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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古希腊奥

运会衰落原因以及现代奥运会所面临的潜在危机。古希腊奥运会衰落原因包括城邦政治制度的弊

端、农本经济的不稳定性、竞技精神的消弥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有体育的过分

政治化；经济发展的两个极端，贫富差距加大；运动员的道德水平和竞技精神的忽视。通过对古、

今奥林匹克运动的比较，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缩小经济差距，加大投入；制度的完善与加强执行

力度；人文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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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 the authors ana-

lyzed the causes for the decline of ancient Greek Olympic Games and potential crises in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y,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causes for the decline of ancient Greek Olym-

pic Games include defects in the polis political system, ins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disappearance of 

competitive spirit.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include over politicization of sport, two 

extrem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negligence of ethical 

standard and competitive spirit of athletes. The authors derived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from comparing the an-

cient and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narrow economic difference; increase investment; perfect systems; 

strengthen policy execution; boost the return of humanist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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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

政治环境的影响、经济杠杆的效应、社会的进步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 4 年一届的奥运会，已成为全人类瞩目的一项具有

巨大社会、政治、经济效益的事业，其产生的影响和

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项社会

活动。然而，奥林匹克运动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

着挑战，例如，政治的干预和利用、过度的商业化、

滥用兴奋剂、赛场暴力等等。如果奥林匹克运动要进

一步发展，就必须重视这些问题，并逐步加以克服和

解决。 

本研究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对象，研究社会生

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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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

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

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等。以此为理论基础，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古希腊奥运会衰落原

因以及现代奥运会所面临的潜在危机，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获得启示，这将对奥运会的发展大有裨益。 

 

1  古希腊奥运会衰落的原因 

1.1  城邦政治制度的弊端 

城邦基本概念有两层含义：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

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城邦

是一种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是一个政治、经济的社会

共同体，建立在古典所有制基础上[1]。城邦概念决定了

城邦在建立之初，一定是小国寡民，具有原始性。这

种结构也决定了城邦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狭小而有限

的，公民集体是封闭、排外的团体，具有较强的保守

性。正是由于这种城邦的政治制度使古奥运会的运动

员资格审定十分严格。参加奥运会的每个竞技者必须

是纯希腊血统、未曾有过犯罪行为的自由公民。这种

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古希腊人参加奥运会，参加人

数也就越来越少，不利于奥运会的进一步发展。 

1.2  农本经济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在原始

的东方公社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

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古希腊奴隶制经

济基础的改变，使城市大批的小生产者由于手工业的

集中而相继破产，靠战争和工商业发财的富人则拼命

享受。民主制危机造成的自由民的贫富分化动摇了体

育运动的精神支柱，各城邦公民的贫困和破产，导致

业余运动结束，职业之风兴盛，参加奥运会的职业选

手越来越多，这些人大多是为了金钱而走上运动场的

破落自由民。社会风气的衰败，使某些公民把凡是他

们在其间有利可图的国家都当成自己的祖国，因为他

们不是在国家而是在财产上看到自己的祖国。因此，

越来越多的城邦开始花钱雇用职业选手参加奥运会。

为了获得巨额报酬，部分运动员将自己出卖给任何一

个想获胜的城邦，并在比赛中投机取巧、不择手段，

日益严重的职业化现象带来的副作用使奥运会的理想

和精神受到扭曲。 

1.3  竞技精神的消弥 

1)体育价值体系的变化。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令

人疲惫的、片面发展身体的活动，既要花钱，又要费

很大的力气，与自由民的身分不相称”。因此，在奥运

会的赛跑、摔跤、拳击等比赛中，富家子弟越来越少。

出席奥运会的观众，是希腊社会地位最高阶层的代表，

“他们不仅自已不参加体育运动，还嘲笑那些刻苦锻

炼的公民”。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由繁荣走向没落的历

史时期，古代奥运会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日益严重的职业化现象带来的副作用使奥运会的理想

和精神受到扭曲。 

2)精神危机。“奴隶制城邦危机造成了公民经济与

政治的分化，这种分化的直接后果则是社会风气和公

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是城邦的精神危机”。古希腊人对

冠军的极度崇拜为竞技职业化推波助澜。古代奥运会

的冠军被认为是宙斯神最喜爱的人，因此，古希腊人

对优胜者敬之如神。一些优秀选手在生前死后都被当

作神灵供奉。优胜者法索斯便被认为是农民的保护人，

每逢农业丰收或喜庆的日子，当地居民都要聚集在他

的铜像前，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古希腊人对优胜者

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巨额财富的引诱下，

世俗战胜了宗教，功利代替了理想，奥运会再也不是

神圣的祭典和民族的节日了，它逐渐演变成了单纯的

运动竞技。和平、友谊和业余的概念模糊起来了，连

奥运会神圣的荣誉也变成了商品。 

 

2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2.1  体育的过分政治化 

1)自身组织制度问题。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

非政府的组织，它采用“自我遴选”制度选定该机构

的委员。依此规定，国际奥委会从它认为合格的人员

中挑选委员。实际上，在遴选委员的过程中，国际奥

委会主席掌握着决定权。顾拜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被允许自由地挑选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我提出的

人选都入选了。”[2]这种自我遴选机制，给少数核心人

物以完全自由的权力来确定其成员的组成，显然违背

了民主程序。 

正是由于这种非民主的遴选机制，国际奥委会出

现了一些对体育不甚了解，但却有显赫社会地位的王

公贵族、银行家和企业家。而某些有能力的人却无法

进入奥委会，成功地组织了第 23 届奥运会的尤伯罗

斯，由于其才能太杰出，会对某些人的地位造成威胁

而无法进入国际奥委会。 

2)欧美中心主义。非民主遴选机制所造成的历史

惯性，使国际奥委会成员国之间出现了不公平现象。

在现任的 112 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欧洲拥有 51 位，

占总数的 45.5％。在 111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无一

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情况下，意大利和瑞士却各有 4

名委员，美国、西班牙、瑞典也各拥有 3名委员。许

多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国际奥委会应该像联合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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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每个国家（每个成员）都派一名代表参加，目前

这一方案仍未通过[3]。 

在项目设置上也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1996 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共设 26 个大项，除柔道 1项外，其余都

是起源于欧美的西方体育项目，某些与奥运会己有项

目几乎重复的西方体育项目仍能进入奥运会(如 26 届

新增的男女沙滩排球），而东方体育项目进入奥运会的

历程却极其艰难。严重的欧美中心主义将会使奥林匹

克运动的继续发展受到限制，整个世界由西方和东方

共同组成，奥林匹克运动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更大

发展，必须更多地关注东方文化。 

3)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加深。奥林

匹克运动组织结构体系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

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所组成，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

支柱，三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是奥林匹克运动顺利发展

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各自的利益冲突，三大支柱

之间常产生激烈的矛盾，国际奥委会虽然确立了主导

地位，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威胁主要来自于大的

国际单项体联和一些国家奥委会。这些内部矛盾如处

理不当，则有使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结构走向分裂的

危险，进而危及到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仗着财大气

粗，国际足联在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中常常发生严重

冲突。1988 年，国际足联不顾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将

参加奥运会足球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在 23 岁以下。 

2.2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影响 

1)不加控制的商业化带来的危机。当商业利益作

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

象，当商业的砝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

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

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

当商业化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活力，带来生机的同时，

也给奥林匹克运动的明天带来隐患。当赞助商们向奥

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

冕之王”。无论在开、闭幕式上，还是在各个体育比赛

场馆内，最好的席位都是赞助商的。 

2)超大规模的奢侈豪华带来的危机。第 26 届奥运

会设立了 26 个大项 271 个小项，共 197 个国家和地区

的一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万余名新闻记者进行采访，

加上数量可观的教练员、裁判员、官员、工作人员及

数十万旅游观光者，给亚特兰大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使其食宿、交通、通讯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加之场馆建设、人员接待等前期投入最少也有 20 亿美

元，并在许多方面潜伏着不安全因素。奥运会过大的

规模和追求奢侈豪华己超出了世界许多城市的承受能

力，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力承办，不利于奥林匹克

运动在全球的普及。 

3)腐败问题带来的危机。腐败己经成为侵蚀奥委

会组织肌体的一个顽症，如果不加以改革，将会动摇

国际奥委会本身的根基。此外，在奥运赛场上对裁判

施以贿赂，甚至以女色为诱饵的恶劣行径也在流行。

一些素质不高、道德低下的裁判员，故意偏袒一方，

“打黑分，吹黑哨”的现象愈演愈烈。可以说，这些

人的腐败行为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假体育、

假比赛”使奥林匹克运动失去魅力和价值，限制了奥

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影响了世人对奥林匹克的兴趣。 

2.3  道德水平降低和对竞技精神的忽视 

1)彻底职业化带来的危机。在奥运会职业化愈演

愈烈的今天，少数职业选手己成为奥林匹克的贵族。

参加第 26 届奥运会的美国“梦之队”不屑与全世界的

运动员共住一个奥运村，而是另住在豪华饭店，他们

乘坐的豪华专车队伍甚至有警车开道，他们的所作所

为给崇尚友谊、平等的奥运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

由于职业选手大多与经纪人联系密切，而这些经纪人

往往唯利是图，在他们的挑拨下，有可能使体育组织

失去对运动员的监督和控制。 

2)体育暴力和恐怖活动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灾难。

国际体育赛场上，尤其是在强烈身体对抗的足球、冰

球、篮球等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打斗、运动员对裁

判员的攻击、观众的骚乱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兴起。

全球瞩目的奥运会也成了恐怖分子活动的平台，他们

利用奥运会这一神圣的节日，让全世界都注意他们，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虽然使用了最

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安全防卫，但奥林匹克公园的爆

炸案，却使两名无辜者遇难。恐怖分子把血腥暴行强

加给了这个追求和平、友谊和充满爱的盛会，从而给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深深的灾难。 

 

3  启示 

3.1  经济对奥运会的制约作用 

经济生产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论承认与否，物质生产和经

济活动在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发挥主导性的制约作用，体育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

必然受到经济的种种制约。 

1)经济基础的制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服从政治上层

建筑。奥林匹克是传播体育精神的运动，体育是人类

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在本质上

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则是伴随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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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而诞生的，虽然它的创

始人和一些继任者出于对资本主义战争和经济掠夺的

厌恶，努力使奥林匹克运动远离政治、远离金钱。但

事实证明，奥林匹克运动仍然无法摆脱经济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

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

大的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不仅对组织者来

说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对国际商业集团来说所谓的风

险也比较大。因此，为确保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奥运

会往往推崇在发达国家举行，即使偶尔在发展中国家

举行也是选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国际奥委会将

商业赢利的一部分拨给 100 多个成员国的奥委会，用

于发展他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并为参加奥运会的每位

运动员提供补贴。这确实是一项善举，也的确帮助了

不少小国和贫穷国改善了体育设施，解决了无钱参加

奥运会的难题。但是，各国之间分配不均的现象仍然

相当严重。 

3.2  完善法律体制与加强执行力度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体育界仿佛在一

夜之间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法庭介入体

育问题。例如德国的克拉贝案、美国的雷诺兹案，但

最有影响的是比利时的博斯曼案件。它使作为整个欧

洲足球大厦基础的转会制在刹那间被动摇，被摧毁。

还有一些惩罚运动员违法的案件，例如中国籍裁判龚

建平因受贿罪被判刑 10 年；马赛队行贿的丑闻被揭

发，俱乐部主席塔皮被判处 1 年监禁，俱乐部总经理

贝内斯监禁 2年，并罚款 15 000 法郎，两人终身不得

参与足球事务。 

国际体育界应当将眼光放宽到整个国际社会，在

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所面临的法制危机。具体说，

体育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法律至高无上的效力并

且无条件接受其对体育事务的“干涉”，还应当谋求与

各国法律机构的合作。这是变被动为主动，对国际体

育事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创造性意义。 

3.3  呼唤人文主义的回归 

1)人文主义的回归，有助于竞技体育完善内部机

制。竞技体育内部腐败问题，上至奥委会委员的丑闻，

下到裁判员的“黑哨”，再到运动员的“假球”等。在

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矛盾时，

由于缺乏人文素质教育，心目中没有那些敢为真理而

献身的榜样激励，对自身价值缺乏正确的估量，抵不

住金钱的诱惑，致使许多人选择了贪婪个人利益。而

丰富的人文文化正是教会人们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公众利益相矛盾时的有利武器。 

2)“人文危机”消除，需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然而，繁荣背后仍

潜含着人文危机。“费厄泼赖”的公平竞争精神日益遭

到亵渎，如兴奋剂泛滥现象等等[3]；奥林匹克运动作为

具体的文化形态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人文

危机”的现状正是西方文化的弊端在体育运动中的具

体反映。 

萨马兰奇先生曾说过，“国际奥委会主导思想应建

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确，东方体育文化

传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不

仅仅在于能否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能否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壮大，从而把地域的演进为

世界共享，把民族的演进为人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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