短缺的“金融危机”；中国男足徘徊

在世界中低水平，却能享受高额“津贴”？这就是体

育项目品牌效应问题。如果各省都能扶持出“精品项

目”，把它做好、做大，做到全民参与，不仅给自己提

供了丰厚的资金来源，也大大拉动本省经济的腾飞。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人们的生活习

惯和思想意识不尽相同，这样就决定了各省在实施“拓

展计划”战略时，要充分考虑本省的地域和文化传统

特点，挖掘自身潜力择优选项。本文在统计分析第

25~28 届奥运会、第 7~10 届全运会各省比赛成绩基础

上，设计了省域“重点项目”布局图表(如表 2 所示)，

“城市圈竞技项目”发展的设计是把竞技体育项目分

散到各个省市，鉴于体育大省的优势项目较多，而部

分体育弱省在项目发展上受约束，我们采用优先在弱

省市挑选发展项目，强省带弱省，用优势项目影响弱

势项目，最终促进各省市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表 2  “城市圈竞技项目”拓展计划布局 

区域 省市区 品牌项目 可选择品牌 

北京 棒垒球 
乒乓球、体操、射击、摔跤、

跆拳道、游泳、田径 

天津 排球 体操、击剑、柔道、武术 

河北 跳水 射击、田径 

山西 自行车 体操、摔跤、武术 

华 

北 

地 

区 

内蒙古 马术 拳击、柔道 

辽宁 足球 

射击、羽毛球、乒乓球、排球、

举重、柔道、田径、自行车、

击剑、帆板、游泳、皮划艇 

吉林 滑冰 射箭、举重、冰上 

东 

北 

地 

区 
黑龙江 滑冰 冰上、摔跤、射击、田径 

上海 篮球 
跳水、田径、击剑、游泳、射

击、排球、帆船、足球 

江苏 击剑 

举重、羽毛球、乒乓球、游泳、

田径、拳击、射击、体操、射

击、柔道、自行车、花样游泳 

浙江 游泳 皮划艇、拳击、田径 

安徽 摔跤  

福建 蹦床 举重、帆船、赛艇 

江西 皮艇 赛艇 

华 

东 

地 

区 

山东 田径 举重、体操、摔跤、游泳、散

打、皮划艇、自行车、赛艇 

河南 射击 拳击、自行车、赛艇、跆拳道 

湖北 网球 体操、赛艇 

湖南 羽毛球 举重、田径 

广东 赛艇 

举重、体操、击剑、拳击、摔

跤、曲棍球、柔道、散打、武

术、游泳、五项、水上、羽毛

球、自行车、跆拳道、跳水、

马术、田径 

广西 艺体 田径 

中 

南 

地 

区 

海南 帆板  

重庆 武术  

四川 曲棍球 武术、皮划艇、跳水、田径 

云南 举重 田径 、自行车 

西 

南 

地 

区 贵州 赛艇 拳击 

陕西 射箭 跆拳道 

甘肃 五项 田径 

新疆 拳击  

西 

北 

地 

区 青海 跆拳道  

 

“城市圈竞技项目”拓展计划不是把每个省份都

建设成像江苏、广东等体育大省，而在于充分挖掘自

己的特色项目时，选择一个或多个有利于本省竞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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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发展，并且能拉动省内经济增长、活跃群众文

化生活的项目品牌。由于我国的整体优势项目不多，

国内高水平竞技体育项目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山东、辽宁等几个体育大省(市)，体育弱省竞

技项目表现不突出，基于以上原因，各省划分的体育

精品项目并不代表在国内外绝对的高水平，表 2 的设

计是在省间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推出，为各

省今后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4  结论 
1)我国竞技体育非均衡发展的现实状况主要是在

国内体育资源稀缺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条件下，经历

了非常规发展，过分追求体育的政治属性所致。国内

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巨大，在项目布局、运动成

绩、运动员队伍和项目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东、

中、西部逐渐递减态势。 

2)利用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实

际情况，特别是积极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提升体

育强省效应、打造优势项目品牌、高校体育特色化等

发展策略应该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首选。 

3)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有它

的局限性。例如较多地强调了效率，忽视了公平。过

分地突出非均衡发展，易于导致人为地扩大差距，甚

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在竞技体育的实践中，还

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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