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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的现象入手，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实现国家利益是

二战后国际体育获得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因，具体表现为：对二战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期望；国家战

略重心转移；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亚非拉国家独立的要求；为了解决人类

面对的共同问题等。最后总结对新时期中国国际体育发展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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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signs of major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spor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author 

analyzed their causes, and considered that realizing national interests was the intrinsic cause for international sport 

to develop rapidl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whose specific expressions were: the retrospection of the World War II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peace; the shifting of national strategic focus; realizing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estab-

lishing a nice international image; the demand of countries in Asia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for 

solving problems commonly faced by mankind, etc. Lastly, the author summarized its enlightenment 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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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指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

的，以竞技体育为主体的一系列体育文化交往活动，

在本质上属于国家或地区之间以体育活动为载体的社

会文化交往活动[1]。二战后，国际体育较战前有了很大

的发展。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有

助于对战后国际体育获得大发展这一社会现象的理

解，更好地促进国际体育的发展，为中国体育国际发

展提供参考。 

二战后，国际体育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1)体育组织数量迅速增多，主要体现为区

域性体育组织、洲际体育组织、共同体体育组织、特

定领域体育组织增多；(2)国际性体育赛事迅速增加，

主要体现为政府间的体育合作与交流、区域性体育赛

事、洲际体育赛事、共同体体育赛事、特定领域体育

赛事增加。 

二战后，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政治

格局完全被战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二战中后期由反

法西斯同盟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在此体系之下，形成

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而两极格局的外在表现，则

是美苏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冷战”态势。雅尔塔体系

以建立和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它制约了

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

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从

而使世界维持和平状态。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决定了

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 

在时代主题的影响下，人们对体育的关注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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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化。在二战之前，对于体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体

育内部和体育本身的发展。战后，由于冷战、第三世

界国家的独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使人们对

体育的关注由体育内部转向了体育外部，即关注体育

作为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不仅仅是强大的工

业化国家利用国际比赛促进国家利益，许多缺乏国家

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也利用体育运动来寻求认可和

合法性[2]520。这里所说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是实现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体育这种形式，

实现国家文化的对外扩张。 

体育是一种超越国界、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它

可以越过各种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障碍，用来达到

改善各国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目的。前美

国国家队管理部官员艾伦·赖克[2]518 曾说过：“运动提

供了友好竞争和双向交流的榜样，它有希望塑造和引

导国家之间其他类型的友好关系……” 

 

1  对二战的反思与对和平的期望 
二战后，为了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人们开

始反思战争对世界人民和各国的伤害，开始关注世界

事务和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以期望保证世界的和平发

展。在此影响之下，人们对国家的战略模式的选择、

国家关系的认识、现实主义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战前，由于对现实主义国际威望的理解，使各

个国家在战争和军备竞赛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

后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进而寻求新的国

际关系理论，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逐

渐被人们认同。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因素(权利或制度)

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

观念，也就是说，要看国家在看待对方国家时持有什

么样的看法[3]65。建构主义的理想，促使各国将竞争从

军事转向了文化领域——这为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建构主义对国际威望的理解，即促使各国在国

际战略模式上选择了合作安全战略模式和安全共同体

模式，这些模式区别于现实主义理念下以对抗形式为

主的战略选择。这两种战略模式在体制上是以集体行

动的形式来实现安全的目标的，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来

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为了顺利实现这种合作，需要

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联络，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体育的

国际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持和巩固这些组织，

需要经常进行对话和交流联系，进行体育的赛事与文

化交流。 

因此为了打破战争时期造成的外交僵局，各国开

始把体育作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其中最明显的例

子之一就是各国加强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与奥林匹克运动发生正式联系的国家

仅限于少数西欧国家和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

些拉丁美洲国家、少数亚洲国家，如日本、中国、土

耳其以及澳大利亚加入了奥林匹克运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美国家

陆续加入了奥林匹克运动，使奥林匹克大家庭发展成

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4]。另外，促进国家间的

平等和友谊是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运动的长期理

想，在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背景下，

各国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努力组织和推动国际体育

运动及体育资源的交流。可以说，国家战略模式的选

择与国际体育对和平的追求，使二者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使得国际体育获得了发展动力。 

 

2  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各国把注意力和重心从

军事领域转向了文化和经济领域，把文化交流纳入到

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之中，并把国家文化力量作为衡

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文化是行动者对自己、

行动者之间以及所处环境或世界所持的共同知识，即

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之后，将反过来塑造行动者

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5]225。在这

种理念影响之下，文化外交由此产生。文化外交战略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谋求存续和发展本民族

国家文化、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与扩展国家(地区)至高

的文化利益战略[3]150。它能树立一个国家的形象政治，

进而表达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品貌与水平

的国家形象。作为文化外交重要内容的体育，被视为

一种有效的文化外交手段而受到重视。 

参与并干预国际体育组织，能带来话语权与规制

权——这种权力是大国和在其他领域没有话语权的国

家所共同追求的，这就使大国和小国的目标都集中于

国际体育组织上。二战后围绕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问

题，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争斗不休，国际组织在这

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两种基本趋向：一是为

了争夺霸权，大国组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组织；

二是中小国家为了抗击大国的霸权主义，采取联合行

动，建立了由广大中小国家参加的联合机构[6]。因此，

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体育组织的

数量迅速增加。各国为了巩固国际关系，提高国家威

望而纷纷加入到各国际体育组织中去，国际体育组织

在数量上、规模上、形式上迅速增加，相应地，国际

体育活动的规模、内容、数量上也迅速增加。作为国

际体育运动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的迅速发展是最好的

例证。二战结束后的 1948 年伦敦奥运会只有 59 个国



 
第 1 期 张晓义：二战后国际体育大发展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17  

 

家的 4 062 名运动员参加，项目也仅有 13 个。随着时

间的推移，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有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 438 名运动员参加，项目设置达到 302 个。 

 

3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 
    二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和随之而来的

对话时代，使国际体育成为不同制度国家间竞争的特

殊战场，成为激励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各国广泛参

与国际体育背后隐藏着其政治理想，多数国家利用体

育运动来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目标是显

而易见的，因此体育与外交斗争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二

战后几十年中那样密切。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大阵营的形成，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本主义

思想意识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自然而然地也带到

体育运动之中，人们企图通过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的表

现，达到证明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更先进的目的；由于

各国政府不断地干预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因而体育运

动的决策过程日益政治化，由于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

的成功，象征性地代表国家的实力，因此政府不得不

利用体育运动谋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7]。一个国家要实

现对世界的领导，单靠强制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

要他国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是通过社会化

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化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

利用国际组织及其运行过程来推行自己的规范和观

念，并使之内化，进而使其行为方式符合自己的规则

和利益。其中国际体育组织及其所辖的赛事，就成为

大国推行社会化、谋求霸权的手段之一。 

    历史表明，多数国家利用体育或体育赛事，特别

是奥运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际交流、友谊以

及和平的集体目标。多数国家时常利用运动项目来明

确推进他们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目标，这一点

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一直到 1991 年都表现得尤为明

显[2]519。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实现国家的政治诉求，

例如，1980 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被以美国为首的政治联

盟抵制，以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而以苏联为首

的政治联盟抵制了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示报

复。体育运动的成绩不仅被某些政治集团利用，还有助

于使一个国家合法化。在 1957 年至 1967 年期间，虽然

美国和盟国至少 35 次向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拒

发签证，但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不断取得的

体育成就使得世界体育组织不能再无视这个国家的存

在，这就为它最终获得外交承认建立了范例[8]。可以说，

二战后各国将体育这种文化形式赋予了更多工具主义

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树立国家和民族威望与形象；

增进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占领意识形态与理论

的高地；获得话语权，即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获取

国家利益。 

 

4  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对世界大战的反思过

程中，各国人民日益关注世界事务和国际生活，了解

外部世界的意愿日趋强烈。随着公众舆论对一国的外

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日益增大，各国政府也越来

越在乎、贴近和倚重公众的感受和看法，十分关注本

国的国际形象，并依照本国利益的需要，以某种文化

特性和价值取向影响他国公众，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

舆论，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 

体育的国际交流及赛会，无疑是展现国家和民族

良好精神风貌的窗口，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战略家、

政党，是不会放过这个重要领域的。战后，以美苏为

代表的两大阵营，在体育领域内展开了争霸。美国前

总统拉尔德·福特在 1974 年说“我们认识到了成功地

战胜其他国家有多重要吗？不只是俄罗斯人，许多国

家正在成长，正在对我们形成挑战。作为一个领导者，

美国有义务树立很高的标准……一场运动的胜利可以

振奋一个国家的精神，就像……一场战争的胜利一

样。”[2]519-520 前苏联作家尤多·维茨在 1978 年说过：“苏

联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越来越多的成功，在

今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每一个新的胜利都是苏维

埃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体育运动体系的胜利。它无可

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文化比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文

化更为优越。”[2]520 除了美苏之外，欧美其他一些国家

也积极发展体育来展现自己国家的风采，新兴的社会

主义国家也希望通过体育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5  亚非拉国家独立后的要求 
    体育运动平等参与、公正竞争的和平原则，使国

际体育运动在抵制霸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缓和国

际对抗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对国际政治发挥着重要影

响[9]。二战结束后，反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广大亚非

拉殖民地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新兴独立的发展中

国家迅速增多。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亚非拉国家，在

维护或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迫切需要独立自主地发

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包括自己的体育事业。因此，亚

非拉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的同时，作为一支新

兴的力量也登上了国际体育舞台。 

广大亚非拉国家为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维护国家

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

社会中的地位，它们加强与本区域内国家的联合，建

立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加入国际组织，以实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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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诉求。它们要以自己优异的成绩跻身国际体坛强

者之列，改变昔日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体坛长期的落后

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国际间的体育交流，特别是同体

育发达国家的交流，更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体育发展，也

增进同各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10]。这使得

国际体育组织的数量及国际体育交流的次数大大增

加，进而推动了国际体育的发展。如在亚洲，1949 年

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成立；上世纪 60 年代，为求得非洲

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非洲成立了“非洲最高体育理

事会”；在拉丁美洲，除积极参加泛美运动会和中美洲

-加勒比运动会之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还组织了

玻利瓦尔运动会等赛事。除此之外，亚非拉第三世界

国家积极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在东京奥运会上

迅速崛起，崭露头角。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二战后国际体育获得

大发展的原因背后，隐藏着一条主线，即为了满足国

家的利益需求。这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

体育事业的发展，要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得到科学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

对体育事业提出的要求。因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战略领域的重要内容，作为

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体育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发展战

略，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的战略框架之中，

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因此，在由体育

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今天，在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伟

大复兴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顺应时

代的潮流，制定新的国际体育发展战略，在对世界各

国和平共处作出贡献的前提下，满足新时期我国国家

利益的需要。具体来说，通过新的国际体育发展战略，

消除“中国威胁论”，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

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创立良好的国际环

境，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服务，为建设和谐世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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