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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最后 10 年中国体育改革回顾 

——伍绍祖同志采访记 
 

古  柏(本刊特约记者) 
 

历史是由一代一代人创造的。每一代人都会留下历史的轨迹。作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事业

领导者更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创造，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在后人的眼中，他

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尽善尽美，但终会留下许多值得继续深刻认识的财富和可以秉笔直书其真

实的感受。这就是笔者采写此文并将它公开发表的初衷。 
 

                                                           ───作者题记 

 

伍绍祖，1939 年生。1988 年 10 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

年 12 月从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岗位上调任国家体委主任,是

20 世纪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

革后，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亦是 21 世纪中国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2000 年 5 月，伍绍祖调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

书记。 

伍绍祖是中国第五位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三位军人

出身、具有军衔的体委主任，如果不算“文革”时期的那一

位，还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体委主任（上任时仅 49 岁）。他

也是到目前为止担任国家体育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中学历

最高的（1957 年考入清华大学，1965 年调离清华大学时是

理论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1994 年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

生结业，1996 年获美国玻尔州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还是武汉体育学院、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任国家体委

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11 年多的时间里，他主持了多项

重大体育改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

初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并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2001 年 4 月 10 日上午，记者在中直机关工委伍绍祖同

志办公室，就其任国家体委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期间所

发生的若干重要体育改革事件及其背景等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为第一轮中国足球改革的主要领导者，首先，

请您谈谈 1992 年开始的足球改革背景和原因，以及为什么

将它称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伍绍祖：足球是一个很牵动人心的项目，规模很大。从

上场的运动员来说，一个队有 11 个人参加，大概是国内球

类项目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其次，足球场上的变化很多，动

人心魄。第三，从观众来讲也是最多的，一般都有数以万计

的现场观众。如果加上电视观众，人就更多了。另外，比赛

的场次也比较多。作为国家体委主任当然要关注这个项目

了。 

1992 年 1 月 30 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

队比赛失利。赛后 10 分钟，江泽民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

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赛后讲的，一是心理因素

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 10 年时间。他要

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面对这支打了败仗的

队伍，是埋怨还是鼓励？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鼓励，要

改革。我动员袁伟民同志一起，在 2 月 1 日晚球队刚回到北

京，就到运动员驻地看望他们。见面后，我作了一篇很长的

讲话，大致说到责任、信心、教训、团结等问题。在这之前，

我曾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她也跟我讲了“胜不骄，败不馁”

的道理，还嘱咐不要埋怨运动员。由于是春节前，我还去看

望了薛明等其他老同志，他们谈到了中国足球队的失利，老

同志们都主张要鼓励，不要泄气。这些看法我都向足球队转

达了。 

    当时，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想起谢琼桓（时任国家体

委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记者注）同志讲的一句话：“体育

改革的突破口是足球”。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好，就用了。 

    足球的问题不单是哪一个运动员不行，也不是哪一个教

练员不行，而是“系统”不行，是整个水平不行。当时连续开

了很多座谈会，每一次我都去，每一次我都讲了很长的话。

我真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一直到１９９２年 6 月的红山

口会议。当时确立的改革主要任务一个是搞职业化，一个是

搞俱乐部制，打破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模式，参

照世界上发达国家足球的做法搞联赛。当时，我提出了 10

个方面的问题，大概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赛制问题、训

练问题、后备力量问题、教练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对

外交流问题、国内外舆论环境问题、规划问题等。足球改革

就这样搞起来了。以后几年，足球败仗很多，不断有记者问

我，谁对足球搞成这个样子负责？我非常明确地回答，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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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负责，因为是我在那里抓的。足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哪一个方面搞不好都不行。所以我说，要科学、客观、冷静

地看待足球改革。 

足球改革的成绩是不容抹煞的。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体育发展模式和思想观念中，足球改革迈出了第一步，是

很不容易的。其他的项目，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的改革或多或少都是从足球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借鉴来

的。所以，说足球改革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也不是没

有一点道理的。 

关于足球改革的不足，我讲过很多。就足球队而言，

概括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球员收入太高，超出了常

规和群众的接受能力；二是训练不刻苦；三是管理不严格；

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第五是后备力量培养不足等等。 

前面已经说了，足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

方面的问题。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过去说过，中国革命搞了２８年才成功。中国足球走上正

确的发展道路并强盛起来恐怕２８年也不一定行，我个人想

大概要３０～５０年的时间，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最后形成是合拍的。中国足球改革的路子是对的。贝

肯鲍尔来华时，对我也谈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球迷不能

着急，足协不能着急，体育总局也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只

要坚持按改革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足球是有希望的。 

    记者：国家体委机构改革也是 20 世纪最后１０年体育

改革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体育事业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但它依然存在一定的矛盾，

如有人认为尚有计划经济的色彩，省市体委的同志也时有

不满意见。对此，您作何回顾和评价？ 

    伍绍祖：关于精简政府机关，组建项目管理中心，从大

的方面讲，是当时讲的政事分开。体委是政府，不应该去管

具体的运动项目。现在还有这个毛病，如有的领导干部，喜

欢搞到具体的项目里头去。分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

一种尝试，有中国特色。既要放开，又要管住。完全像西方

那样，恐怕也不行，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呢？我认为运动项目

管理中心有 12 个特点，即：有核心、有层次、有依托，由

能体现党和政府领导的人员、专业人员、爱好者组成，这是

6 个，还有能统筹所管的项目、能面向广大群众、能组建国

家队，这是 9 项了，还有，有一套完备的法规、有一套良好

的机制、有一支精干的队伍，一共 12 条。从我离开体育部

门时的情况看，总的情况是好的，是从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

了。它们是把一部分行政管理权带走了，但可以调整。你说

哪个不该带，可以收回来。它现在不能发文件下行政命令，

这就没有带走，现在的文件都要到办公厅去发，这就是卡它

的。钱是我们给它发的，不是国家直接给它的。 

    记者：现在的项目管理中心，既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如

竞技体育），又要靠市场解决福利待遇；既要搞群众体育，

又要搞竞技体育（两者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大不相同，甚

至大相径庭）；既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又有一定的行政管理

权。当初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有一定的问

题？ 

    伍绍祖：既不是政府，又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既要搞

竞技体育，又要搞群众体育；既要靠政府拨款，又要找市场，

这都是正常的职能，这都是对的，没有什么错误。这是中国

特色，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的。当然，控制不好，大家都

自己捞钱，就成问题了。这就看党的工作了，看政治思想工

作了。我控制得很严，喊得很凶啊！将来会不会出问题，出

现贪污犯，关键看抓得怎么样了。 

    记者：从集约化的角度说，没有必要每个项目设立一

个中心。事实上，有些项目的市场生存能力比较差，也缺

乏一定的群众基础？ 

    伍绍祖：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足球、篮球、排球跟谁

合？小项目，乒乓球和羽毛球合在一起了。小球中心 12 个

项目，将来谁发展起来，谁就可以独立。棋和牌是分的，我

是主张合的，但他们愿意分。不过，这些都是很小的事，不

是什么大事。分就分，分了不行，再合。 

    记者：全民健身计划非常好，当时制定和提出时是基

于一种什么考虑呢？您离开体委工作后，曾在媒体上见到

您说，您在体委工作的最大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为

中国人的体质不如日本人感到很痛心？ 

伍绍祖：我确实这样认为。有同志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这

样讲，体育战线就是搞金牌的，和人民体质没有多大关系。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是对经过多年探讨搞清楚了的理论问

题又提出质疑，是本末倒置、形而上学的。我认为，过去我

们群众体育工作叫得多，做得少。对毛主席的指示，只重视

了前半句话“发展体育运动”，而没有真正重视“增强人民体

质”。实际上，我们比较重视金牌，但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体质。金牌也不应排除在外，但它比体质低一个层次。所以

我讲，没有及早地认识并强调这个问题，是我在体育部门工

作 11 年多的一个最大失误。体育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呢？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嘛！在这样总的目标

下，才有了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是为了推动群众体育，全民

健身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体育才能够健康发

展。否则，就是少数人的体育、锦标主义的体育。中国设置

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体质，而不是拿金牌。

这个问题是我在 90 年代初期才把它搞清楚的。但现在许多

同志，包括体育总局的一些同志还只是想着抓金牌。 

    记者：在任时，您一直致力于体育工作基本任务是增

强人民体质的思想和宣传教育，但好像收效甚微，成效不

明显？ 

    伍绍祖：但总算搞出了全民健身计划。“四个基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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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可了。这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体育工作的基本任

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但要真正确立这个思想是非常不容易

的，50 年来多次受到干扰，现在还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

这一条一定要坚持住，我认为这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当然，在中国目前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广大群众特别重

视金牌，成绩上不去，大家也许会不安定，这就会直接损害

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以，成绩还得要，这也是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要协调发展的一个理由。日本人现在对成绩就无所

谓，1992 年奥运会上他们只拿了 3 块金牌，没有多少人发

表相反的意见。可以说，对于新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理论构

架我初步搞了一下，主要的观点就是体育工作的“四个基本”

问题、体育改革的“六化六转变”问题、体育的“八个功能”

问题，还有反对兴奋剂的“三严方针”、“四个不用”、“五个

不符”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在我过去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

都有所反映。这是我比较欣慰的。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从第 27 届

奥运会回来以后，体育界重提强化举国体制问题。 

    伍绍祖：我从来都是提举国体制的。我曾专门讲过举国

体制问题。1992 年讲得是比较全的。实际上，举国体制问

题我几乎年年都讲。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奥运战

略？过去讲奥运战略就是拿金牌。我认为，讲奥运战略的内

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中国体育工作的奥运

战略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与党的基本路线相一致

的，不是孤立的事情；第二是承认和拥护奥林匹克精神、主

义和宗旨；第三是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第四是参加奥林

匹克运动会，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取得好成绩；第五是发挥

社会主义优越性，把奥运会当作国家竞技体育的最高层次，

实行举国体制，认真组织好，改变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情况，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举国体制。 

    全民健身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思想一直没有变。竞技

体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支持群众体育发展的，它要是不支持

群众体育它就不重要了。它也是群众体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直接的办法就是群众体育，间接的办

法就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

质。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搞懂。我们党和政府办体育事业根

本的目的是要解决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体育事业有两个方

面，一个是群众体育，一个是竞技体育。这两个方面只有辩

证统一起来才能把体育事业发展上去。体育事业发展上去

了，才能把党赋予我们的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完成好。不能

用机械唯物论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两件事，又是一件事，是

一个事物不同的侧面。 

    记者：请您谈谈关于体育法的制定和出台的一些情况。 

    伍绍祖：制定体育法的问题，最早是 1980 年王猛同志

当体委主任时提出来的，经过 16 年的反复研究，直到 1995

年 8 月 29 日八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上全票通过。我认为，

体育法是一个比较好的法，没有前面 16 年的准备是不行的。

如果 1980 年或 1985 年或 1990 年就出台，可能太早了，因

为改革开放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就没有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问题，1992 年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

念。体育法被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这可能是中国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后法制史上第一次。后来，李瑞环同志对我讲，

体育可能是最没有争议、最受大家欢迎的一项事业了。与体

育法配套，我们还制定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

计划纲要”。我们称之为“一法两纲”。从此，体育走上了依

法治体的法制化轨道。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不管其领导是

否喜爱体育，都要依法去做，否则就是违法，至少在理论上

是这样。 

    记者：通常我们说的竞技体育是指职业的、以竞技为

目的的体育？ 

    伍绍祖：这是不完整的。竞技体育从大的方面说，就是

一种搞竞技的方法，这种方法专业化了，发展成高水平的了，

就是我们现在搞的高水平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从群众体育脱

离出来，用哲学语言讲，就是否定了群众体育，否定了体育

的健身性。竞技体育不是以健康为目的的。比赛的特点，不

是为健康，而是为了争第一。过分强调竞技体育就会走向反

面，这就是辩证法。两三岁的小孩也是一样，比赛谁爬得快

是考察锻炼的结果的，而不是纯粹锻炼身体，但可以促进锻

炼身体。争第一有时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我认为，不懂

辩证法的人是理解不了这个问题的。 

    记者：对于发展体育产业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伍绍祖：体育产业是什么问题呢？从大的方面讲是两个

问题，一是“花钱买健康”，群众要为自己的健康去投资。社

会发展了，恩格尔系数下降了，个人收入中用于吃饭的比例

从 50%下降到 40%，城市在 30%左右。二是谁去“卖健康”？

就是体育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卖健康”的问题，

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卖健康”的问题。体育产业就

是“卖健康”的地方。体育产业的意义大致有 3 个方面：第一，

从经济方面讲，就是它能够拉动内需。体育产业发展起来，

每年可以创造成千亿元的消费产值。第二，它可以使体育事

业发展有了经费。过去体育完全靠国家拨款，足球就是每年

400 万元，而现在是 190 万元（指 1999 年）。它要消耗多少

呢？是一个亿左右。钱从哪里来？就靠体育产业。第三，是

把体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了实处，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也是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问题。过

去我们组织体育活动只能是面向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人参

加不了，群众没有地方参加，也不知道怎样参加体育锻炼。

所以说，体育产业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这是改革带来的

生机与活力。这就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了，谁都可以来打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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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打羽毛球、保龄球，甚至打高尔夫球，只要你有钱。总

之，发展体育产业可以把它同体育事业、经济发展和为人民

服务联系在一起。我讲过许多次，这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

发展体育产业不是为了赚点钱、免点税。我是反对免税的。

为什么免税？卖食品的免税吗？体育为什么特殊？交税是

光荣的，纳税是公民的义务。 

    记者：请您谈谈对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和体育总局局长

期间工作的评价？ 

    伍绍祖：这个问题我在 2000 年 4 月 18 日体育总局告别

会上讲过了，但讲话记录体育总局没有印发。我大概讲了 4

个方面：一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办好北京亚运会，然后

是全民健身、奥运争光、体育法，或叫“一纲两法”，没有搞

砸，不仅没有搞砸，还是蓬勃发展起来了。第二是改革搞得

比较成功。过去也搞改革了，但真正的体制改革、机制改革，

是这 10 年搞的。产业化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体育彩票等

都也是这 10 年搞起来的。对外交往，也就是把体育作为国

家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也大大地发展起来了，如积极参加

国际奥林匹克活动，两次认真申办奥运会等等。第三方面就

是理论创新。把体育与政治联系起来，把体育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第四是

把队伍拢住了，我到体委工作时连秘书都没带，把原来的体

委队伍团结起来了。 

    记者：不足的地方还有哪些呢？ 

伍绍祖：应该说所有的地方都有不足。前面已经说了，

人民群众身体状况改善得还比较慢，是我认为最痛心的一件

事。解放以后，我们青少年的身高反而比日本人长得慢。这

是我在会上讲的。有人说，体育总局就是拿金牌的。这就是

看法的不同。体育总局是干什么的？体育总局不只是为了拿

金牌的。拿金牌是更低一个层次的事，是协会管的事。体育

总局是管增强人民体质的，是利用拿金牌的手段推动体育事

业发展，实现增强人民体质任务的。有的省体委主任说，不

要搞全运会了，就搞全民健身运动，这就有点形而上学了。

他们不知道全运会就是推动群众体育开展的强有力的重要

手段。有的省体委主任不完全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想着在全

运会上拿金牌。要学会利用全运会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这

个事也不能强求，要逐步来。 

 

（记者观点：20 世纪最后 10 年，中国体育经历了足球

改革、体制改革，提出并实施了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

计划、体育产业发展计划，制定了体育法，同时，开始发

售体育彩票、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加大了反兴奋剂的检查

处罚力度、申办奥运会等等。这个时期，整个体育改革和

发展是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体育界的观念

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都与作为体委主任、体育局长

伍绍祖的作用分不开的。当然，伍绍祖的历史贡献是在前

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就像《体育法》是在王猛等同志开创

并通过十几年努力才完成的一样。但毕竟伍绍祖有其自己

的独特贡献，这是应该给与肯定和评价的。） 

(本文采写于 2001 年 8 月并经伍绍祖同志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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