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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群众体育实践的领导历程、
模式转向与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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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百年历程、模式转向

及经验启示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实践与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基

本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群众体育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百年历程，逐渐由“运动模

式”转向自主自觉的“活动模式”。在国家之维实现了由“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体育强国”的形象转变，在人

民之维实现了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美好生活”的主体转向，在路径之维实现了由“发动群众”到“公民参

与”再到“公民自觉”的动力转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并擘画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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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

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

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一直坚守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历

来重视群众体育工作。建党以来的群众体育发展史一定

程度上折射了党的奋斗历程，蕴含着党的红色基因，体现

了党的民本宗旨。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梳理党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党领导群众

体育发展的模式转向，总结党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

经验，对新征程中加强党对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群

众体育理论创新，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全民

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发展的百年历史实践

并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基本理

论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新时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题中之义。虽然近年群众体育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

富，但鲜见基于历史之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

践的探索研究。鉴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探

究党领导群众体育的百年历史及经验尤为迫切和必要。

1 百年回眸：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百年实践的历史

回望

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淬炼 （1921—1948年）：

红色体育运动星火燎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

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国历史上也首次出现了由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红色体育运动，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

注入了新内涵（党挺，2013）。早期中国共产党以切实有效

的方法与措施，由人民切身利益出发，积极动员工农群众

开展体育运动，使体育为革命与抗战服务。1933 年，《第二

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体育运动，应

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要

做关于战争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

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更有力

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中国

的完全胜利。彼时，广泛开展文化教育和红色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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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提高军民的身体素质，目的

在于动员一切力量，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直接服务于革

命战争。1937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在全苏区“八一”抗战动

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

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

该时期战事频繁、物资匮乏，群众体育工作开展较为

艰难，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放弃领导工农群众开

展体育运动，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利用有限的条件

与资源，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体育运动。夏时游泳、冬

时滑冰，是彼时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地制宜积极领导工农

群众开展体育运动的真实写照（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

究所，1988）。为加强对工农群众体育运动的领导，更好地

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相继成立了陕甘

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延安体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等

体育组织，并成立了延安大学体育系。其不仅为彼时群众

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更推动了彼时群众

体育运动的大众化、经常化与科学化（谷世权，1997；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技术委员会，1958）。此

外，彼时广泛开展的运动竞赛，亦激发了工农群众参与体

育运动的热情，助推了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国家体

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等，1989）。如 1942 年 9 月在延安

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规模宏大，参与人群广泛。再

如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报告》中所言：“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

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

都具备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友人对延安时期体育生活的记录

与回忆，也有力佐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工农

群众广泛开展体育运动。如马海德（1980）对延安时期体

育生活的回忆：“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产劳动之余，都踊

跃参加各种体育锻炼。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

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集体操、举重、游

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

到的事。”埃德加·斯诺（2005）所著《西行漫记》中亦多见

对彼时延安体育生活的记载：“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

升起就同红军大学 3 个教员打网球……”“有的学员在球

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的草地

上的网球场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许多人听到

红军爱好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

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每一个

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在吴

起镇待了 3 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

件……还参加了锻炼”。

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

践的史料梳理发现，体育运动既是党发动工农群众参与

革命斗争的有效方式，也是增强工农群众体质的重要手

段；群众路线既是党的制胜法宝，也是党领导群众体育实

践发展初始阶段就已确立的根本路线遵循。该时期，党

领导的群众体育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一切群

众体育活动均服从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

革命性特色凸显。在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发动群众体

育被提到振兴民族和保家卫国的高度而受到极大重视。

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先后发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锻

炼身体要经常”“体育运动军事化”等号召，并身体力行，

以动员、号召工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成都体育学院体育

史研究所，1988）。总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体育实践是在残酷革命斗争环境中进

行的，虽内忧外患使党在发动工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上

存在较大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所遵循的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以及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

运动形式，使群众体育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独树一

帜（余宏，2019）。实践证明，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

凝聚的体育星火，经淬炼终呈燎原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群众体育助力了革命斗争，并为后期党的群众体

育工作开展积淀了宝贵历史经验。

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群众体育求索 （1949—

1977年）：发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参与

体育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为积极推进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1951 年，“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

成为经常的广泛的运动”的具体工作方针提出。1952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明了群众体育事业的

根本任务与基本方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体委借

鉴延安时的经验，对群众体育实行分类指导：在机关工矿

大力推行广播操、工间操及劳工制，在农村则利用农闲大

力开展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体育活动（熊晓正，1994）。

此举使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群众体育运动得以迅速广

泛开展，并取得佳绩，如掀起的广播体操热潮，以及造就

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农村体育典型——“排球之乡”台

山、“足球之乡”梅县、“游泳之乡”东莞等（谭华，2009；熊

晓正，1994）。1954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

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

报告》指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20 世纪 60 年代初，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

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上，

国家体委提出群众体育活动应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

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原则，并在全国范围内依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体育运动（伍绍

祖，1999）。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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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体育实践呈现出较为突出的计划经济时期特点。

从某种程度来看，此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体育在

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即将人

民群众动员起来，为劳动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虽受政

治、经济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群众体育在曲折发展中亦取得了一定成绩，改善了

人民体质健康，激发了人民群众体育锻炼意识和热情。

1.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群众体育巨

变 （1978—2011年）：公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1978 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尤其强调要坚持党

对体育工作的领导。1982 年，党的十二大将体育在内的

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使群众体育在内的体育事

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984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

知》，对群众体育工作做了较为详细的安排。1986 年 4 月

15 日，国家体委发布《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助推了群众体育的社会化进程。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群众体

育工作开展提供了法制保障。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在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体育参与热情，全民健身

与奥运同行，进一步为群众体育工作开展创造了历史契

机。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迎接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进一步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

家体育总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了青少年、农民、职工、老年

人、妇女的“五个亿万人群”健身活动，推动城乡不同地域、

各类社会群体健身活动普遍开展，并积极推进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以改善全民健身物质条件。2009 年，国务院

批准设立“全民健身日”并颁布实施《全民健身条例》，实

现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长效化、机制化，将全国人民

关注、期盼奥运的热情转化为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

实践，有效助推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形成的按照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周期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度，使全民健身被纳入各

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谋划，建立了国家、

省、市、县级人民政府层层制定印发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

顶层设计体系（刘国永，2018）。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群

众体育事业特征显著。在发展目标上由服务社会向服务

于人转变；在价值取向上由“福利体育”向“消费体育”转

型；在发展载体上由“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过渡；在发

展结构上全民健身相关产业逐渐完善；在项目选择上可

供选择的体育项目不断增多（任海，2018）。

此阶段，群众体育工作成就斐然。全民健身活动广泛

蓬勃开展，全民健身组织体系日益完善，全民健身工作队

伍逐步壮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遍布城乡，全民健身服务

业日趋繁荣，全民健身法制化进程加快，全民健身科学化

水平不断提高（国家体育总局 等，2013）。这一时期群众

体育翻天覆地的巨变发展，仍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与务实推动。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同志在北

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以增强人

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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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体育是

人民的事业。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人民健身习惯，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群众体育实践呈现出了方式上的转变，由号召发

动转向积极引导，群众体育参与的群众性、积极性日益彰

显。此阶段，不断坚实的“硬件”环境——全民健身工程

的日益推进，以及不断改善的“软件”环境——体育法制、

管理体系的日益完善，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

事业由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行政命令发动群众参与，逐渐

向引导公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转变，为后期引领公民自

觉参与体育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群众体育质变 （2012年至

今）：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的公民自觉体育活动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群众体

育的领导力度日益加强。2014年 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 8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

第 31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同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全民健身生活

化。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2019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在基本原则部分提出倡导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体

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2021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时指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为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群众体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顺应新时代

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需求，国家体育总局积极谋划并主动

作为，由顶层设计到底层落实，由宏观倡领到微观引导，对

群众体育做了系统谋划与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群体”工作格局

的构建，以及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等，

均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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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深度融合等指示精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举

措（刘国永，2015，2016，2018；杨桦，2019）。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体育总局积极创新群众体育

工作机制，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完善“六边工程”，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群众体育实现了质的飞跃————体

育人口不断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不断完善，体育消费水平

逐步提高，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持续提升，全民健身组织广

泛建立，全民健身意识极大增强（刘国永，2018；杨桦，

2019）。以体育场地为例，体育场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近 5 000 个增加至 2019 年 354.44 万个，增加 700 多倍；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0.01 m2 增至 2019 年

2.08 m2，增加 208 倍（国家体育总局，2019，2020；伍绍祖，

1999）。在国家体育总局深入推进群众体育工作，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同时，伴随基层体育组织成长而兴起

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构成了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多元图

景（郇昌店 等，2018）。目前，我国流行的广场舞、路跑、马

拉松等基层体育组织及广泛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乃是

最好例证（陈丛刊 等，2018）。截至 2017 年底，全民健身

组织网络不断完善，全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年均

增幅达到 10.86%，全国县级以上地区体育总会平均覆盖

率达到 72%，全国全民健身站点平均达到 3 个/万人；体育

健身指导人员队伍日益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 200 万

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广泛开展，每年参与活动总人数超

过 1 亿人次，仅 2017 年围绕“全民健身日”开展的活动达

3 300 场，参与人次超过 9 000 万（国家体育总局，2019；刘

国永 等，2018）。以上均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群众体育事业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局面。

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发展特征：在发展定位

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全民健身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及重要标志；在发展目标上，注

重全民健身文化教育、经济建设、文明生活方式养成等多

元功能的发挥；在发展机制上，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机

制的构建；在价值追求上，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把满足人民健康需求与美好生活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国家体育总局，2019）。随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以及国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

体育逐渐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引导公民积极

参与体育运动向公民自觉参与体育活动转变，推进了群

众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群众体育领

导力度的加强，也促进了群众体育实践的质变，其集中体

现为公民自觉的体育活动参与。群众体育的关注焦点由

“群众”这一被动客体转向“公民”这一积极主体（丛日云，

2005），公民个体成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觉积极参与体

育活动是其体育意识与体育权利渐趋增强的显现，群众

体育的组织开展由“运动”此一被动形态转向“活动”此一

积极描述（包显文，1982；夏征农 等，2009a），体育活动成

为新时代公民基于自身权利与兴趣等所自发自为的积极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体育实践的群众性、自

觉性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日益凸显和加

强，其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取得非凡

成就的有力印证，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群众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2 模式厘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百年实践的运动模

式与活动模式

2.1 “运动”与“活动”辨析及群众体育的“活动”转向

就“运动”与“活动”的词义而言，二者接近但也具差

别。查阅不同版本的《辞海》《当代汉语词典》《应用汉语

词典》《多功能现代汉语词典》《新编现代汉语大词典》等

工具书，并参考《同义词浅析》《辞海》对“运动”与“活动”

的阐释，发现“运动”与“活动”均有身体活动之意，但“运

动”专指规模宏大的群众性活动（包显文，1982），而“活

动”则是自发的，由主体心理成分参与的积极主动的运动

形式（夏征农 等，2009a）。

梳理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发现，党的

十六大报告首提“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指出要“积极推进

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指出，要“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相

较于以往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全民健身的表述，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不难发现，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

报告均沿用了“全民健身运动”此一表述，然而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此表述变为“全民健身活动”。虽仅一字之

差，但由“运动”向“活动”的转变意义重大。此转变不仅

意味着全民健身从目的相对单一、群众广泛参与的强身

健体运动变成了惠及全体人民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李

龙，2019），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群众体育事

业发展环境、发展层次、发展目标等转变的精准研判，凸

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并直面当

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体育

文化生活的向往与需求，体现党的“四个自信”。

2.2 “运动模式”到“活动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

体育百年实践的模式转向

根据上述“运动”与“活动”的词义辨析，结合前文对

党领导群众体育百年历程的分析，研究认为，“运动模式”

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领导人民群众开

展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服务于特定阶段发展目标的群

众体育发展模式；而“活动模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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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发性、积极性，旨在促

进人民群众健康并满足人民群众体育文化生活需求，由

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

结合历史进程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的群众体育工作主要体现为“运

动模式”，这与其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密不可

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革命与战争的迫切需要，

掣肘于彼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农群众文化与健康水

平，中国共产党亟需具有强健体魄的工农群众参与战争

与革命斗争。作为一种适合阶级运动需要，又可养成工

农群众集团精神与健康体格以及战争技能的重要手段，

体育自然成为党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与抗战训练

的重要工具（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等，1989）。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亟需恢复劳动生产、进行国防

建设，然而劳动生产与国防建设需以人民群众的强健体

魄作为支撑，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

组织大规模群众性体育运动，以强健人民体魄，恢复劳动

生产，进行国防建设，自然不失为务实明智之举（伍绍祖，

1999）。1974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我国亚运会

代表团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

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

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值得一提的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体育的“运动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遗产”的群

众运动影响，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一元化与高度集中的政

治经济体制亦为群众体育的“运动模式”提供了基础和保

障，由此使大规模群众体育运动显得极为有力和高效，并

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既有的群众体育“运动模式”（赵智

等，201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群众体育事

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群众体育发展模式渐由“运动模式”转为“运动

模式”与“活动模式”并存，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由依靠行

政命令发动逐渐向积极引导转变。1984 年发布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体育是全民

族的群众性活动，也是一门科学。要大力宣传体育对建

设两个文明的积极作用，大力普及体育知识，吸引广大群

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此阶段，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体育基础设施、体育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人民体育意

识不断增强，大规模组织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运动模式”

日渐式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动力路径也渐由

发动“群众”参与向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转变。进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国民体育意识与健康意识日

益增强，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群众体育事业逐渐由“运动模式”与“活动模式”

并存发展为以“活动模式”为主导，这从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表述可见一斑。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践的百年发展历程，

由最初党发动与组织群众参与体育运动以进行革命斗争

的“运动模式”，逐渐转向引导公民自发自觉参与体育活

动的“活动模式”，可谓发生了质的改变。就其作用对象

来看，虽然群众体育“运动模式”与“活动模式”的受众均

为广大人民群众，但其模式转向却由“运动模式”中的“群

众”这一被动客体转向“活动模式”中的“公民”这一积极

主体（丛日云，2005），即“活动模式”更突出了群众体育事

业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与自觉性。值得指出的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群众体育由政治色彩浓厚的

“运动模式”逐渐转向自主自觉的“活动模式”，凝聚着党

的领导智慧和英明决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

到“执政党”的重要角色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

事求是、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群众的宗旨初心。

3 百年华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践的模式转向

之维

3.1 国家之维实现由“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

“体育强国”的形象转变

《共产党宣言》在我国最初传播时期，因国弱民穷，国

民体质孱弱，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在革命与抗战中不断发动工农群众参与体育运

动，以改善人民体质，绝弃“东亚病夫”形象。尤其是新中

国成立后，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建设“体育大国”乃

至“体育强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苦卓

绝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组

织开展体育工作时曾说：“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

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经过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动员，全国范围内群众

体育运动不断开展，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终于摘掉

“东亚病夫”的帽子。1956 年，毛泽东同志自豪地说：“过

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

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总而言之，

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

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973 年，邓小

平同志在会见墨西哥体育联合会主席塞万提斯时说：“过

去西方有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

差，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真正开始的。现在的体育，可

以说完全是开始，开始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毛主席发

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

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事

业蓬勃发展，无论从体育活动种类、体育人口数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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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举办频次看，还是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规模总

量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已有明显体育大国特征（田

雨普，2009）。1984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

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在体育战线全体同志和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一定能跻身于世界体

育强国之林。21 世纪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体育实

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体育强国的愿

望与日俱增，群众体育在建设体育强国中的作用也得到

高度重视。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同志发表的《在北京

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实现竞

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

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将我

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推进的步伐。2017 年 8 月 27 日，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

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

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进

一步明确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措施，2019 年 9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使体育强国建

设有了明确指向。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加

快体育强国建设。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群众体育在国家之维历经

了由“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体育强国”的历史性

形象转变。百年风雨历程，从“东亚病夫”到国民体质普

遍提升，从群众体育的“零”起步到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

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均

可谓来之不易。其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求真

务实、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也汇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

众体育的成长史。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将不负新时代

使命，领导群众体育事业在体育强国建设道路上继续创

造新的历史佳绩。

3.2 人民之维实现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

“美好生活”的主体转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

混战影响，社会发展迟滞，经济极端落后，人民生活困苦，

广大劳动者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被迫“当牛做马”，从根

本上被剥夺了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建党初期，一批共

产主义先行者对引起广大工农群众体质严重恶化的社会

现象进行了抨击，并对教育家们提倡体育而忽略工农大

众健康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工农群众“被剥夺了真

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力”（阿伪，1933）。鉴于

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在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

同时，着力改善工农健康状况，争取工农体育权利，将被

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工农大众（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

员会等，1994），使得工农群众成了红色体育的主人（成都

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1988），人民大众第一次“当家作

主”，获得了体育权利，真正成为体育运动的主人，体育运

动真正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谷世权，1997）。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在此阶段领导群众体育的积极实践既服务了革

命战争的需要，也为人民群众夺取了体育运动的权利，而

体育权利的回归也促使彼时“当牛做马”的工农群众“当

家作主”。

从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

倡国民体育”，到 2018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开

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从毛泽东同志的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到习近平总书记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对群众体育事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人民主体

之维实现了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美好生活”

的转变。因此，将体育运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

需要的功能升级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彰

显了群众体育事业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也

昭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体

育事业中得以强化。

基于上述百年群众体育历程梳理发现，为应对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群众体育多被置于政治和国家民族前途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鲜少由公民个体层面对群众体

育进行制度设计与发展探索，由社会发展和角色理论来

考察，其本身就是一种角色及主体缺位的表现（王永平

等，2018）。而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美好生

活”的转变，无疑是由整体性“群众”向个体性“公民”的积

极主体转向。于公民个体而言，“美好生活”是公民个体

依据自身生活环境、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基于更加多元

的价值选择，更加便利的场地设施，更加方便的体育服务

所作出的体育生活方式选择，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与个体

性特征。总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从

群众体育的空白到红色体育运动的发展，再到全民健身

活动的广泛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取得了辉煌

成就，在人民主体之维实现了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

主”再到“美好生活”的积极转向，此转向充分显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体育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

充分彰显了党领导人民群众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价值自觉、道路自觉与实践自觉。

3.3 路径之维实现由“发动群众”到“公民参与”再到

“公民自觉”的动力转换

受制于多方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难

以广泛开展。然而彼时有着先见之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并

未因此放弃，而是在革命根据地因时、因地制宜，积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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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农群众开展体育运动，并组织各类运动会，动员工农

群众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成都体

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1988）。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使之普及和经

常化”的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积极发动

群众广泛开展体育运动，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广播体操

热潮等（谷世权，1997）。此阶段虽受诸多因素影响，党领

导下的群众体育事业呈波浪式与螺旋式发展，但群众体

育事业仍在曲折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伴随经济与

政治体制改革，群众体育发展空间拓展、条件改善，尤其是

全国范围内体育场地设施的兴建与增加，以及一系列体育

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事业在

软、硬件条件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使群众体育

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发

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向党引导公民参与体育运动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体育改革，使群众体育在内的体育

事业形成了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新格局，体育改革

与发展目标上的“五化”（生活化、普遍化、社会化、科学

化、产业化）思想，尤其是社会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

从行政型向社会型转化，乃是“发动群众参与”到“引导公

民参与”体育运动转向的有力印证（谷世权，1997）。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群众体

育软、硬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基础

更加坚实，群众体育的发展环境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体

育需求也更加多元。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事业逐渐由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创造体育环境引导公民参与体

育运动转向公民自觉积极主动参与体育活动。2019年 7月

15 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倡

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落实个人健康责

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无疑指明了新时代个人健康的责

任主体乃是公民个体。由“公民参与”到“公民自觉”，不仅

昭示了新时代人民群众体育活动参与的自发与自觉，也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动力路径的深刻转变。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

期党发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党引导公民参与体育运动，再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期公民自觉参与体育活动的转向看，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践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日益

增强，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群众体育动力路径的深刻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

势后与时俱进地英明决策体现，是党领导群众体育工作

方式的改变，而百年来党领导群众体育实践中紧密联系

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路线和初心始终不渝。

4 百年启迪：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百年实践的经验

启示

4.1 群众体育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

群众体育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54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

使我国发生深刻变化、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根本原因，也

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根本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中形成的，是由历史决定的，来自其历史贡献，来自其

承担历史使命的能力。2001 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回望群众体育百年历史，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及所

取得的成就，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创业，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现了由“东

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体育强国”的形象转变，实现

了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美好生活”的主体转

向，实现了由“发动群众”到“公民参与”再到“公民自觉”的

动力转换。历史及事实证明，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辉煌成绩

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光

明未来仍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业已开启，展望未来，群众体育事业必

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发力，再上新阶。

4.2 群众体育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

的问题。”同样，群众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且根本的问题，

便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于此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实践与回应是“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

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等，1989）。百年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群众体育事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虽在不同历史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工作方式存在差异，但

在党领导下群众体育的本质与核心所指却始终如一，即增

强人民体质。此本质与核心，早在红色体育运动不断开展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便被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所

擘画——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

强健体格（佚名，1933）。此后，中国共产党虽在不同历史

时期对群众体育工作作出了不同指示，但究其核心与根

本，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旨归。正如 2017 年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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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百年历史实践充分表明，

以人民为中心是群众体育事业的出发点、着眼点与落脚

点。党领导百年群众体育在国家之维实现由“东亚病夫”

到“体育大国”再到“体育强国”的形象转变，便是紧紧依靠

人民，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党领导百年群

众体育在人民之维实现由“当牛做马”到“当家作主”再到

“美好生活”的主体转变，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体现；党领导百年

群众体育在路径之维实现由“发动群众”到“公民参与”再

到“公民自觉”的动力转变，便是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的重要体现，是对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

一致性的科学把握。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植人民，

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群众体育的初心愿景与

根本遵循，这也理应为新征程中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所坚

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新时代新征程，群众体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立足并服务于广大人民的美好体育文化生活需求。

4.3 群众体育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即依据实证，求索真理（夏征农等，2009b）。

1941 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

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

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

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

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

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2012 年，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

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

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实践

经验而言，坚持实事求是，可谓是群众体育事业取得辉煌

成就的基本原则遵循。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性，群众体育亦不例

外。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的发展并非一

帆风顺，其所遭受的波折无不启示着群众体育工作需秉持

实事求是原则。众所周知，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群众

体育的广泛开展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物质基础条件

匮乏，群众体育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就地取材、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因陋就简方才得以开展的（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史研究所，1988）。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受

三年自然灾害等影响，群众体育实际工作违背了彼时经

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得群众体育流于形式，其充分印证了

群众体育工作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谷世权，

1997）。历史事实警示，群众体育工作需始终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严格遵循体育自身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从人民生产、生活出发，从实地、实际出发，科学研判、

循序渐进、务实高效地推进群众体育工作。

4.4 群众体育必须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从某种意义而言，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并助力社会主

要矛盾解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群众体育事

业的一大特质，也是其发展动力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和

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其能够全面把

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复杂性，以及科学找

到解决主要矛盾的正确方法（李国泉，2019）。1937 年，毛

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

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

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

争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彼时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历史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在此期间，

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农群众，广泛开展文化教育和红色体

育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提高军民的身体素

质，目的在于动员一切力量，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直接

服务于革命战争（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1988）。

可见，群众体育运动成为彼时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

矛盾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社会主要矛盾并非一成不变，其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

断变化。1956 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

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

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

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彼时，群众

体育工作亦是围绕该阶段内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即体

育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生活需要，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又是群众体育

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伍绍祖，1999）。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重要论断，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0 年 9 月 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上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无疑，致力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乃是新征程中党领

导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和主要方向。综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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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

并服务于社会主要矛盾，这是遵循社会发展与变迁规律

的必然要求。

4.5 群众体育必须擘画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科学判断所处历史方位并据此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

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共中央党校，

2020）。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

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

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以下简称《十年规划》）对群众体

育在内的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十年规划。然而受彼时时

代背景等影响，《十年规划》目标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体育

运动自身发展规律，因脱离国家民族实际而给群众体育

发展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就其出发点来说，《十年规

划》值得肯定（伍绍祖，1999）。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党领导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其颁布实施使全民健身运动得以有计划、有步

骤地逐步实施，整体推进，并使群众体育在既定时间段内

实现了长效化、机制化发展（池建，2012；唐宏贵，2009）。

2006 年以来，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国家体

育总局编制了体育事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进一步推动了群众体育在内的体育事业发展。总

体来看，群众体育相关规划不仅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提

供了保障，也成为党有效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制度性工具（王文，2020）。

回眸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摘掉“东亚

病夫”帽子，建设“体育大国”以及“体育强国”的历史进

程，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领导制定中国

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并卓有成效的重要历史印证。

1942 年 1 月，吴玉章在新体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要“视

体育为改造现代文弱国民之基础，除弃‘东亚病夫’的侮

辱”（佚名，194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体育工作

虽无具体发展规划，但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共产党积极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体育运动服务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

除弃“东亚病夫”侮辱，增强民众身体素质的实践历程，无

疑是彼时党领导和规划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见证。后历

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的砥砺发展，党领导群众体育事业在国家之维实现了由

“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并在新时代

建设“体育强国”的道路上阔步迈进（池建，2012；刘鹏，

2009；伍绍祖，19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9）。进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作出全面小康离不开全民

健康的重要判断，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行谋划、统筹

推进，对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整

体战略作出了明确布局（国家体育总局，2019）。尤其是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和论述（求是网，2021）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

国家战略，以及体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交织辉映，所形

成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格局及其所孕育的发展动力

助推了群众体育发展的质变。总之，只有通过擘画长期发

展战略规划，以明确群众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及重难点任

务，才能有方向而不盲目，有措施而不盲动，确保党领导下

的群众体育事业永葆战略定力与不竭动力。

5 结语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百年来，党领导的群众体育发展史凝聚了党

的智慧，诠释了党的宗旨，体现了人民意愿，反映了时代诉

求，为新征程群众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滋养。回眸

群众体育百年历程，从建党之初的燎原星火到百年华诞的

骄人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体育实践的百年，是创榛

辟莽的百年，筚路蓝缕的百年，功留青史的百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百年群众体育的模式转向及其在国家、人民、

路径之维的转变，是百年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重要

角色转变的体现，是百年大党在群众体育工作思维与方式

上立体性、全面性、根本性的变革，是百年大党有效领导群

众体育百年发展的重要内在逻辑呈现。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百年风华仅是千秋伟业的开

篇。无论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要

求来看，还是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节点和

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使命来看，群众体育事业可谓任重而

道远。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群

众体育事业的赓续发展，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

强国的战略部署，绘制新时代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宏伟

蓝图，就必须凝聚历史力量，汲取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群

众体育的宝贵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并擘画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唯如此，群众体育事业才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砥砺前行，书

写更为绚烂的体育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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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undred Years of Mass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eadership Course，Mode Chang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HU Qingshan，CAO Jiw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entennial

course, mode chang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led mass sport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mass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not only

provide brilliant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ports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rovide vivid

material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sports has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de the mass sports develop from the“sport mode”with strong political complexion to the“activity mode”with

autonomy and spontaneity. Its develop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 national dimension, it has realized the

image transformation from“Sick man of East Asia”to“major sports country”and then to“leading sporting nation”; in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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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it has realized the subject transformation from“being enslaved”to“being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and then to
“leading a better life”; in the path dimension, it has realized the power transformation from“mass mobilization”to“citizen

participation”and then to“citizen consciousness”.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as follows: Mass sports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rrang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sports in the past century; development model; historical experience

（上接第9页）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demands. It is a Marxist Theory and sports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product of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sports health i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Theory of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and health culture. It draw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ports and health development, and dialectically thinks about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people’s health.
Scientific thoughts form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It contains new ideas, new ideas and new practices in sports and health
centered o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national health, aiming a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iming at
a Healthy China, and taking the human health community as the miss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sports health has rich
value meaning, expands the new era of sports health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ighlights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people’s supremacy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and for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eat cause casts strong power.
Keywords: Xi Jinping; national fitnes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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