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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认识上的“杂”、“乱”、“泛”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赵志荣12
（洛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2）
摘

要：对当前体育旅游认识上存在的诸多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我国对体育旅游的定位

过“杂”，对体育旅游的分类过“乱”，对体育旅游项目的归属过“泛”现象较为突出。产生以上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认识上的感性化明显及缺乏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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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disordered” and “inundated” phenomena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tourism and analysis of their causes
ZHAO Zhi-ro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22，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a number of phenomena existing currently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tourism,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China, the orientation of sports tourism is too “diversif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ort tourism is too “disordered”; the attribution of sports tourism events is too “inundated”. Main causes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said phenomena are obviously sentimental understanding and lacking in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concept of sports tourism；project of sports lourism

什么是体育旅游？如何定位？在众多的旅游活动
和体育活动中哪些属于体育旅游？如何分类？当前，
对体育旅游的认识存在“杂”、“乱”、“泛”现象。这
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体育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1

体育旅游认识中“杂”、
“乱”、
“泛”现象

1.1 体育旅游认识之“杂”
对体育旅游认识之“杂”
，一是表现在对体育旅游
的定位有较大的随意性，
如有人认为体育旅游是一种特
殊的文化现象[1]；有人认为体育旅游的性质既是一种经
济事业，又是一种文化事业，属于经济-文化事业[2]；
还有人认为体育旅游是人们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二是表现在体育旅游项目命名杂。如“滑雪”，除“滑
雪”外，还有“高山滑雪”
、
“跳台滑雪”[3]、“某某滑
雪场”[4]等多种表述；如“马拉松”，有的称为“马拉
，还有的是“某某地
松”
，[5]有的是“马拉松旅游线路”
马拉松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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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育旅游认识之“乱”
对体育旅游认识之“乱”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
一是指分类混乱，缺乏一致性依据，表现出分类逻辑
不够清晰，更缺乏系统性。不同的研究者对体育旅游
的分类有所不同，有的将其划分为 2 种：参与性、观
赏性[6]；有的划分为 3 种：运动型、观赏型、兼备型[7]；
有的划分为 5 种：休闲体育旅游、健身体育旅游、体
育观战旅游、刺激体育旅游、竞技体育旅游[8]；还有的
划分为 8 种：休闲娱乐游、惊奇探险游、赛事观摩游、
项目培训游、产品商务游、民间传统游、活动参与游、
健身度假游[9]等。目前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持有不同的
观点，尚未形成统一的分类方式。
二是指概念上的任意置换。例如“体育旅游业”
与“体育旅游”不分。如《我国体育旅游发展前景初
探》[4]一文中，有一个小标题是“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
前景”
，但行文中的表述却成了“我国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为发展体育旅游业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
”接着
又列举了我国部分省市的特色旅游资源，并表述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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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进一步拓展了人们的旅游视野，为体育旅游提供

三是把体育旅游项目与体育项目相混淆，反映出

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标题和行文中的从“体育旅

将体育旅游概念扩大化现象。将武术、游泳、台球、

游”到“体育旅游业”再到“体育旅游”
，存在不统一

足球、网球、柔道、跆拳道等纳入体育旅游项目，实

的表述。

际上是研究者无形中把体育旅游项目范围扩大了。如

又如“体育旅游产品”与“体育旅游项目”置换

果任何体育项目都可以被称作为体育旅游项目的话，

现象。体育旅游产品与体育旅游项目究竟是什么关

体育旅游与体育还会有本质的区别吗？其实，人们平

系？是“=”是“≈”还是“≠”?就漂流、攀岩、登

日所参加的体育项目并非都是体育旅游项目，体育旅

山而言，为什么一些研究称之为“体育旅游产品”，而

游项目必须首先具备旅游的特征。

有些研究称之为“体育旅游项目”？

四是把旅游景点景区开展的附加性体育活动也当

体育旅游项目与体育旅游资源也出现区分不清现

作体育旅游。至于在普通旅游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体

象，
有时候谈论的是体育旅游项目却反复在行文中表述

育健身行为只能视为旅游过程中的一次健身活动，它

的是体育旅游资源；有些讲的是体育旅游资源，却表述

具有两重性，是一种偶然性的参与，有的并非专门奔

的是体育旅游项目。如“吉林北大湖滑雪场、松花湖滑

体育而去的专项旅游。如旅游景点景区有附加的荡秋

雪场；山东潍坊风筝节；贵州国际皮划艇漂流赛；北京

千设备，游客可以旅游之余荡荡秋千；有的还有保龄

十渡风景区名胜区建立的中国第一家蹦极跳台等”
，这

球场，利用旅游之余打打保龄球等。这些算不上体育

些“场、节、赛、台”等究竟应该是资源还是项目？目

旅游。

前的研究中大都归类到体育旅游项目之中。
1.3 体育旅游认识之“泛”
对体育旅游认识之“泛”表现在 4 个方面：
一是指概念的界定不一，很多研究者都是从个人

2

产生“杂”、“乱”、“泛”现象的原因
对体育旅游的认识存在较为明显的“杂”
、
“乱”
、

“泛”现象，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对体育旅游内涵的解读进行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1)认识上的感性化。

有的认为体育旅游是指人们在余暇时间为达到返璞归

盲人摸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其结果是摸着什

真、释放压力、寻求刺激、冒险、健身等多种目的于

么就认为象是什么模样。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人

[10]

户外所进行的各种身体活动方式 ；有的认为体育旅

们对体育旅游的认识也存在跟着感觉走的现象。也就

游是借助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发挥体育的诸多功能，

是说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识目前还主要停留在感性阶

使旅游者在旅游中从事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

段，把凡是与体育有点联系的旅游都称为体育旅游，

[11]

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 ；有的认为

以及凡是与旅游有点联系的体育也都称为体育旅游，

体育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体育

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不客观的。

资源和一定的体育设施为条件，以旅游商品的形式，

2)认识上的主观性。

为旅游者在旅行游玩过程中提供各种服务的一种经济

在《体育旅游的开发与大众体育消费》[14]一文中

活动[12]；有的认为体育旅游是为了满足和适应旅游者

有这样一种认识：
“体育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体育相

的各种体育需求，借助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并充分

关产业的消费，而且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

发挥其诸种功能，使旅游者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从

这种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是不太切合实

而达到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际的一种定位。如果说“体育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体

[13]

的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 。以上举例的几种体育旅游

育相关产业的消费”
，本身就应该加上一个限定词，即

概念的最终定位为身体活动方式、交流活动、经济活

在“体育相关产业”前面加上“部分”，这样才显得更

动和社会活动等。

加客观些。而对于能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就

二是指体育旅游项目归属，外延过大，超越了其

显得言过其实了。况且，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判断

本质属性。甚至出现凡是与体育有关的旅游活动都归

它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显得过于主观。

纳到了体育旅游项目之中。体育旅游项目的外延过大，

3)认识上探究性缺乏。

边界不清问题，严重制约着人们对体育旅游的正确认

目前人们对体育旅游缺乏深入探究精神。如对体

识。体育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或专项旅游，

育旅游的分类，有的不加思索地套用了旅游的分类方

它必定有与其它旅游形式的最本质区别所在。如有人

式，如将体育旅游分为以“自然景观为主的风景区体育

将“参观著名大学校园”也列为体育旅游项目，实在

旅游”和“以人文景观为主的风景区体育文化旅游”
。

有些牵强。

即便是加上“体育”二字也并非是客观的分类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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