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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外交的回眸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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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切换。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

期( 1980-1984 年) ，中国体育外交表现出抵制和融入相结合的特点。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 ( 1985-1989
年) ，中国体育外交呈现出主动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体育外交，有效协同了国家大局的需

要，成为体育配合政治的一大贡献。在未来发展中，该主动行使体育外交在限制霸权蔓延中的功能，应积极推动

体育外交去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来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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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1980s: Retrospection and 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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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80s，war and revolution began to be replaced by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t
the end of the war and revolution period( 1980-1984) ，sports diplomacy in China was characterized by resistance and par-
ticipation． Taking the initiative and cooperation were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pe-
riod( 1985-1989) ． 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be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met the overall needs of the nation ef-
fectively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sports serving politic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the initiative should be taken to ac-
tively use sports diplomacy in limiting the spread of hegemony，to push for it to join in multilateral exchange，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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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有所降

温，国际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国际关系出现缓和

的发展趋势。中国领导人敏锐的抓住有利时机，将国

家发展的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适时提出了改革开

放的重大决策。“改革”象征着改变国内经济面貌的

决心，“开放”意味着与世界互通合作的勇气。世界的

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世界，我们的体育已

经在世界体育之外游走了太久时间。正如萨马兰奇所

说:“如果占世界人口总数 23% 的中国被排斥在外，奥

运会还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奥运会吗?”［1］20 世纪 80 年

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时代，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

主题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转变的关键时候，还是国

际冷战格局瓦解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关系里，在世界体系大变革基础上，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发展中，在“独立自主、不结盟”对外政策指引下，体

育外交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丰富多彩之路。当

下，国家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与发展，体

育外交以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自然成为配合国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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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局的重要环节。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外交具

有特殊的历史特点，对其深入挖掘及全面剖析，旨在为

新时期国家对外战略的落实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独立自主、不结盟”对外政策的确立

20 世纪 80 年代，冷战格局出现均衡对峙。美苏互

有攻守、各有得失，既有对抗也有对话。随着欧洲、日

本、中国等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格局表现出群

雄崛起的发展态势。战争的威胁逐步减小，和平的力

量不断扩大，向往和平、追求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

心声，重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

的迫切愿望。
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外

部环境影响。在国际经济格局与军事力量对比呈现均

势状态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转折

性决定:“将国家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制定改革

开放的重大决策。”［2］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全面开放，意

味着国家对外政策要与国内经济建设相结合。因此，

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具有“准结盟”性质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 来 确 立 的“一 条 线、一 大 片”对 外 政 策［3］。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

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

独立自主权利。”［4］这为中国对外政策指明了发展方

向，阐明了基本原则，确立了政治立场。1984 年 5 月，

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而清晰的提

出:“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中国不打美国牌，不打苏联牌，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一心一意搞现

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4］由此，贯穿 20 世纪 80 年代对外政策的一条

主线———“独立自主、不结盟”逐步确立。
2 “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期的中国体育外交
( 1980-1984 年)
2. 1 抵制霸权主义: 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全球战

略下，加快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步伐。苏联妄图

以阿富汗为基地，来打通陆上通道南下印度洋，以威胁

中东产油区并迂回包围欧洲，进而与其太平洋战略互

应，最终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因此，苏联从 1973 年

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以实现

其控制中亚枢纽的战略企图。在背后干预、间接插手

阿富汗失败后，苏联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晚采取突然

袭击，空投大量特种部队迅速控制了首都喀布尔。随

后，8 万多苏联现代化部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阿富汗的

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武装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

霸权主义扩张达到了顶点［5］。
古奥运会的《神圣休战条约》规定，如战争发生在

奥运会举行期间，交战双方必须宣布停战［6］。由此，奥

运会奠定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基础，对促进世界各民

族间的团结与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苏军入侵使阿富

汗遭到了极大破坏，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受

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第 22 届奥运会原定于 1980
年 7 月 19 日在莫斯科举办，苏联在承办代表和平与友

谊的奥运会时，竟公然违背奥林匹克宗旨，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愤怒。1980 年 1 月，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

进行讨论，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

富汗》的决议，呼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7］。
1979 年 11 月 26 日，中国奥委会重返国际奥林匹

克大家庭［8］。正当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积极备战

第 22 届奥运会时，发生了奥运会主办国对另一主权国

家的武装侵略，严重违背了“通过体育运动，以促进相

互了解和友谊的精神教育青年，以有助于建立一个更

加美好与和平的世界”的奥林匹克宗旨［9］。有鉴于此，

中国奥委会于 1980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全体会

议，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的崇

高宗旨，在 5 月 24 日以前不从阿富汗撤出其全部武装

部队，中国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 22 届

奥运会。”［10］同时，在苏联以外举行的各项奥林匹克预

选赛，中国仍坚持派运动员参加，并一如既往地加强同

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做出了应有

贡献。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是从不同侧面对苏联

霸权主义的一种沉重打击。
2. 2 重返奥运舞台: 积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1982 年发生的“胡娜事件”，引起了中美间一场小

规模的外交风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迫停止了中美

1983 年双边体育外交。在距离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

开幕不到 3 个月，苏联突然宣布采取抵制，随后就有 15
个国家跟进，让美国处于艰难境地［11］。如何保证中国

代表团能安全、顺利地参加奥运会，成为美国奥委会急

需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坚定

地表明了立场，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电告美国奥委

会，坚决拥护体育非政治化的理念，一定要重返奥运舞

台。中国代表团的加入，让奥运大家庭充满了和谐与

快乐，推动了比赛竞争的激烈与精彩，成为第 23 届洛

杉矶奥运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此届赛会是阔别 32 年后重返奥运舞台的首次亮

相，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回归意义。在开幕式上，当中国

代表团精神抖擞的步入会场时，雷鸣般的掌声不绝于

耳，光临现场的全体观众起立欢呼，向正在崛起的东方

巨人献上了热情的祝福。中国奥委会委员何振梁激动

地说:“52 年前在这个城市，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员参加

洛杉矶奥运会，历史竟然会有这么奇妙的巧合，半个世

纪后，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座体育场，我们的队伍已经

壮大成了一支 353 人的大军。”［12］

许海峰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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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精神让全世界华人华侨找到了归属，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授奖仪式上升起，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洛杉矶

市回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精神风貌得以展现。
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改变了中国在西

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的了

解，引来了国际媒体的一片盛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

位，让炎黄子孙对祖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

同感。一次华丽的转身意味着多年的积淀、象征了蓄

势的爆发、体现出内涵的彰显，通过体育外交使全国人

民万众一心，让中国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大踏步的迈

向四化建设，走向美好的明天。1986 年 4 月 28 日下

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带着奥林匹克杯和勋章

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做

出杰出贡献的领导和知名人士颁奖［13］。
3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的中国体育外交
( 1985-1989 年)
3. 1 参与南北合作: 主动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体育

交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将精力集

中在国际问题与世界形势的理论研究中。在国际实力

的比较与变化，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趋势，科学技术的走

向与创新基础上，他深刻剖析了产生的新问题与新矛

盾，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1985
年，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

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

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

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4］邓小平敏锐把

握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抓住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

矛盾，将高度凝练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准确的

告诉全党。1987 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14］和平与发展是时

代主题的论断，反映了国际大局的根本变化和主要特

点，为我国“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理

论依据。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世

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各国共同

发展则是推动世界和平的动力与源泉。和平与发展的

主要问题是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有利的国

际环境，积极参与南北合作，加快了自身经济和社会

发展。
在南北合作框架内，在体育外交实践中，中国主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体育团队出访、体育科研交流、民间

体育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在体育团

队出访中: 1986 年 7 月 18 日 － 8 月 4 日，中国女子足

球队首次走出国门，前往意大利进行访问，先后参加了

耶塞罗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和托尔托纳杯国际女子足

球赛。1987 年 7 月 20 日 － 8 月 4 日，以李梦华为团长

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西班牙，两国签订了体育交流

合作协议。在体育科研交流里: 1987 年 8 月 22 日 － 26
日，“当代体育教师和教练员”世界大会在联邦德国海

德堡大学举行，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派代表参会，并做

了专题报告。1988 年 3 月 18 日 － 4 月 2 日，中国体育

科学考察团前往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体育研发中心

参观学习，双方签订长期科研交流协议。在民间体育

合作上: 1985 年 3 月 1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

国首届保龄球邀请赛，在比赛中使用的 4 条自动化保

龄球道，是由日本民间提供全套设备修建完成的。中

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出席开

幕式，并在交接仪式上剪裁。1989 年 6 月 20 日 － 29
日，中国登山队赴美国西雅图，参加中、美、苏三国联合

训练，签订三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决议书。
3. 2 推动南南合作: 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体育

援助

发展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核心，根源

在于长期以来不公正与非均衡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

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导致了贫

富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相对来说，北方国家发达富

裕，南方国家贫困落后。如不解决南北方的不平等关

系，若不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经济就难

以形成良性的发展。所以，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

家的问题，更是整个世界的难题。
发展中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

依靠南北合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国家

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南南合作创造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可相互促进，

会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为了加快推动国际经济的均衡

发展，中国从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考虑，逐

渐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积极推动南北差距

的缩小，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在体育外交实践中，中国不断

增加对第三世界的体育援助，在援赠体育器材装备、援
建体育场馆设施、援派体育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了无

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援赠体育器材装备方面: 1985 年

7 月 4 日，国家体委通过布基纳法索驻华使馆，向其无

偿赠送了一大批体育装备。1987 年 3 月 18 日，中国驻

肯尼亚大使薛谋洪，在内罗毕代表中国向肯尼亚政府

无偿赠送了价值约 120 万美元的体育器材［15］。1989
年 7 月 29 日，国家体委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将一批

乒乓球器材和装备无偿赠予扎伊尔乒乓球协会［16］。
在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方面: 1985 年 11 月 9 日，国务院

副总理田纪云在肯尼亚访问期间，视察了中国援建的

肯尼亚国家体育综合设施工地，并赞扬这项工程是中

肯两国友谊的体现与合作的结晶。在援派体育技术专

家方面: 中国采取体育专家出国讲学与体育教练出国

任教的形式，进行短期与长期相配合的体育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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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3 月 11 日 － 25 日，中国排球教练员李耀先赴

民主德国讲学。1987 年 11 月 16 日 － 12 月 7 日，国家

体委派出两位运动医学专家，到民主德国传授中医针

灸和指压疗法［15］。从 1985 年 － 1989 年，中国共向发

展中国家外派了 325 人次的援外教练员［17］。援建体

育场馆设施被美誉“为非洲戴上了一条金色的项链”，

体育援外教练被赞誉为“民间大使”，中国主动承担国

际责任，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肯定。
4 主要启示
4. 1 该主动行使体育外交在限制霸权蔓延中的功能

体育是跨越国界的全球通用语，能被各个国家、各
类民族、各种宗教所接受。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际争端的主要手段，当体育与外交相结合时，就成为限

制霸权蔓延、推动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途

径。霸权主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能被消除、也

无法被消灭，只能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与空间内。因

此，推动和平力量的增长，主动行使体育外交的功能至

关重要。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霸权主义的表现肆无忌惮、有

恃无恐，反对霸权主义的形式也比较尖锐，如 20 世纪

80 年代对奥运会的两次抵制行为，至今让人难忘。在

和平与发展时代，霸权主义的伪装极其隐蔽、暗流涌

动，反对霸权主义的任务依旧严峻，更加不能松懈。当

今，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具有超强国际影响力的大

型体育赛事，是主办国树立国家政治形象、促进民族经

济发展、传播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各个国家

竞相追逐的目标，也为霸权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参与竞选的国家为了达到目的，在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的同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通过贿赂

等手段，来拉拢国际体育组织中的重要官员。而腐败

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利，通过暗箱操作等行使霸权主义，

推动了不稳定因素的增长。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

快，一些贿选、违规等新闻被相继曝光，激起了民众对

国际体育组织加快改革进程的迫切愿望。同时，国际

体育组织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不尽合理，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势，推动国际关系民

主化的进程任重道远。世界杯足球赛不超过 3 年就要

回到欧洲举办，美、英等发达国家已经举办过多届夏季

奥运会，而发展中国家却为了主办国的争夺而不惜一

切代价，这些现实都会促进霸权主义的滋生，无不让国

际进步人士和民众担忧。因此，通过体育外交加深国

家间的了解，促进国际话语权体系的平衡发展，增加大

型体育赛事的竞选透明度，从而限制国际霸权主义的

蔓延，将是中国体育外交的重要使命。
4. 2 应积极推动体育外交去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格局的特殊影响下，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大肆行使霸权主义，对中国进

行全方位的遏制与制裁，中国体育外交参与多边交流

的机会十分有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外交

的范围逐步扩大，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多边交流与合作，

相继获得亚运会及奥运会的主办权，在国际舞台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是改革开放提出与确

立的初始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起步阶段，推

动了体育外交参与多边交流的扩大。因此，对这段时

期体育外交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下，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物中，仍以国家间的

双边体育外交为主，并逐渐扩大参与多边体育交流的

合作意识，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重视在国际体育舞台上

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声音。目前，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

织的任职虽有所增加，但总体数量还依然不够，限制了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当然，这有其

一定的客观原因，如中华民族使用汉语交流，而国际主

流语系以英语沟通为主，这种特殊状况为中国参与多

边外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国外很多著名运动

员在退役后，选择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中任职，利

用曾经的辉煌与影响，在多边舞台为本国争取利益。
就中国而言，以往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重要职位的官

员，大多数是学外语专业出身，而运动员出身的却十分

有限，所以要培养极具影响力的运动员成为外交官，推

动体育外交更好的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近年来，中

国参与 的 多 边 交 流 机 制 有 所 增 多，如“中 非 合 作 论

坛”、“中阿合作论坛”、“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等，为中

国体育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为了更好的融入国

际、洲际、地区中去，中国要充分利用多边合作平台，积

极推进体育外交的合作与发展，不但要在“南南合作”
及“南北合作”框架内，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体育对外援助，还要在“走出去”的基础上加大“请

进来”的力度和广度。这样，将发挥以面带全的辐射作

用，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一举多得的共赢

目标。
4. 3 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 来 促 进 中 国 和 平 发 展 的

作用

体育外交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

外关系事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

能较好融入到国际大舞台，体育外交的助力功不可没，

根源就是“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当下，要充分发挥体

育外交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创造更多的平台为中外民

众友好交流，推动中华文化精髓远播重洋，让世界感受

到中国人民的“和”与“合”，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

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国际地位稳步上升，国际话

语权力渐渐提高，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

量。发展中国家群雄崛起的态势日渐明朗，重构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有所加快，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的行动已硕果累累。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国际号

召力大幅减弱，便捏造“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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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来混淆视听，以阻碍中国的良性发展。面对国际

社会的深刻考验，中国政府郑重承诺: “要坚持走和平

发展的道路。”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中国以包容的心

胸和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表达出中华民族的真实信念。
世界人民是友好的，中外交流是重要的。在“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下，体育外交将会为中外人民架起

友谊之桥，促进沟通、达成共识。首先应加大请进来的

力度，通过体育赛会、跨境民族传统体育节、青少年体

育交流项目等，欢迎外国民众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文

明古国，亲身感受中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优

良传统，在沟通中了解中国文化，在交流中熟悉中国风

情，在合作中成为中国朋友。同时要扩大走出去的广

度，通过友好城市交流、体育文化节、体育对外援助等，

让中国的体育外交大使走遍世界，宣传中国政府承担

的国际责任，与华人、华侨保持友好的联系，使中外青

少年成为学习语言的伙伴，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与

他们分享。这样，“修昔底德陷阱”就不会重演，以促

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些

不明事理的周边国家也会明白，中国快速发展对世界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人民将从中国更快发展中得

到更多的红利。
5 结语

20 世纪 80 年代是冷战对抗濒临瓦解的最后时期，

深刻影响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和

中国体育外交的实践。中国体育外交顺势而为、迎难

而上，搭建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桥梁，加快了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重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期，中国

体育外交表现出抵制与融入相结合的特点，既抵制霸

权主义的扩张，也主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中国体育外交表现出主动

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既主动参与南北合作，与西方发

达国家进行体育交流，还增加体育对外援助推动南南

合作的发展。此段时期，时代主题虽发生了转变，但中

国对外政策始终以“独立自主、不结盟”为主线，引领

着中国体育外交的具体实践。当下，中国体育外交仍

要牢牢把握国家对外政策，构建形式多样的体育外交

机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体育交流，提升

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

效遏制霸权主义的蔓延，切实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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