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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生态学、体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生态学的概念、原理、研究范围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界定，探讨了创建体育生态学的理论依据。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体育生态革命和体育生态化的理

念与实践，为创建体育生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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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文明昌盛与经济的繁

荣。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牧耕地退化，也正在无情地破坏

人类赖于生存的生态系统。为了重新驾驭人类的命运，兴起

了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人类开始从征服自然向与自然和

谐共存方向转化，人类的生活向生态化方向发展。作为人类

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体育也必将顺应生态化的发展，人们更

加关注体育活动的生态学问题，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去从事

各种健身与休闲活动，这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的追求，体育与

生态相融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我国对体育与生态

的研究尚未起步，体育生态的许多理论问题仍是空白，体育

与生态的融合还没有建立科学的体系，从而制约了体育生态

学的发展。本文将运用生态学、体育学等理论对体育生态学

的概念、原理等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创建体育生态学提

供依据。

1 创建体育生态学的理论问题

1 .1 对体育生态学概念的界定

英国著名生态学家 Aulay Mackenize 指出，生态学是研究

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环境”是指物理环境（温

度、水、风等）和生物环境（对有机体的、来自其它有机体的任

何影响）的结合体。生态学有广阔的研究领域，或瞄准感兴

趣的特殊领域，或用特殊方法去探讨生态学问题。例如，行

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关心动物行为模式的解释，生理

生态学（physiological ecology）探讨个体的生理及其对功能和

行为的后果，同时生态学研究还发展到农业生态学、工业生

态学、家庭生态学等各个领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

重要内容，也必然涉及“体育生态学”的研究领域。

从生态学、体育学等理论来看，所谓体育生态学（physical
education ecology），就是指人们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体育方法

获得那种需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体育、文

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基本含义是：

（1）人们运用科学的体育方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进行

各种活动。

（2）体育活动中的生态学问题。

（3）人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既要考虑生态系统的承

载能力，又要有利于促进生态系统的发展。

（4）通过体育生态行为，锻炼身心，增进健康，实现体育、

文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 .2 体育生态学的原理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抽象地概括为物质、能量、信息

在空间、时间和数量方面的最佳运用原理，其实质是生物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体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石是人体科学、体育

科学与生态科学，即人体在生态环境中运动及其相关的物质

能量流动与贮存的总体。从体育体系及组成部分同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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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的一体化分析，生态学原理一般可以直接和间接地

运用于体育，从而构成了体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1）能量多级运用和物质循环再生原理。能量多级利用

和物质循环再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在体育生态中应用

最为普遍。表现在生态系统可以为人们健身、娱乐、发展体

育能力等多级服务，同时人类通过生态体育的运动可以加强

环保意识，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体育

活动和生态系统能量的相互转化与作用。

（2）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原理。体育生态是人们开展体

育活动并与环境相融合的生态系统。人们通过一定的运动

行为，选择调控与此相适应的运动生态系统，优化构建一个

“体育—生态”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确保其功能的正

常、高效地发挥，实现结构与功能的高度统一。

（3）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分异原理。生态系统具有

多组分、多层次、多目标、多子系统的生态结构，且彼此相联、

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体育生态

是由包括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人为的等多种因素组成的

一个系统工程。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气候、阳光、自然物

种、地理以及社会历史、文化教育、传统运动项目等都有巨大

的差异，从而构成体育生态区域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体育

生态要遵循整体性原理，实施科学全面的规划，同时要遵循

区域分异原理，因地制宜，体现地域与民族特色。

（4）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发展）原理。生态系统由生物

系统与环境构成。体育生态系统是人们在自然环境中进行

有目的、有计划的运动的一个体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

复杂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并协同发

展的。生态环境中有促进人类生存、健康的各种重要的物质

和能量，而人类运动的生态化也必将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所

以，人类体育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本质上就构成了一个协同

进化、发展的联动关系。

（5）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的原理。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

种，通过释放能量、交换信息而相互联系，同时又互为制约。

根据这一原理，体育生态建设要科学地运用相互制约因素，

为人类健康服务。例如，森林对人体健康是有保健作用的，

仅以针叶林来说，它在不同季节对不同患者的医疗保健作用

是不同的、相互制约的。在寒冷季节，适宜于心血管患者，在

10 月、3 月，则对呼吸患者不利；在 4 ～ 5 月，针叶林树脂分泌

增多，有祛痰镇咳之功效，但对支气管患者不利；6 ～ 7 月是

树脂分泌的高峰期，对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利。由此可见，生

态系统与人体是相互作用与制约的，不同的运动方式需要不

同的生态环境与条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们可以获得不

同的运动效果。同时，不同的运动行为，也对生态系统产生

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6）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相统一原理。这是当今

及未来生态运动最重要的法则之一。生态体育活动中，在获

得最佳的人体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保护、建设好生态环境，

这样才能创建最佳的生态运动场所，最终实现人类健康、社

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达到体育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和良性循环。

1 .3 体育生态学研究对象

根据生态学原理与发展历史表明，现代生态学研究进一

步突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资源、社会效益的关系，成

为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协调社会发展的基

础科学。从这一视角出发，体育生态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科学

地利用自然资源进行体育休闲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关系与规

律以及在体育运动中保持环境等生态学问题，最终协调人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1）体育生态学的理论：包括体育生态学的概念、原理；

体育生态的运动本质与规律；生态系统对人体运动的机制、

功效；体育行为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与发展的理论等。

（2）体育活动中的生态学问题：体育活动中如何开发、利

用、保护生态系统。

（3）体育生态学的方法、手段。

（4）体育生态学的法规、行为、文化、经济、民俗等人文社

会科学的研究。

（5）体育生态学的评价研究。

2 创建体育生态学的思想理念与实践基础

2 .1 可持续发展与体育生态革命

（1）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引发人们对

危及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进行反思，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正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在对“可持续发展”进行

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概念也从生态环境、资源利

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体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

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奥林匹克运动的有识之士很

早就觉察到体育运动可能对环境的危害，在国际体育界率先

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环境的措施。萨马兰奇指出，国际奥委会

所推行环境政策的基础是奥林匹克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人

类的健康，从而使环境与体育、文化并列成为奥林匹克运动

的三大支柱，并在奥林匹克事物中居优先考虑的地位。1992
年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签署了旨

在保护环境的《地球誓约》，1996 年 7 月 18 日生效的《奥林匹

克宪章》将保护环境列为国际奥委会的任务之一。环保与生

态问题成为申办奥运会等大型竞赛活动的重要指标并赋之

于实践。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提出“健康环境中的健康比

赛”的口号，要求各国奥委会在各自国家的奥林匹克公园种

植灌木。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每个参加者都得到一棵

加拿大枫树苗，带回自己的国家种植。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

“绿色奥运计划”在环境保护方面树起了新的里程碑。北京

又高举“绿色奥运，绿色北京”的大旗，成功地获得了 2008 年

奥运会举办权。由此可见，绿色革命不仅是环境保护的局部

问题，而且对体育界人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这是体育界进行的一场革命化的调整和再造，可称为“体

育生态革命”。这场革命为创建体育生态学奠定了思想理论

基础，并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向

实践指明方向。

（2）“体育生态革命”在价值观上对传统体育理论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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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用生态的观点去思考体育的问题，更

加关注体育与生态的联系，从而改变了人类可以随意夺取和

使用自然资源的传统自然观，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

学自然观。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体育运动，例如：奥

林匹克体现了人类灿烂的文化与文明，但造成的空气、水资

源、噪声、垃圾等环境污染却在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们在

为获得金牌英雄欢呼的时候，兴奋剂、贿赂丑闻却在侵蚀着

运动员的身体与灵魂；封闭的体育馆、塑胶运动场、人工草坪

尽管为现代体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但却与完善人性、回归

自然的体育本质背道而驰。然而人类毕竟是生态系统的产

物，冲出都市的“文明”，回归自然是人这个生物体本质的需

求。生态体育运动潜藏着一股回归自然、挑战自我、天人合

一的清流，它以其刺激性、自我性、民间性以及重返大自然怀

抱等特征，给古老的人类体育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为现

代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运动哲学，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回

归。由此可见，体育生态革命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

学的生态环境理念，必将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目标，促进全民

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可持续的体育生态发展理论。这一理论

为创建体育生态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2 .2 构建体育生态学的实践基础

（1）体育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自动化、电脑化，造成

生活节奏紧张的环境，人们渴望远离喧嚣到大自然中去消除

疲劳，娱乐身心。同时，劳动时间缩短，余暇时间增多，又为

人们休闲锻炼提供了机会。于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关联的

运动项目和活动方式应运而生：郊游、野营、登山已被当代青

年所崇尚，漂流、攀岩、探险、野外生存锻炼也在我国广泛开

展。这些野外活动项目，丰富了生态体育的活动内容，为构

建生态体育的方法体系创造了条件。

（2）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绿色文明”已在人

们生活、教育等各个领域广泛实践。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在我国上海等地开展了建立“绿色社区”的活动，根据“人

———建筑———环境”的学说，人们将建筑学、心理学、社会学、

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应用于绿色社区建设的实践，

对社区进行生态设计。其设计方案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要

给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休闲与娱乐环境，设置一定数

量的绿色活动场所。这是社会体育运动向生态化发展的一

种新趋势。在欧洲推行的“生态学校（Eco Schools）”计划，亦

称“绿色学校”计划，旨在鼓励学校建立“生态学校”，推动全

校性的“为了环境”的行动。该计划由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

（FEEE）负责，于 1994 年启动，目前已在欧洲 19 个国家开展。

1996 年 12 月，国家颁布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 纲 要

（1996 ～ 2010 年）》，《纲要》提出到 2000 年，在全国逐步开展

创建“绿色学校”活动。生态学校（绿色学校）倡导包括体育

在内的学校教育的环境建设、教育目标、课程设计、教育评价

等都必须包含生态学标准和环境要求，这无疑对于促进体育

课程及学校体育活动向生态化发展是一个巨大推动作用。

（3）发达国家对生态体育运动在立法、休闲资源、土地获

得与控制、环境保护、设施、野外救护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全面

的立法和规定。我国与此相关的管理办法也在逐步建立与

完善，这无疑将为体育生态运动的发展提供保障。

通过以上运用生态学、体育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生态学

的概念、原理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为创建体育生态学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从可持续发展与体育生态革命的视

角，分析探索了体育生态化发展的实践，以及在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思想理念，为创建体育生态学奠定了

思想与实践基础。体育生态学尚处于初创时期，其研究对

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结构体系等仍处于探索过程中，需

要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与层次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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