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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中国竞技体育不断发展的形势以及备战伦敦奥运的需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促

进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对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面向未来的科学定位，是对竞技体育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理念、实施机制再次革新与重估的导航。

在这种背景下，竞技体育应该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机制上应

该继续保持并提高发展水平，坚持与完善“举国体制”、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走体育科技创新之

路，加快融入国际体育社会和世界体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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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onstantly developing form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and the need of China for preparing 

for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put forward such a working objective as to turn China 

from a big sports country into a powerful sports country. This objective is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for the sport un-

dertaking in China to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face the future, and the guidance for the reno-

vation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concep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future devel-

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we should es-

tablish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people orientated, comprehensively harmoniz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we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and uplift the development level, stick to and 

perfect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let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 harmoniously with mass sport, get on the track 

of s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len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rt community and world s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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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定的发展周期内，一个国家、

地区、行业所做的全面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是对

发展目标、措施、实施步骤的高度概括，是科学构划、

积极向前、全局性的蓝图。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就是在

全面分析、准确判断、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对竞技体

育发展所做的全局性的统筹规划与指导。中国向体育

强国迈进奋斗目标的提出、竞技体育国际地位的转变

以及伦敦奥运成绩如何，是判断中国国家利益、实力

和内外环境的重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目标、理念和实施机制。 

 

1  竞技体育未来发展战略的依据 
1.1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2008 年 9 月 29 日举行的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奥运会后，

中国要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是中央领导的

号召，也是祖国的期盼，人民的重托。在北京奥运会

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辉煌成绩说明，中国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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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育大国，但距离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有中国学者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综合概念，就单

纯竞技体育而言，包括实现竞技体育项目和谐发展、

竞技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竞技运动科技创新发展以

及竞技运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等。 

1.2  竞技体育国际地位与姿态的转变 

中国在国际上如何进行自我定位，是关系到中国

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解读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目标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应该

说，这是对中国未来国际姿态的客观定位。经过百年

努力，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实现了世纪梦想，实

现了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的崛起，这个过

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由此，在体育交流中，

我们从国际事务的“旁观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标志着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已

经进入了国际竞技体育格局中的第 1 集团。同时，我

们在竞技体育理论研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竞技体

育硬件建设、竞技体育体制管理、竞技体育产业运行、

竞技体育人才教育等方面也都实现了开拓性的进展，

使得我们改变竞技体育国际地位的条件日趋成熟和不

断完善。这提示我们，在夺取竞技优胜的同时，还应

该为促进国际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努力和贡

献。 

在奥林匹克公平理念的推动下，我国的竞技体育

要以促进世界体坛的公平、协调、均衡发展为己任，

在世界体坛中树立良好形象，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1]。

也就是说，中国要以更高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必须重估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培养大国的思维与风范，

履行更多的“大国责任”；必须树立“大国作为”的竞

技体育战略姿态，更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体育权

益。 

1.3  伦敦奥运会的挑战 

当今世界，竞技体育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和窗口，

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鼓舞全民信心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各个国家对竞技体

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一些高

水平的国际大赛上获得金牌的多少，也日益成为人们

普遍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奥运会也就自然而然

地成为各国展现民族精神、树立国家形象的场所和窗

口之一。 

中国竞技体育历经 20 年的拼搏，已经历史性地跻

身于国际竞技体育的第 1 集团。在今后的一个或两个

奥运会周期里，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强劲势头？还是像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那样一蹶不振？北京奥运

时隔一年后，国家体育总局第 29 届奥运会科研攻关与

科技服务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体育大学隆重召开，会

议强调：“……要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调动全

社会科技力量参与和支持体育科技工作……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备战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保驾护航。”[2]竞技体

育会继续作为一项准公共利益的事来办，决定了我们

要革新、重估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以确保我国竞技体

育的可持续发展。 

 

2  新时期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通过综合分析当前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

以及科学定位我国竞技体育自身整体综合实力的基础

上，结合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及具体发展实践，

以胡锦涛总书记 9.29 重要讲话为指引，以 2009 年体

育总局局长会议精神为依据，在下一个战略周期内，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宏观战略目标为：以

科学制定和全面落实“奥运战略”为核心，以坚持和

完善举国体制为基本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

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为 高目标，

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使

我国竞技体育向着社会化、产业化、科学化、国际化

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1)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后

的发展机遇，以市场经济体制需求为基本依据，进一

步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2)科学界定竞

技体育多元发展主体的责、权、利，形成有利于竞技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3)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产

业，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

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

事业的格局；4)依靠科技进步、坚持依法治体，推动

竞技体育普及，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多元功能，不断满

足人民的体育需求，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5)

建设若干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训练、科研、教育”

一体化的训练基地，建立与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的效

益投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3  新时期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理念定位 
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是人们关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本

质、目的、内涵以及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

决定着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基本态度和对竞技体育采取

的基本行为。同时，竞技体育的发展理念又在实践领

域决定了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选择，发展理念不同，

则发展模式和发展效果也必然不同。因此，竞技体育

发展战略必须以一定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赶超发展理念、优先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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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协调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进入 21 世纪，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科学发展观在各个领域内

广泛建立与传播，因此，确立竞技体育科学发展观，

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理念。具体表现为： 

第一，以人为本。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当

代竞技体育正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

化，应突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以满足人类自

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及自我超越的需要为宗

旨。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将人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

高目的，竞技体育的体制和机制设置、竞赛项目选择、

规则制定等都应服从于人的发展目的；其次，关心人

的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关心人的精神需要，不能把人

仅仅看作获取和带来物质利益的工具和机器，片面强

调金钱的作用，要维护人的社会权益和平等地位，重

视人的社会需要和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 后，在人

际关系和管理中强化民主管理，重视人、尊重人、培

养人。重视人才的开发、培养和使用，解决好运动员

的社会化以及走向社会后的适应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协调发展。所谓全面是指无论是现代体育

还是民族传统体育，无论是奥运项目还是非奥运项目，

无论是夏季项目还是冬季体育项目，都是竞技体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竞技体育各构成要素的

全面发展，竞技体育才能整体进步。所谓协调是指从

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在机制来看，要注重协调，它规定

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宏观层次上，竞技体育的发展

要与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发展相协调；

在中观层次上，竞技体育的发展要与群众体育、体育

产业发展相协调，区域间竞技体育发展相协调，城市

和农村竞技体育发展相协调；在微观层次上，运动主

体德智体或者学与训相协调，优势项目和非优势项目

相协调，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相协调，竞技体育项

目发展结构的协调以及一线与后备、专业与业余训练

的协调等[3]。 

第三，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树立代价观

念和成本意识，注重竞技体育的投入和产出；另一方

面，竞技体育资源的使用既要注重使用效率，又要统

筹兼顾，平衡多方利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利益格

局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国家、单位、群体、个人都成

为相应的利益主体，同时，利益本身也开始多元化，

健康、权利、收入和声望等都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不同主体和区域有同等获得竞技

体育相关资源和发展竞技体育的权利，以满足利益和

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对竞技体育资源的公正而有效

的分配提出的要求。 后，改变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

政治功能相比对自然环境影响不大、甚至可以忽略的

观念，从体育器材的使用、运动设施的建设、运动项

目的设置到竞技体育发展的总体评价均引进“绿色”

价值的指标。 

 

4  新时期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实施机制 

4.1  保持并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文

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竞

技体育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继续提高我

国运动员的竞技运动水平是我们跻身于竞技运动强国

之林的基本条件，是我们更好地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

基础[4]。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要按照科学发展

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以及统筹兼顾的根本

方法，通过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官办和民办的

合力，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组建队伍、培

养人才，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要在坚持和完善举

国体制、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不

断培育新的金牌增长点；要发挥竞技体育振奋民族精

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作用，充

分发挥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要对竞技体育发展的目

标、方向、布局、策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不断

挖掘潜力，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内部

各门类均衡发展，增强中国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 3 个关键环节，努

力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并有利于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选人、用人机制；全

面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科学训练和管理水平，完善教练

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重点培养和建设高层次教

练员和运动员人才队伍；要重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抓好各项目、各年龄段的后备人才培养，

制定后备人才培养方案，特别是要加强优势项目和潜

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抓好与奥运周期人才

年龄和水平相衔接的二、三线队伍建设；建立竞技体

育人才市场体系，完善运动员注册交流制度，统一协

调、有序引导全国专项竞技体育人才合理流动，切实

搞好体育人才流动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进一步扩

大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领域；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

益和全面发展，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

工作，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加快完善运动员

就业、伤残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4.2  继续坚持与完善“举国体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举国体

制”确实是中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的一张战无不

胜的王牌，成为许多国家羡慕的摘取金牌的 佳途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51 枚奥运金牌的荣耀，标志着我



 
22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国体育事业又达到了新的高峰，是国人的骄傲，是“举

国体制”训练模式成果的展现，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

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并完善“举国体制”。1)优化资源配

置，追求效益产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不排斥

社会运作和市场运行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

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机融合，

使体育资源达到优化配置；对“举国体制”竞技体育

发展的目标、方向、布局、策略进行必要调整和完善，

提高产出，追求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实现科学发展；

制定竞技体育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的经济法规文件，

形成政策导向，逐步建立竞技赛事投入产出比的考核

指标和衡量体系。2)避免盲目投资，项目均衡发展。

在项目布局上，不要盲目进行奥运夺金项目的投资，

致使某一项目人才过剩情况加剧；要借鉴区域经济的

产业布局理论，实施重点区域项目布局，发挥各省区

优势和特长，避免过度重复投资；要完善“举国体制”

下非奥运项目的均衡发展，夯实其发展的基础。3)“训

教”有机结合，“教体”协调发展。建议积极引进高等

学校竞技训练人才，运动员以学生身份管理，教练员

以教师身份管理，依托校园为国家队提供科技、学历

教育和后勤保障服务。4)改革管理体制，持续和谐发

展。构建以国家队为龙头，面向市场和社会的既有利

于宏观管理，又有利于专业化管理和开发经营的新型

竞技体育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原“举国体制”下政

府完全主导的竞技体育体制和机制，实现运动员选材、

培养、使用、交流、安置一体化，以及竞技体育、群

众体育、学校体育和谐发展的新体制。 

4.3  “两个战略”协调发展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将会推动

人类自身和社会健康发展，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5]。正

确处理“两个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全民健身战略为

基础，以奥运争光战略为重点，大力推动两个战略的

协调发展；国家体育部门应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下

放对具体竞技项目管理的权力，从运动项目管理的具

体事务中脱出身来，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宏观体育工

作的指导和管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群众体育的促

进、协调与指导[6]。 

4.4  走体育科技创新之路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体育科技全球化是必然的

趋势。科技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竞争的各个领域，在

体育领域中科技元素更是无处不在，体育的竞争就是

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科

技投资应该是单纯训练投资的多倍，重竞技训练投资

轻体育科技投资是对资金的严重浪费。在 21 世纪要想

提高运动成绩，将主要依靠科技优势。1)树立科研服

务于体育的意识。2)加快体育科技创新机制的建立。

实施奥运科技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对运动训练的指导

和支持力度；在总结北京奥运会科技备战成果和经验

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体育科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坚

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指导方针，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快推进体育科技工

作创新体系建设。再者，重视高新技术在体育领域中

的应用研究，科研人员进驻到各运动队，实现科研与

训练相结合。3)构建体育科技体系。构建中国竞技体

育信息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各科研机构、体育院校作

用，构建信息量大、准确性高、传递速度快的现代化

竞技体育信息网络；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体育科

技工作，逐步形成跨学科、跨系统、跨行业的体育科

技体系；地方科研机构协助国家队科研人员完成各类

训练机能评定工作，搜集、分析项目监测数据，建立

训练监测数据库。 

4.5  加快融入世界体育体系 

在国际社会呼唤中国，而中国自己也确有此需要

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将抽象的“负责任大国”的提法

具体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从全面提高我国体育的

综合实力入手，更加主动地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充

分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作用。所以，单纯以在

国际大赛上的成绩来衡量我国体育总体水平和国际竞

争力的观念，已经不再适应体育的国际发展趋势。新

的国际地位与姿态要求我们要在提高竞技体育的综合

实力上下功夫，着眼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

素质的提高。而体育综合实力至少应当包括整体技术

水平、国际大赛特别是奥运会(夏、冬)的成绩、承办

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能力、在国际体坛上主导体

育的话语权、体育产品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化程度等。 

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国际地位与姿态的调整，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竞技体育强国，我们应该采

取“明确责任、主动调整、全面规划、积极推进”的

方针，明确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责任，实现认知与行

为的调整，制定相应的对策与实施计划，积极推进各

项工作的落实。1)积极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秩序的架构

以及活动的管理。主动争取在我国设立单项国际体育

组织总部，特别是我国的优势运动项目的国际体育组

织；积极推荐有竞争力的人选，争取参加国际奥委会、

各类别委员会、各单项国际运动协会的组织管理工作；

密切关注并主动提出调整国际竞技体育秩序的方案与

建议；以充分的准备和积极活跃的姿态参与竞技体育

国际组织的各种会议；积极推动我国企业、社会组织

对国际竞技体育事业的参与[7]。2)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比

赛之外的国际交流。有计划地派出更多的教练去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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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帮助其运动选手提高竞技水平；在国内积

极组织不同学科学术问题的国际研讨会，积极参加在

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种各类体育学术的国际性交流；吸

引更多外国选手参加我国优势项目的国内联赛。3)借

助北京奥运会之风，扩大国际体育人才交流之势。派

出我们后进项目队伍中有才能的运动员到高水平国家

在高水平教练指导下训练和参加比赛；对外国学者、

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科研人员分别组织我国优

势项目的国际培训班，逐步建立和完善立足国内、面

向世界的职业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的晋级方式；

强化国内管理者、教练员、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注

重对国外先进训练理念、方法的消化、吸收，加强自

主创新，深入探索项目的制胜和训练规律，尽快缩短

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实现训练理念、竞技水平、参赛

成绩的跨越发展；全力创造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的环境，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参与中

国的创新活动，聚天下豪杰，育本土英才，推动国际

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

我国大踏步迈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

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科学可持续发展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理念的必然。面向

国际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基于国内竞技

体育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我们继续认真探索竞技体

育发展规律，认真研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问题和制

约因素，冷静分析竞技体育成绩、结构、效率等方面

的问题。切忌急功近利，需要稳扎稳打，才能真正实

现可持续发展。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优化竞技体育发

展战略，实现和谐发展，这既是体育崛起之必要，也

是中国崛起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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