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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实践的特点——客观实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视角论证了体育是一种实践活动，

从而确立了体育的“属人”性，与动物的运动得以区分；在此基础上，从体育实践与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

实践在对象、目的、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对照，论证了体育是一种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从而与其它实

践活动相区别，进而从体育的身体运动和身体运动目的的特殊性论证了体育是一种以提升人的物质属性意义

上的身体健康水平为主旨的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最终揭示了体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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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at sport is a sort of practical 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practice, namely, objective substantiality, initiative activity, and social historicity, thus establishing the 

“human” nature of sport, so as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movement of animals. Secondly, based on this demonstra-

tion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at sport is a sort of practical activity that reshapes the humankind itself by compar-

ing sports practice with the basic forms of practice, namely, the object, purpose, process and result of practice, thus 

distinguishing sport from other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further demonstrating that sport is a mankind reshaping 

practical activity aiming mainly at uplifting humankind’s physical health level with material attributes. Lastly,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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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本质问题即体育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视角

会有不同的认识，如体育是（身体或体质）教育、体育是社

会（文化）现象（或活动）、体育是（社会）实践、体育是

身体（人体）活动等等。概观以往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低位的立足点窄化了体育本质的定位；二是纵使高位立

足，也对其个中原由梳理不清，使研究因缺乏充分的论据而

立论不足。 

实践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

观点和基本思维方式，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实质的正确认识所取得的成就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站在

哲学的高度审视体育的本质问题。它为我们认识体育本质另

辟蹊径，并提升了认识高度。 

 

1  体育是一种实践活动 
1.1  体育具有实践活动的客观实在性 

体育作为人类创造性的物质实践活动，既不同于动物本

能活动，也有别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具有直观现实性的特

点。体育的客观实在性主要有两层涵义： 

（1）体育的特殊物质运动形式表现体育实践活动的客

观实在性。 

体育首先是一种生命运动，以生命运动为基础，而生命

运动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然而，体育不仅表现为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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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运动，而且是对一般生命物质运动的超越，是对于维持

人体相对静态的正常生命运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

等一般性、强度阈水平较低的生命运动的超越。在生命物质

运动范围内，体育将运动发挥到极致，是一种视觉上以外显

的大肌肉群运动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过身体运动能够留下深

刻运动体验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是对物质运动的动态层

次的 高诠释，这是从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的

角度对体育客观实在性的理解。此外，体育还将自然界的各

种运动形式集于一身：体育中的运动学、动力学、转动力学

等是机械运动在体育运动中的体现，因为“力学是研究物体

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1]；体育中的脑电、心电、视网膜电

的传导，声音刺激鼓膜及耳蜗的振动与传播，以及体内生物

磁与地磁的能量交换等是物理运动在体育中的体现；体育中

的糖和脂肪以及氨基酸的分解代谢、各种供能代谢、肌肉收

缩与松弛的分子机理等是化学运动在体育中的体现；又因体

育是人体运动，而人体归属于生物体，所以，诸如蛋白质、

核酸等生命物质的协同统一是生物运动在体育中的体现；另

外，体育与社会运动联系的紧密性决定了它的社会历史性。

这是从体育与其它物质运动的关系上对体育客观实在性的

理解。 

由此可见，体育同其它实践活动一样，“具有直接现实

性，是感性的具体活动。这种活动是物质的一种特殊运动形

式，它同其他自然物质运动过程一样，是一种具有客观实在

性的活动” [2]。 

（2）体育实践的客观性不仅表现为实践的主体、客体及

其中介系统是一种物质存在和物质运动过程，而且还表现为

体育实践活动所依据的规律性内容。 

1）体育实践活动的主体、客体和中介系统的客观性。

体育的主体和客体具有一致性，这一主、客体的承担者是运

动者，后者是体育实践活动的人，“按照一般的唯物主义观

点，‘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的肉体组织就是人活动的

物质主体，这是具有生命力、自然力的能动的物质主体……

而人的肉体组织所具有的生命力、自然力，就是人的物质实

践力量的自然天赋基础” [3]。这就是说，人体的物质性成为

体育实践的滥觞。恩格斯告诉我们：“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

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

不断自我更新。”[4]而现代生物学进一步揭示出：所谓蛋白

体实际上是包括蛋白质和核酸两大类生命分子所组成的物

质体系，它是生命运动的物质承担者。这样，就从生命起源

上论证了体育实践活动的主、客体的物质基础，这是从体育

实践活动的承担者的物质起点的角度来理解体育实践的客

观性。 

体育实践活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运动是以体育的物质

中介系统为核心运转的，后者主要指支撑体育实践活动的、

相关的外界物质运动条件和手段，如假以实施体育活动的体

育自然环境和体育物质环境等，其亦均以物质性为特征。把

握了体育的主客体和中介系统所构架的物质性基础，是对体

育实践活动的基础把握。 

2）体育实践活动所依据的规律性内容的客观性。“人作

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①所

谓受动性，即合规律性。体育作为一种属人的实践活动，必

然受制于体育实践活动本身内在的规律。 

“相对于人的活动来看，对象本身就是一种外在或自在，

它表现为自然的自在和社会的自在”[5]。从体育的两重性来

看，体育实践活动受动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自然规律是

“对象性世界”所有的，就体育的特殊性而言，一方面，从广

义的自然现象出发，体育实践活动必受动于一般自然物质运

动规律，这是由它的高级运动形式所决定的，因此，诸如生

物运动、化学运动、物理运动以及力学运动等规律在体育运

动中都有所体现；体育实践活动自然规律的另一方面还表现

在特殊的“客体”——人体上，对人体的改造是建立在对人体

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任何无视客体对象性

规律的实践活动，都是盲目的、缺乏针对性的鲁莽行为，体

育实践活动若想取得成功，一切工作的起点必视“客体”活动

规律而定，毕竟，对那些较低级的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的遵循

也是建立在对生命物质运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体育实

践活动过程的特殊性凸显体育自然规律的特殊性，前者必受

制于后者。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体育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作用，

并由此制约着人类社会各历史时期体育的内容、性质、特征

及对体育的需求。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狩猎和采集

为主的生活方式使体育与日常劳动生活融为一体，是为“潜

体育”；奴隶社会金属工具的使用，促使生产方式改变，对

体育的需要从单纯谋生的手段扩展到更广泛的需要，如：军

事的、教育的、娱乐的、审美的等等，体育得以从生产劳动

中分离出来；封建社会历经粗耕农业、畜牧业和精耕农业的

发展，全身性的体力劳动方式与游牧生活制约着体育的发

展，很难脱离其生产方式的局限；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大工

业化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对体育的需求，促使体育得以快速

发展。体育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受动于社会

发展的规律的，有其客观必然性。 

客观性是规律的 基本的性质，体育受制于自然规律和

社会规律的特性有力地证明了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性。 

1.2  体育具有实践活动的自觉能动性 

(1)体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性。 

体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将人体自身视为客体的“对象性活

动”，能把自己当作主体同周围世界相对立。就其它动物来

讲，虽然也有运动，但其在运动过程中对于他物的关系不是

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关系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凡

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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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返回到自身的‘关系’，而且根本不发生

这种‘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

而存在的。”②因而，其它动物的运动是没有自己的“我”的

运动，更是无“自我意识”的运动，就运动以及运动时与他物

的关系而言，仍然是自然本身的事情。这种自然必然性“体

现在动物身上就意味着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本能的冲

动’意味着动物是盲目的被必然性牵着跑”[6]，是无“主体”的、

与自然连成一体的浑然运动状态，主客体的区分对于运动的

动物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只指向能够担当运动主体

的“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提纲》中曾批评旧唯物

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

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体育实践亦不能单纯从客

体化的角度来理解，而应是一种和人的自由精神、人的本质

联系起来的“人的实践”，只有将体育实践者当作主体考虑，

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有可能，而不是一味地“受动”。运动者

的“主体意识”是主体性范畴的标志，在本质上包含了这样的

含义：我是自主、自觉、自为的运动存在。我不但以外在事

物为对象，而且以我自己的运动为对象，我在支配和主宰他

物的同时，也在支配我自身的运动。这种自在、自觉、自为

的性质，就是运动者的主体性的本质涵义。对体育主体本质

涵义的深刻认识，使得体育实践活动在受制于体育规律的同

时而具有自觉性的意义。 

（2）体育实践活动的能动性。 

就体育实践活动的承担者——人与其它动物比较而言，

两者的活动均有能动性，然而，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体

育实践活动者的能动性是自觉的，动物的能动性是不自觉

的，而且，前者优于后者。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

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自由地存在着

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①人的“有意识”作为人与物

的本质区别，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主要内容。“一个种的全

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特性恰

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①因此，体育实践活动作为

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就在于它的属人性。同时这种自为、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又是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所发生的一

些体征变化之后的无奈之举：一方面，人类脑容量的增大引

起思维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前肢获得解放导致四肢

肌肉的弱化。人在进化的同时宣判着本能的退化，这样，便

不像动物那样与相应的环境和对象物处于直接的确定的对

应状态。就运动能力来讲，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

运动活动和创造来维系自身的生存。所以，人的思维的发达

和运动的弱势并举，催促人总是以意识指导下的创造性体育

活动来改变自身，使自身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而使体育实

践活动表现出“有意识”的能动性。总之，体育实践活动的能

动性之根本在于它是一种属人的活动，而人是有意识的存在

物，意识的诞生将体育实践活动提升到“自由自觉的”的高

度，同时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对体育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也提出

了客观的要求。 

1.3  体育具有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 

(1)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性。 

“所谓实践的社会性，主要指的是任何实践都是由作为

社会主体的现实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社会条件下所

从事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实际活动”[7]。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

性通过主体的准确把握，其功能在于保证体育实践活动具有

可靠的社会依据，使之合乎理想性。体育实践是“人的实践”，

马克思将人分为 3 种形式：类、社会和个人，这为我们研究

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性提供了 3 种不同层面的视角。第一，

“类”层面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表现在人的“类”体育实践

活动与动物运动之间的社会性差异方面。人的“类”体育实践

活动的社会性与动物运动的“社会性”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

不同在于动物运动过程中的共同协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

而人在体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

的好处”。这是由于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

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因此，“类”

体育社会实践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结合的产物，人们相互依

赖、相互支撑，互为对方存在的运动对象，这样，从事体育

实践活动的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

物”，“类”体育实践活动的有意识的社会特性代替了动物运

动的无意识的本能。这就将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性从“类”

上与动物运动的“社会性”区别开来。第二，“社会”层面体育

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表现在人类范畴中的体育实践活动与其

它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在特定的人类社会中，体

育实践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整个体育的发展总

与社会现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紧密相连，体育发展

的实践表明，独立于其它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的体育实践活动

是不存在的，其中，以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较为突出，政治对

体育的影响是阶级社会所固有的，是 基本的影响因素，在

体育发展史上，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奥

运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渗透着政治斗争的历史。全球化背景

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看似弱化，其实是形式发生改变而已，

政治突破直接作用于体育的传统模式，迂回地以与之关系发

生深刻变化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的间接作用的方式表现在

对体育的影响上。经济对体育的作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制约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决定着体

育经济体制、体育经济政策，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体育价值观（如体育市场观、主体观、经济观等）、体育

法制化、体育道德等均有密切的关系，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环境、诸多意识（如竞争意识、平等意识、风险

意识、法制意识等）、体育经济效益概念等，为体育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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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合理化的体制条件。此外，

其它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诸如：文化、教育、科学、文艺、

宗教等，对体育的影响关系均不同程度地验证了“社会”层面

体育实践活动的社会性。第三，“个人”层面体育实践活动的

社会性表现在体育实践活动范围内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方面。首先，每个个体都有同他人相区别的个别本质，即他

的独特性，这说明每一个参与体育实践活动的个体都是有独

特个性的人，都与众不同；其次，个体在体育实践活动中的

现实的社会本质，即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

“人不能孤立地通过自由的、自觉的、普遍的活动来实现自

己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与其社会性是分不开的。首先,

每个人活动的材料，包括语言、工具、原料等都是社会的产

品；其次，他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为社会的；再次，他的劳

动只有在社会中才是有意义的”[8]。个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

不仅与他人存在着社会性的联结，而且，还能从整体活动中

获得个人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机会，使个体的人发展成真正

的人，从而又在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了人的独立性、自主性。 

（2）体育实践活动的历史性。 

人的体育实践能力不是天生的，不是通过“生物遗传”

得来的，而是通过“社会遗传”获得的，体育实践所达到的深

度、广度，体育实践的规模，采用的体育手段等，都要受社

会历史条件包括文化因素的制约。体育实践是历史的产物，

并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体育活动方

式、手段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体育实践的目的、手段和结果

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线上，体育实践结果以文化形式沉

淀下来，体育文化积淀成“社会遗传密码”，塑造一代又一代

的人，体育文化的底蕴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发生作用，使

后人可以不重复前人的体育实践活动，而在更高水平上，以

新的方式从事更高一级的体育实践活动。 

 

2  体育是一种改造人类自身的特殊实践活动 
2.1  体育是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对实践基本形式所做

的考察，体现了实践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划分实践基本形式

的参考坐标，而主客体关系，不外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自身的关系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 3 个基本方面。这样，

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不外乎是自然、人类本身和社会。

由此出发，实践的基本形式应包括改造自然的实践、改造人

类自身的实践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即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

交往实践，其中，生产实践是实践的 基本的形式，其他实

践形式，无不产生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并为生产实践服务，而

体育实践活动因其对自身有机体的科学改造应隶属于改造

人类自身的实践形式。 

那么，这种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有什么特点，也就

是说，它与实践的 基本的形式——改造自然的实践即生产

实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些不同之处在于：第

一，实践的对象不同。体育实践的对象是人本身，客体内在

于主体之中，有主客体同一的特点，是主体对主体（作为客

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的对象是外界事物，客体

外在于主体，主体与客体泾渭分明，是主体对客体（自然界）

的实践活动。第二，实践的目的不同。虽然两者的 终目的

均着落于主体，但体育实践以改造自身物质属性意义上的有

机体为主旨，而生产实践的目的是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

料。两者相比，体育实践对主体的作用更直接、更明显。第

三，实践的过程不同。体育实践的内容是各种形式多样的运

动项目，而生产实践的内容是一切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实践内

容，主要是劳动内容；体育实践所借助的工具表现为体育的

器材与设备，而生产实践依靠各种劳动工具实现对物质生活

资料的摄取。第四，实践的结果不同。体育实践 基本、

直接的结果就是提高主体身体健康的层次（虽然也有关照个

体的全面发展进而推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功效）,而创造

出符合人们需要的有形劳动产品则是生产实践的直接结果。

虽然两者均属社会物质文明的范畴，但前者是人的身体，后

者是劳动产品。 

2.2  体育作为一种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有其特殊性 

(1)身体“运动”的特殊性。 

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包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是身体

活动的表现，都要借助于身体的活动来完成。我们所说的身

体活动通常是指人体外在的运动，是肢体活动的总称。比较

而言，身体运动因强调了“运动”的元素而使其具有如下特

征：1）肢体活动幅度大；2）需要有大肌肉群参与；3）能

量消耗多；4）具有非劳动性质[9]。对照下来，体育是符合

上述所有条目的，而在人类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这种突

出身体运动特色的实践活动是寥寥无几的，这就使得体育实

践活动因其“运动”的色彩而在改造人类自身活动的实践中

显得非常“另类”，相比之下，其它大部分实践活动都属于比

较“温和”的身体活动而非“激烈”的身体运动，身体运动使得

体育实践在改造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范围内与一般身体活

动实践得以划界。 

(2)身体运动目的的特殊性。 

然而，就身体运动的特征而言，我们还是能够直觉地找

到一些符合这些特征的实践活动，如：舞蹈、杂技等，它们

均属于艺术活动的范畴，这也就是说，除体育实践活动外，

艺术实践活动也有身体运动的特征（体力劳动因具有生产实

践的性质已被排除在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之外），那么，

怎样区分这 后细微的、重要的差别以致从容地确立体育的

本质呢？从艺术与体育来讲，两者融合的趋势在时代的发展

中越来越明显，基本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然而，不管两者如何交错、渗透，仍然是体育是体育，艺术

是艺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永不可能完全重叠的东西，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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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就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它是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

可少的特征，是“某类对象的有决定意义的特有属性”[10]。体育

与艺术虽然均以身体运动为特征，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极

大的相似性，以致于有混人耳目的危险，但只要从它们身体

运动的目的上即可将两者区分开来。体育是以提升身体健康

水平为目标，在体育实践中，以人的身体为核心，是“为我”

的境界，所创造的价值与意义均在身内，直指身体，身体是

目的，也是手段，有手段与目的同一性的特点；而艺术则以

抒发情感为靶心，在艺术实践中，以角色为核心，是“无我”

的虚拟世界，要求演员“忘我”地投入艺术创作，其中，身体

只是以抒情达意为目的的手段，价值指向精神世界。这就从

身体运动目的的特殊性上将体育实践与相近的实践活动进

一步区分开。 

根据以上对体育实践活动的论证，我们从实践的角度为

体育下一个定义，因为概念是本质的反映，也就为我们理解

“体育是什么”奠定了认识的基础。根据逻辑学上“被定义项=

种差+邻近的属”的原则，我们认为，体育是“以提升人的物

质属性意义上的身体健康水平为主旨的改造人类自身的实

践活动”。其中，“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是体育的“属”，

即体育所属的临近的类别，反映出体育概念的外延。“以提

升人的物质属性意义上的身体健康水平为主旨”是体育的

“种差”，是不同于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反映出体育概念的

内涵，是体育的种概念在“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这一邻

近的属概念下面同其他并列的种概念之间的本质差别。 

对这一体育概念，可以从以下 3 个层次上来解读：首先，

体育是一种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属人”的，这就从根本上

与动物的运动区别开来，并具有与一般生产实践活动的特

点，即客观实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其次，体育

是一种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

很多，如：人口生产、救死扶伤、科学研究、教学活动、艺

术活动等等，体育具有与这些活动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改造

人类自身，这一生活实践的形式从实践的对象、目的、过程

和结果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生产实践；再次，体育是以提升人

的物质属性意义上的身体健康水平为主旨的改造人类自身

的实践活动。身体运动使得体育实践在改造人类自身实践活

动的范围内与一般身体活动实践得以划界，而身体运动的目

的性又成为体育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分水岭，这就从体育的源

头找到体育 基本、 直接的东西——体育的本质。 

总之，基于实践的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我们从实践

的角度审视体育本质，就保证了研究体育本质的基础性和科

学性，不仅如此，还从不同层次论证了体育作为一种实践的

特殊性，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体育是什么”提供了实践视野中

的充分判据与思辨理路。 

 

注释：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126页、126页、

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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