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卷第2期 

2008 年 2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5 No.2

F e b . 2 0 0 8 

 

     
 

2008 年奥运后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之路 
 

李卞婴2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500） 
 

摘      要：十七大的召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为中国各项事业指明了基本发展方向。根据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预测 2008年奥运后的中国体育，在指导思想上将实现由金牌至上向以人为
本、健康第一的转变；在战略发展重点上将实现奥运争光向全民健身的转移；在体制上将实现行

政型管理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型。将对竞赛体制、培训体制、体育从业人员保障体制等做出重要改

革。政府部门应转变角色，承担起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和谐发展

的职责，逐步建立起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化、市场化的体育管理的大部门体系；体育事业

的发展应改变过度的功利化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公益性特征，使体育的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竞技

体育人才培训应改变仅培养少数精英的模式，尽快地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体育人才的职业归属和

社会保障将得到重视。体育将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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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o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fter Olympic Games 2008 
LI Bian-y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PLA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 The conduct of the 17th Confer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ave set the basic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for various undertaking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predictions can be made: as for Chinese sports 

after Olympic Games 2008, in terms of guiding ideology, the change from gold medal utmost to people orientated 

management and health first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key jobs in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shift from pursuing 

Olympic glory to nationwide fitness will be realized; in terms of system,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will be turned 

into socialized management; major reform will be carried out for the competition system, training system, sports 

professional assurance system and such.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roles, undertake the re-

sponsibilities for establish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 maintaining fair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big socialized and market oriented department sys-

tem that bases its principal body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undertaking, we should 

change the tendency of overly interest seeking, and make more efforts to embody its welfare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sports development will benefit all people; for the training of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we should change the mode 

of cultivation of minority elites only, and blend the training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occupational attribute and social assurance of sports talents will be highly regarded, sports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uch aspects as enhancing citizen fitness,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boost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socialis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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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为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几代人付出

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人们有理由希望，在即将召开

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能够取得辉煌。辉

煌来之不易，辉煌应当赞美。但现实却告诉我们，我

们能拿的金牌，只是奥运项目中很少的一部分，奥运

项目只是竞技体育很少的一部分，竞技体育也只是整

个体育活动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奥运会不能代表体

育，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强国，我们能够期盼的只是

有限的辉煌。 

奥运会是有周期的，奥运会又是短暂的，奥运即

将来了，奥运也快走了。但中国的体育事业还要继续

发展，在奥运休会期间，是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实现体

育强国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再次点燃希望的圣火，全

力以赴地备战下一届奥运会，这本身就是对体育战略

取向的考验。历史上，崛起的国家在其崛起的过程中，

有时会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示国家形象，扩大国际影响。

德国、日本、韩国都这样干过。但通常在奥运之后，

都有一个退潮时期，其体育重心会做出相应调整。指

望永久的辉煌，既不现实也不必要，人们不可能永远

沉迷在奥运的狂欢中，也不一定非要等到奥运会结束

后再去冷静思考，在中国体育即将辉煌的前夕，正是

提出问题和探讨今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时机。 

 

1  当前我们怎样认识体育 
十七大的召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为中国各项

事业指明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在新形势下分析和思考

中国的体育现象，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更清楚、更准确

一些。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当前，我们以科学发

展观的视角审视体育，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认识： 

1)以人为本的体育。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首先是人。体育是关于人类身体的活动，

而人的身体是人的物质构成和精神寓所。没有人的健

康，没有人的身心发展，其它一切为人的和人为的目

标只能流于空谈。我们今后要坚持的只能是以人为本

的体育，而不是以人之外的精神或物质为本的体育。

从这一认识出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体育应当

成为基础性的民生工程，成为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进步的

重要尺度。 

2)全民共享的体育。 

体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与公民的受教育权、

健康权、娱乐权等密不可分。这些权利是人们与生具

有的，全体人民不分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和残疾与否，都应当享有体育的权利。我们

所要坚持的以人为本的体育，是全体人民共享的体育，

而不是少数人或小圈子的体育。全民的体育要靠社会

化管理，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是制定政策、提供服务、

引导和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使体育成为人们自觉自

主的实践活动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使体育发展惠及全

体人民。 

3)和谐发展的体育。 

体育是人类的最广泛，也是最具多样性的社会现

象之一。体育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如学校体育、竞技

体育、群众体育等；体育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在健身、

娱乐、文化、教育、国防、政治、经济等领域都能发

挥作用；体育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古今中外的各种体

育项目多到难以计数，人们出于自身条件和工作生活

需要，所选择的体育项目不尽相同，从而使体育的活

动群体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事物的发展必须重视平衡，

单科独进、顾此失彼都会影响全局的发展。科学发展

观所强调的科学统筹、和谐发展、综合平衡，对于体

育事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2  中国体育的误区 

2.1  理论的模糊 

体育对中国而言是个新词汇。古代中国有体育活

动但没有这个名词，近代以来，伴随血与火的强权输

入，现代体育进入中国。20 世纪初，中国在开办新式

学堂时首先引进了兵操，在增加一些田径、球类内容

后，又将兵操改名为体育，中国才正式有了体育这个

概念。从一开始起，中国对体育的理解就是笼统和模

糊的。建国后，我们将传统的、文化的、健身的、游

戏的身体活动统称为体育，统归国家体委管理。但在

国外，这些现象都各自有专用名词。如体育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社会体育（Social Sports），竞

技（Competitive Sports）、游戏（Games）、休闲运动

（Leisure Sports）等，各自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领域。 

理论上的模糊带来实践中的困惑，现今体育发展遇到

的许多困难，源头之一就在于对体育现象缺少科学界

定和分类管理，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都揽在单一

的体育行政部门下，体育发展必然步履艰难。 

2.2  体制的局限 

建国后，在“一大二公”的思维定势下，政府总

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但体育现象相当复杂，

很难统管。比如学校体育，原本是最大量的体育实践

活动，但学校体育归教育部门管理，体育部门作为平

行的政府部门，不可能插手进行重叠管理。体育也需

要培养高水平的竞技专门人才，而国民教育体系并没

有这个义务。于是，体育部门只好另起炉灶，自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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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独立于国民教育之外的业余体校系统，也由此带

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 

再如文化。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体育

和文化就很难分家，体育中有文化，文化中有体育。

但在我国，文化归文化部管，体育归体育局管，二者

交叉的事往往没人管。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街头舞蹈、

公园健身、舞龙舞狮、龙舟竞渡、体育旅游，以及难

以统计的民俗传统体育活动，大多是群众自发组织、

自我管理的。 

即使是体育行政部门份内的事也存在管理盲区。

除竞技体育的一部分纳入体制外，绝大部分的群众体

育、社区体育、农民体育、休闲体育、民族体育等都

在体制外运行，并不直接从属公权力的管辖。更不要

说体育还是一种新兴的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

业要接受市场调节，是要和行政分开的，如何建设和

发展体育市场，如何对存量的和继续增长的国有体育

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也是体育管理的难题。 

2.3  目标的偏移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中国重返奥运以来，争夺奥

运金牌，似乎成了体育事业的头等大事和终极追求。

不拿金牌似乎不足以说明体育的成绩，无法证明体育

的进步。正是在这一目标定位下，国家运动队千方百

计地去争取国际比赛金牌，省市运动队则想尽办法去

争夺国内比赛金牌。并为此构建起以全运会为核心的、

有中国特色的比赛体制，形成以奖牌论英雄，以运动

成绩来衡量政绩的体育价值观。这种锦标主义的体育

观，在历史上曾被多次痛批，却又在今天复活。 

2.4  发展的失衡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并

不同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着明显差距。农村现

代体育活动远未普及。与城市人相比，无论是农村的

居民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健康水平、体育人口

比例明显偏低。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和

市场的调节下，呈现出区域推进的特征，各种资源向

条件便利、政策优惠、基础较好的地区集中，各区域

之间的体育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在发达地区建设

起超现代化的体育场馆时，西部贫困地区有的小学甚

至连一张木制乒乓球台也没有。较长时间以来，由于

体育战略目标的错位以及奥运任务的压力，在所有体

育活动中人为地突出竞技体育，在竞技体育中人为地

突出奥运项目，在奥运项目中又人为地突出有望夺牌

的项目，体育的整体被功利化地分解了。这种奥运领

军、一枝独秀的做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

却造成了各体育门类、各体育项目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影响了体育整体的发展。 

3  中国体育的改革之路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近年

来曾经多次下发文件，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体育

工作，提高青少年体质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下

发的（2002）8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2001—

2010 年体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深化体育体

制改革，加速体育机制转型”，“重视体育制度的创新，

切实把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式从行政型转为社会型”[1]。

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总体要求，要“加

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性政府”，“着力解决机

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加大机构整

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2]。中

央文件精神已经为体育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

当前体育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体育发展理念、

管理体制、竞赛体制、培训体制等关节点入手，深化

体育改革。 

3.1  转变体育发展理念 

当前，国家在住房、卫生、教育、劳动就业、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多个民生领域出台了许多改革措

施，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明确导向。体育直

接关系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以

人为本、健康第一的发展理念，全面发挥体育的健身、

娱乐、教育、经济等功能，和谐发展各地区的体育事

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体质水

平和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共创共享体育发展的成果。 

正确处理体育的功利性与公益性的关系，把工作

的目标转到增强综合国力上。冷战时期，以美苏为代

表的两大阵营，把奥运会当作没有硝烟的战场，力图

通过体育成绩证明社会制度的优劣。我们难免受其影

响，总有一种在赛场上战胜强敌、为国争光的潜意识。

这种意识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但在创造和谐

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今天，却有必要进行反思。体育

诚然是有功利性的，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其功利性，

赋予竞技体育过重的政治负担，其结果并不一定理想。

体育比赛金牌在综合国力中的份额十分有限，体育金

牌拿的再多，也不能证明综合国力的强大，副作用还

可能造成曲高和寡，背离“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体育对于综合国

力的贡献体现在许多方面，全民的体质水平是国家硬

实力，直接反映国民素质的基础水平和军队的战斗能

力；体育作为文化现象，其普及和繁荣则是国家的软

实力；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益性事业，越来越

多的国民能够享受体育发展带来的好处，本身就是国

力增强和社会进步的象征。为此，我国体育今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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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方面要保持现有的奥运竞技优势，争取参与更多

项目；另一方面，应努力普及体育健身活动，使体育

走进千家万户，形成新的实力增长点。如果保持前者

而要影响后者的实现，我们宁可放缓前者，把体育工

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实现公益性、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之上。 

正确处理城市和农村、部分地区与全社会的关系，

将工作着力点转到促进体育和谐发展上。中国体育发

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表现。随着科

学发展观的确立，国家的发展模式做出重大调整，维

护社会公平、促进和谐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保

障范围等已经成为国家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重点。体育

事业的发展也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体育决策

者应当转变观念，真正将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进步放

在重要地位，调整体育工作的着力方向，着眼全局、

着眼普及、着眼平衡，实行正确的引导和科学的布局。

一方面不断增加对贫困和落后地区的物资投入，改善

体育发展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现有条件，

积极提供体育公共产品，适度倡导体育消费，鼓励各

地区、各民族因地制宜、因兴趣爱好开展体育活动，

从而在全局上缩小差距，在动态中接近平衡，在实践

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的关系，摒弃金牌

政绩观，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群众体育上。近年来，我

们在体育发展战略上一直是提出两大计划，即“全民

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但在实施的过程中，

两大战略不是并重的，“奥运争光”被放在中心地位，

体育行政部门为此投入了绝对优势的精力和财力；相

比之下，全民健身则沦为没有约束力的口号和一盘散

沙式的自发现象。然而事实是会说话的，当国民体质

监测指标显示出全国青少年体质连续 20 年下降时，我

们所得的几十枚奥运金牌就微不足道了，20 年全国青

少年体质下降足可以写进历史，足可以警示全国的家

长以及我们的体育工作者。有人曾经计算出我们拿一

块奥运金牌需要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但这仅仅是看

得见的金钱，如果我们为拿金牌而损失了数亿青少年

的健康，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也需要体育奖牌，但国家

的发展战略是会调整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重点。

当国家形象已经不特别需要用体育成绩来证明的时

候，当国家发展战略强调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时

候，当国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与体育成绩明显不同步

的时候，体育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体育的工作重心

也应做出相应转移。为此，体育决策者应认真学习贯

彻科学发展观，清醒地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正

确处理国家、个人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真正把体

育工作的重心放在落实全民健身、提高人民体质上来。

只有最大限度地普及了体育运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竞技体育的提高才有雄

厚的基础，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体育强国。 

3.2  改革“举国体制” 

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这一体制体

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其必

然性也确实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在中国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特别是在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

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后，现行的“举国体制”

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举国体制”的要害之一是奉行精英体育，忽视

大多数人的权利，显失社会公平。所谓的“举国体制”

只是体育界内部的理解，党和国家并没有将“举国体

制”作为体育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倾全国之力去办

体育。如果体育主管部门把国家财政支持的资金拿去

办全民的体育，如全民健身、体育教育等，也能算是

一种一定意义上的“举国体制”。但长期以来这些全民

的钱大部分却用在了极少数运动员和运动队身上，而

产出的利益也只限于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官员。

当体育行政部门握有资金支配权力时，金牌政绩观一

定会驱使他们将“举国”的资金投入竞技体育，重点

是奥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实际上演变成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1]，演变成一种以忽略（实际是损害）广

大群众体育权利为前提的精英体育体制，明显有违社

会公平。从道义上国家不应该允许其长期存在，从财

力上国家也难以长期支撑这种体制。体育要改革，就

要从体制上入手，坚决革除仅仅制造精英的体育体制，

真正构建起为全民服务的全民体育体制。 

“举国体制”的要害之二是职能错位，以政府行

为代替全民参与，以行政方式直接管理社会事务。体

育是广泛的社会现象，当然需要管理，但不一定非得

由政府用行政模式管理。在现行体制下，体育行政部

门既是管理者，又是“运动员”和“裁判员”；既要组

织管理比赛，又要组队参与比赛，往往力不从心，事

半功倍。事实上，“举国体制”的有效管理范围也仅限

于部分奥运竞技项目的训练比赛，大量的社会体育活

动，是政府无法用行政的办法管辖的。对这种在职能

定位上出了差错的“举国体制”，当前不是完善（根本

无法完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对其进行转型式改革。

近年有学者指出，体育改革的举措之一，是解放军运

动队应退出竞技体育领域[2]，此言有理。竞技体育是有

利益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行为。军队作为国家

机器当然不能染指市场与民争利，更不应该享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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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政策，用人家的运动员搞什么“双积分”，弄出

许多不应有的矛盾。按照这一思路，不仅是军队，而

且是同为国家机关的各级各地的政府都应当退出竞技

体育，都不应当与民争利。体育原本是广大群众的事，

政府既不能强迫也不能代替人们参与体育，体育管理

由行政型转为社会型是历史的必然，最终应由社会去

管理、由市场去调节。体育部门应转变身份，由管理

者转变为指导者，由“运动员”、“裁判员”转变为高

水平的观众和高层次的服务员，将狭义的竞技体育“举

国体制”转变为广义的全民体育体制。 

3.3  改革体育管理模式 

一部当代中国改革史，可以说是体制改革的历史，

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改变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

制，逐步建立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

有机整合的管理系统。 

精干机构。世界上设置体育部门的国家并不多，

我国除了体育行政部门外，体育总会、国家奥委会、

体育项目管理中心和部分体育协会，也具有官方的背

景。有的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权力像政府，身份像官员，在市场上像商人，对外比

赛像运动员，行事作风则像衙门，动不动就“杀无赦”、

“斩立决”。因此在体育体制改革中，重点应精简机构，

将非政府机构彻底与政府部门脱钩，政府部门不得擅

自转移公权力，总会、协会、中心、俱乐部等作为独

立社团法人，与政府间不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不得

享有行政职能。 

转变职能。按照十七大精神，当前体育改革的重

点就要实现行政管理型向社会服务型的转变，为社会

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体育部

门应改变以往的行政命令、下达任务、完成指标、政

治运动式搞体育的工作方式，立足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服务，在出台体育政策、制定游戏规则、协调体育

发展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用政策法规引导社会、

规范市场，促进体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归口管理。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改革的力

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

间协调配合机制。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

门的矛盾，提高政策执行效能[3]。体育部门的职能显然

与教育、文化等部门相重叠。2008 奥运后的中国体育

体制，应当按照体育的功能逐步实行归口管理，属于

教育的由教育部门管理，属于文化的归文化部门管理，

属于全民健身的，由社会组织管理，属于竞技体育的，

由市场调节。鉴于体育的文化属性和功能的交叉，可

以考虑将体育的行政管理（政策指导）机构归入文化，

成立一个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文化大部门，从宏观上

指导协调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 

大部门和大体系。政府大部门的管理也只能是宏

观上的协调指导，体育归根结底要靠社会化管理。现

代社会有三大支柱——市场、政府、社会组织。我们

的以往的制度建设偏重于政府机构和市场运行管理，

但社会上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很多属于公益

性的事情，政府无力管，市场无心管，这就需要社会

组织发挥作用。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数量上不算少，目

前已有 38 万个，年创造价值 600 多亿人民币，但组织

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作用发挥仍有巨大潜力。体育

产生于民间，活动在社会，只有依靠社会组织才能实

施有效管理。这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有关部

门应善于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善于运用政策法规建

立健全社会组织，依法指导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在

十七大精神指引下，致力于构建一个执政党领导下的，

由政府大部门、社会组织、市场实体共同组成的体育

管理大体系，实现利益多元化、管理社会化，促进体

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3.4  改革体育赛制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目标是在国际比赛夺金

牌，国际要夺金牌，国内就要备战练兵，要选拔运动

员，以全运会为核心的国内比赛就成了“举国体制”

的重要支柱。近些年来，从内容到形式，全运会与奥

运会全面接轨，创造性地接受了“奥运争光”的价值

观念，堂而皇之地为各地各城市争光，全运会举办省

份金牌名列前茅几乎成了规律。在争光的号令下，金

牌要争，总分排名要争，体育设施建设规模要争，举

办城市的市政建设要争。办一次全运会，其经费投入

动辄以百亿计，其规模和气魄直追奥运会，实际上助

长一些政府官员的畸形政绩观以及对兴建楼堂馆所的

特殊爱好。举办过大型运动会的城市，赛后的设施利

用大都存在问题，相当一部分体育场馆只能用作商场、

停车场、露天剧场，造成对资源的大规模浪费。这在

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它国家很少见政府掏钱搞

大型运动会的，奥运会也曾长期陷入财政危机，到了

几乎没有国家申办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政府不愿意掏

钱。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在争光意识的驱使下，运动

场成了争名夺利的名利场，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劳民伤

财，更带坏了风气。赛场内外有违高尚体育精神和公

平游戏规则的现象层出不穷，极大地败坏了体育风尚，

极大地损害了体育界的整体形象，对社会风气造成恶

劣的影响。 

为此，改革现行的竞技体育赛制刻不容缓。 

一是改变运动会的举办主体。国家行政部门不直

接举办运动会，不直接组队参加比赛，淡化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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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身份，交由社会组织主办，个人、企业、社团都

有平等的组队权利，政府可以指导监督，但不充当“运

动员”或“裁判员”。金牌与政府政绩脱钩，将竞技比

赛的主体交给社会、交给学校、交给企业，谁承办，

谁投资，谁收益。 

二是实行运动会商业化转型。奥运会都实行了商

业化运作，全运会没有理由拒绝。运动会与文艺晚会

没有本质的区别，借鉴文化表演市场做法，国内大型

运动会的种类、周期、规模、比赛项目都应根据市场

需求设置，政府创造和规范市场，市场引导竞技主体。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市场潜力巨大，竞技体育

不能只迎合奥运项目，应根据中国群众的体育需求和

观赏习惯，深入发掘民族传统体育的市场价值，积极

普及，鼓励参与，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推动中国体

育与世界体育的交流融合，争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双赢。 

三是将政府的职责定位在依法指导、服务和监督

上。运动会上各种丑恶现象，根子出在利益争夺上，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可能纵容甚至支持一些不公

平竞争。因此政府必须跳出竞争当事人的圈子，转变

身份，转变职责，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在竞技体

育运动中，政府公权力不是要争输赢，而是要维护竞

技的公平，规范竞技市场的秩序，平等地保护每个竞

技主体的合法利益，提倡和培养良好的风气。通过举

办运动会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体育需求，促进人民的

团结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是大型体育比赛要有节制。目前的大型体育运

动会数量偏多，规模越来越大。在奥运会 4 年一个周

期里，还要办亚运会、全运会、城市运动会、农民运

动会、民族体育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以及省运会、

行业运动会和各单项锦标赛、大奖赛、联赛等等，举

办大型比赛，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耗费巨大的财力

人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富到不计成本的地

步，即使有钱，也要本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原则办事，这是中国政府新的执政理念，也

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体育赛制改革的内容之一，

应该是减少大型运动会的频率，控制大型运动会的规

模，减少大型运动会的投资，提高场馆的环保水平和

赛后利用率，积极论证在现有的场地中选择全运会永

久性会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人力财力精力更多地

放到普及群众体育、扶持欠发达地区体育事业发展上。 

3.5  改革体育人才培训模式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够延续，一批批

专业运动员志愿献身、顽强拼搏是其内在的动力。我

国的运动员绝大多数在专业运动队和业余体校系统，

从他们进入这一系统直到退役，唯一目的就是在比赛

中夺取金牌，他们的人生理想也尽在于此。但从体育

和教育本质分析，这存在严重缺陷。一是扼杀天性。

我国的业余体校招收的大多是少年学生，不少专业运

动队选用的队员也是低龄的少年，少年时期正是贪玩

的时期，他们入学入队可能是出于兴趣（也不排除家

长望子成龙的代位选择），但当这种兴趣变成长期的、

强制性的、单调的专业训练时，他们无疑过早地承受

了过重的压力，这不能不说是对孩子天性的扼杀。二

是畸形发展。少年时期是学文化、接受知识的重要时

期，但体校的办校目的不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而是培养具有超常单项运动能力的运动员。在这种半

封闭教育训练下，受教育者文化基础薄弱、社会知识

欠缺、人际关系单一、行为方式单调，难以融入正常

的社会生活。三是损害身心。业余体校说到底是二、

三线运动员的培训基地，由于年复一年的超负荷训练

和激烈的对抗比赛，很少有运动员能够毫发无损，全

身而退的。在心理上，我们的运动员从小就被领导、

老师、媒体灌输金牌至上的价值观，当冠军是唯一的

奋斗目标，电影《沙鸥》中的女运动员连银牌都扔了。

然而冠军只有一个，加上前几名也十分有限，而在训

的运动员和体校学生数以万计，剩下的干什么？青春

时间耽误了，文化知识难以补上，自信受到重挫，身

体经历损伤，成者名利双收，败者一无所有，我们难

道就只能给孩子这样人生道路？ 

问题还不仅出在体校系统，近年来，我国普通高

校开设体育专业的院系已经达到 350 多所，每年毕业

生应超过 10 万人，但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大学各

专业中排在末位，即使能就业者，很多也不是从事体

育职业，原因在于职业岗位缺乏。我国能够养家糊口

的体育岗位基本都是官办的，如体育官员、体育教师、

体育教练员和少数运动员，而运动员只能算一种临时

职业，一些世界冠军退役后也只能自谋职业。由于他

们除运动专长外别无谋生手段，有的只能去看大门、

摆地摊、当搓澡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改革体

育培训体制入手，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

和完善体育人才就业和保障体制。 

将业余体校逐步纳入国民教育系统，继续推行高

等院校自办或与体育系统合办运动队的办法，最终使

运动员的培养、使用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近年

来，国家推行了普通高校自办或与体育系统合办运动

队的做法，打破了业余体校封闭的培训模式和体育系

统对运动员的垄断占有，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高校

办运动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运动员知识结构的缺

陷，缓解了运动员就业的压力。但在现行教育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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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有后续机制的建立。长远来看，国家（全民）

养运动队绝对不是好办法，高校也只能为运动员提供

短期的保障，而运动员职业化则是必由之路。运动员

职业化只能在市场中实现，体育市场潜力巨大，体育

产业可以成为支柱产业，企业（俱乐部也是一种企业）

作为市场的永久主体。办运动队、养运动员是要创造

利润的，作为劳动力或者商品的运动员能够帮助企业

实现这一目标，理所当然地应得到企业的回报和保障。

这在国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国也进行了一些

球类运动俱乐部改造并市场化运作的尝试，虽然运行

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运动

员从业期间，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新劳动法办事，除

购买强制性保险外，从运动职业的特征考虑，还应为

运动员办理意外伤害、健康损害、失业下岗等保险，

无论谁主办的运动队，都要将这些纳入运行成本，逐

步实现运动员职业保障的社会化。 

努力扩大体育人才的就业渠道，探索试行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部分职业化。一种职业的生存是由社会和

市场需求决定的，从当前的社会需求看，老百姓并非

不喜欢体育，并非不需要专业人才指导体育活动，直

接服务老百姓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可能是最紧缺岗位之

一。按百人需要一名体育指导员计，全国需要 1 300

万；按千人需一名计，全国则需 130 万。但目前我国

的体育指导员是个公益性岗位，没有工薪收入，让一

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毕业生去担任体育指导员，等

于是尽义务。为此，应当着手论证和制定有关社会体

育指导员职业属性的法规制度，扩大体育人才的就业

渠道。社会体育指导员如同公办教师一样，从事相同

的职业，付出等量的劳动，国家应像供养教师一样，

为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在

有条件的社区成立相应体育社会组织，将公益性与市

场化相结合，聘用体育指导员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偿服

务和体育援助。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可在乡镇

文化站的架构内设置专职或兼职的体育指导员，与农

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一起，承担普及体育活动的工作。

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体育专业大学毕业生到农

村和西部地区学校定期支教任教，保障他们服务期间

的收入不低于当地中等水平，并优先安排流动，这将

有利于改善当地师资状况，提高教学水平，缩小东西

部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的差距。 

 

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体育的改革注定

是艰巨和漫长的，由于改革牵涉到利益调整、行业重

组、人事变动等问题，所面临的阻力也可想而知。但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坚决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办事，积极稳妥地推进体育体制的改革，

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体育事业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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