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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历史审视

张爱红
（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北京　10008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人民”和“群众”的特定

历史含义，以及由这些参与主体的特性所决定的该时期群众体育的时代特色。主要结论：新中国

成立初期群众体育的发展路线是当时国内外环境影响的历史必然，有着时代的合理性；但其过分

强调政治、强化整体效果，而忽视群众个体需要的做法，也可为我国现代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历

史反思。

关键词：群众体育；体育史；新中国

作者简介：张爱红（1973-），女，山东高唐人。讲师，博士在读，主要从事体育史研究。

Tel：13661002310，E-mail： zhangah_2009@yahoo.com.cn。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

确立

1949 年 9 月 30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48 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

1949 年 10 月 26-27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

德向大会致辞，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

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

务”[1]。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 年改名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大会作

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报告，提出

“体育应当为人民服务，要使少数人的运动成为国

民的普及的运动，使之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到部队，

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

中去”[2]。 

1950 年 7 月 20 日的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

会上，冯文彬作了《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

题》的报告，辩证地阐述了新中国开展体育运动

的目的与方向。报告进一步明确“我们体育运动

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国民的健康，为了发展新中

国的建设和巩固新中国的国防”[3]。 

1952 年 6 月 10 日，为迎接将于 6 月 20 日召

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作了“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

1954 年 1 月 16 日，中央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在

对 1953 年的体育工作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当

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应当是：结合实际情况开

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

化。[4]”

由此看出，在当时中央领导人最初的体育建

设构想中，体育就是群众体育，是“国民”、“人

民”、“群众”参与的身体运动，使 “我们的人民个

个都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具有大无畏精神，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祖

国和捍卫祖国的任务”。 “国民”、“人民”、“群众”

这些称谓体现了在当时群众体育的建设中，参与

主体是以集体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是一个整体，

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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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群众体育的特点

2.1　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称谓的辨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强调体

育的国民性，一方面是由当时中国人民共和国所

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人民民主政权初建，必须

唤起全国人民的认同感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共同对抗反对、敌视、包围、封锁新中国的帝国

主义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改造国民性，重塑我国

人民形象的需要。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愚弄，贫病交加，身体

羸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为了实现民族振兴，

不但要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还要提高人民

体质、焕发人民精神。

人们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推翻了旧政权，必然

受旧政权既得利益者的仇视。人民是新政权的主

人，打倒反动的阶级敌人，维护新政权是人民的

权利和义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语境中，

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神圣的政治权

力。新中国的体育也必须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群众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

认识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

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

热烈的拥护我们”[5]。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眼中，

群众是团结的对象，群众的规模可以扩大人民民

主专政的基础。由此，新中国体育要想真正实现

“普及化”，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把体育当

作一项群众运动来抓。

2.2　与参与主体身份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

体育的特点

2.2.1　政治服务性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参与主

体“国民”、“人民”和“群众”都蕴含着丰富的

政治文化内涵，以他们为主体的群众体育也有着

明显的政治服务性，这一点在中央领导人为“第

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题词中被充分体

现。刘少奇的题词是 “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开展职

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朱德的题

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

务”。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群众

体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和国防的安全与建设。

2.2.2　自上而下性

从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无论是“国民”，

还是“人民”和“群众”，都处于下者的地位，而

党和政府则处于上者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语境

下，“国民”在某些方面具有劣根性；“人民”中

除了起着先锋队作用的工人阶级外，还有具有某

些阶级局限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群众”既有革命性，同时又有判断

能力低下和盲从的特征，所以“国民”、 “人民”和

“群众”都具有政治觉悟的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

性，他们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改造、发动和规

范。只不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党和政府“不

是群众的主人，也不是外在于群众，与之对立的，

而是与群众一体的，代表着他们的利益”[6]。作为

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的“国民”、 “人民”和“群

众”，一方面是新政权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体，党

和政府要尊重、关心、依赖他们；另一方面，他

们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需要党的领导、改造、发动

和规范，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也需要在党的号召

下，由政府来策划、发动和规范。

2.2.3　整齐划一性

虽然国家强调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开展体育

运动，但是因为有“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

总目标，活动项目具有趋同性的特征，全国各行

业大都开展田径活动，建立足球队、篮球队、排

球队和进行投掷手榴弹的练习。

除 了 活 动 项 目 的 趋 同 性， 在 参 加 体 育 活 动

的形式上，也有着“一窝蜂”式的一致性。比如

1951 年 11 月 24 日，体总筹委会、教育部、全国

总工会等 9 个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行广播体

操运动的联合通知》出台后，全国各地，无论农

村、城市，还是学校、机关，立即掀起了工间、

课间、田间做广播体操的热潮；毛主席畅游长江

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大闹江河湖海的游泳运动。

2.2.4　注重规模效应

 “国民”、 “人民”和“群众”都是具有宏大

规模性的群体，在群众体育活动中，党和政府非

常重视这种规模效应，这种倾向从当时中央领导

人的工作报告和报纸、杂志热血沸腾的报导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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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斑，如 1954 年 1 月 16 日贺龙的《1953 年体

育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

了比较广泛的开展……旅大金州纺织厂 7 千多职

工，有 5 千多人坚持广播体操，50 多个男女排球

队、足球队” [7] 的论述，以及有关 “吉林延边朝鲜

州 1954 年参加全州农村基层运动会的运动员多达

27178 人，约占全州青年的三分之一 [8]”的报道，

都把参与人数作为群众体育开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此类数字一方面掀起了广大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

热情，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各类体育组织把数字

当政绩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颁布《劳卫制》

后，达标人数成为衡量群众体育运动开展情况的

指标。这种单纯追求数量、追求轰轰烈烈的规模

效应的做法最终演变成体育领域的“大跃进”。

3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历史反思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路线的时代

合理性

3.1.1  肩负重塑民族形象、维护国家尊严的历史重任

为了民族的振兴，发展体育、强国强种成为

近代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动力。然

而，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凋敝的经济和落后的文

化观念，加之当时的仁人志士们把发展体育的希

望过多地寄托在学校体育的孤军奋战上，拯救中

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只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并充分挖掘了“国民”、

“群众”和“人民”的力量，使体育成为工农大众

的权利，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国民”、“群众”

和“人民”成为体育的参与主体，使中国体育走

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真正肩负起重塑民族形

象，维护国家尊严的历史重任，完成了民主革命

志士们未竟的事业。

3.1.2　实现了体育普及的目标

1952 年，荣高棠在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

大会上所作的《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

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新中国成立三年来体育运动

的成绩提到“（一）扩大了对国民体育运动的宣

传……体育运动的参加者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

初步认识了体育运动对锻炼体魄的科学价值，对

加强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重大意义……（二）体育

活动突破了比较狭小的范围，开始向更广大的群

众中发展”[9]1954 年 1 月 16 日，中央体委主任贺

龙在 1953 年体育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全国铁路职

工中，1950 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 10 万人……

1953 年就增加到 52 万人，学校学生现在参加体育

活动的已较过去更为普遍。体育锻炼标准已在全

国较广泛地推行，参加这一锻炼的，据不完全统

计，全国已达 80 万人。[10]”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 4 年间，我国人

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激增，锻炼意识加强，在

群众体育的“普及”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

目的成就。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教训

3.2.1　群众体育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体育运动，尤其是群众体育运动，必须以一

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这是不容违背的历史

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

基础薄弱，尚不具备使体育运动普及的条件。国

家体委不顾客观条件，不考虑群众的营养状况和

劳动强度，在全国范围内把群众体育当作政治运

动来抓，树“红旗”，学、赶、超。在一路攀升的

《劳卫制》达标人数的刺激下，体育浮夸风开始蔓

延，从而影响了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这也是当

时我国群众体育没有实现“经常化”目标的重要

原因。

体育运动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的自然需求。脱离经济基础的群众体育虽然能在

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内达到普及的效果，但却不

能实现“普及化”的目标。

3.2.2　注重差异性，关注群众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体育建设中，过多注重

了作为参与主体的“国民”、 “人民”和“群众”政

治上的整体性，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个体

差异性。只有满足各地域、各行业、各种人群的不

同体育需求，群众体育才能真正蓬勃发展。

3.2.3　群众体育应遵循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

群众体育，是以群众为参与主体的体育，是为

增强群众体质、丰富群众生活而服务的，群众是手

段，也是目的。对体育项目、数量、形式的需求都

应该来自群众，只有那些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体

育项目、活动形式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喜爱，在群

众才有生命力，才能有持久性和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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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应该服务于群众，随着我国国力的

强大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群体的多元化，

群众体育单纯“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 的目标和

自上而下的领导型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4　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体改革的推动

下，体育运动已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内在需求，

从而在一些社区兴起了一些自发的群众体育组织，

这些由民间体育精英发起的、群众自我规范、自

我治理的非政府体育组织代表了新时代群众体育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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