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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竞技体育异化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社会心理机制、哲学性根源 3 个角度分析竞技

体育异化的原因。指出，竞技体育异化的实质是体育人争夺奖牌所对应的社会价值排序，其目的

是，使其自身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高位，并且在具有歧视性对比特征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心理优

势，从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其心理机制是，利用社会价值排序背景下，体育人之间的心理竞

争，把体育人谋求心理优势的需要，转换成为对奖牌占有的需要；其哲学性根源在于，以人的自

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分裂为特征的体育人的存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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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ction of the cause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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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such 3 perspectives as the social structural root, social mental mechanism and philosophical root of 

competitive sport dissimilation,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auses for competitive sport dissimil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ess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 is the social value order corresponding to 

sport professionals competing for medals; the purpose of competitive sport dissimilation is to put oneself at a high 

position in the social value order, and to have mental advanta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with discrimi-

natory comparison, thus to prove one’s own existence value; the social mental mechanism of competitive sport dis-

similation is to turn the need of sport professionals for mental advantages into the need for medal possession by 

utilizing mental competition between sport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value ordering; the phi-

losophical root of competitive sport dissimilation lies with the existence dilemmas of sport professionals character-

ized with the self-awareness and object awareness splitting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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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在对社会异化原因的分析与解释中，其落

脚点多集中于对异化现象背后的心理动机的分析。这

一点决定了其理论更多地注重社会结构对于个人心理

结构的影响，以及个体的心理内容是如何借助于“社

会符号”而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心理学家弗兰克

尔说过，社会事件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心理事件

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在对竞技体育异化原因的分

析中，学界已经有了大量富于洞察力的批判文本。国

内外学者多从利益驱动、政治干预、职业化、商业化、

人文精神的缺失等角度，对竞技体育异化原因进行阐

述[1]。笔者认为，仅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理解竞技体育异

化的原因，只是从现象学层面对竞技体育异化原因进

行分析与解释，并不能深入探究竞技体育异化的内在

动因。这是因为，即使从还原主义的层面来认识异化

现象，种种异化现象都可以还原为“心理”，而心理最

终植根于“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本身又在社会

结构、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种种有关人的存在困境。另

外，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内因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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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要深刻

理解竞技体育异化的原因，就需要看竞技体育在发展

过程中受到了何种“异化情境”的影响。对于竞技体

育异化原因的分析需按“现象-分析”的路径，从现

象的原点出发，深入到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领域

去探讨竞技体育异化的心理与社会机制，最后达到人

的存在本体层面。 

 

1  竞技体育异化的社会结构性根源——歧

视性对比 
从朱建华因没能获得金牌，家中窗玻璃被砸，到

体操王子李宁收到的刀片与上吊绳，一直到近几年的

假球、黑哨等等问题的曝光。可以说，竞技体育异化

的问题一直伴随着竞技体育发展的始终，对竞技体育

的影响也愈来愈深[2]。这种异化使得体育运动原有的愉

悦感，已逐步被沉重的功利欲所取代。在“胜者为王，

败者寇”的社会心态的重压下，以运动员、教练员以

及体育官员为代表的体育人的命运几乎已经被竞技比

赛成绩所主宰[3]，一个关健性概念就是“歧视性对比”。

歧视性对比是一种对人的价值的评价方式。美国经济

学家凡勃伦[4]认为，所谓的“歧视性”是用来形容人与

人之间的对比。其目的在于，按照人们在审美上或道

德观念上的相对价值来对人进行分等分级，从而确定

人们在心理上的自得程度。 

竞技体育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非功利到功

利的转变。早期形态的竞技运动没有明显的功利性目

的，其非功利目的可以看成是对生命意义的了解。竞

技运动仅作为诠释生命的符号而存在，仅具有抽象价

值[5]。而如今，奖牌与锦标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价值符

号功能。运动员在体育竞赛中夺取的奖牌，已经不仅

仅是运动能力与竞技水平的证明，也不再只是一种荣

誉的象征。人们追求更多的是奖牌的社会符号价值，

奖牌之所以在今天被赋予过多的价值符号功能，是因

为奖牌与锦标在具有歧视性对比特征的社会结构中，

对应于一种社会价值的排序。体育人总是力图通过获

得这一价值符号，来让自己在具有歧视性对比特征的

社会结构中看起来处于较高的位置。对于为什么会把

拥有奖牌与否与社会价值排序中位置的高低相对应，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这是“未开化”时代的传统。

这种“未开化”的观念认为，凡是直接的与生产劳动

有沾染的东西总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感。因为，这些活

动不具审美上的雅观，同时也是“低贱”的标志；而

非生产性的活动则因其对应于“荣誉性”业务，因而

总是与“有价值”有关。可以说，正是这种以歧视性

对比为特征的思维与逻辑，使得人们借助于奖牌、锦

标等“社会价值符号”与价值资源的稀缺性，依靠价

值资源的占有程度对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相关体育官

员进行的社会价值的排序，造成了竞技体育在发展过

程中的异化。 

现实中，利用、重构并合法化这种歧视性对比，

对于体育人来说很重要。既然人们追求的是以奖牌、

锦标等价值资源为参照的社会排序。那么，依据奖牌

的成色与数量对体育人进行的价值排序，必须被纳入

到具有歧视性对比特征的社会情境中，体育人需要确

证这种社会情境的价值等级。拥有这种歧视性对比逻

辑与思维特征的人，会极力宣扬拥有奖牌的体育人有

身份、有能力，奖牌是社会价值的象征。这样，这种

歧视性对比就给现实中的体育人制造了一种身份的焦

虑。对于体育人来说，争夺奖牌就是在争夺这种社会

价值排序上的优势位置，或者是在争夺体育人自己所

向往的优势身份。 

可以说，正是因为体育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具有了

这种歧视性对比特征，使得奖牌这种可以提供某种确

证体育人的存在属性和存在价值的东西，就具有了巨

大诱惑力。而一旦这种异化能够利用歧视性对比机制

引导体育人去追逐奖牌，体育人就难以从这种对奖牌

与锦标的占有性冲动中，摆脱出来而最终落入异化的

陷阱，即竞技体育手段与目的的错位。 

 

2  竞技体育异化的社会心理机制——心理竞争 
心理学理论指出，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倾向

背后总可以找到一个支撑它们的心理系统。而心理竞

争就是指人在心理上的，或可转换成心理上的各种行

为、语言、价值、观念上的相互较量[7]。从古到今，人

的“自我”越来越变成“社会自我”，人类的历史构成

了心理竞争不断加剧的过程。每个人的语言和行为，

都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心理以强烈的刺激，每个人必须

在一种比较机制和比较领域中否认自己处于较低层

次。激烈的心理竞争使得现代人疲于奔命，使现代人

的心理结构变得畸形。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不仅

在生理上要生存，同时在心理上也要生存。所谓的自

尊、面子、能力等，都不过是人为谋求心理生存的通

俗表达而已[8-10]。 

    如今，人们在竞技场上不时可以看到，有的运动

员在众目睽睽下出言不逊、报复性犯规、用口水乃至

拳脚攻击对方；赛场下，不时可以听到有的运动员、

教练员无视体育公平竞争原则和自身健康的需要而滥

用兴奋剂等消息。对于这些与体育精神相违背的现象，

从心理竞争这个角度来解释、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在

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背后，有着更为强大的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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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是人类的

攻击性天性之一，同时也是心理竞争在竞技体育中的

恶化形式。依据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从一种社会状态

进入另一种社会状态，从一个社会结构进入另一个社

会结构，得到改变的并不是人的这种攻击性本身，改

变的只是人的这种攻击性实施的手段和条件。在现实

中，除非体育人可以在心理上成功制造幻觉，否则这

种心理竞争必须要通过外在的证明，即通过对稀缺价

值资源(如奖牌)的占有而与他人进行比较。一旦体育

人在比较机制的驱动下，在一个比较领域或结构中被

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地位、金钱、品位等，他的存在

价值就会遭到否定，他就会有强烈的挫败感。那么，

他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心理竞

争主宰了体育人的生活。赛场内外一些体育人的相互

攻击、贬损以及假球、黑哨、兴奋剂等竞技体育异化

现象的归因，都是为了获得奖牌，也就是为了在人与

人之间的心理竞争上处于优势。 

如果奖牌与锦标仅仅诉诸于体育人对其实用性的

需要，那么这种对奖牌非理性的追逐从逻辑上便难以

发生。因为人是理性动物，个体的人往往对于奖牌的

实用性具有清醒的判断。所以，这种以对奖牌的非理

性追逐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其心理机制，更多

的只能是体育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基于社会价值排序

下的身份焦虑。心理竞争表征了体育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质是价值比较。 

拥有奖牌等社会稀缺价值资源的体育人，因其所

拥有奖牌的稀缺性与支配性，给其带来了心理竞争上

的优势地位。而社会对于这种优势地位的认可，等于

给体育人的心理竞争确定了方向，即尽力争抢那些被

社会奉为特殊价值的奖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体

育人就会处于心理竞争上的劣势，威胁到其心理上的

生存，尽管这种感觉只是一种假象。同时，为了给这

种异化行为以理论支撑，体育人还必须对这种非理性

追逐奖牌与锦标的行为，赋予道德上的论证，使其具

备足够的合法性。而这种论证反过来又对没能拥有奖

牌的体育人构成了价值上的蔑视和美学上的厌恶感，

即凡是与生产劳动有所沾染的一切，在价值上总是要

比不与生产劳动所沾染的东西低。这种对生产劳动的

厌恶感渗透于异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同时也在竞技

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变形为种种与体育精神相违背的异

化行为。 

 

3  竞技体育异化的哲学根源——自我意识

与对象意识的分裂 
存在本体论认为，人是生物界中的一员，其逃避

不了生物本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人又有自我意识。

人对世界具有超越性和反思性，世界同时也是人的对

象，世界也会成为其存在的一部分。这就使得人的存

在摆脱了与世界的自在同一性，摆脱了被规定的命运。

即人摆脱了与世界的自在同一性，却也根本没有达到

与世界的和谐统一。这种存在状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10-12]。 

体育人的这种以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分裂为特征

的存在状态，决定了其在对“自我”确认时，离不开

外在的对象(奖牌与锦标)。这种确认即使不是通过与

外界的对比也是通过外界所提供的诸多材料、信息、

符号的参照进行。这种存在状态使得体育人的存在具

有鲜明的“主客二元结构”特征，即体育人的存在依

赖于对自身的确认，并指向外界。这正是弗洛姆所说

的“方向性结构”。当体育人因其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

的分裂被从“自在的世界”中剥离后，其存在也因此

丧失了确定性和附着感。只有依赖于“主客二元结构”

才能使体育人重新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主

客二元结构”迫使体育人做出类似于心理上的退行性

“逃避自由”的行为。其方式是，尽力让自己融入群

体之中，使自己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摆脱威胁；或

者是尽力用意识将世界吞没，使世界化为人自身的一

部分。 

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使作为“社会人”

的体育人不但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还要证明这种存在

有价值，否则他在心理上还难以生存。而体育人对自

己存在价值的论证，依然离不开“主客二元结构”。因

此，体育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即维护心理生存的

方式也常常带有人际联系和人际比较的色彩，即依赖

于与他人发生的比较关系。而在对体育人存在价值的

把握中，在社会价值排序所给予的认知模式中，在被

异化的竞技思维方式中，只有通过对体育人存在属性

的把握才能够实现。故此，体育人的存在分裂为一系

列存在属性，分裂为性别、年龄、所获荣誉、能力、

职务等一系列存在属性的总和。而在这些属性中，对

于体育人存在属性的确认，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所

获得奖牌的成色与数量[13-14]。 

在这里，体育人的存在是否有价值，体现为其存

在属性。体育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也就沦为对其

是否拥有对应于其存在属性的价值资源(奖牌)的证

明。体育人争夺存在价值也就表现为体育人之间的对

奖牌的争夺，也就表现为实质上是一种心理竞争的对

于荣誉、奖牌等标识体育人存在价值的外在物的追逐。

这种以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分裂为体育人的存在困

境，导致其很多行为都植根于存在性命运，而非生物



 
44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本能的心理反应机制，即尽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与存在

价值构成了竞技体育种种异化现象，以及体育人种种

异化行为的强大驱动力[15-16]。 

 

竞技体育中的奖牌与锦标，在具有歧视性对比特

征的社会结构中决定了体育人的存在价值，从而引发

了体育人之间的心理竞争。这种竞争越是让歧视性对

比凸显并予以合法化，体育人之间的心理竞争就越残

酷。这使得以运动员、教练员为代表的体育人似乎只

有通过夺取奖牌与锦标，才能获得自身能力的证明和

存在尊严的论证。不再是体育人自己，而是其所拥有

的奖牌与锦标决定了体育人的存在价值。需要强调的

是，这种异化一旦植入体育人的内心，改变了体育人

的心理结构，导致体育人心理上的“病变”，并且使得

体育人的心理结构与其背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

关系的同构，那么这种异化就成功实现了对体育人的

控制。也就意味着，对体育人进行价值排序的社会评

价体系，已融入了体育人的心理结构，变成了体育人

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难以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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