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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胡伊青加的游戏概念有三个层次：广义的游戏泛指活动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虚拟

活动（包括个体游戏和群体游戏）；中义的游戏指群体游戏———某个群体在特定的休闲时空中按特定规
则进行的社会性游戏；狭义的游戏仅指竞争游戏———参与者的目的在于满足追求优越及其他相关心理
需求的具有竞争性的群体游戏。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主要是关于群体游戏尤其是竞争游戏的学说，他
的游戏理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并且，他关于游戏的内在目的论———“以（活动）本身为目
的”———内含着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逻辑错误，其语言表述尚不够精确。
［关键词］胡伊青加；游戏；群体游戏；竞争游戏；内在目的论；虚拟论；规则论；竞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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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关心游戏问题的西方理论家中，专门写过游戏研究专著的人并不多见，荷兰著名历史学
家和文化学家胡伊青加（或译赫伊津哈）正是其中之一。在《人：游戏者》
（或译《游戏的人》）一书中，
胡伊青加从多方面考察了游戏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游戏观，并广泛讨论了多种人类文化形式与游戏
的关系。自该书于 <=&% 年出版以来，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在西方一直具有广泛影响。但直至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国内才开始有人对他的游戏理论做一些评介工作，主要有体育、法律及文化史
学者三类。从发表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国内主要数据库（如中国学术期刊、万方、维普等）收
录的有关论文来看，司马容先生的《体育游戏：人类生存的辩证法———现代哲学家对体育本体的多
维反思》一文是国内最早论及胡伊青加游戏思想的论文之一，在该文中，他简要阐述了胡伊青加关
（ ), <）
于竞赛性体育活动与游戏关系的看法［<］
；周兵先生也是国内较早介绍胡伊青加游戏理论的人

之一，他在论文《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中，将胡伊青加的游戏思想看作其文化思想的两个核
（ )), =! $ =?）
心之一，并对胡伊青加的游戏观作了简要介绍［!］
：薛小都先生在《游戏与法律》一文中，对胡

伊青加关于游戏与法律关系的思想作了相当充分的阐述，但对他的游戏思想并未作较为充分的论
（ )), <&? $ <#"）
述［&］
；
周长军先生在《论刑事诉讼的游戏精神———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及其诉讼意
（ )), <!? $ <&!）
义》一文中，也对胡伊青加关于游戏与法律关系的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此外，

《人：游戏者》的译者成穷先生也对胡伊青加游戏理论作了一些研究。从他们已经发表的有关论文
情况来看，国内学术界对胡伊青加游戏理论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都还是很不够的。
为了推进对胡伊青加游戏理论的研究，并使人们对他的游戏理论有一个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与理
解，本文将对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作尽可能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游戏理论的合理
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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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伊青加关于游戏（主要是社会性游戏）的一般理论
按照常识，游戏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但胡伊青加所讨论的游戏主要是群体的。胡
伊青加为什么偏重于群体游戏的研究呢？这是因为他想从游戏论角度加以讨论的文化现象都是社
会性的，因而，个体游戏并未成为他主要的关注对象。胡伊青加对于自己游戏研究中的这种偏向说
得很清楚：
“由于我们的论旨是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无需涉及游戏的一切可能形式，而只局
限于它的社会表现。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表现称作游戏的高级形式……我们将要谈到竞争与竞
赛，表演与展示，舞蹈与音乐，露天表演、化装舞会与比武。我们将枚举的某些游戏特征是一般游戏
［!］
（ "# $）
所共有的，而另一些则只适合于社会性游戏。
”
由此可见，为了有针对性地讨论游戏与文化的

关系，胡伊青加自觉地将他所要讨论的游戏限定在社会性游戏的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西方语言
中（以英语为例）用来表达游戏的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一个是 (&)*。其中，"%&’ 泛指游戏（在
更宽泛的意义上，作为名词的 "%&’ 甚至可以指活动，相当于 &+,-.-,’）；而 (&)* 则仅指社会性的（因而
有组织、有规则并通常具有竞争性的）游戏。由于胡伊青加所讨论的游戏主要是西方人称之为
(&)* 的社会性游戏，因而，他的游戏理论实际上主要是 (&)* ,/*01’，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
,/*01’。除研究范围外，胡伊青加对于游戏研究的方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游戏这种复
［!］
（ "# $）
杂的生命现象，我们很难“从逻辑上、生物学上或美学上加以准确界定”
。那么，游戏研究的
［!］
（ "# $）
现实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胡伊青加认为：那就是“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
。在胡伊青加看

来，虽然我们不能通过准确定义的方式对游戏作出一劳永逸的把握，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特征描述
的方式对它作出虽非理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已够实用的把握。
胡伊青加对于（社会性）游戏的具体论述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游戏的自愿性或自由性
与绝大多数理论家一样，胡伊青加也将自由看作游戏的基本性质，只是他将游戏的“自由”理解
为“自愿”。他说：
“首先，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已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
对游戏的强制性模仿。单凭这种自愿的性质，游戏便使自己从自然过程的轨道中脱颖出来。游戏
［!］
（ "# $）
是多于自然过程的东西，它是覆盖在自然之上的一朵鲜花、一种装饰、一件彩衣。
”
在胡伊青

加看来：游戏是主体出于自愿而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超乎外力或自然必然性的；作为因自愿而
自由的活动，游戏是与受强制因而不自由的活动相对的。胡伊青加还进一步对游戏的自愿性进行
了阐述：
“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是因为它们喜欢玩耍，在这种‘喜欢’中就有着它们的自愿……游
戏是多余的。只有在对游戏的喜爱使游戏成为一种需要时，对游戏的这种需要才是迫切的。游戏
可以被推迟，也可以在任何时刻停下来。它绝不受物质需求或道德义务的影响。它绝不是一桩任
［!］
（ "# 23）
务。它是在闲暇、在‘空闲时间’内从事的活动。
”
在此，胡伊青加将游戏看作是生命体仅仅出

于“喜爱”而进行的“多余”活动，而那些出于物质需要和道德义务而进行的“必须”活动则不是游戏。
［!］
（ "# 23）
在胡伊青加看来：
“游戏的最主要的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
简而言之，游

戏是在自愿的意义上自由的生命活动。这就是胡伊青加对游戏的基本理解。
胡伊青加注意到：关于游戏的自愿性，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人们可能反驳说，此种自愿对
动物和儿童来说并不存在；动物和儿童必定游戏，因为它们的本能驱使它们游戏，因为游戏服务于
［!］
（ "# $）
发展它们的身体能力与选择能力。
”
胡伊青加反驳了这一观点：
“‘本能’一词……引入了某种
［!］
（ ""# $ 4 23）
未知的性质，同时一开始就假设游戏的有用性也陷入了预期理由的谬误之中。”
胡伊青加

认为：动物有游戏本能的说法是难以证实的，而预设游戏的有用性则会使人陷入自我蒙蔽的陷阱；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因而，那种主张游戏是动物出于本能或身心发育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在此，我
们有必要指出：胡伊青加对于游戏有用论的反驳实际上是无力的。因为经验科学命题合理与否的
主要标准是是否符合实际，只要与可观察到的相当一部分事实相符，无论理论命题是出于事先的假
设还是事后的归纳，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关于游戏的动因，大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都证明：幼
年动物的游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身心发育的需要。这种内在需要实际上是生命体的一种自
然必然性。因而，在生理乃至与生理状态直接相关的潜意识层面上，游戏实际上可以是一种内迫性
活动。胡伊青加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清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同一问题，因而将人们
在不同层次上对游戏的不同看法看成了互不相容的。这不能不说是其研究视野过于狭隘。实际
上，出于内迫性的活动在主体自觉意识的层面上仍然可以是自愿的。这是因为：在主体通过活动来
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外来的强迫性，因而，在主体自觉意识的层面上，这种活动完全可
以是出于自愿或自我选择的，尽管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可能具有内在的强迫性。由此可见，生理与
潜意识层面的内在强迫性与自觉意识层面的自愿性是可以相容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自觉意识的
层面上出于自愿并感到自由的活动实际上可以包含内在的强迫性。这种情况表明：含糊笼统的自
由论并不能真正解决游戏的本质问题。
在对游戏的自愿性作出上述分析后，我们可以认定：胡伊青加关于游戏是自愿的或在自愿的意
义上是自由的活动的观点，是有特定适用范围的。具体说来，这一观点只是在主体对待活动的态度
这一自觉意识的层面上才成立。
（二）游戏的虚拟性（佯信性）与非实利性
除自愿性外，胡伊青加认为，游戏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活动者对于活动的虚拟和佯信意识。
［!］
（ "# $%）
他说，游戏的“第二个特征……即游戏不是‘日常的’或‘真实的’生活”，游戏“只是假装的”
。

在胡伊青加看来，游戏不是现实活动，而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模拟扮演活动。如他所说：
“游戏与日常
生活的‘不同’，游戏的诡秘性质，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乔装打扮’中。在这里，游戏的‘超日常’性质
表现得淋漓尽致。乔装或戴面具的个人‘扮演’另外的角色、另外的存在物。乔装者就是这个另外
［!］
（ "# $&）
的存在物。
”
而对于扮演行为的“假装”性，游戏者“总是同时既是知情者又是受骗者，但他却
［!］
（ "# ’(）
宁愿做受骗者”
。这就是说：游戏者对于自身的活动持的是明知虚拟而又佯信为真的态度。

由于佯信为真，游戏者虽然明知活动是虚拟的，但他对待这种活动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的。胡伊青
加说：
“对游戏‘只是一种假装’的意识，决不妨碍游戏者以最大的严肃来从事游戏，即带着一种入
［!］
（ "# $%）
迷，并至少是暂时完全排除了那种使人困惑的‘只是’意识。”
实际上，在胡伊青加眼中，虚拟

性（更准确地说，是人对于活动的虚拟意识）还只是游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人对
活动明知虚拟而又信以为真时，这种活动才是真正的游戏。因此，胡伊青加对游戏的第二个特征的
表述———“假装”性或“虚拟”性———实际上也是不够准确的，真正准确的表述实际上应该是佯信
性———明知虚拟而又信以为真的特性，而不是简单的虚拟性。对于信以为真的活动，人们自然会认
真对待。那种把游戏看作是不严肃的活动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胡伊青加所说：
“我们习惯于把游
［!］
（ "# ’’）
戏与认真理解为对立。然而，这种理解看来并未触到问题的实质。
”

游戏的虚拟性（佯信性）还带来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非实利性。胡伊青加说：
［!］
（ "# ’）
“游戏具有……一种非实利主义的特性。
”
在胡伊青加看来：
“ 游戏存身于需要和欲望的直接

满足之外……它是作为一种在自身中得到满足并止于这种满足的短暂活动而插入生活的……作为
一种间奏曲，一种我们日常生活的插曲……作为一种固定出现的松弛，游戏成了一般生活的陪衬、
补充和事实上的组成部分。它装饰生活、拓展生活并作为一种生活 功 能 而 为 个 人 和 社 会 所 需
［!］
（ "# $$）
要。
”
在此，胡伊青加认为，在活动所起的作用及起作用的方式上，游戏不同于现实活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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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于：在现实中，人通过谋求活动之外的结果来满足需要；而在游戏中，人则在活动本身中得到满
足。游戏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装饰生活、调节生活，并在现实生活之外拓展新的生活空间。胡伊青加
承认：游戏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某些需要。也就是说，游戏是有用的。但他又认为：游戏的有用性
与现实活动的有用性是不同的。他说：
“游戏是一种必需，游戏推动文化，或它在实际上的确成了文
化，难道这个事实会贬低它的无功利性吗？绝不会，因为它所服务的目的外在于直接的物质利益，
或者说外在于个人对生物需求的满足。作为一种神圣的活动，游戏自然对团体的福祉有所贡献，但
［!］
（ ""# $$ % $&）
却是以别的方式而不是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来作出的。”
在此，胡伊青加实际上根据

利益或有用性是否是由物质资料产生的而将其分成了两种：实（际）利（益）与非实（际）利（益），或实
际的有用性与非实际的有用性。在此基础上，胡伊青加又用“功利”一词来专指实利，也即物质利
益，这样，游戏就成了有用却“无功利”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功利”一词的涵义既
可能 被 人 们 理 解 为 较 为 狭 义 的 特 定 利 益———物 质 利 益，也 可 能 被 人 们 理 解 为 广 义 的 一 般 利
益———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因而，游戏“无功利”的说法其实很容易让人
误解，并由此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由此，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怎么可取的。
（三）游戏（在时空特征和活动规则上）的封闭性
作为现实生活的插曲，游戏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这就是胡伊青加所说的游戏的
封闭性。他认为：
“游戏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它的封闭性，它的限定性。游戏是在某一时空限制内
‘演完（"’() *+,）’的……游戏开始，然后在某一时刻‘结束’。游戏自有其终止……比时间限制更为
突出的是空间的限制。一切游戏都是在一块从物质上或观念上、或有意地或理所当然地预先划出
的游戏场地中进行并保持其存在的……竞技场、牌桌、魔法圈、庙宇、舞台、屏幕、网球场、法庭等等，
在形式与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亦即被隔离、被围起、被腾空的禁地，其中通行着特殊的规则。所有
［!］
（ "# $&）
这些场地都是日常生活之内的临时世界，是专门用来表演另一种行为的。
”
在此，胡伊青加描

述了游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形式特征。在胡伊青加看来，现实生活中人是不自由的，但在游戏中人
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在充满不自由的人生中，游戏是人暂时享受一下自由的难得时刻，这
样的时刻特别值得珍视。因此，人们会特意将游戏安排在特定的时空（节日或其他休闲时间，庙宇
与剧场等专用空间）中进行，以示对游戏的尊崇。在为游戏而安排的特定的时空中，人们将自己与
现实生活暂时隔离开来，或者说，使自己暂时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状态。正如胡伊青加所说：
“这个游
［!］
（ "# $-）
戏世界是他暂时把自己与别人封闭在内的”
。

游戏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时空特征上，也表现在活动规则上。在游戏中，人们暂时放弃了现实
生活的规则，转而启用一种为游戏而制定的特定规则。胡伊青加说：
“在游戏的圈子内，日常生活的
规则和习惯不再有效……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暂时取消为童年生活所完全认同，在野蛮人团体的宏
大的仪典游戏中也同样显著。在……隆重节日期间……一切报复和仇杀都被悬置起来。这种因神
［!］
（ ""# $! % $.）
圣游戏期而对正常社会生活的暂时悬置，就是在较高级的文明中也有无数的遗迹。
”
比

如，在某些特定节日（如狂欢节和愚人节）中，按照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人们可以做在一定程度上
违反现实社会中的某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事。
总之，在时空特征和活动规则上，人们都倾向于将游戏与现实活动区别开来。
（四）游戏规则的绝对性（权威性）与游戏形式的可审美性
我们知道，个人游戏并不一定有规则。但胡伊青加所谈论的主要是西方人称之为“ /(01”的社
［!］
（ "# $-）
会性游戏，而不是宽泛的“ "’()”。所以胡伊青加会说：
“一切游戏（ /(01）皆有其规则。
”
胡伊青

加还进一步说明规则在某个层面上决定着活动的性质：
“规则决定那暂时世界（为游戏所划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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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西。”
因此，对于社会性游戏的探讨，不能不提到它的规则。

胡伊青加认为：游戏的规则应该是绝对（有效）的。他说：
“游戏的规则绝对具有约束力，不允许
有丝毫的怀疑……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整个游戏世界便会坍塌……违反规则或忽视规则的游戏者
是一个‘违规破坏者’……破坏者剥夺了游戏的幻觉……破坏了魔幻世界，因而他成了胆怯者并必
［!］
（ ""# $% & $!）
须被驱逐出去。
”
规则是群体活动的前提，因为没有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协调和制约，群体

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并达到既定的目的。群体游戏自然也离不开规则，如果游戏规则遭到破坏，那
么，
这种游戏就无法进行。而游戏规则的改变则会导致游戏性质的改变，甚至使游戏转变为非游
戏。所以，为了保证活动能作为某种游戏来进行，就必须捍卫这种游戏规则对于所有参与者的绝对
约束力。这就是游戏规则对所有参与者都具有普遍有效意义上的绝对性或权威性。
规则使活动有序。游戏所创造的秩序是最高的，游戏的高度有序性使得游戏具有运动形式上
的可审美性。胡伊青加认为：
“（游戏）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善带给不
完善的世界与混乱的生活。游戏对秩序的要求是绝对的、最高的。对秩序的最微小的偏离都会‘破
坏游戏’，都会剥夺它的特性并使之失去价值……游戏与秩序之间的深刻联系，也许就是游戏……
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属于美学领域的原因所在。游戏有一种要成为美的倾向。这种审美的因素很可
能就等同于那种创造有秩序的形式的冲动，它把生气贯注给游戏的各个方面……游戏迷住我们；游
［!］
（ "# $’）
戏是使人‘入迷的’、
‘吸引人的’。游戏带有我们可在事物中窥见的最高特质：节律与和谐。”

此处的游戏实际上只是指在规则和秩序上处于理想状态的群体游戏。这种理想状态的群体游戏自
然具有胡伊青加所说的由节律与和谐所造成的运动形式的可审美性（如某些集体舞和团体操等）。
胡伊青加还认为：由游戏所造成的比日常生活更高的秩序还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良好的影响，
使人们的整个生活都变得更为美好。胡伊青加以仪式为例阐述了规则的重要性：
“仪式的参与者们
都相信……它带来一种较他们日常生活更高的事物的秩序……这个世界的影响并不随游戏的结束
而消失；相反，它持续不断地把它的光芒放射到外面的日常世界，对整个团体的安全、秩序和繁荣起
［!］
（ ""# $( & $)）
着有益的影响。
”
可见，胡伊青加对游戏尤其是规则完善因而高度有序的游戏的推崇。

胡伊青加总结上述特征后给游戏下了如下定义：
“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
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
［!］
（ ""# ’% & ’!）
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
他认为，

这个定义可以“囊括我们在动物、儿童与成人那里叫做‘游戏’的全部活动：力量与技能的游戏、发明
［!］
（ "# ’!）
游戏、猜谜游戏、幸运游戏、各类展示与表演”
。除了前面所引的定义外，关于游戏，胡伊青加

还有其他与上述定义类似，但在言辞上又有所不同的表述。如在谈论诗歌与游戏的关系时，胡伊青
加把对游戏的看法作了具体表述。他说：
“游戏是这样一种活动，它行进在某种时空限度之内，有一
可见的秩序，遵守自愿接受的规则，在生活必须或物质有用性的领域之外。游戏的心境是狂喜与激
越，是与重大场合相协调的神圣的或欢庆的情绪。伴随行动的，是一种高扬和紧张的情感，继之于
［!］
（ "# $*+）
欢笑与松弛。”
在这里，胡伊青加将自己关于游戏的非实利性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楚，因而可

以作为前述定义的补充。
在关于游戏的定义和相关论述中，胡伊青加从活动的目的、规则、时空特征以及主体的感受和
态度等方面，对游戏的性质作了综合说明。应该说，胡伊青加对他所理解的游戏作了比较全面的描
述。然而，这种特征描述式的定义，其所描述的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清楚，因而不免让人
觉得逻辑性不强。如果对胡伊青加所描述的各种游戏特征之间的关系加以清理的话，那么，我们就
可以将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的特征描述式定义转换为更具逻辑性的科学式定义，那就是：游戏是活动
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非实利性的虚拟活动，其中，群体游戏是某个群体在特定的休闲时空中
按特定规则进行的社会性游戏。在这一分为二的游戏定义中，前一个层次的定义其实不仅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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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游戏，也适用于个体游戏，因而可以看作是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的一般理论；后一个层次的定义
则是在前一个层次的定义的基础上对于群体游戏的附加定义，因而是胡伊青加关于群体游戏的特
定理论。根据这一定义，胡伊青加的一般游戏论可以说是目的上的“内在目的”论、功能上的“非实
利”论以及存在方式上的“虚拟”论，他的群体游戏论则是一般游戏论基础上的“（特定）规则”论。仔
细考察胡伊青加所描述的游戏的各种性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活动目的的内在性质是最具
根本性的，因为游戏的其他性质都以此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妨采取“纲举目张”的办法，对胡伊青
加的游戏观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那就是：游戏是活动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活动。由此，也
可以将胡伊青加的游戏论简称为“内在目的”论。由于这种内在目的论实际上隐含着以活动本身为
手段的“内在手段”论，因而，这种游戏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内在目的与内在手段的统一”论。

二、胡伊青加关于竞争游戏的理论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胡伊青加的游戏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
偏重于从与自己的论题有关的方面去谈论游戏，而不求对于游戏现象的尽可能全面准确的把握。
综观《人：游戏者》一书，我们可以发现：胡伊青加谈论游戏，其侧重点不断随着当前的论题而转移。
在专门讨论游戏问题的前面几章，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的核心论点是“内在目的”论。然而，当胡伊青
加着手讨论人类文化与游戏的关系时，他看待游戏的侧重点已经转移到某些群体游戏所具有的竞
争性与表现性上（尽管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内在目的论）。因为在他看来，与人类文化的起源和
发展相关的游戏性质主要是竞争性与表现性，尤其是竞争性。如他所说：
“ 与我们相关的较高形式
的游戏功能可以主要产生于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就是从这两个方面见出游戏的功能的）：或是为某
物而竞赛，或是对某物的表现。这两种功能可以这样结合：游戏要么‘表现为’一场比赛，要么成为
［!］
（ ""# $% & $’）
一场为最佳地表现某事物而展开的比赛。
”
胡伊青加认为在这个时候：
“ 竞赛具有游戏的
［!］
（ "# %(）
全部形式特征，同时也具有游戏的大部分功能特征。
”
他还表示：
“我……强烈地相信，竞争与
［!］
（ ""# )’ & )*）
［!］
（ "# $’(）
游戏有内在的一致性。
”
他甚至说竞争就“意指游戏”
。我们知道，竞争性实际上

只是某些群体游戏才有的性质，个人游戏和某些群体游戏并不具有竞争性。胡伊青加自己也说过：
［!］
（ "# %+）
“单独的（单个人的）游戏并无获胜可言。
”
可见，在谈论文化与游戏的关系时，胡伊青加所用

的游戏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比一般游戏乃至群体游戏都更狭义的游戏概念：他这时所说的游戏实际
上只是指竞争游戏（具有竞争性的群体游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胡伊青加心目中实际上
有广狭不等的几个层次的游戏概念，只是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加以区分并表达出来。为了较为全
面准确地把握胡伊青加的游戏观，在此有必要替他做一下游戏概念的层次划分工作：如果将作为内
在目的的虚拟活动的游戏称为广义游戏的话，那么，按特定规则进行的群体游戏就可以称为中义游
戏，而群体游戏中具有竞争性的那部分游戏就可以称为狭义游戏。
在《人：游戏者》一书的大部分章节中，胡伊青加所说的游戏实际上主要是指竞争游戏，由此可
见竞争游戏概念在胡伊青加的游戏和文化理论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胡伊青加说：
“ 在一切（竞
争）游戏中，非常重要的是游戏者可向别人夸耀他的胜利……竞争的……首要的事情是要胜过他
人、成为冠军并因此而受到尊敬的欲望……我们‘为了’某种东西而游戏或竞争。我们为之游戏或
［!］
（ "# %+）
［!］
（ "# %+）
竞争的这个对象首先便是胜利。
”
竞争的“成功给予游戏者以某种满足”
，或一种“自我
［!］
（ "# %+）
。胡伊青加指出：在竞争游戏中，人们通过追求胜利来获得自我肯定和受到尊敬之
满足感”

类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竞争活动可能会涉及物质财富的夺予。然而，在胡伊青加看来，如果竞争者
“竞赛性的游戏”的说法，见《人：游戏者》一书，第 $’( 页。
! 胡伊青加自己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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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是为了心理需要的满足而进行竞争活动的话，那么，即使涉及物质财富的夺予，这种竞争活动
在根本上仍然是非实利性的游戏，而不是谋求实利的现实活动。如在谈到“散财”或“毁财”比赛这
种行为时，胡伊青加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乃是占上风，对立的两组不是为了财富或权力而竞
［!］
（ "# $%）
争，
而只是为了能展示其优越性这种愉悦而竞赛，一言以蔽之，为了荣耀而竞赛”
。他还认

为：
“蛰伏在与散财宴相关的所有这类奇特习俗下面的原则，乃是单纯的竞赛‘本能’。这些习俗必
［!］
（ "# $&）
须首先被视为人的争斗需要的粗鲁表现。
”
在此，胡伊青加更加明确地将竞争游戏的动因归

结为人有证明自己优越及获得荣誉等心理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人想要证明自己优越、获得荣誉和
受到尊敬的心理需要是普遍存在并根深蒂固的。正如胡伊青加所说：
“从儿童的生活直到文明的最
高成就，一种指向完美的最强烈的冲动（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乃是那种因自己的优秀而受到赞扬与
［!］
（ "# $’）
褒奖的欲望……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优秀’……竞争就是用来证明优越性的。
”
由此，胡伊

青加认为：竞争是一种“本能”或类似“本能”的行为，而且，正是这种竞争“本能”构成了人类文化发
展的一种基本动力。可见，对于以竞优争胜为外显特征的竞争游戏，胡伊青加还是坚持他关于游戏
的内在目的论的基本观点，只是他将竞争游戏的内在目的具体解释成了显示优越性等心理需要的
满足。
综上所述，胡伊青加心目中的竞争游戏也即狭义游戏概念可以概括为：竞争游戏是参与者的目
的在于满足追求优越及其他相关心理需求的具有竞争性的群体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的学者将胡伊青加关于游戏（实际上只是竞争游戏）的观点概括为“公平
竞争”说，其实是不准确的。胡伊青加的确是说过竞争游戏应该公正之类的话。比如他曾经说：
“按
照我们的思路，欺骗作为赢得某一游戏的手段，乃是对该游戏游戏特征的褫夺。同时也完全破坏了
［!］
（ "# &%）
游戏。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游戏的本质就在于对规则的遵守，即必须是公正的游戏。”
但他紧
［!］
（ "# &%）
接着这段话又说：
“然而，古代文化却揭穿了我们在这方面的道德评判。
”
因为正如胡伊青加

所注意到的，用欺骗手段来智胜对方的竞争游戏在历史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事实上，斗智本
身就是竞争游戏的一种特定形式。胡伊青加也认为：
“靠作弊而智胜某人的行为本身就是竞争的一
［!］
（ "# &!）
种主题，即一种新的游戏主题。
”
胡伊青加看得很清楚：在现实存在的竞争游戏中，人们不仅
［!］
（ "# &%）
“‘凭借’体力……智力……来竞争”，还“凭借狡黠和欺骗来相互竞争”
。他还认为：
“（竞争）
［!］
（ "# (&&）
游戏可以是残酷的、血腥的……还常常可能是虚假的。”
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社会行为，可以

作事实研究，也可以作道德评价，这两者可以互相结合，也可以彼此分开。而对于社会性游戏，胡伊
青加选择的是将道德评价与事实研究分开而侧重于事实研究的方式。他说：
“游戏是存在于道德之
［!］
（ "# ($(）
外的。游戏本身既非善亦非恶。
”
可见，对于游戏，胡伊青加是不会用道德评价来代替事实

判断的。至此，我们可以看清，在胡伊青加眼里，
“公平竞争”其实只是人们关于竞争游戏的一种理
想，而非所有竞争游戏的现实状况或必备条件。因此，将胡伊青加关于竞争游戏的观点概括为“公
平竞争”说，实际上是对他的有关言论未加仔细辨析而草率得出的错误结论。

三、对胡伊青加游戏理论的合理性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清理出了隐含在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的言论中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游戏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
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的多种特征的描述与人们关于游戏的常识是相当符合的，因而，他
的游戏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首
先，
胡伊青加所讨论的游戏主要是群体游戏尤其是竞争游戏，
而对个体游戏则很少顾及，
因而，他的游
戏理论在视野上是不够宽的。尽管他从对于群体游戏的讨论中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实际上也适用于个
体游戏，
但这部分结论对于个体游戏的适用性毕竟没有经过较为充分的论证，因而带有一定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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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善的科学理论应该是对于同类现象普遍适用的，而胡伊青加游戏理论在普适性上还有待进一
步论证，
这不能不说是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的一个缺陷。其次，
由于胡伊青加对目的概念未加仔细思
考和准确界定，
他关于游戏的内在目的论思想的语言表述———“以（活动）本身为目的”
———实际上并
不准确。按照系统论的看法：
目的是系统! 事物所趋向的自身或他者的某种存在状态
（包括自身与他
者的某种存在关系）
。其中，
系统事物
（只关自身）
的内在目的
（只能）是系统事物所趋向的自身内部的
某种稳定状态"。从理论上说，
作为目的的系统事物的稳定状态只是一个不占时间的点，一旦达到这
个点，
系统事物就会因为失去活动的动力而停止活动。所以，处于活动状态的系统事物肯定是（至少
在某一方面是）
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相对于作为目的的稳定状态来说，
系统事物的活动实际上只能是
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不可能是目的。因此，像胡伊青加那样把活动本身看作并说成是目的，从而
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做法，
实际上包含着较为严重的逻辑错误，因而是不可取的#。内在目的论
的准确表述其实应该是目的在于活动者自身的某种稳定的存在状态，
而不是活动本身。由此可见：
胡
伊青加关于游戏的内在目的论在语言表述上并不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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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具有完整有序的结构及相应的整体目的和整体功能的集合体。最常见也
! 这里的系统是指各部分之间具有协同作用关系，
最典型的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事物就是生命体。
（如生命体的身心平衡状态）
也就是最有利于系统事物存在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
系统事物不可能以自
" 系统事物的稳定状态
身非稳定的存在状态为内在目的，
因为这样只会导致系统事物的损坏乃至消亡。
胡伊青加有时也并不采用“目的在于（活动）自身”这样的表
# 胡伊青加关于游戏目的的表述是比较混乱的。关于游戏的目的，
述，
而是采用满足主体的心理需要等更为具体也更为准确的表述。如在谈到竞争游戏的目的时，
胡伊青加所采用的就是
“为了
能展示其优越性……为了荣耀而竞赛”
（详见胡伊青加
《人：
游戏者》
，
第 )+ 页）
这样的表述。在这种表述中，我们就容易看清楚
活动的目的
（如心理需要的满足状态）
其实是存在于活动之外的，
因此，
作为稳定状态的活动目的与作为手段的活动过程不能
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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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GHHI 年 : 月 J 日，世界著名休闲学研究专家、国际休闲组织学术委员会顾问、前美国国家休闲

研究院主席、美国总统府户外活动特别委员会成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院研究
系杰弗瑞·戈比教授（@#*22+#’ @*46#’），应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邀请，在浙江大学作了“工作与
休闲的未来”的学术报告。戈比教授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描述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休
闲服务的发展现状、市场前景和发展趋势，同时提出了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整个讲座学术气氛浓
厚，
师生提问踊跃。此外，
“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凌平教授与戈比教授还就“人类休闲活动的
主要制约因素及理想休闲生活方式的建立”这项世界休闲组织与浙江大学亚太国际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共同
合作的课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人文社科版）副主编楼含松博士也参与了“亚太休闲
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