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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理论、历史、

现实发展诉求的对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全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体育文明在中国发展的产物。习近平关于体育

健康重要论述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基础上与中国传统体育健康文化相结合，汲取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体育与健康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辩证思考人民健康危与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思想。其

内在蕴含着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以健康中国为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使命的体育健康新理念、新思路、新实践。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丰富，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体育健康理论与实践新格局，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熔铸强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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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代表着健康与活力，代表着幸福和力量，不仅关

乎个人的幸福安康，也关乎国家的兴旺发达。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

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积极发展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健康素质为宗旨的

体育事业。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立意明确、内

容全面、体系完整，是引领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其

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流露出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出

清晰的逻辑理路。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

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可以从生成机理上明晰其形成脉

络，从内在逻辑上明确其核心要义，从价值逻辑上明白其

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生成机理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历史基础和社会发展

的客观条件之上的。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根植

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和中国传统体育健

康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汲取了中国共产党人探

索体育与健康事业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基于

对人民健康现状的深刻反思。它坚守理论根脉、总结历

史经验、立足现实基础，呈现出清晰的出场逻辑。

1.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中国传统

体育健康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强调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

出，劳动、智育、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

方法①，明确了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恩格斯指出，人的发展是全面的，是包括人的体力和

智力在内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②。

自古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人民健康”与“国家强

盛”辩证统一的体育健康观念。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

远流长，《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以人民

为本，才能实现国家安宁。人民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呢？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的运动刚

强劲健，这种运动的美感和状态应该作为君子的榜样。

收稿日期：2020-04-09；修订日期：2021-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TY076）；吉林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项目（MYL017）。

第一作者简介：王广义（1972-），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mail: yanhuaxhlj@163.com。

①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②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4页。

文章编号:1000-677X(2021)06-0003-07 DOI:10.16469/j.css.202106001

3



《体育科学》2021 年（第 41 卷）第 6 期

孔子教授的“六艺”中，“射”“御”技能与“礼”“乐”共同构

成君子“内外兼修”的基本素养。那么如何去“修外”呢？

实现身体康健的关键在于“动”，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动也”。名医华佗也认为，“动以养生，动以祛病”。《黄

帝内经》有云，“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运动被视为

锻炼强劲体魄，涵养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蔡元培认为，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只有具备良

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实现国家强盛。梁启超先生指出，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中华民族具有体

育健康的强国传统，重视人民身体素质的塑造，所谓“兵

强马壮”就是身体素质对国家强盛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体育与人民健康事业提升

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突出体育事业发展的人民性，特别

强调体育在人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马克

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中国传统体育健康文化都在

其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并结合新的时

代要求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实现了自主建构，为整个理论

体系注入理论基因，散发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光辉。

1.2 实践超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体育与健康发展道路的

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和支持人民的体

育事业，为保障人民健康付出了不懈努力，在探索中国体

育与健康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毛泽东将体育运动

的重要性上升到事关人民健康的大事上来，积极发展人民

群众的体育事业。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我国体育

事业开始步入正轨，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体育事业上，邓小平继承前人的思

想，抓住时代特征，突出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

的地位，推动体育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创造性

地将体育确立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一国两

制”理念运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奥运模式”，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胡锦涛提出

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竞技体育事业、群众体

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加快推动我国的体育事业改

革，为实现体育强国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

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

重要论述以理性的方式认知历史、尊重历史，始终秉承中

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健康利益，求健康幸福的初心和使

命，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体育与健康发展

道路。总之，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在历史传承

中汲取中国共产党探索体育与健康发展道路的有益经

验，夯实自己的理论根基，进而丰富自己的精神内核。

1.3 现实反思：人民健康的现实境遇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发展状况

的现实观照，是实然世界的理论形态。“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正是基于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习近平关于体

育健康重要论述彰显出深厚的现实针对性。

迈进新时代以来，人民体育与健康事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也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1）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增加迅猛，稳居世界

第二，这为发展体育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健康意识增强，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急剧增加，

这为推动体育行业发展、优化健康服务带来了重要发展

契机；3）科学技术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更好地发展体育与健康事业

提供了科技支撑；4）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身制度、社会

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为改善人民体质、开展全民健

身进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趋势加快，慢

性疾病问题日益突出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等，人民

健康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难题：1）缺乏体育锻炼导致儿童

和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突出。2014 年调查数据显示，

1985 年至 2014 年间，我国 7 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由

2.1% 增长至 12.2%，肥胖率由 0.5% 增长至 7.3%。基于数

据推测，到 2030 年，7 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将

达到 28.0%，超重肥胖人数将达到 4 948 万（马冠生，2017）。

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以外，很

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身体活动不足、缺乏体育锻炼具有非

常直接的关系，最终成为阻碍儿童、青少年体质水平提高

的重要原因。2）不良的生活方式成为慢性病发病率和死

亡率上升且趋于年轻化的主要诱因。根据相关数据显

示，慢性病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我国居

民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 86.6%，造成的疾

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以上，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政府网，2017）。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性疾病“井喷式”发展，在慢性病患

病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酗酒、熬夜、饮食不健康、

健身意识不足等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构成了慢性病产生、恶化的主要行为危险因素，也成为了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杀手”。3）健康观念落后导致

人民健康保障效果不佳。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存在“有病

才治病”的观念，只注重“病后治疗”，不注重“病前预防”，

特别是忽视了体育健身对疾病预防的有效作用，使得人

民的健康保障过度依赖医疗保健。这样，人们的健康问

题不仅不能够得到良好解决，反而大大加重了我国医疗

卫生的负担。总之，基于人民健康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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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带动全民健身，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现实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集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性思考人民健康面临的

危与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提出将

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在解决现实难题

中探索中国体育与健康事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提出坚

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树立体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的大健康理念、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等举措，有效纾

解了人民面临的健康问题，提升了人民健康生活品质。

显然，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是依循现代化建设

与民族复兴的形势需要，是对当前人民健康危与机的现

实观照。同时，多样态的社会形势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客观上也推动着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

重要论述的完善和发展。

2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要旨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

体育文明在中国发展的产物。它有着丰富的理论蕴涵和

清晰的内在逻辑。其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是其核心要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其价值旨归，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其目标指向，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是其责任担当。

2.1 核心要义：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构成了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全民健身的重要意义，以

及如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论述。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相关论述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方面是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这一

问题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深度融合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康。全民健康包括全体人民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人

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平衡的一种良好状态。体

育、运动、健身在促进人的躯体、心理、道德、社会适应等

全面健康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全民健

身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作用，指出：“体育是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全民健身是全体

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

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科学有效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提升

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而全民健身作为全社会参与程度最高的一种体育活动，

无疑对满足人们健身需求，实现全民健康是最有效的。

可以说，全民健身是提高人的身心健康素质和健康治理

中最积极、最有效的非医疗干预手段（刘国永，2016）。因

此，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是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发展路

径。这一问题回答了怎样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1）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思想观念是行动

的前提。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首先就要从

思想观念上入手。习近平强调：“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

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

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不仅有助于纠正人们“有病才

治病”、健康只靠医疗的消极落后的观念，增强人们主动

健康、加强体育锻炼的意识，而且有助于促进全社会从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从理念上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推进“体医融合”。推动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推进“体医融

合”。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

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体医融合和

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

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

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体育具有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的功能，医疗卫生以治病救人为中心，若将两者深度融

合，所产生的健康促进功效将会大大超越他们各自本身，

实现“1＋1＞2”的效果。实现体医融合还需要实现相关

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和社会参与。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健

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打破体育和医疗卫生的

界限，清除以体育和医疗为主的部门间体制、机制障碍，

广泛动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的全社

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实现体育、卫生、教育等各个系统、各

个部门之间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优势互补，提升全民健

身促进全民健康的实际成效。3）开展群众体育。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点在于开展群众性体育

运动。开展群众体育，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人民群

众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格，有效促进全民健康。以大型

体育赛事筹办（如全运会、冬奥会）为契机有效推动群众

体育的深入开展。习近平指出：“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

会，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就更好起到了举办全运会的

作用。”将群众体育纳入全运会，实现了全运会在群众性

和普及性上的突破，并起到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活

动、带动全民健身的示范作用。举办冬奥会是大力发展

群众体育的一个重要契机，习近平指出，“我们将以北京

冬季奥运会为契机，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

强，同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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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要把推动冰雪运动普及贯

穿始终，大力发展群众冰雪运动，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

平，加快冰雪产业发展，推动冬季群众体育运动开展，增

强人民体质。”以竞技体育为轴心的冬奥会助力推动群众

冰雪设施建设，开发冰雪产业，让普通群众参与到冰雪运

动中来，有效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

体育繁荣发展，从而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运动中推

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2.2 价值旨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的根本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追求相契合，体现了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

的终极关怀。日本前川峰雄在《体育理论》指出：“体育的

目标是促进人的生长和发展，培养他们恰当地进行生活

应有的态度和能力，求得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班秀萍，

2002）。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具有多层级的有机统一体，

是人的智力和体力，包括生理、心理、道德等多方面得到

自由而充分发展的系统整体，其实质是一种健康发展的

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体育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活

动，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对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保持

良好的健康状态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体育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促

进作用，他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论述不仅抓

住了体育工作的本质，也明确了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

要论述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就体育如何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人的身体、人的心理、人与社

会健康促进的状态，习近平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阐释。

1）深化体教融合发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

能够促进心理健康，提高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社会适应

能力。习近平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锻炼意志”。体育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要充分

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以体育智、以体

育心、以体育德方面，推动体育和教育在价值、功能和目

标上的充分融合，夯实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2）推动体养融合，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习近平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手段。”习近平十分关注老年的健康问题，指出，“为老

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就要充分发

挥体育促进老年人健康的重要作用，不断推动体养融合。

将体育与养老结合起来，不仅可以通过体育锻炼防治老

年疾病，增强老年人免疫力，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从而增进健康质量，还能通过体育锻炼调节情绪，改善精

神状态，促进老年人社会关系的和谐，提高老年人社会适

应能力，从而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健康和全面发展。

3）加强体医深度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健康。习近平

强调的保障人民健康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促进人民全面健康，可以从加强体医融合入手。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

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

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体医融合可以将运动促进

健康和医疗干预、恢复、保障健康的优势相结合，从而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地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体医

融合可以广泛普及健身知识、运动医学、医学保健、康复

医学、科学健身新理念等众多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科学

知识，将体育健身、拥有健康体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作为个人发展的必要途径，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3 目标指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健康中国战略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为实现和保障

人民美好生活，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民健康发

展的制度安排，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重要

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积极推动体育事业新发

展，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许多努力，逐渐形成了

以健康中国为目标的体育发展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

1）体育是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体育是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夯实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习近

平深刻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

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

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实现健康中国，加强体育锻炼、推

动全民健身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之一，并提出“推广全民健身，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的具体要求。2016 年８月 26 日，习近平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其中，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作为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育融合和非医疗健康

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

业。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今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作了明确部署，并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的具体要求。综上，党中央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

将体育放在了重要发展的战略位置上，充分凸显了体育

促进健康的功能和作用，指明了中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

的战略走向，也体现了体育事业将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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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作为推进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体育的

本质要求与健康人民、健康社会及健康中国的有机融合。

2）体育是全面小康的重要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目标。迈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

作了一系列的丰富和完善。习近平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强调：“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涵。”这些论断的提出无疑是习近平对人民健

康与全面小康、体育与全面小康之间关系的深刻阐释，赋

予了小康社会更为丰富、全面的内涵。科学合理的体育运

动引导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

推动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从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

斗目标增添了动力、凝聚了力量”（人民日报，2013）。

3）体育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

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和发展，而且关乎社会发展、国家富

强和民族复兴。习近平强调：“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体育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载

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回看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 70 多年历史，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从

近代国弱民穷被外国人嘲讽为“东亚病夫”到当今成为当

之无愧的体育大国，进而向体育强国迈进，实现了中国人

在体育事业上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高

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体育不仅“是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人民

日报，2014）。因此，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

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人民日报，

2017），将体育事业深深地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既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也可以增强我国社会发展

所需的人力资源，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注入

持续不断的强劲力量，充分发挥出体育在助力实现第二

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积极作

用，为中国梦的实现筑牢健康基石。

2.4 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健康是人类共同利益所在，维护人民健康是人类共同

的事业。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大暴发，迫切让我

们必须统一认识，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与人类的

命运前途息息相关，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将会同全球气候

变化一样，带来健康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国必须采取

共同行动，开展包括医疗、卫生、体育健身等多方面的合

作来捍卫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体育是世界公认最好的促

进健康、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方式之一，对人类健康发展

和文明延续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医疗、卫生、资源、

环境的作用。正如习近平频频强调的“人类是一个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性健康问题面前，没有一个

人、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善其身。2020 年，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人

类是命运共同体，呼吁全世界各国要“共同佑护各国人民

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体育与

健康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促进了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中国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发展，为全球健康治理注入

强劲动力。2016 年 8 月 26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会议认为，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

治理、履行我国对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

重要举措。”这一中国方案聚焦当前世界公共领域健康问

题和影响因素，围绕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两大核心，考量

了体育的健康功能和作用，提出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加

强体育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

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等措施，探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

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推动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范式。

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和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为共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应对人类的

延续和发展作出较大贡献，这种贡献越来越体现在积极

发展人类体育与健康的崇高事业中。“体育作为人类社会

独特的实践活动，基于共生思想并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其作为一种独特方法对于实现主体间‘和谐共

生’目标具有积极作用”（于思远 等，2019）。体育是一种

通用语言，世界各国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提高竞技体

育水平、传播体育文化，有利于转变人民身体活动方式和

理念，有效改善世界人口的健康状况。习近平在第 2 届夏

季青年奥运会召开期间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指出，

青奥会是“世界各国青少年的竞技场，又是他们沟通交流

的平台，为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引导年轻人思考正确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增进世界青年融合、友谊作出了

贡献。”青奥会旨在引导世界青少年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养成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举办奥运会

对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人类健康

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育在提高人类健康水

平、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以及推动全球健康治理方面扮演着

重要角色，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支撑点。

3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是集理论、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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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诉求的对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全新认识。它的建构极

大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和健康理论与实

践创新，体现了人民至上治国理念的永恒主题，为稳步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为构筑中国梦夯牢了

健康基础，彰显出丰富的价值意蕴。

3.1 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体育健康理论与

实践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旗帜和方向，同时也确定了其价值基

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基点就是贯穿其始终的立场观点

方法。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价

值基点。就其理论性质而言，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

论述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不是以别的什么主

义为理论基点，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因血脉，坚定马克

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求幸福的根本立

场，践行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使命。就

其理论内容来看，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围绕“如

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主题展开，始终

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康庄大道，并结合新的时代要

求自主建构了一套理论体系，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体育与健康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新格局。例如，习近平提

出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等重要论断，把对

人民健康与全面小康社会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更高

层次的水平，丰富了全面小康的重要内涵；“大健康”理

念，突出了体育在预防疾病、增强人民体质方面的作用，

实现全民健康单向度发展向全民健康科学全面发展的跨

越，为我国体育与健康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关于中

国梦的具体阐释，习近平认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体育

强国梦的实现，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梦的内涵，等等。以上

这些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健康理论

的新逻辑、新论断、新视野。总之，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

重要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之上，

立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实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体

育与健康事业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即与时俱

进时代化地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健康

理论。

3.2 彰显人民至上治国理念的永恒主题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干革命、求解放、创事业、谋复兴，无论是心中

秉持的初心和使命，还是在具体的行动上无不成为了人

民至上治国理念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为人

民谋健康利益、求健康幸福，重视人民体育事业，关心人

民的健康生活，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育与健

康事业发展加快，人们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发展了人民

至上的治国理念。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发表大量关

于体育健康的重要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出现“人民”“人

民群众”这两个名词的次数最多。梳理和研究这些重要

论述，可以深刻体会到人民至上治国理念的理论和实践

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并贯穿于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

重要论述的各个方面。比如，关于体育工作的责任和使

命，习近平指出，体育工作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为中心任务，明确了发展体育事业是为了人民健康；关

于体育强国梦，习近平提出，“我们要把每个人的梦想汇

聚起来，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

量”，体现了发展体育与健康事业需要紧紧依靠人民；关

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强调由人民共建共治共享，

重视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组织人民

广泛参与，体现了体育与健康事业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等等。不难看出，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蕴含

着浓郁的人本特质，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详释

到“大健康”理念的树立，从“体育强国建设”的谋划定位

到“健康中国”的规划部署，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的主线贯

穿始终，揭示了为人民的价值主体、依靠人民的实践主

体、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旨归，突显着人民至上的治国理

念。因此，人民至上治国理念是贯穿于习近平关于体育

健康重要论述的永恒主题。

3.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

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一方面，“健康中国”描绘了一幅

民族兴旺、国家富强、人人享有健康幸福生活的美好愿

景，这种社会展现出人人热爱体育健身、参与体育活动、

崇尚体育精神的氛围；另一方面，“健康中国”是包含健康

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等内容的国家战略

目标，体育是贯穿其中的重要链条以及筑牢健康中国的

强健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统筹、谋划、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在积

极发展我国体育与健康事业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体系

完备、内涵丰富的体育健康观，对发展中国体育与健康事

业，推进健康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只有紧密联系实践才

能散发其真理性，而实践也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引才能

取得实效性进展。因此，稳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同样需

要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是习

近平健康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体育与人民

健康、体育与全面小康、体育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这一

理论着眼于现实问题，积极普及群众运动、倡导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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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加快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开创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健力量。也正是在这一

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体育与健康事业

的发展规划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如实施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设施建设；推动全民健身与全面

健康深度融合，创立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

式；持续推进体育改革，建立健全体育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等。可以说，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以战略性眼

光和全局性视野，擎画了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美好蓝

图，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引。

3.4 深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

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1）。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始终强调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致力于发展人民体

育事业，为人民谋健康，保障人民的健康权益，将人民体育

与健康事业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

征程之中。可以说，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的重要论述是从

健康维度将中国梦的内涵引向深入，进一步升华了中华民

族美好夙愿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了其价值要义。例如，

习近平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

紧密相连。”“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

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

述致力于探索体育促进中国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中国范式，也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理念借鉴和实践经

验，体现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总之，

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丰富了中国梦的时代内涵，

充分展现了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为

中国梦的实现筑牢健康基石的价值愿景。

4 结语

从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到影响深远的健

康中国战略的部署，“体育创造健康生活”的共识已深入

人心，蔚然成风。体育在促进全民健康、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实现健康中国目标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的健康指向成为大势所趋”（李

晖，2018）。习近平关于体育健康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内在统一，构建了以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以

健康中国为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实践，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与健康关系认识的深化，拓展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健康理论与实践新格

局，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思想引领、为实现民族复兴

和人类健康幸福提供强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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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it has realized the subject transformation from“being enslaved”to“being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and then to
“leading a better life”; in the path dimension, it has realized the power transformation from“mass mobilization”to“citizen

participation”and then to“citizen consciousness”.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as follows: Mass sports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rrang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sports in the past century; development model; histor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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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demands. It is a Marxist Theory and sports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product of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sports health i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Theory of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and health culture. It draw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ports and health development, and dialectically thinks about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people’s health.
Scientific thoughts form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It contains new ideas, new ideas and new practices in sports and health
centered o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national health, aiming a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iming at
a Healthy China, and taking the human health community as the miss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sports health has rich
value meaning, expands the new era of sports health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ighlights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people’s supremacy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and for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eat cause casts strong power.
Keywords: Xi Jinping; national fitnes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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