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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随着体育运动的日益商业化尧政治化袁使用兴奋剂的丑闻不断涌现袁如何

使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一个公平和健康的环境中袁实现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体育精
神的展示成为体育界关注的焦点遥 而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袁不仅应从法律
和科技等宏观层面进行管控袁还应从教育等微观层面着手袁加强对反兴奋剂教育的
研究遥 研究发现院当前的反兴奋剂教育存在教育内容复杂化尧教育对象宽泛化和纯
洁体育氛围缺失等问题袁文章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袁认为反兴奋剂教育与社会控制
理论在目的尧任务和过程层面存在适用性曰基于社会控制理论的启示袁提出通过培
育良善的风俗习惯袁营造道德遵守的风尚袁树立忠诚信仰袁完善法治治理制度和注
重社会舆论的监督等路径来解决目前我国反兴奋剂教育存在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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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ing scandals keep emerging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of sports. How to enable participants to realize the true spirit of sportsmanship "faster, higher,
stronger" in a fair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sport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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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 this war without smok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not only from the macro level of la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from the micro level of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es on
anti-doping educ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anti-doping
education: complicated education contents, broadly generalized educatees and lack of clean sports
atmospher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ocial control theory applies to
anti-doping education in terms of purpose, task and process. Based on the social control theory, the
study propos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anti-doping education by cultivating good customs and habits, promoting the trend of moral observance, establishing loyal belief, perfecting the
rule of law governance system and laying emphasis on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social control; anti-doping educ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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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和惩治袁而在于防患于未然袁通过加强对体育运

表 1 反兴奋剂教育研究主要高频关键词一览

动参与者的教育袁 让他们将反兴奋剂内化为自觉行
为袁有效地实现体育社会的和谐尧健康发展遥
鉴于此袁本文在审视我国反兴奋剂教育研究现状

序号

高频关键词

数量 序号 高频关键词

数量

的前提下袁剖析其凸显的问题袁阐述社会控制理论视

1

反兴奋剂

73

11

反兴奋剂条例

8

角下反兴奋剂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袁并基于社会控

2

兴奋剂

59

12

反兴奋剂管理

6

制理论的启示袁探讨反兴奋剂教育的应对策略袁以使

3

运动员

56

13

青少年运动员

6

4

体育工作者

49

14

体育高考生

5

5

反兴奋剂工作

41

15

教练员

5

6

兴奋剂检查

36

16

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

5

7

体育运动

23

17

使用兴奋剂行为

4

8

竞技体育

18

18

体育加试

4

9

竞技运动

15

19

WADA

4

10

反兴奋剂培训

11

20

中学生

3

社会控制的功能在反兴奋剂教育中得到充分发挥遥

通过检索数据得知袁 当下有关反兴奋剂教育的
发文呈波浪型的上升趋势袁 前期的两个波峰分别出
现在 2006 年和 2009 年袁此后在 2015 年出现最大波
峰遥 究其原因袁叶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
公约曳于 2005 年获得通过袁作为 第一 个 全球 性的 体
育运动中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公约袁 对各国政府级别
间的反兴奋剂法律框架提供了参考袁 将反对违反社

注院统计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由此可见袁 当下反兴奋剂教育的现实形势不容
乐观袁不仅需要将整个体育生态系统纳入教育范畴袁
更需要全社会的体育运动参加者都参与到反兴奋剂
教育活动中来袁共同去守护野纯洁体育冶遥

会道德和社会价值及危害运动参与者健康的行为作
为一项义务袁促使各公约国打击使用兴奋剂袁对世界

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袁 发现目前我国反

范围内的反 兴 奋剂 行动 产 生着 重要 影 响 [1] 曰2008 年

兴奋剂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内容的复杂

北京奥运会后袁围绕着 2009 年实 施 版叶世界 反 兴 奋

化尧教育对象的宽泛化尧纯洁体育氛围 的缺失袁具体

剂条例曳的修订袁我国从国家层面开展反兴奋剂的相

表现如下遥

应建设活动袁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成立袁国家体育
总局尧海关总署尧药监局等部门出台一系列反兴奋剂
的法律法规袁 针对各级运动队开展宣誓及签署承诺

当下我国反兴奋剂教育通常是由各省市反兴奋

书等多种形式的反兴奋剂教育活动等 [2]曰2015 年我国

剂教育讲师对某一运动队或辅助人员进行的袁 主要

法曳冤 及 叶体 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曳渊以下简称

与处罚尧兴奋剂检查流程尧兴奋剂误服误用预防尧治

化和规范化要要
要叶办法曳完善了行政管理和处罚相关

对培训对象而言袁具有复杂性袁主要体现在院一方面

颁 布 施 行 了 叶反 兴 奋 剂 管 理 办 法 曳渊 以 下 简 称 叶办

内容包括有关兴奋剂的种类和危害尧 兴奋剂的违规

叶通则曳冤袁这些新规促进了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法治

疗用药豁免及野三品冶防控等方面遥 目前的教育内容

内容袁叶通则曳则丰富了兴奋剂检查程序尧兴奋剂违规

科技的进步导致新型禁用兴奋剂的品类繁多袁 这对

禁赛处罚等技术操作层面袁 两者引起了学界对反兴

运动员及辅助人员识别和辨别提出了新的挑战 曰另

由表 1 可知袁 反兴奋剂教育研究的关注焦点不

踪信息申报尧检察官的管理尧结果管理 尧对处理结果

奋剂法治化讨论的高度关注 [3] 遥

仅有竞技体育领域袁还涉及到学校体育活动袁如近年
来的中高考体育加试过程中袁 有部分学生为提高运
动成绩而服用一些能使运动机能提升的野刺激冶性药
品遥本文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及违规信息公告袁发现反
兴奋剂教育的研究对象既有参与竞技运动的职业运
动员袁也有业余体育赛事活动的参与者袁还包括一些
基层业余体校的青少年运动员遥 在教育内容和形式
上袁我国是以教育培训和相关规章条例的下发尧印送
为主袁主要流于形式袁缺乏对各类使用兴奋剂行为的
有效震慑力遥

一方面袁譬如兴奋剂测试检查流程尧调查尧运 动员行

的申诉及听证等相关规则的适用和解读袁 对于经常
接触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及辅助人员都是大难
题袁更何况是非职业体育运动的参与者 [4-5] 遥

除此之外袁 虽然在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了叶关于审理走私尧非法经营尧非法使用兴奋剂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袁 涉及非 法 生
产尧销售尧经营和使用等九条相关内容袁以现有 刑法
规制为基础袁对兴奋剂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袁但其中
很多内容只是提纲性的规定袁 具体的操作手段还不
清晰袁缺乏相应的案例参考袁给民众的感受也不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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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袁这些都对反兴奋剂教育的有效开展提出了拷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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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遥 迪尔凯姆则强调社会控制是对不轨行为作出的
反应袁 设置一个系统对过错者实施惩罚和制裁遥 此

近年来竞技体育活动中出现的兴奋剂违规案例

外袁 还有学者提出两种假设以更清楚地说明社会控

数不胜数袁兴奋剂使用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袁然

制的基本观点院假设 1袁社会个体都具有利己主义和

而令人扼腕的是袁兴奋剂的滥用已呈现下移趋势袁在

反抗天性曰假设 2袁大众对法律和道德规范是十分清

一些高等级的业余群众赛事活动及中高考体育考试

楚的袁对自我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完全能够意识到遥

中兴奋剂的检出也时有发生 [6-7]遥 这些无不昭示着反

基于这两种假设袁 越轨现象的发生是因社会对个体

员及其运动队的辅助人员袁 还应关切到参与体育活

野参与冶等关键社会纽带反应软弱袁无法抵制诱惑袁对

兴奋剂教育活动的开展袁不能仅围绕着运动员尧教练
动的各类人群遥 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可以通过行政或
运动队管理规定进行督查袁 但其他非体制内的参与
者如何进行教育袁教育效果的衡量略显尴尬遥

的控制和约束不到位袁越轨者对于野附属冶野承诺冶和
自我的冲动抑制不足袁多种力量分化冲突袁从而出现

问题 [9] 遥 控制又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袁积极的控制
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自觉尧 主动约束自我的

社会行为过程袁外在体现为风俗尧信念和道德曰对社
当下随着新技术的层出不穷袁 对新型兴奋剂的
检测需要新技术的支撑袁 新技术需要先进的实验室

会规范的惩罚具有敬畏之心则表 现为消极的控制袁
外在体现为法律规则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10] 遥

等配套支撑袁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袁而国内

对反兴奋剂领域的投入显得十分有限 [8] 遥 纵然国内
相关赛事活动在举办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兴奋剂

教育拓展活动袁 但这些教育拓展活动仅针对参赛运
动员尧教练员及其辅助 人员袁并未向观众尧运动员家
属及其他非参赛人员开展遥 社会大众缺乏对于兴奋
剂误服及用药豁免等的相关知识或甄别能力袁 何况
我国人口基数大袁 反兴奋剂教育的全覆盖就显得捉
襟见肘袁 且没有法条或规定约束大众必须参与到反
兴奋剂活动中去袁 即各体育利益相关者在纯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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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袁 这也
就使得野纯洁体育袁干净金牌冶的理念独木难支遥
综上所述袁在宏观层面上袁反兴奋剂教育的研究
问题日益引起学术圈的重视袁 体现在反兴奋剂教育

社会控制的任务是协调个人尧群体尧组织尧社会
整体的关系袁既包括对违反社会规范行为的制裁袁又
包括引导社会成员认同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遥 反兴
奋剂教育的任务不仅强调各参与主体的自觉遵守袁
通过教育的内化作用使参与者自觉主动地抵制违反
规则的行为袁敬畏行业及法律的处罚袁进而达到对参
与者野越轨冶行为制裁和处罚的弱化袁即并非必须要
通过强制处罚制裁来达到控制效果袁 如若通过内化
教育即可以维护体育行业的平等良善秩序袁 也未尝

不是一件幸事遥由此可见袁二者在任务上具有一致性[11]遥

成为体育社会治理的一大焦点曰在现实层面上袁凸显

社会控制目的不仅要使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服从

的反兴奋剂教育内容复杂化尧对象宽泛化尧氛围不佳

社会稳定的需要袁还要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袁使个人

等问题袁 倒逼着我国要进一步思考与审视反兴奋剂

和群体的自由与社会秩序达到和谐统一遥 社会控制

教育活动的开展遥众所周知袁兴奋剂的使用是一项体

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才能进行袁 同时社会控制又必须

育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袁 而反兴奋剂活动是对该种

使社会规范被每个社会成员野内化冶袁形成自我的主

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袁以维护良善的体育社会秩序遥

观动机袁从而达到积极控制的目的遥反兴奋剂教育的

着眼当下袁 全社会的体育治理活动中无不显现着社

目的在于预防兴奋剂使用的发生袁 以达到减少或杜

会控制的手段袁 那么反兴奋剂的教育活动可否使用

绝的效果袁从而使运动参与者能公平尧健康地开展竞

社会控制理论加以应对呢钥

争袁进而实现干净拿金牌尧纯洁体育的目的遥 二者的
目的都是为了共同体秩序的良性发展袁 而并非是限
制个人与群体的自由 [11] 遥

社会控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袁 不仅包括对
社会控制是由美国学者罗斯最早提出的袁 旨在

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持袁还包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遥反

对人类的越轨行为进行控制袁 以实现良善的社会秩

兴奋剂教育伴随着新型兴奋剂种类的产生尧 分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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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手段和技术更新以及国际反兴奋剂规则条例的修
改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袁培训教育的内容尧手段也应
不断调整变更

[11]

遥

良善体育秩序遥
当前袁 体育风俗促进反兴奋剂教育的作用发掘
不足袁参与体育运动主体的风俗价值观念尚不够强遥

综上袁基于目的尧任务和过程袁社会控制理论对

政策层面讲袁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兴奋剂相关管理

反兴奋剂教育活动具有适用性袁 笔者将从社会控制

办法中袁 未查阅到有相关教育活动的风俗易化相关

的两种类型对反兴奋剂教育的路径进行探讨遥

条款袁仅有野通过各种形 式开展反兴奋剂宣传工作袁
提高体育运动参加者和公众的反兴奋剂意识冶 这类
纲领性的表述袁在最新印发的叶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实
施细则曳中袁多是对工作要求尧工作标准尧考核和评估

社会控制通过社会规则对社会活动参与者的行

为进行约束袁依靠社会规则实现允许尧禁止 尧授权或

等的提纲性规制袁 基本的政策法规没有注重风俗价
值观念的宣扬曰实践层面上袁各级各类业余体校甚至

强制等社会关系的调整袁治理社会秩序袁进而促进社

整个体育类高等教育体系中袁 为学生普及体育法规

会的良性发展遥 默顿说院野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能

及反兴奋剂等具体管理办法的单位寥寥无几袁 这些

发生在具有某种特定秩序的社会当中袁 这种社会秩

潜在从业者在早期的教育训练体系中缺失反兴奋剂

序必然服从一系列复杂的潜在前提和制度约束遥 冶

[12]

的风俗价值观念的教育遥

那么袁这些社会秩序的约束手段主要通过组织尧制度

基于此袁建议国家层面袁从政策法规做好顶层设

和文化来实现院 组织层面主要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

计袁出台具体的实操性强的规划袁注重对反兴奋剂教

指令尧规章对组织成员进行指导或规章约束袁具有一

育风俗的培育曰 各级各类体校可以尝试在运动员早

定强制性曰 制度层面主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名义颁布

年训练期间定期进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袁 让运动员

的行为准则袁对个体尧群体和组织的社会行为进行调

在青少年时期就建立抵制兴奋剂的意识袁 埋下抵制

节和制约袁也具有强制性袁主要表现为法律尧法规等曰

兴奋剂行为的种子曰 各高等体育院校在课程的设置

文化层面的控制主要是指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

中袁加入体育政策法规相关课程袁让未来的从业者具

的能够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袁

有基本的体育法治观念袁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引领

主要表现为风俗尧信仰尧道德及社会舆论等遥 在文化

或影响行业内其他主体自觉主动抵 制兴奋剂使用曰

层 面 控 制 的 路 径 演 绎 上 袁体 育 风 俗 尧道 德 和 信 念 以
及社会舆论是相辅相成的袁长久形成的体 育风俗影

响着体育信念和体育道德的养成 袁而良善的体育道

另外袁相关赛事举办期间的宣传教育活动袁应加入运
动员反兴奋剂宣誓环节袁增加仪式感袁引领体育社会
风俗习惯的养成遥

德和信念又适时地孕育着和谐的体育风俗袁社会舆
论的监督又作为适 宜的第三方监管袁激励着这三者
的发展和演进袁 总体上构成了一套完善的文化控制
系统 [13] 遥

道德通过原则尧 规范调整个人乃至群体的社会
关系袁运动员尧教练员尧裁判员和辅助人员等作 为体
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袁 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他们自我约束的效果遥 体育道德对运动参与者的典

体育是每个民族风俗的组成部分袁 风俗又制约

型行动冲突进行调节袁 并在危及初级阶段时规制行

和控制着体育遥 风俗对体育的控制是通过人们的传

为袁在出现混乱的情况时进行干预袁从而取得良善的

统习惯来实现的袁 它的社会控制功能存在于民心和

约束效果遥在反兴奋剂教育过程中袁体育道德约束并

情理之中遥作为一种古老的体育规范体系袁体育风俗

教育着体育活动参与者袁让荣与辱尧胜与负尧升与降尧

以体育的基本道德规范为主构成袁 影响着运动员及

得与失甚至生与死的选择和判断内化为其自觉主动

运动项目的发展遥所以袁风俗涉及的范围是除体育法

的行为袁帮助他们主动摒弃使用兴奋剂遥

律尧 法规等约束以外的几乎包括体育社会的各个方
面遥 反兴奋剂教育活动的开展中也应吸收优秀的社
会习俗文化中野仁冶野义冶和野信冶袁使培训对象自觉主

纵览当下的兴奋剂违规案例袁 违规者在被查禁

的结果面前袁 为摆脱体育规制的惩戒袁 会进行 野争
辩冶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袁除有生物医药技术的局

动地摒弃使用兴奋剂的念头袁秉持野我抵制尧我反对尧

限性之外袁还包括运动参与者的道德心理层面遥如有

我诚信冶的参与信条袁维护野干净参赛袁纯洁体育冶的

学者提出囿于生物检测的漏洞袁 一些违规者出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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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身目的尧侥幸逃脱尧投机攫取利益尧偏执的争胜

励着运动员刻苦训练袁奋发图强袁争金夺银遥 但也有

心理和野不用白不用冶的不吃亏心理袁孳生 出体育道

小部分的野莽夫冶抱着侥幸和占便宜的心理摒弃野台

德异样的行为

上一分钟袁台下十年功冶的古训袁寻求一时或一次的

[14]

遥 如 2012 年袁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中

学生田径运动锦标赛袁 一位来自北方某省的运动员
赛内尿样检测呈阳性袁 违规者无视自身的诚实守信

野爆发冶袁 使用兴奋剂等来提高自身竞技运动表现袁
丧失最初的理想与信念袁走上违规和自毁前程 的不

道德义务袁以别人用了未被查出袁以及辅助人员或自

归路遥 令人痛心的是这一现象竟然发生在青少年运

身不了解有相关管理办法等借口进行辩解遥 这在一

动员身上袁甚至一些中高考体育考试的普通学 生身

定层面上袁 也反映出遵从公平竞争的体育基本道德

上袁 如 2017 年山东某体校的高考加试被查出有 10

约束和教化作用尚未得到内化袁 越轨者对于自身的

名兴奋剂违规学生遥 这些青少年运动员在早年的训

野触犯冶行为没有羞愧之情袁给其他运动 参与者和体
育秩序的维护带来困扰遥

鉴于此袁在具体的操作上袁可以借鉴体育道德内

练尧参赛和生活中都丧失了诚信尧公平的信念袁何谈
他们在将来成长生活中能够守住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钥

外部影响因素出发院 在内部层面上袁 注重对不同年

因此袁 笔者建议可以尝试从兴奋剂利益的各相

龄尧 不同性别的运动员或参赛者进行动机的干预和

关方出发袁培养运动员尧教练员尧裁判员以及各 运动

指导袁让其遵守职业承诺袁尊重 社会规范和规则袁尊

项目协会和体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法治 理念和意识曰

重自我和对手袁提高任务目标定向袁降低自我任务定

加强对运动参与者规则信守的意识培养袁 特别是对

向袁作出自觉抵制兴奋剂的抉择曰在外部层面上袁家

运动员训练尧比赛和生活的全周期覆盖管理袁让体育

人尧教练员尧同伴和主管领导等与运动员训练比赛有

活动的行为人形成对兴奋剂的野不敢用尧不能用和不

着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应注意自身的言行和观点袁

想用冶的忠诚信仰袁对规范怀有敬畏之心袁赋予其一

帮助运动员作出符合社会 伦理 道 德的 行 为 抉择

[15]

遥

此外袁 国家政策和社会大众也应营造良善的体育道

种神圣信仰并付诸自己体育生涯的实践之中 [17] 遥 只
有将诚信规范的中华体育精神融入尧 渗透到社会生

德氛围袁如设立奖励制度袁对主动承认或揭发检举兴

活的各领域袁体育世界中的体育人尧体育社会团体组

奋剂违规行为者进行奖励袁 这里所谈及的奖励主体

织才能将信法和守法的信仰贯穿到他们无所不在的

是主动承认错误者或揭发检举者袁 在违规使用或误

行为指南中袁实现反兴奋剂教育的入脑尧入心尧入行遥

用药物的阶段下袁 依据自首情节给违规者一个改过
自新和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袁 可以引导和激励运动

20

参与者维护社会道德规范袁减少兴奋剂野越轨冶现象
的产生遥

法律规制的社会控制通过教育尧 震慑和惩罚等
手段发挥作用袁 反兴奋剂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

信念作为个体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的 一种 关 切 袁

是对现有经验价值的内在直觉意识遥 个体信念与信

仰对自身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袁 坚持良善的

大众的法治意识袁遵守体育法治的规范袁对极少数抱

有幻想或侥幸心理的人员在违规之前能够权衡 野越
轨 冶的 代 价 袁起 到 震 慑 的 作 用 遥 一 旦 野越 轨 冶行 为 发
生袁 就可以引用相关规定或条例对其进行取消比赛

信仰和信念有助于个体做出正确的行为活动袁 反之

成绩尧取消其一定期限的参赛资格等惩罚袁如若情节

则会让其步入歧途遥 反兴奋剂教育活动作为反兴奋

较为严重袁也可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袁以此来约束

剂斗争的第一道防线袁 对于预防兴奋剂越轨行为的

其行为遥

发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乃至
辅助人员袁甚至是广大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袁都对兴奋
剂说野不冶袁那么违规案例的发生也就会渐渐变少袁甚
至杜绝 [16] 遥

当下国内乃至国外都对反兴奋剂的法律规制进

行不断的完善袁以我国为例 袁最 高 人民 法院 2019 年
11 月通过了叶关于审理走私尧非法经营尧非法使用兴

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袁在惩治走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袁物质决定意识袁意识对物质

私尧非法经营尧非法使用兴奋剂犯 罪袁维护体育竞赛

具有反作用袁正确的意识可以促进物质的发展袁反之

的公平竞争袁 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的身心健康层面

则会阻碍其发展遥然而袁在竞技体育活动中袁拿名次尧
夺金牌是众多运动员的梦想袁 也是支撑他们坚持训
练的信仰和信念袁这固然是一种良善的意识袁能够激

上进一步明确了具 体的操作 办法 [18] 袁这在 法律 层面

上彰显了国家对兴奋剂的野零容忍冶姿态袁维护纯洁
体育的决心遥此外袁在规制层面也对反兴奋剂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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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提出了实施细则袁 最为值得庆幸的是中国

效的震慑和警示作用袁 督促从业者自觉主动地摒弃

反兴奋剂中心于 2020 年 1 月 9 号印发了叶反兴奋剂

使用兴奋剂的念头遥 社会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参与体

教育工作实施细则曳袁在工作原则上提出 遵循野预防

育活动的大众袁辐射面广袁且发挥着事前预警和事后

为主袁教育为本冶袁按照野全覆盖尧全周期尧常态化尧制

监督的作用袁 这对反兴奋剂的教育活动来说可谓是

度化冶的工作要求袁开展反兴奋剂教育工作曰倡导野拿

一件幸事遥当下最为引人注目的野孙杨案冶袁围绕这一

干净金牌冶的反兴奋剂价值观袁传播纯洁体育理念袁

仲裁案件袁国内媒体争相进行报道袁甚至一些法学院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曰 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应主动学

校和体育法治研究机构陆续开展十余场的线上研讨

习反兴奋剂知识袁提高反兴奋剂意识袁自觉抵制兴奋

会袁 纷纷对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剂袁最终实现反兴奋剂教育的入脑尧入心尧入行

和发声遥暂且忽略研讨结果袁单就这些活动的开展来

[19]

遥综

上袁 这些反兴奋剂的相关法律规制将会为反兴奋剂

说袁不仅展现出我国对兴奋剂问题的重视程度袁更是

教育活动开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遥

业内对当下体育法治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里程碑式

在法律规制不断健全完善的背景下袁 笔者建议
在具体的操作上院 首先可以尝试借助现有的运动员

发展袁 足以彰显社会舆论对反兴奋剂教育活动的正
向引导作用遥

培养体制袁注重对其法治意识的培 养袁通过对宪法尧

基于此袁 当一些不合理或不公正的体育现象发

刑法尧民商法尧劳动法尧行政法等中有关体育类的条

生袁社会大众传媒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袁敢于 发声尧

款及体育法进行详细的解读袁让其知法尧懂法尧用法袁

勇于对体育事件的发展真相作出客观的报道袁 监督

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其敬畏法律的意识遥其次袁可以

一些兴奋剂野越轨冶行为袁督促相应 主体自觉主动规

在体育治理的大背景下袁 依托体育活动参加者的利

范自身言行遥 当然袁也应对体育传媒进行规制袁既保

益交错袁激励参与者法治意识和信念的回归遥将兴奋

障其参与监督的权利和积极性袁 又让其监督行为在

剂管控作为体育行政管理人员年终考核的绩效指

法治的环境下运行袁规避传媒监督行为的偏离和异化遥

标袁督促其完善立法尧加强执法袁营造良 好的反兴奋
剂环境曰为体育从业人员建立诚信遵法职业档案袁在

反兴奋剂教育相对整个反兴奋剂 工作 而言 袁虽

每年度的行业资格证书认证和审核时袁 通过调取守
法档案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继续从事该行业曰 通过

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袁但却是反兴奋剂斗争的野排头

社会舆论的宣传和教化袁 督促普通运动的参加者自

兵冶袁如能充分适宜地利用社会控制的 文化尧制度和

觉主动地反对兴奋剂的走私尧 非法经营和非法使用

组织等手段袁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体育界人士积极参

等违法活动袁并尝试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袁对于提供

与下袁 通过培育良善的风俗习惯以发挥习俗的价值

线索及证据的人员袁进行相应的物质奖励遥 此外袁在

导向作用袁 营造道德遵守的风尚以引领参与者的价

强调敬畏法治的同时袁 也应完善相应的纠纷解决机

值抉择袁 树立忠诚的信仰以影响并激励参与者的行

制袁如若出现误判或程序不合规的情况袁也应允许参

为袁 完善法治治理制度以发挥法治的约束和震慑作

与者享有申诉尧申辩和行政复议的权利

用袁注重社会舆论的监督以督促并警示野后来者冶袁定

[17]

遥

能看到体育社会的纯净蓝天遥
当然袁由于技术手段的更替袁反兴奋剂斗争始终

社会舆论应关注现阶段时期的社会问题袁 而不

是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袁 反兴奋剂教育的手段和途

仅是对未来假想问题的谴责遥在信息化时代袁社会大

径也应与时俱进袁 本研究所建议的路径可能存在一

众传播媒介日趋多样和迅捷袁 使社会舆论日益成长

定的局限性袁期待引发相关学者的更多思考和验证遥

为社会控制中最有利的手段之一遥 如微博和微信等
网络平台在某一热点事件发生后袁 凭借其即时性和
快捷化等特点袁传遍整个国际社会袁其舆论的导向对
解决社会问题袁 营造良序的社会发展氛围往往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20]

遥

目前袁对于国内外的兴奋剂违规案例袁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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