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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documentary data method, the article gives a historic logical analysis on “golden
medal strategy” from value theory angle, concludes that the single “golden medal strategy” cannot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thletic sports in china, which cannot be in accord with the basic needs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Chinese sports should put a new premium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orts which can promote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viewpoint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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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从价值理论角度，对我国的“金牌战略”进行了历史性逻辑分析，认为单纯

1

“金牌战略”何去何从

以“金牌战略”代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思路不符合新时期体育发展的基本需求，我国体育的未来
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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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 51 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一名；2010 年亚运会上，中国获
得 199 枚金牌，远远超出其他亚洲国家；201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获得 75 枚金牌，超出第二
名 33 枚。面对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金牌榜第一的荣誉，我国全民体质健康状况却呈
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在 2007 年公布的一项世界国民体质排名中，中国排在第 32 位。中国人的体质状
况用新华社记者杨明提供的数据就是“两高一超”，1.6 亿人患高血压、1.6 亿人患高血脂，有 2 亿人超
重或肥胖，75%的国民处在亚健康状态。更令人堪忧的是，较之 2000 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率增长近 50%，
青少年近视率从 20%增长到 31%。看到这种对比，我们不得不问，“金牌战略”的实施究竟推动了谁的
发展？以金牌榜排名代表的我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为何没有带动国民体质的提高？未来中国体育
的基本发展方向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作者搜索了大量文献资料，运用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的
方法，从系统论和价值论等理论角度对中国的“金牌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与建议，望
能引起更多体育理论研究者的思考与讨论。

2. 金牌战略的形成过程
1979 年 2 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发
展方针。1980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则对此方针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竞技体育为工作中心的战略由此
形成。国家体委随后提出了“在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进入总分前 10 名，在 1984 年奥运会上进入总分前
6 名”的具体指标。在 1984 年 10 月 5 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如此表
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 23 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
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1986 年 4 月 15 日，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
案)》，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体育改革要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思路。
这一草案实质上是竞技体育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强化，而且在该文件中，两个“超前发展”理论(即体育
超越经济，竞技体育超越群众体育)被确立[1]。这一时期，从发展的目标、措施等方面可以看出，高水平
体育竞技，确切地说是奥运竞技，被当成是体育的核心和重点。
之后，“奥运战略的需要、满足民族心理的需要、解决资金难题的需要”[2]催生了“奥运争光计划”
的正式出台，1995 年 7 月 6 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目的在于坚持把竞
技体育的最高目标放在培养能够在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项目以及人才上，即要在短期内，通过提升我国
奥运会金牌排位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继续“以新世纪
我国在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全面部署竞技体育的发展重点。”2001 年 7
月 14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会议上，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至此，我国竞
技体育开始大力提倡“金牌战略”，这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指导竞技体育发展全局，争取金牌最大数
量的总方针、总战略。它既是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定位，又是竞技体育效益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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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牌战略的价值分析
3.1. 国家主体
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而在这个经济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国家面临着
内聚人心、外示形象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竞技水平，派体育健儿参加奥运
会，多得金牌，争取优异成绩，是途径之一。因此，“金牌战略”一经产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竞
技体育比赛的胜负不仅关系到运动员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荣誉。运动员在国际赛场
上的表现代表着国家形象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夺取奥运金牌作为提升本国在国际上政
治地位、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渠道。胡锦涛在会见参加第 28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国
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良好的体育道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
国热情，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成为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3]。显然，
金牌效应展现出了体育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强大政治功能。

3.2. 社会主体
对于社会主体

1

而言，伴随着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

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全国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金牌促竞技体育和
促体育的名义，搞起全运会、市运会等各级运动会的金牌战略，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
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块金牌都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至此，“金
牌 GDP”成为衡量各层级体育行政机构工作业绩以及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

3.3. 个人主体
金牌对于高水平运动员个人而言，也有超越自我的快感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但是在“举国体制”
的大背景下，个人的一切利益以及基本的生存条件、生活资料都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个人的本身价值
体验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完全消失，拿金牌只是为了国家荣誉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利益。十一运会冠军苏达
金在本届亚运会男子举重 77 公斤级挺举比赛中失利后，他使劲扇了自己几耳光：“我左手有伤，但不是
主要原因，就是太想要(金牌)了。主场都拿不了金牌，真是感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观众。”因此，金牌
战略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是国家的政治需要创造了这一战略，个人主体的体育价值观完全依附于
国家主体对于体育的需要。
以上可见，金牌战略更多地是满足国家主体以及各级行政机构主体对于体育的政治诉求，并且在之
后的各层级“夺金”竞赛中，从国家到个人逐渐将金牌的这种政治功能视同于竞技体育的本质功能。

4. 金牌战略与中国体育全面发展
4.1. 金牌战略与竞技体育功能
金牌战略最初是为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目标而产生的，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是某一历时阶段的任务
指标，从功能上讲，它主要满足了国家、各级政府的政治利益，也满足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金
牌战略在不断的扩大和升级过程中导致了相关利益群体对于竞赛结果的过分追求，金牌数量所代表的任
务指标逐渐变成了一种战略目标，因此，竞技体育的功能价值在金牌数量快速攀升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其
最根本功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高水平体育竞技表演的欣赏需要。所谓高水平体育竞技表演不
仅是指取得比赛的最终胜利，还有在竞赛过程中运动员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技战术、顽强拼搏精神等美好
1

由于中国体育产业实行的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体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其需求方与投资方都是由国家或者政
府来“扮演”的，因而社会主体主要指的是各级政府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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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受。换言之，竞技体育主要通过消费者观赏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特殊审美和各种心理感受的需要，
它代表着人类用身体运动的方式向自身的生理及心理挑战的最高水平，它对其观赏对象的作用就在于各
种高水平的竞赛或表演为他们提供了一类为一切其他表演艺术所不能取代的审美享受和刺激，并且不断
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亲身参与体验体育实践的愿望和要求[4]。

4.2. 金牌大国与体育大国的距离
竞技体育的功能决定了其本身对群众体育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而国内的基本现实是，竞技体育已形
成了一个独立于群众体育发展的自我循环系统，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已发生了关联关系断裂。这种
现象表现在大众的意识观念里，即竞技体育只是属于少数具有天赋的高水平运动员的事，与自己的生活
包括体育意识和体育活动完全无关，由于大多数群众对体育项目技术规则等内容的不了解，因而对于竞
技体育的关注仅在于比赛的结果，即运动员是否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多少金牌，竞技体育过程中所展现
的高超技艺和美好品德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此竞技体育当然无法激发人们亲身参与体育实践的愿望。
而金牌战略的实施，更在国家行政层面给予了这种现象以肯定，使大众普遍认为竞技体育水平就是等同
于金牌榜的排名，而当我们的金牌榜排名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甚至出现了“金牌审美疲劳”，开始有
人质问金牌大国是否等同于体育大国？

4.3. 金牌战略无法推动中国体育全面发展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牌不能全然代表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而体育(产业)内部结构关联关系的
断裂和竞技体育(产业)的自我循环，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根本无法带动群众体育的同步发展，所以，金牌
数量的攀升与中国体育全面发展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连动机制。我国的体育(产业)是一种以国家意志人为
地再造社会的投资体系和需求体系条件下的产物，当国家意志发生了转移，体育不再被当作国家的“事
业”来做，一方面，国家投资减少，推动体育(产业)自上而下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需求主体多元
化，但自下而上的力量又受到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阻滞，因此，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需要系统化
研究的，把中国体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体育比赛金牌榜排名上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性的，金
牌战略缔造的中国竞技体育神话已正式宣告结束。

5. 结论与建议
1) 在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下诞生的“金牌战略”使得竞技体育变成了取悦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治工具，
然而，金牌总数的多少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金牌至上的理念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更不可能带来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2) 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除了国际体育比赛的奖牌排名，学校体育基础、国民身体素质及公共
运动设施的数量、对公众开放程度等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并且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更为关键，在此基
础上的竞技体育高水平发展才是真正的体育强国。
3) 把财政经费用于学校体育的恢复和健全，让体育扎根教育，让更多青少年接触体育运动，形成健
康的体育意识观念，重塑中国体育金字塔结构的塔基，为未来群众体育普及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4) 利用各种传媒渠道，扩大体育宣传，转变“金牌至上”的观念，树立科学合理的体育发展观，积
极培育推动中国体育(产业)自下而上发展的民众力量，并逐渐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5) 在体育系统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资源控制者转变为市场
运行监督者，进一步明晰产权，帮助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应正确看待体育的发展效应和目标，如果仅仅着眼于政绩而紧盯金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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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狭隘的锦标主义，甚至是违背体育道德等现象的根源，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相去甚远。
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清醒地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使体育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高度重视
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体育的发展融于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伟大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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