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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健身中的身体管理与理性化
——一项基于马拉松跑者的质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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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作为当代城市居民广泛参与的一种体育健身项目，马拉松长跑包含着身体管理、消费文化以及理性

化娱乐的特征。通过对作为一种健身生活方式的马拉松产生背景与相关研究的梳理，结合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鲍

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以及瑞泽尔的社会“麦当劳化”的观点，采用质化研究中的序贯访谈法对马拉松跑者进行半结

构化的深度访谈。根据访谈资料得出：当代城市马拉松已经成为跑者重塑生物的身体、管理符号的身体、践行消费的

身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的身体的途径；同时，相对于其他健身运动，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移动科技、智能装备，社会“麦

当劳化”诸原则逐渐支配了马拉松运动越来越多的层面和领域，马拉松长跑表现出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

4种运动特征。跑步健身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跑者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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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跑步锻炼这种健身生活方式在 20 世纪初被引入

国内（徐伟，2013）。实际上，由于健身涉及通过体育运动

来强健身体，这就使得健身和体育从进入近现代中国的

那天起，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的“身体国家化”特

征（邵晓军，2014）。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于 1952 年在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分别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之后

（伍绍祖，1999），这种特征就成了体育运动领域的主导话

语。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兴的体育产业开始从

“体质话语”向“健身话语”过渡（王斌，2016）。进入 21 世纪

后，《全民健身条例》（2009）、《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等文件的相继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大众体育运动

的全面干预逐渐转向了政策性引导。出现如此转变的原

因，主要在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和理性化逻辑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时代发展而出

现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明显，体育运动所拥有

的休闲、消费、娱乐等社会文化特征逐渐凸显。

近几年，马拉松长跑已经成了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群

体广泛参与的一种体育健身项目。据中国田径协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马拉松赛事数量仅为 51 场，然而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全国各地在 2018 年已举办 800 人

以上路跑、300 人以上越野赛达 1 072 场，参加人次达 530

万（北京青年报，2019）。关于马拉松赛事迅速发展的外在

原因，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以及 2015 年中国田径协会取消了马拉松

赛事审批，是显而易见的有力驱动。然而，仅仅停留于此

类大的经济或者政策层面的解读，并不能深入理解这几

年开始迅速流行的作为大众体育项目的城市马拉松所具

有的丰富内涵。正如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言，当代体

育的社会意义是直接联系或者根本相互依赖于更广阔的

社会变革之中，影响人们对暴力、身体习惯和情感表达的

控制，体育休闲应被视为严肃的社会现象加以考查（Giu‐

lianotti，2004）。因此，马拉松长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身体

锻炼范畴，已经转变为一种具有多种理论文化内涵的社

会现象。对此，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法搜集经验资料，把

马拉松长跑作为透视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棱镜”，分

析跑者如何通过城市马拉松运动重塑身体与自我，城市

马拉松运动的流行又是如何间接反映了“麦当劳化”（Mc‐

Donaldization）这种时代文化特征。

1 马拉松健身：背景与研究

追溯历史，马拉松起源于古希腊的军事用途，一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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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意义上的马拉松直到 1896 年才被正式纳入奥林匹

克项目之中。今天的城市马拉松实际上与现代性的发展

紧密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跑步主要是一些运动员为

了提升比赛成绩而选择的一种赛前锻炼方式。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则出现了重要变化，那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

把体育作为促进国民健康与福利的一种政策手段。由于

易组织、对技术和设备要求低，长跑很快成为许多国家体

育比赛中的主要项目之一。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参与者的

构成特征，在 1896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从以专业跑者为

主，逐渐变为了业余跑者占据更大比例，这也就使得马拉

松之前所具有的精英运动特征不再突出，而是成了众多

特征中的一种（Cooper，1992）。实际上，当代的城市马拉

松运动已经与健身（fitness）一词紧密相连，成为一种大众

休闲运动，中产群体的参与热情尤为高涨。这其中的重要

原因之一在于体育竞技性已不再是马拉松的主导特征，

中产跑者选择跑马拉松的主要目标在于增进健康、改善

体型以及提升幸福感。换言之，马拉松长跑成了一种“治

疗式休闲”（therapeutic leisure）（Caldwell，2005），可以预

防或降低消极生活情绪，以更充沛的精力应对生活压力，

对身体和心灵都具有治愈力量。根据这一点，城市马拉松

就具有了“理性化娱乐”（rational recreation）特征。理性化

娱乐强调娱乐活动应该对参与者有道德上的提升，对个

体的身体有益处，对社会进步有广泛影响（Sassatelli，

2015）。进而，在当代强调个人选择和自我责任的个体化

模式中，“照顾好自己”的职责和乐趣也就成了马拉松长

跑文化的重中之重，这体现在对抗城市生活的弊端及其

生活方式中，马拉松长跑因此可以被视为社会体育发展

过程中更大范围的个体化和商业化过程的一部分。

在运动医学领域，相对于其他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知

识，大众很晚才知晓长跑所具有的健身功能。20 世纪中期

以后，人们发现跑步锻炼对身体有益。还是 Morris 等

（1958）通过对英国运输工人的开创性研究，指出跑步锻

炼有助于身体健康，进而成了锻炼科学和身体活动流行

病学的发起者。之后，马拉松、奥运会以及公路赛就先于

医学研究，最先促进了跑步运动的发展，跑步也最终被视

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形式。在国内，马拉松运动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逐渐壮大，迎来

了成长发展期（赵犇，2015）。受益于国家经济文化各方面

的整体进步，长跑健身运动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愈发流行，

商业和消费经济领域也逐渐渗透其中，全国各级各类城

市把能否成功举办马拉松赛事作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指

标之一。因此，城市马拉松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健身运动范

畴，成为商业、旅游、消费等资本进驻的场域。在这种跑步

经济的风潮下，马拉松跑者的身体自然就成了社会文化

各个层面所聚焦的对象。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身体却是被长期忽视的对象。主

要原因在于：1）笛卡尔所倡导的身心二元论的科学哲学

传统，导致了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的理性精神方面的单方

面重视，把身体或者肉体视为比精神心理低等的一种存

在：2）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生物还原论的避之不及，比如，

在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迪尔凯姆（1995）看来，一个社会

事实只能由另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由于身体首先是一

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自然就会成为社会学者在解释

社会现象时自动屏蔽的因素。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

着政治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等领域的发展，身体已经不单

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具有多重内涵的社

会存在。当前，体育社会学领域越来越重视具身体现（em‐

bodiment）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具身体现假定身

体不是一个与文化世界相关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文化

主题或文化的存在主义基础（Csordas，2002）。这种倾向实

际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其中，布

尔迪厄（2015）在对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研究指出了身体

的重要作用，“民众阶级在所有以身体为对象或赌注的实

践中，表现出与自己身体的工具式关系，这种关系也表现

在对体育运动的选择上，这些运动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体

力甚或遭受痛苦（比如拳击），并且有时要求拿身体本身

当赌注”。福柯（2016）明确了身体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

义，指出对身体的规训能“使个体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

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

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

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由于马拉松是一

种耐力运动，明显具有对跑者身体的规训作用，进而也就

成了跑者施展规训权力的运动场域。同时，马拉松并非一

般的娱乐活动，它需要长期、明确、系统的乃至专业的日

常训练确保跑者的身体健康和成绩的维持和提升，这也

让跑者因长期的跑步锻炼产生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具有阶

层区隔作用的身体惯习（habitus），成了具有“符码标识”的

规训（高美琼 等，2013）。正如特纳（2000）所言，“身体同时

是最稳固、最难把握、最不可靠、最具体、最抽象、曾经出

现又永远不可及的东西——是一个场地，一件工具、一种

环境，又具有多样性”。

城市马拉松正如其他大众体育项目一样，已经成为跑

者对身体进行日常规训的场域。传统上，长跑更多时候是

一种孤独的运动，然而当前马拉松爱好者人数多、热点城

市马拉松比赛的场面隆重，马拉松俨然变成了跑者的一

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虽然已有研究者

指出，马拉松是跑者对身体的重新掌控（曾远力 等，

2017），是身体意识的觉醒（宋庆宇 等，2018），但相对于城

市马拉松运动所具有的丰富社会内涵，有关研究仍显不

足，目前研究多从宏观经济与文化视角解析马拉松现象，

鲜有基于经验资料上的审视与发展（孙高峰 等，2018；徐

宇丹，2016；易强 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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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化研究中的序贯访谈法（sequen‐

tial interview）对跑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与量化方法对代

表性的要求不同，质化方法更能深入探究个体内心世界

的典型性与丰富性特征，因此，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常

用方法（潘绥铭 等，2010）。比如，在体育休闲研究中，主要

目标在于解释人们受到自由选择的休闲活动吸引的原

因，表明个体在其中获得的益处，以及与工作或其他非传

统休闲活动的不同。因此，质化方法在描述休闲活动的社

会心理本质上效果更好（Wayne Major，2001）。罗伯特·殷

（Robert Yin）在提出序贯访谈法时，区分了抽样逻辑（sam‐

pling logic）和个案逻辑（case study logic）：抽样逻辑指研

究者所需的样本数预先能通过计算设定，样本有统计代

表性，目的是确保样本在某一特征上的分布和总体分布

大致相似，即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个案逻辑则强调个案

能说明与之相似的个案特征的程度，目的在于揭示社会

过程及其内部机制（Yin，2002）。在个案逻辑中，研究者直

到研究结束才能确定所需个案数，所选个案不需要定量

研究中的代表性、随机性，这是序贯访谈法的重要特征。

当每个新的被访者所提供的信息，都是研究者基本已经

知道的时候，研究至此达到目的：饱和状态（saturation），即

研究者对于要研究的问题有了全面了解（Small，2009）。

因为这种访谈法有时间顺序要求，所以称为序贯访谈法。

本研究在访谈时主要以单独面谈为主，部分为电话沟通。

访谈时间平均为 1 h，访谈内容主要围绕跑步体验、跑步

动机、身体监控和运动意义 4 个方面。

通过熟人介绍，采用目的性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中的滚

雪球抽样方式，根据访谈所获信息的饱和程度，本研究最

终访谈 9 名城市中产马拉松跑者。有数据表明，中产阶层

是构成当前马拉松跑者主体（爱燃烧，2019），当前国内学

界对中产阶层的划分普遍采用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

上）、职业（企事业单位、公司白领、技术人员为代表）、收

入（年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 个指标（李强，2010）①，

本研究中的跑者均属于中产阶层的范畴。具体而言，由于

“职业不仅仅是一种分类，个人的职业几乎塑造了生活的

方方面面”（Auster Carol，1996），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强化

了被访者的职业特征的典型性。9 名跑者在职业方面大致

分为 4 类，事业单位人员、政府机关人员、公司白领、专业

技术工人，确保了信息饱和原则所要求的异质性。此外，9

名跑者分属 3 个不同的城市跑团，且所在地区分别位于一

二三线城市，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也有着明显区别和分

类 ，这 就 进 一 步 保 证 了 被 访 人 员 信 息 的 最 大 差 异

化（表 1）。

3 身体的“再生产”：马拉松跑者的身体管理

对于跑者而言，马拉松属于 Stebbins（1992）提出的一

种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方式，即“参与休闲活动的个

体有系统地从事业余、嗜好或志工的活动，他们投入如事

业一般的专注，并借此机会获得及展现特殊的技巧、知识

及经验”。马拉松为个体提供了逃离日常工作生活焦虑、

关照身体健康的一种空间，个体可以在业余时间把跑步

作为一种带有事业感的人生规划。因此，马拉松也成了城

市居民用“自然的”运动方式解决“不自然的”生活方式的

途径。

在当代社会中，大众的身体已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学意

义上的存在，而是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的载体，是可以

表现、修整和规训的对象。福柯等人强调了理性化身体的

重要性，有利于现代性的关键机构组织，如兵营、工厂、监

狱、学校及医院的发展。在这些机构中，身体顺服在一种

积极的管理之下，身体活动通过规训而增强。同样，为了

获得一个自我满意和他人认可的身体形象，马拉松成为

跑者规训身体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希林（2011）所言，“身

体不再是某种外在给定的东西，在现代性的内在指涉系

统之外运作，而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社会生活的反

思性组织，乃至于我们要负责设计自己的身体”。因此，通

过马拉松运动，身体成为跑者需要努力打造的一种客体，

以下将着重阐述马拉松如何表现为跑者的一种特殊的身

体技术。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6 396

元，为突出收入典型性，本研究所选跑者年均收入均高于6万元。

表1 被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编

号

C01

C02

C03

C04

C05

S06

C07

N08

N09

性

别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岁

35

45

45

42

44

28

32

26

34

学历

研究生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大专

本科

大专

研究生

本科

单位

性质

事业

单位

制造

企业

事业

单位

政府

机关

事业

单位

IT

公司

销售

公司

地产

公司

地产

公司

跑团

所在地

三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一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二线

城市

二线

城市

年均

收入

区间/

万元

6～12

6～12

6～12

12～24

6～12

12～24

12～24

12～24

24～50

跑龄/

年

10

3

3

2

4

7

4

3

4

马拉松

完赛次数

4

7

6

2

10

20

20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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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塑“生物的”身体

随着个体主义和预防医学的发展，人们对大众身体健

康问题的关注逐渐从政府的职能扩展到个体自身的责任

领域。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所谓的“健康主义”

（healthism）道德秩序，即一种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和对身体

的规训，自身健康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获得，个人对自

身健康负责的信念逐渐兴起，这种健康观是“自我控制”，

包括“内在定向和自我创造价值观的内在化”，是工业社

会中产阶级的特征（Kirk，1989）。跑者 N09 所在地产公司

的健身文化理念就是让跑步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种轻

松、有效的塑身方式。公司有专门的跑步爱好者协会，N09

是包括跑步运动在内的多项健身活动的负责人。跑步协

会定期召集喜欢跑马拉松的员工，进行专门的日常耐力

训练，还会不定期请其他跑团的更有经验的跑者来公司

给大家做指导，具体内容包括不良跑姿的纠正、跑量的控

制、核心力量的训练以及如何提升身体各个肌肉群的力

量等。此外，跑步协会也会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途径为大

家宣传跑步健身技巧方面的知识，并积极带动公司其他

成员参与进来。对于国家发展和身体健康理念之间的关

系，这名跑者认为，随着国家体育健康产业的发展，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健身的重要性。大众的观念正逐渐转变，运

动的意义更加凸显。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久坐不动的状态和生活

方式成了以城市办公一族为代表的常见现象。一项调查

报告指出，“不良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愈来愈多久坐不动

的生活方式显然是致病的元凶之一。体重超重和肥胖已

经成为中国新式快节奏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弗伦奇

等，2012）。在当代，由于大量的印刷品和电子媒体，尤其

是广告，已经使得“身份成了外部表演中所体现的面貌，

肥胖，标志着懒散、缺乏控制”（特纳，2000），因此，肥胖与

体型问题逐渐成了大众主要是中产阶层尤为关注的问

题。以马拉松为代表的长跑健身运动恰恰提供了一种良

好的解决之道。女跑者（C01）自述其属于易胖体质，学生

时代体型略显臃肿，内心经常有种自卑感。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10 年前选择加入了小区附近以减肥促进健康生活

为主要组织目标的跑团。跑团在日常的长跑健身外，尤其

重视对成员进行合理膳食方面的指导，通过女跑者之间

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强化了长跑运动与全面营养摄入的

重要作用，让她更深入地明白了单纯的节食反而不利于

健康体型的维护。因此，通过跑步来减脂塑身就成了她最

初跑马拉松的主要动机。所以，针对跑步对身体的改变作

用，她说道：“体育锻炼有助于体内过多脂肪的消耗。长跑

是一项非常健康有效的燃脂运动，在追求体型美的过程

中还可以提升耐力。”

3.2 管理“符号的”身体

城市马拉松运动也可被视为跑者进行身份彰显和自

我展演的方式。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体育健身往往

是那些处于一定社会阶层或者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的

身份标志，这群人不仅有闲暇生活，而且能用运动消费手

段来证明自身的成功。进而，马拉松就可以视为中产阶层

的一种身份“装饰品”。凡勃仑（2016）曾经指出，休闲长时

间以来被用于作为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一种手段。对

于马拉松跑者中的一些人而言，身份彰显的舞台已经从

现实自己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转向了如何展示自己的不

凡气质，传达着如何既懂得“出尽风头”，又懂得更好地生

活。正如费瑟斯通（2000，2009）所言，“今天，我们生活在

一个越来越无拘无束、现实已在后现代、分裂、无深度的

文化中转换为符号的地域当中”，“我们对商品的享用，只

是部分地与其物质消费有关，关键还是人们将其用作一

种标签”。在由鲍德里亚（2000）提出的消费社会中，跑者

消费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

些价值的意义”。换言之，物品本身的功能并非消费者的

主要关注点，物品所具有的象征性符号价值才是最大的

魅力。由于“人有两种身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身体既是

一个事物，又是一个符号标志”（特纳，2000）。因此，跑者

的身体就可以视为一种符号，成了跑者可以向他人展示

自我的符号载体。

作为深受“一切为了职场人身心健康”跑步健身理念

影响的跑者（N09），他认为身体形象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

重要。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一个良好的外在身

体形象，会给人传达一种正能量，让自己和他人都能从中

获得一种人生感悟，认为当前的马拉松赛场就是各色跑

者的身体“秀场”：“每当看到一些老年人进行负重跑时，

感觉这是一种自我成全和自我磨练。虽然每个人获得成

就感的方式不一样，跑步却是一种有效的途径。羡慕那些

身材匀称的跑者，这也成为了我坚持跑马拉松的一种

动力。”

除了外在身体的曲线轮廓可以作为符号外，马拉松长

跑所拥有的内在精神和道德价值也可以作为通过身体来

传达的一种无形符号。跑者 S06 从大学时代就坚持长跑，

至今完成了多项国内外赛事。他是自己所在跑团的忠实

成员，经常参加跑团组织的专业训练，训练主要是强化平

时的拉伸练习、核心力量的提升、呼吸节奏的把握等，并

喜欢在跑团里和其他跑者对如何更好地备战国内外各项

赛事进行交流。他很认同自己所在跑团所秉持的跑步让

自己更快乐和自律的理念，也由此养成了很好的自律习

惯，拥有了超越身体的更多精神收获，这些收获也成就了

他作为一名马拉松跑者所拥有的独特气质和精神标签。

正如其所言：“跑步圈里流行一句话：自律给我自由。这里

的自由不是指的生理层面而是心理层面。有规律的马拉

松训练需要严格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包含个人计

划、练习课表，然后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对于不爱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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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人而言，课表似乎是一种束缚，但对于跑者则是一

种自由的自律，最终是一种心理上的自由。换句话说，当

很多事情变得规律起来，自己就不会受到无关琐事的干

扰。当跑步成为一种习惯后，一些压力也会随之消失。”村

上春树（2015）也认为，“跑步对我来说，不单是有益的体

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

积累参赛经验，一面将目标的横杆一点点提高，通过超越

这高度来提高自己。……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是那

么一丁点儿，才更重要”。

身体管理和身份区隔联系在了一起，马拉松跑者凭借

自身对跑步的坚持与规律的投入，将一种道德伦理赋予

了跑步，坚定、克制、努力、执着等道德品质已经成了马拉

松跑者的精神符号。因此，面对竞争，由于上流阶层在资

源的占有上优势明显，中产跑者对身体的规训成为一种

变相的身份符号的累积。跑者 C05 选择跑步健身之前曾经

体形肥胖，通过加入纯粹以跑步健身为目标的跑团，经过

多年的长跑锻炼，体重下降明显。这期间，除了定期有规

律的长跑锻炼外，她还会在饮食结构、营养均衡等方面经

常请教自己所在跑团中的更有经验的朋友，平时还喜欢

自学相关科学知识，并积极应用于马拉松实践。不过，相

对于外在体型上的这种明显变化，她更自豪在长跑健身

过程中，尤其是在正式的马松松赛场上所拥有的永不言

弃和坚韧执着的精神：“在跑步过程中，我不断挑战，发现

原来我的意志也很坚强。”

对于马拉松跑者而言，一种健美的身体是一个充满能

量的身体，是一种有用、可拓展的符号资源，具有道德审

美价值。外表（身体及其附着物）也是衡量这个主体价值

的重要指标。具备清晰轮廓、硬朗线条的身体被个体认为

是一种具备能量、活力、美德的“标志”，传达着有关主体

想展现给他人的信息，身体因此就获得了一种符号象征

价值。

3.3 践行“消费的”身体

马拉松热潮兴起的大环境在于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

正经历着鲍德里亚所言的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

转变，或者说从生产方主导的福特主义（Fordism）转向了

消费者为主导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期。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大众有更多的收入和闲暇

用于体育锻炼。正如“符号消费”是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

者除消费产品本身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

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

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周晓虹，2005）。马拉松不同

于其他大众健身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参与者的时

间投入和意志力或耐力的考验。马拉松对于个体时间和

金钱上的要求，是这一项运动能成为中产阶层广泛参与

的健身项目的原因之一，间接反映了运动健身领域中的

消费区隔。

对于跑步装备，跑者所在的跑团也具有一种分享购买

和评价各种装备优缺点的交流平台的作用。跑者 C01 经常

在跑团微信群中获取关于如何正确选择跑鞋、手环和速

干衣等方面的知识。由于 C01 更注重跑步数据对身体锻炼

的参考价值，所以对运动数据记录设备有更高的要求。通

过和其他跑友交流有关手环的性能和辨识度等方面的问

题，她最终会选择价格更高、质量更好、外观更时尚的品

牌。跑者 C05 结合多年的跑步感受，认为跑鞋是马拉松长

跑中最重要的装备，需要结合自己的身形、足形、跑步类

型等特征，选择不同功能（如缓冲减震、稳定支撑、控制型

等）的跑鞋。

健康的身体是有组织的工具性体育活动的产物。业余

马拉松爱好者虽然也重视自身成绩的提升，比如完赛次

数和 PB 成绩，但是还会对自身的装备进行对比和筛选，

比如哪个品牌的跑鞋更适合自己，哪种运动衣更有利于

保持自己的良好状态等。由于“消费者追求某种特定的商

品和品牌，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身份标识，这成为日常

生活的基本特征”（吉登斯 等，2019）。因此，马拉松的流行

让跑步锻炼的运动实践逐渐演变为了一种体验式消费。

跑者 S06 除了热衷于参加各地重大比赛外，平时也会投入

很大精力寻找最适合的运动装备，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

了体验消费在马拉松运动中的作用：“标准就是自己觉得

舒服。我会换不同的鞋子，直到找到自己感觉舒服的那

个，然后会一直买这个品牌；另外跑步圈里很多人会提供

体验的鞋子。在跑步装备上基本上没有很追求一定要买

品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3.4 建构“自我认同”的身体

正如希林（2010）所言，“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社

会系统让不管处在什么社会位置上的个体，都暴露在越

来越多的环境风险和技术风险之下，身体因此就越来越

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对于身体的关注

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人愈加关注自己

身体的健康、体型和外表，视之为个体认同的表达”。有研

究指出，压力和焦虑对中产身份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让

许多人尽管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壳，内在却缺

乏相应的中产心态（李春玲，2016）。结果，个体必须对其

基于知觉到的风险、焦虑、不安以及不确定基础上的自我

认同（self-identity）做出选择。风险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逐

渐聚焦于自身以及身体。那么在当代社会中，在许多作为

传统形式的社会资本，如家庭、宗教、工作越来越不能凝

聚人心的时候，作为一种积极休闲活动的跑步，便可以在

现代社会中作为寻求社会认同和团体精神的渠道（Steb‐

bins，2001）。例如，本研究所有被访者的跑团都会定期组

织以跑步为主题的集体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包括节日

跑、公园跑、公益跑，还有以聚餐交流为主的跑团年会等。

被访者都非常认同自己所在跑团的组织文化，会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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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跑团的各项活动，并在其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

跑者 N08 从大学时就开始在操场和学校周边公园跑

步，不仅收获了更加强健的身体，还增进了同学间的友

谊，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定位都更加清晰，所以工作

后还一直在坚持。他认为日常工作之余还能拥有长跑热

情的原因在于公司所营造的良好跑步健身氛围，公司跑

团跑友之间的互相鼓励与支持是他最大的跑马动力。比

如，平时的约跑活动都会有一些热心跑友主动做后勤保

障工作，中途的补给让人感觉很暖心。当有跑友报名参赛

中签的话，跑团也会在赛前为参赛者提供更多的专业指

导和饮食建议。因此，他感觉有跑团组织的长跑活动“具

有很强的交流特征。由于在跑步过程中，跑者需要独自面

对外部情境，感受自己的心态，进而使得跑步具有孤独的

特征。不过，跑步也是自我和世界进行的一种交流方式。

比如在跑团里面，跑者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他人的鼓励、

知识的交流与分享等，这些都能够让自己体验到一种归

属感。”

跑者 N09 通过多年的马拉松比赛的经历，为马拉松赋

予了更大的意义。他通过马拉松反观了自我和人生价值，

认为马拉松给予了跑者更客观的人生定位：“很多跑者之

所以乐此不疲地参加赛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能找到和

自己配速相似的人。在参赛过程中，每个人的前后一般都

有人在跑，自己就会感觉一直处于中间位置。这可以类比

人生，不同的人在你身边经过，至多一面之缘。换句话说，

通过跑马拉松，跑者能感受到和人生历程相似的体验。同

时在跑的过程中也会接纳和释怀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不如

意之事。”

4 跑步的“麦当劳化”：城市马拉松的理性化蕴含

在当代社会流动和急速变迁的背景下，消费主义和商

业化运作已经深入到马拉松跑步的各个层面。随着移动

科技和智能穿戴设备逐渐进入到大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城市马拉松跑者的跑步健身运动也逐渐表现出科技化、

理性化特征。在长跑运动中积极采用移动互联网、智能科

技等手段是跑者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赋权方式。移动科

技和智能设备对个体跑步健身领域的渗透，不仅没有让

跑者产生任何不适，还大有助力马拉松爱好者的热情之

势。因此，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

现象，人们开始用技术设备辅助训练，如采用运动手表、

手机 APP 监控跑步状态和成绩。那么，在当今社会经济的

市场化、社会管理的科层化、个体认知的理性化的影响

下，跑者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身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逐

渐走向了身体管理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即美

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2014）所提出的“快餐店诸原则

逐渐支配美国以及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层面和领域的过

程”。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可

控制的特征，也在当前的马拉松运动中得到了生动的

体现。

4.1 高效率

对于想尽快达到锻炼效果而又不想牵扯更多精力的

个体而言，长跑就提供了一种最简洁的方式来解决健身

需求问题。跑步所具有的简单高效的特点，快速满足了当

代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对于便捷性和增进健康的

需求。

相对于游泳、骑行、登山等其他体育健身运动，马拉

松的便捷性与高效性尤为显著。跑者 C04 平时工作繁忙，

在没接触跑步健身之前，一直在寻找更有效的健身方式，

尝试过很多其他运动项目，但往往因占用大量时间且受

地点所限都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目前她所在的跑团每

周都有多种形式的约跑活动，这就让跑团中的成员基本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长跑时间，通过参与马拉松健身，她

充分体会到跑步运动的简洁高效。跑者 C05 在选择跑步健

身之前，更倾向于多人运动项目，但由于大家平时很难聚

齐，所以在接触马拉松长跑后最终把跑步作为了一个主

要的健身项目，“原因是跑步简单方便，随时随地、一人或

多人都可以跑。”

因此，在当代的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个体化生活

方式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跑步能有效减少健身设备、人

数要求、场地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可以更方便、高效地满

足个体的健身运动需求。

4.2 可计算

如果身体是消费者投资的场所，那么管理企业式的身

体就需要使身体可量化和可计算。在通常情况下，个体需

要知道如何测量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休息状态和

目标心率，以及身体活动速率的卡路里消耗。这些普通的

测量结果不仅向跑者提供了曾经被医学和体育专业人员

所垄断的身体知识，而且鼓励跑者采取自我监控和计算

的态度（Maguire，2002）。健身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精心

计 划 的 快 乐 主 义 ”（calculating hedonism）技 术（Feather‐

stone，1987）。跑者 C07 在跑马拉松的同时，也会定期去健

身房锻炼，会拟定日常跑量的标准以及健身房锻炼形式，

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跑马拉松，提前做体能上的准备，他就

提升耐力训练方面说道：“跑量约每个月 100～200 km，同

时在健身房进行有氧锻炼。”跑者 N08 会在日常跑步锻炼

时有意寻找身体的舒适点，会对距离和时间进行合理划

分，做好锻炼前的饮食和训练的准备。

马拉松运动中的可计算性还集中体现在运动过程中

的科技化装备上。跑者 C02 很早就有跑步习惯，但当时没

有发达的移动记录设备，目前他则对丰富的科技装备和

APP 表现出了对运动定量化功能的兴趣和依赖。跑者 C04

则表现出了对自身运动状态的数字化和定量化的极大依

赖：“我使用跑步软件主要是因为可以记录跑步数据”。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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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使用这些科技装备和手机应用，对每一次练习进

行精准的记录，并为下一次的跑步做好饮食、营养、身体

状态上的规划，尤其是在备战一场正式比赛、赛前训练和

比赛中对身体的掌控等环节，都很好地体现了马拉松运

动的可计算性这一特征。

4.3 可预测

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层是最为敏感的群

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

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

焦虑之源”（周晓虹，2005）。马拉松运动提供了一种可预

测性，可以保证跑者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获得一种确定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产跑者何以能成为城市马拉

松跑者的主力军之一。跑者 S06 自述由于平时工作很忙，

付出也很多，但是结果有时会不尽如人意，他认为在马拉

松中的努力能让他更确定以及更快获得成就感和满足

感。跑者 N08 也表达了对跑步所具有的付出就有回报这

一特征的钟爱：“我觉得健身和跑步都带给我一个很大的

感受就是，只要你付出，肯定就有回报。不管是健康、生

活、形态都会有帮助和提升。”

此外，跑者在比赛中计划好自己的配速，只要不出意

外，就能大致推算自己能跑出何种成绩，自己能否在比赛

中 PB。在当代竞争与风险不断增加的社会里，承受着事业

发展和家庭重任的中年人尤其喜欢这种一切似乎都可以

预测与确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年阶段的

跑者成了马拉松爱好者的主体之一。跑者 N09 结合自己

经历，认为 30 岁之前的年轻人更喜欢富于变化且新颖的

事物，相对不喜欢跑步的单调性，但是经历过更多人生风

雨的中年人，则更能从跑步这样一种看似单调的运动中

体会出更丰富的人生。

4.4 可控制

马拉松的可控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身体状态的自我

感受上。跑者 N08 经常通过自己所在的跑团与其他跑友

交流学习调控身体的知识，并且乐于把自己从各种自媒

体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对于跑步的可控性，他

更多的体会是对自身生理状态的监控和调适。他认为“跑

步既简单也很难，以跑步姿势为例，其实很多人是不标准

的。借助于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反馈，长期坚持科学地练

习，跑者基本上都可以纠正错误的跑姿。同时，自己对肌

肉的状态也会有很好的调节。”进一步，由于跑步锻炼的

灵活和便捷性，使得跑者对跑步运动的自主性增大，跑者

基本不会受到像其他健身活动所面临的时空和他人的限

制，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身体主权，这就让跑者在选择跑

步的整个过程中体会到一种完全的控制感，进而满足了

个体的自主性需求。跑者 C07 认为：“跑步投入相对小，不

受场地限制，对天气要求也不太高，相对于其他体育运动

的花费较小”。

马拉松中所体现的可控性，还表现为外部的组织安排

上。根据田径协会的要求和比赛地的实际承载力，赛事主

办方会对参赛人数进行控制与筛选，以保证各种参赛类

型的跑者都能获得一定的参赛比例。具体表现为报名、有

限的中签率（尤其是热门城市的马拉松比赛）、参赛资格

的要求等方面。跑者 C07 就针对近年来马拉松赛事的井喷

现象，结合自己的参赛感受，认为要想更好地发展马拉松

运动，就需要对赛事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和控制，对跑者

的资质也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对马拉松赛事的发

展与调控有着明确的看法：“大赛的组织越来越好，跑者

的参与基数大，努力的跑者确实很多，而且我国这几年的

马拉松成绩提高得也非常快。”实际上，由于中产阶层普

遍拥有和推崇追求卓越和自我奋斗的特点，使得这种限

制具有了类似消费时尚领域中的限量版所具有的吸引

力。能在热门城市的马拉松报名中顺利中签，个体仿佛获

得了官方对自身跑步能力和跑者身份的认可，成了可以

在跑友圈秀出来的一种文化资本，进而达到了某种程度

上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马拉松跑者更多展现出了长跑健身中的理性化，马拉

松爱好成了一种可以去发展的事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进

步和成长，个体必须制定好长期的计划和日常安排，以满

足必要的训练和其他活动。这些理性化的安排还包含对

相关书籍、杂志、网络以及跑步团体交流知识的学习。如

跑者 N08 所言：“我会把微信群看作是一个平台，你能在

平台上接收到更多碎片化知识，我个人喜欢它们的一点

就在于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关于这项运动，就是从健身所

演变的一种习惯。因为健身会调动全身各种肌群，大家训

练的方法都很多，需要不断去看，不断实践，不断寻找。”

5 结语

在当代焦虑和风险并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的精

神、自我和身体三者之间的平衡早已受到了现代不良生

活方式的威胁。想认识自我以及了解我们应该成为谁，导

致人们普遍对身体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不能被简单视为

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因为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想在短暂

世界中寻求本体论安全的需要（Davies et al.，2004）。身体

管理的理性化和跑步健身的商业化意味着马拉松长跑成

了跑者的自我控制感和消费主义欲望表达的一种方式，

并在其中突出了个体化策略。在当代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中，个体的身心几乎每天都在不断积累紧张和压力，大脑

和理性被过度利用。因此，当代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会让个

体对身体的自然需求出现了“选择性遗忘”，跑步锻炼就

成了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对抗这种遗忘的“运动处

方”。通过长跑，马拉松跑者清楚表达了自我对自然和平

衡的理解和寻求，用来对抗现代城市生活对身体和心理

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于是，马拉松为跑者提供了自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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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暂时空间，身体可以在这种相对自

然的环境中被自由唤醒。

由此可见，马拉松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工具性。跑者

根据自己的健身需要选择长跑运动并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马拉松跑者就成了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自主主体，达

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则是采用学习专业知识，在跑团等类

似团体中交流跑步心得，积极参加比赛等此类理性的活

动。因此，跑者在马拉松长跑中体验到的自主性，在当今

时代成为一种稀缺的自我价值。马拉松跑者以耐力和毅

力的增强来维持这种价值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地

被计算和调控，进而把自我当作现实世界中诸多不可替

代价值的源泉。对于马拉松跑者而言，健康已经不仅是没

有疾病，还应包括个体所具有的多种身体能力或者品质。

具备了这类能力或者说积极品质的人，才能知道如何科

学有效的关照自己的身体，才能对自己的选择真正负责，

才是具有能动性的合格跑者。实际上，由于马拉松很好地

体现了中产阶层诸如自我控制和自我决定等这类传统的

价值观，跑者因此可以借助跑动中的身体展示自己所认

同的生活价值与道德审美，进而让健美、驯服、苗条的身

体成了传达时代美德和品格的重要符号和标志。除此之

外，跑者的身体也成了一种构建跑者认同的时空场域，在

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竞争风险的社会中，跑者就可以在这

种运动场域中让自己的身体边界得以扩大，进而把握和

提升自己的生活效能。

马拉松跑者秉持着只要有足够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

获得一个更加自律的身体和社会成功的信念，把具有活

力、健康、硬朗的身体视为自我控制的最佳指标，成了一

种传达自我满足感的统一体。马拉松运动凸显了跑者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上的自主性和个体化。跑者明知马拉

松长跑会带给自己诸多的身体伤痛和本能上的约束，却

仍然主动进行着日常的训练和学习，让跑步成为个人生

活世界的一部分，目标乃是让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世界相

协调，从而最终获得一种来自社会与内心的真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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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Management and Rationalization in Running Fitness：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Marathon Runners

WANG Jian1,2

1.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of Mental Health, Changzhou 213032,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s a sport fitness project widely participated by contemporary urban residents, marathon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management, consumer culture and rational entertainment. By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and related
researches of Marathon as a fitness lifestyle, combining Foucault's theory of body discipline,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Ritzer’s view of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using sequential interview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emi-structured in-
dept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mong marathone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dat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ntemporary urban
marathon has become a way for runners to reshape biological body, manage symbolic body, practice consumptive body and
construct self-identifying bod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other fitness exercises, with the help of mobile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the principles of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gradually dominate the marathon more and more aspects and
fields, marathon shows four characteristics: high efficiency, calculable, predictable and controllable. Running fitness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lif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especially middle-class runners.
Keywords: body; fitness; marathon; consumptio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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