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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研究
——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语境的解释

邵 凯，董传升*

（沈阳体育学院 管理与新闻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摘 要：随着2017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家队的建设开始逐步出现了与地方政府或者地方

体育局共建的模式创新。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访谈对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

回溯历史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国家队建设存在自发阶段（1978－1995年）、合作探索阶段（1995－2017年）以及共赢合

作阶段（2017年至今）。研究发现，国家队共建模式存在共建模式不清晰、共建机制不顺畅、共建共赢难以实现、共建

共治难题显现的困境。结合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建队 30年的经验，研究建议，国家与地方在共建国

家队的过程中要形成内外协同机制、系统协调机制、目标协同机制、治理协同机制与示范应用机制全面应对体育强国

建设背景下的共建不顺畅的问题。

关键词：国家队；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体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国家体育总

局推动了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活动。2017 年 9 月，国家

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共建的中国

（浙江）国家游泳队，成为我国首支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地

方共建的国家队。2018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与云南省体

育局签约共建国家马拉松队；2019 年 1 月，国家体育总局

和北京市体育局就备战北京冬奥会达成合作协议，围绕

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等 9 个项目共建国家队。截止

至 2019 年 7 月，我国冬奥项目共建国家队 21 支。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取得

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也涌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共建

活动是否达成预期目标、共建共享机制是否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哪些因素制约着共建活动、共建模式与传统模式

的融合是否顺利等。为全面总结经验和解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以国家与地方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为案

例，回顾从初级摸索形态逐步走向高级成熟形态的 30 多

年的共建历程，探索共建国家队模式与机制优化方案。

1 国内外研究回溯

国外研究中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

研究较为普遍，最早对国家队组建模式进行的研究是

Rowan，他立足于美国的学校体育发展实际论述了高校如

何融合作用于美国的国家队精英体育人才的培养（Vic‐

tor，1952）；Barzel（1994）从社会资本与权力角度论述了国

家队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能够带给国家竞技体育全面发

展的综合收益；Tonts（2005）从高校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

的国家队组建与市场机制融合模式；Clancy 等（2016）从发

展动机角度回溯了 20 年间（1995—2016 年）西方竞技体育

（特别是国家队建设）的发展过程，认为社会是参与国家

精英体育发展的主要载体。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

育的国家队组建模式，我国对竞技体育国家队组建模式

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以“国家队组建”作为学术关键词

进行研究的是尹洪满等（1994）对 1976—1990 年我国篮

球、排球、足球国家队运动员队伍组建方式、队伍结构、发

展及更新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回顾近 30 年来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体现以下 3 个方面：

1）沈阳体育学院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的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国家板球队的组建与治理模式研究。国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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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局原所属的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等５所体院

划转地方，实行“共建共管”体制和体育与教育共管的合

作机制；2010 年全面推进中央与地方共建模式。中国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是以沈阳体育学院培养的学生

运动员为主体建立，常年在沈阳体育学院集中训练学习，

共建模式深刻影响着这只中国雪上冠军团队的管理。围

绕沈阳体育学院组建的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与国

家板球队的治理问题，刘刚等（2014）、董传升等（2015，

2019，2020）、石 继 章 等（2016）、邵 凯（2017）、邵 凯 等

（2016）、刘平（2018）等针对团队的组建过程，对团队结构

与功能、团队治理阶段、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二元领导、冲

突管理等一系列我国国家队的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

研究。研究认为，我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存在着以

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和

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由于结构而产生的国家队

的治理过程复杂性、治理机制繁琐，国家队共建模式下的

组建与科学治理过程是创造优异绩效的模式前提。

2）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共建的国家队组建模式改革

研究。赵吉峰等（2019a）基于社会化视角分析探讨了中国

竞技体育国家队在不同背景下的组建模式社会化演进轴

线：初级社会化阶段从一个组建中心向多个共建中心的

纵向推进中形成的“体育总局＋地方”“体育总局＋协会”

等组建模式；成熟社会化阶段在纵横两轴上社会组建中

心的互联互通，创新出“社会＋”的国家队组建模式。刘

筱霞（2009）创新总结了国家队多元化组织类型：集中型、

集中与分散结合型以及分散型。赵吉峰等（2019b）以由

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签署共建的国家队——中国（浙江）

国家游泳队为例，系统研究了共建模式的特点：在管理

上，实施扁平化管理模式；在运动员选拔与培养上，实行

“浙江省＋全国选拔”的方式；在梯队建设上，建立具有国

际视野的复合型团队；在成绩考核上，实行年度评价与周

期总评相结合的办法。

3）普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研

究。冯建中（2005）、虞重干等（2006）、于晓光（2008）、于

晓光等（2013）、王凯珍等（2009）、钟秉枢（2009）、张文天

等（2013）、杨国庆（2017，2019）、杨国庆等（2018）立足高

校参与国家队组建过程验证了体教结合模式在我国竞技

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并依托举国体制从高校的

全链条参与角度梳理了体教结合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

战略意义。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国外有关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

国家队组建模式研究较为成熟，基于西方经济体制与市

场运行机制下的多元参与国家精英体育的发展模式研究

值得借鉴。国内学者前期对国家队组建模式效果、运行

体系、实施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多维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和体系化的理论观点。

同时，前期研究也存在以下 4 个方面的问题：1）研究

范式上仅仅关注宏观方面的共建、共治问题，对共建体制

机制下的国家队自治问题关注不足，这对如何提升团队

绩效治理水平不利；2）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以国家主导下

的运动队组建融合状态讨论，而从社会发展视角对社会

系统如何对组建模式产生影响等问题关注较少；3）研究

内容上从以国家体育总局参与国家队组建过程的运行机

制以及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研究较多，缺少对组建

模式社会生态链条以及与国家队建设需求相结合的研究

成果；4）研究思路上多集中于国家主导下的国家队建队

模式、运行及效果研究，较少对共建生成机制与社会融合

的探索，这不利于产生系统解决共建困境的方案。

2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历史回溯

2.1 自发阶段 （1978—1995年）

我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79 年重回国

际奥委会以后，体育领域开始与国际社会进行全方位的

交往，并逐步融入国际体育体系中。在这一历史阶段，我

国竞技体育国家队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以参加国际赛事

为主要任务，以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精神内涵，以展示

我国改革开放成就为表现特征。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1995 年的《奥运争光计划》颁布

期间，在举国体制下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优秀

运动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运动训练体系。地方队

满足国家队建设，国家对地方队进行必要的支持，是这个

时期国家与地方合作建设国家队的基本模式，也是国家

队共建模式的雏形。这一时期内，我国经历了 3 届夏奥

会、4 届冬奥会，均有奖牌的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队建设尽管几乎全部由原国家

体委（1998 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但是各省份通

过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等方式不仅间接参与了国家

队的建设工作，且在国家队不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王凯珍 等，2009）。应该说，此时的国家队

建设表现出国家主抓、地方配合的特点，但因缺乏清晰的

共建思路和方案设计，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表现出了

鲜明的自发性特征。

2.2 双向探索：合作探索阶段 （1995－2016年）

1995 年颁布执行的《奥运争光计划》将我国竞技体育

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一方面，国家开始探索充分

利用地方力量加强国家队建设的新途径，力图通过资源

优势互补有效支持国家队建设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国

家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地方建设高水平专

业队的热情，尝试与国家共建国家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

的一种选择，由此产生了地方主动探索承担国家队建设

任务的行动。这种双向探索的努力，在备战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周期内有力推动了国家与地方合作建设国家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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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005 年 1 月，为更好地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队开始逐步与省市进行试点共建；2006 年

8 月，国家体育总局与甘肃省试点共建国家男子曲棍球队

（甘肃日报，2006）。与此同时，在国家支持高校建设高水

平运动队等相关政策的鼓励下，一批高校开始主动承担

国家队建设任务，如北京体育大学跆拳道队、清华大学跳

水队；而另一些高校则通过自主培养运动员的方式大力

推进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并发展成为国家队，如沈阳体育

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在这一阶段，国家队的建设既存在着国家体育总局主

导、地方政府主动承担的合作共建模式，也存在着部分高

校自主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并发展成为国家队的共建模

式。就前者而言，共建国家队模式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地

方力量主动参与形成，表现出国家与地方政府间的一种

合作状态，展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融合特征；就后

者而言，则是体育院校出于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责任

或探索院校竞技体育发展转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共建

模式。

由于这两种模式极大地动员了共建双方的资源优势

和积极性，因此都较为成功。从整体成绩上来看，亚运会

成绩稳定、夏季奥运取得历史性进步（创造单届奥运会上

取得金牌总数最多的纪录）、冬季奥运不断取得突破性成

绩（特别是雪上项目取得历史首枚金牌）；从共建项目团

队来看，清华跳水队保持着更加强劲的梦之队形象，而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则相继取得了我国参加冬奥会雪上

项目的奖牌和金牌的历史性突破。

2.3 共建共赢：合作共赢阶段 （2017年至今）

鉴于共建国家队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功，国家体育总局

开始全面推广国家与地方、国家与高校共建模式。以

2017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

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时间为标志，开始了大规模共

建国家队的工程。为了更好的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体育局）、与高校共建冬季项

目国家队 21 支（表 1）。

这一时期，以体育总局陆续与多个地方政府（或地方

体育局）或高校签订一批共建国家队协议为标志，我国国

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模

式。这种模式具有 3 个特征：1）从管理制度来看，赋予地

方共建政府更大的管理权限；2）从国家队运动员选拔来

看，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决策参与权；3）从国家队绩效考

核来看，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周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

合的办法，更加注重对共建效果的评估。

由此可见，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是我国竞技体育治

理模式的一次积极的转变（董传升，2013）。一方面，在全

表1 我国冬季项目国家与地方共建情况统计（截至2019年7月）

Table 1 National and Local Common Construction of Winter Projects in Chin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项目

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

雪橇

钢架雪车

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

高山滑雪

冰球国家

花样滑冰

冰壶混双

雪车

自由式大跳台和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单板滑雪U型场地

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男）

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女）

北欧两项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跳台滑雪

越野滑雪

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女）

高山滑雪队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跳台滑雪

队伍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

国家集训队新疆组

国家集训队新疆组

国家集训队新疆组

国家青年集训队江苏组

国家青年集训队杭州组

共建单位

总局项目中心/协会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花样滑冰协会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地方/企业/俱乐部等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局

上海市体育局

河北省体育局

江苏省体育局

吉林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体育局

沈阳体育学院

吉林省体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江苏省体育局

杭州市体育局

共建时间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9年1月2日—2022年4月

2017年7月—2022年4月

2017年5月—2022年4月

2019年6月—2022年4月

2017年6月—2022年4月

2018年7月—2022年4月

2016年9月—2022年4月

2017年6月—2022年4月

2016年9月—2022年4月

2018年5月—2022年4月

2017年5月—2022年4月

2017年1月—2022年4月

2019年6月—2022年4月

2019年6月—2022年4月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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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社会体育治理的多

元主体逐渐向竞技体育领域迁移，社会力量逐渐通过各

种方式参与到国家队建设任务中来，丰富了国家队建设

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在坚

持开放办体育思路的引导下，有效促进了举国体制与市

场机制的快速融合，优化了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市场力量

在共建国家队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

说，随着共建国家队成效日益显现，国家队的共建模式逐

渐由国家主抓向国家主导转移，而地方政府、社会机构和

市场机构越来越积极参与国家队建设，甚至是独立完成

国家队建设任务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

3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主要模式

“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体育局）”是国家队共建

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以地方承办、国家引领为主要特

征，基于体育系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而展开，通过国家与

地方政府（体育局）资源的科学统筹、优势互补来实现国

家队建设获得优质资源保障的目标。产生这种模式的原

因一方面是，我国体育“放管服”改革明确要求国家体育

治理从具体的体育事务中摆脱出来，回归政府宏观调控

角色，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监管的角度对国家队进行管理

（王凯，2019）；另一方面，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活动中，推动我国体育的多元共治逐渐成为共识，如

何既能发挥地方体育局在人才培养、社会资源整合等方

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又能确保国家队建设水平不下滑，完

成体育强国建设任务，减轻国家体育总局的压力，成为推

动国家与地方体育局共建活动重要原因。

“国家体育总局＋高校”是典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共

建的模式。高校是人才集聚地，具有明显的教学、训练、

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成

为高水平运动队特别是国家队的建设优势，一直是众多

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彭国强 等，2021）。1995 年，国

家体育总局与北京体育大学共建国家跆拳道队是国家体

育总局与高校最早的共建国家队案例。共建初期，多从

篮球队跨项选材，如河南焦作篮球队的陈中；训练经费由

国家体育总局保障，训练场地由北京体育大学提供；学生

的义务教育由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校承担。通过这种共

建模式，国家跆拳道建队 4 年获得世锦赛冠军、建队 5 年

取得奥运冠军，并取得了连续 3 届奥运会均获金牌的历史

成就。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共建跳水队、与沈

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等众多成功案例

表明：高校多种优质资源与国家队建设需求存在着高度

契合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与高校共建国家队的

范围，成为值得深度思考的基本问题。特别是 2020 年体

教融合的提出，如何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推进体育强国

建设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

“竞技体育项目协会＋地方政府”是在项目协会改革

背景下推进的共建模式之一。根据国家队项目协议改革

的基本精神提出的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基本要求，项目

协会正在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由于项目协会进入市场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市场运

作经验，出于对地方资源整合的基本需要，项目协会推动

国家队共建时，易于形成项目协会与地方政府协同共建

国家队的模式，如 2018 年 11 月中国足协与武汉市政府签

署共建 U13 青少年男女国家足球队的框架协议（周飞，

2018）。在竞技体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前提下，项目协会拥

有了更加完整的国家队建设权力，在这种权力的基础上，

项目协会才可能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

地方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激励市场力

量发挥重要作用、保证体教融合等方式，搭起国家队共建

体系。

4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现实困境

4.1 共建模式不清晰

由于共建国家队需要共建双方协同对国家队进行管

理，因此必须要解决共建管理模式与原管理模式的适应

性问题。从现有的共建过程来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

有效的解决。回顾国家队建设历程，存在 8 种主要的管理

模式（表 2）。现有国家队管理模式主要以业务部领导下

的领队主教练分工负责制，业务部是主管部门，领队负责

国家队的行政、运动员日常等方面的管理，主教练主要抓

训练和比赛。

表2 我国国家队管理模式汇总（王凯珍 等，2006）

Table 2 Management Mo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am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国家队管理模式

（队委会领导下的）领队负责制

（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

成立队委会（外籍教练）

队委会（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领队领导下的队委会负责制

领队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

领队主教练分工负责制

业务部领导下的领队主教练分工负责制

管理主体

队委会

队委会

队委会

队委会

领队

领队

领队＋主教练

业务部

管理责任主体

领队

总教练

外籍教练

领队＋总教练

队委会

主教练

领队＋主教练

领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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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国家队后，存在两方面的融合问题：1）国家体育

总局业务部的职责仍然存在，但由于增加了共建单位的

参与而存在明显的分权现象，独立管理国家队的职责被

分给了共建单位一部分，独立职责与职能的弱化客观上

导致了管理效率的降低；2）领队往往构成更加复杂的结

构，即形成了业务部门派出的领队和共建部门派出的领

队二元结构，与原来领队由业务部门独立领导的模式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业务部领队与共建单位领队如何协

同工作的问题客观浮现出来。虽然在共建过程中明确规

定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任务分工与

基本职责等方面落实上仍然不顺畅。尽管地方政府（体

育局）在队伍管理、竞赛训练、人才选拔、后备人才培养等

方面也具有先进、成功的经验，具有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

能力，但是共建国家队仍然是以国家层面主导为主，地方

政府（体育局）主要扮演了参与性的角色，这难免会对全

面提升地方政府（体育局）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产生消极影响。

从共建角度来看，国家与地方在国家队建设方面需要

形成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在这样的框架下，

国家需要将国家队建设与管理的主导权逐步让权给地

方，充分发挥地方在人才选拔、训练管理体系上的成功经

验，同时，地方应紧密结合国家给予的制度供给优势，充

分发挥地方在组建过程中的实体作用，将国家队的建设

过程紧密结合地方优势特点，在队伍组建过程中既要依

托现有的国家队管理模式特征，又要创新形成具有区域

特征与项目特点的国家队组建模式（陈云开 等，2002）。

因此，在国家尚未形成竞技体育国家队联合组建管理办

法的情况下，组建模式较为模糊，而这种模式运行上的不

清晰状态将给国家队后续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包

括管理主体模糊与责任主体的模糊，将为国家队创造优

异绩效以及组建队伍的科学发展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4.2 共建机制不顺畅

为确保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管理工作的高效运行，

需要构建顺畅的共建机制。事实上，共建国家队的运行

客观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国家队共建过

程存在链条不顺的运行机制困境，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

与地方对共建工作中各自的责任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

定，但是国家队项目差异以及地方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

导致对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缺乏顺畅的反馈

机制，影响了共建工作的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国家队共

建理应是国家体育总局统领、地方政府（体育局）负责、社

会协同、法律法规保障的综合运行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项目协会尤其是地方项目协会很难参与国家队

的各项工作，地方政府（体育局）除了承担国家队的保障

任务外，难有其他事项处理，从而明显削弱了地方政府

（体育局）或行业协会的积极性（杨桦，2019）。这对共建

国家队实现可持续的、高效率的和共建共赢等目标十分

不利。

4.3 共赢目标难以实现

共建国家队本着共建共赢的原则进行，国家队取得的

成果应由共建单位共享，但是共赢局面很难形成：一方面

由于地方政府（体育局）在共建国家队过程中往往是资源

保障者，而不是共建活动的参与者，成果的获得感和国家

队属地的归属感不强；另一方面，由于共建成果很难给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明显的收益，因此地方政府（体育局）很

少将成果归属给具体承办国家队建设任务的单位。一个

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制定了激励政策，激励相关高校积

极承接共建国家队任务，但未将共建国家队成果列入对

大学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导致高校对承接国家队共

建任务的积极性受挫明显。

4.4 共治难题显现

共建共治是共建国家队的突出特点之一，但是现实中

仍然客观存在着治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国家队的管理仍

然是近乎封闭的状态，外来力量难以进入到国家队内部

活动范围，尽管地方政府（体育局）可以委派领队参与国

家队的一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往往局限于外部的资源

保障方面，很少也很难参与共建国家队各项具体事务的

管理活动，因此鲜有承担国家队治理任务的规划、方案制

定和具体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队往往承担巨大的竞

赛目标的压力，在未细致地明确共治各方十分详尽的具

体事项分工之前，出于对参与共治可能干扰国家队成绩

的担忧，地方政府（体育局）也往往主动放弃一些参与共

建国家队的具体管理活动，这导致国家对治理活动难以

形成合力。例如，根据双方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国（浙江）

国家游泳队采取共同培养、双积分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

招收运动员、科研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但实际工作中浙江

省政府（体育局）在国家队管理问题上仍然难以发挥主导

性作用。

5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优化——以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为例

回溯历史并审视国内外成功的国家队建设模式不难

发现，共建效果与国家队形成过程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

以及具体实施路径等方面息息相关。为深入探讨国家队

共建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本文对我国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团队近 30 年共建案例进行了深度解析，并

于 2019 年 9 月，与时任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校长郭亦

农、时任沈阳体育学院院长王揖涛（后调入国家体育总局

冰上运动管理中心）进行针对性的半结构式访谈，两位访

谈对象是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过国家队共建的重要

亲历者。通过跟踪调研以及与重要管理者的访谈，以期

在全方位总结国家队共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优化国家

53



《体育科学》2021 年（第 41 卷）第 4 期

队共建模式与机制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方案。

5.1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环境要素

共建国家队离不开国家与地方环境制约性因素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价值取向环境与社

会生态环境等方面。

以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团队为例，该运动队

在 1989 年国家体育总局建议下，由沈阳体育学院结合自身

优势创建的。从 1989 年建队到 1998 年长野冬奥会获得我

国雪上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银牌，再到 2006 年获得我国雪上

项目冬奥会的首枚金牌，一系列成绩的取得均与改革开

放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郭鹏 等，2020）。

1）创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不仅与国家改革开放

释放高校、社会等各个领域自主活力分不开，而且与国家

体育领域探索鼓励国家以外力量办队的思路也是分不开

的，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渐释放、国家体育总局（原国

家体委）对沈阳体育学院办队的引导和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项目小众化、投入低、见效快、适合中国人以及技巧

运动员快速转向等因素，成为决定创立该项目运动队的

主要诱因。

沈阳体育学院在 1989 年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来发展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就是看中了项目既有体操

又有滑雪这样的技术特点，比较符合我们东方人。历史证

明，我们通过奋斗：建队 7年获得了亚运金牌，建队 9年获

得奥运银牌，建队 17 年获得奥运金牌。这足以说明国家体

育总局与沈阳体育学院在共建国家队上的成功，模式既发

挥了地方高校的资源优势，国家体育总局又结合着历史发

展的环境要素推动了项目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郭亦农）。

2）在举国体制实现为国争光政治目标的激励下，队

伍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在政策、资金

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尽管尚未明确提出共建国家队的

概念，但在 1996 年将之转化为国家队并代表国家参加亚

冬会则是实际上的一种共建活动。

3）随着 2001 年沈阳体育学院以地方共建的方式由国

家体育总局划归为辽宁省政府管理，2010 年国家体育总

局与辽宁省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沈阳体育学院共建协议，

形成了国家体育总局主导、辽宁省人民政府协助和沈阳

体育学院主办的新型管理模式，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恰恰是共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体育总局＋高校”的共建模式。

4）这支队伍能够从建队到快速成为国际一流并具有

持续竞争力优势的团队，是中华体育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精神与几代沈体人响应国家号召、坚守命运与共同船精

神形成的价值观融合成为团队文化基因的结果。

5）该团队建设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资

金的大力支持，允许该团队代表其他省市参加国内赛事

的体制也保证了获得辽宁省政府之外的地方政府或社会

资金的大力支持。

6）团队的建设也离不开社会生态的支持，如运动员

注册归属权保障、国家与地方的奥运会及亚运会成绩的

利益分配保障、运动员的综合利益（学历、晋级、退役等）

保障等。

由此可见，国家、地方政府、高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的

协同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融合，成为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队共建模式的重要特征。因此，在体育强

国建设需求下，需要全面总结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

队共建经验，根据举国体制创新和制度变迁规律的内在

要求，从新时代共建国家队基本需求出发，构建有效整合

政治、经济、价值取向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共建环境体系，

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环境闭环，为共建国家队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5.2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与结构

深刻认识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必须深刻分析

共建国家队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于共建活动是由国家和

地方两层组织协同性的行动，因此共建活动需要具有相

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可以从物质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

构、价值结构 4 种结构所形成的多元互动过程获得所要的

观察信息）来支撑。

一般说来，物质结构是指共建双方在经费、场地、设

施、设备、物资、饮食等方面合作而形成的物质性保障结

构。一方面国家为共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如共建

经费、设备、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

下，沈阳体育学院仍然通过学校筹集＋全校员工集资的

方式举全院之力于 1997 年初建成了一、二、三周台齐全、

占地约 3 亩的我国第一个夏训水池跳台，为该团队长期保

持竞争优势并总计获得 11 枚冬奥会奖牌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邵凯 等，2020）。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共

建经验来看，良好的物质结构与保障体系是共建团队获

得优异竞赛成绩的根本保障。

1997 年我主持了学校的党委会，最终通过会议决定占

用 1 个足球场地来建设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夏训跳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院在正常保障教学的前提下是拿

不出充足的经费来建设一、二、三周齐全的夏训跳台的。

当时，沈阳体育学院的全体师生通过自愿捐款参与建设跳

台，可以说，举全校之力从物质保障上来支持我国雪上项

目的开展 （王揖涛）。

组织结构是指共建双方通过共识形成的一整套明确

的组织制度、组织规范、组织关系与组织文化。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国家队自共建以来，始终坚持教练员与运动

员均以沈阳体育学院选派为主、领队以国家选派为主的

共建组织结构，表现出团队结构完整，共建因素融合充分

的特点。从共建过程来看，团队结构的合理性、共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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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教练员、领队、运动员

和队医等构成了复合型团队结构，一方面发挥了国家引

领性、保障性优势，另一方面则发挥了共建单位的积极

性，为高质量完成各项竞赛任务提供了支持。

人才结构是指共建双方为了完成共建任务而建构起

来的团队结构、领导模型、运动员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结构及关系。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发展历程

来看，该团队可持续的具有国际优势：运动员梯队建设合

理，人才储备丰富；教练员国际与国内交替执教思路清

晰，体能教练配合默契；领导传承性好，运动员管理水平

较高。

价值结构是指由国家体育文化引领的、充分融合地方

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能不断创造

优异成绩，且稳居世界一流水平，其内在原因是长期持有

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和不断追求卓越的

沈阳体育学院同船精神。可以说，团队共建的价值一惯

性确保了该团队能够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稳定发展。

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共建经验来看，在新

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要重点发挥地方在物质、组

织、人才与价值上的积极性，明晰共建过程中各结构存在

的基本要素，特别是由要素而形成的物质链、组织链、人

才链与价值链的关系，通过各种要素之间的行为运作模

式，有效突破现有模式下所形成的共建共治困境，切实找

到消除共建国家队自治行为痛点的方案，不断从内环境

方面持续对共建模式进行优化。

5.3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基本路径

从国家体育总局与沈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国家队的经验分析，要取得突出的共建绩效，需要

在体制机制、政策保障和技术操作等方面构建有效的

路径。

1）共建国家队需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路径，使其能

满足国家队共建的基本需要。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发展历程来看，在该队建设过程中体制机制始终处于创

新状态。从国家引导到国家与地方共建、从国家宏观调

控到高校自主管理、从利益分配的国家主体到高校主体

再到地方社会主体、从传统团队模型到复合型模型、从跟

随经验建设到科技攻关全覆盖服务等，尽管是在举国体

制主导作用进行，但地方、高校、社会的自主性或者是参

与性、利益分配的获得性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本框架的束

缚，表现出更加灵活的、地方和高校具有更高自主权的体

制机制运行特征。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在建队 30 多年来始终采

用的是国家体育总局＋高校共建的模式，使沈阳体育学院

能够积极主动地全面参与到队伍的建设中来。队伍中的教

练员 （主教练、分管教练、体能教练、心理教练等）、运动

员都由沈阳体育学院师生主要构成，这极大的激发了学校

在后备人才选拔与培养、训练的软硬件投入等实际问题的

积极性。从结果上看，这支队伍的共建模式是成功的，也

是可以复制的，尤其是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国家队的共建模

式可以参考 （王揖涛）。

2）共建政策的有效供给和路径构建，推动着团队高

水平建设的持续进行。在共建过程中，通过创新政策供

给，一是将沈阳体育学院队伍转化成为国家队，二是有效

支持沈阳体育学院自主选派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

队医等团队建设工作，三是允许团队与其他地方政府合

作解决团队建设经费短缺的困境。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

供给，共建团队不仅有效解决了困扰团队建设的许多问

题如经费不足、人才选拔等，且长期保持了团队发展充沛

的动力和竞争力。

3）共建国家队具有切实可行高效率合作的技术路

径。由于共建国家队是以多方合作为基础运行，因此对

多方合作的工作机制与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共建来看，一方面，国家启发、国家支

持与地方主动探索、地方倾力付出有机融合，表现出自上

而下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该团队的创建也是沈阳体育

学院主动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必然结果，为拓展团队

成长空间向国家机构寻求密切合作，表现出自下而上的

团队建设技术路径。换言之，共建双方的共识和具体可

操作技术路径的构建推动了队伍不断走向竞技体育的

巅峰。

6 破解之道：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启发的国家与地

方共建国家队机制创新

从现有国家队共建模式存在的困境来看，理顺国家队

运行机制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剖析国家体育总局

与沈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30 年经验后

发现，国家与地方在共建国家队的过程中要形成内外协

同机制、系统协调机制、目标协同机制、治理协同机制与

示范应用机制才能实现共建目标，打造高质量发展国

家队。

6.1 内外协同机制

由于共建是国家与地方形成的多元主体的一种共治

行为，因此共建国家队不仅要处理好自身运行问题，还要

处理好与外部环境互动关系问题。一般说来，共建国家

队绩效水平如何，首先与团队自身运行状态有关，如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文化传承、团队协作等，通过团队结

构优化、模式完善、人才培养提升等措施，积极推动物质

链、组织链、人才链和价值链的全链贯通，形成内部结构

全链条的和谐运行状态。其次与团队与环境之间关系状

态密切相关，充分理解和善于借势环境因素，如政治环

境、经济环境、价值取向环境与社会生态要素环境，往往

可以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如体制机制创新、团队建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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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等都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发展产生了巨

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因此，一方面要不断优化国家队的内部治理生态，在

深刻理解中国情境下国家队存在着与西方情境明显不同

的三元结构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全链贯通的原则，充分协

同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

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之间的关系（易剑东，

2020），优化领队与教练员的领导协同、教练员与运动员

的技术协同、领队与运动员之间的行政协同关系模式；另

一方面则要不断优化外部环境，形成体制、政策、制度方

面的共建环境优势，为共建国家队提供环境更加丰富、自

主更加充分、整合更加有效的社会生态支撑体系。

内外协同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在共建国家队明晰国家

与地方共建责任的基础上，由国家持续优化模式运行的

外生态系统，由地方集中提升团队治理能力来确保国家

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推进“外生态＋内生态”的机制耦

合来构建国家队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态体系，通过国家与

地方在治理角色合理分工来保证共建模式全链条的高效

运行。

6.2 系统协同机制

在国家与地方双方基于共建责任而构建起生态体系

之后，更应注重以促进团队更加高效运行的系统协同机

制的优化问题，主要包括：共建双方主体责任、共建社会

要素、共建人才培养、共建政策保障等问题。

1）对于共建国家队的主体责任来说，国家要积极推

进“放管服”改革，扮演“掌舵者”与“服务者”的双重角色，

下放治权给地方，发挥地方在项目发展和团队治理方面

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地方要在具体建设与管理事务中积

极肩负起管理主体责任，一方面要主动行使治理权，另一

方面要积极参与到共建国家队相关决策事项上来。

2）由完成主体责任所连带产生对基于社会结构要素

构建的共建支撑体系，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共建国家队的

保障问题，如训练场地、设备设施、资金、人力资源、交通、

对外交流保障等。

3）对于人才培养问题要始终保持地方支援国家、国

家反哺地方的工作原则，发挥地方在人才（运动员、教练

员、科研人员等）培养方面的优势，通过共建机制推动和

完善竞技体育人才链，加大人才梯队培养力度，不断夯实

后备人才储备，为共建国家队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源。

4）要注重政策对参与共建国家队地方的支持和激励

效应，建立合作共赢机制，认同和尊重地方政府在共建国

家队利益分配上的话语权、参与权和享有权，通过积极政

策调动地方政府（体育局）的积极性，不断突破阻碍共建

模式高效运行的症结，实现共建目标。

6.3 目标协同机制

国家与地方在竞技体育发展上所肩负的目标任务不

同。一般说来，目标越有价值，人们就会越努力实现目

标，正如弗洛姆提出的期望理论：某一活动对于调动某一

人的积极性，激发出人内部潜力的激励强度，取决于达成

目标后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大小（效价）与他根据以

往经验进行判断能导致该结果的概率（期望值）（杨韵，

2013）。所以说，目标越有实现的可能，人们就会更努力

实现目标，因此共建目标的价值性与实现性深刻影响着

共建双方的努力程度。对共建双方来说，目标的价值性

和实现性客观存在一个前提，即共建目标的一致性认同

深刻影响着共建双方的行为。对共建国家队而言，共建

双方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围绕国家队在竞技体育竞赛中不

断获得优异运动成绩，形成持续性的国际竞争力，在全世

界范围内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对共建地方来说可

能并非如此简单。

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案例来分析，沈阳

体育学院的核心目标是体育人才培养，而国家体育总局

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核心目标是在国际大赛上获得金

牌。因此在共建国家队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以体育人才培

养为导向的教育驱动和以获取金牌为导向的竞技驱动之

间的明显差异。这就客观要求：一方面高校将人才培养

与竞技获胜目标协同，通过激励学生运动员不断提升竞

技能力并建立与学业相融合的人才成长模式与机制，并

从优胜成绩中获得有助于学校快速发展和提升的利益分

配；另一方面，国家要建构基于人才培养的夺取金牌的任

务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与高校发展相融合，使

之成为助力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6.4 治理协同机制

共建国家队模式需要建构由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

的体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由国家与高

校联合管理，逐步转移到国家、高校、地方和市场等多元

主体的协同共治。国家引导、学校创办→国家与学校联

合建设→国家与学校共建→国家与地方和学校共建，这

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方式从繁琐的具

体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国家队方向性发展和服务职能

使得团队建设富有成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高校对共

建活动的高度认同和积极主动治理行为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应该说，国家队共建需要充分重视地方在治理活动中

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激发，鼓励地方构建国家队建设平台，

充分融合物质、组织和人才等多种资源，调动高校、社会

和市场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通过建立多种动力机制有

效支撑国家队建设。从理论上来讲，国家队共建是以平

台运行的方式进行，支撑和推动这个平台的高效运转，客

观需要目标明确、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和机制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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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建国家队对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启示

作为新时代我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国家与

地方共建国家队，数十年发展历程客观展现了共建背景

变迁下的共建困境与共建经验，总结经验，寻找困境的解

决方案，不仅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共建国家队改革提供了

更加坚实的基础，也对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共建国

家队建设来说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7.1 共建国家队是一种内外协同的系统工程

推动共建国家队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备战训练实际出

发，全面融合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钟秉枢，2019），通过

协同机制创新形成动力源泉，从体制、政策、制度、组织、

人才、价值、科技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冬奥会备

战国家队的训练水平，为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1）积极面向体育强国和冬奥会备战需求，共建国家

队要建立清晰且具有较高共识性的冬奥会备战目标，并

通过目标的分解形成明确的任务分工结构和具体目标，

在冰雪团队运行、竞赛保障、技术与体能训练、教育投入

等关键问题上进行针对性的系统协同，将不同治理主体

的行动协同起来。换言之，要通过共识性目标，将治理的

结构体系、内容体系、文化体系与保障体系协同起来，真

正实现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高校动力充沛、市

场活力释放的共建目标。

2）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建构自

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左右沟通的治理模式与机制，通过不

断的政策创新，发挥政策的积极引导作用，构建多元主体

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一方面国家要完成从具体事务管

理到“掌舵”和“服务”新型治理角色的主动转变，另一方

面则全面发挥地方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机构的积极

性，形成高效的协同共治。

3）从体制、政策、制度、组织、人才、价值、科技等多维

度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冬奥会备战效果。从共建案例分

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成功并不是单一要素

独立作用而形成的，而是众多要素的高度协同和融合形

成的。冬奥会备战，必须要充分融合举国体制的优势、政

策激励措施、制度的有力保障、组织结构优化、不断集聚

的人才梯队、价值体系的引导和科技攻关服务等关键要

素，并根据团队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该团队从

创建之初就得到了沈阳体育学院科技攻关服务的大力支

持，在动作分析、体能诊断、心理调整等方面科技服务与

运动员训练和比赛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针

对性的科技攻关服务是该团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7.2 充分释放地方办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提供了

强有力的物质、制度、政策和人才等方面的保障，为特征

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蒋志学，2010）。但仅改善

外部环境还不够，必须全面调动共建地方在办队和治队

方面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共建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

分发挥地方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积累的技术优势、运

转优势、参与优势与治理优势，全面激活团队构建、人才

选拔、体教融合等内生环境的动力，促进国家队结构、功

能和机制的不断优化。因此，需要不断推动国家队治权

下移给地方，赋予地方在国家队建设、团队管理、团队发

展规划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高校、社会或

市场从旁观者、支持者逐步转移到参与者、决策者和规划

者角色上来，不断赋予地方的参与、决策、治理、服务、规

划等职能，从而不断提升共建国家队的绩效。

7.3 完善共建主体的利益分配体系

对积极面向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备战的共建国家

队来说，存在 4 个层次的目标：1）获得优胜，即获得奖牌、

金牌；2）竞赛行为表现优异，全方位展现民族精神；3）竞

赛过程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文明，不断丰富世界文明内涵；

4）传承奥林匹克精神，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尽

管获得优胜仍然是首要任务，但是系统性完成各个目标

仍然是共建国家队备战的基本内容。因此，无论是从哪

个视角出发，都必须发挥国家在整个备战冬奥会系统工

程中的绝对主导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忽视共建地方

政府、高校、社会或市场主体的利益述求，恰恰相反，更应

该通过治权下放的方式，依托目标明确共建主体的利益

构成及获取方式、路径和标志性成果（李荣 等，2020）。

完善共建主体的利益分配体系，一是明确优胜成绩的

分配方案。这一点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如冬奥会奖牌

数带回地方成为冬运会奖牌的积数，但仍缺少如金牌运

动员的商业价值开发分成机制、奖牌数与招生名额分配

的激励方案等更能够激发地方积极性的政策和操作性方

案。因此要深化利益分配方案，切实充分重视共建地方

的全面性利益获取。

二是竞赛行为与共建地方文化文明的融合问题仍需

要有效解决，如在媒体报道运动员的新闻中，难有对国家

队共建地方文化的归属性报道，在报道中常常忽视共建

地方的文化价值传播述求，必然会伤害共建地方的心理

与情感，在削弱归属感的同时降低共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因此，要加强共建文化归属感问题的研究，形成结构

清晰的利益分配制度。

三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属地化设计与推

进，切实将共建国家队所承载的人类命运生动展现的使

命有效分配给共建地方，形成使命共担，荣誉共享的

模式。

总之，在系统回顾数十年共建国家队发展历史的基础

上，全面总结共建的经验、困境和成因，通过剖析成功的

共建案例寻找困境破解之道，形成共建国家队模式与机

制的优化方案，不仅可以促进共建国家队更大范围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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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备战国

家队的高效率治理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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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凯，等：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研究——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语境的解释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has gradually started to innovat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or local sports bureaus since 2017. The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o
discuss the mode of national and local joi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eam. Based on the retrospective history,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team: spontaneous stage (1978—1995), cooperative exploration stage
(1995—2017) and win-win cooperation stage (2017 to now). 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 of national team common construction is not
clear, the mechanism is not smooth, win-wi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nd the problem of co-governance is prominent. Combining with
the 30 years’experience of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 skills team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and locality should for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system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arge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team to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nsmooth co-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Keywords: national team; joint construction; aerial;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上接第13页）

their health and increase their happines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a sports power and a healthy China by 2035. At
present,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but it is still not perfec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high level”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related policy needs to be tested by practi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igh-quality national fitness demand and the
lagging national fitness market consciousness is prominent,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the role of social forces and market mechanism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play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
domain integ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so 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should
focus on the equalization, integration, intelligence and leg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take it as an important
task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fitness policy,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of national fitness supply, deepe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improve the long-term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fitness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people-centered”, take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basic sports rights, meet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needs of the mas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and form a new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coordin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ational fitness; realistic basis; thinking objectiv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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