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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性伦理兴起是化解休闲体育伦理失范的迫切诉求，也是休闲体育行为实践诉求的永恒主题。通过文献
资料和逻辑分析法，对当前休闲体育的伦理失范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研究认为，休闲体育的伦理
失范存在着工作与休闲的二元对立导致观念的庸俗化，自我世界存在的“单向度”导致价值取向的拜金
化，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灵魂”导致行为的风险化等问题。研究建议：坚守休闲体育的公益性，引领
社会规范化发展；构建科学的法律机制，明确多元主体的道德责任；诉求德性伦理的回归，践行主体行
为的道德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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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moral ethics is an urgent appeal to resolve the anomie of leisure sports ethics, and also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practical appeal of leisure sports behavior.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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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udied the current ethical anomie problem of leisure sports through literature data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n the ethical anomie of leisure sport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leads to the vulgarization of ideas, the “unidirectional degree” of the self-world leads to the gold worship of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risk of behavior
caused by the “free soul” without any bondage. Research suggestions: stick to the public welfare of
leisure sports, lead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uild a scientific legal mechanism,
clarify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ple subjects; demand the return of moral ethics, and practice the moral and responsibility of subjec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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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就极为重视德性伦理的建设，德性伦理也一直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命题。
[1]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一个普遍有闲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美国学者斯金纳曾
说：“一种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身前途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是看他如何处理闲暇问题。”[2]从有
闲阶级到社会大众，从蹴鞠、捶丸、木射、角力到高尔夫、登山、徒步、潜水、滑雪、攀岩等，无论运
动项目如何变换迭代，体育作为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其塑造和完善“完整人”的价值亘古未变。体
育与休闲的结合并不是体育的一种新的形式，而是人们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体育异化现象的反思，是体育
以人为本的回归[3]。然而，休闲体育活动需求的急剧增加并未唤起人们高层次休闲追求的精神意蕴，反
而是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个体身心恢复和发展的消极性社会事件，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广泛
批评和指责。尽管当今不和谐的休闲体育现象愈演愈烈，但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人性意蕴并未泯灭。德性
伦理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行动的价值理念和心理状态，注重的不是行动也不是结果，而是你自己是个什么
人：作为一个好人，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总之，义务伦理学讲直觉，结果主义讲推理，而德性伦理学
讲整体判断。虽然德性论理学无法告诉我们具体应做什么以及提供具体的行动标准和规范，但对人的休
闲和社会实践行为却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2. 休闲体育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2.1. “工作–休闲”的二元对立与本性的违反
工作和休闲作为人类生活需求的一部分，是围绕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的生存发展影响着双方矛盾的变化和性质。19 世纪以来，社会对工作
和休闲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与了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观念，认为休闲和工作二者相互排斥，使得整个经济体
制偏向了积累必要劳动以便创造经济腾飞的资本环境，工作便被合情合理认为是社会体制中的重要一环。
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休闲因为带有消费、安逸与放纵的属性，被认为是社会的寄生虫受到了来自“生产
社会”的指责。随着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人们对工作和休闲的性质逐渐发生了改变，技术的进
步逐渐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以及工作的时间，人们开始追求可以维持自身基本需求以外的可以自由支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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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权力，从事令自己身心愉快并可以促进自身实现自我发展的休闲活动中来，从而获得精神的满足和
心灵上的自由体验，通过运动达到休闲和健康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我国传统
的文化一直深受农耕的影响，造成劳作与休闲的二元对立分离，随着物质财富以及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
忙于生计的人们便把休闲当成补偿和弥补工作中的不足，人的本能欲望和倾向得到了宣泄和释放，对于
伦理道德约束的缰绳被有意无意的放松与懈怠。在人们进行休闲娱乐活动时，这种道德失范现象被彰显
了出来，诸如广场舞占地扰民、闹市滑板跑酷、徒步队噪音占道等现象层出不穷。休闲不再是人们的崇
高理想和永恒目标，而是成为了现代人释放压力和宣泄自我的途径。

2.2. 自我世界存在的“单向度”与符号的彰显
“单向度”即是“单向度的人”，是美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所著的
《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的，即是丧失否定、批判与超越能力的人[4]。在我们这个飞速转动的时代里，
到处都是令人晕眩的匆忙，这个时代厌弃无用之事只做有用的事，而这个有用的事就是可以带来眼前利
益。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丧失了合理批判世界的能力，单向的选择，让他们失去了理性与自由，只留下
商品经济下膨胀的物欲和空虚的心灵。休闲体育作为人们从繁重的体力活动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有闲的真
实存在，其本质是获得自由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然而，在生活领域，人们的生活和休闲方式逐
渐被金钱和消费观念同化，休闲体育被认为是金钱与阶级的象征，成为了有闲与有钱阶层无限拥有的休
闲方式，进高端健身房、私人会所打高尔夫、海边度假潜水、定制海上冲浪等时尚项目逐渐成为人们的
热衷消费选择，很多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彰显自己所处的地位与社会价值，殊不知做了拜金主义的囚徒，
掉入了资本与企业家编制的美好陷阱。因此，休闲体育也被塑造成了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
过程[5]。在文化层面，在发达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技术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现如今，日益发达
的短视频媒体等平台不断炮制和展示各种虚假的休闲需求和人生自由，常年在电视电影中出现高尔夫运
动、冲浪、滑雪、登山等时尚休闲运动往往变成了一种“时髦”的装饰品或者“网红”的身份标签，对
特定运动的消费成为了一种“财富”或者“博取眼球”，但是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却被消弭殆尽，
社会大众只能通过分期付款或者最低消费的方式去消费这些“异己”的时尚运动，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
阶级地位提升感。

2.3. 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灵魂”与行为的风险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时间缩短和生活方式的演化，国民休闲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休闲俨然成为人
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物质生活受到改善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精神上的享受和追求，参
与和选择休闲的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休闲体育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休闲方式。休闲
体育也不断孕育出新的内涵与外延，一些具有冒险、时髦、刺激以及追求个性和定制化的时尚休闲体育
活动如万花筒版变换着形态与色彩。诸如蹦极、跳伞、攀岩、滑雪、登山、徒步、皮划艇、漂流、冲浪、
滑翔伞、翼装飞行、潜水等新兴项目经过大众不断尝试开发，已经充分融入了现代人生活的各个角落，
成为了人们迫切追求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状态，并在媒体的大肆宣传报道下成为了一种时尚。
然而，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发生意外受伤和被困救援的人数也在增加，这引发了社会对于这些项
目本身的道德悖论和相关困境的激烈讨论。上述活动之所以比其他充满危险与挑战，不仅仅因为这些项
目对参与者具有非常强烈的身体和心理精神的刺激，而是因为活动进行中不可预测性因素太多。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进行时尚休闲体育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实现既定的目标与培养自信的品质，
但是，若参与者将这种自信精神和勇敢者品质的培养置于生命安全的基础上，这就远远背离了休闲的内
涵与价值。尤其是这些运动都需要具备高超的经验和专业素养，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熟练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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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辅助的技术手段和功能也尚不完备，休闲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远远大于其他项目。

3. 德性伦理诉求对休闲体育行为实践的意义
3.1. 规范伦理困境与德性伦理诉求
规范伦理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的一种哲学研究[6]。规范伦理学主要指遵从何种形式的道德标准
才能使我们的行为实践趋于道德上的善，因而具有普遍意义以及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休闲体育领域也是如此，伴随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规范伦理学应以其合理与责任为准则为休闲
体育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休闲伦理对休闲体育行为的规范作用日趋
降低，规范伦理在解决休闲体育活动中发生的道德问题上显得无力，道德下滑与理性缺失已严重迫害当
今休闲体育良性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任何外在的规范、准则及其法律制度都难以限制人们的休闲实践
行为。因此，需要来自内在的道德力量用来弥补人们体育休闲行为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危机。正如麦
金太尔对美德的呼吁和追寻一样，他认为现代社会是“道德破碎”后的“德性”时代的产物[7]，只有追
寻美德才能改善现代社会的道德境遇。而休闲研究的核心观点认为，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
种“成为人”的过程，是在寻找快乐和生命的意义[8]。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是构成休闲体育行为实践道
德整体的两个部分，规范伦理重视对休闲体育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而德性伦理更多则是聚焦参
与者的内在品德和动机，德性伦理为参与者行为实践提供价值支撑，规范伦理则为参与者行为实践提供
行动向导，只有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兼顾并重，才能实现休闲体育活动的良性发展。

3.2. 规范守住道德底线，德性追寻高尚品质
在道德要求和层次上，规范只是道德较低层次的表现形态之一，表现在以其具体的道德规范来指导
和调节人的关系和行为，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品质，即用外在约束让人的实践行为符合社会的认
可和要求。规范伦理对休闲体育领域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也是休闲体育行为实践中的一种底线，通过对
休闲体育参与者提出道德底线要求以此来保障休闲体育的和谐稳定和良性发展。德性伦理追求个体的高
尚品质，是休闲体育建设的上层伦理，是对休闲体育参与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德性论理潜在于人的内在
精神境界，只有通过自我约束、自我审视以及自我反省才能够形成。具备德性的休闲体育参与者应该是
能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在内心之爱下从事休闲体育活动释放自我和追求幸福体验，达到自在自为的心境
与休闲意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塑造自我精神与价值。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求各
自的需求和利益最大化。对大众来说，规范则是人们共同的需求和利益的底线和边际线。在当今，多元
化的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观并存，每个人拥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已经是一种奢望，而守住道德底线也是就“规
范”应该是所有人最基本道德要求。但是，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行为仍旧屡教不改，道德失范问题更是
受到社会和大众媒体的批评和指责。比如，休闲体育需要高度的经济自由，但不能通过高档消费炫耀自
己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位；高尚运动需要提高门票费用，但是不能“高”得离谱；休闲运动需要经营，
但是不能让顾客沦为“待宰羔羊”，甚至让不需要付费的项目付费。可见，促进休闲体育活动的良性发
展，不仅需要法制规范，也需要内在高尚的道德品质，而道德与责任是休闲体育活动摆脱道德危机的一
剂“处方药”。

4. 休闲体育的伦理失范到道德救赎
4.1. 坚守休闲体育的公益性，引领社会规范化发展
我国体育政策的颁布和制订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进行管控的，因此，国家政策的指导和引领对地方
休闲体育活动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管理层面，一切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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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在社会大众的层面上，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垄断却严重干扰了整体休闲体
育活动的公平与可及性，尤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竞争，践踏了休闲内涵，损害了休闲形象，
让休闲体育沦为标签化的项目。坚守休闲体育公益性原则，就是要解决场地和消费问题，解决参与者的
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当介入体育休闲领域，制定适合的休闲体育发展
政策，反映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禁止短期利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确保体育休闲
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必须包含多重目标，既要对“有闲阶层”提供服务，更要为社会大众创造
低成本、非盈利的场地供给和技能教育，为儿童、老人、残疾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等提供免费的体育休
闲服务，消除标签化，维护休闲体育的公平正义。

4.2. 构建科学的法律机制，明确多元主体的道德责任
道德与实践分离是现代体育难以磨灭的伤痛，如何促进休闲体育的道德化是当今体育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休闲体育不能没有法律制度约束，人们在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任有许多问题有待体育法进
行管理。因此，面对休闲体育发展带来的种种道德问题，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休闲体育的规范化走向。尽
管我们可以对休闲体育给予法律管制和道德约束，为休闲体育的实践参与制定基本的道德红线来削弱一
些负面影响，但问题是休闲体育的道德实践标准却仍难以准确界定。在很多情况下，休闲体育的行为实
践背后仍潜藏着许多非道德的主体意识，如为了冒险和追求刺激，不顾景区提示牌和人员劝告强行进入
未开发区域进行登山或徒步，形式上看这是一种追求自我价值和探索自然奥秘的休闲活动，而实则造成
社会的不安定和增加各种生命安全事故的数量。

4.3. 诉求德性伦理的回归，践行主体行为的道德与责任
从有闲阶级到普通大众，从高尔夫、登山、滑雪、跑步到攀岩等，无论人群和项目等如何变化和拓
展，体育作为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休闲方式亘古不变。这是一个普遍休闲却又饥渴的时代，尽管物质财富
增长赋予了人们休闲的条件，但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却限制了休闲的自由。现代化工作的久坐使身体肌肉
力量减弱，人的生理需求被长期压抑成为“单向度的人”。所谓参与主体，主要指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
人，正是因为部分主题自身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标准，才导致休闲体育领域中伦理道德失范的
问题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抛却外界功利目的干扰，以自我发展和价值提升为中心，通过坚持不懈的身
体管理和目标实现，从而使自我的本质力量得到发挥，理性精神得到升华。同时，也要加强主体道德修
养和休闲教育，并勇于承担起道德责任，让内心之爱在道德的约束下升华，促进个体生命感性和理性的
双重统一，弘扬和塑造休闲的道德价值。

5. 结语
如今的休闲体育缺少的不是利益与收益，更多的是主体的道德与责任。尽管很多人可能只是无意识
地淡化了休闲与道义，但是绝大多数人仍能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休闲体育参与者的道德与责任也并未
完全泯灭。因此，化解休闲体育道德失范的根本与出路就是需要让道德的力量唤醒被淹没的良知，自觉
树立一把对与错的标尺，能积极进取，择是避非和追求高雅，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坚持内心的道德信
念，内省克制，重视自我塑造价值，使休闲体育活动更加文明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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