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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体育政治化倾向成为历

史必然。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体育盛会的影响力，

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体育本身的发展需要，为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实现政治目的创造了

条件。体育在卷入政治的同时，会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在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的

基础上，合理借助体育政治化，使体育事业发展更加理性化、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

长远利益，应该成为体育政治化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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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determine that sports’ poli-

ticizing tendency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 internationality of sports makes it inevitably affected by the alterna-

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nfluence of grand sports meetings, a country’s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restige and 

coherence, and the need of development for sports itself make sports possible to become a political tool and to real-

ize political purposes. As involved in politics, sports also affec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sed on the 

inner law of sports development, taking advantage of sports’ politicizing tendency properly, making the sports de-

velopment more rationalized, more human, and conform more to the people’s overall and long-term interests should 

become the main goals of sports’ politicizing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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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是自现代体育诞

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变得更加活跃。在北京第 29 届奥运会临近的数

月内，国际、国内相继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先

是中国的人权、环境问题，然后是达尔富尔问题，接

着又是台独和藏独分子的破坏行为，使北京奥运会受

到前所未有的非议、诋毁和质疑。然而，就在北京奥

运会无比成功举办后，国际上仍有一些反华势力对其

说三道四，体育政治化问题再次引发世人的关注。体

育究竟该不该政治化？体育为什么会政治化？其内在

动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体育政治化？体育究竟能否摆

脱政治？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  体育政治化的该与不该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00 多年的历史来看，奥

林匹克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

织，在“是”与“非”之间苦苦挣扎，反映出现代体

育正处在欲脱离政治却又难以摆脱政治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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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想：体育不该政治化 

自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国际奥委会就始终高扬

着非政治性的大旗，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

各级奥委会不是政治组织，政治问题不应该由奥运会

解决的口号。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国际奥委会对

政治的介入表明了鲜明的拒斥态度[1]。关于国际奥委会

的职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

商业目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规定，“以种族、

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

何歧视都与奥林匹克运动成员的身份不相容。”关于国

际奥委会举行仪式接纳新委员的誓词“……我将遵守

道德条例，决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业的影响，不受任

何种族或宗教考虑。”关于国家奥委会的使命和职责，

“国家奥委会应保持其自主性，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

《奥林匹克宪章》的任何压力，包括政治、宗教、经

济上的压力。”关于奥运会的报名资格，“国家奥委会

必须审查各单项体育协会推荐的参赛者名单的有效

性，并确保任何人没有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原因或其

他形式的歧视被排除在外。”国际奥运会的领导人多次

重申：“我们 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育完全脱离政

治。”[2]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也都无一例外地在遵循着

《奥林匹克宪章》，坚持奥运远离政治这一立场，在政

治上奉行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

一些体育学者、政治学家也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的立

场，他们提出了许多观点，如“体育归体育，政治归

政治，体育不应与政治混淆在一起”、“体育与政治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体育超政治”、“当你跨过体育的

门槛时，就应把政治弃在门外”，体育是“自由的”“自

我的”的活动，“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盛事，是全世界人

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政治(含政治

观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政治要素)的一次盛大聚

会”。在动机和理想上表达出奥林匹克想通过一个非政

治的体育运动创造一个非政治的美好世界。 

1.2  现实：体育已经政治化 

事实上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它的发展历程也进一步表明体育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从奥运会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到奥运

代表团的国旗和国家名称的争执；从冷战时两大阵营

对奥运会的相互抵制，到慕尼黑奥运会的政治谋杀等

等，奥运会已经很难摆脱政治的介入，且两者之间无

时无刻不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难怪国际奥委会前

任主席说：“在职期间每天处理的问题中有 90%是与

政治相关的问题，纯体育的问题只占 10%。”[3] 

通过对历届奥运会政治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

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政治无处不在，奥运会的上空总弥

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主要表现为： 

1)申办奥运会过程中的政治化。一个城市能够承

办规模巨大的奥运会，说明它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化

水平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

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标志。近年来由于承

办奥运会会给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甚至会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及影响，

各国政府对本国具有实力的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申办奥运会的竞争激烈程度达到空前，

而申办奥运会常常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任务之一。与

此同时，国际不同利益集团的参与，强权政治与地缘

政治的影响，国际媒体的炒作，各国外交的幕后斗争

与较量，国际奥委会的内部矛盾等等也使得申办奥运

会的竞争更加政治化。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失利

与申办 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圣火传递过程中的政治化。奥林匹克圣火是奥

林匹克精神的 高象征，而奥林匹克火炬点燃的是人

们对奥运会的激情，传递的是和平与友谊，代表的是

希望和梦想。完成奥运火炬的全球之旅，是全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心愿。然而，在奥运火炬传递过

程中，却不断会受到阻挠和破坏，总是会有人企图利

用火炬传递博取政治利益。例如，在 2008 北京奥运火

炬传递路线制定和传递过程中，先是台湾当局拒绝圣

火入岛，剥夺了台湾人民共享奥运圣火传递的参与渴

望，开创了奥运圣火传递史上自毁契约的先河。接着

当奥运圣火传递至伦敦、巴黎时，又遭到“藏独”分

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的骚扰、阻挡、示威、抢夺、扑灭

等对“圣火”的亵渎和不尊行为，致使传递活动多次

短时间中断，使奥运政治化不断升级。 

3)奥运会开幕式的政治化。奥运会开幕式历来都

是奥运会的重头戏。奥运会开幕式既要反映出以和平、

团结、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也要展现出东道

国的民族文化、地方风俗和组织工作的水平，同时还

要表达对世界各国来宾的热情欢迎。尽管奥运会的承

办是以城市名义而非国家，以尽可能地减小奥运会政

治化的程度，然而遗憾的是，美好的愿望未必都能够

带来美好的结果。奥运会从诞生至今，“政治捧场”、

“政治砸场”的现象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典型的表

现就是，每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都会竭尽全力邀请各

国的政治头面人物为自己主办的奥运盛会进行“政治

捧场”，并由主办城市所在国的国家元首为奥运会宣布

开幕，以此来彰显主办城市对奥运会的重视。殊不知

各种各样的头面政治人物在奥运盛会的出现，恰恰起

到了对奥运会“政治捧场”的巨大作用。而一些国家

的政要与名流，常常会以各种政治借口拒绝参加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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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引起“政治砸场”效应。 

4)奥运会竞赛过程中的政治化。虽然奥林匹克宪

章第 51 条规定，运动员不得在任何奥运比赛地点进行

“与示威，或是与政治、宗教或种族有关的宣传活动”，

但运动员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难免会受到政治因

素的影响，其结果是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奥运会成为了

国际政治竞争的舞台。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美国黑

人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抗议种族歧视就是典型的例

证。当美国国旗在国歌的伴奏中升起时，200 m 金牌

得主托米·史密斯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低头举

起带着黑色手套的拳头，抗议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他们随后就因此被驱逐出奥林匹克村。对于那两

只黑色的手套，史密斯事后称他的右手代表了“美国

黑人的权利”，而卡洛斯左手则代表了“美国黑人的联

合”[4]。虽然体育没有国界，但运动员、裁判员、体育

官员有国籍，“为国争光”、“为国拼搏”这些具有煽动

性的政治口号以及颁奖时的升国旗、奏国歌对竞赛夺

金的过分渲染，把个体的胜利与国家民族的荣誉紧密

联系，这不能不冲击“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和“更

高，更快，更强”奥运内涵，使体育承载更多的政治

义务，使奥运会竞赛的政治味越来越浓。此外，奥运

竞赛过程中的吹黑哨、打假球、消极比赛、裁判不公、

使用兴奋剂、赛场观众情绪宣泄、球迷骚乱、赛场暴

力等问题也常常和政治搅在一起。 

5)奥运宣传报道中的政治化。奥运会宣传报道历

来被称为“奥运第二战场”，全世界数十亿人往往都是

通过媒体来了解奥运会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届奥

运会都是“媒体制造”。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复杂的国

际政治局势背景下，往往被各个国家视为对国际政治

局势和国家政治立场表态的窗口，这使得媒体奥运与

真实的奥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5]。某些新闻媒体常

常借用奥运会来表现一个严肃、重大的政治主题，他

们对与承办奥运会国家相关的一些政治事件的兴趣远

远超过报道运动场内破世界纪录的新闻，给奥运会赋

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某些奥运体育评论几乎不涉及

任何体育专业知识和专业内容，即使是讨论体育专业

项目，也总是力图从中寻找或者发掘超出体育范畴上

的政治意义；还有些新闻传播话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

态化与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对奥运赛事不是客观、

公正、全面地进行报道，而是在报道的议程设置和模

式上偏离主题，厚己薄人，并尽可能地与政治联系在

一起；还有些新闻媒体为了获得新闻的轰动效应，在

报道过程中有意夸大或歪曲事实的某些细节或因素，

并尽可能地与政治挂钩，使体育新闻报道的角度、规

模、结构、手法等与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属性

极不相称。更有一些媒体，把一些政治事件断章取义、

移花接木，利用奥运会来制造假新闻，严重地背离了

新闻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 

 

2  体育政治化的内在动因 
由于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体育运动的国际性，

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

为国际国内政治集团介入创造了条件，使得体育作为

政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治目的成为可能。同时，

体育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行为的参与，自然也就

会被政治所利用并被打上政治烙印。可以说是多种因

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体育的政治化倾向成为一种必然。 

2.1  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使得体育政治化倾向成为

历史必然 

关于什么是体育，《体育概论》教科书曾经下过这

样的定义：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

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属于身体文化

的范畴[7]。体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体育是指一

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

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而广义的体育则指

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

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从对体育的定义

可以看出，运动属性是体育自然内在价值的核心，而

文化属性是体育自然内在价值的灵魂。近 30 年来，随

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体育的外延作用不断扩

大，体育的文化意义不断深化，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

主义价值远远超过其运动价值，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

会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体育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与政治存在着相互影

响、相互交融的关系。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必然要与所处时代

的社会上层建筑以及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

和政治倾向发生密切的联系。从奥运会的诞生来看，

无论是古代奥运会，还是现代奥运会，都与人人平等

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从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来看，现

代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与

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从现代奥

运会的主题来看，“科学，民主，和平，友谊”，“更高，

更快，更强”等都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从

奥运会体现的政治精神来看，参与竞争的任何人，无

论地域、民族和种族，无论富贵和贫穷，大家都是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种组织与运作方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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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体现了反对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争斗，提倡人类

友谊的政治取向，这既是体育精神，也是社会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政治精神，同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强调的

政治原则之一。由此可见，奥林匹克运动虽然本身绝

不是政治运动，但是它包含着明确的、高尚的政治目

的。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100 多年的历史来看，奥林

匹克运动的政治化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这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是在阶级社会中孕育、产生并

发展起来的，难免会与它所存在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

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国际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

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一运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首先，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以体育为载体的国际文化活

动，已经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通过体育

增进友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这也为国际政治乃至特

定国家的政治创造出良好的机会和氛围。许多国家正

是利用体育所创造的机会，实现了政治和解和民族团

结。其次，体育看起来是一项非政治性的社会文化活

动，但它的政治功能却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通过

体育反对战争、维护民族平等、实现妇女解放、反对

强权政治，这些政治理想均可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得到

一定程度的实现。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参赛国

的政治立场观点及政治制度不同，特殊历史时期国际

政治格局也会对体育文化交流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政治阵营互相抵制第 22、23 届奥

运会，已经成为政治干预奥运的典型例证。此外，从

参赛的运动员来看，有色人种与白种人运动员之间、

职业与非职业运动员之间、大国与小国运动员之间、

不同性别运动员之间、著名运动员与一般运动员之间

仍存在着许多矛盾与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中有许多

又会与政治挂起钩来。还有奥运会不是由“神”来运

作的，奥林匹克的参与者也是社会中现实的人，他们

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观念、政治立场也会不同程度地为

奥运打上政治烙印。正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作

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穿于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以至于使政治色彩不得不

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特征之一，并受政治势力和政治

家们的关照。”[7] 

2.2  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使得体育与国家

政治密不可分 

现代奥林匹克在历史发展中注入了国家意识，而

且这种意识在不断地加强。虽然申办和主办奥运会是

以城市名义而非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

想象会有哪一个城市能够成功。尽管《奥林匹克宪章》

中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

动员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8]，但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又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其代

表团的组成、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运动会的进行都是

以国家的形式为主进行的。奥运会上国旗的悬挂、国

歌的演奏、运动员佩戴的胸徽、奥运金牌统计等等也

都离不开国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运动员是国家

的代表。此外，一个运动员想在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

绩，与他所在的国家能否为他提供优越的训练环境和

条件有着重要的关系，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无疑

也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奥运会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交流形式，主要是以国际间体育运动比赛的方式

进行的。既然是比赛，就必然有胜负。但是，体育比

赛又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方式，它以严格的规则为竞争

双方提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所难以达到的、理

想的、对等的公平竞争条件，一切由于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种族的差别而引起的不平等在竞技场上

统统无效了，消失了。运动员所能凭借的只有自己强

健的四肢和机敏的头脑。因此竞技比赛的胜负作为这

种公平竞争的结果具有不可争辩性[9]。正是由于运动员

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竞技运动结果

的不可争辩性，才使得运动员与国家形象结合起来。

所以奥运会表面上看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竞争，实际

上却是代表着不同国家间的竞争。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国家与人一样，也有获

得他人对自身较高评价以及他人尊重的需要或欲望。

即国家在物质上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需要国

际社会尊重与承认[10]。这种精神需求在国家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实力、成就、优势，面对世界

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名

誉或威信的欲望[11]。而举办或参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利用体育的政治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尤

其是在奥运会这样广泛参与而又竞争激烈的赛事中，

更能以其特有的形式为国家和民族赢得地位和威望。 

尽管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国家都希望提

高本国的地位和声誉，获得别国的尊重，但国家声誉

的实现是和国家的实力、国家过去的行为相联系的。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国际展示功能，它已经

成为各个国家展示自己国家形象和民族素质的重要舞

台。奥运竞争所产生的冠军、金牌，既是世界公认的

高荣誉，也是国家、民族、社会制度和政治领导的

荣誉。因此，无论是举办国还是参与国都会利用体育

这种直观语言向世界展示自己，说明自己社会制度的

优越，综合国力的强盛。每个主办国都会把举办奥运

会作为打造良好国际形象，增强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

公信力的绝佳机会。例如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使处于国



 
第 7 期 乔玉成等：论体育的政治化倾向 5  

 

际社会边缘状态的韩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成为韩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之而来的是进出

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

价部门对韩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2]。而在奥运

会取得好的成绩，对参赛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样

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二战后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在“冷战”时代政治上较长时间得不到世界承

认，政府面临国内不满的巨大压力。经过论证，政府

把体育作为特别扶持的行业，作为激励民心、提升形

象的工程。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东德体育得到突飞猛

进的发展，从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起，仅有 1800

万人口的东德，多次成为奥运金牌和奖牌第二得主，

使整个世界刮目相看[12]。 

国家凝聚力是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及人

民群众之间在共同理想、目标、利益一致基础上所产

生的吸引聚合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也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力[13]。世界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

表明，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是非常

重要的因素。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具有提高民族士

气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大政治功能，特别是奥运会这

样的大型国际赛事。奥林匹克运动过程本身蕴涵着强

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胜负总是伴

随升国旗、奏国歌等渲染民族国家意识的一系列庄严

仪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奥运竞赛对民众巨大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其它任何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而竞赛中的获胜对激发国民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

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

意义远远超出比赛本身，超过任何政治家的努力。与

此同时，国家也会在这种不流血的“战争”中获得巨

大的聚集人气与凝聚民心的政治利益。例如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华健儿一鼓作气，勇夺 51 枚金牌，

列金牌榜首位，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性的突破。国

人沸腾，海外华侨欢呼雀跃，海内外掀起了巨大的爱

国浪潮。这种巨大精神力量和凝聚效应，对于致力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重要。 

2.3  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

的影响 

自 19 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

主义过渡和世界经济市场形成，民族间的壁垒被打破，

体育也超越国界，出现了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和比赛，

形成了体育国际化趋势。奥运会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主办的包含多种体育运动项目的国际性运动会，

已成为遍及全球、涵盖世界各个领域的体育盛会。从

场上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运动

员、教练员、服务人员，到场下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体

育器材、饮料、服装、赞助商，到场外的支持者和电

视机前的世界范围内的观众，无不体现着体育的世界

性和全球性。而也正是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

无法摆脱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成为国际政治博

弈的一个特殊场所。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度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岁

月。在这个充满战争、动荡、政治纷争的世界，奥林

匹克运动每行进一步，无不受到战争、强权政治、意

识形态、国家主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

国际间冲突以及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使其打上深深

的政治烙印。20 世纪初，由于爆发世界大战而取消了

3 届奥运会的举行，而因国家间的冲突所引发的赛场

暴力事件也无不与政治有关。可以说利用奥林匹克运

动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在现代奥运史上屡见不鲜。例

如，20 世纪 30 年代初，希特勒纳粹集团在上台前曾

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称之为“犹太人与和平主义

者搞的花样”，还斥责德国运动员在 1932 年奥运会上

与黑人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933 年 1 月希特

勒上台以后，认为利用奥运会可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因此不惜代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准备，

力求使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以往任何

一届奥运会，以给法西斯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同时

为其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制造证据。于是，整个

第 11 届柏林奥运会充满了纳粹的政治喧嚣和种族主

义的气氛[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

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风起云涌，越

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地域广阔的第

三世界，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

此同时，国际政治舞台的斗争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

敌视、限制、封锁等“冷战”形式取代了较大规模的

武装冲突。虽然此时期奥林匹克运动没有受到大规模

军事冲突的影响，但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越来

越明显，越来越直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治集团和以前苏联

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政

治集团，为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进行了长达半个

世纪的“冷战”。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奥林匹克运动视为

利益较量的赛场。1952 年，美国对苏联的参赛资格提

出异议，强烈反对苏联参加本届奥运会。1964 年，朝

鲜、印度尼西亚因为参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被无

理地拒于东京奥运会大门外。作为对美国的报复，苏

联等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抵

制了 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5]。此外，恐怖主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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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于政治目的，开始将奥运会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

1972 年 8 月 26 日，第 20 届奥运会上出现了慕尼黑惨

案[16]。在这复杂的政治利益博奕中，奥林匹克运动被

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出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导致的雅尔塔体制崩溃，国

际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

主题，世界多极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

政治与经济竞争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国际环境

的好转，奥运政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第 25 届巴塞罗

那奥运会，共有 17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632 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首次实现了奥运家庭的大团圆；对峙已

久的朝鲜南北双方，以探讨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可

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的对话；南非也是以重新回

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

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7]。同时，经过改革开放

洗礼的中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贫困，正在实现民族

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国际政治势力越来越

多。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声音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北京获得了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2.4  体育盛会的影响力，使得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实现

政治目的成为可能 

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级别 高、规模 大的

体育赛事，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际文

化活动。此外，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

奥运会的赛况以及与奥运有关的事件，可迅速传播到

世界每一个角落，瞬间成为世界性新闻。作为具有如

此影响力的国际大舞台，奥运会自然不会被国际国内

各种政治利益集团所放弃。因此，每一届奥运会从举

办城市申办之日起，与奥运有关的事件就成为国际新

闻界关注的焦点。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举办国、

参与国国内的政治热点问题无不反映、折射、透视和

聚焦到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上。 

虽然奥运会看起来是一项非政治性的国际体育文

化活动，但它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

却不断放大，其政治功能是其他活动所无法替代的。

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强调非政治性，国际奥委会不是政

治性组织，其独立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和活动体系

不受任何国际组织所左右。正是这种从表面上看上去

仅含极淡政治色彩的体育赛事，使它作为政治工具更

具否定之否定的效果，达到了其他国际文化活动所达

不到的政治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观众的影响力以

及世界各国对它的高度关注，为国际国内不同政治利

益集团实现各种政治目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国

际国内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借助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各种政治目的成为可能。例如，利用奥运会展示自

身的力量，表明自己政治态度，以引起世人的关注；

利用奥运会争取和维护国家与民族权利；利用奥运会

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奥运会达到改善国际政治、外交、

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目的；利用竞赛结果解释说明自己

政治制度的优越和先进性；利用人权问题、种族问题、

国家主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核问题，环境

问题等制造政治事端攻击、诋毁、抵制举办国或参与

国；利用奥运会企图将国内政治问题国际化，以引起

国际社会关注，进而对国内施加压力；以干预、阻挠、

威胁、制造恐怖事件等破坏奥运会，造成政治轰动效

应。 

2.5  体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使得政治力量的参与成为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政治

上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但客观

的讲，如果没有世界各个政治集团的介入，没有各国

政府的参与，没有社会各阶层的鼎力合作，奥林匹克

运动会很难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

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林匹克运动在过去 30

多年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与国际政治斗争对它的不

断介入、利用以及各国政府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越来越

重视有着直接关系。也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具有

一定的政治功能，它才能在国际社会的注视及政治势

力的介入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以至于发展成蔚为大观

的独特社会现象”[18]。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证明，奥林匹克运动自身

的特征决定了它无法脱离政治，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

发展要求政治力量的参与，国家的态度与行动对奥林

匹克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促进

行为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和保

障。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程序复杂、耗资巨大，需要

得到各个国家，尤其是举办国财力的支持。如果没有

各国政府的关注与财政资助，奥运会将会失去其发展

的动力源泉。其次，一个城市要举办奥运会，只有政

府才有权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协议，如果没有政府官员

的合作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奥运会将无法在这个

城市举办。第三，奥林匹克运动要实现“更快，更高，

更强”。需要各国政府推动本国全民体育事业的发展，

需要各国政府引导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奥林匹克精神，

如果没有政府制定的体育方针、政策、制度，确定的

目的和任务，这一使命很难完成。第四，在目前的国

际形势下，恐怖袭击的威胁已直接关系到奥运的生死

存亡，如果没有政府参与，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

奥运会要在赛会期间实现“神圣休战”，也离不开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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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来实现。而这一切又为国家的政治介入，利用奥

林匹克运动达到政治目的打开了方便之门。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但

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受到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外在因素

的影响。首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在一定的政治背

景下产生的，即便是当代，奥林匹克的发展也不可能

离开政治因素，其原因在于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构成要

素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政治不但设置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种种目的，而且

还影响着奥林匹克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其次，政治上

的进步，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是奥林匹克运动获

得长足发展的条件。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对政治

环境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

经济实力，是首当其冲的条件。在—个政治腐败、经

济萧条、战乱四起、动荡频发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

是不会问津体育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古代奥运会因政治偏颇荒谬而废止；现代

奥运会也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断，都雄辩地说明了这

—点。此外，国际不同政治集团的介入虽然在某些方

面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不可否认

的是它在某些方面又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反兴奋剂

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了国际间体育组织的协调监

督机制，遏止奥运会上兴奋剂的肆虐，有效地制止了

狭隘民族主义及国家保护主义对奥林匹克竞赛规则的

破坏。 

 

3  体育政治化的哲学思辨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今天，其许多主张，如“体

育不受政治的干预”、“业余性”、“非商业化”等已随

着时间、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再否认体育政治化

是自欺欺人的，过度指责也是不应该的。在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政治介入

给奥运带来的尴尬甚至是灾难性影响，也看到了奥林

匹克运动消解政治隔阂的成功范例；既看到了希特勒

通过奥运会宣传“日尔曼优势人种论”的荒谬，也看

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为消除种族歧视所作的努力；既看

到了“冷战”时期两大国际政治集团对奥运会的抵制，

也看到了“奥运外交”在缓和不少国家的敌对关系中

所取得的胜利……不同政治集团利用体育达到其政治

目的，而体育则借助政治得到了长足、迅捷发展。两

者因果循环，遵从“复利法则”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

这种现象不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在未来一段时期

内仍然还会存在。因此，深度探索体育与政治之间的

关系，认识体育政治化的利弊，取其利，去其害，而

不是一味拒绝，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立和统一共同构成

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对立

和矛盾，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从而

使它们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矛

盾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共同推

动事物的发展。同理，体育与政治虽有不同的目标和

偏好，但它们之间又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之中，二元构

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一方面，政治通过对体育的控制和干预而影响体育的

发展，出现了体育的政治化趋向，体育具有政治性；

另一方面，体育在卷入政治生活即体育政治化的同时，

反过来作为一种力量在改造、影响着政治的存在及其

运作。即体育政治化的同时，也存在着政治体育化的

趋向，体育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体育政治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关键在于参与

者的态度和选择。我们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从多

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对体育政治化作具体分析，才

能全面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认识体育政治化

发生的背景和历史，正确发挥体育的政治作用和功能。 

首先，体育与政治的矛盾交织是不可避免的，只

有放弃体育远离政治这一抽象而不曾存在的理想，我

们才有可能坦然地接受体育和政治的交互影响的客观

事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也不

能把体育和政治等同起来，不能总是把体育问题与政

治问题搅在一起，还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政治问题，什

么是体育问题。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办事，体育问

题要按体育规律办事。 

其次，从总体看，体育政治化是社会整体性增强

的表现，是体育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但体

育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作具

体的分析，即要具体分析政治介入体育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其动机是纯洁的、美好的，那么体育为之服务所

起的作用也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其动机是反动的，

则体育为之服务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极的。一味拒

绝体育政治化，让体育远离政治，不但是不可行的，

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的不是从体育中消除政治，

也不是从政治方面“净化”体育，而是要引导并放大

体育政治化的正面效应，利用体育的政治功能伸张正

义，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加以防范和疏导，实

事求是地看待体育政治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只有

这样才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虽然体育政治化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

但体育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在完成一些极为困难、极

为敏感的政治任务，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国际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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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关系，促进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促使各国

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入，推动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激

励了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我们反对政治对体育的干扰也正是为了在更高的

层次上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目的。但在体育事业发展

的过程中，也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忽

视或贬低体育的其他功能，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

规律而畸形发展。建立体育和政治之间相互促进、相

互制约、“双赢”的良性关系才是体育本身发展的正确

方向。 

第四，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

响却非常深远。政治的功利性，使得国家为了实现或

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直接对体育的发展行使权

力。国家的政治需求决定着体育发展的方向，国家权

力机构为解决如何发展本国体育而制定的政策，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体育发展的具体要求。体育

发展的方向，体育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体育活动的管

理等都与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体育在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放大，许多国

家政府都把发展竞技体育作为提高国家声望、增强民

族凝聚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奥运会变成显

示国力和威望的竞技场，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发展竞技体育，造成世界各国竞技体育无限攀比。

而国际大众体育被搁置一旁，致使涉及面广的大众体

育发展严重被抑制[19]。事物的本质特征或功能是随其

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体育的政治功能也绝不是一成不

变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到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

升，我们的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一个国家的实力

不能仅靠竞技体育的金牌来证实，大众体育作为现代

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国民素质的体现同样具有巨大

的政治意义。如何借助体育的政治功能，让体育回归

社会，回归大众，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得到协调发

展，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体育运动

的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

力的需求，体育本身的发展需要，使得体育很难摆脱

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人类狭隘政治利益和非理性政治

欲望的影响，为纯洁的体育蒙上了一层阴影，给世界

人们增添了不少忧虑。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体育政治化在促进各民族间平等，国际间正常关系准

则的确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维护世界和

平，减少战争的威胁，激励人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

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正反两个方面

的影响，才能在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

化对体育政治化倾向的认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引导并放大其正面效应，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效应，

使体育的发展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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