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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内涵的理论分析

张炳祥

(宿州学院体育系，安徽宿州234000)

摘 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我国职业篮球的发展进行了较深层次的阐述。得出中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

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和谐发展、职业篮球系统内部各系统的和谐共生、职业篮球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共处这3个维度上。旨在为审视中国职业篮球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为中国职业篮球的和谐、可持续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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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涉及到全社会各个

方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

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职业篮球自诞生以来，

经过不断的改革、完善，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作

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职业篮球的发展理念

和实践，对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据此，本文从和谐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为指

导。对中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内涵进行探讨，力

求分清层次．为我国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

参考。

2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职业篮球

2．1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职业篮球

2．1．1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

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党的十六大将全

民健身体系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5大体系之

一．这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促进社会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六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与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

接，体现了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量力而行、

又尽力而为的科学态度。

2．1．2和谐发展的职业篮球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

职业篮球的发展应以满足社会需要为首要目

标，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不断调整、修

正自身的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

系统工程，要求社会的各子系统都要为之做出贡献。

职业篮球要为和谐社会服务。自身首先要进入和谐

状态。

2。1．3和谐发展的职业篮球才能促进我国篮球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

和谐职业篮球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

是篮球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篮球运动是由多要素

组成的复杂结构系统，如果篮球运动系统内部诸要

素结构失序，子系统功能失调，我国的篮球运动自

身也难以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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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理论依据及其内涵

2．2．1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理论依据

2．2．1．1 中国传统哲学构成了和谐发展的深厚文化

底蕴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

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和”的首意

是入与人的和谐，孟子宣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主张不是为

“和”而“和”，而是“和而不流”，必要时还要“求同存

异”。“和”的本质要求是在不同复杂事物之间准确

把握平衡，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

矛盾，最终实现和谐。【1】

2．2．1．2唯物辩证法构成了和谐发展的世界观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是和谐发展的哲学核

心。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归根结

底是因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承认并揭

示物质世界一切现象和过程中的相互矛盾、相互排

斥、相互对立的趋势。圜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职业

篮球的发展总体上是和谐的，矛盾主要是局部、部

分领域的矛盾，这是构建和谐职业篮球的客观基

础。

2．2．1．3唯物史观构成了和谐发展的方法论

构建和谐发展的中国职业篮球是唯物史观的

生动体现。和谐是历史的，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水平的和谐，和谐发展具有历史

性。所以，对现阶段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不能过于

理想化。必须体现对历史的理性把握，反映职业篮

球发展的规律性，要立足现实，做历史条件允许的

事情。

2．2．1．4和谐发展观构成了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会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

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认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

矛盾的持续过程，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

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

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

2．2．2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内涵

和谐是一种状态，表明系统处于平衡之中，各

系统成员都处于合适的位置，发挥着该位置上应该

发挥的功能，整个系统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职业篮球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若干子系统。

职业篮球要健康发展。那么职业篮球各子系统就要

和谐地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内在联系，彼此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从职业篮球的起源和发展的

条件来看，职业篮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以获得利

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运营是依靠职业篮球运动员

的竞技能力构成的竞赛为主产品。

和谐的职业篮球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

素的过程中建立的。它是中国职业篮球发展的一种

新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创新尝试。它是指

职业篮球的发展既要满足通过职业篮球运动获得

经济效益，通过职业篮球的运作，国家有收益、俱乐

部能盈利、运动员有高收入。又要满足职业篮球带

来的社会效益，即提高与普及、欣赏与体验篮球运

动，满足现阶段篮球运动发展的需要，而且又不对

今后的篮球运动发展构成危害和障碍。

综上所述，和谐的职业篮球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维度上(如图1)：人的身心是否和谐发展；职业篮

球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子系统是否和谐共生；职业篮

球系统与其外环境是否和谐共处。臣因

围1和谐职业篮球的内涵

3我国职业篮球的现状与“和谐职业篮球”的差距

和谐发展的职业篮球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

谐因素的过程中建立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了解

我国职业篮球的现状。本研究从和谐职业篮球内涵

的3个维度对我国职业篮球的现状进行分析。

3．1 我国职业篮球入力资源的和谐发展

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是发

喂篮球运动的根本目的。在篮球事业中树立科学发

展观必须把基点放在以人为本上。这也是职业篮球

发展的价值基础和动力源泉。圈

根据生态学关于资源供应的理论，理想的职业

篮球人力的资源供应(运动员)至少在数量上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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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健全的训练网络中足够的运动员数。但相关数

据显示。1980年，我国一线专业篮球运动员有1323

入，而在2004年底，在中国篮协注册的一线男女运

动员只有784人，运动员总数减少了539人，篮球后

备人才的培养也出现断层，业余体校篮球运动员在

训人数明显减少。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国业余

体校篮球运动员(三线队伍)统计人数为50529入，

1993年为30196入，但截止2004年底，全国业余体

校篮球运动员在训运动员人数不到20000人。明此

外，在我国的职业篮球联赛里，运动员交流转会不

通畅。虽然在“北极星计划”中，已经将“加大球员选

秀和交流力度”列入在2005—2008年的能力建设发

展第一阶段中。嘲但目前仍还不能满足职业篮球发

展的需要。

在中国篮协注册的一二线队伍的教练员仅有

130人，除了数量不足外，知识结构老化，“近亲繁

殖”现象严重，优秀运动员等于优秀教练员的模式

被我国竞技体育界所认同，教练员学历结构层次偏

低，缺乏“复合型教练群体”。虽然每年举行高、中级

教练员岗位培训班。执教CBA职业球队的教练员，

必须通过培训，考试合格，发给证书，持证方能上

岗。但岗位培训的规模和速度仍然无法满足需要。

这些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

瓶颈。

3．2我国职业篮球系统内部各系统和谐共生

现代系统论创始人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

家L·V·贝塔朗菲，关于系统的定义是“相互作用的

多元素的复合体”，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现

实世界中不存在没有内在相关性的事物群体，凡群

体中的事物必定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对象集合中至少有两个可以区分的对象，

所有对象按照可以辨认的特有方式相互联系在一

起，就称该集合为一个系统。嘲因此，如果从赛事经

营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职业篮球这一大系统的话，

那么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职业篮球俱乐部就是这

一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和谐的职业篮球要求职业篮

球各子系统在目标任务、服务对象、运作方式等方

面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职业篮球的经营者——篮管中心和俱乐部之

间价值目标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是“提高篮球运

动水平”，还是“获取经济利益”两个方面。名为实体

的中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已经具有了类似企业、

民间协会和政府派出机构等功能，成了集政府、社

会、企业3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产物。f7】4寺别是主要

领导的“同一性”使这种本来属于社会民间团体的

协会归属不明，导致职业篮球的发展客观上也变成

了一种事实上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

为了政绩和利益做出一些有失公平的规定或限制。

各职业篮球俱乐部之间缺乏协作。职业篮球俱

乐部之间本是相互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它必须要求

各个俱乐部共同提高，这样才能提高比赛的悬念，吸

引更多的观众。各个俱乐部的运作基本上还是各自

为政，球队的“主场优势”已经出现偏离正常轨道的

苗头。主要原因就是CBA各俱乐部之间没有形成统

一的利益共同体。如果长此以往，各个俱乐部都是只

顾自己眼前利益，那么对将要打造成中国第一运动

的CBA职业联赛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3．3职业篮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

我国职业篮球发展不单是一个体育领域的问

题。而是与我国社会环境发展变革息息相关的。如

果就职业篮球谈篮球职业化。就很难推动职业篮球

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它必须与社会环境形成相互

促进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自身和谐、健康的发展。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全面改

革”向“整体推进”跨越的任务。体育界也提出了要改

革现有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现

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

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机制。

2005年4月28日成立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委

员会，成员由篮协领导、俱乐部代表、律师、专家包括

媒体代表组成。从成立的初衷来看，是想结束由篮协

一家说了算的局面。对所有关于联赛的重要事情，都

将由联赛委员集体讨论决定．是真正实行“简政放

权、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重大举措，主动适应了我

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职业篮球的要求。可是会议

又做出了“对于该委员会起草的任何文件，篮管中心

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决定．这无疑使这项新举措形同

虚设，违背了联赛委员会成立的初衷。

此外，我国职业篮球市场开发还面临着一些

问题。如管理体制需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各俱乐部经营自主权和经济收益权受到限制。严

重影响俱乐部的造血功能。俱乐部的组织机构不

健全，并且缺乏专门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些都对俱

乐部的经营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我

国的职业篮球改革还没有跟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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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

4结论

概而言之，中国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的内涵是

以人为本，能动地调控经济、社会和入力资源等要素

组成的复合系统，使职业篮球协调、稳定、持续发展

的一种方式。具体地说，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主要体

现在以下3个维度——人力资源的和谐发展、职业

篮球系统内部各系统的和谐共生、职业篮球系统与

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中国的职业篮球所面临的是

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职业篮球有其自

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深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的制约与影响。我们要把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置于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从职业篮球和谐发

展的3个内涵维度及全局性、整体性、长期性发展战

略出发，趋利避害，才能保证它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我国的职业篮球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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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I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in China

Zhang Bingxi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uzhou College，Suzhou234000，China)

Abstract：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ystem theory，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in Chi-

na is expounded profoundly．It's found that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in Chin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I-ces。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vail．

ORS systems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system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rofessional bas．

ketball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the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in China an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ts harmoniOU8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professional basketball；harmonious development；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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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张炳祥 中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2007
    本文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观为理论依据，将中国职业篮球发展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

背景中。通过文献查询、专家咨询，运用系统的方法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现阶段我国职业篮球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我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

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在现阶段、一定范围内的和解对策。试图能为中国职业篮球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主要结论为：

    1、体育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首先自身要和谐，职业篮球的和谐发展是当前乃至今后社会对其提出的必然要求。

    2、中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职业篮球人力资源的和谐发展、职业篮球系统内部各系统和谐共生、职业篮球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和谐

共处三个维度。

    3、通过对三个维度及我国职业篮球运作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制约我国职业篮球和谐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认识上模糊了竞技篮球和职业篮球的

异同；以人为本的意识淡薄；职业球员的素养：后备人才质量和数量的不足：联赛产权不清晰且管理经营意识欠缺：法规的制定缺乏稳定性；CBA职业篮

球联赛缺乏必要、有力的监督。

    4、中国的职业篮球要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渐进式的发展，切不可有一役而毕其功的想法，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体育法制法规

建设；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和俱乐部内部治理结构；建立与我国现阶段职业篮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民主的管理和决策制度；加强和规范职业篮球俱乐

部的投资、融资机制；要多渠道地对CBA实施监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后备人才输送体系；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建立退役球员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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