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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古代罗马社会转型与 14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结合我国现代社会

转型期，探讨在我国进一步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可能性，并提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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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of social type in ancient Rome and that of Europe in fourteenth cen-
tury on the Olympic，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period of modern change type in our country，the aim is to inquire into the
possibility to propel the modern Olympic sports to go a step further in our country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Olympic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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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我国得

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为了进一步

推动其发展，我们有必要深入地考察社会转型与奥林匹克运

动史的关系，探索其规律并加以利用。

1 古罗马社会转型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衰亡

1.1 对米兰赦令的再认识

对于作为古希腊辉煌绚丽的文明标识的古代奥林匹克

运动衰亡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种，其一是城邦奴隶制崩溃

说，其二是宗教说。从价值角度分析，前者流于社会表层，自

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国家形态已经消亡，拼入亚历山大帝

国，进入希腊化时期。后者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在体育学

院通用体育史教材表述为“公元 393 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

皇帝狄奥多西颁布了禁止异教活动的米兰赦令，奥林匹克运

动会被迫终止。”首先，这种表述不符和史实。实际上米兰

赦令是君士坦丁大帝与李锡尼在公元 313 年颁布的，其核心

是宣布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同样的合法地位，宣扬绝对的信

仰自由。经过公元 321 年尼西亚会议和公元 381 年君士坦

丁堡会议，尤其是公元 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惟

一合法宗教。这一过程表明了欧洲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

上的完全没落。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王朝的更迭、宗教的盛

衰寻求其根本原因。

1.2 古奥林匹克的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

（1）古希腊的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的对比

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可以发现，城邦内

部实行的是以自由民为基础的自由劳动，内陆乡村则是以奴

隶制为基础的非自由劳动，城邦之间商业活动频繁，沿海贸

易发达，但是这种商贸活动主要是为满足奴隶主阶层对奢侈

品的需要，而广大的奴隶阶层则处于奴隶农庄自给自足状

态。以斯巴达城邦为例，奴隶主和自由民与奴隶的比例达到

1:4 :20 的程度。正是广大奴隶的劳动才保证了城邦的繁华

和公民宽松的生活选择以及阶层内的自由民主。古奥运会

就是在这种土壤里才得以生存，同时也界定了奥运会只是少

数人的特权。

（2）古希腊的人神关系对比

卡尔·马克思如此评论希腊人说“希腊人是发育正常的

儿童。”古希腊和古罗马信奉的是奥林匹斯山诸神体系，是一

个民族的、英雄的、现世的宗教，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具有一种

戏剧化的气氛，人通过体育竞技向神展示人的力量和美丽，

以此向神献媚、祈求福祉、使神欢娱。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

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它是古希腊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无

统一绝对君主专制的，诸城邦自主，相互竞争，多元化意识形

态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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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多元的思想意识形态，良好的理性立法民主意识和昂扬

的单子主义形成了古奥运会的基本内核，并以此产生了奥林

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运动。

1.3 古罗马社会转型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衰亡

恩格斯和罗兰都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的知识总和在量的

方面已经大大地超过古希腊，但是在质的方面却仍未超过，

因而现代奥林匹克仍是这一内核的发展。马克思·韦伯研究

表明，随着古罗马的兴起，到公元前 146 年征服了整个地中

海地区，伴随着这一过程，古希腊经济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罗马的版图通过军事手段向内陆逐渐扩张，加之古希

腊城邦原有上层被纳入奴隶层，整个西方文明由此经历了

一次地域转移，从沿海商业文明变为内陆农业文明，奴隶制

非自由劳动最终成为罗马经济的惟一支柱。统一国家的建

立客观上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古希腊人神同形同

性的众神体系被基督教一神论所取代成为必然。因而，我们

应该认识到社会转型对人的影响是导致古代奥运会的衰亡

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宗教意识形态中随

着人放弃主宰自我，拜倒在神的面前，多元化与个人主义传

统不复存在，奥林匹克运动最终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

2 14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

2.1 以人为本奠定了奥林匹克的思想基础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伴随着宗教理性发展，人类理性的

成长也使中世纪文明陷入宗教价值危机。从 14 世纪开始，

在意大利兴起了一场发掘研究和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文

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是这一古典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产物

的思想主题。它打破中世纪人神关系的壁垒，在肯定上帝至

尊的前提下关注人物关系，从而突出了人的优越地位。确立

了人、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新观念。它以昂扬的现世主义

和个人主义精神体现着人的个性的觉醒和感性的解放。由

此也推动了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2.2 14 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对比

比较中世纪封建制度和欧洲史可以发现文艺复兴并非

始于古希腊罗马地区，而是始于意大利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

城市。究其原因，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言，由于教皇和德

皇对意大利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新型城市国家的实际存在，出

现了近代欧洲新型政治精神和统治方法，市民生活的发展造

就了新型市民生活和社会交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与古

希腊罗马社会背景极其相似，但是这一次社会转型不同于上

一次变革，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下，原有社会组织形式崩溃，

非自由劳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2.3 14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与奥林匹克运动复兴

众所周知，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要

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壮大并取代非自由劳动的封建

等级制度的过程，以商品为中介，自由劳动体系逐步把世界

市场统一起来，相应的，人作为历史主宰更加强烈的表达出

个人意志的尊严，这使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范围被人所接

受，这体现了各民族自由竞争，共同发展的人类精神得到共

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

综合体现。伴随这一过程，古奥运会也开始被广泛的研究，

并于 1896 年开始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既是反神

权、反封建等级特权的武器，又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3 现阶段我国社会转型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通过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不同社会转型期的发展对比分

析，对我国现阶段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具有借鉴价值。体育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和社

会意识形态，虽然体育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但是体育的

基本价值却是永恒的。

3.1 社会转型期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始终体现人类先进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以奥运会为标志，以奥林匹克文化为基

础。奥林匹克文化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反映着社会对公

平、自由、发展的终极向往。历史告诉我们，先进的文化终将

体现最多数人的理想，奥林匹克运动体现着社会先进的文

化，如果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不能体现奥林匹克文化中最大多

数人的利益与理想，它只能从极端物质主义滑入纵欲主义泥

潭，避免不了步古罗马社会转型古奥运会的后尘。

结合当代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来说，在体育文化的

层次上，日益扩大的参与群体和不断改善的物质环境是发展

的基本条件。在处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时，后者

才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主体，是价值的主体所在，也是国

家体育机制运行的基准点。同时在此基础上体现奥运竞技

的价值，从全民族个体自由参与竞争、充分发展推动国民体

质提高，体现民族自我超越精神，并由此上溯到人类自由竞

争共同发展，突破人类物种固有界限不断前进的伟大精神，

由此体现两个计划的和谐精神。也就是说为竞技而竞技是

没有价值的，它必须始终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载体，体现着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不断进取的社会精神。在整体

文化结构上则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这

一历史传统，体育必须与转型期的教育、文化艺术结合，推动

社会前进，以整体文化形象谋求自身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奥

林匹克运动必须始终体现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现阶段转

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我国体育工作担负着提高国民体质与

素质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如果两个计划的实施缺乏协调

必将导致以教育为中心的奥林匹克文化与以奥运会为中心

的竞技体育的背离。

3.2 人的塑造是转型期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起点

首先，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自我觉醒程度决定了社会

的活力，奥林匹克运动基于具有高度自由意志的人，分析两

次社会转型的不同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社会以社会为

本位，把人作为被适应客体纳入社会体制，忽视人的主体性

时，奥林匹克运动就趋于衰落；而当一个社会关注人的个性

发展，在人与社会的协调中始终以人为本时，则奥林匹克运

动趋于生机勃勃的态势。这决不是历史偶然，这体现了人与

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人的因素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因

素。同时，奥林匹克运动也是思想改革运动。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正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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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成长，它是人的自觉史，也是人的教育史。奥林匹克

运动不是自发过程而是通过教育达到的自觉过程。全民健

身计划的涵盖面极其广泛，奥林匹克运动是其核心部分，我

们知道奥林匹克自其产生起，就追求其高尚性，对投身该运

动者有严格的限制。现代奥林匹克以跨越历史的姿态将其

发扬到超越种族性别国界宗教的范围，支撑这一运动的群体

也扩大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成长，

奥林匹克运动也走向辉煌。

3.3 加强学校体育是转型期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之本

（1）对学校体育功利主义倾向的批判

奥林匹克运动是学校体育的主体，学校体育作为九年义

务教育的一部分，在两个计划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由

于特殊的国情，学校体育异化，具体地表现在教学思想和教

学形式的竞技化。其危害是巨大的，究其根本是竞技体育的

功利主义原则渗透进入教育体系造成的，这与教育体系的价

值取向相背离，英国哲学家西吉维克系统阐述古典功利主义

的主旨说：“如果将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安排的使其中的所

有个人取得最大的总和净余额，那末这个社会就应当被看作

是正义的。”约翰·罗尔斯批判则深刻地指出：“功利主义只关

心整体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而不关心其福利与欲望的满足是

如何实现的。这样就会以更大社会利益为借口牺牲一部分

人的利益。”由此可知，教育关注弱势群体这一本质特征一旦

被竞技体育的功利主义同化，学校体育体系就发生了价值异

化，学校体育沦为精英教育。

（2）转型期学校体育的历史职责

西方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客观上培养了大批逐步走向自

觉的人，正是这些经受思想文化洗礼的人们构成了奥林匹克

复兴的社会基础，因而转型期体育发展实质上是新的社会理

念的推广过程，尤其是对人的再认识过程。社会转型将为学

校体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契机，物质的丰富为体现个性意志的

学校体育提供了基础，文化意识的多元化前景促使个体的独

立和觉醒，竞技体育的商品化、市场化使之加快了与学校体

育分离的步伐。学校体育的独立是学校体育体系化的基础，

为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及其整体形式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其体

系的开放性也能使学校体育的内容与全民健身计划形成互

动，进一步发挥学校体育的教育性。社会转型期，我国全民

健身计划的实施必须依靠学校体育这一中坚力量。因此学

校体育必须转变教学思想，将重点转移到全面育人的奥林匹

克运动上，培养高度自觉完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竞技体育

只是它的未来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只有拥有广泛地接受了

奥林匹克文化熏陶的公民，才能真正完成转型期体育工作，

提高国民体质，促进民族发展的历史责任。

3.4 体育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转型期体育必须谋求促进经济发展。国家物质基础是

体育发展的基础，古奥运会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参与人

口、阶层方面有很大差异，实际上是不同阶层物质占有上的

不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是由于市场机制的成

功引入，实现了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商品化。物质的丰富保

证了国民对更高需要的追求。现阶段我国物质财富有巨大

的增长，客观上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是

体育也因该积极投入经济建设之中，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昌

盛、人民幸福，全民健身才能有长足的发展。所以，体育的产

业化、市场化必须加强，这既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也是谋求

转型期体育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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