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卷第 7 期 

2010 年 7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7 No.7

J u l . 2 0 1 0 

 

     
 

我国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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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运动员教育缺失、滥用违禁药物、裁判执法不公、假球、赌球等竞技体育中

的文化迷失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人文精神的缺失、价值取向的异化、过度商业化的冲击、

体制的弊端、法律的缺位是导致文化迷失的主要原因，提出应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回归教育，

完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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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etitive sports culture missing sig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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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culture missing signs in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such as athletes lacking in 

education, athletes abusing prohibited drugs, referees making unfair ruling, fake gaming and gambling, and their 

causes, thought that the missing of humanistic spiri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impact of over 

commercialization, the defects in the system, and the absence of laws, are main causes for the culture missing, and 

put forward such strategies as that competitive sports should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its essence, and to the manage-

ment system in which education perfects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competitive sports；culture missing 
 

 
  
收稿日期：2009-12-30 
作者简介：蒋新国（1965-），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在社会群体印象中，竞技体育已经被“刻板化”，

很大程度上被机械地同金牌、冠军、名次划上了等号，

再加上奖牌在某种层面上作为考量职能部门成绩的唯

一标杆，体育价值观的异化已经不可避免。竞技体育

是现代体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形式上是通过竞技的方

式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一种体育

活动。这种对人的体质、体能、心理、运动能力的挖

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但是，现代竞技体

育越来越强调竞技性，商业化使得竞技日益功利化，

金牌、成绩成为唯一的目标。为了体育成绩，运动员

正常的文化学习被无情地挤压，九年义务教育在一些

体校形同虚设。为了金牌，必要的道德教育被束之高

阁，一“金”遮百丑，竞技体育中的使用兴奋剂、黑

哨假球、赌球等屡禁不止，且有蔓延的态势，足以引

起我们的警觉。 

 

1  我国竞技体育文化的迷失 

1.1  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根源 

奥运会主旨是人们要求通过运动培养身心和谐发

展的人，为社会服务。正如萨马兰奇所说：“由于体育

运动有助于将身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它在任何

文明需求中都值得具有一席之地。”[1]历史证明，“育人”

是运动胚胎的教育属性，它是运动的生命线。运动若

失去教育属性，“夺标”也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当前，

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偏重于抓体能、成绩等“物化”

层面的“硬件”建设，忽视了“人格”的培养。中国

竞技体育是在举国体制下创造了无数个辉煌，但仅仅

使少数“体育强人”登上最高领奖台，而大多数人由

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而难以在退役后适应社会，成

为“社会累赘”。 

美国大学对体育人才的培训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大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无论运动成绩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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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都不能参加学校各类运动队，否则就属违法。

这与我国的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就可以免试上学，某

一运动项目特长可以降低分数录取截然不同。二者之

间的反差，本末倒置。从而造成我国运动员文化水平

越来越低。有研究指出，我国许多优秀运动员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是大学生，60 年代是高中生，70 年代是

初中生，到了 80、90 年代则成了小学生[2]。目前，我

国从事基础训练的青少年共有 31 万人，与成为明星的

运动员比，这个基数很大。所以，解决好运动员文化

课学习问题既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使竞技体育能对

青少年保持一种持久的吸引力的保证。中国奥委会名

誉主席何振梁先生[3]的一句经典名言令人警醒，他说：

“失去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

向歧途。”奥林匹克竞技的第一要素是体育，第二要素

是文化和教育。各国普遍对第一要素十分重视，但对

第二要素的重视程度则不同。但奥林匹克竞技决不是

单纯的体育“秀”，如果忽视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奥

运会将失去它的灵魂。有的人太看重比赛的结果，强

调夺取金牌，而忽略了文化教育。其实任何体育比赛，

大多数人是失败者，成功固然带给人喜悦，但经历了

失败的磨练，人会变得坚强，意志品质会得到很大的

提高，在人生的旅途上才不会畏惧失败，从失败中奋

起。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大力推广把教育与体育

相结合的奥林匹克思想愈发重要，如果忽视它，体育

活动就必然出现偏差，兴奋剂、黑哨甚至暴力等不良

行为将不断出现[4]。因此，国际奥委会鼓励各国(地区)

奥委会设立奥林匹克教育研究机构，经常开展体育文

化活动，其目的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1.2  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焦点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一些国家就把兴奋剂作为

一种“战略武器”，用于体育赛场上的“和平竞争”，

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大众传媒的关

注和跨国公司的巨额赞助加速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商

业化。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可以一举成

名，并且给自己带来大量金钱。荣誉、金钱，使一些

无法凭自身实力取胜的运动员投机取巧，铤而走险，

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兴奋剂的使用上。这些诱惑同样

发生在教练员、俱乐部老板、体育官员和随队医生身

上，因为他们的前程和经济利益与运动员的成绩有直

接联系，许多证据表明，他们相互勾结，给运动员服

用兴奋剂，是兴奋剂猖獗的重要原因。如果将兴奋剂

放到体育运动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兴奋

剂不完全是魔鬼创造出来的，它是竞技体育与人类社

会各种诱惑撞击后生下的怪胎。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职业化、商业化；竞技体育对人类自身体能极

限的挑战和冲击的严酷性；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及所

产生的效益；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及爱国主义、民族

主义情绪等等都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兴奋剂的孳生。 

从兴奋剂定义和兴奋剂目录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人们先从医学视角，后来从法律视角对兴奋剂进行揭

示。反兴奋剂法律认为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破坏了以下

体育价值:体育道德、公平比赛与诚实、健康、优秀的

竞技能力、人格与教育、趣味与快乐、奉献与承诺、

尊重规则与法律、尊重自己、尊重其他参赛者。其中，

主要价值是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和运动员的生命健

康。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是公平竞争性。竞技体育的

目标要求运动员向生理极限挑战，这可能损害运动员

的生命健康。竞技体育的目标使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权

利被忽视。美国已经有上百名运动员死于服用兴奋剂，

受害人家属中无一人就生命健康损害而提出上诉(至

少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报道)。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既

侵犯了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利，又侵犯了运动员的身

心健康权利，任其发展，就会对竞技体育造成致命的

破坏。正如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使用兴

奋剂不仅仅是欺骗行为，也是走向死亡。首先是生理

上的死亡，即通过使用不正当的操作手法，严重(有时

是不可逆地)改变人体正常的生理变化。其次是肉体上

的死亡，正如近年来一些悲剧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此外，还有精神上的死亡，即同意进行欺骗和隐瞒自

身的能力，承认在正视自我和超越自身极限方面的无

能和不求进取最后是道德上的死亡，也就是拒绝接受

整个人类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5]我们应该动员社

会各方面力量，开展打击兴奋剂的斗争，但是反兴奋

剂的斗争会十分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禁绝，

但我们必须持之以恒。 

1.3  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指向 

吹“黑哨”是裁判员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所谓

“黑哨”，是指体育运动竞赛中的裁判工作人员收受他

人财物在执行比赛裁判过程中枉法裁判，造成偏袒一

方，损害另一方荣誉或利益行为的总称[6]。竞技体育商

业化是我国体育进入 21 世纪后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而在竞技体育商业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体育

工作者来说，还是对俱乐部而言，追求功利始终是他

们的重要目标。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比赛的胜负关系到俱乐部的经济收入和未来发展。各

职业俱乐部之间为了生存和竞争，就有可能采取不正

当的手段。俱乐部向裁判送“黑钱”，使自己的球队“成

绩”上涨，以假象来赢得球迷支持、增加广告收入，

事实上，这隐含着体育衰败的危机。因为个人对财富、

金钱的欲望极度膨胀，俱乐部和裁判员在重大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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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操作，“黑哨”便由此产生。中国赛场发生的一系

列的不公正的判罚事件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根

本原因是裁判们在赛前收受“黑钱”后作出一系列不

公正判罚。尽管有人认为它不过是足球界可以自我处

理的“家丑”，但是，你出黑钱我吹黑哨的丑态与那些

花钱买官的权钱交易何其相似。它不仅可以葬送中国

足球，更是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建立

的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诚信缺失现象破坏了竞技体育

中的公正原则，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公

正原则是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奥林匹克精神蕴

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

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而诚信缺失现象正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

它从根本上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公正公平原则[7]。 

 

2  我国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对策 

2.1  弘扬人文精神，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 

人文精神是以建立一种平等、和谐、互利、合作

的关系为目标，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强调以

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而竞技体育的文

化迷失导致了人与体育关系的失调，作为主体的人渐

渐被异化，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这与人的发展和达

到竞技体育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竞技体育要弘扬人

文精神，树立运动员的主体意识，坚持在竞技运动中

“以人为本”，确保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服务。在竞技体育运动中，首先应该满足人的身心健

康要求，通过人文精神的回归，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提高竞技体育参与主体的权利意识；在竞技体育参与

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和谐、互利和合作的关系，使竞

技体育的发展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注意科学训练手

段的运用，注重运动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立。

要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观众以及管理人员加

强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体育观，摈弃虚假的价值

观和非理性的价值意识，唤醒他们的主体性意识，自

行抵制不正之风和违禁药物的使用，让竞技体育回归

其本质。其次，必须制订出完备的法律，加大惩戒的

力度，正确引导和规范竞技体育商业化；最后，加强

宣传教育，使人们意识到服用兴奋剂的危害。竞技体

育是神圣的、公正的，每个体育人只有通过提高自身

素养，严格按规则要求比赛和执法，才能造就一个良

好的竞赛环境。 

2.2  竞技体育全面回归教育 

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应切实贯彻“以人为本，全面

发展”的教育理念，有效提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体

教结合”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运动员的文化

教育问题，更是涉及到我国训练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

改革，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

根本性问题。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01—2010 体育

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国家竞技后备人才培养

“坚持走体教结合的道路”，优秀运动队伍建设要“逐

步向院校化过渡”。“体教结合”是一种以培养攀登世

界运动技术高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体育”

人才为目标的新体制。运动员作为社会的人，必须具

有社会的属性。随着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对金牌及其

附属物质利益的追求，他们的主体地位就可能日趋下

降，原本作为竞技主体的运动员却成了金钱和物质的

附属物。在这样的环境下，竞技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理

念要逐步实现，复合型的竞技体育运动员更能适应社

会的需要，运动员应该成为“智体型”运动员，体育

与教育的结合对培养“智体型”运动员将起到根本的

作用。 

为了使竞技体育持续健康发展，可以使竞技运动

逐渐回归高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尽可能多地

举办大学生联赛，可以使我国的校园竞技运动文化底

蕴更深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其共同

点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

吻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机制，通过

小学—中学—大学或实业团体来发掘优秀的运动员。

美国竞技体育主要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依照

1978 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开展工作。美国竞

技体育运动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培养

后备人才，中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大学则

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强化了教育

和体育结合，突出了青少年体育的业余性质。根据我

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有助于改进我国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2.3  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重构 

中国足球从红山口会议以后开始职业化，一走就

十几年。但是，中国职业足球在最近几年却暴露出许

多严重问题。新上任的中国足协主席韦迪[8]说“在推进

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当中，我们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方面是严重滞后的，媒体们曾批评我们管办不分、政

企不分，这个现象我坦率的承认存在，出现了假赌黑

丑恶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和机制有关系。”中

国足协副主席刘江南[9]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后之所

以出现那么多‘毒瘤’，是因为体制没有完善，政府体

育职能部门不能直接参与管理职业足球，作为企业的

职业足球俱乐部就是要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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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管理者，俱乐部自然就好；反之，则肯定要出问

题。”为了使竞技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监督措施尽

可能地优化到有序状态，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进行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实行竞技体育项目的管理、组织

部门分权、独立，建立相互间的协作和制约机制，解

决“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集培训、管理、监督于

一身，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问题。联合国务院有关

部门组成“职业足球俱乐部资格审查与监管委员会”

的专职机构，对裁判的管理、委派、监督工作由独立

的部门完成，监督部门可以独立地行使监督和处罚权，

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监管制度，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

展。 

 

竞技体育的文化迷失现象对竞技体育产生了较大

的冲击，迷失现象已经危及到竞技体育的本质、过程

和结果。种种违法行为已经使竞技体育完全违背了奥

林匹克的基本精神，违背了竞技体育比赛的初衷，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迷失的根源在于人文精神

的缺失、价值取向的异化、商业化的冲击、体制的弊

端和法律的缺位。今天，我们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弘扬

人文精神，正确引导其商业化，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

环境，加强奥林匹克精神教育，竞技体育全面回归教

育，进一步改革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健全体育法律和

规则，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

标不是金牌，而是对人的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

竞技体育回归自我才能全面展现竞技体育功能和魅

力，竞技体育才能走出文化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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