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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震 撼 心 灵 的 冲 击  
——读《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有感 

 
丛硕鸣 

 
    编者按：有学者曾撰文指出：“从历史渊源看，现代中国体育缺乏主

体的文化观念，我们现有的体育理念既不是东方文明，也不完全是西方

文明的传承，不辨东西。”这使我们很难全面认清体育，更难以构筑体育

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学者在研究中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各个击破”，

而难有静心、系统读书的习惯。为此，《体育学刊》杂志社将在“体育资

讯”栏目中刊登介绍中外体育名著和读书心得的文章。希望广大体育工

作者踊跃投稿，为更全面、清晰认识体育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梁宏达老师曾在“体育评书”节目里介绍过他对

自传的一些看法，我深有同感。原来，世界上真正值

得人们读的自传有两钟类型：一，这个人必须是一个

伟大的传奇式人物，他一生所做出的贡献、创造的财

富，对后辈们有着非凡的意义；二，这个人也许只是

一个凡人，但他经历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或阶段，

并掌握着这个重要的时段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的

确，我相信读这两种自传，定能从中受益匪浅，感悟

真谛。对于袁伟民的这本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自传《袁

伟民与体坛风云》，梁老师是推荐大家看的，因此我也

买了一本。总体来看，对于这本自传的定位，十分有

趣，应该在二者之间。袁伟民虽谈不上伟大的传奇式

人物，但在他从事体育事业的 47 年里，美誉度还是十

分高的，他也对中国体育的成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他所经历的 20 年间 5 次率团出征夏季奥运会、

2 次率团出征冬奥会、5 次率团出征亚运会、9 次参加

全运会的各项工作、2 次参与北京申奥活动的历史，

的确见证了中国体育逐步成长逐渐强大的过程，并且

以他多年的经历对这一时期的回顾可谓是最有发言权

的。因此，我认为这本自传结合了两种类型的特点，

但更偏重于后一个类型。其实，袁伟民也一直把自己

当成一个凡人。从书中得知，在卸任后，他坚定自己

“不问、不说、不要”的“三不”原则，就是延续了

自己多年的作风，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凡的人，默默为

中国体育贡献不平凡的力量！ 

通读这本书，我的感触十分大，可以说是一次震

撼心灵的冲击。首先这并不是一本完全纪实性的作品，

从作者是“远山”而不是袁伟民本人就可以发现。由

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袁伟民这 47 年所经历的风风雨

雨，就绝不仅仅是回忆与纯纪实性的东西了。它肯定

夹着更多的感想、更多的对事件的评论。虽然这些肯

定都代表袁伟民的观点，但显然这样的表达会让人觉

得更客观更让人信服，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这样的写法显然容易将读者立场拉到袁伟民这一边

来！或许，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然，为官多

年的袁伟民难道还没有能力自己写一本书吗？我想不

会，他具备这样的文字功底，也有时间，也不是怕得

罪人不敢说真话，肯定更多的是想让人信服自己所说

的一切，站在自己一边。 

通读这本书，让我进行了无限的思考……这本书

是绝对的“跳出体育看体育”的代表作。它具有 3 个

层面的意义：第一是“超体育”，以“合纵连横问题”

为代表；第二是“体育”，以“兴奋剂问题”为代表；

第三是“竞技体育”，以“足球故事”为代表。通过思

考，的确能让我这个体育专业的学生更了解“什么是

体育”这一深奥问题。用一件件具体的事件来诠释体

育的本质与含义，印象会更深，效果会更好。书中不

仅仅有对体育的论述，还有做人与为官的思考，影响

是全方位的。也许，我并不能完全赞同书中所有的观

点。毕竟，一切所谓的“真相”都是以袁伟民个人的

角度进行陈述的，并不能完全得到证实，但这并没有

关系。我觉得，这已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了。有

不同声音、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真相被披露，都是社会

进步了才能做到的。通过这本书，只要引发了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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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实就已经起到作用了。 

这本书之所以能激起社会轩然大波，引爆点肯定

集中在书中的 XXX 身上，我们断定 XXX 就是何振梁

先生。书中提及他的两个章节，言语犀利，足够震撼！

我想，何振梁老人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当然大，但是在

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他被塑造成一个神话了，所以袁

伟民才会拍案而起，否定这个神话。毕竟，申奥的成

功是一个团队努力的结果，更应该突出团队的力量。

至于一个个“真相”的披露，让人不可思议之余，是

否就是事实还有待考证。但是由于作者语言表达具有

很强的思辨性，加之直接引用于再清、李志坚、屠铭

德等当事人先后在各平面媒体发表的文章，均能表达

同样的观点，这些加在一起，说服力显然就很强了！

因此包括我在内，当刚看完这两章后，都抱着“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完全相信书中的一切。

但静心思考后，由于这里包含了利益共同体等多方面

的复杂问题，我认为书中写的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本

来，处理这样的大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内部有矛

盾太正常了！我认为，我们现在有机会了解这一次次

成功经历中一些背后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们应该保持缓和、不激进的心态看这种事，静观其

变，不要人云亦云，见风使舵！ 

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跟我说，从现在起，所有的媒

体都不能再对《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进行过分

的评论及报道了。书中“审计风波”一章的叙述，披

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无论它们是否属实，但其

中牵涉到的利害关系，有些想必是触碰到了一些潜规

则的禁区，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书中章节多

处说明事情真相及内幕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又欲言

又止，的确让人产生不少联想。像此章中的叙述，不

难看出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审计署（主要是新上任的

领导）之间矛盾的愈演愈烈，从而引发的这次“子虚

乌有的审计风波”。 

书中频揭真相，可谓让人大呼过瘾，但我觉得也

有不妥之处。中国女排“假球事件”以后，在袁伟民

局长领导下的一切处罚与指责都是得当的。但已经决

定在《中国体育报》上登公开道歉信后，书中仍把袁

伟民在开总结大会上训斥时任排管中心主任徐利的

话，一字不差登了出来。从语句上，的确让任何人听

了都不好受。其实，袁局长批评徐利，肯定是对的，

让他作为代表向全国人民道歉，也是对的。但那些训

斥的话，是否也有登出来的必要呢？我相信徐利作为

下属，表面上肯定不敢说什么，但心里一定很不是滋

味！你想，原来只有与会的百余人听到了，现在可好，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毕竟，他还是在这个位置上要继

续开展排球工作的领导，没有人会一点也不顾及自己

的面子的。因此我认为，既然有了公开道歉信，这类

的话就不应再出现了。 

袁伟民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2009 年的“兴奋剂

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否定“金牌至上”的体育观，

而具有“破解神话”的意义和勇气。在新中国体育 60

年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神话并且被制造了很多神话，

但其中有些神话在今天看来不但不算神话，而且还隐

含着浮夸、虚假甚至丑陋！就如昔日被称为“马家军”

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确实拿到了世界冠军，但是经

过袁伟民的一番揭秘，这个神话也被破解了。还有不

少运动员，只要吃药了，就绝不能代表中国去比赛。

袁伟民说到做到，扭转了当时中国被称作“禁药大国”

的名声。教育学家叶澜有这样一个观点，教育同时可

以拥有负价值，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存在坏的教育。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她没有认清教育的本质，

对现象产生了迷惑性。教育应该只有正价值，负价值

的应该称为教唆。从某种程度说，体育与教育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体育的本质属性受教育的本质属性及

目的制约，因而从体育哲学的角度看，体育中的不良

现象不能归于体育本身，要了解教育本质，才能从根

本上把握体育方向！所以，如果对教育、体育本质把

握不准，会得到可以用兴奋剂的结论。而袁伟民也正

是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能清楚把握它们的规律，明确

其方向，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树立

了好榜样！ 

人无完人，一本好的自传，除了应该肯定自己的

成绩以外，也应该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错漏加以反思，

才显得完整。这一点本书还做得不够。众所周知，中

国足球未能有实质性突破，是袁伟民体育事业中最大

的遗憾。因为他先后多次被派遣去统领中国足球这盘

大棋。足球故事里，可以读出“职业化”的神话：她

显然不是拯救中国足球的唯一灵丹妙药，这就像彻底

市场化并非拯救当代中国的唯一灵丹妙药那样。在职

业化过程中，显然出现了不干净的苗头假球黑哨。但

当出现苗头时，也是打击这种丑恶现象，维护中国足

球大环境的最好时机，一贯有魄力且无比痛恨假球的

袁伟民，为何此时并不能果断出击，把握这个好时机，

为中国足球造福呢？是因为他运动员出身的背景，能

运用的关系不够吗？是因为他不敢触碰恶势力吗？是

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要求司法介入吗？包括

2001 年万恶无比的“甲 B 五鼠”事件，都是在他任上

发生的。可到最后，事情一件件还是不了了之了。因

此，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足球才迎来了第一次真

正的司法介入，但仍大多数人对“反赌风暴”行动不



 
第 3 期 丛硕鸣：一次震撼心灵的冲击 115  

 

抱什么希望！悲哀啊！中国足球的成长有您的功劳，

那么由于“假”开始带来的恶劣环境，您就一点责任

都没有吗？您就不该反思吗？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

联赛坏就坏在一个“假”字身上！ 

这本书读完了，真的令我感触良多：袁伟民的体

育生涯是在中国举国体制下铺开的，袁伟民的时代辉

煌可以说是这个体制的产物，他所处的时代成全了他，

他也成全了这个时代的任务。袁伟民的时代终结了，

但中国体育发展的步伐从来也没有停过。跨入新世纪

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在新旧体制、机制

的变革中，多向思维模式、多头利益冲突、多方碰碰

撞撞，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感谢《袁

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让大家更体会到这种情怀，我

们也感谢袁伟民 47 年为中国体育作出的卓越贡献！历

史会记住这一切的…… 

 
 

 

欢聚一堂 携手未来 
——《体育学刊》出版百期广州地区编委座谈会纪要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恰逢《体育学刊》出版 100
期之际，3 月 26 日下午体育学刊杂志社在华南师范大

学粤海酒店举行广州地区编委座谈会，主办学校相关

部处领导和杂志社编辑也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会议由杂志社郑植友主任主持，郑主任首先介绍

了到会的嘉宾和领导，因公务在身未能到会的编委会

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教授发来贺信，由华

工体育学院刘明院长在会上宣读，贺信中说：“在体育

学刊创刊百期的时刻，向体育学刊编辑部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体育学刊发展付出艰辛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体育学刊自创刊以来精益求精，获得众多

殊荣，我相信在两校的通力合作下，在全体编辑部成

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早日办成

精品核心期刊。”随后，郑植友主任就学刊的发展历程

做了回顾：《体育学刊》原名《体育学通讯》，由林笑

峰教授于 1987 年创办，编辑部设在华南师范大学，

1994 年更名为《体育学刊》，1999 年起由华南理工大

学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杨文轩教授任主编。10
多年来，《体育学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 年入

选中文体育核心期刊，2006 年进入 CSSCI 来源期刊，

2009 年入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体育科

学“权威期刊”。办刊历程有几点体会值得分享：坚持

“办期刊精品，促学术繁荣”的办刊理念，鼓励学术争

鸣；坚持学术质量第一，主动向名家约稿，瞄准学术

前沿，开辟新栏目；重视文章的审稿和编辑质量，坚

持稿件评审“三审一定”制度和集体复审，聘请资深编

审把关；为密切与广大作者、读者的关系，近年来杂

志社策划了多次大型体育学术活动；搭建网络学术平

台，扩展学术交流空间，先后搭建了门户网站、“体育

在线”网络学术论坛和《体育网刊》电子刊物。杂志社

杨文轩主编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杨主编结合办刊 10
余年来历程谈了 3 点感悟，首先，体育学刊是大家的，

是广大体育工作者、编委和编辑部同仁所共有的；其

次，体育学刊所取得成绩是振奋人心的，由最初的艰

辛创刊到目前位居国内同类期刊前列，是几代办刊人

从未间断、不断努力获得的；最后，体育学刊也是未

来的，随着人们体育意识的增强，网络化、全球化进

程加快以及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决胜之年的到来，只要

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办精品期刊的思

路，就一定会把握住未来的先机。 
最后，参会的编委、领导和办刊人就刊物发展历

程、存在问题和今后的走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与会专家和领导一致认为这份杂志是百花争艳的园

地，也是百家争鸣的讲坛，能包容体育学的新理念、

新观点，如同百川归海那样，有容乃大。华南师范大

学体育科学学院周爱光院长在会上表示，将在各方面

继续给予体育学刊大力的支持。 
百期杂志见证了中国体育科学 10 余年走过的风

雨路程，承载着这个领域一件件难以忘却的事情，记

录了那些为学科、刊物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体育科学

之路还很漫长，体育学刊任重而道远。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体育学刊将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创造美好的未来！ 
 

体育学刊杂志社  
201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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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征文通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社会体育研究会（原社会体育专业学术委员会）成立于 2009 年 3
月，目前国内已有 120 多所社会体育专业办学院校成为研究会的理事单位。社会体育研究会的主要宗旨是

积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理念，促进全国社会体育专业建设和学术发展，探索中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之路。为

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体育专业建设和学术繁荣，构建社会体育领域的交流平台，社会体育研究会将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20 日在世界博览会举办地——上海，举行“第四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届时将特别邀请欧

洲、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及大陆的著名学者做大会主题发言。 
主办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社会体育研究会 
承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民族体质与健康研究中心  
论坛主题：运动 健康 休闲 
本次论坛将面向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征文，中国大陆地区主要面向社会体育研究

会的会员单位，望各会员单位积极组织报送论文。经评审后，入选论文作者将获邀在论坛进行全文口头报

告或墙报交流，并获得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论文证书，高质量的论文将推荐到《体

育学刊》正式发表，全部投稿论文的摘要将被收录到《第四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论文摘要汇编》中。 
一、征文范围 

凡符合本次论坛主题内容且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过或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报送。投稿

者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确定具体论文题目。 
二、报送论文的要求 

（一）以第一作者身份报送论文限 1 篇，非第一作者不作限制。 
（二）正式论文全文 1 份，论文格式参考《体育学刊》的出版要求，分行书写题目、所有作者姓名、

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 E-mail 地址，正文（含图表）不得超过 5000 字。 
（三）中、英文摘要 1 份，内容不超过 500 字。 
（四）作者简介 1 份，内容包括：姓名、生日、性别、籍贯、职称、学位、简历（包括最终学历、毕

业院校及专业、现任职称/职务）及研究方向。 
（五）上述材料需通过电子邮件附件方式提交电子版，论文按 word03 保存。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寄送

包括：论文全文、中英文摘要、个人简介，征文电子信箱：socialsports@yeah.net。 
（六）征文截止日期：2010 年 6 月 1 日，投稿经评审确认后，将在社会体育研究会网站和华南师范大

学体育科学学院网站发布投稿确认信息，论坛秘书组将于 6 月下旬向论文入选者发出正式会议通知函。 
三、投稿须知 

（一）请按论坛要求的论文格式投稿。 
（二）投稿作者自行保留投稿文档，恕不退件。 
（三）凡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或涉嫌抄袭的稿件，一律不予录取。 

四、联系方式 
第四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秘书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秘书组 电话：020－39310262－8220  传真：020－39310822 
联系人：庹 权  电话：13570535555   
宋亨国 电话：13580562360 

 
大会信息查询网址：http://www.scnu.edu.cn/scnu/     http://222.200.143.139/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社会体育研究会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代章）      
2010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