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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发展观研究 

杨 凯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逐渐提高，并且开始重视身体素质的提高，体育

运动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还可以增强人的体魄，提高人的素质。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体育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必

须高度重视我国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本文对当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发展观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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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people's material level ha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y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fitness. Sports are not 
only conducive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can strengthen people's physique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country'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s the mainstream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s spor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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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能够指

导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体育运动能够提高当代人

的身体素质，科学发展观能够促进当代体育事业的

发展，在当代体育中运用科学发展观能够促进我国

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我国人民的综合素质，

对我国体育的长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当代

体育事业应该重视与社会经济相结合，保障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当代中国体育科学发展观的作用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至今，当代体育是其中比较

突出的象征，体育的科学发展比较重视人文化的融

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与当今社

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体育事业的存在尤

为重要，体育事业的规范化对于体育事业的全面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能够提高社会人民的

综合素质，由于当下社会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

工作压力普遍加重，在身体素质以及身心健康方面

已经呈现了下滑趋势，因此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对

于全体人员的身体素质提高具有深远影响[1]。三是

体育科学发展观想要得到持续发展，必须重视体育

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

当代体育事业共同进步。 
2 当代中国体育事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2.1 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矛

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代体育事业已经

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各种有关体育事业的竞赛

更是屡见不鲜，但是由于各国人民身体素质的不一，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其中包含了：一是由于大型体育运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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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城市交通、居民生活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大

大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二是大型体育运动所需的

设施如果进行建设，会造成社会资源的铺张浪费，

严重造成了社会资源的过度利用，例如在开展大型

体育运动时，会引进较多的体育设施，但是体育赛

事过后，这种体育设施会被争相控制，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影响。 
2.2 当代中国体育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随着我国政策的改革，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速

度越来越快，但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其缺乏

稳定性、前瞻性，并且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

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城市的自然环

境，打破了生态自然的平衡，如田径运动需要的地

面硬化，由于大面积的覆盖造成了城市的热岛效应，

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自然环境。二是在开展体育赛事

的同时也给城市增添了许多的垃圾，使自然的可循

环再生功能大大下降。三是对植被造成破坏，在体

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没有得到

重视，破坏了城市物种多样性，使城市的植被大量

减少，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3 当代中国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事业中的

各类项目也争相进步，并且形成了许多有关体育事

业的产业链，由于体育项目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为

城市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由于体育事业具有阶段性的特点，造

成了城市经济的大起大落、高低起伏，使城市经济

严重不稳[2]。二是体育事业的发展严重制约城市经

济的发展，由于二者发展速度不匹配，为城市经济

带来巨大的压力，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 
3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体育事业中的应用 
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想促进社会经济

的繁荣，必须严格遵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

科学发展应该如何在当代中国体育中进行运用，主

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促进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 
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体育事业的

进步，还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同理，体

育事业的进步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

一是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科学的规划体育设

施的建设，这样不仅有效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二是合理利用体育设施，

将其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发挥，例如在开展体育活动

时可以向全体人员开放，充分利用其作用，服务大

众。只有将二者进行完美结合，才能实现当代体育

事业的持续发展。 
3.2 体育发展要重视自然环境的协调 
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自然环境的保

护，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体育的科学

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包含了以下

几点：一是在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要重视

保护自然环境，尤其是在建设体育设施的过程中，

一定要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建设[3]。二是保护

动植物的多样性，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尽

量减少建设体育设施，保护生态平衡，确保动植物

的家园不被打扰。三是在开展体育项目活动的同时

减少垃圾的产生，保护自然环境不被破坏，对垃圾

进行分类回收并加以处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既保

护了周边环境，又带来了经济效益。当代体育事业

想要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才能共同进步。 
3.3 当代中国体育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体育事业要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体育事

业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当代体育事

业在发展的同时虽然也能带动区域经济，但是也给

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体育

事业的发展必须重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主要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协调：一是根据体育事业的

发展特点，制定科学的投资计划，合理的建设体育

设施，从而保障了人力、财力的合理使用，确保资

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政府要正确的引导体育市场，

规范体育事业的发展条件，确保体育事业的发展不

会破坏经济的稳定，这样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对此必须提高重视[4-8]。三是

想要促进社会经济与体育事业的共同发展，各个区

域首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科学规划体育

事业，避免因为发展体育事业而带来的经济危害。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结合

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保证体育事业的稳定前进。

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因此各地政

府应该重视社会经济与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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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重视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对于社会经

济的长久发展具有非常难重要的作用。体育事业的

发展还应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

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共同进步，从而促进当

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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