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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实现供给侧改革既存在现实制度基础，又是各级体育职

能部门和残疾人体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

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此，结合新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贯彻实施问题，指出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法治保障

策略应充分围绕“需求—供给—保障—反馈”的基本框架，高度重视随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变

化的残疾人体育需求和供给间的短期与长期矛盾，在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两级法规细则的

同时落实在地化思考，依法保障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并增强有效供给中长期

视野的宏观调控，以此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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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oth a realistic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an urgent need for developing sports de‐

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spor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in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also provide a strict rule of law

guarantee for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

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suggested that the strategy of sup‐

ply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rule of law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emand-supply-security-feedback”, attach‐

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hort-and long-term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spor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the increasingly changi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entral-local” regulations and rules, lo‐

calized thinking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the multiple supply subjects of public sports ser‐

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law and enhancing the macroeco‐

nomic control of effective supply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legal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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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和群众体

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残疾人与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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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被定义为以国家行政部门为供给主体，以社会组织、公

民和企业等为供给辅助，旨在保障全体残疾人及相关组

织基本体育需求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或服务行为（张韬

磊 等，2018）。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各级各类残疾人体育组

织恢复和建立以来，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历经初步

探索、契机发展、创新推动、稳步推进四个阶段（郑功成，

2022）。2022 年 6 月 24 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首次将残疾人群体纳入体育

活动特别保障的主体范围，从法治上体现了对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体育权利的重视，也标志着我国残疾人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建设真正迈入法治推进阶段。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1）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残疾

人总人数达 8 500 万，包括 2 500 万重度残疾人和 6 000 万

中度和轻度残疾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34%，这意味着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残疾人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完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而

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增进残疾人社会福祉、激励残疾人

充分参与，是我国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

众”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着力解决和攻坚的任务

（张海迪 等，2021）。在《体育法》完成修订之际，本研究梳

理修订进程中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历史和供给特

征，并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剖析我国残疾人公共

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提出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侧改革的策略与法治保障措施。

1 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历程

作为我国体育领域唯一的专门法律，《体育法》的研

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彼时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

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相关学者为体育立法做资料准备，于

1988 年成立了《体育法》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1995 年正式颁布的《体育法》经历 2009、2016 年两次小规

模修订，于 2022年迎来首次全面修订，并将于 2023年 1月

1 日起施行（田思源，2022）。在《体育法》研制、修订的历

史进程中，残疾人体育权利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黄

世昌等，2020）。袁钢等（2022）指出，立法规范和立法确

认是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终极保障，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的完善是残疾人体育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表征。为

此，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历程可以依据《体育

法》修订的历史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

1.1 初步探索阶段

1983年 10月，中国伤残人体育协会（1991年更名为中

国残疾人体育协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残奥委员会）在天

津成立，由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担任协会主席，主要负

责组织和帮助肢残人士参与体育活动。1983 年 12 月，国

家体委、民政部等 9个单位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地、有计划

地开展伤残人体育活动的通知》。之后，中国聋人体育协

会、中国智残人体育协会、中国残联宣文部体育处等各级

各类残疾人体育组织相继成立，积极推动残疾人体育工

作开展（郑功成，2022）。1995 年，《体育法》的正式颁布，

象征着我国残疾人体育政策开始趋于法治化。

1.2 蓬勃发展阶段

以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为历史契机，我国残疾人公共

体育服务迎来了快速发展。2008年 4月，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的第二次修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残疾人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

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计划〉推进残疾人体育健身工作的意见》等政

策法规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为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政府和社会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

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组织开展了针对残疾人群体

多层次、多类别以及多形式的体育活动。

1.3 有序推进阶段

“十二五”时期，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等战略的实

施标志着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进入有序推进阶

段。《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强调大力推进残疾

人体育，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健全残疾人体育组织、实施

“助残健身工程”、进行公共体育设施无障碍改造等。《“十

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改善残疾

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条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显

著增强基层残疾人综合服务能力的主要目标。“全民健身

助残工程”“自强健身工程”“康复体育关爱工程”等的持

续推进，充分保障了残疾人的体育参与权利。根据《中国

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白皮书，我国残疾人社区

文体活动参与率从2015年的6.8%上升至2021年的23.9%。

1.4 法治推进阶段

2022 年 6 月 24 日修订通过的《体育法》，将体育活动

特别保障的主体范围从青年、少年、儿童扩大到未成年

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同时将“体育活动给予特别

保障”修改为“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残

疾人群体首次纳入体育活动特别保障的主体范围，并将

特别保障落实到“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上，从法治上体

现了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体育权利的重视，标志着我国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真正进入法治推进阶段，

必将有力推进各级主体对无障碍体育场地和设施、残疾

人体育赛事活动和组织等的建设和完善。

2 《体育法》修订进程中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

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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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作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关

键性变革，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及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的重大突破，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对我

国结构性与体制性等问题发挥重要影响（李超 等，2018）。

值得注意的是，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同属我国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和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梅

等，2017）。在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实现供给侧改革

既存在现实的理论政策条件，又是体育职能部门体制机制

突破和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体育

法》的修订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提供

了必要性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这些强烈的信号也透

露出国家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特殊群体提供在更广范围

和更高水平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条件的决心

（毕森 等，2018；于善旭，2022；张韬磊 等，2018）。

2.1 供给侧改革理论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在联系

供给侧改革理论是为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而逐步

形成（贾康 等，2014）。为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所面临的

“滞胀叠加”结构性困境，以供应学派为经济学理论基础

的里根经济学通过削减政府预算、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及

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等方式激活微观机制，进而解

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冯志峰，2016）。尽管

此次“供给革命”并未取得理想意义上的成功，同时导致

美国沦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但其为我国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警示意义，即政策的采取不能局限

于局部调整，改革举措需有效的制度保障。我国的新供

给主义经济学，即新供给经济学，在吸收和借鉴传统供给

学派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强调推动机制创新，通过结构

优化的形式从供给端着手，旨在化解我国“中等收入陷

阱”和“滞胀”等潜在经济风险，促进我国新一轮经济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李博，2016；马玉龙，2018）。

一般而言，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内容伴随社会经济

发展的水平而动态调整。经济学上，人均 GDP 达 3 000～

5 000 美元后，居民生活方式会呈现休闲化特征，达 5 000

美元以上时，健康和精神消费支出显著提高，达 6 000 美

元以上时，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休闲时代（李丽梅，2018；楼

嘉军 等，2009；王先亮等，2020）。据国家统计局（2022）发

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显示，

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80 976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为 12 551 美元，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作为休闲时代社会

消费热点，体育服务日益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重要的公

共服务产品。但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与

体育公共服务无法有效供给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源配置、

功能职责、政策制度等层面的碎片化问题也尚未破除（张

文静 等，2022），集中暴露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

盾，体系那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

2.2 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体系构建研究

《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优化和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继续完成“ 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三去一降一补”即去

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针对

我国现阶段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总量不足和途

径僵硬等结构性矛盾，以及目前针对残疾人群体的“粗放

式”供给特征和供给特殊性，亟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发力点，通过在逐步“降”无效、低端供给的同时扩大有效

供给，“补”供给总量、质量及效率等短板，从而进一步完

善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吴秀云 等，2020）。

基于残疾人体育本质功能及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实践，金梅等（2017）在阐释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基本概

念、阶段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初步设计了以“需

求—供给—保障—反馈”为主线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

基本框架。需求、供给、保障以及反馈四个体系彼此互为

支撑，并有机衔接为一个维持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

动态平衡的关联系统。具体而言，残疾人经济性和非经济

性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决定了体育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范

围；以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为主体的供给系统通过有形

和无形的服务，针对性满足残疾人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物

质性和非物质性的需求；包括政策、组织、制度和资源保

障等在内的保障体系为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规范

化和稳定化运转提供支持；在供给过程中，通过反馈体系

对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3E”维度，即经济（economy）、

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进行绩效评价，以

促进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各类资源

在合理性和均等性等方面实现最佳配置（金梅 等，2017）。

2.3 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矛盾分析

2020年，我国已办理残疾人证的人数为 3 781万，而当

年在全国范围内仅开展残疾人群众体育健身活动392次，残

疾人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参与人数仅为 79 648人次（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2020），与我国残疾人人口的庞大基数严重

不匹配。此外，我国现阶段残疾人公共服务整体还呈现

出“粗放式”的供给特征。除我国现阶段公共体育服务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整体面临的主体单一、总量不

足以及途径僵硬三大困境外，就残疾人群体而言，其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供给矛盾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2.3.1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

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GB/T26341—

2010），残疾人可分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

和多重残疾 7个大类，各大类又可按残疾程度分为残疾一

级（极重度）、二级（重度）、三级（中度）和四级（轻度）。加

之残疾人在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不同年龄阶段的划

分，我国残疾人群体多样，而不同的残疾人群体对应的体

育需求也各不相同，进一步加剧了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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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难度。尽管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供给

公共服务已成为一项国策（冯维胜 等，2022），但考虑到我

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及其法治保障体系尚处

于培育阶段，政府供给向多元主体社会化供给的转变依

然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残疾人公共体育产品的针对

性供给与多样化需求的脱离，可能造成部分以残疾人为

对象的服务供给被动成为无效供给，从而在供给总量不

足的情况下再度催生有效供给不足的新矛盾。

2.3.2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区域化资源配置不均

在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以残联

为主的资源配置主体需要充分调研基层残疾人体育需

求。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容错率低，一旦需求信息的时

效性和准确性有所欠缺就极易导致在服务资源配置过程

中催生“漏配”和“错配”的问题（张韬磊 等，2018）。作为

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供给主体，各类非营利组织和市场所

提供的残疾人运动康复服务资源也往往不足。究其根

由，由于宏观引导和扶持力度不足，社会和市场力量难以

被有效激活，继而构建可持续的协作关系或持续注入社

会资本，导致二者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参与程度低。

以残疾人健身服务资源为例，作为现阶段我国残疾人群

体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残疾人健身示范点设置的

地域差异明显。由于对残疾人健身示范点的功能定位、

经费来源和服务标准等认识模糊，以当地社区、康养机构

和残疾人协会为主的依托单位往往未能在示范点建设前

充分评估当地的残疾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导致其

所提供的服务容易出现人力、物力、信息等资源配置不

足、不均、不合理现象，难以满足管辖范围内残疾人群体

的基本需求（郑功成，2022）。

2.3.3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性法治保障不足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以来，国务院、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强调重视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的主要目标，强调提升残疾人服

务保障水平，鼓励社会力量提供服务。但这些宏观的政

策文件主要起导向作用，未能根据不同省市、区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残疾人现状制定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在

各地政策的执行层面，由于缺乏对宏观政策文件进行在

地化思考，往往直接转发上级文件或未能根据当地特征

出台配套方案，导致无法解决地方残疾人群体的切实体

育需求，对于当地基层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开展难以发挥

保障作用（吴燕丹 等，2021）。同时，部分地区的残疾人公

共体育服务问责、监督和评价体系不完善，进一步制约了

相关性政策的落实（吴燕丹 等，2015）。

3 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改革及法治保障措施

在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体育权利方面，如果只

是规定平等参与权，将难以落实于实践。而合理的差别

对待是实现平等的必要条件，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恰恰

是为了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因此，新修订的《体育法》明

确提出“国家依法保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对

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

给予特别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从对体育活动给予特别

保障，到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体现了认

识和理念上的进步。我国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法治保

障最终落实在“权利”上，恰恰体现了对残疾人平等权益

保障与融合促进的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的特别立法相契合（马宏俊，2021）。就残疾人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改革而言，《体育法》的修订为其提供了必要

性的政策支持与法治保障（周爱光 等，2022）。

3.1 多轨化驱动，构建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体系

同正常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一致，我国残

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仍以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管理部门以

及各级体育局组成的执行部门为绝对的供给主体。在单

一供给主体下的集权决策机制往往无法及时地满足残疾

人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以英国、美

国为代表的国际经验表明，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组

成的多元供给主体打破单一供给主体形成的垄断格局，

“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协调，实现供给主体多元

化和服务内容多样化是消解上述矛盾的有效方式（金梅，

2019）。例如，可采取权限下放、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多

样化的合作方式，激励和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或企业付诸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实践，深化各级供给主体的多元合

作机制，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多轨驱动，充分发挥各级主体

在多元供给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3.2 多极化联动，创新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机制

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创新旨在保障政府部

门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供给行为，而现阶段的创新重点仍

在前者。究其原因，政府部门不仅要与相关事业单位承

担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公共财政支出，还兼任与社会共

同提供相关体育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体育法》规定，全社

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残疾人群体参加全民健身活动，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参加

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便利和保障。这就要求在着力推动政

策落实、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公益性项目的同时，基

于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制定符合各省市社会经济实际

的配套制度，以加强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要在政府部门监管放权、各类机构依法自律和第

三方评估监督的基础上，扩大面向社会资本的开放范围，进

一步开拓市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及个人在残疾人公共体育

服务领域的多级联动、协同供给机制（肖丽琴，2012）。

3.3 精准化投入，提高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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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来讲，占我国总人口 6.34%的残疾人群体属于

少数群体，但考虑到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存在服务多样

性、供给兼容性和资源配置容错率低等特征，残疾人体育

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十分重要（张韬磊 等，2018）。《体育法》

强调，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应当根据各自特点组织

开展日常体育锻炼和各级各类体育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

动。肖丽琴（2012）曾指出，以无障碍场地、无障碍体育设

施、特殊体育指导员等为主的非经济性体育需求是我国

现阶段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偏好。但该偏好并非

一成不变，如何在残疾人动态变化的体育需求之下进行

有效供给，减少低端或无效供给，已成为残疾人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体系所面对的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协调供给

过程中的“加法”与“减法”，即合理处理“增加有效、高端

供给”与“无效、低端供给”之间的关系（吴秀云 等，

2020）。具体举措包括增加针对性、个性化或具有当地历

史文化特色的有效供给投入，例如为视觉障碍患者设立

触觉、听觉训练和定向行走训练等功能性训练项目；同时

依据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要求，减少低端、无效、资源浪

费高、不利于残疾人使用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3.4 网格化发展，转换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组织建设思路

考虑到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客体复杂性，其

组织保障既关乎实现服务目的的基础保证，也是推动体

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金梅 等，2017）。组织保障体

系不仅包括了全国残联到地方残联、国家体育总局到地

方体育局等形成的纵向结构协调，还涉及社会组织和私

人组织间的横向合作。由于缺少政策以及相关制度的引

导，社会组织力量进入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存在着

较大阻碍，在组织保障体系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此次《体

育法》的修订对政府转变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组织建设

思想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通过培育具有良好承接能力

的社会体育组织，将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组织结

构发展为由政府、体育社团、社区体育指导员以及健身活

动站点相结合的网络体系，并由体育社会组织扮演连结

政府和社区的中间枢纽，逐步将网络由中央、省市延伸至

县、乡、村，健全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组织保障体系。

3.5 在地化思考，落实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两级法规细则

我国现阶段的残疾人公共体育事业发展存在客观的

区域性差异，加之各地区对中央下发的相关宏观政策缺

乏在地化思考，无法准确并及时地回应当地残疾人群体

的真实需求，削弱了政策的执行效力（吴燕丹 等，2021）。

因此，在《体育法》导向性和纲领性的基础上，地方政府需

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包括残疾人权利保

障、体育组织管理等在内的具体化配套制度，进一步落实

残疾人区域性公共体育服务的“中央-地方”两级法规细则，

判辨法治保障体系的标准及应用范围（肖丽琴，2012）。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

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时强调，残疾人是社会

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残疾人平等权益保障与融合促进的深刻理解。在

新修订《体育法》颁布实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下，如何抓住机遇、找准问题并化解矛盾，如何将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法治化理念的顶层设计切实落实到残疾

人体育服务需求的有效供给中，如何既着眼于“十四五”

时期残疾人基本体育权益的保障，又重视残疾人公共体

育服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必须高度

重视随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变化的残疾人体育需求和供

给间的短期与长期矛盾，高度重视“中央-地方”两级政策

法规对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引领作用，高度重视

将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主体纳入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的法治保障体系，全面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体育法》，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开启残疾

人体育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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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不正之风，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压倒性态势，为体育强国提供坚强保障。

4 结论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体育精神发源于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吸收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融合中

国共产党的体育理论与实践，逐步被凝练概括、传播和发

扬。依法治体是中华体育精神弘扬的法治保障，新修订

的《体育法》既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我国体育法治

建设进入一个新历史发展阶段，翻开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体的新篇章（田思源，2022）；以德治体是中华体育精神弘

扬的集中体现，中华体育精神既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的

价值导向和文化追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领

域的具体体现（中国体育报，2022）。要以新修订的《体育

法》的颁布和实施为契机，坚持推进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

相互融合，提升法治思维和思想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体

育道德风尚，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道德环境，促进体育事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付冰，张彦峰，李森，等，2019.新时代我国体育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影响因素研究［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

南京：中国 .

国家体育总局，2022.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严肃查处赌博、假球等违

规违纪违法行为切实强化行业自律自治的通知［EB/OL］.［2022-

03-02］.https：//www.sport.gov.cn/zfs/n4974/c24058081/content.html.

国务院办公厅，20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

通 知［EB/OL］.［2019-8-10］. http：//www. gov. cn/zhengce/content/

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黄莉，2008. 中华体育精神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M］.第 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62.

孙旭辉，2012. 体育强国视域下依法治体途径的抉择［J］. 人民论

坛，（11）：80-81.

田思源，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改过程、主要争议与立

法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37（178）：373-379，410.

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118.

张文显，2021.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J］. 法制与社会发展，

57（1）：5-54.

中国体育报，2022.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法治保障：体育总局政策

法规司负责人解读新体育法［N］.中国体育报，2022-06-25（3）.

LEE H I，2012. The nature of sportsmanship based on Adam Smith’s sympa‐

thy［J］. J Korean Soc Philos Sport Dance Mart Arts，20（1）：71-86.

（收稿日期：2022-08-26； 修订日期：2022-09-06； 编辑：高天艾）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