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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研究

王荷英，戴志鹏
(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政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中间环节，政策研究既可推动理论创新，又可指导实践发展。研究

表明: 改革开放、1990 年北京亚运会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是近四十年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三个分界

点。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体现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逐步迈进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至 1990 年期

间，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着力点在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赛事，通过“走出去”的策略来逐步树立体育大国的国

际形象;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继续巩固作为体育大国的国际影响力之外，还积极

申办、举办各级各类国际大赛，通过“请进来”的策略来逐步体现作为体育大国的责任和姿态; 2008 年以后，

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以高度文化自觉的姿态来逐步树立体育强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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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ports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

WANG He-ying，DAI Zhi-peng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Abstract: Policy connects theory and practice，which means that research on policy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research carries out 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ports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 began，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1990 Beijing Asia Games，and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are three dividing points
of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ports． The foreign policies in spor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stages，which are related to a series of factors from social surroundings，the
sports field，etc． And these policies produce great positive effects on sports development，and even on the social de-
velopment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eign sports communication; policies; sports; mass sports;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在新中国 60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其中，我国的对外交往在这一时期得

到了空前的发展: 外交主体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部

门参与到了对外交往之中; 外交内容逐步拓展，狭隘

的政治追求和博弈逐渐被多元的目标追求和较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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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1］在这一过程中，体育外交凭借其独有的优

势在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研究旨在对

我国的体育外交活动进行理论的梳理，这必将有益

于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对提升我国在体育外

交中的国际话语权也有着一定的实践价值。

1 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内涵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

是理解命题和推理的基础。［2］要对我国体育外交政策

演进的内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需要对“政策”、
“外交政策”、以及“演进”等概念予以厘清。

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策实际上是

一种方法，即全面考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狭义的

政策是管理部门为了使社会或社会中某一区域向正

确方向发展而提出的法令、措施、计划、方案、规划或

项目等。［3］体育外交政策的内涵是基于政策的狭义

理解，即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是相关管理部门为体

育对外交往事业向正确方向发展而提出的法令、措
施、计划、方案、规划或项目等，这是探讨我国体育外

交政策演进的逻辑起点。
外交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

际事务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

政策的重要手段。［4］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渐频繁和

深入，外交的内涵逐步开始由单纯的国家政府间接

触变扩展到更为广泛参与的“大外交”。体育外交

便是“大外交”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指涉范围

也必然延伸到了整个“大外交”领域，这是探讨我国

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思维视域。
“演进”一词是“演”与“进”的合成。“演”的含

义是“缓慢地行走”; “进”意为“向前，长进，进步”
( 《汉语大辞典》1993) 。“演进”一词可以理解为事

物缓慢地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

演进是指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

特定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进步。时间维度下的体

育外交政策演进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 内容维度

下的体育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外交流形式的逐渐

丰富; 目标维度下的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为从单

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的发展。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可以把目标和内容

的视角融入到时间视角之中。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

阶段划分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历

程来说，改革开放、1990 年北京亚运会和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是三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里程碑。
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决定

了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5］1990
年北京亚运会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大

赛。基于“6·4风波”的特殊背景，这一届亚运会的

举办消除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误解，增进了亚洲邻

邦对我国的了解，促进了我国与亚洲各国的体育交

流，为我国的体育外交逐步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被誉为是一届“无与伦比”
的奥运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等诸多领域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我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6］

体育外交政策作为一种观念性事物，需要在

体育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因此，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分析也

就来自于对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往活动的梳

理，这些体育对外交往活动既包括举办国际体育

赛事的国家政府行为，也包括参加各级各类国际

赛事的体育组织行为和各种体育文化交流的体育

社团行为。
2. 1 突出竞技体育交流、积极走向世界的体育外交

政策阶段( 1978-1990 年)

自改革开放到北京亚运会之前，国际政治环

境依然复杂，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尚处在逐步复

苏阶段，体育事业的发展仍保留了改革开放以前

“政治战略重心”［7］的历史惯性。在这一历史阶

段，我国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针对体育事业发展

先后作出了相关部署。如“体育等各项事业，都要

适应形势的需要和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统

筹安排，有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1979 年) ; “教 育、科

学、文 化、卫 生、体 育 等 事 业 费 用 的 支 出 增 长

5. 9%”( 1981 年) ;“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

平”( 1982 年) ; “努 力 提 高 体 育 运 动 的 水 平”
( 1983 年) ;“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要在

改革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1988 年) ; “全国都要

关心和支持亚运会，努力使本届亚运会达到先进

水平。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要发扬团结拚搏精神，

刻苦训练，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1990
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可以归纳

为“突出竞技体育交流、稳步走向世界”。
2. 1. 1 “立足亚洲”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

的起点

积极加入亚洲体育组织、争取我国在亚洲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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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地位是这一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1973 年 11 月 16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亚洲运动

联合会的合法权利得到了承认。截至 1984 年，我国

已经加入了 28 个亚洲体育组织，并在 20 个亚洲体

育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 积极参加亚洲运动会 ( 包

括冬季亚运会) ，逐步确立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体

坛的地位是这一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任

务。从 1979 年新德里亚运会到 1990 年北京亚运

会，我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体坛的“新霸

主”。在 1986 年和 1990 年的两届亚洲冬季运动上，

我国也 逐 步 确 立 了 我 国 冬 季 项 目 在 亚 洲 的 强 国

地位。
2. 1. 2 “走向世界”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

的目标

在我国这一时期的体育外交政策中，主要通过

四个方面得到贯彻“走向世界”的目标。
首先，积极争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

1979 年 11 月 26 日，“名古屋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为我国重

返国际体坛扫除了障碍; 截至 1984 年，我国已经加

入了 52 个国际体育组织，并在 15 个国际体育组织

中担任着领导职务。另外，何振梁在 1981 年当选为

国际奥委会委员，1985 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

1989 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第一位当选

此职位的亚洲人，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日渐

提升。
其次，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体育逐渐充当了国际政治博弈的载

体，竞技运动逐渐成为了国家综合国力较量的舞台，

竞技比赛俨然成为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奥运会的

影响力与日俱增。竞技体育在我国这一历史阶段的

体育对外交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 ) 女排

的“五连冠”不仅鼓舞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 ( 2) 参

加夏季奥运会是我国全面走向世界体坛的标志。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 ( 3) 积极参加冬季奥运会是我国全面参与

竞技体育交流的重要表征。自 1980 年开始，我连续

参加了三届冬奥会，虽未实现奖牌“零的突破”，但

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仍具有积极意义;

( 4) 积极参加残奥会是我国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表

现。1984 年，我国首次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

七届残奥会。1988 年，我再次派出了残奥代表团参

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八届残奥会。这在很大程度上

拓展了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领域，让世界对我国的

体育事业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我国树立了

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三，逐步开始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在奥

林匹克运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科学研究逐步

得到了重视。在这一时期，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

也开始成为我国体育对外交往中的一个内容。( 1 )

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是我国进行国际体育科学研

究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自 1988 年开始，我国一直

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在这个平台上与全球

体育科学工作者汇报成果、交流信息、探索未来提供

了平台; ( 2 ) 参加或举办国际性体育学术会议是我

国进行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的另一个重要举措。
1986 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运动医学学

术会议”。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充实了我国体育

外交活动的内容，丰富了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

“走向世界”中的内涵。
最后，继续向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

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东南亚、非洲一些发展中

国家继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体育援助。
按照“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究实效、共同发展、量
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指导思想，我国帮助这些国家

援建了“楼、堂、馆、所”等项目。［8］这类体育援助虽

是处于政治外交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与

这些国家的体育交流。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竞技体育

交流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核心内容; 通过竞技体

育平台来展示国家形象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重要

目标; 逐步走向世界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重要战

略。在这一体育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竞技体

育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树立了体育大国的地位; 加

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往，树立了良好的国家

形象。
2. 2 承担国际体育义务、积极融入世界的体育外交

政策阶段( 1991-2008 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众多

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的逐趋消退和商业

化的运作让奥运会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职业

化趋势让体育发展的政治战略逐渐让位于经济战

略。从国内情况来看，在经历了 1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了有重要

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逐步在国际体系中心地带占

有一席之地; ［9］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体育外

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

政府针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如“中

国政府支持北京市申办 2000 年奥运会”( 1992 年) ，

“奥运争光计划”( 1995 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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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承担国际体育义务、积

极融入世界”。
2. 2. 1 “承担国际体育义务”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

外交政策的亮点

首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各种国际体育组织

中担任重要职务，我国的国际体育话语权日渐提升。
1993 年，吕圣荣当选为国际羽毛 球 联 合 会 主 席，

1996 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2008 年，于再清当

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另外，于再清、霍震霆等体

育界人士先后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邓亚萍、吴
侔天、高殿民、魏纪中、屠铭德等人在国际奥委会担

任相关职务。目前，我国共有 300 多人在世界和亚

洲体育组织任职，在众多国际体育组织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其次，举办各级各类国际体育赛事，积极推动世

界体育运动的发展。1991 年和 2007 年，我国先后

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五届女足世界杯比赛，为世界女

子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1 年，北京

奥申委递交了承办 2000 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尽管

这次申办没有成功，但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在推动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积极姿态，获得了世界

人民的认可和赞许; 1999 年，北京奥申委再次递交

了承办 2008 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并在 2001 年 7 月

成功获得了举办权，对奥林匹克文化在在中国的推

广与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积极举办各级各类国

际体育赛事，既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的责

任担当，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体

育大国形象。
第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元形式的体育

援助。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的对外体育援助在援

助形式上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提供体育器材、援建体

育场馆、派遣援外教练等单一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包

括体育专家、裁判员、医生、竞赛组织管理人员、体育

科研信息等多元交流; 在交流方式上也从过去的单

向流动改变为双向流动。［10］这种多元化的体育援助

不再拘囿于单一的“政治战略”，更好地树立了我国

的国际形象，增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
2. 2. 2 “积极融入世界”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

政策的核心

继续发挥我国竞技体育的影响力是这一时期我

国体育对外交流政策的核心举措。首先，我国继续

保持在亚洲体坛的“霸主地位”。在亚运会上，我国

不仅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而且逐渐拉开了与

日、韩等传统亚洲体育强国的差距，体现出了明显的

竞技优势。在冬季亚运会上，我国也保持了强劲的

竞争实力; 其次，逐步建立并巩固我国在世界体坛的

大国地位。在夏季奥运会上，我国在 1992-2008 年

的连续五届夏季奥运会上从第四名逐步登顶世界体

坛之巅，表现出了“稳定、强劲”的发展态势。在冬

季奥运会上，我国在 1992-2006 年的连续五届冬季

奥运会上实现了“三级跳”的发展。在 1992 年冬奥

会上，我国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在 2002 年冬

奥会上，我国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最后，我国在

一些影响力较大的体育项目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或长足的进步。中国女排也延续着队伍的辉煌; 中

国男子足球队在 2002 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

比赛，实现了中国人的“世界杯梦”; 中国男子篮球

队连续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奥运会上进入八强; 中

国女子 篮 球 队 在 1992 年 奥 运 会 上 获 得 亚 军，在

2008 年奥运会上进入前四强。在竞技体育空前强

势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竞争优势

为体育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力支撑。
“走出去、请进来”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

流的突破性举措。首先，“海外兵团”是我国这一时

期在对外体育交流中的一大特色。“海外兵团”从

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

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 ［11］其次，足球和

篮球等项目的职业化进程是我国这一时期在对外体

育交流中的另一个特色。体育职业化为体育国际交

流提供了催生性土壤，推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体

育交流。始于 1994 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 1995
年的 CBA 联赛先后吸收了众多国际知名球星，这种

“请进来”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我国职业体育的水平，

也扩大了我国职业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

我国也有一些球员加入到其他国家高水平的职业联

盟，如足球运动员孙继海、范志毅、马明宇、杨晨、黎
兵、李金羽、邵佳一、孙祥、蒿俊闵等球员先后效力于

欧洲顶级职业足球联赛; 篮球运动员单涛、巴特尔、
王治郅、姚明、孙悦、易建联等先后在 NBA 效力。通

过“走出去”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我国运动员的竞技

能力，也加深了世界对我国体育事业的了解。
全面加强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是这一时期我

国体育对外交流的拓展性举措。首先，我国举办了

一系列的体育学术会议。1993 年，我国举办了“北

京国际运动医学学术会议”。1992 年，我国举办了

“东亚体育研讨会”。1993 年，我国举办了中韩学校

体育学术会议。2007 年 10 月，我国在上海举办了

上海国际运动医学研讨会。2008 年 7 月，我国在广

州举办了国际运动生物力学研讨会; 其次，我国向世

界推广了我国的传统健身功法。2003 年，国家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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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组织编创了五禽戏、八段锦、
六字诀和易筋经等 4 套健身功法，并向世界进行了

广泛宣传。把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

不仅丰富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内容，而且提升了我国

体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内容上

逐趋丰富，社会体育、体育文化与竞技体育一起构成

了对外交流活动的内容体系; 在战略上逐趋多元，经

济战略、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一起构成了我国体育

外交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育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我国逐步建立并巩固了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的地位，

国际影响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2. 3 彰显体育文化自信、积极影响世界的体育外交

政策阶段( 2009 年至今)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站在了一

个更高的起点。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总书记

在接见我国奥运代表团和残奥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

了“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体育发展目标，我国的体

育事业发展开始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12］体

育对外交往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

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体育外事工作应坚持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和

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 科学谋划和继续扩大国际体

育交流与合作; 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

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

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 继续巩固和

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

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

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

新格局”。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可以

归纳为“彰显体育文化自信、积极影响世界”。
2. 3. 1 以更趋强劲的实力参与竞技体育竞争

在 2010 年的广州亚运会上，我国获得了 199 枚

金牌、119 枚银牌、98 枚铜牌的战绩，在亚洲体坛确立

了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

上，我国运动健儿获得了 5 枚金牌，2 枚银牌和 4 枚铜

牌，在金牌榜上跃居第七，开启了我国冬季项目发展

的新篇章; 在 2011 年的深圳大运会上，我国大学生体

育代表团共获得了 75 枚金牌、39 枚银牌和 31 枚铜

牌，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列第一位，向世界展示了我国

学校体育的强劲实力; 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我国

获得了 38 枚金牌、27 枚银牌和 23 枚铜牌，取得了在

本土以外参加奥运会取得的最佳战绩。尤其是叶诗

文、孙杨等年轻运动员的惊人表现在世界体坛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在 2012 年伦敦残奥会上，我国体育代表

团获得了 95 枚金牌、71 枚银牌和 65 枚铜牌，再一次

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位列第一。
在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外交政策在竞技体育

发展层次上已经全面着眼于世界体坛; 在竞技体育

范围上已经延伸到各类竞技比赛领域; 在竞技体育

群体上分布在了各类竞技群体。强劲的竞技实力让

我国在对外体育交往中有了更多的自信，更广泛的

影响。
2. 3. 2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承担国际体育义务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是我国在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后举办的又一体育盛事。广州亚运会向世界全面

展示了中国文明开放、发展进步等良好形象。［13］广

州亚运会的举办体现了我国在承担着国际体育义务

中多了一份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提升了我国在国

际体坛的影响力; 成功获得 2015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举办权也是我国在承担国际体育义务中彰显自信的

一个具体表现。田径运动被誉为“运动之母”，在竞

技体育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举办世界田径

锦标赛，不仅将推动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也将拓展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平台。
2. 3. 3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体育文化交流

2011 年，我国举办了第 14 届世界群众体育大

会。通过举办这次群众体育大会，实现了“利用世

界体育大会平台，加强与世界体育的交流”的重要

目标，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在世

界群众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担当; ［14］2012 年，

我国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科学大会。
在这次体育科学大会上，我国是论文录稿最多的体

育代表团，也是参会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体现了

我国在推进世界体育科学发展的积极、自信的态度，

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3 结论
( 1) 从时间上看，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

在三个历史阶段的逐级推进。
( 2) 从目标上看，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

现在从体育大国逐步向体育强国的迈进。
( 3) 从内容上看，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

在从单一的竞技体育向全面体育事业拓展。
( 下转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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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育发展进行支持和推动。
人文奥运是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党和政府倡

导的理念核心，它表明了国家层面体育发展理念方

向的倡导和对社会健康体育观念的引导。人文奥运

本质上包含了生命道德精神的内涵，即倡导以人为

本，歌颂人、尊重人、发展人，体现了对人生命体本身

的关心和对人生命价值追求的需要。近些年，国家

相关体育的各级行政主管与职能部门也制定、发布

和贯彻了有关竞技运动员权利保护的规章、制度、规
定、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国家体育总

局关于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意见》、《优秀运动员伤

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对运动员的生命权利和

生命权益的维护提供了政策保障。此外，针对退役

运动员开展专门的、免费的技能培训、职业教育，针

对伤残运动员建立工伤专项资金、投注中华全国体

育基金会运作的伤残互助保险等。目前已逐步建立

起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政策体系框架，运动员权益保

障工作也逐步走上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所以，可以说党和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客观为生命道

德体育精神在我国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和重要保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消极影响

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在当今体育全球化背景之下，在

中国竞技体育领域建构生命道德精神是十分必要

的。无论是从文化积淀、社会意识角度，还是从国家

政策层面看，竞技体育生命道德精神的建构都具有

现实可行性。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道德精

神，它既能消解和缓解全球化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非

良性冲击，也能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注入勃勃生机

与活力，推动中国竞技体育以更健康、更文明、更符

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不断前进，走向未来，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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