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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体育民族性生发的根源和基点，体育的民族性与体育的政治性之间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是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而政治发展所维护的民族国家利益的事实则

进一步加强了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当代中国政治与体育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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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探讨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这

样一个现实，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指导下体育发展

的民族性。这是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代中国实现自

我变革与发展的理论思向( Directional Idea) 之后，中国社会

文化生活在国家层面的一种主动建构。因此，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动下，民

族国家意识显然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点。本文正

是从这一理论视阈出发，探析当代中国体育与政治的内在

逻辑关系，也借此抛砖引玉，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民族国家意识与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民族性的形成

民族国家意识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近代民族

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产生

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紧密联系，而欧洲各民族国家于 1648 年

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则从法律条约上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其后，随着欧洲

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民族主义开始与殖民主义相联系，
如法国，荷兰和瑞典欧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经济、
军事强盛的结果，又是民族国家身份获得的象征。与此同

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获得了这种民族独立国家

的身份。［1］
当时西欧形成的这类独立民族国家，大多指“主

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同一或国民与民族合体的形

态，因而又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

模式”( acivil model of nation) 或“国民的民族模式”( a people
model of nation) 。这些“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名义肆无忌惮地带着对自

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向世界宣战，用大炮说

话，强迫许多文明古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民

族主义中的扩张主义最初的外在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出现的民族主义内含的进步“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自治

运动”，则是对民族主义中反动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进行

反抗斗争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为人类社会的法理，因

而各国独立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顺

民心。［2］

但是，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社会、历史语境下，其

意义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Benedict Aderson) 看来，民族是“想象”出来的，而厄内斯

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也认为民族是一种“创造”，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并不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普遍

主义的本质，不具有可实证的、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安

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播》一书中

谈到不同的民族以及形成原因: 以殖民地住民为依据的早

期美洲民族主义、以语言为依据的欧洲民族主义、以国家

为中心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反帝为宗旨的亚非民族主义。
这些依据和原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往往与权力密切关联起

来，权力的掌控者可据此建立起一种完整的民族话语及对

其的历史叙事。但无论如何，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

种国家主义，是以围绕国家主权而产生的特殊的精神力量。
这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国家表现得尤为充分和明显。

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于鸦片战争时

期，而民族国家话语则肇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在历史上尽

管中国也多次受到过外族的入侵，但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

之前，所存在的民族意识最多也就是大汉族主义，而不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但是，鸦片战争后所

激起的一种中华民族的群体“救亡”意识则是民族国家意识

所特有的一种品质。如安德森所言: “中国的民族 ( 国家)
主义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那个时候

是一种对旧制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力量。”［3］
无论是统治阶

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维护旧制度，还是创建新国

家，着眼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哪一个单一民族的利益，是这

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意识对近代以来中国的

体育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的军事体

操训练一方面接受西洋的训练方法，另一方面则采用中国

自身的管理方法，而接受西洋军事技术的根本目的则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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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家“自强”，即重新恢复中国在世界的强国地位，而至

于体育对个体人的发展是否重要，则从来未予以探讨。［4］
其

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

激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论述体育的重要性时，无一不是

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的。陈独秀有感于日本靠

军国主义教育而崛起的事实而赋予“兽性主义”体育教育以

重要意义: “兽性之特长谓何? 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
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 曰信仰本能，不依他为活也;
曰顺性乖真，不饰伪自文也。”“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

发展。其 他 或 仅 得 兽 性，而 兽 性 全 失，是 皆 堕 落 衰 弱 之

民。”“余每见吾国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

之雄……以 如 此 心 身 薄 弱 之 国 民，将 何 以 任 重 而 致 远

乎?”［5］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国力

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

象也。”［6］
其所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独秀“兽性主义”

的具体发挥。由于长期背负“东亚病夫”的屈辱包袱，中国

的现代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民族振兴这一根本，
尤其是在大型国际赛事中，通常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

状态作为证明本民族的重要标志。这就使得中国现代体育

与民族性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民

族国家意识更倾向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
二、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与政治之间的逻辑互动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构成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而政治发展所维护的民族国家利益的事实则进一步加强了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
1． 中国体育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复

杂原因造成的。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形成的早期便由于

各自的文化理念差异而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分野。中国古代

哲学观讲“天人合一”，认为宇宙、自然界、人都是由“气”
构成的一体，而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对、天人有别; 中国人

乐长生、重节制、讲中庸，西方人求价值、谋进取、趋极

端; 中国人重直观感受、求整体把握，西方人重知行分析、
细剖层究; 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 中国

人知足常乐、守成务实，西方人冒险创新、放荡不羁。［7］
中

国古代文化是追求静态美的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动

态文化。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

体育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格化”与“人体化”价值

取向的差异，“养生化”与“健身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伦

理化”与“竞技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单一化”与“多元

化”价值取向的差异。由此也彰显了中西体育文化的民族性

特征。
中国体育文化进入近代以后，主要受西方国家的野蛮

入侵及其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扭曲和嬗变，中国的传

统体育观在整个世界体育体系中处于一种附着和边缘的地

位。而这一改变的结果，尤其是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日益

严重的现实，反倒是从正面激起了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

醒。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

义者，都把发展民族体育看作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经过

数代中国人的积淀已经化育为一种情结或心理。因此，无

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学者

往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二分法来对中国和西方的体育

作出评判。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
2．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和政治发展内在地结合在一

起的。在任何国家，民族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无

论是政治还是体育，都必须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服

务，但同时不得损害和侵犯他国和他民族的利益。在这一

点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立场是一

致的。在冷战时期，由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存在，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反映到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体育方面，中国受外交政策

的影响很大，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一边，
抵制或不参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的各种体育赛事活动;
但对民间性的、有利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和平友谊

的体育活动，中国政府则大力给予支持。冷战结束后，体

育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在体育交

流和发展方面，仍然受制于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例如，
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凡是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国

家和地区，中国政府一定会在体育方面有所反应。体育的

这种国家民族意识和政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国家整体利益主导影响的结果。
当然，体育的国家民族意识与政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

问题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几乎历届奥运会的申办都牵涉到政治

性因素。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在强调民族国家意识

的同时，绝不能超越民族主义而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这

在历史上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1936 年柏林奥运会就是在

希特勒纳粹主义阴影笼罩下而举行的一次极端不公正的体

育赛事，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种

姓制度的优劣，借以激起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主义狂热，煽

动全民族的复仇情绪，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舆论准备。
中国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的整体

利益，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借以进行殖民主义的扩张。从

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自古就有和为贵、亲

仁善邻的传统，始终信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

世理念; 从现实来看，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的旗帜，主张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
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体育发展的道路上，中

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3． 民族整体利益是中国体育与政治联结的纽带。当代

中国的体育发展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二者之间不是简单

的统属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彼此促进、辩证统一

的关系。中国的体育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直处在世界体育事业

发展的边缘，几乎得不到世界体育界的承认和尊重。原因

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政局不稳，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

治力量来凝聚民族精神，以至于无法构建自己的体育话语，
这才是导致中国体育发展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因此，新

中国建立后，着重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野和立场出发，
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体育发展格局，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

利益，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体育的一项核心内容。而另一方

面，中国政治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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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合力共筑。在外交领域，体育作为对外交往的一

个重要方面为中国历届政府所重视。在中美建交、中日建

交和中欧诸国的建交过程中，中国就充分利用体育无国界

的这一特点先期展开了体育外交，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打开

了与以上各国的外交通道。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

通过举办奥运会把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形象及其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理念推向世界，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尊重和理

解。当下，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科学发展理

念，逐渐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中国的诸多

文化元素也被世界体育所接受和采纳。这本身就说明，政

治与体育只要结合的得体适当，只要在民族国家的合理范

畴之内，在全球化时代是可以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各国

的尊重和认可的。
三、当代中国政治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稳定、民

主的政权。而推动这一政权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全体人民。受历史上“矮化民族”或“弱等民族”
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捍卫民族尊严，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

共同体，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心理需要，也是中华

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亟需的现实证明。因而，无论是在经

济、政治、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
中国都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

指导这一发展的基本理论思维和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指导下，中国的体育

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主体部分之一受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育的指导思想受制于国民教育的总体指导思

想。体育是构建一个民族基本单元的必要手 段，1999 年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促进素质教育规定》中指出: “健康体

魄是青少年为祖国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

力的体现。”而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指

导思想上当然要与国民教育的整体目标相统一。在 2010 年

初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强调

要以“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但是，我

们绝不能教条地理解“健康第一”，单纯地从身体层面发展

体育———在体育发展实践中，健康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
需要身体、知识、意志等多方面的共同建构。因此，体育

应当对本身在整体教育当中的地位和任务加以明确，在国

民教育的整体指导思想所指示的方向上展开。
第二，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是衡量运动员

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国际性的竞技型体育赛事中往往蕴含

着一定的政治色彩，某种意义上说，体育竞技也成为民族

间竞争的一种表现。因此，运动员对待体育赛事的态度中

也往往贯穿着他的政治觉悟，毕竟运动员参赛时是代表着

国家，以服务国家和本国人民为准则。而“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体育竞赛宗旨，也内在地涵盖了对运动员的政治立

场和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甄别。因而，在甄选运动员的过

程中，参赛国对本国运动员的政治性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

的。在我国，“德才兼备”是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对

运动员的选拔和使用也不例外。没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道

德品质，即使运动员的体育竞技水平再高，一旦代表国家

参赛，也极有可能在国际上辱没国家声誉。
第三，国家和政府行为主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事

业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并不是单一孤立的事件，体育和国家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必然产生交互性，因而

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处于国家和政府的引导之下进行。如

果体育事业尤其是公共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有

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问题，如商业体育和公共体育之间的失

衡、体育产业的失范引起经济生活紊乱、体育商业化之后

因利益驱动而产生的流弊等，对构建和谐社 会 带 来 负 面

影响。
第四，体育是中国政府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新

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曾多次成为中国政府有效使用的外

交途径，从“乒乓外交”到“女排精神”，再到北京奥运会的

成功举办，体育作为一个特殊的交流方式往往能够起到超

出预想的作用。而在政府推动之下，中外的民间人士也可

以以体育为平台进行有效的交流，这对于促进对外交流是

大有裨益的。
第五，走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其自身的

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中国整体都在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上前进的同时，我们国家的一切事业都必然有着鲜明的与

众不同的印记，而走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从其历史

来看也将成为中国在将来必须加以坚持的一条基本准则。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体育事业都和时代紧密联

系在一起，体育需求也紧跟社会的需求，因此，当前体育

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小康社会等

理念相契合，实现体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为构

建和谐社会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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