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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 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城邦给了我生命，是

城邦给了体育发展成为社会性运动的机会。没有城邦的滋养，体育运动仍将寄生在劳动、狩猎、

祭祀、军事和娱乐等人类社会行为上，是城邦使体育运动独立出来，成为古希腊教育 3 大支柱之

一。研究站在城邦体育的视角，探寻其对于体育运动发展的作用，分析城邦体育蕴涵的幸福实现、

自由思想、正义诉求、英雄偶像与勇敢品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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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city-state that gave me life: cultural study of city-state spor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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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ideology, the appearance of city-state was an event with a decisive sig-

nificance. It was city-state that gave me life, and that gave sports development a chance to become a social move-

ment. Without the nourishing of city-state, sport would still parasitize human 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labor, hunting, 

sacrifice, military affairs and entertainment. It was city-state that made sport independent,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backbones of education in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state sport, the author explored its functions 

o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analyzed that city-state sport contains such characteristic as happiness realization, free 

thought, justice demand, hero idol and bra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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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曾这样评价城邦：“是城邦给了我生命，

使我受到抚养和教育。我首先是城邦的孩子和仆人，

比起父母和其他祖先来，城邦更为尊贵，更为可敬，

更为神圣，她受到众神和所有理智的人的尊敬。”这番

话语把我们带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去领略古希腊

城邦以及由此诞生的体育运动风采。古希腊城邦成为

希腊文明的起点，正因为城邦的赋予与养育，使我们

感受到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它孕育出伟大的哲学、

思想、历史、艺术、宗教和体育。没有城邦的滋养，

体育运动还是寄生在劳动、狩猎、祭祀、军事和娱乐

等人类社会行为上的藤蔓，是城邦使体育运动凝造成

为人类的美德，成为古希腊教育 3 大支柱之一(知识、

艺术、体育[1])。古希腊城邦对于体育运动发展的作用

是什么？答案是城邦给了体育生命。 

 

1  特殊的国家——城邦 
托马斯·卡伦德[2]写道：“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历

史的某个时刻，在欧洲郇窄的一隅，生活着近五百万

陆地和海岛居民，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

却创造出了 原创、 绚丽的文化、商业、社会秩序

和政治……”探寻城邦制度的渊源，就要从地中海古

希腊文明之核心，爱琴海之基础的克里特岛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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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克里特岛上建立了米诺斯王

朝，在此后大约 500 年，岛上兴起了氏族制城邦，并

逐渐影响着周边的区域。公元前 1450 年迈锡尼文明取

代了克里特文明，建立了宫廷国家体系，并创造出了

线形文字 B，使古希腊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公

元前 1200 年左右多利安人从北方南下，摧毁了迈锡尼

文明[3-4]。多利安人的侵入使专制暴君的迈锡尼王朝毁

灭，这为更原始的氏族部落式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由文明的希腊城邦在此种环境中诞生了。古希腊城

邦的缔造者多利安人本身的文明程度都远较其前身阿

凯亚人(迈锡尼文明的缔造者)更低。因此，“他们不可

能跨历史地去‘继承’和‘照搬’其他较老文明甚至

被其征服的迈锡尼的专制制度，只能彻底摧毁原有的

文明，一切从头开始”[5]。这就给了相对落后和原始的

文明一个发展机会，使那些小小的公民共同体和部落

联合体得以发展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城邦。 

“公元前 8 至 6 世纪的早期希腊，建立了 200 多

个奴隶制城邦”[6]，这些城邦之间独立、自治却又纷争

不断，成为古希腊独具特色的社会政治现象。典型的

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

干村落而组成，与其他城邦之间往往以山河、海洋为

自然边界。“城邦的都市部分是城区(asty)，而周边领

土是城郊(chora)，它们组成都市-乡村系统的整体，其

中，城市是商业与产业的中心，而周边的乡村为它提

供农产品和原材料”[7]。城邦对外独立，对内却享有完

全的自主权。在经济上，它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自成

一个商业经济体系；在主权上，城邦之间存在隶属的

关系，但大多是主权独立；在政治上，城邦的特征是

民主自治，公民大会是重要的权力机构；在军事上，

城邦的全体自由公民就是战士。 

 

2  古希腊人生存发展的需求——体育运动 
“体育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组织化的身体

教育行为产生于劳动技能的传习、巫术和模仿游戏；

形成于原始族群首领产生过程的原始祭祀和成年礼仪

中发育出 初的竞技形式；某些娱乐性身体活动可能

来源于动物阶段的嬉戏行为或对劳动、军事活动的再

现；而形形色色的运动形式部分来源于人类动物祖先

遗传下来的本能活动，部分脱胎于对劳动或军事活动

的提炼”[8]。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础一直与社会的需要和

人类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形成的某些技能，如：

走、跑、跳、投等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

手段之一。 

古希腊人的体育活动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与生活

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大海邀请人

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

润，从事商业。”地中海既没有广袤的草原，也没有东

方的大河与沃土，有的只是被重重的山峦和起伏的波

涛分隔成小块的岛屿、沿海平原与盆地。希腊人 初

在大海上的主要职业，并非捕鱼或经商贸易，而是通

过海洋去劫掠获得财物。古希腊人对于抢掠、篡权、

偷欢、蛮横等品行，并不认为是缺点，在他们对于神

明的描写中可以看出，神明们都是被高度的拟人化。

他们对于力量与勇气的崇拜达到惊人的地步，尤其对

于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即使自身有许多缺点也不影响

其荣誉地位。在这个以海盗为荣，以抢掠为职业的社

会中，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在生活中得以体现，冷静的

头脑、敏捷的身体、矫健的步伐、快速的奔跑、过人

的勇气、无比的力量等组成了一个完整希腊人。 

体育运动是希腊人精神的象征，在力量与勇气组

成的荣誉面前，城邦与公民都在努力追求荣誉的 高

峰。古希腊人在城邦生活中，完成了将体育从野性向

理性的升华，体育运动成为城邦生活支柱之一。自由

公民是组成城邦的基础，从人的需要和城邦的需要来

看，体育运动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形式和身体

活动形式的总和。公民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锻炼一个

好的身体和培养一名勇敢的战士而展开，体育运动的

这种风气就融入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成为城邦维持

自由和安宁的头等大事。 

古希腊的人们崇尚体育运动，所以几乎每位古希

腊自由的公民都到练身场去接受训练，尤其是那些贵

族，他们认为只有到练身场去受过训练的人，才算是

有教养的人，否则就要将他们归入做手艺和出身低微

的人之列。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全民皆兵，需要士兵般

强壮的身体，以适应战争中扩张和防卫的需求。城邦

不但养育和保护了公民，还赋予了公民自由和平等的

政治生活，教育公民科学、艺术和体育，给予了公民

所需要的一切，只需要公民为城邦贡献勇气、力量和

获胜的决心。城邦和公民是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它构

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

活方式的概念。于是，人们争相进行体育竞技，城邦

也积极组织体育竞技，体育运动已经深深地印刻在古

希腊人的思想中，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人的生活内容

之一。 

 

3  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城邦体育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 具有

决定性的事件”[9]。它开创了古希腊，乃至西方世界文

明的源头。城邦是自治、民主的城市国家。各个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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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建设自己公共性的体育设施和运动场，没有城邦

中的体育设施，体育还仅仅是兵营里的操练，是宫廷

里的游戏，是城邦给了体育发展成为社会性活动的机

会，使公民争相参与体育竞技成为可能。在城邦的公

共空间——露天广场和运动场，公民在这里集会发表

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行体育锻炼，展示力量与美。苏

格拉底说：“身体锻炼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有用的，每个

市民都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保持 佳状态，一旦国家

有难，便能听从出征。”他这里提到的国家指的就是城

邦，城邦要求每个公民进行身体锻炼保卫城邦，是城

邦的生存现实赋予公民义务与责任。在城邦，体育运

动具有多种社会价值，成为构筑城邦现实与精神的重

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的多个方面体现着这种价值观念。 

城邦赋予体育神圣职责：(1)保卫城邦。通过体育

运动锻炼公民的身体，培养坚强的意志，塑造完美的

品格，使公民成为保卫城邦的肉体防线。(2)宗教信仰。

古希腊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身体见不得人，或者为

了讨好神明，便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希腊的神明，

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们也参加赛跑、参加游泳比

赛、参加驾驭烈马的比赛”[10]。在城邦，体育成为人

神共舞的重要形式，宗教仪式过程中充满了体育气息。

(3)政治交往。在城邦内部公民与集体间的交往中，体

育运动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在竞技场中聚集许多公民，

交流政治见解、发表演说，不经意间活跃着体育的身

影。城邦之间的交往更需要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就

是 大的政治舞台。(4)美的追求。希腊人追求体育中

的美， 直接的表现在身体美上，“他们把具有健、力、

美的躯体视为神和自然的恩赐，身体美成为他们追求

和崇拜的对象，谁有宽阔的胸膛、结实的肌肉、灵敏

的身手，谁就是 美的人”[11]。(5)城邦生活。古希腊

人的自由、奔放的思想充分融入到体育运动中，在雅

典，一年内就有 144 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在城邦的

生活中人们将体育作为娱乐的手段、锻炼的途径、交

往的工具，体育对于公民在城邦的生活，就如同吃饭

和睡觉一样平常和自然。 

古希腊公民的身体是公共财产，它由公共舆论支

配着，“独立的身体”成为公众评头论足的话题，这无

疑是体育竞技场磁力效应吸引的结果。“在竞技场中，

公众对运动员的评判除了给胜利者极高的荣誉外，就

是对他的身体大加赞颂”[12]。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城

邦间频繁的战争使人感到紧张、惊恐、焦虑和不安。

而在体育竞技中，人们可以得到暂时的放松，尤其是

当运动员自己的力量得以宣泄和勇气得到展示时，自

信心便获得极大的提升，观众也能在观看中得到慰藉。

于是，在竞技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快乐和自信的，赛

跑、拳击、角斗使得人们面对敌人或死亡时迸发出求

胜的热情，体育运动成为人们精神的现实依靠，通过

体育运动人们才真正感到自身的强大。在古希腊，体

育运动的演进过程是随着城邦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建构

而逐步发展起来，体育运动受到城邦经济、社会、文

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并服务于城邦社会的发展。 

 

4  城邦体育内涵 

4.1  城邦体育的幸福实现 

对于幸福的追求和向往，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

宿愿。柏拉图认为：“幸福中 高的要算：第一为健康，

第二为美，第三为体格的强壮和活泼。”从柏拉图对于

幸福的解释中，我们看到体育成为一切幸福的根源，

体育可以带来健康的身体、身体的美和强壮的体格，

体育可以培养出活泼的心态，体育是古希腊人所有幸

福孕育之所在。在古希腊，体育运动成为人们追求幸

福的一种主要方式，它不仅能带给个人幸福，同时对

于城邦实现幸福具有重要作用。幸福是公民对于现实

城邦生活的一种正当追求，幸福的现实过程也就是城

邦的正义、德性、自由与平等诸要素的实现过程，是

公民集体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古希腊人对于幸福问

题的探讨，涉及到人的品质和公民教育问题，进而涉

及到对于体育本质的追溯。体育运动是人与生俱来的

本能，是促进人获得自身和外在幸福的本能活动之一，

体育的幸福是基于先身体后思想的过程，是人寻找幸

福的必要途径。城邦的幸福是离不开人对于体育幸福

的追求，城邦的幸福是建立在公民幸福的基础之上，

因此，体育的幸福是城邦必须遵循的幸福原则。城邦

是自由人的城邦，自由人的幸福与城邦的幸福连为一

体，体育活跃在城邦事务的诸多领域，当谈论城邦的

幸福时，体育是必须涉及的问题，城邦的幸福实现过

程，就是体育幸福向城邦传达的过程。 

4.2  城邦体育的自由思想 

卡尔·雅斯贝斯[13]谈到：“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

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正

因为在古希腊城邦是自由的，所以城邦从产生到发展、

从公民到领袖、从精神到行为、从哲学到体育到处都

充满着自由的思想，城邦自然就是自由的实体。只有

城邦公民具有了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行动、自由的生

活、自由的交往，体育活动才有了开展的基础。没有

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体育思维活动的空间，没有自由行

动就没有体育发展的公众性，没有自由的生活就没有

体育持续发展的土壤，没有自由的交往就没有体育竞

技的可能，是古希腊城邦自由的意识给予了体育运动

无限发展的政治空间。由于古希腊城邦是自由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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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自由的，公民是自由的，这一切使人身体的自由

发挥到了极致，哲学、艺术与体育都蕴生于自由的意

识和思想中，或脱胎于自由的行为与实践中。体育的

本质，究其根本宗旨，也需要追求自由，这一自由恰

恰可以弥补人类理性自由缺失的身体自由、感性自由

和行为自由。自由是体育本质 高层次的实现，是构

成体育本质的另一重要元素。古希腊人在体育竞技中

能够主动感受到身体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感性的自

由和理性的自由，这种解脱和无束缚的感觉，是身体

在体育锻炼中自由领悟的过程，使参与体育竞技的运

动员与自然、与神灵、与自己相互融合， 终达到人

性的自由与解放。 

4.3  城邦体育的正义诉求 

“正义就是由某种超越人世的力量所维系着的宇

宙万物之间的平衡、和谐、稳定的关系”[14]。对于城

邦来讲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是维系城邦生活德性

的重要内容，只有维护正义的城邦，公民才能享受到

自由与平等的生活。城邦的正义其实就是一种平等，

每个公民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参与到城邦的事务之

中，并且根据对于城邦贡献的大小来获取政治权利。

城邦正义思潮的涌现对于规范公民的社会生活具有重

要的作用，体育运动作为城邦生活的内容之一，同样

也承载着正义的思想与内容，体育需要正义，就如同

体育比赛需要裁判一样，体育竞技的公正性在城邦时

代就是城邦正义的一个缩影。希腊城邦制的核心因素

是自治、民主、法制、平等。“这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使古希腊人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意识，由

此也保障了体育运动中人的主体意识、人的精神、价

值的全面实现，形成了西方古代体育激烈的竞争性和

开放性”[15]。体育的正义首先是基于公民思想的正义，

从 初思想衍生再到行为以及城邦的治理， 后到城

邦之间的邦际活动。在当时体育运动对于统一人们的

思想，规范公民的行为以及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作用，

体育正义在城邦正义的基础上发散和放大，是人民对

于美好生活的正义诉求，体育正义是古希腊城邦正义

的缩影。 

4.4  城邦体育的英雄偶像 

对于城邦的英雄，我们立刻会想到战争英雄和体

育英雄。在荷马时代，战争英雄与体育英雄是重叠的，

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

他们都是所谓的巴赛列斯(部落首领)，他们都是体育竞

技的高手。巴赛列斯的标准形象是“英雄”，而不是“国

王”。“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法定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

勇敢、力量，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属下的忠诚”[16]。荷马

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具有鲜明的个性：强悍健壮、充满

活力、性格刚毅、行为勇敢。而在战争中表现勇敢是

他们的首要美德，此外，英雄还要表现出高超的智谋

和其他多种才能。在城邦时代，由于突出集体的作用，

战争中的个人能力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人民对于

荣誉的肯定转嫁到了体育竞技场中获胜的英雄。用橄

榄枝编织桂冠戴在胜利者的头上，象征着 高荣誉。

英雄们既为荣誉而存在，又为荣誉而战，而荣誉既是

通过共同生活而规定，同时属于个体。每一个英雄都

有自己的荣誉，荣誉被认为是根据正义的原则按本人

的功绩给予个人的权利。体育竞技的冠军不仅是个人

的荣誉，也是城邦的荣誉，城邦对于荣誉总是不吝啬

的，它赋予体育英雄以崇高的荣誉和惊人的财富。在

那个城邦纷立的年代，城邦希望赢得他邦的尊重，

好的方式不是战争，于是希腊人想到了用体育竞技的

方式来进行和平的战争。在城邦时代人民追求和平与

幸福，同时迫切地渴望荣誉和赢得赞美，体育成为获

取荣誉的一种 好方式，于是城邦积极培养运动员，

并着力打造体育英雄。 

4.5  城邦体育的勇敢品质 

在古希腊 4 大传统道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

正义，勇敢是排序第 2 的品质。勇敢就是无畏地面对

高尚的死亡，或生命的危险，而 伟大的冒险莫过于

战斗。古希腊人对于勇敢的精神也是充满智慧的回答。

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需要传达给公民智慧、勇敢、

节制和正义的思想，勇敢是每个公民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勇敢的培养，古希腊人通过体育去培养人的勇敢，

勇敢是一种品质，它不是鲁莽、怯懦、无知和激情的

勇敢，而是一种高尚的德行。对于体育的勇敢，它需

要智慧(机智)的勇敢、节制(理性)的勇敢和正义(荣誉)

的勇敢，正好与 4 大传统道德相对应，体育的勇敢中

将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全部囊括。智慧的勇敢有

助于培养人沉着、冷静、睿智的品格，对于事物思索，

总是能取得 后的胜利；节制的勇敢是告戒人民不要

被激情所左右，不要被欲望所干扰，需要用理性来保

持处事冷静的态度；正义的勇敢是对于一种人生信仰

的追求与激励，追求着荣誉，是民族利益的永恒象征。

对于城邦来讲，体育的勇敢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体育

运动所赋予的激情、勇气与荣誉，而是通过体育进行

哲学思索，让公民通过体育运动具备智慧、节制和正

义的品质。体育运动是合乎理性的城邦现实生活，“体

育是需要荣誉的支持和智慧的引导”[17]，体育的勇敢

是城邦优秀品质的体现，是古希腊人勇敢的真实表达。 

 

5  城邦体育的 高形式——古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不仅代表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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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的是代表着城邦，获取荣耀是城邦的光荣，

城邦成为这个竞技舞台相互角逐的对手。德国体育史

学家莱默尔先生说：“运动和政治永远分不开，运动

有兴趣的地方，也是政治家 有兴趣的地方。谁要从

事体育运动，谁就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否则，就别

参加运动。”在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除了体育竞技，

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竞技场外，各城邦使

节聚会讨论政治，缔结条约；哲学家们围在一起探讨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众多问题；诗人和艺术家们在练

身场内外朗诵诗作或展示艺术作品；各地商人则在竞

技场外竞相推 商品”[18]。在奥林匹亚节这个 4 年一

度的全希腊集会上，借助参加祭神典礼和观看体育竞

赛的机会，城邦之间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

交流。“各城邦讨论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庆祝共同的

军事胜利，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发布具有重要意义

的多边公报，甚至结成各种性质的同盟”[19]。由于公

民更多的是以城邦代表的身份参与奥林匹亚节，所以

在任何具有竞赛意味场合下所取得的个人胜利，都同

时代表着其所在城邦的胜利。 

一个人获得荣誉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荣誉更

为荣耀，更为神圣。个人的美德是城邦的基础，城邦

的荣誉与个人的荣誉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体现在奥林

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的获胜，就是城邦的胜利。在

古希腊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伊斯玛斯竞技会、尼米

亚竞技会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运动会，在运动会

上赢得冠军的人不仅获得精神荣耀，而且会得到城邦

的重奖。例如，在雅典 大的运动会——泛雅典娜节

庆运动会上，少年短跑冠军的奖励是 50 缸橄榄油，价

值约 600 德拉克玛。除了奖品之外，泛希腊运动会的

冠军还会得到城邦的其他奖励，如金钱、地位、权利、

荣誉和为其塑雕像等。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在竞技获胜本身即是一种优

秀品质。因此，“城邦的公民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

事体育训练”[20]。希腊城邦体育发展到 高境界，就

是孕育出了受到全体希腊公民认同的泛希腊竞技运动

会(奥林匹克运动会)，表现出希腊城邦在邦际文化活

动中的整体性。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古希腊体育的

高形式，不仅贯穿于希腊城邦时代历史演进的始终，

而且影响着整个古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古

希腊人 重要的仪式，古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展现出来

的哲学、宗教、艺术和体育，反映出了古希腊城邦生

活的全貌。而竞技运动会中的体育比赛承载着古希腊

文化中的原始蕴意，彰显着城邦和公民个体文化心理

中的性情、意愿与哲理，其中的矛盾与对抗、交流与

融合、战争与和平是古希腊人的文化宣言，成为整个

西方世界文化思想的灵魂。 

 

文化的汇聚形成了文明体育文化是古希腊文明不

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城邦培育出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

运动风气和健身习惯，是人类身体回归野性、强健和

自由，并从原始走向文明的一次哲学反抗和呐喊。城

邦使体育运动得以繁荣并上升为古希腊人对于生活的

思考、生存的探究和哲学的考察，原本体育运动还是

一些支离破碎的文化碎片，游荡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身

体本能行为之中，是城邦的提炼和挖掘使得体育运动

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泛希腊节

庆中人们 愿意欣赏的文化节目。体育运动是古希腊

人的一种文化习惯，这些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特有的文

化符号，当我们在考察古希腊文明时，发现体育运动

或裸体竞技竟然成为古希腊人的一种长期习惯，这种

行为无疑是标记古希腊特征的文化形式。于是，在体

育运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很自然的能够

理解古希腊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简单而又执著、

天真而又活泼、热情而又奔放、开朗而又洒脱、勇敢

而又猛烈、睿智而又聪慧、野蛮而又文明。 

古希腊人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的城

邦，哲学、艺术、军事、宗教、教育和体育就孕生于

其中，它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文化因素。我们可以

毫不犹豫地说：“城邦成为希腊人惟一的道德教师”[21]。

城邦是古希腊体育运动发展的襁褓，体育成为基于人

的身体运动得以实现的伟大教育。健康的身体孕育健

康的灵魂，健康的身体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保护生命的体育运动，是人类历史语境中

为可靠的、忠诚的和信赖的伙伴”[22]。 

因此，体育运动自然成了人的身体哲学、生命哲

学和行为哲学。在古希腊，城邦与体育的关系是什么？

回答是城邦给了体育生命。使得体育运动成为附着于

古希腊人思想和身体的精灵，创造出影响人类社会几

千年之久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是智者的游戏，体育

是人类的游戏。穿过历史的烟云，城邦已经成为久远

文明中的政治形式，随着时光的推移体育运动已经离

开伯罗奔尼撒半岛，走出爱琴海，穿越时空，跨越国

界，不分种族，凝聚心灵，让全人类享受着体育运动

带给人们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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