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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剖析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机制的

不同特质，指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在转型期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分化加剧、协调各层

次利益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下，应以市场经济调节为主导，促使各方在后备人才培养中利益明晰

化、市场化、制度化，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互协调的新的整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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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ing normal study with empirical study, the authors dissec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cultivation of backup talent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period and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ests of such three parties as the stat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 the cultivation of backup talents for competi-

tive sports is aggravating;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of various layers is not 

completed, the authors set fort a new system guided by market economy regulation, so as to clarify, marketize and 

systemize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part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backup talents, and to form a new mechanism of inte-

gration in which stat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are mutually 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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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具有调整后重新组合的含义。所谓整合机制，

就是能够协调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稳定的系统。

在社会共同体中，存在着个体、集体、国家三大主体，

对应着个人、集体、国家三层次利益，三者围绕某一

共同目标可能会形成共同利益，也可能由于社会分工、

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特殊利益。在社会财富总量一

定、资源禀赋一定、人口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资

源的稀缺性和社会财富的有限性与人口数量和人们需

要不断增长的矛盾，使得利益冲突成为常态。利益冲

突是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具有正负效应，

它可能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也可能是经济衰退

和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因此，在充分发挥利益的动

力机制作用的同时，启动利益整合机制，克服利益冲突

的负面影响，对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是由国家、集体、

个人三大主体来共同实施的，如何协调各方利益需求

的满足，使之为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而共同努

力，是我们在北京奥运辉煌之后必须思考的问题。本

研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剖析了不同经济体制背景

下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整合机制的特质，并基

于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导出了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

下协调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培养主体不同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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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整合机制的观点。 

 

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整合机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的

社会，“计划社会是以总体控制资源为核心，通过行政

体系进行全方位控制的社会整合机制”[2]。在竞技体育

领域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举国体制”，

由于计划经济在分配资源的手段、方式上的单一性，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整合机制在运作过程中也就

显得简单、刚性，构成了一种“行政控制强制服从”

的整合机制。 

从整合对象看，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

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最高的、惟一的利益表现。只有国家才拥有资源

的分配权，当运动员进入各级专业体校、体工队及国

家队，就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拿等级工资或享受补贴。

省体校、市体校、体工队等培养机构都是国家的事业

单位，为共同的利益服务，各集体之间实行的是“大

锅饭”、平均主义和统一的分配制度，不同主体之间没

有利益差别，没有部门、行业、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别。

他们之间是通过强制性的整合方式，以实现利益的高

度一致性和统一性。 

从整合中心看，“举国体制”的实行，使得国家管

理体育事业的体育行政部门——国家体委成为唯一的

政治权力整合中心。所有人才培养的计划、指令、资

源分配方法、人才输送方式、竞赛与训练管理条例都

由国家体委发布，再经各级地方、行业、部队设置的

体育行政部门往下贯彻、实施。以“为国增光”作为

整合各级培养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心，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舆论宣传等方式，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

人才、为国增光”塑造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

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培养集体、个体的行为目标和自

觉行为。以各种计划和指令作为整合各级、各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集体和个体的规范中心。 

从整合过程看，主要是国家在宏观层面采取自上

而下的整合。以国家意志确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整合中心，通过国家计划和指令强制各级培养主体

认同国家政治需要，确保了整合中心的一元性。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整合机制，由于是在一种行政的、高度集权的、

强制的体育管理体制下运行，整合的效率相当高，整

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完整、有序的，其成

效非常显著，它与当时国家的社会体制是相适应的。

然而，整合机制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整合过

程中否认利益差别，导致过分强调国家利益，以国家

利益统摄集体与个人利益。整合只注意了其中心的一

元性和强制性特点，没有重视整合中心的包容性。整

合过程只从国家宏观角度考虑，进行“自上而下”单

向性的强制整合，没有由下而上的微观整合及横向利

益整合过程。整合后的“合力”在形成推进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活力的同时，出现了“合力”

与活力的二律背反，表现在：(1)在培养集体的所有制

关系上，只有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统包、

统管的专业队培养形式，这种形式在有限度地增强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集体责任感的同时，过分地加

剧了培养集体的优越感，在各级训练中，大搞“人海

战术”，导致人才资源浪费；(2)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一切活动，全由国家统一安排、计划和调动，

不仅不能增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集体和个体训

练的活力，反而抑制了集体的主动性和个体的自主性；

(3)在分配关系上，实行统一的分配制度，经济收入、

物质待遇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不仅不能激发主体从事

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反而滋长了“等、靠、要”的依

赖性[3]。这些二律背反的现象，提出了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中，我们应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从国家、

集体、个人三大主体利益出发，正视不同层次的利益

差别、利益矛盾和利益主体，探求新的整合机制。 

 

2  社会转型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整

合机制 
组织机制对应于组织结构，一种新的组织结构的

形成就呼唤一种新的整合机制与之相适应。社会转型

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因素发生

大的调整，整合机制体现出新的特征。 

从整合对象看，由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体

的多元化，不同主体产生的不同利益追求，使利益结

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既强调不同培养集体多样化利

益追求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又承认不同培养集体追

求特殊利益的合理性。纵向看，国家利益发生变迁，

由“政治挂帅”，单纯追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社会、

政治效益，向以追求社会共同利益为主，兼顾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利益需求的方向转化，利益结构

呈现多样化。从集体层面看，社会转型期拓展的多种

培养模式，包括国家投资的省(市)专业运动队、公办

和民办学校运动队、社会和企业投资的俱乐部队等，

由于所有制性质不同，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追

求与国家利益在有些方面保持一致，在有些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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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利益差别。从个体层面看，由于后备人才培养包含

初级、中级两个训练层次，在初级、中级层次中又包

含不同性质的培养主体，在不同训练层次、不同培养

形式中的运动员个体又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所以，社

会转型期个体层面的利益结构非常复杂，在利益整合

中，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积极引导个体利益追求与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合辙，另一方面，又在既定的国

情和具体制度安排下，允许个体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

横向看，在集体层面，存在多种所有制性质的培养集

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利益博弈时，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是其必然的行为逻辑，并且在逐利活动中还存在

一定的“投机倾向”，在社会资源禀赋一定、社会财富

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各培养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

可避免。如体育系统、教育系统与社会部门 3 种性质

不同培养集体之间就存在争夺竞赛资源、赞助资源、

人才资源、媒体资源等方面的矛盾。因此，在进行横

向利益整合时，一是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力度，贯彻

公平性对待原则；二是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

合理地配置资源；三是要利用各种规制，促使各培养

集体形成利益认同，克服利益冲突，通过有序竞争达

到协同发展；四是要引导培养集体积极开发人才资源，

而不是倾力于争夺现有人才资源[4]。 

从整合中心看，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政

治需要不再是整合中心这个统一体中的唯一内容，物

质需要、社会发展需要、文化发展需要等也成为必要

内容。在确立整合中心一元性的前提下，开始包容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不同培养集体和个体与整合中心不相

一致的利益追求、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等。 

从整合过程看，仍然以自上而下的整合为主，但

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开始发挥作用。整合方式仍然以

强制性整合为主，但认同性整合和互补性整合也开始

发挥作用。 

综括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转型期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整合机制的特点体现在：(1)在承认利益差别的

前提下，强调利益的一致性，不再是以片面强调利益

一致性为前提的利益平均，打破了高度统一、一元化

的利益格局。(2)增强了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各培养集

体逐渐摆脱国家依附，逐步形成各自的利益边界。(3)

利益主体呈现出开放性特征，各培养集体之间的交流、

联合、竞争和协同加强。(4)整合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

的一维利益控制，开始尊重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5)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有序竞

争，使利益差别及由此造成的利益冲突发挥应有的动

力作用。在社会转型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体日

趋多元化、培养形式日益多样化，整个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体系焕发出新的活力。由于培养主体的多元

化和利益结构的多样化，使得整合的对象和过程更趋

复杂，整合中心也由于目标的动态变化和价值取向的

多向性而难以确立，整合机制的运行还存在以下问题：

(1)各培养主体由于主体地位和利益边界还不十分清

晰，无法合理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在市场竞争中利益

冲突显性化，影响了培养效率。(2)由于横向利益集团

的利益分化加剧，整合的手段和方式还欠丰富，不能

有效地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相互补充和协调。(3)由于集

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集体和

个体在认同国家利益时出现阻滞，抑制了培养主体的

积极性和活力。 

 

3  构建利益协调的整合机制 
多样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体的出现，以及

由此形成的多元化利益结构，是社会转型期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国家利益为主导，

兼顾集体和个体的不同利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培

养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环境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

需要将日益增长、日益多样化，而多样的需要势必会

造成利益分化，整合、协调这些分力使之成为推动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合力，需要尽快建立新的与社

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利益整合机制。首先，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

发挥市场机制整合、协调利益冲突的最大功能，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使各个利益主体通过“多

重博弈”而获得利益的“均衡解”[5]。其次，基于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社会公益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强化政府强制性整合功能，

协调各方利益，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公共利益

得以实现。再次，通过文化整合形成广泛的公益性道

德机制，通过宣传、教育、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把

社会、国家的利益需求与集体、个体的利益需求统一

起来。从现实国情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利益主体

状况、利益结构的实际出发，把握好 3 个环节： 

(1)利益明晰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利益结构呈

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首

要的是要认清目前有哪些利益差别、哪些利益矛盾，

辨别各种利益差别、利益矛盾质的规定性和量的区别。

因此，可以说，利益关系明晰化，是实现利益协调、

正确处理利益矛盾的首要环节和根本前提。 

(2)利益市场化。所谓利益市场化，是指主要通过

市场，用经济手段调节利益矛盾。目前，中国的国情

和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仍需要通过行政手段约束和调控。然而，这种利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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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排斥竞争和风险，各利益主

体不能从劳动付出最大化中得到利益分配的最大化。

随着转型期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主体利益的市场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利益分配

市场化。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各级体校、省

市青少年队、学校、俱乐部，应逐步实现向市场化利

益分配模式转变，逐步变计划分配制为市场调节制，

使利益分配逐步市场化。二是利益调节市场化。培养

主体的利益调节必须纳入市场的轨道。从以行政手段

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杠杆为主，有效激发培养各利

益主体的活力。三是利益构造市场化。大力培育和扶

植新的培养后备人才的利益主体，推动和催化旧的利

益结构的分解和重组，造就一个有利于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良性运行所需要的开放性利益结构[6]。国家对

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不断改革，有利于

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流动，更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

规律，构造市场化利益结构。 

(3)利益制度化。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上整合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不同培养主体的利益，必须有一整套科学、

完备的体制、法规作保障，形成一个法治化的利益环

境。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后备人才培养的利益主体呈

多元化态势，既有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又有“双

轨制”下的新生既得利益集团。转轨时期利益集团之

间的利益摩擦如果没有新型有效的制度加以规范，对

后备人才培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分配不公、损失培

养效率，更为严重的是破坏规则，使制度、规则的制

订和执行不公正，从而从根本上损害制度效率，破坏

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因此，必须建立新型

的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对各培养主体的行为予以规范

和限制，逐步取消双轨制运行，实行市场的单轨制运

行[7]。 

另外，要建立起利益协调的整合机制，还有两个

方面的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立“培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为整合中心，

以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为共同利益，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

进行认同性整合。第二，形成“以利他为前提，自利

为目的”的个体利益实现的行为逻辑[8]。充分开发个体

的多层次需要，使之转化为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动力。

但个体需要的满足必须以符合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

前提，在国家、集体利益不断实现的过程中，满足个

体利益。 

 

4  结论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利

益需求的多元主体，整合多元培养主体的多样化利益

需求是保证后备人才培养科学发展的必要环节。计划

经济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整合机制是在一

种行政的、高度集权的、强制的体育管理体制下运行，

整合的效率相当高。但是，整合机制在运行中否认利

益差别，过分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忽视了个体利益

的合理表达。经济体制转型期，不同后备人才培养主

体的合理利益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各培养

主体由于主体地位和利益边界还不十分清晰，其利益

诉求还无法合理地表达，在市场竞争中利益冲突日益

显性化，影响了人才培养效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为促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

展，我们应该抓住利益的明晰化、市场化、制度化 3

个重要环节，确立以“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高

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为整合中心，充分开发不同培养

主体的多层次需要，在国家、集体利益不断实现的过

程中，实现个体利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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