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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

神于不知不觉之中”。1902 年，当黄遵宪闻

听蔡锷的此番真知灼见后，他大受启发和鼓

舞，当即撰写出《军歌二十四章》诗作。尽管起

初仅获得了“出军歌”中的四章，梁启超就已

经兴奋不已，立即将这些音乐诗歌作品刊发

于当年 11 月刚刚出版的《小说报》第一号（创

刊号）上[3]33。后来，梁启超又为黄遵宪的《幼稚

园上学歌》、《学校歌》等能歌之诗“拍案叫

绝”，称其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期冀

以歌曲来鼓舞国民斗志，改造国民品质。
为了实现个人“教育救国”、“欲改造国

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

件”的思想主张，梁启超积极倡导在学校开

展歌唱等各类形式的声乐训练活动。当年在

日本停留时，梁启超曾与他人共设大同学

校，组织有“大同音乐会”，开设了“乐歌课”。
后来，这种“学堂乐歌”逐渐在国内兴盛起

来，并且迅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

种新形式和新风尚。从政治角度分析，学堂

乐歌这种音乐文化现象充分反映了以梁启

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

诉求和社会改革愿望，而其最主要的客观成

果便是使得大力引进西洋近代音乐的内容

与形式成为当时极度流行的社会时尚。当

然，学堂乐歌对于西方音乐的引进并非直接

来自西洋诸国，而是来自于东洋的日本，一

般表现为对于已经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欧洲

歌曲音调，填充上富于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

唱词的形式。尽管此种音乐教育的形式并非

直接来自于欧美等西洋诸国，但在当时的历

史背景下，此类以歌曲为主的音乐启蒙做

法，却是较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也是

西洋音乐对我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要开

端。这样，在梁启超的积极倡导下，以学堂乐

歌为起始，西洋近代优秀音乐作品以及风

琴、提琴和钢琴等各种艺术形式逐步在中国

的学校当中普及开来，从而掀开了我国音乐

史上新的发展篇章，成为后期中国现代音乐

崛起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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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伴随着群众体育的不断发

展，群众体育的发展历史问题引起了人们越

来越广泛地关注。群众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发展

状况直接影响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成败。
然而，在我国，群众体育并不是一项新鲜事

物，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长期的发

展实践证明，我们要想推动群众体育的发

展，首先要弄清群众体育的发展脉络，在历

史中寻找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新途径。然

而，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历程的研究现状堪

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涉猎较少，这也是

造成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由

此可见，加强群众体育发展历史的研究，有

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以

上的论述，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切入

点，从参与主体身份确立、群众体育特点与

历史反思三个维度，对群众体育发展问题进

行了如下分析与研究，希望以此能为我国群

众体育事业以及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

自身的力量。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参与

主体身份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群众体育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国群众

体育事业的发展，并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些

政策、法规，来促进该项事业的发展。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国民体育。”1949 年

10 月，朱德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

大会上指出：“体育事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

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7 同时，冯文

彬也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指出：“体育要成为全民普及的运动，要从学

校发展工厂和部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

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中去。”[2]8 然后，

1950 年 7 月，冯文彬又在全国体育工作者

暑期学习会上阐述来了体育运动的目的与

发展方向。他指出：“体育运动为了增进国民

的健康，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国防

的巩固。”[3]41952 年 6 月，毛泽东作了这样的

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4]203

这个题词言简意赅、韵味十足，为我国体育

事业发展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54 年 1

月，贺龙在体育工作总结大会上指出：“体育

运动的方针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使

之经常化与普及化。”
从这些纲领、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运动的参与主体就是

人民群众。换句话说，体育就是群众体育。这
里所说的人民群众，既包括国民，又包括人

民，还包括群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

党和政府领导人构建的宏伟蓝图中，体育运

动旨在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民大无畏精

神，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肩负起建设祖国、
保卫祖国和发展祖国的重任。国民、人民与

群众都是集合性概念，这说明，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是一个整体，是

以集体身份出现的。这些参与主体，推动了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新中国赖以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发

展特点分析

1.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称谓辨析。新

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特别强调体育运动

的国民性。党和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

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这是由新

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决定的。新中国

成立初期，国家政权还不够稳定，面临着国

内敌对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随时都可能遭受分

崩离析的危险。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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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民大无畏的精

神，唤起全国人民的认同感，共同应对这种复

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这是改

造国民性与重塑国民形象的客观要求决定

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重振中华民族的雄

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大力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焕发国民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作为新政权

的主人，承担着维护新政权的责任和义务。
体育运动要想发展，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五千年的发

展历程中，人民群众自始至终都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充分

认识到“只有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才会获得

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才会成为群众生活的组

织者”[5]137。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

党必须团结的对象，是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和

发展的基础。因此，新中国体育要想真正地

实现大众化与普及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团

结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真正地将体育运动当

作一项群众运动来抓。
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发

展特点。
（1）群众体育的政治服务性。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作为群众体育参与主体的国民、
人民和群众，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因此，群众体育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服务

性。在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朱

德、周恩来与刘少奇分别为大会作了“增强

职工体质，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服务”、“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这些题词就

是群众体育具有政治服务性的最好例证。
（2）群众体育的自上而下性。从政治权

力结构的角度分析，党和政府在政治权力中

具有上者地位，而国民、人民和群众在政治

权力中只能是下者地位。进一步讲，在当时

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劣根性，人民中的一些阶级还存在

着一定的阶级局限性，而群众在许多方面显

示出其盲从和判断能力低的特点。由此可

见，国民、人民和群众在政治觉悟方面具有

局限性，在革命方面具有不彻底性，必须依

靠党和政府加以规范和约束。只是在人民民

主专政的政权体系中，党和政府“既不是外

在于群众的，不可能是群众的主人，而是与

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6]15。国民、人民和群众

作为群众体育的参与主体，与党和政府的关

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们是人民民主专

政政权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依靠它们、尊
重它们、关心它们；另一方面，它们自身具有

一些局限性，党和政府必须领导它们、规范

它们、约束它们。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群众体育具有自上而下性。
（3）群众体育的整齐划一性。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倡导群众体育运动要各

具特色，根据行业特点来区别发展。然而，在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群众体育有为生产和国

防建设服务的目的，因此，其必然会具有一

定的趋同性。在全国各行业，大都开展田径

运动、篮球运动、排球运动等体育项目。除了

趋同性特征以外，群众体育的活动形式还具

有“一窝蜂”式的一致性特征。这说明，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具有整齐划一性。
（4）群众体育的注重规模效应性。在我

国，国民、人民和群众都是一个规模宏大的

整体，在群众体育实践中，党和政府特别注

重群众体育的这种规模效应。在党和政府的

相关文件、报告、报纸中，我们都能窥见这种

规模效应的踪迹。由此可见，群众体育将参

与人数规模作为衡量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状

况的重要指标。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做法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激发人民群

众参与群众体育的热情，而且有利于衡量各

级政府或各类体育组织的工作绩效状况。当

然，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直接引发

了体育领域的“大跃进”。但是，不管怎么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注重规模效

应的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

的历史反思

1.群众体育发展路线的时代合理性。
（1）肩负维护国家尊严与重塑民族形象

的历史重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发展体育与强国强种就成为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

择。然而，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群众

体育发展面临着艰难的困境。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再加

之人们将发展体育完全寄托在学校体育上，

使得体育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面对这种局

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

伟大力量，使国民、人民和群众成为群众体

育的参与主体，使群众体育踏上一条符合时

代发展的新道路，真正地肩负起维护国家尊

严与重塑民族形象的历史重任。
（2） 体育普及目标的实现。在 1952

年，荣高棠在《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

常化而奋斗》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三

年来体育运动的成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扩大了对国民体育运动的宣传，认识到体

育运动科学价值；二是体育活动范围不断

扩大，向更广大的群众中发展。”1954 年 1

月，贺龙在年终体育工作报告中指出：“三

年时间内，全国铁路职工由 10 万人增加到

52 万人，学校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已

达 80 万人。”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群

众体育的发展迅速，参加群众体育的人数

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体育意识不断增强，

体育普及的目标基本实现，群众体育运动

的成绩令人称赞。
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

的历史反思。纵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

体育的发展，其发展历程为新时期群众体育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概括起来

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

史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群众体育

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任何体育运

动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水平基础

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较低，体育运动普及的条件还不够成

熟。群众体育必须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实现群众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
其二，群众体育发展要关注群众需求，注重差

异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体育的发展过

程中，我们必须切实满足不同行业、不同人群

的体育需求，真正注意到彼此间的差异性，实

现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最后，群众体育发展

要遵循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加速群众体育发

展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我们要想促进群

众体育的发展，首先要弄清群众体育的发展

脉络。具体而言，我们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首先，我们要对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其次，我们要对我国群众体育

的发展特点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最后，我们要

对我国群众体育的历史反思有一个全面的

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我国群众体育

的发展水平，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群众体育事

业以及整个体育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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