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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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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吸收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
育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吸收了西方体育思想中的生态化理念精华。其中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以“天人合一”为
核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规划体育的科学发展； 西方体育思想，在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和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等思想中彰显出“遵循自
然”、生态发展的特质。诸多思想精华的凝汇，成为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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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Sports
Ecology Development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EN Shuqi
（ Hunan Traffic Vocational Technologic Academy，Changsha，Hunan 41013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the sports ecology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bsorb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he sport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sports thoughts of Marx in China，and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concept in the western sports thought．
The sport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ak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as the core emphasizes human’s full scale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sports
thoughts of Marx in China plan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port in the pursuit of human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western sports thought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lowing the nature”and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uch thoughts as naturalist sports，modern Olympic spirit，etc． The coagulation of many ideological essences become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in sports ecology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sports ecology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China； theoretical origin
“体育生态化发展”是指在发展视域下，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科学化统筹与伦理化协调的手段和方
式，
实现体育内部和外部系统的优化平衡与协同发展。当代中国体育的生态化发展理念尽管是近年来提出的全新概念，
其形成却有着一定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古今中外文化中优秀的生态元素———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生态意蕴、西方体育思想中的生态要素等，都是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理念不可或缺的思
想基础。理清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渊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体育生态思想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体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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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发展的准确定位、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的可行性路径选择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生态智慧
当代中国体育的生态化思想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态智
慧对当代中国体育的生态化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淇水悠悠，桧楫
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中的描绘，表明 3000 余年前的古人，已经具有利用体育活动化解自身烦恼的意识
和能力。而道家讲求强健人的体魄、整体改善人体适应自然能力的健身术，以五禽戏、八段锦为代表的强身健体延年益
寿的形体运动等，也都以接近自然、顺应自然的姿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古
代体育文化体现出“生态化”的理论品质。
（ 一） 注重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塑造人们强健的体魄
与西方崇尚运动健体不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讲求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塑造人们强健的肌体。在中国传统的体育观
点中极其重视“静”的作用，古人将“静”视为锻炼的前提，“只有心静神凝，内气才能磅礴腾挪，上下鼓荡，周流不息，达到
［1］

强身益智，祛疾增寿的养生效果”。 由此，也形成了包括佛家的打坐、武术的站桩等以静态为特征的锻炼方式，静态锻
炼是中国古代体育锻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没有将“动”与“静”的锻炼方式完全割裂开，而是讲求
（ 《道德经·十五章》） 中国气功有动功和静功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孰能浊以止？ 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动之徐生。”
之分，动功是身体运动和行气相结合的方式，静功是意念和行气相结合的方式，在练功的过程中，必须将凝神聚气与动作
相结合，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最佳功效，由此，动静相得益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一个特点。
（ 二） 强调在健硕的体魄中提升人们的精神素养
（ 《云笈七
古人认为“神”对人体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神静则心和，心和则神全； 神灿则心荡，心荡则形伤。”
签》） 鉴于对精神健康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古代体育文化强调对“健神”的追求。一方面，古人在体育运动中非常重视精
神娱乐的需要，在古人眼中，体育的追求之一就是个人的心情愉悦，人们将体育更多地视为是一种体现艺术的美，而非带
有强烈竞技色彩的对抗，因此，在赛龙舟、舞狮等中国传统体育形式中，人们除了要强健肌体，也将快乐体育的娱乐精神
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十分强调体育锻炼中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武术中，古人认为“武德”是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人尽管功力深厚，但只要武德不好，就不会被武林人士所认可。而在需要双方分出胜负的对决
中，
往往也是点到为止，“对御不争第一筹”。（ 《王建·宫词》） 这种“敬德敬礼”的体育文化，从西周一直延续至今，彰显
出伦理化协调的生态特征。
（ 三） 实现在体能锻炼基础上的医学延伸
养生是中国体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养生，是指通过体育锻炼的方法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与医学的
祛病长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认为： 强健肌体、愉悦精神是体育的两大功效，而这两大功效的根本
目的在于延长人们的寿命，以实现道家所追求的“长生不老”。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尝试在运动和医学之间寻求中
点，
编制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以锻炼身体促进养生保健的五禽戏。而后又产生了包括八段锦等在内的运动
养生功法。此外，中国传统医学讲求以针灸等方法疏通脉络，增强体质，这点也体现在中国传统体育之中。在多个武术
派别中，人们都以打通人体的任督二脉，使真气运动五脏六腑，强壮人的体魄。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与西医所崇尚的立
竿见影的治疗效果不同，运动养生起到的更多是预防和康复的作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反复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的“慢功
夫”，然而，治本无副作用的生态属性，也为其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甚至是解决现代社会体育生态化发展的问题提
供了方向。
（ 四） 寻求在锻炼中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体育文化的视域中，天人合一有两
个层面的含义。一般意义而言，天人合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追求自然—人—
社会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人从很早时候开始就注意到了节气的变化，并根据各个节气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锻炼方
法。少林八卦五行功在每个节气练习不同的脏器。春季万物复苏，属木，在脏器中肝属木，因此，从立春日起，七十二天
内主练肝功； 同理夏季主练心功、秋季主练肺功、冬季主练肾功。同时，练习的姿势也会因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随着
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分别采取卧、坐、站、走的功法进行练习。从中国语境来看，天人合一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既不能完全推崇发挥人力，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自然，需要在发展中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平衡
点，
既尊重自然的权益，同时还能不断的满足人类的正常需求。中国古人用“度”来表述这种平衡。在体育锻炼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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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要适度，反对过于激烈过于猛烈的练习，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弱竞技性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生态意蕴
早在 1866 年，马克思就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体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对于体育的一系列论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对于体育思想的论述中并没有对“生态体育”的明确表述，但是在《资本论》中提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
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等论述中却蕴含着一定的生态化倾
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发展体育的终极目标，这与当代所强调的生态体育发展的目标是
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生态化倾向，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也得到了继承与创新。从 1917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新青
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至今，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在体育本质、体育价值、体育构成等方
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生态化是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
想的生态意蕴在诸多方面为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体育发展价值追求的生态化
“以人为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之一，同时也是体育生态化的原则和根本目标。在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体育思想中，彰显“以人为本”、“人民性”、“群众观”等的观点和论述比比皆是，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充分彰显出以人为本的属性，以人为本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体育思想的价值核心。在对“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诠释和践行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强调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体育对于个体的价值是“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从肌体到精神，“养乎吾生，乐乎
吾心”，实现“身心俱健”。另一方面，体育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将体育看作是“一件关系
到六亿人健康的大事”，党中央也曾指出：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邓小平则
［2］（ p14）
将体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的论断，他在评价中国乒乓
［3］（ p69）
球队和中国女排之时也指出： “这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贡献。”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体育思想强调在“身心并完”中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生态属性。
（ 二） 辩证遵循规律，实现体育发展系统要素的生态化
各个物种系统而有序的发展是自然界得以运转的基本规律之一，由此，系统性是体育生态化发展题中的应有之
［4］

义。 在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体育各个层面的系统发展也成为其生态意蕴的表征之一。第一，从体育
系统与外界系统的关系上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始终强调体育不仅仅是一项身体活动，同时对于政治、经
济等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关联。“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
［5］

经济、文明的表现” 等都体现了政治、经济、体育等多项事业共同进步、互利共通的思想。第二，从体育系统内部来看，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始终认为： 体育是由多个层面组成的系统概念，包括彰显体育起源、体育本质、体育价值等
思想。在体育系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始终遵循辩证的原则，在体育的社会实践观中，体现循
序渐进、各方全面均衡发展等生态化理念。
（ 三） 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实现体育发展实践方式的生态化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更加彰
显出生态化的特征。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一个体现全面发展的思想。从整体来说，它全面挖掘体育本
质、
充分认识体育价值、全面把握体育构成、科学探寻体育研究方法和锻炼方法，体现出对于体育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把
握。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一个体现协调发展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认为： 体育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它需要同外部其他事物一起配合，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由此，近年来，党和国家从全面健身工程、奥
运战略、产业体育思想等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体育为媒介，从多角度多层面推动国家的发展。而妥善处理好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之间的关系，则从协调好体育各部分之间的发展速度角度，表明了全面发展的理念。第
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一个关注长远发展的思想。一方面，学校体育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育并进，全面发展”到《关于制定学生毕业、升学体育合格标准的意见和方案》《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等规定的制定和颁布，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也从整体对
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划和部署———“继承和坚持群体优先的全民体育思想，进一步实施、完善了‘全民健身工程’和
‘奥运战略’”、“创新和发展体育运动自身具有经济属性的产业体育思想”、“把体育运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内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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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的人文体育思想” 等等，都是在科学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有益探索，其中生态化发展理
念也蕴含在实践过程的始终。

三、西方体育思想中的生态要素
西方体育思想是当代体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国别背景有所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
较大，但是西方体育思想仍然可以为我国体育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其中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现代奥林
匹克主义等思想对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一）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中的“生态”理念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是一种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体育思想。尽管自然主义体育
思想曾盛极一时在美国、奥地利等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征，然则它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崇尚自
［7］（ p87）
然———“遵循自然，跟着他给你画的道路前进”。
秉承着这个核心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锻炼目的和运动方式

上也体现出追求“本性”的属性。从锻炼目的上看，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强调要促进人身心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健康的
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健康是满足个人幸福、获取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而体育锻炼就是获得健康的手段”。从运动方式
上看，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注重利用大自然来丰富运动方式，以“纸屑追踪”、“法特莱克”等方式与大自然融合。尽管自然
主义体育思想存在着诸如过分强调个性自由、实用主义倾向明显等问题，然而，它遵循自然的思维方式和“身心俱健”的
运动目的仍然为我国当代体育生态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借鉴和参考。
（ 二） 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精神中的“生态”要素
尽管“更高、更快、更强”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然而，在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也可以看到强调人全面发展等
的生态理念。《奥林匹克宪章》中就明确指出： 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人生
哲学。它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教育和文化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
［8］

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关注，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精神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生态”要
素。在 1990 年，希腊雅典就曾因环境污染严重，在原本领先的情况下，失去了第 26 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在主办
2008 年奥运会时，提出和实践的“绿色奥运”理念也成为这次大会成功的原因之一。虽然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我们仍
然会看到兴奋剂事件、体育暴力事件等一些非生态发展的现象，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却在现代奥林匹
克发展理念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为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思想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生态意蕴、西方体育思想中的生态要素
等诸多思想精华，为当代中国体育生态化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体育生态化发展思想指导
下，通过科学化统筹与伦理化协调的手段和方式，带来的将是体育内部和外部系统的优化平衡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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