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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完整地探索了从体育救国、体育强体、体育

兴国、体育大国至体育强国的各类论题及其要义，使体育强国建设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强劲动力。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历史分析、比较推理等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百年来党领导的体育强国事业的主题脉络、内容组

构、历史经验与实践路向。研究认为：体育作为强国进程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强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

支撑。体育强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同声相应，与“救国、建国、强国”的

国家发展脉络相互印证，与“筑梦、追梦、圆梦”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轨迹相向一致，与“立业、兴业、强业”的体育事业

奋斗图景相应相融；与“重体、兴体、强体”的体育事业坚定追求相连相通。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体育强国建设并构筑起了强大的合力，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体育强国建设力量之源，使体育强国建设元素能

够融入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中，打造出了“扎根中国，融通世界”的体育对外交流与开放格局，使体育事

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身前行与发展的重要使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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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东亚病夫”的蔑称使有血性的中国人

产生了一种无法磨灭的激愤感，这种激愤感既是对旧时

代带给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这一耻辱的强烈不满，也是对

外国列强套牵在中国人身上的这一贬诬的激烈抵触。自

此，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祛除“东亚病夫”带给近代国人

耻辱辛酸的“病根”，展开了形形色色“祛病”之路的探索。

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保种救

国”出发，开始肯定体育的社会效能，提倡尚武之风，反对

社会流行的“文弱”风气，提出“尚武强国”的思想（邓河，

1999）。这一思想逐渐被进步人士和革命派人士所接受，

并且演变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探索强国梦想和复兴之路的

重要命题。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此，中国

的革命事业拉开了新的帷幕，中国的革命面貌随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将激励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作为重要任务，

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真正能够实现“强种强国”的道路。百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体育作为推进“强种

强国”之路的重要手段，被大力提倡和发展起来。“体育强

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拼搏奋进，砥砺前行，使体

育强国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强劲动力。

在全面学习百年党史的同时，系统探讨党领导的体育强

国事业的主题脉络，释读其内容组构，总结其历史经验，

探索其实践路向，对于展示体育事业在助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进程中的行动、作用和力量，突出体育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时代命题，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主题脉络考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强国主题和路向探索所经历

的百年历程，不仅展示了体育能够承载国家强盛的重任，

而且诠释了体育能够实现民族振兴的精神内核。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体育这一主题，完整探索了体育救

国、体育强体、体育兴国、体育大国至体育强国的内涵与

要义，使体育强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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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将体育强国探索和激励鼓舞亿万国人顽强拼搏、自强

不息的强大内生动力联系起来。

1.1 发起体育救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

内涵萌生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提振国民的健康水平和保障国民

的健康条件与体育权利作为奋斗目标之一（王猛 等，

2021）。早期共产党人基于体育与国家危难之间的联系，

开始探讨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

用，对体育救国这一主题发出了共产党人的时代重音，重

塑了体育的时代内涵。随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的

确立，早期共产党人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认识，

开始尝试用科学理论与观点来研究和倡导体育。毛泽东

在审视中国面临的危难和民众面临的疾苦的基础上，深

刻认识到了体育对国家、国民和教育的重要影响。《体育

之研究》虽然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但它透视出的

毛泽东同志对体育救国主题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对

建党后我国体育理论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百年的影响

力。毛泽东指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

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等，

2013）基于此，他指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养生”，而且

还在于“救国强民”。《体育之研究》对于“体育救国”的认

识，建立在较全面的理论阐释和近代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基础之上，有破有立，见解深刻，影响深远。恽代英在《学

校体育之研究》中，针对当时中国学生体质和学校体育的

现状，猛烈抨击了学校体育的问题和兵操式体育的弊病，

指出了学生体质和学校体育如果不能改进，则会危及中

国未来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命运（刘辉，2015），他狠狠地

驳斥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领域中的守旧逆流，对维护学

校体育的本真意涵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独秀注重通过体育塑造国民“意志顽狠”“善斗不

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的品性。他认为，体育一门在

中国教育中从来没人提倡，射和御虽然是古老的中国体

育项目，但却没人进行专门的说明和推展，导致“全国人

斯文秀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民孱弱的一个原因”（任

建树，2016）。因此，他大声疾呼在国难当头之际，国人要

学些“武备”，增强民族体质，奋发图强，不仅要“强国保

种”，而且要勇于“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使中国屹立于

世界强国之林。邓中夏非常关心青年人的体育和健康，

认为革命的劳苦青年需要有体育的权利，以增强体魄，更

好地参加革命工作和完成革命任务。萧楚女提出要改造

一个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通过锻炼身心，

使他们的身体和心力至坚极强，以便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汪智，2000）。杨贤江主张把从事体育锻炼、强健身体提

升到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应尽义务的高度，重视体育对爱

国精神和团体精神的培养，以便个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到

国家救亡和社会改造中去（黄永刚 等，2015）。体育救国

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于所处时代图存求新主题所发起的回

应，他们将体育事业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所限，中国共产党尚未就体育形

成专门的纲领和政策，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体育救国主

题却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不仅集中体现了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体育认识的内涵品性与价值要义，而且为后

期体育强国主题的提出奠定了稳固的历史基础。

1.2 追求体育强体：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

根基夯实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党不仅

领导广大军民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进

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加紧生产和改善生活，而且还

大力号召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增进军民的身体素

质和健康水平，为进行革命战争和开展阶级斗争做好准

备。“练好身体、争取胜利”“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

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锻炼工农阶级的筋骨，战

胜一切敌人”（汪智，2000）等口号，成为体育在革命战争

时期的主要基调。追求体育强体，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党

领导广大军民对革命胜利的追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养成中。在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红色体育，在当时物

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较差、能够组织起来的竞赛项目不多

的艰难条件下，苏区军民紧密配合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

争、政治斗争而服务的目标，组织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

使体育成为广大军民强身健体、迎接战斗和活跃部队氛

围的重要手段。据 1933 年的统计，在中央苏区的 2 932 个

乡中，就有 1 917 个体育俱乐部，经常参加文化体育活动

的机关干部有近 10 万人（崔乐泉，2008）。1931—1934 年，

中央苏区组织开展重要体育比赛达 20 余次（冯文彬，

1950）。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使军事学员的军事训

练和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培训革命干部的苏区各级学校

为广泛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创造条件，如苏维埃大学不仅

重点开展了篮球、排球和足球活动，而且还广泛开展乒乓

球、单杠、双杠、赛跑等体育活动（马振东，2010），旨在增

强学员身体素质，为更好地参加革命事业服务。

长征时期，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红军干部战士也不

乏体育锻炼的热情。红军部队每到达一个驻地，总会安

排文娱体育活动，遇到时间较长的休整期，爬山、赛跑、跳

高、跳远、体操、游泳等体育活动更是开展得十分活跃。

在红四方面军举行的“五一全军运动大会”上，朱德同志

倡议成立“红场委员会”，专门负责推进红军体育运动和

筹办运动会（孔繁敏 等，1999）。在长征途中，红军部队还

积极推动基层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掀起了军民共同

参与锻炼的热潮。党在长征时期的体育工作，促进了广

大红军战士从思想、意志、军事和生活等方面接受严酷战

争环境的检阅和考验，对于提升和凝聚部队战斗力，强化

干部战士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意义重大。进入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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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党倡导“为服务革命战争和团结民众一致抗日”，并

领导根据地和边区军民开展体育活动，提升广大军民的

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

广泛开展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活动非常具有代

表性：创办于 1936 年的抗日军政大学，几乎每年都会举办

运动会，而且它的基层单位也都组建了相应的篮球队和

排球队；1940 年，延安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史进 等，2016）；

1942 年 1 月，朱德、洛甫、邓发等人在延安军人俱乐部成立

了“延安新体育学会”（孔繁敏 等，1999）；1942 年 9 月

1 日，由朱德、贺龙等 16 位同志发起的延安“九一”扩大运

动会，共有 1 380 名男女运动员参加，涉及 20 多个比赛项

目（史进 等，2016），成为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和影响最为

深远的一次运动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

内战，为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做好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人民解放军继续开展练兵运动。这一时期的体育运动，

不仅延续着人民军队军事体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运动

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提高，使体育运动为革命战争服务

的政治方向得到了延伸，为增强军民体质、保障参军参战

和保证各项作战及生产任务的完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贡献。嵌存于革命战争中的体育强体的主题，展示了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军民开展体育运动的实际行动能

力和乐观精神，为党领导的新中国强国事业的建设和推

进奠定了体育领域的坚实基础。

1.3 倡导体育兴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

能量聚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体育事业继续继承与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优良传

统，在学习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优秀体育经验的基

础上，中国体育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体育为人民

服务”号召的提出，使党领导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

了新指向，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49 年 10 月 27 日，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大

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

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苏肖晴，1999）1952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 2 届代表大会上题

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 年 1 月 16 日，贺

龙同志在《体育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体育以服务于人

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在党的领导下，新

中国的体育工作始终把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和健康作为

主要目的，并且尝试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提升我

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即使在 1956 年我国国民经济尚处于

恢复期，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新中国培养的

运动员已经开始打破世界纪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优

异成绩。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体育事业顺势而起，在对

标体育兴国的要求和标准、为民谋福的基础上，开始探索

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之路。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持续向前推进，尤其是

朝向体育振兴国家的方向不断前行。寻求尽快与世界接

轨和进入国际体育核心领域，成为体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体育事业发展的脉络开始变得更加清晰，发展质量不断提

升。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军事体育、学校体育开始尝试全

面振兴，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53—1956 年，举办了市

级以上的运动会 6 000 多次，其中全国性的竞赛达 75 次，

共打破全国纪录 1 300 次（《体育史》教材编写组，2000），

陈镜开更是在 1954 年以 133 kg 的最轻量级挺举成绩创造

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夏莉娜，2010）。国内竞技运动

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体育全面振兴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从 1952 年开始至 1956 年

底，陆续加入了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

际举重联合会、国际田径联合会等 14 个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汪智，2000）。尤其是 1954 年国际奥委会第 49 届会议

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定，

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全面振兴体育事业的进程中，由于受到美苏反华势

力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

严重的曲折和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体育事业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聚合能量，逐渐摸索出

了适合中国现实的体育兴国之路，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 1961 年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男子

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3 项世界冠军和 4 个项目的亚

军（国家体育总局，2000）。1965 年，全国共刷新 189 项世

界纪录，共有 66 人 41 次打破 28 项世界纪录（汪智，2000）。

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体育事业

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走势。在“文革”期间，这种新的走势

受到了巨大冲击，体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破坏。

但在党的领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体育工

作者，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不懈，使这一时期的体育

工作能够在挫折中实现一定范围的发展，包括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外交等领域，表现出了波浪状和阶段性的

发展特色与形态。

1.4 迈入体育大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

战略布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

展思路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和体育对

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以其丰富的内涵和自身改革成

绩，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

贯制”的要求下，“举国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发挥了

它在竞技体育中的优势和潜力，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

在世界体坛的迅速崛起开辟了一条简捷实用的通路。

1983 年 10 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

育新局面的请示》，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 20 世纪末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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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1985 年 8 月，在全国体育战

略研讨会上，确立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汪智，

2000）。但在当时，由于过分强调运动竞技水平在世界

“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体育强国”的建设

目标被过于放大，直到 20 世纪末，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

认识逐渐回归到合理的范围内，我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国

际体育地位开始确立，体育与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协调

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在发展顺序上也逐渐互补与

协调。人们开始围绕体育的多种功能进行科学和深入的

探析，对“体育强国”的内涵拓展与建设进程进行了新的

探讨。

进入 21 世纪，“以人文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为我国体

育强国探索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国民经济的

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体育意识、休闲时间、政府对体育

事业的重视与投入程度等，都成为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因素，助推我国体育事业开启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充满自我发展生机与活力的体育机

制及其重视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已经构建起来，通过竞

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文化、体育外交等领域

的协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新布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事业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与时俱进的系统改革，

形成了适合我国、面向世界和充满活力的体育事业全面

发展主题。在推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

程中，党和国家更是基于战略定位的高度，赋予了体育强

国建设新的内涵和要义。在“体育强国梦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息息相关”这一认识的引领下，我国将

体育强国建设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布局中

去谋划，推动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

断加快，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方式朝向高质量方向转型，使

体育强国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支撑

力量。

1.5 建成体育强国：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百年探索的

终极目标

体育是促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就，这些成

就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范畴。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置

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使国民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

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体育

强国建设更加需要人民健康作为基础和保障。国民身心

健康，教育面貌良好，则构成了国家重要的高质量人力资

源，能够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张剑威

等，2021）。中国共产党将体育强国建设与国家综合国力

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联系起来，不仅重视体育强国建

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展示出的有力影响，而且致力于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使体育强国建

设能够与国民的健康生活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致力

于追求全国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国家的建设者

能够带着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步入新时代的新

征程中，进而打造出充满生机活力且和谐有序的体育强

国建设局面。

体育强国的重要建设指标便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健身不仅是《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

核心内容，而且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重点领

域，它有效延伸了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融入人民健

康生活的创新方式与智慧（新华社，2016）。在体育强国

建设进程中，全民健身不仅承担着塑造国民健康体魄的

使命，而且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和保障人民群

众体育权利的重任。在推动全民健身大众化、生活化的

同时，全民浓厚的健康意识和健身氛围正在形成，体育具

备的“治未病”的功能已经通过全民健身运动体现出来，

并且得到了广大全民健身群体的认可。在党的领导下，

不同社会群体健康干预计划的开发与研制积极开展，健

康中国行动与体育强国建设互助互推，二者均从国家战

略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对接策略和要求。“大体育＋大健

康＋大卫生”服务于“大群体”的局面正在形成，“体医融

合”“体养融合”成为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热点词

汇。一系列能够直接考核、衡量和操作的全民健身与健

康服务标准陆续制定出来，通过体育手段干预重点人群

的健康状况已经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议题，体育已

成为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强劲动力。

2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内容组构解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领导中国体育事业不断

发展和前行，在探索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的跋

涉和百折不回的追求，把体育事业融入党和国家的建设

事业，组构起了全面振兴中华体育事业的体育强国内容

与逻辑。

2.1 从“东亚病夫”至摘金夺银，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不断

创造人类运动史上的新辉煌

“东亚病夫”一词，是近代史上外国人蔑视中国国力

孱弱和国民体质羸弱、精神麻木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

面对这顶扣在中国人头顶上的耻辱之帽，发出了用体育

改造国民柔弱之风的呼声，开始带领中华民族步入了摆

脱体育发展落后的翻身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国内竞技运动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开始积极走向世界，参

与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崭新形象。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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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的新中国派出中国学生篮球队参加第 10 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熊晓正 等，1995）；1950 年，我国接待苏

联男子篮球队访华（汪智，2000）；1952 年，我国派出 40 人

组成的奥运代表团参加第 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熊晓正

等，1995）；1953年，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第 1届国际青年友

谊运动会上获得了 100 m仰泳冠军，为新中国夺得了重大国

际比赛的第一枚金牌（汪智，2000）。1951—1956年，我国陆

续组建了篮球、田径、乒乓球、游泳、羽毛球、体操、排球等

国家级运动队，并开始参照国际标准建立竞赛制度和运

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从 1956 年开始，在学习苏联经验

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并且继续推

动群众体育和军事体育的蓬勃开展。在党的领导下，一

系列高水平的运动队和运动赛事开始在国内涌现，中国

国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1952 年，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体育

事业开始朝向更宏伟的目标奋进。面向世界冲击更高水

平的运动成绩成为中国运动队和运动员们的奋斗灯塔。

1984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 23 届奥运会上，中国派出

了 225 人的奥运代表团，创中国参奥史纪录。在这届奥运

会上，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中首先折桂，实现了中国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最终，中国代表团以 15 枚金牌的成绩

位列金牌榜第 4 位，显示出新兴体育强国蓄积的实力和能

量，一举将“东亚病夫”的百年耻辱洗刷干净。自此，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迈上了高速发展

的新通道。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和即将召开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更是作为由中国举办的标志性国际

竞技体育赛事被（将被）载入史册。由中国运动员刷新和

创造的世界纪录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运动员的单

兵作战能力与集团攻坚优势取得了世界的公认和赞许。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不断取得新

的成绩和实现新的突破，为全球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贡献

出了典型的中国力量。

2.2 从祛除病根至全民健身，中国大众体育事业迈入了新

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对国民身体健康予以特别关

注，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解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

党的大众体育事业向来没有停下脚步。在革命战争年

代，无论是苏区，还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甚至是行军

途中，群众体育活动仍然以多样的形式开展，不仅激发了

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而且为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大

众体育事业发展储备了优质的经验和优秀的干部。

20 世纪 50 年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扔掉了“东亚病

夫”的帽子，随着一系列群众体育政策及其推进措施的发

布和执行，中华民族祛除“东亚病夫”病根的愿望变成了

现实。1954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

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

校、农村、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1955 年 7 月，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

“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

中，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在党

的领导下，全国各族群众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

活动，至 1956 年底，全国建立起 25 100 个基层体育协会，

发展会员 168 万多人（熊晓正 等，1995）。改革开放后，在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党中央继续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朝着横向联合和开放型的方向发展，逐步深入到社

会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初，

全国有基层体育组织 99 142 个，其中体育协会 45 491 个，

专职体育干部 2.4 万人（汪智，2000）。从 1990 年起，中国

农民体育协会在全国推行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熊晓

正 等，1995），将农村基层的全民健身活动推向了新的高

潮。进入 21 世纪，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的身体

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总结 1995 年颁布的《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推行经验的基础上，2009 年国务院颁布《全

民健身条例》，同年，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 8 月 8 日定为

“全民健身日”，全国（除港澳台地区）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均有配套措施跟进。2010 年，我国经常参加健身活

动的群众人数达到总人口的 10%，基层体育组织和体育

俱乐部的数量明显增加，为民众提供了便捷多样的健身

服务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作为体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内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政府主导＋

市场布局＋社会支持”的全民健身格局，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60 万人（中新网，2021）。

在城市与乡村，“15 分钟健身圈”和全民健身工程朝着全

覆盖的目标发展。全社会支持体育、参与体育、乐于体育

的良好全民健身氛围正在形成，中国大众体育事业迈入

了新的历史征程。

2.3 从散落衰败至繁荣兴盛，中国体育文化事业以独特的

风格走向世界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探索和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在中国大地上自古流传的体育文化，随着不断出

现的社会变革，也逐渐发生了变化。20 世纪初，随着日益

增多的西方教会文化的传入，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开始

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学”的不断兴起，为

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有多元体

育文化的介入和影响，但近代中国体育文化散落衰败的

面貌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

到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

国近代体育文化有了新的觉醒。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

产阶级新体育开始萌生，给中国体育面貌的改变注入了

新的元素，为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体育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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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从强国的视角整体审视了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

基础、体育与人民、运动技能与身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在

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体育观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体育

的社会职能和文化功能，在以体育为文化繁荣和社会服

务的指向上，解决了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问题

（赵富学，202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育文化事业

的形式与内涵不断被丰富和推展，关于体育文化的深层

次的追寻和探讨有了新的态势和走向。进入新时代，党

和国家对体育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文化

金融扶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文化传媒

和文化贸易等方式，全方位强化体育文化在文化事业发

展格局中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张守冬 等，2021），在为社会

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健康活力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和国际符号的中国体育文化模式。随着体育文化研

究和探索的兴盛繁荣，在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方向的基础上，我们应通过不断发掘、继承和传

递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兼顾借鉴世界先进

体育文化模式，使中国体育文化在凸显特色的基础上结

合世界体育文化潮流，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走向世界。

2.4 从起步较晚至突飞猛进，中国体育产业实现了领域规

模与效益质量的双重突破

体育的娱乐性、休闲性和观赏性等多种社会功能使它

具备了一定的交换价值，特别是当体育形成一定的规模

和水平时，体育的产业化就形成了一种趋势（田文波，

2021）。在体育事业呈现出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下，体育产业的数量质量和规模效益已经成为衡量体育

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白宇飞 等，2021）。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体育事业走过的百年历程来看，体育产业作为一

种独立的业态形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

了优异的发展成绩。20 世纪 80 年代初，体育领域开始出

现“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尝试，并逐渐涉足场馆出租、

土地转让、兴办公司、接受赞助等有形资产的经营与创收

活动，研究领域也开始对体育产业形成了初步的认识。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体育界开始参照国外体育的职业

化、商业化发展模式，对我国体育的市场化问题进行了一

定的探讨，形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初步理论

与实践形态。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确立，国家将体育定界为第三产业并提出体育产业

化的具体目标，使我国体育的产业化之路有了现实的基

础和依据，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开始分为以体育为主

体的产业类、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类、推动体

育事业发展的其他经营活动产业类 3 种类型，并且积极探

索与国际接轨的体育产业体系和模式。1995 年，国家体

育总局出台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 年）》，对

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化体系做了顶层设计和任务安排，

至此，我国体育开始朝“以体为本、全面推进”的产业化方

向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三票（门票、彩票、股票）”

“三会（博览会、基金会、体育协会）”“三开（开放、开发、开

拓）”的体育产业化运行机制逐渐成熟，门类齐全、结构合

理、规范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开始形成。

进入 21 世纪，党的体育产业发展布局更加明晰，在梳

理清楚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和堵点的基础上，

积极寻求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不断优化体

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方式，拓展体育健身休闲业的涉及

领域，延展体育场馆服务业的覆盖面，推进体育培训业和

体育用品业的创新力度，使这五大体育产业领域持续对

接新世纪体育市场体系的特征和需求。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发

布和实施，更加凸显出体育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支柱性产业的地位。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力和竞

争力不断增强，在继续培育体育消费产业的基础上，我国

将体育产业的升级发展、多层次体育产业市场资本的开

发、集聚式体育产业空间的拓展，作为提升新时代体育产

业发展新能级的主要策略，体育产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

力的变革与推进效果更加显现。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体

育旅游产业、“互联网＋”体育产业等业态形式不断扩展。

2019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9 483 亿元，增加值为

11 248 亿元（新华网，2020）。随着一系列体育产业政策的

精准发力，体育产业作为民生产业和绿色产业的理念已

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其领域规模和质量效益进一步显

现，成为助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新型力量。

2.5 从除冰破局至全面融入，体育外交事业拉近了中国与

世界的距离和感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走过的百年历程中，

体育作为重要的外交元素经常出现在外交场域中。从革

命战争时期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对革命根据地的访问记

录中，可以看出体育是经常交流的话题，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Edgar Snow）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就曾专门和

苏区列宁小学的负责人就学生的军事体育比赛进行过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等国的经验，我国

开始与国际体育组织进行积极接触，并在 1953 年派团参

加了赫尔辛基第 15 届奥运会。后来虽然由于诸多原因使

我国体育对外交流步履艰难，但我国仍然与社会主义国家

保持有体育领域的联系。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与美国

的关系经历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之后，开始除冰破局逐

步实现正常化。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同时，我国也积

极重返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与此

同时，我国与邦交友好国家的体育交流也逐步深入：1973

年，我国举办并参加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4

年，我国派团参加了第 7 届亚运会和第 1 届世界中学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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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1975 年，中国象棋协会成为国际象棋联合会会员

（汪智，200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通过体育的手

段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和感情的过程中，中国

体育展示了其在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形象。中国体育健儿

在国际体坛取得的一系列骄人成绩，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提高了国家与民族的声誉和地位，振奋了民族精

神，增强了国人的凝聚力，加快了体育强国建设的进程。

步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方式更加灵活与务

实。党的体育外交路线和策略能够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如“奥运模式”的提出，解决了我

国台湾地区参与奥运会的问题，为国际体育组织解决此

类问题提供了样板与方案。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在国际社

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体育外交也开始向公共外

交战略转型（刘桂海 等，2020）。体育逐渐成为我国公共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与国际社会建立合作

交流的重点领域，而且不断与健康、教育、卫生、文化、旅

游等领域进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对外交流类型，交

流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延伸与扩大。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体育

事业在我国外交格局中发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外

交活动中的体育元素越来越丰富，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将会进一步拉近中国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和感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

外交事业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整体功能将进一步凸显。

3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历史经验审视

体育强国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命

题（赵富学，2021）。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奋力追求

强国的方略与理路，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体

育作为强国进程中的一个必备要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探索强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支撑。

3.1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同声相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陆续推翻了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受奴役

的历史就此结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

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并且跨入了革命和建设的全新时

代。批判和改造旧体育，建立和形成新体育，成为当时体

育领域的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贺龙同

志便要求体育工作者完成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任务。

他指出：“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熊晓正，1995）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全国体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抱着一定要把

“东亚病夫”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期望，积极投入新中国体

育事业的建设中。体育事业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

服务”的基础上，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任

务指向，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

行条例》，改善和提升了人民健康与体质状况。在连续举

办的全运会的带动下，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高

涨，群众体育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我国的体育运动水

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郑凤荣、陈镜开、容国团、庄则

栋等优秀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屡获大奖，第 1、2 届全运会

使旧中国的全国纪录全部被刷新，我国竞技运动成绩开

始广领域、大幅度提高，标志着已经“站起来”的新中国体

育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在后期，我国体育事业虽

然遭受了一定的波折，但总体来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体育事业发展领域善于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独有发展轨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领

导的体育强国事业在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进程中焕发出

新的面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竞技体育突飞猛进，不仅

突破了奥运会金牌之零，更是在女排、体操等领域的国际

大赛中陆续实现了“零”的突破，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优势

项目，坚实了中国的体育强国之路。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

为是中国全民体育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1995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使全民

健身的政策保障得到了落实和完善。在北京举办第 11 届

亚运会之后，全民健身的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乒乓球、

羽毛球、游泳、马拉松等体育项目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重

要组成，人民群众的锻炼期望和需求逐渐增长，全民健身

快速发展的局面开始形成。进入 21 世纪，中国体育呈现

出强盛的发展势头，2002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使体育强国建设的指

向和道路更加明确。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

仅使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奥运成绩的历史性飞跃，而且

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党的领导

下，新时代的体育事业立于中国已经“富起来”的新阶段，

踏上了体育大国的发展之路，正在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

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为“富起来”的中国式生活注入

体育色彩。

“强起来”是一个国家各项事业都能够处于强盛的历

史阶段，“强起来”虽然有标准，但是无止境（张士海，

2021）。“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时代使命，也是夺

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强起来”既

是一个时代命题，更是一个艰巨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体育强国建设是体育领域对“强起来”的时代使

命的具体回应。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使新时代体育事

业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体育事业发展的 2020 年、

2035 年、2050 年的阶段性目标也更为明确，覆盖的体育领

域更为广泛，提出的建设任务更加精准。“强起来”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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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升级版，这一版本不会有“完成时”的结果，将会

永远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在体育强国事业的推进过程

中，体育“强起来”表现出了多点发力、全面推进和重点突

破相结合的态势，通过党在体育发展战略上的顶层设计

和长远谋划，配套生成相应政策体制，逐一攻克体育强国

建设道路上的各类难题，使体育“强起来”能够持续处于

时态完美的“现在进行时”中。

3.2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救国、建国、强国”的国家

发展脉络相互印证

救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段妍，

2021）。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与生死存亡的历史时

刻，中国共产党开始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积极寻求拯救

民族与国家之路。体育作为独特的元素，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救国之路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群众和军队，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条件下，

使体育普及到了穷乡僻壤，贯穿于革命全程，唤醒了中华

民众参加体育和革命的热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体育形

式，创造和积累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优质经验，建立了

中国体育事业为人民大众服务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服务的新格局。

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建

国大业。在 1956 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

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一步

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增强人民体质，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

平。”（汪智，2000）这是 1949 年之后，党和政府首次对发展

体育事业提出的明确要求。基于 1949 年成立后社会各项

事业重新确定发展轨道的社会现实，在党的领导下，体育

事业领域陆续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使新中

国的体育运动在统一规划下与国家建设的步调相一致，

形成统一整体，有序运行。为此，一批优秀的运动队、俱

乐部、群众体育运动组织等也相应建立，促进了我国体育

运动规模和成绩的迅速扩展与提高。在探索体育强国道

路的进程中，虽然充满了各种曲折和艰辛，但在建国兴业

目标的指引下，党领导我国体育事业不断顶住压力、克服

困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之路，取得

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

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

国是我国强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

国中的体育元素更是直接反映出体育在强国事业中的突

出贡献。强国事业建立在“救国”和“建国”的基础之上，

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国际政

治地位不断提升而整体推进的。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进

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不断凸显

在国际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体育与健康、教育、文

化、产业等领域的融合力度越来越大，竞技体育的突破、

群众体育的普及、体育产业的兴盛、体育文化的创新等，

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强国脉络中的体育事业发展轨迹，

使我国强国进程中的优质经验与体育事业发展体系融合

起来。

3.3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轨迹相向一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网，2019）。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体育梦，拥有特殊的精神内涵

和文化特质，是中国梦的内核组构之一。体育梦不仅承

载着亿万国人强体健心的朴素追求，而且对振奋民族精

神和凝聚国人力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属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动力和劲流。

中国人民的体育强国梦，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轨迹相一致，同样经历了“筑梦、追梦、圆梦”的历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扫清了“东亚病夫”带

来的各种屈辱，筑起了体育推动国家强盛之梦，不仅彻底

摆脱了国民体质羸弱不堪的历史状况，而且不断重视、提

倡和发挥体育在改造民族精神面貌中的作用，开展包括

体育实践在内的一系列体育救国的主张和活动，使体育

强国的“筑梦”之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起

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中华民族体

育梦特殊的内涵。在追逐体育强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体

育事业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图景中，推动中国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中国梦引领着中国体育强

国梦的追梦方向，也擎画出了中国体育强国梦的圆梦历

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体育领域倡导的“锻炼身体，保卫

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主基调，到 60 年代提出的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新境界，再到 70、80 年代的“全民

健身，利国利民”“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新指向，无不体

现出中国人民期望通过体育来助力建设强大中国的美好

梦想。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新时代，体育领域的开放和改

革力度进一步加大，从全民健身到办好奥运，从体育强国

到健康中国，体育已渗透到民众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了

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发展主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体育强则国强，体育兴则国兴”的体育强国追梦和圆梦

逻辑，已经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轨迹中，为中华

民族的强大和自信注入了体育力量。

3.4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致力于“立业、兴业、强业”

的奋斗图景相映相融

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也在摸索和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

定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逻辑（齐冰，2021）。体育强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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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立业基础、兴业历程、强业实

践的奋斗图景相映相融，已经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体系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萧条，百业待兴。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建国任务，但面临的新挑

战和新使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满目疮

痍的旧中国的废墟中奠基立业，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1949 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体育事业

在零起点上，既经历了高歌猛进的飞速发展时期，也经历

了几乎绝顶的低谷时期，在这种起起伏伏的曲折发展轨

迹中，体育事业的立业条件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立业背景

相一致，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条件密

切相关。“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体育方针全面贯

彻执行，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确立，体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体育

管理体制、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等也

陆续进行改革与创新，“依法治体”“体育产业化”“体育社

会化”“增强全民体质，强国强民”等振兴体育事业的任

务，通过体育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等得到了全面

落实，中国体育开始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体

育事业也同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发展时期。21 世纪

以来，体育强国事业在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推

动民生建设等社会背景下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体

育助力全民健康素质不断提升，多元化的群众体育发展

格局正在形成，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冬奥会的成功申办

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景。“亲民、利

民、便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

的主要体育内容，体育作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力佐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3.5 与中国共产党“重体、兴体、强体”的不懈追求相连

相通

“国运盛，体育兴；体育兴，民族强”。百年来，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

做主，中国体育经历了从扔掉“东亚病夫”帽子到“百年梦

圆”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性跨越，使中国以体育大国的姿态

屹立在世界体育之林。中国共产党“重体、兴体、强体”的

体育事业发展理念和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面貌。

中国共产党将体育事业定义为人民的事业，将其与国

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视体育为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赵富学，2021）。重视体育、振

兴体育和做强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形成的

历史共识。以北京奥运会为典型代表，由中国举办和参

与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取得的一系列成功，更是提升了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体育强国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中国体育

事业立于新的起点，建立起了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中国

共产党站在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使“重体、兴

体、强体”的不懈追求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中国体育事业

的全面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后，着眼于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表现出的新追求，党

和政府提供了更好更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使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到由社会进步和体育事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在

充分认识和发掘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优势与特点的基础

上，党的体育强国建设能够不断凸显出体育事业发展的

巨大潜力，使其与优化体育事业结构、强化体育事业发展

效益、推动体育事业内部各门类的均衡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突出我国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及其表

现出的应有优势，与党的整体事业布局相连相通，共同实

现体育强国的目标。

4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探索的实践路向解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强国探索之路，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

扬优良传统，拼搏奋斗，不懈追求，致力于实现体育事业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领导我国体育事业创造出了辉

煌成就，正在奋力向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和路向前行。

4.1 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

体育强国探索与建设进程中

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取得

辉煌成就的重要路向，也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首要保

障。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归根结蒂在于提升体育

事业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何虎生，2021）。中

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体育事业定义为人民的事业，

“体育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发

展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

完美呈现了体育发展“为了谁”的时代命题，更凸显出人

民群众作为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地位。中国共产

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就致力于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推动红

色体育与发展军事体育，并且形成了优质的发展经验和

实践路向，为取得全国胜利贡献了体育领域的力量。

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体育事业，致力于增强人

民群众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国防

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体育事业积极适应人民

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体育强国建设

作为提升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成为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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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路径。以全民健身

为重要载体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更是展现出了体育

事业回馈和造福人民群众的重要取向。2018—2020 年，

我国中央财政每年拨款 9.3 亿元，用于每年补助 1 000 多

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使其向民众开放（沈克印

等，2021）。2020 年底，我国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1 亿 m2，

人均 2.2 m2，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日常健身需要（人民网，

2021）。体育基础设施的及时补充和不断更新，推动了我

国全民健身开展的层次和质量的提升进程，使“人民体育

为人民”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得到印证。在中国共产

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强国建设并

构筑起了强大的合力，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体育强国建设

力量之源。

4.2 强有力的根基：体育强国建设元素融入广大人民群众

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中

体育是人民创造、人民实践、人民推动、人民享有的

社会事业，是反映人类社会生存质量和文明进步的显著

标志（扈建华，2019）。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是建设

体育强国的强有力的根基。体育事业向来是人民事业的

重要组成，在党的领导下，体育强国建设的各元素紧紧围

绕“健民、育民、亲民、乐民”的民生体育要求，织造由体育

元素参与的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2014 年

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围绕《全

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实施，对群众

体育事业进行了顶层筹划和具体部署，保障了人民群众

的体育需求和利益。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所表现出的对体育的需求层次和质量也在不断增长，

这种增长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主要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在对标人民群众体育需

求类别和层次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体育事业发展领域

中比较突出的系列问题。例如，在推动群众体育参与的

层面，党和政府下大力气解决群众身边体育场地、体育组

织和体育活动的不足、不便、不畅等问题，从源头上探索

解决群众科学健身知识和技能欠缺、青少年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下降等问题，并且积极探索应对方案和路径设计，

使人民群众掌握的体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人民群众对体育事业的满意程

度是衡量体育强国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体育强国建设

中的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内容，均是能够惠

及每个人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元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以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这根主线来串联和整

合体育强国建设的组构要素，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持续

精进的高质量发展，使体育强国建设的组成要素能够对

人民健康幸福生活体系进行良性的增益和赋能，进而推

动体育强国建设达到人民群众满意与认可的水平。

4.3 强有力的任务：体育强国建设融合在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中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体育

事业从来都是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祖雅桐 等，

2021）。中国共产党将体育视为推动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

的应有之义，注重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征程中的重要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将体育

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充分展示出

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所处重要地

位的肯定。建设体育强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它凝

结着数代国人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强大的希冀以及由此付

出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强有力的使命，建立起了体育强国建

设的目标导向和阶段战略，回答了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

“强”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在对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呼应符合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际的 2020 年、2035 年、2050 年 3 个阶

段性目标，来布局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内容：与 2020 年

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已经

顺利形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体育产业、

体育文化等领域预设的 2020 年目标已有序实现；2035 年

的目标对政府主导、社会保障、市场运行、群众参与、组织

协调、服务完善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目的在于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内容能够与现代化强国建设布局相适应，加

快形成符合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体育发展新格局；2050 年

的远景目标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进行了具体描

绘和设计，重点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身体素养水平和健康

水平，增强我国体育事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使我国

体育事业的综合实力能够排在世界前列。有了具体的目

标作导向，使命就会更加明晰和确切。在党的领导下，体

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内容，将会融合在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中，落实在体育事业发展任务的具体

细节中，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建设新路径。

4.4 强有力的革新：不断完善创新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的体

育体制与机制

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是需要体育事业踏着改革创新

的步伐不断前行才能实现的（郭维刚，2021）。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经历了由封闭迈向开放、由

单一朝向多元、由小众变成大众的发展脉络。目前，中国

体育事业全面迈入了新时代。随着体育领域改革创新范

围不断扩展，体育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内容分区更加明

晰，全民健身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体育产业促

进与改革的力度更加突出，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朝向高

质量迈进，这些变化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大体育”发展

格局的形成。王宗平将中国体育改革的主体架构总结为

“四梁八柱”式，即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和竞

技体育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四根“主梁”，来统领体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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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人民体质增强、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战略、学

生身心健康、奥运争光计划、职业体育推进和足球改革发

展八大“支柱”（太原市体育局，2018）。这一论点形象地

总结出我国体育实现改革创新和有序发展的基础与保

障，有助于结合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布局，划分出

新时代我国体育改革的层次和脉络。“大体育”发展格局

反映出中国体育改革的综合成效。目前，能够覆盖城乡

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正在稳步建立和推进。学校体育改

革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议题，2014 年，教育部连续

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评价办法》《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2014 年）》等文件，对优化学校体育改革的内容

和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国

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

与创新的方向和路径。体育产业领域持续实现转型升

级，预计 2025 年总规模可以超过 5 万亿元，成为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体（沈克印 等，2021）。竞技体育领

域的改革步伐更加坚定，体育协会实体化、国家队实现目

标管理与扁平化管理相结合、奥运备战体系的高效化更

新等，使中国竞技体育呈现出了更强的发展实力和后劲。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获得了 3 588 个世界冠军，创造了

1 351 次世界纪录，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国际体坛强有力的

竞技体育劲旅（中新网，2021）。改革创新在推动体育事

业全面发展中表现出的强大实力和动力，是党领导体育

事业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改革的有力印证，同

时也呈现出中国体育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所具备

的优秀适应力，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机

制改革的典型经验和成效。在党对体育事业的创新性领

导下，新的体育改革创新思路、模式和动力已经形成，体

育领域的理论、科技、制度创新体系正在科学构建，现代

化的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正在稳步提升与推进，共

同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凝聚了强大力量。

4.5 强有力的开放：为体育强国建设打造“扎根中国，融

通世界”的开放格局

多元化的对外体育交流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陈思，2020）。1949 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与我国

建立体育友好关系的国家达 180 多个，交流涉及高水平训

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和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产生了丰

硕的交流成果。目前，我国已经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并且与国际大型体育组织建立

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提升了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层次和

水平，为体育强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随着我

国体育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开展深度交往已经成为中

国对外体育交流的特征之一，展现在国际体坛中的中国

声音与智慧不断增多和增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已有

289 人在 122 个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过 420 个职务（中新

网，2021），这既是中国体育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显著成果，

也是中国体育对外展示软实力的直接依据，凸显了中国

作为体育大国在国际体育领域所做出的人力资源贡献。

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展中国体育事业对外交流开放力度和

格局，从 1990 年的北京亚运会到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再

到 2022 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连续承办多次国际大型体

育赛事，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的热情和实力，使“和平、友

谊、进步”的理念深入到了中国对外体育交流的各个领

域。中国故事不仅通过体育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

且通过体育这一特殊的桥梁，为中国与各国之间开启了

互通互融的交流窗口，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

得到了明显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体育强国建

设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外体育交流的层次不断深化，体育

外交已经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和新常态，体育成为

推进“国之交，民相亲”的核心内容，通过体育这一特殊窗

口展现了中国开放自信和包容友善的国际形象。进入新

时代，体育外交积极配合国家的外交大局，以扎根中国为

根本，以融通世界为指向，致力于优化和丰富“一带一路”

中的体育对外交流模式，积极参与“金砖”“上合”等高级

别人文交流与多边合作中的体育事务，通过体育方式不

断拓展中国的“朋友圈”，为体育强国建设营造更加有利

和开放的外部环境。

5 结束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体育强国的探索从未停息

过，在长期的积累与总结中取得了一系列体育强国建设

的新认识和新成就，使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有了正

确的方向和坚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厘清了体育事业对

于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赋予

了体育事业在强国征程各个阶段中所要储备的能量和动

力，使体育强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立足新时代，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体

育救国、体育强体、体育兴国、体育大国至体育强国进程

中积累的优质经验，通过深入发掘蕴含在政府主导与顶

层设计、社会执行与过程反馈、市场运行与程序调适、群

众需求与参与意向、组织架构与服务要求等体育强国建

设环节中的各类联结规律，拓展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在体育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时代命题中，坚持中国共产

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系统研究适合中国体育强国

建设需要的现代化体育治理体系构建策略，多维审视符

合体育强国建设标准的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及推行

程式，积极创新体育强国建设所必须依靠的全民族身体

素养和健康水平提升路径，发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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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的内在规律，使体育产业、

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能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主题持续更新

发展理念和汲取发展动力，进而在不断涌现的体育强国

新理念、新实践、新素材融合交汇的影响下，使党的体育

强国建设事业能够顺应中国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改革

的综合要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持续贡

献体育的独特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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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ndred-Year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O Fuxue1，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Hu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cientific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led sports cause march through a magnificent century of history. It has

thoroughly explored various propositions and essentials of sports ranging from saving the country with sports, strengthening

people’s physique with sports,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with sports, building a major sports country and a world sports power, which

m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sports power becom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下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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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蔚宇，等：新时代我国体育市场监管体系构建的质性研究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LIU Weiyu，HUANG Haiyan*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Enhancement of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oward the high-quality end and deepening the sports industry reform. By using Nvivo 12 software,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about the heads of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other 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arket supervision and
modern service market supervision have a guiding and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duc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in the New Era; 2)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has just started, which is immatur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3) sports market regul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how to set up regulatory
departments,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s, develop market subjects and posi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this
basis, the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and pluralistic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system, broaden the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from the
multiple angel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and legal system that match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rm an information-based and
diversified regulatory tool system.
Keywords: New Era; sports market supervis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system construction; re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上接第14页）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reason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theme,

content and fra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s world sports power over the past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port,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explor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is corresponded with the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prosperous and becoming stro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mutually confirming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aving,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consistent 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f “building, chasing and realizing dreams”, and correspond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struggle vision of the sports

cause of “establishment, revit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and connected with the firm pursuit of the sports cause of “emphasizing,

rejuven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ese people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with joint forces, forming a vigorous fountain of strength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elements of building the world sports power can be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better life featuring health and

happiness. A pattern of “rooted in China and merging the world” has been created for sports exchanges and opening-up, and made

the sports tak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mportant mission for its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formed a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world sports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sports nation; Healthy China; dream of leading sports nation; Chinese dream;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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