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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前人界定的我国体育概念分析，认为：我国的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

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

平”则是体育的本质内涵，是体育手段发展的总体要求，也是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也是

体育能够有独自研究对象而独立存在并能够成为科学的关键所在。体育是文化活动，是把思想、

习惯、道德、智慧、意志、知识、技术等运动化，并使其通过不断提高和展现运动水平表达出来

的一种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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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fined by predecessor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

lowing opinions: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a cultural activity to constantly improve or present sports perform-

ance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sports value; “to constantly improve or present sports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sports value” i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for sports means de-

velopment, also the intrinsic power and mechanism of sports development, also the key to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ble to have independent research subjects, to exist independently, and to become a science;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cultural activity that turns thoughts, habits, ethics, wisdom, wil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es into sport, and ex-

pressed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presenting spor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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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界定我国“体育”概念对于体育的社会实

践发展和科学体系确立都至关重要。如果“体育”概

念界定有失水准，体育的社会实践发展将缺乏动力，

体育科学体系将难以建立。在我国，从“体育”一词

的引进，到目前“体育”的繁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体育”概念的探讨，尤其是体育已经成为社会活

动中重要部分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国

内外学界同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界定了目不暇接的

我国“体育”概念，但面对我国体育的社会实践发展

和科学体系的确立，这些“体育”概念仍有些力不从

心。 

 

1  目前我国的“体育”概念论争 
    目前对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大都使用了“目

的+手段+属概念”的形式来表述。目的+手段表达的

是体育概念内涵，属概念表达的是体育临近的上位概

念。如今我国体育概念的目的都是有价值取向的目的，

手段大都是以身体练习(或运动)为基本手段，属概念

被确定为社会活动或教育活动的居多。 

1.1  我国“体育”概念的内涵 

我国的体育概念中有关“体育目的”内涵非常丰

富，如：“增强体质、提高竞技水平和丰富社会生活”

“改造自我身心”，“改造自身身体、挑战身体极限”

“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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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

量”等。可见，体育概念中关于“体育目的”的表述

分歧依然很大。如果以具体的目的来界定体育的内涵，

那么体育概念的分歧将永远存在，因为体育的目的具

有多样性和动态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另外，以一种或几种

“体育目的”来定义“体育”，就会把没有定义进去的

目的活动排除在“体育”之外。如以“改造自我身心”

为“体育目的”，那么就会把体育当成个体发展的工具，

而把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作用的体育排除在

“体育”概念之外。以具体的“体育目的”来界定体

育概念难以形成共识，所以，应摒弃以具体的“体育

目的”来界定“体育”。要想在“体育目的”方面达成

共识，应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界定体育内涵中的体育目

的。 

体育概念中，有关“体育手段”的内涵也五花八

门，如：“以身体活动为媒介”，“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

本手段”“通过身体练习”“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运动

和游戏”。可以看到，虽然在“体育手段”具体表述上

难以达成共识，但从内容来看，身体性活动作为体育

的基本手段得到了大部分人认可。假如“以身体性运

动为基本手段”视为体育的本质内涵，那么体育中的

运动主体必然是人体，然而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研究

中并不都如此。我们还在争论棋类运动是不是体育时，

棋类已成广州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智运会”已在悄然

兴起；当我们还在探讨汽车拉力赛、航模比赛和赛马

是不是体育活动时，它们已经被人们称为体育比赛活

动了。这些活动中人并不是活动的主体或唯一主体。

如果把“以身体性运动为基本手段”视为体育内涵(本

质)，就会把一些非人为主体的活动排除在体育大门之

外，所以体育的内涵中不应强调“运动的身体性”，而

应强调“运动”。我们更不应强调“身体”而把“运动”

边缘化甚至丢掉。体育(本质)内涵应是从体育产生就

有，而且与体育不离不弃，时刻伴随。那么体育的(本

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即使暂时还不能准确回答，我

们也能认识到这(本质)内涵应突出“运动”这一概念。

体育不是因运动不断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吗？现在这些

体育活动不也没离开运动吗？ 

1.2  目前我国“体育”的属概念 

目前，体育属概念的说法很多，或认为归属于社

会活动，或认为归属于社会实践，或认为归属于教育，

呈现争鸣状态[1]。如果把一些至今还有一定影响的社会

总文化、行为活动过程、社会现象、社会文化现象等

都列进去的话，呈现的是百家争鸣的景象。在纷繁复

杂的争鸣中，“体育”的属概念莫衷一是。这些属概念

在争鸣中难以得到共鸣，原因就是属概念不是过大，

就是过小。 

体育无论是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科学体系中都

已经从教育中独立出来，目前并没有无教育就无体育

的必然存在，所以教育作为体育的属概念已经过小。

至于社会实践、社会活动、行为活动过程、社会现象

之类来作为体育的属概念，其限制外延没有达到限制

的目的，因为实践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

识的活动[2]689，现象是事物发展、变化所表现的外部形

态和联系[2]826，这两个属概念与以“社会活动”来作为

体育的属概念，没有达到限定的目的。行为活动过程

比社会实践、社会现象更宽泛，很难找到体育外延的

边缘。用这些几乎“无所不包”的属概念来限定“体

育”的外延，其限定失去了意义。 

在用过小的教育和宽泛的社会活动等来做为“体

育”属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天，寻找一个恰当的

临近的属概念是当务之急。当我们还无处寻觅时，广

义体育和狭义体育概念就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不去

谈广义与狭义概念的准确与否，因为以广义和狭义来

界定体育概念实在是无奈之举。本意是界定体育概念，

但“体育”概念界定不出来时，在“体育”前再加上

某种限定的做法不是在界定“体育”概念，而是在界

定另外一种概念即“广义体育”和“狭义体育”，而这

两个概念里还是有“体育”一词，这里的“体育”还

是没有说清楚，还是需要去界定。试想“体育”的概

念还未清楚时，对“广义体育”或者“狭义体育”能

说明白吗？不能，概念的循环，让“广义体育”或“狭

义体育”在使用时不仅麻烦而且让人越来越糊涂。 

当不能说清楚体育是什么时，有人就开始怀疑我

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有问题，于是许多人又有了

特别的论述：就“体育”而言，它不再存在现象和本

质，看到的就是体育，不管是“身体性”特征的，还

是“智力性”特征的，只要在“对话”的基础上，双

方都承认这是体育就可以了[3]；“体育概念根本不存在

什么绝对的、精确的意义标准”，“体育概念的意义取

决于语境”，“体育概念是一个无穷的意义生成过程”，

“体育概念是以往各种意义的集合”[4]等等，这些研究

对于探讨体育概念有着积极意义，给人以启发，但不

能因为体育概念难以界定就放弃对其本质的追求，这

不但不能解决体育概念界定的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新

的语障。 

 

2  我国“体育”概念新的界定 
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上虽然争议不断，但大都在

目的、手段和属概念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很少有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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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定义模式，从整体上界定我国的体育概念。通

过对“体育”概念的内涵与属概念的分析，本人试着

从体育整体着眼，确立一个新的概念，即“体育就是

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

的文化活动”。这个概念有着广阔的涵盖性和解释力，

解决了以往体育概念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惑。 

2.1  我国“体育”的内涵 

“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内涵，说出了体育为

什么而存在，为什么而发展。运动是有价值的，体育

的存在能够使各种运动的价值更好地实现。体育场地

和设施的建设、体育政策法规的完善、体育基本理论

的研究、体育的制度的改革等，都是为更好地实现运

动价值而发展着；如何使“运动项目化”、“运动教材

化”、“运动游戏化”、“运动生活化”等，都是为更好

地实现运动价值而在探讨着；育人体育、休闲体育、

健身体育、竞技体育等，都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

而在追求着；体育教育、体育保健、体育经济、体育

旅游等，都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在实践着；“健

身运动的有效性”、“竞技运动的公平性”、“休闲运动

的健康性”等，都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在规划

着。运动有价值，但不是所有的运动都自然而然地有

价值。揭示运动价值，是体育的任务，实现运动价值

是体育的 终目的。理想的体育就是 大化地实现运

动价值。“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 是体育的追求，

也是体育的使命。 

    “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内涵，也使体育概念

不再接受价值取向，解决了以具体的功能和价值定义

体育概念带来的种种困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追求体育的价值不尽相同，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以一种价值取向来定义体育，

必然会把许多本来是体育的事物排除在体育之外，如

取向增强体质的价值，就把竞技体育排除在外。以“价

值性体育概念”来代替“体育”的概念，是对体育的

片面的认识，所以定义体育概念不能用具体的价值取

向来规定其内涵。体育功能在不断拓宽，其价值也不

断丰富或取舍，在“体育”概念的表述上我们难以穷

尽运动的价值，也难以表达其具体的取舍。以“为更

好地实现运动价值”来定义体育，给不同人或社会需

求运动价值的自由。因追求的价值不同也就有了不同

的体育，把这些体育称为“价值性体育”，如休闲体育、

健身体育、育人体育、竞技体育等，而这些“价值性

体育”就可以用价值性眼光来界定。这样的话就会以

价值取向不同而对体育进行分类了，有多少价值追求，

就有多少种“价值性体育”出现。不论现在还是未来，

价值取向多寡决定着体育的丰富性。这样一来就不必

因强调一种价值的体育而否定其它价值的体育了，也

不必解释用何种语境来理解体育了，因为价值追求就

是其谈论价值体育的语境。 

“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内涵，把“运动”从

人体分离出来，只看“运动”自身，即“裸运动”。运

动分为人体的运动、动物的运动、机械的运动以及虚

拟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具有价值，而如何更好地实现

这些运动的价值需要人去设计或者操纵这些运动。设

计和操纵这些运动就是体育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竞

技运动如何更引人入胜，休闲运动如何更愉悦身心等

都需要人去设计或操纵，也就是说体育的根本任务不

是对运动载体进行设计和改造，即不是对人的机体进

行改造，也不是对机械物体进行改造，也不是对动物

身体进行研究，而是对运动进行设计或操纵，这也是

体育之所以与各行各业都能结合的重要原因。不能因

体育为人所用就只见人体运动而不见“运动”本身。

只见人体而轻视“运动”的“人体化”的体育，使我

们因人而迷上双眼，看不见体育的本质了，所以有人

就说围棋、气功、赛马、赛车、航模等比赛都不是体

育活动，而只有人体练习才是体育活动。这种“人体

化”的概念内涵把许多非“人体化”的运动都排除在

体育大门之外，然而现实却接纳其为体育活动，这不

免让“人体化”的体育概念有些尴尬。实践是检验体

育概念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拒绝实践检验体育概念

正确与否的概念是伪概念。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变

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成为诱发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6]，

这也说明面对“体育概念”难以界定的情况下，我们

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考究体育概念。由于人是世界的

主宰，人习惯了以人为主，所以许多事情就难以看清

其本质，体育亦然。有些事物看似体育，而分析起来

又感觉许多本属于体育的事物又被“人体化”的体育

概念否掉，这样严重阻碍了体育的发展，尤其是休闲

时代到来的体育的发展。“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不

仅仅是实现人通过“体能”操纵的运动所带来的价值，

还包括通过智能设计的运动所带来的价值。这些设计

和操纵的结果将体现在“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

当中。 

    “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内涵，并没有说

出体育的具体手段。体育的手段很多，与目的同样，

也很难一一表达，但无论什么手段必须满足“不断提

高或展现运动水平”这个条件。“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

水平”不仅对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体育锻炼和体育

竞赛等多种体育手段提出了要求，而且还强调了体育

的本质是：必须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才能更好

地实现运动价值。体育手段与运动手段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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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手段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运动的手段

是如何让物体运动，所以不能以运动手段代替体育手

段。但体育手段与运动手段是密切联系的，即运动手

段加上合理的运动方式方法就体育手段。通过发展体

育手段来提高和展现“运动水平”，是体育生存的根本，

也是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不提高或展现“运动

水平”，体育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内涵也揭示了运

动价值与运动水平之间的关系。价值与水平成正相关

系，人们追求运动价值是无限的，其提高或展现运动

水平的渴望也是不尽的，这就是体育发展的内在机制。

当然 “运动水平”的内涵不仅仅指的是竞技运动水平。

“运动水平”中的“水平”是多维的水平，追求的运

动的价值不同，其“水平”含义也不同。也就是说一

种“运动”价值必然对应一种“运动水平”体系。当

追求的是运动的竞技价值时，“运动水平”指的是竞技

运动水平。竞技运动水平体系是由不同级别水平组成

的，这类似竞技运动员的级别，也类似不同等级的联

赛，其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当追求的是运

动的健身价值时，“运动水平”指的是健身运动水平，

这类似“体质与健康标准”，其追求的是“更健壮、更

健美、更长寿”；当追求的是运动的育人价值时，“运

动水平”指的是育人运动水平，这类似《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中“五个领域”的 6 种水平，其追求的是

“更强壮、更熟练、更快乐”。当然体育还有更多的运

动价值追求，并且这些价值必然会按各自的规律有自

己的运动水平体系。目前，有些体育，如休闲体育，

其追求的价值比较明确，但类似其相应的运动水平体

系尚没建立，也正因如此，休闲体育才视为新兴体育。

只有当其对应的运动水平体系确立，为提高或展现其

运动水平的学科理论得到发展或成为学科体系之时，

我们才能称休闲体育已经走向成熟。所以不管追求何

种价值性体育，只有当其对应的运动水平体系得以确

立，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学科体系得以建立，才能

看到这种体育的科学性和成熟性。可以说“不断提高

或展现运动水平”的内涵，为某价值性体育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也可以说努力建立相应的运动水平体系，

是某价值性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可见，以确立和发

展不同价值性体育的运动水平体系为目的，可以建立

不同的学科体系。这样的话，竞技体育，就有竞技体

育的学科体系，育人体育就有育人的学科体系，健身

体育、休闲体育也同样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

所以，以“运动水平”体系为根基，会形成不同的学

科体系，而众多的学科体系将铸就体育成为科学，这

时，体育真正成为科学也就不远了。 

2.2  我国“体育”的属概念 

过小、过大的属概念对体育外延的限定，都会造

成对体育认识上的模糊，所以要在过小的“教育”和

过大的“社会活动”之间找到一个更临近的上位概念

作为属概念，这样才能容易看清体育的范畴，才容易

找到体育与其它事物的界限。有些学者认为体育的属

概念是文化活动，如杨文轩主编的《体育概论》。“文

化活动”介于“教育”与“社会活动”之间，更贴近

体育，更能看清体育，本人也赞成这一看法。 

从文化的外延角度，有人认为，相对于有形物质

的东西来说，文化是无形的，是人类的各种精神现象

或产物，如思想境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知识学

问等[6]。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体育所倡导的运动的风

格、时尚、知识、技术就是人类的各种无形的精神现

象和产物，那么体育的内在本质已经抛开物质的具体

形态，它强调的是人的价值追求，体育应是这种无形

的文化活动。从文化的内涵来讲，如果说文化是“人

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话，那么体育就是“人的本质

力量运动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就是人的能力、

技巧、智慧、情感、意志、品德、思想观念、创造力

等本质力量外化出来，实现在客观对象上，是客观对

象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8]。体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运动

化过程，对象化的结果是各种体育的运动。人的本质

力量运动化就是人的思想、习惯、道德、智慧、意志、

知识、技术等外化到运动中来，实现在运动上，从而

运动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渗透着人的自由超越意境，

寄托了人对真、善、美、雅、自由、崇高、神圣的理

解和追求。变化运动形式、创设运动项目、改变运动

规则、丰富运动手段、革新运动技术、优化运动要素、

展现运动价值等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运动化的一种

无形的文化活动。 

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文化活动”来限定体育外

延还过大，体育的属概念还应是教育。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里有必要从与体育相结合的各领域角度再次

讨论体育是不是教育的问题。体育对于社会而言有政

治、经济、教育等功用，所以我们常看到体育与其它

领域相结合产生出不同的体育，这里把这种体育称为

领域体育。那么这些与其它社会领域结合的领域体育

是不是体育呢？当然是体育，但不是纯粹的体育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体育不是“裸体育”了。这样说让人

费解，尤其是体育教育不是纯粹体育一说更容易让人

吃惊，因为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说体育 初是教育，有

的至今还主张以教育作为体育的属概念。体育 先与

教育相结合，甚至有人也会说体育的产生与教育结合

是同步进行的。确实，教育为体育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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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土壤，是与体育相结合比较早的主要领域，可

以说教育孕育了体育，促进了体育的发展。即使这样，

也不能把体育教育看成是纯粹体育，不仅因为体育已

经脱胎于教育，还因为即使没有教育，体育早晚也会

产生。所以与教育相结合而成的体育教育不是纯粹体

育，也可以广而推之，体育只要与某社会领域结合就

不再是纯粹的体育了。在领域体育里，人们常常重视

领域发展，只把体育当成领域发展的手段，所以领域

的特点和现象及领域的自身追求常常把体育本质给掩

盖起来了，而拨开领域的干扰去寻找体育的本质，又

往往是力所不及，所以要想在不是纯粹领域体育里找

到体育的本质是非常难的。体育与教育结合，其交叉

部分就是体育教育；体育与旅游结合，其交叉部分就

是体育旅游，同样也会有体育医疗、体育传播、体育

科技等等。与其领域交叉结合而产生的领域体育中的

体育成了发展相结合领域的手段，而为了体育这一个

手段更有效，相结合的领域又会积极促进体育本身的

发展。不同的领域其目的不一样，其所发展本领域内

体育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体育教育当然侧重发展学

生身心的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发挥；体育旅游当然侧重

吸引刺激旅游消费的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发挥；其它诸

如体育医疗、体育传播、体育科技等领域也概莫能外。

可见，体育不是教育，也不是旅游，也不是医疗，更

不能是科技和媒体等。不同领域体育中领域的特点各

有不同，因此不能以一个领域的体育发展早晚及强势

来理解体育，来做为体育的属概念。从体育与领域交

叉产生的领域体育来定义体育具有局限性，这当然就

会使体育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体

育概念是变化不定的呢？就是因为从领域体育来解释

体育，就不能观体育的全身，而只知体育的局部，当

交叉产生的领域体育越多，对体育的认识就越迷茫，

终就不知道体育是何物了。 

总之，既不能从某一价值来看清体育真谛，也不

能从某一领域来理解体育本来面目。单一的价值追求，

单一的领域理解，都会造成对体育的片面的理解。从

整体来看，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

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人们追求运动价值

是无限的，其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渴望与动力也是

不尽的。“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

运动水平”则是体育的本质内涵，是对体育手段发展

的总体要求，也是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也是

体育能够有独自研究对象而存在并成为科学的关键所

在。体育是文化活动，是把思想、习惯、道德、智慧、

意志、知识、技术等“人的本质力量运动化的一种文

化活动。在这种文化活动中，人们不断提高和展现运

动水平，从而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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