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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lations, quality, individuality and needs. Mass sports is a kind
of entity-based entity. Volkswagen Sports Volunte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health, recreation, recre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self-realization for the purpose. The connotation of mass sports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a realistic way to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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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包括人的交往关系、素质、个性和需求的全面发展。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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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实体行为，表现为民众自愿参加，以强身健体、娱乐休闲、陶冶身心、实现自
我为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契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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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与大众体育无关。其实，大众体育不仅是人
们生活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实现方式和形式之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体
现和重要内容。因为，大众体育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实体行为，表现为主体的承载和主观意志的驱使，
是主体在一定规制下，通过参与活动而提高身心素质，丰富感觉，实现自我。

2. 大众体育及其现状
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并称为体育，是体育所包含的三种形式之一。三者互有侧重，互
为补充。竞技体育是以职业体育为主的竞争性体育，学校体育是以教育为依托的体育培育，而大众体育，
又称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是普通民众自愿参加的，以强身健体、娱乐休闲、陶冶身心为目的的体育活
动。相对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而言，大众体育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第一，大众化。竞技体育由于其过度专业化而显得曲高和寡，而学校体育因为局限于校园而让人感
觉有些阳春白雪。前者，主要是专业运动员在一些专业场馆所进行的；后者，主要是体育教师根据一定
的教育规律而进行的体育课程。大众体育则是面向普通大众，无关技巧高低、理论多寡、年龄大小，都
可参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让自己满意开心的某项体育活动，是与广大群众最为贴近的体育形式。
第二，普及化。大众体育不仅适宜各种人群，也可适应于各个地方、各个地域，对场地及场馆设施
的要求不高。因而，无论是偏远的山区，还是繁华的大都市；无论是住宅小区内简陋的公共设施，还是
专业的体育健身场馆，都可以开展大众体育，都能看到正在进行大众体育锻炼的人群。可以说，大众体
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第三，多样化。大众体育的形式多种多样。适合于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活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
称之为大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各种项目都合适大众体育，只不过在竞技体育那里是以专业化的形式展开，
而在大众体育那里却是以非专业或半专业的形式展开。因此，不确切地说，大众体育涵盖了体育的所有
项目，其形式多样，轻松活泼。大众体育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促成了它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第四，参与者或主体本质的对象化和自我需求的满足感。大众化、普及化和多样化可以说是大众体
育的外在的特质，是可感觉层面的表现与特征。大众体育最根本、最内在的特质则在于参与者或主体通
过大众体育活动，满足自我的各种内在需求，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愉悦身心，丰富自我的各种感觉，寻
找到一种自主活动，从而外化、确证自我的本质特征。
从大众体育的上述特征可以看出，虽同为体育活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它与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有着相
当大的差别，它是一种参与者或主体自主自愿，以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并为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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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大众体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数字显示，截止 2014 年底，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数比例达到 33.9%，
比 2007 年提高了 5.7 个百分点；国民体质检测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为 89.6%，
比 2010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1]；2015 年底，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57 平方米[2]。大众体育对
民众的身心健康和民众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最直接的表现
形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指示器和衡量器。
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大众体育发展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我国大众体育发展水平还有一定
的差距，需要解决和协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年龄群之间的
发展不平衡；第二，体育公共服务相对落后，即公共设施建设不足，一些场馆开放程度不高，指导性服
务人员欠缺；第三，社会力量动员不够，体育社会组织还难当大任；第四，民众的自我意识和积极性有
待提升[1]。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大众体育的广泛和深入发展，从而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3. 大众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尽管大众体育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具象的，一个是相对抽象的，但是，不仅大众体育的特点已
经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大众体育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内涵和深层本质方面，更有契合
和相通之处。
首先，体育与劳动同根同源。人类最早的体育莫过于原始人的奔跑行为，也就是跑步。跑步是原始
人赖以生存的狩猎行为的基本运动之一，是原始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活动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原始劳动
的最初形式，是原始人生活劳动的基础，因而，从体育角度讲，跑步或狩猎是一种源自于生产劳动的体
育行为；从劳动角度讲，跑步或狩猎是一种以体育行为方式展开的生产劳动。而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特有的行为。正是劳动，使人得以从类人猿蜕变而来，成为了来自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人的自然存在
物。不仅如此，劳动还创造和改变着人的社会关系，还丰富和发展着人的本质，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
因而，人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并通过劳动而得以发展的。体育包括大众体育是一种劳动，是一种活动；
人的活动或劳动的部分形式就寓于大众体育之中。
其次，体育之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契合，体育与劳动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相互补充，互为表里。体
育是一种人对于自身、心理、物质对象、协作者的实践行为，是以身体素质的强健和心理素质的提升为
目的的。人自身的身体与心理的发展是人健全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因为人的存在或
者说人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必须要达到身体和心理的足够发展，否则，就谈不上健全意义上的人，
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固然，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多方面要求，得益于体育的身体和心理的改造、发
展与提升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作为人本身构成的基础，优秀的身体条件和卓越的心理能力有助于人在
其他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更好的提升，能够使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更胜一筹。这也就意味着，体育可
以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深层意义上的影响，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诉求一致，且高度契合。

4. 大众体育：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现实途径或表现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主要指人的身体、心理、感觉、交往等方面的能力的
全面发展，以及人的活动向自主活动的回归。大众体育作为人们生活实践的主要形式和表现涵盖了上述
诸方面的能力，并且以提升、健全上述诸方面的能力为目的。因此，大众体育的发展，无疑是在促成着
并实现着人的全面发展。概而言之，大众体育从以下几方面实现着人的全面发展。

4.1. 交往关系方面
我们所说的交往关系，自然是以人为主体，是人的交往关系，因而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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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交往关系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它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并在社会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完善。大众体育的各项活动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只不过它与人们在生
活和工作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略有不同，即大众体育活动中，活动者或主体可以单独完成某项
活动，寻得需求的满足和自我感觉的完美，同时可与其他同样是单独活动的主体进行交流，结识新的朋
友；也可以与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合作或竞争，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或竞争关系，且这里的主体或合作者、
竞争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群体。因此，大众体育活动促成了人与他人、与群体的交流，加强了所有
参与者之间的配合与默契，最终可以形成人与他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和良性竞争关系，以及人与群体的团
队关系，增添和丰富了交往关系的内涵，也必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4.2. 素质方面
人的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这是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基础品质。人的生理素质包括人的
生理健康程度、身体健全程度、自我身体调控能力等。统而言之，大众体育活动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
就是强身健体，对人的生理健康形成基础性的保障。如果细分的话，大众体育活动对处于不同成长期的
人们的身体“保健”作用，又不尽一样。对于青少年而言，大众体育活动对其身体和心理起到培育和塑
造作用；对于成年人，大众体育的作用则在于有目的改造身体和提升生理机能；而对于老年人，大众体
育活动则在抗衰、保健方面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大众体育对于人的生理素质的培养、提高、增强、丰
富、维持等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心理素质的构成和生理素质有所不同，它分先天和后天两部分，并以后天的培养、训练为主。心理
素质的先天因素由遗传决定，难以改变，但后天因素则根据主体后天经历的外界刺激和培养而构成。大
众体育是后天塑造和培育人的心理素质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式之一。其培育作用表
现为：1) 大众体育所展现出来的参与、合作和竞争意识，具有示范效应，引导着参与者的心理素质成长；
2) 大众体育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意识，有意无意地塑造者参与者内心层面的秩序性；3) 大众体育所具有的
竞争性，锻炼了参与者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考验了其自我意志力；4) 如前文所述，大众体育还
培育了参与者的沟通、交流和协调能力，丰富了其交往关系，拓展了其交往范围。
简言之，大众体育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提升着人的素质——强健体魄，健康心智。

4.3. 个性方面
个性是指个体在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方面具有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心理学角度看，个性是指个体
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具体讲，是个体在需求、生活习惯、性格、能力、兴趣、价值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来
的稳定的心理特征[2]。因此，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又表现为个性心态的平稳程度和自信程度。一个人的
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和解放，就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爱好，意味着他的心态是乐观向上
的，以及他的精神层面的认识是自信健康的。
大众体育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中所经受的挫折锻炼和耐力锻炼，可以增强参与者心态的调适能力，
从而可以增强参与者的自我个性的认可，促进其心态平稳和自信程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大众体育不仅
仅是一种体育活动，它本身还是一种文化行为，也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而存在的，塑造着、传递着一种
文化取向，如“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鼓励着参与者寻求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民族体育中的太极
拳等，以其内外兼修、动静结合的特性，引导着参与者自我修养的提升。这就是说，大众体育的每一种
具象形式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文化追求、文化意蕴，这种文化追求和文化意蕴一般表现为超越自我和完
善自我的人生态度、和谐竞争和共同提高的精神境界、不畏艰难和勇于进取的健康心理、胜不骄和败不

DOI: 10.12677/ass.2018.71016

94

社会科学前沿

徐飞，李树旺

馁的平和心态。这些都引导着人的个性健康、全面发展。

4.4. 需求方面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文化需求，等等。需求是一种客观存
在，是人和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这种动力以一种需求的不断产生和需求的不断满足的形式，发挥
着作用。
大众体育既非竞争性，也非强制性的。大众体育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主要源于人们对健康身体和
心理的需求与追求。体育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及“人类的追求没有极限”的精神理念，通过
竞技体育播撒在大众之中，为大众所熟知并心向往之，而大众体育则把这种理念作用于每个人身上，并
化为了大众的日常的体育锻炼和现实行动。也正是在大众体育活动中，人们对于和谐的人际交往、健全
的心智和健康的个性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和提高，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在有意无意之间，对人的需求的方
方面面的不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在大众体育与人的交往关系、素质、个性等方面的需
求与满足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和持续的“需求的产生–需求的满足–新的需求的产生”的动力链，
推动着、实现着人的全面发展。
大众体育通过其具象的活动，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改善人们的个性和情感状况，达成人们的培育
身体的目标；同时，大众体育又以其所蕴含的抽象的文化意蕴，引导着人们丰富社会关系，提升内在素
养，追求卓越品质。总之，大众体育以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从具象与抽象的方面，实现着人的全面
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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