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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具有相容性。现代体育既是国际体育的发扬，又是对传统体育的发展。

现代体育的发展方向便是体育现代化。它包含着体育走向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等。研究中国现代

体育与体育现代化，对于发展体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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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exists compatability betwe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 and the Chinese modern sport . The sports of today
i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sports，but als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 . The tendency of sport de-
velopment is the sport modernization，i . e，industrialization，soci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ying the
modern sports of China and the sport modern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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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的兴起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实现体育现

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基本走向。中国

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糅合、并驾齐驱，是中国体育现代化

的基本特点。

1 中国传统体育与近代体育的糅合

1 .1 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体育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有自身特色的

民族体育。其主要特点有：第 1，体育项目繁多。中国是有

着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的体育大国，体育资源非常丰富。

1990 年 8 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

志》（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一书中，

便开列了中国 56 个民族约 978 项传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

大多流传至今。第 2，数千年来，尽管朝代不断更替，战事连

绵，但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尤其是自秦

汉以来形成的体育项目与形式，被后代沿袭下来，并得以发

扬。第 3，中国传统体育十分重视体育伦理和社会价值。精

神情感在体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第 4，体育、文化、娱乐

三者融会贯通，协同发展，是中国传统体育经久不衰的重要

原因，也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生命力所在。第 5，在长期的历

史交往中，各民族体育得以相互交流，对外来体育文化具有

兼容性。

1 .2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中国现代体育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是一致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洋体育开始传入，并与中国传统体

育相结合，因而开始了中国体育近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大体

上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是 19 世纪 60 年代后至 19 世纪

末。首先是洋务官僚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习练“洋操”，以

及北洋水师学堂开设的西洋“体育课”，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武

术等训练项目结合，使中国军队开始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其

次是近代学校体育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美国、英国等

开办的教会学校，以课外活动的方式，开展了诸如田径、球类

等“新式体育”活动。第 2 阶段是 20 世纪初至新文化运动时

期。首先是近代体育在学校的实施迈入制度化轨道，如体育

排入课表，纳入考试范围等；二是传统体育开始与竞技体育

结合。如 1910 年 10 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便有武

术、田径、足球、篮球等比赛或表演项目，将中国传统体育与

“进口”的近代体育结合，用于竞技体育。第三阶段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首先是中国先进青年的体育观念，如毛泽东

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等，在同时代具有先导作用；其次

是现代体育体制的建立，如国民政府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

员会”，建立“国术馆”等；再次是学校体育开始着重培养新型

的高层次体育人才，如成立体育专门学校，在大学开办体育

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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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兴，体育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现代体

育发展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体育又催化了体育

的大变革，使中国变体育弱国为体育大国、强国，加速了体育

现代化进程。

2 中国现代体育与体育国际化

现代体育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在奥林匹克精神和国

际竞技体育的推动下，中国在国际体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显露。

（1）中国在国际体育学术交流中显山露水，影响越来越

大。中国的一些主要体育学科，如运动医学、运动生理学、运

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社会学、

体育教育学、体育情报学和比较体育学等均与有关国际组织

有联系，涌现了许多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体育学术成果。

（2）中国体育人才参与国际范围内配置，发挥着巨大作

用。体育现代化首先是人的观念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体育

运动国际宪章》指出：“体育运动作为教育与文化的一个基本

方面，必须培养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个体所应具备的能力、

意志力和自律能力，必须由一项全球性的民主化的终身教育

制度来保证体育运动与运动实践得以贯彻于个体一生”。至

1999 年，我国已有国际级运动员 201 人，国际级裁判 10 人。

又如中国乒乓球运动人才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

流动，遍及五洲四海。随着体育职业化的发展，各种体育俱

乐部应运而生。外籍体育人才也在中国大显身手，为中国体

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3）中国是大众体育国际化的有力推行者。随着世界新

技术革命的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已成为国际潮

流，与竞技体育的发展呈齐驱之势。中国则参与了大众体育

的国际交流和学术研究，参与了国际大众体育组织和残疾人

体育组织机构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和一些单项体育组织，以

加强对大众体育的领导。

（4）在竞技体育国际化过程中，中国逐渐走上了体育强国

之路。根据 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历年中国所获世界

冠军如表 1 所示。特别可喜的是，2001 年，北京成功地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将更快地提升中国体育现代化水平。

表 1

══

我国运动员获世界冠军统计

══年份 项数 人数 个数 年份 项数 人数 个数

══1959 1 1 1 1989 80 83 82

══1963 4 7 4 1990 54 61 54

══1965 5 9 5 1991 88 86 93

══1971 4 7 4 1992 86 68 89

══1975 2 9 2 1993 101 106 103

══1978 4 4 4 1994 79 86 79

══1980 3 3 3 1995 98 187 102

══1985 42 70 46 1996 72 58 75

══1986 26 56 26 1997 87 96 92

══1987 64 72 69 1998 75 89 83
1988 54 59 54 1999 91 129 92

3 现代体育与体育社会化

体育社会化，简言之，就是由全社会来办体育，发挥体育

的社会功能，使体育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体育是社会

发展的产物，又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体育的

社会功能已大大超出增强人民体质的范围，成为改善生活方

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3 .1 制定了有利于体育社会化的政策和法律

1995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

“全民健身计划到 2010 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

民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

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199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它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

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国家发展体育教育和体育科学

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体育科学技术成果，依靠科学技术发

展体育事业”。1996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中规定：“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普遍

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学校体育，明显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

落实奥运争光计划，提高运动水平。促进体育科研、教育、宣

传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建立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建

立并完善国民体质测试系统”。

3 .2 提倡竞技体育的社会化

主要是以俱乐部形式。各运动项目均由俱乐部来开展

训练和竞赛，然后由各种单项或综合性运动协会来领导。俱

乐部广招会员，通过竞赛进行选拔。如足球运动、乒乓球运

动等等。应当说，社会体育本身就是社会性活动，不同年龄

性别和阶层，甚至千家万户都离不开体育。社会上都把兴办

体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例如，不惜花巨资，建设现代化体

育场馆，使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体育经济热点；再

如，旅游部门将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结合起来，使体育旅游

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3 .3 学校体育也向社会化推进

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开放，学校利用社会上的体育设

施，利用所在地区的企业来帮助学生开展业余训练和课外体

育活动等，都是符合学校体育社会化趋势的。

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已不是仅仅满足健身、娱乐、休闲

等需要的传统体育，而是肩负着政治、经济、教育、情感和文

化等多重功能的现代体育。体育的社会化必须是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社会化，是体育活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范去

运作的社会化。这是当代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4 现代体育与体育产业化

我国的体育产业是指：在体育市场体系中所涌现的以体

育本体产业为主、与体育相关的一切生产和市场经营活动。

我国体育事业的性质是具有产业性的社会主义公益事

业。向社会提供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经营性产业，是整个

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5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案》，明

确地将体育列为第三产业。此后，“体育产业”这一概念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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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采用，并逐渐被社会各界认同。1992 年，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体育列为第三产业的第

三个层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质，有条

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和社会共

同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

在“以体为本，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体育产业开始

兴旺发达。1998 年，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现代企业制度

的运作方式，国家体育总局将下属的 6 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

造，组建体育产业中的“国家队”。1998 年 3 月 27 日，中体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约 2. 6 亿

元，体育产业发展得到了社会认同。

5 现代体育与体育科学化

体育科学化是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代体育必须

在一切领域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

括体育信息、决策、管理、教学、训练和科研。

（1）中国正在研究和实施体育管理的科学化体系。主要

体现在领导决策方法的科学化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制

定政策，进行体育各项工作的管理。

（2）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于体育运动。运动场上的竞争也

可以认为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没有科学训练，不可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在群众性体育锻炼方面，也必须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提供“运动处方”，指导群众体育锻炼。

（3）实现体育信息化。信息化是现代体育发展的快车

道。运用计算机科学指导训练，可以对每一个技术动作进行

精确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还可以运用计算机围绕动作优

化和技战术组合而进行运动图像处理、仿真技术研究、选拔

优秀运动员、现场统计、比赛实况传送等等。另外，运用计算

机进行科学管理，进行体育资源配置，也是现代体育信息化

的大趋势。

（4）运用高科技手段，建设现代化体育场馆。据 2000 年

《中国统计年鉴》统计，1980 年至 1999 年新建现代化体育场

馆数如下：1980 年 709 个；1985 年 700 个；1990 年 3 681 个；

1997 年 751 个；1998 年 307 个；1999 年 572 个。如北京亚运

村、上海体育馆等，都是这些大都会的标志性建筑。

（5）中国学校体育既强调“全面育人”，又提出了“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学校体育是现代化体育的基础，是培养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

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生长发育，培养坚强意志和进取精神，

为造就一代新人打好物质基础。同时，也为终身从事体育锻

炼创造前提和培养兴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

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塑造一个具有强健体魄，具有体育知识

和技能，具有体育卫生知识，具有良好的体育意识的高素质

人才”。“全面发展”与“健康第一”，都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

要内容，二者必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6）推行“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明确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发展体育事

业中的责任和义务，是国家调整各种体育社会活动的行为规

范，是体育职能部门管理体育事业的基本依据，为体育管理

体制的改革和体育运行机制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

障。我国将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建立以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为依据，以行政法规和地方与部门法规为依托

的体育法规体系。

6 结论

中国体育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既是中国传统体

育向现代体育转化并相互结合的过程，也是现代体育不断实

现国际化、信息化、产业化、科学化等等的过程。同时，体育

现代化又是现代人对现代体育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体育

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代表现代社会的体育文明形式。要

实现中国特色的体育现代化，就必须将传统体育进一步发扬

光大，并与现代体育有机结合，就必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参

与国际竞争，走体育强国之路，就必须实施国家关于大众体

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推行与时俱进的现代体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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