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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低碳休闲体育发展的意义、现状及路径进行考察。认为低碳休闲是休闲体育发展

的社会要求、自身要求及个体要求；现阶段低碳体育休闲开始受到重视，设备逐步投入，低碳休

闲体育观念被大众接受。通过加强休闲教育，加大经费投入，挖掘区域体育文化特色等路径来实

现低碳体育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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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meaning and current conditions of and means for low carbon leisure sports de-

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low carbon leisure is the social requirement, intrinsic require-

ment and individual requirement of 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low carbon sports leisure begins to at-

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quipment is inputted gradually, and the conception of low carbon leisure sports is 

accepted by the masses; sports leisure should be realized by means of strengthening leisure education, 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digging up regional sports cultur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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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倡导低碳生活，如低碳经济、低碳建

筑、低碳交通等等。低碳文化是人类遵循碳循环规律，

保护和维持大气生态的碳平衡，实现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及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观念成果总合[1]。在低碳文

化的渗透下，一种新的休闲方式也应运而生，即低碳

休闲。 

体育是休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休闲体育也备

受关注，越来越被大众所喜爱。本文所指的休闲体育

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和创造

生活情趣，完善自我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那么，

在低碳理念指导下的休闲体育则可以称为低碳休闲体

育，低碳休闲体育是一种低消耗的、环保的休闲体育

活动方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低碳休闲体育

对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能源消

耗、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低碳休闲是休闲体育发展的主旋律 
1.1  低碳休闲是休闲体育发展的社会要求 

休闲体育是一种大众的生活化体育，旨在满足大

众休闲生活中健身与娱乐的需求，关注人们的健康和

休闲生活，以人的生命完善为目标，不追求竞技体育

的技术性、对抗性和竞争性。休闲体育以不拘一格的

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受到大众的青睐，内容既有传

统的田径、球类项目，也有新兴的蹦极、攀岩、轮滑

等，也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

项目，如跑步、骑车、登山等。正因为休闲体育的种

类繁多、简便易行、老少皆宜等特点，它越来越被现

代人所接受。 

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温家宝总理曾向全球庄严承

诺：到 2020 年，中国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50%[2]。这表明我国将发展低碳经济，提倡节能

减排，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是可持续



 
58 体育学刊 第 18 卷 

 

发展的体现。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是我国未

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如广州亚运会对体育场馆进行可

持续性运作，将有的体育馆变成广场、展馆甚至用来

作为举办演唱会的场地，如天河体育中心。在未来，

我国还会举办更多的体育赛事活动，我们应该科学规

划场馆建设，实现体育设施的低碳化。 

另外，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攀比

浪费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休闲时代来临之际要响

应国家号召大力提倡低消耗、环保、可持续的休闲体

育。倡导发展低碳休闲体育可以避免攀比，避免造成

资源浪费。可以说，低碳休闲体育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1.2  低碳休闲是休闲体育发展的自身要求 

马克思[3]曾经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

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历史表明，人类只有学会

与自然和谐相处，爱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才有健康。

因此，休闲体育也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朝低碳

休闲方向发展，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鼓励大众

采用低耗能的休闲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

得精神愉悦与身体健康。 

由于人们闲暇时间增多，休闲方式也越来越丰富，

从休闲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有正面也有负面，主要

体现为“雅闲”、“俗闲”和“恶闲”[4]。同理，在休闲

体育领域中也存在“雅闲”、“俗闲”和“恶闲”之分。

“雅闲”，指精神文化层面的休闲生活方式，体育作为

人类积极维护自身健康的活动，是人类文化的积淀，

体育休闲对于提升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俗闲”，指一

种通俗化的休闲生活方式，能满足大众休闲心理的需

要，主要特点是娱乐性和闲适性，例如散步、打球等

日常体育运动。“恶闲”，指对社会、自然和自己产生

不和谐的休闲生活方式，是一种极不健康、文明、科

学的生活方式，同时是反道德、反文明、反科学的，

具有破坏性和自毁性等特点[4]。这种不健康的休闲方式

带来的后果是使人的精神颓靡、迷失自我。因此，倡

导发展低碳休闲，引导大众崇尚自然和谐的“雅闲体

育”，抵制、淘汰铺张浪费的“恶闲体育”，保持休闲

体育的良性发展，是休闲体育发展的自身要求。 

1.3  低碳休闲是休闲体育发展的个体要求 

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当体内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

时，引起紧张不平衡状态，就必须找到途径释放紧张

力，人才能得到满足和快乐，即精神上的快乐[5]。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多，休闲

体育作为人们健身娱乐提升生活质量的运动方式受到

大众的青睐。低碳休闲体育强调个体回归自然和放松

身心，运动项目的丰富多彩，既能满足老年人养生的

需要，也满足都市年轻人缓解压力的需要。由于低碳

休闲体育大多是在户外进行的，可以使人感受到大自

然环境之美，从而能在心灵上获得安宁和祥和，通过

低碳休闲体育，个体获得 大的快乐。 

 

2  低碳休闲体育发展的现状 

2.1  低碳休闲体育受到国家重视 

党的十六大把全民健身体系建设纳入未来 20 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这说明党和国家对全民

健康的重视，这是休闲体育发展的政策支撑。而刚刚出

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则

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

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

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6]“低碳”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政策层面，低碳休闲体育发展有

了政策依据。除了国家重视以外，地方政府也在发展

规划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优化低碳休闲环境，

如广州市提出“生态广州，山水名城”的城市定位，

以打造“绿色亚运”为契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2.2  低碳休闲体育设施逐步完善 

低碳休闲要回归自然，要有适宜从事体育锻炼的

环境和设施，目前，低碳休闲体育设施建设走在前面

的应属广东。广东省《珠三角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

提出，广东拟在 3 年内建设成 6 条总长约 1 690 km 的

区域观光休闲“绿色道路”，构成珠三角绿道网的主体

框架[7]。广东的绿道网为珠三角众多居民提供更多体育

锻炼的好去处，居民可以通过骑自行车边锻炼身体，

边体验绿道带来的低碳休闲感受，在大自然中获得身

心愉悦。为了鼓励市民低碳出行，加强体育锻炼，广

州市开始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建成遍布各主干道路

的自行车租赁点，方便市民租车，公共自行车除了能

减轻公共交通的压力，也有利于市民随时随地进行低

碳休闲体育运动。广东河源市建城了河源文化广场体

育公园[8]。湖北省荆门市提出“低碳省运会”的理念，

新建的体育设施既能满足大赛的要求，又能满足大众

休闲体育的需要[9]。 

2.3  低碳休闲体育观念被大众所接受 

随着低碳生活理念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民众

开始接受并且喜爱上低碳休闲体育。有经济观察家预

测：21 世纪 7 个 佳的投资方向，其中之一是“休闲

运动将大行其道，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据了解，

2009 年中国户外休闲行业总值近 50 亿，户外休闲市

场以接近 50%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未来 3 年户外

休闲礼品市场将迎来市场增长的黄金期。而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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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加

重视，从而更加热爱自然与亲近自然的户外休闲活动，

低碳休闲体育由此开始盛行。 

 

3  发展低碳休闲体育的路径 

3.1  加强低碳与休闲教育，倡导民众进行低碳休闲体

育活动 

要使低碳休闲体育能被民众所接受，首先需要加

强低碳环保教育和休闲教育。我们要在全社会开展低

碳环保教育，把低碳理念作为一种美德传播到民众心

中，促使低碳理念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同。此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休闲教育。J·曼蒂[10]认为：“闲暇教

育过程的 终结果是帮助人们提高自己闲暇生活的质

量。”休闲教育 基本的是改变人们传统的休闲观，让

人们认识到“闲”在生命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休闲

教育还要教会人们学会休闲，掌握休闲方式，尤其学

会如何在日常的休闲体育中减少能量消耗，保护环境。 

3.2  完善低碳休闲体育环境与设施 

当前，休闲体育消费已成为时尚，但是社会对低

碳休闲体育的关注才刚刚开始，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善

的休闲体育运动场所，设施也相对落后，尤其低碳休

闲所需要的户外自然环境开发保护还不到位。因此，

要大力开展低碳休闲体育需要的低碳节能技术的研

究。发展低碳休闲体育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完善

运动场所和设施。政府还要盘活现有的体育场馆，运

用先进技术减少场馆的耗能，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营

造更好的自然条件让人们可以更舒适地从事休闲体育

活动。另一方面，要实现低碳休闲体育还需要有一定

的技术支持。日益枯竭的能源、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

等问题的解决，都迫切需要低碳技术。因此，国家要

把研究低碳节能技术与休闲体育的发展相结合，进一

步降低体育休闲过程中产生的能耗。此外，鼓励和提

倡社会力量投资、成立民间性休闲体育社团，形成自

觉维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休闲体育风潮。

只有把低碳休闲体育的环境和条件与居民的日常生活

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大众进行低碳体育休闲。 

3.3  丰富低碳休闲体育内容 

体育往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各个地区的文化特

色各不相同，因此，政府应制定长远的体育文化发展

战略，深入挖掘地区体育项目，形成布局合理、设施

完善、品位高雅，能体现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低碳休闲

体育格局。我国传统的休闲体育活动具有丰富多彩的

内容，各个地区还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如北方

的踩高跷、武术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舞龙、舞狮、划龙

舟、太极拳等传统体育项目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

速度赛马、赛走马、民族式摔跤、射箭等少数民族体

育项目也逐渐被大众所喜欢。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一

般不需要消耗能源，都是在户外进行的，既符合中国

人的文化习俗，也符合低碳休闲的时代要求。因此，

政府要大力扶植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丰富低碳休闲体

育的内容。另外，各个地区也要因地制宜，发展与地方

实际情况相符的新型体育健身活动，如广东建设绿道，

湖北三门峡市自然生态景区中的漂流、攀岩、滑水等参

与性和体验性休闲体育项目受到了游客的喜爱。当“生

态体育、健康运动”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各地区的休闲体育产业也将会朝向生态转型，越来越多

的低碳休闲体育项目将会应运而生。 

 

低碳休闲体育是作为一种低消耗的、环保的休闲

体育活动方式，符合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也是休闲体育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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