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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国体育变迁状况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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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等分析“文革”期间我国体育变迁。认为：“文革”期间的竞技体育经历

“消失”、“局部复苏”、“走向低谷”的曲折演进历程；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为其在“文革”期间

的局部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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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革”期间我国竞技体育的变迁过程

1.1　“文革”初期竞技体育几乎消失

1966 年 5 月 16 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

革全面发动。196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畅游长江，

《人民日报》等报刊于 7 月 25 日相继进行宣传。

《人民日报》在 7 月 26 日发表名为《跟着毛主席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永远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反革命复

辟的阴谋一个一个地揭穿和粉碎”，“在文化大革

命中英勇进军”。在“文革”刚刚开始之际我国运

动员在竞技体育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

1966 年 11 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一界亚洲新兴力

量运动会”上我国共取得金牌 113 枚、银牌 59 枚，

其中陈满林、肖明祥分别打破了由其本人保持的

轻量级和次轻量级世界纪录。但是此时“政治挂

帅”成主导一切的力量，《人民日报》1966 年 12

月 2 日第 6 版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记我国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创造近三年来世界最好

成绩》就是典型的写照。荣高棠同志在文革开始

后撰写了《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

定训练的建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同志曾

经同意转发，但是在 1967 年 1 月，江青、林彪等

完全否定了这个报告并开始以此为由对陶铸进行

批判，之后体育行业的训练、竞赛几乎停滞，政

治斗争成为主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

主任的贺龙同志从 1967 年夏天开始遭到林彪和江

青一伙的残酷迫害，最终于 1969 年 6 月被迫致死。

1968 年林彪、江青等炮制了“五一二命令”[1]，

该“命令”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体育事业所取得

的成就，决定对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五一二

命令”的发布使这个月成为“体育系统最黑暗、

最恐怖的日子”。随即一大批体育系统的干部、教

练员、运动员都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叛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头衔被迫害和

批斗，将竞技体育等同于资产阶级锦标主义进行

批判。在这期间国内和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被全部

取消。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姜永宁、

容国团相继于 1968 年含冤离世。体育制度废止、

运动队解散、体育场馆被迫关闭、体育报刊停刊、

体育器材损毁严重。“仅足球项目就有 47 支队伍

被解散，有 1124 名优秀运动员和 115 名教练员离

开了足球场”。此时的竞技体育和整个体育事业几

乎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71 年。

1.2　“文革”中期随着“乒乓外交”的出现曾经出

现局部复苏态势

在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后，中国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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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于 1971 年 3 月 28 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

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比赛期间美国队运动

员科恩在体育馆外面看到一辆车，于是登上汽车

准备去赛场参加比赛，但是一上车却发现是中国

队的汽车。中国队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上前致意并

赠送礼品。两天后科恩向结束比赛的庄则栋赠送

了一件 T 恤作为回礼，这一情景引起了在场许多

记者的关注，有名日本记者当场向科恩提问“科

恩先生，您想去中国吗？”科恩回答道“当然想

去的”，这一爆炸新闻轰动了世界。毛泽东同志经

过慎重考虑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

4 月 10 日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外交

史上的新篇章。次年 4 月 11 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

美国。正是“乒乓外交”使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

得以凸显，这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国内环境下

给竞技体育带来一线转机。1971 年 7 月“文革”

以来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由

周恩来总理主持，此次会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体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使国家体委回归到了国

务院领导序列。

1.3　“文革”后期陡然进入低谷

随着周总理的逝世。“四人帮”打着“批林批

孔”的旗号再次对体育事业进行破坏和干扰，使

体育再次受到冲击和破坏。1976 年初“四人帮”

为了实现打倒邓小平的政治野心在全国掀起了反

击左倾翻案风，这次的政治风波再次波及体育领

域使竞技体育再次滑向低谷。资料记载 1976 年我

国共举行了 4 个项目共 4 次的国内重大比赛，只

派出了 16 个项目 45 个代表队前往友好国家和地

区进行访问和比赛，这与 1974 年和 1975 年相比

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这也标志着在“文革”后期

中国竞技体育再次滑向低谷。

2　“文革”期间我国群众体育的变迁过程

2.1　农村体育与职工体育成为体育活动开展的主体

2.1.1　城市群众体育的变迁状况

“文革”开始后的 1966-1970 年期间，全国

范围内都陷入了“打倒”、“批判”和“派系斗争”

之中，全国陷入一片动乱。所以“文革”之初的

这几年是给我国的各项事业被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给城市带来的震荡也远远超过农村。这一期间的

体育活动几乎消失，“在 1966-1970 年间工矿和企

业取消工间操，城市职工中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完

全消失”。傅砚农先生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

原因在于社会动荡使职工失去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体育组织全部被破坏；体育场馆设施损毁严重”。

正是上述因素使这一时期的群众体育处于完全瘫

痪状态。1971 年以后我国的体育事业开始呈现复

苏迹象（参见一览表），原因有五方面：（1）自

1971 年林彪反革命意图暴露后，周恩来等领导同

志主持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革”过程

中对各个领域造成的破坏，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有

了转机，城市环境开始趋向平稳。特别是在 1973

年初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对“文革”前

的体育工作加以肯定更是鼓舞了广大体育工作者

的热情。（2）林彪覆灭后国家体委重新回归国务

院领导，各级体委也逐步恢复了管理组织职能，

体育场馆重新开放。（3）1971 年的“乒乓外交”

效应也推动群众体育和整个体育事业的复苏。（4）

1974 年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管体育工

作更是给体育工作带来改观。（5）1969 年中苏边

境冲突加剧，出于备战的需要在职工和民兵中展

开的急行军、射击、投弹、长跑、跳高、举重和

拔河等活动也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开展。

2.1.2　农村群众体育的变迁状况

由于农村发展落后村落孤立且分散，与城市

比较农村的社会环境要略显安定。“文革”之前城

市的体育设施、场馆资源与组织条件要远远好于农

村，但是受“文革”的影响使城市的体育资源遭到

严重破坏，体育活动几乎消失。农村相对安定的社

会环境为群众体育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农村

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一度好于城市。

“文革”期间农村体育的兴盛主要是由于：（1）

与城市相比，“文革”期间农村的社会环境相对

稳定。尤其是在当时的农业生产结构下人们需要

付出劳动才能赚取工分，农民不可能脱产闹革命，

这给农村的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2）当时倡导

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为农村体育发展带来契机。“开

展农村体育是衡量全面学大寨和推广小靳庄十条

经验的大是大非问题”[11]。（3）大批的知青下乡

给农村体育活动带来了新生力量，知青对体育活

动的热情和需要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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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4）体育的娱乐功能给当时单调的农村

生活带来了乐趣，也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需求。

（5）体育作为一技之长成为返城和招工的优势。

3　结语

文革中竞技体育的变迁体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1）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为“文

革”中期的竞技体育复苏提供了契机；（2）竞技体

育经历了消失、局部复苏、走向低谷的曲折演进历

程；（3）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为其在“文革”期间

的局部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期间农村体育的

兴盛主要是由于：（1）与城市相比，“文革期间”

农村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2）当时倡导的“农业

学大寨”活动为农村体育发展带来契机；（3）大批

知青下乡给农村体育活动带来了新生力量；（4）体

育的娱乐功能给当时单调的农村生活带来了乐趣，

也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需求；（5）体育作为“一

技之长”成为返城和招工的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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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975 “文革”中期我国主要体育活动情况一览表

时间（年）                           事件内容

1971
1972
1972
1972
1972  
1973
1973
1973
1973
1974
1974
1975
1975
1975

乒乓球、田径、排球、篮球等代表队分别出访了 14 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共有 7 个国家的部分代表队访问中国

10 月《新体育》杂志重新复刊

青少年儿童的业余训练开始恢复

举办了 11 个体育项目的大赛和武术表演大会，并举办了少年田径和游泳分区比赛和全国少年体操比赛

加入和重返国际体育组织，我国有乒乓球、篮球、排球等七个项目 39 支代表队出国访问

《体育报》于 7 月 1 日复刊

第 1 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

我国派出了 11 个项目共 74 个代表队和 3 个代表团外出访问比赛

举行 19 个项目全国性比赛 
我国运动员在第 7 届亚运会上取得 22 枚金牌，在 11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 16 枚金牌

共有 17 个项目 147 个代表队外出访问比赛，举行 19 个项目国内比赛

在北京举办了第 3 届全国运动会

5 月 30 日我国登山运动员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我国派出了 19 个项目 119 个代表队出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