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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耦合协调测度、 

演化及同步性研究 

赖诗琪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在“双轮协调”理论和实践逐渐涌现的背景下，量化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

发展，有助于优化配置体育资源和宏观调控，全面认识体育发展变化趋势并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

产业双重效益提升。本研究从系统耦合视角出发，基于 2013—2017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

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耦合协调演化规律、同步性发展等问题进行学理分析与

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状况不理想，几乎处于低水平耦

合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度整体呈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格局；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性分析来

看，大部分省份均未实现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evolu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wo-

wheel coordinat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can help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nd macro-control ，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sport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dual benefits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upli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 and 

condu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as well a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is unsatisfactory， almost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he 

coupling degree as a whole shows a pattern of high level coupling stage;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ynchronizat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most provinces have not achiev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words：public sports services; sport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upling degre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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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常态背景下，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产业是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体育繁荣与进步的

两大动力源，而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则是促进社会公共正义、保障公民

体育权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外在表现，更是

大势所趋。对此，研究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对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最大程

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体育需求，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结构不平衡、区域不均衡等问题

中精准施策，以及促进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基于“生成原因—创新机

制—优化路径”的分析范式展开。（1）关于生成原因。吴秀云（2020）等人认为供给总量不足、

低效低质的供给以及“供非所需”导致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需不平衡[1]。刘迅雷、葛金琰（2021）

围绕场馆定位、评价体系、管理机制这三个层面，纵横比对我国与美国、德国的公共体育场馆运

营管理模式，得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运营存在科学监管阙如、运营管理效率低下等亟需切实解决

的问题[2]。魏和清（2019）运用区位商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了我国体育产业区域布

局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和“城高乡低”的态势[3]。（2）关于创新机制。张帅（2019）等学者就

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与地区体育产业协调共促发展的问题，提出创新驱动机制、协同供给机制、运

行与保障机制[4]。郑旗（2018）面对县域公共体育服务与市场服务如何协调发展的核心议题，提

出既要深入阐发县域公共体育服务与市场服务体制机制上的特殊性，又要探索考究其供给模式的

创新性[5]。（3）关于优化路径。雷涛（2017）为进一步深化推动实现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二者的

协同互促发展，提出在宏观层面要释放政策利好、中观层面要建立规范化管理机制、微观层面要

加大体育消费市场供需对接的保障措施等优化路径[6]。刘琨（2020）就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两者

在体育消费市场上所产生的供需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研判与分析，以准确把握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7]。 

综上所述，在既有文献中，关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侧重阐

述二者协调发展的成因、机制、做法，并且现有相关文献所提的对策针对性不强，实践研究不够

深入，对于解决国内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实用性不强。在研究方法上，诸多

论著停留在对二者基本状况的简单描述和定性分析上，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进行定量刻画的研究十分阙如。有鉴于此，本研究构建并验证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的研究模型，测算并检视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情况，提出契合我国国情和特定历史

阶段的政策建议以及可能路径，希冀为政府相关体育管理决策部门、广大体育企业管理者提供可

操作的应用对策。 

3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分析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是两个相互耦合、相互作用且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对此，本研究

利用耦合分析，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深入剖析这两个系统在互相推动下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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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反映的是两个系统相互制衡或相互关联，又或相互促进的影响程度，即具体表示

为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强弱。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产业这两个系统组成，其

包含了人、财、物等层面的不同指标，那么这两个系统中各指标的单位则会存在一定偏差。对此，

在计算耦合度之前，需要先采用线性归一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系统评价指标

之间数量单位的差异，并保证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采集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实用性以及精准性。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 njmi
XX

XX
A

ijij

ijij

ij ,,2,1,,2,1
minmax

min
            式（1） 

负向指标： ）；（ njmi
XX

XX
A

ij

ij ,,2,1,,2,1
minmax

max
'

ijij

ij              式（2） 

式（1）、（2）中，
ijA 、

ijA' 代表经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值；
ijX 为规范性矩阵中对应于第

i 行、第 j 列的观测值；子系统中各评价指标最大值、最小值分别用
ijXmax 、

ijXmin 表示。 

系统的耦合度值用Ｃ表示，其计算的公式如下： 

ij

n

j

jWU A
1

公                                                    式（3） 

ij

n

j

jWU A
1

体                                                    式（4） 

体公

体公

体公

体公

UU

UU

UU

UU
C

2

2

2
                                  式（5） 

 

上述公式（3）、（4）中，U 公代表公共体育服务的综合发展指数、U 体为体育产业的综合发展

指数，其分别表示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其中，U 值在 0—1 之间，U 值越大表示

其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Wj 指的是经过测算后各项指标的权重值；Aij 代表经归一化处

理后的数值。而在公式（5）中 C∈[0，1]表示耦合度，其中，当 C＝0 时，表示系统之间无任何

相关；当 C＝1 时，代表耦合度达到最佳阈值，此时系统间处于良性共振耦合，并向有序结构的

方向发展。 

关于耦合度的划分分类，本研究借鉴学者王成（2018）的耦合度划分方法，将各省域公共体

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状况划分为四个类型阶段：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阶段、磨合阶段、高

水平耦合阶段，分别用Ⅰ、Ⅱ、Ⅲ、Ⅳ表示其对应的耦合等级，以表示二者耦合所处的状态[8]。

具体的耦合度类型阶段划分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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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耦合度类型阶段划分 

 

3.2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用来反映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

度，并不能表征这两个系统是否具有较好的协调发展状况或是否存在良性互动。对此，还需要进

一步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来阐析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之间的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21,× bUaUTTCD 其中，                                 式（6） 

式（6）中，D 代表含义是耦合协调度；C 代表含义是耦合度；T 为反映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

产业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其中，a、b 分别为待定系数，在实际研究中，参照既往研究惯例，

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将 a、b 均赋值为 0.5。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参考仇琛的耦合协调度“十分法”评价等级的划分标准，并结合本研

究的实际情况，将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三种类型[9]。具体划

分标准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 

 

耦合度 耦合等级 耦合类型 耦合特征

C∈[0,0.3] Ⅰ 低水平耦合阶段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之间开始进行

博弈，处于较低水平耦合阶段，即关联性

较低，其中当 C=0时，公共体育服务与体
育产业之间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

C∈(0.3,0.5] Ⅱ 拮抗阶段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存在一定关联，
但表现出系统失衡性。

C∈(0.5,0.8] Ⅲ 磨合阶段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之间开始相互
制衡、配合，呈现出良性耦合特征。

C∈(0.8,1.0] Ⅳ 高水平耦合阶段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之间良性耦合

愈强并逐渐向有序方向发展，处于高水平
的协调耦合阶段，其中当 C=1.0 时，公共

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实现良性共振耦合

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耦合协调水平

(0.0~0.1] 1 极度失调

低水平耦合协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中等水平耦合协调(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高水平耦合协调(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高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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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熵值法不仅算法简单、易于实践，而且还能使赋权客观可靠。对此，基于该方法具有高区分

度及高可信度等优点，本研究运用熵值法测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其计算步骤和具体公式如下： 

（1）求指标比重。 

n

j

ij

ij

ij

X

X
P

1

                                                     式（7） 

（2）求指标熵值。 

n

i

ijijj PPke
1

)ln(                                                式（8） 

其中 )ln(/1 nk ，n 为年份数(或行数)； 10 je ；并且规定当 0ijp 时， 0)ln( ijij pp 。 

（3）求指标熵冗余度 Dj。 

jj eD 1                                                       式（9） 

（4）计算权重结果 Wj。 

m

j

j

j

j

D

D
W

1

                                                     式（10） 

3.4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展开实证分析之前，需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量化指标集。通过构建科学合

理的评价指标，对不同年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关系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全面揭示

并真实反映其协调程度，是测评协调发展程度的关键步骤。值得注意的是，选取的指标体系应

能够直接有效地反映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与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状态，并且指标的选取不宜

过多，要避免信息冗余而影响测算与评价的效果。 

目前，由于公共体育服务涉及的领域广，包含的要素众多，因而对公共体育服务尚无统一的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学者们基于研究内容的需要构建指标体系。如张凤彪等（2020）认为

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投入、产出、效果三个方面[10]。王淑英等（2012）认为公

共体育服务投入、公共体育服务功能的落实、公共体育服务产出和绩效等是公共体育服务所包含

的内容[11]。本研究从服务内容、服务投入、服务效益三个方面来选取具体的指标，用于表征公共

体育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其中，人均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面积、本年度接受国民体质测试人数是

衡量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基本指标[12]；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主要用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

设，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是衡量公共体育服务投入程度的主要指标[13]；

公共体育服务收入情况、新建公共体育场地数则是衡量公共体育服务效益的基本指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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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产业的定量评价主要集中于体育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发展水平评价。体育产业竞

争力评价指标涉及面广，构建的指标体系差异大。如康露等（2022）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率、

产业效益、产业动力、产业规模、产业基础这 6 个方面构建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15]。叶宋忠（2020）认为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体育产业环境、体育产业社

会效能、体育产业效应以及体育产业市场需求 [16]。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中，由于目前全国各省

市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尚未完善，故在保证数据完整性、可靠性、有效性以及统计方法科学性

的原则下，关于体育产业的某些指标则重点参考姚松柏 [17]、周正宏[18]的研究指标，采用第

三产业中的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财政支出；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研究指标。关于上述替代指标的有效性解释上，姚

松柏[19]、张金桥[20]等学者则明确指出，体育产业与文化和娱乐业具有非常高的融合程度，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相关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体育产业发展。基于此，结合现有研

究成果，对于建立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从产业投入、产业效益以及产业基础这三

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其中，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数、体育彩票公

益金支出是衡量产业基础的基本指标[21]；产业投入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可以

通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财政支出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末从业人员数等指标进行考量

[22]；产业效益是指生产活动的创造性，是衡量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具体可以通

过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体育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指标予以表征[23]。 

基于以上分析，在考虑评价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基础上，形成了 6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

的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所得结果见表 3。 

表 3 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子系统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公共体育

服务 

服务内容 0.151 
人均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面积（m2/人） 0.059 

本年度接受国民体质测试人数（人） 0.091 

服务投入 0.113 
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万元） 0.040 

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 0.072 

服务效益 0.356 
公共体育服务收入情况（万元） 0.043 

新建公共体育场地数（个） 0.313 

体育产业 

产业基础 0.15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和零售业法人

单位数（个） 
0.072 

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万元） 0.088 

产业投入 0.12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财政支出（亿元） 0.03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人） 0.090 

产业效益 0.096 
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0.003 

体育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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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 2013—2017 年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选

取这个时间段是为了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和确保所选变量数据的完整性，在查阅中国体育事业

统计年鉴及相关数据库时发现，2008 年与 2012 年《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均发生

过较大调整，使得一些重要变量的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情况，而且 2017 年以后的数据由于统计

滞后导致最新数据无法获取，这都对实验结果会造成很大的干扰。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研究的所有数据来源于 2014—2018 年

《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贸易统计年鉴》等，并同时参

考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等官方信息平台。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耦合协调度 

依据各指标权重，利用公式（3）—（4）计算出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产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

数，再由公式（5）、公式（6）分别计算得到我国 31 个省域 2013—2017 年的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

产业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具体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输出的结果得出，从整体而言，2013—2017 年间我国 31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度（C）、耦合协调度（D）波动幅度则较为平缓，但发展态势逐

步向好，反映了这 5 年间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两者之间开始向有序的、良性的方向发展。

由耦合度的历年均值可得，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度位于 0.8—1 的区间范围内，整体处于高水平耦合

阶段，表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动态互联，具备协调发展的现实

基础。据耦合协调度的历年均值可知，2013—2017 年间我国 31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公共

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几乎位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均集中在极度失调、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及轻度失调。不仅如此，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存在迥异，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较大

差距。比如，处于严重失调以下的省份有 22 个，其耦合协调度数值均低于 0.2；仅有 2 个省份的

耦合协调度数值高于 0.3，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均处于失调发展阶

段，目前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相互关系上，呈“高耦合度、高协调度”状态的省份分别有浙江、

广东、上海、江苏和河南，这说明了该 5 省的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二者之间互促推动，协调

发展水平高；呈现“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状态的省份分别有山东、江西、内蒙古、山西、黑龙

江、吉林、甘肃、重庆和海南，表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二者间有一定关联，但二者的发展

水平差异大，并未实现协调共促发展；新疆、西藏则呈现“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状态，说明了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二者之间相互制衡，发展水平差异大，导致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极低。

后者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未能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两者的协调

状态及最终转化出的产业效益或服务效益未能达到较理想的效果。因此，在着力发展公共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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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体育产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两者间存在的“伪协调”问题，尽量形成相辅相成，良性互动

的局面。 

表 4 2013—2017 年我国 31 个省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C D C D C D C D C D C D 

北京 0.792 0.261 0.845 0.267 0.795 0.273 0.817 0.269 0.821 0.284 0.814 0.271 

天津 0.960 0.170 0.965 0.163 0.946 0.156 0.896 0.157 0.948 0.182 0.943 0.166 

河北 0.995 0.167 0.789 0.245 0.952 0.195 0.905 0.193 0.958 0.199 0.920 0.200 

山西 0.998 0.164 0.991 0.194 0.987 0.172 0.994 0.162 0.995 0.167 0.993 0.172 

内蒙古 0.892 0.136 0.996 0.293 0.982 0.173 0.993 0.178 0.996 0.193 0.972 0.195 

辽宁 0.972 0.208 0.898 0.265 0.999 0.229 0.999 0.243 1.000 0.244 0.974 0.238 

吉林 0.939 0.150 1.000 0.155 0.988 0.174 1.000 0.165 0.995 0.198 0.984 0.168 

黑龙江 0.972 0.160 0.997 0.186 0.990 0.182 0.997 0.182 0.995 0.197 0.990 0.181 

上海 0.965 0.214 0.927 0.228 0.917 0.217 0.942 0.235 1.000 0.307 0.950 0.240 

江苏 0.891 0.274 0.966 0.370 0.994 0.357 0.991 0.354 0.992 0.372 0.967 0.345 

浙江 0.965 0.244 0.958 0.260 0.950 0.278 0.996 0.313 0.826 0.464 0.939 0.312 

安徽 0.887 0.149 0.982 0.178 0.996 0.191 0.991 0.194 0.998 0.220 0.971 0.186 

福建 1.000 0.220 0.941 0.197 0.954 0.212 0.951 0.222 0.953 0.250 0.960 0.220 

江西 0.954 0.159 0.832 0.246 0.859 0.253 0.939 0.169 1.000 0.183 0.917 0.202 

山东 0.995 0.014 0.993 0.010 0.992 0.008 0.985 0.006 0.958 0.005 0.984 0.009 

河南 0.942 0.209 0.997 0.258 0.998 0.276 0.999 0.293 0.999 0.311 0.987 0.269 

湖北 0.930 0.179 0.999 0.222 0.995 0.224 0.999 0.229 0.997 0.287 0.984 0.228 

湖南 0.917 0.174 0.972 0.209 0.902 0.209 0.898 0.212 0.943 0.241 0.926 0.209 

广东 0.911 0.281 0.971 0.338 0.981 0.362 0.975 0.376 0.983 0.403 0.964 0.352 

广西 0.999 0.159 0.996 0.186 0.989 0.190 0.980 0.191 0.955 0.217 0.984 0.189 

海南 0.895 0.097 0.921 0.096 0.947 0.105 0.942 0.123 0.963 0.118 0.934 0.108 

重庆 0.960 0.146 0.982 0.162 0.965 0.161 0.978 0.173 0.978 0.179 0.973 0.164 

四川 0.927 0.189 0.998 0.218 0.989 0.218 0.962 0.276 0.996 0.258 0.974 0.232 

贵州 0.922 0.143 0.977 0.154 0.956 0.159 0.963 0.162 0.955 0.174 0.955 0.158 

云南 1.000 0.190 0.999 0.184 0.924 0.174 0.971 0.196 0.975 0.215 0.974 0.192 

西藏 1.000 0.192 0.936 0.157 0.853 0.159 0.470 0.111 0.663 0.148 0.784 0.153 

陕西 0.991 0.180 0.981 0.187 0.976 0.202 0.924 0.201 0.978 0.229 0.970 0.200 

甘肃 1.000 0.154 0.969 0.173 0.968 0.171 0.994 0.188 0.988 0.199 0.984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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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C D C D C D C D C D C D 

青海 0.910 0.106 0.964 0.126 0.951 0.118 0.989 0.129 0.907 0.168 0.944 0.130 

宁夏 0.999 0.156 0.980 0.134 1.000 0.127 0.992 0.157 0.917 0.172 0.977 0.149 

新疆 0.009 0.001 0.004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0 

4.2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性分析 

由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发展缓慢，所以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产业之

间的耦合往往表现为体育产业发展水平高于或低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呈现出前进或落后的

发展状态。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衡量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产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以

及耦合发展水平的有效手段，但其却并不能反映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

衡量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对二者进行同步性差异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体

公

U

U
P                                                       式（11） 

式（11）中，P 为同步性，U 公代表公共体育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指数，U 体指的是体育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指数。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分类方法，对两者的同步类型进行分类，当 P<0.9 时，相关

体育产业发展超过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为“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当 0.9≤P≤1.1 时，相对比

的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步调一致，称为“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发

展型；当 P>1.1 时，则为“体育产业”滞后型[24]。具体等级分类和简化类型名称如表 5 所示。 

表 5 耦合发展滞后评价标准 

 

依据耦合发展滞后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 2017 年这一时间段的公共体育服务、体

育产业综合发展指数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同步性差异分析，根据计算结果统计出其同步性情况，

具体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7 年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性分析 

省份 
公共体育服务 体育产业 

同步性（U 公/U 体） 同步类型 
综合指数（U 公） 综合指数（U 体） 

北京 0.042  0.154  0.274（<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天津 0.024  0.046  0.518（<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同步性（U 公/U 体） 同步类型

P<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0.9≤P≤1.1 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发展型

P>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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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公共体育服务 体育产业 

同步性（U 公/U 体） 同步类型 
综合指数（U 公） 综合指数（U 体） 

河北 0.030  0.053  0.554（<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山西 0.025  0.031  0.826（<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内蒙古 0.034  0.041  0.829（<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辽宁 0.061  0.058  1.066（0.9-1.1） 同步发展型 

吉林 0.043  0.035  1.222（>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黑龙江 0.043  0.035  1.218（>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上海 0.093  0.096  0.966（0.9-1.1） 同步发展型 

江苏 0.122  0.158  0.769（<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浙江 0.408  0.114  3.583（>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安徽 0.046  0.051  0.891（<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福建 0.046  0.085  0.536（<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江西 0.034  0.032  1.058（0.9-1.1） 同步发展型 

山东 3.68E-05 2.04E-05 1.803（>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河南 0.093  0.100  0.930（0.9-1.1） 同步发展型 

湖北 0.089  0.076  1.159（>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湖南 0.041  0.082  0.502（<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广东 0.135  0.195  0.690（<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广西 0.064  0.035  1.842（>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海南 0.011  0.018  0.575（<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重庆 0.026  0.040  0.657（<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四川 0.073  0.061  1.201（>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贵州 0.022  0.041  0.541（<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云南 0.037  0.058  0.639（<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西藏 0.008  0.058  0.144（<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陕西 0.043  0.065  0.656（<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甘肃 0.046  0.034  1.365（>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青海 0.044  0.018  2.461（>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宁夏 0.045  0.019  2.327（>1.1） 体育产业滞后型 

新疆 7.90E-14 1.07E-05 7.37E-09（<0.9） 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 

依据表 6 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系统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

为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同步发展型以及体育产业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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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即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超前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速度，处于这一类

型的省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广东、海南、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和新疆 17 个省份。可以窥见，处于公共体育服务滞后型省域主要

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如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和新疆等西部地区，其公共体

育服务发展进程缓慢，如供需不平衡、相关场地设施落后等现实问题凸出；二是其对外开放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且区位、资源优势明显，体育产业发展速度快且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如位于东部

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域。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发展

型，即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处于这一类型的省域最少，主要包括辽宁、上

海、江西和河南 4 个省份。这一类型的省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诸如上海和辽宁等东部地

区的省域，其不仅公共体育服务得到持续发展，而且体育产业也在适度发展，两者发展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均相对滞后，如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和河南等省份，

使得该两者之间的步伐反而协调起来，但显然这是较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体育产业滞后型，

即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速度超前于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处于这一类的省域主要包括吉林、黑龙

江、浙江、山东、湖北、广西、四川、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11 个省份。其中，浙江、山东

等省域虽然其人力资源阙如、产业资金投入尚不突出，但相较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仍明显处于较

高水平，因而归于体育产业滞后型一类。 

根据上述同步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对于公共

体育服务发展而言，如果只重视、强调区域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将会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与体

育产业两者之间形成壁垒，不利于社会主义体育建设的健康与高质量发展，反之亦然。只有将公

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进行有效衔接，坚持“联动+互动”激发内外活力，形成协调互促的发展格

局，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体育大发展、大繁荣。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由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年际变化情况来看，2013—2017 年间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

业呈现平稳上升的波动变化态势；耦合度的历年均值整体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几

乎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相互关系上来看，有 5 个省份呈现“高耦合度、

高协调度”状态、有 9 个省份凸显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状态、有 2 个省份表现出“低耦合

度、低协调度”状态。 

第二，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性分析来看，属于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同步发展

型的省份仅为 4 个，大部分省份均未实现协调发展。 

5.2 建议 

第一，构建公平的体育市场准入环境，完善体育市场准入制度。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关于放

宽社会民间资本投资市场的准入政策，公开透明准入审批操作过程，下放政府在体育企业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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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上的公权力避免体制壁垒等，以避免民间资本进入存在隐形的准入障碍，确保体育相关产

业及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 

第二，强化政府财政性资金监管和体育产业项目监督管理。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创新监管监督方式如采取第三方、公民、舆论、新闻媒体等手段以确保细节层面的完善，跨越监

管层面的隐形门槛，从而避免在监管过程中面临的掣肘和障碍。 

第三，激发跨部门协同合作治理。公共体育服务是一项公益性的民生工程，而体育产业注重

的是经济收益，二者具有公益性和营利性的矛盾，但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间在建立良好信任

关系基础上，树立“协商民主”理念，重构责任与激励机制，实现资源互通共享，有利于灵活贯

通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如此，还应积极组建政府、企业、NGO

互助包括公民参与的合作网络，鼓励创新协同合作参与的形式，如特许经营、合同外包、凭单制

补助等，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协调共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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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中体育特级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王  琦 

（吴江高级中学） 

1 研究背景 

随着教育现代化战略任务的部署，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专业发展

正成为倍受关注的焦点。加之体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化，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教育教学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然而现实中体育教师教育教学问题的存在、学科地位

边缘化等状况，使得提升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体育教师队伍成为了亟需

研究与推进的课题。 

优秀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有着一定的引领与辐射作用。一位普通的

体育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乃至特级教师的道路是漫长且艰辛的，这是一个专业知识、能力与情意

不断提升，直至发展成熟且达到一定境界的过程。通过对个别优秀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行解读与研

究，可为更多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经验的加持、榜样的树立，以促进更高效的专业发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以一位高中体育特级教师 L 老师的专业发展为研究对

象，采用叙事研究范式，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和实物收集法，叙议结合重现其专业发展历程，以

期引发反思、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回望：L 老师专业发展历程叙事 

3.1.1 职前准备阶段 

（1）专业萌芽：恩师引领铺垫体育道路 

“我从小体弱多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说要锻炼身体。所以外公就经常带我锻炼，久而久之小

学我就在体育上脱颖而出，也参加一些运动比赛。”年少的 L 老师克服了不断生病的体质后，遇

到了引领她走上体育道路的恩师。“我的体育老师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经常引领一帮

孩子锻炼身体。他真的很敬业，会全程一直监督着我们，一般下完课我就去锻炼身体了。后来我

跨栏比较出众，被选去代表县参加了市级比赛，拿到了不错的名次。那时候体育老师鼓励我说去

考体育吧，这样才决定报考体育。”此时期的 L 老师专业认同并未形成，报考体育的初衷并不全

然是热爱与向往，更多的是由于自身体育方面的特长以及师长的指点。 

（2）专业认同：思想沉淀后的刻苦学练 

考取大学后，L 老师坦言当初有过转专业的念头。“我中学时对物理也非常感兴趣，心想先上

体育专业，有机会能转就转物理系。”还未展开职前学习的 L 老师起初有转专业的想法，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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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专业尚是一种“无感”的状态。 

“慢慢学练了一段时间后，自己想法上也就踏实下来了，心想既然选择了体育，将来要做体

育老师，就要好好学。如果学不好，那如何教好学生呢？所以上大学后也比较刻苦。”展开职前

学习的 L 老师慢慢产生了专业认同，并在专业情感上由就业需求而推动的学习转变为“能否教好

学生”的担忧，也清楚并坚定了目标。可见，任何专业发展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几经波折后

才能得以明确，也只有在思想上不断抉择和沉淀，才能形成一定的专业认同和合适的专业发展目

标及规划。 

（3）师范熏陶：大学时光学练氛围浓郁 

“当时的老师很敬业，我学得很认真并学到了很多。记得有次老师说选教案写得好的同学上

课，我准备的很认真，我就是被选中的那个，到现在还记得我教的是蹲踞式跳远。”随着学习的不

断深入，L 老师开始抓住每个机会尝试“学生”与“教师”的角色转换，积极参与教学实践，加

深自己对教育教学的认识。 

“班上差的同学喜欢来找我教他们练习，所以当时学习氛围也很好。课上老师辅导后，课后

我们自己练的比较多，比如说早上大家伙儿一起到后山去跑步、篮球差的结对子去练习、去体操

房互相保护帮助练习…”师范院校为 L 老师提供了良好环境和丰厚资源，为其今后体育教育事业

上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2 专业发展的适应期：新手阶段 

（1）初出茅庐：现实碰壁决心证明自我 

“当时上课是‘大锅饭’，没有‘工作绩效’。我是外地人，又是新教师，被排的课就较多。那时

候年轻也无所谓，工作也比较认真。”为了尽快得到认可，L 老师选择咽下辛苦，开启新教师摸索的

道路。教师绩效制度实行后，L 老师又因为哺乳期被学校减少了工作量。对于初任教师来说，最关心

的不外乎就是自己的职业生存问题。“后来我主动去找校长谈话，要求上足工作量。校长就把篮球队

让我带算补足工作量。” 

（2）摸索前行：查漏补缺积极应对工作 

回忆起工作之初难忘的事，L 老师提起了第一次编排校运会开幕式的经历。“我压力还是蛮大

的，因为没学过团体操，但是我也会努力向老组长请教、学习，再自己去研究。当时市里有团体

操比赛，有一年我排过六个团体操去比赛，拿到过不错的名次和奖项，比如市第三名。” 

在课余训练方面，L 老师起初接手的是校篮球队，带队经验的不足给其带来了真实的压力。

“虽然大学也学篮球，但只学的基本技术而已。所以对于怎样去带训练队，我就自己边学边去研

究。慢慢摸索下来之后有了门道，也拿过较好的名次，第一名第二名都拿过。” 

（3）科研初始：处女作获奖后心生动力  

“因为工作当中要评职称，涉及到要写文章，所以作为新手我在老组长的提醒下开始写起了

文章。”L 老师坦言第一次写文章的契机是职业外部评价与升迁的需要。“我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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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研室，被评了三等奖。随后我就受到了表扬，领导们认为年轻人能够参与省里面的论文比赛，

且第一次就获奖很不简单。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对自己有所要求了， 慢慢在各方面能胜任工作

了。”“处女作”获奖、受到认可与表扬，对于专业发展初期的 L 老师来说就像是一剂良药，为

她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她今后不断进取的强心剂。 

3.1.3 专业发展的入门期：胜任阶段 

（1）敢为人先：凭一己之力带动专业课 

老教师退休后，L 老师逐步接手田径运动队训练，紧接着是体育高考训练。艺术特色班建设

后，学校逐步取消了体育班。“有一年年终考评，唯独体育组没有优秀名额。我不服气，就去找校

长做思想汇报，给出的理由就是体育没有为高考做贡献。我说如果有这种说法，我就明年练给学

校看一下。我就在自己带的班里选了两个有意向考体育的学生，本着负责任的心带他们训练，顺

利考取了大学。接下来一届，就有孩子来找我练体育，紧接着校长找到了我，我表示应该像音乐

美术一样安排高考专业课。”处在胜任阶段的 L 老师有着较高的职业抱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

无形之中加速了专业发展。 

（2）教管结合：教导学生先做人后成才 

接手体育高考训练队后，L 老师明白自己身上不仅肩负着孩子们的训练成绩，同时还扛起着

一种教育教导的责任。“我感觉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先做人后成才。思想上要把它抓好，比如说

早练时间较早，我教学生一大早到校要学会跟清晨开门的门卫、老师们问好，这是对人的尊重。

我经常教他们要互相帮助、合作。我强调一个队就要像一个小家庭融为一体、互相提高。” 

3.1.4 专业发展的成熟期：熟练阶段 

（1）成长转机：担任组长的忧虑与收获 

L 老师出色的工作能力渐渐受到了新校长的赏识与认可，不久就被提拔为副组长，之后很快

成为了体育教研组正组长。“做了组长以后，自己就是一个头儿，要以身作则，起一个模范带头作

用，用自己的言行去引导身边的人。”  

挑起体育组“领头羊”的大梁，那时已为人母的 L 老师也谈及了担任组长之后的一些现实状

况。“我先生在外面读研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去监督体考学生们早训，训练完喂完孩子

早饭，再把她送去幼儿园，真的还是受影响的。”  

尽管此阶段的 L 教师肩负着“母亲”和“体育组组长”双重身份的重担，但她坦言反思其一

路走来，担任组长是她专业发展路上快速成长的一大转机。“做了组长后，我首先是带领全组成员

做好学校的各项体育教育教学工作，同时积极协助教研室组织开展市直各种教研活动并及时写通

讯报道。工作之余，我也常把经验与同事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以后，就

推动了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都要努力地去发展，这样自己的专业成长应该说更快吧。” 初担组长

的 L 老师在紧张快节奏的工作中很快崭露头角，这期间她的组织、协调、实施等众多能力的提升，

专业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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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念升华：教育与教学观日趋更新 

在 L 老师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过程中，其由起初的关注点在自我践行上转向了学生的培养和

发展上。L 老师时常在想：怎么培养幸福的学生？“首先要有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让学生在

你的爱中感到快乐，在乐中学到知识与技能、体验成功。真正地做到尊重学生的个性，提供适切

的教育。在体育教学中，应充分注意到学生在身体条件、兴趣爱好和运动技能等方面的个体差异。

在教学中要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和特性，给予精心的指导，将他们的闪光点变成特长。”  

（3）挑战难题：教学训练的研究与创新 

怎样让高中生自觉且愿意上体育课成了 L 老师在对高中生群体体育教学中不断研究、创新的

问题。“因为学生体质下降，所以有了课课练的回归，但学生是不愿意去做的。作为老师，应该要

把课课练编出花样来。要去创新动作，激发学生去练习。通过我自己不断去创新和践行后，还是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的，有一年我所任教的高中毕业生参加省大一新生测试，就获得了市直中学第

一名的好成绩。”  

 谈起体育高考运动队的训练，面对训练生们参差不齐的先天条件，如何克服不利因素、提高

成绩，L 老师是下足了功夫。“我把实心球的技术改成了平行站立，再采用科学的方法去训练，那

一届学生都掷到了 14 米向上，所以我觉得在训练中要大胆创新、钻研，要学习新的理念、科学的

训练方法。” 

3.1.5 专业发展的创造期：专家阶段 

（1）教研相长：学能并进助力教能提升 

在近三十年的积累、反思与研究中，L 老师立足课堂教学，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走出一条富

于研究与创造的道路。现阶段的她已经不受外部评价或职务升迁等因素的牵制，只是想把自己三

十多年教学实践中的所思所悟作用于体育教学的更好发展上。“我所申报的课题并不是凭空想象

的，而是通过在教学中思考得来的。学生对健康知识懂得的并不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健康教育

融合到体育教学里，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端正上好体育课的态度、科学锻炼身体。那怎样去融合？

我就尝试把一些健康知识巧妙地灌输到体育实践课当中。真正去研究并实践了以后感觉学生的态

度、上课的积极性是有明显转变的。这是我申报课题的初衷。” 

科研路不总是一帆风顺的，L 老师也坦言关于这方面存在着瓶颈。“在数据处理上我并不会像

统计学里那样去分析，理论基础还不够充足扎实。接下来我想请教高校体育学院的研究生，去学

习一些数据的处理，看更多的专业知识。”在对自身不足的理性认识下，L 老师不懈地在研究型教

师的道路上发展，不断去突破发展的瓶颈。 

（2）来日方长：终身学习拓展专业深度 

为鼓励教师们主动进步、自觉提升，学校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但随着 L 老师年龄渐

长，学校开始只派青年教师去参加培训，L 老师“私下”却有着自己的行动。“18 年年底新课改

的培训定在了外地，学校派的是 W 老师去的，但培训很快就在网上进行现场同步转播，我就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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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去学。我认为‘培训’并不是说上级要求培训才去培训，这是一个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的要

求和需求---要自觉去培训。” 

强烈的自主专业发展意念促使着 L 老师不断学习，多个平台与资源成为了她汲取知识的土

壤。“前段时间我跟随工作室，前往了运动工厂和深潜中心，体验了蹦床、赛艇运动。对新兴体育

运动有了切身感受与学习后，可以说为我之后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思路。” 

（3）示范辐射：尽传帮带作用携手共进 

作为学科带头人、教研站站长，L 老师把指导和帮助年轻教师专业成长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充

分发挥着名师引领、示范和辐射的作用。“近几年我指导了多数青年教师，主要指导体育教育教学、

训练及教科研方面，他们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L 老师在 SC 体育工作室进行公益写作培训，并引领大家思

考疫情阶段和后疫情时代的自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问题。在关注学生、同行工作者的同时，L 老

师还把教育和义务辅导延伸至更多地方。“我多次给 Y 大学的体教专业学生开设体育教学理论与

实践方面的讲座与辅导，在体育课堂教学、运动队训练、课外体育活动和教科研等方面向他们传

达应该怎样成为一位优秀的体育教师。我也分享了现实工作中的体会，希望学生们能对未来就业

情况有更深刻的理解。” 

（4）保持热爱：卸任并非结束体教事业 

长期的工作劳累，L 老师的身体状况逐年下滑。“随着年龄增长，大量的工作对身体还是有影

响的，最后还是劳累过度，所以迫不得已我跟学校提出了要求。学校在我口头提出后没答应，最

后我写了辞去组长职务的报告，这样才把组长和训练放下了。一下子觉得有点失落吧，但经过自

己的调整，我明白这不是什么所谓的结束。我心态上依然是把课上好，让学生明白体育课对其一

生的影响!” 

L 老师也用亲身体会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学校应该对体育老师要有所关注。特别是女

性体育教师到了一定年龄后，对待她们的要求，比如说工作量方面，应该还是要有所区别。” 

虽因身体原因卸任了体育组组长职务，但 L 老师对体育教育事业的热爱没有一丝轻减。“应

该说自己很热爱这份职业，现在呢就正常的上课，凭着一颗有责任的心把每一节课上好，并没有

说我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退休了，就开始糊、混。平时也在积极研讨一些课题。”  

3.2 体悟：L 老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3.2.1 外部支持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1）国家社会方面 

教育改革、相关政策等都让 L 老师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看到了前行的希望。国家社会需要本

着以体育教师更高效的专业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相关专业发展制度、创新培训模式、优

化发展式评价等让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体育教师都能受益。 

（2）师范院校方面 

师范院校使 L 老师收获了专业知识与技能，也对职业认同、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产生了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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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师范院校应着重培养体育师范生的职业情感认同、夯实专业综合能力、培养教育教学素养、

提升师资力量水平等，为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任教学校方面 

任教学校的影响是 L 老师专业良好发展必不可缺的因素。学校要致力于利用、整合内外部的

条件和环境为体育教师创设一个良好的专业发展氛围，如增强人文关怀、加强校园文化熏陶、构

建教师学习合作共同体、加强校本培训力度、提供专业发展平台与契机等，于多方面重视和促进

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4）家庭方面 

家庭成员对体育教师的工作支持程度、家庭分担情况等都不同程度影响着专业发展。基于叙

事对象 L 老师女性的身份，更显而易见。家庭方面要能对个体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配偶

有意识地分担家庭事务、分配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等，从而淡化体育教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平

衡的劳累感，使其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保持良好的心态。 

3.2.2 爱岗敬业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源泉 

（1）增强职业认同，坚定学科自信 

高度的职业认同感，是实现 L 老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教师要能从内心深处接受自身

职业、树立正确的体育学科主体观、形成健康稳定的心理素质，从而培养和增强高度的职业认同

感，坚定体育学科自信，驱使自身专业发展走向更积极、更饱满的状态。 

（2）坚定教育信念，用爱浇灌成长 

教师坚定的教育信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精神力量。体育教师要热爱体育教育事业本身，将打

造学生体质健康、以体育人作为专业理想，视为发挥个人才能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时刻保持

一颗爱学生的心，激发教育激情，推动自身潜力的挖掘，实现专业发展的日趋成熟。 

（3）保持积极心态，提升自我效能 

L 老师卸任组长职务后专业持续发展的心态启示着身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体育教师要能适度

的提升自我效能感，保持积极的发展心态和职业状态，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下尝试新鲜事物，寻

求突破创新，以延续自身的专业发展。 

3.2.3 专业自觉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1）增强自主发展意识，学做专业发展规划 

基于叙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自主专业发展意识，意识促使着教师进行

学习、实践与创造。作为体育教师，在具备一颗热爱体育教育的赤诚之心后，还需将自主专业发

展意识贯穿始终，具体要做到提升专业自我认识，形成自觉改造的观念与行动；学做好专业发展

规划等。 

（2）提升专业知识储备，夯实教学实践能力 

课堂是体育教师发挥专业影响力、实现体育教学价值的主阵地。这之中体育知识与技能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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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学技巧与方法都是其专业的外在表现。体育教师要能自觉提升个人的专业知识储备，做到

在教学实践中磨练体育教学能力。 

（3）把握正确教学原则，构建良好学习氛围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单是个体孤立的发展，体育教师要在师生关系中做到正确把握教学原则，

在教学中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同事之间形成交流合作的教育氛围。 

3.2.4 学习、反思与研究是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1）贯彻终身学习理念与行动 

基于叙事，可以感知 L 老师“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贯穿始终。体育教师更要通过终身学

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转变传统“教书匠”的身份，做一名积极进取的求学者。 

（2）促进经常与多样化的反思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L 老师虽饱含教学经验，但其能经常审视自我，

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且行且思。体育教师要持有“对行动的反思”意识、培养“在行动中反思”

的能力。从而更新内隐经验，实现体育教学与训练最优化；更敏锐地发现日常教学与训练中的问

题，为教科研打开新思路。 

（3）强化教科研的意识与能力 

教师将“教”与“研”相结合，是专业发展走向专家型教师阶段的助推器。处在教学一线的

体育教师要强化发展教科研意识，以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效果为目的，在日常体育教学训练中处

处留心、探寻有价值的问题，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不断构建自身知识与能力，为学术

科研创造积累储备、打磨自我。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对 L 老师专业发展历程的解释性分析，总结出利于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正向构建的经验启

示与促进策略：（1）国家社会要做到积极支持和推动，包括完善专业发展制度、创新培训模式、

优化发展评价等；（2）师范院校要发挥好培育体教人才的职能，包括培育体育师范生的职业情感

认同、专业知识技能、体育教育教学素养等；（3）任教学校要加强对体育教师的人文关怀、重视

教育教学氛围营造和校园文化熏陶、注重构建教师学习合作共同体、加强校本培训力度、提供尽

可能多的专业发展平台和契机等；（4）家庭方面要能对其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5）体育

教师个体要对体教事业保持热爱，包括增强职业认同感、坚定教育信念、保持积极心态等；做到

充分的专业自觉；以学习、反思与研究为路径去探寻有效的专业发展。 

诚然，每一位优秀教师的专业发展都有着特殊性，经验本身也有个体性、地域性和局限性。

但被评为特级教师或其他荣誉及职称不是最终目的，获得自身的专业发展才是追求的目标。笔者

希望不同个体能从这位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中感同身受、自我反思、寻找和构建出不一样的意义

组合，汲取其中促进自我发展的养分。希望为体育师范生和广大一线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尽些许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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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 

理论支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吴相雷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学科交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驱动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及其重要的

作用。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内容来解释学

科交叉，并在对体育学科交叉的现实审视与困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体育学科的发展路径。研究提

出：学科交叉是促进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学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支

撑，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对体育学科分类标准、发展动力、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1）宏观层建立政策和多元主体协同促进的引领策略；（2）中观层建立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学科融通、专业融通、课程融通网络；（3）微观层立足学科交叉实践，形成学科发

展与项目环扣、知识环扣、人才环扣的复合型学科发展策略。进而实现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高

质量发展。 

关键词：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学科交叉；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学科分类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掀起了学科大发展的浪潮，学科交叉促进创新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学科

发展的重要驱动手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优化学科

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体育科学自然也不例外，从突然兴起的体育

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等新兴学科专业就可窥见一斑。2011 年，艺术学从文学门类脱离，

上升为第十三大学科门类
①
，2021 年交叉学科成为第十四大学科门类，这两大学科门类的产生，

给体育学科发展带来很大的触动。体育学科作为一门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学

科，在加快我国实现“教育强国”与“体育强国”重大目标、深入落实“全民健身”与“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②
以学科交叉作为核心动力驱动体育学科发

展成为必然。 

学科交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价值在于有效推动了体育学科学领域学术视野拓宽、人

才培养创新和成果转化丰富；但学科交叉在促进体育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抑制

体育学科发展些许困境，例如以简单的学科知识叠加来实现对体育学科的盲目扩张，抑制了体育

 
① 张晓义,王晓微.基于体育学科建设的“中国体育管理思想史”研究引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07):7-11. 
② 方千华.中国体育学科理论建设应更好地服务于体育实践发展需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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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地位的提升，通过嫁接、移植、借鉴等手段弱化了体育学科本身特有的学科属性，并随之造

成了体育学科内部分类标准混乱、动力不足和环境不清等困境，而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当前学科

交叉驱动我国体育学科发展过程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撑而导致驱动支撑力不足。基于以上发展困

境，本研究通过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分析框架来支撑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发展，力求将理论层

面引导与实践层面干预相结合，促进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 

1 视角层归纳：学科交叉与体育学科发展的现实检视 

1.1 内涵阐释：体育科学“学科-专业-课程”关系之厘 

学科是不同认知主体间的知识结构互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
①
而学科交

叉是对学科知识的组织管理和创造应用的过程。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学科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

的，通过对学科之间的引用与被引关系进行分析，能够揭示学科演化的动态结构和发展规律。
②
一

门学科的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它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③
，体育学科是开展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以及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对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

生命科学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推动力。
④
体育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融合了

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同时体育学作为知识供体也将其知识广泛的输入至其他学科，形成了一个

开放的、持续演进的知识体系。体育学科“学科、专业、课程”三者之间应通过知识交叉，建立

更加科学的排列秩序和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三者之间形成的双向促进的循环体系，即

“体育学科为各专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知识，各专业发展为课程体系指明了目标取向和推进思

路，课程体系建设为培养创新型体育学科交叉人才提供基础支撑；同时课程发展的矛盾推动专业

建设，专业建设的需求推动学科的创新，而课程和专业建设产生的人才和思想资源又是学科创新

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1.2 历程反窥：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发展之缘 

对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其历程梳理是不可忽视的维度。体育学科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时也包

含大量的自然科学元素，是一门交叉性强的应用型、综合型科学体系。
⑤⑥⑦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

的颁布，标志着“体育”一科被确立为必授科目。
⑧
这一时期，体育以教育学为母学科，体育的教育

价值占据了体育科目的主导价值。到 1923 年，王庚在《体育学与体育教学》一文中提出“体育学是

科学”的观点，“体育学”转而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最初体育学科的产生和

 
① 孙绵涛.学科论[J].教育研究,2004(06):49-55. 
② 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01):58-60. 
③ 胡小明.体育的价值区域与探索路径[J].体育科学,2007,27(11) :9－14. 
④ 王家宏.把握新机遇,助推中国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2):5-6. 
⑤ 符壮,宋喜红.体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实施机制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0,(21):116-117. 
⑥ 黄璐.体育学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概述与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02):28-32. 
⑦  李博 .学科交叉视角下中国体育学学科性质探析——基于托尼 ·比彻学科分类理论 [J].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2022,45(04):23-40. 
⑧ 王颢霖.从学科交叉与分化管窥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J].体育科学,2015,35(06):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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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源于对其他学科知识内容的引入和借鉴，而学科交叉的显现可追溯到 30 年代末期，阮蔚村（1937）

在《言论：何谓体育学》中所涉及到的“体育学之分科及其内容”，其阐述了体育学的分科包括体育

生理卫生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管理学等，间接佐证了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发展的史实。从新中国

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 30 年，我国体育学科发展以引进苏联模式为主，体育学科发展偏向于自然科学

和教育科学，随着社会需求和体育职能的拓展，体育学科逐渐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高度密切的联

系。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了我国体育学科走向独立探索的新发展阶段，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组织下，1981 年、1990 年、1997 年、2011 年 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共经历了五次调整。

但体育科学却在 1997 年之后的两次大的修订中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发展动力。 

1.3 进路探索：复合相互依赖与体育学科交叉之兴 

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发明大多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各国国家和社

会通过政策法规鼓励、组织管理重视、科研实践支持等举措为学科交叉驱动学科高质量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环境。
①
体育学科同样在现代科学聚合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与其他学科产生联系的程度

在逐渐加深，一些“边缘”交叉学科逐渐走向“中心”，并不断催生出新的分支学科。
②
 

体育学科价值体系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引用，使体育学科相较其它学科更具开放

性。（1）从学科分类研究来看，“既无遗漏又无交叉”理想型学科分类原则虽然保障了本学科研究

领域的完整性，但随着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理想型的学科分类逐渐被淡化或是被推翻。

有研究表明，每个学科的学理性和应用性研究都涉及多学科的知识，这使得学科之间的知识重叠已

成必然。
③
将多学科之间的研究内容与体育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探索，以此发现体育学科研究的新问

题、新知识、新理论。
④
体育学科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与人体科学，是一门研究人

体运动的交叉性、综合性科学体系，通过对体育学科本质内涵的属性特点构建学科体系。
⑤⑥

（2）

从学科发展动力来看，任何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过程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发达国家体

育科学已发展成为具有深度交叉和应用性的学科，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发展动力。
⑦
美国学科发展更

多关注于方法论、学科演化、知识创新等方面问题。
⑧
通过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来扩大学

科研究范畴。将体育学科内容融入“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科群之中，从学科学、心理学、

社会学、管理学等视角对体育学学科交叉现象进行探讨。（3）从学科交叉实践环境来看，非体育一

级学科学位点的普通院校研究生将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研究作为自己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体

 
① 李建英,石晓峰,王飞,贺天平.对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探讨[J].体育科学,2007,(05):83-87. 
② 李春景,刘仲林.现代科学发展学科交叉模式探析—一种学科交叉模式的分析框架[J].科学学研究,2004(03):244-248. 
③ 董德龙,刘文明,SEAMUS Kelly.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一种学科方向探究[].体育科

学,2015,35(03):83-89. 
④ 汪康乐,邰崇禧,陈瑞琴.跨学科研究法在体育科学创新中的作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04):35-38. 
⑤ 黄竹杭,杨雪芹.理性认识体育学科文化-推动体育学科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02):8-11. 
⑥ 季浏.艺术学荣升门类对体育学科发展的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2):7-8. 
⑦ 易剑东.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中两个问题的审视[J].体育学刊,2013,20(04):5-7. 
⑧ 方千华,王润斌,徐建华,谢正阳,李凤梅.体育学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建构:逻辑进路、研究进展与视域前瞻[J].体

育科学,2017,37(0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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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学科之间相互依赖的必然趋势。而设有体育院系的综合类大学，在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

方面具有更大的学科资源优势。
①
一些综合类高校以学科交叉为契机，与国家高水平运动员、运动

队等建立多主体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学校通过运动员、运动队扩大学校知名度，另一方面高

校结合本校特色和优势专业，设立体育管理、体育新闻、体育法学等专业，以满足不同运动员的学

习兴趣和运动队的发展需求。 

2 理论层支撑：理论逻辑与适用性分析 

2.1 理论逻辑框架 

“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对国际关系研究而产生于

国际环境之中。20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间关系进入动荡期，“国家中心”范式受到“多元主义”

范式的冲击，以多元主体相互依赖为主导的理论逻辑重新定义了国际关系与国际发展秩序。在此

之前，以 1948 年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为

发端，在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下产生了如 1957 年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78 年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

利益》、1979 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等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而伴随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美国霸权的衰败，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主导国际关系研究中成为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②]在 1977 年合作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

开始，到 1984 年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6 年约瑟夫·奈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鲍德温（David Baldwin）《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多部经典理

论的问世，将自由主义推向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中心。在自由主义理论范式中，“复合相互依赖

理论”强调了“多元主体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理论观点，同时在后期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有着重

要贡献。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框架（见图 1）：（1）各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互相联系的多种

渠道和方式，致使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2）国家之间存在更多没有固定或等级之

分的议程问题，致使军事安全不在是国家间的首要问题。（3）尽管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仍然发挥

很大作用，但在复合相互依赖背景下受到了限制，武力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 

 
图 1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逻辑框架 

 
① 左伟,曹淼孙,苏如锋.美国 7 所大学的体育学科发展现状研究及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03):257-261.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5-2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90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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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促使多元主体之间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带动了国际关系相互依赖、国际经

济相互依赖①、公共危机治理②等多领域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教

育全球化的演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各学科仅仅立足于自身纵向发展，已无法有效的解决和满

足高等教育各学科发展的基本需求。伴随多元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实现合作共赢的价值被逐渐放

大，多学科之间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而形成了学科交叉，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创新，

促成了学科横向发展。③④“工业发展、产业发展、商业经济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的研究价值的到广泛认可。加之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相互依赖更

加迫切⑤，⑥，⑦，人类社会相互依赖的高等教育特性被逐渐放大。⑧复合相互依赖的高等教育研究范

式的雏形逐渐显现。这些前期的研究基础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支撑学科交叉驱动学科发展成为可

能。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引入教育领域，进一步支撑“学科交叉”来促进学科体系发展，以

此来描绘当今教育发展大环境的发展图景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提出，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结合我国体育学科发展态势，以多元主体间复合相互

依赖为研究范式，在体育学科发展的理论探索中分析并建立契合体育学科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体育学科发展中，学科交叉作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将相互依赖支撑学科交叉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由浅到深、由狭至广，使得高等教育中更多的学科与体育学科之间相互

交叉融合，构成了一个远比单一学科所囊括的知识体系更为复杂和宽泛的知识结构。复合相互依

赖理论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应用，支撑了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化和

科学化。 

2.2 理论适用性分析 

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学理建设这一根本保障。在高等教育学科系统中，系统内部不同

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这种学科间的相互作用综合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相

互依赖效应。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可以很好的阐述学科之间依赖效应的内涵和价值。体育学科的

学科属性和发展趋势更加契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学科交叉的理论指导。无论是不同学科之间相

互交叉、渗透和综合，还是体育学科内部的学科专业及课程的协同发展，都离不开学科依赖效应，

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科学解释。（见图 2） 

 
①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 版第 34、35 页 
②  刘善仕,王鹏程, 裴嘉良等.相互依赖理论视角下危机治理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冲突与合作[J]. 管理学

报,2022,19(6):11. 
③ 陈宗章.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三个自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01):4-8. 
④ 邹海燕,曾德伟,席海涛.基于整体论思想构建立体化现代工程中心[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2,29(06):132-135. 
⑤ 姜英敏,王文静,杨岚.日本政府与 NGO 国际教育援助合作机制分析——基于对"相互依赖性"与"组织身份"的考

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1):10. 
⑥  赵亮.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高校课程体系重构——基于理论与实践角度的分析[J].江苏高

教,2020(6):6. 
⑦ 刘洁.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协调性的多目标综合评价模型及其应用[D].西南交通大学. 
⑧ 刘进,林松月,高媛.后疫情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常态——基于对菲利普·阿特巴赫等 21 位学者的深度访谈[J].

教育研究,2021,42(10):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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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支撑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发展的科学解释 

学科交叉是在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论三个层面进行学科合作与发展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

绝大多数学科都可以通过理论、方法和学科知识与体育学科形成学科交叉的多个触点。①复合相

互依赖理论在支撑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1）强调在面临同一社会问题、研

究对象统一的基础下，实现学科资源互换，追求成果共享，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复合相互依赖的

价值认知；（2）分析体育学科体系发展中的方法问题，阐释学科交叉过程学科中合作偏好问题，

建立教育环境稳定的学科生态闭环；（3）早期体育学科发展中存在知识交叉，证明了复合相互依

赖理论作用于学科交叉而产生知识联系的特点，而知识联系带来的专业交叉进而转向学科交叉无

疑成为目前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驱动力。 

本研究利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解释体育学科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依赖，形成交叉”

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与“学科交叉”这两个内容关联在一起驱

动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那么学科交叉的实践过程便是支持“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型，同时

用“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案例来指引我们对体育学科发展路径的考察，那样便可以

将学科交叉融入并驱动体育学科发展时不在那么生硬。 

3 困境层分析：体育学科发展困顿之殇 

1980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颁布，推动我国进入了学科大发展阶段，但体

育学科发展一直处在盲目扩大外延而缺少对本质内涵的深层次解读。在学科交叉背景下，探讨体

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分类标准、发展动力、发展环境三重困境，其价值在于完善体育学科基本理

论、为学科创新提供实证依据、为体育学科发展提供路径，进而提升学科地位、加强学科认同、

优化学科建设、引导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见图 3） 

 
① 李博.中国体育学演进历程探析——基于学科建构路径理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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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科交叉背景下体育学科发展的三重困境 

3.1 体育学科-学科分类之殇 

学科分类是为了界定研究领域，通过考虑知识本身的逻辑规律带动学术研究创新的手段之

一。学科分类不应有遗漏和交叉，是以往对学科认识局限和学科迫切追求独立所形成的历史弊端。

有研究从学科本质属性出发，提出体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归属于教育学门类，已经实现了体育与教

育交叉，这种交叉突出表现为“体育中有教育，教育离不开体育”的社会共识，但这种交叉仅从

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似有合理之处，但从体育学科本身发

展和趋势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方式几乎制约了体育学科一半的发展空间，运动科学发展有强大

的内生动力和社会需求，但学科边界和学科从属关系严重制约其发展。
①
但随着高等教育学科体

系的不断完善，1997 年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制定的体育学科分类标准也逐渐打破了这一认识弊端。

其中，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按照学科属性来划分；体育教育训练学作为体育学科的

本源学科按照实践领域来划分，体育教育训练学涵盖“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两大部分，不能

简单归属到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中，毕竟体育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科学，运动训练更不能脱离

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实践对象是民族民间体育(含体育民俗)，“民族”“传统”这两个

词赋予该学科鲜明的人文社会科学色彩，研究过程需要倚重和借助大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和方

法，学科发展无法避免的与体育人文社会学产生交叉。体育学科的四个二级，是二级学科之间产

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25 年来，国内学者对体育学科以及学科分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依旧没有形成关于体育学科

归属或是体育学科地位科学、准确的表述。与此同时，对于二级学科分类问题，国内研究始终无

法打破已有的四个二级学科分类模式，学科分类存在标准不一，二级学科间发展不平衡且学科内

部矛盾林立，学科交叉在促进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而无法形成复合相互依赖的共促型学科发展模

式是摆在体育学者面前无法摆脱的思维桎梏。 

 
① 陈佩杰.建议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运动科学”一级学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2):1-2. 



 

28 

3.2 体育学科-发展动力之殇 

早期体育学科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对多学科知识的嫁接来实现对体育学科领域的扩张，这种

生硬的“拿来主义”虽然是学科发展的历史使然，在短期内也推动体育学科向前发展，但体育学

科随后的几十年发展却始终无法完全打破这种嫁接式的学科发展模式，导致体育学科在学科交叉

驱动过程中未能将学科交叉的本质功能发挥出来。对于体育学科发展而言，专业数量的增加并不

能使体育学科摆脱学科规模的局限性，究其原因在于学科之间的交融和互动无法形成相互依赖。

（1）一些综合类、师范类名校可以依靠既有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建立体育交叉学科，同时展现

出较强的社会需求和竞争优势，但综合类高校体育师资团队几乎以公共体育教学为主，而学科交

叉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驱动力，然综合类高校有得天独厚的学科交叉资源却苦于没

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去推动实现；（2）国内各大体育院校也在积极通过学科交叉来发展本校特色专

业，但体育类高校学科交叉发展更多展现出的是“拿来主义”，由于本校学科规模单一，学科交叉

环境局限，体育院校的学科发展依然停留在个体鼓励、兴趣支撑、机械组合的学科交叉初始阶段，

学科规模局限下的学科互动无法实现，有规律的学科体系研究不足，学科发展中的困境难破难立

成为现实困阻。 

3.3 体育学科-发展环境之殇 

我国在体育学科建立之初就确定了体育学科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但这两

条道路在体育学科特殊的学科环境下缺乏相互依赖而无法协同发展，即表现出体育理论研究迟

缓，呈现出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而体育实践发展独断专行，呈现出以前人经验总结为主，二者

之间没有相互依赖共同促进。这也是早期体育学科发展缺少合理性的必然反应。现如今，我国体

育学科在各领域形成学科交叉，催生了体育学科交叉专业的迅速发展，这样的发展态势看似对我

国体育学科发展形成了创新性的成果，但从长远来看，体育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科交

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而是众多学者所提的“嫁接/植入/借鉴”，这种将其他学科

领域的知识生硬的嫁接于体育学科而产生的“物理反应”显然是低效的，或是从长远利益来看是

制约体育学科发展的。（1）当前我国体育学科交叉建设还处在缓慢推进时期，学科交叉仅局限于

某一学科与体育学科交叉，而多学科与体育学科交叉所产生的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学科交叉群还未

成型。体育学科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改革动力，看似拓宽了体育学科发展的道路，实则弱化了体

育学科在众学科中的主体地位。
①
（2）以“嫁接”知识这种物理手段实现学科交叉的发展模式只

能单一的对体育学科产生些许优势但不能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加以补充的“伪学科交叉”

只能显现出体育学科的主动求变而不是多学科的协同发展。这背离了学科交叉的目的，也不符合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体育学科发展的促进策略。（3）体育学科的这种学科交叉模式可以快速催生

出许多新型的学科专业，但这些新兴专业在发展环境上存在众多阻碍，突出表现为这一这些专业

 
① 王苏辉.高校体育学科间的融合与创新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2):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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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发展势头良好，而在本科阶段和进入博士阶段的研究生而言，这些新兴专业却

没有稳定的生源支撑，所以导致这些新兴专业处在一个悬浮且断层的发展环境之中。 

4 实践层驱动：体育学科发展路径之策 

在进行体育科学研究时，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无法用本学科已有的知识加以解决的时候，可

以通过联系和整合两个或者多个学科知识及方法来解决这一复杂问题，这样便实现了跨学科或学

科交叉研究。怎样判断某一研究是否属于体育学科交叉研究的范畴，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可以做进

一步解释：如果对体育领域某一科学问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解决这一问题，

而这一研究过程仅仅解决了体育学科这一研究领域的些许难题，这便不是学科交叉，而是学科嫁

接。反之，若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研究不但解决了体育领域的问题，也对所交叉学科的知

识进行拓展，或是生成了受益于两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这才是学科之间实现复

合相互依赖的学科交叉研究。 

 

图 4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支撑体育学科交叉的实践创新发展路径 

本研究以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要想实现体育学科与多学科协同发展，需要在

理念上树立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找准利益结合点，建立复合相互依赖的学科交叉发展策略。（见

图 4）（1）宏观层做好体育学科多元主体的复合相互依赖发展网络，完善政府、综合院校、师范

院校、体育院校等主体的顶层政策资源协同；（2）中观层做好学科、专业、课程之间关系网络的

优化，在各平台的优势资源上建立融通机制；（3）微观层完善跨学科团队、项目、人才等支持保

障工作，建立学科知识群，创新可交叉知识资源，实现对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4.1 宏观引领策略 

宏观层建立政策驱动。体育学科交叉要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理念想统一。在政策内容

上，依托双一流建设对学科发展的政策红利，在目标上建立中国体育学科优势和特色，并加以推

广来提升体育学科在众多学科中的学科地位；在技术上归口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体育科学学

位委员会统一指导，建立学科分级管理机制，不断推进体育学科阶梯式成长。以复合相互依赖理

论来解释政府、高校、体育学科、其他学科之间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关系，形成复合相互依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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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体之间依赖关系的四种类型（见图 5）。 

 

图 5  相互依赖关系的四种类型 

多元主体协同引领。（1）非对称型相互依赖：政府与高校（包括体育类高校）在资源依赖上

存在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存在弊端，但政府在一定层面上获得了高校给予的人

才补充，高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府在物质资源和制度政策层面的支撑和保障，以此促进二者

形成相互依赖的良性合作关系。（2）复合型相互依赖：政府、综合类/师范类高校、体育院系二者

或者三者之间形成的复合型相互依赖关系源自于他们之间存在非利益竞争，所以即使相互依赖是

非对称的，但制度政策的支撑和保障、学科平台的建立和支持、各类资源的供给，以及学科发展

带来的教育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依然可以促进三者协同发展。（3）对称型相互依赖：在综合类

和师范类的体育院系与其他院系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由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学科交叉，同

时学科的交叉、关联知识的交叉和交叉型人才的培养，致使各学科之间存在理论、知识、方法等

资源的准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此种关系是最大化促进学科之间协同发展的底层资源。（4）竞争型

相互依赖：体育类院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型相互依赖关系。体育的竞争性自始至终都存在

于与体育相关的各领域之中，高等教育中体育院校的发展同样存在，但如果以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来解释之中现象，这种竞争依赖模式能够驱动体育院校不断挖掘本院校的学科特色。其竞争的价

值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各体育院校之间的竞争便是良性的且益于学科发展的。 

4.2 中观创新策略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论述“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

体育学科的突破点在于社会对体育的需求与多学科和体育学科之间、学科内部组成部分等所形成

的逻辑交叉。而学科网络、专业网络、课程网络各自融通，将成为体育学科发展的新主题。（1）

学科网络融通：德国体育学者在《Sports Science in Germany》一书中最早提出以学科群的方式构

建体育科学体系的思想，并将体育科学体系分为医学与自然科学群；行为、社会和教育群等四个

基础群组。
①
这种学科群的形成，有利于学科群内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的相互流通，形成学

 
① HAAG H, GRUPE O, KIRSCH A. Sport Science in German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M]. Berlin: Springer 

Verlag,1992. 



 

31 

科资源互换。通过扩充学科的吸收维度，通过交叉、二次交叉、边缘交叉等多种交叉方式实现学

科融合创新。
①
同时，将我国体育类院校适当归类：体育类专业院校群注重竞技体育与体育实践能

力形成交叉；综合类院校群实现优势学科重点交叉，触发体育原创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推动体

育学科基础性拓展；师范类院校以体育教师发展为主要立足点，为各阶段的体育教育事业培养高

质量教师人才队伍。这是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作用于体育学科交叉的根本体现。（2）专业网络融

通：体育学科发展要发挥体育院校、师范类高校体育学院、综合类高校体育院系各自学科专业的

优势和特点。以专业特色推动学科创新。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在专业上形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

带动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在专业上相互协作而建设互动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以互利共赢为目

的，形成一种资源交换，而非附属。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实现各学科专业交

叉、互通、融合的复合相互依赖发展局势。（3）课程网络融通：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促使

跨学科课程整合成为学科发展和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必备要求。建立跨学科、跨专业课程体系交叉

融通育人的课程网络，探讨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体育学科交叉“课程群”，打破体育学科课程范围

闭锁、授课形式单一的禁锢，与多学科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叉课程，拓宽体育学科各专业知

识的广度。实现多学科课程资源互通、知识互享、成果互认的网络通道。 

4.3 微观环扣策略 

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学科交叉发展的价值追求，以项目环扣带动知识环扣实现人才环扣。（1）

学科发展与项目环扣：首先，以项目驱动，带动体育学科与多学科交叉。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

要增加体育学科交叉类项目的研究选题，市厅级等课题要鼓励不同学科在读硕士博士进行跨学科

交叉研究，一方面激发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以项目交叉培养具有交叉思维的高层次体育专业

人才。其次，依托体育学科自身融通性的学科特色，学校要支持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建立学科交

叉团队，通过学科交叉产生的成应得到学校强有力且持续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学科团队可以再

细分为由多个以重大任务项目为载体的科研或教学创新小组，成员应该由多名不同学科背景的优

秀学者共同组成。（2）学科发展与知识环扣：学科发展离不开学科知识的流动，学科交叉更需要

知识的交叉加以带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就运用了人类学的民

族志、心理学的马斯洛原理、经济学的博弈模型等知识来扩充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②
通过体

育学科相关研究的跨学科知识引入，一方面表现出体育学科较强的多学科知识吸收能力。另一方

面，跨学科知识交叉的积累，对学科内容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

识引用，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方面作用显著。通过学科交叉提升知识质量，以增加其他学科对

体育学科知识的需求度。同时，优化我国体育类重点学术刊物的栏目组成，鼓励期刊设立学科交

叉专栏，及时将学科交叉所产生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效的推广和传播，鼓励体育学科中参与学科交

 
①  王硕,许治平,郭伟,张俊珍,于善,闵瑞欣,张焱,马琳.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引文的学科结构状况及演变趋势[J].

体育学刊,2021,28(03):91-98. 
② 仇军,罗锦文,佟鸣.从单一走向多元: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J].体育科学,2005(11):60-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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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相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将研究成果投向其他学科领域优秀期刊中，实现体育学科交叉研究成果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界的影响力。（3）学科发展与人才环扣。尝试建立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以交

叉型人才培养为发展目标，建立多院系之间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院校合作、项目合作来促进

交叉型人才培养。
①
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理论模型，实现学科交叉驱动体育学科与多学科双赢的局

面。可以通过建立国家重点领域交叉研究实验室，实现多学科、多领域在信息、技术、理论、方

法、观点等资源形成交叉；整合中央和地方、体育和非体育多方主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此来

实现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重点实验室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
②
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依托学

科交叉，利用跨学科授课、跨学科实习、跨学科交流等培养手段，实现体育跨学科人才培养。同

时，体育院校应设立交叉型人才培育发展中心，在硬件和软件设施上支持体育学科交叉团队的人

才建设。 

5 结语 

无论从历史和当下来看，还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体育学科建设都是与“交叉”这一现象相

契合的。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体育学科如何抓住新的时代机遇，更好地连接政府、社会、学校、

以及其他学科而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当下急需思考的问题。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主体

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会促进双方协同发展，二者间的利益交换不以等价交换也不可能形成等价交

换。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指导下，学科交叉这一重要驱动策略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体育

学科在这一发展环境下应明确学科交叉始终以服务体育科学高质量发展为己任，要从根本上打破

体育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转变体育学科研究中知识“嫁接”范式的“物理依靠”，实现多学科交

叉协同发展而产生的“化学反应”，通过摄取其他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成

果，促进体育科研成果转化，引领体育科学的发展。体育学科更应主动探索社会需求，加强自身

建设，进一步挖掘学科优势、凝练学科特色，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体育学科发展带来更多的“养

分”，借此驱动力实现体育学科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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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逻辑基点、 

能效特征与实践路向 

代争光   张峰瑞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数字技术是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能，而对数字

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逻辑基点、能效特征、风险挑战与实践路向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

把握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规律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发展。研究发现：数字技术

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逻辑基点包括时代趋向、技术赋能、政策指向、问题导向。公共体育服

务数字化的能效特征总结为高效性、增值性、全局性、开放性。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面临着公共

性损失危机、整体性解构风险、效能性技术依赖等系列风险。面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需精准聚焦制约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发展的诸多藩篱，从而构建基于能力

逻辑的五大工程“创新发展工程-完善赋能工程-巩固领导工程-构建民主工程-优化强治工程”，

以期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变革和引领体育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数字素养；智慧平台；技术俘获 

1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数字化、智能

化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变革向度以及经济社会运作机理。数字治理指把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

政府与公民社会、政府与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和政府自身运行中，简化行政程序，优

化治理流程，公平民主的治理模式
[1]。数字治理转型正逐步成为公共管理领域应对社会生产变革、

体系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公众需求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对

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体育强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部署下，公共体育服

务治理已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适应

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

享的数字生活”。《“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到，“建立体育电子地图，完善国家全民健身信

息服务平台，推动体育场地设施数字化升级”。《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到，“推动全

民健身智慧化服务”。由此可见，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正以开放、积极的姿态拥抱数字技术，数字化

治理转型的力度、深度、广度，更是可见一斑。基于此，本文在对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

化进行深度解构的基础上，系统解析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逻辑基点，全面分析数字技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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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能效特征，前瞻性研判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风险情形，进而提出新时期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实践路向。 

2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逻辑基点 

2.1 时代趋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十四五”时期，如何构建更高水平、人民满意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治

理模式，系统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效能，是亟须回应的时代任务。现实发展之中，公众体育需求复

杂化、社会居民原子化及后疫情时代人民健康意识主动增强所形成的复杂态势正在推动公共体育

服务多元协同治理
[2]；加之体育场地设施数字化升级

[3]、体育活动优化升级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精细化的新挑战，公共体育服务创新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所编织的技术化社会
[4]，给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模式带来巨大挑战，也激发了

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热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解释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

服务创新的时代逻辑，即在不同发展阶段，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目标、结构、特征有所不同，所

需采取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手段也有较大差别。《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到 2035 年，形成与基

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如王凯（2019）

在《新时代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中提到“实施科技兴体，坚持创新驱动，推进

实施全民健身整体性治理”。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的演进趋势看，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

是其基本刻面，契合体育强国目标，满足居民体育健康需要，是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我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改革转型。譬如：无

锡致力于打造智慧体育城市，推出“e 动锡城”智慧平台，以大众健身服务平台、智能手机健身

客户端为支撑，开展智慧指导，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全国第一家“无人值守”的体质测定与运动

健身指导站—e 动锡城智慧健身馆，集自助化体质测试、数字化器械训练、远程健身指导、智能

流量监控为一体，面向广大市民开放；2022 年“全民健身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双奥朝

阳”奥森·Keep 科技智慧跑道通过信息科技化、运动过程在线陪伴、运动监测及陪护指导等科技

场景的应用，全方位提升跑者的运动体验。可见，治理新挑战、技术化社会、改革新形势等多股

充沛势能的累积与释放构成了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时代语境。 

2.2 技术赋能：现代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支撑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的基础条件。从宏观上来看，正如施瓦布

所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生物世界、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的融合和交互， 颠覆性变革整个社会
[5]。”不同于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线性时间

与空间模式
[6]，数字技术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重新安排时间-空间组织提供重要条件，治理过程转

变为多元交互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并存的。从物理空间结构来看，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

变革的本质是进行了“信息流系统创新”
[7]，表现为信息供给总量扩容，信息交互能力提高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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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用创新。从微观上来看， 数字技术可以改善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和需求识别两个基本环

节的效能作用，为治理的精准投放、敏捷响应提供支撑和动力。数字技术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

系构建了一个基本载体-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将分散化治理主体和碎片化的公共体育服务资

源，进行服务集聚整合和标准化设置，快速响应需求变化，为居民供给无缝隙的期望性服务
[8]。

技术赋能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支撑，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创新提供强大

动能，延展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边界，加速培植和发展新机制、新模式和新业态。 

2.3 政策指向：更高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政策支持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渐丰富，体育健康需求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不充分、不均衡、载体落后、社会力量参与受阻等问题日益突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亟需变

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在诸多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政府在电子政

务、智慧城市等改革实践中也进一步认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因此，为实现公共体育服务治

理现代化，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正以大数据驱动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便捷化，培育了新

业态，推进了资源整合、共享（表 1）。 

表 1  国家层面关于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的相关政策 

 

2.4 问题导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困境的原生动力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现阶段，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资源供给之间的发展语境下，准确把握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

衡不充分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成为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重

点内容。一是解决粗放式治理问题。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呈现“粗放式”，主要是发力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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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资源投入，忽视需求侧匹配度，造成公共体育服务“生产率悖论”和居民满意度总体不高的问

题，落入“边际效应递减”陷阱。二是回应因政府职能中心化、自利主义的“残余”导致得公共

体育服务治理碎片化问题
[9]。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间缺乏开放式互动、

信息资源分散化、需求识别模糊化，从而加剧诸如多元主体之间脱钩、供需吻合度低、区域供给

非均等化的发展矛盾。三是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体育产生了严重影响，体育

活动的开展受限，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动力衰弱
[10]。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居民的体育健

康认知和体育锻炼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线上健身赛事活动成为居民参与全民健身的主流方式；

如 2022 年 4 月 28 日，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启动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以来，连续七天，参与

线上运动会的人数累计超 30 万人次。传统公共体育服务粗放式、碎片化治理问题和新冠疫情危

机相叠加，要求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从资源投入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坚持人民体育健康需要的价值

中心，科技驱动创新工具方式，走向数字时代的整体性治理。 

3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能效特征 

3.1 高效性：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提升 

麦肯锡数据显示，数字技术生成的创新动力（去中介化、非物质化和分散化）将重构产业价

值链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到 2030 年或创造 10%～45%的产业总收入
[11]。公共体育服务数字

治理以数字技术为杠杆撬点，推动数据、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协作化开发、集约化整

合、高效化利用与网络化共享，促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升级，由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向数字密集型转变，从经验驱动的传统单链生产方式加快转向科技赋能的现代立体化服务模式。

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实现多主体分布式地在场治理，多端口共享体育服务信息，消解信息不对

称问题，增强公共体育服务整体性治理能力。数字技术通过将低密度价值的经验积累过程具象化

为可视化、可测量、操作性强的具体数据、流程，决策模式由人工变为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供

给、需求识别、过程监管的治理效率；如体育场馆运营方用 5G+AI 以及 AR 等数字化技术对西安

奥体中心进行智慧升级，提供了智能安防和室内导航等功能，从而对场馆各子系统及赛事活动运

营状态进行实时分析，高效治理
[12]。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去中心化与信息裂变增强了居民的

话语权力，双向互通的信息共同生产，重新配置公民权力，增强了居民在治理网络中的互动性和

信息传递深度，帮助居民实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角色回归，缩短治理“参与距离”，提高协同

效率。 

3.2 增值性：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价值创造 

数字技术赋予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有强大的价值联结和价值渗透功能，拓展了公共体育服

务价值创造空间。从微观视角来看，数字化通过创新组织模式、提升工具效能和优化资源配置等

方面，成为了公共体育服务价值链重塑的关键力量。（1）在成本降低方面；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

能有效整合线上和线下体育资源，组织扁平化，在线操作便捷，优化交易流程，进而降低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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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智能设备的普及应用，提高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效率，简化操作环节，降低管理成本。

（2）在服务增值方面；1）诸多数字化技术与表达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持续延伸，不在场的网

络治理行动日益拓展，提供多样化场景体验及丰富的赛事体验，提升服务价值空间。2）数字体育

时代，居民在广泛参与、体验过程中，面对自身需求偏好、体育资源短缺、分配不均及破损维修

等问题，可通过服务信息平台、社交软件等信息交互渠道和政府进行有效、可持续化的双向反馈，

有利于构建良好政社关系，实现信任、行动共识等社会资本的增值
[13]，提高服务满意度。（3）在

创造增值空间方面；数字化转型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提供了空间聚合型的多路径发展，如线上体

育健身网络课程、体育信息指导 App 等，实现体育服务资源跨时空流动，创造服务价值增量空

间。从要素视角来看。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就是把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纳入要素资源管

理体系，治理模式由“传统以社会实体为主要管理对象需要适应性转变为以数据对象为主的管理

模式”
[14]。诚然，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将会“带出”诸多新的公共管理要素和新的要素组

合，“数据”“界面”“平台”“场景”“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治理对象”等要素凸显，丰富了公

共管理要素体系，为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价值释放开辟了新空间，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

的同时，将会产生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关系到数字社会发展。 

3.3 全局性：公共体育服务整体智治变革 

当前，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不断深度融合，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处

理能力的提升为中心，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的精

细化管理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治理结构：多元互动，平台模式。因职能、资源及

责任分工等因素，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中政社之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表象合作”
[15]。而数字技术

创新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权利分配，重构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组织形态的纵向等级关系以及横向

分工关系的协作框架，促进政社组织合作形态重组，组织管理模式表现为扁平化、柔性化、敏捷

性为特征。如浙江省公共体育服务应用“浙里健身”；依托这一智慧平台，多方合力，有效整合体

育服务资源，创新服务界面，切实满足人民群众“体有所健”的需求。二是治理流程：数据驱动，

敏捷响应。传统公共管理的发生逻辑遵循三段论式的“问题-原因-对策”的基本程式，被动反应

式干预，为后发性的运动式治理
[16]。而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基于平台模式的整体主义，将物联

网、互联网收集到海量数据整合成为有效治理信息，以此进行动态性、实时态、预警式的可持续

治理，加强源头治理深度，治理关口前移。三是治理方式：科技赋能，精准匹配。在多维传感技

术、物联网、智能穿戴设备和大数据算法支持下，治理主体可以实现远程异地个人体质数据监测、

运动行为状态观测、健康信息采集，及时感知和识别公众需求，即时高效调动资源分配，让体育

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身边，也更好关注和满足老年人、儿童、妇女等运动生理性弱势人群的体育

健康需求。 

3.4 开放性：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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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环境，不同利益相关者围绕着供需这一基本逻辑，形成了复杂网络关

系，碎片化、分散化的治理矛盾深嵌其中；由此，信息流通、功能集成的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

应运而生，促进了链条式、网络化组织生态的发展，推动了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日趋生态化。

一方面，依托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多元主体更协同。在政府主导下，居民、企业、社会体育

指导员、体育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依托新载体，高效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建设，突破时

空限制和信息壁垒，有效整合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和需求，促进政府、服务者、消费者、物流多方

实时对接，实现可视化、实时性治理，电商平台式的服务配送。如重庆市的“渝快运动”公共体

育服务智慧平台，面向全市居民，设置健身指导、赛事活动、设施保修等众多服务界面，并以此

平台的数据信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直辖市）级体育大数据中心，为精细服务、科学决策、实

时监管等多治理场景提供了新的治理逻辑，打造了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公共

体育服务治理空间更立体。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相对偏好物质空间决定论，物理

空间成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行为集合。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打破了这一物理空间制约，公

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可以借助三维影像、数字视频与交互系统，为居民提供科学优质的体育服务

和丰富的体育运动场景。2020 年上海市嘉定区推出“全嘉云动”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多功能界面，

线上线下联动，如“全嘉来学”邀请区优质社会体育指导员上传教学视频，线上培训，选取如太

极拳、广场舞、广播操等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为居民提供合口味、有品质的公共体育服务。 

4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风险研判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风险的生成主要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科学技术创新应用密切

相关。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之中，既带来发展进步，也存在现代化副作用。公共体育

服务数字治理场景复杂转化、技术隐性交错，日益更新的数字技术不断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边

界的延伸，但虚拟场域内的网络空间互动与现实的行动目标也会出现断裂或错位问题，成为风险

爆发的新源头。 

4.1 公共性损失危机 

数字技术的嵌入深刻影响着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为治理行动提供了强力支持，但也必须

认识到数字鸿沟会侵蚀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数字鸿沟可以看作是一种技术鸿沟(technological 

divide)，即先进技术的发展成果无法合理分配，造成马太效应
[17]。一是区域性数字鸿沟。据 2022

年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12 月，在网民规模上，农村地区

为 2.84 亿，城镇地区为 7.48 亿；在互联网普及率上，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相差 23.7%。公共体

育服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满足其体育健康需求，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客观存在，导致城乡在公

共体育服务资源的获取率上存在明显差距，让非网络社会居民无法有效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数字

治理活动中，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数字空间的话语权的丧失，服务权益难以保障。数字鸿沟对于公

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公共性是一个挑战，如果不重视这一点，那么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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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是均等化建设的现代性倒退，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差距将继续扩大。二是群体性数字鸿沟，

在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之初心是为了平衡、充分地满足公众体育健康需求，

旨在编织一个技术之网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进行计算式治理，持续扩大覆盖的广度、深度、精度，

推动均等化高阶发展。因地区发展、数字素养等影响因素，目前我国还存在近 4 亿非网络社会居

民，多是 60 岁以上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相对较差的学习行为能力，导致他们既不能接受公共体

育服务数字化转型、又难以融入数字体育，大幅度降低了这一群体使用公共体育服务的便捷性、

可及性和共享性。总之，现实情况中数字技术可得性的分野导致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更

加重技术性治理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扩张数据隐私边界，以求获得更大治理权限。在提供精

准、个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时，技术性划分出体育消费阶层，诱生了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公

平和体育消费阶层固化问题。正如於兴中所言，“算法社会是科技精英社会，我们可能正在期望一

个比现有社会更不平等的社会。
[18]” 

4.2 整体性解构风险 

整体性服务效能提升是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的重要目标。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整

体性表现为通过现代数字技术与网络信息整合政府和社会两个基本面的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协调

匹配居民需求，打破以往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分散化的机能性障碍。一是体育行政管理体系内部的

数据壁垒。“内部碎片化”是我国公共体育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19]，因财权、事权、资

源的不同，造成条块分割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因利益站位的不同和协同机制的缺失导致数据壁

垒的产生。数据壁垒将原本具有整体性的大数据资源分割成分散的数据资源，制约了数据价值功

能的实现。二是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强调多元协同，平台治理。

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和有实力的企业在掌握着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平台主导权和终端技术，

在持续化的技术集中下，严重挤压居民、小型体育企业生存空间，“技术利维坦”严重违背公共体

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初衷。数字技术兼具赋能与控制，假使不合理使用，技术有可能“被吸纳”成

为政府单方面管理社会的工具，日益沦为“控制社会的技术”
[20]。此外，不同主体的业务系统数

据权限不明确、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对接机制不完善等多种机制问题，都加剧了公共体育服务

治理体系的数据壁垒，进一步导致碎片化、分散化问题，公共体育服务整体性数字信息整合及集

成速率低，严重制约公共体育服务数字生态运行及服务效能提升。 

4.3 效能性技术依赖 

进入大数据发展阶段，公共体育服务治理问题将直接致使自身发展对数字技术产生高度依赖

性。技术主义认为数字技术在事务运行中具有显著性优势由此产生技术依赖。数据崇拜意指公共

体育服务治理逻辑依附于数字技术，治理者希翼通过对公共体育服务数据信息的全面掌握，最大

限度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人机交互是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基本行为逻辑，公共体育

服务数字治理将原本属于人的部分工作转移到技术设备运作，服务平台、智能设备提升了公共体



 

42 

育服务治理效率，但是大数据分析存在着算法偏差和时滞效应，加之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隐忧

下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数据分析结果可能出现失真乃至无效。高效工具与惰性

思维的簇拥下更加重了治理主体的数字崇拜，高度技术依赖性，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当监管

体系出现漏洞或数据应用出现问题时，有可能出现数字技术俘获治理主体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立

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在数据价值链上违规造假，如体育社会组织为拓展自身发展空间而虚报组

织建设成绩，虚假数据会导致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失能现象。 

5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的实践路向 

科技改变生活，没有数字化就没有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绍兴体育 APP”、厦门智慧体育

服务平台“Ai 运动”、全人群智慧体育公园——南京市雨花台区永盛奥林匹克公园、富阳银湖智慧

体育小镇等等这些实践样本从不同侧面勾画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崭新画貌；总而观之，科

技赋能正引领着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脚步。立足数字中国和体育强国两个国家战略的全

局部署，本文提出了实施“创新、赋能、领导、民主、强治”五大工程，以此构建了基于能力逻辑

的“治理转型动力-数字技术智力-政府治理能力-居民参与活力-法治保障效力”的“五力”模型（图

1），以期顺应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的新形势和有效消解数字化面临的新挑战。 

 

图 1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五力”模型 

5.1 创新发展工程，增强治理转型动力 

治理环境复杂变化和电子政务创新发展两股力量让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创新产生一种强大的

内驱力，推动着数字化转型。治理转型动力既是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的原点，亦是其对治

理效能赋能的终点。一是进一步挖掘数字治理转型动力。当前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矛盾是不均等、

不充分的体育服务资源供给与多样化、复杂化的人民群众体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面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

矛盾和体育强国发展要求，数字治理转型是公共体育服务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政府要明确主要

责任，吸纳、联合居民、企业、体育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

台”为主阵地，推动数字技术在产业链、生产链、供应链、消费链等应用发展，加快公共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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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字治理转型进程，推动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体育基础设施、数字体育服务模式和业态推广、

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建数字体育“利益共同体”。二是进一步激发数

字治理转型活力。全球性疫情危机带来的社交性死亡和数字居民的快速崛起，给公共体育服务治

理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要利用成熟适用的数字技术拓展体育运动全场景服务空间，激发公共体育

服务社会群体活力
[21]。 

5.2 完善赋能工程，开发数字技术智力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以技术支撑为先决条件，物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以及其他新

技术将被用于体育治理中，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智慧赋能。一

是数字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政府要以资金、政策等激励型工具聚流数字资本和要素，推动现有的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配置优化升级；各级体育财政经费预算要统筹安排公共体育服

务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针对欠发达地区，加大定向转移支付力度，设置专项资金来支持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二是数字体育人才支撑。数字技术需要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来操作，引进与培养高水平、复合型的数字体育人才，鼓励与体育高校、科技企业、职业教育进

行联合培养，推动体育专业院校与相关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提升数字化技能操作水平；提供具有

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增强岗位福利待遇，优化数字体育人才引进和培养环境。三是建设标准化公

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加快公共体育服务动态场景数据挖掘，创新算法模型，加强云计算、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应用，不断提高数字技术适配度。 

5.3 巩固领导工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利主体，以公共价值保障为目标，其领导力具有“群体领导”的属性
[22]。

善治理论中，政府重点关注其“掌舵”的能力以及与社会力量的合作管理能力，最终实现社会责

任与特定目标，并获得人民支持
[23]。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

只有政府这一关键因子发挥领导力，才能加快转型步伐。一是用户思维。数字技术让居民更有体

育服务获得感。政府应以公众为中心，主动拥抱居民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中，借助公共体育

服务智慧平台拓展、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打造民主参与式供给。二是平台思维。数字时代，

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夯实对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新空间流变的领导地位。政府应依托公共体

育服务智慧平台，以网站界面为服务窗口，采用各种激励机制与协调方式，吸纳、授权与鼓励体

育社会指导员、体育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各类社会性主体参与到平台治理，构建功能集成、

要素融合的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实现“一站式”服务。三是大数据思维。大数据可以提高治

理主体的认知能力（因果性兼相关性）。政府应充分领会到大数据的治理性价值，在实践应用中要

注重挖掘和发挥数据资源价值，转变为数据驱动、人工协同的治理方式。另外，在大数据系统框

架建立之初，政府要制定好数据共享的规则，消除信息孤岛。 

5.4 构建民主工程，激发居民参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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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居民参与活力，提高居民参与度，对居民获得感水平和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有着积极

促进作用。一是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居民参与数字治理
[24]。面

向居民，政府积极宣传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重要意义，开展数字化基本技能培训；同时，以

基层干部、党员为引领，带动居民参与使用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平台。二是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设

计和具体措施。探索构建面向不同类型居民的差异化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支持策略体系，加大

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政策倾斜，有效保障各类群体享有平等

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的权利与机会。三是探索数字化时代促进居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

的长效机制，可从政府治理回应效率、情感治理等方面入手。 

5.5 优化强治工程，提高法治保障效力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底板，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转型亦是如此。公共体育服务数

字治理转型涉及新场景、新业态，转型效度的实现需要法治保障效力的提高；政府要联合多部门，

充分吸纳社会主体的治理诉求，全面加速围绕数据开放、数字决策、平台监管、技术规制、隐私

权保护等重要议题的法规制度建设。对此，法治保障主要有两个建设路径：一是公共体育服务数

据产权规制。数据作为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中重要生产要素，存在着公共利益的数据共享与私

人利益的数据安全的巨大张力，需要有效法律规制。基于产权视角，设立数据有限产权保护，即

法律赋予数据生产者或数据控制者进行公共体育服务数据生产性活动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针对治

理主体在数据资源价值开发中所有的投入产出成果提供以数据控制和收益权为核心的数据有限

排他权，以激励治理主体对数据开发利用与创新
[25]。在确定公共体育服务数据有限产权保护的法

治路径后，还需要以权利限制作为手段，实现数据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26]。公共体育服务数据

权利行使限制与例外主要体现在：（1）数据共享义务限制；数据保护服从于合法的公共体育服务

治理需要。（2）基于公共利益目的需要获取数据；数据保护服从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3）基

于公共部门获取数据的限制；如相关政府部门合法获取数据用于其发展规划、设施修护等。（4）

基于科学研究方面的限制；非商业性质的学术性的科研需要。二是居民数据隐私保护。充分利用

涉及侵犯居民信息及隐私的法律法规， 构建安全的法治环境；同时采用智慧法治，采用脱敏、加

密等技术治理手段对居民个人信息和数据进行保护，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着力构建公

共体育服务数据隐私保护制度体系、管理体系、技术防护系统。 

6 结论 

未来已来，站在建设数字中国和体育强国的新征途，迈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时空方位，再次审视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这一重大议题。尽管我们对其内涵理解不尽相同，

但是研究者及实践者一致认可数字化对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数据和信息不仅成为了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基础支撑， 还成为公共体育服

务治理本身。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建设工程在现代化建设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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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发展环境变化等逻辑基点中迎向了数字化。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驱动公共体育服务创新变

革在效能提升、价值创造、整体智治、平台生态等方面。但是，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还面临着公

共性损失危机、整体性解构风险、效能性技术依赖等系列风险。通过创新发展工程，增强治理转

型动力、完善赋能工程，开发数字技术智力、巩固领导工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民主工程，

激发居民参与活力、优化强治工程，提高法治保障效力等路径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数字治理全面发

展，不断助力公共体育服务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对体育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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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动力、逻辑、桎梏与路径 

彭  响   戴俭慧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在对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概念与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供给不足是其内在动力；而外在动力则指向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赋予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新动能。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应遵循人民主体性

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高质均等化原则与系统整体观原则；理论基础包括土地权籍理论、土地

规划理论、土地经济理论与土地利用理论；实践形式包括边角地再开发、闲置地再开发、荒地再

开发与旧厂房再开发；组织模式包括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规划主导型、自行主导型与交叉

混合型。当前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主要面临再开发涉及土地产权转移，健

身设施建设收益难分配；再开发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健身设施建设监管难开展；再开发土地质量

参差不齐，健身设施建设需求难满足；再开发模式资金来源单一，健身设施建设资金难保障等现

实桎梏。基于此，提出明确土地产权归属，注重保护多方利益；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强化数字监

测监管；坚持系统发展观念，满足社会多元需求；创新拓展融资渠道，保障项目资金需求等路径。 

关键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存量建设用地；土地确权；再开发；边角地；数字化 

引言 

2014 年 10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46 号文”明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1]。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全民健身的物质基础，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突出，截至 2021 年底，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土地是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关键生

产要素，为此，学者们前期针对体育用地展开了较为翔实的理论研究，总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层面：一是体育用地供给研究，如有学者指出，作为支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物质条件

[3]，体育用地有效供给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4]；由于当前政府财力有限与企业逐利倾向，导致违

法变更体育用地有利可图[5]，因而需要建立以公益社会团体为核心的治理机制[6]，推进场地建设

统筹规划[7]，同时利用非体育用地解决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8]。二是体育用地法规

研究，如有学者认为，体育用地法规正当性缺失导致体育用地供给失衡[9]，因而需要体系明确、

条文严谨的法律规制[10]，要建立健全体育用地价格评估体系[11]，以多种形式推动体育用地资产化

运营，积极构建体育用地市场体系[12]；同时细化利用非体育用地投资运营体育场地的用地规划许

可手续[13]。综观上述研究，相关基础理论逐步完善，为本研究的开展夯实了理论基础与前提条件。

然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热衷于从优化新增建设用地

供给的视角探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少有学者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视角展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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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国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背景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俨然成为保障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用地供给的必然途径。2020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通过城市空闲土地、城市公益性建设用

地、租赁方式供地、复合用地模式四项重点举措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14]。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

力其实质就是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但闲置、未利用或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土地进行再

开发，即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能够有效缓解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进而为加快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提供建设用地资源保障。可见，

前瞻性地基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视角探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

于此，本研究将重点对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动力、逻辑、桎梏与路径展

开系统深入研究，以期为“十四五”时期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供理论参照。 

1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概念内涵 

1.1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概念 

如要准确掌握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内涵，首先要理清其概念，即何

谓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有学者指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指公共体育设

施和其他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各类健身场所和设施[15]；还有学者认为，全民健身

体育场地设施是指为广大群众锻炼身体、增强体魄、丰富文化生活而提供的场所或路径[16]。尽管

各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简而言之，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施就是指为广大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提

供的活动场所。事实上，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建设用地供给，而存量建设

用地再开发就是保障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的一个重要方式。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存量

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就是指通过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但闲置、未利用或利用

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土地进行再开发来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从而满足当前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用地短缺的问题。 

1.2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内涵 

1.2.1 发挥社会效益，满足群众全民健身需求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追求社会效益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本质属性[17]。由此，也

就决定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效益，而其价值取向则是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民健身需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

宣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8]。“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

小康社会内涵做出的重要论述，也是对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给予的高度关注与定位。全面小康社会

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全民健康目标追求的停止，而是将全民健康带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阶

段。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为温饱问

题而烦恼，而是转向更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追求，全民健身需求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广大人民

群众的健身需求是需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方可实现的，这一物质基础便是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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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而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其重要保障与体现。因此，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重点，就是通过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开发，为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拓展

建设用地来源，从而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民健身需求。 

1.2.2 发挥经济效益，创设优质体育消费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体育产业也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潮流

中驶进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19]。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高质量的体育消费，然而当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存在结构单一、意识及消费观念缺乏、区域

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20]。显然，如何促进国民参与体育消费，夯实体育消费基础，促进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019 年 9 月 17 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强调

“通过优化体育消费环境等举措促进体育消费，进而增强体育产业发展动力”[21]。此外，有学者

指出，体育经济活动的发生需要以体育场地设施为起点[22]；通过完善体育设施建设，能够优化体

育消费环境[23]。可见，优化体育消费环境是促进体育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

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仅能够扩大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数量；同时，由于存量建设用地存

在于人们生活居住环境的各个角落，如楼顶、边角地等，因而还可以充分地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内嵌在人们生活、工作和休闲的各大场所中，通过发挥经济效益，为促进体育消费创设优质环境。 

1.2.3 发挥文化效益，服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 

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体育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作为一个重要目标[24]。广义的体育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与体育相关的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25]。大体而言，体育文化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体育物质文化与体育精神文化，因

而体育文化建设也就需要紧紧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显然需要发挥其文化效益，服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一方面，从服务体育物质文化建设来看。

存量建设用地具有多元化的存在形式，通过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开发，能够将人们日常生活中

未能高效利用的建设用地充分开发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从而将体育物质文化以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的形式内嵌在人们周围，进而达到繁荣群众体育文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从服务于体育精神文

化建设来看。随着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体育文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群众对

于全民健身的要求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例如对全民健身场地的位置、功能、环境等。存

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能够充分利用群众周边存量土地，打造便民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同时还能

结合存量建设用地类型，建设具有多元功能的健身场地，如重庆市社区体育文化公园[26]。 

1.2.4 发挥生态效益，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在经济发展层

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然而，在努力实现经

济赶超的同时，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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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7]。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8]。因而，新时代我国各项体育事业

的发展必须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内涵所展开。当前兴起的体育

场地设施建设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实现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宜居与休闲，但

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29]，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不仅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通过发挥其生态

效益，在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同时，充分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是体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通过开发存量建设用地，不仅提高了土

地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走向生态发展的新征程。 

2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动力来源 

通常而言，动力包括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两部分。置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而言，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供给不足是其内在动力；而外在动力则指向存量建设用地再

开发赋予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新动能。 

2.1 内在动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供给现状 

2.1.1 总建设面积不断增加，但人均场地依然不足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瞩目成绩，充分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体育大国的地位，

然而群众体育发展滞后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而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原国

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发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代号召[30]。体育强国

不仅是指竞技体育强，还包括群众体育等其他领域的全面强[31][32][33]。《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

数据公报》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面积 19.92 亿㎡[34]；到 2021 年底，全国体育场

地面积已达到 34.11 亿㎡[2]。不难发现，从 2013 年到 2021 年，我国体育场地总建设面积不断增

加，增长面积高达 14.19 亿㎡，增长率高达 71.23%。然而，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水平来看，我国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013 年为 1.46 ㎡，2021 年为 2.41 ㎡。尽管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有了显著增

加，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着显著的差距，例如美国早已达到 16 ㎡，日本更

是高达 19 ㎡[35]。因此，尽管我国体育场地建设面积逐年增长，但由于受到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这

一现实国情的限制，加之受城市经济扩张导致建设用地资源短缺的影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始终无法得到较高水平的增长。可见，通过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进而摆

脱“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足”这一困境已然迫在眉睫。 

2.1.2 建设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地区差异依然明显 

截至 2015 年，我国行政村全民健身工程平均覆盖率才达到 70%[36]。《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指出，到 2022 年，农村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基本实现全覆盖；到 2030 年，覆盖率

则要达到 100%[37]。《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更是指出，到 2025 年，“县-镇-村”三级

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38]。《“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则提出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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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要推动县级公共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24]。尽管几份文件关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全覆盖”实现年份的表述不一，但从文件的具体目标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的共

同努力下，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全民

参与健身的物质需求基本实现满足。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尽管均等化是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供给的目标追求，但差异化将成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常态，例如东西部地区差异、城乡之间

差异，再如城市各社区之间差异等。虽然造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差异化格局的原因来自多个层面，

但建设用地资源的供给保障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从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从差异化向均

等化转变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开发，从而建设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

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1.3 政策性红利不断释放，但土地供给依然短缺 

建设用地资源保障是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重要前提。为有效缓解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供给不足的问题，国家陆续出台系列政策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谋篇布局，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建设由此获得大批政策性红利，如《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要求充分利用旧厂房、

仓库、老旧商业设施、农村“四荒”和空闲地等闲置资源，改造建设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39]；《关

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14]《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38]均提出

“盘活城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倡导土地复合利用”。可以说，

系列政策文件的陆续颁布，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的供给指引了思路。然而，政策性红利的

不断释放，并不意味着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的供给就得到了保障，当前土地供给依然短缺，

城市建设用地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城市建设不断扩张的当下，建设用地资源主要用于企业办厂、楼

盘开发等商业活动，尽管国家政策反复强调要充分保障体育用地等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但这些强调

主要停留在“倡议”层面，并不具有强制效力。由此可见，在建设用地资源高度紧缺的现代化城市，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只能诉诸于通过挖掘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来实现。 

2.1.4 智慧化趋势不断彰显，但低效利用依然存在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40]。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

是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时代要求[41]。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建设的智慧化趋势不断彰显，例如全民健身体育场馆以及体育服务综合体等平台设施的

智慧化发展，广大群众通过网络终端即可随时获取包括场馆预订、赛事报名、技能培训、健身咨

询等在内的全民健身服务[42]。然而，智慧化与智能化是两个在本质上有着明显不同的概念，智能

化强调大数据的应用，而智慧化是对智能化的升级，不仅仅局限于当下数字技术的使用，还包含

着可持续、高效率的内涵。可以说，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还停留在智能化发展阶段，即广

泛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全民健身服务当中。尽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智慧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显

著，例如强调绿色、共享、可持续等理念的植入，但低效利用的现象依然存在，表现最为突出的

就是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的低效利用，例如占地面积广、功能却单一的大型体育场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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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智慧化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智慧化，更体现在人文层面的智慧

化。因此，从当前建设用地的低效利用来看，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也迫切需要通过存量建设用

地再开发来满足建设用地的需求。 

2.2 外在动力：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赋予新动能 

2.2.1 有利于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全民健身是全民健康的重要保障，而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则是深入推进全民健身的必要

前提。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的时代号召下，传统的新增建设用地供给模式显然难以

满足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而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则为其提供了新思路。首先，

存量建设用地总量丰富。虽然并没有官方的数据来体现我国存量建设用地的总量，但所有利用

不充分的建设用地都属于存量建设用地的范畴，因而只要有建设用地的地方必然有存量建设用

地，这些总量丰富的存量建设用地资源能够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提供土地资源保障，从而

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其次，存量建设用地分布广泛。存量建设用地并非以固定场所的

形式存在，而是以零散分布的形式内嵌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周围。通过对这些广泛分布的存量建

设用地进行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仅能够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数量，同时还能将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群众日常生活周围，真正破解群众“健身难”的问题[43]。再次，存量

建设用地形式多样。存量建设用地有边角地、荒地、桥下空地、旧厂房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

多样的存量建设用地通过再开发能够建设具有多元功能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如体育文化公园、

体育服务综合体、健身步道等。 

2.2.2 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生态文明建设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是在国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背景下提出的。建设用地的大量开发

实际上是对国土资源的不断消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

书记更是多次公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4]。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是对建设用地资源的

节约集约利用，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理念，因而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

推进全民健身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首先，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4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全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就是一个重要体现。其次，它彰显了环境宜

居的民生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45]。通过存量建设用地

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能够将全民健身民生工程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充分满足了民众的内

在需求。再次，它映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46]。通过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能够尽最大可能动员可支

配土地资源来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这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性。 

2.2.3 有利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智慧转型 

从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同样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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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智慧转型。开放化、一体化、场景化以及系统化是智慧基础设施的四个重要

内涵[47]。首先，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放化来看。存量建设用地总量丰富，分布范围广

泛，且形式多样，通过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由于省去了大量的土地使用

成本，因而有利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走向开放化。其次，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一体化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周围，无处不在，通过存量建设用地再

开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能够紧密地与群众生活空间结为一体，从而构建群众“生活-工作

-健身”一体化格局。再次，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场景化来看。与开发新增建设用地不同，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能够较好地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自然环境整合起来，如将休闲、健身、养

生、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体育文化公园。最后，从驱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系统化来看。系统化

体现的实际上就是整体性与多元性，依据存量建设用地的不同形式，可以再开发建设具有不同形

式与功能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从而促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多元整体发展。 

2.2.4 有利于挖掘城市存量建设用地潜力 

2004 年 4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

理的紧急通知》提出对增量建设用地审批“实行三个暂停”[48]。增量建设用地的严格控制，使得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被提上议程，并逐渐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有效补充。由于存量建设

用地并不像新增建设用地那样能够整齐划一、统筹规划，而是以零散的形式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

落，因而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需要一个体系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方可实现。显然，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符合这一需求，因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资源。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2 ㎡，而《“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6 ㎡”的口号[24]。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的增长是需要庞大的体育场地总面积为基础的，

按照当前中国人口总数来计算，“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增体育场地总面积为 5.65 亿㎡。如此庞

大的建设面积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实现建设用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此外，

从近两年国家有关部委颁布的各项体育发展政策来看，凡是涉及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相关内容

之处，无不提及“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可见，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已经成为“十四五”

时期统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主旋律。 

3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理论逻辑 

逻辑是指用于思维和推论的依据和规则[49]。置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的逻辑而言，本研究将主要从基本原则、理论基础、实践形式以及组织模式四个层面对其展开详

细论述。 

3.1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基本原则 

3.1.1 人民主体性原则 

人民主体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50]，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

原则与价值指向[51]。可见，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首先要遵循的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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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原则。“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人民主体性的内涵[52]。

首先，从“发展为了人民”来看，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健身的

体育场地需求，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其次，从“发展依靠人民”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集结人民群 众的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在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中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因为脱离了人民的支持，一切理想将无法

付诸行动。再次，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就是通过整合经济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大量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来建设大面积且能满足群众多元需

求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而这一发展成果最终由广大人民所共享。 

3.1.2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经济社会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在满足当代人体育场地需求的同时，也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要充分

考虑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指涉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节约集约的土

地利用观。尽管存量建设用地总量丰富，再开发基础厚实，但同样需要树立节约集约的土地利用

观念，充分发挥每一块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确保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成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后不再成为新的存量建设用地。第二，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的本质是人与大自然的互动过程，因而再开发要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

观，人与自然二者的存在是一对共生体，脱离了自然的存在，人的生存将不再可能。第三，生态

环保的绿色发展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象征，通过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

开发，进而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实际上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不

开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但只有坚持生态环保的绿色发展观念，人类物质文明的创新与发展才能

走向永续[53]。 

3.1.3 高质均等化原则 

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差异化、不均衡现象表现突出[54]，这种差异化、不均衡现象

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与不同的地区之间。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到 2035 年，基本

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55]。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从“差异化”向“均等化”转型是新时代我

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主旋律。事实上，当前我国社会对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需求已经从

“均等化”提升至“高质量的均等化”。高质量的均等化内涵主要指向以下几个层面：首先，高

质均等化不局限于场地等基本硬件设施的均等。传统的均等化思维是推动城乡以及地区之间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等硬件服务水平的均等化，而高质均等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智能、数字、技术等软件

服务的均等化层面。其次，高质均等化不拘泥于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均等。均等化以推进城乡、地

区之间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水平均等化为目标，而高质均等化更多的是满足不同性别、年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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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群的全面均等化需求。因此，高质均等化原则也是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所需要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3.1.4 系统整体观原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

则之一[56]。全民健身事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系统

观强调，任何一项事物都是由若干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

的整体，因而系统观也称系统整体观。系统整体观原则是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所需要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首先，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体育、国土、住建等多个部门的整体协同参与，脱离任何一个部门，再开发

将无法顺利开展。其次，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讲究系统整体布局，存量建

设用地再开发的现实背景就是建设用地的低效利用，因而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必然要遵

循整体规划。再次，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

因而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彰显其多元化的服务功能，而这一目标需要遵循

系统整体观原则方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就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这一本

体而言，同样也需要遵循系统整体观原则。 

3.2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理论基础 

3.2.1 土地权籍理论 

土地权籍理论是土地科学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是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包含土

地产权理论和地籍管理理论[57]43。存量建设用地由于存在于所有的建设用地开发建筑中，因而具

有多样化的产权形式。尽管在体育场地建设过程中也会生成一定数量的存量建设用地，但整体数

量相对有限。由此，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必然涉及土地产权权能、土地

产权结合与分离等问题，因而只有在土地产权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才能有效规避存量建设用地再

开发当中可能出现的土地产权争议问题。此外，由于土地产权调整和治理是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

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核心，因而地籍管理理论的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地籍管理理论注重分

析与产权治理相关的土地登记和统计，能够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过程中

的土地产权调整与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3.2.2 土地规划理论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低效与不充分，因而在存量建

设用地再开发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规划，从而通过科学规划让土地二次利用发挥到极致。当前国

家以及社会对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质”与“量”都给予高度期望，特别是“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全覆盖”口号给本就不充裕的建设用地供给提出了新的时代挑战。可见，尽管存量建设用

地再开发给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思路，但在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过程中也必须意识

到建设用地资源的紧缺性，提高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利用效率。土地规划理论是存量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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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不仅对于调节土地关系、巩固和发展土地所有

权与土地使用权中有着积极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再开发的项目确定、具体实施、评估等内容提供

了科学理论指导[57]51，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3.2.3 土地经济理论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仅是为了完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

这一目标，同时也为了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深度融入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周围，进而为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创设优质体育消费环境。可见，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不仅要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场地需求；同时更要发挥其经济效益，实现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产业

贡献目的。因此，如何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经济效益发挥到极致，显

然需要土地经济理论的科学指导。土地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土地财产制度理论，主要

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制度设计与产权调整提供基础；二是土地资产流转理论，其中，地租地

价理论是再开发价值评估和收益分配的基础，土地金融理论为再开发资本运作提供依据，土地税

收理论为再开发收益分配提供手段[57]47-50。 

3.2.4 土地利用理论 

归根到底，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高效利用存

量建设用地；二是扩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两个问题看似从属不同领域，但其本质均指向土

地的利用问题。由此，应当综合运用土地利用理论指导再开发实践，从而促进存量建设用地的高

效利用。土地利用理论主要包含土地规模利用、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可持续利用三个方面内容

[57]53。土地规模利用就是尽可能地使土地利用处于报酬递增阶段，它有助于存量建设用地发挥最

大经济效益[57]54。土地集约利用强调一定土地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综合最优，是土地

利用的趋势，它有助于指导建成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发挥最优综合效益。土地可持续利用强调通

过利用各种新技术，合理调整土地空间布局，着力提高土地使用率，减少土地污染，实现存量建

设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7]55。 

3.3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实践形式 

存量建设用地有多种存在形式，但用于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主要有边角地、闲置

地、荒地、旧厂房等实践形式，因而本部分主要对这几种实践形式展开讨论。 

3.3.1 边角地再开发 

边角地是指在城市规划区或者村庄建设规划区内难以单独出具规划要点，被“三旧”改造范

围地块与建设规划边沿或者线性工程控制用地范围边沿分隔（割）、面积小于 3 亩的地块[58]。在

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建设用地被用于城镇建设，但由于建设主体的不同性质，在建筑物周边难

免产生边边角落，如桥下空地、城市边缘地带等。每一块边角地面积虽不大，但由于建设用地总

量庞大，因而产生了大量的边角地。这些边角地错落分布在人们日常生活周围，无法统筹开发建

设，因而导致土地低效利用。通过对边角地进行再开发，能够建设大量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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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实现了边角地的高效利用，也满足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的需求，如重庆市主城区利用

城市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59]；宁波市镇海区万市徐村利用高架桥下空地建设塑胶灯光篮

球场、足球场、门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健身广场、健身步道等体育设施；余姚市梨洲街

道利用舜江大桥桥下 1300 平方米空置场地，规划建设多功能体育场地，综合规模达到省级综合

性全民健身中心建设标准[60]。 

3.3.2 闲置地再开发 

在国外，闲置地是指长期废弃或低效利用的土地[61]；在国内，闲置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

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62]。土地是城市建设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政府拉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拍卖土地，不仅实现了经济创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

资金来源；同时也有效促进了招商引资，为创税收、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

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对土地招商功能过分依赖，地方发展模式对土地要素供给过度依赖，土地税制、

审批、储备、利用、监管等制度存在不足，从而导致大量土地闲置，进而造成建设用地低效利用

[63]。因此，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的时代号召下，通过对闲置地进行再开发，逐渐成为

保障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的可行之径。事实上，当前闲置地在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已在多地展开实践，如武汉市鼓励利用闲置场地等建设足球场地设施，短期内建成了 400 余

片社区足球场地。 

3.3.3 荒地再开发 

荒地指未被利用的或利用过后被搁置、闲置、荒废的土地，包括荒野地、未利用地和废弃地

三大类[64]。荒地是存量建设用地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城市，荒地主要以废弃工厂、未利用的

地块等形式存在；在农村，荒地主要以各种荒废的宅基地、耕地等形式存在。荒地的形成，实际

上是对土地低效利用的结果，不仅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背道而驰。通过对荒地进行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实现了荒地高效利用与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面积扩大的双赢。当前，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对荒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展开了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如北京市对甘露园中里约 8000 平方米的“废地”

进行再开发，建成包括笼式足球在内的 509 片专项体育活动场所[65]；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对荒

地进行再开发，建成近 3300 平方米且配备照明设施的风雨球场[66]。可见，荒地凭借其成块面积

大、产权争议小、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等优势，逐渐成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的一

个重要来源。 

3.3.4 旧厂房再开发 

旧厂房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加之受土地使用年限、

自身经营管理局限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一大批传统工厂被废弃搁置。如何既能将老旧厂房所

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元素保存下来，又能对其进行改造重置进而实现再次利用，成为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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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国办出台的多部文件态度鲜明地鼓励老厂区老厂房有规划

地改造再利用。利用旧厂房改造体育设施具有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价值[67]，是未来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发展的趋势[68]。例如博锐体育将朝阳区老旧陶瓷厂重新规划和施工改造为 30000 平方米的

超大型体育综合体；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11.24 平方公里土地被改造成大兴区道境运动中心；

南京利用闲置棉纺厂和印染厂改造体育文化产业园区；苏州狮山横塘街道利用老旧厂房改造乒羽

中心。针对旧厂房进行的改造，不仅使得原本废弃的土地被重新高效利用，同时由于建成的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吸引着广大群众的前往，从而使得旧厂房所承载的群众历史记忆被延续下来，有效

保留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3.4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组织模式 

3.4.1 政府主导型 

在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再开发是指由政府牵头

组织，直接参与全部再开发过程，属于自上而下型的组织模式[57]170。政府主导型再开发模式的主

要特点是土地发展权归政府所有，由于其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因而政府在再开发过程中承担着土

地产权的处置、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方案的制定、运营资金的承担、施工项目的开展、后期运

营的管理等一揽子事务。政府主导型再开发模式动员速度快，部门之间统一协调，具有较高的工

作效率。尽管国家多部文件均明确提出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由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属于民生工程，加之政府在土地产权处置、部门协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工作优势，因而政府仍

然是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主要组织者，例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利用

主城建成区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实施方案》，并在 2018-2020 年期间建成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 92 个；武汉市人民政府印发《武汉市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并在短期

内建成 400 余片社区足球场地。 

3.4.2 市场主导型 

在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市场主导型再开发是指政府将拟再

开发的存量建设用地通过“招拍挂”等合法程序予以出让，由获得土地使用权方进行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的模式[57]174。市场主导型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发展权共享但由市场主体经营，开发

商与土地原产权人进行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原产权人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出租给开发商，由开

发商主导实施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项目，后续场地运营管理也由开发商负

责[69]152。市场主导型模式是未来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主流方式，因为它

不仅为政府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它能够有效激活市场活力，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其中。

在市场主导型再开发模式中，政府、业主以及开发商存在两种关系形态：一是再开发地块属于政

府储备用地，政府与业主达成征购补偿协议，开发商与业主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开发商获得土地

使用权后即可进行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二是再开发地块属于业主所有，开发商获得土地使用

权后，直接与业主沟通后续补偿相关事宜，政府在其中主要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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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规划主导型 

规划主导型模式是指在实施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以规划为

依据进行的再开发活动。规划主导型再开发模式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它与周边地区

的自然、历史条件、对区域功能的定位和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设计均更加合理，有利于存量建设

用地的可持续利用，也更符合政府的再开发意图[57]177。在规划主导型再开发模式中，首先由再开

发的相关主体编制再开发规划方案，同时聘请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考察，如果方案通过，将直接

颁布并执行；如果方案未通过，则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进行再次评审，直至最后审核通过。从

规划主导型再开发模式的运作流程来看，这一模式充分以规划为导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有效实现了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高效规划利用，也充分保障了建成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能够完全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从而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从供需错配走向供需匹配。规划

主导型模式并不是指政府以及市场脱离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而是

指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着重突出再开发的规划导向，进而实现再开发的生态效益最大化。 

3.4.4 自行主导型 

自行主导型模式是指在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改造地块的原

土地权利人拥有自主改造开发的权力，从而全部或局部参与到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决策管理的

一种模式[69]168。相对于政府主导型模式而言，自行主导型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式，这种

模式实现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利益内部化，能够充分调动再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使存量

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既符合全民健身参与主体的意愿，同时又能保证土地权

利人的最大利益。由于任何一个土地权利人均可对自己所拥有的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开发，因而

自行主导型再开发模式可以大范围的推广使用，实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自给自足”，如农村土

地权利人对宅基地范围内的边角地进行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仅促进了边角地的再开

发利用，也满足了自身的体育场地需求。然而，也正是因为土地权利人充当再开发主体，因而资

金相对有限，从而导致自行主导型模式的再开发规模相对较小，无法建设较大面积的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 

3.4.5 交叉混合型 

在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交叉混合型再开发是指由政府、市

场、个体中的两者或三者共同主导的再开发组织模式，主要有政府与市场合作、市场与个体合作、

多主体合作三种模式[57]177-178。交叉混合型再开发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对各主体优势的整体动员，

如政府在处置复杂地块产权问题上具有的权威性与便利性以及市场在资金筹措以及激发主体活

力问题上具有的高效性等。首先，从政府与市场合作模式来看。这一模式在前期能够发挥政府在

再开发过程中的优势，加快土地改造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速度，并保证被改造利益主体的权

益，后期则可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优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70]。其次，从市场与个体合作模式来

看。这一模式对原土地权利人经济要求低，能够吸引社会资本达到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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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小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风险。再次，从多主体合作模式来看。这

一模式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商、体育企业、社区体育组织以及居民等，凭借存

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参与主体的多元性，该模式获得了资源的最大化整合，

能够实现再开发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4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现实桎梏 

4.1 再开发涉及土地产权转移，健身设施建设收益难分配 

《意见》提出支持以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租赁方式向健身设施建设供地。事实上，无论先

租后让还是租让结合，其核心均指向土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土地使用权指有关土地财产的一切权

利的总和，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抵押权等。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不同于新增建设用

地，后者不涉及土地产权转移问题，而前者由于土地前期已为他人使用，因而对其进行再开发建

设健身设施，必然要与土地原使用权益人进行土地共享方案的沟通协商。无论最终协商方案如何，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始终无法避免对原土地产权的占有或共享，在这种复杂的土地

使用权关系下，再开发建成的健身设施后期运营取得的收益如何分配俨然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从政府组织的再开发工程来看，由于存量建设用地性质均为国有土地，国土部门掌握着土地

规划使用的主导权。政府凭借其行政对话的高效性，在与土地规划部门沟通中能够决定着最终发

展方向。因此，在再开发过程中，政府获得土地产权并不难，关键在于与土地原始权益人进行土

地转让价格谈判。事实上，政府为避免后期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通常采取一次性补偿买断的形

式从土地原始权益人手中收回土地。然而，在土地征用中，难以避免涉及部分尚未到达合同使用

年限的情况，而在“健身设施全覆盖”这一政治任务的压力型驱动下，政府不得不以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等方式来满足健身设施的用地需求，由此，土地租用后产生的效益如何进行二次分配也

就成为关键。 

从市场组织的再开发工程来看，通常市场只能从土地规划部门或业主手中获得城市小面积的

存量建设用地，大面积的地块很难获取，如重庆市利用边角地建设大范围的体育文化公园主要还

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的。因此，在市场主导的再开发工程中，尽管国家政策均强调支持社会力

量参与健身设施建设，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市场很难在存量建设用

地原始权益人手中获得直接的土地产权，而是“被迫”与土地原始权益人进行合同租赁。一方面，

由于市场在再开发过程中扮演着“商人”角色，需要与存量建设用地原始权益人进行积极谈判，

力争以最低的租金来实现健身设施建设的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存量建设用地原始权益人不满

足于基本的土地使用租金收入，希望从建成的健身设施中获得二次收益回报。由此，各大主体之

间的利益博弈将给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造成阻挠。 

4.2 再开发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健身设施建设监管难开展 

近年来，“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等词频繁出现在国家陆续颁布的全民健身相关政策中。

从国家意志以及社会需求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已经成为保障健身设施建设用地供给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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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尽管国办多部文件均强调健身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但这些表述多停留在倡议层面，并不具

备强制力；加之与经济发展贡献相比，健身设施建设并不会给地方政府官员创造政绩产生过大影

响。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体育部门并非像政策规划那样能够轻易获得存量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而只有在政府主导下的健身设施建设工程方可获得存量建设用地使用的优先权。总的来讲，这一

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当前我国尚未针对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建立专门的政策

法规，由此造成健身设施建设监管难以开展。 

从政策文件制定的角度来看，由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涉及国土、环境、规划、市政等多个

部门，尽管目前国办出台的健身设施建设相关政策都强调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但各部门在利

益导向的本位主义逻辑下，并未对这一倡议引起高度重视。换言之，在实践操作中，上级部门如

果没有强制要求划拨土地用于健身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往往基于“投入-产出”角度对有限的存

量建设用地资源进行处置。究其缘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健身设施建设属于体育部门

业务范畴，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由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只是健身设施建设政策其中一部分内容，

由此导致这些政策主要参与者仍是体育部门，其他部门参与相对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门

用于指导再开发建设的政策文件，且仅有的相关文件对于存量建设用地的相关表述停留在倡议、

鼓励等层面，不具有强制约束效力，由此导致非政府部门主导的健身设施建设在使用存量建设用

地的过程中备受阻碍。 

从法规办法建设的角度来看，尽管国家层面提出了“202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

的目标，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并非建设健身设施唯一途径，因而无法上升到立法的层面。一方

面，国家鼓励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来满足健身设施建设用地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

律规章制度的强制约束，在建设健身设施过程中，市场动用存量建设用地面临行政审批的掣肘。

此外，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作为健身设施建设用地供给的新方向，体育部门尚未针对这一模式制

定详细的实施办法；换言之，即使市场能够动用存量建设用地，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面临什么

样的阻碍、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等问题均未得到方向性指引，由此使得再开发面临困境。 

4.3 再开发土地质量参差不齐，健身设施建设需求难满足 

存量建设用地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土地利用不充分，而造成土地利用不充分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除了存在土地使用权益人前期规划不到位这一主观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土地上方建筑结构的

客观因素影响，如高架桥下空地、城市边角地等。从《意见》的内容来看，当前存量建设用地再

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主要应用于城市，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城市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区。然而，

在这人口密集、产业密集的城市中心，存量建设用地主要以边角地、高架桥下空地、老旧厂房、

屋顶等形式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再开发土地的质量参差不齐，从而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

身场地设施需求。 

首先，再开发土地面积形状各异。从存量建设用地的面积来看，小面积地块占据主要成分，

这是由存量建设用地的性质所决定的，面积较大的建设用地被充分利用，而面积较小的地块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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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筑，从而沦为存量土地。从存量建设用地的形状来看，不规则的条状地块是主要构成，这

些条状地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错落分布在人们生活与工作周围的各个角落，数量虽多，但形状各

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需求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在

动力，而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其关键性的物质基础。土地作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的关键生产性要素，尽管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不可否认，存量建设用地

在面积以及形状等关键性质上存在的局限，给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难题

与挑战，政府不得不依托现有存量建设用地的面积与形状来因地制宜建设健身设施，因而建成的

健身设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一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再开发土地位置较为分散。由于存量建设用地是建设用地各使用权益人开发利用不充

分所产生的，因而其位置分布较为分散，广泛依附于各大城市建筑周围。从面积较大的存量建设

用地分布来看，这一类存量土地主要存在于城市郊区或者城乡交界地段，多为老旧厂房、荒地、

沼泽地等形态。尽管这类存量土地面积较大，但位置分布远离于群众生活与工作地域，因而建成

的健身设施只适合于群众在周末进行参与。从面积较小的存量建设用地分布来看，尽管这一类存

量土地嵌入在群众工作与生活周围，但由于单片地块面积较小，无法建设较大规模的健身设施，

由此导致“建设好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这一目标悬空，群众无法在生活周边实现较为全面的体

育活动参与，进而造成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健身场地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4.4 再开发模式资金来源单一，健身设施建设资金难保障 

稳定而又丰富的资金来源是再开发的关键保障。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不仅涉及土地的租赁与转让等费用支出，还涉及场地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维护等费用支出。然而，

当前单一的再开发资金来源使得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资金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从存量建设用

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多种组织模式来看，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 2 类。 

从政府提供资金的再开发模式来看，这类再开发模式的资金由政府兜底负责全部财政支出，

属于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解决群众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刚性需求，而非多样化需求。从

本质上讲，政府提供资金来源的再开发模式，在现实操作中实际上是“一锤子买卖”，即政府负

责前期再开发的资金保障，而建成后的健身设施运营、维护与管理等费用并非全部承担。从具体

的拨款部门来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政府拨款并非来自中央政府，而

是各基层政府，如重庆市边角地再开发。由此可见，对于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设施需

求，在经济建设发展的节奏主导下，基层政府的财政承担能力确实有限。因此，如何从现有的政

府资金支持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资金来源，显然成

为当下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市场提供资金的再开发模式来看，这一类再开发模式的资金来源是指除政府以外的所有社

会力量或个体。就社会力量而言，从近年来陆续颁布的各项政策文件来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是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主流价值取向，也是国家意志的充分彰显。尽管市场中多元化的主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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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但由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其服

务人群并非特定指向高收入的精英阶层，而是面向广泛的普通群众。也因此，社会力量提供资金

的再开发模式主要还是面向具有高品质与高收益的体育服务综合体，而非普通的基础健身设施。

由此，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投融资俨然成为当务

之急。就个体而言，个体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供资金来源主要应用于

私有场景，即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进行再开发建设。总的来讲，这类模式的资金来源最为

单一，且建成的健身设施参与受众面窄。 

5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推进路径 

5.1 明确土地产权归属，注重保护多方利益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存在的收益难分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再开发的土地产权

归属未能得到明确界定，由此导致再开发过程中的多方主体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明确

土地产权归属，便于协商各方利益关系、合理分配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对

于调动各方参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71]333。因此，深入推进再开

发建设工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明确土地产权归属，注重保护多方利益。 

第一，出台再开发的土地产权变更指导办法。具体的指导办法能够为妥善解决存量建设用地

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过程中的土地产权变更问题提供细致的参考依据，从而更好地推进再开发工

程。一是明确存量建设用地实施再开发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抵押权、继承权、地役

权等土地产权的归属对象，从源头杜绝后期可能出现的土地产权纠纷问题。二是确立存量建设用

地再开发的土地产权变更的方式，常见的土地产权变更方式主要有征收、置换、买卖、入股、有

偿出让、行政划拨等种类，体育部门应当针对不同的再开发场景建立土地产权变更的工作指南，

切实提高健身设施建设的工作效率。 

第二，构建再开发的土地产权转移规范程序。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过程中，土

地产权转移较为复杂，既需要处理土地所有权等多个权利关系，还需要协调政府、土地使用者等

多个权利主体的利益[57]151。一方面，体育部门要联合国土、规划、市政等部门根据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形制定包括土地产权调查与确认、土地产权转移意愿调查、现状摸排与价值评

估、编制产权转移方案、备案报批等规范化程序在内的再开发实施流程；另一方面，还要围绕再

开发涉及的土地产权转移各环节制定具体的操作指南，确保各环节的操作均在科学的指南引导下

有序推进，切实提升再开发工程实施质量。 

第三，明确再开发的收益构成及其分配方案。一是要准确掌握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

设施的收益构成。一般而言，再开发的收益构成包括土地本身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和新建设施所产

生的增值收益两部分，因而体育部门应当对这两部分增值收益的具体内容展开研究，并将其增值

收益分布情况公开透明呈现。二是要确定再开发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开发商、土地权利人三大利

益群体，并根据三大利益群体在再开发过程中的贡献程度以及承担角色进行增值收益分配，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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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开发商也可以将再开发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对原土地权利

人进行再次分配等。 

5.2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强化数字监测监管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涉及政策面广，而我国当前相关政策法规建设力度相对较

为薄弱，出台的政策文件缺乏系统性或高层面的指引，或存在时间限制及与现行政策法规相冲突

的问题[71]333。此外，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如何实现有效监管是提高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效率

与质量的关键，而当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为其提供了思路。因此，再开发的高质量推进需要

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同时还应强化数字化的检测与监管。 

首先，系统完善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相关政策法规。一是体育部门

应当在现有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

地供给中的价值，聘请领域内专家，同时联合国土、规划、市政等部门，加快研制出台存量建设

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具体指导意见。二是在研制的指导意见基础上，结合存量建

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不同应用场景，同时根据再开发实践所面临的现实技术问

题，制定针对性的再开发工作指导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要着重强调体育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

同参与，确保部门之间的对话渠道畅通。三是考虑在后续《全民健身计划》的编制过程中，注重

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用地供给模块的比重，同时考虑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作为独立的章节，进一步强化其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四是完善存量建设

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制度环境，包括健全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调整城镇土地出

让制度、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构建再开发的法律仲裁制度等[71]354。 

其次，科学打造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监测监管平台。第一，要开发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数字化监测技术。一是再开发监测数据采集与更新

技术，因为信息获取是再开发监管的初始环节，再开发综合监管不仅依赖于已有的大量静态数据，

更需要利用空间信息获取技术来获得再开发动态；二是再开发监管数据库建设与管理技术，因为

对再开发情况进行监控与统计，需要凭借数字化的监管系统来实现对其在线监控[72]163。第二，要

打造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数字化监管平台。一方面，数字化监管平台可

以极大地实现再开发监管的全社会动员参与；另一方面，数字化监管平台也能实现再开发相关信

息实时向社会公布。体育部门要组织网络技术人员，根据再开发的具体内容建立相关网络平台，

如 APP、网站、小程序等；同时根据监管主体、执法主体等内容开放相应端口，将监管事宜全部

在平台公开透明化。 

5.3 坚持系统发展观念，满足社会多元需求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产业规划、

体育规划等多种规划体系共同结合的基础上开展的，而目前我国多数地区规划编制缺乏统一标

准，相关规划衔接不够[71]333，以至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成的健身设施无法满足广大群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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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

之一。坚持系统发展观念，就是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善

于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整体谋划、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 

第一，加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整体规划。一是体育部门加强顶层

谋划，联合国土、规划、市政等多个部门建立以县域为单位的用于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存量

建设用地整体规划，强化规划中各健身设施的统筹布局，实现县域内各辖区各项健身设施全覆盖，

扎实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质量。二是地方政府要引导规划部门做好群众生活区、工作区周

边存量建设用地的数据采集工作，同时运用 GIS 等技术绘制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图，并积极与

体育部门展开数据共享，体育部门要根据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情况做好区域范围内健身设施建

设规划，对接“3 分钟智慧健身圈”目标打造高质量健身设施。  

第二，优化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结构体系。结构是系统中诸要素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要素之间一定的比例、排列组合秩序、结合方式等[73]。一是优化

再开发中存量建设用地类型的结构，要充分挖掘老旧厂房、边角地、闲置地、荒地等存量建设用

地的使用潜力，从整体上实现存量建设用地的系统开发，避免再开发过程的单一化操作，最大限

度高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资源。二是优化再开发建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类型结构，在统筹开

发不同形态存量建设用地的基础上，体育部门要引导开发商根据存量建设用地的位置分布、面积

大小等特征，因地制宜打造类型丰富、层次分明、功能多元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丰富人民

群众的体育参与感和获得感。 

第三，推进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绿色转型。坚持系统观念，要正确

对待发展与保护这一对辩证概念的关系，如何实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坚持系统发展观的

题中之义。基于此，在推进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过程中，要深入贯彻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健身设施建设全面绿色转型；强化健身设施建设重大科技攻关，加快绿色

低碳技术研发推广；研制健身设施低碳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健身设施建设动态评价机制；完善健

身设施低碳建设保障制度，加强健身设施建设能耗统计监测。只有树立全面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

才能充分彰显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健身设施的价值导向。 

5.4 创新拓展融资渠道，保障项目资金需求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涉及土地购置支出与健身设施建设支出两部分

成本。在我国，尽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很大程度

上承担着健身设施建设所需的财政支出，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是必然趋势，这在近年来颁布的各项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文件中可见一斑。有充足的、多

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和多元化的运作模式，可以减轻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面

临的资金压力。因此，需要积极创新并拓展融资渠道，充分保障再开发工程的资金需求，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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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再开发工程夯实资金基础。 

首先，挖掘企业内部融资潜力。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工程主要由相关

体育企业负责实施，由于再开发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因而挖掘体育企业的内部融资潜

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企业内部融资主要分为企业自有资金和新股东资金两种形式的融资[57]116。一

方面，政府要引导体育企业进行内部体制改革，增加体育企业预留资金比重，提高体育企业的再

开发投资能力；同时鼓励已有股东成员加强对体育企业的二次融资，不断增加体育企业自有资金

数量。另一方面，体育企业要建立内部员工以及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入股制度，通过制度的完善来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入驻，从而提升企业的内部融资能力。 

其次，提高政府财政投资效益。从性质上来看，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属于基础性民生工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财政拨款是其主要资金来源。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介入，政府财政

拨款将由过去的注重投资金额向强调投资效益转变。一方面，政府要集中有限资金投资一批存量

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试点城市，鼓励这些城市将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实现

再开发工程以点到面的辐射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再开发工程投资的全过程监管，通过

对再开发投资的预算审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实现对再开发工程投资的事前控制，进而降

低政府财政投资不合理成本，提高政府财政投资效益。 

再次，拓展市场外部融资空间。一是考虑由各地政府的财政管理、国土规划、体育、住建等

部门出面成立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专门融资机构，通过吸收单位和个人的各类存款、开办购

房专项存款、地产基金等业务，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筹措资金。二是由

各市、区政府牵头，从城市维护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转让收入等渠道，安排一定

比例资金专门用于再开发建设。三是体育部门投入部分资金发起建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投资基金，鼓励国内大型房地产商和知名基金公司共同设立，同时积极鼓励和

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解决重大再开发项目的融资问题[57]117。 

6 结束语 

在国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背景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俨然成为缓解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用地供给压力的有效方式。文章从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概念内涵

出发，在对其动力来源、理论逻辑进行深入阐释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现实桎梏，并据此提出了其推进路径。本研究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引入

了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这一视角，无论对于后续全民健身相关研究，还是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

设实践，均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导向。然而，本研究也难免局限于宏观理论探讨的抽象中，在后续

研究中，课题组将扎根于国内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实践个案中，以期从

微观实证的视角为再开发提供更多优秀的实践经验与科学的理论指导，进而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67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2014-

10-20)[2021-12-1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ent_9152.htm. 

[2]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 .2021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 [EB/OL].(2022-04-

29)[2022-09-23].https://www.sport.gov.cn/jjs/n5043/c24251191/content.html. 

[3] 潘信.2000-2015 年上海市体育用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4] 骆映，邓婧，谢洪伟，等.城市居住小区“划拨”体育用地专项立法研究——基于《“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思考[J].体育学刊，2018，25(01):82-88. 

[5] 周正卿.城市居民社区体育用地资产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53(03):149-155. 

[6] 任慧涛.英国城镇化进程中体育用地规划及其治理机制[J].体育与科学，2015，36(06):8-15. 

[7] 付群，王萍萍，陈文成.挑战、机会、出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天津

体育学院学报，2019，34(01):44-51. 

[8] 陈元欣，何开放，杨金娥，等.我国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研究[J].体育学研

究，2020，34(05):41-47. 

[9] 赵克，黄文仁，骆映，等.规制失灵:城市居住社区体育用地法规正当性缺失与补救[J].体

育科学，2012，32(03):10-16+27. 

[10] 任慧涛.城市居住社区体育用地的法律规制研究[D].集美大学，2012. 

[11] 刘红梅，周庆礼，王克强.建立健全体育用地价格评估体系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1，

47(02):125-129. 

[12] 王克强，刘红梅，周庆礼，等.论体育用地资产化运营与管理[J].中国土地科学，2010，

24(02):68-71. 

[13] 杨金娥，陈元欣，黄昌瑞.社会力量投资运营体育场地的政策困境及消解路径[J].上海体

育学院学报，2019，43(05):1-6. 

[14]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

[EB/OL].(2020-09-30)[2021-12-1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

10/10/content_5550053.htm. 

[15] 李慧娜，孙留中，段永华，等.贵州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现状与需求研究[J].曲阜师范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1(01):110-114. 

[16] 刘彦敏.浙江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优化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2017. 

[17] 任波，黄海燕.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07):22-34+66. 

[18] 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人民日报，2021-07-19(002). 



 

68 

[19] 王先亮，王志文，牛婷.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转型研究[J].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06):111-119. 

[20] 邓芳啸，布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体育消费[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43(S2):35-

37+52. 

[2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 见 [EB/OL].(2019-09-17)[2021-12-18].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

09/17/content_5430555.htm. 

[22] 蔡朋龙，刘广飞.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逻辑、目标与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1，

35(05):19-30. 

[23] 夏磊.农民参与体育消费的多元价值、制约因素与促进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19，

(07):37-43. 

[24]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 .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的通知

[EB/OL].(2021-10-25)[2021-12-

19].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655706/content.html. 

[25] 李春晖.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特性与体育人文精神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38(12):22-26+32. 

[26] 重庆市体育局.重庆 92 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免费开放[EB/OL].(2021-01-26)[2021-12-

19].http://tyj.cq.gov.cn/zwxx_253/mtzs/202101/t20210126_8822055.html. 

[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

2017-10-28(001). 

[28] 卢浪.理论·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逻辑[J].求索，2021(06):37-44. 

[29] 郭振，王松，阿柔娜，等.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体育与生态环境研究述评[J].体育学刊，

2020，27(04):84-90. 

[30] 新华社.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08-09-29)[2021-

12-19].http://www.gov.cn/ldhd/2008-09/29/content_1109754.htm. 

[31] 黄莉.体育强国的理论框架与顶层设计——从“十九大”报告中的国家大战略思考体育

发展战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01):9-16. 

[32] 王智慧.体育强国的评价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4. 

[33] 贾斌，王保金.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37(04):430-436. 

[34]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 [EB/OL].(2014-12-

26)[2021-12-19].https://www.sport.gov.cn/n4/n210/n218/c328625/content.html. 

[35] 中国网.中国人均体育场地远低日美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EB/OL].(2015-11-04)[2021-12-

19].http://sports.china.com.cn/quanminjianshen/detail1_2015_11/02/470848.html. 



 

69 

[36]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统计报告[R].北京: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2016. 

[37] 国务院办公厅 .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EB/OL].(2019-07-15)[2021-12-

19].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 

[38]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EB/OL].(2021-08-

03)[2021-12-1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3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EB/OL].(2016-06-

23)[2021-12-1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3/content_5084564.htm. 

[4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 [EB/OL].(2019-09-

02)[2021-12-2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41] 郑家鲲.“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机遇、挑战、任务与对策

[J].体育科学，2021，41(07):3-12. 

[42] 史小强，戴健.“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形势要求、现实基础与目标举措[J].

体育科学，2021，41(04):3-13+59. 

[43] 卢文云，王志华，华宏县.群众“健身难”问题破解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21，41(05):34-43. 

[44] 张凌杰，刘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与实践意蕴[N].中国环境报，2020-11-

10(003). 

[45] 周宏春，江晓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来源、组成部分与实践指引[J].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2019，29(01):1-10. 

[46] 张乾元，赵阳.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思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40(01):26-34+2. 

[47] 孙轩，单希政.智慧城市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从功能协同到数字协同[J].电子政务，2021，

(12):80-89. 

[48]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

场 治 理 整 顿 严 格 土 地 管 理 的 紧 急 通 知 [EB/OL].(2004-04-29)[2021-12-

21].http://www.sz.gov.cn/zfgb/2004/gb400/content/post_4969073.html. 

[49] 任海.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J].体育科学，2020，40(07):3-13. 

[50] 刘欢，孟轲.人民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旨归[J].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2019，35(04):7-13. 

[51] 邱珍，李红霞.人民主体性: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原则与价值指向[J].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2019，42(04):1-7. 

[52] 陈丛刊，王思贝.坚持人民主体性: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导向[J].武汉体

育学院学报，2021，55(01):13-18. 

[53]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N].人民日报，2015-09-27(002). 

[54] 张国清，彭雨，周次保.差异化与均等化:我国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实然困境及应然



 

70 

选择[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08):25-29. 

[55] 程晖.以标准化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N].中国经济导报，2021-04-23(002). 

[56] 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EB/OL].(2020-10-29)[2021-12-30].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 

content_5556991.htm. 

[57] 王红梅.城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58] 刘宝光.基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视角下的大连城市边角地利用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8. 

[59] 重庆档案信息网.重庆中心城区 92 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全部建成开放[EB/OL].(2021-01-

16)[2021-12-26].http://jda.cq.gov.cn/xwzx/jrzq/content_40277. 

[60] 冯瑄，单玉紫枫.改建体育场馆民资牛刀小试[N].宁波日报，2016-01-13(003). 

[61] 冯姗姗，胡曾庆，李玲，等.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闲置地转型绿地:进展及思考[J].现代城

市研究，2021(06):93-101. 

[62] 周欢欢，吴晓华.基于林下闲置地利用的山地公园更新设计研究——以临平公园杜鹃园为

例[J].农业与技术，2020，40(15):133-137. 

[63] 谭永忠，姜舒寒，吴次芳.闲置土地的形成原因与类型划分[J].中国土地，2016，(02):9-12. 

[64] 宫丽彦，程磊磊，卢琦.荒地的概念、分类及其生态功能解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5，

30(12):1969-1981. 

[65] 千龙网 .荒地上建起笼式足球场  北京市数百健身场地建在家门口[EB/OL].(2017-12-

21)[2021-12-27].https://www.sohu.com/a/211846224_161623.  

[66] 华龙网 .昔日荒地变身风雨球场  学生有了运动好去处[EB/OL].(2020-11-02)[2021-12-

27].http://www.cwl.gov.cn/c/2020-11-02/476381.shtml. 

[67] 郑美艳，王正伦，耿文光.旧厂房改造为体育设施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08):127-

132. 

[68] 杨金娥，陈元欣，黄昌瑞.老旧厂房改造体育设施之存在问题和解决路径[J].武汉体育学

院学报，2018，52(10):18-23. 

[69] 谭永忠，何巨，吴次芳，等.存量规划趋势下城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模式研究[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70] 白雪华，吴次芳，艾亮辉.土地整理项目融资 PPP 模式[J].中国土地，2003(01):20-23. 

[71] 唐健，王庆日，谭荣.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建设用地再开发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2] 胡月明，隆少秋，郭玉彬，等.建设用地再开发数字化监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73] 黄光秋，于洪生.以“系统观念”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J].山东社会科学，2022，(03):34-40. 



 

71 

苏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

与发展对策研究——以大众体育联赛为例 

李  建 

（苏州市振华中学）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数理统计、案例分析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

法，以苏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以大众体育联

赛为例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基本情况、苏州市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

系列赛的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发展对策等内容。旨在总结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

价值和主要绩效，提升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办赛水平和办赛质量，满足群众对体育运动多样化需

求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研究结果显示：（1）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积极营造苏州市全

民健身活动氛围；打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传播科学健身知识；打造苏

州优势体育项目等方面。（2）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主要绩效体现在积累了体育社

会组织办赛的基本经验；初步建立了赛事规范化运作模式；推进了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品牌建设

工作；催生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活力与动力等方面。（3）社会化运作能力有限；赛事宣传推广力

度较弱；办赛理念与责任意识需要强化；赛事运行的有序性与规范性有待提高；缺乏专业人才与

管理团队等是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存在的主要问题。（4）影响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

大众体育联赛的因素主要包括办赛人员专业化程度、办赛的重视程度与质量意识、办赛的能力与

水平、制度创新与执行力度、办赛特色与评价机制等方面。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发展对策是：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持续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创新赛事宣传推广活动形式，加强宣传和信

息平台建设；强化办赛理念和质量意识，规范赛事管理工作；用好和盘活现有专业人才，合理配

置管理团队；落实赛事组织人员责任，加大赛事工作执行力度等。 

关键词：社会组织；大众体育联赛；现状调查；发展对策；苏州市 

1 引言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支持，同时也大力提倡社会力量要

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管理，例如《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由多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繁荣发展，形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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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育服务体系参与主体多元化、供给形式多元化的大好局面①。政府采购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

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载体，由于苏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项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在实施过

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例如，苏州市属体育社会组织结合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仍不乏有一些低质量、低水平的体育赛事。如果这一问题不尽快解决，必将不利于政府

采购事业的深层次发展和实施，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全方位发展。因此，对苏

苏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以大众体育联赛为

例进行研宄，探索并总结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价值与主要绩效，梳理苏州市大众

体育联赛发展状况，不但是是深入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精神的重要体现，而且需要帮助办赛弱势的

体育社会组织尽快走出困境，提升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发的能力。这

也为本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提供了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苏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大众体育联赛为例。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以“社会组织、大众体育赛事、运作”等为关键词搜

索相关文献资料，阅读相关期刊论文六十多篇、相关学位论文五十多篇。查阅、收集、整理各级

部门印发的政策文件 10 份，为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利用苏州大学图书馆网络窗口，查找 Web of 

Science、读秀等电子期刊数据库，收集下载相关外文文献和资料，为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参考。 

2.2.2 专家访谈法：为了进一步了解苏州市社会组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存在问题、影

响因素和发展对策，基于相关研究需要将可得知，对苏州市体育总会和高校教师的相关专家进行

了访谈，了解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系列赛现状等，听取专家关于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

赛的存在问题的具体看法，以收集本研究的写作依据，对本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2.2.3 实地考察法：为深度了解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系列赛的现状，本人于对

苏州市体育总会以及各种类型的体育社会组织，展开科学严谨的实地调查。在此期间，本人获得

了一系列政府文件，以及各种赛事所对应的统计材料等；此外本人跟随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赛事

系列赛评估团队，对苏州市社会组织承办的部分系列赛赛事进行了实地考察，得到极具真实性的

诸多资料，发现了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办系列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等，为分析现

状提出对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2.2.4 问卷调查法：查阅、整理、分析与本研究相关的体育社会组织、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等文献资料，认真研读之后全面设计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围绕论文研究的目的、需要以及研究

 
① 夏贵霞. 我国政府购买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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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可行性等要求；在访谈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和专家的基础上对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

联赛的开展、运行等基本情况进行初步了解，进一步调整、完善研究内容基本框架，明确通过问

卷调查需要掌握哪些信息、数据和资料。 

2.2.5 案例分析法：本研究以苏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大众体育联赛

系列赛赛事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个案的成功之处，剖析案例中所反映的社会组织承办系列赛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2.2.6 逻辑分析法：借助于演绎等各种类型的逻辑分析法，对已经获得的数据展开较为深入

的细致探究，最后获得数据完全满足实际要求的结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基本情况分析 

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共历经了大众体育联赛发展初始阶段、公共体育服务购买阶段和大众体

育联赛品牌建设阶段。 

2020 年度的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在比赛项目的安排上设置了三个主要的部分，分别是项目系

列赛和项目联赛以及综合性特色体育活动。体育联赛以项目联赛、综合性特色体育活动为主体项

目，彰显联赛特点，包括足球共 12 个项目；6 个综合性特色体育活动。以系列赛为补充，考虑周

到，以苏州市民为重点参赛对象的项目共有 45 个，基本包括了所有年龄段的市民。 

3.2 苏州市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的价值分析 

通过研究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价值，可以总结近年来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

办大众体育联赛的作用和功能，探讨其对苏州市群众体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对大众体育联赛

高质量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深度访谈有关专家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了解到的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的基本情况，梳理、归纳出承办联赛的 9 个主要价值，并请被调查专家根据现有实际情况按五级区

分度进行选择和填答。问卷回收后，将五级区分度分别赋值，即按 5、4、3、2、1 分计算，并统计

所有问卷选项的均数（见表 1，以下同述将不再进行赘述。）。凡是得分越低的选项，说明该价值在

苏州市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上体现程度越小，得分越高的选项则反之。分析表 9 可知，提供

的 9 个承办价值选项中“突出”和“较突出”的选择率达到了 61.2%和 23.68%，两者累计为

84.88%；“一般”的选择率为 13.84%，”不太突出“的选择率为 1.28%，”不突出“选项没有专家选

择。如果按得分均值分析，9 个选项均分都达到了 4 分以上，得分总体较高，说明本文对承办联赛

价值的总结符合实际情况。将上述 9 个选项的得分由高至低依次排序为：积极营造苏州市全民健身

活动的氛围；打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传播科学健身知识，树立体育价值

观念；打造苏州优势体育项目，推进体育文化名城建设；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群众体育事业发展；

焕发传统体育赛事新风采，助力联赛体系形成；普及小众体育项目，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全

面整合苏州市开展群众体育赛事的资源；推广体育项目进校园，助推“一校一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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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办联赛价值调查统计表（N=61） 

承办价值体现 

突出 

（5 分） 

较突出 

（4 分） 

一般 

（3 分） 

不太突出 

（2 分） 

不突出 

（1 分） 得分

（分） 
人/% 人/% 人/% 人/% 人/% 

积极营造苏州市全民 

健身活动的氛围 
44/72.13 12/19.67 5/8.2 0/0 0/0 4.64 

打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44/72.13 13/21.31 3/4.92 1/1.64 0/0 4.64 

传播科学健身知识， 

树立体育价值观念 
38/62.3 18/29.51 5/8.2 0/0 0/0 4.54 

打造苏州优势体育项目， 

推进体育文化名城建设 
38/62.3 17/27.87 5/8.2 1/1.64 0/0 4.51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群众体育事业发展 
37/60.66 14/22.95 9/14.75 1/1.64 0/0 4.43 

焕发传统体育赛事新风采， 

助力联赛体系形成 
36/59.02 16/26.23 8/13.11 1/1.64 0/0 4.43 

普及小众体育项目， 

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 
36/59.02 13/21.31 11/18.03 1/1.64 0/0 4.38 

全面整合苏州市开展 

群众体育赛事的资源 
33/54.1 15/24.59 12/19.67 1/1.64 0/0 4.31 

推广体育项目进校园， 

助推“一校一品”建设 
30/49.18 12/19.67 18/29.51 1/1.64 0/0 4.16 

其他 0%（0） 0%（0） 0%（0） 0%（0） 0%（0） 0 

3.3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主要绩效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研究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主要绩效，可以总结近年来苏州市体育社会组

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取得的成绩和达到的成效，检验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办赛事的能力，推动

苏州市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表 2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联赛主要绩效调查统计表（N=61） 

主要绩效体现 

明显 

（5 分） 

较明显 

（4 分） 

一般 

（3 分） 

不太明显 

（2 分） 

不明显 

（1 分） 得分

（分） 
人/% 人/% 人/% 人/% 人/% 

积累了体育社会组织办赛的

基本经验 
45/73.77 12/19.67 4/6.56 0/0 0/0 4.67 

初步建立了赛事规范化运作

模式 
45/73.77 11/18.03 5/8.2 0/0 0/0 4.66 

推进了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品牌的建设工作 
42/68.85 13/21.31 6/9.84 0/0 0/0 4.59 

催生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活

力与动力 
40/65.57 15/24.59 6/9.84 0/0 0/0 4.56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8/62.3 17/27.87 6/9.84 0/0 0/0 4.52 

强化了大众体育联赛的公益

性服务 
39/63.93 15/24.59 7/11.48 0/0 0/0 4.52 

满足了社会不同群体体育需求 35/57.38 20/32.79 6/9.84 0/0 0/0 4.48 

其他 0%（0） 0%（0） 0%（0） 0%（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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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现实困境的调查与分析 

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自举办以来，虽然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但仍然存在

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见表 3）。分析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能为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采取

相应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建议和依据，并为推动大众体育联赛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表 3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联赛存在问题调查统计表（N=61） 

存在问题 

突出 

（5 分） 

较突出 

（4 分） 

一般 

（3 分） 

不太突出

（2 分） 

不突出 

（1 分） 得分 

（分） 
人/% 人/% 人/% 人/% 人/% 

社会化运作能力有限，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18/29.51 21/34.43 12/19.67 7/11.48 3/4.92 3.72 

赛事宣传推广力度较弱， 

赛事信息平台建设不够 
17/27.87 17/27.87 16/26.23 8/13.11 3/4.92 3.61 

办赛理念与责任意识需要 

强化，办赛水平参差不齐 
17/27.87 15/24.59 16/26.23 9/14.75 4/6.56 3.52 

赛事运行的有序性 

与规范性有待提高 
17/27.87 15/24.59 13/21.31 10/16.39 6/9.84 3.44 

缺乏专业人才与管理团 

队，协作能力亟待提高 
15/24.59 16/26.23 17/27.87 7/11.48 6/9.84 3.44 

缺乏赛事品牌建设规划， 

赛事社会影响力与关注度受限 
14/22.95 14/22.95 21/34.43 8/13.11 4/6.56 3.43 

赛事风险防范与措施缺乏， 

医疗救护工作认识不足 
13/21.31 8/13.11 22/36.07 12/19.67 6/9.84 3.16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3.4.1 社会化运作能力有限，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社会化运作能力对承办群众性赛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化运作能力的高低，不仅直接

影响着赛事运行的效果，还影响到办赛效率和目标的实现，并关系到整个赛事的成功与否。苏州

市部分体育社会组织不但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而且承接体育活动所需经费 70%以上都需要依靠政

府
①
。社会组织的运转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方面为社会捐赠，另一方面为政府资助

②
。访谈

了解到，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大部分都是依靠政府

购买服务的资金补贴。目前，苏州市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存在筹资能力弱、会员会费收取不规范以

及过度依赖政府资金扶持的现象，尽管可以从政府资助、会员会费、赛事服务性收入等方面获取

资金，但是社会化性资金仍然十分有限。体育社会组织虽然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但是

同样需要通过资金的保障来提高赛事服务的质量和成效。调查结果显示，有 29.51%和 34.43%的

专家认为该问题“突出”和“较突出”，得分排在所列问题的第一位，因此，解决社会化运作能力

有限、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问题十分紧迫。 

 
①  吴相雷,王政,严姣.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J].体育科研,2020,41(04):43-51. 
② 任贵州.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J].重庆社会科学,2015(05):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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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赛事宣传推广力度较弱，赛事信息平台建设不够 

赛事宣传推广工作在运作大众体育联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宣传推广力度的强与弱直接影响

着宣传推广工作的效果，也关系到联赛运作的成功与否。根据访谈了解到，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

对大众体育联赛赛事宣传推广力度较弱，赛事信息平台建设不够。通常采用微信公众号发布赛事

信息，其他有关网站、微博等进行转载发布，有的协会和俱乐部至今无赛事的微信公众号，缺乏

对外宣传推广的“窗口”，尤其是运动项目介绍、赛事信息的发布、比赛成绩公布等平台的建设比

较差，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推广效果。经实地考察，虽然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在承办联赛现场设置了

宣传牌，但是整体宣传较为简陋，形式单调，难以吸引眼球。宣传内容上较为简单，仅仅提供承

办联赛的选择条目，供市民选择观看，缺乏新意。 

3.4.3 办赛理念与责任意识需要强化，办赛水平参差不齐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公益性理念不可或缺，公益性体育服务的意识缺失，将直

接影响到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导致体育社会组织目标宗旨异向
①
。根据访谈了

解到，目前有部分市属体育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理念和使命感缺乏，第一，未能充分认识到体育社

会组织是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其主要的职能是服务群众，忘记了“服务”的初心，放

弃了自身最大的社会化优势。第二，将公益性、非营利性理念放在第二位，承办大众体育联赛并

没有为群众切身利益着想，一味追求尽快完成赛事以拿到的政府拨款，存在着应付差事现象。第

三，囿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导致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形成了对政府的习惯性依赖，认为发展群众

体育事业、组织赛事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致使责任意识淡化，办赛理念不强，志愿服务意识差，

加之自身能力不足必然导致承办赛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出现。调查结果表明，其中有 17 位和 15

位专家对这一问题选择了“突出”和“较突出”选项，得分排在所列问题的第三位，因此，解决

办赛理念与责任意识的问题十分紧迫。 

3.4.4 赛事运行的有序性与规范性有待提高 

2020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指出，

进一步规范体育赛事活动秩序，确保体育赛事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②
。赛事运行的有序性与规范性，

是保证赛事取得顺利、成功的基础，直接影响着运动员参赛的积极性、安全性和市民观看比赛的

热情与持续性。实地考察发现，目前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有待提

高。如 2020 年 7 月举办的攀岩联赛裁判员对运动员管理和比赛组织工作显得颇为混乱，各组别

运动员的检录不合理，现场器材设备摆放不便于运动员使用等；2020 年足球联赛现场休息区距离

比赛场地较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员的执裁和运动员的比赛，也必然影响到赛事运行的有序

性；2020 苏州市城市公园定向越野挑战赛的现场，签到处、检录处、医疗处等设置不合理，导致

 
①  吴相雷,王政,严姣.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J].体育科研,2020,41(04):43-51. 
②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Z].国家体育总局发[2020]25 号，2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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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和观众寻找相应地点不方便，影响了赛事运行的流畅性。为此要尽快提高苏州市体育社

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有序性与规范性，进一步推动大众体育联赛安全、规范、有序办赛。 

3.4.5 缺乏专业人才与管理团队，协作能力亟待提高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仍存在由

政府部门的离退休人员担任的情况，他们并不具备从事相应赛事运作与管理的能力
①
。根据访谈

了解到，缺少全职人员和体育专业人才在承办大众体育联赛中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体育产品和赛事

服务，缺少体育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体育赛事组织实施方面的专业人才与管理团队。在实地考察

过程中发现，苏州市大多数体育社会组织缺乏甚至是没有体育专业人才团队，协会和俱乐部的工

作人员基本上都身兼多职，只是在承办赛事时参与赛事服务工作。由此可知，体育社会组织专业

人员和管理团队的缺乏，协作能力的不够，将大大降低了承办赛事的服务效率。 

3.4.6 缺乏赛事品牌建设规划，赛事社会影响力与关注度受限 

根据访谈了解到，虽然苏州市体育总会从顶层设计抓起，将群众体育赛事统一打造为大众体

育联赛，进行品牌化建设，但是苏州市市属协会和俱乐部在承办联赛时并没有制定长期的赛事品

牌规划。下一年度的办赛资格要通过专家评审确定，同时，根据 2020 年度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标识和名称使用要求规定，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时，在赛事主背景板上赛事名

称前须冠以“2020 年度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字样，同时主背景板左上角应有“苏州假日体育”、

“中国体育彩票”、“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logo，主办单位为苏州市体育总会等。但是在实地考察

中发现，部分苏州市市属协会和俱乐部并没有严格地按照要求进行规范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大众体育联赛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受到影响。 

3.4.7 赛事风险防范措施缺乏，医疗救护工作认识不足 

分析表 3 可以看出，有 21.31%和 13.11%的专家认为“赛事风险防范措施缺乏，医疗救护工

作认识不足”的问题“突出”和“较突出”，说明专家对于承办联赛中的这一问题较为认同。根据

访谈了解到，有一些市属体育社会组织在承办大众体育联赛时，没有严格地按照《工作指南》的

要求，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保安人员、救援人员和其他安全工作人员，也没有按照要求配备防疫、

应急救援用品和药物以及提供必要的防疫、安全、救援、消防等措施，安全秩序维护工作也没有

落实到位。经实地考察发现，有一些比赛现场只安排了 1-2 名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甚至

没有配置救援人员，医疗救护用品也不齐全，包括没有设置明显的医疗救护的识别标志。由此可

见，赛事风险防范措施与医疗救护工作没有全面实施与落实需要尽快努力提高思想认识，尽快加

以克服与解决。 

3.5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影响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研究，明确这些影响因素在

 
①  吴相雷,王政,严姣.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J].体育科研,2020,41(04):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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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大众体育联赛中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探索和优化运作联赛的发展对策，促进大众体育联赛高

质量发展。 

表 4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联赛影响因素调查统计表（N=61） 

影响因素体现 

明显 

（5 分） 

较明显 

（4 分） 

一般 

（3 分） 

不太明显

（2 分） 

不明显 

（1 分） 得分

（分） 
人/% 人/% 人/% 人/% 人/% 

办赛人员专业化程度 34/55.74 16/26.23 7/11.48 3/4.92 1/1.64 4.3 

办赛的重视程度与质

量意识 
31/50.82 16/26.23 11/18.03 2/3.28 1/1.64 4.21 

办赛的能力与水平 32/52.46 15/24.59 9/14.75 5/8.2 0/0 4.21 

制度创新与执行力度 28/45.9 19/31.15 10/16.39 3/4.92 1/1.64 4.15 

办赛特色与评价机制 26/42.62 20/32.79 11/18.03 4/6.56 0/0 4.11 

相关保障条件与落实 26/42.62 19/31.15 13/21.31 2/3.28 1/1.64 4.1 

市民关注度与参与度 21/34.43 21/34.43 16/26.23 3/4.92 0/0 3.98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3.5.1 办赛人员专业化程度 

专业化则是指一个普通的职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的过程

①。任何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人这一要素。人是组织发展的灵魂，人员的专业化是保证赛事高效运

行的关键因素
②
。运作联赛的复杂性需要办赛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为此，大众体育联赛承

办方与相关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不仅要在办赛理念和宗旨层面上有所见

解，熟悉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的运作流程；还要坚持赛事高标准和高质量的原则，熟悉体育赛事

业务。在承办大众体育联赛工作中，只有专业人才能够保证运作流程的顺利进行。赛事专业人才

在体育赛事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组织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将会给体育赛事各项

工作的运转带来很多不便③。因此，承办大众体育联赛工作人员具备专业化能力与知识尤为重要。 

3.5.2 办赛的重视程度与质量意识 

办赛的重视程度和质量意识是近年来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大

众体育联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访谈了解到，体育社会组织通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获得

了自身的发展，同时拥有了一些较为稳定的资源，但对于承办体育竞赛需思想上重视，需要有质

量目标不是很强。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由市属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承办，只有加强各体育社会

 
① 姜勇,洪江凝.中国教师教育改革的追寻与坚守:学、智、哲三识合一[J].中国教育学刊,2021(02):41-46+80. 
② 庞瑶瑶.群众性体育赛事中体育社会组织作用研究[D].苏州大学,2019：67. 
③ 张丰豪,周玉达.社会体育赛事运作及其全面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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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办赛的重视程度和质量意识，才能推动大众体育联赛快速发展。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高度

重视办赛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大众体育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广大市民的关注与参与，

吸引更多的市民参加体育运动，扩展大众体育联赛的发展空间；才能更好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保证大众体育联赛各环节的完成效果更加理想。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专家对该选项“明

显”和“较明显”的选择率分别为 50.82%和 26.23%，总计 77.05%，从得分来看排在第一位，均

可说明该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3.5.3 办赛的能力与水平 

办能力与水平对于做好一件事是必要条件
①
，体育事业也是如此。赛事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

办赛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办赛能力与水平。例如裁判员的等级和专业能力是影响赛事运行进程、

赛事圆满成功的重要因素。经实地考察发现。有一些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办赛质量良莠不齐。联

赛虽然得以顺利地开展下来，但是赛后观众的口碑和达到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差强人意。访谈了解

到，虽然苏州市属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规模逐渐扩大、类型逐渐多样、组织网络更加完善的

特征，但是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大众体育联赛项目的需求来说，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远远不够，在

办赛经费来源、体育专业人才以及赛事管理等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增强体育社会组织办赛的

能力与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3.5.4 制度创新与执行力度 

制度创新是推进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保障。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需

要进行制度创新，这有利于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办赛水平和办赛质量，是影响运作联赛的重要因

素。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了解到，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根据《苏

州市大众体育联赛竞赛规程总则和承办办法》制定相关的赛事制度，并在承办联赛的过程中加

以实施。从发展角度尤其是强化新发展理念来说，承办联赛的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办赛制

度，离不开运作过程的改进，要进一步完善运作流程，为承办大众体育联赛增添新的活力。只

有加强办赛制度的改良、创新和优化，才能增强联赛承办的实施力、高效性以及社会影响。分

析表 15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分别有 45.90%和 31.15%的专家选择了“明显”“较明显”选项，总

计 77.05%。说明承办联赛的制度创新与执行力度是影响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重

要因素。承办联赛的执行力度是联赛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联赛的各个环节与流程都是按照

事先制定的规划实施的，因此承办赛事活动的成功与否与执行力度息息相关。承办联赛执行力

度强，整个赛事也会流畅地进行。 

3.5.5 办赛特色与评价机制 

特色是指某一事物独特的个性特征即差异化、与众不同。缺乏、丧失个性色彩的城市容易被

忘却，没有持久生命力，也不利于城市在区域、国际化竞争中建立自己的特色品牌形象。
②
同理，

 
① 李建荣,王庭俊.在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中提升高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20(15):87-91. 
② 李鹏,邹玉玲.体育赛事型塑城市特色[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02):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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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丧失个性特色的大众体育联赛也容易被忘记，也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将不利于大众体育联

赛在苏州乃至全国群众体育赛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只有创造具有特色的苏州市大

众体育联赛，才能成为推动联赛发展的持久动力。同时，建设联赛特色是对群众体育赛事特色同

质化的回应，也是联赛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苏州市社会组织承办的大众体育联赛如果不

能形成相应的特色，而是一位的复制，就很难推进联赛的可持续发展。赛事评价是监管的一种重

要形式，必须重视赛事评价所起的作用和动力以及办赛的影响。为此，经访谈了解到，目前，尚

有一些社会组织未能形成自己的办赛特色形象，为此要尽快形成自己的办赛特色，符合苏州市体

育总会的有关规定，加强赛事的监管，进一步提升大众体育联赛的质量。 

3.5.6 相关保障条件与落实 

相关保障条件与落实是体育社会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成功的重要保证
①
。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表 4），此影响因素也十分重要，最终得分排在第四位。根据访谈了解到，运

作联赛具有的保障条件须落实到位，如办赛场地器材、裁判团队、安保医疗、宣传推广、领

导监督等。保障条件落实越完善、全面，则赛事运行越有支撑、支持和保证。同时大众体育

联赛的参与者的保障条件与落实，如参赛时的安全保障等，体育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

的保障条件与落实，如办赛的场地设施情况，器材设备的安全性等，也要落实到位。只有这

些相关保障条件与落实，才能广泛调动赛事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市民参与联赛的主动性和联

赛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5.7 市民关注度与参与度 

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如果缺乏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只有很少的市民关心和关注，如果

比赛情况不向社会广泛宣传，那么，就没有完成好大众体育联赛的办赛任务，没有达成相应的目

的。由此可知，社会大众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促进大众体育联赛发展的重

要基础。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要始终坚持以丰富市民节假日休闲时光、满足群众

对于体育运动多样化需求和对于美好生活向往为宗旨，不仅要通过媒体报道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

及体育知识，宣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项目及内容，营造良好的城市体育氛围，还要让广大市民

知晓体育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目的、报名渠道、参加方法、时间规定、注意事项等，更

要及时地公布联赛赛事进度及结果，以吸引全社会关注和更多市民参与。 

3.6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联赛的发展对策 

研究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发展对策，对提升办赛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①  吴相雷,王政,严姣.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J].体育科研,2020,41(04):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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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苏州市社会组织运作联赛发展对策调查统计表（N=61） 

3.6.1 持续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83.61%

和 14.75%，总计 98.36%，得分 4.82 并列排在第一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十分重要。 

只有持续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才能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要扩大大众体育联赛的社会影

响力，必须提供高质量的赛事服务和丰富多样的赛事活动内容。首先，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必

须明确联赛的核心竞争力--苏州特色。苏州市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赛事资源拥有还是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苏州市城市文化、人文底蕴等元素可谓是得天独厚。如今，

体育赛事与城市特点的结合是众多赛事品牌呈现的亮点，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可

圈可点。例如帆船联赛的品牌被中国帆船协会誉为“全国内湖帆船第一联赛品牌”，但仍要继续结

合本土特色打造更高品质的品牌赛事 。只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城市特色，才拥有

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大众体育联赛品牌才能继续发展壮大，才能达到进一步扩大赛事社会影

响力的目的。其次，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要在分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借

鉴其他知名群众体育赛事的优势和特点，将办赛的做法、特色与经验经过提炼和改造后，添加到

自己的联赛之中，丰富运作联赛各个环节的工作，解决赛事运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升办赛质

量。再次，要积极传播大众体育联赛的品牌。良好的品牌传播是赛事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对策体现 

重要 

（5 分） 

较重要（4

分） 

一般 

（3 分） 

不太重要 

（2 分） 

不重要 

（1 分） 得分

（分） 
人/% 人/% 人/% 人/% 人/% 

持续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 

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 
51/83.61 9/14.75 1/1.64 0/0 0/0 4.82 

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51/83.61 9/14.75 1/1.64 0/0 0/0 4.82 

强化办赛理念和质量意识， 

规范赛事管理工作 
48/78.69 12/19.67 1/1.64 0/0 0/0 4.77 

创新赛事宣传推广活动形式， 

加强宣传和信息平台建设 
49/80.33 10/16.39 2/3.28 0/0 0/0 4.77 

用好和盘活现有专业人才， 

合理配置管理团队 
48/78.69 11/18.03 2/3.28 0/0 0/0 4.75 

落实赛事组织人员责任， 

加大赛事工作执行力度 
46/75.41 13/21.31 2/3.28 0/0 0/0 4.72 

提高赛事风险防范措施， 

切实做好医疗救护工作 
46/75.41 11/18.03 4/6.56 0/0 0/0 4.69 

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 

进一步提升赛事安全系数 
45/73.77 13/21.31 3/4.92 0/0 0/0 4.69 

提升体育总会监管作用， 

完善赛事评估体系 
44/72.13 12/19.67 5/8.2 0/0 0/0 4.64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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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品牌形成过程的实质就是品牌传播过程
①
。由此可见，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需要借助电视、广

播、网络、移动媒体等传播媒介对赛事全方位的立体宣传，同时利用苏体通一站式服务平台，打

造“永不落幕”的体育赛事展示平台，这对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苏州市体

育总会要继续扩大大众体育联赛推介规模，做好体育社会组织的红娘，让体育社会组织能够更好

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进一步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扩大赛事社会影响力。 

3.6.2 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83.61%

和 14.75%，总计 98.36%，得分 4.82 排在第一位，说明该发展对策十分重要。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要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到大众体育联赛的运作中去。第一，要有效整合并优化配置苏州市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各

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例如各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共同参与， 可以将场地设施整合为共享资源，

同时也要持续推进苏州市大、中、小学校向体育社会组织办赛开放的进程，促使学校的体育场地

资源为体育社会组织办赛所用，形成开放的体育社会组织办赛格局。 

需要建设一支适应大众体育联赛的办赛需要的赛事专业人员队伍，这支开放的赛事专业人员

队伍，除了少量专职工作人员，大量的应是兼职体育专业人员， 主要依靠聘请热心于体育赛事工

作的高校体育教师、社会企业家、中小学教师、退役运动员、专家学者、赛事一线经验丰富的各

类专业人才， 以及把一些退休的专家学者、老教师等组织起来参与大众体育联赛工作，形成由多

种专业人才组成的赛事专业人员队伍，以适应和满足大众体育联赛的要求。第二，依托政府、企

业和社会组织发展大众体育联赛，是体育社会组织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的基础。与政府管理和市

场力量相比，社会组织是第三方主体，其资源动员和支持也应该来自多个主体。只有在市场、政

府、个人等力量的集聚下，体育社会组织才能真正实现自治，体现体育治理的主体性
②
。在承办大

众体育联赛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体育社会组织可以借助于大众体

育联赛吸引更多的资金扶持赛事运转，例如在承接赛事活动期间，通过积极招商主动获取企业的

帮助等，为举办大众体育联赛活动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第三，体育社会组织需要不断扩大发展

规模，优化组织的专业性，增强组织的影响力，同时要吸引更多的服务对象，提高公信力，这样

才能吸引社会公众和各类群众的捐赠和支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在打造大众体育联赛品牌赛事

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化运作能力，构建完备的自我造血能力。 

3.6.3 强化办赛理念和质量意识，规范赛事管理工作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78.69%

和 19.67%，总计 98.36%，得分 4.77 排在第二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十分重要。 

体育赛事管理是整个赛事运作的核心，是赛事管理工作的关键和核心内容，赛事的运作必须

 
① 贾康.山东省品牌体育赛事建设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8：40. 
② 王凯.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体育治理的主体困境与建构路径[J].体育学刊,2020,27(0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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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赛事管理工作来展开
①
。为此，提升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办赛水平和办赛质量，营造良好的赛

事运作氛围，改善大众体育联赛承办的现状，需要强化办赛理念和质量意识，进一步规范赛事的

管理工作。第一方面，作为市属体育社会组织的指导单位，苏州市体育总会秘书处、苏州市民政

局要定期开展可以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建设的培训，通过集中宣讲与组织之间经验交流，进行

体育协会会长、秘书长和俱乐部负责人的培训，培养他们尊重办赛章程、依规办赛、规范运作的

观念和意识；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提高体育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方面的培训，特别是针对

目前体育社会组织负责人不了解、不专心学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工作指南》等情况。从源头

抓起，从问题的根源出发。在做好体育社会组织培训孵化办法的基础上，对运行良好的体育社会

组织进一步提升能力，对处于低效发展的体育社会组织进一步提升发展动力，从承办赛事的理念

和质量意识上抓起，倡导积极的、正确的办赛理念和高质量办赛的意识。第二，体育社会组织还

需要强化组织内部人员的理念。例如根据组织特色，注重培育组织成员的组织理念、共同价值观

以及个性组织文化氛围的打造，引导和塑造组织成员的态度与行为，推动组织成员“自发自愿式

参与”，形成源源不断的组织活力
②
。第三对从事大众体育联赛办赛工作的有关人员要进行集中培

训，如裁判员培训、运动员注册培训等，做好专业化服务工作，针对一些不良现象如工作懈怠、

工作不专注和不细心等问题 ，作出相应的处理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加强联赛的管理工作，进

一步规范联赛的发展。 

3.6.4 创新赛事宣传推广活动形式，加强宣传和信息平台建设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80.33%

和 16.39%，总计 96.72%，得分 4.77 排在第二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十分重要。一个体育项目赛

事的成功和壮大，首先要建立在体育项目的宣传推广上
③
。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办得再好，如果不

被人们所知，就不能吸引广大市民来参赛和观看。为此，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运作大众体育联赛，

无论是在赛前、赛中还是赛后，都要保证赛事宣传推广工作到位。第一，将协会和俱乐部自身特

色和大众体育联赛运作规律相结合，打造赛事宣传推广特色栏目。例如在原有宣传工作基础上创

新推广活动形式，如创新开幕式形式，安排必要的仪式，丰富赛事宣传推广主题活动，进一步强

化宣传效果等。第二，体育社会组织要加强赛事宣传和赛事信息平台的建设，注重专业信息的搜

集和服务。要采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如通过召开动员会、制作专题报道和利用电视、网络、报纸

等多种媒介以及户外广告等，全方位、多角度地大力宣传推广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提高广大市

民的关注度，引领市民广泛参与。第三，体育社会组织要广泛动员，积极配合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除运作联赛通知均要在政府网站通知公告栏上滚动播出外，相关协会和俱乐部工作人员还要积极

参与，通过制作专题报道、组织专题采访等活动，创新赛事宣传推广活动形式，进一步加强宣传

 
① 张丰豪,周玉达.社会体育赛事运作及其全面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06：118. 
②  高奎亭,陈家起,李乐虎,李洪波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复杂适应性治理研究[J/OL].体育学研究:1-15[2021-01-

15].https://doi.org/10.15877/j.cnki.nsic.20210108.002. 
③ 陈乐绿.上海品牌体育赛事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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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的力度。 

3.6.5 用好和盘活现有专业人才，合理配置管理团队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78.69%

和 18.03%，总计 96.72%，得分 4.75 排在第三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比较重要。 

党中央早就明确提出“抓紧培养社会组织工作急需的种类专业人才， 充实公共体育服务，提

高专业化社会服务
①
。专业的人才和管理团队是体育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

中不断提升服务效率与水平的前提条件
②
，在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培养好、用好体育

社会组织现有专业人才，成立社会体育组织的服务机构，组成社会体育组织的专业团体并且要合

理地配置专业管理团队
③
。因此，要想规范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升承办苏州大众体育联赛的质量

和水平，重点是解决人的问题。 

首先，要为体育社会组织内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渠道，可以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

鼓励专业人才学习先进的办赛理念和经验，创新承办大众体育联赛运作方式。例如可以与苏州大

学体育学院等本地高校合作，培养体育专业人才，招募体育学院优秀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进行

专业实习，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进行专门指导，用好现有的专业人才。 

其次，根据赛事运作的实际需要和专业人员的特点，安排到赛事运作的各个部门进行工作，

内部人员要根据随各自部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调整好自己的工作重点
④
，并且激励体育社会组

织内部人员积极参与整个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主动配合协会会长、秘书长以及俱乐部负责人的指

挥和调动，切实盘活内部的专业人才。 

最后，要合理配置管理团队，发挥团队协作的作用，实现团队自我价值。在承办大众体育联

赛时，要强化内部的沟通与协调，开展专业化赛事服务培训；做好组织内部工作人员的规划、招

录及培训工作，保证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在大众体育联赛运行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实现组织的

高效运作
⑤
；并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提高办赛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合理配置管理团队能够为体

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空间，提高赛事运行效率。用好和盘活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现有的专业人

才，合理配置管理团队，才能优化苏州市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组织管理模式，推动苏州市大众体

育联赛安全、规范、有序、健康、绿色办赛。 

3.6.6 落实赛事组织人员责任，加大赛事工作执行力度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75.41%

和 21.31%，总计 96.72%，得分 4.72 排在第四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较为重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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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0:38-39. 
②  吴相雷,王政,严姣.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J].体育科研,2020,41(04):43-51. 
③  刘明生,李建国 .公共服务视阈下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路径研究 [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0,24(01):41-43. 
④ 张丰豪,周玉达.社会体育赛事运作及其全面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06：118. 
⑤ 张旭.苏州市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2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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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赛事发展阶段的不同，赛事组织人员的职责、分工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对于

落实好赛事组织人员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多大规模、何种性质的体育赛事，都需要明确

的主体去执行和实施。明确各自分工与职责范围，是成功、圆满地举办体育赛事的根本保证
①
。由

此可知，体育社会组织无论是在赛前的筹备阶段还是在赛中的运作阶段，都要随时落实好赛事组

织人员的职责，提高赛事工作的责任感，在确保职能分工明确的前提下，还要加大赛事工作的执

行力度。首先，体育社会组织要将每个阶段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进行分解，具体细化到岗位，把责

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每项工作都要明确做什么、怎么做、何时完成。其次，赛事组织人员要对各

项工作要把握轻重缓急，精心组织、精心安排、有效指挥，做到每项赛事工作的规范运行。再次，

运作赛事的各个部门不仅要积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加强团结协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赛事组织人员要增强岗位责任意识，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按时按量保质完成各

项赛事任务。 

3.6.7 提高赛事风险防范措施，切实做好医疗救护工作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75.41%

和 18.03%，总计 93.44%，得分 4.69 排在第五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是比较重要的。 

体育赛事风险是指在举办体育赛事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赛事

管理者不能准确预见或控制的影响因素，使体育赛事的最终实施结果与赛事举办人的期望值产生

偏离，并可能造成损失
②
。成功的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就一定是安全的。赛事的风险防范措施和

医疗救护工作直接关系到整个赛事的成败，关系到体育社会组织办赛的对外形象，是苏州市体育

社会组织承办大众体育联赛的重中之重。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和切实维护参赛选手的利益，必

须提高赛事风险防范措施，切实做好医疗救护工作。一方面，在举办规模大、参加人数多的赛事

活动前，承办方要主动与当地公安、消防和医疗卫生等部门联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赛

事活动安保、消防和医疗救护工作方案，与专业救援队积极沟通，落实医疗救护具体措施，在突

发危害人生安全事故时，能够快速、有效地进行救援，抓住黄金救护时间，保障赛事活动人员的

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确定好医务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救援队人员数量，做好任务分配以及

紧急联系人和识别标志的安排与设置。同时，承办方要计算好运动场所可容纳的人员数量，设计

好活动现场平面图，明确医疗救护人员位置，进一步做好赛事活动场所医疗救护保障措施。 

3.6.8 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提升赛事安全系数 

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可知（表 5），专家对该选项“重要”和“较重要”的选择率分别为 73.77%

和 21.31%，总计 95.08%，得分 4.69 并列排在第五位，说明该发展对策也是比较重要的。 

体育场地设施是开展体育赛事活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③
。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是一场成

 
① 刘清早.体育赛事运作案例精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03：81. 
② 吴勇,张波.基于广义离差最小的体育赛事风险评估[J].统计与决策,2012(04):51-54. 
③ 汪嘉琦.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区体育赛事运作现状与对策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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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体育赛事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随着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的快速发展，市民对体育赛事场地和

相关设施的要求与日俱增。根据访谈了解到，近些年苏州市体育局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政府政策，

积极推进各种实事项目建设，努力完善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数量不断加大。经过实

地考察发现，虽然一些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在承办大众体育联赛时存在着场地设施不完善、不完备

的问题，但是主办方因地制宜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为参赛选手提供必要的赛事安全保障，提高

了大众体育联赛的办赛水平和质量。要想举办一场完美的体育赛事，必须要提升场地设施的硬件

水平，针对不同赛事项目有合乎规则的比赛场地，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场馆设施的修缮工作，进一

步提升赛事安全系数。 

3.6.9 提升体育总会监管作用，完善赛事评估体系 

分析表 5 可以看出，有 72.13%的专家认为“提升体育总会监管作用，完善赛事评估体系”的

发展对策“重要”。完善的赛事体系需有与其相配套的考评机制，通过监督与评估，对赛事的实施

效果进行及时跟踪与评价，可以进一步优化赛制、提高办赛水平①。自 2019 年以来，苏州市体育

总会秘书处引入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特点的第三方机构对大众体育联赛赛前、赛中和赛后进行全

方位的评估，不仅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充分竞争，促进体育社会组织成长，还在引导体育社会组织

社会化运作自我“造血”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可知，完善的赛事评估体系不仅可以督促体育社

会组织提高运作大众体育联赛的服务供给能力，还可以为苏州市体育总会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决

策提供依据。为此，提升苏州市体育总会的监管一方面加强与各体育社会组织的沟通和交流，做

到上传下达；另一方面要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及时了解大众体育体育的开展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

管理措施。因此，在承办大众体育联赛中提升苏州市体育总会的监管作用，进一步完善赛事评估

体系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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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限制训练应用于膝关节术后康复效果 meta 分析 

吴嘉欣   郁天成   陈博诚   刘景新   王国祥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研究血流限制训练应用于膝关节术后患者康复治疗效果，比较血流限制训练与常规康

复治疗的效果差异，评价该领域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质量。 

方法：检索 CNKI、WanFang Data、CQVIP、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和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搜集使用血流限制训练干预膝关节术后康复的中英文 RCT 文

献。检索时限均为数据库建库至2022年2月。根据纳入标准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使用《Cochrane

干预措施系统评价手册》推荐的方法进行 RCT 质量评价。提取资料，使用 Review Manager5.4 对

符合要求的研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共纳入 20 项研究，包含 766 名受试者。纳入文献方法学质量中等（选择偏倚和实施

偏倚风险较高，测量偏倚风险、随访偏倚、其他偏倚风险较低，报告偏倚风险中等）。Meta 分析

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康复治疗，血流限制训练可以显著改善患者膝关节周围肌肉峰值力矩

（SMD=10.78，95%CI：8.85-12.71，p＜0.01）、峰值力矩前后差值（SMD=8.95，95%CI:2.20-

15.69，p＜0.01）、相对峰值力矩（SMD=0.63，95%CI:0.44-0.83，p＜0.01）；可以显著改善膝关

节周围肌肉横截面积（SMD=0.73，95%CI：0.32-1.15，p＜0.01）；可以显著改善 Lysholm 膝关

节功能评分（SMD=1.47，95%CI：1.12-1.83，p＜0.01）。血流限制训练对患者肌肉力量、术后疼

痛、疲劳的改善与常规康复治疗效果类似。 

结论：与常规康复治疗或大强度抗阻训练相比，低强度血流限制训练可以更有效增加膝关节

术后患者肌肉维度与力量，改善膝关节功能。 

关键词：血流限制训练；肌肉力量；肌肉力矩；肌肉围度；主观感觉 

受人口老龄化、大众健身等影响，人群膝关节骨关节炎、膝关节组织、结构损伤等发生率不

断上升[1，2]，膝关节外科手术（韧带重建术、关节置换术等）是解决膝关节结构性损伤的有效措

施[3，4]。 

有研究指出，膝关节术后股四头肌萎缩与肌肉力量下降是影响膝关节功能康复的重要因素，

且术后肌肉功能下降将降低患者长期康复预后[5，6]，肌肉力量增长将降低二次手术风险[7]。为促进

肌肉力量增长，美国运动医学会推荐采用 70% 1RM 以上负荷进行抗阻训练[8]。然而因术后疼痛、

肌无力等症状[9，10]，患者对术后高强度训练的依从性较低，且高强度运动易增加膝关节二次损伤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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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限制训练是指在运动训练过程中使用加压装置对运动肢体进行近端加压的训练方法[11]。

血流限制训练运动强度较低（一般为 20%-30% 1RM），对预防肌肉萎缩、增加肌肉力量具有较好

的效果，逐渐开始应用于临床康复领域[12]，在临床非手术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13–15]。就其应用特

点与效果而言，血流限制训练具有在膝关节术后作为功能康复措施的潜力。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评价明确血流限制训练在膝关节术后康复中的有效性，针对血流限制训练

的训练方式、介入时机、人群特点、应用效果等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1.1.2 研究对象 

计划进行或已进行膝关节手术患者。膝关节手术类型不限。患者年龄、性别不限，不伴有其

他疾病。 

1.1.3 干预措施 

实验组行血流限制结合其他形式运动，对照组无特定干预形式。 

1.1.4 结局指标 

对纳入研究围绕肌肉维度、力量、力矩、膝关节功能及患者主观感受进行分析。主要结局指

标包括：肌肉力量、膝关节周围肌肉峰值力矩、膝关节周围肌肉相对峰值力矩、下肢周径、肌肉

横截面积与体积、患者主观报告量表等。 

1.1.5 排除标准 

①研究类型为非随机对照实验或文献重复发表； 

②实验对象为动物或实验对象同时伴有其他病情（如骨折等）； 

③无法获得完整原始数据； 

④非中、英文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和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搜集使用血流限制训练干预膝关节术后康复的 RCT 文献。检索时限均为数据库建

库至 2022 年 2 月。通过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补充。  

中文数据库检索： 

#1 血流限制训练 + 加压训练 

#2 关节镜 + 交叉韧带 + 髌骨 + 半月板 + 膝关节 

#3 #1 AND #2 

英文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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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ATSU training OR blood flow restrict* OR occlusion training OR vascular training OR 

ischemi* training 

#2 arthroscop* OR cruciate ligament OR ACL OR PCL OR arthroplasty OR joint replacement OR 

Joint Prosthesis Implantation OR knee dislocation OR patellar dislocation OR tibial meniscus OR flap 

tear OR bucket handle tears OR knee injur* 

#3 #1 AND #2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第一、二作者独立完成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并进行交叉核对，由第三作者对产生的分歧进行

裁定。 

文献筛选流程：根据检索式对数据库进行检索并将检索结果导入 Zotero 软件进行管理。排除

重复文献后，根据文献题目与摘要排除不相关文献，并对筛选出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最终确定

纳入文献。 

资料提取：①文献基本信息，包括文献名、第一作者、发表时间；②研究对象特征，包括样

本量、年龄、性别、国籍、手术类型；③干预措施，包括血流限制训练的限制压、训练内容、训

练强度、训练介入时机；④文献偏倚风险评价相关要素；⑤结局指标及相关数据，meta 分析数据

格式要求为平均值±标准差。 

1.4 纳入文献偏倚风险评价 

使用《Cochrane 干预措施系统评价手册》推荐的方法进行 RCT 质量评价。  第一作者与第

二作者独立完成并交叉核对，第三作者对产生的分歧进行裁定。  

1.5 统计分析 

使用 Review Manager 5.4 进行 meta 分析，以标准化均数差 SMD 和 95%置信区间（95%CI）

作为效应指标。每项结局指标以 I²判断异质性大小：若异质性较低（I²≤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分析；若异质性较高（I²≥50%）无法确定异质性来源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或仅进

行描述性分析[16]。合并效应量显著性水平 α=0.05。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结果 

共纳入 20 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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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文献偏倚风险评价 

纳入文献整体方法学质量评价具体表现为：选择性偏倚与实施偏倚风险较高；测量偏倚风险、

随访偏倚、其他偏倚等风险较低；报告偏倚风险中等。纳入文献偏倚风险整体评价见图 2，单项

研究偏倚风险评价见图 3。 

 

图 2 纳入文献偏倚风险整体评价 

 



 

92 

 

图 3 单项研究偏倚风险评价 

2.3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提取 

本文对文献基本信息、受试者特征、干预措施及结局指标进行特征提取。受试者特征及手术

类型见表 1，干预措施及结局指标见表 2。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 

5 项研究[20，21，25]报告了等长肌力，可被纳入 meta 分析。随机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纳入研究之

间异质性较大（df=4，I²=89%，p＜0.01），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经敏感性分析排除一项研究后

异质性较低（df=3，I²=0%，p=0.9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SMD=1.47，

95%CI：-2.50-5.43，p=0.47）表明相较于常规康复训练，血流限制训练无法进一步增加膝关节周

围肌肉等长肌力。检验分析见图 5。 

 

图 4 等长肌力 meta 分析森林图（a） 

 

 

图 5 等长肌力 meta 分析测试森林图（b） 

 



 

93 

表 1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手术类型 

受试者年龄 受试者性别 

国籍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男 女 男 女 

田等[17]，2021 全膝关节置换 62.76±8.14 63.21±7.53 22 28 24 26 中国 

吴等[18]，2021 前交叉韧带重建 44.34±9.20 43.45±8.62 28 13 17 14 中国 

李等[19]，2019 前交叉韧带重建 23.2±8.2 27.1±6.4 26 13 24 15 中国 

刘等[20]，2017 关节镜+半月板重建 33.16±9.79 34.31±10.10 25 13 22 17 中国 

张等[21]，2020 关节镜+半月板/韧带重建 37.11±4.87 36.64±4.21 20 19 22 17 中国 

Telfer， et al[22]， 2021 前交叉韧带重建 30.6 28.0 8 12 9 11 美国 

Przkora， et al[23]，2021 关节置换 66.5±9.0 68.3±3.9 6 4 美国 

Tennet， et al[24]， 2017 关节镜 37.0 (30-46.2) 37.0 (32-47) 7 0 5 2 美国 

Curran， et al[25]， 2020 前交叉韧带重建 

15.3±0.9 16.1±2.6 5 4 3 5 

美国 16.0±1.7 18.8±3.9 5 4 2 6 

15.7±1.3 17.4±3.5 10 8 2 6 

Noyes， et al[26]， 2021 膝关节手术 40.1±18.4 9 18   美国 

Hughes， et al[27]， 2019（1） 前交叉韧带重建 29±7 29±7 7 5 10 2 英国 

Hughes， et al[28]， 2018 前交叉韧带重建（BFR VS N-BFR) 29 ± 5 28 ± 5 6 4 10 0 英国 

Hughes， et al[28]， 2018 前交叉韧带重建（L-BFR VS H-BFR) 29 ± 5 31 ± 7 6 4 7 3 英国 

Majors， et al[29]， 2022 全膝关节置换 66.92 69.89 4 8 16 20 美国 

Hughes， et al[30]， 2019(2) 前交叉韧带重建 29±7 7 5 10 2 英国 

Kilgas， et al[31]， 2019 前交叉韧带重建 26±8 26±6 3 6 3 6 美国 

lversen， et al[32]， 2016 前交叉韧带重建 24.9 ± 7.4 29.8 ± 9.3 7 5 7 5 挪威 

Ohta， et al[33]， 2003 前交叉韧带重建 28±9.7 30±9.7 13 9 12 10 日本 

Zargi， et al[34]， 2018 前交叉韧带重建 34±6 35±5 10 10 斯洛文尼亚 

Grapar Zargi， et al[35]， 2016 前交叉韧带重建 33±7 34±10 10 10 斯洛文尼亚 

Takarada， et al[36]，2000 前交叉韧带重建 22.4±2.1 23.0±2.5 4 4 4 4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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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预措施及结局指标 

纳入研究 手术类型 介入时间 干预周期 
训练方案 

结局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田等，2021 全膝关节置换 术后第 3w 12 周，2 次/周 

1、抗阻训练 

2、80%最大动脉闭塞压 

3、30% RM 

常规康复训练 

峰值力矩、相对

峰值力矩、屈伸

肌比值、Barthel

指数 

吴等，2021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第 3d 6 周，  

1、抗阻训练+神经肌肉

电刺激 

2、75mmHg 

3、30% RM 

神经肌肉电刺

激 

关 节 活 动 度 、

VAS 评分、 

Lysholm 评分、峰

值力矩 

大腿周径 

李等，2019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1w 12 周，2 次/周 

1、抗阻训练 

2、80mmHg 

3、30% RM 

基础康复、功能

康复、其他相关

康复 

Lysholm 评分、横

截面积、峰值力

矩、屈伸比、 

相对峰值力矩 

刘等，2017 
关节镜+半月板重

建 
术后第 15d 2 周，14 次/周 

1、抗阻训练 

2、80%动脉闭塞压 

3、30% RM 

循序渐进的直

腿抬高、屈伸锻

炼、平地行走、

负重等训练 

大腿周径、步行

速度、 

伸膝肌力、HSS

评分 

张等，2020 
关节镜+半月板/韧

带重建 
术后第 15d 

共 12 月， 

前两周 3-4 次/周， 

后 2 次/周 

1、抗阻训练 

2、80%动脉闭塞压 

3、30% RM 

常规康复训练 

活 动 舒 适 度 、

Lysholms 评分、

伸膝肌力 

Telfer， et al， 2021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12-15w 共 2 次 

1、递增负荷训练 

2、动脉闭塞压力 80% 

3、自重 

自重递增负荷

训练 

伸膝力矩、屈膝

力矩 

Przkora， et al，2021 关节置换 术前 4-5w 4 周，2 次/周 

1、抗阻训练 

2、0.5*SBP+2*大腿围+5 

3、30% RM 

常规康复训练 

SPPB 评分、峰值

力矩、 

步行速度、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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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纳入研究 手术类型 介入时间 干预周期 
训练方案 

结局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Tennet， et al， 2017 关节镜 术后 2w 6 周，2 次/周 

1、抗阻伸膝、屈膝 

2、80%动脉闭塞压 

3、30%RM 

常规康复训练 

大腿维度、KOOS

评分、 

ADL 评分、QOL

评分、 

峰值力矩、相对

峰值力矩 

Curran ，  et al ， 

2020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10w 8 周，2 次/周 

1、BFR+向心/离心运动 

2、80%动脉闭塞压 

3、70% RM（离心）20%RM

（向心） 

70% RM（离心） 

20%RM（向心） 

等长肌力、峰值

力矩、 

肌肉体积、IKDC

评分 

Noyes， et al， 2021 膝关节手术 术后 241±232d 2-3 次/周，共 9 周 

1、抗阻训练 

2、60%-80% 动脉闭塞压 

3、25%-35% RM 

无 
峰值力矩、大腿

维度 

Hughes ，  et al ， 

2019（1） 
前交叉韧带重建 

 

实 验 组 ： 术 后

23±2d， 

对照组：术后 24±1d 

 

8 周，2 次/周 

1、标准推荐抗阻运动 

2、80%动脉闭塞压力 

3、30%1RM 

1、标准推荐抗

阻运动 

2、无血流限制 

3、70%1RM 

10RM 、肌肉厚

度、IKDC 评分、

LEFS 评 分 、

KOOS 评 分 、

Lysholm 评分、关

节活动度、肿胀 

Hughes ，  et al ， 

2018 

前交叉韧带重建 

（BFR VS HL) 

 实 验 组 ： 术 后

22±2d，  

对照组：术后 21±3d 

 

1、抗阻运动 

2、80%动脉闭塞压  

3、30%1RM 

1、抗阻运动 

2、无血流闭塞 

3、70%1RM 

血压 

Majors ，  et al ， 

2022 
全膝关节置换 不明确 5 周 

1、抗阻运动 

2、动脉闭塞压力 50%-80% 

3、20%-30%1RM 

单独 PT 方案 

股四头肌力量、

股四头肌峰值力

矩、腘绳肌力量、

腘绳肌峰值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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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纳入研究 手术类型 介入时间 干预周期 
训练方案 

结局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Hughes ，  et al ， 

2019(2) 
前交叉韧带重建 

实 验 组 ： 术 后

23±2d， 

对照组：术后 24±1d 

8 周，2 次/周 

1、抗阻伸膝 

2、80%动脉闭塞压力  

3、30% RM 

70% RM 抗阻运

动 

膝关节疼痛、肌

肉疼痛 

RPE 

Kilgas， et al， 2019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5±2y 4 周，5 次/周 

1、伸膝、深蹲、步行 

2、50%动脉闭塞压力 

3、30%1RM 

30%RM 抗阻伸

膝、 

深蹲、步行 

 

股外侧肌厚度、

股直肌 

厚度、伸膝力量 

lversen ，  et al ， 

2016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2d 2 周，2 次/天 

1、伸膝、直腿抬高 

2、130mmHg-180mmHg 

3、自重 

自重伸膝、直腿

抬高 
横截面积 

Ohta， et al， 2003 前交叉韧带重建 

第 1w 无 BFR 的训

练， 

第 2w 开始 BFRT 

16 周，6 次/周 

1、递增负荷训练 

2、180mmHg 

3、递增负荷 

递增负荷训练 
等速收缩力矩、

等长收缩力矩 

Zargi， et al， 2018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前 8d 5 次（8 天内） 
1、0.5kg 负荷伸膝抗阻 

2、150mmhg 
0.5kg 抗阻伸膝 

Lysholm 评分、最

大扭矩、肌肉耐

力、肌电（均方根

振幅） 

Grapar Zargi， et al， 

2016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前 10d 5 次（10 天内） 

1、抗阻伸膝 

2、150mmhg 

3、40%RM 

1、抗阻伸膝 

2、20mmhg 

3、40%RM 

肌肉体积、最大

扭矩 

Takarada，et al，2000 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后 3-14 天 12 天，2 次/天  
1、无训练 

2、180mmhg（初始） 

1、无训练 

2、不充气 

肌肉横截面积、 

股骨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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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膝关节周围肌肉力矩 

19 项研究报告膝关节周围肌肉力矩，皆可纳入 meta 分析。其中膝关节周围肌肉峰值力矩纳

入研究 12 项[35，19，33，23，17，18，34]，峰值力矩训练前后差值纳入研究 5 项[25，26]，相对峰值力矩纳入

研究 2 项[19，17]。 

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峰值力矩数值组纳入研究异质性较小（df=11，I²=22%，p=0.23），故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膝关节周围峰值力矩显著

增加（SMD=10.78，95%CI：8.85-12.71，p＜0.01），见图 6。 

 

图 6 膝关节周围峰值力矩数值 meta 分析 

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峰值力矩差值组纳入研究异质性较小（df=4，I²=0%，p=0.90），故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干预前后差值显著增加

（SMD=8.95，95%CI:2.20-15.69，p＜0.01），见图 7。 

 

图 7 膝关节周围峰值力矩前后差值 meta 分析 

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相对峰值力矩组纳入研究异质性较小（df=1，I²=0%，p=0.85），故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相对峰值力矩显著增加（SMD=0.63，95%CI:0.44-

0.83，p＜0.01），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图 8 膝关节周围肌肉相对峰值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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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肌肉围度 

12 项研究报告肌肉围度相关指标，皆可纳入 meta 分析。其中大腿周径分析 3 项[20，26，18]，膝

关节周围肌肉横截面积分析 5 项[19，32，36]，肌肉体积分析 4 项[25，35]。 

大腿周径分析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df=2，I²=0%，p=0.83），表明纳入研究之间异质性较低，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大腿周径无显著差异

（SMD=0.39，95%CI：-0.89-1.67，p=0.55）。检验分析见图 9。 

 

图 9 大腿周径 meta 分析 

膝关节周围肌肉横截面积数值分析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df=4，I²=64%，p=0.03），表明纳入

研究之间异质性较高，见图 10。去除唯一一项屈肌横截面积测量研究后异质性较低（df=3，

I²=34%，p=0.21），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膝

关节伸肌横截面积显著增加（SMD=0.73，95%CI：0.32-1.15，p＜0.01）。检验分析见图 11。 

 

图 10 膝关节周围肌肉横截面积 meta 分析（a） 

 

 

图 11 膝关节周围肌肉横截面积 meta 分析（b） 

肌肉体积数值分析经随机效应模型检验（df=3，I²=47%，p=0.13），表明纳入研究之间异质性

较低，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肌肉体积无显著

差异（SMD=0.01，95%CI：-1.54-1.55，p=0.99）。检验分析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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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膝关节周围肌肉体积 meta 分析 

2.4.5 膝关节主观功能评价 

12 项研究报告了血流限制训练与常规康复治疗后患者膝关节功能主观报告，其中 8 项研究可

被纳入 meta 分析。 

4 项研究[25，27]报告 IKDC（International Knee Documentation Committee）评分，可被纳入 meta

分析。随机效应模型表明研究之间异质性较高（df=3，I²=74%，p＜0.01）。经敏感性分析无法排

除异质性，且受试者特征基本一致，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SMD=0.44，

95%CI：-0.40-1.28，p=0.30）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评分增加但组间无显著差异。见图 13。 

 
图 13 IKDC 评分 meta 分析 

4 项研究[18，19，21，34]报告了 Lysholm 评分。 随机效应模型表明研究之间异质性较高（df=3，

I²=69%，p=0.02），见图 14。经敏感性分析排除一项术前干预后异质性较低（df=2，I²=0%，p=0.37），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SMD=1.47，95%CI：1.12-1.83，p＜0.01）表明

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 Lysholm 评分显著提升，见图 15。 

 

图 14 Lysholm 评分 meta 分析（a） 

 

 

图 15 Lysholm 评分 meta 分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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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纳入文献发表偏倚风险检验 

使用漏斗图对 meta 分析纳入研究进行发表偏倚检验。检验结果见：等长肌力、峰值力矩差

值、相对峰值力矩、大腿周径、Lysholm 评分五项基本对称分布，发表偏倚风险较小；峰值力矩、

横截面积、肌肉体积、IKDC 评分四项分布较不对称，可能存在发表偏倚风险。 

 

图 16 发表偏倚风险检验（漏斗图） 

3 讨论 

研究表明，血流限制训练可以增加肌肉质量，提高肌肉力量[11，37，38]。血流限制训练过程中肢

体加压造成局部缺氧、代谢产物积累造成肌细胞肿胀[39，40]，这与大强度抗阻训练的肌细胞状态较

为类似，细胞肿胀可能是血流限制训练改善肌肉形态与力量的潜在机制[41]。 

相较于常规康复治疗，血流限制训练可进一步改善患者膝关节周围肌肉形态，这与多项研究

的结论一致[12，41，37]。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血流限制训练不能更大程度增加

患者肌肉力量。研究表明，血流限制结合低强度抗阻训练对在提高肌肉力量方面与高强度抗阻训

练类似[27]。术后高强度抗阻训练患者依存性较差，且易增加二次损伤的风险。尽管与常规康复治

疗相比，本研究没有观察到血流限制训练对膝关节术后患者肌肉力量增长的优越性，但综合肌肉

形态、力量与安全性，血流限制结合低强度抗阻训练是改善膝关节术后患者肌肉状态的较好选择。 

相较于常规康复治疗，血流限制训练可进一步增加患者膝关节周围肌肉力矩。上文提到血流

限制训练与常规康复治疗相比不能显著增加肌肉力量，因此力矩增加可能与神经肌肉募集相关。

Zargi 等[34]的研究表明血流限制训练可显著提高肌电信号振幅，即神经-肌肉募集总量。笔者认为

神经肌肉募集总量增加可在膝关节运动过程中增加肌肉力臂，进而增加肌肉力矩。 

术前血流限制训练干预对患者术后肌肉形态与功能改善效果不显著[35]。由于该类型研究数量

较少，且干预效果不佳，因此不推荐进行术前干预。Patterson 等推荐采用 2-3 次/周，共 3 周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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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频率进行血流限制训练以增长肌肉力量[42]。本文纳入研究运动频率差异性较大，但基本都处于

推荐范围之内，部分研究训练时间更长。 

各研究之间疼痛评估在方法学上差异性较大，血流限制训练是否可以更有效改善术后疼痛需

要进一步研究[18，23，24，30]。膝关节功能主观报告量表分析表明血流限制训练对膝关节功能的改善

要显著优于常规康复治疗。这可能与患者肌肉力量改善相关。 

4 结论 

与常规康复治疗或大强度抗阻训练相比，低强度血流限制训练可以更有效改善膝关节术后患

者肌肉形态与力量，提高膝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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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 

内在契合、现实困囿与纾解路径 

黄  悦   张巧语   周新月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协同供给逐渐成为各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良方，也成为化解公共服务供需失调矛

盾的重要选择。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等主体协同供给对于促进体育公共

服务提供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基于协同

治理理论，剖析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内在契合，并结合理论分析模型，选取深圳市龙岗区体

育关爱工程的个案，对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

公共服务与协同治理两者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信

息资源不对称、协同程度较低、催化领导作用不足等共同构成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

体育公共服务的纾解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信息共享、强化催化激励、创新制度设计、优化监督过程，

完善绩效评估。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内在契合；现实困囿；纾解路径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ternal Fit，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Relief Path 

Abstract: Collaborative suppl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good way to optimize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services. The coordinated supply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market entities in the supply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supply.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fit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 selects the case of 

sports care project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high intern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sports public servic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asymmetry ，  low 

coordination and insufficient catalytic leader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constitute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The relief path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mainly includes 

promoting information sharing，  strengthening catalytic incentive，  innovating system design， 

optimizing supervision proces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 words: sports public servi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ternal fit; realistic constraints; relief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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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当前，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发展正面临着供需失调等问题。

体育是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更高水平的体育公共服务

供给体系来保障。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提出，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2]。2021 年 8 月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指出，要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3]。2022 年 3 月印发的《关于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形成全民健身发展长效机制[4]。以上表明，国家政策导向、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都呼吁更高水平的体育公共服务，而更高水平的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随着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复杂化、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深入，协同治理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

越高。曹可强（2010）认为应逐步形成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市场商业性组织的多元化体育公共

服务供给格局[5]。刘次琴（2012）指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适度竞争、监管有力”的模式

提供体育公共服务，鼓励私人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更好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6]。张金桥，李丽等（2015）提出构建多元供给主体的协调合

作机制，以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体育公共服务[7]。综上所述，学者们均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

织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益和公平程度，保障公众体育公共服务的高品质需

求。体育公共服务已迈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而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利益协调不佳、职能定位模

糊等问题依然存在。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内在契合如何？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有

哪些？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现实困囿的消解有何路径？对于以上几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体

育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本质，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良性发展。 

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图 17 SFIC 协同治理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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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 1978 年，Donahue 是首先对“协同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

他认为协同治理是以达成政府的预期为目标，政府通过对外让渡部分权利以及对外共享政府自由

裁量权，形成与社会生产者一同公私协作的治理方式[8]。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

交叉成果，既涉及了社会学科知识，又包含了自然学科知识，其内涵可从两方面解释：第一，治

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协同治理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民等多个主体；第二，治理主体的协

同性，即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应齐心协力，综合各方人力财力物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发挥

“1+1＞2”的效果。 

当前，已有部分学者提出适用于协同治理分析的模型，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可为构建本研究分

析框架的构建提供一定理论参考。已有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主要有六维协同模型、公私协力模型、

跨部门协同模型以及 Ansell 和 Gash 提出的 SFIC 模型，其中，前三者都存在对于协同过程描述停

留在线性层面、过于简单且整个模型普适性较差等问题，而 SFIC 模型包括起始条件（Staring 

Conditions）、催化领导（Facilitative Leadership）、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协同过程

（Collaborative Process）四个关键要素，如 

图 17 所示，SFIC 模型采用了环形结构描述协同治理过程，更加符合协同过程实际情况，故

抽象性、普适性更高，故被广泛应用于如共享单车治理、智慧图书馆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治理

等相关研究中。 

尽管 SFIC 模型应用面十分广泛，但同时也存在缺陷：首先，SFIC 模型停留在微观层面而忽

略了外部环境（宏观因素）在协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该模型是在对于大量文献资料梳理的基础

之上构建的，在此相对封闭的研究过程中，Ansell 和 Gash 两位创始人并未考虑到来自宏观层面

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SFIC 模型对协同过程的关注度不够；最后，SFIC 模型对协同效果的

描述过于简单。基于此，本文在对 SFIC 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构建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

综合分析模型，以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图 18 综合分析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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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所示，综合分析模型的构成要素分为协同动机、协同引擎、协同行为和协同效果，其

中协同引擎包括催化领导、制度设计与思想共识，而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又共同构成了协同过程。

协同治理的过程是多层次、动态化的，外部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

协同动机与协同过程，在协同动机的作用之下协同过程开始启动，并产生协同效果，而协同过程

也会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作为综合分析模型的核心，协同过程也将对协同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进而影响到外部环境。综上，综合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关注到协同治理内在过程，符合体育公

共服务治理的实际情况，因此可为本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体育强国是我国新时代的重大任务，在实践过程中仅靠政府部门自身能力很难完成，而体育

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又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过程，往往会导致集体行动困囿等问题的发生，因此

构建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体育公共服务与协同治理的内在契合 

协同治理是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产物。从理论上说，治理并没有排除由

政府和官僚机构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但它更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寻找治理的最佳形式[9]。

协同治理有利于打破体育公共服务合作壁垒供给的“壁垒”，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效能供

给的效率与质量。体育公共服务与协同治理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层面： 

2.1 体育公共服务价值目标多重性的平衡 

协同治理能够平衡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多重性。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要求公平性与

公共性，然而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又需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涉及多方主体，而各主体目标定位不一易导致意见分歧，甚至是目标共

存、互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各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是并存的，故此时应更加注

重价值的平衡，充分考虑到各方单独的利益，同时注重整体利益，通过博弈选取最优路径，

从而解决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公众利益最大

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是协同治理内涵的一部分，在协同治理理论中有序与无序是共存

的：一部分治理主体需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另外一部分治理主体需要打破目前的困囿，

改变自身状态以寻求出路。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各方身份不同、需求不同，各自职能也

不尽相同，因此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能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使得协同效果最大化、公

众利益最大化。协同治理理论运用于体育公共服务中促进了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进程，平衡价

值目标多重性。 

2.2 强化不同程序与环节的分工合作 

针对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不同程序与环节，协同治理更利于各治理主体分工合作。作为一个

庞杂的系统工程，体育公共服务是一个从需求表达到需求满足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求政府

方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公民为本位。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各子系统的协作性，并且转变传统科层制

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治理主体之间不再是以往的上下级关系，而是

处于平等地位的协作关系，各治理主体能畅通表达意愿，公开透明地进行信息交换，最大程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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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协同效果。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是如此，强调各治理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质量地完成

既定任务，为整体利益最大化贡献自身力量。协同治理还要求自组织的协调性，协同治理的各系

统之间存在较大的时空跨度，故自组织的协调性有利于平衡利害关系，通过自发谈判等形式达成

共识，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促进不同主体合作，补充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体育公共服务

协同治理不仅能整合各方资源，进行体育公共服务高效率供给，还能将社会力量应用于监督评价

环节，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2.3 激发多元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 

体育公共服务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可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体育公共服务包括

安排者或提供者、生产者、消费者三个主要参与者，且三者之间构成利益相关关系。在传统体

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兼具安排者与生产者的角色，然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

增长，政府单一式的供给已无法满足人民所需，故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供需结构失

衡等困囿依然存在，以上都迫切要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走向市场化、社会化，将利益相

关者纳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缓解政府单一供给的压

力。在体育公共服务传统供给过程中，各部门缺乏深度沟通与合作，从而导致体育公共服务供

给体系内部碎片化，而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将造成相关政府部门只重视各层级的局部环节，缺

少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规划，从而导致政府在提供服务时忽视整体效益。协同治理

理论注重整体利益，强调以整体的角度看待社会的发展；同时强调了治理权威的非中心化，即

权威并非仅限于政府一方，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也能在治理过程中发挥权威性。当问题出现

时，各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沟通、协调、宽容、妥协等自发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更好

的治理效果。而体育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与效能性，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大

众复杂的高质量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易致使人民满意度较低。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合理

运用将有效突破传统单一供给的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多元利益相关者积

极参与。 

综上所述，协同治理理论有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子系统的协作性”、“治理权威的非中

心化”等丰富的内涵，与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能较好地契合，故协同治理的应用有利于化解

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困囿，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效能。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

路径与机制，符合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回应与有效供给的功能预期。 

3 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案例分析——以体育关爱工程个案为例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体育活动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各地方政府开始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

引入协同治理的模式，其中深圳市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取得较好成效，该工程关注不同群体的体

育公共服务需求，引入多方主体进行协同治理，并已形成固定模式，社会反响良好，对龙岗区体

育关爱工程的案例分析有助于探索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 

3.1 案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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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活动流程图 

深圳市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是由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与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联合发起的公益创投类项目，该工程通过“资金支持+赋能建设+资源对接”的模式培育优秀

关爱项目，扶持社会组织成长，提升体育公共服务的专业性、精准性和有效性。龙岗区体育

关爱工程是深圳市首次尝试将体育事业与公益事业相结合的政府工程，也是首次采用社会公

开募捐，动员社会资源共同资助的体育关爱项目。该工程的服务对象不仅涵盖了残障儿童、

肾病患者、视障群体等特殊人群，还将目光投向来深建设家庭子女、医护人员、环卫工人等

广大群体。 

以 2022 年的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为例，首先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关

于公开征选 2022 年“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项目合作单位的公告》，并依据申报情况选出合

作单位（深圳市公益基金会）并公示，项目合作单位（深圳市公益基金会）主要负责评选大赛

的开展与最终入选项目的资助。确定合作单位之后，体育关爱工程开始启动项目申报，申报机

构类型包含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可申报的项目类型为关

爱服务型、宣传倡导型、联合行动型，活动流程如图 19 所示。目前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共资

助、培育了八十余个项目，已累计开展一千多场关爱活动，共获得 54.3 万元公众筹款，撬动

社会资源达 546.6 万元。该工程以体育活动为载体，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赠等途径扶持与发

展优质项目，并整合社会资源，使数百万人从中获益，打造出了一个优质、可持续发展的体育

关爱工程品牌。尽管体育关爱工程目前成效较好，打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但仍存

在些许问题值得关注，故本研究选取此案例，以探寻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并试

图找寻纾解路径。 

3.2 案例分析 

本研究结合综合分析模型，从协同动机、协同引擎、协同行为与协同效果四个方面分析

深圳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协同治理过程，并以此对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囿进行探

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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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协同动机：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群众对于健身的迫切需求、社会组织急需谋求发展等因素共同组成了体育关爱工程的协同动

机。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后，龙岗区的体育设施面临着“冰与火之困”：街区体育设施不

足导致群众运动难；深圳大运中心因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场馆利用率低，年均亏损超 2000 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截至 2013 年底，龙岗区共有社会组织 1024 家（含备案），

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 560 家，社会团体 464 家，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 5.3 个，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达 2 万多人，吸纳会员 4.6 万个，年收入 10.3 亿元，净资产 8.2 亿元[10]。近年来，社会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尚不成熟，常常面临着社会资源基础薄弱，专业能力

缺乏，社会监督乏力，市场机制挤压公益，仅凭自身能力难以需求发展之路等一系列困囿。群众

对于健身的迫切需求、体育设施的“冰与火”之困、社会组织急需谋求发展等问题都促使地方政

府及时做出行动改变现状。2017 年开始，龙岗区政府采取“地方政府搭台，社会组织唱戏，群众

积极参与”的模式，通过体育活动开展关爱行动，扶持社会组织发展。2021 年《“十四五”社会

组织发展规划》的印发又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自此，上述问题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缓解。 

而在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中，大多数社会团体为体育组织或者慈善组织，政府与社会团体的

信息并不对称。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主要来自政策文件等文本信息，缺乏对于体育公共服务市场的

实际考察；而作为体育组织或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扎根于社会各层面，长期的实践使其充分了解

市场情况，因而社会组织掌握的市场信息要远多于政府方，由此看来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的协同

动机有待加强。 

3.2.2 协同引擎：协同治理动力不足（思想共识+制度设计+催化领导） 

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的治理过程涉及政府（出资方）、社会组织（受资助方）、人民群众（服

务受益方）、第三方机构（主要为体育协会）等多方主体。在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中，龙岗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代表政府方，主要负责资助、筛选、监督、评价等一系列工作，起着不可替代的

催化作用。政府方的正确领导能有效推动整个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过程。然而，在体育关爱工

程中政府部门缺少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专业化人才、组织建设不够完善，并且社会组织、体育

协会、社会群众的职责定位也不尽相同；同时，各治理主体未达成共识、社会组织合作能力较差

等因素都导致体育公共服务协同程度较低、催化领导作用不足，因此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推进备

受阻碍。受“自上而下”刚性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主体被赋予了过大的权力，但又缺乏有效的

约束和监督，最终导致多元利益主体在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政策执行无所适从，难以发挥应有作

用[11]。并且，作为公益创投类的项目，盈利并不是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协同治理的目标，故各方

应达成“发展公益事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共识，转变传统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观念，打造长期

稳定的协同治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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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龙岗区公共体育服务部分相关文件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部门 主要内容 

2010年2月 

关于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的决定 

中共深圳市龙岗

区委员会、深圳市

龙岗区人民政府 

推动文化与科技、创意、体育相结合 

2010年8月 

关于进一步推动社区

经济转型发展的实施

意见 

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 

支持股份合作公司自办或与社会力

量合办社区服务实体，为区内大企

业、工业园区提供商业休闲、餐饮、

员工公寓、文体娱乐等配套服务。 

2011年3月 
关于开展质量强区活

动的实施意见 

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 

通过开展区长公共服务质量奖评选

活动，提高公共服务组织导入实施公

共服务卓越绩效模式的积极性，促进

政府部门管理理念的转变和管理方

式的变革，提高龙岗区公共服务质量

和水平，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2014年1月 

关于印发龙岗区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配套实

施方案的通知 

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 

引导体育业向大型示范性、典型代表

性、行业领军性发展。 

2014年7月 

关于印发《龙岗区社区

经济转型发展工作快

速推进机制》的通知 

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 

结合投融资方式创新，鼓励社区集体

资本投融资参与收益性公共服务项

目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区资

本运营收益。 

2015年12月 

关于印发《龙岗区社区室

外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龙岗区文

体旅游局 

社区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可采用自行

管理，购买服务、社会化运营等多元

化管理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相关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12 年之前龙岗区群众普遍面临着体育设施之困，深

圳大运中心等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持续低下，每年亏空数千万；各个街道小区的体育设施严重不足，

无法满足居民的健身需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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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示，为破解全民健身困囿，从顶层设计层面，龙岗区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以支持体育

事业的发展。2010 年《关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强调“推动文化与科技、

创意、体育相结合”；2014 年《龙岗区社区经济转型发展工作快速推进机制》指出要支持参与公

共事业建设运营，拓宽社区投资渠道[12]，同年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也发布了《龙岗区培育发展社

会组织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设立 500 万元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经费，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优秀项目，鼓励社会组织创先争优，鼓励行业协会起草行业标准、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培育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基金会。但以上通知主要与产业转型、社会经济转型相关，而与体育公共

服务直接相关的文件寥寥无几，政府和社会资本想要协同治理只能依靠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案例

“照葫芦画瓢”。另外，以上政策文件的出台已落后于人民的需求与时代的步伐，政府对体育公共

服务制度层面的关注度仍有待提升，这就直接导致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制度引领力度不够，体育

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动力不足。 

 

3.2.3 协同行为：主体间利益综合调控缺位 

 

图 20 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各治理主体协同关系图 

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已逐步形成“地方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联动—体育协

会辅助—社会公众监督”的协同治理格局。如 

图 20 所示，各治理主体之间达成了协同合作，基本形成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

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对社会组织提交的项目申报书进行筛选，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获得一定金额的

资助，之后又对社会团体进行监管扶持并引入治理。同时，政府动员社会公众进行爱心募捐，筹

集的善款全部用于项目的扶持。此外，政府将根据公开募捐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资助，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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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项目指导以扶持优质项目。同时，政府也引入第三方体育协会对项目运行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指导，共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社会公众、体育协会以及社会组织将及时向政府反

馈信息，便于政府了解治理进程，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理策略。而社会公众则主要负责反馈

信息、监督评价，并接受来自于体育协会（第三方机构）、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宣传引导，共同参与

体育关爱工程的协同治理过程。 

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已然撬动了公益资源，促进了体育事业与公益事业的融合发展，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不断向“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最初目标前进。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

府方以及社会团体的进展情况未能按时公布，缺少公开度和透明度。通过对已公布的数据研究不

难发现，项目开展情况的统计数据较为笼统、简单，仅包含项目数、活动场次、时间等内容。通

过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可知，在此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方对各治理主体利益的综合调控仍处于缺

位的状态。政府的扶持重心主要在于社会团体申报的各项目上，而对于体育协会、社会团体本身

的扶持力度仍不够大、关注度较低。 

3.2.4 协同效果：社会民众参与度有待提升 

尽管体育关爱工程已持续开展六届，累计开展了上千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26 万人，共获

得公众筹款超 50 万元，撬动社会资源折合人民币达 546.6 万元，社会效益良好。但龙岗区体育关

爱工程结项时的评价环节主要依赖政府或者第三方机构进行，尽管评估小组中有人大代表的身

影，即引入了社会方的视角进行多元化评估，但整体而言社会公众的话语权较少，对于项目评价

工作的直接参与更是寥寥无几。作为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活动效果如何，

社会公众的话语权最大。故在项目验收评级阶段，应充分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评价，从而提升

社会公众的评价参与度，如运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投票；同时，政府方应提高社会公众的评价权

重，听从民声顺应民心，逐步做到“放管服”。在验收评估阶段，评议小组主要通过项目现场汇报

情况进行评价，评价方式过于单一，且流于形式，难以避免评议委员的主观感受对最终评价结果

的影响。另外，评价指标是否合理有效还有待商榷。评估指标的确定应该体现协同治理过程及其

参与者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与影响[13]。应建立多层级的评估指标，对于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公共层

面、制度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协同效果逐一评价，以达到综合评价的目的。以上充分证明，龙岗区

体育关爱工程的协同效果评价环节还需进一步完善。 

4 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纾解路径 

4.1 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共享 

体育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需要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及权责匹配等方式来进行，增加多元

治理主体的信任程度，既有利于各供给主体之间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又能实质性提升体育公共

服务供给效率。其次增加信息公开度与透明度，体育关爱工程信息的公开能有效吸纳社会组织参

与协同治理中，同时促进体育关爱工程的良性发展与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的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

能较好地保证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深厚的信任基础，形成良性的体育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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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需循环。最后及时反馈协同治理信息，信息的完整性和及时性直接影响了治理进程，应善

用互联网等技术进行信息共享，定期反馈体育关爱工程信息，同时开设群众信息反馈渠道，充分

吸纳群众建议，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协同治理的行为。

以上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的举措将极大程度上缓解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中信息资源不

对称的困囿。 

4.2 强化体育公共服务催化激励 

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协作，而作为主导者的政府方应充分发挥

催化领导作用，提升各治理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敦促各治理主体从意识层面达成共识，

各主体应充分认识到体育公共服务的普适性，将社会大众的体育需求作为协同治理的主要考虑因

素，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高质量体育公共服务。首先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与培育力度，激活市场

潜力。部分社会组织因成立时间短、服务经验不足等原因暂未形成体育公共服务规模化发展，对

此政府方可通过加强运营指导、开设培训讲座等手段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另外可

使用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方式培育社会组织。其次，明确划分权责，充分放权至各治理主体，

打破原有政府单一供给的垄断僵局，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为各治理主体制定清晰可行的

供给目标，对整个治理过程予以监督，敦促各参与方进行高效率高质量的供给，并加以事前、事

中、事后评价，促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的良性循环。最后，明确各方的职责定位。在此过程

中政府方充分发挥催化领导作用，制定相应规定，引导社会组织抛弃传统的“盈利”想法，而是

以投身公益活动为主，力争为社会大众提供普惠性、低成本的体育公共服务。 

4.3 创新体育公共服务制度设计 

作为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能有效规范各治理主

体的协同行为，提高协同效率、保障协同质量，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进程。首先，加快

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相关立法进程，目前与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寥寥无

几，在此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沿用其他成功案例的模式进行体育公共服务

的供给。因此，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将为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提供制度

保障。其次，加大制度设计的公开透明度，给予民众行使知情权的机会，便于民众了解体育公共

服务协同治理的进程，同时政府方可根据社会方的反馈情况进行制度设计或者及时调整治理行

为，广纳民意，形成协同治理的良好循环。最后，综合社会方的需求精准施策，在制度设计的过

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大众对于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打造“需求表达—精准供给—效果反

馈—调整总结”的信息渠道，确保及时有效地获取社会大众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信息，精确识别广

大人民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制度设计。 

4.4 优化体育公共服务监督过程 

因责任主体的多样化、决策方式的集体性与主体关系的扁平化，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

的监督过程较为复杂。正因为如此，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的监督问责仍处于较为进退两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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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试图协同治理，然而政府主导的地位短时间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旦出现问题再

进行监督问责就变得极为复杂。因此，需要建立明确有效的风险责任划分机制，避免后期责任

认定的相互推诿，消除风险全部转移到某一个供给主体的隐患，同时监督整个治理过程，确保

治理过程的顺利进行。首先，为各治理主体建立责任清单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领导地位仍没

有改变，政府方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划分明确的供给目标，并激励各方共同努力，在各自明

确的权责目标下更好地协同合作。其次，由于各治理主体的不同属性、目标设置等影响因素，

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时需建立合作对话平台，给予各方平等的话语权，从大众体育公共

服务需求、现实利益诉求等整体上进行协调合作供给，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除

此之外还应建立权责明确、风险共担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联合体，促使不同主体在体育公共

服务合作供给过程中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从而创造出科学合理的合作运行条件。最后制定

信息反馈规章制度，社会方定期或不定期汇报项目进展，政府方定期召开座谈会，便于各方根

据治理情况调整治理策略。 

4.5 完善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估 

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能够检验体育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是否高质量、有效率。投入产出效

率的评价反馈对以后规范资金使用、完善管理漏洞等有重要作用，从而使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踏上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包括事前能力评估、过程进度控制和事后效果评价。

社会组织的发展应集百家之长，充分吸收政府、社会大众、市场等方面的优质资源以支持自身的

良好运转。而在龙岗区体育关爱工程中，社会公众评价的缺位导致评价结果公平性较差、说服力

较弱，进而影响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导致协同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首先，应规范绩效评估流

程。建立听证制度，增加第三方组织和公众参与环节，引导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关注，提高绩效评

价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其次，充分明确政府方在绩效评估中的职责，提升对于社会公众的动员能

力，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多方共治，而并非全盘包揽供给任

务。在绩效评估中，各评价主体应充分明确自身角色与职责，不越权、不缺位，依照现行的法律

法规以及合同条款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如此，整个绩效评估流程便会更加规范化，可操

作性也逐步提升。同时，应出台绩效评估相关规定，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绩效

评价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结语 

协同治理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效能，较好缓解了体育公共服务供需失调的矛

盾。体育公共服务价值目标多重性的平衡、强化不同程序与环节的分工合作、激发多元利益相关

者积极参与三者共同构成了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内在契合。结合综合分析模型，对深圳市龙

岗区体育关爱工程进行探索性分析可知，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面临着外部环境利用不够、各治

理主体间信息与资源不对称、催化领导作用不足、缺乏顶层设计文件、主体间利益综合调控缺位、

社会民众参与度低等现实困囿。通过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强化体育公共服务催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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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育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优化体育公共服务监督过程以及完善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等纾解

路径能有效破解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困囿，提高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水平，满足人民多元化

的体育需求，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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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与路径 

张  磊 

（苏州大学） 

摘要：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苏州展示城市活力、建设体育强市的重要手段。采用文献

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对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与路径进行研究。苏州体育赛

事高质量发展应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体

育赛事体系现代化建设为追求。当前主要存在体育赛事供给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依然存在矛

盾、体育赛事发展破坏城市生态平衡、赛事治理主体相互排斥与冲突等问题。据此，提出供需平

衡：提高赛事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耦合发展：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交相辉映；强化治理：

倡导多元共治与完善政策法规。 

关键词：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 

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加快了我国体育赛

事增长速度，在此契机下，体育赛事凭借开放性高、融合性强等特点使得赛事规模、数量与类型

得以壮大、扩容与丰富，成为满足居民精神需求、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优化城市基础设施、树立

国家形象与增强综合实力的支撑点
[1-3]。立足全国视域，苏州体育赛事发展处于相对靠前的地位，

得益于苏州经济发展水平、江苏体育产业带动以及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引领，苏州体育赛事已然取

得了斐然的成绩。进入新时代，苏州体育赛事迎来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问题，因此，

当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导破解苏州体育赛事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既是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迈向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求，更是苏州体育

赛事面向全国、走向国际的核心诉求。近年来，苏州体育赛事快速发展，每年以苏州市民参赛为

主的大众体育联赛超过 200 场次、不同类型与规格的赛事结构不断优化、“十三五”期间国际赛

事超过 108 项次。但是，依然存在融合发展不足、质量水平欠缺、品牌赛事缺少等与高质量要求

相悖的问题。基于此，为消解苏州体育赛事发展过快而弥留下困局，必须加快苏州体育赛事高水

平建设、高质量发展。 

1 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体育赛事是由体育竞赛演化而来，伴随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信息技术多样化改革，体育赛

事的内涵既蕴含竞技属性，也裹携着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
[4-5]。进入新时代，体育赛事更成为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逐渐演化为集竞技、消费、健身、休闲与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盛

会，不仅为专业运动员提供竞技的舞台，而且为人民提供生活消遣、交流互动的平台，与体育强

国、全民健身战略的实现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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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要义在于发展

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能的转换，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
[6]。随之，高质量发展理念覆盖各个领域，衍生出更为丰富且深刻的内涵，虽然并未形

成统一定论，但从诸多研究中不难发现，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高层

次、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
[7-8]。基于上述讨论，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理应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建设体育赛事体系现代化为追求，实现体育赛事

与经济价值、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见图 1） 

  

图 1 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内涵逻辑结构图 

Figure1 Log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1.1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 

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集中体现在通过广泛的影响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积极

性的社会效益，增加就业机会并满足人民身心发展需要以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9]。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平衡与充分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苏州经

济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人均 GDP 达到 17.75 万元，体育消费总额 330 亿元，人民的生活需

求已经向更好的教育、医疗、居住、休闲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倾斜，既对现有物质生活提出更

高要求，也对未来的精神生活充满向往。体育赛事作为居民休闲、娱乐、健身、消费的重要载体，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关键选择，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有力武器，

是我国社会突破生产力落后转向更高水平的重要标志。新时代，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必须在

现有群众性联赛基础上探索全民健身新模式、以运动项目为载体挖掘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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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到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以满足人民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

导向。 

1.2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 

体育赛事置身于经济建设体系中，其高质量发展必须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第一，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体育赛事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可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
[10]，加快推进体育赛事融合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产品与服务创新，可扩大市场空

间、培育新型业态、提升赛事附加值、扩展产业价值链、满足人民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
[11]。第二，

促进体育赛事协调发展。协调是体育赛事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抓手与落脚，主要表现为供需结

构平衡、区域结构协调。供需结构动态平衡要求体育赛事供给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吸引与刺激消

费；扩大体育赛事需求可倒逼供给产品与服务更加有效与高品质。区域结构协调发展要重点与切

实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尤其要关注融入长三角发展格局，平衡三省一市体育赛事发展

状态的问题。第三，构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理念置放于体育

赛事高质量则是突出体育赛事与经济、生态等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构造体育赛事与社会生

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生命共同体
[12]。第四，以开放促循环。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循环发展是体

育赛事的基本遵循
[13]，扩大对内开放程度畅通体育赛事区域循环、国内训话，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第五，坚持共享发展。共享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发展成果共

建共享提高人民幸福感、获得感
[14]，表现为体育赛事资源要素高质量供给，形成人才、资本、技

术、信息等共享互通、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提高赛事质量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结构布局优化，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1.3 以体育赛事体系现代化建设为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现代化建设促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根本任务。《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从大力发展职业赛事、引进国际重

大赛事、扶植业余精品赛事、培育冰雪体育赛事等几个方面完善体育赛事体系，建设体育赛事体

系现代化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实现体育赛事向高质量转型升级
[15]。首先，

数量的增加要完善体育赛事种类并提高赛事有效供给，丰富赛事体系的同时满足人民对体育赛事

的基本需求；其次，质量的提升要求体育赛事发展始终以体育强国战略为终极目标，寻求体育赛

事科技化、信息化发展，突破核心技术难题，促进体育赛事提质增效；最后，质与量齐头并进则

需要推进体育赛事治理现代化，以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促进体育赛事高效运转、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体育赛事体系现代化建设是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组成，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手段。 

2 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审视 

2.1 体育赛事供给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依然存在矛盾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苏州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已经突破

最基层的需求层次，逐渐朝着更高层次跃迁，因此，人们对体育赛事的期盼与渴望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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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十三五”期间，苏州体育赛事在数量上取得骄人成绩，国际性赛事超过 108 项次、全国

性赛事超过 200 项次、全民健身赛事超过 5000 场次等，但是赛事供给质量依然难以追赶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州品牌赛事尚未打造。在苏州举办的国

际性知名赛事或自主赛事其实并不少见，例如世界男排联赛、世界田径挑战赛、环金鸡湖半程马

拉松等，但真正彰显苏州全貌、凸显苏州特色、展现苏州底蕴、树立苏州形象的赛事并没有。就

马拉松赛事而言，能够真正为苏州代言、贯穿苏州躯体的赛事显然没有。第二，体育赛事质量有

待提高。赛事质量不仅仅体现在赛事规模、经济效益等方面，还体现在赛事秩序、现场安全、活

动准时等方面。实地调研发现，苏州体育赛事组织、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全面健身赛事，

存在组织不严、管理松懈、人员匮乏、设施缺少等问题，使得赛事现场秩序混乱、安全隐患明显、

活动时间拖沓等。 

2.2 体育赛事发展破坏城市生态平衡 

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能够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与商业、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是城市

建设、对外交流的重要工具与窗口，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利益追逐、政绩竞争等负面效应，大

兴举办或引进体育赛事扭曲了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和谐统一的发展理念，

破坏了城市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性。一方面，体育赛事从申办到闭幕是一

项浩大的工程，人员调动、交通指挥、治安保障等工作与场地开发、场馆建设、服务生产等活动

会给城市带来人流密集、道路拥堵、公共安全以及环境治理等诸多压力，对城市自然生态环境构

成严重的胁迫效应，这与体育赛事举办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知名度、影响力

的提升来源于其核心竞争力，而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蕴是根植于城市内部并培育竞争力的关键血

脉，体育赛事融入一座城市并发挥其功能价值助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亟需与城市文化形成交

融，但是，在经济利益与政绩形象的诱导下，各个城市举办的体育赛事产生趋同，造成文化趋同，

从而泯灭了城市文化特色，埋葬文化底蕴与破坏文化多样性而形成千城一面
[16]，打破了城市经济、

文化等社会环境平衡性。 

2.3 赛事治理主体相互排斥与冲突 

治理有效性既是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体育赛事是人力、

资金、信息等诸多资源要素高度交融与汇集的载体，时刻与公众、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健康持

续发展息息相关，这便使得体育赛事治理工作更具复杂性、敏感性与脆弱性。从治理主体来看，

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放管服”，给予市场充分自主权，但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依

然尽显治理能力有限、反映迟钝以及资源整合不足等缺陷
[17]。体育赛事有效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

市场、社会三个维度，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纵向指挥排斥与横向协调冲突的矛盾。基

于政府视角，治理结构主要呈现纵向层级指挥调度，对体育赛事组织、管理等运转工作总是上传

下达，而从企业或社会组织的视角出发，治理机构则呈现横向协调或者网状交叉，各主体相互联

系又相互独立、相互交叉又彼此平行，由此造成政府主体与企业主体在实践中形成工作排斥与冲



 

122 

突。实地调研苏州体育赛事可以发现，在部分群众性赛事、商业性赛事中，政府主体存在主导力

量过强，压缩了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作用发挥的空间，造成多元主体协调机制失衡，例如涉及赛

事道路管控的治理工作时，主导力量往往掌握在政府主体手中，相关资源的调配、使用无法让渡

于市场主体或社会主体，所有工作必须经由政府主体才能落实、落细。 

3 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推进路径 

3.1 供需平衡：提高赛事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 

促进体育赛事供需平衡是苏州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苏州体育产业良好

发展的重要表现。实现苏州体育赛事供需平衡必须建立在苏州人民对体育赛事需求的基础上形成

有效供给。第一，不断提高苏州体育赛事质量。基于“十三五”期间的良好表现，苏州理应继续

承办国际性赛事、全国性赛事，提高苏州体育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结合苏州江南文化、经济

水平打造高品质的苏州特色赛事、自主 IP 赛事，逐渐塑造苏州品牌赛事。另外，要重点打造属于

苏州本土的高规格品牌赛事，以马拉松为例，将苏州文化灌输至马拉松赛事中，赛道贯穿多个地

区，并在各个区开展周边活动，重点打造苏州马拉松，既提高赛事质量，又能够满足各区人民参

与苏州本土赛事的需求。第二，丰富体育赛事体系。完善的体育赛事体系不仅包含群众性赛事、

职业性赛事、商业性赛事，而且涵盖高规格赛事、基础性赛事。因此，应结合苏州特色构建符合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需求赛事体系，促进群众性赛事、职业性赛事、商业性赛事打造特色、

精英赛事、品牌赛事，当然，也要借助不同行政区的优势，打造属于本区的高规格赛事。 

3.2 耦合发展：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交相辉映 

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形成良性互动、耦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体育赛事的举办与发展既能够提振

经济动力、优化城市环境，也可以维持生态平衡，与城市发展欣欣向荣。苏州体育赛事与城市建

设交相辉映理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社会生态环境。苏州社会生态环境由经济、文化、历史等

共同组成，现代体育赛事裹挟着新兴文化，对苏州优秀文化、深厚底蕴具有一定冲击影响，破坏

城市长期积累与沉淀的文化底蕴。故此，体育赛事的有效供给理应建立在苏州传统文化、特色形

象、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将赛事文化与城市文化交融，以彰显赛事文化的同时突出城市特色文化。

另外，利用苏州文化底蕴构建城市品牌赛事、生产销售赛事产品、拓展城市体育项目内涵等，驱

动体育赛事文化与城市文化欣欣向荣，构建体育赛事与城市社会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格局。 

二是自然生态环境。体育赛事引致的空气、水土污染等环境破坏行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大相

径庭。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在协调、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强化体育赛事运作的监管与修缮，政

府、市场、企业相关部门成立专门小组对体育赛事全过程进行动态监管，尤其对前期场馆、场地

大肆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参赛、观赛不文明行为对土地、空气造成的污染等方面重点进行严格监

管与采取实时行动。当然，一场体育赛事的环境监管工作十分复杂、庞大，所以后期修缮工作不

可或缺，专门团队制定专项修复方案，对自然生态环境全方位修复。诚然，体育赛事以盘活城市

活力、拉动经济增长成为苏州城市建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与城市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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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维持城市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平衡是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3.3 强化治理：倡导多元共治与完善政策法规 

体育赛事治理能力提升是完善体育赛事体系、扩充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九届四中

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强调社

会治理的关键性作用，实现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必须提升体育赛事治理能力。第一，倡导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在市场化改革和体育赛事审批权下放之后，体育赛事的运营控制权出现了两种极端

现象，一是政府权利依旧过强，对体育赛事治理与发展具备绝对控制权；二是企业自主权过大，

脱离政府作用以市场经济收益为追求，这完全背离了协同治理的原则。实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首

先要明晰责权分工，以苏州市体育局为代表的行政主体要立足宏观，从大局把控体育赛事走向，

对工业园区、姑苏区、昆山、常熟等地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体育企业为典型的市场主体则要

聚焦微观，在宏观调控下发挥企业主体洞察力、执行力联袂不同市场主体形成合作共赢。其次，

要在保障多元主体权益获得的情况下构成相互监督、公平合作的横向或网状治理结构，有效履行

各自在体育赛事治理中的职责。 

第二，利用政策法律保障规制。从政策视角来看体育赛事治理主要从完善政策文件和提高执

行效力两方面着手，对于体育赛事管理与发展的政策文件较为宏观与笼统。基于此，体育赛事相

关部门应结合不同赛事细化政策设计并针对不同类别赛事进行分类审批与治理。从法律视角来看

体育赛事治理则要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在现有法律如《体育法》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法律设计，提

高法律适用性，一是从宏观层面设计对体育赛事全面治理的法律条文，二是依据赛事分类制定专

项法律规制，三是完善赛事各参与主体权益的法律保障。强化体育赛事治理能力是实现体育赛事

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手段，这既需要多元主体公平合作，也需要完备的政策法律体系。 

4 结语 

立足新时代，苏州体育赛事要改变快速发展模式向高质量进阶，就必须以切实满足人民需要为导

向、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赛事体系现代化建设为追求，以加快融入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成为体育

强市建设、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随着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体育赛事理应成为全

民皆可参与的重要盛会，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中，应以更为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苏州体

育赛事高质量发展，以培育更具影响力的国际品牌赛事，为苏州树品牌、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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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堂中教师支持自主教学方式、感知生活技能发展

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潘一鹏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215000）） 

摘要：用感知教师支持自主量表，心理幸福感问卷、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量表为研究工具，

对 800 名江苏省苏州市青少年在体育课堂上进行测量（男性 312 人，女性 439 人，平均 14-18 岁）。

使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法检验生活技能发展在体育教师支持自主和心理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发现：1）心理幸福感、教师支持自主、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之间均呈显著的相关。2）教师支

持自主显著预测青少年体育特招生心理幸福感；教师支持自主显著预测青少年体育特招生学生感

知生活技能发展，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对于青少年体育特招生心理幸福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3）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在教师支持自主与心理幸福感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体育课堂环境；青少年；教师支持自主；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心理幸福感；中

介效应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eaching climate， students’ perceived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within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t perceived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and  students’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whether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mediated 

through ，students’ perc-eived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a survey which 

assessed perceived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participants’ perceived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within PE 

(teamwork， goal setting， time management，emotion-al skill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skills，leadership， and 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making)，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rceived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along with total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participa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s well as students’ perceived life skills deve-

lopment play the role of mediator 

Keywords: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students’ perceived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students’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hysical education; Mediating Effects  

体育课堂是青少年社会能力和情感能力以及生活技能发展的理想环境，体育教师作为体育课

堂的引导者，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可以看做影响青少年发展重要前因变量[1-3]。已有研究

表明，教师支持自主（teacher autonomy support）的体育课堂氛围，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

多种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满足学生心理需求的教学模式，如尊重学生感受和观点，并提供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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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的行动机会，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伴随着一种自由意志和内心体验等[4]教学行为模式，

是影响学生学习投入、以及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5-6]。此外，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表现，受到其感

知到的因体育教师行为所改变的体育教学气氛的影响，如合作学习教学模式有助于青少年团队合

作，沟通，社交技巧，领导力和问题解决和决策等生活技能的提高[7-8]。依据自我决定理论，重要

他人表现出来的支持自主行为可以影响个体自主动机的水平[9]，具体来说，支持自主的体育课堂

氛围中将大幅度提升学生学习的动机，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结合生活技能干预理论框架[10]，学

生在自主支持的环境中，自主性，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不仅可以促进其

在体育课堂学习中生活技能的发展，而且可以提升学生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可见，当前研究已经

对于教师支持自主的课堂环境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论证，但是，教师支持自主对

于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体育课堂情境中教师支持自主对于学生的影响的探究较

少，此外，对体育课堂中教师支持自主在青少年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影

响并未做进一步探究。因此，基于文献回顾以及自我决定理论和生活技能干预理论框架，我们认

为有必要引入新的变量进一步拓展教师支持自主于青少年心理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领域，以期加强

学校和家长对于体育课堂教学对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视，提升体育教学的实效性，进一步为通

过体育教学课堂对于学生的心理幸福感进行干预与训练提供理论基础。 

生活技能（life skills）是指处理日常生活需求和挑战所需的技能[11]，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

重要因素之一[12]，符合累计“积累”效应规律[13]。具体来说，青少年掌握的的生活技能越多，其

优势越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多大[14，15]。有研究者认为，培养个体生活技能可以看作体育

课程重要课程目标之一[16-17]，
。
此外，体育活动对青少年团队合作，目标设定，时间管理，情感技

能，人际沟通，社交技能，领导力以及解决问题和决策，8 种生活技能有显著影响[1819]。依据青年

发展理论（youth development theory）和研究框架[20]，青少年积极发展包含三个关键方面：发展

环境，生活技能和幸福感。发展环境与参与者的生活技能发展有关，而生活技能发展又与其他积

极效果有关如（学业成就、友谊质量、幸福感）[21-22]。具体而言，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支持

自主课堂环境作为的生活技能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提升了学生在体育活动学习生活技巧的

自主性与成就感，这种积极内心体验，将进一步提高学生体育学习的幸福感。此外，生活技能是

提高青少年学习生活质量和未来经济优势的个人资本[23]，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学生的生活技

能发展在体育教学环境与学生心理幸福感之间关系，以期通过体育教学环境与学生的生活技能提

升个体心理幸福感水平供量化支持。由此，基于青年发展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提出本研究假设 H1：

教师支持自主教学氛围显著预测个体心理幸福感；研究假设 H2：教师支持自主教学氛围显著预

测个体生活技能发展；研究假设 H3：学生感知生活技能的发展在教师支持自主教学氛与个体心

理幸福感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从江苏省苏州市选取两批青少年被试，样本一 200 人，用于学生感知生活技

能发展的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二，用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收回有效问卷 551 份，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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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1.8%。年龄 14~18 岁；男 212 人，女 339 人；初一 173 人，初二 90 人，初三 68 人；高一 84

人，高二 98 人，高三 38 人。 

1.2 工具 

1.2.1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自主问卷[25，26]  

 采用罗云， 赵鸣， 王振宏 (2014)《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自主问卷》，用来测量学生感知教师

自主支的程度。该问卷共 12 个项目，采用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7 点计分。在本研

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 2/df=2.83，RFI=0.96，NFI=0.98，

CFI=0.99，GFI=0.99，RMSEA=0.06）。 

1.2.2  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问卷[27-28] 

本研究翻译了 Cronin ， Allen （2017）修订的《体育生活技能量表》，衡量体育课中学生的

感知生活技能的发展，原量表信效度良好。参照 Cronin(2017)等人的研究将题目改“体育课程教

会我......”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保留全部 43 个题项，包含团队合作，目标，时间管理，情绪技巧，

人际沟通，社交技巧，领导力以及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 8 个维度。1 （从不）～5 （总是）5 点

计分。再次施测，对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问卷

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 2/df=3.68，NFI=0.93，IFI=0.95，CFI=0.94，TLI=0.93，RMSEA=0.07）。 

1.2.3 心理幸福感量表[29] 

采用 Ryff 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量表》。共 84 个项目，分六个维度：自主性、掌控环境、

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自我接纳。采用 1（很不同意）～6（非常同意），本

研究中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2～0.81。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 2/df=4.87，

NFI=0.90，IFI=0.91，CFI=0.91，RMSEA=0.07）。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5、Mplus7.0 统计软件。对三个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对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9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被提出，并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29.33%，小于 Podsakoff 等提出的 40% 的判断标准[3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教师支持自主、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以及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教师支持自主、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以及学生心理幸福感得分两两之

间呈正相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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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师支持自主、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及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性（n=751） 

 自主性 
掌控 

环境 

个人 

成长 

与他人的 

积极关系 

生活 

目标 

自我 

接纳 

时间 

管理 

情绪 

技巧 

人际 

沟通 

社交 

技巧 
领导力 

解决问题和 

决策能力 

感知教师 

支持 

自主水平 

团队 

合作 

目标 

管理 

自主性 1               

掌控环境 .551** 1              

个人成长 .540** .437** 1             

与他人的积极关系 .476** .418** .502** 1            

生活目标 .404** .385** .265** .509** 1           

自我接纳 .542** .452** .524** .487** .434** 1          

时间管理 .399** .363** .444** .407** .177 .424** 1         

情绪技巧 .241* .342** .289** .302** .071 .180 .534** 1        

人际沟通， .239* .269** .244* .388** .284** .287** .514** .652** 1       

社交技巧 .203* .207* .175 .194 .123 .246* .430** .458** .476** 1      

领导力 .300** .370** .211* .423** .429** .202* .306** .254* .422** .222* 1     

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 .360** .301** .383** .249* .102 .206* .505** .793** .492** .355** .344** 1    

感知教师支持自主水平 .421** .320** .448** .441** .516** .343** .292** .054 .209* .018 .383** .345** 1   

团队合作 .294** .330** .440** .355** .431** .268** 0.123 0.002 0.188 0.172 .307** 0.121 .514** 1  

目标管理 .278** 0.191 .214* .254* 0.143 0.108 .241* .280** 0.19 0.185 .238* .276** .219* 0.19 1 

注：**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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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在教师支持自主与青少年学生心理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

[31]，研究共重复抽样 1000 次。建构模型如图 1。模型拟合结果良好（ 2/df=2.11，IFI=0.95，TLI=0.94，

CFI=0.95，NFI=0.96，RMSEA=0.03）。Bootstrap 重复抽样结果表明，教师支持自主对青少年学生

心理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t=21.80，P<0.001），其系数大小为 0.74；教师支持自主通过学生感

知生活技能发展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幸福感的间接效应的系数大小为 0.03，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0.008，0.064]，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可以认为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的中介效应成立，其它检

验的结果见表 3。因此，在教师支持自主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中，既包括教师支持自

主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直接效应的 61%，又包括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作为部分中介效应

的 39%。 

 

注：m1-m8：团队合作，目标，时间管理，情绪技巧，人际沟通，社交技巧，领导力以及解决问

题和决策能力 

X：感知教师自主支持 b1-b6：自主性、掌控环境、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

自我接纳 

图 1 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作为教师支持自主与青少年学生心理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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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作为中介效应的依次分析表 

 
直接 

效应 

中介 

效应 
t值 95%下限 

95%CI 

上限 

效应量 

（ab/ab+c’） 

x→m(a) 0.09  3.35** 0.03 0.18  

m→y(b) 0.74  10.0*** 0.57 0.81  

x→y(c’) 0.034  7.17*** 0.16 0.38  

x→m→y  0.03  0.01 0.08 0.39 

注：PMS，教师支持自主问卷；TAS， 学生感知生活技能发展量表；AOABS， 少年学生心理幸

福感评定量表。 

2 讨论 

结果表明，教师支持自主对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向预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1。与先前中进行的研究具有一致性，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对于教师支持自主与学生心理幸福感

的解释作用。具体来说，体育教师在课堂中展示支持自主的态度以及采用支持自主的教学模式，

如提供多种课堂形式让学生选择，对于学生良好的运动表现给予及时的反馈与强化，倾听学生的

想法，鼓励学生提问等，会减少学生因课堂纪律而产生的被动控制感，提高其面对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与成就动机，进一步提升了其体育学习的情绪，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青少年长期处于

繁重学习状态中的压力，为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可能。此外，教师支持自主的教学氛围对学

生感知生活技巧发展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具体而言，教师对体育课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学生对生

活技能发展的感知程度，例如，一位鼓励学生互相指导体育运动技巧的老师可以促进学生领导力

和沟通技巧的发展，这样的过程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于自身优缺点的了解，在教师的鼓励与反馈中，

也帮助学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可见，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调查某些教学模式

（如合作学习体育教育模式）对学生生活技能发展的影响。利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势，更

清晰地了解学生在体育课中发展自己的生活技能的机制。   

本研究结果表明，学生感知其生活技能的发展在教师支持自主的体育教学环境对其心理幸福

感的影响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青年发展理论。青少年在支持自主的教学气氛中体验

到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已经成为促进其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前提，而在体育教师的反馈与鼓励之下，

感知到自身生活技能的发展可以促使学生产生成就感、提升其自尊水平，进而引发个体积极情绪

和心理幸福感。本研究结果再次明确地突出了体育教师的教学模式与态度在学生多种生活技能培

养的重要性，并且验证了“累计效应”即生活技能提成促进个体心理的积极发展。因此，在未来

的教学过程中，建议体育教师采取自主灵活的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种生活技能培养，例如体育教

师可以在课堂开始时段让学生自主设定课程目标，课堂结束时让学生在汇报今天体育课堂中过程

中他们的感受与想法，让学生主动思考到自己的提升与进步，以此推进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心理

幸福感。未来的研究也可采取纵向或实验研究应该调查教学环境，学生生活技能发展和心理健康

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这一机制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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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 

对幼儿体质健康影响的研究 

杨  桃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目的:本文探究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对幼儿体质健康的影响，为幼儿体质

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方案。方法：将苏州市西渚幼儿园 4-5 岁幼儿分成两组，进行 13 周

的运动干预。实验组进行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主要包括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适能

游戏课程和幼儿篮球特色课程内容，对照组进行园所体育锻炼活动课程干预。采用《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手册（幼儿部分）》的测试指标对两组幼儿干预前后成绩评估，采用 SPSS25.0 进行数据统计，

对比分析干预前后组内和组间的变化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在组内比较中，实验组干预后

比干预前在 10m 折返跑、双脚连续跳、走平衡木这三个项目上成绩均有显著性提升，网球掷远提

高不明显，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成绩下降；对照组在双脚连续跳成绩显著提高，走平衡木成绩的

平均值提高，10m 折返跑平均成绩下降外，其他三项成绩出现明显下降。在组间比较中，干预前组

间比较，六项成绩无显著性差异；干预后组间比较，实验组在除坐位体前屈和网球掷远外，其他四

项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对于 4-5 岁幼儿体质健康有较大

的促进效果，在平衡、协调、灵敏和下肢力量的素质上表现更为突出。园所体锻课程对幼儿的体质

健康也有一定提升效果，主要提升在协调性方面。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方案比园所体锻课

程的干预效果更好，设计更符合幼儿发展特点，促进幼儿体质的综合提高。 

关键词：幼儿；动作发展；幼儿体育；体质健康；游戏 

体质健康是幼儿健康的基础，幼儿体质健康发展离不开体育锻炼。近年来我国幼儿体质测试

结果不理想，如何提升幼儿体质健康水平也成为幼儿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幼儿体质下滑

的原因多样，如幼儿体育课程开发滞后、体育师资不足、缺乏运动兴趣等
[2]。3-6 岁是幼儿身体

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 3-6 岁时期的幼儿体适能水平越低，成年后患相关基础疾病的

概率也会随之增大
[3]，这也突显出幼儿体适能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3-6 岁的幼儿体

育活动开展，需要根据幼儿年龄、生理、动作发展特点，坚持以游戏为主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内

容安排，促进幼儿的体适能全面发展
[4-5]。幼儿时期掌握更多动作技能将为其在参与运动中提供更

多的选择性，运动表现更为自由
[6]。《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已将动作发展列入到幼儿

健康领域的目标之中。幼儿阶段是基本动作发展的关键期，在敏感期没有形成良好的基本动作技

能，完成其他动作组合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7]。 

本研究以动作发展基本理论内容为架构，结合幼儿的身心特点，编制幼儿体适能游戏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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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篮球特色课程内容，以 4-5 岁幼儿为实验对象，分组进行相应的实验干预，来进一步验证基

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对于幼儿身体素质的影响，提出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的优化内容，

促进幼儿基本动作发展的同时，增强幼儿的体质健康。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对幼儿体质健康影响为研究对象。选定苏州市西

渚实验幼儿园园内 4-5 岁幼儿作为实验对象，对象选取标准：身体健康，智力正常，能听从教师

安排，没有参加其他体适能和篮球培训。 

选取中 2 班和中 3 班（共计 53 人）作为实验组，其余两班（共计 52 人）作为对照组。根据

实际测试及参与的幼儿出勤情况，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人数为 91 人，对照组 45 人，实验组 46

人，两组的身体形态基本数据，无显著性差异（p＞0.05），基本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中班对照组、实验组基本情况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西渚幼儿园 4 个中班分成两组，实验组采用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主

要包括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适能游戏课程和幼儿篮球特色课程内容，对照组采用园所体锻课程

干预，进行对照实验。实验前后，对两组幼儿进行《国民体质测试标准（幼儿部分）》中身高和体

重基本信息以及身体素质指标的测试，包括网球掷远、十米折返跑、立定跳远、双脚连续跳、坐

位体前屈、走平衡木的 6 项指标。两次测试采用同一组测试人员，且测试人员均经过体测培训具

备熟练的测试操作能力。 

1.2.1 园所体锻课程 

幼儿园体育锻炼课程是根据运动分区，攀爬区、骑行区、球类运动区等管理情况，教师每天

带领幼儿在不同的分区中进行自主活动，在活动中起引导和保护作用，主要是让幼儿自主探索运

动区域的体育活动课程。 

1.2.2 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方案 

本研究以幼儿动作技能发展规律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及前人编制体育游戏的经验内容

[8]，以《幼儿智慧体育教程》
[9]为教学内容参考库，整合编制出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内

容，结合幼儿园需求的幼儿篮球的专项特色培养，编制了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适能游戏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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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篮球课程内容。基于动作发展的体适能课程内容，包含物体操作、位移与非位移三类技能的

训练。幼儿篮球以熟悉认识篮球为基础，主要培养幼儿对于篮球的基本操作技能，熟悉篮球的球

性，培养篮球球感，为幼儿启蒙一项运动项目，包括：抛接球、环绕球等球感练习；篮球运动中

的一些基本素质练习，如跑动、跳跃等；以及传接球、投篮和运球的练习等。将方案这些内容进

行游戏化的课程情景设计。注重身体素质的提高，并培养幼儿的体育活动习惯和团队合作等能力。

具体课程教学内容如下表 2。 

表 2 基于动作发展的中班幼儿体育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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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实验方案的实施 

两组分别进行 13 周的课程干预，6 节/周，30-45 分钟/节。运动强度采用 PRE 主观评定，强

度达到中等水平即两组幼儿都呈现运动后有一定疲劳，全身微出汗，心情愉快，且次日状态很好。

实验组是每周二和周四有 2 次体适能课，周二下午有 1 次幼儿篮球课程（由专业的幼儿体育培训

机构体育教师入园进行课程的教学），另外 3 天是每天 1 次体适能游戏和幼儿篮球教学内容的复

习课（由幼儿园教师根据上课老师要求，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复习和拓展活动）。对照组参与每周 5

天，除周二每天 2 次体锻课，其余每天 1 次的园所体锻课。实验前测试的时间是 2021 年 9 月 6

日，实验干预后测时间是实验组在 2021 年 12 月 13 日和 14 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CEL 存储，使用统计软件 SPSS25.0 对体质测试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数据均以均数

加减标准差（X s）表示，干预前后组内和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的方式，以 P＜0.05 认为结果

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测试结果的组内比较 

2.1.1 实验组干预前后各指标比较 

实验组在进行 13 周干预后，坐位体前屈和立定跳远成绩下降，网球掷远提高不明显，除此

指标外，由于 P<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三个项目的成绩提高幅度很大，详见表 3。 

表 3 实验组干预前后测试指标对比 

 

2.1.2 对照组干预前后各指标比较 

对照组在进行 13 周的园所体锻课程干预后，除双脚连续跳成绩显著提高，走平衡木平均成

绩提高，10m 折返跑平均成绩下降以外，由于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三项成绩显著下

降，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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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照组干预前后测试指标对比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测试结果的组间比较 

2.2.1 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组间比较 

在干预前，对两组幼儿进行了体质测试指标数据的组间比较，六项成绩水平均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详见表 5。 

表 5  对照组与实验组干预前测试指标的组间对比 

 

2.2.2 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指标的组间比较 

在干预 13 周后，对两组幼儿的各项指标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实验组幼儿在除坐位体前屈和

网球掷远指标外，其他四项测试成绩上比对照组提高明显（P<0.05)，柔韧性和上肢力量无显著性

差异，详见表 6。 

表 6  对照组与实验组干预后测试指标的组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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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3.1 幼儿柔韧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幼儿身体的柔韧性受到关节解剖结构和关节周围软组织的影响
[10]。因此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影

响因素来发展和提升柔韧性水平。在进行干预前后的柔韧性指标的组内比较时，发现两组干预后

的成绩比干预前的下降，且干预后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前测是夏季幼儿着装

简单，利于拉伸，而后测是冬季天气较冷，幼儿着装较厚影响了幼儿测试状态，或者整体课程其

他素质练习分配比列过高，柔韧性时间比例略少造成的，干预周期较短，每节课放松训练只有 5-

8 分钟，造成干预对幼儿柔韧性提升产生效果不明显的结果。对照组的柔韧性水平也下降，可能

原因是园所的体锻课主要以自由玩耍为主，对于柔韧性的练习也是不足的。后期需要注意柔韧性

的练习密度安排与其他锻炼目标相协调。 

3.2 幼儿灵敏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灵敏性是幼儿反应、平衡、力量、协调、速度、爆发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体现。信号反应的

游戏常用于提高幼儿的灵敏性
[11]。本研究以 10 米折返跑作为灵敏测试指标，在组内比较中，实

验组干预后较干预前出现显著性差异，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出现一定下降。可能因为实验组的

干预方案中加入了较丰富的灵敏性锻炼内容。基于动作发展的体适能游戏会涉及更多急停、变向、

快速跑的游戏来训练幼儿灵敏性，例如快跑急停、跑走投结合等游戏，而园内体锻课中灵敏性锻

炼元素不足，多以幼儿自由活动为主，课程中位移移动较多，急停急跑练习较少。 

另外幼儿灵敏性还受到感觉和效应器官的功能状态、运动技能掌握、知觉认知能力的影响，

本方案的幼儿体适能游戏和幼儿篮球方案中融合了动作技能训练内容，且加入动作反应，如 10 米

折返跑、听口令跑等的内容，使幼儿在体适能游戏中，学习提升动作技能，建立起神经肌肉的联

系，从而提升其灵敏素质的运动表现。 

3.3 幼儿上肢力量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选用网球掷远测试幼儿上肢力量素质，在干预前后的组内比较中，实验组干预后比干

预前成绩均值增加，但进步不明显，对照组成绩显著下降；干预后组间比较，实验组成绩均值高

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可能是由于后测幼儿装着较厚，影响了整体动作的发挥。另一方面

实验组比对照组均值较高，可能因为幼儿上肢力量协调性潜力更易激发，体适能游戏和幼儿篮球

方案中上肢粗大肌肉训练是核心环节，上肢力量不仅是靠肌肉的收缩，也需靠各相邻关节的协调

配合
[12]。方案中挥击、投掷、抛接球等都可促进幼儿上肢协调和力量的锻炼。而园内体锻课中上

肢力量的练习量较小，上肢力量未得到充分锻炼。  

3.4 幼儿下肢力量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立定跳远一定程度反映幼儿的下肢力量素质水平，在干预前后的组内比较中，实验组干预后

较干预前成绩无显著性差异，干预后成绩平均值略低于干预前，而对照组出现显著性下降；在组

间比较中，实验组比对照组成绩出现显著性变化。分析原因测试动作包括向前跳与下蹲，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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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幼儿进行干预，其掌握立定跳远技术有限。另一方面立定跳远与下肢力量和协调性配合都

有一定关系，后测基本条件限制了幼儿在下蹲和跳跃的协调配合，实验组保持了原有成绩未出现

明显下降，可能是本研究幼儿体育课程里设计了单、双脚跳、跨步跳、连续跳障碍物等下肢动作

练习，锻炼幼儿下肢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训练跳跃的动作模式，保持或提升肌力水平。园所体

锻提倡自主探索活动，幼儿下肢练习的力量和协调综合练习不足。 

3.5 幼儿协调性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幼儿的协调性影响其身心发展，协调性较佳会使幼儿在游戏中表现更活跃，运动水平、自信

心随之提升
[13]。在干预前后双脚连续跳的组内比较中，两组干预后比干预前成绩都出现显著性提

升；在组间比较中，实验组比对照组成绩更好。分析原因本研究方案主要靠增强幼儿的神经、骨

骼肌、感知觉系统的协调，提升其基础动作技能水平，达到增加协调性的目的，如双脚跳练习伸

屈肌协同配合能力、双脚连续跳促进神经肌肉协调配合等。而对照组体锻课在动作技能的熟练练

习安排没有实验组的频率高。 

3.6 幼儿平衡素质的分析与讨论 

平衡控制有静态与动态平衡之分
[14]。走平衡木偏于动态平衡测试，在干预前后的组内比较中，

实验组干预后比干预前成绩提升幅度显著，而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组间比较中，实验组比

对照组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平衡能力出现显著提升，主要因为体适能游戏和幼儿篮球课程

方案里涉及更多平衡元素，包括正、侧向不同方向的平衡线行走，平衡障碍组合、手眼协调、抱

球进行障碍移动等练习。体感觉系统提供有关身体与支撑面的姿势关系的信号
[15]。当幼儿在平衡

木及障碍组合训练时，不断增强的感觉输入提升了幼儿平衡能力。因此实验组幼儿的平衡性出现

显著进步。而对照组无显著提升，原因主要在于园所体锻课程中涉及动态平衡训练可能比较少。 

4 结论 

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干预对于 4-5 岁幼儿体质健康有较大的促进效果，在平衡、协

调、灵敏和下肢力量的素质上表现更为突出。园所体锻课程对幼儿的体质健康也有一定提升效果，

主要提升在协调性方面。基于动作发展的幼儿体育课程方案比园所体锻课程的干预效果更好，设

计更符合幼儿发展特点，促进幼儿体质的综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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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康复治疗中 

的应用研究 

张红红 

（苏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摘要：观察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运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包括

运动依从性、治疗有效率，膝关节炎疼痛的改善程度、症状及膝关节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

的变化，为安全有效地应用该技术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结果发现加压训练可显著提高老年

人锻炼的依从性，有益于取得更好的疗效。相比常规运动康复治疗，结合加压模式训练的患者在

膝关节炎疼痛的改善程度及膝关节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更显著的积极的变化。后期我

们的研究可通过运动领域中人体体成分分析、关节活动度、相关肌肉的力量和围度等测试及膝关

节功能检查综合评估、运动营养的干预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运动康复中的作用和研究应用。 

关键词：加压训练；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康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口比例的逐渐增加，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备受

关注。膝关节骨关节炎 ( KOA) 是老年人常见病，并且是引起老年人活动障碍的主要原因，在

全世界范围内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KOA 是被报道最多的外周关节疾病，有效地进行防

治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降低晚期膝关节置换率，同时也可减轻社会和经济

的负担。 

目前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有采用口服药物、物理治疗、减轻体重、关节腔注射和终末期手术等

方法，以期达到缓解疼痛、延缓病程和改善膝关节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但各种疗法在临

床应用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口服药物副作用严重，导致患者难以长期坚持；理疗、外用药物局

限在暂时止痛的症状治疗；手术痛苦大疗效不肯定同时不能防止疾病的进展。目前对 KOA 的治

疗多主张早期诊断，制定及时、全面、合理、有效的康复干预措施。现在运动疗法已被大量的研

究证实对老年 KOA 患者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它不仅能改善患者的肌肉力量、本体感觉、关节活

动度和心肺功能等生理功能，还可以改善患者的体重、心理状态和代谢异常以及跌倒风险，是一

种经济有效和可以接受的方法。 

我们在选择运动疗法时应当考虑个性化运动处方，患者的依从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运动疗

法的干预效果。如在康复训练过程中由于局部疼痛，就可能对依从性产生影响。另外，下肢肌肉

萎缩和肌肉无力是 KOA 患者常见的问题，表现出功能受限和生活质量下降，这时通过抗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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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刺激患者的肌肉生长、增强力量是必要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建议使用≥ 70% 最大 1 次重复

收缩 (repetion maximum，RM) 的负荷进行训练。然而，对于老年 KOA 患者而言，可能无法耐

受偏高强度的抗阻训练，比如可能会产生剧烈的知觉反应与不适、增加再损伤风险，加重疼痛、

肿胀和炎症等，从而达不到运动处方的初衷和效果。因此，探索对于 KOA 更有效的运动康复策

略尤为重要。 

加压力量训练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训练方法，它通过加压造成我们肢体远端肌肉缺血，可以

以相对较小的运动强度刺激肌肉生长，提高肌肉能力。由于对受试者进行施压的目的是闭塞血管

以限制肢体血流量，因此加压力量训练也被称为“血流限制性训练”，简称 KAATSU。这种训练

的形式虽然采用的是较小负荷，但是其主观所感受到的训练负荷却很大，可达到更大强度训练的

目的，其增大肌肉围度和肌力已被国内外的很多研究证实。但目前加压训练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

训练领域研究较多，而在医疗康复领域的报道还较少。本研究拟以老年 KOA 患者为研究对象，

通过统计运动依从率和治疗有效率、应用膝关节 Lysholm 评分问卷、WOMAC 骨性关节炎指数量

表、SF-36 生活质量评价表等来分析老年人膝关节炎疼痛的改善程度、症状及膝关节功能恢复和

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观察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为

安全有效地应用该技术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苏州市某老年大学选取和确定适合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55-60 岁，所有

受试者均需评估使用限制袖带的风险，循环系统不良、肥胖、糖尿病、动脉钙化、镰状细胞特征、

严重高血压或肾脏损害的患者并不适合，并参照性别、年龄、BMI 等分为 2 组（对照组 19 名，

试验组 19 名），两组以上指标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期间要求两组老人均无使用

可能影响到本试验相关结果的保健品、药物或其它物理治疗方法等。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全程为 2 个月，在试验期间，对照组进行系统性运动康复训练；试验组在加压模式下

进行系统性运动康复训练。两组运动康复方案基本相同，均由同一康复师进行指导。我们分别于

试验前、第 15 天、第 30 天、第 45 天及试验后应用膝关节 Lysholm 评分问卷、WOMAC 骨性关

节炎指数量表、SF-36 生活质量评价表，比较两组患者疼痛的改善程度、症状及膝关节功能恢复

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观察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观察两组老年人的运动依从性：研究期间运动康复计划执行率达 80%为依从性优良，否则记作差。

运动依从率=优良人数/总人数×100%。观察两组的治疗有效率，有效：症状有改善；无效：患者

症状未改变或加重。治疗有效率=有效人数/总人数×100%。数据处理方法：使用 SPSS 统计各指

标测定值，以“平均值±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釆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配对 T 检验。

差异显著性水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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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运动依从性 

试验组运动依从率达 9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8%（见表 1）。 

表 1 两组老年人运动依从率比较 

组别       总人数       优良人数     运动依从率         

        试验组         19           18           95%           

        对照组         19           13           68%  

 

2.2 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治疗效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 95%，高于对照组的 79%（见表 2）。 

表 2 两组老年人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总人数       有效人数     有效率          

        试验组        19           18           95%           

        对照组        19           15           79%  

2.3 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膝关节 Lysholm 评分问卷、WOMAC 骨性关节炎指数量

表、SF-36 生活质量评价表的评分变化（见表 3） 

两组老年人 2 个月后各项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0.05）。两组试验前各项评分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P>0.05），两个月后试验组均较对照组有显著变化（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老年人膝关节评分的变化比较 

指标                  试验前                  试验后 

WOMAC            对照组  108.29±6.70      84.40±5.93■         

试验组  106.25±6.51     68.22±5.84■■☆ 

Lysholm 评分问卷    对照组  45.30±2.29       64.25±3.47■■ 

试验组  48.36±1.92      82.5±4.76■■■☆ 

SF-36 生活质量评价  对照组  62.16±4.92      75.64±4.58■ 

试验组  62.95±4.68      89.99±4.89■☆ 

注：■与本组试验前比较：■P﹤0.05，■■ P﹤0.01，■■■P﹤0.00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分析 

3.1 加压训练对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运动依从性和治疗效果的影响 

现在运动疗法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对老年 KOA 患者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它不仅能改善患者

的肌肉力量、本体感觉、关节活动度和心肺功能等生理功能，还可以改善患者的体重、心理状态

和代谢异常以及跌倒风险，是一种经济有效和可以接受的方法。本研究中对照组老年人 2 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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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有效率近 80%，这个锻炼效果也反应出运动康复的显著重要作用。 

锻炼对膝关节炎具有良好的作用，其中运动处方的制定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

决定了治疗的成败。运动康复锻炼的负荷强度如果过高，可能会造成新的运动损伤，也不利于恢

复；过低又无法取得很好的疗效。我们在选择运动疗法时应当充分考虑个性化运动处方，患者的

依从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运动疗法的干预效果。如在康复训练过程中由于局部疼痛，就可能对

依从性产生影响。此时，可以看出，运动依从性就即为影响治疗效果中的重要一环。试验组依从

性达 9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8%，其一方面基于加压训练本身的作用，它通过加压造成我们肢

体远端肌肉缺血，可以以相对较小的运动强度刺激肌肉生长，提高肌肉能力。另一方面患者的心

理作用也可能是其影响因素之一。 

3.2 加压训练对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改善程度及膝关节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 

膝关节骨关节炎是引起老年人活动障碍的主要原因，影响生活质量，有效地进行防治不仅可

以改善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降低晚期膝关节置换率，同时也可减轻社会和经济的负担。 

膝关节 Lysholm 评分问卷、WOMAC 骨性关节炎指数量表、SF-36 生活质量评价表我们都较

为常用，其中 WOMAC 骨性关节炎指数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病情越重，其它两个则反之。膝

关节 Lysholm 评分问卷从跛行、支撑、交锁、疼痛、不稳定、肿胀、上楼梯和下蹲 8 项条目对患

者功能进行评估。总分 O～100 分，其中疼痛和不稳定性所占分值较高。Lysholm 评分强调患者

对于症状的主观感觉，对患者功能障碍的程度做出划分。WOMAC 骨性关节炎指数量表从疼痛、

僵硬和关节功能三大方面进行评估，其有效性体现在能反映出患者治疗前后的变化，多用于评估

慢性中老年 KOA 患者。SF-36 生活质量评价表为测评生活质量的通用量表，在国际上被普遍认

可并广泛应用，它包含 36 个条目，旨在评估多个年龄段、不同疾病和对照人群的健康和功能状

况。共有 8 个维度：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

精神健康。8 个维度的总分为该量表的总分。 

我们的研究显示两组老年人 2 个月后各项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0.05）。两组试验前各项评

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个月后试验组均较对照组有显著变化（P<0.05）。结果表明试

验组在膝关节炎患者疼痛程度改善方面、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即加压模式下的运动

康复训练有更显著的疗效和作用，可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 

4 结论 

加压训练可显著提高老年人锻炼的依从性，有益于取得更好的疗效。相比常规运动康复治疗，

结合加压模式的锻炼在老年人膝关节炎疼痛的改善程度及膝关节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都

有更显著的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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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望 

运动康复锻炼的负荷强度如果过高，可能会造成新的运动损伤，也不利于恢复；过低又无法

取得很好的疗效，而加压训练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期我们的研究可通过运动领域中人体体成分分

析、关节活动度、相关肌肉的力量和围度等测试及膝关节功能检查综合评估、运动营养的干预等

措施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加压训练在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运动康复中的作用和研究应用。研究

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加压训练方法的合理应用，另一方面即完善运动处方，实现一人一情况一方案，

精准施策，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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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连荣新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本文以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研究

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分析了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的现实发展环境、理论发展环境，以

及围绕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步骤构建完善的指标体系。利用德尔菲法，建立预选指标、指标筛

选与修改，经过两轮的德尔菲法，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所构建的指标进行赋权确定其权重，又

通过发放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1 研究回顾 

1.1 现实发展环境 

当前居民作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在体育市场方面也有着相当大的贡献，随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精神追求愈发强烈，体育锻炼及体育健身意识的兴起，加之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居

民在体育市场消费的份额上升较快，而且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

善与满足，经济文化也不断提升，这就促使着人们在体育市场上的消费不断增加，学术界对于体

育消费的研究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苏州市的居民作为长三角现代化建设中的典型代表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构建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1.2 理论发展环境 

从已有文献来看，消费力、体育消费作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一系列的研究，

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理论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与探索为本文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但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以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体育消费力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在此方面学界还存在研究不足

亟待补充。从该选题入手，先对体育消费力作深入系统地研究，再根据苏州市居民的消费特征，

定量与定性研究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通过定量做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

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理论基础。 

1.3 概念界定 

我国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给出了消费力的确切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消费力就

是消费能力，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对消费资料进行消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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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是社会消费力[①]。本文认为体育消费力是指消费者购买体育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是消费者在闲暇时间为了满足自身的体育需求而对体育消费产品及服务进行购买的能力。体育消

费力既是一种物质消费力，也是一种精神消费力，体育服务业作为一种无形产品，是为了满足人

民的精神需求，体育消费力不仅有利于人民提升生命健康质量，也有利于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 

1.4 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体育消费力发展处于成长期，发展潜力无限。通过对居民的体育消费力评价指

标的科学构建，再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并结合当前学术研究领域，针对于当前体育消费力

实证研究较少的现状，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并提出相关建议，使体育消费领域更加

丰富，试图进一步丰富体育消费的研究。体育消费力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发展有待完善，因此需

要在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方法进行探索体育消费

力的研究。 

2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2.1 构建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严谨性为客观、准确地制定评价标准奠定了基础。体育

消费力测度指标体系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一定的社会活动规律，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确立相应的指标。测度指标的选取必须是能够通过统计、观察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的定性或定量

指标，如此才能够得出真实有效的测度结果[②]。 

2.1.2 综合性原则 

任何整体都是由一系列要素为特定目的综合形成的，体育消费力包括了多种因素，仅从任何

一个层面做出分析和判断，都可能存在偏差和片面性，不足以全面和客观地反映苏州市居民体育

消费力的本来面貌。因此，测评指标体系构建需要注重多因素综合性分析，从而获得最佳的测量

结果[③]。 

2.1.3 系统性原则 

体育消费力测度指标体系可以视为一个体育消费主体、客体、环境三个子系统相互联系、有

机协调的复杂系统，在各个阶段有着不一样的表现。子系统分别由若干要素综合反应和体现，各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因此，构建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时，

需要考虑到消费能力是一个系统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 

2.1.4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为了避免评价结果出现“唯数据论”或者“空话空谈”的显现，构建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

 
[①] 尹世杰.解放消费力发展消费力[J].消费经济,1992,(02):12-18. 
[②] 刘松.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研究[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77. 
[③] 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统计研究,2019,36(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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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按级分类，科学评估，为评价居民体育消费

力奠定可靠的基础[①]。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通过苏州大学图书馆借阅了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书籍著作；中国期刊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 等查阅平台的体育核心期刊；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江苏省体育局、苏州市体育局等有

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体育消费方面相关政策、文件，为本文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持。 

2.2.2 德尔菲法 

本研究为了更加完善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需要，以及为了使该指标体系更

具可靠性、可操作性，从专业程度、实践水平等方面考虑，选取了 15 名从国内外研究体育经济、

体育消费方向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咨询专家小组，进行了三轮德尔菲法，第一轮根据专家经验选

择是否保留该指标，第二轮在第一轮修改的基础上按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打分，第三轮建立层次

分析法，两两比较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2.2.3 层次分析法 

本研究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法）来分配各个指标的权重，使得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

价指标体系发挥作用最大化，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先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其中一级指标为准

则层、二级指标为要素层、三级指标为指标层；其次构造判断矩阵，该判断矩阵为两两判断矩阵，

即在两个因素间进行比较；第三步进行层次排序和一致性检验[②]。 

2.3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3.1 建立预选指标 

本研究中对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是以文献

资料分析法为基础，通过在国内外各个数据库检索“消费力”、“体育消费”、“体育消费力”、“消

费力评价指标”、“sports consumption”、“Ability to consume sports”等多个关键词，整理并收集到

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其次，利用德尔菲法，与苏州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诸多专家学者

以及苏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以汇报、交流、访谈等形式进行交流沟通，并逐步修改；最后，通

过收集整理的相关文献资料，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并总结与各专家学者和相关负责人访谈交流的

结果，初步拟定出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了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

35 个三级指标。 

  

 
[①] 方健华. 中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评价及其标准体系建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②] 郑家鲲,黄聚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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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预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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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指标说明 

2.3.2.1 体育消费主体 

消费主体就是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体育消费主体就是参与体育消费的体育消费者。因此，

体育消费主体实现一次可持续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由“想买”、“能买”、“购买”、“还想买”四个环节

[①]，要想实现可持续消费要经过这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其主要作用的个体内在能力，参考熊

汉富教授将个体内在能力分为消费驱动力、消费购买力、消费选择力、消费内化力[②]。 

2.3.2.2 体育消费客体 

消费客体通常是消费商品或服务，就是消费者消费的对象，而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主要是由企

业来承担。体育消费客体就是体育消费者所获得的由体育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③]。因此本文从

体育企业角度来阐释体育消费客体，其中包含了体育企业的生产行为、体育企业的服务行为、体

育企业的社会行为。 

2.3.2.3 体育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依赖和面对的，对消费者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

因素，柳思维教授将消费环境分为自然生态环境、人工物质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前两者是

硬环境，后者是软环境[④]。本文将体育消费环境分为体育自然环境、体育物质环境、体育政策环

境、体育文化环境。 

2.3.3 指标筛选与修改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工作在预选性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两轮的德尔菲

法，专家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予意见的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地修改、更正。 

在两轮的德尔菲法调研中，根据专家的修改建议对指标进行了逐个检验筛选，主要依据指标

的表述是否清晰、表达的内涵是否明确、数据的易得性以及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因此根据专家

的建议整理后对指标做出了初步修正，例如，消费环境在二级指标体系中只提到了体育消费的物

质环境和体育消费的文化环境，为了使体育消费环境这一指标更加完善建议加入体育消费的自然

环境和政策环境。于此相应，建议依次加入其三级指标，分别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场地采光情

况；发放体育消费券、宣传相关的政策法规。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以及与概念的规范性，建议

将“可支配收入”修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愿意为之付出时间与精力”比较口语化，并且精

力难以量化，为了做实证研究能够量化进行衡量，使其含义更加明确，建议改为“参与体育锻炼

的时间”；“服务态度与质量”建议改成“体育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也就是说消费者会根据体育产

品或服务的价值来选择进行体育消费。“健身场所（馆）的数量”由于在规模大大小小的健身场所

 
[①] 文静.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 
[②] 熊汉富.试论消费力的分解与合成[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01):20-24. 
[③] 李再龙,戴淮明.企业社会学[M].黑龙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1. 
[④] 柳思维.现代消费经济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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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数量难以统计，且有些代表性较差，因此建议修改为“各级各类体育健身公园的数量”；指

标 C3.1.2“体育场所的规模和容量”，分别指规模和容量，在实际调研时难以收集，覆盖的范围太

广，建议改为“年举办省级及以上赛事次数”，既可以体现良好的大型赛事组织能力和体育行业治

理能力，还有代表性且易于统计。 

经过第一轮的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重新修正之后，进行第二轮调查，将评价指标的

各级指标依照重要性程度赋予 1~5 分的分值，回收问卷后采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统计处理，计

算各指标重要性条件如下： 

条件一：“专家意见集中度”（算术平均数x）计算结果≥3.5 分； 

条件二：“专家意见协调度”（离散系数cv）计算结果≤0.25； 

条件三：“专家意见一致度”（协调系数W），概率（P）< 0.05，符合显著性统计要求。 

表 2 指标调查结果统计参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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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专家们对于 35 个三级指标认可度由上述指标算术平均数x及离散系数𝑐𝑣所呈现，

但是有部分指标不满足指标保留的条件；并且针对一些指标部分，专家们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因此，本研究结合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对部分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进行了一些修改，最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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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轮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一览表 

 

 

3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指标权重的确定 

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工作中出现的若干关系，可以将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工

作分为 4 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层次，即目标层（Target layer）——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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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层（criterion layer）——一级指标，要素层（factor layer）——二级指标和指标层（indicator layer）

——三级指标[①]。 

3.2 构造判断矩阵 

在构造判断矩阵时，可假设X = xijn2，可得到以下矩阵： 

X = xijn2=|

𝑥11    𝑥12   … 𝑥1𝑛  
𝑥21      𝑥22  … 𝑥2𝑛

… … … … … …
𝑥𝑛1      𝑥𝑛2 … 𝑥𝑛2

| 

其中，X 为判断矩阵；xij =
1

xji
 ;i、j=1，2，3，……n；xii = 1。该判断矩阵为两两判断矩阵，

即在两个因素间进行比较。 

3.3 确定指标权重 

确定权重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其设置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综合评价

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按照专家问卷调查过程中对于指标重要性程度的打分情况，计算各个指标相

对于上一级指标的权重值。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的指标体系权重表 

 

 
[①] 郑家鲲,黄聚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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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的实证分析 

4.1 样本的选择 

本文的调查地区为苏州市区，笔者通过对苏州的六个区，分别为姑苏区、高新区、吴中区、

相城区、吴江区、工业园区发放问卷，本次的调查对象主要选择在体育场馆、健身俱乐部等体育

消费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及中小学学校放学家长聚集地、商业街区等居民较为集中的地区随机抽取

符合条件的居民，问卷调查时间分别是 2022 年 8 月、9 月、10 月，来了解影响各个区域居民体

育消费力发展的现实情况，每个区平均发放 80 份左右，预计 500 份左右。吴明隆提出，按照结

构方程模型的适用条件，样本选取量应达到观察变量的 5—10 倍[①]；通过问卷星和纸质版问卷一

共回收 561 份，剔除没有进行体育消费、答题过快以及每道题评分相同的样本后，共得到有效问

卷 485 份，有效率为 86.45%，样本容量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要求，区域分布也具有一定的普

 
[①] 吴明隆著.结构方程模型 Amos 实务进阶[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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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如表 5 所示。 

表 5 样本区域分布情况 (n=485) 

 

4.2 数据的处理 

根据上述第二章经过德尔菲法调查确定好的指标体系，其中三级指标以问题的形式设计《影

响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因素调查问卷（居民版）》从而获取体育消费力各要素的现实情况对苏

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的影响。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形式，搜集各区居民体育消费力的实际情况，

答案从 7 到 1 共计七个选项，分别表示从非常符合（7 分）到非常不符合（1 分）。本研究选用

SPSS 25 软件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对数据的平均值（Average value）、标

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偏度（Skewness）、峰度（Kurtosis）四个描述性统计量进行统计分

析，检验数据的集中情况、离散情况和分布态势的基本特征。从表 6 数据可以看出，问卷观测变

量题项的平均值分布较为集中，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差多数在 0.8-1.4 之间，说明样本调查数据的离

散程度较为合理；样本调查数据的正态分布检验，需要通过偏度和峰度进行断定。通常认为峰度

的绝对值小于 10，偏度的绝对值小于 3，则数据便是符合正态分布，做分析较为有意义[①]。 

  

 
[①] 冯振伟.体医融合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D].济南: 山东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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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调查数据正态分布检验 

 

5 结束语 

1.以苏州市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德

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科学指标体系，后续可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

证，并结合当前学术研究领域，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试图进一步丰富体育消费力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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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消费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以体育消费主体为基础的，包括体育消费主体、体育消费客

体、体育消费环境 3 个一级指标体系，11 个二级指标以及 33 个三级指标所组成的。 

3.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所构建的居民体育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一、二、三级指标进行赋权确定

其指标权重。 

4.通过实证分析，对此提出几点提升居民体育消费力的建议，在体育消费主体方面：首先，

要开发青少年、女性、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人群；其次，思想建设是提升体育消费力首

要解决的问题，要对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与体育观念。在体育消费客体方面：要不断提高供

给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完善满足大众健身需求，提高休闲健身行业的准入门槛，提高教练指导员

的专业水平，定期培训，为顾客提供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开发体育场馆场地资源，满足居民需

求；体育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开发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在体育消费环境方面：通过加大财税

政策支持力度，向居民发放体育消费券、举办体育消费节，刺激居民消费；完善市场监督机制，

充分规范体育企业，制定体育行业标准，保障体育消费者的权益，提高体育消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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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满意度视角下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的实证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 

王  芳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通过

对苏州市六个城区全民健身场馆的建设、管理和居民参与的现状及全民健身场馆的发展等方面进

行调查，分析并归纳影响居民参与全民健身场馆锻炼的主客观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发

展策略，从而为今后苏州市全民健身场馆建设的开展提供有利于借鉴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苏州；全民健身场馆；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ervice of Nationwide Fitness Venues to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tisfaction -- Taking S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tness venues for all in six urban areas of Suzhou，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fitness venues for 

all，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So as t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uzhou national fitness venues. 

Key words: Suzhou; National fitness venues;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全民健身场馆是国家投资或筹集社会资金兴建、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主要用于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和体育赛事活动。加快对全民健身场馆的完善和优化对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和改善民生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2021 年大众健身行为与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人们愈发重视自身健康和自身免疫力，到体育场馆等专业化的体育场所

进行体育活动的比例相较于疫情之前增长了 10%，由此可见我国的全民健身场馆在居民日常的体

育锻炼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苏州市作为增强江苏省竞争力的中流砥柱，其经济发展

迅速，在各方面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拥有者良好的发展走势，但全民健身场馆不充分、不

均衡的发展一直是制约苏州市全民健身运动开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进入新时代以及后疫情时代，

破解苏州市全民健身场馆发展的问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以及探寻如何有效提升全民

健身场馆服务的水平成为了重中之重。 

1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1.1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全民健身场馆供给量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通过对公共权力的

合理使用与运用，实现对公共体育场馆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是满意度生成的客观物质变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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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量作为全民健身场馆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是实现居民满意度的物质基础，因此，

全民健身场馆供给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居民对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场馆参与的满意度水平。一般

来说，全民健身场馆客观供给水平越高，则居民获得感的水平也就越高，由此提出假设 1： 

H1：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对居民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1.2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供给与需求的不充分、非均衡一直是困扰我市全民健身场馆发展与建设的主要矛盾。其中，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是指居民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所必要的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力求获得满足

的心理倾向，是由居民个体的求足感和不足感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人们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

求程度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倾向，一般来说，居民的需求程度越高，表

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相关层面还有待落实，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获得感水平也就越低，

由此提出假设 2： 

H2：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居民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1.3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望值与居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期望值代表着个体判断其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满足某种需求的经验判断，作为一

种认知变量，它表达出人们对某一特定行为所产生特定结果的主观意向。期望值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强弱程度，群众对全民健身场馆的期望值越高也就代表在实际

中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水平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的满意程度，由此引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水平的期

待与期望，基于以上理论探讨，本文认为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期望值越高，相应的居民满

意度水平也就越高，由此提出假设 3： 

H3：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望值对居民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1.4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与居民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体育参与是居民满意度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通过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活动，

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形成更深层次的、范围更广的良性互动体验，有利于提升居民的满意度水平；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形成乐观和稳定的预期，进而影响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主观评价。

一般来说，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表明居民的满意度水平也就越高，由

此提出假设 4： 

H4：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居民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图 1 模型假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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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样本确定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以苏州市六个城区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数据收集，总计发放问卷 800 份，共回收问卷 76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如表 1

所示）。调查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2 所示，男女性别特征分布比较均衡、年龄结构较为合理、教育程

度分布范围广、经济结构趋于科学。 

表 1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统计表 

 苏州市 

 姑苏区 相城区 虎丘区 吴江区 吴中区 工业园区 合计 

发放问卷 135 133 133 133 133 133 800 

有效问卷 125 130 128 129 122 126 760 

回收率% 92.59 97.74 96.24 96.99 91.73 94.74 95 

 

表 2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特征 
男 384 50.52 

女 376 49.48 

年龄分布 

20 岁及以下 32 4.21 

20-29 岁 260 34.21 

30-39 岁 247 32.50 

40-49 岁 105 13.82 

50-59 岁 71 9.34 

60 岁及以上 45 5.92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7 8.82 

初中 78 10.26 

高中（中专） 220 28.95 

大学（大专） 275 36.18 

研究生及以上 120 15.79 

经济结构 

5000 以下 122 16.05 

5000-10000 285 37.5 

10000-20000 268 35.26 

20000 以上 85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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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或一致性程度。本研究运用 SPSS24.0 对全民健身

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整体及各主成分进行了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用以验证量表的稳

定性与可靠性。信度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调查数据的各项 a 系数结果均超过了 0.7 这一最低可接

受水平，表明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validity）即测量结果的有效程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真正想要测量特质的

程度。本研究运用 SPSS24.0 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结构效度检验，用来说明

评估问卷中设计的题目能多大程度上正确地验证理论构想，一般而言，一份效度较高的评估问卷KMO

值应在 0.7 以上。效度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调查数据的 KMO 值为 0.915，Bartlett 值（P=0.000）通过

显著性检验，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详见表 2-3）。 

表 3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的信效度检验 

 Cronbach's Alpha KMO 值 
Bartlett 球形 

检验 sig.值 

总体 .936 .915 .000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 .883 .834 .000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 .857 .855 .000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望值 .873 .820 .000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 .894 .865 .000 

满意度 .913 .907 .000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学者 Podsakoff 等总结了“题目特点效应”“题目背景效应”“测试背景效应”“相同评分者效

应”4 种方法检测共同方法变异效应。根据 Podsakoff 等的建议，并结合国内学者的共同方法变异

检验成果，本研究采用程序控制以及 Harman 单因素检验相结合方式。首先，在程序控制方面，

调查问卷采取匿名调查从而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题目反测检验数据可靠性、增加引导语突出重点

内容等方式来减少共同方法变异。其次，通过 Harman 单因子测试法来检验调查样本数据共同方

法变异程度，主成分的分析共抽取 5 个因子，且这 5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第 1 个因子的解

释变异率为 21.163%（低于临界值 40%），解释的总方差为 78.664%（大于 70%的标准值），表明

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可接受。 

3 实证与讨论 

3.1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 SEM 分析之前，需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本文针

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主要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供给量、需求量、

期待值、参与度以及满意度这 5 个构面展开。观察表 4 可知，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模型

构面的 Std. 均在 0.6 以上 0.95 以下、CR 均大于 0.7、AVE 均大于 0.45，均符合要求，表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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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4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 

构面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收敛效度 

Unstd. S.E. t-value P  Std. SMC 1-SMC CR AVE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供给量 

Qa1 1.000     .781 .610 .390 .884 .606 

Qa3 1.134 .037 30.527 ***  .849 .721 .279   

Qa4 .958 .040 23.989 ***  .694 .482 .518   

Qa5 .856 .035 24.435 ***  .705 .497 .503   

Qa6 1.052 .035 30.464 ***  .848 .719 .281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需求量 

Ts8 1.000     .786 .618 .382 .901 .646 

Ts10 .901 .034 26.536 ***  .752 .566 .434   

Ts11 .934 .032 28.961 ***  .807 .651 .349   

Ts12 1.095 .035 31.377 ***  .862 .743 .257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期待值 

As13 1.000     .792 .627 .373 .874 .581 

As14 .992 .036 27.583 ***  .796 .634 .366   

As16 .920 .035 26.392 ***  .766 .587 .413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参与度 

Cd17 1.000     .775 .601 .399 .924 .637 

Cd19 .943 .036 26.235 ***  .742 .551 .449   

Cd20 1.008 .034 29.948 ***  .826 .682 .318   

满意度 

Hd26 1.000     .865 .748 .252 .939 .836 

Hd28 1.228 .054 22.887 ***  .977 .955 .045   

Hd29 1.201 .052 23.025 ***  .898 .806 .194   

注：***表示 P＜0.001 

3.2 区分效度检验 

区分效度是用来检验研究模型中各测量构面间是否存有显著区别的，相关系数越大，聚合效

度越大，区别效度越小。本研究运用区分效度系数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

中所有构面分析发现，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构面与构面之间的的相关系数，说明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服务居民满意度测量量表构面间的区别效度较好，可继续进行分析（详见表 5）。 

表 5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各测量构面间的相关系数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供给量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需求量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期望值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参与度 
满意度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供给量 
.778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需求量 
.522 .804    



 

165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供给量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需求量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期望值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参与度 
满意度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期望值 
.513 .543 .762   

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参与度 
.453 .444 .399 .798  

获得感 .542 .156 .458 .143 .914 

3.3 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在参考模型标准适配值的基础上，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初始结构方程模

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chi-square/df=1.441＜3，GFI=0.938＞0.9，

AGFI=0.915＞0.9， CFI=0.977＞0.9，RMSEA=0.038＜0.08，说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模

型的拟合度较为合理（详见图 2）。 

 

图 2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图 

3.4 假设检验与影响路径分析 

3.4.1 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选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当标准化回归系数介于-1~1 之间，绝对值

越接近 1 时，说明自变数对因变数的影响程度越大。其次，根据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分析，若显著

性 p 值小于 0.05，则拒绝原假设，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力，若显著性 p 值大于 0.05，则意

味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路径检验结果显示，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对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3，显著性 P

值＜0.05，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对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由此断定假设 1 成立；其次

是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且显著性 p 值＜0.05，意为全民健

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满意度产生了负向影响，由此推得假设 2 成立；再次是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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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值对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2，且显著性 p＜0.05，故认为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待值对

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因而假设 3 成立；最后是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满意度的标准化系

数路径为 0.52，且显著性 p 值＜0.05，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

由此推得假设 4 成立（详见表 6）。 

表 6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内容 结果 

假设 1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成立 

假设 2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成立 

假设 3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望值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成立 

假设 4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成立 

3.4.2 影响路径分析 

（1）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结果得出，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与居民满意度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即加大苏

州市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力度势必会导致居民满意程度提高。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是居民

满意度提升的首要环节，优良的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水平将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吸引优

质公共体育资源涌向全民健身场馆的建设当中，利于缓解当前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中所面临的

各种突出矛盾，促进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水平提高。 

（2）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与居民满意度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即居民对全民健

身场馆服务的要求和需求越高，则居民对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满意程度也就越低。全民健身场

馆服务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客观需求，但是由于受居民自身因素以及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使得

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需求存在一个逐渐认知过程，即居民在实际当中遇到问题时可能存在

潜在需求，但却没有意识到或者明确表达出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

服务的需求程度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表现为需求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需求的类型也日趋多元

化、层次化，从而对我国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导致全民健身服务需求量增

加而居民满意度水平却相对较低的现状。 

（3）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待值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待值与居民满意度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即居民对于全民

健身场馆服务的期待值越高，居民的满意度就越高。个体通过对一种产品可感知的效果与他的期

待程度相比较后所形成的失望或愉悦的感觉状态，被称之为期望确认程度，即可感知效果和期望

值之间的差异函数。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普遍提高促进了全民健身场馆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

致使居民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居民的期望程度被满足时，又会产生新的更

高层次期望，满意度就是期望不断满足的过程。因而，居民对于服务的期待程度越高，表明其在

接受服务过程中的满意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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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与居民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即居民对于全民健

身场馆服务的参与程度越高，表明其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满意度也就越高。实际上，居民主动

的、自愿的体育参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合作的行为，是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

之间相互交换并且传递信息的行为过程。因而居民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中也就表

明居民的满意程度越高。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居民满意度模型中，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量、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期望值、

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参与度对居民满意度均具有正向驱动效应，而全民健身场馆服务需求量对居民

满意度则具有负向驱动效应。通过增加全民健身场馆的有效供给，满足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服务需

求，提高居民对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水平的期望程度，加强居民自愿主动参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

的参与程度，最终能够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的提升居民对于全民健身场馆服务的满意程度。 

4.2 启示 

要想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场馆服务对居民满意度的显著效果，应从以下四个层面来考虑。（1）

有效供给层面：应加强对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水平和能力的有效提升，加强全民健身场馆服务供给

的充足性、规范性、可及性、公平性以及移情性；（2）满足需求层面：应尽快明确居民对于全民

健身场馆服务的利益诉求，逐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机制；（3）提高期望层面：要充分重要居民

的期望诉求，构建期望型全民健身场馆服务模式；（4）加强参与层面：要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合

理运用，激发居民的体育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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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研究 

李成玥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摘要：建立健全学校体育风险防控体系，对充分认识体育风险的致因因素，有效规避体育安

全事故，切实推动学校安全管理机制的构建和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实现学

校体育风险因素的量化评估及主动预测，根据事故致因理论中的四个因素，借鉴学校体育风险防

控相关领域的政策及研究成果，采用文献资料法、层次分析法、逻辑推理法等，构建由人为致因、

设备致因、环境致因、管理致因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2 个三级指标及 60 个观测点组

成的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将该指标系统应用于国内 11 个省份 128

所学校进行实践，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该指标系统置信度水平较高，对学校体育风险防控的开展具

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事故致因理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加强学校

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对提升学生基本身体素质及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

大以来，学校体育围绕“健康中国”、“核心素养”等关键词蓬勃发展，调查显示学生的身高、体

重等形态指标持续增长，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合格率达到 95%以上。
[2]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学生

因参加体育活动而引发的风险事故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3]，这不仅对学生造成不可弥补的身心伤

害，也对一线体育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施加了具大的压力，甚至引发的经济、法律纠纷会阻碍学校

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学校应“深入排查校园安全隐患，

积极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

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应“建立科学系统、切实有效的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营造

良好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
[5] 可见随着新时代体育工作内外环境、组织结构等高速发展，除了

强调体育教学中传授学生应有的理论与技能，对于体育风险评估与防控的相关议题也成为新时期

学校体育工作治理创新的焦点。 

 
[1]郑萱.全国政协调研组来苏调研[J].江苏政协,2019(6):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EB/OL].[2017-09-21].http://www.moe.gov.cn/jyb_xwfb/ 

s5147/201709/t20170921_314920.html. 

[3]高进,石岩.中学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风险管理[J].体育与科学,2008,74(5):79-84.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攻坚克难 狠抓落实 推动新时代教育实现新发展新跨越[EB/OL].[2019-01-

29].http://www.gov.cn/xinwen/2019-01/19/content_5359253.htm.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

报,2017(13):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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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学校体育管理制度不完善，安全教育宣传力度偏低
[6]，学生对体育安全知识的掌

握程度较为一般
[7]，体育教师缺少安全教育的相关培训

[8]，在实践中导致学校体育风险事故的频

发成为必然
[9]，学生每学期运动伤害率为 32.16%。

[10]这与学校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体

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为保障当前学校体育工作的有序开展，积极主动

预防可减少的安全事故，学校体育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梳理已有的关于体育风险的文

献，学者多从风险的起因和防控做了经验性的总结，缺乏对风险的特征做深入剖析、对风险致因

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基于此，通过对学校体育风险因素进行筛选与分析，在多层次构建风险因

子识别的基础上，详细评估学校体育风险各因子的重要程度，旨在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可操作

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体系，以降低学校体育风险的发生，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提供理论导向和管

理运作上的帮助。 

1 学校体育风险防控的界定 

1.1 学校体育风险的概念 

风险在英文中一般以“risk”表示，是指未来结果发生损失或伤害的概率，是危险环境上升为

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即危险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损失的后果。它指向于当前还没有发生但未

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与“危险”形成“因果关系”
[11]，风险一般包括：可能性、事故、不利后果

三个要素。学校体育是指由学校组织实施的包含体育课、体育社团、课余运动队训练、体育比赛

及其他校内外体育活动在内的所有体育活动的总称。
[12]目前，研究者关于“学校体育风险”的定

义有多种，宋大维将体育风险定位为“可能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并由学校组织实施或在学校体育

场馆进行的体育活动”。
[13]杨辉认为“体育风险是在学校体育活动过程中，由于体育活动环境的

不确定性造成的人生伤害和财产损失”。
[14]黄柳倩对体育风险的理解为“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因

体育本身或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给利益主体预期之外的损失”。
[15]刘晓军认为“体育风险就

是指体育运动给学生的健康、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16]综合众多的定义分析发现，“学校

体育风险”的概念主要囊括两个层面：1.对风险的认知有准确的识别和衡量；2.能够预测体育风

险发生后的不利后果。依据上述分析，结合“风险”和“学校体育”的概念，研究将“学校体育

风险”界定为：在从事学校体育的过程中，因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而导致学校体育目标缺失的风

 
[6]田真龙.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体育教学中运动安全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 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8. 

[7]高山.中国应急教育与校园安全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1-62. 

[8]李静静.上海市杨浦区中小学体育教学中运动安全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 

[9]马思远.我国中小学生体质下降及其社会成因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 

[10]陈德明,李晓亮.学校体育运动风险管理研究述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9):102-108. 

[11]张大超,李敏.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J].体育科学,2009,29(7):43-54. 

[12]叶加宝,苏连勇.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145. 

[13]宋大维.北京市中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4. 

[14]杨辉 .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学校体育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研究 [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0,10(4):52-55. 

[15]黄柳倩.高校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风险的识别及规避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9):187-188. 

[16]刘晓军,王军,曾四清.健身运动风险事件发生的现状及原因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10):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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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过程。 

1.2 学校体育风险防控的概念 

风险防控是指在从根源消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避免或减少发生的频次，在风险事件发生后

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风险防控是以风险认知和风险评估为基础进行的，合理有效的风险防控策略

是风险管理的核心所在。对于学校体育风险而言，风险防控是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是针对学校

开展的各类体育相关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从核心关键词“防”、“控”

不难理解，学校体育风险防控包含两个层面：1、体育风险的预防；2、体育风险的事后控制。国

内外学者对体育风险防控概念的界定大同小异，郑柏香认为“学校体育风险是在识别和衡量学校

体育风险的基础上，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将身体伤害和损失风险降至最低的过程”。
[17]寇健忠强

调“体育风险防控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效果评价四个方面”。
[18]王苗将体

育风险防控界定为“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与体育活动组织的特点相结合，吸取体育风险特点及解

决方法的途径，提出学生体育活动的防控措施”。
[19]美国学者威廉斯和汉斯对风险管理给出了更

全面的定义，认为体育运动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应该是一门学科。他们在著作《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中指出，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检验、防范等，把风险因素

降到最低的风险管理过程。
[20]综合前期翻阅的文献结合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研究将“学校体育

风险防控”界定为通过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可能导致学校体育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

和防控，最大限度的降低发生学校体育风险的一系列预防和管控行动。 

2 基于事故致因理论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框架 

2.1 测评框架的设计思路 

安全科学是一门研究、分析、识别、预防和处理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危险、危害、意外事故

和灾害的新兴边缘学科，有其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21]事故致因理论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并伴

随人类的生产活动诞生的，主要用于阐述安全事故的发生原因、机理及有效预防的理论，为事故

原因的定性定量分析及事故预防提供了依据，是安全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目前已由简单的

超自然归因理论到单一因素归因理论，发展到系统归因理论阶段，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代表性的事

故致因理论有事故频发倾向理论、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能量意外释放理论、瑟利(Surry)事故模型、

动态变化理论、轨迹交叉理论等。
[22]综合上述理论的研究发现，安全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复杂动态

系统，风险事故则是要素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而明确划分出事故要素（危险源）是构建风险致因

 
[17]郑柏香.全域视野下体育课堂中引入协同育人模式的必要性探究——评《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J].高教探

索,2020(8):134. 

[18]寇健忠.体育风险管理研究导论[J].咸宁学院学报,2010,30(9):126-127. 

[19]王苗,石岩.小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与风险防范理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6(6):36-40. 

[20]顾孟迪,雷鹏.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8-39. 

[21]张耀东,党建伟,朱晓翠.系统安全视阈下的中小学校教育装备安全事故探析(上)——安全事故致因模型的构建

[J].教育与装备研究,2017,33(2):7-13. 

[22]郭飞.工程规则初探——从事故致因理论引入[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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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前提。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略规划的提出，学校体育更是得到有力的发展。
[23]作为

“健康中国”体育目标实现的丰厚沃土，学校体育要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体育风

险防控体系，这是提高学校体育安全指数、学生在校幸福指数的重要路径。而体育风险防控体系

的构建首先需要识别体育活动中的风险因素，随后对其进行评估，最后提出有效的策略来防控体

育风险的发生，以此来降低学校体育风险发生的频率，这其中风险因素的致因（危险源）识别又

是研究的理论基石。 

现有的关于体育风险致因因素的研究中，学者多根据不同维度对危险源的划分各不相同，周

丽在《系统安全理论在现代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将危险源划分为人的失误、物的故障和环境因素

[24]；王迪迪在《学校体育安全管理风险探究》中将体育事故的风险因素划分为人、物、环境、其

他
[25]；刘艳玲在《幼儿园安全事故致因因素实证研究》将事故的致因因素分为人、幼儿、社会三

个层面。
[26]这些研究从不同侧而强调了人、物、环境等不安全因素是导致体育风险发生的主要原

因，但研究仅针对单一风险事故进行建模且对危险源的分析过程没有深入，缺乏系统和本质上的

思考。日本研究者西岛茂一提出的“4M”理论强调，安全事故发生的致因可以分为：人为致因

（Man）、设备致因（Machine）、环境致因（Medium）、管理致因(Management)四种类型
[27]，其中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是风险发生的直接原因，外界环境的干扰是风险发生的诱因，

管理不当是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学校体育活动中，教师、学生、活动环境和器械设备为了完成

某个固定的任务，各司其职且相互联系。整个过程中可能诱发能量失控的危险源包括师生的不安

全行为、设备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条件以及管理的不安全措施，这些危险源一旦没有得

到很好的控制，极易诱发安全事故。对于风险防控中危险源的分类，研究选取 5 名高校专家、5

名中小学体育特级教师，以问卷的方式征询意见，得出的结果与西岛茂一事故致因的划分一致，

因此将涉及体育风险的危险源以“人为致因、设备致因、环境致因、管理致因”四个维度表示。 

2.2 测评框架的四个维度 

2.2.1 人为致因维度 

体育风险中的人为致因包括自体因素和异体因素两个方面，具体变现为心理和行为两个层

次，是学校体育活动过程中最主要的风险形式和成因。
[28]作为学校体育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不

安全行为将诱发体育风险，同时自己也有一定概率成为风险危害的对象。对人为致因维度的测评

是在充分了解学校体育性质特点及测评对象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两类体育风险

因素进行细化分类，明确人在体育活动中出现不安全行为而导致的体育风险。 

 
[23]王华倬,高飞.新中国 70 年学校体育学发展回顾与展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11):35-42. 

[24]周丽.系统安全理论在现代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安全、健康和环境,2007(3):45-46. 

[25]王迪迪.学校体育安全风险管理探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1. 

[26]刘艳玲,刘西林,王军.幼儿园安全事故致因因素实证研究[J].基础教育研究,2016(3):83-85. 

[27]胡德刚,于素梅,张吾龙,等.基于“4M 理论”构建一体化运动安全教育内容与评价指标体系[J].中国健康教

育,2021,37(12):1091-1094. 

[28]张兴.高校体育运动过程中的风险预案与应对方法研究[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6(2):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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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设备致因维度 

良好的硬件设备是保障学校体育安全开展的重要基础，设备包括体育活动所需的场地、器材

等，设备意外风险是学校体育活动中较为常见的风险之一，主要因素一般包含设备的设计风险、

安装风险和使用风险三个方面。作为开展学校体育的必备条件，对设备致因维度的测评是为了了

解开展学校体育所需设备资源的种类及使用方法，厘清学校体育设备的质量安全、数量配给以及

专业化程度，从场地、器材等设备层面对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提出相应的要求。 

2.2.3 环境致因维度 

由于体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其大多数为室外作业，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体育活动的特点之

一，在学校体育活动中与人产生关联的环境主要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由于学校体育单个性

的特点，相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在不同的环境开展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对环境致因维度的测评

主要从不可抗拒的恶劣天气、学校“一校一品”的运动传统项目、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以及传染性

疾病防控等多角度探寻因环境因素诱发体育风险的事件，降低体育环境风险中的不安全状态。 

2.2.4 管理致因维度 

管理失误能够影响和改变导致风险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的至少一个环节。
[29]管理者应当清晰

的认识到如果能控制风险链上的某个环节，再通过科学的管控是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学校

体育的管理不慎会诱发人的不安全行为、加重设备的不安全状态和扩大环境的不安全条件。对管

理致因维度的测评主要是分析开展学校体育活动时，因组织管理不善、开展过程中相关部门协调

不当及其他管理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而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体育风险，以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确保

体育风险的防控。 

3 基于事故致因理论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拟定 

3.1 测评指标的初步构建 

科学有效的测评指标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学校体育的风险状况，探讨影响学校体育风险发生

的主要因素，是对学校体育风险防控开展测评研究的根本前提。研究围绕人为致因、设备致因、

环境致因、管理致因四个维度设计测评指标的访谈纲要，选取高校专家 6 名、知名中小学校长 2

名、一线骨干体育教师 2 名（与前期征询专家不重合），以现场与网络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专家

提出的各维度测评要点进行总结提炼，在借鉴前期研究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鱼骨图，如

图 1 所示。初步拟定的指标测评体系包含了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2 个三级指标及 60

个观测点。（因篇幅限制观测点略） 

 
[29]李陟峰,施航,吴晶莹,等.基于 HFLTS-AHP 的电力市场运行管理风险识别[J].控制工程,2019,26(5):100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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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评指标的修订与完善 

为了识别初拟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选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调

查评价，旨在对测评指标的修正和完善。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出发，选取来自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辽宁、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甘肃、新疆 11 个省份的 16 位专家（与前期征询专家不

重合），以建立专家库的方式为后续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指标体系的研究奠定基础。专家团队中含

高校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 6 人，涵盖学校体育学、体育风险管理学、教育测评领域；区级以上

体育教研员 5 人，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小学一线骨干体育教师 5 人，涵盖市级以上体育学

科带头人、教坛标兵、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作为体育学领域的精英，高校专家能从层顶设计

出发，准确把握领域内发展现状和预期前景，征询他们的意见能提高测评指标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教研员和一线骨干教师作为基层工作者，教学经验丰富且最了解当下学校体育的现状，征询他们

的意见能提高测评指标的实操性。研究过程中采用团队自编的主观题和客观题相结合的《学校体

育风险测评指标体系专家征询意见问卷》，客观题部分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测评，主观题部分汇

总专家的意见后对指标进行合并、增补、删减及修正。研究先后历经三轮意见征询，最后一轮的

专家权威程度 Cr 为 0.898，高于 0.7；各级条目的 Cv 值均小于 0.16，用肯德尔协调系数 W 进

行检验，得到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的专家协调系数为 0.754 且 P<0.05，说明第三轮专家对

各级指标结果的权威性和协调程度都比较高，研究结果可以被接受。 

3.3 研究结果 

3.3.1 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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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轮的调查问卷中，专家对初选的一级指标的认同度较高，没有提出相关的增减和修改意

见；在二级指标的设置中，针对“人为致因”这一维度，增设“其他因素”，主要观测因其他同学

的身体接触、使用器械接触等人为过失行为引起的风险事故；在三级指标设置中，在“学生因素”

中将“运动装备不符合”的相关内容合并入“安全意识不在乎”，在“器材因素”中将“器材安排

不合龄”的相关内容并入“器材使用不规范”，在“制度因素”中将“医疗卫生不完善” 的相关

内容合并入“规章制度不健全”。最终根据专家的意见增加、修订后形成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

级指标，22 个三级指标和 60 个观测点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观测点 

A1 
人为致因 

a1 
学生因素 

a1.1 安全意识 

不在乎（1-3） 

1.着装不符合体育活动的基本要求或着装对身

体效果有影响，佩戴首饰 

2.未能按照教师的规定与要求进行相关的准备

活动，对热身持无所谓的态度 

3.练习过程中思想不集中，注意力转向其他因

素，缺乏基本的自我调节和保护能力 

a1.2 行为纪律 

不遵守（4-6） 

4.练习过程中不遵守课堂的纪律，迟到早退，

与其他同学争吵、打闹 

5.学习过程中无视老师的存在，故意顶撞老师，

哗众取宠，扰乱教学秩序 

6 不按老师要求的学习方法，私自进行冒险行

为的体育练习 

a1.3 个体能力 

不具备（7-9） 

7.学生因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弱，不能按规

定完成任务和练习 

8.学生因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弱而无心参与

学校体育活动 

9.特殊体质学生害怕同学嘲笑，故意隐瞒疾病

及有影响运动的相关疾病 

a1.4 家庭后勤 

不保障（10-11） 

10.家庭饮食时间、数量欠考虑，导致学生在饥

饿或饱食的情况下参与活动 

11.家庭监管期间未能保障学生休息，学生因睡

眠不够导致的身体疲劳 

a2 教师因素 

a2.1 课程设置 

不合理（12-13） 

12.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超纲，不符合所教学生

水平段的身心发展特点 

13.教师未能考虑季节、温度的因素，所选教学

内容与当时的外部环境不相适 

a2.2 教学组织 

不科学（14-18） 

14.教师课前准备不充分，未能认真的筛选和准

备教学所需的场地与器材 

15.上课过程中，未能有针对性的安排准备活动

和放松活动，课程结构也不合理 

16.教学中纪律松散，练习过程中对未能对学生

详细讲解体育安全的注意事项 

17.对运动时间和运动负荷缺乏科学的控制和

调整，运动量与强度与学生年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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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观测点 

a2.3 教育方式 

不正确（19-22） 

18.教师动作示范中对学生的位置关系不当，学

生未能看清动作建立动作表象 

19.教师自身道德修养欠缺，对学生缺乏关心和

热爱，体罚或变向体罚学生 

20.教学中不重视技术动作的指导，巡视中对学

生错误动作未能及时纠正 

21.教学过程中未能强调运动安全管理的重要

性，对运动安全的执行情况不高 

22.教师的态度存在重文轻体的思想，在练习中

对学生采用放任自流的活动方式 

a2.4 专业技能 

不过关（23-25） 

23.教师自身原因基本功不到位，运动项目重难

点和风险易发环节没有讲解清晰 

24.教师对教学器具使用情况不太了解，擅自使

用或调整教学器具 

25.教师运动损伤救治能力薄弱，出现伤害事故

未能第一时间科学开展救护工作 

a2.5 监护管理 

不到位（26-29） 

26.上课前未注重个人卫生安全检查，对学生身

体状况、运动技能不了解 

27.安全意识薄弱，缺乏学生练习过程中对其安

排正确的保护与帮助 

28.全过程的监护未能因材施教，降低难度，缺

乏充分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29.教学过程中未能发现练习中身体异常的学

生，学生请假未能做出正确判断 

a2.6 教学内容 

不安全（30） 

30.体育教材中教学内容自身具有的风险性，如

投掷类铅球、技巧类体操等 

a3 其他因素 
a3.1 他人过失 

不可防（31） 

31.因其他同学的身体接触、器械接触等过失行

为引起的安全事故 

B1 
设备致因 

b1 场地因素 

b1.1 场地状态 

不合格（32-35） 

32.教学活动使用的场地不平整或场地中有未

清理的杂质呈凹凸不平的状态 

33.教学活动使用的场地因雨水、冰、雪等物质

呈湿滑状态 

34.教学活动中因学生数量太多、教学空间不

够，学生拥挤 

35.教学活动中没能及时清扫、整理，卫生条件

不符合上课要求 

b1.2 场地布局 

不合理（36-39） 

36.场地规划不合理，如场馆的柱子、篮球架摆

放的位置等 

37.场地设计不合理，光线差或缺少安全围网、

护栏等障碍物 

38.活动区域中的安全通道数量不足，安全通道

的指示不清晰或被遮挡 

b2 器材因素 
b2.1 器材使用 

不规范（40-42） 

39.使用配套设置不够完善器材，对可能导致的

危险结果未作警示 

40.体育器材本身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及器材

自身质量不符合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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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观测点 

41.非学校统一采购的自制器材或改变器材原

有功能时诱发的安全隐患 

42.教师选择的教学器材难度或危险系数较大，

不符合所教学生水平段的年龄特点 

b2.2 器材维护 

不及时（43-44） 

43.对教学器材缺少定期的检查、维护，有安全

隐患的器材无人巡视或看管 

44.使用前没能仔细检查更换器材，活动中因器

材陈旧、破损导致的安全事故 

C1 
环境致因 

c1 天气因素 
c1.1 自然环境 

不可逆（45-47） 

45.因温度过高而导致的中暑或因温度过低而

导致的伤冻 

46.因气候突变引发的大雨、冰雹、雷电、地震

等极端恶劣天气 

47.因城市不断发展引起空气质量中硫酸盐、硝

酸盐和铵盐颗粒物的超标 

c2 医疗因素 
c2.1 卫生环境 

不可预（48-49） 

48.因季节和温度的原因而爆发的流感、伤寒等

传染性疾病 

49.因细菌、病毒引起的大面积的流脑、水痘、

麻疹等传染性疾病 

c3 社会因素 
c3.1 社会环境 

不可抗（50） 

50.因学校外部的人口数量、交通、治安等复杂

多变的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 

D1 
管理致因 

d1 制度因素 

d1.1 学校规模 

不可控（51） 

51.学生规模大，师生比与场地比的规划不合

理，难以满足教学安全的需要 

d1.2 规章制度 

不健全（52-56） 

52.缺少科学、完善的学生大型体育活动的组织

和安全管理制度 

53.学校的安全监管机制不完善，没有科学有效

的风险应急处理制度 

54.医疗监督不利，体检工作存在问题或在实施

过程中有一定的瑕疵 

55.分数压力下的“重文轻武”现象，对体育课

调整压缩导致学生体质下降 

d1.3 安保巡查 

不监督（57-58） 

56.学校对体育活动的场所未能定期清理，对体

育设备的监管和维护失效 

57.学校安保制度不健全，缺乏系统的校园内部

交通状况的管理制度 

58.学校对体育活动中“放羊”现象默认，对运

动器材的领用与归还制度存在漏洞 

d2 培训因素 
d2.1 教师培训 

不及时（59-60） 

59.学校未重视校园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培训，

教师对待体育风险的态度不正确 

60.学校未能对临聘教师、校外体育教练进行校

园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方面的培训 

3.3.2 指标体系认同度调查 

通过编制《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认同度调查问卷》，用 Likert5 级评分法，调查“人

-物-环境-管理”四个维度及各级指标的认同情况，调查对象选取前期德尔菲法专家库中全体成

员及其所在地区的高校教授、中小学体育学科教研员、128 所中小学的管理者及体育教师，以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最终发放问卷 3195 份，回收问卷 3146，有效问卷 3107，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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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有效率 98.8%。从表 2 显示的调查结果得出，各调查群体对测评指标的认同度均在 87.1%

以上，说明构建的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基本合理。 

表 2 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整体认同度（单位：%） 

 非常不认同 不太认同 一般 比较认同 非常认同 

高校学者 0 0 0 10 90 

学科教研员 0 0 5 10 85 

校级行政 0 0 4 8 88 

一级职称教师 2.4 2.9 7.6 38.5 48.6 

二级职称教师 2.1 3.7 6.8 35.3 52.1 

4 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权重确立 

权重是指某项指标对于上一级指标或实现总目标的重要程度，强调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和贡献

度。在已有的学术成果中，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专家打分法、嫡值法、专家打分主观权重与粗

糙集客观权重结合法、因子分析法等。
[30]以上每一种研究方法都科学合理，但都有因经验或调查

分析而造成的局限性，因此为了保证赋值的科学性，无论运用哪种方法来确定权重赋值，都需遵

循研究的客观性、整体性、导向性 3 个基本原则。
[31]研究采用美国的萨蒂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

来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
[32]，是适用于多评

选标准复杂决策的研究方法。在构建判断矩阵的过程中，16 位专家库成员基于前期构建的层次模

型，对体育风险中的“人为致因”、“设备致因”、“环境致因”、“管理致因”四个维度指标

的重要程度两两之间进行比较，如表 3 所示，按照 T.L.Saaty 的 1-9 标度原则对矩阵中的各元素

赋值，最终将数据录入层次分析软件得出权重结果。 

表 3：Saaty 九分制标度及其定义 

量化值 定义 说明 

1 同等重要 i 与 j 两个因素相比同样重要 

3 稍微重要 i 比 j 两个因素相比，i 比 j 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i 比 j 两个因素相比，i 比 j 较强重要 

7 强烈重要 i 比 j 两个因素相比，i 比 j 强烈重要 

9 极端重要 i 比 j 两个因素相比，i 比 j 极端重要 

2、4、6、8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重要性判断之间的过渡性 

倒数 若因素 i与因素 j的重要性之比为 aij，那么因素 j与因素 i重要性之比 aji=1/aij 

 

 
[30]黄宸杰,廖灵芝.扶贫绩效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22(5):18-22. 

[31]刘晓琴 ,戴桂君 ,代显华 .基于 AHP 的高校多媒体教学有效性指标的权重确定 [J].实验技术与管

理,2017,34(10):176-181. 

[32]马振乾,吴桂义,康向涛,等.工程教育认证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标准研究[J].高教学刊,2022,8(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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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计算指标的权重 

运用 Yaahp 层次分析软件构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模型，依次将专家的赋分结

果以判断矩阵的形式录入，因受文章篇幅所限，以 15 号专家判断矩阵为例，计算方法如下： 

①计算判断矩阵的每行元素积 。根据公式：  

=15， =1/3， =15，  

②计算 的 n 次方根 。根据公式：  

 

③向量 归一化。根据公式： 

 

 

 

 

 

最终结果如表 4 所示，对指标的判断矩阵及初始权重值赋值如下。 

表 4:23 号专家权重赋值结果 

 人为致因 设备致因 环境致因 管理致因 权重（Wi） 

人为致因 1 3 1 5 0.3908 

设备致因 1/3 1 1/3 3 0.1509 

环境致因 1 3 1 5 0.3908 

管理致因 1/5 1/3 1/5 1 0.0675 

4.2 指标一致性检验 

专家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关系进行量化评价时，需要验证赋值是否符合判断逻辑的一致

性，以避免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检验之前需要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根据公式：

CI= ( -n)/(n-1)得出一致性指标（CI）。考虑到随机原因也有可能造成一致性的偏离，因此

还需在查询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表后（见表 5），通过公式求一致性比率值：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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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I。当 CR<0.1，认为矩阵判断合理，检验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依然以 15 号专家为例：  

①计算最大特征根  

=  

根据公式： 得出 

1.5718/（4×0.3908）+0.614/（4×0.1509）+1.5718/（4×0.3908）+0.2742/（4×

0.0675）=4.0438 

②计算相容性指标 

CI=（4.0438-4）/（4-1）=0.0146 

表 5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 

矩阵阶数(n)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查表得随机一次性指标 RI=0.90，随机一次性比例为： 

CR=0.0146/0.89=0.0162<0.10，符合判断矩阵内部一致性要求。 

4.3 专家权重赋值 

按照上述步骤， 运用 Yaahp 层次分析软件，依次将各位专家评分数据建立判断矩阵、计算

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共有 15 位专家的评分真实有效，另有 1 位专家(12 号)的评分高于

0.1 未通过检验予以删除。以 15 位专家赋值权重的均值确定人为致因、设备致因、环境致因、管

理致因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3915、0.1616、0.3915、0.2786，如表 6 所示。为方便实际操作和计

算，将权重系数保留 2 位小数，得到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表达式:Y=0.39×人为致

因+0.16×设备致因+0.17×环境致因+0.28×管理致因。 

表 6：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专家权重赋值 

 人为致因 设备致因 环境致因 管理致因 一致性（CR） 

1 号专家 0.4841 0.2523 0.1611 0.1032 0.0613 

2 号专家 0.2009 0.2009 0.5194 0.0789 0.0163 

3 号专家 0.2894 0.1182 0.1411 0.4522 0.0213 

4 号专家 0.1881 0.2081 0.0940 0.5098 0.0234 

5 号专家 0.5638 0.0550 0.1178 0.2623 0.0480 

6 号专家 0.2519 0.1214 0.1214 0.5376 0.0076 

7 号专家 0.4543 0.2071 0.0772 0.2621 0.0483 

8 号专家 0.3645 0.2336 0.1241 0.2777 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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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致因 设备致因 环境致因 管理致因 一致性（CR） 

9 号专家 0.4874 0.1625 0.1266 0.2234 0.0579 

10 号专家 0.4578 0.1315 0.1551 0.2556 0.0851 

11 号专家 0.5014 0.1662 0.1293 0.2041 0.0841 

13 号专家 0.3914 0.1444 0.1444 0.3199 0.0083 

14 号专家 0.4571 0.1192 0.1863 0.2381 0.0912 

15 号专家 0.3908 0.1509 0.3908 0.0675 0.0164 

16 号专家 0.3889 0.1534 0.0687 0.3889 0.0163 

均值 0.3915 0.1616 0.1704 0.2786  

5 事故致因理论下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检验 

为了解国内中小学体育风险防控的整体情况，研究历时四年多时间，选取专家库成员所在的

11 个省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对 128 所学校 3018 位体育老师、学校体育条线的管

理人员进行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3002 份，有效问卷 2986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99.4%、

99.5%。运用 spss22.0 软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69，

表示该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评价结果可以接受。依据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的表达式

Y=0.39×人为致因+0.16×设备致因+0.17×环境致因+0.28×管理致因，得出各校的加权均值 Y

均，以此来评价学校体育风险防控的整体状况。通过表 7 可以看出调查结果，大多数学校 Y 均在

3.0 到 3.8 之间（为方便阅读，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均值低于 3.0 的学校有 3 所，均值在 4.5 以

上的学校也仅有 3 所，体育风险防控的整体情况一般。 

其中“11 号学校”是位于我国南方沿海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较高，所在市把创建

“平安校园”作为一项重在打基础，落实管长久的任务，该校以此为契机，秉承“精品教育、

安全为首”的理念，要求全校师生认识到校园安全防控的总要性。对于校园体育的风险防控，

相关条线能树立体育风险防范意识、完善体育风险的预案、建立健全体育风险的组织网络、

加强体育风险的宣传教育及防控演练，各部门在校长室的领导下不断推进校园体育安全管理

及风险防控工作再上新台阶。“59 号学校”是东北地区教育系统窗口学校，学校办学历史悠

久，常年坚持把校园安全作为建设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学校的必备条件。在体育安全风险防

控方面，坚持“综合治理、防控结合”的方针，结合学校的地域特点及体育教学特色，各主

管部门共同商议制订和完善体育风险管理系列制度，并建立了体育风险应急机制和各类预

案，实行校园风险管理创建责任制和体育风险事故责任追究制，并将风险防控工作责任纳入

绩效考核之列。“82 号学校”是长三角地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该校秉承“以人为

本、生命至上”的理念，常年开展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的相关培训，定期检查校园体育活动

空间的安全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学校体育组更是以省十三五规划课题《生命安全教育

融入学校体育与健康的实证研究》为主导，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联合学校德育、体卫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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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处等相关条线，采用让学生观看体育风险的相关录像、自编自演与体育风险事故相关的

舞台剧、模拟体育课突发风险事件的安全演练等，教会学生将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行动中，

推动新时代校园体育安全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对于体育风险防控水平薄弱的学校，经调查发现其中“34 号学校”是西北地区的一所

乡村小学，由于起点低、进展慢，体育风险管理较为滞后。首先学校仅有一名文化课老师兼

职校医，对于体育教学中发生的紧急情况，有时候需要在无校医协助的情况下自己处理；其

次学校的硬件设施薄弱，学校体育场地为凹凸不平的土地，没有固定的体育馆，捐赠单位给

的单、双杠下面没有保护的垫子；另外该校 45 岁以上教师占较大的比例，在安全教育培训

中经常表现出观念滞后、方法陈旧甚至直接凭经验教学等弊端。“124 号学校”是我国中部

地区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该校学生总数位列全市所有学校之首，但占地面积却处于中等的

位置，拥挤的教学环境使班级之间教学器材的相互干扰，增加安全隐患的发生；其次因为学

校地处区域经济水平一般且办学时间也比较长，很多场地器材已经超出其使用年限；此外学

校未重视校园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培训，课前对场地器材及学生运动安全隐患检查不严格，

体育教师对待安全的态度有待提高。“104 号学校”是位于西南地区一所新建的学校，学校

刚刚起步年轻教师的经验有待提高。调查中得知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类，首先教师课前

已经检查了场地器材有无老旧破损等情况，但未能准确把握器材设施的规格与学生的身心特

点是否符合，造成学生在无法识别安全因素且不符合自己身心特点的情况下去做一些根本无

法完成的动作；其次教师在教学中教学方法尚不成熟，看到学生能顺利完成某一次动作后就

去指导其他学生，未能做到全程全员监控；在教学竞赛中，教师未能在学生完全了解活动规

则的情况下开展比赛从而产生安全隐患。 

通过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单因素反差分析结合访谈发现，同一城市中市区不同学段学校之间体

育风险防控的均值不存在差异(P>0.05)，同一城市中乡村学校不同学段学校之间的均值也不存在

差异(P>0.05)；但同一城市中市区与乡村学校之间存在差异(P<0.05)；不同地区各学校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P<0.01)，东部地区学校的体育风险防控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与实际情况相符。因经济

发展、教学理念等原因，乡村学校尤其是西部地区学校，对体育风险的重视度不够，没有专门的

校园风险管理制度及教师安全意识的培训，与发达地区的学校存在一定差距。另外得分最高的“82

号学校”主课题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生命安全教育”、“体育教育”，学校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积

极推进体育与风险防控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数据与走访调查的实际情况符合。可见，该问卷区分

度较好，能够甄别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的整体情况，进一步验证了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

系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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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学校能动学习加权均值得分情况 

学校序号 Y 均 学校序号 Y 均 学校序号 Y 均 学校序号 Y 均 

1 3.25125 33 3.61341 65 3.37043 97 3.35423 

2 3.54785 34 2.23136 66 3.28607 98 3.69584 

3 3.52419 35 3.22292 67 4.45684 99 3.69215 

4 3.68547 36 3.21568 68 3.65824 100 4.31524 

5 3.95214 37 3.95874 69 3.72589 101 3.95236 

6 3.25471 38 3.65241 70 3.65241 102 3.57421 

7 3.20852 39 3.68524 71 3.25863 103 3.52418 

8 3.32354 40 3.75414 72 3.33586 104 2.95236 

9 3.02105 41 3.95124 73 3.65235 105 3.62418 

10 3.96547 42 3.86247 74 3.33987 106 3.33214 

11 4.65241 43 3.85269 75 3.34287 107 3.32586 

12 3.14741 44 3.69582 76 4.45628 108 3.62354 

13 3.52474 45 3.74169 77 3.39524 109 3.82541 

14 3.68954 46 4.15965 78 3.95847 110 3.41286 

15 3.84569 47 3.33258 79 3.69866 111 3.52897 

16 3.85474 48 3.65482 80 3.69694 112 3.92471 

17 3.62152 49 4.32598 81 3.58654 113 3.25863 

18 3.25145 50 3.84565 82 4.86589 114 3.71452 

19 3.64587 51 3.75298 83 3.69957 115 3.36849 

20 3.95876 52 3.74152 84 3.65641 116 3.15974 

21 3.48965 53 3.52847 85 3.36558 117 3.84214 

22 3.25841 54 3.65287 86 3.96521 118 3.64329 

23 3.58247 55 3.23564 87 3.52414 119 3.33162 

24 3.25698 56 3.52528 88 3.01863 120 3.60117 

25 3.15235 57 3.10258 89 3.35951 121 3.13814 

26 3.68547 58 3.65856 90 3.69582 122 4.15995 

27 3.33475 59 4.74565 91 3.75852 123 3.88545 

28 3.96854 60 3.55897 92 3.16247 124 2.55234 

29 3.69856 61 3.25865 93 3.85247 125 3.13665 

30 3.66987 62 3.52896 94 4.23526 126 3.28065 

31 3.54747 63 3.25741 95 3.25863 127 3.25862 

32 3.96472 64 3.25758 96 3.33124 128 3.8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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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学校体育活动中的风险事故既违背了学校体育教育的初衷，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带来负面

影响。
[33]为了真正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层必须高度重视在

校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加强责任监管，建立以风险防控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体育风险管理体

系，这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体育风险防控的测评是整个风险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不仅

能检查和评定学校体育安全的整体状况，还可以联系多方达成共识与形成合力，诊断学校体育安

全隐患、优化学校体育风险管理的过程。事故致因理论模型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提供了系统化测

评参考框架，研究基于“人为致因”、“设备致因”、“环境致因”、“管理致因”四个维度的模型，

结合当前学校体育安全管理及风险防控的相关政策，在参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学校体育

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并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法等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及

权重赋值，最终形成了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指标及 60 个观测点的测评

指标体系，其表达式为: Y=0.39×人为致因+0.16×设备致因+0.17×环境致因+0.28×管理致因。

将其应用于国内 11 个省份 128 所学校进行实践检验，了解当前国内不同地区学校体育风险防控

的整体情况，为制定与开展体育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初步验证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然而，由于当前体育风险防控的评价及测评指标体系可参照的研究较少，同时国家对

学校体育教育培养目标与定位是确定的，但质量标准与所在区域的经济、文化等有不同程度的关

系，因此，初步构建的测评指标体系还有待优化，各校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适当修正并

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学校体育风险防控测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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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路径研究 

万文博  林振华 

（苏州大学） 

摘要：我国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依然存在治理结构松散、治理手段匮乏、供给方式粗放、

多元共治机制不完善以及治理流程“重结果，轻效果”，服务满意度不高等现实困境。基于此，运

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精细化的转型路径进行探究。研

究提出，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转型的两个层次

的统一，实质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下，将“精益思想”与体育公共服务治

理理念有机结合，以治理能力的优化提升和公众体育服务需求适应匹配为导向的典型范式，细分

化、精准化、智能化、标准化以及品质化共同构成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价值场景，

在此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路径以及治理制度五个层面提出了基层体育

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路径。 

关键词：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转型 

Research on the fine governance path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 still has loose governance structure， 

lack of governance means， extensive supply way， multiple co-governance mechanism imperfect and 

governance process "heavy result， light effect"， service satisfaction is not high practical predicament. 

Based on thi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fin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at the refined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the un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essence，  under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lean thinking" is organ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The typical paradigm oriented by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ability and the adaptation and matching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needs， with fine differentiation， 

precision， intelligence，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ty，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value scenario of refined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structure， governance tools， governance path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path of refine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sports public service. 

Key words: basic level; Sports public service; Fine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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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论断既是党和国家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面对日益复杂

的基层治理变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

一步提出“构建精细化服务的基层管理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发展目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一项系统性

建设工程，是实现基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保障。发展基层体育公共服务，

与“健康中国”战略、“全民健身”战略以及体育强国建设相辅相成，是贯彻落实“人民至上”

理念，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内容。但是囿于

制度设计不健全、体制机制乏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仍然面临动力不足、协同不够、治理方

式粗旷等一些列发展问题
[1]，如何在基层体育治理场域转型中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是目前

亟须解决的难题。因此，结合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状况，理应探索出一条基层体育公共

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发展路径，全面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1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困境表征 

我国基层体育公共服治理中基本做法，就是政府直接参与，调节和控制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

给的全过程，制定发展规划，给与政策法规、财政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2]，实质上体现

的是一种“粗放式”管理的逻辑。作为一个抽象化概念，粗放式管理并不构成一种具体化的管理

制度，而是指对于行动者行为及其治理特征的抽象和归纳
[3]。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家经济体制

的影响，这种粗放式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

着社会治理转型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变化使得体育公共服务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以

“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为显著特征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改革发展

的现实需要，逐步显露出了管理体系松散、手段单一、管理策略模糊等发展弊端，尤其是在人员

管理、经费投入、场地设施供给、服务质量监控等方面过度依赖政府单一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公

众参与受到限制，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表现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高投入，低产出，效率、质

量和精准程度较低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治理结构松散，权责分配不对等 

我国政府实行的是集权式且结构层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4]，实践中对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

供给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以行政任务方式的指令性推进，寻求权利的持续渗透、纵向

延伸，通过横向或纵向的路径对任务进行层层分解。这种严密的科层制管理结构表面上对权利、

职责进行细化，但实质上管理体制僵化、管理规则较为混乱，管理方式简单粗糙，缺乏明确的行

为规范和责任清单。一方面，政府权利高度集中，导致权利的运用自由裁量性较大，对于“怎么

做”以及“做什么”高度依赖职能部门的经验判断，无法对基层居民的真实需求进行有效的制度

回应和结构性调整。实践中基层体育政府部门往往被定义为及体育公共服务生产、供给、监督以

及资金提供为一体的“全能型”角色，过度强调对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管理与控制，受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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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影响，社会主体更多是充当“旁观者的”的角色，常常被动响应基层政府的组织与号召，

难以充分参与和主动对接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供给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多部门参与但

职责划分较为混乱，权责分配不对等，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事权却以任务的形式层

层下移强压于基层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层政府财力不足却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加之县

级体育部门的合并加剧了资源内耗，导致基层政府体育公共服务创新不足，自主权不强，资源配

置举步维艰，以致供给效果不佳。 

1.2 供给方式粗放，体育公共服务供需失衡 

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的核心问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复杂

性表现于公众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变化，新型城镇化、人口和社

会结构变化的推进引发供给差异。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已经处于重点突破

阶段（樊炳有，2021），突出表现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不断增加，公众对体育公共服务产

生了内生性的需求愈来愈呈现明显的多元化、个性化、便捷化等基本特征，这其中不仅对体育设

施服务提出了更加便捷化、智能化、多样化的要求，而且对体育社会组织、赛事活动、健身指导、

体质监测、传统民族体育挖掘与保护等服务的获得感、满意度赋予了更加美好的期望。然而，当

前我国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尚停留在“政府包办”的阶段，在具体策略上通常采取“一刀切”

“一盘棋”的治理模式，实质体现的是“将需求方排除在决策之外”的发展逻辑。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在构建基层群众需求表达机制与政府决策方式层面，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传统群众需求信

息识别、抓取、分析、预判方式，已经无法精准把控与管理基层群众的体育服务需求偏好，导致

靶向治理能力不足，被动出现“所供非所需、所供超所需、所供欠所需”的发展失衡状态。加之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受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利益格局复杂、治理理念与程序固化等因素影响，致

使粗放式供给与基层群众需求匹配“失准”的问题大量存在。 

1.3 供给主体单一，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不完善 

政府、市场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机配合是确保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多元合作机

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机制的建立尚处

于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阶段，在创新政府与社会互动机制，搭建双方互动平台等方面还滞后于

“权力的划分”阶段
[6]，导致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责任分工不明确，难以达到基层体育

服务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合作机制的运行制约因素多元且复杂，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政府职能转移的程度，二是市场、体育社会组织的承接能力。首先，就政府层面来看，基层

行政部门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管理过程中的“服务者角色”定位不清，认识

不足，对于“哪些是政府该管”、“哪些是政府应该放权”的公共事务缺乏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与必

要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出现了基层政府“错位”、“越位”甚至是“缺位”现象的存在；其次，

就市场化供给层面来言，受基层制度惯性以及经济水平的影响，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面临市场

化程度不高、准入门槛过高、竞争机制不完善的发展困境
[7]，限制了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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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挥，加之受盈利空间以及税收政策的影响，致使市场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大打折扣；最后，从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层面来看，普遍呈现数量不足、规模较小、专业化以及社会化程度较低

的发展状态
[8]，导致服务能力不强，水平不高。此外，受传统管理体制以及资源禀赋的影响，基

层体育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进程缓慢，脱钩但不脱管，独立性不足、自我造血能力不强，不仅

制约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也反向制约了政府职能转移的进程，难以有效形成最佳的

合作结合点。 

1.4 形式上“重结果，轻效果”，服务满意度不高 

结果注重的是一件事的最终的状态，效果却是完成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力大小以及完成程度好

坏的体现。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结果是把事情做好，效果则是做正确的事”，

所以基层管理的本质是把正确的事情“做好”，有效率地达成好的效果。然而，基层体育公共服务

传统粗放式供给体现的是整体化的治理哲学，奉行的是“差不多”和“大概齐”的管理理念，长

于全面归纳，但不善于局部分析，对细节领域关注较少。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

程中，往往热衷于投资见效、收益期短快的一些公共项目，而对一些见效慢、收益期长的公共服

务项目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基层政府部门出于政绩或迎合上级部门的考虑，实

践中往往以政府部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结果”作为主要考量，行动上体现为重面子、轻里

子，重环境建设、轻软实力打造，对服务决策是否真正做到“亲民惠民便民”的关注度不够，造

成体育公共服务的功能性缺失。实践中“一刀切”“一盘棋”的供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基层居民享有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但是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数量不足、内容单一，利用率不

高，而且对于后续管理、监督实施、效果评价等缺乏长远的、精细化的制度流程设计与规范，导

致居民体育服务满意度不高，效果不佳。 

1.5 治理手段匮乏，科学性与专业性不强 

粗放式管理导向下，基层政府习惯采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体育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在

解决问题方面缺乏科学性与专业性，且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单调粗放、大而化之，与基层体育

公共服务供给复杂性、服务对象的多变性特点不适应。与居民利益多元化和诉求多层次相比，治

理方法和治理技术缺乏精准性和灵活性，尤其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数字乡村等工程的快速推

进和信息化广泛普及，基层体育管理服务滞后，内容单调陈旧，响应迟缓，供给不足
[9]。究其原

因，造成这种发展困境的背后实质上是基层政府智慧治理能力的缺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

弱，互联网普及率特别是接入和应用能力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10]，加之信息技术人才短缺，

使得“数字技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在基层覆盖和实施难度加大，导致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不高。此外，由于部门利益分割，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跨部门资源资源共享和信息更新难以

实现，系统内部信息共享不够，信息数据挖掘不足，难以为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决策提供技术和信

息支持，进而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高品质生活要求以及多样化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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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理论释义与价值场景 

2.1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理论释义 

从理论脉络演进来看，“精细化治理”由“精细化管理”理念发展而来，其思想来源于 20 世

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戴明的“为了质量而管理”理念。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将精细化管理

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强调通过制定系统化、具体化的规则，运用标准化、程序化和智慧化的手

段，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精确性和持续性
[11]。后经新公共管理运动应用到行政管理领域，强

调在管理理念、方法、技术工具和实际运行遵循“精、细、准、严”的企业化管理理念
[12]。党的

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跨入了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平取

向和民生取向，以此带来了精细化治理总体思维的变迁，学界关于精细化治理的理论研究也不断

深化，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理论成果。从治理理念层面来讲，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

精细化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通过多元共治格局形成、信息化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精细化创新
[13]；从

治理手段来看，有学者认为，精细化治理是“技术”与“服务”两个维度的统一
[14]，借助大数据、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够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
[15]，也有学者主张公共服务标准化

是落实精细化理念，实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
[16]。从治理效果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理念

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
[17]，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细致的

过程推进和运用精微的治理技术，达成治理的精准、精细和精致目标
[18]，也有学者认为治理精细

化是按照精益、精确、细致和严格的原则，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和人性化的思路，实现社

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
[19]。尽管学术界对精细化治理的内涵解读尚未形成统一，

但是研究成果多有共通之处，首先，精细化治理将“以人为本”的服务取向贯穿于制度政策设计、

供给管理等整个系统运行的全过程，充分尊重人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角色；其次，关注多元主

体关系的厘定以及主体间协同化体制机制的构建；再次，精细化治理依托制度规范和流程优化，

为推进治理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最后，精细化治理强调智慧化技术运

用于整个治理流程，是其实践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基础和保障。 

具体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语境下，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治理程度，并不是要

求政府对一切体育公共服务事务事必亲躬，而是在政府职能转移的条件下，明确服务型政府是一

个“有边界”的政府，通过内部改进以及外部协同的方式，推动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的规

范化以及服务效果的品质化。同时，以精细化治理理念重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中的政府

职责调整，反哺带动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等多元供给主体的行为边界和相互关系

发生改变，这又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基层体育公共

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转型的两个层次的统一。 

进一步从“精”与“细”的内涵意义上来看，所谓“精”主要是指治理行动精心谋划、治理

过程精雕细琢、治理成本精打细算、治理结果精益求精；所谓“细”主要是指工作程序细节化、

主体责权具体化、治理对象细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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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论述，同样对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适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绣花”不仅是技

术上的严谨细致，行为上的敬业用心，更是在品质上的高质量追求。由此，以“精细化治理”思

维指导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实质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下，将“精益思

想”与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理念有机结合的典型范式，这一治理思路是以治理能力的优化提升和体

育公共服务需求适应匹配为导向，运用专业化、智能化、标准化的治理手段，兼顾细分化、品质

化的治理要求，通过重塑基层政府行政流程、革新政府职能以及社会体育资源的科学配置、整合

和分工，完善治理流程，促进体育公共服务权责清晰、分工明确，最终实现政府、市场、社会、

公众的治理协同，进而提高供给效率与质量的过程。 

2.2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价值场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均提出了要通过社会治理精细化来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构

想 ，开启了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主旋律。作为推进基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实践需要将精细化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手段等

要素在体育公共服务传统供给方式的形态转换中得以嵌入，为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飞跃提供

强大的动力支持。在具体维度层面，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进行概括与理解： 

2.2.1 细分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前提 

细分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治理领域的细分、治理职责的

细分以及治理措施的细分，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体育公共服务碎片化治理的状态，以此来提升基层

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首先，从本质上来讲，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管理、规划、融资、供给以及绩效评估等多元系统结构
[20]，因此需要针对不

同的系统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规划与执行，通过纵横细分来强化治理效率；其次，基

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过程，不同的治理主体有

其各自的治理职能和权力，需要通过细分各治理主体的职能与责任厘清供给主体间关系，明晰其

责任，使其权责相匹配，从而建立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例如经济性的公共

体育服务可以通过扩大市场参与，增加有效竞争来实现供给，而处于“市场失灵”地带的社会性

体育公共服务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兜底作用，进而生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参与的供给格局；

最后，囿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群众体育需求的复杂化，单一的、大一统的供给

措施难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公共体育需求，需要根据不同的供给对象，选择合适的供给举

措与治理工具，因地、因时、因人进行灵活性治理，以此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程度。 

2.2.2 精准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基本特征 

精准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治理要素以及治理过程的精准化

[21]。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要素的精准化主要是改变以往模糊性治理的难题，即解决“治理什么”

“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的关键问题，从而实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

治理的目标指向精准、问题识别精准、政策工具精准以及效果达成的精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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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的精准化是将“精准”理念贯穿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全流程，客观上遵循“公众（需

求）——决策——供给——评价——公众（反馈）”的多向非线性的逻辑顺序，形成“精准识别—

—精准决策——精准供给——精准评价”的闭环路径，实质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按

需定供”的决策行为和以“满意度提升”为结果导向的逻辑。其中，公众需求的精准识别是基层体

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决策精准“的逻辑起点，

也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基础和保障，是解决“治理什么”的问题；“精准决策”与

“精准供给”内含了治理目标的精准定位、对象的精准识别以及行动的精准选择，是回应“谁来治

理”以及“如何治理”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价值取向
[22]，实现

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扁平化、弹性化、个性化的决策与供给模式，对增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

回应性和预见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治理工具，全面盘活闲散体育资源，

进一步提升体育资源配置能力，是提高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降低治理成本的

重要策略；“精准评价”则是检验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实际治理效果与治理目标契合度的过程，以此

不断调整供给结构，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对公众需求变化回应能力。 

2.2.3 智能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手段 

智能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手段。体育公共服务智能化治理倡导治理流程

的信息技术革新与应用，即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基层体育公共服

务治理全过程，通过创新“技术+服务”的形式，破解因基层体育服务需求模糊化、过程复杂化，

技术应用匮乏等原因导致供需失衡状态，以此实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智能化，降低治理成

本和损耗。实践中，智能化治理是有效提升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程度以及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工具
[23]，推动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现“质”的飞跃。如嘉兴市

基于 G2B2C 三维智治，以“2+X+IoT”智能物联模式为支撑，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打造了“运动家”

智慧体育社区（以下简称 “运动家”）的全新场景，破解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创新发

展的一系列难题。在具体实践层面，“运动家”社区项目由嘉兴市体育局牵头启动，以城乡社区为

建设单位，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思路，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支撑，以“运动

家”智慧体育平台为“大脑”，以社区体育场馆、体育场地“微基建”为服务扩容，通过开发“运

动家”APP 以及“社区运动家”小程序，全面打通体育服务数据鸿沟，将辖区内体育场馆、健身

场所、体育社群、体质测试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各类体育服务资源纳入一站式服务平台，形成

体育公共服务异质性资源高度整合的应用场景，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多主体交叉性资源转换。居民

通过注册并登录后即可实时查询体育设施利用状况、体育活动人数、赛事活动、健身指导等信息，

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体育服务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 

2.2.4 标准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保障 

相对于粗放式管理的随意和松散，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应该坚持制度化、规范化以

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标准化是基层体育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保障，是推进基层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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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和重要技术手段
[24]。一方面，通过完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标

准体系，健全体育场地、体育活动、体育社会组织、体育指导等服务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以标准

化的方式手段优化体育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以标准化促进基层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能够确保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通过

基层体育服务治理通用标准化、流程标准化以及环节标准化的制定与实施对基层体育管理方向进

行把控、调整顶层设计，对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各流程、各环节、各要素进行统筹、权衡、

制约、协调，使治理过程有理可依、有据可循，治理效果可追溯、可量化、可考评，能够最大限

度激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活力。 

2.2.5 品质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目标追求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最终目标和理想的实现，在于实现基层居民体育服务总体需

求的最大化，以此实现体育公共服务价值的增值和创造。品质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

的目标追求，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追求治理效率，而是效率、效益和效能“三效”的有机统一，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合一。通过治理“三效”的统一、服务质量的提升、公平公正价值的关怀，

实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高质量、高品质、高水平。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品质追求

意味着要不断提升供给服务的质量，这就需要通过制度的优化、流程再造、机制创新的有机融合，

实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同时，品质化不仅关注服务质量的提升，还着重关注治

理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维度，这就需要秉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建立健全精细化的基

层体育公共服务动态需求识别与表达机制、问题察觉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科学细化制度政策设

计，改变过去“一刀切”、政府垄断的供给体制和以重结果、轻过程的末端治理，降低治理成本，

实现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流程再造、机制创新和体制变革的科学性。 

3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正在由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型，这一转

型内含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中实现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路径以及治理

制度等系统优化的实践要求，最终形成推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综合发力。 

3.1 治理理念：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是推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首要前

提。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为政府职能转变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政府机

构改革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确立了由“全能型政府”转向“有限型政府”、“服务

型政府”的工作思路，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指明了方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理念从管控转向服

务的转变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大趋势，政府职能的权力行使理应顺应市场经济变化

的规律，增强政府职能的“服务型”属性。换言之，政府行使权力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为了管制，

其职能核心定位转变为“以社会发展和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出发点，以“民本位、社会

本位”为宗旨的发展理念，由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换到为社会主体服务上来。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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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指出，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充分迎合了基层体

育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涵与要求。由此，只有从根本上树立“体育服务于人”的工作理念，基层

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目标才不会背道而驰。这就要求在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应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制度政策设计、供给管理、技术手段运用等整个系统运行的全过程，

充分尊重人在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中的主体角色和地位，实现“官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 

3.2 治理结构：由“一元主体”向“多元合作”转变 

在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范式中，无论是科层制治理，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部门再造，

体现的都是政府作为独立利益主体提升治理绩效的思路，整体上加剧了部门间、组织间的分立，

进而导致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正如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所述，“失败者建立

的是有围墙的花园，而成功者建立的是公共的场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精

细化治理的实现必然要突破体制与机制的“围墙”，强化治理场域内的多元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因

此，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亟需创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关键是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互动合作

机制，引入多元化公共体育供给渠道与供给方式。在构筑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会公众

等多元主体的供给合力的基础上，通过厘清内部政府部门间和外部主体间的职责关系，强化多元

主体的协同合作，实现政府内部上下协作、多元主体联动协同，促进政府、社会力量的高效整合，

填补政府供给的“职责空白”和“职能盲区”。关键是科学定位治理主体公共职责，进一步激活各

治理主体参与活力，在更大范围内做到功能整合、层级整合和多主体整合，进而实现基层体育公

共服务主体间的衔接细化以及体育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高效化。 

3.3 治理工具：由“经验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变 

从理性主义的视角理解传统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决策模式可以发现，现有的决策方式与行为面

临着决策主体的认知能力有限和决策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从而导致供给质量不佳，其背

后实质是一种典型的“意识驱动”或“经验驱动”的决策逻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基

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一探索为思考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转型路径指明了

方向。智慧治理理念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伴随社会进步的自然产生的结果，是在政府决策、政

策过程以及社会特定领域中，通过对信息通信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实现的智能化公共治理模

式
[25]。从这个角度来讲，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由传统“经验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变，实质是

强化了治理流程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嵌入式”治理，通过重塑治理结构与流程，实现了治理

模式由“意识驱动”、“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升级
[26]。由此，一方面，要建立与智慧治理

模式相适应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高效的系统整合机制，通过技术赋能整合体育公共服务一站

式服务平台，如“苏体通”一站式服务平台、常州市“常享动”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等应用终端，

实现多元主体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改变“碎片化”治理模式所带来的低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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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层体育治理数据资源整合机制，打破信息孤岛，规范基层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数据采集、回

馈、管理、使用的责任和权限，构建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数据资源共融、共用、共享的制度和机制，

探索建立权责清晰、功能集成、扁平一体、运行高效、执行有力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智慧治理长

效机制，在具体实践层面，既需要加强各级政府、不同部门间基于信息共享的协作，也需要依托

信息技术畅通公众、体育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与基层政府间的双向表达。 

3.4 治理路径：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关键问题在于实现治理路径的转型升级，即由“粗放式”

转向“精准化”。在具体操作维度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树立精细化治理的工作理念。基层政府要不断突破“粗放式”供给思维的桎梏，不断

强化和有意引导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工作人员的精细文化，形成精细化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基层工

作人员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落实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以“细致入微”的要求对待日常工

作，以养成精细化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应着重强调以民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再造

基层政府行政流程，革新政府职能以及科学配置基层体育服务资源，在充分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前

提下，将个体或局部的需求作为服务供给和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制定的首要关注点，其目的是针对

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公共体育需求进行靶向供给，以此逐步提升人的满

意度与幸福感。 

其二，积极推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标准化。由《体育标准化管理办法》规定可知，体育

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以及标准监督三个部分，这为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标

准化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构建统一科学、合理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内容标准体系。组建专家

团队，通过广泛的调研与征求意见，依据《体育标准化管理办法》认真开展体育公共服务国家标

准化、地方标准化体系框架的研究，以此，依托相关地区体育服务资源优势，通过开展标准化试

点工作，探索性地筹建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区
[27]，通过示范区经验总结，由点向面，继

而向全国推广。其次，细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实施标准体系，在管理上，细分全国体育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职责，积极探索体育场地、体育指导、体质监测等分级负责机制，明确地方体育行政部

门标准化工作细则，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制定工作，以此横向覆盖到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各领域，纵向具体到各类事项办理流程，以此解决基层体育治理难以执行、

执行不够的问题。最后，强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监督评价机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式完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监督评价指标体系，在改进基层行政部门内部评价的基础

上，积极引入规范的外部评价机制，同时建立标准化反馈与问责机制，对于没有达到既定目标的

部门或个人追究相应责任，以此促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的严格执行。 

其三，着力推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精准化。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精准化需要通过技术的

引介与应用，及时精准发现并回应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以此实现供需平衡。其实质是借助互联

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先进技术，构建一个需求精准识别、精准分析、动态追踪、多主体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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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的整合互动机制。实践中政务网站以及各类体育一站式平台为服务供给提供了海量的用户

行为数据，大量的居民体育服务诉求以基础数据的形式被直观形象的表达出来，这是精准供给的

起点依据。借助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基于需求精准识别阶段上传的数据信息，经

过大数据信息处理以及隐含信息的挖掘和分析，汇聚和评估基层居民的需求特征以及变化趋势，以

此通过实时、动态的数据采集灵活调整供给决策，针对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

的体育需求进行靶向回应，合理配置相对有限的基层公共体育资源。需要注意的是，需求信息整合

必须落在对基层群众需求进行真实完整的信息收集、科学挖掘以及高效使用层面上，基于对不同领

域、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行为数据进行整合与关联分析，实现全方位的信息整合与综合分析。 

其四，致力推行“立足实情”的差异化治理。实践中虽然“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对改善基层

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作用，但面对体育资源不平衡以及地方特色的复杂性，难以

像城市体育公共服务那样做到统筹发展。因此，现阶段的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需要根据

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地方特色选择最合理的治理措施与工具，通过灵活性与差异化结

合的治理方式实现治理最优。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弄拉自然生态旅游风景区利用天然生态环

境成为了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关键赛段，并利用天然岩壁举办了攀岩比赛，建立了攀

岩特色小镇，产生了巨大的品牌效应。 

3.5 治理制度：由“模糊治理”向“清晰治理”转变 

科层组织如何分配责任是基层体育治理中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模

式、管理体制的复杂性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在基层体育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

中往往出现目标朦胧、权利混乱和行政责任模糊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来源于模糊性的基层

社会引发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政府行政归责的模糊性
[28]；另一方面，科层制管理体系的张力与基

层体育自治的需求存在博弈，尤其是在面对居民参与意识提高以及社会力量的崛起过程中，政府

为增加自身的运作空间与应变能力，主观上将客观事实赋予意义诠释的空间，即采取“政策模糊”

或者“模糊治理”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论是治理目标还是治理结果都呈现出典型的“模糊性”治

理策略，如现有政策文本对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任务的表达多用“大力提升”、“显著提高”、

“较大程度”等模糊指标
[29]，客观上为社会参与和基层体育自治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实则加剧

了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行政归责的模糊性。 

随着基层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基层体育治理不仅需要“模糊治理”

来进行灵活性应变，更需要“清晰治理”来提高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绩效与治理质量，即通过

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将复杂问题清晰化
[30]。首先，设立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职责清单制度，建

立明确的岗位职责体系。在政府内部，廓清政府职能边界，建立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体系

规范，理清跨机构边界的政府部门的之间的关系安排，明确部门职责、内容与范围，并落实到具

体部门和人员；在政府外部，明确政府与社会主体的职责范围，建立政社职能清单，充分调动社

会主体参与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其次，构建科学的目标体系。基层体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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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目标制定必须要符合因地制宜、适度精细、轻重缓急的要求，依据实际情况

制定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规范，科学合理设置短中长期目标并适度细化，同时要把基层体育公

共服务治理放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处理好精细化治

理与基层体育基础设施、队伍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的关系，防止过度追求精细化造成的效率低下

问题。最后，建立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估与考评结果应用体系。通过构建多元评估主体，改变过去

由政府评估和社会治理主体自我评估的习惯性做法，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真正发现基层体育公

共服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提高公众满意度。同时，制定

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制度，奖优罚劣，奖惩分明，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增强责任意识，

促进良性竞争，从而不断发现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改进工作，增强基层体育公共

服务治理精细化的效果。 

4 结语 

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对传统粗放式治理的行动的批判与创新发展，既是基层体育治

理理念的转变，也是治理技术的升级。本研究在梳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理论内涵的基础

上，指明了细分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前提，精准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

治理的基本特征，智能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手段，标准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

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保障，品质化是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目标追求。由“粗放”到“精细”

治理路径转型的过程内含了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中实现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

理路径以及治理制度等系统优化的实践要求，即实现治理理念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治

理结构由“一元主体”向“多元合作”转变，治理工具由“经验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变，治理

路径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治理制度由“模糊治理”向“清晰治理”转变，最终形成推

进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综合发力，以健全基层体育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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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以苏州市 XX 小学为例 

祁  豫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摘要：体适能作为人体机能与身体素质的一种常规表现，与运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目前，

体适能课程已经逐步拓展到各个年龄段的体育教学当中。本实验将体适能课程融入小学体育教

学，通过制定针对性的体适能练习方法，从而提高儿童的运动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体适能；儿童；运动能力 

1 前言 

1.1 体适能 

在《体育与健康》一书中，明确指出体适能是人体能够有足够的活力和精神处理日常事务，

并有余力享受活动以及应付突发事件而又不会过度疲劳的能力。从这里不难看出，体适能可以理

解为一种人体为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享受生活、处理突发问题，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一种能力。

而体适能课程，就是一门让人体能够更好适应外界环境的课程。 

1.2 研究目的 

体适能课程与儿童的运动能力提升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体适能课程的学习，使儿童的

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儿童的六项运动能力：10m 折返跑、立定跳

远、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走平衡木。本研究以苏州市 XX 小学 30 名五年级学生

作为实验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5 人，通过对实验组儿童为期 1 学期的体适能课程学习，

探究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为儿童提高外界适应能力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需求，对中国知网、维普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并大量阅读有关体适能、体适能

课程、运动能力的概念，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一定的指导，使得自身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度以及成

果有一定了解。 

2.2.2 实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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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苏州市 XX 小学五年级 30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通过对实验组儿童为期一学期的体

适能课程学习，探究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 

2.2.3 数理统计法 

在实验前后记录好相关的测试数据结果，将两组数据输入到 Excel 软件中进行录入、整合，并运

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 

3 实验设计与实施 

3.1 实验目的 

本实验通过探究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为儿童的体适能课程教学提供理论依

据，也为提高儿童身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帮助。 

3.2 实验对象 

以苏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 30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其中，对照组 15 人（包括男生 8 人，女

生 7 人），实验组 15 人（包括男生 8 人，女生 7 人）。 

3.3 实验时间与地点 

实验时间为一学期，实验班的儿童每周三、五参加体适能课程，每节课选取 3 项运动能力进

行训练，一周循环一次，每项运动能力训练时间为 10 分钟；实验地点为苏州市 XX 小学。 

3.4 实验前测 

表 3.1 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组间身体形态的比较（n=30） 

性别 指标 实验组（ Ds ） 对照组（ Ds ） P 

男童 
身高 145.80±3.21 146.40±2.58 0.123 

体重 32.80±2.52 32.19±1.97 0.152 

女童 
身高 143.80±2.46 143.40±2.12 0.156 

体重 31.80±2.43 31.23±1.56 0.165 

 

表 3.2 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运动能力比较（n=30） 

性别 指标 实验组（ Ds ） 对照组（ Ds ） P 

男童 

10m 折返跑（s） 10.12±1.15 10.35±1.78 0.795 

立定跳远（cm） 188.41±15.46 189.31±16.42 0.254 

网球掷远（m） 8.39±1.16 8.27±1.05 0.723 

双脚连续跳（s） 9.98±4.12 9.99±4.23 0.760 

坐位体前屈（cm） 12.04±1.54 11.98±3.44 0.829 

走平衡木（s） 12.08±6.12 11.75±7.57 0.736 

女童 

10m 折返跑（s） 10.90±3.22 10.98±2.69 0.766 

立定跳远（cm） 158.39±13.31 159.86±12.38 0.365 

网球掷远（m） 7.17±1.18 7.15±1.43 0.532 

双脚连续跳（s） 11.87±3.12 11.95±2.85 0.598 

坐位体前屈（cm） 12.92±1.98 13.01±2.43 0.714 

走平衡木（s） 12.06±7.32 12.29±6.65 0.687 

从表 1 和表 2 中得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在身体形态、运动能力方面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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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同质性要求，满足实验测试的要求。 

3.5 实验实施过程 

（1）实验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的儿童进行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基本情况的实验，了解

实验前 30 名儿童的基本情况，以保证儿童具备同质性，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实验研究。 

（2）实验过程中实验组每周三、五参加体适能课程，每节课选取 3 项运动能力进行训练，1

周循环 1 次，每项运动能力训练时间为 10 分钟。对照组则不作干预，只需要进行正常的小学体

育课教学活动以及课外体育兴趣班课程。其中，小学体育课教学活动指的是每周三、五的学校体

育课堂教学活动，课外体育兴趣班课程主要包括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轮滑等项目活动。 

（3）实验完成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的测试，记录实验数据，与实

验前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3.6 实验实施内容 

本实验研究主要针对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体适能课程的教学设置依据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手册（学生部分），确定运动能力指标共计 6 个项目，包括 10m 折返跑、立定跳远、

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走平衡木，分别致力于提高儿童的灵敏性、爆发力、力量

性、协调性、柔韧性、平衡性 6 个方面。在实验组体适能课程的教学中，其内容应结合儿童的实

际情况和教学要求，确定集体教学的方式。 

实验组儿童每周三、五参加体适能课程，每节课选取 3 项运动能力进行训练，1 周循环 1 次，

每节课时间共计 45 分钟，准备部分包括 10 分钟，基本部分包括 30 分钟，结束部分为 5 分钟。

每项运动能力训练时间为 10 分钟，并根据儿童的身体情况可以进行灵活替换安排，具体的教学

内容如下所示。 

表 3.3 实验组体适能课程教学内容 

项目 分类 具体内容 

准备部分（10 分钟） / 集合队伍，儿童热身跑，并做好拉伸等准备活动 

基本部分（选择以下 6

项训练内容中的 3 项，

每周循环轮换进行） 

灵敏性训练 
进行一些变换方向和根据信号做出各类应答反应的

游戏，如贴人游戏等 

爆发力训练 

进行一些跑、跳运动，如收腹跳、开合跳、蹲起跳

等，或者设置障碍跳游戏、立定跳远双人比赛等，增

强儿童的腿部爆发力 

力量性训练 
进行一些腰腹类、上肢发力等力量性训练的游戏，

如推人游戏、掷远游戏等 

协调性训练 
进行一些跑动、跳跃，手脚协调练习，以及变化式的

绳梯训练，如数字跑、十字跳等 

柔韧性训练 
进行一些肌肉、韧带拉伸、关节活动、站姿体前屈、

坐姿体前屈等训练 

平衡性训练 进行一些单腿站立、半蹲、过独木桥、跑直线等训练 

结束部分（5 分钟）  放松、拉伸，做好整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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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训练内容，要求教师讲解充分，尽可能做好示范，保证训练有序、规范，且避免儿

童运动损伤。对照组儿童则每周按照学校要求的体育课程及课外体育活动进行训练，不进行体适

能课程训练的干预。 

3.7 实验测量指标与方法 

本次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测试研究，其测量指标包括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两个

方面。其中，身体形态指标包括身高和体重；运动能力指标包括六个项目，分别是 10m 折返跑、

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走平衡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灵敏性、爆发力、

力量性、协调性、柔韧性、平衡性。测量工具主要有秒表、标志带、皮尺、方格地垫、体前屈测

量仪器、平衡木等。 

4 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身体形态的比较与分析 

表 4.1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女身体形态差异性的比较（n=30） 

性

别 
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前

（ Ds ） 

实验后

（ Ds ） 

实验前

（ Ds ） 

实验后

（ Ds ） 

男

童 

身高（cm） 145.80±3.21 147.30±2.99** 146.40±2.58 147.53±2.51 

体重（kg） 32.80±2.52 33.47±2.32** 32.19±1.97 34.88±1.03 

女

童 

身高（cm） 143.80±2.46 146.90±2.16** 143.40±2.12 145.27±2.05 

体重（kg） 31.80±2.43 32.45±2.25** 31.23±1.56 33.82±1.49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从上表可得出，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身高和体重均有所增加。儿童生长迅速，在一

学期的教学中其身高和体重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实验组儿童的身高在实验后的增加

幅度较大，而体重在实验后的增加幅度要相对较小，说明体适能课程有助于儿童的身高增长。

在身高方面，实验组男童、女童在实验后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对照组，实验组男童在实验后的

增长要大于女童；体重方面，实验组男童、女童在实验后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对照组男童，实

验组男童在实验后的增长要高于女童。说明通过体适能课程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儿童的身体

代谢，促进了儿童的生长。对于对照组来说，不管是男童还是女童，实验前后的身高和体重

虽同样有所增加，但是实验前后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说明对照组儿童身高、体重的增加

来自于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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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运动能力的比较与分析 

表 4.2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女组内运动能力的比较（n=30） 

性

别 
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前

（ Ds ） 

实验后

（ Ds ） 

实验前

（ Ds ） 

实验后

（ Ds ） 

男

童 

10m 折返跑

（s） 
10.12±1.15 7.15±1.02** 10.35±1.78 9.22±1.66** 

立 定 跳 远

（cm） 
188.41±15.46 206.44±13.28** 189.31±16.42 192.20±13.25** 

网球掷远（m） 8.39±1.16 9.43±1.05** 8.27±1.05 8.96±1.04** 

双脚连续跳

（s） 
9.98±4.12 7.01±3.46** 9.99±4.23 8.05±3.35 

坐位体前屈

（cm） 
12.04±1.54 18.64±1.39** 11.98±3.44 14.25±3.15** 

走平衡木（s） 12.08±6.12 6.85±4.32** 11.75±7.57 8.59±6.52 

女

童 

10m 折返跑

（s） 
10.90±3.22 8.33±2.66** 10.98±2.69 9.25±2.52** 

立 定 跳 远

（cm） 
158.39±13.31 172.20±10.23** 159.86±12.38 165.10±10.26 

网球掷远（m） 7.17±1.18 8.32±1.06** 7.15±1.43 7.48±1.22 

双脚连续跳

（s） 
11.87±3.12 6.17±2.54** 11.95±2.85 10.22±2.36** 

坐位体前屈

（cm） 
12.92±1.98 20.44±1.53** 13.01±2.43 16.52±1.52** 

走平衡木（s） 12.06±7.32 5.65±4.26** 12.29±6.65 9.39±5.2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上表中可得，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儿童的运动能力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实验

组儿童的运动能力提升更好。实验组实验后，在 6 个项目当中的提升程度更大，实验组在实验前

后的运动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实验后的水平已经达到该年龄段的中上等层次。在对照组

方面，实验后，在 6 个项目当中有一定的提升，但是不如实验组提升效果明显。在实验前后，不

管是男童还是女童，其运动能力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以实验组的男童和女童的运动能

力提升情况更好。在实验组方面，实验后，在 6 个项目当中的提升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对

照组方面，实验后，在 6 个项目当中有一定的提升，但是与实验组相比提升要略差一些。而在 6

个项目当中，对照组男童在实验前后的立定跳远、双脚连续跳、走平衡木 3 个项目上并不具备显

著的差异性。对照组女童在实验前后的立定跳远、网球掷远、走平衡木 3 个项目上并不具备显著

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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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女组间对比差异性结果（n=30） 

性别 指标 
实验后 

P 
实验组 对照组 

男童 

10m 折返跑（s） 7.15±1.02** 9.22±1.66** 0.020 

立定跳远（cm） 206.44±13.28** 192.20±13.25** 0.000 

网球掷远（m） 9.43±1.05** 8.96±1.04** 0.013 

双脚连续跳（s） 7.01±3.46** 8.05±3.35 0.035 

坐位体前屈（cm） 18.64±1.39** 14.25±3.15** 0.000 

走平衡木（s） 6.85±4.32** 8.59±6.52 0.023 

女童 

10m 折返跑（s） 8.33±2.66** 9.25±2.52** 0.035 

立定跳远（cm） 172.20±10.23** 165.10±10.26 0.000 

网球掷远（m） 8.32±1.06** 7.48±1.22 0.010 

双脚连续跳（s） 6.17±2.54** 10.22±2.36** 0.029 

坐位体前屈（cm） 20.44±1.53** 16.52±1.52** 0.000 

走平衡木（s） 5.65±4.26** 9.39±5.23 0.031 

上表得出，不管是男童还是女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运动能力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

是实验组在运动能力方面提升幅度要比对照组大一些。从不同性别儿童的视角来看，其运动能力

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实验组中男童在实验后，其运动能力中的 10m 折返跑、立定跳远 2 个项

目要比女童成绩好一些。对照组中男童在实验后，则是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走平衡木 3 个项

目要比女童成绩好一些。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在 6 个运动体测项目当中，男童和女童在 10m 折返

跑、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走平衡木 4 个项目均在 0.05 水平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立定跳远

和坐位体前屈这 2 个项目在 0.01 水平上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通过 6 个项目进行衡量儿童运动能力，体适能课程对儿童运动能力的影响是较为

显著的。双脚连续跳、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平衡木、10 米折返跑的成绩得到了显著提升，说

明体适能课程有效提高了儿童的速度性、爆发力、柔韧性、平衡能力以及灵敏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体适能课程有利于促进儿童身体形态的改善，促进儿童身高的进一步增长。身高方面，

实验组男童、女童在实验后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对照组，实验组男童在实验后的增长要大于女童；

体重方面，实验组男童、女童在实验后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对照组男童，实验组男童在实验后的增

长要高于女童。 

5.1.2 体适能课程有利于促进儿童运动能力的提升，男童、女童均在运动能力各项目中有较

大程度的提升。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童、女童在运动能力各项目中均有提升。实验组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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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的运动能力提升程度更高，实验后水平达到该年龄阶段中上等水平。 

5.1.3 体适能课程有利于儿童灵敏性、柔韧性、平衡性、速度性、耐力以及力量性、爆发力的

提升。在灵敏性方面男童的提升程度要大于女童，在柔韧性方面女童在坐位体前屈项目中的提升

程度要大于男童；在平衡性方面女童在走平衡木项目中的提升程度要大于男童；在速度、耐力、

力量以及爆发力方面提升程度更大。 

5.2 建议 

5.2.1 遵循儿童自身生长发育规律设计体适能课程 

考虑到男童、女童的生长发育曲线的差异以及心理、运动能力的不同，体适能课程的教学应

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生长发育规律来设计，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实际情况，定期为儿童进行体

质健康检测，合理安排体适能课程，循序渐进地开展体适能课程教学。比如说，女童在运动能力

方面整体上要弱于男童，那么在体适能课程设计当中强度要小于男童，内容上也应与女童的实际

运动情况相符，确保儿童身体形态的正常生长，从而更好地改善儿童的身体形态，提高儿童的运

动能力。 

5.2.2 拓展学校体育教学及课外活动中的体适能训练 

学校方面应加强对儿童体适能课程的推广重视度，一方面增加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强对

师资力量的提升。在资金方面，学校应设有体适能课程教学的专项资金，包括体适能课程设计、

研发，以及体适能课程教学过程中相关的基础设施，为儿童的体适能课程教学提供良好的平台和

环境。在师资力量方面，学校应组织体育教师、教练员等学习体适能课程教学的方法，并对体适

能课程设计等方面进行培训，提高教师及教练员的教学水平。此外，学校的体育课程、课外体育

活动中也应充分结合体适能训练，增强儿童的体质健康，从而为儿童的运动能力提升营造良好的

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课程教学环境。 

5.2.3 依据儿童性别差异合理运用体适能分层教学 

鉴于男童、女童生长发育与运动能力的不同，体适能课程教学应进行男童女童的分层教学。

针对男童的体适能课程教学，应在继续加强男童灵敏性、速度、耐力以及爆发力方面的训练，并

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柔韧性、平衡性方面的训练。比如说，在针对男童的体适能教学中，教师可以

在引导男童模仿正确的动作基础上，发展身体的移动技能、平衡技能、协同发展协调、平衡力量

等素质，从而提高男童的动作技能与体能基础；针对女童的体适能课程教学，应继续加强柔韧性、

平衡性方面的训练，并在基础上尝试加大女童在灵敏性、速度、耐力以及爆发力方面的训练，以

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进一步提高儿童的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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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苏州探索与优化路径 

刘  宁 

（苏州大学） 

摘  要：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体育强国的内在需求。体

育消费试点城市是我国探索体育消费增长经验的重要战略行动。苏州市成为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建设举措。展现出强化顶层设计提振体育消费、丰富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供

给、实施惠民行动激活居民体育消费、打造体育赛事名城引导体育消费、促进全民健身扩大体育

消费人口的建设情况。存在消费业态间的融合度不足、消费供给的苏州特色欠缺、体育消费城际

吸引力较弱、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不活的困境。为此应立足困境深化体育消费业态融合、发掘

体育消费的苏州特色、打造城际体育赛事、激活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的优化路径，促进苏州体

育消费试点城市的完善。 

关键词：苏州市；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优化路径 

全民健身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带有体验经济特征的体育消费释放出巨大需求，体育消费

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体育消费的深层次目标逐渐指向缓和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在供求平

衡中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为了推动体育消费的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国

家开始推行体育消费城市的试点工作，力求将体育消费的经验探索融入城市建设之中。2020 年 8

月，苏州市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首批 40 个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之一。与此同时，苏州

市依托自身的经济基础、政策优势、体育资源等条件，开展了一系列拉动苏州体育消费的行动举

措。2022 作为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收官之年，苏州市围绕激发体育消费、建设体育消费城市这一

既定目标的相关行动成果如何、发展困境有哪些、如何促进优化提升是苏州市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建设过程中的必然思考。本文将立足建设情况、发展困境、优化路径三大核心问题总结苏州市体

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行动，以期促进苏州市体育消费工作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体育

消费需求。 

1 苏州市推进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情况 

1.1 强化顶层设计提振体育消费 

苏州市政府为了创造更好的体育消费环境和体育营商环境，通过政策规划引领体育消费增

长，强化了各个工作维度的顶层设计。相继编制出台《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苏州市市级体育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州市市级体育产业补贴项目实施细则》《苏州市市级体育产业贷款贴息

项目实施细则》等文件全力扶持体育企业，激活群众体育消费需求。除了政策保障，苏州市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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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设立了专门的体育消费工作领导小组，将小组成员的职责落实到

位、定期研究，在协调配合中形成领导合力，共同推进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此外，

苏州市政府落实对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的资金保障。进一步扩大“体融通”担保贷款项目的范围，

解决体育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为了切实推进体育赛事开展、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消费优惠等行

动，苏州市每年将安排 1.2 亿元的本级财政资金发展体育产业，利用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体育发展。 

1.2 丰富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供给 

苏州市从体育消费产品端和体育消费服务端加强供给，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体育消费

需求，进一步拓宽体育消费场景。在体育消费产品端，苏州市加快推动传统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

转型升级，推动人工智能、传感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体育制造领域的应用，提升核心竞争力。

苏州拥有昆山多威、昆山迈橙、QUUENRUN 等地方运动品牌供给体育产品。在体育消费服务端，

苏州市举办“616 江苏彩民节”、“爱运动耀健康”体育消费节（相城专场）暨“环球夏浪节”系

列活动、“体育惠民夜市”系列专项活动、“夜 ZUI 苏州”活动、“姑苏八点半”活动、昆山举办

“共享夜陆家 越夜越精彩”体育夜经济活动。此外，开展山地户外、皮划艇、轮滑、帆船帆板、

卡丁车、击剑、攀岩、城市定向、电子竞技等一批新兴运动。提供运动培训、健身休闲、竞赛表

演、场地服务等消费业务。 

1.3 实施惠民行动激活居民体育消费 

为进一步促进居民的体育消费热情，形成良好的体育消费氛围，苏州从 2018 年开始实施体

育惠民消费行动，推出了以“体育惠民+体育消费”相结合的创新方式，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

育健身消费。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立足构建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服务网络，以为市民提供优

质体育消费项目和产品为出发点， 

依托苏州市民卡 A 卡进行实名身份认证，通过发放“苏州体育惠民卡”、体育惠 

民通兑补贴，开展刷卡“折上折”、体育惠民专项活动等形式实现对广大市民的 

体育消费的精准补贴。2020 年苏州市体育惠民消费行动新增线上线下并行模式，更大程度惠及

市民。苏州市通过折上折补贴、通兑券补贴、专项活动补贴等方式开展了如“援鄂医务人员免费

赠送健身卡”、“清凉一夏，‘游'你更健康”“爱运动享补贴耀健康”“五五购物节，体育惠民消费

秒杀专场”等系列体育惠民消费活动，累计发放体育惠民卡 5 万张，各类体育惠民补贴 998.87 

万元，累计刷卡交易总额达到 6218.91 万元，间接带动消费超 1.6 亿元。 

1.4 打造体育赛事名城引导体育消费 

苏州市在建设体育消费试点城市过程中，高度重视体育赛事对于体育发展的重要性，先后承

办了一系列高水平赛事。形成以“三大球”为重点，“两小球”为亮点，水上、冰雪、户外时尚休

闲项目为特色的体育竞赛项目集群。首先，在大型赛事方面，2020 年首次采用赛会制度的中国足

球协会超级联赛、中足协杯赛都在苏州成功举办，2021 年苏州市又接连承办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

区预选赛附加赛，不仅能提升苏州市的城市形象，满足市民对于体育赛事的观赏需求，也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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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市民的体育消费热情。其次，在大众体育联赛方面，苏州市向体育社会组织、体育类企业

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共同为热爱体育运动的广大市民提供种类多样、形式新颖的体育赛事活动，

打造一系列品牌赛事活动。在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苏州市进一步拓展赛事项目种类，扩大

了赛事活动覆盖面，不仅有国家级、省级的赛事活动，也有深入基层的赛事活动，满足了群众对

全民健身赛事的需求，带动了城市消费升级，苏州市积极以赛事发展带动体育消费，进一步助推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的建设。 

1.5 促进全民健身扩大体育消费人口 

苏州市认识到全民健身与体育消费的互动融合作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进全民

健身“六边工程”。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市有各类体育场地 34237 个，其中室外体育场

地 24622 个，占 71.9%，室内体育场地 9615 个，占 28.1%，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81 平方米。

建成市、县级市（区）和镇（街道）三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开展全民健身系列大课堂、全民健

身志愿小分队、全民健身“五进工程”为市民提供免费健身技能指导服务，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 5 万人。各市、区体育总会覆盖率 100%，建成体育社团 354 家，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394 家，

全市体育社会组织总数 748 家，位列全省第一。以“社会化、经常化、品牌化”为目标，推动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蓬勃开展。持续培育了元旦长跑、假日体育、外企运动会等品牌活动，每年举办

千人以上大型全民健身活动超过 100 项次，组织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5000 余场次。 

2 苏州市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的发展困境 

2.1 消费业态间的融合度不足 

苏州市认识到深化文体旅融合的必要性，以苏州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为契机，与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构建联动机制，互换优质资源，在促进健身休闲旅游、强化赛事旅游效应、培育

体育旅游市场主体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目前，苏州市已建成全国体育

旅游景区 6 个、全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3 个、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3 个、全国旅游精品目的地

2 个。但融合度仍显不足，未将各个业态的优势充分体现，打造成吸引力更强、竞争力更强、更

具品牌特色的体育消费项目。聚焦到具体的体育消费场景来看，体育消费节作为一个集合多业态

呈现的优质体育消费场景，具有健康、娱乐、时尚等主题。但目前举办的体育消费节活动均表现

为体育成分欠缺、业态间联系不紧密的问题。以体育消费节歌林公园站为例，笔者经过实地考察

发现，名为体育消费节活动，但体育相关内容仅在现场热场互动、商业健身房等中有少量体现。 

2.2 消费供给的苏州特色欠缺 

为了打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张城市竞争力，各个城市会设计与城市自身相符的

城市符号，既用于区分其他城市，也用于凸显自身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城市符号可

以是标志性建筑，也可以是城市历史遗迹。而对一个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来说，具有独特的消费符

号也是其重要的特征。独特的消费符号不仅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力量，也能很好的体现出城市的

个性。世界上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消费符号，例如米兰的消费符号是时尚消费，被称之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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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之都；巴黎的消费符号是浪漫消费，被称之为浪漫消费之都；作为体育消费试点城市，苏州

市也应该结合自身在文化、体育、环境等方面的特色，树立独特的消费符号，使人们在进行体育

消费时，将苏州的城市特色深入人心，或者提到苏州市时，期待体验苏州的特色体育消费项目，

实现城市与消费的双向促进。 

2.3 体育消费城际吸引力较弱 

据研究，在 34 个都市圈中，辐射能力最强的是长三角城市群，而长三角地区有 5 个都市圈，

即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这 5 个都市圈是全国一

体化程度最高点区域，而其中的上海则是辐射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带动能力毋

庸置疑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体育消费城市是围绕城市进行的体育消费活动，除了服务本地人群，也可以

服务外地人群，作为体育消费城市建设成果检验的一大指标就是拉动体育消费的总金额。因此，

体育消费城市不仅要加强各项建设满足当地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同样可以考虑利用多种措施拉

动城际之间的体育消费人群实现跨城消费。2021 年，苏州市共开展长三角区域相关赛事活动近 20

项，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人员的跨域流动。但如何打造优质的长三角品牌赛事活动并打造配套消费，

增加苏州市的体育消费吸引力将是未来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一大难题。 

2.4 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不活 

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是指以智能化体育运动场所为条件，以健身人群为基础，以商户入驻

为支撑，以“运动银行”服务平台为载体，以“运动卡币”为纽带，联动相关平台的生态力量，

构建的健身运动消费生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会通过健身运动获取“运动卡币”

和消费权益等形式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健身，在提升广大市民运动频率和质量的同时，盘活体育消

费及衍生消费，串联体育运动、体育用品生产销售与体育消费权益形成闭环，从而构建“体育培

训专业、体育用品专购、体育门票专营”的集成式、一站式服务体系，形成“全民健身+体育消费”

的体育产业新生态圈。苏州市虽然认识到全民健身与体育消费的密切联系，但未充分促进两者的

充分转化，而“运动银行”能够成为串联二者的最佳载体。 

3 苏州市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的优化路径 

3.1 加强消费业态的深度融合，打造优质体育消费场景 

优质的体育消费场景至少具备互动、连接、情感这三大特征。消费并不是单一买卖的过程，

它需要创造更多的互动过程，互动能够获取消费者注意力的投入，增加其对体育消费场景的融入，

促进其对体育消费场景营造氛围的深刻感知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场景就是塑造连接的过程，从体育消费

的角度，就是塑造人与产品或服务的连接。人存在很多需求，需求的满足往往来自外界的供给，

于是产生了消费的过程。但人在场景中的需求既可以是专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体育消费场景中

应该更多的寻求融合和跨界，丰富体育消费场景的供给。现在人们对于消费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基

于对某种实物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而是以一种情感的需求引导着消费行为的发生。通过消费去

表达一种内在情感，体现自身所具有的的个性与爱好，显现出对亚文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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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挖掘体育消费城市建设的苏州特色，加强体育消费的城市吸引力 

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其特殊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特点。苏州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

对传统文化保存良好的城市。在独特的历史和人文氛围下，苏州 有着不拘一格的造园景观以及

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和个性。例如，围绕园林这一宝贵财富生产体育消费性的产品和服务，可

以根据园林的位置特征发动城市体育马拉松活动，设计具有园林特色的体育运动器材、运动服饰，

使每一位参加园林马拉松的参赛者不仅能够在奔跑中享受健康运动的快乐，还能领略苏州园林的

无限魅力。 

3.3 努力打造城际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城市间的体育互动与消费互动 

城际体育赛事活动作为促进各个城市人群间流动的一大载体，提升其赛事吸引力，充分发挥

其拉动人群跨城流动消费的作用，一要提升其赛事的品牌性，二要提升其赛事的服务性，三要提

升其赛事的联动性。体育赛事品牌的定位十分重要。定位是建立品牌的灵魂，强势而独特的体育

赛事品牌定位意味着它在目标受众中保持着可信、可持续和排他性的地位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成功的体

育赛事品牌定位是基于城市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指城市所拥有的体育资源，

外部因素是指目标受众的偏好需求。赛事的服务性则体现在赛事组织过程中的赛事物资、赛事人

员、赛事场地等方方面面。城际体育赛事则更要求赛事沟通城市的联动上，需要在体育赛事上营

造城市间意识形态的共鸣。 

3.4 联动全民健身与体育消费，激活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 

体育健身、体育用品和体育竞赛是全民健身不可或缺的体现，从这三方面出发能够准确认知

出全民健身对体育消费的促进作用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激活体育健身运动消费生态，要探索建立“体育

运动银行”，发展体育消费新模式。以智慧体育 APP 为服务载体，以赛事运营为切入点，以赛事

报名为入口，精准定位参赛人群画像，拓展体育消费需求。建立“体育运动银行”，将群众运动

数据、参赛数据转化为体育积分，鼓励购买线上线下的体育商品或体育场馆服务及赛事服务。探

索多样化体育消费场景，通过体育惠民卡实现体育消费券的普惠发放和精准定向发放，提升群众

健身的积极性，加速非体育人群转化，激发体育消费新潜力，发展体育消费新模式。因此，要夯

实数字基础设施，扩大体育服务供给。以智慧体育建设为契机，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5G 等新技术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快捷实现体育场馆、体育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 

4 结语 

面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更高效

地拉动体育消费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一极，体育消费领域应该正确审视现状，抓住增长落点，

反复掂量，合理布局，从而释放体育市场的消费活力，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作为体育消费增长

的重要战略，如何塑造更优质的体育消费城市，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体育消费体验是拉动体育消费

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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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运动水平及体质健康联合关联的无监督聚类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 

付  悦 1   谭旭男 2 

（苏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1，上海体育学院 2）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确定苏州市成年人体成分、腰臀比、各项身体素质指标等如何在高维空间聚

集在一起，并分析总结所确定的聚类在体质、运动水平及疾病风险方面的特征，为智能体质监测反

馈提供技术支持。方法：选取苏州市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成年人（20-60 岁）数据进行分析，男性

968 人，女性 970 人。kmeans 聚类分析用于识别聚类。主成分分析（PCA）用于降维。不同簇的指

标之间使用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检查体质健康特征的差异(P<0.05)。结果：通过腰围、臀围、VO2max

三个指标进行聚类效果最佳，男性和女性分别确定了 3 个集群，其中男性分为：体型正常、体能较

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3），体型正常或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一般、全因死亡中风险组

（类别 1），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全因死亡高风险组（类别 2）。女性分为体

型正常、体能较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1），体型正常、体能一般、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3），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全因死亡风险高组（类别 2）。结论：苏州市成年人

体质健康指标在高维空间中以不同的模式聚集在一起，男性、女性各分为三类，可以用来描述苏州

市成年人体质分布情况；体型正常的人各项体能和身体素质优于体型肥胖（以中心性肥胖为主）的

人，体型和腹部脂肪堆积与运动能力有关；体能较差可能也与全因死亡风险有关。 

关键词：kmeans；无监督机器学习；体质健康；体力活动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how body composition， waist-to-hip ratio， 

and various physical fitness indicators of adults in Suzhou are clustered together in a high-dimensional 

space， and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ntified clusters in terms of physical 

fitness， exercise level， and disease risk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physical fitness 

monitoring feedback. Methods: Data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monitoring adults (20-60 

years old) in Suzhou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968 males and 970 females.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cluster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f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were examined between indicators of different clusters using 

ANOVA and chi-square test (P<0.05). Results: The best clustering effect was performed by three 

indicators of waist circumference， hip circumference， and VO2max， and three clusters we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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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n and women， respectively， in which men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body size， better physical 

fitness， and low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3)， normal body size or predominantly central 

obesity， fair physical fitness， and medium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1)， and obese and 

predominantly central obesity， poor physical fitness， and all-cause The group with high risk of all-

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2). Female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body type， good physical fitness， and 

low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1)， normal body type， average physical fitness， and low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3)， and obese and predominantly centrally obese， poor physical 

fitness， and high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category 2). Conclusion: Physical health indicators of 

adults in Suzhou are clustered together in different patterns in high-dimensional space， with three 

categories for men and three categories for women， which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fitness of adults in Suzhou; people with normal body size have better various physical fitness 

and physical quality than those with obesity (predominantly central obesity)，  and body size and 

abdominal fat accumul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exercise capacity; poorer physical fitness may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all-cause mortality risk. 

Keywords: kmeans；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Physical Health；Physical Activity 

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1]，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

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一定程度上讲，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启了

我国大数据建设的新篇章。全会之后，我国国民体质监测正在逐步重视运用大数据的信息技术支

撑功能，但是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信息技术支持来提升我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2]。 

苏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每年要开展体质监测工作，数据量很大，对于体质监测数据利用方

面还有所欠缺。传统的体测数据处理只对体质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单独分开讨论，这是不正确的

[3]，其分析结果往往是孤立的，不能完全利用数据中的信息，错失很多有用的信息，易产生不准

确的结论；其次传统的研究多从体质水平变化趋势、各地体质状况与影响因素方面进行分析，一

般采用简单的方差分析，横向或纵向的比较不同组别间的差异，或者寻求单一指标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的维度通常较小，所以对数据的利用并不充分
[4]。为了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充分利用好苏

州市体质监测数据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合理的反馈，就需要借力大数据的优势，其中聚类分析就是

将高维多特征数据依样本点之间的相似度进行类别划分的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本研究拟通过

kmeans 聚类分析算法，对苏州市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进行无监督聚类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kmeans 聚类 

Kmeans 算法，也称为 K-平均或 K-均值，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聚类算法，该算法先随机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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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个样本作为 K 个簇的初始质心，然后将所有样本指派到最相似的簇，之后重新计算每个簇的质

心。算法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循环迭代，直到满足停止标准（没有数据点更改簇，距离总和最

小化，或者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一般地，平方误差达到最小时，聚簇结果满足（1）： 

， distance ， getCluster  distance .          (1) 

其中， p 表示样本，PC 表示样本集合， distance()表示样本与聚簇中心的距离，

getCluster()表示样本所属聚簇中心，M 表示聚簇个数，Ci 表示第 i 个聚簇。  

该算法可能收敛于局部最优解，因此使用随机起始质心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如果实验前

不知道真实标签数量，则可以使用肘部规则（elbow rule）、轮廓系数、交叉验证等方法选择 K 值。 

轮廓系数是评价 kmeans 模型的重要指标，轮廓系数得分越高，与具有更好定义簇的模型相

关。轮廓系数是为每个样本定义的，由两个分数组成：样本与同一类中所有其他点之间的平均距

离，样本与下一个最近簇中所有其他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单个样本的轮廓系数如下： 

𝑠 =
𝑏 − 𝑎

max(𝑎，𝑏)
(2) 

要找到 KMeans 的最佳 k 值，需要循环遍历 KMeans 中所有族的 k 值，并计算每个样本的轮

廓系数。较高的轮廓系数表示对象与其自身簇匹配良好，而与相邻簇匹配较差。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苏州市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成年人部分，年龄在 20-60 岁之间，男性 968 人，女

性 970 人。 

2.3 体质健康及体力活动测试方法 

以《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的测试方法为标准。测试内容分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

素质三个方面。身体形态为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身体机能为肺活量、台阶测试；身体素质

为握力、背力、纵跳、坐位体前屈、选择反应时、闭眼单脚站，俯卧撑，1 分钟仰卧起坐，最大

摄氧量（VO2max）（间接法）。 

2.4 数据分析 

首先对国民体质健康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包括缺失值、异常值、数据重复及不均衡等问题。

其中缺失值使用均值插补法进行填充；离群点是远离数据集中其余部分的数据，这部分数据可能

由随机因素产生，也可能是由不同机制产生。如何处理取决于离群点的产生原因以及应用目的。

本研究将基于国民体质监测现实情况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数据进行剔除（如最大摄氧量=160）。

针对数据冗余的问题，本研究将利用相关性热图对高相关性的数据进行筛选，以降低数据维度，

减少冗余。多指标评价体系中，由于各评价指标的性质不同，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当

各指标间的水平相差很大时，如果直接用原始指标值进行分析，就会突出数值较高的指标在综合

分析中的作用，相对削弱数值水平较低指标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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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结构化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统一量纲。 

根据《国民体质健康等级标准》对身体质量指数 BMI（体重/身高 2）进行分类。根据《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对腰臀比（WHR，腰围/臀围）进行分类。依据腰臀比指数进行风险等级分类。 

为了识别不同的身体活动模式、体质健康状况如何聚集在一起，使用 kmeans 无监督聚类算

法进行建模。本研究利用肘部规则（）和轮廓系数来选择最佳的簇数（K 值）。轮廓系数范围从 -

1 到 +1，值越高表明聚类分类越强。 

方差分析用于比较结构化数据间的差异；卡方分析用于比较 BMI 分类、腰臀比分类和风险因

素，所有方差分析和卡方分析的 Alpha 设置为 0.05。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选取 1938 名受试者进行研究，其中男性 968 人、女性 970 人。体质监测及相关数据描

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苏州市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成年人基本信息 

 男性 女性 

数量 968 970 

年龄 39.41±11.35 39.62±11.28 

对所有输入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去除高相关特征以降低数据维度、减少冗余。相关性热图

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所有特征均清晰可解释，全部纳入模型。对所有特征进行数据清洗，利用

均值插补法处理缺失值，最后根据现实情况对离群值和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进行剔除。 

 

图 1 相关性热图矩阵 

3.2 Kmeans 聚类结果 

k-means 是以最小化样本与质点平方误差作为目标函数，将每个簇的质点与簇内样本点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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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距离误差和称为畸变程度(distortions)，那么，对于一个簇，它的畸变程度越低，代表簇内成员

越紧密，畸变程度越高，代表簇内结构越松散。 畸变程度会随着类别的增加而降低，但对于有一

定区分度的数据，在达到某个临界点时畸变程度会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缓慢下降，这个临界点就

可以考虑为聚类性能较好的点。基于这个指标，我们可以重复训练 k-means 模型，选取不同的 k

值，来得到相对合适的聚类类别（簇内误方差(SSE)）。 

 

图 2 肘部法则结果 

本研究选择“K”为 3。为了检查我们选择的“K”值是否合适，使用轮廓系数指数(Silhouette 

Coefficient）进行验证。它表示用于评估 KMeans 的聚类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 K 值越高，可能

不会产生有用且有意义的簇。轮廓系数指数结果如图 3。 

 

图 3 轮廓系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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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3 进行分析，每个类别占比情况如图 4。其中男性类别 1 为 51.4%，类别 2 为 27.2%，

类别 3 为 21.4；女性类别 1 为 39.2%，类别 2 为 32.1%，类别 3 为 28.7%。 

 

图 4 聚类占比情况 

本研究使用高维数据进行聚类，选取其中 3 个指标（腰围、臀围、VO2max）进行可视化并观

察聚类效果，三维可视化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类别低维可视化 

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即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数据降维算法

（非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其最主要的用途在于“降维”，通过析取主成分显出的最大的个别

差异，发现更便于人类理解的特征。也可以用来削减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中变量的数目。PCA 的

主要思想是将 n 维特征映射到 k 维上，这 k 维是全新的正交特征也被称为主成分，是在原有 n 维

特征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出来的 k 维特征。本研究将高维数据映射到 2 维，并进行可视化（图 6）。 

https://so.csdn.net/so/search?q=PCA&spm=1001.2101.300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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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 PCA 降维后的二维可视化 

3.3 集群之间的 BMI 及 WHR 差异 

3.3.1 男性集群之间的 BMI 及 WHR 差异 

男性以 WHR≥0.9 为腹型肥胖划分的标准，图 7 为 3 个类别腹型肥胖及正常 WHR 计数统计

结果。可以发现类别 3 中正常 WHR 占比最高（82.7%），类别 2 中腹型肥胖占比较高（67.9%），

类别 1 中腹型肥胖占比（50.3%）略高于正常 WHR。 

 

图 7 男性腹型肥胖群组计数图 

男性以不同数值区间对 BMI 进行划分，每个类别中 BMI 类别样本数如图 8 所示。可以发现

类别 3 中正常体重占比最高（75.1%），体重过轻（15.8%）和超重占（9.1%）比较低，无肥胖样

本。类别 2 中超重(49.2%)和肥胖(49.2%)占比最高并且两者基本一致，正常体重占比较低(5.6%)，

无体重过轻样本。类别 1 中超重占比最高(51.3%)，其次是正常体重(41.7%)，肥胖占比最低(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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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男性 BMI 分类群组计数图 

3.3.2 女性集群之间的 BMI 及 WHR 差异 

女性以 WHR≥0.85 为腹型肥胖划分的标准，图 9 为 3 个类别腹型肥胖及正常 WHR 计数统

计结果。可以发现类别 2 中正常腹型肥胖占比最高(57.7%)，类别 3 中正常 WHR(74.3%)占比高于

腹型肥胖（25.7%），类别 1 中正常 WHR（81.8%）占比高于腹型肥胖（18.2%）。 

 
图 9 女性腹型肥胖群组计数图 

女性以不同数值区间对 BMI 进行划分，每个类别中 BMI 类别样本数如图 10 所示。可以发现

类别 3 中正常体重占比最高（82.4%），体重过轻（11.6%）和超重（3.3%）占比较低，无肥胖样

本。类别 2 中超重占比最高（60%），其次是正常体重（25.7%），肥胖占比最低（14.2%），无体重

过轻样本。类别 1 中正常体重占比最高（81.7%），其次是超重（8.5%），体重过轻占比最低（3.2%），

无肥胖样本。 

 
图 10 女性 BMI 分类群组计数图 



 

220 

3.4 集群之间的运动能力差异 

3.4.1 男性集群之间的运动能力差异 

类别 3 的男性腰围低于其他两组（P＜0.05），身体素质数据方面也呈现较好的水平，纵跳成

绩、跪姿俯卧撑和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显著优于其他两组，单脚闭眼站及坐位体前屈测试结果最

优，但与其他两组无显著性差异，VO2max 最优，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类别（表 2）。 

类别 2 的男性腰围最大且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类别；握力背力最好且与其他两组均有显著性差

异（P＜0.05），其他身体素质都较差。 

类别 1 的男性纵跳、跪姿俯卧撑低于最佳类别 3 但无显著性差异，VO2max 显著低于类别 3，

该组受试者健康状况一般，大部分受试者有超重和肥胖风险，相比于类别 2 有所提升。 

表 2  男性 3 个类别间运动能力比较 

测试指标 
类别 

F P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腰围 87.59±5.49 100.20±5.671） 75.98±5.741）2） 910.8 0.0001 

肺活量 3500±801.3 3710±856.41） 3358±765.32） 9.36 0.0001 

握力 43.49±7.06 46.95±7.541） 41.08±7.031）2） 32.7 0.0001 

背力 113.9±25.28 118.6±26.65 102.1±22.931）2） 24.3 0.0001 

纵跳 32.74±8.49 30.74±6.691） 32.84±9.262） 4.25 0.0145 

跪姿俯卧撑 23.53±11.17 21.08±9.131） 24.08±10.402） 4.56 0.0107 

1 分钟仰卧起坐 23.71±7.68 22.41±7.02 24.35±7.832） 3.28 0.0382 

坐位体前屈 6.61±9.19 6.34±10.39 7.99±9.46 1.94 0.1436 

单脚闭眼站 34.39±21.87 33.78±19.01 36.53±20.45 1.01 0.3633 

选择反应时 0.74±0.13 0.61±0.11 0.62±0.13 0.8 0.4492 

最大摄氧量 41.08±11.39 35.66±7.531） 46.85±9.881）2） 56.66 0.0001 

注：与类别 1 比较：1）p＜0.05；与类别 2 比较：2）p＜0.05  

3.4.2 女性集群之间的运动能力差异 

类别 1 的女性 WHR 正常占比最高（81.8%），其中肺活量、背力、纵跳、1 分钟仰卧起坐、

选择反应时均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类别（P＜0.05），该类别受试者健康状况良好，运动水平相比其

他两组较高，整体体质水平最优。 

类别 2 的女性 WHR 肥胖占比较多（57%），腰围最大且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类别，其中肺活

量、背力、纵跳、跪姿俯卧撑、坐位体前屈、单脚闭眼站、选择反应时、VO2max显著低于其他两

个类别（P＜0.05）。 

类别 3 的女性腰围显著低于其他两个类别（P＜0.05），肺活量、握力、背力及纵跳、1 分钟

仰卧起坐、选择反应时显著低于类别 1；握力、背力、纵跳、坐位体前屈、单脚闭眼站和 VO2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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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类别 2。 

表 3 女性 3 个类别间运动能力比较 

测试指标 
类别 

F P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腰围 74.34±5.13 85.96±6.291） 71.65±5.841）2） 568.2 0.0001 

肺活量 2659±660.5 2441±710.81） 2452±688.41） 9.58 0.0001 

握力 27.62±5.79 27.38±5.51 24.67±5.331）2） 30.61 0.0001 

背力 69.86±15.06 58.83±15.711） 51.06±12.591）2） 139 0.0001 

纵跳 23.60±4.91 20.19±4.241） 21.78±4.531）2） 41.49 0.0001 

跪姿俯卧撑 18.32±7.14 15.05±6.671） 17.20±7.662） 16.07 0.0001 

1 分钟仰卧起坐 24.09±7.37 20.59±6.911） 21.50±6.961） 19.46 0.0001 

坐位体前屈 10.78±8.58 8.64±7.931） 10.58±7.922） 6.682 0.0013 

单脚闭眼站 39.06±23.71 32.76±20.201） 39.43±23.802） 8.843 0.0002 

选择反应时 0.63±0.11 0.67±0.131） 0.67±0.141） 11.99 0.0001 

最大摄氧量 43.20±12.06 36.27±8.551） 46.31±13.141）2） 67.18 0.0001 

注：与类别 1 比较：1）p＜0.05；与类别 2 比较：2）p＜0.05  

4 讨论 

身体质量指数（BMI）用于衡量一个人的肥胖程度和营养水平，BMI 值过大是罹患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等肥胖相关疾病的危险因素
[5]，而且 BMI 值的增加与患食道腺癌、男性结肠癌和直

肠癌、胆道系统和胰腺癌、绝经前妇女的子宫内膜癌、肾癌和多发性骨髓瘤的风险增加有关
[6]。

但 BMI 也有不足，它无法体现脂肪分布情况，一个身材匀称和腰腹部有脂肪积累的人，BMI 值

可能相同。中心性肥胖（腹型肥胖）指的是人体内脂肪沉积是以心脏、腹部为中心而开始发展的

一种肥胖类型。女性腰臀比（WHR）≥0.85、男性≥0.09 说明属于中心性肥胖，WHR 可以更好

地反映脂肪是否更多的分布在腹部，它比 BMI 更能预测全因死亡风险
[7，8]，如 WHR 每增加 0.1，

子宫癌症的风险就增加 21%
[9]。随着 WHR 增加，全因死亡风险也增加，说明脂肪积累在腹部的

健康风险更大。因此，BMI 及 WHR 是预测全因死亡风险及癌症发病的有效指标，对于体质健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这两个指标作为集群的类别研究，并且作为集群风险标签的依据。 

聚类后，类别 3 的男性 BMI 及 WHR 大部分均处于正常范围，纵跳、跪姿俯卧撑、仰卧起

坐和 VO2max成绩明显好于另外两组（P＜0.05），闭眼单脚站和坐位体前屈成绩好于另外两组但无

显著性差异，说明类别 3 的男性体型正常，全因死亡风险低，爆发力、上肢力量、腰腹核心力量

和有氧能力素质较为优秀，平衡能力和柔韧性正常，但肺活量较其他两组低（P＜0.05），可能由

于肺活量与身材有关，体型大或绝对体重大的人肺活量较高，这一类别的男性需继续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维持体重和 WHR，发展力量的同时兼顾柔韧和平衡的发展。类别 2 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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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超重和肥胖较多，其中以腹型肥胖为主，肺活量大，纵跳、跪姿俯卧撑及 1 分钟仰卧起坐低于

类别 3（P＜0.05），坐位体前屈、单脚闭眼站最差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VO2max最低，但握

力、背力值较高，说明类别 2 的男性以肥胖居多，尤其是以腹型肥胖为主，全因死亡风险高，爆

发、核心力量、平衡、柔韧和有氧能力都最差，但上肢力量和背力较好，原因可能是绝对力量与

体重有关，类别 2 的男性超重和肥胖居多，所以部分绝对力量较好，这一类别的男性需要减轻体

重、清淡饮食，增加运动习惯，发展核心力量以降低腰围，此外积极发展爆发力、核心力量、平

衡、柔韧和有氧能力。类别 1 的男性一半体型正常，一半有中心性肥胖，各项身体素质和全因死

亡风险介于类别 2 和类别 3 之间，类别 1 中体型正常的男性要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

惯，有中心性肥胖的男性要着重加强腰腹核心训练，减少内脏脂肪，降低疾病风险。 

类别 1 的女性绝大部分 BMI 正常，少部分有腹型肥胖，肺活量、握力、背力、纵跳、跪姿俯

卧撑、1 分钟仰卧起坐、选择反应时成绩都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坐位体前屈和单脚闭眼

站成绩与类别 3 无显著差异（P＞0.05）且显著高于类别 2（P＜0.05），说明类别 1 的女性大部分

体型正常，全因死亡风险低，各项身体素质和有氧能力都很好，运动能力较强，这一类别的女性

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部分腹型肥胖的人注意加强核心锻炼和避免久坐。类别 2

的女性 BMI 值大部分属于超重，以中心性肥胖居多，全因死亡风险高，再加上各项运动能力都是

最差的，急需注意减少体重和加强各项身体素质的发展，培养运动习惯。类别 3 的女性 BMI 值大

部分处于正常，极少超重，少部分属于中心性肥胖，全因死亡风险低，身体素质方面，除握力较

差之外其余素质都适中，在类别 1 和类别 2 之间，这一类别的女性要保持生活习惯，培养运动习

惯，适当加强体育锻炼。 

聚类后，通过对各组 BMI、WHR 和运动能力的差异分析，可以看出，男性体型正常、体能

较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3）分为一组，和女性体型正常、体能较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

（类别 1）分为一组，说明体型正常的人各项体能和身体素质优于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

的人，体型和腹部脂肪堆积与运动能力有关；并且男性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

全因死亡高风险组（类别 2）分为一组，女性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全因死

亡风险高组（类别 2）分为一组，结合上文文献，印证了肥胖（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与全因死亡

风险有关，提示体能较差可能也与全因死亡风险有关。 

5 结论 

①本研究选取其中腰围、臀围、VO2max 三个指标进行聚类效果最佳，其中男性分为：体型正

常、体能较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3），体型正常或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一般、全因死

亡中风险组（类别 1），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全因死亡高风险组（类别 2）。

女性分为体型正常、体能较好、全因死亡风险低组（类别 1），体型正常、体能一般、全因死亡风

险低组（类别 3），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体能较差、全因死亡风险高组（类别 2）。 

②体型正常的人各项体能和身体素质优于体型肥胖且以中心性肥胖为主的人，体型和腹部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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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堆积与运动能力有关；体能较差可能也与全因死亡风险有关。 

研究不足： 

本研究探索了高维空间中体质健康聚类的相关问题，也对体质测试数据聚集情况进行了简要

分析，但由于测试数据维度较少且样本量不足等因素，本研究未能发现更深层次的机制机理，未

来需要再采集更多类型数据的基础上挖掘更有意义的高维信息，并探索更多的体质健康高维数据

聚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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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江苏省 Y 市综合体育场馆项目的个案研究 

张孝鑫   李燕领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构建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是推动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本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公共体育

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实践案例，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江苏省 Y 市综合体育场馆 PPP

项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情况。从逻辑层面尝试构建了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

务 PPP 项目的分析框架，在阐述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现实逻辑的基础上，通

过本文构建的逻辑分析框架，分析其在开展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协同动机、协同过程与

协同效果，并总结其经验启示。为实现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各主体层面要强化各方协同意识，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管理权和监督权，构建良性互动机制；组

织层面要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与协同关系重构，建立专门的 PPP 项目管理机构，在项目运作全过程推动

信息共享，及时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制度层面要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将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跨界协同与

政府内部的科层协同相结合，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加强协同过程管理。通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在 PPP 项目中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而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多元主体的

协同发展。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PPP 项目；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1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80 年代，PPP 项目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得到了应用，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

机制的创新，PPP 项目以其独特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利益分担机制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广泛实施，

并在体育场馆运营、体育小镇以及体育主题公园等公共服务产品的建设和运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相较于传统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PPP 项目能过够缓解传统供给中高端供给不足、

低端供给数量多、质量差等问题，并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1]。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该意见从行业准入、

投融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的投资活力，明确引导 PPP 项目参与

体育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积极开展 PPP 项目示范
[1]。在一系列政策的引领下，地方政府积极在公

共服务领域开展 PPP 项目，以期更好的满足当前我国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要求。但目前我国公共

体育服务领域 PPP 项目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协同度不足，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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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协同动机不强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造成了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质量不

高，协同机制效果不明显情况等问题
[1]。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引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长效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公共体育服务事业，从中央层面进一步说明了推动地方政府开

展政社合作的决心。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针对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发展困境以及不同区域

间协同治理实践进行研究，缺乏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研究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中的治理实

践。因此，本文立足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地方实践，

以江苏省 Y 市综合体育场馆 PPP 项目为例，探讨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现状

并构建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提高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能力提供

理论帮助。 

2 地方政府实施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现实逻辑 

现实逻辑是指社会现实发展中表现除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与本质

属性，解答地方政府需要做什么的治理问题
[3]。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

既是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的机制创新。 

2.1 协同治理：地方政府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改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行政体制改革，而是经历了从管理到“善治”，

从单一视角转向多主体、多学科、多维度立体透视的协同治理。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

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事权责任，面对公众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需要协同社会主体在公共体

育服务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通过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治理机制，满足多元化体育需求。另

一方面，长期以来以政府单一主体治理的治理模式带来了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总量不足、结构

失衡、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需要通过吸纳多元主体以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来扭转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的困境
[4]。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是地方政府基本职能，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协同治理成为地

方政府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在需求。 

2.2 PPP 项目：地方政府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的机制创新 

在我国分税制的基本财政制度下，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常常在“政绩导向”的理念中被忽视。

例如，相关学者在针对县域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的研究中发现，政府供给的困局在于财政

投入的逐年增加难以匹配公共体育服务在公共/事业领域中的地位，部分下级政府甚至没有设置

相应的体育项目预算
[5]。PPP 项目的运作模式广义上是在政府行政部门与私营部门相互合作的框

架下，使双方的资源配置达到合理利用，从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使得各参与方可

互利共赢。此外，PPP 项目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发展潜力也得到证实，鸟巢、深圳大运中心以

及湖北黄石体育公园项目都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形式，吸纳了社会资金，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因此，PPP 项目的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发展有效的提高了地方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方

面的效能，也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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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政府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协同治理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政府在传统治理模式中的碎片化问题，是构建有效治理结构的研

究范式
[6]。结合项目运行过程针对具体实践案例的研究，应当针对公共体育服务领域 PPP 项目中

涉及到的项目运行机制、主体之间的关系、治理效果进行分析，因此从协同治理理论对地方政府

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运作进行分析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理论与治理理

论结合的产物，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7]。DonnaJ 和 BarbaraGray（1991）基于组织理论

对协同治理过程构建了前期-过程-结果分析框架，认为协同治理过程包括前期阶段、过程阶段和

产出阶段，不同阶段之间的过渡和转化需要达成一定的转化条件
[8]。Ansell 和 Gash（2007）通过

对协同实践案例的考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构建了协同治理理论的权变模型，该模型由初始条

件、领导力、制度机制、产出构成
[9]。廖甜（2019）基于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制的研

究，构建了实施动机-参与主体-项目运行机制-运行效果的分析框架，对项目具体运行方式的分

析较为明晰
[10]。梁晓佳（2015）针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的运行机制构建了多主体协

同模型，展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包括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策

制度和信用体系构成的影响多元协同的外部环境
[11]。田培杰（2013）基于对协同治理经典 SFIC

模型的分析和协同治理优势，构建了协同治理的综合模型，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
[12]。基于参考

借鉴上述学者所构建的协同治理框架，并依据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实践特点，构建

了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 

Figure1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ports Service PPP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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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PPP 协同动机 

地方政府实施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建立在一定的驱动因素和实施基础之上。本

文认为，由于我国不同地方政府可支配的体育资源、财政资金的不均衡性，其 PPP 项目运作也有

所差异，但其基本的利益取向仍然基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以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的

提高，从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机制的转变。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实施基础是保障项目顺利

实施的现实因素，驱动因素与实施动机相结合，共同推动了 PPP 协同动机的产生。 

3.2 PPP 协同过程 

协同治理理论和 PPP 项目都强调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的构建，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过程亦要处理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 PPP 项目协同过程进行研究，有必要对各

参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项目运作过程吸纳了包括地方政府、社会资本、社会公众以及

第三方机构等不同主体，PPP 项目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利益分配、风险分担、协商机制的建立将各

主体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互动机制，各主体共同推动项目协同效果的实现。 

3.3 协同效果分析 

PPP 项目协同效果的实现依赖于项目协同过程中多元主体自身行为的最终结果和相关影响，

针对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可以将其分为对项目效果的评估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构建两方面进行

分析。绩效评估包括项目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与实际效果，监督问责机制则包括对项目中

有关问题的问责机制与监督体系。 

4 Y 市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案例的实证分析 

4.1 案例的选择及资料收集 

研究的问题决定案例的选取，本研究针对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进行研

究，当前 PPP 项目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实践不断增加，但其主要的运作方式以 BOT 模式为主，

综合考虑案例的示范性和代表性，本文选择了项目信息公开度较高的 Y 综合体育场馆项目作为本

研究的案例。虽然我国不同地区开展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情况不同，并且由于个案的局限性，决

定了本文的个案无法作为对 PPP 项目协同治理总体的推论依据，但项目运作分析所反映的问题仍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分析类似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并为后续更大规模的

研究提供预设的依据。 

在案例资料的收集方面，为了尽可能获取真实有效的资料，从多个渠道了解项目的有关信息：

1、财政部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中关于该项目的公开资料。2、地方政府的官网、相关文件。3、公

开的网络资料。4、数据库中关于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历史文献。 

4.2 项目基本情况及运行流程 

4.2.1 项目基本情况 

Y 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长三角地区北部，是江苏省扬州市代管的县级市。2014 年，国家体

育总局与江苏省签订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合作协议，在这一政策引领下，Y 市在



 

228 

2015 年成为江苏省体育局命名的第一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并在江苏省政府下发的

《关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实施意见》、《江苏省公共体育示范区指标体系》等文件的指导下构

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Y 市综合体育场馆项目的功能定位为“满足区域人民对体育健身娱乐活动

的需求、建成以体育赛事为龙头，提升青少年群体的体育锻炼意识、培养大众体育休闲消费习惯

的都市健康休闲中心”，在项目建成以后通过对专业赛事的承接来实现场馆运营的多样化，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具备一定区域价值的公共服务设施。 

4.2.2 项目运行流程 

在项目准备阶段，Y 市政府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出具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 Y 市

滨江新城管理委员会作为具体的实施机构，与项目中标方签订项目合同和经营协议，并与中标方

和政府出自代表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管理。在项目实施阶段，采用了委托代理的组织类

型，利用 BOT 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向社会发出了资格预审公告，中标方需要负责项目建设范围内

所有工程的投资、建设以及运营维护。最终由中体竞赛管理有限公司中标，并最终作为联合体牵

头人方与其他三家公司共同中标，双方于 2017 年 5 月签订了该项目 PPP 项目合同，本项目实施

过程的模式结构如图 2 所示。项目执行阶段，通过合同与契约的方式对各方权责进行明确，并通

过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 

 

图 2  Y 市综合体育场馆项目实施模式结构图 

Figure 2 Yizheng City Comprehensive Stadium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ode Structural Diagram 

4.3 Y 市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分析 

4.3.1PPP 项目协同治理动机 

PPP 项目协同动机由驱动因素和实施基础两部分构成。驱动因素是指系统环境中能够促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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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协同治理变化、发展的媒介
[13]。而 PPP 项目协同的实施基础则是保障项目开展的现实条件。

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对项目的重

视程度，也影响了项目最终的协同效果，在该项目中，协同动机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1）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Y 市政府立足于提高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基本前提，利用 PPP 项

目开展综合体育场馆项目，引入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除了要负责一定的资金投入之外，还需要

承担一定的融资责任，政府在前期出资以后，需要通过补贴的方式按照一定的周期对项目运营提

供资金，并且补贴规模相较于其他模式较低，延长了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周期，有利于政府资金

的合理使用，缓解政府财政资金的压力。 

（2）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效率。Y 市内的体育场地多以休闲健身设施为主，体育场馆建成时间

较早，难以满足赛事举办及居民的体育需求。在此背景下通过 PPP 项目开展综合体育场馆建设，

既是满足该地区体育事业发展，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需求，也是对社会公众及城市发展需求

的积极回应。PPP 项目通过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通过机制安排，在项目初期已实现

风险分配，政府承担部分风险，减少私人承担的风险，降低项目融资难度，有助于项目的建设
[14]。 

（3）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机制。Y 市积极响应中央对公共体育治理工作做出的明确要求，

推进“一网共治、三级联动”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体育领域也积极建设协同治理机制，

先后实施了铜山体育小镇以及综合体育场馆 PPP 项目，将社会资本、社会体育组织纳入到协同治

理机制中，完善了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机制
[14]。 

4.3.2 PPP 项目协同过程 

在该项目中，Y 市政府、中标的社会资本方、公众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不同的参与主体

共同参与项目的协同治理，开展互动与合作，推动项目的实施。 

首先，地方政府及项目有关的政府机构。Y 市政府作为该项目协同治理最重要的参与主体，

发挥了协调和规范引导作用，承担了项目的立项审批、土地征迁等工作。在项目运营的绩效考核

阶段，Y 市政府下属的财政局、住建局以及文体部门也积极参与到了考核过程中。这一过程中，

Y 市政府作为 PPP 项目决策者、出资者和规划者，依靠自身的资源和政治优势开展了项目的协同

治理。 

其次，社会资本方既是项目的承接者也是协同治理的参与者，负责具体的项目实践。在项目

中标以后，社会资本方与政府资本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承担项目的投融资、建设以及

移交和运营维护等任务，在项目协同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方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者，与政

府形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保障项目建设成果的实现。 

再次，第三方机构和公众。第三方机构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对项目的实施的可行性，预估

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质量等方面加以评估和监督，几乎参与项目运行的全过程，是项目的

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角色。社会公众作为项目的最终受益者，承担了对项目监督和意见表达职能，

在项目的协同治理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项目的成功与否，需要首先考虑能否满足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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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在该案例中，综合体育场馆的消费者是 Y 市的社会公众，但在项目的决策、

实施以及建设运营的绩效考核过程中，对项目相关信息知情权有限，参与程度有限。 

以上主体在项目的协同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主导、相关部门联动合作的项目协同治理互

动机制。 

4.4.3 PPP 项目协同效果 

（1）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首先，在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与效果层面，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在短期内扩大了地方

公共体育服务产品的总量，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具体表现在该项目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 Y 市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需求及社会公众的健身、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总量得以提高，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其次，针对该项目协同机制层面的效果分析，主要

从协同机制的适应性和持续性进行分析，即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能够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

信息共享渠道是否畅通。就该案例而言，Y 市原有的体育场馆设施老旧，无法满足社会公众日益

增长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通过开展协同治理，借助 PPP 项目与社会资本达成合作协议，在项目

运行、实施以及执行的各个阶段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监督机制以及风险、利益共同分担机制等

一系列协同治理机制。 

（2）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监督问责机制 

PPP 项目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参与各方利用监督问责机制取得了良

好的 PPP 项目协同效果。在签订项目合同后，政府相关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监督，

对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具体到责任人，以提高项目质量和建设效率为目的实施监督问责。在委

托第三方机构制定了项目绩效评价方案后，通过资料收集、座谈和实地调研在建设期和运营期进

行定期检查，根据设计的评价方案和有关的指标进行打分，并提出整改建议，保障了在项目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能够及时解决有关的问题。但在该项目监督问责机制中，公众监督权缺失，公众参

与监督途径与方式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5 强化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 

5.1 主体层面：强化各方协同意识，构建良性互动机制 

治理主体是协同治理实践的有生力量，不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构成了协同治理

的基本格局
[13]。在案例项目进行过程中，政府虽然在相关文件中指出要保障社会公众的监督权，

但并未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来明确公众反馈的具体方式和途径，针对公众的意见也并未指出具

体的应用规范，在绩效考核中，参与考核的主体只包括了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以及项目代表，

没有选择合适的公众代表参与考核，造成了公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监督的渠道缺失，无法有效的

参与到协同治理中来。通过强化协同治理意识，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认识到不同主体在协同治理格

局中的作用，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和协调。 

地方政府内部需要构建良性的互动机制，厘清政府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内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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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良性互动机制。案例中 Y 市政府通过行政机构的转变，根据项目要求选择了政府出资代表，

并于市政府下属的财政局、审计部门以及问题部门相互配合，成立了项目工作小组，以清晰、明

确的内部管理架构推动了项目的实施。同时，政府与社会资助方共同成立的项目公司按照 PPP 合

同的相关规定，在项目全周期内通过信息表达和反馈机制进行沟通合作，依托有效的项目运作机制

保障了项目的实施。此外，前文中提到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和意见表达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在于地方

政府的“选择性协同”行为，社会公众的相关权利保障需要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保障。

从法律层面对公众申请信息公开、意见采集以及监督过程的参与途径和方式加以明确，为保障公众

在协同治理格局中的主体地位提供法律依据，形成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的信息互通机制。 

上述对互动机制的分析集中于地方政府、社会资本以及地方政府与公众二元互动关系的构

建，在公共治理领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参与式治理
”[16]。而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协同治理应当

是多主体之间互动机制的构建，在此之前，本文认为仍然需先从不同主体的两两关系入手，逐步

推进多元协同互动格局的实现。 

5.2 组织层面：推动治理结构转型，协同关系重构 

现有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大多数事权的基本落脚点，具体事务责任繁杂，日常管理较

为混乱，公共服务供给矛盾突出，是政府改革中较为困难的一环
[17]。有学者指出，我国县域地方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碎片化”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权责以及协作过程的碎

片化
[18]。具体到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中，地方政府需要继续推动自身治理结构的转

型和协同关系的重构，在协同治理主体间构建合作关系。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放权给下属各单位

和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信息传递过程，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宏观管理和调控，将更多公共体育服务

资源下放到非政府组织中，有利于参与各方根据项目需求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 

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要构建主体间互惠共赢的关系，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社

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这与原本管控导向的关系模式有本质的差别。案例中 PPP 项目

的决策以及合同中关于运营有关要求的制定中，政府的单向决策制定模式缺乏群众参与，没有将

社会公众完全纳入到协同关系中。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关系的重构，需要地方政府将利益相关

者纳入到治理体系中，为不同参与主体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例如，在项目准备阶段向社会征求

征求意见、走访项目周边社区，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并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及时听取非政

府组织的意见，尽可能的以多样化的视角为各方提供更多选择，建立良好的协同关系。 

5.3 制度层面：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协同过程管理 

协同治理意味着多主体参与协商，要求各协商主体之间充分参与和对话，围绕治理目标在一

种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减少治理过程的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19]。制度层面的优化路径，可以从以下

几个层面入手： 

第一，利益均衡机制。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涉及多方利益，其中，主要问题是公共利益和

私人利益的协调问题。具体做法可以从构建 PPP 项目的均衡商议组织入手，该组织应由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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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该项目的官员、体育经理人、社会公众代表以及第三方法律机构等成员构成
[20]。 

第二，信息共享机制。当前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公开力度仍然不足，通过对数据库中的

信息对比，部分项目的必填信息完整度仍低于 50%，这阻碍了非政府组织及时沟通和了解项目信

息，加之部分地方媒体对项目的选择性报道，既容易造成沟通不畅，也会影响项目监督反馈机制

的构建。有学者指出，公共体育服务应建设互联网平台，利用大数据驱动的引擎系统和数字化技

术，为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技术支持
[21]。 

第三，强化协同过程管理。一方面，要确保各主体积极履行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

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够有效防止项目运作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从而解决好 PPP 项

目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协同过程管理要重视绩效管理，依靠科学的

绩效考核指标在实践过程中实时评估，针对有关问题及时提出有效的整改建议，强化问责机制。

在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都会定期进行绩效考核，通过细化的绩效考核指标对

有关方面进行检查，考核结果直接上报给项目领导层，并对考核不足指出提出整改意见，促进了

项目的顺利运行。 

6 结论 

新时代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治理

体系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地方政府提高自身治理能力以达到公共体育服务“善治”的途径之一。

优化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的协同治理路径，首先，可以通过权力协议给予社会公众和

社会资本更多的管理和监督权，与非政府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避免地方政府自身的选择性协同

行为。同时，地方政府要厘清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设立专门的 PPP 项目负责机构，出台适合

本地 PPP 项目开展的政策和法律，加强信息公开和意见反馈，强化各方协同意识。地方政府在项

目运作的全过程中通过信息沟通机制听取各方意见，通过专门的 PPP 项目交流平台及时听取各方

意见，将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跨界协同与内部科层协同相结合。最后，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保障各

方利益，采用大数据、智慧化治理等技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公布项目有关信息，加强项目

运作过程的制度管理和绩效考核，从制度层面加强约束，加快地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 PPP 项目协

同治理的构建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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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治理研究 

丁金艳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伴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入开展与实施，大众对健康生活的美

好愿望越来越旺盛，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但是目前我市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领域存在亟需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提出创新治理需求以及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为人民群

众提供符合新时代发展与进步要求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思路。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

查法、德尔菲法对我市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进行研究：（1）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亟需进行创新治理：覆盖全民，公益导向需求；科学布局，统筹城乡需求；创新驱动，绿

色发展需求；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需求；（2）构建由 7 个一级指标，24 个二级指标，七十一个

观测点组成的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体系；（3）通过构建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创新治理框架，剖析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治理群众优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组

织优势等，这对解决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指标体系；创新治理；需求 

前言 

以人民群众需求为重要行动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

对体育领域工作的开展做出重要指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体育服务的需求日渐旺盛，如

何构建让群众满意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广大体育工作者亟需思考与探究的

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工作开展的重要目标。对新时代苏州市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创新治理进行研究，为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深入开展提供指导，不断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1 新时代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治理需求 

1.1 覆盖全民，公益导向需求 

全民健身以及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为了更高满足国家新时代发展要求，提高全体人民体育

锻炼能力以及体育健康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开展应该覆盖

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受益
①
。新时代，全民健身治理工作依然需要坚持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应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②
，让全民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全民健身的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22-3-23) [2022-

6-27].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3/content_5680908.htm. 
② 陈丛刊,王思贝.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根本[J].体育学刊,2022,29(0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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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国家也相继颁布相关政策文件积极倡导有条件的体育场地与公共健身设施等免费或低收费

向群体人民开放，坚持公益导向，为全民健身创造便捷、低成本、安全的健身环境。降低全民健

身门槛，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人积极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到公共体育服务，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提高全民获得感与幸福感，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朝着更高水平发展与完善。 

1.2 科学布局，统筹城乡需求 

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治理的惯性思维，政策执行力度很难得到有

效发挥，供需不等、供需错配等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城镇往往比乡村拥有更优质的体育锻

炼设施，城乡体育发展差距较大，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
①
。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的重要推动力。以健身需求为导向，合理科学配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

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增强政策回应能力
②
，引导优质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向基层流通，推动公共

服务资源要素向发展落后地区配置，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保障人人平等享有体育锻炼的权利。让

城乡居民都能接受到科学的体育健身科学指导，参与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观看体育赛事文艺表演

以及享受免费健身场地与器材等公共体育服务。 

1.3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需求 

绿色环保发展理念运用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顺应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人工智能

等技术日渐完善，先进的科学技术驱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发展。利用科学技术进行便捷

信息推送服务的同时，也会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功能更加完善。我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创新治理也应始终秉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思维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针对我国健身设

施以及健身器材可重复利用性不高等，依托先进科学技术研发可循环利用材料，运动健身场地不

足可充分利用天然户外步道进行开发利用，提供环境友好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1.4 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需求 

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制度以及治理惯性，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治理存在制度依赖性
③
，在政府

相关部门管理不足的、管理形式单一的情况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效率低下，与此同时社会力

量很难进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领域，社会力量参与方面表现薄弱，多元群众健身需求

难以实现，表达机制欠缺
④
。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把该管的管好，鼓励多方主体参与到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治理中来，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多方协同治理，满足全民健身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优化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差产品供给质量，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

 
① 樊炳有,潘辰鸥,高静.新时代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治理转型研究[J].体育科学,2021,41(02):23-38. 
② 郑娟,郑志强.大型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协作治理的理论及实践[J].体育学刊,2020,27(3):39-44. 
③  房英杰,王子朴,张政龙,李冰,张雪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民健身的困境与有效路径[J].哈尔滨体育学院

学报,2022,40(03):62-67. 
④  李明.从制度安排到实践运行:PPP 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国家治理的供给侧改革与实施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2016,31(06):49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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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的生成，建立与完善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发展长效机制。 

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政策分析基础上，运用专家问卷的方法，根据专家意见，经过三轮专家问卷访谈、咨询与

反馈，构建了由 7 个一级指标，24 个二级指标，71 个观测点组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体

系，详见表 1。 

表 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一） 

社会力量

参与制度

化 

1.健全全民健身

组织网络 

（1）体育行政部门引导政策 

（2）全国性单向体育协会拥有的会员单位数量 

（3）运动项目推广普及数量 

（4）各单位组织的健身活动 

（5）社区内群众自发性健身组织 

2.夯实社区全民

健身基础 

（6）社区体育俱乐部 

（7）社区运动协会 

（8）社区健身活动站点 

（9）社区健身设施夜间开放计划 

3.推动竞技体育

成果全民共享 

（10）体育系统管理的训练中心、运动康复等服务向社会开放数量 

（11）国家队、省队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数量 

（12）高水平运动队帮扶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二） 

城乡区域

发展均衡

化 

4.按人口要素统

筹资源布局 

（13）统一的全民健身规划 

（14）健身设施共建共享 

5.优化城市全民

健身功能布局 

（15）集约紧凑型健身设施发展模式 

（16）现代、时尚健身场景打造 

（17）老城区新增开敞式健身设施数量 

（18）新社区全民健身中心 

（三）载

体打造创

新化 

6.打造群众身边

的体育生态圈 

（19）城镇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 

（20）共享健身空间 

（21）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 

7.拓展全民健身

新空间 

（22）户外健身步道 

（23）特色体育公园 

8.完善户外运动

配套设施 

（24）户外运动营地 

（25）新型健身场地设施 

9.推动健身设施

绿色低碳转型 

（26）高品质专项运动场馆 

（27）自然运动场景 

10.推动健身场

地全面开放共

享 

（28）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对外开放健身空间 

（29）学校体育设施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 

（30）私有企业自有健身设施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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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四） 

赛事活动

体系多样

化 

11.鼓励社会力

量举办赛事 

（31）社会资本承办赛事 

（32）优化体育赛事行政审批流程 

（33）修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12.培育赛事活

动品牌 

（34）业余竞赛体系 

（35）自主品牌体育赛事体系 

（36）城市体育联赛 

（37）群众自发性组织的体育健身活动 

13.推动户外运

动发展 

（38）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试点 

（39）户外可开展运动活动目录 

14.加强赛事安

全管理 

（40）户外运动安全分级管控体系 

（41）政府有偿救援标准 

（42）未成年人使用设施器材标准 

（五）群

众参与广

泛化 

15.落实全龄友

好理念 

（43）培养未成年人参与体育项目兴趣 

（44）帮扶老年人使用健身设施器材 

（45）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16.培养终身运

动者 

（46）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 

（47）公益性体育俱乐部 

（48）不同职业类型的健身指导方案 

17.提高职工参

与度 

（49）工会组织各类健身活动 

（50）工会经费购买健身服务 

（51）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六） 

体系标准

专业化 

18.完善标准体

系 

（52）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标准 

（53）修订镇域、城市公共体育设施规划标准 

（54）城市公共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建设标准 

（55）赛事活动、体育教育培训等体育服务领域标准 

19.提高健身运

动专业化水平 

（56）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统计监测制度 

（57）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58）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20.深化体卫融

合 

（59）完善群众体育教练员职称评审标准 

（60）体卫融合重点实验室 

（61）国民体质监测站点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 

（七） 

保障措施

科学化 

21.加强组织领

导 

（62）定期专题研究 

（63）实事求是提出发展目标 

22.完善支撑条

件 

（64）完善地方财政支持政策 

（65）社会资本投资全民健身 

（66）制定体育市场管理条例 

23.强化法治保

障 

（67）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办法 

（68）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工作机制 

（69）体育仲裁、监管和信息公开等制度 

24.加强督促落

实 

（70）及时请示报告重大问题 

（71）建立工作落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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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优势 

3.1 群众优势：广泛动员全体人民 

“十四五”期间颁布《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进行指导性规划。

在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以及中办、国办 2022

年 3 月度发布的相关意见文件中提出“推动更多赛事运动成效由全国人民群众共有”、“打造市民

身边的运动生态化圈”、“奠定市民普遍参加的基础”等皆是为了促进全员市民普遍享受全国人民

群众身心健康服务工作带来的好处。全民健康服务系统的建立与健全引导大量一般民众参加到社

会活动中来，享受政策带来的福利，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围。 

3.2 政策优势：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充分体现了“以强体促强国”的鲜

明特点，把“提升全民族身体素养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中提出

推动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以及为了更深层次

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最新发布的相关文件对政府部门建立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系统提出更

进一步具体发展目标。针对日益多元、个体化的运动健身需要，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国人民

健康公共服务系统工程建设，变“政府领导”为“政府引导”，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各项政策的

扶持与深入实施，不断更新全民健身发展理念，提供政策、行动与目标指导，为更高水平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扫兴障碍。 

3.3 技术优势：先进科学技术运用 

科技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治理领域的应用为培育全民健身新业态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技术

创新驱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不断更新与提升，为全民健身提供信息平台与治理工具更新带

来机遇与挑战
①
。国民体质监测、智慧化体育场馆、智慧化体育健身设施、智慧化信息服务平台

②
应运

而生。各种特色体育公园、体育中心、智慧化健身数据采集设备等为群众体育健身提供具有吸引力的

健身场景；智慧化信息服务平台的设立提高了全民健身服务功能性、精准性以及便捷性，为全民健身

安全、设施维护与数据监管提供载体，与此同时医疗、旅游、健身等多场景平台数据的互联互通，为

全民健身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扫清数据障碍、切实解决群众健身问题
③
。我市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质量与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服务产品亦更趋多元化。政府、社会力量、市场多方主体参与更高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依托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全民健身服务成果全民共享。 

3.4 组织优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拥有健全的全民健身治理组织网络，形成政府引导，多方

参与的组织格局，完备的治理健身组织网络是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的有力保障。新技术

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构建提供科学技术支撑，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④
。

 
①  孙晨 ,李荣日 .数字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J].沈阳体育学院学

报,2022,41(03):117-122+129. 
② 文秀丽,曹庆雷.我国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价值、现实样态及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2(05):48-54. 
③ 卢文云,王志华.多重需求叠加下我国全民健身发展战略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01):10-19. 
④  马杰华,舒为平,王佳 .西部城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与效能提升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J].体育学

刊,2021,28(01):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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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拥有完备的基层组织体系，通过不断进行内部重组与更新，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的整合，提升

全民健身组织内部运行效度与执行力度
①
。体育运动主管部门与体育运动社团脱钩，对体育运动社

区开展实行政策措施指导与监督管理职权；各单项目联盟积极吸收与建立和蓬勃发展社团社员，促

进体育锻炼服务项目的开展与传播；党政机构、企事业单卫、学校等作为基层单位定时开展健康体

育运动；提倡民众主动自发开展健康体育运动，营造良好健康生活环境与气氛。各基层单位全民健

康管理组织通过规范化、常态化建设和发展，形成完善的社区健康管理社会组织服务网络。 

结语 

新时代我市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要实现其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

的转变，关键在于构建起以需求为导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新思想、

新发展理念引领作用，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突出本区域的核心优势，逐步解决当前影响我市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助力我市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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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功能性分权：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 

现象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朱哲溶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赛事审批权改革中存在权力错配、权力缺位等“权力悬空”现象，而功能性分权理

论为“权力悬空”现象的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研究认为，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

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逻辑包括基于组织效能进行功能性分工、基于组织职能进行功能性分职、

基于组织责任进行功能性分责、基于组织目标进行功能性赋权。提出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

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路径：制定赛事审批放权细则，明确权力主体职责；依据赛事需要分

配事权，促进权责供需匹配；加强三权横向嵌套配置，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强调赛事审批过程分

权，细化权力承接程序。 

关键词：赛事审批权；功能性分权；“放管服”改革；“权力悬空”现象；权力错配；权力缺位 

2014 年 9 月 2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

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
[1]；2015 年 12 月 21 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赛事管理

办法》指出，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取消审批
[2]。赛事审批权改革涉及权力下放与权力交接两

个重要环节，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权力悬空”现象
[3]30，从而违背赛事审批权改革的初衷。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4]。陈国权前瞻性地提出

以功能性分权解决我国公共权力的分工问题，即建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

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5]。功能性分权强调权力分立的功能属性，而非权力分立的主体属性

[6]58，为我国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治理提供了理论视角。基于此，本文对赛事审

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具体表征及生成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并探索性地从理论层面分析

其功能性分权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以期为科学深化体育“放管服”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1 表征与成因：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理论阐释 

1.1 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具体表征 

1.1.1 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中的权力错配 

有学者指出，在“放管服”改革中的权力下放环节，极易出现权责错配、供需错配以及对象

错配等权力错配现象
[3]30。事实上，在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中，除了上述三种权力错配情形，还存

在资源错配现象。 

（1）权责错配。权责错配是指在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中下放的权力与责任不对等，具体表现



 

241 

在“权大责小”与“权小责大”等问题上。一方面，在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中，群众体育赛事管

理仍由政府掌控政策方向，政府集赛事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处罚权于一体，而市场和社会

组织属于被动参与者的角色，很难与政府形成平等协商的合作机制
[7]336。另一方面，在权力下放

过程中，放权与接权两方的责任归属没有得到明确，从而导致权力下放的滥用。政府为降低自身

责任风险，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机械方式管理群众体育赛事。 

（2）供需错配。供需错配是指上级部门下放的权力与基层所需权力错位。在放权过程中，通

常由上级部门直接决定下级部门的相应职责，即自上而下的单向放权逻辑。这一放权模式处置不

当的后果即上级部门为了规避自身管理风险，将赛事审批等一揽子本不应下放的事权全部下放到

基层，基层所需权力却没有下放。体育赛事的举办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自上而下的单向放

权逻辑导致相关赛事只能完全由市场与社会组织操办，没有政府的支持，各行政职能部门也就有

了当观众的理由。 

（3）对象错配。对象错配是指赛事审批相应权力的下放对象错配。一方面，当前针对体育赛

事审批尚未建立相应的实施细则，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无差别地下放一揽子行政事权，而未能顾

及下级部门的差异化情况。另一方面，上级部门并未对所有权力的具体下放部门作出明确部署，

而是将所有权力赋予市场与社会组织，失去了政府部门的保驾护航，社会组织在赛事举办过程中

面临诸多不便。为了节省办赛成本，最大程度提高办赛收益，社会组织只能自行决策赛事活动的

全过程。因此近年来群众体育赛事问题频发。 

（4）资源错配。资源错配是指在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中，上级部门将赛事审批这一事权进行

了下放，但其所附带的资源却仍由上级行政部门牢牢掌握，如对安保、交通、媒体、医疗、财税

等职能部门的调配。此外，赛事审批权下放后，政府部门在利益导向的本位主义逻辑下，在赛事

举办过程中全程扮演监督者角色，其服务的职能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而基层组织对广告赞助、

办赛场地、交通医疗等资源的获取均处于被动地位。 

1.1.2 赛事审批权交接过程中的权力缺位 

已有研究指出，在“放管服”改革中权力交接环节极易出现放权主体责任缺位、接权主体承

接缺位以及权力交接程序缺失等权力缺位现象
[3]30。然而，赛事审批权在交接过程中，实际上还存

在着权力交接细则缺失现象。 

（1）放权主体责任缺位。当前赛事审批权重下放、轻交接，上级部门为了追求行政事务上的

便利，往往将赛事审批相关事权全部下放，忽视了下放后自身应承担的职责，如对基层职能部门

的责任配置、审批承接组织的业务能力培训以及监管等，由此导致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基层组织办

赛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局。另外，赛事审批是一项内容广泛、任务繁重的工作，作为放权主体，上

级部门并未根据放权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赛事审批放权实施细则，导致在审批权下放过程中，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清晰的应对方案。 

（2）接权主体承接缺位。接权主体承接缺位是指在赛事审批权交接过程中，由于接权主体能

力不足导致的接不住、管不好问题
[3]31。赛事审批权下放的权力性质属于事权，因而接权主体获得



 

242 

的权力并无行政功能。一方面，上级部门为积极响应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不得不将赛事审

批权下放；另一方面，上级部门为保障自身在赛事举办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将事权层层下放。由

于赛事审批权中附属事权的全部下放，基层组织难以在短时间内妥善承接，在承接权力过程中心

有余而力不足，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 

（3）权力交接程序缺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驱动下，作为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各部门推动

简政放权的力度与决心都非常大。正是在急促的改革驱动下，相关改革政策供给过快，导致基层

社会组织应接不暇。上一部政策还没落实，下一部政策又出台
[8]。体育赛事领域，“放管服”改革

推出的系列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效激发了市场办赛活力，提高了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但不可

否认的是，赛事审批权下放涉及系列职权的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权力交接程序的缺失

便使得赛事审批权在交接过程中出现权力缺位问题。 

（4）权力交接细则缺失。一方面，尽管国家体育总局陆续出台多部有关赛事审批改革的管理

办法，但与之相伴的赛事审批权改革配套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就直接导致在赛事审批权交接

过程中，上级部门到底下放什么内容、基层部门到底承接什么内容，未能得到明确的限定，进而

造成赛事审批一揽子事权全部压给基层组织。另一方面，赛事审批权下放后怎么交接，这是一个

需要上级部门与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的过程。由于权力交接细则缺失，赛事审批权的交接也就成为

上级部门的单向行为，基层组织只能被动全部接受。 

1.2 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生成逻辑 

1.2.1 级别决定权力大小，基层丧失权力选择资格 

在当代中国政府间权力设定的纵向维度上，基层部门权力的大小与其行政级别的高低有着极

为紧密的关系
[9]，也就是说，基层部门权力的大小往往由行政级别来决定。在赛事审批权下放前，

国家体育总局统管全国各大体育赛事的审批工作，是体育赛事管理的最高权力部门。在“放管服”

改革推动下，国家体育总局将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等系列事权全部下放至市场与社会组

织。在自上而下的放权逻辑下，基层组织没有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具体权力的资格，只能被动接受，

从而导致要么接不住权力，要么需要的权力下不来。 

1.2.2 压力驱动权力下放，基层面对权力应接不暇 

压力型体制是一种行政压力的运行、分解以及传导机制
[10]，其核心是政治化机制，即将上级

部门的任务定义为政治任务，使其在完成与执行中获得优先性和合法性
[11]。在压力型体制下，放

权部门为了出色地完成赛事审批权下放这一政治任务，在未经系统研究并制定相应实施细则的情

形下将赛事审批等一揽子事权全部下放基层；而基层组织由于行政级别不够，只能消极应付或选

择性应对。在压力型体制下，赛事审批权下放的步子迈得太快，基层组织承接权力的能力未能得

到充分评估，审批权便已下放。 

1.2.3 职能部门相互避责，基层使用权力场域受限 

赛事的举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参与。赛事审批权下放至市场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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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后，各大赛事的审批不再受官方干预，在整个赛事筹备以及举办过程中，政府等行政部门

的参与越来越少，由此决定了赛事举办的非政治任务性质。由于办赛性质的改变，各职能部门在

赛事举办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不再是政治任务，为了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降低责任风险，秉持

能不管就不管的办事态度，使得社会组织承接赛事审批权后出现“权力悬空”，无法充分发挥权力

的部门调动效用。 

1.2.4 放权重下放轻交接，基层承接权力不知所措 

当前，放权越多改革越彻底、放权越快改革落地效果越好的认识误区普遍存在于放权改革的

各大领域中
[3]33，赛事审批权的放权改革也不例外。为积极响应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号召，快

速并尽可能地将赛事审批权下放至基层，成为一段时间内体育职能部门工作的重点内容。在自上

而下的改革推动下，体育行政部门过分关注赛事审批权下放的速度与力度，往往忽略了自身以什

么方式放权以及基层部门以什么方式接权的问题。因此，重下放轻交接的放权改革最终导致体育

行政部门将赛事审批权一放了之，而基层部门不知所措。 

2 功能性分权：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治理的理论视角 

2.1 功能性分权的内涵及其适用性 

2.1.1 功能性分权的内涵 

社会分工是从事一切社会活动达到预定目标的基本途径以及提高社会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

[6]47。从本质上来讲，政治体制中所有分权形态都源于分工，公共事务越繁杂，对分工的诉求越强

烈，越需要分权
[6]54。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具有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基本功能，组织内部的功能

性分工是维持组织有效运转的基本保障
[6]46。功能性分权强调对权力过程的分权，将各权力主体

置于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环节中分析其权力关系
[6]70。功能性分权具有两个鲜明的核心特征：

①功能性，即同一权力主体可能承担多种功能，在不同的权力运行环节发挥不同的功能，如在赛

事审批权下放中，国家体育总局既是“放管服”改革的执行者，也是赛事审批权下放的决策者；

②嵌套性，即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行使中存在另一层次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如市

场与社会组织在执行赛事审批权过程中，同时行使横向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2.1.2 功能性分权的适用性 

（1）功能性分权可以实现赛事审批权下放后的权力归位。权力归位是与“权力悬空”相对应

的概念，对于当前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出现的“权力悬空”现象，唯有实现其权力归位，才能充分

发挥赛事审批权下放的市场激活功能。功能性分权强调依据主体的功能属性予以赋权，能够将决

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赋予相关职能部门，充分保障赛事审批各大主体的权力，最大限度实现专

业人办专业事，进而实现赛事审批权力归位。 

（2）功能性分权可以完善审批权下放后办赛过程的精细治理。狭义的赛事审批权下放仅局

限于审批权本身，而在实际操作中赛事审批权下放包括其系列附属事权。赛事审批权下放后，相

应事权由多个职能部门承担，没有了政府机构的一纸公文，市场与社会组织举办体育赛事便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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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策的相应扶持。功能性分权能够将赛事举办过程所需的各种权力下放至具体部门，可以实现

对审批权下放后办赛过程的精细治理。 

（3）功能性分权可以促进体育赛事相关部门的协同参与。尽管当前赛事审批权名义上已经

下放至市场与社会组织，但实际上赛事管理仍由政府控制，从而导致在赛事举办过程中各职能部

门参与不积极。功能性分权强调各权力的实质归属，倡导以各主体的实际功能赋予权力，能够有

效地将赛事审批权及其附属事权下放到实处，从而确保各赛事参与主体拥有实权，进而促进体育

赛事相关部门的协同参与。 

（4）功能性分权可以加强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协商合作。当前市场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未能得到充分激发，与政府难以形成平等协商的合作机制
[7]336。功能性分权能够将决策权、执行

权和监督权赋予不同的责任主体，同时在各责任主体内部再进行下一层级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

督权分权，从而确保赛事审批权及其附属事权能够真正下放至基层组织，进而为市场、社会组织

与政府构建平等合作平台提供权力支撑与保障。 

2.2 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功能性分权治理的运行机制 

2.2.1 依据主体功能分权是根本 

赛事审批权下放并非是所有赛事相关事权的下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级部门为了尽快落

实“放管服”改革政策，也为了减少自身责任风险，将赛事审批权及其相关事权全部下放基层，

导致基层有权用不了等“权力悬空”现象。因此，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

分权治理必须依据各行为主体的功能进行分权。整个赛事的举办包括赛事筹备、审批、招标、运

行等一系列环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如安保、通讯、交通等。只有将赛事审批权及其相关事权

进行功能性分权，依据各行为主体实际工作的职能需要和能力进行赋权，才能充分调动各行为主

体的工作热情，确保赛事的正常运行。 

2.2.2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是目标 

“放管服”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体育“放管服”

改革的典型代表，赛事审批权改革也以激发市场活力为根本目标。然而，在赛事审批权下放过程

中，其相关事权未能合理下放，以至于出现“权力悬空”现象。众所周知，激发市场活力在于充

分给予市场自主权，让市场在赛事中有的放矢，并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功能性分权强调对决策

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割，使市场中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权力，并发挥相互促进、相互配合

的积极效应。通过功能性分权，赛事审批相关事权得到科学下放，赛事各主体所需权力实现归位，

从而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2.2.3 促进部门协同参与是动力 

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名义上不再归体育职能部门管辖，但实际上仍

由相关行政部门把控。可见，政府仍对体育赛事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赛事审批权下放，体

育赛事交由市场与社会组织操办，脱离了政府的直接参与，赛事举办过程中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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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足便成为绊脚石。因此，如何促进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参与成为通过功能性分权治理赛事审批

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动力来源。在功能性分权理论下，体育行政部门不再是体育赛事的

绝对管理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依据职责被赋予相应权力，促进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参与，进

而为赛事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2.2.4 多元监督主体参与是保障 

赛事审批权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一揽子事权打包下放至基层，短时间内基层组织由于

能力不足引起的权力交接不适应衍生出一系列赛事管理问题。针对赛事审批权及相关事权下放产

生的问题，不仅需要基层组织业务能力培训，同时还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来鞭策各行

为主体切实履行职责，发挥赛事审批权改革所应具有的积极效应。功能性分权不仅纵向地将决策

权、执行权与监督权进行分配，同时在三大权力内部对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进行再分配，保

障决策中有监督、执行中有监督、监督中仍有监督，进而保障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

象功能性分权治理的多元监督主体参与。 

3 逻辑与路径：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 

3.1 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功能性分权治理的逻辑 

功能性分权通过“三事分工→三职分定→三责分置→三权分立”
[12]27，实现从功能性分工到

功能性配置再到功能性赋权
[6]55。其中，配置包括职能配置与责任配置，因而功能性配置又可细分

为功能性分职与功能性分责。在功能性分权理论中，三事分工是逻辑起点，三职分定是关键环节，

三责分置是核心要素，三权分立（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分立）是逻辑结果
[12]27。基于此，本

文按照“分工→分职→分责→赋权”的内在逻辑，构建了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

功能性分权治理逻辑。 

3.1.1 逻辑起点：基于组织效能进行功能性分工 

三事是指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事务，三事分工是功能性分权的逻辑起点。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是管制型政府，三事均由政府牢牢把控，因而市场活力受到抑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开始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13]。基于此，有

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
[14]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15]。“放管服”

改革是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的重要标志，“放管服”改革中的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功能性放权。

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事分工是提高赛事审批效率、科学管理赛事审批的必然要求。功能性分工能

够有效地将赛事审批决策、执行和监督等事务进行专业化分工，避免权力错配。因此，在实施赛

事审批权下放的工作中，不能一味地将一揽子事权全部下放至社会组织，而应根据组织效能进行

功能性分工，做到专业人办专业事。 

3.1.2 关键环节：基于组织职能进行功能性分职 

功能性分职是伴随着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事务的专业化分工而进行的，是指依据组织的角

色定位赋予相应职能，使其在公共事务活动管理过程中能够实施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在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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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功能性分权治理的关键环节就是对相关部门或组织进行分职，将

赛事审批的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赋予不同的部门或组织，确保办赛的相关部门与组织

拥有各自所需的职能，进而提高办赛效率与管理水平。当前体育赛事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政府将所有事权全部下放基层，而未能赋予相应职能。事权与职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下放事权是为了实现精细化分工，让专业人办专业事；下放职权则是为了让基层组织得到实实在

在的职权，从而减少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因此，功能性分权治理的关键在于依

据组织职能进行功能性分职，为实际需要职能的基层组织提供便利。 

3.1.3 核心要素：基于组织责任进行功能性分责 

责任与职能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有什么样的职能就有什么样的责任，责任划定的准则即

职能
[16]4。明确的组织责任是有效组织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6]49。功能性分权既强调权力的相互协调，

也强调权力的相互制约
[17]，这种制约机制来源于功能性分责，即三责分置。权力的下放之所以出

现“悬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权责之间的错配。在简政放权理念中，放的既有权力也有责任。然

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两种极端趋势：①权力与责任全部打包下放，即将基层组织不需要的权

力以及无法承担的责任全部下放；②给责不放权，即将责任下放至基层组织，但保留权力，使得

基层组织缺乏相应职能。基于此，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其核

心要素就是基于组织的责任进行功能性分责，确保在审批权下放的同时，基层组织能够依据自身

职能定位承担相应责任，避免出现放权后责任全包的不良局面。 

3.1.4 逻辑结果：基于组织目标进行功能性赋权 

分工→分职→分责→赋权是功能性分权体系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功能性赋权是功能性分权

体系的逻辑结果。就赛事审批权改革而言，其“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最终结果就

是实现赛事审批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组织分化。从目标导向看，功能性分工解决的是赛事

审批决策、执行与和监督三项事务的专业化分工问题；功能性分职解决的是基层体育组织赛事审

批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职能缺失的问题；功能性分责解决的则是赛事审批决策、执行与监督三

项职能的权责不对等问题。事实上，功能性分工、分职以及分责都是为最后的功能性赋权而服务

的。换言之，赛事审批事务的分工、职能的设定、责任的履行最终都需落实到赛事审批权力的赋

予上
[16]5。通过专业化分工以及职责的分配，将赛事审批按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形式赋予

基层体育组织，从而真正实现其实体化运营。 

3.2 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路径 

3.2.1 制定赛事审批放权细则，明确权力主体职责 

（1）明确赛事审批权下放后的部门具体分工。在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基层体育组织由于其职

能的有限性，无法承担赛事审批全部职责。因而在赛事审批过程中还涉及一系列相关事权的具体

分工问题，这些事权覆盖多个职能部门，如医疗、安保、交通、通讯等。由此，应将赛事审批等

系列事权依据组织的功能进行具体化分工，协会主要负责赛事审批，市场与社会组织主要负责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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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筹办，各行政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协助办赛。此外，由于基层组织缺乏行政功能，应将赛事进行

等级划分，针对不同级别的赛事制定详细的医疗、安保、交通等人员数量配置细则，确保各行政

职能部门必须在细则的指导下协助办赛，从而确保赛事审批的行为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合作。 

（2）明确赛事审批权下放后的部门具体职责。分职能够实现权力的精细化配置，提高工作效

率；分责可以明确各行为主体应当履行的责任，增强其担当意识。由于赛事举办需要交通、医疗、

安保、通讯等部门的协同参与，因而国家体育总局应对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各部门职能与责任进行

具体配置，并以制度的形式将各部门所具有的职能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来，落实谁出事谁负

责的问责机制，确保各部门有权可用、有责必究。 

（3）明确赛事审批权下放的具体程序。权力交接程序的缺失是赛事审批“权力悬空”的一个

重要体现。放权太快、交接程序缺失使得基层体育组织应接不暇，同时由于业务能力不足，最终

导致无法较好地承接赛事审批权。基于此，应细化赛事审批权下放的具体程序，明确权力下放—

权力交接—权力承接
[3]31 的赛事审批权下放流程，加强三个阶段的主体业务能力培训，增设接权

主体承接权力的缓冲期，确保赛事审批权放得下、接得住。 

3.2.2 依据赛事需要分配事权，促进权责供需匹配 

（1）明确赛事审批由基层体育组织决策。就赛事审批这一本体而言，国家体育总局无疑已将

权力下放至基层体育组织，由此，在群众性、商业性体育赛事审批过程中，决策权应由基层体育

组织充分行使。地方政府等行政职能部门不可过度干预赛事审批，确保赛事审批权真正下放到位。

当然，由于功能性分权理论强调决策权还包含另一层次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因而在赛事

审批决策内部，决策、执行和监督必然还有相应组织与部门的参与。 

（2）强调赛事举办由体育组织及各行政职能部门共同执行。赛事审批权下放后，尽管赛事审

批程序得以简化，市场办赛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但基层体育组织办赛面临的障碍反而有增无减。

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只关注赛事审批权下放，忽略了赛事审批后办赛执行权的分工配置，导致基层

体育组织无法调动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办赛。基于此，必须强调赛事举办的执行权由体育组织以及

各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共同承担，将赛事举办按照主体职能进行条块化分割，每一模块均由相应的

职能部门负责，确保赛事举办的精细化分工，从而强化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 

（3）明确赛事审批与举办由各行政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等主体共同监督。只有明确赛

事审批后相关事务监督权的行使主体，才能增强相关组织与部门的监督责任意识，更好地促进赛

事的开展。赛事审批权下放后，政府更多地扮演监督的角色，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

参与，赛事审批与举办的监督权应由各行政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等主体共同承担。也只有

这样才能促进权责的供需匹配，规避赛事审批的“权力悬空”。 

3.2.3 加强三权横向嵌套配置，建立权力监督机制 

（1）加强赛事审批决策权横向嵌套配置。国家体育总局将群众性、商业性赛事审批权下放至

各基层体育组织后，赛事审批的决策环节显然由体育组织掌握。从传统的研究观点看，学者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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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应加强赛事审批的监督
[18]。笔者认为，这种监督逻辑是一种外在秩序的构建，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基于此，应在赛事审批决策内部再建构一套完善的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权

力体系，各级体育部门充当决策者，基层体育组织扮演执行者，市场扮演监督者，使赛事审批决

策在完整、科学的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体系中完成。 

（2）加强赛事审批执行权横向嵌套配置。赛事审批执行权与决策权有着不同的权力行使过

程，决策权体现在规则、设计等宏观构架层面，执行权则体现在具体审批行为的执行操作中。尽

管依据赛事审批放权细则可以做到决策有规可依，但在执行层面仍会因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偏

差。因而在赛事审批执行权内部同样需要建构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确保赛事审批在执行过

程中同样存在决策、执行以及监督行为，从而强化权力的相互制约，保障赛事审批的公平、公正

与科学
[19]。在赛事审批执行权的横向权力体系构架中，基层体育组织扮演决策者，各职能部门担

当执行者，政府、社会组织则充当监督者。 

（3）加强赛事审批监督权横向嵌套配置。监督中有决策、执行与监督是功能性分权体系的特

殊之处。在传统的监督权使用中，监督主体往往由第三方机构或组织担任，其本身的合法性缺乏

有效监管，在赛事审批的监督过程中难免出现办赛主体与第三方组织暗箱操作等问题。因此，依

据功能性分权理论，在赛事审批监督权内部同样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决策者由各

行政职能部门承担，执行者由第三方充当，监督者则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担任。只有实现赛事审批

监督中有监督，才能最终保障第三方组织的监督效果。 

3.2.4 强调赛事审批过程分权，细化权力承接程序 

（1）确立宏观层面的过程性分权逻辑。决策权主要体现在赛事审批环节，权力主体是各基层

体育组织；执行权主要体现在赛事举办环节，权力主体是各基层体育组织、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

各参赛主体；监督权主要体现在赛事监督环节，权力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下属的各行政职能部门、

市场、第三方组织等。只有以过程性分权的逻辑将赛事审批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并

明确各环节的相关权力主体，才能实现赛事审批权力的精细化下放，从根本上推动权力归位。 

（2）加强赛事审批后举办环节的过程性分权。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办赛过程的艰难。在赛事审批权下放前，各大赛事均由政府职能部门管控操办，在办赛

过程中各职能部门的调动较为轻松，部门之间的沟通也较为顺畅。审批权下放后，一刀切式的放

权逻辑使得政府等行政职能部门全部退出办赛过程，导致基层体育组织办赛无法调动相关行政职

能部门的参与，进而诱发系列赛事问题。基于此，必须强化赛事举办环节的过程性分权，将赛事

举办执行权进一步细化，明确各职能部门的权责归属，最终实现基层体育组织负责赛事审批、各

行政职能部门共同办赛的良好局面。 

（3）细化赛事审批权下放的承接程序。权力承接是赛事审批权下放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承

接不当将直接造成“权力悬空”。上级部门应对接权主体进行详细的业务交接，在接权主体熟练掌

握审批业务后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操作，针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培训与指导，确保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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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体业务娴熟，从而避免其接不住上级部门下放的赛事审批权。此外，赛事审批权由基层体育

组织承接后，上级部门应及时配备专业人员给予技术支持，直到基层体育组织将赛事审批权牢牢

接稳后再选择动态性退出。 

4 结语 

赛事审批权改革是体育领域落实“放管服”改革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赛事审批权改革

中存在权力错配与权力缺位等“权力悬空”现象。功能性分权强调对权力过程的分权，为赛事审

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治理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

悬空”现象功能性分权治理的运行机制，并从逻辑起点、关键环节、核心要素、逻辑结果四个层

面探讨了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功能性分权治理逻辑，提出了其功能性分权治理

的实现路径，为赛事审批权改革中“权力悬空”现象的治理拓展了新的理论视角，对于科学推动

体育“放管服”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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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舒  展   吕和武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人们对社区建成环境进行不断地解构、调整和重构，在这个

过程中社区建成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产生了诸多影响。应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

和《社区环境可步行性量表》（NEWS）采集苏州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以及所住社区建成

环境的数据，构建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社区建成

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多因素分析发现，居住密度（P<0.001，OR=1.001）、治安（P<0.05，OR=1.131）

是儿童青少年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住密

度（P<0.001，OR=1.001）、美学（P<0.05，OR=1.187）是儿童青少年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

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健康中国；休闲性身体活动；社区建成环境；居住密度；美学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水平，我国在健康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全民健身运动蓬勃

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与此同时，

工业化、城镇化等引发的环境污染、交通和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导致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

的现象凸显[①]。休闲性身体活动指个体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为了满足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

适应性的和休闲性的需求而从事的身体活动[②]。休闲性身体活动是青少年成长过程最常发生的身

体活动形式，其消耗的能量更多，强度更大，尤其对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效果更加显著。

休闲性身体活动主要发生在校内的体育课、课余锻炼等，而校外则主要发生在社区建成环境之内，

所以说社区建成环境是与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实体环境之一[③]。国内在地

理学、城市规划学、体育学等领域都非常关注该问题，部分学者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

城市发展理念对健康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身体活动、BMI 等指标进行的

实证研究，但以“5Ｄ”模型为基础的，针对社区建成环境影响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实

证研究还略显薄弱[④]。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调查法 

以年龄为 7-18 岁的苏州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为 7-18 岁的儿童青少

年；（2）社区常住人口，居住时间超过 6 个月。将性别、年龄段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问卷当中。

 
 [①]陈友华.理性化、城市化与城市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6,53(6):107-113. 
[②]朱雯，张涛，陈晓荣.居民身体活动与社区建成环境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6,35(5):494-499. 
[③]符茂真,吴琦欣,年云鹏.休闲性身体活动与社区建成环境关系研究[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8,37(011):927-932. 
[④]王飞,陈思同,洪金涛,刘阳.外国学者关于幼儿 24 h 身体活动行为的研究：起源、进展与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

报,2020,32(06):53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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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4 月 29 进行发放与回收。分别获取 3212 份 7-18 岁苏州儿童青少年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和儿童青少年对社区建成环境感知的数据。休闲性身体活动数

据来源于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信效度较高的《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依据各类身体活动类型对应

的梅脱赋值，按照：休闲性身体活动=（步行天数×每天步行时间×3.3）+（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的天

数×每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时间×4）+（高强度身体活动的天数×每天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8）的公

式，计算出儿童青少年在过去一周内的休闲性身体活动量。 

社区建成环境数据来源于《社区环境可步行性量表》获得。本文选取社区 l200m 路网缓冲区

(约 15min 步行可达区域)代表社区建成环境的空间范围。社区建成环境指标主要依据“5D”模型：

居住密度（各种类型住宅）、土地混合利用-多样性（步行到便利店、公交站点等地方的时间）、土

地混合利用-访问性（到便利店、公交站点及服务设施的便利性、街道连通性）、步行设施与安全

（住所附近道路人行道铺设情况、是否与行车道有防护栏隔开等）、美学（绿化情况和周边景观）、

交通隐患（车速、车流量、道路照明度）、治安（白天或晚上步行安全情况）和阻碍（停车场、死

胡同、坡道和障碍）等进行提取。该量表已经在美国、英国、比利时、中国等众多国家的实践中，

被证明具有良好的重测可靠性[①]。 

1.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以 SPSS 20.0 为统计工具，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Mean±SD）、独立样本 T 检验(t-test)、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等，用以描述儿童青少年各类型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之间的差异

性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的是有序 logistics回归。但是有序 logistics回归的平行线检验 P=0.008<0.05，

因此参数估计不准确，因此，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方法进行模型检验。运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索社区建成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影响程度。 

2 结果 

2.1 个体层面：不同性别和年龄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 

儿童青少年的性别和年龄特征反映了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等情况，是与个体休闲性身体活动水

平相关的重要因素。同时，性别和年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青少年对社区建成环境的

感知能力。因而在社区建成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影响中，性别和年龄可能发挥

中介或调节作用[② ]。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检验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特征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

活动水平和社区建成环境感知指数的差异。 

2.1.1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特征 

休闲性身体活动由步行身体活动水平、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3 个部

 
[①]Brownson，R.C.，Chang，J.J.，Eyler，A.A.，et al.Measuring the environment for friendliness toward physical activity:A 

comparison of the reliability of 3 questionnaire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4,94,473-483. 
[② ]王兰,孙文尧,吴莹.主观感知的城市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 60 个县市的大样本调查[J].人文

地理,2020,35(02):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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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根据 IPAQ 长卷中各项身体活动属性及其 MET 赋值计算可以得出，如图 1 所示，在步行

身体活动水平方面，男生的步行身体活动水平高于女生（281±466 MET-min/w vs. 244±431 MET-

min/w，t=2.364*，P < 0.05）。在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方面，男生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高于女生

（794±1233 MET-min/w vs. 620±1055 MET-min/w，t=4.299**，P < 0.01）。在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

平方面，男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高于女生（360.26±511MET-min/w vs. 338±545MET-min/w，

t=1.147），男生和女生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休闲性身体活动方面，男生的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高

于女生（1436±1651MET-min/w vs. 1203.33±1599MET-min/w，t=4.059**，P < 0.01）。由此可见，

除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以外，男生和女生的步行身体活动水平、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休闲性

身体活动总量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图 1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比较 

2.1.2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特征 

 

图 2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比较 

由图 2 可见，各个年龄段儿童青少年在步行身体活动和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两种身体活

动类型上的水平差异比较小，而在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和休闲性身体活动总量上存在随着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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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而递增的趋势。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在步行身体活动水平、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休闲性身体活动总量水平的重复量数变异数分析发现，各变量的 F 值分

别是 2.05、4.325*、1.792、5.012*(*p<0.05)达显著水平，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在高强度身体活

动水平、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 2 个维度有显著差异，而在步行身体活动水平和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使用 Bonferroni 事后比较(Bonferroni method)，以了解各变量维度间

的差异情形。7-9 岁年龄段的样本在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和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 2 个方面均少于

10-12 岁、13-15 岁、16-18 岁年龄段。 

2.1.3 性别、年龄对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 

表 1 不同性别、年龄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差异 

变量 低强度 中等强度 高强度 χ2 P 

性别 
男 552（35.29%） 733（46.86%） 279（17.83%） 

28.869*** <0.001 
女 688（41.74%） 745（45.20%） 215（13.04%） 

年龄段 

7-9 岁 138（39.76%） 157（45.24%） 52（14.98%） 

20.425** 0.002 
10-12 岁 270（43.13%） 274（43.76%） 82（13.09%） 

13-15 岁 436（36.48%） 586（49.03%） 173（14.47%） 

16-18 岁 396（37.93%） 478（45.78%） 170（16.28%）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 

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单因素分析中发现，性别的卡方值为（28.869***，P<0.001），性别是儿童

青少年低、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可疑影响因素。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表现出明显的从

事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数明显多于低强度和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数。年龄段的卡

方值为 20.425*，P<0.01，年龄段是儿童青少年低、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可疑影响因素。

从表 1 可见，13-15 岁年龄段的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数占比最高，10-12 岁年龄段占比最

少。而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也是 16-18 岁年龄段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人数占比最多，

其次是 7-9 岁年龄段。 

表 2 性别、年龄对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 

控制变量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高强度身体活动 

回归系数 OR 回归系数 OR 

男 0.221 1.247（1.07-1.453）*** 0.581 1.788（1.443-2.216）*** 

女 0  0  

7-9 岁 -0.052 0.95（0.717-1.257） -0.373 0.689（0.465-1.02） 

10-12 岁 -0.158 0.854（0.691-1.055） -0.439 0.644（0.48-0.865）** 

13-15 岁 0.143 1.154（0.961-1.385） -0.276 0.759（0.59-0.976）* 

16-18 岁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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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见，以低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为参考类别，在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男生和

女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1。男生的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是女生的 1.247 倍。在高强

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男生和女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1。男生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是女生的 1.788 倍。以 16-18 岁儿童青少年为参考类别，各个年龄段儿童青少年的中等休闲性身

体活动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在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10-12 岁（P<0.01）、13-15 岁（P<0.05）

年龄段儿童青少年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显著少于 16-18 岁年龄段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

动水平，分别是 10-12 岁的 0.644 倍、13-15 岁的 0.759 倍。 

2.2 社区层面：社区建成环境对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影响 

2.2.1 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可疑社区建成环境影响因素 

表 3 不同社区建成环境要素下的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差异 

变量 低强度 中等强度 高强度 χ2 P 

居住密度 298（187.5~494.5） 377（227~516.5） 378（230.75~520） 45.192*** <0.001 

多样性 2.91（2.21~3.52） 2.83（2.26~3.39） 2.87（2.35~3.43） 3.617 0.164 

访问性 3(2.5~3.5) 3(2.5~3.75) 3(2.5~3.75) 22.523*** <0.001 

步行设施与安全 3(2.33~3.33) 3(2.5~3.5) 3(2.5~3.5) 21.937*** <0.001 

美学 2.67(2~3.33) 3(2~3.67) 3(2.25~3.67) 17.89*** <0.001 

交通隐患 2.33(1.67~3) 2.33(1.67~3) 2.33(1.67~3) 3.155 0.206 

治安 3(2.33~3.67) 3(2.67~4) 3(2.67~4) 25.094*** <0.001 

阻碍 2.25(1.5~2.75) 2.25(1.75~2.75) 2(1.5~2.75) 1.807 0.405 

注：***表示 P<0.001。 

由表 3 可见，社区建成坏境有 5 个要素对儿童青少年的低、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有显

著影响，包括居住密度、访问性、步行设施与安全、美学、治安，以上 5 个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是

儿童青少年低、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可疑影响因素。而多样性、交通隐患和阻碍不具有

显著性差异，说明多样性、交通隐患和阻碍不是影响儿童青少年低、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的的可疑社区建成环境影响因素。 

2.2.2 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独立社区建成环境影响因素 

表 4 社区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 

[OR 值( OR 值 95%CI) ] 

社区建成环境变量 
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高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回归系数 OR（95%CI ） 回归系数 OR（95%CI ） 

居住密度 0.001 1.001（1.001-1.002）*** 0.001 1.001（1.001-1.002）*** 

访问性 0.05 1.051（0.921-1.2） 0.031 1.032（0.86-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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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成环境变量 
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高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 

回归系数 OR（95%CI ） 回归系数 OR（95%CI ） 

步行设施与安全 0.037 1.038（0.896-1.202） -0.098 0.906（0.74-1.109） 

美学 0.062 1.064（0.941-1.203） 0.171 1.187（1-1.409）* 

治安 0.123 1.131（1.005-1.273）* 0.136 1.145（0.971-1.351） 

注：以低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为参考类别，***表示 P<0.001，*表示 P<0.05。 

以低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为参考类别，发现在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居住密度、治安

对应的 P 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这 2 个因素与儿童青少年的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具有显

著相关性，且对应的影响系数均大于 0，为正相关关系。在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居住密度、

美学对应的 P 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这 2 个因素与儿童青少年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之间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对应的影响系数均大于 0，为正相关关系。访问性、步行设施与安全、美

学和治安在休闲性身体活动中，对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3 讨论 

3.1 居住密度与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密度是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独立影响因素，居住密度

越高，越容易引起儿童青少年的中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研究证实居住密度越高，儿童青少年

的休闲性身体活动则越多，居住密度与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部分研究表明，住宅密度越低，越有利于进行身体活动，而居住密度越高，越不利于进行身

体活动，会出现参与身体活动时间减少，久坐时间延长的现象[①]。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居住密度与

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之间显著相关。其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

特征，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 7-18 岁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该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大都是独生子

女，其在社区内的玩伴数量比较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要

在社区 1200m 范围内布局更多的科教文化、商业服务、教育服务、体育休闲等公共设施或用地，

提供便利的场地和设施、丰富的运动器材，提高运动水平，进而增加儿童青少年积极从事休闲性

身体活动的欲望和信念。较高的居住密度增加了学校、居住、休闲娱乐等空间集聚的可能，建设

高密度、多用途的混合用地模式，保证自行车与人行通道便捷地联系，增加步行和自行车等非机

动车交通模式选择的可能性，同时随着居住密度的增加，也会增加交通拥堵的可能性，进而降低

小汽车行驶速度，降低私家车出行的选择率。 

3.2 美学与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关系 

研究发现，美学是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独立影响因素，美学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起儿童

 
[① ]沈晶,杨秋颖,郑家鲲,等.建成环境对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肥胖的影响:系统文献综述[J].中国运动医学杂

志,2019,38(04):3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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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环境的美化情况是指居民对居住周围自然环境、公共绿道美化

情况以及环境舒适程度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令人愉快的景观对于休闲性步行活动以及其它形式

的休闲性身体活动都有促进作用[①]。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性身体活动是个体内在需要与外在环境吸

引力之间的反映，是在身体需求和动机驱动下的实现形式。社区建成环境建设要关注到儿童青少

年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从“步行”的角度出发，以儿童青少年的舒适步行范围尺度为原

则规划组织社区建成环境的布局，使“步行可达”成为日常设施布局的基本原则[②]。将社区的各

类服务设施综合进行统筹考虑，在“舒适步行范围”尺度内紧凑布局日常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

强化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的“步行尺度”的组织与引导。社区设计之初必须考虑建设高密度交叉路

口和小尺度街区使得社区之间、服务设施之间具有高度的连通性，减少步行通道的障碍，同时，

要培育和谐社区，促进社会互动，增加城市的生活气息和民众之间的接触机会，融洽邻里关系，

提高社区的吸引力和儿童青少年的认同感[③]。加强对社区内绿道网络、步行设施的建构与管控，

细化、多样土地利用模式。保障步行设施及空间的视觉、林荫、整洁等品质，增加街区雕塑、水

景等的美学元素，增强社区的微观规划设计，使得社区步行空间的设计更加美观[④]。 

3.3 治安与儿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关系 

研究发现，治安是儿童青少年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的独立影响因素，治安水平越高，越

容易引起儿童青少年的中等强度的休闲性身体活动。“身体活动空间是否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儿

童青少年休闲性身体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全”不仅指空间设施本身的安全性，还有休

闲性身体活动空间周边的社会犯罪的危险。我国多数城市的治安情况非常好，这与城市的照明设

施、监控装置、公共安全设施健全等因素有关。安全性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儿童青少年从事休闲性

身体活动，当儿童青少年感知到社区环境比较安全时，也更愿意选择外出进行休闲性身体活动。

由于社区的建成时间较长，要加强对社区内部及周围的环境改造和绿化建设，给儿童青少年步行

出行营造良好的视觉感知。优化社区范围内的步行网络，构建人车分流的道路，保证儿童青少年

在步行时，不用受到车辆往来等外界因素的干扰，提高儿童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感，从而确保儿童

青少年步行的整体连续性。提高社区步行道路的网络密度和均匀度，使得社区步行网络的连续性

和可达性得到增强。 

4 结论 

男生的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和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都显著高于女生。男生和女生

 
[ ① ] 姜玉培 ,甄峰 ,王文文 ,等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进展与启示 [J].地理科学进

展,2019,38(3):357-369. 
[②]王璇,贺刚,张胜南.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20,39(01):72-

78. 
[③ ]张健,孙辉,张建华,李婷文.国际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研究的特征、历程与热点——基于 ISI Web of 

Science~(TM)等数据库的文献计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02):156-162. 
[④ ]张丹青,路瑛丽,刘阳.身体活动和静态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系统综述[J].体育科

学,2019,39(12):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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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隐患、治安、阻碍三个维度社区建成环境感知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在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

活动中，居住密度、治安是儿童青少年中等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高强度休闲性身体活动中，居住密度、美学是儿童青少年高强度休闲性身体

活动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提高土地混合利用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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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市进程老年健身方式的发展策略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 

尚长景   马国际 

（常熟理工学院）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人口老龄化向“健康老龄化”转变，是老年健

身领域亟需破解的难题。本研究以苏州市城市社区老年健身人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

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探索苏州现代化城市进程中物质保障、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对老年

人健身方式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综合分析现阶段苏州老年人的健身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老

年健身方式的发展策略，为老年健身方式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老年人；健身方式；现代化城市； 

我国在 20 世纪末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
[①]

行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图 1）显示，2018 年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5 亿，占总人口的 17.9%；比 2017 年高出 0.6 个百分点，人口

老龄化对我国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产生极其严峻的考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健

康意识增强，但相关研究显示“老年人的超重率为 41.6%，肥胖率为 13.9%，超重与肥胖问题也成

为影响我国老年人群体质的突出问题
[②]

，这对全民健身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老龄化产生时

间短、速度快、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的特点
[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

产业发展。
[④]

”因此促进健康老龄化，积极应对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有重要意义
[⑤]

。至 2018 年末苏州平均预期寿命达 83.54 岁，苏州市老年人口高达 183.1 万（图

2），占户籍总人口的 26.02%
[⑥]

，表明苏州已进入到 

深度老龄化社会，面对增长速度快、基数大等显著特征，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不可扭转，老

年人口作为体育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及“健康中国 2030”战略

背景下，老年人的健身活动成为全民健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如何丰富个性化、多样化的老

年健身方式供给，以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使人口老龄化向“健康老龄化”转变，是

 
[①] 百度网.人口老龄化[EB/OL].[2020-02-19].https://baike.baidu.com/. 
[②] 2014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EB/OL].[2020-02-19].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22/7331093.html. 
[③ ] 颜小燕,王奇.基于人口老龄化视域:对城市社区老年体育健身服务的实证性研究--以安徽省部分城市社区为例

[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03):303-306. 
[④]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2018. 
[⑤ ]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老年健康蓝皮书: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18）

[Z].2018. 
[⑥] 苏州统计局,2018 苏州市情市力[EB/OL].[2020-03-01].http://www.suzhou.gov.cn/szg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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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健身等领域亟需破解的难题。 

 

图 21   2014-2018 年全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发展趋势（单位：万人） 

 

 

图 22  2014-2018 年苏州户籍老年人口发展趋势（单位：万人） 

1 研究现状 

老年健身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虽然现代社会人民生活跨越温饱奔小康，但人到

老年身体机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这时适宜的健身能够延缓减退改善机能，从而达到改善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使得老年人益寿延年
[①]

。在老年人健身中的研究中，传统体育项目
[②][③][④]

（如

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在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良好作用，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强

度中小，是符合老年人的有氧运动项目，对老年人的血液指标、心境状态、形态机能、心肺功能、

免疫能力等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在老年人健身活动的现状调查中
[⑤][⑥]

，基于城市社区对老年人

体育锻炼目的、内容、特点进行调查分析，从影响和制约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的因素出发提出相

 
[①] 卢咏梅,邓树勋.老年人健身运动的研究进展[J].体育与科学,1999(05):9-15. 
[ ② ] 顾克鹏,胡光霞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八段锦对社区中老年人血脂影响的研究 [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

理,2014,34(08):1027-1028. 
[③] 王保奎,朱昆荣.核心稳定性训练与步行锻炼对老年女性平衡能力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21):6208-

6209. 
[④ ] 鲍丽颖,汪洋,刘俊荣 .健身气功“八段锦”对不同血脂水平中老年人肺活量的影响 [J].中国老年学杂

志,2013,33(05):1140-1141. 
[⑤] 施学莲,王爱丰,王正伦,张焕志.公共服务视野下老年体育工作推进策略研究——基于江苏省 13 个省辖市和 28

个县(市、区)的实证调查[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35(03):22-24+66. 

[⑥] 高沐阳.老年人体育健身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29(03):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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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对策建议。老年人健身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中
[①[②][③]

，则从组织管理、健身指导、人力资源服务

和物质供给等体系的构建 ，从而为城市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健身条件和健身方式。本研究以老年

健身为研究切入点，对苏州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与老年健身方式关系的梳理，探讨苏州现代化城市

进程中对老年人健身方式的影响，为相关职能部门在现代化城市发展中老年健身提言献策。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苏州市城市社区老年健身人群为研究对象，在苏州区市中选取姑苏区、工业园区、

高新区、吴江区、常熟市等 5 个区市中 10 个社区 200 位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对所

调查的城市社区老年人共发放问卷 200 份，有效问卷回收 192 份，有效率 96%。所调查的数据运

用 SPSS19.0 进行数据的记录与分析。 

3 苏州现代化城市进程对老年人健身方式发展影响 

3.1 物质保障 

苏州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老年人体育健身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改进，老年人

体育健身活动经费得到保障，丰富了老年人体育健身产品供给，为苏州老年人健身提供良好的物

质基础保障。据统计，苏州 GDP2018 年达 1.8 万亿元（图 4），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七位。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952 亿元（图 3），其中全民健身领域支出近 3 亿元，2018 年末江苏省城镇化率为

69.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03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五位
[④]

。其中，苏州市的城镇化率为

76.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47 个百分点，超过发达国家（城镇化率 75%）水平，苏州是我国

经济社会最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在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⑤]

。以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为例，2017 年末全市共有全民健身站点 7124 个、人均体育场地设施面积达 3.49 平方

米，2018 年末，建成体育公园 52 个，举行各类全民健身活动有 5000 多项次，建成健身步道达

2232 公里，依托苏州现有的景点、公园和湿地建成了许多比较有特色的健身步道，如环古城河健

身步道、环金鸡湖健身步道、虎丘湿地公园健身步道、穹窿山健身步道、常熟虞山健身步道等。

健身锻炼已成为苏州市民新的生活方式，2018 年市民体质监测合格率达到 95.7%，丰富的健身场

地设施为老年人健身的开展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 

3.2 制度保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健身的需求和意识越来越强烈，使

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老年人体育工作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重要性，近年来颁发了多个相关老年人

 
[①] 宋清华.城镇老年人健身服务体系及主要组成元素操作途径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20):5189-5191. 
[②] 葛书林.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2(03):48-56. 
[③] 刘永强.我国养老机构老年健身服务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06):17-22. 
[④] 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居全国第五位[EB/OL].[2020-03-02]. 

http://tj.jiangsu.gov.cn/art/2019/3/11/art_4027_8258551.html 
[⑤] 国家发展改革委.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Z].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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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有对老年人体育健身事业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强调“支持社区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

身活动，为老年人健身提供科学指导。”《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体育部

门要办好全国性和区域性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和方

法，广泛开展经常性的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苏州市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指出“在城乡建设、旧城改造和社区建设的同时，安排老年体育健身活动场所，积极组织

老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3.3 组织保障 

苏州完善的老年体育协会组织体系，为苏州的老年人体育活动开展提供组织制度保障。1981

年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比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还早成立两年，已经形成完善的市、区、

街道（镇）、社区（村）等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的四级网络，使苏州老年人的健身锻炼、体育活动

组织与竞赛方面有较完善的组织保障。实现苏州老年人体育健身有组织、有经费、有人员，苏州

老年人体育协会下设太极拳、门球、乒乓球、气排球、广场舞等十三个专业委员会。长跑、太极

拳（剑）、气排球、乒乓球、广场舞等近十个项目常年开展活动与竞赛，老年人的健身活动有组

织、有平台，极大的促使老年人健身锻炼的意识得到增强，保证老年人健身持续健康发展。 

 

图 23 苏州 2015-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单位：亿元） 

 

 

图 24  2014-2018 年苏州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4 苏州老年人健身现状 

4.1 老年人健身参与动机及影响因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生活中健身锻炼已成为老年人新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51%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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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每周健身 1-2 次，而每周健身频次在 3 次以上的老年人占 44%，高于全国老年人 31.1％
[①]

的

水平，其参与动机调查中有 48%选择康复保健，26%选择延年益寿，即大部分老年人认识到或体验

到健身锻炼在增进身体健康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此时在老年人的健身锻炼中加大对科学健身宣

传与普及显得尤为重要。有 12%的老年人选择社交互动，退休对生活方式上有较大影响，以健身

的形式来填补社交空白，另 10%的老年人选择消磨时间，通过健身摆脱了生活的孤独感，此层面

更偏重健身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维护。 

但也有近 5%的老年人中从来不健身，而对于每周健身频次较少或从不健身的老年人来说，为

提高这部分老年人的健身参与性，应加强健身与健康知识的宣传与引导，追根求源到老年人健身

因素：调查显示 48%的老年人认为缺少场地器材设施是影响健身锻炼的主要原因，认为场地器材

设施还是不能满足健身需求，需要进一步的改善；24%的老年人认为健身时缺乏指导是影响健身

的主要原因，说明目前老年人健身科学健身指导欠缺；17%的老年人认为健身时有无同伴影响健

身，当前老年人健身以自己组织或无人组织为主，健身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现有的体育组织与

协会没有发挥应有对接作用；有 14%的老年人选择天气原因，大部分老年人健身爱好在室外场进

行，天气因素对健身影响较大，由于合适的室内场馆少，而大多数室内场馆健身时需要支付一定

的费用。 

4.2 老年健身三维特征 

时间特征。时间特征上，参与健身的苏州老年人群中 26%的老年人每次健身的持续时间少于

30 分钟，55%在 30--60 分钟之间，19%在 60 分钟以上，由于老年人群体差异性大，健身又受到运

动强度、身体素质、年龄等因素限制，每次健身持续时间基本在 1 小时以内。在健身锻炼的时段

选择上，35%的老年人选择早晨进行，56%的老年人选择傍晚进行，选择其它时间锻炼的占 9%，除

家庭时间所限外也与跟健身区域的限制使用时间有关，据调查常熟市琴川街道体育健身点，在辖

区内的健身点对健身活动时段有要求，在早晨限制使用的占 18%，而傍晚限制使用的占 3%，而除

了早晨和傍晚，在其它时间段有 33%的健身点也存在限制使用，这也是老年人大部分选择在傍晚

健身的主要原因。 

空间特征。空间特征上大部分选择户外健身场所，45%选择社区健身点、健身广场，42%选择

公园、步道（人行道），25%选择球场、空地，特点是以社区为中心辐射周边，选择就近、易行、

安全、设施满足健身要求等，研究指出“离家距离 500 m 范围内包含了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大部

分户外体力活动场所
[②]

”，2%选择室内健身场馆，免费的室内场馆少，如社区的文体中心、老年活

动室等，所以老年人在健身时较少选择室内场馆进行健身，但室内场馆有自身的优势，设施完善、

锻炼不受其它因素影响。 

 
[①] 国家体育总局,2014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EB/OL].[2020-03-05].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22/7300210.html. 
[② ] 吴志建,王竹影,张帆,宋彦李青,王厚雷,高亮.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体力活动为中介的模型验

证[J].中国体育科技,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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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征。内容特征上健身项目男性与女性选择具有差异性，老年男性：走跑类 59%、传统

体育类 16%，而老年女性：舞蹈类 42%、走跑类 31%，，虽两者都存在项目偏向，但也有共性健身

需求，例如对场地器材设施要求不高，技术性不强、简便易行，且运动强度可控等，相关部门在

健身场地与设施规划与建设的时，可作为参考合理的规划与布局，以保证健身场地与设施有效合

理使用。 

5 苏州现代化城市进程中老年人健身方式发展策略 

5.1 完善老年人体育健身政策 

现阶段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方面都较为宏观，政策中多以“鼓励”“应积极”“应支持”

“应加强”“切实保障”等号召式的规定，导致老年人体育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的实施效果难

以量化
[①]

，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支撑下，应把提高老年人体质健身水平，丰富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作为老年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来做，专门制定针对老年人健身的政策法规及老年人健

身的体育发展规划，政府部门应当把老年人体育健身作为全民健身的主要单列计划。扩大政策执

行的主体部门，增加政策主体部门间对政策实施的联动性，使政策落到实处，可从老年人体育健

身政策执行主体、经费投入、场地设施保障、健身服务人员、健身与竞赛活动的开展等方面出台

相关政策，进行具体的量化，增强可操作性。 

5.2 增加健身专项资金投入 

老年人健身的经费渠道来源应该多元化，其一，政府应加大财政在老年人健身领域的资金投

入力度，或通过彩票公益金按一定比例专门用于老年健身事业，或通过政府向老年人群直接发放

体育健身消费券，来增加老年人健身的专项资金投入；其二，创新投入方式，通过社会力量和民

间资本参与，增加老年人健身的资金投入，可以企业赞助或捐助，政府购买健身服务项目等途径，

增加老年人健身在场地器材建设、健身活动与竞赛组织、健身培训与服务、俱乐部（社团）建设

的资金保障机制；其三，通过宣传引导老年人健身的个人健身消费投入，鼓励老年人的健身活动

投入，还可通过体育健身场馆（俱乐部）分时段的对老年人健身进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第四，

打通“体--医”融合壁垒，让社保或医保资金可用于老年人的健身消费。 

5.3 合理规划改造老年健身场地设施 

老年健身范围主要为社区周边区域，所以政府在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与分布上应体现就近原

则，有针对性，以适应老年人的健身需要。在规划与建设老年人健身设施时，以社区为基准，向

社区周边辐射，首先建设室内外相结合的社区健身中心，其次利用现有的城市、社区中的绿地、

人行道、公园、空地等，规划改建形式多样的健身步道、微型广场及健身路径、器材等，利用社

区周边的“金边银角”余地，建设嵌入式的健身设施，如安置乒乓球台，笼式气排球等，改造现

有体育设施，设置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体育设施与项目。 

 
[①] 范成文,刘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研究[J].体育学刊,2018,25(02):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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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针对性健身宣传与科学指导 

政府主管部门在加强全民健身宣传力度同时针对性对老年健身加以宣传，借助不同宣传平台

和方式，营造健身的浓厚氛围，提高健身的参与率，促进老年人健身的普及性与科学性。政府主

管部门应加强老年健身的科学指导，首先以培训班及辅导站形式加大对社区老年健身骨干人员的

培养，做到老年健身骨干人员培养的常态化，其次扩大服务老年人健身活动中体育社会指导员的

数量，鼓励社区、街道以志愿者或聘用的方式使体育专业人才投入到老年健身活动中来，提升老

年人健身质量，提高老年人的科学健身水平。  

5.5 健全老年健身的组织机构 

通过政府或社区牵头从政策、资金、健身指导等方面完善老年人健身的组织机构，支持更多

的街道或社区建立基层的老年人体育协会，发挥基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老年

健身活动开展提供保障。促进老年人健身项目社团化，发展有特色的运动项目与组织形式的老年

健身社团组织，以满足当下老年人对健身的不同需求，建立起以社区周边的健身站点为依托，老

年健身社团组织为内容，老年人体育协会为保障的一体化服务理念，提高老年健身的组织化程度。 

5.6 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 

老年人竞赛活动的开展应以参与性、健身性、娱乐性为主要目标，淡化锦标主义。体育管理

部门应加强老年人竞赛专业人才的培养，对老年人群体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培训学习加强老年

人健身项目裁判员和管理者队伍建设。在竞赛项目开展中，支持参与人数多的竞赛项目开展，扶

持参与人数少的竞赛项目，做到每个项目有队伍能竞赛，有效扩大老年人健身的参与广度。增加

各层级的竞赛体系，以个人、俱乐部（社团）、单位、企业队伍等基本参赛主体，可划分为社区、

街道、镇一级的区域赛，市、县的大赛区，以及省级以上比赛，时间上可以有周赛、月赛、季度、

年度为划分，以积分形式促参赛，以参赛促兴趣，形成良性的锻炼循环。 

6 结语 

现代化城市进程下老年人体育健身方式的发展，不单停留在体育健身设施上，科学健身指导、

完善的组织体系、有序的赛制保障等软设施也成为必要条件，相关政府部门要以让老年群体真正

了解健身活动、懂得健身常识、理解健身价值等内容为偏重，保证老年人能够科学选取合理的健

身方式满足自身的需求，使人口老龄化向健康老龄化转变，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添砖加瓦，实现

体育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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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价值、桎梏、体系与思路 

甘雨晴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综合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双减”政策背景对课外体育培训

行业服务监管进行研究。发现：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是贯彻落实国家减负号召，培育行业

正确服务理念；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开展，防范化解各类运营风险；深化体育综合育人效能，促进

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科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保障学生体育参与公平的需要。当前课外体育培训

行业服务监管面临着体育非学科培训属性模糊，应试化体育培训难以评判；多部门合作机制尚未

建立，协同化监管格局有待形成；课外体育培训覆盖面广泛，精细化监管技术难度较大；行业各

机构规模水平不一，具体化监管制度尚不健全等现实桎梏。基于此，文章从两大监管对象、三大

监管目标、四大监管方式、五大监管主体、六大监管内容构建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体

系。最后从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站位；细化监管制度，制定评价标准；强化服务引领，实施

精准监管；打造监管平台，推动多元共治等提出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思路。 

关键词：学校体育；“双减”；课外体育；体育培训；服务监管 

引言 

2015 年 10 月，为应对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全面实施一对

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决定[1]。对此，《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生育政策调

整将导致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发生大的变化[2]。然而，二孩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缓解我国社会

的老龄化问题，相反新生儿出生数量逐年持续下降，从 2017 年的 1728 万一路下跌至 2020 年的

1200 万[3]。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4]。2021 年 7 月 24 日，为配套支持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5]。体育

培训作为非学科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双减”政策的驱动下，必将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当

前各体育培训行业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发展规模。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积

极引导体育培训行业有序开展。2021 年 10 月 11 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

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6]（以下简称《通知》），为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谋篇

布局。在此背景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如何开展才能既服务于“双减”政策号召，同时

又能促进自身发展，俨然成为当下学界迫切需要探讨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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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价值、桎梏、体系及思路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促进课

外体育培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1 “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价值审视 

1.1 贯彻落实国家减负号召，培育行业正确服务理念 

校外教育培训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产生并发展的，但其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

社会的高度关注[7]。直到进入 21 世纪后，尤其是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8]

文件的出台，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限制学生在学时间。在学时间的缩短导致

课外时间逐步延长，如何充分挖掘并利用课外时间成为家长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考虑的一个重要问

题。校内教育资源的有限以及校外教育需求的加大进而形成教育资源供给的失衡，校外教育培训

由此赢得发展动力与广阔市场。校外培训市场的火热吸引了社会资本的高度关注，随着社会资本

不断入驻教育培训行业，其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也得到加速。在文化课补习满足之时，家长们并不

满足于此，还希望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来让孩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结构

转变，如琴、棋、书、画、舞等兴趣班。也因此，在不断地相互竞争中，家庭养育成本不断加大，

以至于成为制约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9]。随着二孩政策生育效应的不断降低，国家

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减负改革的迫切需要，因而在开放三孩政策的同时，一系列政策支

持措施陆续出台，“双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体育培训作为非学科培训的重要内容，

在“双减”政策下反而赢得发展契机。然而，如何让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于“双减”，使学生

真正在课外体育培训中放松身心、增强体质，尤其是在体育中考改革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

避免体育培训走向“应试化”陷阱，这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贯彻落实国家减负

号召，培育行业正确服务理念，迫切需要加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1.2 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开展，防范化解各类运营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

与体育相关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以及社会对于青

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迫切需要，共同促进了体育培训市场需求的扩大。2015 年我国体育培训产业

总产出仅为 247.6 亿元，到 2018 年已经高达 1722 亿元。在当前阶段，体育培训市场具有前景广

阔、产业粘合度高、回报率高等特点[10]。体育培训市场所拥有的这些特点吸引着大批社会资本的

入驻，然而当前体育培训行业尚处于起步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准入门槛低，体育市场中体育培

训行业以不具备长期稳定运营能力的中小企业为主，从而导致体育培训行业乱象频现，如大额超

前续费、恶意价格竞争、教学质量低下、管理混乱等。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中小学生

以及家长纷纷从沉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体育参与成为学生放松身心、增强体质的必要途径

与手段，因而对于课外体育培训的需求也随之加大。课外体育培训需求的加大，使得原本发展不

成熟的体育培训市场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在政策的红利环境下，实现体育培训行业的规范有

序开展，显然需要政府等职能部门的科学有效监管。此外，体育培训行业涉及许多高危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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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一旦缺乏有效监管，极易出现人身伤害事故，如死亡率高达 30%的翼装飞行项目[11]。最

后，从疫情防控常态化来看，体育培训大多以班级形式授课，人员密集，一旦出现感染病例，极

易造成大面积传播，进而危害社会安全。由此可见，防范化解各类运营风险同样也是加强课外体

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一个重要价值体现。 

1.3 深化体育综合育人效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近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断凸显，首当其冲的就是以学业成绩为核心所导致的青少年体质

健康问题[12]。近视率不断攀升、心理问题频发、征兵体质要求逐年下降等现实问题正阻碍着当前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系列政策

陆续出台。2020 年 8 月，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意见》[13]；同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14]。无论是深化体教融合，还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其根本目的都旨在推动青少年

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笔者认为，系列政策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体

育锻炼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二是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实现青少年“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由此，学校体育不再局限于体质健康促进层面，而是肩负着全面育人的时代重任。然而，体育育

人更为重要的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而不仅仅止步于学校体育层面。学校体育教育是体育育

人的主要阵地，但由于受到班级人数以及教师数量的限制，学校体育的育人功效无法得到充分彰

显；而课外体育培训具有项目类型广泛、授课形式多样等特征，能够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有效补

充，进而担负起协同育人的时代使命。事实上，从国家意志层面来看，将课外体育培训作为学校

体育教育的有效补充已初见端倪，《通知》中的“将职业道德教育、反兴奋剂教育等纳入培训内

容”这番表述可见一斑。特别是在“双减”政策的出台后，国家以及社会对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

的要求更是显著提高，体育培训不再拘泥于教会一项运动技能，更强调对于青少年的综合育人效

果。因此，深化体育综合育人效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同样也是加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

务监管的重要价值彰显。 

1.4 科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保障学生体育参与公平 

“双减”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一是让学生从繁重的校内学习与校外补课双重负担中

解放出来，从而有效缓解学生身体活动参与不足所导致的体质健康问题；二是通过关停学科类培

训，从根本上减轻家庭的养育成本，为提高国民生育意愿，缓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打牢基础。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体育培训不属于学科培训”[15]，但在提高国民生育意愿的目标驱动

下，体育培训行业的价格调控必将受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强制干预。以上海市为例，自“双减”

政策实施日起，上海所有培训类项目停止审批，包含学科类、科技类、体育类、艺术类。此外，

上海市将实行培训机构价格监管和资金监管制度，就培训费设立规范指导价，后续收费价格须依

据政府指导价，物价部门核准价格，上下浮动均有限制；同时，要求所有培训机构收费必须使用

银行划拨，家长存钱进入银行账户，银行每三个月划拨一次学费到培训机构账户[16]。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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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培训行业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自行随意定价、大额超前续费，甚至是恶意价格竞争，而是在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科学开展体育培训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体育中考改革力度持续

加大，体育陆续成为各省市中考的必考项目，且分值逐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学校体育资源供给

的相对匮乏使得一部分学生不得不诉诸于课外体育培训机构，由此，“应试化”的体育培训将势

必导致体育教育公平的缺失。综上所述，从科学推动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转型升级，保障学生体育

参与公平的角度来看，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指导。 

2 “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现实桎梏 

2.1 体育非学科培训属性模糊，应试化体育培训难以评判 

在“双减”政策颁布后的第 5 天，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

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强调，“在开展校外培训时，体育学科按照非学科类进

行管理”[15]。尽管体育的非学科属性得到教育部的官方认定，但体育中考的全面普及以及体育高

考的后续推进都使得体育与其他文化课一样需要以考试评价成绩，由此导致体育非学科培训属性

的模糊。从我国目前中考实施的考试内容来看，除体育科目以外的其他课程均属于学科培训的界

定范畴，因而唯独体育以非学科培训内容的形式存在于中考当中。由此可见，体育中考的实施必

将导致体育培训行业的“应试化”服务倾向，这是一个大家不愿看到但却是无法规避的现实问

题。因此，“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评判体育培

训的“应试化”，即什么样的体育培训可以认定为“应试化”体育培训。尽管“双减”政策以及

《通知》两个文件均体现了坚决抵制“应试体育”的意识，但在现实操作中却是异常艰难。首先，

课外体育培训具有灵活的表现形式，如线上视频、线下一对一、线下一对多等，在体育中考推动

下，家长不可避免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体育考试成绩上不拉后腿，因而宁愿绕开政策规定选择具

有隐蔽性的培训形式补课，从而增加监管难度。其次，体育技术练习具有迁移的特征，因而体育

培训机构可以围绕体育中考内容进行技术动作的拆解，而后通过加强各分解技术动作的培训与补

课以提高体育成绩，从而打政策的擦边球。综上所述，家长、学生主观化的“应考”维护以及体

育培训的项目特性使得“应试化”的体育培训难以客观评判，进而使得非学科培训属性的体育培

训最终走向一个“应试化”的思维陷阱。 

2.2 多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化监管格局有待形成 

单纯地将课外体育培训置于体育产业领域而言，课外体育培训只是体育部门的分内之事；而

将课外体育培训置于“双减”政策的大背景来看，课外体育培训则上升至教育部门所要重点关注

的大事件。2021 年 6 月 15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通知》[17]。

课外体育培训作为校外教育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意味着课外

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将由教育部门领衔开展；但由于校外教育培训涉及范围广泛、工作任

务艰巨，单纯依靠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一职能部门难以实现整体监管，而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

业服务监管的多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化监管格局还未形成，以至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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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监管面临阻碍。首先，从部门合作机制层面来看，《通知》要求各地体育行政部门要与教育行政

部门共同遴选符合条件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中小学校提供课外体育培训服务；同时要配合市

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课外体育培训预付费和招生行为的监管[6]。然而，体育行政部门与教育行政

部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具体权责如何分配，当前并

未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因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多部门合作流于

倡议层面，无法付诸实践。其次，从部门协同监管层面来看，体育部门与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

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进行协同监管的前提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应当基于各行政部

门的职能属性进行条块化分割，确保监管范畴的具体化细分，从而有利于各行政职能部门权力的

实施以及责任的履行。显然，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尚处于模式探索阶段，各项管理办

法相对欠缺成熟，多部门的协同化监管格局有待形成，进而不利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的科学

监管。 

2.3 课外体育培训覆盖面广泛，精细化监管技术难度较大 

目前，体育进入学生课余生活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一种是校外培

训机构[18]。校内课后托管以体育社团的形式存在，主要通过聘请体育专业培训机构教练进入学校

参与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与身体素质；校外培训机构以体育培训学校、体育俱乐

部等形式存在，主要由学生根据自身体育需求进入相应机构进行课外体育培训。在“双减”政策

驱动下，学生对于课外体育培训的需求逐步加大，尽管“双减”政策以及《通知》均对课外体育

培训的缴费模式、经营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课外体育培训覆盖面非常广泛，精细化监

管技术难度大、任务重，以至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受阻。首先，课外体育培训项目繁杂。

当前课外体育培训项目几乎涉及所有常见的运动项目，如篮球、足球、羽毛球、跆拳道、体育舞

蹈等等，而这些项目均需要以体能等素质为基础，在体育中考驱动下，繁杂的各类体育培训项目

最后可能沦为体育“应试化”培训的外包装。其次，课外体育培训受众庞大。在体育中考推动下，

广大学生成为课外体育培训的受众，在“逐分”的心理作用下，广大学生群体可能成为课外体育“应

试化”培训的“维护者”。再次，课外体育培训模式多元。课外体育培训具有多元化的授课模式，如

线上一对一/多、线下一对一/多，这些培训既可以选择固定机构授课，亦可以上门定制化服务，具有

很强的隐蔽性。最后，课外体育培训资质不齐。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准入门槛低，只要会一点运动

技能即可申请办学，甚至外行非体育专业人员亦可聘请教练开展办学。概言之，课外体育培训的上述

特征使得精细化监管难以实现，从而导致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陷入困局。 

2.4 行业各机构规模水平不一，具体化监管制度尚不健全 

疫情的发生普遍提高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再加上“双减”政策和多地中考体育分值提高的

催化，家长们普遍对孩子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成绩更加重视，从而选择课外体育培训[18]。尽管体育

培训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当前各大体育培训行业规模水平的参差不齐，从

而导致体育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给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造成巨大困难。首先，各体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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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师资队伍差异显著。在大力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长时间我国体

育培训产业为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体育培训行业准入门槛，从而导致大量非体育专业从业人员进

入市场，加之对体育培训从业人员缺乏有效资质认证，进而造成各大体育培训机构师资队伍差异

显著。其次，各体育培训机构场地器材水平不一。尽管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出台的《课外体育培训

行为规范》[19]（以下简称《规范》）对课外体育培训场地设施做出了相应要求，但基本都是参照国

家标准而定，课外体育培训以青少年为主体，当前我国尚未建立明确的体育培训机构场地器材标

准，从而导致市场中的任一主体只要投入一定运营资金便可公开办学。再次，各体育培训机构运

营能力良莠不齐。由于准入门槛低，投资前景好，收益周期持久，许多非体育专业领域的投资者

纷纷将资本投向体育培训行业，这些投资者并非长期从事体育培训行业，而是在国家政策的利好

环境下期望获得“一桶金”。此外，还有一部分个体户也纷纷携带资本入驻体育培训市场，个体

经营、自负盈亏是其主要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其运营能力的低下。最后，各体育培训机构服务

理念参差不一。课外体育培训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有效补充，理应担负起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的时代重任，而社会资本的不断入驻也使得课外体育培训成为一种商人逐利的工具。概言之，当

前体育培训行业规模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具体化的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制度尚不健全，从而使

得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受阻。 

3 “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体系构建 

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包括监管目标、监管对象、监管方式、监管主体以及监管内容等五个核

心要素[20]。基于此，本研究从这五个核心要素构建了“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体系 

服务准入监管、服务质量监管 
服务价格监管、服务安全监管 
服务规范监管、服务诚信监管 
 

六大监管内容： 

界定范围，科学决策 

 
 

服务监管体系 

校内课外体育培训 
校外课外体育培训 

 

两大监管对象： 

精准施策，有的放矢 

 
 

贯彻落实“双减”政策 
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大监管目标： 

紧衔政策，健康有序 

 
 

政府、学校、社会、 
家长、师生 

 

    五大监管主体：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制度化监管、精细化监管 
多元化监管、专业化监管 

 

 四大监管方式： 

提质增效，规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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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两大监管对象：精准施策，有的放矢 

监管对象是监管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指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行为客体。与

监管内容的具体指向性不同，监管对象只是明确了监管过程中的宏观指向，它能够为课外体育培

训行业服务监管指引明确方向。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校内课

外体育培训。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是指学校和第三方体育培训机构或个人合作展开的课外体育培

训，这种培训多以学校体育社团、俱乐部的形式存在。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他们非

常愿意与学校展开合作，甚至是免费提供教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所在的体育培训机构，

从而获得生源；从学校的角度来看，通过与第三方体育培训机构合作展开的课外体育培训，不仅

能够有效弥补学校体育班级授课制导致的体育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同时还能为学校财务节省一

大笔开支，可谓皆大欢喜。然而，在双方“逐利”的心理驱动下，校内课外体育培训难以避免地

成为相关负责人与第三方体育培训机构的“私人勾当”，从而违背合作的初衷，进而造成不良影

响。由此可见，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是一个重要的监管对象。二是校外课外体育培训。校外课外体

育培训是指学生根据自身体育需要在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或俱乐部进行的课外体育培训，这种体育

培训通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因而学生也要为此付出一定数额培训费用。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

们希望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的参与，提高自身的运动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从而为体育中考打牢基

础；从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希望通过开展体育培训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发展学

生运动技能，从而获得盈利。然而，正是在体育中考的大背景下，“应试化”的校外体育培训不

仅不能给学生减负，甚至可能是增负；加之校外体育培训市场鱼龙混杂，行业机构水平参差不齐，

教练员从教资质缺乏，因而造成校外体育培训市场乱象丛生。因此，校外课外体育培训同样是一

个重要的监管对象。 

3.2 三大监管目标：紧衔政策，健康有序 

监管目标是指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最终要达成的价值目标。从《通知》发布的内容来

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是为了贯彻落实“双减”等文件要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课外

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6]。由此可见，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目标主要指向三个层面：

第一，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这一监管目标主要指向校外课外体育培训，而非校内课外体育培

训。“双减”指的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由于课外体育参与对于当前每况愈下的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而将体育培训列入非学科培训范畴。然而，在体

育中考趋势下，校外课外体育培训的“应试化”倾向在所难免，因而对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

监管而言，是否能够贯彻落实“双减”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评价目标。第二，深化体教融合。这一

监管目标既指向校外课外体育培训，也指向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深化体教融合的目的在于促进青

少年全面健康发展以及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21]。就其本质而言，深化体教融合就是要充分发挥

体育的综合育人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接班人。深化体教融合是全过程、全领域的体

教融合，既包含学校体育，也覆盖课外体育培训。由此可见，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有效补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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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体育培训理应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重任。因此，是否深化体教融合，充分发挥体

育的综合育人功能，俨然成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促进课外体育

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这一监管目标同样主要指向校外课外体育培训，而非校内课外体育培训。

近年来，我国体育培训产业呈爆发式增长，吸引着大量社会资本的入驻。不可否认，社会资本的

大量进入带动了体育培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出以及其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的占比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体育培训市场准入门槛的缺失也使得体育培训市场出现失序现象，

如体育培训虚假宣传、高额预收费、“跑路”事件频发等。可见，促进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也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一个核心考察目标。 

3.3 四大监管方式：提质增效，规范引导 

监管方式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过程中的具体工具载体。2021 年 10 月 8 日，民政部

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并提出从制度化监管、精细化监管、多元化监管以及专业

化监管等具体监管方式健全社会组织监管体系[22]。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课外体育培训机构

本身就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体现，因而在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下构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的方式，在理论上显然是站得住脚的。首先，要实施制度化监管。制度化监管是指以正式的规章

制度为标准来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进行服务监管，成文制度能够为监管提供参考指南，有效避免

监管过程中出现的主观随意性。然而，当前尚未建立健全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制度，《规

范》也只是对课外体育培训场地设施要求、课程要求、从业人员要求、内部管理要求、安全要求

做出了相应说明[19]，可直接用于监管的具体细化指标尚未建立，因而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只能依照《通知》以及《规范》中的相应条文进行实践。其次，要实施精细化监管。精细化监管

是指针对不同项目、规模、师资、类型、运营能力的课外体育培训结构，推进分类指导、分类监

管。精细化监管是提高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效果的关键保障，当前课外体育培训机构数量

繁多，且规模水平、运营能力等参差不齐，只有实施精细化的监管方式进行针对性监管，才能真正推

动课外体育培训行业的有序运行。再次，要实施多元化监管。多元化监管是指在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

服务监管过程中，健全完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

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依法监管的综合监管体制。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单纯由体育部

门负责监管，显然还处于单一化的监管阶段。最后，要实施专业化监管。专业化监管是指由第三方专

业监管机构提供专业化的监管平台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进行服务监管，它强调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手段，加强课外体育培训活动管理，提升数字化监管课外体育培训行业的能力。当前尚未建立专业化

的数字监管平台，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效果。 

3.4 五大监管主体：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监管主体是指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行为发起者，主要包括政府、学校、社会、家长、

师生五大监管主体，各主体有着不同的监管职能，共同承担起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进行服务监管

的责任。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政府的角色将从垄断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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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规划以及监督、评估的提供者[20]。政府作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一个重要主体，

往往具有监管权力的至高性，监管效果也是最佳的，这是由其职能属性所决定的。学校是政府购

买课外体育培训服务的供给对象，在课外体育培训过程中，学校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从

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服务来看，学校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直接参与者；从校外课后体育

服务来看，学校则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间接参与者，它能够为课外体育培训服务提供

最直接、最科学的参考建议。社会作为监管主体，实际上指向两层含义：一是独立于政府与学校

之外，以第三方身份参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社会组织[23]；二是以普通群众身份参与课

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社会个体。社会监管的最大优势在于监管的相对公正，同时由于其以

第三方的视角审视被监管的对象，能够清晰地把握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及

时反馈修正。家长尽管不是课外体育培训服务的直接参与者，但却是课外体育培训服务的消费者，

他们为子女的课外体育培训服务买单，并陪同子女参与全程，因而家长也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

务监管的一个重要主体。师生是课外体育培训服务的直接受众，也是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的亲

身见证者，教师主要面向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服务，学生则面向全部课外体育培训服务，他们对于

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享有最直接的话语权。因此，要充分调动并协调好政府、社会、学校、

家长、师生等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主体的关系，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监管格局。 

3.5 六大监管内容：界定范围，科学决策 

监管内容是监管对象的具体化。在《规范》的思路指引下，结合已有研究取得的共识，本研

究提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内容主要包括服务准入监管、服务质量监管、服务价格监管、

服务安全监管、服务规范监管、服务诚信监管六大维度。六大监管内容覆盖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

务的全过程、全领域，是精细化监管的重要体现。服务准入监管是指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的市场

入口进行监管，这是保证行业服务水平的重要关口，甚至决定着后期服务监管任务的艰巨与否。

服务准入监管就是要加强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办学资质、师资水平、场地器材、运营能力、服务

理念、资金来源等内容的监管，从入口把控好服务质量。服务质量监管保障课外体育培训服务受

众权利的关键举措，决定着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的整体水平。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水平

参差不齐，因而要从培训资格、目标、环境、计划、师资、课程、内容、方法、管理等维度对其

服务质量进行综合监管[24]。服务价格监管主要是为了防止课外体育培训行业的资本化运作，避免

使其成为商人逐利的工具。“双减”政策明确强调，“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将校外培训收费

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办法，明确收费标准，坚决遏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

为”[5]。为此，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政策实行培训机构价格监管和资金监管制度，就培训费

设立规范指导价，后续收费价格须依据政府指导价，物价部门核准价格，上下浮动均有限制。服

务安全监管是保障参与课外体育培训的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的关键，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课外体育培训机构作为一个人群聚集场所，一旦安全监管不到位，极易造成群体感染事件；

同时，体育培训场地器械脱离安全监管，也容易给师生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由此可见服务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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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之重要。服务规范监管是提升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整体规模与水平的重要保障，包括办学资质、

教练资质、场地规范、课程规范、教学规范等内容的监管。服务诚信监管是保障师生利益的关键

一环，也是维护体育培训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课外体育培训“退费难”“卷钱跑路”

等问题频发，究其根本，在于服务诚信监管的缺位，因而要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

对校课外体育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同时加强对课外体育培训领域贷款的监管，有效预

防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诚信问题的发生。 

4 “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思路导向 

4.1 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站位 

行动之要，思想先行。“双减”不仅是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同时也是为减轻家庭养育成本，提高国民生育意愿，从而有效缓解日

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是体育领域对“双减”政策贯彻落实的突

出表现，因而首先在思想层面就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站位。第一，纠正认知误区，树立多

部门协同监管的责任意识。当前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主要由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然笔者认

为，光靠体育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课外体育培训的监管涉及办学资质、师资水平、场地器

材、运营能力、服务理念、资金来源、安保意识等诸多内容，而这些内容的监管单纯依靠体育部

门是难以实现的，它需要教育、工商、消防、民政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参与。可见，国家层面须意

识到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由体育部门“包干”存在的局限，要尽快完善现有文件内容，强

化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多部门协同监管的责任意识。第二，明确监管分工，构建多部门协同监

管的合作机制。在当前诸多的体育相关文件中，多部门协同合作均有提及，但止步于倡导层面，

各部门职责权属并无明确划分，从而导致部门之间沟通壁垒难以畅通。基于此，课外体育培训行

业服务监管必须明确各行政职能部门的分工，将各具体监管责任落实到各个部门，实施相关监管

责任部门负责制。第三，落实过程管理，打造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长效机制。当前行政

层级制以其高效性、纪律严明等特征普遍存在行政职能部门的管理中[25]，以至于下一级部门在贯

彻上级部门相关政策文件时，普遍存在着“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代替行动”的形式化问题，

政策任务“包工头”现象较为严重。基于此，各级行政部门在贯彻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任

务时，要强调对其进行过程性管理，严格执行问责机制，防止“一阵风”“一刀切”，进而构建

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长效发展机制。第四，强调整体参与，促进政府、社会、学校、家

长、师生等主体在业务、数据等维度整体发力。在业务层面，各主体之间要积极展开合作对话，

协同推进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开展，确保通过业务协同提高监管效率；在数据层面，

各主体之间要主动加强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工作，确保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数据能够在各

主体之间自由流通。 

4.2 细化监管制度，制定评价标准 

由于体育培训的非学科培训属性，“应试化”课外体育培训因而难以评判；加之课外体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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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行业在师资队伍、场地器材、运营能力、服务理念等层面的差异，使得“双减”政策下的课外

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面临阻碍。基于此，在制度层面，还需细化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制

度，制定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评价标准。首先，地方政府要尽快根据当地消费水平制定

课外体育培训课程价格标准。正如上文所述，在体育中考推动下，家长以及师生都自愿成为“应

试化”体育培训行业的“保护者”，因而就主观层面而言，“应试化”课外体育培训是难以从根

本上禁止的。由此，地方政府就需要尽快根据地方消费水平，针对不同体育培训项目制定不同的

课程价格标准，严格限制课外体育培训机构销售高价体育课程，从而确保课外体育培训不会成为

家庭教育负担。其次，提高市场准入标准，严格管控经营范围。地方行政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已有

体育培训行业经营范围的排查，督促课外体育培训机构严格按照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开展体育

培训，一旦超出经营范围，立即查处并予以重罚；此外，对于新增设的体育培训机构，在工商注

册环节就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严格限定，尽可能减少其开设的体育培训项目种类，进而从根本上

杜绝课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挂羊头卖狗肉”现象。再次，要根据监管内容建立课外体育培训行业

服务监管的精细化制度。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当在《规范》的基础上，围绕课外体育培训机构的

办学资质、师资水平、场地器材、运营能力、服务理念、资金来源、安保意识等内容，相对应地

建立具体细化且可直接用于实践操作的监管制度，从而实现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的精细化监

管。最后，要组织专家学者制定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评价指标体系。课外体育培训行业

服务监管必须要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才能对大范围内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进行监管评价。因此，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任务，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

做到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一视同仁，减少监管过程的人为主观性，进而提高监管的公正

性与认可度。 

4.3 强化服务引领，实施精准监管 

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处罚各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而是通过监管

反馈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时制定出相应对策以有效规避这些问题，进而

服务于广大师生群体。因此，在核心层面，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要强化服务引领意识，实

施精准监管策略。首先，行政处罚与技术指导必须同步进行。行政职能部门对课外体育培训机构

进行处罚的同时，必须提供精细化的技术指导，并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实时跟进，确保课外体育培

训行业服务监管能够切实推进行业服务的优化，避免陷入为处罚而监管的误区。其次，对课外体

育培训行业进行分类监管。课外体育培训有多种服务类型，如发展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素质、培

养领导情商、促进身体康复等，各类课外体育培训的侧重点均不同，在监管过程中不可采取“一

刀切”的模式进行扁平化处理，因而体育部门要根据课外体育培训的服务特征进行科学分类，相

关行政职能部门要对不同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进行精细化的分类监管。再次，体育部门要领衔完

善现有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标准。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需要依据具体参考标准展开，切

不可凭借主观化的判断进行。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课外体育培训，因而从源头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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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服务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体育行政职能部门要积极组织从办学要求、规模、教练、

场地、资金、管理等方面对现有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标准进行具体细化补充，从而确保提高监

管效率的同时，也能减轻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压力。最后，要建立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的评价工作机制。监管是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展开的客观评价，然而监管本身是否公正、科

学、合理，这也是需要考虑到的现实问题。可见，有必要针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

建立独立于监管部门与体育培训行业之外的第三方评价工作机制，以确保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

监管的公正、科学与合理。 

4.4 打造监管平台，推动多元共治 

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中观层面的制度构建，更需要微

观层面的技术支持。近年来，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新兴力量，数字经济产业对我国经济结构持续向

好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26]。数字监管就是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指运用现代大数据、互

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方式[27]。数字监管的最大优势在

于监管主体的广泛性以及监管方式的便利性，因而数字监管在各大监管领域备受喜爱、应用广泛。

基于此，在技术层面，要积极打造数字化监管平台，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

务监管。首先，要加快构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数字化监管平台。体育部门要组织网络技术人

员，根据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具体内容建立相关网络平台，如 APP、网站、小程序等；

同时根据行业主体、监管主体、执法主体等内容开放相应端口，将监管事宜全部在平台公开透明

化，一方面便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行政职能部门的办公，另一方面则可以实现课外体育培

训的全社会监管，从而提高监管效果。其次，在平台设置体育部门预审批制度。加强课外体育培

训行业准入门槛监管，实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先由体育部门预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要求商家

预先按照课外体育培训办学要求提交申请材料至平台，体育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批备案，并

出具相关证明给予商家前往工商注册登记。监管平台预审批制度的建立能够严格管控准入端口，

从源头解决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障碍。再次，要加强监管平台数据信息安全保障，切实

维护用户权益。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一个体在社会中都是“透明

的”，因而诈骗犯罪活动也是频繁发生。基于此，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数字化监管平台务必要

把握好用户信息保障这一环节，避免因平台信息泄露造成用户财产损失。 

5 结束语 

“双减”政策是国家面对青少年体质水平持续下滑、家庭养育成本不断攀升等社会背景做出

的重大战略举措，而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则是体育领域贯彻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体

现。作为非学科培训的重要内容，课外体育培训在“双减”政策驱动下势必迎来用户激增的浪潮，

因而加强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促进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文

章基于“双减”政策背景，对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价值与现实桎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

释，同时从对象、目标、方式、主体以及内容五大维度系统构建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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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基于此提出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的思路导向。然而本研究止步于理论探索层面，

难免屯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价值层面的抽象局限中，后续研究将围绕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

的实践案例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期为促进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更为科学、

合理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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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足球比赛传球网络特征分析 

赵  冉 1   刘小慧 2 

（昆山市周市高级中学 1，昆山市周市中学 2） 

摘要：足球是一项同场对抗性很强的竞技性运动，传球是比赛中最为重要、运用最多的技术，

也是比赛中实现技战术目的、组织进攻、变化战术、创造射门的重要手段。为研究足球比赛的传

球网络特征，探讨比赛的制胜因素，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网络分析法对最后一届利用主客场双循

环赛制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冠军队伍在比赛中传球技术的运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

恒大获胜场节点普遍大于落败场，且大节点运动员数量也多于落败场；在两两球员组成的传球路

线分析上，获胜场传球路线更粗，即球员在比赛中联系更加密切，且彼此联系密切的球员数量较

多，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获胜场形成的紧密传球三角也多（2）获胜场中介中心性的分析结果好

于落败场，最高中介中心度数值较高即在传球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并具有纽带作用的球员，且拥

有高中介中心度节点的数量也会更多，能够将场上的球员“串联”起来，很好的控制比赛节奏（3）

恒大队整体传球中最好的是中场“腰”位置的球员，16 号中场黄博文和 21 号中场高准翼在各项

分析中都比较突出，是恒大整个球队传球的重要球员。 

关键词：足球、传球、社会网络分析 

1. 前言 

作为三大球之一的足球，随着足球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等各大赛事的举办，以及大众对

足球的高度关注和高昂热情，对足球比赛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话题。在一场足球比赛中队员接球

后，80％以上的情况会把球传给本方队员，其次才是射门或运球，因此传球在比赛中起到了很好

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队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最有效方式
[1]。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由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图论等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的综合运用图论、

数学模型来研究行动者与行动者、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网络、以及一个社会网络与另一社会网络

之间关系的一种结构分析方法
[2]，并被广泛的运用于国内外各个学科中。社会网络分析包括测量

与调查社会系统中各部分(节点)的特征与相互之间的关系(连接)，将其用网络的形式表示出来，

然后分析其关系的模式与特征这一全过程的一套理论、方法和技术
[3]。就查阅的资料，目前社会

网络分析还并未广泛的运用到体育运动项目中，值得深入研究。 

将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到足球比赛的传球中，可以把球员和球员之间的传球关系抽象地看成

是一种“社会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球员即是“网络节点”，球员之间的传球可以看成是他

们之间的“关系”。由球员(节点)和传球(关系)就构成了足球比赛中的“社会网络”，称之为“传

球网络”
[4]。该方法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单纯分析足球比赛数据，突出比赛整体效果以及球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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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分析出该队的传球特点以及不同比赛情境下传球水平的发挥。通过本文研究，希望推动

苏州市职业足球联赛以及校园足球联赛的持续健康发展。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最后一届利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的冠军队伍--广州恒大淘宝队（简称“恒大”）为研究对

象，统计该队与研究相关比赛的传球数据，胜场包括 2019 年 8 月 11 日客场对阵北京国安队和

2019 年 5 月 17 日客场对阵武汉卓尔队的比赛，负场包括 2019 年 4 月 14 日客场对阵北京人和队

和 2019 年 9 月 22 日主场对阵武汉卓尔的比赛。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论文查询软件以“足球”“传球”、“社会网络分析”等为关

键词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查阅、整理并借鉴选相关文献，掌握社会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相关内涵，

为论文研究做相关准备。 

2.2.2 数据采集 

本文研究的样本主要包括各个球员之间传接球方向、传接球数量以及传球成功率，数据来源

于创冰足球数据网站（http://data.champdas.com），创冰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已经得到以往有关研究

的验证，数据质量能够满足学术要求
[5]。 

2.2.3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并形成 Excel 表格，再将数据导入社

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并利用该工具对选取的比赛球员相互之间的传球数据进行分析，在利用

可视化工具 NetDraw 绘制传球网络图谱，总结分析恒大整体的传球特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恒大队整体传球网络分析 

在绘制的传球网络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名运动员，节点越大，代表节点传接球次数越多，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球员之间的传球方向，连线的粗细则代表球员之间的传球数量，传球数量越

多，代表两球员之间关系越密切。 

3.1.1 获胜场传球网络分析 

图 1 是广州恒大队客场对阵北京国安队时的传球路线图，9 号、10 号和 12 号三名球员为替

补队员，其余为首发队员。本场比赛恒大队采用了 1-4-3-3 的比赛阵型，从图片中可以看出，8 号

保利尼奥、16 号黄博文节点最大，其次是 17 号节点较大，5 号、10 号、21 号、23 号和 32 号五

个节点也较大。这 8 名球员是本场比赛的重要球员，且这 8 名球员贯穿比赛中前后场，可见恒大

在该场次的比赛中攻势较猛且球队整体传递球较为流畅。8-25 这条传球路线是整个图形中最粗的

线条，其次是 16-21 和 23-25 这两条传球路线，第三是 5-17 和 8-16 这两条线。而 8、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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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8、16、25/16、23、25 这几组节点间形成了联系较为紧密的传球三角，说明他们彼此之间

传接球配合密切。 

  

图 1 2019 中超联赛恒大传球网络图 

（北京国安 VS 恒大） 

图 2 2019 中超联赛恒大传球网络图 

（武汉卓尔 VS 恒大） 

如图 2 所示，是广州恒大队客场对阵武汉卓尔队时球队的传球路线图。本次恒大采用的是 1-

4-3-3 阵型进行比赛，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出 21 号高准翼是最大的节点，其次是 5、7、8、12、17

这五个节点，这几个节点分布于比赛场地的各个部分，贯穿整个比赛场地，促使比赛更加完整。

8-12 之间的连线最粗，说明这两名球员间的联系最密切，其次是 8-35、第三是 8-13。此外，7、

8、12/8、21、35/8、33、35 这几组节点彼此之间连线较粗，联系较为紧密，形成了传球三角，说

明这几个球员在比赛中传球较为频繁。 

在获胜场的比赛中，可以发现 5 号后卫张琳芃、8 号中场保利尼奥、17 号前锋杨立瑜和 21 号

后卫高准翼一直是网络图中较大节点，且这几个运动员的位置分布也比较合理，占据了比赛的前

中后场，使全场的传球变得流畅。虽然每次比赛有部分不同球员参加，但是在研究的比赛中，根

据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场 8 号保利尼奥和后卫 21 号高准翼之间的连线也较粗，彼此传球较多。 

3.1.2 落败场传球网络分析 

下图是恒大队客场对阵北京人和以及主场对阵武汉卓尔两场比赛分析整理出的整体网络图。 

  

图 3 2019 中超联赛恒大传球网络图 

（北京人和 VS 恒大） 

图 4 2019 中超联赛恒大传球网络图 

（恒大 VS 武汉卓尔） 

如图 3 所示，在对阵北京人和队时，采用的是 1-4-3-3 阵型（该场次比赛中）。图中可以清晰

地看出，16 号黄博文和 21 号高准翼节点最大，其次是节点 5 和 17，位于这几个节点的运动员分

布于比赛的前、中、后场，是这场比赛的重要球员。其中，节点 16-21 之间的连线最粗，说明这

两名运动员是全场联系最多最密切的运动员。而节点 6、16、21 之间形成了一个局部密切的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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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说明这三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彼此传球较为频繁。根据图 3 图中较粗的连线所处的位置可以

清晰的看出恒大队在该场比赛中联系较为密切的球员基本处于中后场。 

如图 4 所示，在主场对阵武汉卓尔时，球员中还是 21 号高准翼是最大的节点，其次是节点

3、16 和 25，明显这几个重要节点都位于中后场。而在各节点的联系中，17-25 是联系最为密切

的，所呈现的连线也是最粗的，其次是 3-25，第三是 16-25。从节点以及较粗连线的位置可以看

出，该场比赛恒大队的传球核心位置在中后场。 

在这两场比赛中，球队传球中心比较靠后。对于进攻方而言，能够成功攻入禁区就意味着射

门几率、射门准确性、射门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得分机会的增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球队

获胜的可能性，所以，成功攻入禁区就成为影响球队成绩的重要指标[12]。禁区处于比赛场地的前

场，中后场传球多并不能带来射门机会，只有将球传到前场才能获得射门机会，赢得比赛[13]。 

3.1.3 获胜场与落败场对比分析 

3.1.3.1 获胜场与落败场传球网特征对比分析 

经过对四场比赛进行整体网络特征的分析研究，发现无论在获胜场还是落败场的比赛中，21

号球员高准翼在整体网络中都是比较大的节点，说明该球员在整个球队中都占据这非常重要的位

置，是球队的重要球员。四场比赛中，16 号黄博文只参加了 3 场比赛，但是在参加的 3 场比赛

中，分析得出的节点也都比较大，说明黄博文同样也是恒大的重要球员。同时，在这三场比赛中，

16 号与 21 号的连线也较粗，彼此间传球较多，联系密切。 

3.1.3.2 获胜场与落败场其他指标对比分析 

上文选取的恒大的四场比赛中，输赢各有两场，从网络密度和网络距离两个方面对比恒大队

在不同比赛结果下传球的差别。 

表 1 不同比赛结果各指标对比 

网络密度                 网络距离 

获胜                     0.69±0.09                 1.31±0.09 

落败                     0.66±0.04**               1.34±0.03**     

（**：胜组负各项指标比较，p<0.01，说明存在显著性差异） 

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测度，它指的是一个图中各个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

度，网络密度可以被用来度量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6]，即足球运动员传球联系的密切程

度，网络密度越大，说明运动员之间的传球越紧密。根据表 1，恒大获胜场次运动员间传球联系

的密切程度高于落败场，且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 

网络距离则是指网络中两点之间的测地线的长度，它可以用来度量网络中任意两位成员之间

取得联系所需要经过的最少中间人数[4]。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获胜还是落败，恒大队的传

球网络距离都大于 1，说明在比赛中大部分球员之间都存在直接传球的联系。获胜场与落败场之

间的网络距离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说明恒大获胜场次运动员间大多数球员能直接联

系，与落败场相比在比赛中能直接进行传球联系的球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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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获胜场中介中心性分析 

图 11、12 是恒大队获胜比赛的中介中心性分析的结果，中间中心性表示节点（运动员）对其

他节点（队友）的控制能力。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大则意味着该节点所代表的球员在传球网络中处

于中心位置，大部分球员都将球传给该球员，并且该球员传球覆盖范围也较大，能够将球传给大

部分的场上队员[4]。 

              

图 11 中心性分析（北京国安 VS 恒大）    图 12 中心性分析（武汉卓尔 VS 恒大） 

如图 11 所示，研究可以得到在这场比赛中恒大队中间中介度最高的是 8 号球员，达到了

14.564，排名第二的 16 号也高达 12.166。同时，中间中介性超过 5 的有五位球员，这五位球员中

一名属于前场、三名属于中场、一名属于后场，再一次验证了核心-边缘分析的结果，这球员在传

球网络中控制其他球员之间的传球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把控着整场比赛的进行。 

如图 12 所示，在该场获胜的比赛中，中介中心度最高的是 21 号球员的 16.506，且中间中心

性超过 5 的有六位球员，将近总人数的一半，说明在这场比赛中恒大队有更多的球员积极的参与

传接球，传球质量高，传球网络流通更加顺畅，能很好的控制球权，从而伺机创造射门得分的机

会。在这两场比赛中，8 号、17 号和 21 号球员的中介中心度都比较高，是球队控制整场比赛的

重要球员，在比赛中起到了较好的纽带作用。 

3.2.2 落败场中介中心性分析 

下图是选取恒大两场落败的比赛所分析出来的中介中心性分析结果，得到图 5、图 6 两幅图。 

             

图 13 中心性分析（北京人和 VS 恒大）   图 14 中心性分析（恒大 VS 武汉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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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3 所示，恒大队在该场比赛中中介中心性从结果来看出还是比较好的，最大值达 16.254，

超过 5 的有四位球员，且分布的比较合理，前、中、后场都有中间中心性较高的球员。经过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在该场比赛的第 13 分 33 秒，8 号球员因为犯规被判红牌罚下场地，形成了 10 打

11 的比赛局面，尽管恒大队有合理的传接球，并且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努力的创造了 18 次射门得

分的机会和进一球的成绩，但还是在 44 分 05 秒和加时赛的 91 分 24 秒时被对手进球输掉比赛。

图 14 是所选恒大比赛的另一场落败比赛的中介中心性分析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场比赛中，

中介中心性最大值只有 12.844、第二是 10.630。中介中心性大于 5 的共只有 4 名球员，分布于中

后场，且有 3 名都在后场。 

在落败的两场比赛中，16 号球员和 21 号球员始终都拥有着较高的中介中心度，处于球队传

球网络的中心位置，对队友的传球有着较好的控制能力。 

3.2.3 获胜场与落败场中介中心性对比分析 

中介中心度大的球员在传球网络中起到“枢纽”的作用，能够将场上的球员“串联”起来，

是球队传球的“节拍器”，能够很好的控制比赛节奏[4]。对比输赢两种不同比赛结果下恒大传球

中介中心性，可以发现，在获胜的比赛中不仅最高中介中心性会比较高，且拥有高中介中心性的

节点数量也会更多。虽然在第一场落败的比赛中球队最大中介中心度比较高，且拥有高中介中心

度的节点数量也较多，但在现代足球比赛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缺少一人的比赛能取得获胜

的情况较少，越是等级高的比赛发生的几率越小。 

从整体的角度对恒大队的比赛进行研究分析，16 号和 21 号队员的中介中心性始终都比较高，

大部分球员都会将球传给这两名队员，在比赛中起到了很好的枢纽作用。在经过整体网络分析、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以及中介中心性分析后，可以发现 16 号中黄博文和 21 号中场高准翼在各项

分析中都比较突出，由此证明，恒大队整体传球中最好的是中场球员。同时，16 号和 21 号是恒

大整个球队传球的重要球员，占据着球队非常重要的位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球队重要传球队员位置相对固定，大多以“腰”的位置为主。获胜比赛的传球重要节点

的分布以及传球的线路更加合理，且获胜场球队节点普片大于落败场，大节点运动员数量也多于

落败场。获胜场运动员间传球路线更粗，即球员间联系的密切程度高于落败场、比赛时大多数球

员能直接联系且直接进行传球联系的球员较多。 

（2）获胜场中介中心性的分析结果都好于落败场，获胜场球员在比赛传球网络中能起到很

好的“枢纽”作用，将场上的球员“串联”起来，很好的控制比赛节奏，且获胜场这样的球员人

数也比落败场多。在 VS 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中，中间中介性超过 5 的有五位球员。在 VS 武汉卓

尔的比赛中，中间中心性超过 5 的有六位球员，将近总人数的一半。 

（3）恒大队整体传球中最好的是中场球员，16 号中黄博文和 21 号中场高准翼在各项分析中



 

287 

都比较突出，是恒大整个球队传球的重要球员，占据着球队非常重要的位置。 

4.2 建议 

（1）教练在平常训练中，要注重所有队员的参与性，通过让所有队员在平时的训练中积极

参与，从而激发球员在比赛时的积极性，积极参与传接球，使比赛的传球更加流畅。 

（2）比赛时，要均匀分布有实力的球员，前场要有能接应射门的球员，中场球队的“大脑”

要能够指挥比赛、连接中后场，后场球员要能够有一定防守和助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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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发展研究 

马鑫鑫 

（苏州科技大学） 

摘  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是新时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而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展语境、议题框架及发展策略进行研究，对于全面把握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发展规律和推动体育强国内涵式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研究发现：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展语境包括自身发展需求、技术环境变化、国家政策指向。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动漫化这一议题框架界定为动漫创作艺术力形塑传统体育文化生命形态、体育非遗文化资源

赋予动漫产业核心基因编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方案设计要以文化立场、市场需求、

专业人才为准则，提出以科学为导向，释放组织活力、以价值为杠杆，打造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以创新为引领，开发增量市场、以体育非遗为基点，高质量要素创新聚合。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动漫化的“实践之辩”要以辩证、发展的视域来看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产业；融合发展；生产性保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如何科学、规范地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道

路更好连接到服务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社会发展支撑体系， 

这也是国内学者重点关切的问题。中国动漫产业被称为“21 世纪新兴朝阳产业”，动漫是推动民

族文化走向全球化的一条重要支路，也是现代世界各国家民族文化传播与竞争的新阵地
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回顾以往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动漫这一文化通路融合性发展正

成为学界探讨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是对体育文化保护和传承方式的重大拓展与创新。由

此， 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为研究总体对象，析解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

展语境、议题界定等话题，以产业融合理论视角探讨发展策略，对新时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发展语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多源动力 

1.1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发展的需求力 

在文化全球化和商品化的强力冲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遗存，有脆弱性，读图时

代让很多人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一方面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环境变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大多和传统农业社会

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发展中心转向工业文明，经济建设、

商业开发等等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发展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国家已经逐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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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工作，构建了四级保护体系，但在具体举措上还需进一步完善。二方面

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保护和继承形式， 

主要有馆藏、学校教育以及传承人等方法
[2]，但三种方法多有利弊，最大的共性问题是时空局限

性，传播范围受限、传播效率低下，且面临着传承人文化水平低、老龄化的困境。三方面是全球

化浪潮下的外来文化冲击。奥运会、世运会等世界性体育赛事盛会在为我们带来人类体育文化盛

宴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醒一个事实，就是跆拳道、篮球等体育活动裹挟外来文化意识形态正在

冲击着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侵蚀我们自身体育文化生存土壤。“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现实困境倒逼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不断调试、创新，科技技术的发展

为其开辟了数字化发展路径，“+动漫”是一种创新的体育非遗生产性保护发展方式。 

1.2 新时代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的技术力 

产业融合意味着科学技术带来的创新动力驱动着产业边界重新划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随着科学与

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新技术深刻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方式走向数字化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而动漫产业更是一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产业，从人物设计、场景构建、视

听渲染都是高科技的生产成果。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时代到来，信息技术的升

级正在影响着文化传播形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漫产业两者有着一致的文化属性，科技的

应用，降低了产业之间的原生性壁垒，渗透发力到产品制作、市场成本、文化艺术多个环节；以

数字动漫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景直观展示，使静态资源动态化，极大弥补传统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播短缺；3D 动画技术逼真性可以高度还原体育非遗场景，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焕发令人震撼的现代活力，进行数字化形塑。 

1.3 国家政策规划的行政力 

西方强势文化借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的西方竞技运动项目为文化载体，以现代性为核心，使

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了消亡危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议题在国家

层面展开讨论，足以证明其重要性，一是文化意识觉醒下，世界各国竞争场域已经扩展到文化领

域，传承我国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本源文化的历史追溯和民族认同一体化的战略

性方针；二是现代社会的快速更迭，许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和社会生活出现断裂口，正在

走向消亡。综上，为建设体育非遗保护工程，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国

家出台的多个文件中均提及体育非遗与动漫等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内容， 对我国体育非遗

动漫化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规划指导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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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层面关于体育非遗和动漫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 

 

回顾政府政策制定历程，围绕关于体育非遗发展这一议题，政策语境已逐渐从“促进融合、

探索保护”的鼓励式转向到“坚持两创、税费补贴、全面融入”的坚定性， 显现出了国家对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走产业融合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力。 

2 议题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一般性框架 

“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来源于创造力，创新缺乏则难以络续传统，创新缺乏则难以引领风

尚。创意落后、创新不足，再多的外部支持也不足以维持长远繁荣”
[8]。近年来，不断发展的社

会需求和新面向的文化语境， 促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创新（图 1）。 

 

图 1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一般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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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动漫创作艺术力形塑传统体育文化生命形态 

青少年是动漫作品的主要受众，但动漫产业发展面临作品原创性不足，艺术创作差，文化内

涵贫乏，难以得到广大群众喜爱。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种种原因与现代社会产生了物理性、

社会性进入壁垒，也使得人民对其不了解，更难以感兴趣。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动漫产业为体

育非遗生产性项目资源的现代转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动漫产业可以技术、创意、媒介等要素融

入、扩大、升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项目的传统三段式价值链（文化资源识别与发展规划

—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区域性销售），数字技术的进步更推动这一机能发展潜力无穷，促进

动漫艺术与传统体育文化的正向融合度；《功夫熊猫》《秦时明月》等脍炙人口的动漫作品已经

成为良好的实践案例。因此，根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创作相应的动漫 IP 作品，挖掘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优质民族体育文化积累，以此为素材运用动漫艺术形式来创造、创新动漫作品。

从动漫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能深化动漫作品原创性，增强中国动漫产业竞争力，打造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国动漫 IP；从文化建设的微观视角，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以其独特的表现风格可

以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扩大文化影响力，以动漫化活态激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活力，

实现传统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成功转型，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走进现代社会

发展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2 体育非遗文化资源赋予中国动漫产业核心基因编码 

“中国动画落后于美日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在于优秀动画创作力不足”
[9]。现代媒体的数字化

转型升级，三维动画、VR、CG 插画渲染技术等先进的动漫制作技术为动漫作品的快速发展提供

了高效的工具。依靠这些技术工具，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可以科技手段还原那些已经失传

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对于那些即将失传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影像化记录、数字化

保存。那些具有商业价值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商业性运作，挖掘文化元素，风俗文化、

故事情节、传统技艺等创造性转化为动漫产业价值成分。新媒体时代，动漫产业关联性渐强，泛

娱乐化也在推动体育非遗动漫化创新发展。包含太极、武术等丰富体育非遗文化资源元素的《太

极小子》《大闹天宫》等国产动漫作品脍炙人口，极大推动我国动漫事业发展。美国公司出品的

动漫《功夫熊猫》，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为主题，一经推出，在中国大陆及全球范围都取得了不

俗票房。 

3 方案设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展策略 

3.1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展准则 

3.1.1 坚守“文化立场”是基本原则，保护与创新并重 

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经济属性的文化产业，我们要坚守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文化立场”
[10]。即再也不能只用“技术思维”和“商业价值”的理念发展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动漫化，而必须树立“文化意识”，从中国体育非遗文化内核出发，解脱商业利益的

束缚，避免信息技术的挟持，真正做到生产性保护，培育和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公共体育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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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民族体育文化品牌。坚守这一基本原则是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独立自主发展为优势文化产业的本质要求。 

3.1.2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导向，遵循产业规律 

若可以在交叉市场区域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空间，产业融合可以看作一种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

的资源配置优化路径
[1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发展须以市场需求为风向标，产业发展的最终依归是市场，产业产值追求

利率比，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阶段升级。我们也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

动漫化，产业化；第一，文化品质好，民族体育文化特色鲜明，有代表性，可以表达出民族体育

精神，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第二，市场价值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的文化价值在市场中有

一定的消费群众基础，并能够转化成为可听、可观、可感的具象化形态，有良好的生产性价值属

性。政府调控和市场运作两只手协同发力，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实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和动漫产业的有机整合，对优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创新、创造。 

3.1.3 以专业人才为基本构件，开发人力资源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是一项技术难度高、操作流程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一份高质量的

作品不仅要求有细腻入微的情节展现和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更要具有文化内涵和独特风格，这

就需要精通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提供能力保障。一方面是保护和培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文化的本质即“人化”， 人是文化的主体， 也是文化的最终对象
[12]。 “人”是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变量。保护好“人”， 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传承和研究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人， 是做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政府要做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或群体的制度性认证，规范化管理，保护文化可延续性。二是培养专业性人才；动漫设

计师可以高超的技艺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本体，提炼、丰富、升华动漫作品的艺术性；产业

运营人才凭借专业市场分析能力，整合市场资源，宣传、销售、运营动漫作品等等。因此，我国

高校特别是体育类院校应积极联合相关企业，建立培训基地，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制作能力的动

漫专业人才，也要吸纳更多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到项目创作中，打造一支专业的体

育非遗类动漫创作团队。 

3.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发展路径 

3.2.1 政府层面：以科学为导向，释放组织活力 

我国属于动漫产业后发国家。无论基于大文化产业发展的布局建设，还是非遗价值的现代有

用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漫产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非简单的技术引入、资源创新问

题。当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创新性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现代风险理论启示着如若

盲目强调现代商业性业态融合、渗透或者数字化技术改造，容易走进强势文化的包围圈，侵蚀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造成发展路线方向性偏差。一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漫产业融合发

展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发展过程要因势而谋、因需而变。政府要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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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以“两创”为发展指引，充分考虑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规律，建立一套

发展体育非遗与动漫产业融合的准入评估体系，分别对体育非遗项目和动漫产业两个主体，主要

围绕三个话题“关于体育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考评；动漫产业运营主体的绩效、信誉等，二者

融合发展的可行性”；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细化指标体系，合理规划体育非遗动

漫化发展序列，严格管理体育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二是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管

理存在交叉管理、界限不明
[13]等问题，两者融合的新业态需要投融资、产权交易、法务等较精深

的知识资源，涵盖了政府、企业、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方，建立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协调机构，

廓清权责边界，统筹工作规划、加强监管考核，以政策为先导要素、资金为关键投入要素，推动

资源要素体系有机融合，优化资源要素跨界配置，释放组织发展活力。 

3.2.2 产业层面：以价值为杠杆，打造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一是在深入研究当代社会需求和大众审美取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元素发展动漫文化产业， 就是要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深厚的民族体育精神、丰富的体育文

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为创作资源， 创作出人民喜欢、市场欢迎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动漫产品，新媒体宣传矩阵耦合发力，扩大社会影响力。二是要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品牌

为价值杠杆，撬动体育非遗动漫化的“一横一纵”产业格局（图 2），激发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潜

力。“一横”是指“体育非遗+动漫”的横向拓展路径；围绕体育非遗这一主体，挖掘文化资源要

素，为动漫产业的人物、环境、故事提供文化创意，打造优质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文化产品品牌

力、附加值。“一纵”是指推动体育非遗文化动漫产业纵向产业链延伸（从大产业业态向全产业

业态深耕）。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动漫 IP，创意设计原创力强， IP

变现价值良好，推进漫画作品、影视作品、相关衍生品的上、中、下游资源联动，打造包括产品

生产、配套服务、专卖商店、衍生产品、品牌服务等的体育非遗动漫闭环生态系统。 

 

图 2 体育非遗动漫化发展规律简图 

3.2.3 市场层面：以创新为引领，开发增量市场 

在推动体育非遗和动漫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市场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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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调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价格、交易、成本、技术等机制因素促进需求消费系

统和产品供给系统动态平衡，体育非遗动漫市场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各种经济行为与

经济关系的总和，借助政府宏观调控的驱动力，与社会力量构成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如 PPP 运作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体育非遗动漫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的开发，创造融合发展的平台，形成

体育非遗带动动漫产业、动漫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体育非遗保护工作的良性循环。

最后，积极探索创新消费客群转化机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分析、预测市场需求，

对体育非遗动漫市场开发进行计算式治理，提高产品服务精准性，激发消费市场活跃态。 

3.2.4 资源要素层面：以体育非遗为基点，高质量要素创新聚合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要实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到产业化商品、产业化商品到市场消费

力的价值生产性转化过程，必须融入动漫文化产业链各个环节， 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资源，聚合资金、人才、技术、创意等高质量要素，落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两创”举措（创

新发展、创造价值）以及推动体育强国内涵式发展。2021 年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共计 185 项，体育类有 27 项，项目地区分布广泛。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地

区，可以打造区域体育文化品牌，将其独有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与动漫产业融合发展，深耕以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动漫产业价值链条， 与现代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地区经济增长

点。其次，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高新科学技术的深度运用到体育非遗动漫的源头保护、产业生

产和市场营销，消除技术性障碍，提高体育非遗动漫产业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组织网络化， 

激发消费活力。最后，创新融资渠道， 保障资金投入，根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与区位发展

环境，地方政府可利用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来带动社会力量， 鼓励各类企业或个人参与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产业周期中。通过开发性金融、政策性资金等多种融资渠道， 突破融资瓶

颈，给予专项资金扶持政策，扶持相关企业扩大生产经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4 实践之辩：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的一个关键辩论 

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新发展过程中， 本体原生和创新发展就像正负两极，存

在巨大的张力，在保护传承中何以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又如何维护原生文化立场，达到体育非遗

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有效统一，一直是政府、社会、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关键问题。 

4.1“动漫化会产生本体保护危机”之辩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反而会使其丧失自身特质，加速凋败

[14]。比如赛龙舟的意蕴所指敬畏神灵
[15]，但在现代社会中龙舟赛主要以娱乐为主，原生态的民俗

文化形式也只能从工业气息浓重的赛服看到依稀痕迹。处于现代消费社会的体育非物质文化承载

了过多的政治和商业色彩，湮没了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的本身意义和艺术韵味，只剩下活动形式和

文字符号的外在躯壳
[16]。龚春英（2021）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存在“只关注动漫人物造

型或语言，而忽视动漫内容对非遗的传播”的动漫异化现象
[17]。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化会产生现

代性风险
[18]，武术保护就是要原封不动的保持武术的原来样貌

[19]，武术现阶段重点在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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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发展”
[20]。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因专业性较强，有一些质量差的动漫作品会对非物质

文化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21]。综上，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中，许多学者对之持有深深的

疑虑，甚至鄙夷态度，认为体育非遗动漫化对于传统体育文化原生态环境是不利的，会导致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产生本体性危机。 

4.2“动漫化利于本体发展”之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动态发展过程，文化遗产受到来自各方面影响，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存

在
[22][23]。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主色调，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跨区域的

民族之间的交涉日渐紧密， 文化共享已成为必然选择。事实上，“原汁原味”的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早已是乌托邦式理想图景。从文化人类学理论视角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演化，而

动漫化发展是一种“文化适应”的社会现象。我们现在认为所谓的原生态文化是变迁后的原生态

文化，文化随着文明的演进而不断积淀
[24]。原生态非遗保护和动漫化发展并没有对立冲突的本质

属性， 动漫化发展不是替代原生态保护，原生态保护是为尽最大努力保护原样，动漫化发展则是

为合理开发、创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以匹配现代社会的人民生活需求，拥有新生的发展力

量，创造经济效益后又反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者有机协调，发展实现双赢
[25]。 

4.3“本体原生”和“动漫异化”的辩证分析 

我国《非遗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这强

调了在开发、利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保护本体性的基本原则。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

是业态融合发展形式，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的本体原生态保护和动漫化发展的实践之辩，在坚决

守好文化本质的同时，规范动漫化发展路径，要有科学谨慎的发展眼光，根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项目特点来合理运用，过犹不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不能脱离本体，因发展而盲了

目，这样会导致“动漫异化”现象的发生，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为扩大作品影响力，在

传播中镌刻有浓重商业利益印迹，制作内容上一味追求新、特、奇的视觉表现效果，浮于体育非

物质文化浅表形式，与其文化整体话语体系“割裂化、陌生化”，造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沦为

“贴牌商”，创新传承相背而生，污化自身文化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于现实社会发展是充分且必要的。但由于个体理性

和逐利冲动， 导致经营主体出现短视行为，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过度开发现象， 一些不适

合开发的、地区文化特色鲜明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商业性包装而成为一种同质化、单一化的

工业产品， 甚至有些制作粗劣的便宜货取代了精妙绝伦的传统手工艺品等，出现盲目化、商品化

倾向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动漫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在顺应社会发展形态，积极创新民族体育文化传播方式，以适

应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借助动漫产业从关注度低的原生地转移更广大的现代社会生活环

境，为自身生存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促使当地认识并有意识地挖掘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价值，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可以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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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展演、传承、再发展的有效途径，正如前文提到的首要原则是保护，其次是通过“动漫化”

等创新路径合理开发、利用。 

5 结语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为新时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有价值的发展道路，而

这一发展道路的有效实践则需要富有解释力、科学性的理论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不

仅仅是开发、创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创造经济产业效益；更是为切实保护积淀五千年的中华民

族体育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中华儿女，筑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有一份自信，更有一份力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化意指将体育

非遗文化资源与动漫产业融合发展，转化为面向更广大人群的中国特色文化服务，科学创新，实

现从“封闭供养”到现代生活存在的华丽转型。着眼实践，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不能

陷入机械形式主义的“固化泥沼”， 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需要有辩证、发展的视域，恰

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业经济大生产、信息技术新发展、市场改革更深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动漫化在坚守“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也要积极创新，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建设所需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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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轻度 AIS 患者疗效的观察 

沈翔宇   张  鹏   王杰龙   徐颖烨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探究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接受治疗的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59 例，

分为试验组（n=30）及对照组（n=29）。2 组患者均接受以 Schroth 疗法为主的常规康复治疗，试

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平衡训练。2 组患者均进行为期 6 周的试验干预。于治疗前、治疗后评估两

组患者的 ATR、Cobb 角、SRS-22 量表以及平衡功能。 

结果：治疗前 2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ATR、Cobb 角、SRS-22 和平衡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 6 周后，2 组患者 ATR、Cobb 角、SRS-22 和平衡功能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

且试验组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 

结论：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用于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的治疗，可显著改善

轻度 AIS 患者的 ATR、Cobb 角和生存质量，并提高患者的整体平衡功能。 

关键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Cobb 角；平衡训练；稳定极限 

The effect of bal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Schroth therapy on mil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al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Schroth therapy on 

mil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Methods: From June 2021 to December 2021， 59 patients with mil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30) and control group (n=29).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based on Schroth therapy， and balance training was 

ad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intervention for 6 weeks. The ATR， 

Cobb angle， SRS- 22 scale and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eral data， ATR， Cobb angle， SRS-22 and 

balance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6 weeks of intervention， 

the ATR， Cobb angle， SRS-22 and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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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Bal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Schroth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TR， Cobb angl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mild AIS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balance func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Cobb angle; Balance training; Stability limit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脊柱结构

畸形之一，在青春期前后症状会逐渐明显[1]。当冠状面脊柱弯曲度等于或大于 10 度时，则可被诊

断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这种脊柱弯曲角度被称为 Cobb 角[2]。如果在生长末期脊柱弯曲超

过 30°，成年期的潜在风险便会显著增加。这些潜在的风险包括疼痛、胸部和肩带畸形、生活质

量下降、残疾以及可能在成年后进展的呼吸系统问题等，特别是个体的平衡功能受损[3-5]。因此，

目前脊柱侧弯患者康复的主要目标便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在防止侧弯程度进一步恶化前提下，

尽可能的改善其体态、整体功能与生活质量，并促进其更好融入社会。脊柱侧弯特定运动疗法

(physiotherapy scoIiosis specific exercises， PSSE)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保守治疗方法之一，

是通过薄弱肌群训练与姿势调整，减少脊柱两旁非对称性的张力负荷的方法，延缓脊柱侧弯的进

展，矫正侧弯角度，主要包括 Lyon 疗法、Schroth 疗法、SEAS 疗法、BSPTS 疗法、Dobomed 疗

法、side-shift 疗法、FITS 疗法，其中的 Schroth 疗法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运动治疗方法[6，7]。 

平衡是人体很重要的一项功能，更是支持感觉运动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外均有研究发现，

脊柱侧弯会对患者的平衡功能产生不利影响[5，8-10]。同时，目前已有很多的平衡测量仪器被应用

于临床，来使对平衡功能的测定更加客观准确[11，12]，并且已有对脊柱侧弯患者平衡功能的具体研

究[8]。但是尚未有平衡训练对轻度 AIS 患者疗效的研究。本研究尝试通过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

法来对轻度 AIS 患者进行干预，并观察其对患者体态及功能方面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平衡训练对

于轻度 AIS 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影响。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患者纳入标准[13]：①年龄 10~18 岁；②Cobb 角 10°～ 25°； ③Risser 征＜5；④之前未接受

过任何脊柱侧弯方面的治疗；⑤患者及家长积极配合训练；⑥能提供完整的检查结果及病史资料。 

患者排除标准：①合并有脊柱及下肢疾病或有相关既往病史；②原发性脊柱侧弯或脊柱术后；

③合并有原发性心脑血管疾病或体质严重虚弱者；④合并有严重的精神或心理疾病。 

患者剔除标准：①不能按照本研究要求完成全部的评估及治疗流程；②病情恶化或继发其他

疾病不能继续治疗；③患者或其监护人主动要求停止治疗。 

选取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接受治疗的轻度 AIS 患者 63 例，其中 4 例患者未完成试验

要求的评估或治疗。根据患者就诊顺序进行编号，并采用随机抽样法将其分成试验组（n=30，男

/女=11/19）和对照组（n=29，男/女=10/19）。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等一般资料经比较，其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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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 AIS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𝒔） 

组别 年龄（岁） 身高（m） 体重（kg） BMI（kg/m2） Risser 征（级） 

对照组 13.75±1.02 1.63±0.03 53.48±2.63 20.06±0.81 2.93±1.03 

试验组 13.47±1.01 1.62±0.04 52.87±3.20 20.09±0.97 2.67±0.76 

t 值 1.104 1.158 0.806 -0.113 1.124 

P 值 0.274 0.252 0.423 0.910 0.266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法 

（1）对照组：给与常规康复治疗，即以 Schroth 疗法为主的运动治疗，包括核心力量训练、

旋转成角呼吸、肌肉圆柱运动、站姿及坐姿下生理逻辑训练[14-15]。训练每日 1 次，每周 3 次，每

次 90min，6 周为一个疗程。 

（2）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平衡训练。采用美国NeuroCom公司生产的 SMART Balance 

Master 动态平衡设备进行训练。平衡训练包括稳定极限（limits of stability， LOS）、单侧支撑

（unilateral stance，US）、适应能力（adaptation test，AT）、节律重心转移（rhythmic weight shift，

RWS）、感觉统合测试（sensory organization test，SOT）、自重下蹲（weight bearing，WB）。训练

每日 1 次，每周 3 次，每次 60min 常规康复治疗，30min 平衡训练，6 周为一个疗程，穿、脱安

全防护设备的时间不计算在训练时间内。 

LOS 训练：选择 Limits Of Stability 模式。受试者在接受到开始的信号后，快速地藉由身体转

动，将前方显示屏中的重心移动到周围八个目标区域之一的位置，并使重心尽量维持在目标区域

内或尽量接近目标区域。过程中电脑将会记录方向控制准确性（directional control，DCL）。方向

控制准确性为两点连线的距离与受试者重心偏移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正常参考范围为 0%-

100%，数值越接近 100%，则表现越好。 

US 训练：选择 Unilateral Stance 模式。本训练要求受试者分别在睁、闭眼的情况下进行双侧

单腿支撑，并尽量保持重心的稳定，每种情况进行三次训练。过程中电脑将会记录睁闭眼情况下

的左右对比性。左右对比性为左右重心平均摆动速度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正常参考范围为 0%-

50%，其数值绝对值越接近 0%，则表现越好，提示受试者单侧支撑稳定性越好。 

AT 训练：选择 Adaptation Test 模式。本训练要求受试者在平衡板无预测的前后摆动过程中，

尽量保持自身躯体平衡及重心稳定。平衡板会在两个阶段内，分别向前和向后各进行五次无预测

性摆动。过程中电脑将会记录每次摆动角度、中心总重量与标准值的对比值，并计算其平均值，

记录频率为 100Hz，比值曲线越接近一条直线，则表现越好，提示受试者适应能力越好。 

RWS 训练：选择 Rhythmic Weight Shift 模式。本训练要求受试者目视前方，通过自身的前后、

左右移动，控制重心图标跟随着太阳图标在两端间来回，并调控自身重心移动速度，尽可能跟上

太阳图标或与其运动方向保持一致。测试分别以三种不同速度进行。过程中电脑将会记录三种速

度下的方向控制准确性。方向控制准确性为两端连线的距离与受试者重心偏移量的比值，以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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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示，正常参考范围为 0%-100%，越接近 100%，则表现越好。 

SOT 训练：选择 Sensory Organization Test 模式。本训练要求受试者在睁眼、闭眼、视觉同步、支

撑同步、闭眼支撑同步、视觉及支撑同步六种情况下尽量保持自身躯体平衡及重心稳定，每种情况测

量三次。电脑根据受试者身高等生物力学数据计算出每种情况的平均分数，再经过换算得出其总体表

现的整合平均分，正常参考范围为 0-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受试者晃动越少，静态稳定性越好。 

WB 训练：选择 Weight Bearing 模式，并解开受试者上方的安全扣。本训练要求受试者目视

前方，并按照测试者的要求逐渐下蹲至 0°、30°、60°、90°，并保持自身的稳定。过程中电脑将会

记录每个角度下受试者左右脚所受重量，并计算其占自身体重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正常参考

范围为 40%-60%，左右脚负重的比值越接近，则受试者重心偏移量越少，下蹲过程中越稳定。 

1.2.2 实验观察指标 

(1)躯干旋转角（Trunk rotation angle， ATR） 

采用 Scoliometer 脊柱侧弯测量尺和 Adam’s 前屈试验进行测量。测量时患者双脚并拢站立，

目视前方，双手合十，缓慢弯腰使双手至双膝处，将脊柱侧弯测量尺凹槽置于患者的棘突正上方

并沿棘突缓慢下移，读取躯干旋转角度数。由同一位治疗师为 2 组患者测量其干预前后 ATR。

ATR 改善大于 2°时，即证明治疗有效果[16]。 

(2)Cobb 角 

患者拍摄站立位全脊柱 X 光片，确定侧弯弧上端锥体和下端椎体，测量上端椎体上缘与下端椎

体下缘平行线的夹角度数，即可测得 Cobb 角。2 组由同一位治疗师在干预前后进行 Cobb 角的测量。 

(3)平衡功能 

采用 NeuroCom Balance Manager 平衡测试仪器评估测量。包括 6 个。 

LOS 值：测量患者的稳定极限（LOS）的方向控制准确性，取各个运动方向上测得百分比数

值的绝对值，并计算整合平均数作为 LOS 值；US 值：测量患者的单侧支撑（US）的左右对比性，

取其百分比数值的绝对值作为 US 值，分为睁眼时 US-EO 值（Unilateral Stance-Eye Open， US-

EO）和闭眼时 US-EC 值（Unilateral Stance-Eye Closed， US-EC）；RWS 值：测量患者节律重心

转移（RWS）的方向控制准确性，取三种速度下记录的百分比数值的绝对值，并计算整合平均数

作为 RWS 值，分为横向 RWS-T 值（Rhythmic Weight Shift-Transverse， RWS-T）和纵向 RWS-L

值（Rhythmic Weight Shift-Longitudinal， RWS-L）；SOT 值：测量患者感觉统合测试（SOT）六

种情况下平均分数的绝对值，并取其整合平均分作为 SOT 值。 

(4)SRS-22 评分 

患者独立填写脊柱侧凸研究学会发布 22 项生活质量问卷表(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22，

SRS-22)，该问卷由功能、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及治疗满意度五个部分组成，共有 22 个项

目，每个项目最高 5 分，满分 110 分，用于评估脊柱侧弯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分越高则生存质量

越好[17-19]。因患者均为第一次接受治疗，故不讨论其治疗满意度。计算其四个部分的平均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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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总分则为四个部分的平均值，得分越高，患者生存质量越好。 

1.2.3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均采用（�̅� ± 𝑠）表示。ATR、Cobb 角、平衡功能的

组内比较以成对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SRS-22 量表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 ATR 与 Cobb 角比较 

干预前 2 组患者 ATR、Cobb 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周后 ATR、Cobb 角较

同组患者干预前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组间比较发现试验组 ATR、Cobb

角改善均比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 ATR 与 Cobb 角比较（度，�̅� ± 𝒔） 

组别 Cobb 角 ATR 

对照组   

治疗前 20.86±1.57 8.07±0.89 

治疗后 14.17±1.54ab 5.17±0.85ab 

试验组   

治疗前 19.90±2.35 7.73±0.91 

治疗后 13.20±1.97a 4.63±1.07a 

注：a：2 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组内比较 P＜0.05；b：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 P＜0.05。 

2.2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平衡功能比较 

干预前 2 组患者 LOS 值、US 值、RWS 值和 SOT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周

后 LOS 值、US 值、RWS 值和 SOT 值较同组患者干预前均有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干预后组间比较发现试验组 LOS 值、US 值、RWS 值和 SOT 值改善均比对照组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平衡功能比较（�̅� ± 𝒔） 

组别 LOS US-EO US-EC RWS-T RWS-L SOT 

对照组       

治疗前 80.14±2.50 29.00±4.72 30.83±3.91 79.10±4.24 77.24±3.56 78.72±2.81 

治疗后 82.59±1.96ab 17.83±3.37ab 22.59±4.14ab 81.93±3.32ab 80.38±3.06ab 82.14±2.13ab 

试验组       

治疗前 80.77±2.62 28.27±4.83 31.33±4.66 80.63±3.77 76.97±3.78 78.33±2.23 

治疗后 84.90±2.34a 15.97±2.99a 18.63±5.26a 83.77±3.39a 82.10±3.02a 83.67±2.31a 

注：a：2 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组内比较 P＜0.05；b：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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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 SRS-22 评分比较 

干预前 2 组患者 SRS-22 量表各项目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6 周后 2 组自

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总分较干预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而疼痛及功能得分较干预前无明显

改善（P＞0.05）；且干预后组间比较发现，试验组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总分的改善比对照组更

明显（P＜0.05），而疼痛及功能得分无明显差别（P＞0.05）。见表 4。 

表 4  2 组 AIS 患者干预前后 SRS-22 评分比较（分，�̅� ± 𝒔） 

组别 疼痛 自我形象 功能 心理健康 总分 

对照组      

治疗前 4.41±0.57 3.55±0.63 4.52±0.51 3.76±0.74 4.06±0.30 

治疗后 4.48±0.57 4.59±0.50ab 4.69±0.47 4.41±0.63ab 4.54±0.26ab 

试验组      

治疗前 4.37±0.61 3.47±0.57 4.50±0.51 3.83±0.70 4.04±0.32 

治疗后 4.53±0.57 4.83±0.38a 4.70±0.47 4.73±0.45a 4.70±0.24a 

注：a：2 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组内比较 P＜0.05；b：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 P＜0.05。 

3 分析与讨论 

AIS 是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脊柱结构畸形之一[1]，会导致患者出现疼痛、畸形及功能受限等

问题，从而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3-5]。因此，对于 AIS 患者，应及时、科学地做出有效干预，避免

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平衡功能是人体进行所有运动的基础，良好的平衡不仅可以让人保持重心的

稳定，更可以在受到外力作用或运动过程中，保持姿势稳定并预防跌倒[20]。目前脊柱侧弯患者的

平衡功能问题已得到较多研究，但却缺乏平衡训练对于轻度 AIS 患者疗效的观察，且传统 AIS 治

疗方法往往忽略了对 AIS 患者平衡功能的恢复。本研究对筛选入组的轻度 AIS 患者进行 Schroth

疗法与平衡训练，发现经过 6 周的干预，2 组患者的 ATR、Cobb 角、平衡功能、生活质量均得到

了有效改善，且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改善更为明显，结果提示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可

提高 AIS 患者的临床康复治疗效果，有效改善其平衡、运动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 

3.1 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轻度 AIS 患者体态及功能影响 

AIS 患者常会出现凹侧软组织的挛缩，形成牵拉性张力，凸测出现劳损、粘连等，进而影响

到患者的心肺功能及生长发育[21]。除在冠状面上脊柱的侧弯畸形，脊柱侧弯通常还伴有椎体在矢

状面的曲度的异常变化及椎体的旋转，引起躯体畸形、慢性疼痛等问题。ATR 与 Cobb 角作为测

量常用指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机体的畸形状态，更直观地反应了脊柱侧弯的严重程度与

演变过程。本研究观察到干预 6周后试验组的ATR平均下降了 3.10°、Cobb角平均下降了 6.70°；

对照组的 ATR 平均下降了 2.90°、Cobb 角平均下降了 6.69°。经干预后，2 组轻度 AIS 患者的

ATR、Cobb 角均得到了有效改善，统计学比较发现试验组的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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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究其原因为在 Schroth 疗法的基础上进行平衡训练，让患者在调整椎体及椎旁软组织张力平

衡的同时，主动参与重心的调节与控制，更好地发挥了训练的协同效应。Scheper 等[22]发现肌肉

萎缩导致本体感觉传感器密度降低。平衡训练给予椎旁肌肉整合训练与本体感觉输入的良性刺

激，让 AIS 患者主动参与纠正椎间小关节紊乱，使脊柱各关节形成力学平衡，抑制侧弯的进一步

发展，进而有效改善脊柱侧弯的整体机能状况。 

3.2 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轻度 AIS 患者平衡功能影响 

脊柱侧弯患者的平衡功能会受到较大影响，Sahin 等[23]采用 Biodex 平衡系统对 24 名被诊断

为脊柱侧弯的患者和 65 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进行评估总体稳定性指数、前后及内外侧

稳定性指数和跌倒风险，发现脊柱侧弯患者的静态平衡功能要差于健康人，且矢状位失衡的差异

更为显著。Dufvenberg 等[24]发现，脊柱侧弯患者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平衡稳定性都较差。并

且目前已有关于脊柱侧弯患者本体感觉与平衡问题的研究报道[25，26]，其机制为脊柱侧弯患者本体

感觉输入的中枢整合发育不完全时，便可能会出现适应性较差的姿势控制与平衡协调。LOS 值在

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个体发生位移时维持自身平衡的能力，US 值反应了个体在不平衡支撑状态下

对重心的调控和平衡的维持，RWS 值反应了个体在重心快速变化过程中的稳定性，SOT 值则表

现了个体静态平衡的维持能力。本研究观察到干预 6 周后试验组平衡功能的改善较对照组要更为

明显（P＜0.05）。平衡训练在直接锻炼 AIS 患者静态平衡与动态平衡的同时，也促使患者学习在

闭眼、睁眼、单侧支撑、双侧支持等多种情况下的主动重心控制与姿势调节策略，从而提高整体

平衡功能，减少潜在平衡损害的可能，控制及改善脊柱侧弯的状况。 

3.3 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轻度 AIS 患者生存质量影响 

AIS 患者的生存质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脊柱侧弯不仅会带来的肢体形态的改变及畸形，

导致慢性疼痛、心肺功能下降等问题[27，28]，更会对青少年的社交产生不利影响，并给患者及其家

长均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引起情绪、心理方面的问题[29]。本研究观察到干预 6 周后两组患

者 SRS-22 量表中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总分的得分较干预前均有所提高（P＜0.05），但疼痛及功

能得分较干预前无明显改善（P＞0.05），且试验组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总分三个部分的改善更

加明显（P＜0.05）。SRS-22 问卷由患者主观填写，由功能、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及治疗满

意度五个部分组成，对脊柱侧弯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了量化衡定。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进

行干预后，患者的体态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并有效提高了自身的平衡功能，减少了脊柱侧弯

对于心理的不利影响，进而让患者生存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在轻度 AIS 患者中的应用，可显著改善脊柱侧弯患者

的整体机能状态，改善 ATR 与 Cobb 角，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整体平衡功能，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轻度 AIS 患者的生存质量。本试验选取接受治疗的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 59 例，

样本数量较少，因此试验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本试验中 Cobb 角、ATR 的测量由治疗师进行

手动测量，测量结果的精确度可能存在偏差；因试验涉及患者主动训练治疗，除在医院可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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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下的训练，其他时间进行训练的方法、时间和动作准确性不全然相同，所以效果也不尽相同。 

未来的研究可扩大样本来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以弥补试验样本量不足的局限性。同时，可

增加试验样本范围到其他脊柱侧弯患者，例如中度 AIS 患者、成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等群体。

在干预方式上，可选择不同平衡训练方式对患者进行干预，探究更加有效的平衡训练方式。同时，

在干预时间上，可进一步探究平衡训练时间长短对于脊柱侧弯患者疗效的影响。 

4 结论 

4.1 结论 

4.1.1 在轻度 AIS 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对其 Cobb 角、ATR 等指标

的改善有较大的帮助，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4.1.2 在轻度 AIS 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使其平衡功能得到了更为有

效的改善。 

4.1.3 在轻度 AIS 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平衡训练联合 Schroth 疗法使其 SRS-22 评分在自我形

象、心理健康两个部分及总分都有较好的改善，但疼痛和功能方面却没有较为显著的改善，患者

总体生存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参考文献： 

[1]Marlette Burger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roth exercises in adolesc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ysiotherapy， 2019， 

75(1) : e1-e9. 

[2]Cheng， J.， Castelein， R.， Chu， W .， Danielsson， A.， Dobbs， M.， Grivas， 

T. et al.， 2017，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Nature Reviews Disease Primers， viewed 08 

October 2017， from http://europepmc.org/abstract/med/27188385. 

[3]Altaf， F.， Gibson， A.， Dannawi， Z. & Noordeen， H.， 2013，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6(1)， f2508. https://doi.org/10.1136/bmj.f2508 

[4]Romano Michele et al. Exercises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J]. Spine， 2013， 38(14) : E883-93. 

[5]Kyrölä Kati et al.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SRS-30) questionnaire 

among adult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pinal disorder[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21， 43(1) : 

98-103. 

[6]Weiss HR，Moramarco M，Moramarco K. Risks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surgery versus non-sur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outcomes[J]. Hard Tissue，2013，

2(3): 

[7]Weiss HR. The method of Katharina Schroth - history， principl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J]. 

Scoliosis， 2011， 6(1):17-43. doi:10.1186/1748-7161-6-17. 



 

306 

[8]孟繁媛，赵云欣，袁殷，陈茉弦，刘巍，保文莉.脊柱侧弯患者的静止稳定性和稳定极限[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1，27(11):1351-1355. 

[9]Jean-Philippe Pialasse et al. Sensory reweighting is altered i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coliosis: 

Evidence from a neuromechanical model[J]. Gait & Posture， 2015， 42(4) : 558-563. 

[10]M. Simoneau， P. Mercier， J. Blouin， P. Allard， N. Teasdale， Altered sensory-weighting 

mechanisms is observed in adolesc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 BMC Neurosci. 7 (2006) 68. 

[11]Mahmoudi Zeinab et al. The Effects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Lower Extremity Muscles on 

Balance in Stroke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s[J]. Journal of Strok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2021， 30(8) : 105793-105793. 

[12]Taeyong Sim et al. Analysis of sensory system aspects of postural stability during quiet standing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J]. Journal of NeuroEngineering and Rehabilitation， 2018， 

15(1) : 1-11. 

[13]Negrini Stefano et al. 2016 SOSORT guidelines: orthopaedic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scoliosis during growth[J]. Scoliosis and spinal disorders， 2018， 13(1) : 3. 

[14]Fang MingQiao et al. The efficacy of Schroth exercises combined with the Chêneau brace for 

the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 retrospective controlled study.[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21，  : 1-9. 

[15]Hyung Joo Lee，Suk Min Lee. Effects of Schroth exercise therapy on curvature and body 

appearance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idiopathic scoliosis[J]. Physical Therapy Rehabilitation Science，

2020，9(4): 

[16]Amendt LE， Ause-Ellias KL， Eybers JL， et al.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testing of the 

Scoliometer[J]. Phys Ther， 1990， 70(2):108-117. DOI: 10.1093/ptj/70.2.108. 

[17]Lam T P，Ng Bkw，Hung Alh，Chau W W，Cheng Jcy. 1 to 30 years post-surgical HRQOL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with SRS-22 - a study of 1315 patients.[J]. Studies in health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cs，2021，280: 

[18]Yagi Mitsuru，Ames Christopher P，Hosogane Naobumi，Smith Justin S，Shaffrey Christopher 

I，Schwab Frank，Lafage Virginie，Bess Shay，Matsumoto Morio，Watanabe Kota. Lower Satisfaction 

after Adult Spinal Deformity Surgery in Japan than in the US Despite Similar SRS22 Pain and Function 

Scores: A Propensity-Score Matched Analysis.[J]. Spine，2020，45(17): 

[19]周璇，杜青，赵黎，励建安，张自明，杨军林，陈秋，李海，沈品泉，陶泉，杨晓颜，张

树新，陆体江，潘晨辉.中文版 SRS-22 问卷评估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J].中

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11(09):668-671. 

[20]Latorre Román Pedro A.，Martínez Redondo Melchor，Párraga Montilla Juan A.，Lucena Zurita 

Manuel，Manjón Pozas Daniel，González Pedro J. Consuegra，Robles Fuentes Alejandro，Cardona 



 

307 

Linares Antonio J.，Keating Christopher J.，Salas Sánchez Jesús. Analysis of dynamic balance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rough the balance beam tes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providing reference values[J]. 

Gait & Posture，2021，83(prepublish): 

[21]王杨，朱泽章，邱勇，史航，朱裕成，马军.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胸弯对心脏结构

和功能的影响[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6，26(08):723-728. 

[22] Scheper M， Rombaut L， de Vries J， De Wandele I， van der Esch M， Visser B，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scle strength and activity limi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he hypermobility 

type of Ehlers-Danlos syndrome: the impact of proprioception. Disabil Rehabil. 2017;39(14):1391–7. 

[23]Şahin Füsun，Urak Özkan，Akkaya Nuray. Evaluation of balance in young adul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J]. Turkish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2019，65(3): 

[24]Marlene Dufvenberg，Fisayo Adeyemi，Isabelle Rajendran，Birgitta Öberg，Allan Abbott. Does 

postural stability differ between adolesc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 and typically develope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coliosis and Spinal Disorders，2018，13(1): 

[25]Byl N N，Holland S，Jurek A，Hu S S. Postural imbalance and vibratory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 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J]. The Journal of orthopaedic and sports physical 

therapy，1997，26(2): 

[26]Le Berre Morgane，Guyot Marc-Alexandre，Agnani Olivier，Bourdeauducq Isabelle，Versyp 

Marie-Christine，Donze Cécile，Thévenon André，Catanzariti Jean-Francois. Clinical balance tests， 

proprioceptive system and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J]. European spine journal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Spine Society， the European Spinal Deformity Society， and the European Section of 

the 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2017，26(6): 

[27]Ha AS，  Beauchamp EC. Editorial on "Screening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J]. J Spine Surg， 2018， 4(4):812-816. 

doi:10.21037/jss.2018.10.04. 

[28]Balagué F， Pellisé 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nd back pain[J]. Scoliosis Spinal Disord， 

2016， 11(1):27. doi:10.1186/s13013-016-0086-7. 

[29]荀琳，刘敏，李娜，孙玉，蒋孝芳，柴可心，王杨，周乐，汪鑫鹏，王正雷.生长发育期

脊柱侧弯患者围手术期心理疏导[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21，29(14):1333-1335. 

 

 



 

308 

踝关节肌力和平衡角度观察 PNF 下肢模式和踝关节 NJF

技术干预效果 

王庆杰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研究目的：探究下肢 PNF 技术和踝关节 NJF 技术对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肌力长期干预效果。

研究方法：挑选 24 名受试者，分为两组：PNF 组和 NJF 组。采集干预前的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

肌力数据作为对照组数据，对受试者分别进行 PNF 和 NJF 技术干预，为期两周，每天一次，在干

预后第一天和干预后第七天再次采集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肌力数据。研究结果：干预后第一天，

PNF 组 COP 轨迹长度、COP 包络面积和屈伸肌峰值力矩以及 NJF 组 COP 轨迹长度、COP 包络面

积和屈肌峰值力矩较干预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干预后第七天，PNF 组 COP 轨迹长度、

COP 包络面积和屈肌峰值力矩以及 NJF 组屈肌峰值力矩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PNF 组和

NJF 组干预前指标均无差异，干预后第一天和第七天，COP 包络面积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下肢 PNF 技术和踝关节 NJF 技术对提高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肌力均有长期效果，但其作

用效果具有个体差异性，且下肢 PNF 技术对静态平衡能力作用效果优于踝关节 NJF 技术。 

前言 

上世纪初，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Sherrington( 1909)概括了神经肌肉促进和抑制的定义，随

后，Kabat 在其基础上开发了 PNF 牵伸技术。PNF 牵伸技术，全称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牵伸术，

是由神经、肌肉、触觉、听觉、运动感觉等共同参与，是以促进神经肌肉反应为主的一种治疗手

段(秦等， 1997)。最初，PNF 技术主要运用于痉挛和神经麻痹患者康复，而后，人们发现其促进

肌肉拉长和增加肌肉力量的作用也可以运用于非神经源性疾病患者的治疗以及运动后的恢复，逐

渐将其应用范围扩大至临床和运动领域。 

NJF 技术是一种新兴的运动疗法，其在 PNF 牵伸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关节结构运动规律 NJF 

技术保留了 PNF 技术的基本技术，并将 PNF 技术中的最大阻力转变成最适阻力，避免患者因疼

痛而导致配合率低下、效果大打折扣，使患者在最适阻力下可完成单个动作 5 次以上，此外，NJF

技术还将关节运动的凹凸定律、运动链有机结合。它根据人体骨关节的位置、形态和功能等将治

疗手法分为三种运动形式：骨运动时关节面运动、相反牵拉关节运动和连锁运动，这三种运动形

式既考虑了单一的骨关节运动，又考虑到了人体是一个整体，因此在治疗时，通常会产生连锁效

果。NJF 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神经病损康复和肌肉骨骼康复中，具有减轻疼痛(WEI 等， 2019)、

促进关节活动(王， 2014)、增强肌力、促进神经康复的作用，在临床上主要运用于疼痛和运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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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NJF 技术在治疗脑卒中(XIE 等， 2019)以及髋、膝关节疾病(张， 

2012)方面效果显著，更有研究者发现 NJF 技术在提升体育参与者运动表现方面的特殊作用

(WU 等， 2013)。平衡素质作为七大身体素质之一，在众多运动项目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

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人体维持平衡的功能系统主要分为三部分：感觉输入、感觉整合和运动输出(SHARMA 等， 

2017)。当外界给予人体刺激时，体内的多种感受器会快速将刺激通过神经通路传递至中枢神经。

在维持平衡的功能系统中，感觉输入来源于三方面：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器官。他们可以提供

不同的信息：视觉信息主要是相对运动位置等；本体感觉信息包含肌肌肉、肌腱和关节位置、负

重和运动情况等；前庭系统则会向大脑传递有关头部加速度等信息(刘 等， 2009)。其中，本体感

觉是人体中一种特殊的感觉，由本体感受器产生，可以时刻感受外界的刺激，它是人体内部肌肉、

关节等运动器官感觉人体位置的能力，赋予了人体在运动或静止状态下感知身体的能力，是运动

能力的基础。中枢系统收集到信息以后，整合信息判断人体是否有失去平衡的风险，并给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随后，再将调整信息通过传出神经传递至运动单元——骨骼肌，命令其进行姿势修

正。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的信息输入再输出，最终达到平衡目标，因此人体

维持平衡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  

踝关节是人体保持平衡的重要关节，人体在受外界的干扰失去平衡后，主要有跨步策略、髋策

略和踝策略三种调节机制，其中踝策略可以有效消除日常生活中小范围的失衡。但因为踝关节内侧

较外侧高、内侧韧带更为发达以及距骨前宽后窄的骨性结构特点，导致踝关节在跖屈内翻位极易发

生扭伤情况，造成外侧韧带的松弛、撕裂等，进而影响平衡能力。通常，发生过内翻扭伤后，患者

再次发生扭伤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患者的静态平衡能力和动态平衡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本实验主要探究 PNF 下肢模式和踝关节 NJF 技术对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肌力的长期干预

效果。现如今大部分研究都是以短期即刻效果为主，有关这两种运动疗法的长期干预效果对比研

究较少。本实验研究经典运动疗法 PNF 技术和新兴运动疗法 NJF 技术效果的差异性，以期为临

床患者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损伤恢复提供新的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招募 24 名受试者，其中男性 11 名，女性 13 名。分为两组，PNF 组（男性 4 名，女性 8 名）

和 NJF 组（男性 7 名，女性 5 名）。 

表 1 受试者基本情况 

 年龄（岁） 身高（cm） 体重（kg） BMI（kg/m²） 

PNF 组 20.2±0.4 165.5±10.4 62.3±6.9 22.9±2.6 

NJF 组 20.7±0.9 170.4±11.8 67.3±16.9 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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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纳入标准 

本实验纳入标准：①身体健康，且右侧下肢为优势侧；②无心肺功能障碍；无明显肢体畸形；

无下肢手术、骨折等病史；无急性踝关节扭伤；③知情同意，自愿参加试验。 

1.2 方法 

根据实验的纳入标准筛选出 24 名受试者，告知其实验目的和内容，待其知情同意后，开始

实验。随机将其分为两个实验组，PNF 组和 NJF 组。正是实验前，需再次告知受试者相关事宜，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实验周期共 21 天。实验前，使用 tecnobody 平衡测试及训练系统和 CON-TREX 多关节等速

肌力测试及训练系统分别采集受试者的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屈伸肌力，作为对照组数据。随后，

对 PNF 组和 NJF 组分别进行运动疗法干预，共 14 天，每天一次。干预后第一天，再次采集受试

者的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屈伸肌力。干预结束后，要求受试者不要进行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

以免影响实验结果。干预结束后一周，再次采集相关数据，以观察干预效果持续情况。 

PNF 组干预方法：对受试者下肢进行屈曲-外展-内旋、伸展-内收-外旋、屈曲-内收-外旋、伸

展-外展-内旋四种模式的干预，每种模式各训练 10 次，组间休息 30s。 

NJF 组干预方法：按被动-主动-抗阻的顺序完成背屈-内翻、背屈-外翻、跖屈-内翻和跖屈-外

翻四种运动模式，每种模式各训练 10 次，组间休息 30s。 

1.3 测试指标 

1.3.1 静态平衡能力 

①COP 轨迹长度：平台稳定且睁眼条件下，30s 时间内身体重心移动轨迹的总长度，参数越

大，表明重心摆动幅度越大，即稳定性与静态平衡能力越差。 

②COP 包络面积：平台稳定且睁眼条件下，30s 时间内身体重心移动轨迹所形成的区域面积，

参数越大，表明重心摆动幅度越大，即稳定性与静态平衡能力越差。 

1.3.2 踝关节肌力 

①伸肌峰值力矩：仰卧位下，踝关节完成背伸动作时背伸肌群产生的峰值力矩，重复测试 3

次，取最大值，数值越大表明背伸肌群肌力越大。 

②屈肌峰值力矩：仰卧位下，踝关节完成跖屈动作时跖屈肌群产生的峰值力矩，重复测试 3

次，取最大值，数值越大表明跖屈肌群肌力越大。 

2 结果 

运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组内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数据两两配对，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测试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 sx ）表示，P＜0.05 表示数据间具有显著

性差异。 

根据表 2 可知，PNF 组干预后第一天，COP 轨迹长度、COP 包络面积、伸肌峰值力矩和屈

肌峰值力矩均较干预前有了显著性变化，而干预后第七天，除伸肌峰值力矩外，其他指标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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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根据表 3 可知，NJF 组干预一天内，COP 轨迹长度、COP 包络面积和屈肌峰值力矩具有

显著性变化，干预后第七天，只有屈肌峰值力矩较干预前仍有显著性。 

干预前，PNF 组和 NJF 组间各项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而干预后第一天和第七天，COP 包

络面积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2 PNF 组干预前后的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力比较 

 COP 轨迹长度 

（mm） 

COP 包络面积 

（mm2） 

伸肌峰值力矩 

（N·m） 

屈肌峰值力矩 

（N·m） 

干预前 1194.2±425.9 681.5±300.4 23.5±7.8 44.0±17.2 

干预后第一天 860.2±180.7* 403.0±179.6* 26.3±8.4* 62.1±12.4* 

干预后第七天 871.7±168.2* 395.4±132.0* 23.6±7.3 57.1±13.2*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 3 NJF 组干预前后的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力比较 

 
COP 轨迹长度 

（mm） 

COP 包络面积 

（mm2） 

伸肌峰值力矩 

（N·m） 

屈肌峰值力矩 

（N·m） 

干预前 1084.8±249.2 693.4±114.1 24.8±6.0 47.3±15.0 

干预后第一天 977.5±226.9* 552.4±161.0* 27.4±8.5 63.3±13.2* 

干预后第七天 986.1±251.3 618.0±263.5 26.9±8.2 59.7±13.4* 

 

表 4 干预前 PNF 组和 NJF 组的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力比较 

 PNF NJF t P 

COP 轨迹长度 1194.2±425.8 1084.8±249.2 0.768 0.451 

COP 包络面积 681.5±300.4 693.4±114.1 -0.128 0.899 

伸肌峰值力矩 23.5±7.8 24.8±6.0 -0.459 0.650 

屈肌峰值力矩 44.0±17.2 47.3±15.0 -0.501 0.621 

 

表 5 干预后第一天 PNF 组和 NJF 组的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力比较 

 PNF NJF t P 

COP 轨迹长度 860.2±180.7 977.5±226.9 -1.401 0.175 

COP 包络面积 403.0±179.6 552.4±161.0 -2.146 0.043 

伸肌峰值力矩 26.3±8.4 27.4±8.5 -0.319 0.753 

屈肌峰值力矩 62.1±12.4 63.3±13.2 -0.23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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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干预后第七天 PNF 组和 NJF 组的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力比较 

 PNF NJF t P 

COP 轨迹长度 871.7±168.2 986.1±251.3 -1.311 0.204 

COP 包络面积 395.4±132.0 618.0±263.5 -6.943 0 

伸肌峰值力矩 23.6±7.3 26.9±8.2 -1.041 0.309 

屈肌峰值力矩 57.1±13.2 59.7±13.4 -0.479 0.637 

3 讨论 

本研究对健康人群进行下肢 PNF 技术和踝关节 NJF 技术两周干预后，在干预结束后一天内

以及干预后第七天进行静态平衡能力以及踝关节肌力评定。结果显示，两种运动干预均能够有效

提升受试者的静态平衡能力和增加踝关节肌力，但 PNF 组效果更为显著。 

在本实验中，PNF 组和 NJF 组在干预后第一天的各项指标显示，除 NJF 组伸肌峰值力矩外，

其他指标较干预前均具有显著差异。两组间差异主要集中在干预后第七天各项指标，PNF 组的

COP 轨迹长度、COP 包络面积及踝关节屈肌峰值力矩较干预后第一天无显著性差异，这表明经

过两周的 PNF 技术干预后，PNF 组的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屈肌力矩明显改善，并且其效果持

续了一周以上；但 NJF 组只有屈肌峰值力矩较干预前仍有显著差异，也说明了 NJF 组干预后，静

态平衡能力有一定提升，但持续效果较短，而对于踝关节屈肌肌力影响持续效果较好。若查看每

位受试者的原始数据，我们发现 NJF 组仍有不少受试者在干预后第七天的 COP 轨迹长度和 COP

包络面积数据明显优于干预前，或许这说明 NJF 技术干预后的效果具有个体差异性。这种个体差

异性我们可以考虑有以下因素：（1）受试者的参与配合程度。干预过程中，除被动模式外，还有

主动和抗阻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完成程度取决于受试者的配合程度；（2）受试者干预前的静态平

衡能力差异。本实验中纳入的均为健康人群，但受试者中的静态平衡能力最优者和最次者差距可

达 30%-40%，干预前平衡能力较差的受试者或许干预的效果更为显著，持续效果更好。而 PNF 组

也有类似的现象，干预后第一天的伸肌峰值力矩较干预前的显著增加，而在干预后第七天，恢复

至干预前的同等水平，但单独比较受试者干预前后的数据发现，有受试者干预后第七天的伸肌肌

力明显优于较干预前。也就是说，无论是 PNF 组还是 NJF 组，个体差异性的影响均存在。但根

据已有数据，我们仍无法判断 NJF 组平衡能力及 PNF 组踝关节伸肌肌力降低至未干预前的时间，

即干预效果的衰减情况。 

将 PNF 组和 NJF 组干预前、干预后一天和干预后第七天的数据分别进行配对检验后，只有

干预后第一天和第七天，COP 包络面积具有显著差异，这表明 PNF 组相较于 NJF 组，静态平衡

能力的效果持续情况更优。根据上文所述及配对结果，总体来说，PNF 组干预效果优于 NJF 组。

有研究者(小 等， 2013)发现 NJF 的即时介入效果是要优于 PNF 的，但在本实验中，我们探究的

是 PNF 和 NJF 长期介入效果。PNF 作为一种成熟的运动疗法，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显示了其优越

的效果；而 NJF 技术结合了 PNF 和关节松动术的精髓，其临床应用和研究较少，作用机制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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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效果还不明朗，仍需进一步探究。本实验中，PNF 组采用下肢模式，而 NJF 组采用踝关节模

式。PNF 和 NJF 均可以激活肌肉，增强相关肢体肌肉和感觉功能的协调性，进而增加身体的稳定

性和平衡能力(潘 等， 2012)。PNF 的下肢模式有效调动了髋、膝和踝关节相关肌群运动，通过牵

拉、挤压、施加阻力等方式提高肌肉控制和抗阻能力(祁 等， 2021)，同时关节运动和肌肉牵张也

可以充分刺激关节和肌肉中的本体感受器，增强本体感觉(KIM 等， 2015)，从而影响姿势控制和

平衡能力。PNF 的人体对角线螺旋运动模式还可以改善下肢的旋转功能，提高平衡能力

(ONODA 等， 2015; LI 等， 2017)。而 NJF 组只作用于踝关节，但其对静态平衡能力及踝关节肌

力的干预效果也很明显。踝关节的灵活性好，是维持人体平衡的重要关节，其周围存在着大量的

本体感受器，而踝关节 NJF 技术刺激强度逐渐变化，大大强化了本体感觉。此外，NJF 技术充分

的抗阻运动可以有效提高踝周肌群的肌力(WANG 等， 2013)，保障平衡能力的恢复(许 等， 2017; 

廖， 2016)。NJF 技术干预后，关节周围深层肌肉的厚度和维度都显著增加(HUANG 等， 2014; 

ZHOU 等， 2015)，同时还能降低肌肉的反应时间和运动时间(WANG 等， 2015a; C 等， 2016; 

WANG 等， 2015b)。 

本实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未加入动态平衡能力；（2）实验周期较短，干预效果有所

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延长实验周期，在实验结束后进行回访，收集更多数据，研究干预效果衰减

的变化情况与时间的关系；(2)纳入受试者的样本量不足，年龄段单一，未来可以设计更科学的实

验方案，纳入不同年龄段的足够的受试者；（3）不能完全控制变量，在实验过程中，干预者对受

试者进行 PNF 手法干预时，不能保证每次操作施加的阻力都相同，因此干预者只能尽可能保持阻

力不变。（4）参考指标较为单一，后续研究可以对受试者的肌肉横截面积、肌肉厚度、收缩速度

等进行测量。 

4 结论 

下肢 PNF 技术和踝关节 NJF 技术对提高静态平衡能力和踝关节肌力均有长期效果，但其作

用效果具有个体差异性，且下肢 PNF 技术对静态平衡能力的作用效果优于踝关节 NJF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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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运动走进苏州职业院校—基于定向运动课程教学中

的价值观导向及其课程思政设计 

张唯嘉 

（苏州大学） 

摘要： 

从 2004 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就强调要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富有规律的实践性活动。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

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的提出和改进正是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结

合的产物。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高校体育课程与课程思政理念相结合是适应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观需要。研究高校定向运动课程思政的前提条件是对该项目运动特征和文化特征主导的

价值观取向建立清晰的认知。基于此，本文以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

法以及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建立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价值观导向指标评估体系，共筛选出

定向运动价值观导向一级指标 7 项、二级指标 60 项，并基于定向运动的价值观导向，将高校定

向运动选项课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原则总结为：（1）充分发挥定向运动体能与智能导向的项目特

征，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2）利用定向运动趣味性特点，提高学生练习兴趣，激发学

生对于强健体魄、阳光心理、终身体育理念的强烈认同；（3）通过定向运动的运动形式，锻炼学

生的困难承受能力，提高野外生存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心理抗压能力以及空间方位感；培养学

生诚实守信等行为规范；（4）通过个人点对点定向的组织形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通过接力定向赛、团队定向赛、队赛等组织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集体主义精

神、领导力，优良的意志品质以及较强的心理抗挫折能力；（5）通过任务定向形式，将思政课程

教育内容与定向运动相结合，在参加定向运动的同时完成思政课程教育。 

关键词：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1 前言 

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价值观取向困惑和价值理念困顿。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频繁，高等教育应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方面的阐释力，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能量；同时，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和政治认同，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工作者提出了

“课程思政”的理念，“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正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政教育融入体育课程也成为当下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目

前，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主要以选项课形式开展，所涉及的运动项目众多，而各个项目均有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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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特有的运动特点以及文化价值。近年来，定向运动作为一门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国内高校

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定向运动组织形式和运动形式多样，场地限制小，在校园、公园、野外均可

进行。并且，定向运动这一体能和认知技能主导的智慧体育项目，其运动形式富含趣味元素，深

受广大学生的喜爱，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参与度。因此，充分发挥定向运动的育人功能，对于

开发学生益智思维、发展体能，培养学生个人品质精神和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利用定向运动的

运动形式具有独特的融通性特征，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完美结合，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教

学目标。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德尔菲法）对定向运动项目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文化特征进行教材化梳理，结合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教学的实际情况，总

结提炼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并对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进行课程思政的

教学设计。 

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针对定向运动课程的知识范畴和育人范畴，深度挖掘、凝炼定向运动知识体系中所蕴

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探究体育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以及能力培养三者一体化的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为解决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协同育人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也为高校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提供策略参考；一方面，补充体育学科课程思政研究的不足，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研

究基础；另一方面，丰富并深化“课程思政”相关研究，同时增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的知识

性、人文性、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课程价值观导向及其课程思政设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以定向运动、高校定向运动课程、体育价值、价值观导向、课程思政为关键词，通过检索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查阅和学习相关文献资料，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打下理论基础。 

2.2.2 德尔菲法 

专家选择是影响德尔菲法研究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研究需要，向韩山师范学院、四川

师范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旅游学院、石河子大学、太原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太原工业学

院等 19 所高校共 25 位定向运动领域专家发放《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价值观导向专家

适切度问卷》，25 位专家均做出回应，问卷回收率 100%。 

问卷对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指标评估体系的适切度向专家进行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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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征求修改意见。专家适切度问卷包括简介、填写提示、一级指标划分咨询表（8 项）、二级指标

划分咨询表（67 项）。为避免专家对指标项内涵有所误解，量表对二级指标进行了相对性分类，

并对指标项进行了简短的描述。专家只需对指标勾选恰当的适切度值（1、2、3、4、5）。1—5 代

表适切度，且依次增加。最终，通过德尔菲法提炼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

一级指标 7 项、二级指标 60 项。文森特·W·米切尔认为德尔菲法人数达到 15 人以上，误差降

幅不明显，因此本研究符合要求。 

表 1 问卷发放回收统计表 

问卷     发放份数      回收份数 有效问卷    回收率 有效率 

人 数        25             25              25        100％        100％ 

鉴于初次拟定框架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以及访谈法，且在框架中二级指标项的修改过程中征

询过部分专家的意见，对于指标项描述的修改也集中了专家智慧以及专业的判断。专家问卷回收

后，通过 SPSS22.0 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折半信度系数和结构效度分析，结果如下： 

问卷信度经检验：Cronbach α系数为 0.843，说明问卷信度可以接受（表 2）；问卷效度经检

验：KMO 值为 0.723，证明研究数据效度尚可，可以用以因子分析（表 3）。 

表 2 信度检验表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75                          25                           0.843 

 

表 3 效度检验表 

KMO 值             近似卡方                df                 p 值 

0.723             612.751                231                 0.000 

2.2.3 数理统计法 

利用 SPSS22.0 对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平均数、中

位数的计算，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一级指标专家适切度情况 

一级指标描述项（如图 1 所示）是基于统计学原理计算得出的平均数、标准差，目的是将专

家对各项指标适切度评分的趋势、集中趋势、一致性及离散分布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 

专家对一级指标适切度的打分情况如表四所示，8 个一级指标适切度调查的平均数有 7 项在

4.0（比较相关）以上，标准差均在 1.0 以下，依据平均数，专家对 8 个一级指标的认同度由高到

低依次为：意志品质导向、德育导向、体能导向、心理导向、知识拓展导向、社会化导向、益智

导向、身体指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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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级指标适切度描述项 

3.2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指标调查结果 

3.2.1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一级指标的筛选结果 

根据 25 位专家的问卷数据统计结果，专家一致认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对一级指标中学生

身体机能的导向作用较小。故根据统计结果，因专家对身体机能指标项评分低于 4.0，且专家将此项列

为一级指标存有歧义，故在一级指标体系中予以删除，保留此项下的二级指标。（见表 4） 

表 4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一级指标的筛选结果 

一级指标 相关程度 筛选结果 

A 体能导向 4.32  

B 心理导向 4.32  

C 意志品质导向 4.64  

D 益智导向 4.04  

E 知识拓展导向 4.24  

F 德育导向 4.44  

G 其他导向 4.16  

3.2.2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二级指标的筛选结果 

在筛选出的价值观导向一级指标（7 项）基础上，通过访谈高校定向运动教师、教练员，并

在结合与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 67 项二

级指标，经专家筛选，最终共筛选出 60 个二级指标。 

以专家问卷为基础，以定向越野的特点为准则，将 7 项一级指标，60 项二级指标进行评分，

将每项指标的相关程度进行等权重加权平均。一级指标及二级指标调查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

评测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评估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重要程

度，为提炼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做基本调查。 

从专家对于二级指标的筛选结果可以看出，定向运动是体能主导类项目，主要可以引导学生

提高耐力素质，对于引导学生提高心肺耐力具有重要作用。表 5 为经专家筛选后的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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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二级指标的筛选调查 

二级指标 相关程度 筛选结果 

A1 肌肉耐力 4.32  

A2 心肺耐力 4.52  

A3 力量耐力 4  

A4 反应速度 4.28  

A5 移动速度 4.12  

A6 空间定向能力 4.76  

A7 本体感知能力 4.4  

A8 节奏能力 4.32  

A9 距离感知能力 4.56  

A10 时间感知能力 4.56  

A11 相关组织（肌肉、韧带等）弹性和伸展的能力 4.04  

A12 应变能力 4.52  

A13 体重 4.2  

A14 肺活量 4.32  

B1 心理抗压能力 4.6  

B2 心理适应外界坏境能力 4.64  

B3 心理坚韧性 4.52  

B4 困难承受性 4.52  

B5 注意广度 4.52  

B6 注意分配 4.52  

B7 注意转移 4.44  

B8 注意稳定性 4.44  

B9 塑造自信心 4.52  

B10 内外向 4.32  

B11 焦虑 4.28  

B12 抑郁 4.16  

B13 情绪控制 4.28  

B14 缓解不良心理 4.32  

C1 诚实守信 4.44  

C2 自制力 4.32  

C3 自觉性 4.32  

C4 独立性 4.6  

C5 果断性 4.56  

C6 自我实现欲 4.4  

C7 信念确认度 4.36  

D1 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4.6  

D2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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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相关程度 筛选结果 

D3 快速判断问题的能力 4.72  

D4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4.68  

D5 思维判断能力 4.56  

D6 逻辑思维能力 4.4  

D7 瞬时记忆能力 4.44  

D8 快速反应的能力 4.36  

D9 思维创新能力 4.4  

D10 细致观察的能力 4.6  

D11 空间方向感 4.76  

E1 地图知识 4.88  

E2 地理知识 4.6  

E3 植物知识 4  

E4 野外知识 4.56  

E5 应急生存知识 4.48  

F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24  

F2 爱国主义精神 4.24  

F3 集体主义精神 4.48  

F4 领导意识 4.24  

F5 团队意识 4.52  

F6 分工协作意识 4.52  

F7 规则意识 4.68  

F8 环境保护意识 4.68  

G1 人际交往能力 4.44  

4 讨论 

4.1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 

在本次调查问卷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部分中，有超过 80%的专家一致

认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有益于学生塑造优良的意志品质以及帮助学生发展德育。   

4.1.1 定向运动价值观导向与教育功能 

价值观导向是通过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强制或教育者通过思想疏导，说服、教育和引导受教育

者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和消解的过程。价值观导向的形成需要外在的灌

输，更需要个体内在的自觉。定向运动自身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和特点，该运动重在发展和培养

参与者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如：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

精神、领导意识、团队意识、规则意识。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相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充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定向运动自身的教育价值也是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得以思政化的关键因素之

一，在课程内容的讲解以及实践活动的操作中积极推进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两种课程

之间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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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定向运动的运动形式、组织形式与价值观引导 

定向运动主要是借助地图和和指北针穿越未知地带，在自然地形中以最快速度奔跑。这样的

运动形式表明，定向运动的关键体能要素是中程耐力和长程耐力；力量、协调性、灵敏性和平衡

性等能力是定向运动重要的体能要素。开展定向运动的场地丰富且地形多变，参与者在多变地形

中奔跑的同时还需进行读图、路线选择等认知活动，对于参与者思维活动以及拓展多元知识都具

有导向作用。（如表 4） 

定向运动从组织形式的角度可划分为个人、团队以及接力赛事。不同组织形式的定向运动对

于参赛者的引导作用有不同的侧重点。个人赛事除了对于参赛者体能要素要求较高之外，对于提

高参赛者逻辑判断、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引导作用。团队

赛以及接力赛作为定向运动中的团队项目，其本身对于参赛者有较强的德育引导作用，对于提高

参赛者社会化能力，培养参赛者分工协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有着巨大的意义。 

4.2 基于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教学价值观导向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基于定向运动的价值观导向研究结果与课程思政的教学需求，可建立二者关联的思维导图

（图 2）。并以此逻辑关系，总结出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原则。 

4.2.1 充分发挥定向运动体能与智能导向的项目特征，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 

通过定向运动的运动形式，将发展体能和智能列入课程目标，运用点对点定向发展学生的读

图技术以及指北针的技术运用，拓展学生空间方向感，发展学生智能。在学生定向技术有所提高

后适当增加课程路线数量及路线长度，利用中、长距离定向路线发展学生体能，并在日常课程中

增加跑动及身体素质练习，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手段提高学生运动能力。通过定向运动穿越未知

地带的独特运动形式，逐渐将课程运动场地从学生熟悉的场地转换到学生陌生的场地，进一步发

展学生的奔跑能力以及野外、地理学、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锻炼学生的困难承受能力，提高学生

野外生存、环境适应、心理抗压能力；培养学生诚实守信行为规范。 

4.2.2 利用定向运动趣味性特点，提高学生练习兴趣，激发学生对于强健体魄、阳光心理、终

身体育理念的强烈认同 

定向运动从其组织形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赛事、集体赛事以及任务型定向。各类赛事的组

织方式多种多样，通过个人点对点定向的组织形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个人

赛事的课程为例：个人赛事的定向训练可以盲图训练和窗口图训练的方式进行。这两种方式与常

规的点对点定向有所不同，在发展学生瞬时记忆能力、观察能力、空间方向感、综合分析问题能

力的同时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练习兴趣。 

4.2.3 通过定向运动集体赛事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集体主义精神、领导力，优良的意志

品质以及较强的心理抗挫折能力 

定向运动课程思政设计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定向运动集体赛事，定向运动集体赛事是实施德

育的重要途径。定向运动集体赛事包括接力定向赛、团队定向赛、队赛等组织形式，通过集体赛

事培养学生体育道德，发展学生沟通素养，激发和培养团队精神和友谊精神，发展合作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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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通过任务定向形式，将思政课程教育内容与定向运动相结合 

在参加定向运动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并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此

外，定向运动可以与多种户外运动相结合，任务型定向可通过任务点的任务布置激发和培养学生

的探索精神，帮助学生通过体育锻炼，享受定向运动的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激发学生形

成体育精神。 

 

图 2 高校定向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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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课程思政”是坚定高校学生政治立场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与体育课程

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国内教育理念不断革新。随着高校课程思政

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如何建立体育课与思想政治课之间联动逻辑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体育教

学这一教育主阵地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值得更多地的学者去深入探索和研究。本文对高校定向

运动选项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进行了较为浅显地研究，并尝试与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建立一

个基本逻辑关系，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高校定向运动课程思政开展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多

元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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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实施原则与推进策略 

——基于公共供求关系的视角 

严  姣   吴相雷 

（昆山市实验小学） 

摘要：作为市场化交易内容的公共体育服务“买什么、为谁买、怎么买”，是公共体育服务发

展的源头性问题，也是公共体育服务边界问题研究的缘起。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公众在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摆脱政府全面供给弊端，实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

与需求侧管理趋于平衡。借助公共供求关系视角，通过对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现状、原则及所映射

问题进行瞻析。研究认为，以顶层政府与基层部门双向交叉为前提，立足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

的五大原则，能够确保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在公共体

育服务边界保障机制构建中，以政府责任精准划分为支撑条件，通过助力培育体育社会组织能力

来保障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的巩固与创新，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保障，建立和培育第三方监管部门和

专业人才，加深对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的优化与调控。通过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确保公共

体育服务边界框定合理，保障机制高效可行。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公共供求关系；边界框定；保障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联邦行政权力改革，公共服

务民营化成为改革传统僵化的政府垄断服务供给体制的新方向和新机制
[1]。至此，构建完善的社

会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各国政府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共供求关系的

提出，是建立在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两大主体的内在关系基础之上，立足社会公众公共服务需求，

以此来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规律。在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再一

次被赋予更高的历史地位，民生福祉更是在规划中占比显著，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边界的科学

合理性为有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兜底保障作用。 

新时代，社会发展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边界问题的研

究缘起于国家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层面存在诸多梗阻，而造成诸多梗阻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当下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边界不明
[2，3]、原则不清

[4]、保障不稳
[5]。为此，在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探讨我

国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框定及保障机制构建，成为国家治理所需、服务发展所需、民生福祉所需。 

1 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阐释 

早在 1913 年，法国著名公法学巨匠莱昂·狄骥在其著作《公法的变迁》中就提到“一旦人们

认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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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辅相成的时候，公共服务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6]。随着西方公共服务理念的流入，

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已逐步统一，公共服务发展逐渐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精准掌控

社会公众需求，以服务数量与质量为考核标准，以政府购买代替政府单方面直接提供服务的服务

模式发展
[7]。2018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公共服务的

边界框定作为标准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建立之初优先考虑。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

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全民健身是社会公众参与体育最广泛、最直接的领域，是建设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是促进体育消费和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基础。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依据：（1）是否可以市场化将其边界确定为非排

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服务
[8]。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最终受益人群是社会公众，边界的确定首先

应将人民需求放在首位
[9]。（2）界定服务边界应以“民生性、公共性、权力制约性、可操作性”

[10]为识别服务边界的要素。（3）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权力赋予与义务履行的体现，以公

共体育服务供需合理性来确定服务边界，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定位更应充分考虑服务资源的提供

的充足性、资源获取的均衡性、资源共享的普遍性等条件。（4）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通过

宏观立法、中观机制、微观措施多角度全方位的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边界进行阐释
[11]，排除“公

权力行使、法律法规制定、政府管理权责、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服务事项以及购买

成本高于生产成本、难以保证服务效益、无法形成竞争、不能满足社会组织发展需求”10 类公共

服务不得向社会购买
[12]。与此同时，在政府职能转移的过程中，将公共体育服务内容边界通过更

加具体的判断标准进行整合，形成集“政府职权性质、成本效益、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鼓励竞

争的程度、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等五大基本要素共同框定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发展趋势
[13]。 

2 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五大原则 

图 1 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原则的逻辑构视 

Graph 1.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boundary framing principle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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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共性与公益性原则 

从公共服务内在本质出发，公共服务强调对服务本身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衡化
[14]。

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与价值、供给内容、过程手段、利益主体
[15]等核心要素决定了公共体育服务

“公共性”原则是服务供给科学化的必要依据。公共性是、公共体育服务本身所遵循的基本属性

和价值体现，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的框定，取决于当前社会公众需求端的精准确定。而价值体现主

要源自公共体育服务从产生到供给都不是以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和诉求为出发点而是谋求社

会整体发展和区域全体公民的共同需求所呈现的，这就折射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和承接主

体应将公共性与公益性原则放在首位，公共体育服务从边界框定到绩效评价应始终将公共性与公

益性放在优先考量的范畴之内。与此同时，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供给的目

标动力，政府需要以实现社会公共福利和公众健康最大化为目标取向，通过持续有效供给来满足

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准确把握国家民众当下的基本需求，自下而上的建立起完备的公共体育服

务边界目录。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智慧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公共性与公益性原则为出发点，

通过优惠时段补助、定向惠民补助等，支持公办和民办体育场地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作为公

共体育服务的承接者，体育社会组织应以公益性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宗旨，在服务承接的始终，

都要有更好的公益性价值认同度。加强对企业、学校、事业单位公益性思想理念引导，推动有条

件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内部体育场馆和设施适时开放。公园、广场、健身步

道等公共场地必须配置健身活动场所，以降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的场域屏障。广泛开展各类

公共体育服务是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利用全民健身日、节假日、双休

日等时间节点，因地制宜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公众参加市、区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动会等活动。 

2.2 区域发展差异原则 

国家大力发展一体化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正在高速推进，但

在目前跨区域行政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供给只能在本行政边界范围内进行，并

仅局限于服务本区域自身
[16]。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差异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供给增加了难度。

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边界进行合理分层，可有效调节公共体育服务边界逐

渐趋于动态平衡，对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的框定，应有较强的区域差异意识，应首先立足于本区域

自身现实状态，强调满足社会公众对体育服务的需求，逐步提升当地民众生活质量。在实践操作

层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的框定，需要以不同社会群体中公众的不同需求为导向，以不同地

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革命省市、民族自治区、边疆省市、贫困县区）现有的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公共体育服务内容边界的确定应更多地通过民意征询、专家评估、项目审核

等过程来筛选，为民众提供更加人性化、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 

2.3 符合社会竞争性原则 

体育竞赛之间存在竞争，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也不可避免的需要竞争机制的引入，在竞

争态势下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确保项目高质量供给的手段之一。为缓解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

非竞争性购买而导致的社会关系与利益关系所产生的区域布局不均衡、分配不均等所产生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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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竞争性原则的纳入不仅在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时能很好的避免了政府购买行为“依社设项”

而形成的市场垄断，而且在当下公共体育服务由量向质转化中，竞争性原则又能很好的激发区域

体育社会组织活力，形成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态势。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供给，

要综合考虑产生服务所需的资源量，若项目供给本身所需要大体量的专项资金支撑，且服务过程

限制社会力量交易筹资，供给成本短期内明显高于承接方所能承受的范围且产生效益与收益无法

满足社会组织发展，则这类项目应将供给主动权放在政府供给范畴。为提高服务效率而引入的市

场竞争机制是对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保障，是对体育社会组织打破传统单一主体供给的僵化思

维，实现竞争供给的管理模式。同时，竞争性原则促使我国在实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监

管与评估工作，间接推动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工作的开展，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确保

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客观公正。通过竞争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最佳配置，在不断扩充体育

社会组织数量的形势下，形式多变、来源多样的环境中，如何保持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政府

和组织共同考量的问题之一
[18]。对于不能准确核算成本收益或市场化成本收益低于政府承接收益

的项目，市场化定价存在困难而不具备竞争条件的体育服务，不得列入公共体育服务边界范围，

从而有效避免政府推责现象发生
[19]。竞争性原则的纳入，既是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益的抓手，

又是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动力，还能在服务边界确定和服务供给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服

务需求，一举三得的良策。 

2.4 特殊人群特殊供给原则 

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度，表现在公众的需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互吻合。社会弱势群体包

括老年人群、儿童、贫困人群、残疾人群、失业人群等，他们往往收入水平较低，有的甚至难以

维持自身基本生活需要。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极易引发心理失衡和社会不公而导致相对

剥夺感产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的合理配置、适度倾斜，

来提升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以更加人性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为手段，来增强特殊人群参与体育锻炼

的频率，充分满足特殊人群对身心健康和社会融入的基本需求，使特殊人群能够在当下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过程中更广泛的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关注。基于公共供求关系视角，满足不同人

群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差异性需求，将特殊人群特殊供给原则放在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过程中的重

要参考原则来确保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相对公平性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 

2.5 稳中求进原则 

我国始终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

则
[20]，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提出“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21]，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

的百年发展特点就体现在“稳中求进推进改革”
[22]，遵循积极稳妥稳中求进的发展原则。这种原

则的限定不仅有利于处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产生的矛盾，凝聚各方力量致力于公共体育服务发

展的共识，也有利于减少无效供给，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平稳健康发展。 

公共服务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促成改革、汇集公众、服务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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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渐进式改革的发展道路，稳步推进公共服务改革进程。稳中求进原则在公共体育服务中体现出

“稳和进的辩证统一”。“稳”是指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稳定供给，包括满足群众基本健康服务的

全民健身体育设施、体育活动场地配比，群众体育赛事的举办等；“进”则更趋向于在已具有一定

发展基础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支撑下，一方面，提升原有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伴

随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提升而逐渐挖掘出新的惠及民生的公共发体育服务项目，

致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成为覆盖面更广、作用更高效、更具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按照稳

中求进的原则，首先，对那些已经实施过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实行优先框定，且便于操作、条件

成熟、争议不大的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可以作为补充全面推广。其次，对那些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

供给经验不够成熟或存在争议的服务项目则需要慎重推进，政府应注重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落实前

期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制度政策和社会发展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再推广落实。最后，公共体

育服务项目的推进需要社会公众认可度和公信力的支持。民众对于这些服务项目作为公共体育服

务被社会力量承接的合理性了解与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还在起步阶

段，社会各界的理解度还不够全面。对此，政府部门应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工作，利用多种渠道向

民众详细介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意义价值、机制流程和政策安排，以期获得更多民众的理解与

支持，为后续的政策推广营造稳定的社会舆论环境。 

3 双向交叉框定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 

经济学认为， 在公共供求理论指导下，任何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都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样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极富效率
[23]。受地域、环境、经济、人口、科技发展的影响，各省市财

政投入存在差异性，面对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均衡性问题突出，间接影响了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的确

定，迫切需要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基于公共供求关系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

边界框定的五大原则，促使顶层政府部门与基层政府单位在双向交叉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

合力，加之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共同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

和有效性。（见图 2） 

 

图 2 双向交叉框定公共体育服务边界图示 

Graph 2. Boundary diagram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framed by two-way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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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顶层责任主体以制定指导目录为主 

在现有的中央部门所出台的政策文本中，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体育服务边界制定的顶层责任主

体，对于公共体育服务边界划分的设施手段需要进一步跟进，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框定不能搞“一

刀切”，应减少采用原则性描述的方法界定体育服务供给边界，而更多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基

层政府为供求内容信息收集主体，全面收集社会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内容，根据具

体内容编制二级、三级指标，先通过合理性可行性等分析，再进行安排具体各项体育项目的供给

工作。在具体操作中，应通过方向描述和项目列举并重的方式，对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方向实

施把控，确定公共体育服务一级指标，同时将“黑/白名单”制度纳入其中，用以辅助公共体育服

务边界的准确合理，通过自上而下设立标准来明确服务项目的归类划分。 

3.2 基层责任主体以制定执行目录为主 

公共体育服务执行边界是地方体育部门和民政部门的主要责任。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国务院规

划和任务清单积极探索，取得体育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合作，通过调查、实践和评

估，逐步明确适合地区群体需求的各类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
[24]。各市区级政府部门作为公

共体育服务边界制定的底层责任主体，应在总体政策导向和归类划分的基础上，以列举法为主要

手段自下而上形成各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目录，应更多的通过民意调查，制定符合各自

区域的特色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形成区区不同类。将自下而上的需求识别与自上而下的简政

放权有机耦合，各级政府部门、市场体量和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一种供需适配的边界标定架构和运

行机制
[25]。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框定应在基层建立完备的“供求表达机制、汇报参与制度、监督

反馈机制”等相关机制支撑。其优势在于打破僵化的制度与体制，实现体育服务边界的高效管理。

供求表达机制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边界的信息主要获取渠道；汇报参与制度是便于社会公众能够

公开参与服务项目的前中后各时期的汇报工作；监督反馈机制是通过信息反馈实现公共体育服务

边界有效调整。 

3.3 具体实施以社会公众动态需求为主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会中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战略布局下，要努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

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6]公共体育服务的边界制定应具有动态调整特性，应以时间方向

为链条，在规划周期内，无论是长期或短期规划，边界的扩缩中都应在可控范围内留有动态调整

的余地。在实际操作上，以每一年度为周期，每年 12 月进行以区为单位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

民意普查，规划预算，尽可能满足群众均等化需求，每年年底公布下一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目录

或公共体育服务调整目录公示。建立公共体育服务长期规划（3-5 年）与短期规划（1-3 年），且

规划内容本身应避免一成不变而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需求的转变而呈现

出动态调整的规划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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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服务边界监管以国家法律条例为主 

我国政府将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向社会力量市场化供给，应更多的考量在不同项目中所产生服

务特性、承接主体（体育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供给合法性，社会公众的普

遍认可度和社会效益评估。通过基层责任主体广泛吸收民众需求信息，逐一向上报备，上级政府

部门对报备项目进行合理性、可行性评估，试行年度公共体育服务清单制。该目录经同级政府批

准之后，具有法律效力，执行过程受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对没有列入购买目录的体育

服务，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不得对其进行预算规划。对于个别特殊属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如确实需

要购买，应设置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以防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目录执行中的随意性
[27]。 

4 结语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我国公共体育服供给体系和模

式已经初露端倪，且具有后发优势，对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工作的进一步细化和实施，逐步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体育服务边界框定与保障机制，确保公共体育服务符合社会发展与公众需

求，加强政府部门监管力量、社会组织承接力量、社会公众反馈力量，借助相关理论，指引公共

体育服务边界的成熟和稳定，最大化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公共体育服务有序推展。

坚持区域发展差异等五大基本原则，全面吸收、敢于实践、建立竞争，逐步健全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的法律保障体系，实现依法治理，通过合理规划资源、协同体育社会组织与第三监管部门人才

培养，促进公共体育服务边界确定和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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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游戏改善平衡受损老年人平衡与跌倒的有效性分析 

任园园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目的：近年来基于虚拟现实（VR）的运动游戏已被广泛应用于老年疾病的康复和治疗，

研究旨在探究虚拟游戏干预对平衡受损老年人运动功能、平衡及摔倒的影响。方法：采用 Meta 

分析的文献检索、筛选、质量评估方法对平衡受损老年人的平衡与跌倒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

23 项研究，虚拟游戏干预对起立-行走测试（TUG）、握力（HGS）、伸膝力量（KES）、5 次坐立

试验（FTSS）及伯格平衡量表（BBS）的干预效果好于对照组。虚拟游戏与传统训练相比对 TUG

（MD=-0.54， P=0.004）与 BBS（MD=3.24， P＜0.001）的效应量较小，与无干预对照组相比

对 TUG（ MD=-0.98， P=0.001）与 BBS（MD=3.30， P＜0.001）指标的效应量更大。结论：

虚拟游戏有助于平衡受损老年人克服传统体育运动障碍并改善运动功能及平衡能力，为老年患者

平衡恢复和跌倒预防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 

关键词：虚拟游戏；老年人；平衡；跌倒 

1 引言 

平衡能力对于老年人日常生活来说至关重要，与年龄相关的机体功能及平衡能力的下降增加

了老年人跌倒和严重受伤的风险。如关节本体感觉和神经连通性的恶化抑制了老年人准确、及时

的姿势调整，容易引起老年人跌倒
[1， 2]，导致老年人的住院率和死亡率进一步增加

[3]。因此，采

取有效的、可行的、经济的干预措施来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与平衡能力对其预防跌倒、降

低死亡率极其重要。 

大量可靠的证据已证实，定期体育锻炼可以延缓衰老导致的身体功能下降、平衡能力减退以

及肌肉力量衰退等功能性问题
[4-7]，如定期体育活动可以减少老年人起立-行走测试（Timed up-

and-go test， TUG）的时间，增加伯格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 BBS）的得分，以及改

善自评跌倒的效能（Falls efficacy scale， FES-I）。然而，坚持传统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锻炼对于

独居的老年人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
[8]。最近的研究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为传统的锻炼计划

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如各种虚拟现实游戏作为一种潜在的康复技术被应用于诸多卫生保健

机构及老年人体育锻炼
[13-15]。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为基础的运动游戏在世界范围

内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9-12]，研究表明，VR 技术能够提供模拟锻炼和体验的真实环境，允许用户的

多感官交互并接收实时的反馈
[12]，有利于改善患者身体功能和认知功能等康复

[16]，包括对特定患

者的执行功能、平衡恢复等提供治疗
[8， 17]。然而，在以往研究中选择标准的不一致性，基于交互

性电子游戏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群身体功能、平衡性及摔倒方面的有效性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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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Lee 等人
[18]的研究发现，使用虚拟游戏训练的实验组与仅接受传统治疗的对照组相比并没有

导致 TUG 有更好表现。在另一篇对急性脑卒中患者进行康复治疗的研究中，实验组患者使用虚

拟现实平衡训练，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治疗方案，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身体功能未有显著性差异

[19]。这些研究中不同患者选择的虚拟游戏方案、干预时间、频率、周期以及生活环境（社区、住

院、养老机构）等均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性的原因
[20]，通过整合虚拟游戏干预方案来定制不

同的干预计划可能会对患者实现更大的促进。 

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目前虚拟游戏对平衡障碍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平衡及跌倒效能等方面

的干预效果，总结与归纳促进不同平衡障碍老年人的干预方案计划，为老年患者提高平衡能力、

预防跌倒提供有效性的证据，并帮助平衡受损的老年患者优化选择运动干预方案。 

2 方法 

2.1 检索策略 

截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我们以中文主题词“虚拟游戏”、“虚拟现实”、“老年人”、“身体功

能”、“平衡”、“跌倒”及英文主题词"Virtual Reality Games"， "Virtual Reality"， "Old Adults"， 

"Physical Function"， "Balance"， "Fall"等在 PubMed、Web of Science、Elsevier、Cochrane、

CNKI 和万方等数据库上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检索，检索范围仅限于汉语与英语。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纳入了平衡受损的老年受试者，如伯格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

得分低于 52 分
[21]或有跌倒史或有跌倒风险或衰弱导致的肌肉力量与平衡能力下降的老年人。2）

纳入研究类型包括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及案例比较研究，实验组

需包含 VR 运动游戏干预，对照组需包含无干预组或者传统训练或体育活动。3）结局指标涉及身

体功能、平衡与摔倒等 1 个或 1 个以上相关指标被纳入本研究。 

排除标准：1）排除了非老年人或者关注癌症、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重度抑郁症等老年病人

的研究。2）排除综述及系统评价类文章或不包含虚拟游戏干预的实验文章。3）排除结局指标不

符合要求的实验研究。 

2.3 研究选择和数据提取 

两名作者根据标题和摘要初步选择研究论文，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进行全文阅读和针对

性评估。所有步骤均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进行，第三名研究者在前两名作者存在分歧或难以作出决

定时提出建议，直到达成共识。提取的数据包括：作者、出版年份、地区、受试者基本信息（人

数、年龄、性别、居住环境）、VR 运动游戏干预方案（类型、时间、频率、周期）、结局指标（身

体功能、平衡能力、自评跌倒评分）等。 

2.4 文献质量评估 

通过 Cochrane 手册中的“偏倚风险工具”来评估偏倚风险和文章质量，主要从随机序列生

成、分配性隐藏、受试者、实验人员与结果评估盲法、结果数据的完整性以及结果报告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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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方面进行评价。 

2.5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均数差（MD）或者标准差（SMD）作为效应尺度

指标，并提供 95%的置信区间（95%CI）。纳入多个研究结果间的异质程度大小采用 I2 来判断，I2

越大，表明各个研究间的异质性越大。根据 Cochrane 分级标准，若各研究结果间异质性较小，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若各研究结果异质性较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并重新进行亚组分析以及敏感

性分析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漏斗图用来评估文章的发表偏倚性，合并统计量检验标准为α

=0.05。 

3 结果 

3.1 文献检索结果及基本特征 

共检索到文献 7215 篇，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对文献进行初步筛选，并对选定的文献进一步

进行手动搜索，最终获得 23 篇文章纳入本次研究（图 1）。 

 

图 1 纳入和排除研究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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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入研究中，虚拟游戏的选择主要包括 Wii 体育系统和 Xbox 游戏机两种。其中，有 14 项

研究采用了 Xbox 游戏机，另外 9 项研究采用了 Wii 体育系统。按受试者居住环境划分，有 14 篇

研究中的老年人居住在社区或者来自老年人中心，有 6 篇中的老年人居住在医院或护理机构，3

篇研究没有提及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此外，在所有纳入的文献中有 10 篇文章提到对老年人进行

的虚拟游戏干预方案中有监督人员参与，剩下的 13 篇文章没有提及。 

3.2 文献质量与发表偏倚风险 

对纳入文献的每条指标采用“高风险”、“低风险”及“不清楚”进行判定，结果如下（表 1）。 

表 1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估 

文献 随机序列 
分配 

隐藏 

受试者 

盲法 

结局指标 

盲法 

结果 

不完整 

选择性 

报告 

其他偏倚 

风险 

Agmon 2011 低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Daniel 2012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Fakhro 2019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Gomes 2018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Gschwind 2015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Jung 2015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Kwok 2016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Liao 2019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孟九菊 2020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Merriman 2015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Mirelman 2016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Molhemi 2020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Montero-Al í a 
2019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Padala 2017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Park 2016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Phu 2019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Santos 2019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Stanmore 2019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孙志成 2017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Szturm 2011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Tsang 2016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Yeşilyaprak 2016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Zahedian-Nasab 
2021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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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tata 软件对研究结果制作漏斗图（图 2），漏斗图显示 TUG（Z=0.13， P<0.001， t=0.220， 

P=0.900）、BBS （Z=0.330， P<0.001， t=0.860， P=0.741）与 FES-I（Z=1.010， P<0.001， 

t=3.130， P=0.313）左右两边的对称性良好，以 Egger's test 结果进一步检验发表偏倚风险，结

果显示没有明显的发表偏倚存在。 

 

图 2 TUG、BBS 和 FES-I 的漏斗图 

3.2 虚拟游戏对身体功能、平衡与跌倒风险的影响 

研究纳入的身体功能测试指标包括 TUG、GS、HGS、KES 及 FTSS。21 项研究结果比较了

实验组（虚拟游戏组）与对照组的 TUG 情况，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SMD:-0.37; 95%CI:-0.59，-0.14; P=0.001），且虚拟游戏组的 TUG 明显低于对照组。各研

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I2=65%， P<0.001）。在进行敏感性分析时，逐一排除各个文献后研究

间的异质性未见明显下降，可能仍需进行亚组分析。 

12 项研究结果比较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GS 情况，4 项研究结果比较了实验组与对照组 HGS

的情况，4 项研究结果比较了实验组与对照组 KES 的情况，5 项研究结果比较了实验组与对照组

FTSS 的情况。Meta 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 GS 指标无显著性差异（P=0.970），两

组之间的 HGS（MD:1.30; 95%CI: 0.08， 2.51; P=0.040）、KES（MD:-6.27; 95%CI: -7.27， 

-5.26; P<0.001）、FTSS（MD:1.13; 95%CI:0.13，2.12; P=0.030）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虚拟

游戏组的 HGS、KES 及 FTSS 指标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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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虚拟游戏对身体功能影响的森林图 

研究纳入评价平衡能力与跌倒风险的指标包括 ABC、BBS 及 FES-I。共 6 项研究对实验组与

对照组的 ABC 指标进行比较，共 11 项研究对两组的 BBS 指标进行比较，共 12 项研究对两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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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I 指标进行比较。Meta 分析结果显示干两组之间的 BBS 指标有显著性差异（MD:2.37; 

95%CI:1.69， 3.05; P<0.001），虚拟游戏组的 BBS 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但两组之间的 ABC 指

标与 FES-I 指标无显著性差异。尽管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干两组之间的 FES-I 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P=0.050），但虚拟游戏组的 FES-I 得分比对照组下降了，这可能与纳入文章的数量不足有关。

此外，各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I2=80%， P<0.001；I2=71%， P＜0.001），逐一排除各个文

献后研究间的异质性未见明显下降，可能仍需进行亚组分析以减小研究间异质性（图 4）。 

 

图 4 虚拟游戏对平衡与跌倒风险影响的森林图 

3.3 亚组分析 

3.3.1 不同对照组别 

本研究根据对照组类别（传统训练、无干预）进行了亚组分析，传统训练是指对照组使用传

统运动手段进行的干预，无干预对照组未使用任何运动手段进行干预。由于纳入的研究数量不足，

因此本研究只进行了部分指标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虚拟游戏对老年人 TUG 与 BBS 指标的干

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训练与无干预训练（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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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对照组 TUG 和 BBS 比较的效果森林图 

3.3.2 不同虚拟游戏内容 

在有关 TUG 与 BBS 指标的研究中进行了不同虚拟游戏内容（Xbox 运动游戏、Wii 平衡训

练）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Xbox 运动游戏与 Wii 平衡训练两种虚拟游戏内容对 TUG（ MD=-

1.02， P=0.005）与 BBS（ MD=4.15， P＜0.001）的影响均有显性差异，Xbox 运动游戏对对

TUG 与 BBS 的干预效果好于 Wii 平衡训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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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虚拟游戏内容的亚组分析 

亚组 人数(n) MD/SMD （95% Cl) P I2（%) 

TUG（m/s) 

Xbox 运动游戏 613 -1.02 [-1.59，-0.45] P=0.005 72 

Wii 平衡训练 363 -0.87 [-1.26，-0.49] P＜0.001 74 

BBS(分) 

Xbox 运动游戏 257 4.15 [2.86，5.44] P＜0.001 40 

Wii 平衡训练 155 2.83 [1.93，3.73] P＜0.001 0 

3.3.3 不同干预时间、频率及周期 

研究分别以不同干预时间（20-45min、＞45min）、频率（＜3 次/周、≥3 次/周）、周期（5-

8 周、＞8 周）进行了亚组分析（表 3）。不同干预时间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干预时间 20-45min

对 TUG（MD=-0.89， P＜0.0001）与 FES-I（SMD=-0.28， P=0.03）均有显著的改善效果，且

干预时间 20-45min 对 TUG 的干预略效果好于＞45min（MD=-0.88， P=0.0002）。 

表 3 不同干预时间的亚组分析 

亚组 人数(n) MD/SMD (95% Cl) P I2(%) 

TUG(m/s) 

20-45min 664 -0.89 [-1.26，-0.51] P＜0.001 77 

＞45min 359 -0.88 [-1.33，-0.42] P＜0.001 0 

FES-I(分) 

20-45min 1419 -0.28 [-0.54，-0.02] P=0.030 74 

＞45min 162 -0.01 [-0.58，-0.06] P=0.970 67 

不同干预频率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3 次/周的干预频率对 TUG（MD=-0.75， P=0.009）、

BBS（MD=3.22， P＜0.0001）及 FES-I（SMD=-0.56， P=0.0009）指标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

（表 4），而＜3 次/周的干预频率仅对 TUG 指标有干预效果（MD=-1.02， P＜0.0001）。 

表 4 不同干预频率的亚组分析 

亚组 人数(n) MD/SMD (95% Cl) P I2(%) 

TUG(m/s) 

＜3 次/周 531 -1.02 [-1.43，-0.61] P＜0.001 78 

≥3 次/周 473 -0.75 [-1.16，-0.35] P＜0.001 65 

BBS(分) 

＜3 次/周 131 0.86 [-0.27，2.00] P=0.130 92 

≥3 次/周 297 3.22 [2.37，4.07] P＜0.001 0 

FES-I(分) 

＜3 次/周 1380 -0.19 [-0.45，0.06] P=0.140 74 

≥3 次/周 149 -0.56 [-0.89，-0.23] P＜0.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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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纳入的研究中干预频率＞12 周的研究过少，因此本研究只进行了部分指标的亚组分

析。结果显示，干预周期为 5-8 周对 TUG（MD=-1.54， P＜0.0001）、BBS（MD=3.11， P＜

0.0001）以及 FES-I（SMD=-0.40， P=0.010）等指标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干预周期 5-

8 周对 TUG 的改善效果较好，干预周期＞8 周对 BBS 指标的改善效果优于 5-8 周的干预效果

（表 5）。 

表 5 不同干预周期的亚组分析 

亚组 人数(n) MD/SMD (95% Cl) P I2(%) 

TUG(m/s) 

5-8 周 499 -1.54 [-2.12，-0.97] P＜0.001 81 

＞8 周 540 -0.59 [-0.97，-0.21] P=0.002 16 

BBS(分) 

5-8 周 246 3.11 [2.24，3.91] P＜0.001 41 

＞8 周 166 3.69 [2.27，5.10] P＜0.001 1 

FES-I(分) 

5-8 周 293 -0.40 [-0.71，-0.08] P=0.010 41 

＞8 周 1285 -0.15 [-0.44，0.14] P=0.300 79 

4 讨论 

4.1 主要发现 

Meta 分析发现，虚拟游戏能够明显改善平衡受损老年人 TUG、HGS、KES 及 FTSS 等身体

功能指标。TUG、HGS、KES、BBS 这些指标的改变对于改善平衡控制和减少跌倒风险是至关重

要的。TUG 作为一种快速定量评定功能性步行能力的方法，记录患者从靠背倚离开到再次坐下所

用的时间，此时间增加说明患者的步行功能下降或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跌倒的风险增加。从综合

结果来看，平衡受损老年患者在身体功能、平衡能力与跌倒风险方面得到了积极的结果。此结果

符合前人研究结论，之前的研究结果支持虚拟游戏训练在老年患者中平衡性和步态能力的康复效

果
[14， 44， 45]。虚拟游戏不仅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还能够缓解抑郁症状

[16， 46]，提高生活质

量
[47]。除此之外，还有证据表明，虚拟游戏对改善患有神经系统障碍的老年人的行走能力是有效

的
[48， 49]，虚拟游戏提供的生态性、安全性和激励性治疗可作为一种有效手段促进老年人康复。

这可能归因于虚拟游戏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等优点。虚拟游戏环境中注重引导玩家的现实体验，不

仅可以帮助老年患者改善注意力，促进其认知、执行功能的恢复，其沉浸式的游戏体验还有利于

老年患者心血管和呼吸系统、新陈代谢及免疫系统等疾病的康复
[50]，甚至帮助老年人获得更高的

生活质量及良好的运动协调能力
[51， 52]。 

然而，本研究的部分结果还显示这些虚拟游戏干预对 GS、ABC 以及 FES-I 指标没有产生显

著的影响。ABC 这一用于老年人的平衡信心评定的量表，其得分在虚拟游戏干预后并未增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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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I 指标作为主观评价老年人害怕跌倒效能的量表也未反映出老年人使用虚拟游戏干预后的信

心得到改善。我们重新回顾了这些研究，这可能与纳入研究设计的不一致性以及纳入文献的数量

不足有关。 

当评估显示出虚拟游戏干预的显著效果时，发现这些研究的异质性较高。考虑不同的对照组、

不同的虚拟游戏内容、不同干预剂量以及受试者不同的居住环境等因素，我们对各项有显著性差

异的结局指标进一步进行了亚组分析以检查异质性的来源。 

4.2 不同对照组比较 

亚组分析结果发现，虚拟游戏对老年人 TUG 与 BBS 的干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训练或无干预

训练。这验证了之前的研究结论，虚拟游戏体验能够帮助老年人克服一些传统运动障碍的缺点，

如缺乏动机和对运动结果的负面感知
[53]。有研究解释，老年人对传统体育锻炼的坚持程度较低的

原因可能与缺乏动机、受伤恐惧症等因素有关
[8]。由于传统锻炼计划比较单调和无聊，因此丧失

兴趣通常是老年人群停止定期锻炼的一个常见原因。一方面，与传统的体育锻炼不同，虚拟游戏

可以让老年人以一种愉快的方式进行体育活动，能够提高他们在游戏中的积极体验以及在进行游

戏干预计划后继续参与活动的意愿。另一方面，在虚拟游戏中，玩家的参与需要积极地调动各个

身体部位来保持互动，交互式模拟方式重创了日常虚拟环境，使老年受试者重复与日常生活活动

所需的动作直接相关的体育锻炼，帮助他们克服受伤的恐惧感。因此，虚拟游戏在增强下肢肌肉、

提高灵活性以及抵消神经运动和体感功能下降方面比传统体育锻炼具有更显著的效果
[12]。由于它

与现实十分相似，使老年人在游戏过程中能够积极地与游戏场景互动，不断刺激其身体感官、认

知、心理及身体功能
[52， 54]，增大其在沉浸式的环境中练习体育锻炼的兴趣，故这种运动场景对

于老年人依从性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55]。综上，虚拟游戏作为一种有趣的、吸引人的身体运动来控

制身体参与比传统体育运动更具有优势。 

4.3 不同虚拟游戏内容比较 

一些商业的虚拟游戏系统，如任天堂 Wii 体育系统、微软 Xbox（Kinect）游戏机和舞蹈革命

系统
[56-58]等可以通过无线界面传感器检测玩家在现实世界中的运动变化，使玩家在三维世界中获

得实时反馈、动作反思和奖励，以提高其坚持锻炼的动机和继续锻炼的意愿。研究发现，Xbox 运

动游戏对于 TUG 与 BBS 指标的干预效果明显好于 Wii 平衡训练。将二者进行比较发现 Xbox 运

动游戏使用的是 Kinect 传感器，需要玩家大量的运动控制才能达到运动目标，即玩家只有在合适

的动作下运动才能在游戏中获得成功。而 Wii 平衡训练游戏（日本京都）主要运用 Wii 平衡板锻

炼玩家的平衡能力
[59]，尽管两种类型的干预都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音频/视觉反馈

[60]，但两种虚

拟游戏调动玩家的身体部位不同。与 Wii 平衡训练相比，Xbox 运动游戏的使用还强调了上肢运

动
[58]，这可能是导致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 Xbox 运动游戏可能会比 Wii 平衡训练对老年

人的身体表现促进效果更好，但未来仍需要更多工作来进一步确定这一结果。 

4.4 不同干预剂量的比较 

虚拟游戏还可以根据运动动作的频率、方向、速度及加速度的变化做出调节，以完成不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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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任务集或实现所期望的目标
[61]。研究结果显示，干预时间 20-45min 对 TUG 与 FES-I 的干

预效果显著，且干预时间 20-45min 对 TUG 的改善效果好于干预时间＞45min。5-8 周的干预周

期能够对 TUG、BBS 以及 FES-I 指标产生积极影响，且 5-8 周的干预对 TUG 指标的改善效果

较佳，＞8 周的干预对 BBS 的干预效果优于 5-8 周的干预效果。此外，≥3 次/周的干预频率对

TUG、BBS 及 FES-I 指标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的干预效果。这说明干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干

预时间 20-45min、干预频率≥3 次/周以及干预周期 5-8 周就能对部分指标的起到良好的促进效

应，但干预时间 20-45min、干预频率≥3 次/周以及干预周期＞8 周对平衡受损老年患者的促进

效果最好。根据这些特征，今后康复理疗师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差异的老年患者的状况、程度及时

调整虚拟游戏干预计划，确定适合的干预方案以实现对平衡障碍老年人更大的改进。 

综上所述，虚拟游戏干预对平衡受损老年人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及跌倒效能具有显著的积极

效应，且有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可能会对不同患者实现更大的改进。 

未来的研究还应探索应用于老年人的更有效的虚拟游戏支持或组合方法，并结合更细致化、

程序化和科学化的干预方案来促进平衡受损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及平衡能力。 

5 结论 

虚拟游戏有助于平衡受损老年人的平衡恢复和跌倒预防，但对自评跌倒效能的影响呈现出不

一致的结果。在虚拟游戏的选择上，推荐选择 Xbox 运动游戏，持续时间 20-45min、干预周期＞

8 周以及干预频率≥3 次/周的干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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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探讨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以苏州市大运河为例 

张牧雨 

（苏州大学） 

摘要：在刚刚召开的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再再度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建设现代化体育强国的这一基本任务，就必须要求坚持“高质量蓬勃发

展”的宗旨。文化既是高质量发展的灵魂，高质量发展也要求有良好的质量文化环境，推动文化、

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实现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

理论出发，以苏州市大运河体育旅游发展为例，对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进行探究，提出通过构建

完整的体育旅游文化线路、提升体育旅游线路的体验记忆、培养优秀的体育文化旅游人才、将体育

旅游中的交际记忆转变为文化记忆等科学路径，可有效促进苏州市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文化记忆；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 

1 文化记忆理论对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启迪 

1.1 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 

记忆原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为了与“个体记忆”区别开来，1925 年，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莫

里斯·哈布瓦赫在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探讨记忆与政治、民族、

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二战后很多学者对记忆再次展开研究，康纳顿对记忆的传承进行探讨界定出

社会记忆，皮埃尔诺拉又提出“记忆之场”去了解操控记忆的社会。1997 年，德国的历史人类学

家扬·阿斯曼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出版的《文化记忆》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记忆”和“交

际记忆”的范畴，他认为，民族文化记忆是指一种民族或国家间的集体记忆力。
①
他把“文化记

忆”定义为是指一个文本的、礼仪的和意象性的系统。即人们以文字、历史遗存、纪念仪式等载

体作为代表，经过一代代的实践，使过去事物现代化，并以此实现历史文化回忆的社会认同作用。

根据很多学者对于文化记忆的探讨，笔者所理解的记忆是指“现在对过去的重构”而文化记忆则

是指“对那些在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能一直留传至今的文化的重构，它是一种长时的记忆，

它的重构能够起到文化认同的作用。”
②
 

1.2 体育旅游的定义 

我国早期关于体育旅游的概念研究大多注重的是游览的特点，并而重点突出二种主要特点：

 
①  常朝阳.传统节日体育再现“文化记忆”活态存在及其价值走向——以欧洲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J].天津体育学

院学报,2011,26(03):211-214. 
②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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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体育旅游的非事业性目的的异地参与性与和需要在景区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的特点。随着体育

旅游的产业与研究的发展，体育运动在体育旅行中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体育旅游越来越重视运

动的要求、体育旅游的引导物和人们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消费者的运动需求也被放在了及其重要

的位置。在体育旅游的逐渐开展中，体育旅游与地方的经济也会高度融合，这时它已经成为社会、

经济、文化的综合体。此时，体育旅游已经发育到可以对旅游行业的格局和区域乃至全国旅游发

展具有重大改变意义的程度，国家各省级各市级政府已对体育旅游有了极大的关注。体育旅游有

多种分类，本文愿将体育旅游分为民俗实践型、康体养生型、运动观赏型、冒险刺激型与活动参

加型。民俗实践型主要包括踢毽子、踩高跷、玩冰嗄等;而康体养生型则主要包括运动、爬山、垂

钓、滑雪等;运动观看型主要包括观看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环法自行车赛事等;冒险刺激型则主

要包括攀登、漂流、越野、赛马、打猎、野外求生等;而活动参加型则主要包括参加马拉松、台球

比赛、羽毛球赛事等。 

1.3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指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

续的发展。
①
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灵魂，由高速的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健全的质量文化环

境。质量文化这一理念被作为一种深刻的发展思想，这一理念的探究对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我国的高品质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品质文化氛围，国家追求的高品质文明也会带动人们品

质意识的觉醒，更能产生人们对于品质的社会风尚。而良好的高质量文化环境对于体育旅游的高

质量发展，也具有很大积极意义。 

1.4 文化记忆理论对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聚焦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着眼于业态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体育旅游的专门性指导意见以及《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意见的相继出台，凸显了文化对体育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性、可行性与

必然性，为三大幸福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已成

为支柱产业，与文化和旅游产业充分融合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从文

化记忆的角度探讨体育旅游是必然会促进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2.1 体育旅游的整体布局不够完善  

近年来，苏州大运河沿岸修建了全长 16.462 公里的姑苏区核心段健身步道、全长四公里的

吴中运河健身步道以及全长 8.8 公里的高新区运河健身步道。虽然健身步道的修建已经极大的带

动了民众的休闲健身，却也极大的丢失了大运河的旅游功能，因为大运河沿岸的健身步道虽然占

 
①  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 [J].管理世界,2019,35(07):1-

7.DOI:10.19744/j.cnki.11-1235/f.201907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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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却只将健身步道定位为一种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因此，健身步道

周边缺乏旅游要素。除了陆上的健身步道外，大运河以河为线，而苏州大运河线水上运动的开展

却并不频繁，甚至苏州唯一的非遗体育项目——江南船拳也鲜有游客知晓。 

2.2 体育旅游缺乏文化内蕴的解读与宣传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指出，当消费者满足了较低级的生理学需求时，消费者的心理需要就会

逐步地向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需要过渡，文化消费有助于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

求。苏州大运河是极具文化内涵的旅游地，但有关苏州大运河体育旅游的文化内涵的解读与宣传

却甚少，文化是体育旅游的出发点，是体育旅游的灵魂，离开了文化的体育旅游只能算是简单的

户外旅游。  

2.3 体育旅游存在相关专业人才短缺的窘况  

体育旅游的发展给人才需求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相关高等院校的培养速度却远达不到体育

旅游的需求，很多资源优势的地方，因为缺乏体育旅游人才的引入，不能更好开展，不能科学规

划，不能形成产业规模，苏州大运河段体育旅游业发展和人才的短缺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3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出发探讨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1 构建完整的体育旅游文化线路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出发，在打造完整体育旅游文化路线时，应突出强调整条体育旅游文化路线

的历史记忆，突出历史记忆便要讲好历史故事。在打造游苏州大运河的完整线路时，首先要明确体

育旅游的主题，在苏州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主题明确的前提下，不仅要将整个大运河苏州段联通起

来，更要突出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内蕴，当然也要将大运河与体育的关系连接起来，将江南船拳、健

身步道以及体育公园贯穿于整条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路线当中，并能很好地将这些体育故事与文化

故事关联起来。例如，在平江路、山塘街等大运河各段游客能够在水上进行观光的地区，增加江南

船拳的展示，或可以在船中展示张贴关于江南船拳与大运河相关的文化信息及图片等。 

3.2 提升体育旅游线路的体验记忆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居民生活消费方式的改变，市民对体育旅游消费内容的要求也越

来越呈现了更深度体验的特征，但由于目前体育旅游产业同质化、低端化、服务单一化等问题日

益突出，已无法满足一般消费者的高质量体育旅游需求，首先应提升苏州大运河体育旅游的内容

体验，应结合主动参与体育文化教育的需求，例如，让游客在船头体验打拳的乐趣等，加深其印

象并塑造美好的回忆。设计多种体验式体育旅游产品，以增强旅游过程中的互动性，从而激发消

费者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其次，还要提升苏州大运河体育旅游的辅助体验，如增加体验后

的反馈服务来改善体育旅游产品等。
①
这些辅助体验还可以全面优化游客参与体育旅游的环境与

知识体系。 

 
① 武勇亮.体验经济视角下广西环江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05):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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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培养优秀的体育文化旅游人才 

人才既是实现苏州大运河文化带体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核心动能，也是有序推进苏州大

运河文化带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目前的人才结构尚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应尽快通过突破苏州大运河文化带体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人才封闭的圈层囚笼方式，建立完善

的苏州大运河文化带体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人才自由流动机制，为苏州大运河文化带体育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旅游的需

求，培养优秀的体育旅游人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优秀的体育旅游人才不仅可以带着游客领略旅

游景点，也可以使游客实现“看”向“动”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游客领略到了美景还了解了本土

文化。优秀的体育旅游人才还应该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地域创新思维去发展体育旅游项目，结合

当地体育旅游资源，源源不断下沉当地特色产业、文化、地理相融，为体育旅游引来高流量。 

3.4 将体育旅游中的交际记忆转变为文化记忆 

与文化记忆相对概念的“交际记忆”是指以个人记忆为基础，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交流而自然

形成的，为同时代具有同样生活经验的人所共有。因此，随着记忆主体的变化，其内容也会发生

变化，如世代记忆。
①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将体育旅游中的交际记忆转变为文化记忆，是提升

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交际记忆在体育旅游盛宴中常常存在，如何将交际记忆转变

成文化记忆，则需要将交际记忆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游客在参观、体验大运河体育旅游景点

时，使得游客了解并接受了苏州大运河文化及体育文化并有意愿接下来更深入的了解苏州大运河

的文化及体育文化。这需要健全完整的体育文化旅游系统、深刻的体验记忆以及优秀体育旅游人

才的讲解以及介绍。 

4.讨论与总结：新冠疫情的爆发、蔓延，不管是国家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还是人们心态变

化都给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带来了巨大的负向冲击。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要求突然暴增，

因此需要推出一批高质量、突题材、亮特点的体育旅游新项目，以激活体育旅游的生命力。
②
本研

究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体育旅游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发现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需要以文化为基石，并以苏州大运河体育旅游的开展为例，认为苏州大运河体育旅游的整体布

局不够完善、缺乏文化内蕴的解读与宣传以及存在相关专业人才短缺的窘况等问题，从文化记忆

的角度出发罗列出了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四条路径：构建完整的体育旅游文化线路、提升体育

旅游线路的体验记忆、培养优秀的体育旅游人才以及将体育旅游中的交际记忆转变为文化记忆。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探究体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为苏州市体育旅游的发展做到良好的借鉴，

也对苏州市体育旅游质量与效益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对提升苏州本土化体育文化意识，打造体

 
①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② 刘雷,史小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体育旅游消费行为影响机制——基于 S-O-R 框架的 MOA-TAM 整合模型的

实证分析[J].旅游学刊,2021,36(08):52-70.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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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旅游新业态以及打造国际体育文化名城提供助力。
①
而苏州市体育旅游的发展也可以作为

传播苏州运河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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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背景下开展高中线上 

体育大课间活动探索 

刘  丰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摘要： 

2022 年年初以来，江苏省苏州市、连云港市、无锡市、徐州市等多个市县先后出现疫情，为

保障师生生命安全，线下教学活动被按下暂停键。自此，开展线上教学成为各中小学的首要工作。

苏州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在线教学与

咨询服务活动，我校从实际出发，设计符合当前居家的线上体育教学活动，为苏州市各高中校在

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期间开展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提供借鉴，从而保障学生体质健康。 

关键词：停课不停学；高中；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 

除小学低年级、幼儿园以外，各级各类学校在疫情来袭，无法正常开展线下教学的特殊时期，

开展线上教学成为停课不停学的有力手段。与线下教学不同的是，学生需要长时间通过电子产品

进行脑力思考，并且存在久坐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开展线上体育教学活

动能够促进学生体质健康，释放不良情绪，缓解学业压力。鉴于此，本研究对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进行了条件分析，设计适宜居家锻炼的活动内容，以体育大课间活动形式进行，穿插在其他课程

之间，并通过实践研究，对为期三个月的线上体育教学活动进行反思。 

一、线上体育教学开展条件分析 

为活化网络资源，统一教学进步，既满足学生体育锻炼需求，又开展一定的体育教学活动。

我校线上体育教学按照年级开展，以体育大课间活动形式进行，由体育组教师统一设计，保证线

上教学质量。 

（一）学情分析 

线上学习，是一种依靠网络连接师生进行的教学活动，学生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进行

听课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文化课学习占据了主要的时间。高中生居家线上学习，长期使用电子

产品并存在久坐行为，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有序开展线上体育教学活动势在必

行
[1]。本轮线上教学授课群体为居家的高中学生，年龄普遍在 15-18 岁，相较于小学、初中生，

相对独立，存在一定的年龄优势，且精力充沛，自控力强，适宜开展线上教学。对于教师而言，

教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活动依托学校现有设施开展，学校具备标准的塑胶

跑道以及宽敞的操场，具有适宜开展专项练习的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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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房等教学场地。而居家锻炼，运动场地转变为活动受限的居家环境，学生主要在客厅或卧室

进行运动，运动空间较小且环境复杂，不适宜开展专项体育活动。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充分考虑

场地和学生之间运动水平差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设计科学、多样、趣味、实用的教学方案。 

（二）体育教学硬件、软件条件分析 

学校提供标准教室作为线上体育教学专用场地，配备体操垫、瑜伽垫、电脑、手机支架、专

用摄像头、收音器等便于开展线上体育教学的硬件设施。由于学生居家参与体育锻炼，因此本轮

线上教学活动不要求学生配备专用的体育器材，仅要求学生活动时清空周围杂物，保障自身安全，

尽可能在垫上活动，降低对他人的影响。学生端硬件需求较低，教师端硬件设备由学校提供，居

家线上教学同样仅需电脑或手机以及一片有限场地即可满足硬件需求。此外，学校购买 CLASSIN 

软件服务，任课教师使用 CLASSIN 软件开展线上体育教学活动。CLASSIN 是一款依据教育场景

构建的在线教师直播活动系统，作为教与学的一体化平台，该软件内设云盘，便于教师上传体育

线上教学资料，可随时线上备课，模拟教学场景。教学过程中可以实时互动，并支持多种互动课

件的展示，通过软件自带的课堂报告，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参与度，上课时长等，该软件能够满足

大班课线上体育教学活动。 

（三）师资条件 

体育组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60 后、70 后、90 后教师各三名，其中四名高级教师、三名一

级教师、两名二级教师，高一、高二、高三各年级组分别配备一名青年教师。青年教师干劲足，

中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通过教研会议确定线上体育教学形式，设计线上体育教学内容，吸引学

生积极参与线上体育锻炼，在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特殊背景下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四）关于居家在线体育大课间活动安全提示 

1.遵循安全性原则，注意着装与运动场景的选择，保证一定的安全活动区域。 

2.量力而为，根据自身运动水平调整运动强度。 

3.注意自我医务监督，微微出汗、呼吸均匀表明运动强度较低；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表明运

动强度较大；头晕眼花，心慌等表明运动强度过大；学会监测心率，最大心率为 220 减去年龄，

适宜运动心率可参照靶心率，靶心率计算公式为 [（220-年龄）-静息心率]*(60%---80%)+静息

心率。 

二、教学活动内容设计 

为继续满足《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学生每日体育锻炼一小时的要

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体育组根据居家锻炼的特殊性，迅速研讨

适宜学生居家运动的教学活动设计，依托线上教学软件 CLASSIN，开展一日两次，上下午各 30

分钟的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教师在开始部分进行安全教育，分享体育健康小知识；在准备部分进

行由低至中等强度的热身活动，主要有原地踏步、原地慢跑、全身关节操、十字象限跳、徒手跳绳

等；基本部分由有氧搏击操、间歇训练、健身气功八段锦、瑜伽、肩颈及臀腿大肌群训练等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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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结束以拉伸放松为主，从上至下拉伸主要肌群，辅以最伟大拉伸这一动作增加拉伸效果。 

（一）教学计划(一周)，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学计划 

日期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9：30-10：00 

1、体育健康

小知识 

2、八段锦 

1、体育健康小

知识 

2、八段锦 

1、体育健康小

知识 

2、瑜伽初级入

门 

1、体育健康小

知识 

2、八段锦 

1、体育健康

小知识 

2、瑜伽初级

入门 

下午 

15:15-15:45 
有氧搏击操 间歇训练 有氧搏击操 间歇训练  

肩颈、臀腿

肌群练习 

（二）主体部分详细方案 

1.间歇训练 

间歇训练强度可控，锻炼心肺，有助于提高学生基础代谢，适宜居家锻炼。动作构成如表 2

所示。 

表 2  间歇训练动作构成 

一 
交叉步 

跳跃 
抱臂深蹲 开合跳 

弓箭步 

蹲起 

胯下 

击掌 
深蹲跳 触踝跳 

正踢 

腿跳 

二 
屈膝腿 

外展 
高抬腿 

左提膝 

下压 

右提膝 

下压 
登山跑 

弓步 

跳起 

高抬腿后交

叉步蹲起 
小碎步 

三 螃蟹步 
蝶式深 

蹲跳 

侧向仆步

蹲起 

弓箭步交

替跳起 

左弓步提

膝 

右弓步

提膝 
波比跳 抱膝跳 

2.有氧搏击操 

有氧搏击操是一项集体育、音乐、舞蹈为一体的新兴体育运动。坚持练习，有助于瘦身塑形，

既能够练习协调性，也能提高心肺耐力，还能宣泄情绪，缓解学业压力。动作构成如表 3 所示。 

表 3  有氧搏击操 

第一节 直拳教学 摆拳教学 勾拳教学 
4 次左右直

拳*8 组 

4 次摆拳*8

组 
4 次勾拳*8 组 

第二节 
直拳+防守

蹲 *8 

直拳＋左滑

步+直拳＋

滑步回*8 

摆 拳 + 防

守蹲 *8 

摆拳＋左滑

步 +摆拳＋

滑步回*8 

左右勾拳+

防守蹲 *8 

勾拳＋左滑步+

勾拳＋滑步回*8 

第三节 
直拳+两次

开合小跳*8 

摆拳+两次

开合小跳*8 

勾 拳 + 两

次开合小

跳*8 

直拳 +躲闪

*8 

摆拳+躲闪

*8 
勾拳+躲闪*8 

第四节 拳击小跳 
上步直拳组

合*8 

上步摆拳

*8 
上步勾拳*8 

直摆勾组合

*8 
拳击小跳 

3.肩颈、臀腿肌群练习 

重点肌群的练习有助于缓解久坐行为带来的疲劳与酸痛，增强肌肉力量。  

（1）肩颈肌群：俯身“T”伸展*12、俯身“Y”伸展*12、俯身“W”伸展*12；徒手头颈部

前、后、左、右牵拉、单手施加力量头部前、后、左、右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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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要领：双脚分开，与肩齐宽，屈膝半蹲，俯身向前，分别进行直臂向两侧（T 字）；直

臂向上（Y 字）；曲肘向后（W 字）；颈部动作练习时需转动缓慢，循序渐进牵拉，单手施加力

量时颈部有明显牵拉感需停止用力。 

（2）臀腿肌群：直膝髋外展、屈膝腿外展、屈膝腿后伸、螃蟹步；深蹲、弓箭步、滑雪步、

单足屈膝半蹲起 

动作要领：注意动作控制，感受肌肉刺激与臀腿部肌肉发力。 

4.瑜伽初级入门 

瑜伽是一项关于身体、心理、精神和谐统一的运动方式，能够改善身体和心性，适宜居家练习。 

（1）第一套：盘坐调息、盘坐颈部拉伸、盘坐腹外侧伸展、盘坐开合、盘坐转体、坐姿单侧

腿上提下压、坐姿单侧腿画圈 、盘坐调息 

（2）第二套：向太阳式、四角位髋部伸展、猫式伸展、婴儿式、仰卧抬腿、仰卧左扭转、仰

卧右扭转、仰卧调息 

三、线上教学反思 

近些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生命安全威胁笼罩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我国政府坚持以民为本，

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开展了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在疫情防控期间，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成为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高中生长期使用电子产品进行文化学习，对心

理和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开展线上体育教学活动尤为必要。学校应及时发布居家在线

体育锻炼安全提示，教师在课前进行安全教育，深入开展健康教育，让学生具备自我医务监督的

能力，使得健康行为得以延续。 

（一）线上体育对教师能力提出高要求 

相较于传统式的面对面体育课堂教学，线上直播对教师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由于体育与健康学科的特殊性，体育教师需要保持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以便在讲解示范中为学

生树立一个正向的学习目标。在传统教学中，体育专业技术教学成为主线，健康教育容易被忽视，

教师应掌握扎实的体育健康知识，便于开展健康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工作。让学生在技能学习上，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生活中，将健康知识合理运用。本轮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设置健康小知

识分享环节，致力于健康知识的普及与教育，提升学生健康素养，从而保持良好的健康行为。其

次，流畅的语言，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够吸引学生留在线上课堂，教师需要精炼语言，让学生迅速

响应，一起参与体育锻炼。线上体育教学活动还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水平，熟练操作线

上教学软件，制作精良的多媒体课件，从而更好的展现教学内容
[2]。 

（二）关注学生线上体育锻炼反馈 

线上体育教学同样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课程理念，学生作为本次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

的直接参与者，其直观感受与建议对于线上体育活动方案的实施与再设计至关重要。授课教师每

周通过电话、微信、QQ 对部分学生进行沟通，对参与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的意见与建议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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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教师根据反馈内容进行集中讨论分析，并制定相应措施，从而进一步优化活动方案与内容。

学生主要反应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如下： 

学生反馈 1：不同于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锻炼，在家一个人锻炼会感觉到很累，经常会有放

弃的想法。 

应对措施：告知学生可以通过减小运动幅度、降低动作难度、增加休息时间等方法降低运动

强度，重视运动后的放松；同时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与线上体育大课间活动，营造体育锻炼氛围。 

学生反馈 2:部分缺勤学生表明作业量比较大，有时候会利用大课间活动时间完成文化课作业 

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考勤制度，要求学生运动时打开摄像头，教师与班主任以及缺勤的同

学及时沟通。 

学生反馈 3：参与线上体育锻炼内驱动力不强，容易敷衍了事。 

应对措施：在健康小知识环节分享体育锻炼的好处，在线上体育教学环节增加同学生之间的

互动，提高对学生的关注度，对表现较好的同学进行表扬。 

（三）重视顶层设计，充分挖掘教学资源 

在教学活动开展初期，临时设计的组合动作，内容简单，缺乏趣味性与系统性，无法满足学

生的差异化需。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立足学生，重视顶层设计，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设计，将

健康知识纳入活动之中，将运动锻炼与技能学习相结合，将瑜伽、有氧搏击操、八段锦、间歇训

练作为主体部分，强化学生意志力与专注力
[3]。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势必需要教师充分挖掘教学资

源，具备对无限的教学资源进行甄别、挑选、分类的能力。扎实的功底，充分的备课，精致的教

学内容才能拉进师生之间的距离，突破教学活动时空限制，打破时空屏障。 

（四）摸索适用于在线教学的评价指标 

评价是为了更好的激发学生主动性，从而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在线上教学软件 CLASSIN

中，虽然教师可以通过送奖杯的形式进行鼓励，但没有评价体系，甚至是没有评价指标。在长达

几周，甚至两三个月的线上教学时间中，很难形成长期的激励机制。长久而言，线上教学同样需

要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教师在尚未出现可借用的评价体系前应当摸索适宜在线教学的

评价指标，不能仅仅从出勤，在线时间对学生综合表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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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游戏对 5-6 岁幼儿运动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刘倩文 

（昆山市周市镇春晖小学） 

摘要：幼儿是国家的未来，幼儿体质健康的好坏关系着国民体质的健康水平；幼儿时期是身

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动作技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体育游戏是提高幼儿身体健康与发

展动作技能以及最终达到提高运动能力最直接的运动方式，体操游戏是体育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融体力发展、智力发展和身体娱乐为一体，是幼儿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

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某幼儿园两个大

班 60 名幼儿为实验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验干预，探讨

体操游戏对幼儿运动能力的影响，旨在丰富幼儿的体育锻炼方法与手段，为科学指导幼儿发展运

动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体操游戏;幼儿;运动能力;身体素质 

1、选题依据 

1.1 是促进幼儿运动能力发展的需要 

幼儿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希望，高度关注幼儿的体质教育，是当前社会考虑的重点

问题，简单科学的身体活动是该阶段幼儿强身健体的重要基础，是实现身体生长发育和增强

运动能力的重要途径。活泼好动、对事物充满好奇、善于模仿、表现力强等都是这一时期幼儿

显著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幼儿的身体活动需要正确引导，以此更好的促进幼儿时期运动能

力发展。 

1.2 幼儿时期是运动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 

幼儿阶段作为孩子发展的重要阶段，幼儿的众多领域都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开发。幼儿时的身

体器官与心智尽管处在初步发展时期，但是肢体发展已到了关键阶段，因此，幼儿时期也是动作

技能形成与发展的敏感期。并且幼儿时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在

幼儿期的教育当中运用有效的运动干预手段，使幼儿更为主动的加入到运动之中，对其身心成长

有较大的影响。 

1.3 体操游戏在幼儿体育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出：“幼儿园以游戏作为基础活动”
①
。井深大在论述中提出：“游

戏作为孩子的第二生命，同时也是最初的学校”
②
。体操游戏在较为轻松和愉悦的环境中，进行屈

伸、举振以及绕转等活动，进而提升幼儿身体的健康水平，通过此类方式来实现激发运动兴趣、

强化协作的效果
③
。因此，在幼儿体育运动中，体操游戏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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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题意义 

2.1 揭示体操游戏对幼儿运动能力发展的影响  

体操游戏是以具有体操特征和体操功能的游戏化活动，依靠相关干预措施，从而助力幼儿在

愉悦的环境中更好地锻炼与增进身体素养。幼儿期是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
①
，这个阶段幼儿

的身心发展特点证实了体操等游戏化活动适宜幼儿参与。，故体操游戏可以对幼儿运动能力发展 

2.2 丰富幼儿的体育锻炼方法与手段 

幼儿进行体育活动最主要是游戏化活动为主，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逐步发展身体素质、使

幼儿更快的掌握跑、跳、钻、攀爬等基础性动作技能。体操游戏有着娱乐性、针对性、锻炼性及

竞争性等特点。故在幼儿体育活动中，适当的增加体操游戏内容，不仅起到丰富幼儿体育锻炼手

段，对幼儿身心全面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2.3 为科学指导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体操（幼儿体操）是适合幼儿发展的运动项目之一，又是可以培养幼儿的良好形态、良好气

质与良好品格。根据幼儿时期的发展特点，科学有效的选取或设计编排体操游戏，促进幼儿运动

能力向着更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本研究有利于丰富体操游戏对幼儿运动能力方面的理论

成果，为以后学者的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体操游戏对 5-6 岁幼儿运动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苏州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中国知网（CNKI 数字图书馆）、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

文数据库等网站。查阅文献期刊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2.2 实验法 

2.2.2.1 实验目的 

通过 12 周体操游戏干预，实证研究体操游戏可有效促进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旨在丰富有关体

操游戏的理论知识，丰富幼儿体育活动项目，为体操游戏提高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2.2.2 实验对象 

随机抽取苏州市吴江区某幼儿园的两个大班，5-6 岁幼儿 60 名为实验对象，同时采用一大班为分

析中的实验班，还有一个为对照班，具体分组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实验班与对照班基本情况一览表（N=60） 

性别 实验班（N=30） 对照班（N=30） 总计 

男 15 15 30 

女 15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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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实验地点与时间 

（1）实验地点：苏州市吴江区某幼儿园。 

（2）实验时间：排除期间节假日，时长近 3 个月左右，共 12 周，每周实验干预频次为 4 次，

每次 1 学时，每学时 30 分钟。  

2.2.3 录像分析法 

实验测试需要专门的摄像仪器进行拍摄，在测试完之后，对所得数据有异议之处，对视频进

行回放并重新评分。由于论文选取了四项动作技能指标，实验前后测试需要对幼儿所展示的技能

进行评分。动作指标如图所示 

2.2.4 数理统计法 

本文首先运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并且检查是否符合正太分布，符合标准后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实验前后组间数据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组内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如动作技能测试

一览表表 2 所示 

 

2.2.5 对比分析法 

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实验班与对照班分别进行实验前后不同数据的对比分析。 

2.2.6 实验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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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图 1 实验技术路线） 

2.2.7 实验内容 

（1）本研究所选取的游戏于王文生及其体操创新团队主编的《体操游戏》一书，共五大种

类、十个游戏。实验班幼儿只采用 12 周体操游戏内容，禁止幼儿参与幼儿园其他体育活动内容。 

（2）实验测试指标：此次分析实际选定的测试指标，重点为身体形态、身体素质以及动作技

能三大构成部分，详细指标为表 2、3 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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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运动能力的对比与分析 

3.1.1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形态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5 可知，两个班级幼儿在实验干预前后，对于身高与体重两个方面的形态指标中，相应

的 P 值均大于 0.05（P>0.05），因此，两个班级幼儿在身体形态并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表 5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n=60) 

身体形态 
实验班 

（M±SD） 

对照班 

（M±SD） 
T P 

身高（cm） 118.94±5.46 118.51±4.22 0.33 0.73 

体重（kg） 23.21±3.49 23.59±2.87 -0.45 0.65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1.2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素质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6 可知，在折返跑、网球投掷的 P 值都不超过 0.01，而在投掷、立定跳远两个方面 P 值

均低于 0.05（P<0.05），说明其成绩存在明显的差异。对照班幼儿在六项身体素质指标有显著性差

异，说明体操游戏在幼儿阶段，提高其身体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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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素质指标测试结果（n=60） 

身体素质 
实验班 

（M±SD） 

对照班 

（M±SD） 
T P 

十米折返跑（s） 6.49±0.90 7.08±0.71 -0.27 0.00** 

网球掷远（m） 6.70±1.41 6.02±1.09 2.07 0.04* 

坐位体前屈（cm） 7.59±3.84 5.33±1.71 2.93 0.00** 

立定跳远（cm） 105.83±11.08 99.66±10.93 2.16 0.03* 

双脚连续跳（s） 6.45±0.84 7.40±1.01 -3.92 0.00** 

走平衡木（s） 4.69±1.95 6.16±0.86 -3.76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1.3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动作技能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格 7 可知，实验班在实验干预后，原地拍球和单脚跳两项动作技能指标的 P 值低于 0.05

（P<0.05），说明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双手接球与立定跳远，此两项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的 P 值

均小于 0.01 （P＜0.01）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因此，动作技能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提升效果。 

表 7 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n=60） 

动作技能 
实验班 

（M±SD） 

对照班 

（M±SD） 
T P 

原地拍球(分) 2.93±0.58 2.53±0.68 2.44 0.02* 

双手接球(分) 2.50±0.57 1.96±0.66 3.31 0.00** 

立定跳远(分) 2.60±0.77 2.13±0.50 2.77 0.00** 

单脚跳(分) 2.73±0.78 2.26±0.63 2.52 0.02*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2 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男女幼儿运动能力的对比与分析 

3.2.1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女幼儿运动能力的对比与分析 

3.2.1.1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女幼儿身体形态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8 可知，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幼儿在身高、体重两项身体形态指标的 P 值均小于 0.05

（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8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幼儿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形态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身高（cm） 117.36±4.35 120.01±5.05 -288 0.02* 

体重（kg） 21.61±2.98 23.83±3.48 -3.35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由表 9 可知，实验干预前后女幼儿在身高、体重两项身体形态指标的 P 值小于 0.05（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而体重的 P 值小于 0.01（P<0.01），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因此，体重与身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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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较为明显。 

表 9 实验前后实验班女幼儿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形态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身高（cm） 116.60±5.94 117.86±5.81 -3.00 0.02* 

体重（kg） 21.06±2.20 22.60±3.50 -3.44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2.1.2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女幼儿身体素质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10 可知，在实验干预前后，男幼儿 6 方面的测试中所形成的 P 值均低于 0.01（P<0.01）。

平衡木 P 值大于 0.05（P>0.05），没有显著性差异。男幼儿在该项指标的测试上，并未表现出十分

明显的提升。 

表 10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幼儿身体素质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素质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十米折返跑（s） 7.58±1.04 6.64±1.17 4.06 0.00** 

网球掷远（m） 6.08±1.79 7.36±1.45 -4.32 0.00** 

坐位体前屈（cm） 3.39±4.47 6.55±4.51 -3.16 0.00** 

立定跳远（cm） 96.00±10.75 108.80±10.10 -396 0.00** 

双脚连续跳（s） 7.95±1.48 6.52±0.76 3.17 0.00** 

走平衡木（s） 6.43±2.26 5.00±2.15 1.86 0.08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由表 11 可知，实验干预前后，实验班女幼儿 6 个身体素质指标测试过程中，所形成结果的 P

值均低于 0.01（P<0.01）。在投掷与跳远项目中，所形成的 P 值均大于 0.05（P>0.05），呈现不显

著性差异，改善不明显。 

表 11 实验前后实验班女幼儿身体素质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素质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十米折返跑(s) 7.53±0.79 6.35±0.51 4.18 0.00** 

网球掷远(m) 5.61±0.62 6.04±1.06 -1.33 0.20 

坐位体前屈(cm) 5.42±3.91 8.63±2.81 -3.93 0.00** 

立定跳远(cm) 96.40±22.45 102.86±11.55 -1.83 0.08 

双脚连续跳(s) 8.31±1.62 6.38±0.93 4.34 0.00** 

走平衡木(s) 6.09±1.53 4.38±1.75 6.56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2.1.3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女幼儿动作技能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12 可知，实验后实验班男幼儿在双手接球、立定跳远的 P 值均小于 0.05（P<0.05），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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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差异。原地拍球指标测试结果的 P 值大于 0.05（P>0.05），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实

验前后实验班男幼儿在原地拍球动作技能上，改善不明显。 

表 12 实验前后实验班男幼儿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n=15） 

动作技能()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原地拍球(分) 2.60±0.98 3.06±0.59 -1.70 0.11 

双手接球(分) 1.86±0.74 2.46±0.63 -3.15 0.00** 

立定跳远（分） 2.13±0.63 2.80±0.67 -3.56 0.00** 

单脚跳(分) 2.13±0.83 2.73±0.79 -2.35 0.03*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在表 13 可知，实验前后实验班女幼儿双手接球的 P 值小于 0.01（P<0.01），具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立定跳远、单脚跳两项动作技能指标的 P 值均小于 0.05（P<0.01）。原地拍球男女幼儿相

同，其 P 值均大于 0.05（P>0.05），因此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13 实验前后实验班女幼儿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n=15） 

动作技能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原地拍球（分） 2.20±0.77 2.80±0.56 -2.07 0.06 

双手接球（分） 1.73±0.70 2.53±0.51 -4.58 0.00** 

立定跳远（分） 1.73±0.70 2.40±0.82 -2.32 0.03* 

单脚跳（分） 2.00±0.53 2.73±0.79 -2.58 0.02*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3.1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女幼儿运动能力的对比与分析 

3.3.1.1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女幼儿身体形态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14 得知，实验干预前后对照班男幼儿在身高、体重两个方面的指标测定中，其 P 值均

小于 0.01（P<0.01）。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所以，该班级男幼儿在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测定中，所

出现的提升幅度较为明显。 

表 14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形态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身高（cm） 117.13±3.60 118.80±3.65 -9.34 0.00** 

体重（kg） 22.32±3.14 23.53±3.03 -12.97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由表 15 显示，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身高、体重两项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的 P 值均小于 0.01

（P<0.01），差异性较为显著，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因此，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的身高、

体重增幅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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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形态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身高（cm） 116.23±5.58 118.23±484 -4.62 0.00** 

体重（kg） 22.54±3.21 23.64±2.81 -6.99 0.00**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3.1.2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女幼儿身体素质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16 可知，在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 6 个身体素质指标在折返跑、体前屈项目两个方

面的 P 值均低于 0.05（P<0.05），其成绩体现出显著差异。在投掷与跳远项目、平衡木等四个项目

的 P 值的均超过 0.05（P>0.05）。 

表 16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身体素质指标测试结果（n=15） 

身体素质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十米折返跑（s） 7.57±0.97 7.30±0.85 2.62 0.02* 

网球掷远（m） 6.30±1.37 6.44±1.26 -1.46 0.16 

坐位体前屈（cm） 4.11±2.98 5.14±1.77 -2.78 0.02* 

立定跳远（cm） 105.40±9.89 105.66±9.89 -1.46 0.16 

双脚连续跳（s） 7.52±1.39 7.20±1.01 1.80 0.09 

走平衡木（s） 6.18±1.35 6.12±1.10 0.48 0.63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由表 17 可得，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在 6 个项目的测试中，所形成结果的 P 值均低于 0.05

（P<0.05）。在掷远项目、体前屈等项目形成的 P 值均大于 0.05（P>0.05），差异不显著，因此实

验干预前后，对照班女幼儿的灵敏能力、腿部爆发力与协调能力以及平衡能力方面略有提高。 

表 17 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身体素质指标对比（n=15） 

身体素质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十米折返跑(s) 7.09±0.59 6.85±0.48 2.41 0.03* 

网球掷远(m) 5.14±1.18 5.60±0.72 -212 0.06 

坐位体前屈(cm) 4.62±3.05 5.52±1.70 -1.96 0.06 

立定跳远(cm) 91.13±9.13 93.66±8.52 -2.69 0.02* 

双脚连续跳(s) 8.02±1.54 7.60±0.99 1.71 0.10 

走平衡木(s) 6.86±1.01 6.20±0.57 2.70 0.02*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3.1.3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女幼儿动作技能指标的对比与分析 

由表 18 可得，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 P 值均大于 0.05（P>0.05），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说

明在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在四项动作技能指标测试中，其结果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实验前

后对照班男幼儿四项动作技能均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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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实验前后对照班男幼儿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n=15） 

动作技能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原地拍球(分) 2.66±0.81 2.76±0.84 -1.44 0.13 

双手接球(分) 1.73±0.59 1.86±0.63 -1.46 0.16 

立定跳远(分) 2.26±0.59 2.40±0.50 -1.00 0.33 

单脚跳(分) 2.20±0.77 2.33±0.72 -1.00 0.33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由表 19 可知，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 P 值均大于 0.05（P>0.05），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

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四项动作技能测试指标的测试结果，均无统计学意义，则实验前后女幼儿

在四项动作技能指标测试中均无较为明显的增幅。 

表 19 实验前后对照班女幼儿动作技能指标测试结果（n=15） 

动作技能 
实验前 

（M±SD） 

实验后 

（M±SD） 
T P 

原地拍球（分） 2.26±0.70 2.40±0.50 -1.46 0.16 

双手接球（分） 2.00±0.75 2.06±0.70 -1.00 0.33 

立定跳远（分） 1.66±0.48 1.86±0.35 -1.87 0.08 

单脚跳（分） 2.06±0.59 2.20±0.56 -1.00 0.33  

注：*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为 P<0.01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4 结论 

4.1 实验班幼儿的力量素质、灵敏素质、柔韧素质和平衡能力与对照班相比有显著性提升。

说明体操游戏可以促进幼儿身体素质的发展。 

4.2 通过体操游戏干预，实验班幼儿的操控性动作技能、移动性动作技能的提高幅度均优于

对照班，说明体操游戏可以促进幼儿动作技能的发展。 

4.3 实验班幼儿运动能力优于对照班，说明体操游戏可以促进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 

4.4 实验班的女幼儿在灵敏素质、柔韧素质、力量素质、平衡能力与协调性与实验班男幼儿

相比提升幅度较大，说明体操游戏在促进女幼儿身体素质的幅度要比男幼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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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者在视觉剥夺状态下落地 

的下肢动力学表现 

孟令越   张秋霞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背景：在落地动作中，踝关节容易受伤，通常伴有残余症状，其中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FAI）

是最常见的。视觉在维持人体姿势稳定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反，视觉剥夺（VD）则增加了 FAI

者完成各种运动时的损伤风险。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 FAI 者下肢动力学表现，研究 VD 对 FAI 者

落地动作的影响。 

方法：选取 12 名男性 FAI 者参加了本研究（年龄 23.0±0.8 岁；身高 1.68±0.06 米；体重

62.2±10.4 公斤），每名受试者在视觉存在（VP）和 VD 条件下完成了 30cm 高度的单腿落地测

试。采用地面反作用力（GRF）、峰值时间（T-GRF），关节扭矩和刚度指标。所得数据采用混合

多元方差分析法，通过 SPSS26.0 和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健患侧在向内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P =0.004）、髋伸肌力矩（P =0.022）、

踝跖屈力矩（P <0.001）、踝内翻力矩（P =0.021）、下肢刚度（P =0.035）和踝关节刚度（P 

<0.001）方面有显著差异。在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垂直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向内

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载荷率、髋伸肌力矩、膝伸肌力矩，髋内翻力矩、膝内翻力矩，

下肢刚度和踝关节刚度方面，FAI 者受 VD 的影响显著（P＜0.05）。下肢垂直长度变化量受 VD

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交互作用（P＜0.001）。 

结论：患侧相比健侧在落地动作中具有更高的损伤风险，且该风险在 VD 状态下进一步增加。

对于 FAI 人群来说，患侧在维持姿势稳定性方面具有更高的视觉依赖性。而由于中枢神经对髋关

节策略的控制受到了 VD 的影响，因此 VD 对患侧的影响更为显著，患侧更有可能受伤。加深下

蹲幅度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降低降落时不稳定肢体受伤的风险。 

关键词：功能性踝关节不稳定，踝关节损伤，动力学，视觉剥夺，落地 

踝关节扭伤是运动中最常见和最严重的损伤。与未受伤者相比，踝关节损伤人群的足部本体

感觉以及静态和动态平衡明显不足
[1]。调查研究显示，有一半以上的踝关节损伤者没有寻求专业

治疗。然而，踝关节损伤后如果不进行及时专业的康复治疗，损伤者的肌肉力量和运动控制将受

损，极易形成功能性脚踝不稳定（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FAI）。FAI 患者发生重复性踝关

节不稳定和复发性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几乎是健康人的五倍
[2-5]，而这对踝关节稳定性的伤害是

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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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感觉系统在调节姿势控制和预防损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本体感觉
[7-8]、前庭

感觉
[1、9]和视觉

[7，10]。FAI 者通常表现出本体感觉障碍
[6]，这是踝关节损伤的主要考虑因素。视觉信

息为运动系统提供位置感和反馈，以抵消本体感觉缺陷，保持姿势稳定性
[13-17]。因此，一旦 FAI 患

者从视觉存在（VP）过渡到视觉剥夺（VD）状态，视觉信息就无法正常传输，他们的姿势稳定性

将具挑战性。一些与 VD 相关的步态研究表明，VD 是老年人跌倒和运动员受伤率增加的主要原因

[11-12]。然而，现有研究对 FAI 者 VD 时的研究相对不足，尤其是在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 

落地动作是日常体育活动和专业训练中具有挑战性的动作形式之一。落地动作中的姿势稳定

性需要快速的视觉和位置感觉整合。落地出现在篮球、排球等运动中，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下台

阶过程。落地造成的踝关节损伤高达 45%。一些研究表明，FAI 患者在降落过程中肌肉活动显著

减少，并且与未受伤者相比，受伤风险更高。然而，FAI 患者在 VD 下降落时的表现尚不清楚。 

本文旨在通过下肢动力学来描述 VD 对 FAI 患者落地动作的影响，并假设如下：1）FAI 者在

落地过程中其健侧和患侧的下肢动力学表现存在差异。2）VD 使 FAI 者在落地动作中的损伤风险

增加。3）在落地过程中，VD 对 FAI 者的患侧具有特殊影响。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12 名男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为受试者，其形态学指标如下：年龄 23.0±0.8 岁，身

高 168.5±6.1cm，体重 62.2±10.4kg。所有受试者均理解本实验意图、清楚实验流程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苏州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研究。受试者筛选标准如下： 

（1）以踝关节功能评价问卷（AJFAT）得分为判定标准，受试者单侧下肢分值≤26 分，即要

求有功能性踝关节不稳侧（患侧）
[1]； 

（2）另一侧下肢 AJFAT 得分＞26 分，即为稳定侧（健侧）； 

（3）视觉、前庭觉、身体机能与运动能力良好； 

（4）踝关节反复损伤≥2 次，半年内无下肢损伤； 

（5）无下肢骨折、手术病史； 

（6）要求仅单侧下肢具有功能性踝关节不稳症状，即双侧踝关节均功能性不稳者被排除。 

1.2 实验仪器（图 1） 

1.2.1 Vicon 运动捕捉系统 

英国生产的 8 台 Vicon 红外摄像机（图 1A）及动作捕捉系统配套直径 14 mm 的红外反光

球。选用运动捕捉系统中的下肢模型(Plug In Gait)。采集下肢髋、膝、踝三个关节的生物力学参

数，采样频率为 100Hz。 

1.2.2 三维测力台 

瑞士生产的 Kistler 三维测力台 1 块（90cm×60cm×10cm）（型号：9287B）（图 1B），采

用模数转换器将 Kistler 三维测力台与 Vicon 运动捕捉系统连接（图 1C）。对本研究中落地阶段

的地面反作用力（Ground Reaction Force，GRF）进行采集，采样频率为 1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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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仪器设备 

1.3 实验流程 

所有受试者实验前 24h 内无剧烈活动，避免肌肉疲劳。首先，每名受试者在实验前以 2.2m/s

的速度在跑步机上慢跑 3-5 分钟并自主拉伸。其次，受试者更换统一的短裤和实验鞋，由实验员

贴反光球。而后，受试者双脚站立于 30cm 高的水平面上，在同一天内完成无视觉剥夺、视觉剥

夺两种状态下的不同测试腿的单脚落地动作测试（图 2）。测试时要求受试者双手叉腰以减少摆臂

对落地动作的影响。所有测试有三名研究员辅助进行，其中两名实验员站于距离水平跳台 30cm

的测力台的两端，进行实验安全监督和辅助；另一名研究员则负责随机发出口令，以确保所有实

验随机进行，该研究员对踝关节功能性评分盲。受试者在听到研究员发出的开始口令后，测试侧

脚尖缓慢由翻板边缘向测力台下滑，确保无垂直初速度下落。落地时自然屈膝，采用足尖先着地

的落地方式且保持至少 2s 稳定支撑。本实验每名受试者需进行的全部测试包括：不同测试侧（患

侧、健侧）×不同视觉情况（VD、VP）4 种不同组合的测试。视觉剥夺状态下的实验，受试者被

要求佩戴黑色眼罩
[18]。每种测试均需成功采集 3 次有效数据，每组间隔 15 分钟，给予受试者体

力和视觉充分恢复的时间。一次成功的实验要求受试者落地于测力板平台内，保持单腿站立姿势

不低于 2s，无其他肢体摆动。 

 

图 26 单腿落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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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指标 

本实验选取落地动作完成所在的矢状面和额状面动力学指标：地面反作用力峰值（BW）、

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的时间（ms）、载荷率、关节力矩(Nm/kg)、下肢刚度（BW/m）、踝关

节刚度(N*m/Δθ)。所有 Vicon 运动捕捉系统所采集的运动学及动力学数据均采用美国公司 

C-Motion 研发的 Visual 3DTM 生物力学分析与建模软件，进行逆向动力学和基本算法处理和

分析。 

VGRF：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MGRF：向内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LGRF：向外方向的地面峰值反作用力； 

T-VGRF：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的时间； 

T-MGRF：向内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的时间； 

T-LGRF：向外方向地面峰值反作用力出现的时间； 

LR:垂直方向的载荷率（loading rate），LR=VGRF/T-VGRF； 

Kleg：下肢刚度，Kleg=VGRF/ΔL，其中 ΔＬ代表下肢最大长度变化量，即髋关节中心从触地

瞬间到缓冲完成时的垂直位移变化量。 

KA：踝关节刚度（Ankle stiffness），KA =ΔM/RoMA，其中 ΔM 为踝关节矢状面力矩变化量，

RoMA为踝关节矢状面屈曲角度变化量，为踝关节屈曲最大角度与最小角度之差。 

矢状面表达为关节屈曲力矩，额状面表达为关节内、外翻力矩。根据右手螺旋法则将膝关节

屈曲力矩、外翻力矩，踝关节跖屈力矩、外翻力矩，髋关节伸肌力矩、内翻力矩定义为负值（-）；

对应的膝关节伸肌力矩、内翻力矩，踝关节背屈力矩、内翻力矩，髋关节屈肌力矩、外翻力矩定

义为正值（+）。 

1.5 统计学 

采用 SPSS26.0 和 Excel 对数据统计分析，所有的参数值均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本研究

观察 2 组别（FAI 患侧、FAI 健侧）×2 条件（VD、VP）全部组合落地动作的下肢动力学特征，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法，检验水准定义为 0.05。 

2.结果 

2.1 地面反作用力、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和载荷率 

由表 1 可知，有无视觉剥夺状态之间在 VGRF、LR 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

外，有无视觉剥夺状态之间患侧在 T-VGRF、T-LGRF 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视觉

剥夺状态下，患侧与健侧在 T-VGRF、T-LGRF 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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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AI 患侧、健侧在 VP、VD 状态下落地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及其出现的时间和载荷率  

组别 患侧 健侧 

 VP VD VP VD 

VGRF(N) 3.61±0.52* 3.90±0.50 3.62±0.36* 3.91±0.46 

T-VGRF(ms) 59.00±4.1 1* 54.25±5.60# 59.33±2.93 57.17±2.44 

MGRF(N) 0.27±0.04 0.27±0.03 0.29±0.02 0.28±0.02 

T-MGRF(ms) 60.50±2.24 62.50±3.26 57.33±1.61 60.00±3.59 

LGRF(N) -0.30±0.02 -0.30±0.02 -0.29±0.02 -0.29±0.03 

T-LGRF(ms) 58.17±3.71* 54.33±3.20# 60.42±1.83 58.33±2.31 

LR 60.63±8.56* 66.69±9.98 61.12±5.40* 65.93±7.18 

注： * 代表患侧或健侧在 VD 和 VP 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代表同在 VD 或 VP 下患侧和健侧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下同。 

2.2 关节力矩 

由图 3 可知，在 VD 下，患侧与健侧髋伸力矩、踝背屈力矩、踝内翻力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患侧在有无视觉剥夺状态之间的髋内翻力矩、膝内翻力矩、踝内翻力矩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3 刚度 

实验数据如表 3 所示。ΔL 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 VP 和 VD 之间，健侧患侧 ΔL 均存在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健侧和患侧的 ΔL 随 VD 降低（患侧，0.236±0.003 至 0.118±0.003，P＜

0.001；健侧，0.256±0.003 到 0.127±0.002，P＜.001）。无论是 VD 还是 VP，患侧的 ΔL 均小

于健侧（VP，0.236±0.003 至 0.256±0.003，P＜0.001；VD，0.118±0.003 到 0.127±0.002，

P＜.001）。此外，VD 对 Kleg（P＜0.001）和踝关节刚度（P =0.002）有显著影响。健侧患侧在

Kleg（P =0.035）和踝关节僵硬（P <0.001）方面有显著差异。 

 

图 27 髋、膝、踝在矢状面和额状面关节力矩（Nm/kg） 

注：visual deprivation 表示视觉剥夺(VD)，visual 表示视觉存在(VP)；unstable 代表患侧，stable

代表健侧，下同；A-C 为矢状面力矩，分别是 A)髋伸力矩，B)膝伸力矩，C)踝背屈力矩；D-F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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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状面力矩，分别是 D)髋内翻力矩，E)膝内翻力矩，F)踝内翻力矩。 

表 5 下肢垂直长度变化量、下肢以及踝关节刚度 

 Within-Group  Between-Group 

Variable VP VD P-Value 

 ΔＬ(m) Kleg 
Ankle 

stiffness 
ΔＬ(m) Kleg 

Ankle 

stiffness 
ΔＬ(m) Kleg 

Ankle 

stiffness 

Unstable 0.236±0.003 16.63±2.19 -0.038±0.005 0.118±0.003 30.18±3.20 -0.047±0.011 0.000 0.000 0.021 

Stable 0.256±0.003 14.56±1.18 -0.032±0.006 0.127±0.002 28.52±2.53 -0.036±0.004 0.000 0.000 0.063 

p-Value 0.000 0.005 0.002 0.000 0.007 0.000    

注：within-group 表示患侧与健侧的组内差异；between-group 表示 VD 和 VP 的组间差异。 

3 分析与讨论 

3.1 地面反作用力及其峰值出现时间和载荷率 

地面反作用峰值的大小及峰值出现时间的快慢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体落地缓冲的效果。人体

在落地缓冲的过程中一部分冲击力被下肢关节、肌肉吸收、缓冲，剩余的冲击力则会以地面反作

用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该值较大时，表明落地缓冲效果较差，人体承受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
[19]。

研究发现，患侧与健侧间 VGRF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视觉剥夺状态下的 VGRF 大于无视觉剥

夺状态，这说明视觉剥夺条件下 FAI 者下肢受到的地面反作用力增大。与此同时，患侧无视觉剥

夺状态下的 T-VGRF 大于视觉剥夺状态，且视觉剥夺时，患侧的 T-VGRF 小于健侧。由

LR=VGRF/T-VGRF 可知，视觉剥夺时，患侧比健侧落地时承受更大的载荷率。也就是说与健侧

相比，患侧下肢损伤的风险更大
[20]，且视觉剥夺条件会加大落地时 FAI 人群下肢损伤的风险。根

据落地的模式和特征出发，无视觉剥夺时 FAI 者主动落地，这一过程通过主动屈髋、屈膝、伸踝

以及关节周围肌群做功增加等一系列反应来缓冲、吸收更多的能量，从而降低下肢关节、韧带、

肌肉等软组织的受到的冲击力。而当视觉剥夺后，视觉信息输入受到影响，削弱了姿势的控制能

力，从而落地时主动缓冲受到影响。 

患侧在无视觉剥夺时的 T-VGRF 和 T-LGRF 大于视觉剥夺状态，且视觉剥夺时，患侧 T-

VGRF 和 T-LGRF 均小于健侧。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ma(m 为定值)，a=(v1-v2)/(t1-t2)得知，

T-VGRF 和 T-LGRF 越大垂直和向外方向的地面冲击力越小，即延长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的时

间是减弱地面冲击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健侧比患侧、无视觉剥夺比视觉剥夺在垂直和向内地面

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上表现出延迟可能是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而无视觉剥夺时，患侧与

健侧间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无统计学差异。FAI 者患侧比健侧损伤几率更大的一个可能

解释是患侧本体感觉缺失，反馈机制或外周神经控制的紊乱
[21]。而视觉信息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

FAI 人群本体感觉缺失对姿势稳定性的影响，且患侧更依赖于视觉信息来维持姿势稳定性。 

3.2 关节力矩 

人体下肢各关节的力矩主要是由关节周围肌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关节的力矩是由该关节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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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和伸力矩的合力矩。本研究采用跖屈落地方式
[7]，落地动作中，FAI 人群前脚掌积极迎向地

面，并快速过度至全脚掌，人体髋、膝关节积极屈曲，以减弱地面冲击力。而视觉剥夺状态下，

患侧比健侧拥有更大的髋伸力矩、背屈力矩。这说明患侧髋关节屈曲和踝关节跖屈速度大大减小，

下肢关节缓冲地面冲击力能力减弱，损伤风险增加
[1，22-25]。 

此外，研究结果发现，无视觉剥夺时，患侧与健侧髋伸力矩无统计学差异，而视觉剥夺时，

患侧髋伸力矩增大，而健侧无统计学差异，且有无视觉剥夺条件对组别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其原因可能是机体会根据外界环境信息发生变化的程度，调整不同的反馈控制策略。当干扰或环

境信息变化幅度较小、较慢时主要依靠踝关节策略来进行调整，而对于大幅度的变化时，因涉及

躯干、髋、膝、踝等多关节的相互协调配合，髋关节会起主导作用，常被称为髋关节策略。因此，

患侧对视觉信息有更高的依赖性，即无视觉剥夺条件下，患侧更依赖视觉信息来维持姿势稳定性，

而视觉剥夺时，患侧则采取髋关节策略作为调节策略。 

且与无视觉剥夺条件相比，视觉剥夺时 FAI 患侧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内翻力矩增大。而内

外方向的力矩越大说明下肢承受地面冲击力较大、维持人体姿势稳定性的能力较弱。机体运动时，

多级感觉系统提供安全协助信息给中枢神经系统
[25-26]，其中包括视觉预判信息对相应肌群的激活

[27]来响应冲击力予以缓冲
[28-32]。而视觉剥夺后，感觉信息输入障碍，肌肉激活难免受到影响，关节

周围的骨、韧带、肌肉及其它软组织承受更多负荷.因此，视觉剥夺条件增加了下肢损伤的风险。 

3.3 刚度 

肌肉刚度调节是调整人体姿势稳定而启动的第一反射机制。由刚度等于荷载与位移成正比的

比例系数得知，单位位移影响下肢刚度大小。神经反馈调节系统根据空间环境的改变调整肌肉张

力，从而调整身体质量中心位置
[33]。而视觉剥夺时，视觉信息输入异常使神经反馈调节能力下降。

相应的结果反映的是无论是患侧还是健侧，视觉剥夺时的下肢垂直长度变化量比无视觉剥夺状态

小。这一研究结果与 Peng YQ 的发现一致，环境信息输入受阻时，机体神经调节系统会采取较

小的下肢活动来完成动作
[34]。与此同时，视觉剥夺比无视觉剥夺状态有更大的下肢刚度，这进一

步证实了视觉剥夺条件增加了 FAI 者损伤的风险。 

本研究还发现，患侧踝关节刚度小于健侧，这可能与 FAI 人群患侧的踝关节周围肌肉、韧带

等软组织中的本体感受器受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减弱、本体感觉能力缺失有关
[35]。且患侧踝关

节刚度在无视觉剥夺时比视觉剥夺时要大，这与娄彦涛
[8]等发现的躯体感觉与视觉双重干扰的影

响大于单一干扰结果一致。踝关节刚度是利用足踝在一个角度下的刚性杠杆来让下肢屈伸髋蹬伸

的力量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通过刚性杠杆减少地面和人体间的相互作用力，减弱因关节活动带来

的能量损失，使踝关节在落地时维持稳定。因此，从刚度角度出发，视觉剥夺条件下功能性踝关

节不稳者患侧由于本体感觉的缺失加之视觉信息输入受阻，损伤的可能性更大。 

有关姿势稳定性的相关研究表明，踝关节肌肉力量在维持姿势稳定性上具有重要作用[36]，而

肌电的研究是本研究中未涉及的，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因此，表面肌电测试（sEMG）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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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进一步研究 FAI 人群在视觉剥夺条件落地时的肌肉策略。 

4 局限性与展望 

踝关节肌肉力量作为体位稳定性的指标，对体位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仅

研究了本方案的动力学特征，尚无法得出肌肉激活反应对下肢产生的未知的动力学影响的可能

性。因此，未来可以将表面肌电图（sEMG）与 VD 下 FAI 患者的研究进一步结合，以验证 FAI 者

对视觉的依赖性，以及肌肉采取什么策略，患侧是否会采取肌肉保护策略来降低受伤风险，提前

热身是否可以帮助肌肉更快地活动，以预防脚踝受伤等。 

5 结论 

与 FAI 患者的健侧相比，患侧具有额外的损伤风险。视觉在维持 FAI 患者姿势稳定性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VD 增加了患侧和健侧的损伤风险，但对患侧的影响更为显著，患侧更可能损伤，

因为 VD 时，中枢神经系统对髋关节策略的控制受到了影响，患侧的保护策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加深下蹲幅度和避免延长反应时间可能是降低 FAI 患者在落地过程中受伤风险的有效预防措施。

未来，肌肉力量和训练可以结合肌电图从肌肉角度进行预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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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王  越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创新水平，持续引领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1。一方

面，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长三角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愈发强烈，对

我国经济贡献的占比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动下，长三角体育产业快速

发展，已经成为助力长三角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之一，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产业提

供的娱乐、休闲等服务产品也恰好可以满足人们由中低端的物质消费转向中高端的服务消费的需

求 2，这对于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刺激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3，也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

动能，推进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也为长三角体育产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更大格局的发

展舞台。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指引下，把握体育产业这个新兴经济增长点 4，加快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形成区域创新驱动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已成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支撑。 

1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内涵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是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指引，旨在有效汇集

区域体育产业创新资源和要素，充分挖掘长三角体育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区域体育产业的协同

创新发展的统一共同体，其核心是协同创新。 

长三角是一个由大城市群组成的复杂系统，各个城市作为子系统其中又包括了大量的人流、

信息流等，这些也是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根据协同学理论，复杂系统在原本的非平衡和

开放状态下，通过子系统的协同作用，自组织地实现又无序到有序的转变，最终实现“1+1>2”

的效果。对于体育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来说，体育产业企业、科研机构等是创新的直接主体，政

府部门等是创新的间接主体，资源、信息、人才等组成了创新要素，各城市间，创新主体和要素

的规模，创新环境以及创新效益等均存在差异。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促进了区域间合理协调与有效

管理，对效益及资源分配作出明确规划，为体育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种

有序高效的环境中，基于不同功能和效用最大化原则，长三角各城市的直接创新主体、间接创新

主体、创新要素等之间建立区域间的联系和互动，创新要素在区域间也可以充分流动，促进有序

的竞争与合作，促使长三角各城市体育产业的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得到整合和优化，最终实现长

三角区域体育产业效益最大化，同时也缩小各城市间体育产业创新差距，产生协同共进效果。 

2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 

2.1 加快长三角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建设 

《纲要》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为引领，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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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体系 1。产业体系通常表示产业结构及其比例关系，良好的产业体系要经历

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和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变 5。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

协同创新共同体，一方面，通过共同协作，开发更加多元的体育服务产品，促进体育服务业由生

产性向专业化和高端化延伸，加快长三角现代体育产业体系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

另一方面，为匹配新的消费需求，引导长三角体育制造企业加强高端体育产品的研发与制造。通

过区域创新平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打造区域高端体育制造业集群，加快长三角现代体育产业

体系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变。 

2.2 助力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新格局构建 

《纲要》指出，要强化区域联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推进跨界区

域共建共享，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1。体育产业作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力

量，是合理布局产业空间的重要一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有利

于打造以上海为体育产业核心的“一核两轴三带五圈”空间网络格局。 

 

图 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核两轴三带五圈” 新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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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化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示范引领 

《纲要》指出，要创新重点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制度，打造一体化发展样板 1。通过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以核心城市为节点，加强城市间互动与流通，联合开

发体育产业市场资源，健全体育产业市场体系，联合打造高质量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供给平台，

刺激消费，尤其是跨城市的体育消费，打造体育促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示范区；通过合办体育

赛事、共享信息资源、搭建创新平台等，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区域运动项目合作发展新模式，

利用特色项目打造多元丰富的赛事体系，形成区域运动项目一体化示范区；通过共同完善金融、

商务、设计等经济配套服务，联合培育体育产业公司，同时引进知名体育产业公司及相关人才，

打造体育总部聚集区；根据地域特色，联合打造体育康养等体育服务产业，构建水上运动赛事体

系，打造特色体育旅游产品等，促进区域休闲旅游、康养医疗、体育赛事的协同发展，推进一体

化示范区先行先试。 

3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条件 

3.1 体育产业规模增长迅速，体育产业贡献率持续提升 

长三角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依托便利的交通，使区域内资源可以迅速流通。同时，长

三角地区服务业十分发达，对外交流也相对频繁，这些都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区位优势，为体育产

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十三五”期间，长三角体育产业规模增与增加值逐

年稳步提升。 

 

图 2 长三角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 

3.2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不仅快速发展，其产业结构分布也趋于优化。具体表现为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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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以体育制造业和体育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比减少。 

 

图 3 2016 年与 2019 年体育产业结构分布 

3.3 体育产业一体化深入实施 

早在 2012 年，长三角地区便开展了体育产业区域一体化协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区域协作

格局。随后为开展更为广泛的区域一体化协作范式，又通过制定《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协作协议(2021—2025)》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给

予政策支持 6。目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区域竞赛协作等方面均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创建交

流平台等逐步将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引向深入。 

4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4.1 行政边界过于泛化 

当前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面临行政边界泛化，区域经济与社会事务界限模糊，使得体育

产业企业对行政调控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党的十八大后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要求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长三角地区也出台了许多的政策法规，旨在打破行政垄断，

明确行政边界 7。然而面对当今体育产业市场的错综相连以及长久传承的市场机制，并非轻易就

可以改变的。同时，体育产业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加深了其对行政调控的依赖。此

外，在当前我国计划经济制度下，仍保存有“举国体制”的惯性，有些改革也过于保守，这也会

影响明确行政边界的路径实施。总的来说，要改变当前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行政边界

泛化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而要认清现状，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建立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

循序渐进，协同发展。 

4.2 利益协调机制缺失 

在当前的市场机制下，体育产业协同使得体育产业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

争，当市场各参与主体在体育产业协同过程中都预见了协同行为会给他们带来比单体行动更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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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收益时，才会激励协同系统，使体育产业协同持续运行。但是现实中体育产业市场各参与主

体的经济水平、话语地位、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在体育产业协同过程中其贡献也不同，利益

分配率也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体育产业市场各参与主体对产业协同的策略不完全相同。当前，

长三角地区在体育产业协同过程中缺乏利益协调机制，仅仅依靠自发合作的发展模式，体育产业

市场各参与主体对产业协同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刻，缺乏区域协作发展意识，在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过程中也更注重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既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功能优势，也忽视了长三角区域

各地之间的内生联系，最终也淡化了体育产业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阻碍了长三角体

育产业的协同发展。 

4.3 体育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 

当前，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趋势虽然明显，但其结构分布仍不合理，依然存在较大的

优化空间。首先，长三角体育产业结构软化程度与发达地区仍存在差距。其次，与外围层和相关产

业层相比，长三角体育产业核心层发展落后。最后，长三角区域内体育产业结构分布存在差异。 

4.4 体育产业同质化现象 

在长三角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以具体项目为抓手促进区域合作，在区域内创

造了长效的合作机制，也促进了体育产业要素的区域流动。然而，这也导致了长三角地区间体育

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财政利益，进行趋同规划指导，使得区域

间的不同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最终逐渐衍化为同质性竞争。 

5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实施路径 

5.1 做好顶层设计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并非各主体表面的叠加，而是长三角地区

三省一市在构建区域体育产业长远发展格局，谋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保障。第一，出

台相关的政策文件，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提供政策保障。第二，

贯彻新发展理念、韧性理念、共通协同理念。第三，构建共建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为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提供机制保障。 

5.2 推进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市场一体化发展 

第一，体育产业体系共建。打破现有的分割型体育产业发展体制，加速构建长三角体育产业

市场规则体系。完善体育产业市场的准入体系，把控体育产业市场的退出机制。区域内推进政策

与行业标准，加强体育产业市场监管，做到地方政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衔接。第二，体育

产业市场信息互通。加强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体育产业市场信息大数据平台，全力加快信息

流动，促进信息共享。第三，体育产业市场监管共治。建设长三角地区高效的体育产业市场监管

体系。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长三角体育产业信息服务监管平台，便于政府对行业进

行的动态监管。第四，体育产业商业模式共推。加快体育产业市场的流通水平，共推创新型体育

产业商业模式，加速长三角地区创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体育产业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 



 

384 

5.3 培育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创新集群 

为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绿色发展，必须把握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构建具有竞争力

的创新集群。第一，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无论是当前占比较大的体育制造业还是其他的体育服务

业，都要补足短板，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体育产品及体育服务的质量。同时，以先进的

科学技术为基础构建现代化体育产业创新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体育产业的价值链向中高端

转变。第二，注重体育服务业创新集群的发展。通过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吸引体育旅游、体育康

养、运动休闲等企业。针对不同的人群定位提供不同的体育服务产品，合理布局体育产业要素，

形成局部创新型产业链，着力发挥体育服务业的核心作用。第三，注重发展体育产业科技企业。

利用长三角地区的科技优势，加强大型科技企业的引领作用，发展新兴的体育产业科技企业。同

时鼓励科研活动，加强体育产业相关的基础建设，加速构建体育产业创新基地、体育产业资源交

流共享平台等，实现研发、制造、创新等环节的环环相扣。第四，构建长三角体育产业非营利性

合作联盟。通过合理的联盟区域布局以及深层次的联盟协作，打破以往地域限制，加速体育产业

新技术的传播，实现点状发展到链式创新的突破。 

5.4 打造长三角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新局面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这也促进了传统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体育产业信息化逐步深入，也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体育服

务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长三角需要持续把握数字化新技术，打造长三角体育产业数字化发

展新局面。第一，搭建数字化体育产业发展平台，吸纳体育产业多方参与主体。搭建区域体育产

业资源数据库和信息数据库，压缩体育产业业务结构，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产业运行效率。第二，

发挥数字化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创新产业模式。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创造

智能化体育产业生态，促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 

5.5 优化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人才储备 

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建设体育产业人才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优

化长三角体育产业人才储备，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前提和保

障。第一，打破传统的固定培养模式，结合市场需求，完善体育产业人才培养模式。第二，从体

育产业人才的现实需求出发，优化体育产业人才的引入与管理机制。第三，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并

建立科学的人才流动政策体系，为区域间体育产业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体育产业人才的合理流动降

低障碍，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长三角体育产业人才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6 结语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与带动性，同时也是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源。体育产业作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强力保

障。当前，长三角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也面临许多困难，例如行政边界泛化、利益协调机制缺



 

385 

失、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产业同质化现象。本研究在明晰了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

创新共同体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与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现实路径：1）做好顶层设计，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体育产业

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保障。2）推进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市场一体化发展。3）培育长三角

地区体育产业创新集群。4）打造长三角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新局面。5）优化长三角地区体育产

业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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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作用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严加伟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陵实验小学） 

摘要：随着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的深入推进，体育场馆的发展强势崛起，对城市功能的进步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阐述了体育场馆作用城市功能提升的

路径，并基于数理分析佐证体育场馆的发展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高度相关，也意味着城市功能的

提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制度投入、科学化建设、市场化供给以及公益化服务等建议，

以实现体育场馆与城市功能的更好融合。 

关键词：体育场馆；城市功能；路径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Sports Venues Promoting  

Urban Function 

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venues has risen strongly， which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urban functions. This study elaborates on the path of sports venues improving the urban 

function from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evels， and pro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venues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based 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which also mean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func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policies，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market-oriented supply and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to achieve better integra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urban functions. 

Keywords：sports venues；urban function；path 

体育是国家强盛应有之意，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发布，其社会地位

极大提升。与此同时，作为体育发展基础的体育场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 号)提出“以体育设施为载体，打造城市体育服务

综合体，推动体育与住宅、休闲、商业综合开发”。
[1]因此，如今的体育场馆已经涵盖了商业、休

闲娱乐、会展等多种功能，契合多元化需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为体育产业提供坚实支撑。而体育场馆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载

体，自然也就要依托于城市。城市功能是城市这一特定组织形式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所产生

的影响及作用力。体育场馆作为城市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既表现了城市肌理，又储存了庞大的

城市资源，城市的这些功能结构表现必然在其中得到折射。即随着体育场馆功能的不断扩展，城

市整体功能的完善也能够得到促进。功能良好的体育场馆是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与提升的题中之

旨，也是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对体育场馆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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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径及其实现机制展开探索。 

1 城市功能的涵义 

城市功能即城市在国家或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效能或起到的

作用，城市中的各类生产、服务活动均属于这一范畴，是反映一座城市独特性的标志。本研究结

合当前城市的职能以及社会发展现状，将城市功能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管理功能。

即城市在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中所承担的任务和起到的作用，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能。管理功能是维护城市发展秩序、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管理、协调以及引

导等举措，是其他功能实现的保障。 

2 体育场馆促进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 

2.1 经济层面 

2.1.1 拉开城市未来发展框架 

在合理选址的基础上发展体育场馆，结合城市土地功能的调整和场馆功能的多样化，可以有

效弥补城市空间格局的结构性不足。为举办全运会，南京在河西新建了奥体中心，在北京奥运会

前，南京奥体中心一直都是我国技术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城市体育设施。为配合奥体中心的建设发

展，南京还在河西片区配套了住宅、教育、医疗、商务等设施，形成了良好的空间功能集聚效应，

有效提高了区位价值
[2]。在整体上对于城市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的补充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高度的战略性目光将体育场馆的正外部性充分挖掘出来，梳理城市空间结构并拉开发展框架，让

城市布局以及各项功能的变化都趋于合理。 

2.1.2 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城市体育场馆本身属于城市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而它还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带动配套

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育场馆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接比赛，赛时的人员集散需要能抗压的交通，赛

事的转播报道还需要发达的通信传媒，诸如此类的硬件需求正是城市不断改进基建并促进城市

功能完善的动力。总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的苏州奥体中心（图 1）巍然伫立在苏州市工业园区

金鸡湖东畔，一方面丰富了苏州园区乃至整个苏州城市的体育文化基础设施格局，市民自诩再

也不用去上海南京观赏大型体育比赛了；另一方面，奥体中心本身涵盖的商业街区、商务酒店

等，加上落成以后吸引的投资建设，这些商业开发与城市总体规划一道促进了周边区域住宅、

交通、通信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完善，各项基础功能都得到了有效的带动完善。在此影响下，

周边的地产价值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亦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围绕奥体中

心的金鸡湖东畔已经是苏州市最具现代感的宜居板块之一，再加上苏州市作为“国家体育消费

试点城市”之一的背景，包括奥体中心在内的城市体育场馆都将迎来新活动、新市场、新消费，

有效作用于城市功能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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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苏州奥体中心鸟瞰图 

2.1.3 为城市创收，促进经济功能完善 

城市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与其经济功能脉脉相通，体育场馆亦如此。“增长极”理论主张以一个

或多个主导产业通过向周边的关联效应来带动区域的经济增长。体育场馆是一座城市优势资源的集

合，从微观角度看就如同是一个优势的经济产业，通过极化效应带来资金与人才的集聚。西方发达

国家体育场馆的发展起步较早，决策者也非常注重体育场馆与城市经济的互动。认为体育场馆是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因此大量公共资金投入到体育场馆项目的支出
[3]。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指出，体育活动是可期待的抵押性投资。体育场馆配置的活动场地对内有效提高了

体育活动的公众参与度，而体育活动频度与其对经济的贡献率相关，具体表现为个体生命周期的延

长及单位时间内更高的工作效率。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曾报告指出，当日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增加

10%时，可增加 5.902 亿澳元的社经济效益；增加 40%时，经济效益将达到 23.608 亿。
[4] 

2.2 社会层面 

2.2.1 促进城市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邦之策。良好的就业形势不断激发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提升了

城市社会功能体系的完整程度。英国曼彻斯特东区以筹办英联邦运动会为契机，斥资 2 亿英镑新

建或翻修了一大批体育场馆，在悉心经营下，1999 年至 2002 年期间，曼彻斯特东区的就业率提

高了 4%
[5]，社会功能得到了有效提升，如今的曼彻斯特是著名的国家体育城，古老的工业城市也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2.2.2 为全民健身提供了物质保障 

体育是提升机体健康水平、锤炼精神意志的重要途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主任杨越

认为，体育是健康体系中“生产性”最强的部分
[6]。因为相较于医疗保障等健康手段，体育实现的

是一种“有生产能力的健康”，故体育活动是健康体系建设中最活跃的要素而非医疗。因此，积极

参加体育活动是个人生命周期中回报率最高的健康投资行为。体育场馆作为物质保障连接起了忙碌

的城市居民和体育运动，有效强化了这种健康投资行为，为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条件。 

2.2.3 促进城市管理功能的完善 

随着我国体育场馆的蓬勃发展，需要高效、开明的城市管理功能来维持健康的态势。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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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自身结构的日臻复合化以及业态组合的复杂化本就要求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另一方面，

在较大型的体育场馆中顺利举办活动时，是城市管理能力的直接体现。大型活动的举办往往需要

多个职能管理部门，为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压力。包括维持场馆和活动正常运转所需管理要素在内

的一系列管理压力势必要加快管理主体提升能力的步伐，不断改进城市在管理层面的宏观调控能

力，既符合我国现阶段城市体育场馆发展的迫切要求，又有效完善管理功能，为城市整体的高效

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2.3 文化层面 

2.3.1 体育场馆关注城市生态环境，促进相应功能完善 

城市化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负担，发展结果表现在发达的文明，负担则突出表现在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国际奥委会明确将环境视为奥林匹克精神中除体育和文化以外的第三层面

[7]，由此可以窥见人类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体育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意志。生态环境是人在城市

中“诗意的栖居”之本，作为城市公共体系的一部分，现代的城市体育场馆已经不仅仅是建筑单

体的独立演绎，而是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思路相协调，尽可能多地发挥出场馆在生态体系中的

积极效益，对城市生态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2.3.2 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其著作《城市形象》中指出城市形象就是

人对城市的印象与心理感知，即人对城市这一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城市形象的构建源于城市中

的各项要素及相互间的关联性
[8]，资源禀赋的差异带来不同的城市形象，而独特的形象正是城市

的魅力所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面临严重的产业衰退，一度被称为“瞌

睡城（Naptown）”
[9]。但是在后来，城市决定顺应后工业时代备受推崇的体育及其相关产业作为

振兴城市思路的潮流，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体育场馆及设施。这些场馆为城市谱写了凝固的音乐，

与城市深度融合，在创造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优化了城市各项功能，重塑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城市

形象，今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已经是全美闻名的“疯狂”体育城。 

2.3.3 对城市文化功能的提升有独到的作用 

城市以功能比强弱，而文化功能最能够体现城市形象特色，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功能发挥的程度
[10]。体育场馆承载着具有原始图腾意味的体育，其活动参与的

个性化特征十足。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借助体育场馆培育宣扬赛车文化、球队文化，向社会推广体

育健康文化，深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精神，这一点是城市文化功能的关键构成。体育场馆中

的赛事是体育文化魅力的最突出表现，启迪着人们内心的文化情感。巴黎人一年一度欢聚在罗兰

加洛斯享受法网盛宴，他们对自己的城市多了一份认同、自豪；纽约人相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

自己的球队助威喝彩，他们比其他城市的居民多了一份惦念、感动。城市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就

势必要发挥城市文化的影响力，体育场馆为城市文化描绘了精彩的图谱，也为城市文化功能的提

升注入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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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场馆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3.1 分析方法 

运用 SPSS26.0 计算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体育场馆相关指标与我国城市化发展相关指标的

Pearson 相关系数。Pearson 相关系数的值 r 在-1 到 1 之间（-1 r 1），|r|越接近 1，说明相关性

越强，越接近 0，则说明相关性越弱。表 1 为不同相关系数值域等级划分，当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正值时，为正相关，反之为负相关。 

3.2 变量选取 

本数理分析研究旨在计算我国体育场馆发展情况与我国城市化发展情况的相关程度，但是由于

二者都属于综合度较高的指标，因此只能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变量。 

（1）体育场馆发展情况样本变量的选取：按照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分类目录最新版本（2019 年

4 月发布），其中的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04）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11）这两大类的统计数据

是关于我国体育场馆发展情况的主要反映，由此选取 2015-2019 年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变量。虽

然在这期间我国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有 2015 版本和 2019 的最新版本，但是涉及到体育场馆的统

计分类仍然是这两大类，版本的更新使得体系更加完整，统计数据在总体上还是对我国体育场馆

整体发展情况的客观和权威反映，因此以最新版本为准。此外，这两大类的统计数据主要包含了

总产值和增加值，而由于总产值多次重复计算了转移价值，增加值则是生产活动所增加的价值，

能够更加确切地反映生产的成果和速度，因此在本研究选取这两大类在 2015-2019 年的增加值统

计数据作为样本变量，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2015-2019 年我国体育场地及设施增加值 

年份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增加值（亿元）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增加值（亿元） 

2015 458.1 35.3 

2016 567.6 50.3 

2017 678.2 97.8 

2018 855 150 

2019 1012.2 211.9 

数据来源：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数据公告
[11] 

由于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 指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15-2019 年，

我国的 CPI 指数不断增加，因此每年的增加值数据只是在当年的 CPI 指数情况下的数据，即表 1

中的增加值数据是名义增加值数据。所以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即以 2015 年为基期，记为

CPI2015，在此期间，累加每年的 CPI 指数，记为 CPIt，因此每年的实际增加值，记为 W，W=名

义 W/CPIt。处理后的数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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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5-2019 年我国体育场地及设施实际增加值 

年份 CPI 指数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

（亿元）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

（亿元） 

2015 1 458.1 35.3 

2016 1.02 556.47 49.31 

2017 1.036 654.63 94.4 

2018 1.057 808.89 141.91 

2019 1.086 932.04 195.12 

对计算处理后的数据进一步验证其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如图 2 所示，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

际增加值服从正态分布，如图 3 所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也服从正态分布。因此，两

组数据都可以作为相关分析的变量。 

 

图 2：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正态分布 

 

 

图 3：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正态分布 

（2）城市化发展情况样本变量的选取：衡量城市化发展的情况是复杂度相当高，但是采用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城市化率来衡量城市化发展情况是目前最为通用也是最具合理性

的。因此，本研究选取 2015-2019 年我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变化作为城市化发展的样本变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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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5-2019 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变化情况。 

 

图 4：2015-2019 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变化 

3.3 Pearson 相关系数计算及分析 

选取表 3 中的体育场地和实施管理实际增加值、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以及图 4 中的我

国人口城市化率变化，共三组数据作为样本变量，借助软件 SPSS26.0 计算 Pearson 相关系数。 

（1）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图 5 所

示，为 0.992，且 P 值＜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二者极强相关，二者的线性关系如图 6 示。 

 

图 5：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相关性分析结果 

 

 

图 6：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线性关系 

（2）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图 7 所

示，为 0.976，且 P 值＜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二者极强相关，二者的线性关系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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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相关性分析结果 

 

 

图 8：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线性关系 

如分析结果所示，无论是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的相关性，还是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实际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率的相关性，都具备很强的相关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结

论：我国体育场馆良好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高也进一步象征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与提升。 

4 体育场馆融合城市功能提升的对策 

4.1 政策、制度投入 

政府不仅要将体育场馆纳入城市长远发展计划，还要完善场馆政策，加强指导，在城市体育

事业发展的总体导向上首先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投融资方面，要通过政策红利增强市场的信心，

实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建立科学的竞争机制，确保透明度和竞争公平性，以充分激活民营资本。

制定风险应对制度，加强全过程的监督力度，并细化管理内容，完善绩效管理评价体系，严格落

实责任制度，坚持实施正确科学的选人和用人制度，从而保证体育场馆对城市功能的有利作用、

协同发展。对此，政府要以前瞻性的目光深入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更新、补充，让宏观的政策导

向和微观的制度调节相结合，为体育场馆促进城市功能提升赋予全面的规制保障。 

4.2 科学化建设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随着体育场馆的规模日益扩大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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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复合化，必定要从长远角度出发，由各自为战转为整体开发综合建设，让体育场馆在区位、

地理环境等方面适应城市规划，以获得持续性发展，在达成公益体育服务目标的同时获得经济价

值。此外，由于体育场馆的巨大体量带来的强烈存在感容易使其游离于城市整体之外
[12]，在设计

上一定要与城市其他单元积极共存，实行绿地体育化与体育园林化模式，发挥出各子系统的效益，

拉近心理上的距离。因为真正有助于城市功能发展的体育场馆一定不是满足设计师自我表现私欲

或官员政绩需求的产物，而是始终基于城市的真实需求，这对于城市文化功能的作用尤为显著。 

体育场馆要在城市功能中发挥作用，还是要在文化层面融入城市。苏州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演绎。同样，苏州的城市体育场馆建设，如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依据苏州历史悠久的园林特色，以“园林、叠石”为创意点，用现代建筑设计语言诠释园林

意韵，力求打造成现代与传统、艺术与实用、科技与人文有机融合的体育建筑精品。将场馆融入

到城市的文化环境当中，以契合城市居民对于精神文化层面享受的需求
[13]，从而发挥出体育场馆

在促进城市文化功能结构发展的重要作用。 

4.3 市场化供给 

2015 年 1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指出体育场馆市场化经营开

发，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重要性。体育场馆的市场化供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高效作用的发挥，由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场馆的决策、

建设、运营等全过程周期，关注场馆的经营性，以最大化使用价值及效益，从而有助于场馆与城

市的良性互动。
[14]市场化供给引入了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引导，民资营馆”的格局，依靠社会

力量的专业化手段保证场馆的运营效果，得以让场馆与城市结合的更为紧密。政府的职能也由“划

桨”变成了“掌舵”，更多地扮演起引导者与监管者的角色。 

目前常见的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方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 PPP），即政府与社

会资本在场馆供给和运营上缔结伙伴关系并明确双方权责。主要表现为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资建

设场馆设施，而社会资本则通过获得长期的特许经营权以确保其收回成本并有所收益。
[15]截至 2017

年 3 月底，体育场馆类入库项目已达 223 个，投资额 1583 亿元，二者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图 9、

10）。采用 PPP 方式能够利用民营力量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缓解场馆设施的管理运营困难。 

 

图 9：体育类 PPP 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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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体育类 PPP 项目投资额 

资料来源：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官网
[16] 

4.4 公益化服务 

体育场馆扎根于城市，要坚持公益性第一的原则，服务于所有人而非“权贵阶层”，如此才

能将场馆的外部效应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全民健身条例》规定，要大力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向社

会开放，在服务大众的同时提高自主运营能力。因此，体育场馆经济效益的获取定不能拿社会责

任的放弃来换取，如此才真正具备对城市功能的积极意义。虽然经营性是公益性的实现手段
[17]，

但如果过了一定限度，那么则是舍本逐末，场馆日进斗金和长期闲置的区别并不大，这种做法对

城市功能的作用也并不显著（图 11）。在这种公益性与市场改革二者的相互掣肘中，切勿本末倒

置，必须要在以经营手段提升资产水平前明确体育场馆的公益属性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

创造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 

 

图 11：体育场馆市场化经营与公益化服务的优劣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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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研究 

—源于 WSCC 模式的经验 

孙  晃   吕和武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摘要：为加速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进程，拓宽我国一体化设计和推进深化体

教融合的发展思路。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美国全学校·全社区·全儿童模式的内容体

系及其政策、学校、社区、家庭协作模式，提出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启示。研究认

为，体教融合与全学校·全社区·全儿童模式在演化、理念、目标等层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其所构建

的“政-校-社-家”协作体系，为我国加速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基于

此，提出坚持“国家意志”为引领，坚持“个体意志”为驱动，社区、学校、家庭共建教育体系

的启示。 

关键词：体教融合;健康发展;以学生为中心;文化学习;体育锻炼  

美国的学校健康教育模式——全学校·全社区·全儿童（Whole School，Whole Community，Whole 

Child，简称“WSCC”），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政府监督、指导、评估，协调学校、社区、家庭

等多部门合作，来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成功模式，逐渐成为目前美国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核

心举措（Willgerodt M A et al.，2020）。体教融合与 WSCC 模式之间在演化、理念、目标等方面有

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 WSCC 模式推动政策、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有机协作，为我国体

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校-社-家”协作体系构建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研究试图通

过分析 WSCC 模式的内容体系及其政策、学校、社区、家庭协作模式，构建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政-校-社-家”协作体系。为拓宽我国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推进深化体教融合的

发展思路，加速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进程提供参考。 

1 WSCC 模式概述 

1.1 WSCC 模式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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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SCC 模式的演化过程 

Figure 1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WSCC pattern 

1994 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与青少年健

康中心（Division of Adolescent and School Health）等卫生部门联合提出了 CSH 计划，该计划被

认为是美国学校健康教育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6 年，监督和课程开发协会（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ASCD）

成立了由教育家、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所组成全儿童委员会，针对 2001 年所颁布的《不让一个学

生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Act）中“学术高于一切”的教育观念进行研讨，旨在将只关注学业

成就的教育观念转向促进儿童的长期全面发展和成功。因此，2014 年，CDC 和 ASCD 召集了卫

生和教育领域的专家，在融合了“CSH”计划和“全儿童”模式中各类要素的基础上，创建了通过

强化学校、社区、家庭之间的联系和配合，高效利用学校、社区、家庭资源，来支持青少年健康发

展的 WSCC 模式。WSCC 模式与 CSH 计划、全儿童模式相比，具有标准统一、内容细化、强化多

元协作等优势，重点是突出多方协同推进青少年的学业和健康协调发展，并付诸实践。WSCC 模式

有效地突破了卫生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孤立状态，形成了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有机整体。 

1.2“WSCC 模式”的内容体系 

体育教育与体育活动是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中心环节。通过体育教育课程、体育活动俱乐

部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来直接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学校营养环境和服务通过提供营养教

育、健康的食物和饮料，为青少年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提供机会，使青少年了解并实践健康饮食。

还将青少年的健康饮食行为与学习成绩相关联，有助于激发并提高青少年的健康饮食水平。在学

校物理环境和情感环境中，将健康信息以海报、媒体、同伴互助等形式实时分享与青少年，营造

出健康积极向上的学校氛围。学校配备健康文化、体育、安保等软硬件设施，能够确保青少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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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期间的安全（任梦寒 等，2018）。学校既是青少年学习的场所，也是学校教职工的工作场所。

身心健康的教职工为青少年树立了健康的榜样，可以提高青少年对健康的关注度，最终有助于青

少年的健康发展。WSCC 模式积极倡导社区、家庭参与改善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过程，为青少年构

建起了家庭和社区等多种健康的校外支持环境，延续学校健康教育的效益。WSCC 模式为获取青

少年、社区、家庭的相关信息搭建了平台，借助于信息平台收集并分析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和健康

状况，针对性的了解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情感和社会需求。 

2 WSCC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成功案例 

游戏活动（Playworks）计划是应用 WSCC 模式中“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模块的一个成功

案例，WSCC 对 Playworks 计划的实施起到了指导作用。Playworks 计划是由罗伯特伍德基金会发

起的，针对美国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游戏活动计划，由全职教练在课间和课后时间，对青少年进

行有组织地体育活动指导，使得这些青少年在课余时间也可以享受到愉快、安全、健康的玩耍时

光，兼顾了绝大多数青少年的课外体育活动利益，显著地提高了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Bleeker 

M et al.， 2015）。在实行 Playworks 计划的学校中，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更加活跃，校园欺凌现

象在不断减少，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得到提高，而且上课更加专心（Fortson J et al.， 2020）。2015

年建立了名为“扩展学习 360/365”的儿童与青年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Children & Youth）计

划，该计划是应用 WSCC 模式中“社会和学校情感氛围”模块的一个成功案例。儿童与青年伙伴

关系能够促进学校、社区的融合和协作，使他们更加全面地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和情感发展。

该计划利用现有的人力、组织和系统资源，为资源匮乏的社区中学习成绩欠佳的儿童青少年建立

了提供高质量课外学习机会的制度。城市年（City Year）是一项面向高中青少年提供学习支持的

国家计划，城市年计划借鉴 WSCC 模式开发了支持青少年成功和学校成功的“全学校、全儿童”

方法。通过给与青少年学术、社会和情感服务，帮助青少年发展完成高中学业所需的技能，着力

改善具有毕业风险的青少年的学习观念。实行城市年计划的学校，其青少年英语语言能力提高了

2 倍以上，而在数学方面则提高达 3 倍之多（Sparks et al.， 2015）。从“Playworks 计划”“儿童

与青年伙伴关系”以及“城市年”计划可以看出，以 WSCC 模式为基础，所衍生出的各类计划在

促进青少年学业成就和健康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果（Centeio E E et al.，2021），表明

WSCC 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且是一种围绕政策、学校、社区、家庭协作模式而展开

的、切实有效的干预模式（Irby et al.，2020）。 

3 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启示 

3.1 坚持“国家意志”为引领 

新时代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意志”价值引领之下才能够得以实现。应

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树立和强化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准则，

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调控学校、社区、家庭等资源协同治理青少年的健康问题（方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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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通过政策制度对各级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进行制度约束，建立跨部门的行政执

法联动机制，促使行政资源最优化配置，构建具有区域性特征的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形

成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政策基础。建立起教育部门和第三方社会组织联合的多元评估主体监督

与评价机制，通过巡视、探查与汇报等方式，对其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

对政策执行的进度和合法性进行实时评价和反馈，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强化社区和家庭在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要引导社区、家庭主动参与到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过

程中，形成社区、家庭协同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客观推动力，为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策略的设

计、实施与切实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 

3.2 坚持“个体意志”为驱动 

青少年的“个体意志”是驱动其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青少年拥有主动关注健康的强大

驱动力，才能够使体教融合促进其健康发展的目标具备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刘波 

等，2021）。青少年自身主动关注健康的逻辑符合个体需求→思想→行为的客观规律，所以关键是

要提高青少年的个体健康需求水平。需求源于心理，心理要素往往难以量化和测定，但其“能量”

在关键时刻会迸发出任何其他物质要素都无法企及的作用。因此，必须做到以改变青少年健康需

求取向为本，以需求促思想，以思想促行为，重在行为的改变。如今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能

力都在提高，但其个体意志仍然非常薄弱。青少年应以“个体意志”为先导，以实践健康行为为

手段，拒绝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自主培养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倡导健康饮食的习惯，逐

渐实现自我健康管理的模式（鲁长芬 等，2019）。 

3.3 社区、学校、家庭共建教育体系 

社区之中不乏各类文化企业、体育俱乐部、体育企业，各类组织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体育

资源。通过学校向社区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把社区的资源嵌入到学校体育课程和课余体育

训练的过程中，可以优化青少年体育课程的结构，增加学校健康教育、组织体育竞赛的灵活性，

保持体育活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有效协助学校弥合制度性的障碍，赋能与学校，有效弥补学校

在部分健康或体育课程方面的不足。学校要以青少年为中心，设置体育教学计划和课程，同时，

应综合考虑青少年、家长和社会的需求，将其作为学校体育课程和运动项目设置的参照系，兼顾

各方的利益，最优化体育课程资源（郭强 等，2020）。增设专职的健康教育教师岗位，同时为青

少年和家长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提高家长认知体育活动能够促进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水平。家庭是

社区生活中的最小单元，而社区则是青少年居住生活、文化学习、体育锻炼、社会交往的重要场

域（舒宗礼，2016）。家庭的志愿行为要先从家庭成员内部日常行为的自我约束做起，致力于为青

少年树立健康生活的榜样，不断对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行为给予影响，打破青少年轻视健康的惯

性思维和固有行为，使青少年个体获得由内向外认同健康的能力（郑兵 等，2015）。将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资源相结合，运用内心的动机、态度和家庭信仰等因素，引导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形成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内部动因。家庭可根据子女自身的需求特征，购置文化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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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施、传播健康信息，通过对文化和体育资源的控制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KorczA et al.，

2020）。 

4 结语 

借鉴全学校·全社区·全儿童的模式，会为我国进一步实践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

可参考的经验，但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主体主观能动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全

盘接受其模式，但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借鉴。相信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研究、不断实践与贯彻落实，

政策、学校、社区、家庭将逐渐从多元主体“分治”转向“共治”的局面，将成为达成体教融合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目标的全新推动力，未来我国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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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运动对高中生体质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陈浩然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摘要： 

本研究以爬行运动为运动干预手段，来探究爬行运动对于高中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揭示

爬行运动的应用价值，以期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和素质练习手段进行一定的丰富与补充。以爬

行运动对高中生体质健康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数理统计

法，利用下午课外活动课对 xx 市 xx 区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60 名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实验组安排

爬行运动训练，对照组安排常规训练。实验持续 8 周共 23 次课时。 

研究结果如下： 

(1) 在身体形态方面，实验后数据表明：实验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的 BMI 测试成绩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P＞0.05）。 

(2) 在身体机能方面，实验后数据表明：实验组学生的肺活量测试成绩优于对照组学生，且

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3) 在身体素质方面，实验后数据表明：实验组学生的 50 米、立定跳远、长跑、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测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学生，且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坐位体前屈成绩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研究结论：经过 8 周的爬行实验干预后，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安排的运动都能改善身体形态，

控制学生体重。但实验组学生在身体机能、身体素质（除柔韧素质外）方面有显著提高且效果好

于对照组学生，表明爬行运动对高中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爬行运动：高中生：体质健康 

1 前言 

近年来，关于爬行运动的研究逐渐增加：爬行的起源与发展、爬行的的形式种类、爬行运动

的相关健身功效，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爬行运动对人的健康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越来越

多的人愿意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目前对于爬行运动的研究方式主要为实验干预，干预对象包括婴幼儿、少年儿童、成年人，

几乎覆盖各个年龄段，对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已有的研究多数都是在探究爬行运动与受试者执

行功能的关系，也有关于爬行运动对受试者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的研究，且多数为运

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康复等领域的研究，而在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

少，不利于爬行运动的普及与推广。高中时期学生处在生长发育重要时期，学业压力较大，以及

长期的不良坐姿很容易造成脊柱的发育不良，再加上平时锻炼身体习惯的缺乏，传统体育课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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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率不高等问题导致高中学生体质健康下降。基于此，在这一时期，努力探索出能够高效提

高学生健康水平的锻炼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此外，高中生还面临着体育学业水平测试的压力，有

效增强身体素质，提升运动表现也成为刚需。所以，探索爬行运动对于高中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影

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 

采用武汉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系修订的以《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03）对实验报名者进

行问卷调查，判断学生的日常体力活动等级，作为实验分组的依据，该量表经前人研究使用表明

具有较高信度。设计《爬行运动对高中生体质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专家问卷，向 5 名体育教育

训练学领域专家发放，寻求意见和建议，问卷发放 5 份，回收 5 份，有效问卷 5 份。 

2.2 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 软件对实验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通过 spss26.0 数据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采

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学生前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两组学生后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3 实验法  

2.3.1 实验时间、地点 

实验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1 日到 2021 年 11 月 21 日，利用学生下午第四节课外活动课三十

分钟时间进行实验干预，为期两个月。 

实验地点为 xx 市高新区第一中学体育馆三楼篮球馆内。在实验前一周和实验后一周分别对

受试者进行体质健康测试，分别为 2021 年 9 月 14 日和 2021 年 11 月 28 日下午第四节课外活动

课时间。 

2.3.2 实验对象 

（1）受试者招募 

在 xx 市高新区第一中学，从高二年级学生中招募 30 名男生，30 名女生为实验对象。 

（2）受试者的选定 

a xx 市高新区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学生。 

b 经医学检查身体健康，无运动禁忌。 

c 经过体质健康水平测试对学生进行初步筛选。 

d 填写《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03），确定受试学生体育活动等级。 

2.3.3 实验分组 

将招募对象进行体质健康水平测试和《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03）调查，筛选出符合条

件的受试者，将其分成 2 组。 

(1)第一组为实验组，男生 15 人，女生 15 人，共 30 人，进行爬行运动干预，每周 3 次，持

续两个月，除去周末和国庆假期，共 2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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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组为对照组，男生 15 人，女生 15 人，共 30 人，按对照组设计的活动方案进行干预，

每周 3 次，持续两个月，除去周末和国庆假期，共 23 课时。 

2.3.4 实验内容 

(1)爬行运动实验组实验内容安排 

干预实验设计思路：安排四种爬行动作：跪爬、熊爬、侧卧爬行、匍匐爬行。前三个动作进

行 6 节课的训练，匍匐爬行进行 5 节课的训练。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每个动作前 3 节课每组爬行

15 米，共 8 组。后 3 节课每组爬行 20 米，共 8 组；匍匐爬行前 3 节课每组爬行 15 米，共 8 组。

后 2 节课每组爬行 20 米，共 8 组。心率控制在 135 次/min，该心率处于高中生参加体力活动的

安全心率范围内，同时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间歇时间为 1min，学生心率逐渐平稳，有助于后续

的训练。（见表 1） 

表 1 爬行运动实验组实验内容安排 

 1—3 节课 4—6 节课 7—9 节课 10-12 节课 13-15 节课 16-18 节课 19-21 节课 22-23 节课 

内容 跪爬 跪爬 熊爬 熊爬 侧卧爬行 侧卧爬行 匍匐爬行 匍匐爬行 

距离 15 米 20 米 15 米 20 米 15 米 20 米 15 米 20 米 

节奏 中速 中速 中速 中速 中速 中速 中速 中速 

强度 
心率  135 

次/min 

心率  135 

次/min 

心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组数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间歇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2)对照组实验内容安排 

对照组实验设计思路：设计四个常规动作：动态平板支撑、俯身支撑登山跑，俯身开合跳和

俯身收腹跳，前三个动作进行 6 次课的训练，俯身收腹跳进行 5 次课的训练。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每个动作前 3 节课每节课每组做 10 个，共 8 组。后 3 节课每节课每组做 15 个，共 8 组。俯身收

腹跳前 3 节课每节课每组做 10 个，共 8 组。后 2 节课每节课每组做 15 个，共 8 组。心率控制在

135 次/min，该心率处在高中生参加体力活动的安全心率范围之内，同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间

歇时间为 1min，学生心率会逐渐平稳，有助于后续的训练。 

表 2 对照组实验内容安排 

 1—3 节课 4—6 节课 7—9 节课 10-12 节课 13-15 节课 16-18 节课 19-21 节课 22-23 节课 

内容 
动态平板

支撑 

动态平板

支撑 

俯身支撑 

登山跑 

俯身支撑 

登山跑 

俯身 

开合跳 

俯身 

开合跳 

俯身 

收腹跳 

俯身 

收腹跳 

个数 15 个 20 个 15 个 20 个 15 个 20 个 15 个 20 个 

强度 
心率  135 

次/min 

心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 率 135 

次/min 
心率135次
/min 

心 率 135 

次/min 

组数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8 组 

间隔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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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评定、体育活动等级评定与实验分组 

实验要选取 60 名符合条件的受试者，其中实验组 30 人，包括 15 名男生和 15 名女生；对照

组选取 30 人，包括 15 名男生和 15 名女生。共有 267 名学生参与招募，但是本次实验只需要 60

名学生，而且要保证选取的 60 名学生，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同质。除此之

外，学生的个体差异也会造成实验的误差，尤其是课后的体育活动参与问题。所以，在所招募的

267 名学生中，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进行评定，在其中抽取部分

学生；再根据《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对学生体育活动等级进行判定，经过两轮的筛选，正式确定

受试对象，尽可能地减少因学生因素给实验带来的误差。 

3.1.1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评定 

对所有招募的受试者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高二年级必测和加分项目实施测试。在

测试前，充分征求受试学生的意见，测试遵循自主自愿原则；所有学生需着运动服，穿运动鞋；

教师带领学生做好准备活动。测试中鼓励学生认真对待，尽量发挥自己最好水平；如有身体不适，

应立即停止活动；教师注意认真记录学生成绩。测试后有序组织学生带回；教师对于采集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表 3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统计表 

 男生（N=130） 女生（N=137） 总数（N=267）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优秀（≥90 分） 20 15.38 16 11.70 36 13.50 

良好（80.0～89.9 分） 87 66.92 90 65.70 177 66.30 

及格（60.0～79.9 分） 19 14.62 24 17.50 43 16.10 

不及格（≤59.9 分） 4 3.08 7 5.10 11 4.10 

经过测试发现（见表 3)，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体质健康都处在良好水平。因此，从处在良

好等级的学生中，抽取男生 80 人，女生 80 人，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同给实验

造成的误差。 

3.1.2 学生体育活动等级评定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体育锻炼的频次，强度等因素不同，会直接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的差

异。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目对受试者进行了第一轮筛选，选定了 160 名学生，

这些学生的体质健康等级都是良好。首先，排除了学生健康水平对于本次实验的干扰，但是测试

的结果仅仅能说明学生在当前这个时间体质健康水平不存在差异。如果有的学生有良好的锻炼习

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而另一些学生很少参加体育运动，两个月下来，即使不进行运动干预，

这些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也会出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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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排除学生课后体育活动对于本次实验的影响，向学生发放《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调查问卷，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总计发放问卷 160 份，回收 160 份，回收率 100%，其

中有效问卷 156 份，有效率 96.25%。 

表 4 中学生体育活动等级调查表 

 男生（N=80） 女生（N=76） 总数（N=156）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大运动量（＞42 分） 17 21.25 15 19.74 32 20.51 

中运动量（20—42 分） 32 40.00 27 35.53 59 37.82 

小运动量（≤19 分） 31 38.75 34 44.74 65 41.67 

 

3.1.3 实验分组 

表 5 实验分组表（N=60） 

 实验组 对照组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大运动量（＞42 分） 5 5 5 5 

  中运动量（20—42 分） 5 5 5 5 

小运动量（≤19 分） 5 5 5 5 

总数 15 15 15 15 

用学生体育活动等级来进行分组，各组学生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除了干预活动之外，不会

因为学生课后体育活动量不同给实验结果造成误差，实验结果更加可信。不仅如此，两个月的干

预实验，对于不同体育活动量的学生的影响，他们各自产生的变化也不相同，运用这种方式分组，

可有效避免极端现象的产生，以及异常值的出现，使本次实验更加严谨。 

3.2 身体形态测试结果及分析 

表 6 男生 BMI 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kg/m2） 标准差（kg/m2）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18.88 0.98 
0.366 

对照组 19.17 0.76 

实验组 
实验前 18.88 0.98 

0.035* 
实验后  18.11 2.12 

对照组 
实验前 19.17 0.76 

0.045* 
实验后 18.47 1.12 

实验组 实验后 18.11 2.12 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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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女生 BMI 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kg/m2） 标准差（kg/m2）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20.2 1.34 
0.451 

对照组 19.8 1.52 

实验组 
实验前 20.2 1.34 

0.033* 
实验后 18.21 2.16 

对照组 
实验前 19.8 1.52 

0.042* 
实验后 18.26 1.3 

实验组 
实验后 

18.21 2.16 
0.652 

对照组 18.26 1.3 

3.3 身体机能测试结果及分析 

3.3.1 男生身体机能测试结果及分析 

表 8 男生肺活量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ml） 标准差（ml）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3387.33 257.79 
0.94 

对照组 3393.73 200.83 

实验组 
实验前 3387.33 257.79 

0.027* 
实验后 3631.45 241.65 

对照组 
实验前 3393.73 200.83 

0.046* 
实验后 3529.85 300.71 

实验组 
实验后 

3631.45 241.65 
0.021* 

对照组 3529.85 300.71 

3.3.2 女生身体机能测试结果及分析 

表 9 女生肺活量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ml） 标准差（ml）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2765.73 147.62 
0.108 

对照组 2873.67 203.84 

实验组 
实验前 2765.73 147.62 

0.015* 
实验后 3109.57 218.11 

对照组 
实验前 2873.67 203.84 

0.057 
实验后 2967.85 217.45 

实验组 
实验后 

3109.57 218.11 
0.049* 

对照组 2967.85 2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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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身体素质测试结果及分析 

3.4.1 男生身体素质测试结果及分析 

表 10 男生 50 米跑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s） 标准差（s）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8.2 0.31 
0.099 

对照组 7.97 0.41 

实验组 
实验前 8.2 0.31 

0.012* 
实验后 7.32 0.15 

对照组 
实验前 7.97 0.41 

0.462 
实验后 7.81 0.84 

实验组 
实验后 

7.32 0.15 
0.016* 

对照组 7.81 0.84 

 

3.4.2 女生身体素质测试结果及分析 

表 11 女生 50 米跑测试结果一览表 

组别 实验前后 平均值（s） 标准差（s） p 值 

实验组 
实验前 

9.28 0.44 
0.324 

对照组 9.13 0.39 

实验组 
实验前 9.28 0.44 

0.028* 
实验后 8.46 0.48 

对照组 
实验前 9.13 0.39 

0.103 
实验后 8.87 0.54 

实验组 
实验后 

8.46 0.48 
0.037* 

对照组 8.87 0.54 

4 研究结果： 

(1)在实验前，爬行运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测试结果相比，各项指标均无

显著差异（P＞0.05），实验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相同。 

(2)在实验后，实验组男生除坐位体前屈外，各项指标测试成绩均有显著提升，前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女生除坐位体前屈外，各项指标测试成绩均有显著提升，前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在实验后，对照组男生除 50 米跑、坐位体前屈外，其余各项指标成绩均有显著提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女生除 50 米跑、坐位体前屈外，其余各项成绩较实验前



 

412 

均有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在实验后，实验组男生除坐位体前屈和 BMI 外，其余各项指标成绩均好于对照组男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女生，除坐位体前屈和 BMI 外，其余各项指标测试成绩

均好于对照组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5 研究结论  

经过 8 周的爬行实验干预，实验组与对照组安排的运动都能有效控制学生体重，改善身体形

态。但实验组男女生在身体机能、身体素质（除柔韧素质外）方面有显著提高且效果好于对照组，

表明爬行运动对高中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6 建议 

(1) 爬行运动对提升上下肢、核心力量和耐力素质以及肺活量效果显著，体育教师应充分利

用这一特质，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帮助学生体质获得有效提升。 

(2) 爬行运动对自 身力量和耐力素质要求较高，在锻炼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产生运动

损伤；女生以及力量不足者可在前一阶段安排基础力量训练。 

(3) 爬行运动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好热身活动，防止损伤；可作为课堂游戏，亦

可作为一项体（功）能训练，以达到更好地锻炼效果。 

(4) 爬行运动简单易学、危险性低、可操作性强、效果显著，适宜进行普及或补充，能够丰

富学生锻炼形式，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增加练习趣味性，让学生在欢声笑语中提升体质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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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策略研究 

桑云鹏 

（常熟理工学院） 

摘要：非智力因素的激发与启动，是促进学生身体健康与智力发育的动力。本文围绕苏州市

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智力因素中的学习动机、体育情感、体育意志、兴趣爱好、运动信心、运动

焦虑、体育责任感共 7 个维度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在性别、年级、城乡

区域三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并结合苏州市体育教学现状，提出发展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

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苏州市；体育教学；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又称非认知因素，它最初的研究源于心理学领域。1935 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历

山大（W.P.Alexander）初步提及“非智力因素”，强调学生学习效果的低下或者失败并不能完全

归咎于智力与能力，还受除此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并将其归结为“非智力因素”[1]。此后心理

学家韦克斯勒（D.Wechsler）再次对其作出定义，将“非智力因素”概括为除智力因素外的所有

因素，狭义上是指学生学习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在体育教学过程中，非智力因素作为动力

调节系统，与智力因素相互协同，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成效产生直接影响
[2]。 

1 非智力因素与体育教学的关系辨析 

我国教学中对非智力因素的重视自古代已有缩影，如战国荀子《劝学》中所言“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对学习意志力、坚韧品质的秉承。宋代王安石《伤仲永》中对先天智力的肯定，与对

后天学习和教育重要性的强调。体育教学作为特殊的认知活动，学生身体是根本，智力为保障。

体育运动技能的全面掌握，是在运动需求、意志、情感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达成的协调

效果。非智力因素的加强对不同智能水平中学生的体育教学效果具有直接的强化作用。中学生处

于青春期，在认知水平、性格倾向等方面波动较大，极易受外界影响，加之肩负体育中考的重任，

对高质量体育教学的需求更迫切。故而本文以非智力因素理论为依据，参考学者李秉德编著的《教

学论》一书中对非认知因素（非智力因素）的阐述及定义
[3]，设计《苏州市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

智力因素调查问卷表》，罗列《苏州市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智力因素访谈提纲》，剖析苏州市中学

生在体育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现状。 

2 苏州市中学体育教学下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水平分析     

2.1 体育责任感苏州市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总体水平分析 

对苏州市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总体水平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1。学生非智力因素上的发展参

差不齐。在“体育责任感”方面占高等水平的人数最多，占比 50.50%，学生对于个人体育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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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程度较高，对班集体或者学校体育荣誉也比较看重。其次是在“兴趣爱好”维度上，42.79%

的学生对体育学习持有较高的兴趣，并且对新鲜的体育知识比较渴望。再次是在“体育情感”维

度上，33.56%的学生在体育参与方面的热情程度维持在高水平上。学生各非智力因素在高水平区

间（运动焦虑为低水平）的排布依次是：体育责任感＞兴趣爱好＞体育情感＞运动焦虑＞体育意

志＞学习动机＞运动信心。 

2.3 苏州市中学生非智力单个因素水平分析 

对单个因素水平上分析，结果如表 2.1。学习动机：仅有 20.47%的学生保持较高水平的体育

学习动机，大部分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处于中低等水平，学生无动机或低动机是导致体育学习效

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4]；体育情感：有 33.56%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愉悦感与满足感，并

能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与学习。50%的学生没有明确的体育情感倾向，这也表明该部分学生的体育

情感不稳定，在正确的引导下可能会对体育学习产生喜爱与依赖，在误导或者其他因素干扰下也

有可能对体育学习产生厌恶与排斥。此外还有 16.44%的学生表示不喜欢体育学习或体育课程。体

育意志：26.01%的学生表示在完成运动目标上的意志力非常坚定，并能在体育学习过程中持久保

持。51.51%的学生对体育学习的意志力处于中等水平，22.48%的学生体育意志力处于低等水平，

遇到困难时不能继续完成学习；兴趣爱好：42.79%的学生将体育学习当成一项兴趣爱好，体验到

体育学习的乐趣感。运动信心：仅有 17.11%的学生有高水平的信心，对自身运动能力比较自信。

有 50.34%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体育学习方面能力一般，信心中等。32.55%的学生运动信心不足，处

于较低水平；运动焦虑：14.09%的学生在体育教学中遇到困难时会很焦虑，有 50.34%的学生处于

中等焦虑水平，这也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在体育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会产生焦虑的状态，对体育

学习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32.55%的同学处于低焦虑水平，可以努力克服困难。体育责任感：仅

有 8.73%的学生体育责任感较低，说明苏州市中学生整体的体育责任感比较可观。 

表 2.1 苏州市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总体水平（N=596） 

Tab2.1 Overall level of non intelligence factor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uzhou 

非智力因素 分数/等级 人数（个） 百分比（%） 

学习动机 

80-100  （高） 122 20.47 

60-79   （中） 248 41.61 

＜60    （低） 226 37.92 

体育情感 

80-100  （高） 200 33.56 

60-79   （中） 298 50.0 

＜60    （低） 98 16.44 

体育意志 

80-100  （高） 155 26.01 

60-79   （中） 307 51.51 

＜60    （低） 134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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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智力因素 分数/等级 人数（个） 百分比（%） 

兴趣爱好 

80-100  （高） 255 42.79 

60-79   （中） 234 39.26 

＜60    （低） 107 17.95 

运动信心 

80-100  （高） 102 17.11 

60-79   （中） 300 50.34 

＜60    （低） 194 32.55 

运动焦虑 

80-100  （高） 84 14.09 

60-79   （中） 318 53.36 

＜60    （低） 194 32.55 

体育责任感 

80-100  （高） 301 50.50 

60-79   （中） 243 40.77 

＜60    （低） 52 8.73 

3 苏州市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1 不同性别特征的差异分析  

性别差异对体育运动造成的影响在青春期格外显著，身心特征的不同，造成两性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的个性特质、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差异。对苏州市不同性别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性别差异会导致中学生非智力因素在部分维度上发展程度不同，主要表现在学习

动机、运动信心、体育意志以及运动焦虑方面。在“体育意志”与“运动焦虑”两个维度上，男

女生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生体育意志明显高于女生，但运动焦虑明显低于女生，这可能

与男女生身体机能、心理特点有关，男生身心素质较强，性格比较外向，可承受更高的运动强度，

但活跃的性格也更易导致运动情绪的不稳定。女生性格相对内敛，对运动强度反应更敏感，但对

消极情绪的处理与调整比较缓和。其次在“学习动机”与“运动信心”上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P

＜0.01），女生的体育学习动机高于男生，积极参与体育学习的态度与动机更明显。在运动信心上

略低于男生，可能是由于男生身体条件的优势，面对体育学习中产生的困难更加从容，对自身运

动能力更自信。在体育情感、兴趣爱好、体育责任感方面，男女生非智力因素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表 3.1 不同性别非智力因素水平的差异表（N=596） 

Tab3.1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non intelligence factor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非智力因素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显著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学习动机 16.53 2.03 17.82 1.70 -3.06 0.003 ** 

体育情感 14.53 1.86 15.14 1.84 3.83 0.101  

体育意志 16.22 2.09 15.05 1.92 -2.07 0.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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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智力因素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显著 

兴趣爱好 17.13 3.32 17.03 2.77 -1.04 0.291 ** 

运动信心 15.14 2.22 14.47 2.07 2.58 0.010  

运动焦虑 13.60 2.98 14.96 2.56 1.97 0.028 * 

体育责任感 14.59 1.74 15.14 1.85 -0.50 0.650  

注：*代表显著差异，**代表比较显著差异 

3.2 不同年级阶段的差异分析 

年级的递进也意味着学生年龄与知识储存量的增长，在“学习动机”、“运动焦虑”方面不同

年级学生呈现显著差异（P＜0.05）。在学习动机上，七年级以掌握动作与习得基本技能为主要体

育教学目标，学生运动感知力较差，对体育学习的动机不清晰。八年级以强化专项与发展特长为

主要教学目标，学生拥有一定的运动技能基础，对体育学习的重视程度提高，动机更明显
[5]。九

年级学生面临体育中考，在应试压力下，必须加强体育学习，因此有更强烈的学习动机参与到体

育教学中。在运动焦虑方面，七年级学生运动基础较差，运动技能掌握较少，身心发育不成熟，

对于体育学习中的困难更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八年级学生心智发育渐趋成熟，心理调节能力更

加完善，运动焦虑降低。九年级学生面对应试压力，在情绪上比较敏感，反而更容易受到外界因

素的干扰，运动焦虑程度更高。 

在“体育意志”和“运动信心”方面不同年级学生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主要表现为

年级越高，体育参与的意志力越强，运动信心更足，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及运动水平的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在运动的持久性上更长久，参与一项运动更自信。在参与情感、兴趣爱好、

体育责任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6]。 

表 3.2 不同年级非智力因素水平的差异表（N=596） 

Tab3.2 Differences of non intelligence factors in different grades 

非智力因素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F 值 P 值 显著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学习动机 15.46 1.56 16.08 1.80 16.91 0.91 4.36 0.036 * 

参与情感 14.32 1.47 14.79 1.52 15.88 1.33 1.25 0.722  

体育意志 15.64 2.49 15.79 1.66 16.12 1.76 3.17 0.035 * 

兴趣爱好 16.51 1.95 16.92 2.03 17.17 1.64 0.68 0.241  

运动信心 14.66 1.44 15.68 2.18 15.04 1.90 3.09 0.041 * 

运动焦虑 15.39 1.97 14.97 1.86 14.06 1.69 4.29 0.029 * 

体育责任感 15.08 2.74 15.21 2.36 15.43 2.11 0.59 0.678  

注：*代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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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乡地域差异分析 

城乡体育教学环境的差异，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中重视的议题。在“体育意志”与“体育责

任感”方面，城市与乡镇中学生呈现出明显差异（P＜0.01），乡镇中学生体育意志力高于城市中

学生，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城市中学生家庭环境较优越一些，在物质条件上比较丰富，

受挫能力与心理承受能力稍弱一些。在运动信心方面，城市中学生自信心较乡镇中学生更足一些。

在体育责任感上，乡镇中学生更愿意为班集体争取荣誉而奋斗。 

在“兴趣爱好”方面，城市与乡镇中学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P＜0.05），主要表现为，

城市中学生在体育学习的兴趣爱好方面更广泛一些，可能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城市体育设施与场

所比较齐全，学生可以更直接的广泛参与到各种运动项目中
[7]。在学习动机、参与情感、运动信

心与运动焦虑方面没有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表 3.3 城乡非智力因素水平的差异表（N=596） 

Tab3.3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non intelligence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非智力因素 城市 乡镇 T 值 P 值 显著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学习动机 16.60 1.88 16.82 1.69 1.96 0.003  

体育情感 14.52 1.76 14.96 1.74 2.73 0.311  

体育意志 14.09 1.95 15.45 1.82 -3.07 0.007 * 

兴趣爱好 16.57 2.08 15.03 2.77 -2.34 0.041 ** 

运动信心 14.99 2.31 14.78 1.88 1.68 0.203  

运动焦虑 15.30 2.17 14.76 1.54 1.79 0.128  

体育责任感 14.23 1.94 15.44 1.66 -2.50 0.006 * 

4 苏州市体育教学下中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提升的措施 

4.1 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与智力因素联动作用 

苏州市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总体水平显示，中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爱好比较强烈，对体育

学习的责任感很强。其他维度，除运动焦虑外，在高水平区间的学生比例都是最少的，其次是中

等水平区间的学生，说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需要加强培养。学生学业成绩的高低，不可能仅由智

商决定，《伤仲永》既是典型的案例，人的性格、意志、信念的培养是激发智力水平正常发挥的前

提。非认知因素的培养，是对体育教育教学成就提升的重要保障，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得到更

全面的教育具有现实意义。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学习态度、体育情感，

避免以智力水平评判学生学习能力的误区，处理好与智力因素的关系，相辅相成，促进学生体育

学习
[8]。 

4.2 促进良好的运动体验，激发体育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非智力因素”核心，在学生体育学习与教师体育教学过程中担任了多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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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刺激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动力泵”，又是支配体育学习的“控制中心”，更是影响体育教学

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9]。著名的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指出“教师要有超前引导的意识，

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动力，切勿等待学生产生动机后再进行学习”。根据苏州市中学生非智

力因素水平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20.47%的学生保持较高水平的体育学习动机，且在对学生体育

学习动机进行调查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体育学习动机为“应付考试，迫于压力”，这说明

学生体育学习的内发性和自发性行为远远不够，没有体育学习动机的驱动，就不可能产生体育学

习的需求、兴趣、渴望、冲动等一系列学习行为。 

根据不同年级体育学习动机的调查结果，针对性教学。对七年级学生要注重衔接与引导，深

度了解学生原有体育经验以及科学预测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体育目标。对八

年级学生要激发与鼓励，青春期学生心理比较敏感，体育成就感较低，容易受挫，循序渐进的教

学，尽量避免学生失败的运动体验
[10]。对九年级学生要注重疏导与分析，九年级学生面临体育中

考的压力，在体育教学中要及时与其沟通，指导他们提升体育成绩的正确方法，避免拔苗助长，

体育损伤。 

4.3 增强运动信心，提高体育志向水平 

没有高质量志向水平的引导，就很难产生体育学习的目的、目标、意志等信念支撑。激发学

生体育学习动机，是体育教学首要攻克的任务与难题。对学生理想水平的提高是树立正确体育价

值观的前提与保障
[11]。一是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运动兴趣养成，遵循运动技能形成规律，根据性别、

年龄、教育环境的差异，有的放矢进行教学，树立学生运动信心。二是进行目的性教育、主题性

教育，培养学生“终身体育”、“健康体育”的观念形成，在体育教学中直接或间接的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的生成，使学生真正领悟到体育学习的目的与意义，能做到主动将学习动机进行升华，与

社会和谐、国家建设相关联，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并能以积极的心态投身到体育学习中。 

4.4 创新体育教学内容，强化学生体育学习意志力 

教学内容新颖性和创新性是保持学生持久注意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学校可根据自身条件适当

开设特色课程、新兴体育项目，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要公平对待，注意挖掘学生运动潜力，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学习。注意体育教学的新颖与创新，加强学生体育学习的注意力，引起学生

探究倾向，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和新鲜感
[12]。采用多样化，灵活化的体育教学组织形式，比如分组

教学、兴趣教学、游戏教学等形式，优化教学效果。其次，在体育教学内容中循序渐进的增加训

练量，结合学生个体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适当添加体育竞赛、趣味比赛的环节，

锻炼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独立解决体育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体育学习意志力与持久性。 

5 小结 

我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优质的体育教学不单

纯是对学生智力水平的提高，更要注重对非智力水平的引导与完善。非智力因素是牵动教师体育

教学与学生体育学习的桥梁，优质的体育学习动机、饱满的体育情感、充足的运动信心都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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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体育学习效果的基石。故而，在体育教学中充分建设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结构，对中学生

体育课堂效率、体育学习效果、体育中考应试等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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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法干预苏州市多发性硬化患者步态障碍 

的系统性综述 

孔翎宇   孟令越   孟  昕   周汶龙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 MT）是对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MS）患

者的一种独特的干预方法，可以加速其功能恢复。MT 已被证明可以在短期内改善 MS 患者的步

态障碍，同时，其作为 MS 患者步态康复的长期干预措施的治疗效果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本

综述旨在梳理 MT 干预对 MS 患者步态障碍的影响的科学证据。通过检索学术数据库，以“音乐

疗法”、“多发性硬化症”和“步态”等为关键词进行了系统回顾。共确定了 405 篇符合条件的文

章，在应用纳入和排除标准后，最终纳入了 12 项研究。结果显示，所有 MS 患者都接受了一段时

间的不同策略的 MT 干预。研究人员分析了他们在干预前后的步态表现变化，10 项研究证实，MS

患者进行 MT 干预后，他们的步态障碍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一些研究还支持 MT 干预对 MS 患者

的身体疲劳状态、下肢力量和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由于以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MT 对 MS 患

者步态表现的即时反馈上，本文填补了 MT 对 MS 患者步态表现长期干预的空白，为临床医生提

供了更多的参考。本文发现，MT 可能是一种有助于改善 MS 患者步态障碍的干预方法。 

1. 前言 

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是一种自身免疫介导的炎症性脱髓鞘疾病，以脱髓

鞘和轴突丧失为特征，导致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不同部位受到影响

[1，2]。MS 在全世界的发病率估计为 280 万，是成年人进行性神经残疾的主要原因[1，2]。MS

患者通常出现多样化的临床表现，常见的症状包括视力下降、复视、肢体感觉障碍、共济失调和

肢体运动障碍，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苏州地区 MS 患者以女性多见，发病高

峰年龄在 25-50 岁，以感染和发热为主要症状，病变部位以脊髓和视神经为主 [4]。 

步态障碍是多发性硬化症中最常见的运动障碍，也是 MS 患者的残疾原因之一。苏州的 MS

患者中，约有 30.3%存在运动障碍， 12.1%存在下肢共济失调，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4]。

MS 患者运动计划区的皮质激活增加，通常显示出比健康人更高的步态速度平均变异性、更短的

步幅、更慢的自选步态速度和更高的步幅[5-7]。由于皮质脊髓束轴突缺失，以及运动网络灰质体

积病变[8]，MS 患者的步态稳定性会逐渐下降。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诊断后 20 年还能保

留正常行走能力，其他的人可能出现行动障碍甚至下肢残疾[9]。及时、适当的干预可以减少残疾

的发生，延缓疾病的发展，促进患者的预后[10]。在以往的研究中，对 MS 患者慢性期的临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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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主要以减少复发、控制症状、延缓残疾进展为目的[11，12]。大多数使用剂量的激素、传统的

免疫抑制剂或改变病情的治疗，患者仍处于机会性感染的高风险中[11，12]。因此，寻找一种有

效的、低成本的干预方法来改善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 

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 MT）以旋律和节奏为治疗媒介，通过多感官刺激达到治疗目的

[13]。在 MT 干预中使用了几种策略，常见的策略如有节奏的听觉策略，对改善参与者的运动功

能有明确的积极作用[14]。此外，它还可以调整参与者的情绪，增强认知功能，纠正日常行为，

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前的研究表明，与无声条件相比，由 MT 或基于音乐产生的夹带可以影

响参与者的步态时空参数[15，16]。在完成一个基于音乐的生物反馈步态再训练项目后，参与者

的下肢垂直瞬时负荷率降低，他们的步态模式得到了优化[17]。 

由于 MT 可以改变步态时空参数，它已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干预方法用于治疗神经病理学引起的

步态障碍[18，19]。一些学者应用 MT 来改善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MS 患者在接受短时间的 MT

后表现出更好的协调性[20]。然而，由于受损神经系统的修复和运动模式的重建都需要一个时期，

特别是运动模式的重建需要持续的运动信号刺激输入，所以 MT 对 MS 患者步态表现的即时反馈效

果只能代表短暂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反映确切的治疗效果。即使 MT 在改善 MS 患者身体功能方面

的潜力已经在之前的文献中得到初步验证[21，22]，但长期的 MT 干预是否能产生与即时反馈相同

的积极疗效仍不清楚[23-26]，这在循证医学层面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旨在总结 MT 干

预对 MS 患者步态障碍的影响，为未来苏州市开展 MS 患者治疗提供更多理论参考。  

2. 材料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和搜索策略 

本研究对英文学术数据库，如 Cochrane、CINAHL、PubMed、PubMed Central、SciELO、

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EBSCO、MEDLINE 和 PROQUEST 进行了检索，检索范围为建

库到 2022 年 10 月。检索中使用了以下关键词：“音乐”、“音乐疗法”、“多发性硬化”、“步

态”和“行走”。对所选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了人工筛选，以确定其他符合条件的研究。 

2.2 研究选择和数据提取 

我们在选择文章时采用了以下纳入标准。(i) 参与者是 MS 患者；(ii) 调查了 MT 干预的效

果；(iii) MT 干预的时间不短于 1 周；(iv) 主要结果是步态的改善。排除标准如下。(i)研究与

MS 或 MT 无关；(ii)综述、病例报告、评论、信件和动物研究；(iii)研究结果没有报告、不完整

或与 MS 患者的运动症状无关；(iv)研究不是以英语发表。两名研究员在阅读了标题和摘要后排

除了不相关的文章（孔翎宇和孟令越），并进行了全文评估以最终纳入。研究员可以通过达成共识

来解决纳入文献时的分歧。如有必要，会综合第三位研究员（孟昕）的意见来解决分歧。纳入文

献的一般情况见表 1。 

2.3 质量和偏倚风险评估 

由于我们纳入了多个研究设计，所以使用了各种质量评估工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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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评审员（孔翎宇，孟令越）独立评估。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RCT）

的方法学质量是用 PEDro 量表评估的[28]。对非随机对照试验（non-RCT）采用“非随机研究中

的偏倚风险”（Risk of Bias In Non-randomized Studies of Interventions， ROBINS-I）[29]，对

病例系列研究（Case series study，CSS）采用 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检查表评估。

两位审稿人之间的分歧通过商议后进行决定[30]。 

3. 结果 

3.1 数据提取 

使用关键词在多个数据库中共找到 405 篇文章。在这 405 篇文章中，28 篇来自 Cochrane，17

篇来自 CINAHL，36 篇来自 PubMed，7 篇来自 PubMed Central，11 篇来自 SciELO，7 篇来自

ScienceDirect，59 篇来自 Web of Science，5 篇来自 EBSCO，95 篇来自 MEDLINE，138 篇来自

PROQUEST，还有 2 篇来自手工搜索。168 篇重复的文章被删除。在剩下的 237 篇文章中，根据

标题、摘要和应用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删除 220 篇文章。对剩下的论文进行了审查，在 17 篇文

章中，有 5 篇文章的研究不是干预，而是 MT 的即时反馈。经过质量鉴定，选出 12 篇论文，包

括 6 篇 RCT，3 篇非 RCT，和 2 篇 CSS。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3.2. 研究特点 

本系统回顾所包括的研究的描述性分析详见表 1。研究的参与者总人数为 429 人（332 名女

性和 97 名男性），其中 253 人接受 MT 干预，176 人只接受常规护理或常规干预。不同研究中参

与者的样本量从 5 到 34 人不等。所有的参与者都被诊断为 MS，年龄在 29 至 70 岁之间。所有文

章都对 MT 干预后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对比了与常规干预或无干预的疗效差异。所有的研究都提

示没有不良事件发生。 

我们根据 MT 干预的策略对 12 项研究进行了分类：有节奏的听觉策略和舞蹈策略。在这 12

项研究中，7 项研究是有节奏的听觉策略，5 项研究是舞蹈策略[43]。大多数研究将 MT 干预的

效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31，33-35，37-42]，但很少有研究没有与对照组进行比较[32，36]。MT

干预的时间在不同的研究中显示出差异性。大多数疗程在 17-30 分钟之间，通常每周 3-7 次，持

续 3-8 周[31，33-35，37，38，42]，有些疗程持续 60 分钟以上，通常每周 2-3 次，持续 4-16 周

[32，36，39，40，41]。 

3.3 偏倚的风险 

七篇 RCT[31，33-35，37-39]使用 PEDro 评分进行了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参与者和治

疗者的盲法领域，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出高的偏倚风险，而在关键结果中对所有评估者的盲法方面，

只有一项研究显示出低的偏倚风险。三项非 RCT[40-42]使用 ROBINS-I 进行了评估，所有的研

究都显示出低偏倚风险。两项 CSS[32，36]使用 JBI 评估，其中一项在结果或明确报告的病例随

访结果中显示出高风险的偏倚。 

3.4 MT 干预措施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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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节奏听觉策略 

节奏听觉策略是 MT 中常用的，它使用听觉节奏提示来促进步态同步[14]。Conklyn 等进行了

一项研究，样本由 10 名 MS 患者组成，他们被随机分为 2 组，分别接受有或没有节奏听觉刺激

（Rhythmic auditory stimulation， RAS）的步态训练[31]。在接受 RAS 两周后，MS 患者在两侧

下肢的双支撑时间百分比和左侧下肢的双支撑时间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改善。尽管两组中其他步态参

数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但干预组没有出现负面的变化，而对照组的变化则更加不稳定。 

Seebacher 等提出使用运动想象（Motor imagery， MI）与 RAS 相结合来治疗 MS 患者的步

态障碍[33]。他们招募了 20 名 MS 患者，分别接受音乐或节拍器控制的 MI 干预，另有 10 名 MS

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四周的干预后，两个干预组的步行速度、运动距离和疲劳状态均有改善，而

对照组的的步行速度则出现了恶化。 

Seebacher 等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并招募了 34 名 MS 患者，分别接受音乐提示的 MI 干预

和节拍器提示的 MI 干预，而 33 名 MS 患者则接受常规护理作为对照[34]。他们发现，与基线相

比，两组干预者的步行速度、运动距离、疲劳状态和生活质量在 4 周的随访中都有所改善。 

Shahraki 等招募了 18 名 MS 患者，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有或没有 MT 干预的两个步态训练

组，为期 3 周[35]。有 MT 干预的步态训练组显示出步长增加、步幅减少、和步速增加在前后测

试的平均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而对照组没有这种变化。此外，与基线相比，除了干预组的双支

撑时间外，步态相关参数的后续表现也明显优于另一组。 

Seebacher 等招募了 5 名接受音乐和口头提示的 MI（music- and verbally cued MI， MVMI）

和 5 名接受音乐提示的 MI（music-cued MI， MMI）的 MS 患者，还有 5 名接受 MI 的 MS 患者

作为对照，比较 4 周内的干预效果差异[37]。他们发现，所有组都观察到步行速度和运动距离的

改善，基于 MT 的干预组的运动距离改善最大。所有组都观察到了疲劳状态的改善，所有组的生

活质量都有改善或至少保持稳定。 

Seebacher 等扩大了样本量，招募了 19 和 20 名接受 MVMI 或 MMI 干预的 MS 患者，还有

20 名接受 MI 的 MS 患者作为对照[38]。从基线到干预后，三个组都明显改善了步行速度和运动

距离。两个干预组在步态治疗的效果上均优于 MI。此外，疲劳状态和生活质量仅在有音乐提示的

干预组中有明显改善，MVMI 组的提升最为明显。 

Maggio 等比较了 10 名在步态训练中接受 RAS 和视觉反馈的 MS 患者和 10 名只单独练习步

态训练的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差异，为期 8 周[42]。干预后，那些接受 RAS 的 MS 患者在步行速

度和平衡功能的前后比较中显示出明显的改善。此外，生活质量感知，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都

有积极的变化。 

3.4.2 舞蹈策略 

舞蹈策略是 MT 干预的方法之一，例如从身体放松到自由姿势或结构化的节奏或舞蹈序列的

节奏-动作关联[14]。Mandelbaum 等人对 8 名 MS 患者进行了结构化舞蹈干预，要求他们在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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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舞曲中练习 4 周[32]。观察到平衡和步行功能的统计显著改善。MS 患者没有报告任何疲劳或

不耐受的问题，进一步支持了舞蹈策略概念在 MT 中的可行性。 

Scheidler 等人测试了 9 个 MS 患者接受芭蕾舞训练的效果，所有人都接受了每节课一小时的

训练，并在 16 周的时间里每周会面两次。身体左右两侧的单侧平滑度指数有所改善（Cohen’s 

d=0.87）。 

Young 等人评估了与瑜伽和健康教育相比较，音乐伴奏的多种舞蹈训练的效果[39]。干预 12 周

后，与其他组相比，干预组在步态表现和疲劳减少趋势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且效果大小适中。 

Van Geel 等人调查了 MS 患者舞蹈训练和艺术干预计划之间的治疗效果差异差异[40]。他们

的结果显示，十周干预后，与基线相比，两组的运动距离和平衡能力均无显著改善。只有干预组

的下肢力量明显改善。 

Ng 等人对一个由 13 个 MS 患者组成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其中 7 人接受了为期 6 周的舞蹈干

预，而其他人则没有[41]。根据研究结果，舞蹈可以提供轻度至中度的运动强度，接受舞蹈的 MS

患者在 QoL 和疲劳方面取得了更好的结果，但在步态表现和平衡方面没有明显改善，其他 MS 患

者也没有出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 

4. 讨论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身体活动方式，正常的步态表现来自于感觉-运动-中枢系统的复杂互动，

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实时反馈控制不同的肌肉群。人们普遍认为，神经损伤患者需要持续的感觉输

入和长时间的重复训练来重新建立有规律的步态模式[44]。Charalambous 等发现，即使是健康的

成年人，在短时间的步态训练后的 1 天或 7 天内，也并没有保留训练时正确步行动作的记忆，表

明他们重新学习动作的能力没有得到改善[45]。因此，仅靠 MT 的一次短暂的即时反馈不能真正

纠正 MS 患者的步态障碍，需要长时间的干预才能实现。 

选择一个合适的 MT 干预策略对于改善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至关重要。在本系统综述中，学

者们使用 MT 的有节奏的听觉策略和舞蹈策略来改善这些患者的步态。节奏性听觉策略使用定期

定时的外部听觉刺激来训练 MS 患者的步态。在我们所包括的大多数研究中，学者们采用这种策

略来改善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些重复的外部定时听觉提示可以通过网状脊髓通路增加脊柱运

动神经元的兴奋性，从而减少下肢肌肉在步态过程中对某一运动指令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23]，

逐步引起下肢肌肉的激活，最终诱发有规律的步态。此外，MT 立即反馈给 MS 患者的效果也与

长时间干预的反应不一致。当 MS 患者以 2%的增量在 0-10%的节奏下行走较短的 3 分钟时，他们

的步态与节拍器的同步性比与音乐的同步性好，但当行走 12 分钟的相关时间时，他们的步态与

音乐的同步性比与节拍器的同步性好[47，48] 。这些研究显示，在对 MS 患者进行步态训练时，

选择音乐作为听觉刺激更适合进行长时间的联动。因此，当这些研究使用有节奏的听觉策略时，

他们不仅强调节奏，而且还限定了音乐的特点。他们使用具有悦耳旋律和和谐的激励性器乐，以

帮助听觉-运动耦合发生长时间的步态同步，使步骤和节拍在时间上变得锁定和一致[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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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策略是 MT 干预的一种选择，需要个人关注在空间和时间上协调的动作[32]，引导参与

者在音乐中完成舞蹈动作以达到治疗目的。这种策略既能促进参与者的运动功能，又能促进认知

功能[50]，从循证医学层面上看，除 MS 外，其对步态表现的影响在大多数神经系统疾病中都得

到了证实[51，52]。在纳入的使用舞蹈策略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报告说它对 MS 患者的步态表

现有积极影响。舞蹈策略中涉及的任务将产生功能上的挑战，舞蹈训练中大量的动作叙述可能作

为持续刺激复杂运动学习的主要驱动力。这可能会导致运动技能的掌握，加强 MS 患者在完成相

关舞蹈动作时的记忆，并保持训练所诱发的正确行动模式。此外，步态是一项需要以全身协调的

方式完成的任务。上肢运动的改变，如平均肘关节屈曲度的增加和肘关节屈伸幅度的减少，可以

被认为是造成 MS 患者步态紊乱的原因之一。由于舞蹈是一种全身运动，它可以通过提高上肢的

活动能力来改善全身的协调性，这对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也有潜在的积极影响。然而，一些研究

报告说，MS 患者在接受舞蹈策略后，步行功能没有明显变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策略的

训练强度对一些 MS 患者来说是不够的[40]。今后临床医生在使用舞蹈策略训练 MS 患者时，应

根据 MS 患者的身体状况适当增加强度。 

除了步态障碍外，平衡功能不稳定和下肢肌肉无力也会对 MS 患者的步态表现产生负面影

响，增加其跌倒风险，严重影响其日常活动和生活质量[53]。因此，一些研究额外分析了 MT 干

预对 MS 患者的平衡功能、下肢肌力、疲劳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除了少数研究认为干预后 MS

患者的平衡功能没有改善外，其他研究都表明 MT 干预对所有这些指标都有积极影响。一般认为，

MT 干预可以加强 MS 患者的本体感觉功能[36，40]，改善他们的下肢神经肌肉控制。这种变化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步态，优化他们在应对外部干扰时选择平衡功能策略的效率，从而

有效改善姿势平衡功能。此外，MT 已经显示出通过音乐联想引起积极情绪的能力，可以在训练

过程中产生激励性的情绪和随后的身体放松，并最终导致其对减少疲劳状态的感知效果[54]。随

着身体功能的加强，瘫痪病人的运动耐力逐渐增强，从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能够适

当地参与各种日常事务。 

5. 结论与展望 

本系统综述的分析显示，MT 干预在改善 MS 患者步态障碍上具有强大的临床潜力。根据现

有研究，利用 MT 改善 MS 患者的步态主要是通过两种策略实现的，即有节奏听觉策略，和舞蹈

策略。目前苏州市已有大量的医院将 MT 作为减轻患者疼痛、焦虑状态的干预方式，对各类患者

的精神状态均产生了正面影响。基于本综述结论，未来苏州市可将 MT 作为提升 MS 患者步行状

态的辅助干预手段，对其日常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实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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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 

作者，年份 受试者 

受试者，年龄 

平均值（标准差）/ 

平均值[95%置信区间]/ 

最大值-最小值 

实验 

设计 
干预方式 干预时间 结局指标 

Conklyn 等
2010 [31] 

N=10 

EG=5 

(3F/2M) 

CG=5 

(4F/1M) 

EG=47.0 (10.5) 

CG=50.2 (5.5) 
RCT 

EG：家庭步行训练训练 

配合节奏性听觉刺激 

CG：无（前两周） 

家庭步行训练计划 

配合节奏性听觉刺激（后两周） 

20 分钟，7 次/周 

共 4 周 

步行功能 

步态分析 

Mandelbaum

等 2015 [32] 

N=8 

(5F/3M) 
49.5 (12.7) CST 循序渐进的舞蹈训练 

60 分钟课程，2 次/周 

30 分钟训练，1 次/周 

共 4 周 

步行功能 

平衡功能能力 

Seebacher 等
2015 [33] 

N=30 

EG1=10 

(10F/0M) 

EG2=10 (7F/3M) 

CG=10 (5F/5M) 

EG1=47.3 [38.4 56.2] 

EG2=41.8 [34.8 48.8] 

CG=46.1 [39.8 52.5] 

RCT 

EG1：音乐线索-运动想象训练 

EG2：节奏线索-运动想象训练 

对照组：健康状况查询 

EG1：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EG2：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CG:无 

步行功能 

疲劳状态状态 

Seebacher 等
2017 [34] 

N=112 

EG1=34 

(25F/9M) 

EG2=34 

(29F/5M) 

CG=44 (31F/2M) 

EG1=43.8 [39.5 42.1] 

EG2=45.4 [41 49.8] 

CG=43.1 [39.1 47.1] 

RCT 

EG1：音乐线索-运动想象训练 

EG2：节奏线索-运动想象训练 

CG：健康宣教 

EG1：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EG2：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CG：1 次/周，4 周 

步行功能 

疲劳状态状态 

生活状态 

Shahraki 等
2017 [35] 

N=18 

EG=9 (7F/2M) 

CG=9 (7F/2M) 

EG=40.3 (6.67) 

CG=38.1 (12.1) 
RCT 

EG：节奏性听觉刺激 

配合步态训练 

CG：常规步态训练 

30 分钟，3 次/周 

共 3 周 
步态分析 

Scheidler 等
2018 [36] 

N=9 (8F/0M) 53.5 (8.9) CST 芭蕾舞训练 
1 小时，2 次/周 

共 16 周 

步态分析 

平衡功能能力 

Seebacher 等
2018 [37] 

N=15 

EG1=5 (4F/1M) 

EG1=52.0 [41.0 69.0] 

EG2=54.0 [34.0 72.0] 
RCT 

EG1：音乐-语言提示的运动想象

训练 

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步行功能 

疲劳状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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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份 受试者 

受试者，年龄 

平均值（标准差）/ 

平均值[95%置信区间]/ 

最大值-最小值 

实验 

设计 
干预方式 干预时间 结局指标 

EG2=5 (5F/0M) 

CG=5 (4F/1M) 

CG=37.0 [27.0 74.0] EG2：音乐提示的运动想象训练 

CG: 运动想象训练 

生活质量 

Seebacher 等
2019 [38] 

N=59 

EG1=19 

(15F/4M) 

EG2=20 

(16F/4M) 

CG=20 (16F/4M) 

EG1=45.3 [39.8 50.8] 

EG2=44.5 [40.5 48.5] 

CG=43.3 [38.3 48.3] 

RCT 

EG1：音乐-语言提示的运动想象

训练 

EG2：音乐提示的运动想象训练 

CG: 运动想象训练 

17 分钟，6 次/周 

共 4 周 

步行功能 

步态分析 

疲劳状态状态 

生活质量 

Young 等 

2019[39] 

N=81 

EG1=27 

(22F/5M) 

EG2=26 

(20F/6M) 

CG=28 (24F/4M) 

EG1=49.7 (9.4) 

EG2=48.4 (10.0) 

CG=47.3 (10.3) 

RCT 

EG1：舞蹈训练 

EG2：瑜伽训练 

CG：健康教育 

EG1：60 分钟，3 次/周 

共 12 周 

EG2：60 分钟，3 次/周 

共 12 周 

CG：两周一次 

共 12 周 

步行功能 

平衡功能能力 

下肢肌力 

疲劳状态状态 

Van Geel 等
2020[40] 

N=17 

EG=7 (7F/0M) 

CG=10 (9F/1M) 

EG=29-52 

CG=40-65 

non-

RCT 

EG：舞蹈训练 

CG：艺术培训 

90 分钟，2 次/周 

共十周 

步行功能 

平衡功能能力 

疲劳状态状态 

下肢肌力 

生活质量 

Ng 等
2020[41] 

N=13 

EG=7 (6F/1M) 

CG=6 (6F/0M) 

EG=49 [40 55] 

CG=55 [46 59] 

non-

RCT 

EG: 舞蹈训练 

CG：非舞蹈训练 

EG 组：60 分钟，2 次/周 

共 6 周 

CG：无 

步行功能 

平衡功能能力 

疲劳状态状态 

Maggio 等
2021[42] 

N=20 

EG=10 (3F/7M) 

CG=10 (4F/6M) 

EG=45.3 (9.7) 

CG=45.3 (9.5) 

non-

RCT 

EG: 节奏性听觉刺激 

配合包含视觉反馈的步态训练 

CG：常规步态训练 

EG 组：30 分钟，3 次/周 

共 8 周 

CG 组：40 分钟，5 次/周 

共 8 周 

步行功能 

平衡功能能力 

生活质量 

N: 受试者数量;  EG: 实验组;  CG: 对照组; F: 女性;  M: 男性; RCT: 随机对照试验; CSS: 病例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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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队竞技表现分析 

——以俄勒冈田径世锦赛成绩为例 

易建军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摘要：为了提高中国田径整体竞技水平，通过数据统计法以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中国

田径队所获得的成绩，按照不同竞赛项目的表现进行研究，并分析中国田径队在俄勒冈田径世锦

赛比赛中的竞技表现。结果表明:男子跳远创造历史夺得金牌；女子铁饼一掷定乾坤强势夺冠；女

子投掷类、男子跳跃类项目竞技实力优势明显，女子竞走、撑杆跳高，男子竞走、马拉松等项目

竞技实力显著提高；男子短跑、短跨、撑杆跳高，女子短跑、短跨、3000 米障碍、马拉松等项目

与世界高水平成绩存在较大差距； 女子整体竞技实力要强于男子田径，男女队田径水平发展不

均衡、短跑、中长跑耐力项目整体竞技水平较弱，投掷类和跳跃类项目较强。 

关键词： 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中国田径队；竞技表现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于 7 月 15 日-7 月 24 日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本次世锦赛

中国队共派出 30 名女子运动员、23 名男子运动员、参与 23 个项目的角逐，共取得 2 金、1 银、

3 铜，共 6 块奖牌的成绩。相比上届多哈田径世锦赛少了 3 块奖牌，排名也下滑 1 位。综合奖牌

榜是体现一个国家田径运动整体竞技实力和综合表现。通过本届田径世锦赛上中国田径队取得的

成绩看，虽然在女子投掷、女子竞走、男子田赛跳跃类项目上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但也看出中

国田径在短跑、短跨、中长跑耐力项目上仍然处于落后的局面。通过本文对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世

锦赛取得成绩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进入后世锦赛时代，中国田径需要重整旗鼓，尽快补足新锐，

以保持持续前进的动力，共同期待在 2023 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和 2024 年巴黎奥运会

中再续中国田径辉煌。 

表 1  2022 年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国队参赛成绩统计表  

女子 

运动员 
参赛项目 成绩 名次 

男子 

运动员 
参赛项目 成绩 名次 

葛曼棋 100 米预赛 11 秒 17 小组第 5 苏炳添 100 米预赛 10 秒 15 小组第 5 

葛曼棋 100 米半决赛 11 秒 13 小组第 7 苏炳添 100 米半决赛 10 秒 30 小组第 8 

梁小静 100 米预赛 11 秒 25 小组第 5 谢震业 200 米预赛 20 秒 30 小组第 3 

接力队 4X100 米预赛 42 秒 93 小组第 4 接力队 4X100 米预赛 38 秒 83 小组第 5 

莫家蝶 400 米栏预赛 57 秒 01 小组第 6 谢震业 200 米半决赛 20 秒 41 小组第 5 

李  玲 撑杆跳高决赛 4 米 60 第 6 名 谢文俊 110 米栏预赛 13 秒 58 小组第 6 

徐惠琴 撑杆跳高决赛 4 米 30 第 13 名 王嘉男 跳远决赛 8 米 36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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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运动员 
参赛项目 成绩 名次 

男子 

运动员 
参赛项目 成绩 名次 

牛春格 撑杆跳资格赛 4 米 20 第 26 名 黄常洲 跳远资格赛 7 米 75 第 22 名 

陆佳雯 跳高资格赛 1 米 75 第 28 名 朱亚明 三级跳远决赛 17 米 31 第 3 名 

巩立姣 铅球决赛 20 米 39 第 2 名 吴瑞庭 三级跳远 （因伤退赛） __ __ 

宋佳媛 铅球决赛 19 米 57 第 6 名 方耀庆 三级跳远 （因伤退赛） __ __ 

张林茹 铅球资格赛 17 米 54 第 24 名 黄博凯 
撑高跳高 

及格赛 
5 米 50 第 24 名 

刘诗颖 标枪决赛 63 米 25 第 4 名 董建国 马拉松决赛 2:11:14 第 23 名 

吕会会 标枪及格赛 57 米 59 第 16 名 杨绍辉 马拉松决赛 2:11:56 第 31 名 

冯  彬 铁饼决赛 69 米 12 第 1 名 彭建华 马拉松决赛 2:16:12 第 45 名 

罗  娜 链球决赛 70 米 42 第 8 名 王凯华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21:41 第 13 名 

赵  杰 链球及格赛 68 米 18 第 21 名 崔利宏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22:17 第 14 名 

李江燕 链球及格赛 70 米 50 第 14 名 张  俊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24:35 第 24 名 

许双双 
3000 米障碍 

预赛 
9:39.17 第 32 名 贺相红 

35 公里竞走 

决赛 
2:24:45 第 5 名 

张德顺 马拉松决赛 2:28:11 第 11 名 扎西杨本 
35 公里竞走 

决赛 
2:28:56 第 15 名 

李芷萱 马拉松决赛 2:31:20 第 22 名 许  浩 
35 公里竞走 

决赛 
2:29:55 第 17 名 

切阳什姐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27:56 第 3 名 切阳什姐 

女子 35 公里 

竞走 
2:40:37 第 3 名 

刘宏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29:00 第 5 名 李毛措 

女子 35 公里 

竞走 
2:44:28 第 7 名 

马振霞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30:00 第 10 名 殷腊梅 

女子 35 公里 

竞走 
2:46:02 第 10 名 

吴全明 
20 公里竞走 

决赛 
1:31:00 第 13 名     

注: 男接力队员:汤星强 谢震业 苏炳添 陈冠锋；女接力队员: 李贺 葛曼棋 韦永丽 梁小静。 

1、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中国队不同竞赛项目成绩分析 

1.1 中国田径队女子竞赛项目成绩分析  

1.1.1 径赛：短跑和短跨项目 

本届世锦赛中国女队参加了 100 米、4X100 米和 400 米栏 3 个项目的比赛，只有葛曼棋在

100 米比赛中晋级到半决赛中，梁小静和莫家蝶在 100 米和 400 米栏的比赛中也没有发挥出最佳

状态，在预赛中早早的淘汰出局。而在扣人心弦的女子 4X100 米接力预赛中，虽然中国队全队配

合顺畅，跑出了本赛季最好成绩 42 秒 93，但是只位列小组第四，未能成为最快的两支队伍之一

无缘晋级决赛。通过女子短跑、短跨项目在比赛中的表现也暴露出我国女子田径在短跑项目上的

后备人才不足，这就需要平时更加科学的训练和培养模式，挖掘出优秀的短跑梯队人才。 



 

435 

1.1.2 田赛：投掷和跳跃类项目 

中国女子投掷类项目在近几届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也是中国代表队最稳定的

夺牌大户。本届比赛共获得 1 金 1 银、一个第四、一个第 6 和一个第 8。冯彬在铁饼比赛中一掷

定乾坤，以第一投 69 米 12 的优异成绩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获得冠军。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

军巩立姣在比赛中也有稳定的表现，几次试掷成绩都在 20 米以上，最终以赛季最佳成绩 20 米 35

的成绩获得亚军，只比冠军成绩少了 10 厘米。铅球新星宋佳媛稳以 19 米 57 的成绩获得第 6 名。

这一成绩比她赛季最好成绩 20 米 38 的成绩相差不少。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在比赛中

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竞技状态，以 2 厘米微弱的劣势获得第 4 名。另一名选手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

持者吕会会在及格赛中状态低迷，仅投出了 57 米 59 的成绩，位列第 16 名，未能进入决赛轮比

赛。链球及格赛中李江燕和赵杰表现平平，以 70 米 50 和 68 米 18 的成绩位列第 14 和 21 位。进

入决赛的罗娜以 70 米 42 的成绩获得了第 8 名。在女子撑杆跳高及格赛中徐惠琴和牛春格只跳出

了 4 米 30 和 4 米 20 的成绩，位列第 13 和 26 名止步决赛。另一名老将亚洲纪录保持者李玲跳出

了 4 米 60 的成绩，获得了第 6 名，这也是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时隔 17 年重返世锦赛前八。跳

高资格赛中，中国选手陆佳雯只跳出了 1 米 75 排名垫底。 

1.1.3 耐力项目：中长跑、马拉松和竞走 

在本届世锦赛中，中国队共派出了 9 名女运动员分别参加了 3000 米障碍、20 公里和 35 公里

竞走的比赛。许双双在女子 3000 米障碍赛预赛中创造出本赛季最好成绩 9 分 39 秒 17，排名第

32 名遭遇淘汰。中国选手张德顺、李芷萱两人都是首次参加田径世锦赛马拉松比赛，这也是张德

顺继东京奥运会以来的个人第二场国际大赛。最终跑出了 2 小时 28 分 11 秒的成绩，排名第 11，

这一成绩比去年自己参加东京奥运会成绩快了近 10 分钟；李芷萱的成绩也比东京奥运会的成绩

快了近 15 分钟，以 2 小时 28 分 20 秒获得第 22 名。竞走作为中国田径的传统优势项目，本次世

锦赛共派出四名运动员满额参加女子 20 公里竞走比赛，切阳什姐以 1 小时 27 分 56 秒的成绩获

得一枚铜牌，这也是本届世锦赛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以卫冕冠军身份凭外卡参赛的刘

虹以 1 小时 29 分的成绩获得第 5 名，马振霞以 1 小时 30 分 39 秒获得第 10 名，2001 年出生的小

将吴全明以 1 小时 31 分 44 秒的成绩位列第 13 名。一周后的女子 35 公里竞走比赛中，切阳什姐

克服体能消耗再次出战，以 2 小时 40 分 37 秒的成绩再次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同时也刷新的新

的亚洲纪录，也是中国田径队历史上唯一一名同届世锦赛中获得 2 枚奖牌的运动员。另一名中国

选手李毛措走出了 2 小时 44 分 28 的成绩排在第 7 位，2002 年出生的小将殷腊梅以 2 小时 46 分

02 秒的成绩排在第 10 位。 

1.2  中国田径队男子竞赛项目成绩分析 

1.2.1 径赛：短跑和短跨项目 

本届田径世锦赛中国男队参加了 100 米、200 米、110 米栏和 4X100 米接力四个项目的角逐，

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在男子 100 米预赛中以 10 秒 15 的成绩完成赛季首秀成功晋级半决赛，但

在板决赛中只跑出了 10 秒 30，位居小组第八未能晋级决赛。谢震业在 200 米预赛中跑出 20 秒

30 的成绩，名列小组第 3，直接晋级半决赛。在半决赛中跑出了 20 秒 41，位列小组第 5，无缘

决赛。而在中国田径传统优势项目 110 米栏上，谢文俊仅在预赛中跑出 13 秒 58 的成绩位列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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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无缘半决赛。作为东京奥运会男子 4X100 米接力奖牌队伍，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陈

冠峰组成的中国队在预赛中以 38 秒 83 的成绩位列小组第 5，无缘决赛。在田径径赛个人和集体

接力项目中，绝对速度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中国队找出短板、科学训练；同时要避免优秀运动员

的伤病，搭建好短跑人才的梯队建设。 

1.2.2 田赛跳跃类项目 

近几届奥运会和世锦赛田径比赛中，中国田径男队在跳跃项目上取得了历史突破，多人次获

得跳远、三级跳远奖牌，本届世锦赛上运动员出色的表现同样带给我们太大的惊喜。世锦赛男子

跳远决赛中，王嘉男在最后一跳中发挥出色，以 8 米 36 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田径队男

子田赛项目上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亚军朱亚明在三级跳远比赛中，稳

定输出，以 17 米 31 的好成绩摘得一枚铜牌。王嘉男和朱亚明两名运动员在世界大赛连续高水平

稳定发挥，对他们在 2023 年世锦赛和 2024 年奥运会上也有了更多期待。黄常州在跳远资格赛中

只跳出了 7 米 75，位列第 22 名。吴瑞庭和方耀庆由于伤病没有出现在男子三级跳远赛场上。黄

博凯在撑杆跳高及格赛中以 5 米 50 的成绩完成比赛，位列第 24 名。 

1.2.3 耐力项目：马拉松和竞走 

在男子马拉松和竞走项目中，中国队同样派出了 9 名运动员参赛。虽没有获得奖牌，但

是多人次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以及全国纪录的优异表现。在马拉松比赛中董建国获得第 23名，

以 2 小时 11 分 14 秒创造了中国男子马拉松选手的世锦赛最快成绩。杨绍辉以 2 小时 11 分 57

秒的成绩排名第 31 位，两人都刷新了中国选手在世锦赛马拉松的最好完赛成绩，另外一名中

国运动员彭建华以 2 小时 16 分 12 秒的成绩获得第 45 名。男子 20 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运

动员王凯华、崔利宏、张俊分别以 1 小时 21 分 41 秒、1 小时 22 分 17 秒、1 小时 24 分 35 分

完成比赛，分获第 13 位、14 位、24 位。男子 35 公里竞走比赛中，贺相红以 2 小时 24 分 45

秒的成绩获得第五名，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另外两名中国运动员扎西杨本和许

浩也以创造各自最好成绩 2 小时 28 分 56 秒、2 小时 29 分 55 秒的成绩分获第 15、17 名。总

体来讲，中国男子田径耐力项目，特别是竞走项目，在日常训练中要找到突破口，争取在未来

世界大赛成绩上取得更大突破。 

2、基于俄勒冈田径世锦赛比赛成绩分析中国田径队核心项目竞技水平 

2.1  田径世锦赛前三名项目 

表 2 俄勒冈世锦赛中国队获得前 3 名成绩与世界高水平选手成绩比较表  

中国参赛 东京奥运会 俄勒冈世锦赛 成绩 东京奥运会 差值 俄勒冈世锦赛 差值 

项目成绩 第一名成绩 第一名成绩 差值 第三名成绩  第三名成绩  

男子跳远 8.69m 8.36m 0.33m 8.21m -0.15m 8.16m -0.20m 

女子铁饼 68.98m 69.12m -0.14m 65.34m -3.78m 68.30m -0.82m 

女子铅球 20.58m 20.49m 0.10m 19.62m -0.77m 19.77m -0.62m 

男子三级跳远 17.98m 17.95m 0.67m 17.47m 0.16m 17.31m 0 

女子 20 公里竞走 1:29:12 1:26:58 58 S 1:29:57 -1:59 1:27:56 0 

女子 35 公里竞走  2:39:16 1:21   2:40: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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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中国田径代表队获得前三名的优势项目，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以及本届世锦赛同一项目的冠军成绩、第三名成绩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与世界大赛优秀运动员成

绩之间的差距。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找出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再创佳绩。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在田赛项目中男子跳远、三级跳远、女子铁饼和铅球 4 个项目中，共获得 2 金 1 银 1 铜的优异成

绩，占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奖牌总数的 66.7%，田赛女子投掷和男子跳跃项目也是近几届世界大赛

中国队争金夺银的主力军。冯彬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一掷定乾坤，提高自己最佳成绩 3 米 12，以 69

米 12 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成绩也超过了东京奥运会冠军成绩 0.14 米。这也体现出冯彬出色的

比赛状态和竞技表现。男子跳远运动员王嘉男最后一轮试跳顶住压力、突破自我，以 8 米 36 的

完美表现超越自我绝杀对手，获得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通过整场比赛可以看出王嘉男比赛中的

体能储备较好、技术发挥稳定，并且敢于拼搏、挑战极限，从而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大惊喜。东

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和男子三级跳远亚军朱亚名两名老将，虽然在世锦赛前受到身体状

态和伤病的影响，但是两名运动员在比赛中能够及时调整比赛状态，已接近各自最佳成绩获得第

2 和第 3 的优异成绩。相信两位运动员赛后能及时总结比赛经验，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训练中，

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中一定能够再次为中国田径队争金夺银。而女子竞走运动员切阳什姐作为中国

队本次世锦赛中唯一一名 2 块奖牌获得者，在两场高强度比赛中能够坚决执行赛前战术，克服身

体体能极限并稳定发挥出技术动作，这也得益于切阳什姐丰富的大赛临场经验和日常高质量的训

练。女子竞走作为中国田径队传统优势项目，坚信在领军人切阳什姐的带领下，在接下来的世界

大赛中发挥集团优势再创辉煌。 

2.2  田径世锦赛 4-8 名项目 

表 3 俄勒冈世锦赛中国队获得 4-8 名成绩与世界高水平选手成绩比较表  

中国参赛 东京奥运会 俄勒冈世锦赛 成绩 东京奥运会 差值 俄勒冈世锦赛 差值 

项目成绩 第一名成绩 第一名成绩 差值 第三名成绩 第三名成绩   

女子标枪 66.34m 66.91m 3.66m 64.56m 1.31m 63.27 m 0.02m 

女子铅球 20.58m 20.49m 1.01m 19.62m 0.05m 19.77m 0.20m 

女子撑杆跳高 4.90m 4.85m 0.30m 4.85m 0.25m 4.80m 0.20m 

女子链球 78.48m 78.96m 8.54m 75.49m 5.07m 74.86m 4.44m 

女子 20 公里

竞走 
1:29:12 1:26:58 2:02 1:29:57 -57S 1:27:56 1:04 

女子 35 公里

竞走 
 2:39:16 4:48   2:40:37 3:51 

男子 35 公里

竞走 
 2:23:14 1:31   2:23:44 1:01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中国田径队单项获得 4-8 名的是来自女子投掷、撑杆跳高和

竞走项目。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以本赛季最好成绩 63.25 米获得第四名，与本届世锦

赛女子标枪第三名只相差 0.02 米，与冠军相差 3.66 米。刘诗颖在近几年的成绩一直突飞猛进，

临场竞技状态也很好，希望通过这次比赛的得失，在团队帮助下多总结经验，重建信心，在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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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本赛季女子铅球运动员宋佳媛在国内两场比赛中分别投

出了 20 米 20 和 20 米 38 的世界级成绩，在本次世锦赛女子铅球决赛中以 19 米 57 的成绩获得女

第 6 名，与本届世锦赛第三名相差 0.2 米，与东京奥运会第三名只相差 0.05 米、与冠军成绩相

差 1.01 米。女子铅球一直是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在新的奥运周期期待宋佳媛能和榜样巩立姣

形成铅球双保险，共同在世界大赛中争金夺银。罗娜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 70 米 42 的成绩获得第

8 名，与本届世锦赛第 3 名相差 4.44 米，与东京奥运会第三名相差 5.07 米。罗娜个人最好成绩

曾投出 75.02 米，这一成绩能超过本届世锦赛第三名的成绩，与东京奥运会第三名的成绩也只相

差 0.47 米，期待通过高质量的训练并提高大赛临场水平的发挥，一定能在世界大赛舞台上向奖

牌发起冲击。33 岁老将李玲在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以 4 米 60 的成绩获得第六名，这是中国选手

在这个项目上时隔 17 年重返世锦赛前八。刘宏作为卫冕冠军持外卡参加了女子 20 公里竞走比

赛，以 1 小时 29 分钟的成绩完成比赛，比本届世锦赛第三名相差 1 分 04 秒，与东京奥运会第三

名成绩相差 57 秒。这对赛前恢复训练不到 3 个月的“妈妈选手”已经很不容易。李毛措在女子

35 公里竞走比赛中以 2 小时 44 分 28 秒获得第 7 名，比第三名成绩慢了 3 分 51 秒。期待中国女

子竞走运动员在未来世界大赛中发挥集团优势，力争佳绩。1998 年出生的小将贺相红表现出色，

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 5 分钟，只比第三名成绩慢了 1 分 01 秒，比东京奥运会第三名成绩慢

了 1 分 31 秒，小将在比赛中敢打敢拼的作风值得鼓励，期待度过调整期，延续科学的训练方法，

早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2.3 中国田径男女项目发展不均衡  

表 4 俄勒冈世锦赛中国田径队前 8 名运动员成绩统计表 

姓名 项目 成绩 名次 冠军成绩 

王嘉男 男子跳远 8.36m 1 8.36m 

冯彬 女子铁饼 69.12m 1 69.12m 

巩立姣 女子铅球 20.39m 2 20.49m 

朱亚明 男子三级跳远 17.31m 3 17.95m 

切阳什姐 女子 20 公里竞走 1:27:56 3 1:26:58 

切阳什姐 女子 35 公里竞走 2:40:37 3 2:39:16 

刘诗颖 女子标枪 63.25m 4 66.91m 

刘宏 女子 20 公里竞走 1:29:00 5 1:26:58 

贺相红 男子 35 公里竞走 2:24:45 5 2:23:14 

宋佳媛 女子铅球 19.57m 6 20.49m 

李玲 女子撑杆跳高 4.60m 6 4.85m 

李毛措 女子 35 公里竞走 2:44:28 7 2:39:16 

罗娜 女子链球 70.42m 8 78.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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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届田径世锦赛参赛规模来看，中国女队有 30 名运动员参加 13 个项目、男队有 23 名运

动员参加 10 个项目的比拼，从参赛人数看女子比男子有人数优势，田径综合竞技实力与优势项

目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要优于男队。女队共获得 1 金 1 银 2 铜、男队获得 1 金 1 铜；女队 9 人在

10 个项目中进入前 8 名，而男队只有 3 人在 3 个项目中进入前 8 名；说明女队在国际赛场上的核

心项目竞争力也要强于男队。纵观当今世界田坛竞争格局，中国女队在投掷项目铅球、铁饼、标

枪、链球以及竞走项目上都具备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在女子 4X100m、撑杆跳高项目中具

备前 6 甚至更好的水平。女队在径赛短跑和中长跑耐力项目中整体竞争实力较弱。男队只有在跳

远、三级跳远项目中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短跑、竞走项目也需要提高整体竞争实力和团队合作，

这样才能有机会和世界顶级高手一决高下。男子径赛短跨、马拉松和田赛项目整体实力较弱，缺

乏核心竞争力。 

3、中国田径队未来科学训练的建议 

客观分析中国田径队整体竞技实力可以看出，未来的世界田径竞争形式会更加严峻，为了更

好的备战 2022 年杭州亚运会、2023 年室内、室外田径世锦赛以及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中国田径

要精心细化工作，为了中国田径队的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 为运动员搭建高水平成长平台 

疫情期间中国田协要克服困难，创造出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到国外训练和参加国际大赛的

平台，从而能提高运动员训练积极性和竞技成绩，也能通过与世界高水平运动员同场比赛的同时，

提高临场比赛经验和赛中自我调节能力，以此达到在未来参加世界大赛中知己知彼，有能力和信

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竞技水平。 

3.2 提高核心竞争力项目的模式创新 

提高中国田径队女子投掷、男女竞走、男子跳跃类等优势项目的训练模式，同时挖掘女子撑

高跳高、男女马拉松、男子短跑等具备竞争力的潜在项目。可以根据田径运动技术和训练特点，

组建以跑、跳、投为各个项群国家队训练基地，通过高水平教练员的训练指导水平和团队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运动员在一起相互训练、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竞技水平。另外还可以组织各项目

队内测试赛，达到以赛代练、以赛促训的效果。 

3.3 健全田径青少年后备人才储备。 

按照项目与年龄层次组建后备人才重点训练基地，聘请国内外优秀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参与

到“造星计划”中，聘请高校、科研人员通过授课让运动员了解并掌握田径运动技能和运动生理

生化等专业知识，以便加深了解田径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切身体会，促进运动技能和体能的提高。

其次要健全青少年竞赛制度，不能拔苗助长，要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

运动员到世界大赛的舞台上为国争光。 

3.4 为国内教练员搭建学习平台，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教练员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运动员专业成长中最值得信赖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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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要求教练员要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巴黎奥运周期中国田径要继续推进“走出去、引进来”计

划，国内教练员要学习先进的训练水平和运动员培养模式。同时需要提高教练员的情绪管控和心

理调节能力，帮助运动员解决训练、比赛、生活等方面的困惑，让运动员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训

练比赛中去，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结论   

中国田径队在女子投掷、竞走、男子跳远和三级跳远上有着明显优势，在优势项目上的人才

贮备和梯队建设上较完善；在女子撑杆跳高、男子竞走项目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与世界顶尖

运动员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而在男女短跑、短跨、接力、中长跑耐力项目中均存在较明显的

劣势。世界田径格局正在快速发生着变化，在新的奥运周期中国田径队处于“以老带新”的局面，

让年轻运动员早日实现传承与突破，期待中国田径早日做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加油，

中国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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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居民锻炼的走访调查 

康厚良 

（苏州市职业大学）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方法，对苏州全民健身的宣传途径，健身场地设施完好

情况、智能化程度，居民锻炼现状、无障碍设施设备等进行调查。调查表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管理有待完善，智能化程度不高，传统的全民健身宣传途径已不适应现代人们获取资讯的需求，

无障碍锻炼设施设备未纳入健身点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社区活跃度欠佳，农村居民锻炼难

以均衡开展。建议：将全民健身设施设备纳入智能化社区建设；逐步实现设施设备的优化调整和

替换升级并最终实现平台监管；将健身点进行无障碍改造，方便特殊群体锻炼；加强社会体育指

导员进社区、亮身份行动，服务好身边有锻炼需求的人；在农村开展体育器材到家、体育文化下

乡等活动。 

关键词：苏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居民锻炼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到 2025 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

到 2035 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1]。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建成省级公共体育示范区的省份，全民健身服

务体系建设已经提前达到并超过国家 2025 年的要求，苏州市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又领先全省。

为了继续提升苏州市全民健身水平，就必须对目前的全民健身体系进行调查，发现其中的不足并

加以完善。 

一、苏州全民健身的成果回顾 

十三五期间，苏州市围绕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模范县（市、区）目标，实施“全民健

身幸福工程”。场地设施持续改善，全市常住人口（1274.82 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75 平方

米，高出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0.6 平方米，高出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57 平方米。居民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2.8%（全省 40.3%，全国 37.2%），全市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5

人（全国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超过 1.86 名），《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达

到 95%（全省合格率为 93.1%），健康素质稳居全国前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2]。 

二、全民健身调查与分析 

（一）锻炼场地设施的现状调查 

苏州市把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为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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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举措。依据自身特点建设体育公园、环河湖健身步道、健身点等锻炼场地设施，构成城市

社区“10 分钟体育圈”。同时，出台《苏州市便民体育设施管理使用实施意见》[3]，对健身路径器

材设施管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掌握苏州社区场地器材的现状，我们深入社区和健身步道，随机对其中的 16 处建设点

进行调查。调查发现：1 处健身点被占用，已废弃；有 3 处健身点存在地面损坏或地面未硬化的

情况，影响了器械的安全使用（如图 1）；有 2 处健身点没有器械报修方式，其余健身点需要先在

指定的微信小程序中注册，然后才可以扫描相应的二维码报修；仅 1 处健身设施具有语音提示功

能，并可以通过手机蓝牙保存数据；有 4 处健身点夜间灯光能见度低或者有死角。另外，对其中

仍在使用的 15 处健身点中的器械进行检查发现：4 台器械有螺丝脱落现象；5 台器械部分油漆脱

落；器械上出现部分锈迹；5 台器械出现异响、卡顿等现象；4 台器械使用时出现明显晃动；3 台

器械安装位置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健身器械使用说明文字过小，不便于阅读，使得相关信息传

递变得困难。 

   

图 1 部分健身场地的损坏或沙化情况 

在健身步道的调查中，健身步道与公路、社区内部通道叠加，存在人车混行的健身线路一处，

如图 2；路面有大面积坑洼，存在安全隐患的健身步道一处；雨后积水较深影响通行的 3 处。在

健身步道的起始处、环湖沿河健身步道的入口处缺乏拉伸放松类器械。 

 

图 2 健身步道社区段 

（二）全民健身宣传途径调查 

苏州市体育局网站设有公共服务栏目，下面设置了体育社团、健身器材指导、科学健身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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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四个子栏目，分别对器械使用、健身方法和科普运动锻炼知识等进行宣传普及，并先后开通了

苏州体育微生活和苏州体育公众号，合力对苏州体育进行宣传。健身器材指导栏目中发布了十种器

械的使用方法，发布时间均为 2013 年 10 月；在科学健身栏目中，只有两个视频发布于 2020 年和

2015 年，其余的视频都发布于 2013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在网站上的科普文章《肥胖

患者适宜的健身运动种类》，到 2022 年 6 月 15 日，浏览量为 370[4]；2021 年 4 月 25 日公众号发表

的《科学使用健身路径之转腰和坐蹲器》一文，直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浏览量为 95。 

在社区中，先后通过墙报、标语和讲座等形式对全民健身政策知识进行宣传。在 42 名受访

者中（其中，20 至 50 岁的为 12 人，50 岁以上的为 30 人），37 人表示不会去看墙报（2 人为不

识字的老年人），5 人表示在等人或闲暇时会浏览墙报内容来打发时间（5 人均为 55 岁以上的群

体）。有 3 名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加过社区组织的讲座，问及讲座的收获时他们表示讲

的内容太深听不太懂都忘了，并觉得讲座时间过长、坐不住。42 名受访者中，39 人会熟练使用智

能手机完成微信扫码、拍照摄像、阅读资讯、观看视频等操作；闲暇时，有 35 人会通过手机功能

来消磨时间（例如；观看短视频、玩游戏、听书、看小说等），有 14 人会通过手机检索来简答疑

惑；在对 39 名智能手机用户关注公众号的调查中，均表示如果不是强推或者自己很感兴趣的公

众号，自己是不会关注的，所调查的人员中没有人关注体育类公众号。 

调查表明，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途径已经发生了变化，网站、公众号、墙报、讲座等已不

再是居民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再加上宣传更新的不及时，宣传的整体效果欠佳。 

（三）社区锻炼的锻炼主体调查 

在日常锻炼中，社区锻炼群体的锻炼时间受气候、家庭成员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清晨的锻炼，

主要以老年人跑步、快步走为主；上午和下午的锻炼，以看护小孩玩耍兼器械锻炼为主；傍晚以

儿童少年玩耍和老年人器械锻炼为主；晚上以中青年人跑步为主。另外，冬季的晨锻炼时间会推

后，晚锻炼的时间会提前，个体锻炼总时长和锻炼人数均会有所减少；春秋两季个体锻炼总时长

和锻炼人数均会大福增加；而夏季晨练的时间一般会提前，晚锻炼的时间会延后。 

对 52 名（55 岁以上的 38 人，年龄最小的 36 岁，最大的 91 岁）在社区中开展锻炼的人员进

行走访：41 人表示自己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并养成锻炼的习惯，其中有 20 人表示自己生病后才

下定决心坚持锻炼；11 人表示社区有锻炼的条件，在看护小孩、陪小孩锻炼的同时也逐步养成了

锻炼的习惯。社区锻炼的主体认识是养成锻炼习惯的关键，同时锻炼配套设施也是有效促进锻炼

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四）社区特殊人群锻炼调查 

在 15 处健身点中，仅有一处健身点通道设计为缓坡，但也没有路面防滑和扶手等设施，其

余的健身点通道都需要跨越台阶，且场地用围栏或路沿石围挡与交通路面区分。在 12 个社区中，

有 31 名病患或大病致残者仍坚持规律锻炼，他们大多是听从医生的建议来开展康复锻炼。但是， 

17 名中风患者中有 8 名只能通过轮椅代步，无法自行通过台阶进入健身点。并且，在他们日常的

康复锻炼中，具体怎么锻炼，炼多少，没有相应的运动处方，全凭自身的感受，与他们的交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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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感受到健身点不仅仅是他们恢复身体健康的地方，更是他们与老街坊情感交流、获得心理健

康的重要场所。 

（五）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 

苏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迅猛，2000 年底苏州市城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为 1730 人

[5]，到 2020 年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员人数达 4.4 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5 人[2]。

随机调查的 18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中，55 岁以上的 3 人， 25 至 44 岁的 2 人，18 至 24 岁的 13

人。从年龄区间来看，55 岁以上的 3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自己喜欢的锻炼项目群体中，并定

期开展体育锻炼的组织与指导。25 至 54 岁的 2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偶尔组织或指导群众性的体

育活动。18 至 24 岁社会体育指导员中，4 人表示在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后，没有再参与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或指导工作。  

对 12 个社区及其周边的锻炼人群进行调查发现，仅广场舞锻炼中有 2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同时，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与本社区对口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在有锻炼需求时也不知道应找谁

寻求帮助，而日常的锻炼一般在所居住的社区及周边进行。锻炼方式主要选择快走、慢跑或借助

大众健身器械完成。在锻炼中，因没有接受过他人的专业指导，锻炼操作主要通过观察、凭借自

身经验、感受来完成，运动技能、运动量、锻炼功效等皆不了解，并且与此类似的技能习得方式

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普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社区居民锻炼中行动力不足，与居民锻炼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的矛盾尤为突显。 

（六）农村居民健身调查 

2021 年末，苏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81.93% [6]，乡村人口 280.67 万人，比 2020 年减少了

5.25 万人[7]，减少的人口以转入城镇人口的中青年为主。城市化的到来使农村青壮年不断流失，

导致农村居民体育骨干力量不足，留守乡村的大部分为孤寡老人、妇女儿童或劳动能力有限的残

疾人士等[8]，这部分留守人群是农村全民健身的关键所在。为了引导更多的农村居民关注全民健

身，苏州不断加强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全市所有乡镇都建立了体育活动中心或体育场馆，以

满足不同层次农村居民的健身需求。 

面对农村人口减少、密度下降、居住分散，再加上农村居民在农忙时节无暇开展体育锻炼等

因素影响。以农村健身点为中心，对不同距离的居民参与锻炼的意愿进行调查发现，距离超过 1

公里后，农村居民参与锻炼的意愿明显下降，当距离超过 2 公里以后，农村居民的锻炼意愿基本

消失，同时，锻炼意愿还受参与者之间的熟识程度影响，熟识程度越高，参与积极性越强，反之

越弱。远离健身点的农村居民开展锻炼活动的场地多为自家院坝，以陪伴或督促学生群体开展锻

炼的形式居多。 

三、建议 

（一）提升锻炼器械的智能化水平，最终实现平台监管 

将全民健身工程智能化纳入智慧社区建设中，对健身器械的布局、运行状况、使用频率等施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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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监管，便于健身器械的科学布局、精准布点、及时维护升级，也方便锻炼者了解自己的运动状况，

从而辅助科学锻炼。对现有的全民健身工程点进行大排查，科学评估点位布局，了解器械运行状况，

及时全面维修保养。对无法修复的器械进行升级产品的更换或替换。在健身点补充安装一批检查器

械，如：太阳能心率测试柱，在运动公园安装智能体测亭等，方便锻炼者的自我运动监督。 

对未实现智能化管理的健身点，定期开展器械排查维修保养（梅雨季节过后进行），排除器械、

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延长器械的使用寿命，直到器械升级换代实现平台监管。调整不合理的公告

牌，补齐健身点器械报修方式，简便报修流程，确保报修渠道简单易行，做到及时维修更换。 

（二）拓宽全民健身宣传途径 

在信息时代中，依靠传统的宣传手段（墙报、图册、标语等），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宣传手

段必须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才有可能被大众接受。将全民健身方针政策、锻炼方案和锻炼心

得等以短视频的方式推送，动员全民参与宣传实践，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朋友、邻里之间宣传。

同时，对器械的使用说明、锻炼功效等在文字宣传的基础上配以二维码，支持扫码阅读、扫码播

报等功能，方便居民获取相关资讯，将健身点打造为全民健身的宣传阵地、实践阵地。 

（三）改进器械布局，美化健身环境 

将所有全民健身点改造成为无障碍通道，方便特殊人群进入锻炼。结合健身点场地，对健身

器材安放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比如：在狭长的区域入口不安放太空漫步机，太空漫步机安放时正

面朝通道等。在有条件的健身点配备适合学龄前儿童大动作发展和身体锻炼的设备设施，在学龄

前儿童锻炼游玩的同时，看护儿童的人员也可以进行相应锻炼。点亮工程实施后，夏天蚊虫较多，

开展蚊蝇灭杀，在绿化区域栽种一些有驱蚊作用的植被，安放蚊蝇灭杀装置，如灭蚊灯等，为锻

炼的居民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优化管理好健身步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社区中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超出了社区的承载量，应对设置在社区

中的健身步道进行重新评估，对已经达不到要求的健身步道进行再优化或退出机制，让居民真切

的享有大众健身的资源量。对健身步道进行定期检查维修，及时修复破损路面、整改积水路段，

确保居民锻炼安全。在健身步道的出入口安装拉伸类大众健身器械，方便居民锻炼前做准备活动，

锻炼结束时进行辅助放松活动。 

（五）发动社会体育指导员进社区活动 

动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进社区活动，带领、帮助和解决居民在锻炼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社会体

育指导员亮身份活动，将居住在社区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负责该社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公

布，让居民都能认识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有锻炼需求时可以寻求帮助。同时，在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中，加大对社区健身教练方向指导员的培养力度，培训中加强运动处方和运动康复等方

面知识内容储备，以便更好的开展社区特殊人群的锻炼指导。 

（六）对偏远农村居民施行体育文化下乡、锻炼服务到家的举措 

苏州不断加强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做到了镇镇有体育特色、村村有体育活动，有

效的引导农村居民关注全民健身[9]。但是，面对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人口结构特殊等问题，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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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体育活动中心、场馆和全民健身点是无法惠及所有的农民群体。因此，对较偏远的村庄或居

住较为分散的农户，在他们居住地的空旷处或院坝中免费喷画羽毛球场地、修建简易乒乓球台等

场地，同时，村委会开通体育器材免费借用等措施，方便农村居民居家锻炼。       

在农闲或节令期间开展体育文化流动下乡活动。农村居民都有在逢年过节期间，趁农闲和外

出打工的家人亲戚朋友返乡之际，举行相应的婚庆、生日宴请等活动。在此期间，以村委会为主

导，将体育器械和容易开展的趣味运动方案提供给家中举办宴请的村民，让出席庆典的宾朋根据

自己的需要来参与相应的活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改变大吃大喝、打牌赌博等不良风气。同时

也发挥乡村“熟人”的纽带关系，开展锻炼结队，形成全民参与锻炼良好氛围。 

四、结语 

“十四五”期间，在巩固全民健身现有成果的同时补短板强弱项，准确研判形势，采取科学

应对的策略。同时，服务从细微处入手，解决好居民的锻炼需求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充分

调动居民锻炼的积极性，只有居民参与锻炼，体质才能得以增强，全民健康水平才会提高，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得到更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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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缪小琴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摘要：体育学力是学生体育学习效果和学校体育教学质量的双重体现，更是学生学以致用形

成终身体育的基础保障。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培养学生高质量的体育学力具有现

实的必要性和时代的紧迫感。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是学校评估教学效果的重要参照，借

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的政策文件以及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构建由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37 个三

级指标组成的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国内 5 省 12 市 36 所学校，也验

证了该指标系统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对小学生体育学力的研究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健康中国；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的国家战

略。
[１]

这里的健康除了要求身体健康无疾病，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并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2]学校体育是“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全面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核心要求，

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筑基工程，“学生”、“体育”、“健康”的天然联系也就奠定了学校体育发展的

时代使命。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略规划和双减政策的实施
[3]，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进入了快车道，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日渐突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体育教育的积极意

义。2022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备受关注
[4]，与前期使用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相比，《课标》的变换主要有“将培养核心

素养作为课程的逻辑起点；从体育课程为主向体育与健康课程有机融合转变；增设跨学科

主题学习模块”
[5]，这与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担当复兴大任时代

新人的要求密切相关。 

随着校园足球、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等项目的持续开展，学校体育工作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良

性发展。
[6]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学校体育还有很多问题等着解决，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学

会如何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身心健康、拥有主动锻炼的意识、扎实的运动技能、良好的

体育情感。传统下的体育课堂多为技能主导，以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和强身健体为目的，教师在

 
[1]韩重阳.健康中国战略下体医融合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No.229(07):61-66. 

[2]王军.基于健康社会学视角的高校体育教育价值理念探析[J].体育与科学,2009,v.30;No.v.30(04):100-102.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EB/O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2021-07-2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 年版）的通知

[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2022-04-08. 

[5]潘绍伟.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重要变化与基本理念[EB/OL].https://mp.weixin.qq.com/s/DBT-BKFqaSt2dCCgxgf5JQ, 

2022-04-21. 

[6]李成玥,章扬安.小学生体育学力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J].教育参考,2021,No.291(03):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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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较为倾向于单个节课或某个水平段的课程目标与指向
[7]，当场考核没有问题，但这种

“应试教育”方法忽视了各种能力的培养，学生一两年的时间就会生疏退化、最终忘掉所学技能。

体育课堂强调学生不仅需要有较强的体育学习能力，更需要掌握进行各项体育活动所需的能力， 

在体育教学时既追求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身体素质的提高，又注重对体育情感、健康行为的养

成，可见培养学生的体育学力是当下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翻阅前人文献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

学力特别是体育学力的研究不多，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而构建科学规范

的测评指标体系，对促进提高小学生体育学力水平提供客观事实依据尤为重要。基于此，研究运

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尝试构建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研发体育学力测评

工具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培养完美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体育学力的概念及要求 

1.1 体育学力的概念 

学力其实就是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简称，是个体在后天学习与实践获得的态度、能力与知

识的集合。
[8]从学力属性的角度可以将体育学力分为“显性学力”和“隐性学力”

[9]，“显性学力”

主要有包含体育的基本身体素质、掌握各个运动项目的技能等；“显性学力”的进一步提升就是

“隐性学力”，包含体育运动中心理的发展和审美的培养等人格因素，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体育

学习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符合“健康中国”发展的需要，是个体终身获得的“显性学力”。“健

康中国”背景下一劳永逸地在体育课堂获取“显性学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学生需要终身在体

育活动中去适应、构建一个不断成长的知识体系，并从中获得力量以应对未来社会的变化、生存

及发展诉求，而这种力量在生活中逐渐会从“显性学力”演变为一种终身具备的结合主动、探究、

实践为一体的“隐性学力”。
 [10]根据国内外对“学力”的文献研究，结合新《课标》的指导思想

及“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将体育学力定义为：围绕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以学生主体进行身

体活动和接受体育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够进行体育锻炼的各种能力、认知与情意的总和。这个

“总和”是“健康中国”的发展需要，是终身体育的目标指向，是体育学力的完美呈现。 

1.2 体育学力的目标要求 

以体育学力为宗旨的体育课堂教学目标是什么?首先进一步明确体育学力的概念，体育学力

是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综合体
[11]，与体育与健康教材中“三维”目标的价值追求相一致，是教学

目标的具体化。体育学力的作用是由主体学生表现出来的，学生个体不同，对体育学力的需求也

不相同，所以研究“体育学力”需要解决首要问题就是学生体育学力的培养应该包含哪些方面。

新《课标》中将体育与健康学科的培养分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个目标层

 
[7]桂雪青.电子写作档案袋——初中英语写作的“隐形翅膀”[J].安徽教育科研,2021,No.97(33):114-115. 

[8]柴江.学生学业素养的内涵、属性及其养成路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v.23;No.88(02): 

59-63. 

[9]钟启泉.关于“学力”概念的探讨[J].上海教育科研,1999(01):16-19. 

[10] 李德显 ,曾佑来 .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终身学习学力的内涵、表征及培养 [J]. 教育理论与实

践,2018,v.38;No.666(31):12-16. 

[11]靳健.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想境界[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67-71. 



 

449 

次。
[12]其中“运动能力”重点在于在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方法和提高个人的身体素质的基础

上，掌握一项或多项自己擅长运动项目的练习方法，为后续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健康行

为”重点在于了解体育与健康的相关理论知识，知道如何强身健体，能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具

备终身体育的意识；“体育品德”重点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意识、不怕困难的精神及集体荣誉感

等，全面提升自我的德育能力。既然以上三个要素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那么让学生达到这三

个目标则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任务，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需要，自然也是体育学力的目标指向。 

2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初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 

指标体系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综合反映测评对象状态的指标。
[13]“健康中国”背景下体育

学力的指标体系不仅要关注显性学力中运动技能的提升，更需强调隐性学力中学生自我主体性的

建构，通过学生“主体一客体”和“主体一主体”间的交流、最终达到“主体一自我”间的互动

提升，前者主要对学生社会性的培养，后者则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内在性。研究以新《课标》为基

础，根据体育学力的概念，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个维度设计访谈纲要。选

取高校专家 6 名（学校体育 2 名、基础教育 2 名、测量与评价 2 名）、小学体育教学分管领导 4

名、专家型体育教师（大市学带称号）6 名，围绕“小学生体育学力的内涵、小学生体育学力的

价值体现及小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体育学力”三个方面展开调查，对访谈结果进行汇总分类，提

取各维度的研究指标，结合《“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和新《课标》的相关要求，初步拟定

3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39 个三级指标，如表 1： 

表 1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初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运动能力 
身体形态、心肺功能、

身体素质、运动技能 

身高、体重、BMI、脉搏、血压、肺活量、速度、耐力、

力量、灵敏、柔软、平衡、协调、田径、球类、体操和

健美操、游泳和冰雪、武术与游戏、其他体育运动 

健康行为 
运动行为、欣赏评价、

安全防范、健身态度 

主动参与、浓厚兴趣、持之以恒、认知项目、了解规

则、鉴赏比赛、运动损伤、疾控卫生、风险应对、按时

出勤、遵守纪律 

体育品德 
运动道德、运动精神、

运动规则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公平竞争、诚信友爱、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超越自我、尊重他人 

2.2 体育学力测评指标的修订与完善 

为了科学合理的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三轮专家意见征询以修订完善指标。征询

意见前，设计了《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专家征询问卷》，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对客观题进行

5 个等级的评价，分别对应 1-5 分，主观题归纳专家的意见后进行更正和完善。研究选取来自苏、

浙、贵、陕、新 5 省的 16 位学校体育和教育测评领域的专家（与之前访谈专家不重合），成立专

 
[12]贺越先,孔庆涛,王建,郭修金.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体育多样化”教学体系构建[J].体育学刊,2022,v.29; 

No.177(02):93-99. 

[13]范涌峰,宋乃庆.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测评模型及其范式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2019,No.288(12):139-155+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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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库进行意见征询，其中高校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 6 名（学校体育、基础教育、统计测评领域

各 2 名）；教育行政工作人员 4 名（体育教学、运动队训练各 2 名）；一线体育骨干教师 6 人（市

级体育学科带头人、市级优秀体育工作者各 3 名）。每轮征询时，根据各专家提出的意见归纳修

订，再进行下一轮次的调查。经过三轮调查，专家权威系数为 0.857，得出研究咨询的专家具有

很好的权威性。各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0.13，配合肯德尔和谐系数 W 进行检验得出协调系

数为 0.718 且 P<0.05，说明专家咨询结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2.3 体育学力测评指标的拟定 

根据三轮专家意见合并、删减和完善相关指标，如二级指标中将“心肺功能”改为“生理机

能”，在对应的三级指标中增生“骨密度”指标；将“健身态度”删除，其对应的“按时出勤”、

“遵守纪律”合为“生活方式”并入二级指标“运动意识”中，删除“诚信友爱”将其内容并入

“团结协作”和“公平竞争”中，最终形成包含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37 个三级指标的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运动能力 

身体形态 

身高 

体重 

BMI 

生理机能 

脉搏 

血压 

肺活量 

骨密度 

身体素质 

速度 

耐力 

力量 

灵敏 

柔软 

平衡 

协调 

运动技能 

田径 

球类 

体操、健美操 

游泳和冰雪 

武术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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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其他体育运动 

健康行为 

运动行为 

主动参与 

浓厚兴趣 

持之以恒 

生活方式 

欣赏评价 

认知项目 

了解规则 

鉴赏比赛 

安全防范 

运动损伤 

疾控卫生 

风险应对 

体育品德 

运动道德 

团结协助 

顽强拼搏 

公平竞争 

运动精神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运动规则 
超越自我 

尊重他人 

2.4 体育学力测评指标的再验证 

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实操性，还需进行探索性因子、验证性因子和指标认同度的验证。首

先组织专家编制《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验证问卷》，将体育学力划分为 3 个维度，每个

学力测评题项编制以对应的二级指标作为参考。最终形成的测评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以李克特 5 级量表对各维度指标的认同度进行评价，第二部分是围绕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

品德三个维度指标的重要性评分。调查对象选取专家库成员所在地区的 20 所学校的部分学生、

教师、学校体育条线管理者，以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最终为 2135 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2056，有效问卷 2004 分，回收率 96.3%，有效率 97.5%，将有效问卷随机分为两部分，用于探索

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问卷的 KMO 系数为 0.863，巴特利球形检验的卡

方值为 2356.682，显著性检验 P<0.001，说明测试题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KMO≥0.8)。采用

AMOS 软件对另一部分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 3 所示： CFI、 GFI、NFI、IFI 均大于

0.9 说明增值适配度符合要求；RMR 和 RMSEA 均小于 0.05，AGFI 的值高于 0.9 说明模型拟合

良好，PCFI 和 PNFI 均大于 0.5，CMIN/DF 为 1.647，说明简约度适配指数符合要求。此外，15

个二级指标的适配度在 0.451-0.845 之间，如图 1 所示。通过表 4 可以看出，各群体对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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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认同度均在 86%以上，说明构建的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基本合理。 

表 3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模型主要适配度指标 

指标 GFI AGFI RMR RMSEA NFI IFI CFI PCFI PNFI CMIN/DF 

数值 0.925 0.917 0.031 0.025 0.942 0.936 0.912 0.734 0.669 1.647 

适配 

标准 
＞0.9 ＞0.9 ＜0.05 ＜0.08 ＞0.9 ＞0.9 ＞0.9 ＞0.5 ＞0.5 ＜2.0 

 

 

图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表 4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整体认同度（单位：%） 

 非常不认同 不太认同 一般 比较认同 非常认同 

学校管理者 0 0 0 10 90 

体育教师 0 0 9.4 12.5 78.1 

水平一学生 0 0 6.5 13.4 80.1 

水平二学生 1.1 2.6 9.5 36.2 50.6 

水平三学生 3.5 3.3 7.2 35.8 50.2 

3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权重确立 

确定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标后，需确定权重以对各指标提供可量化的操作方法，

研究选取层次分析法对体育学力测评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先后邀请 18 位专家库成员对运动能力、

体育行为、体育品德三个维度的重要性相互对比，采用 1-9 标度及其倒数的标度方法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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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出判断矩阵，最后将汇总的数据输入层次分析软件得出权重结果。 

3.1 计算指标的权重 

运用 Yaahp 层次分析软件构建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模型，因受篇幅限制，以 4 号专

家一级指标判断矩阵为例，具体过程如下： 

①计算判断矩阵的每行元素积 。 

根据公式：  

=1/6， =1， =6 

②计算 的 n 次方根 。根据公式：  

 

③向量 归一化。根据公式： 

 

 

 

 

最终结果如表 5 所示，对指标的判断矩阵及初始权重值赋值如下。 

表 5 4 号专家权重赋值结果 

 内容 动机 维度 权重（Wi） 

运动能力 1 1/2 1/3 0.1634 

体育行为 2 1 1/2 0.2970 

体育品德 3 2 1 0.5396 

3.2 指标一致性检验 

为验证权重的赋值结果是否符合判断逻辑，还需进行指标的一致性检验。公式如下：CI= (

-n)/(n-1)，当 CI<0.1 时，可认为权重结果符合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14]此外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出

发，还需根据公式 CR = CI/RI，得出检验系数值，如果 CR<0.1，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合理，权重

 
[14]刘军,姚军.层次分析法在兰州经济结构评价中的应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2):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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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结果被认可。依然以 4 号专家为例： 

①计算最大特征根  

=  

根据公式： 得出 

0.4918/（3×0.1634）+0.8936/（3×0.2970）+1.6238/（3×0.5396）=3.0096 

②计算相容性指标 

CI=（3.0093-3）/（3-1）=0.00465 

查表得随机一次性指标 RI=0.52
[15]，随机一次性比例为： 

CR=0.00465/0.52=0.0089<0.10，符合判断矩阵内部一致性要求。 

3.3 专家权重赋值 

与上述方法相同，将专家库成员的数据先后录入 Yaahp 软件，有 3 位专家（3、9、14）的指

标一致性检验高于 0.1，未通过检验予以删除。对 13 位专家赋值结果取均值，确定运动能力、健

康行为、体育品德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3564、0.3286、0.3129，为方便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如表 6 所示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表达式:Y=0.45×运动能力+0.30×健康行为+0.35×

体育品德(Y 代表小学生体育学力的整体情况)。 

表 6  小学能动学习测评指标体系的专家权重赋值 

 运动能力 健康行为 体育品德 一致性（CR） 

1 号专家 0.6483 0.122 0.2297 0.0032 

2 号专家 0.1013 0.3928 0.914 0.056 

4 号专家 0.1634 0.297 0.5396 0.0089 

5 号专家 0.3834 0.0906 0.526 0.0649 

6 号专家 0.964 0.2286 0.1355 0.0252 

7 号专家 0.5278 0.3325 0.1396 0.0516 

8 号专家 0.5385 0.2016 0.2599 0.0431 

10 号专家 0.637 0.2583 0.1047 0.0362 

11 号专家 0.4811 0.3742 0.1461 0.0591 

12 号专家 0.1638 0.2973 0.593 0.0076 

13 号专家 0.466 0.846 0.2565 0.0046 

15 号专家 0.5385 0.2016 0.2599 0.0431 

16 号专家 0.1754 0.3003 0.5244 0.0784 

均值 0.45 0.30 0.35  

 
[15]李海影,李国.大型体育场馆室内环境质量模糊综合评价模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v.51;No.315(02):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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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检验 

为了解当前小学生体育学力的整体情况，同时验证测评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操性，将 16 名

专家库成员随机对半分为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问卷的开发团队和审议团队。开发团队用 Likert5

点量表依据体育学力一级指标的三个维度及权重来设计问卷，按认同程度分别以 1-5 分表示，初

稿完成后交由审议团队讨论，经过两轮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现状调

查问卷》，经检验信度系数为 r=0.869，说明问卷的可信度非常高。研究选取专家库成员所在的 5

省 12 市 36 所小学，历经两年的数据调研，通过现场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对 3547 名小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3498 份，有效问卷 3446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98.6%、98.5%。

根据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的公式 Y=0.45×运动能力+0.30×健康行为+0.35×体育品德，得

出 36 所学校学生的体育学力均值。为方便阅读，保留一位小数如表 7 所示，学校 Y 均值大多数

都在 3.1 到 3.9 之间，有 2 所学校的均值低于 3.0，也仅有 2 所学校的均值超过 4.5，小学生体

育学力的整体情况一般。 

表 7  各学校能动学习加权均值得分情况 

学校序号 Y 均 学校序号 Y 均 学校序号 Y 均 

1 3.2584 13 3.4268 25 3.1523 

2 4.6258 14 3.6847 26 3.2547 

3 3.1524 15 3.0268 27 3.3265 

4 3.6215 16 3.3321 28 3.9584 

5 3.4175 17 3.3684 29 3.2547 

6 3.2984 18 3.2154 30 2.5241 

7 3.6587 19 3.1854 31 3.2147 

8 3.9482 20 2.6541 32 3.2564 

9 2.5268 21 3.2547 33 4.8547 

10 3.7532 22 3.3256 34 2.6741 

11 3.6519 23 3.9641 35 3.2415 

12 3.0215 24 3.7452 36 3.4125 

其中“2 号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百年名校，该校强力推进素质教育，结合义务教育性质

及课程定位，注重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深入推进体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要求体育教学围绕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三个层次，促进学生体育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33 号学校”位于

长三角的核心地区，该校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统筹推进体育教学的综合改革，全力打造更

加全面健康的教育模式，目前已初步形成努重体质、强意志、有品德的校园优质体育教育新生态。

“9 号学校”、“20 号学校”均分较低，通过调查发现“9 号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教师老龄化

程度较高，在教学中会有观念滞后或方法陈旧等弊端，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的需要。“20 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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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刚建校 1 年，由于学校发展规划的问题，体育学科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另外年轻教师教学经

验不足，也使得教学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不同学校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知，不同地区城市学校学生体育学力的均值不存在差

异、乡村学校之间也不存在差异(P>0.05)，但城市和乡村学校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P<0.01)。另

外通过走访得知，分数超过 4.5 分的“29 号学校”主课题的就是围绕“真实学力”和“能动学习”

开展研究，对提升学生各科目真实学力的做法有自己先进的教学体系。可见，该问卷能甄别出各

校小学生体育学力的真实情况，评测结果有较好的区分度，也验证了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和实操性。 

5 结语 

2022，我们离“健康中国”的目标更近了，在习近平总书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引领下，

体育强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学校的功能是培养“人”，培养综合学力过硬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因此体育强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学校体育工作，学校教育要担当好“把关人”的角色，显隐

体育学力同关注，培养他们的综合体育学力。
[16]研究基于新《课标》核心素养“运动能力”、“健

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维度，初拟了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指标体系，并经过多轮次的修正、

优化及权重赋值，最终形成包括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35 个三级指标的测评指标体系，

其表达式为：Y=0.45×运动能力+0.30×健康行为+0.35×体育品德。将其用于实践检验，也肯定

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操性。然而，当前体育学力指标测评体系可参照的研究较少，加之小学

生培养目标与定位是确定的，但质量标准与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初步构建的测评指标体

系还有待完善，各校应结合实际情况，适当修正并构建符合当地学校特色的小学生体育学力测评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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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投掷项目竞技表现分析 

——以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成绩为例 

董  健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女子投掷项目一直是中国田径队传统优势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周期，通过分析俄勒冈

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子投掷整体竞技表现分析自身和对手的同时，也为后期科学训练提出参考意

见。结果表明：女子铁饼大幅度提高赛季最好成绩，一投定乾坤强势夺冠；女子铅球稳定发挥获

得银牌，巴黎奥运周期值得更多期待；女子标枪需要总结经验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世界之巅；女

子链球要夯实训练提高大赛竞技能力，延续女子链球传统优势。同时给出中国女子投掷在备战巴

黎奥运周期训练建议，期待取得更好的运动成绩。 

关键词：中国；女子投掷；田径世锦赛；竞技表现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于 7 月 15 日-7 月 24 日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本次世锦赛

中国投掷女队共派出 9 名运动员参加了 4 个项目的角逐，共获得 1 金、1 银。相对于多哈世锦赛

的 1 金 1 银 1 铜和东京奥运会上 2 金 1 银的表现，整体核心竞争力稍有退步。通过在本届世锦赛

取得成绩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进入后世锦赛时代，中国田径投掷女队需要重整旗鼓，尽快补足

新锐，以保持持续前进的动力，共同期待在 2023 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和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中再续中国田径辉煌。 

1、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子投掷项目参赛成绩分析 

表 1 俄勒冈世锦赛中国田径队女子投掷运动员参赛成绩统计表 

姓名 项目 成绩 名次 最好成绩 差值 年龄 

冯彬 铁饼 69.12m 1 66.00m 3.12m 28 

巩立姣 铅球 20.39m 2 20.58m 0.19m 33 

宋佳媛 铅球 19.57m 6 20.38m 0.81m 25 

张林茹 铅球 17.54m 19 18.67m 1.13m 23 

刘诗颖 标枪 63.25m 4 67.29m 4.04m 29 

吕会会 标枪 57.59m 16 67.98m 10.39m 33 

罗娜 链球 70.42m 8 75.02m 4.60m 29 

李江燕 链球 70.50m 14 74.47m 3.97m 23 

赵杰 链球 68.18m 21 71.04m 2.86m 22 



 

459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界锦标赛中国田径队女子投掷共派出了 9 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仅有巩

立姣、刘诗颖、吕会会、冯彬、罗娜 5 位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世锦赛获得奖牌的老将，

也有铅球新星宋佳媛，同时还有张林茹、李江燕、赵杰 3 位代表国内铅球和链球最好水平的新人

也参加了比赛。中国田径女子投掷队在比赛中呈现出“以老带新”传帮带、集团作战的局面，共

获的 1 金 1 银，1 个第 4、第 6、第 8 的成绩。虽较多哈世锦赛和东京奥运会的优异成绩相比略有

下滑，但是考虑到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今年国内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的计划也都不同程度上受

到了影响，世锦赛前 9 位投掷队员们都是在国内进行训练备战，没有任何世界大赛的感觉和了解

对手的机会。从表 1 可以看出，只有冯彬在女子铁饼项目中大幅度提高了个人最好成绩 3.12 米

并强势夺冠；8 届世锦赛参赛元老巩立姣在比赛中稳定发挥，以接近个人最好成绩的 20 米 39 获

得亚军。而刘诗颖、吕会会、罗娜、宋佳媛 4 人在比赛中的发挥距离个人最好成绩有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第一次参加田径世锦赛的铅球运动员张林茹、链球运动员李江燕和赵杰在各自及格赛中没

有把握机会，缺乏大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搏精神，早早被淘汰出局。这批投掷队员们职业生涯

正处于最好的黄金年龄段，希望在后世锦赛时期不断总结比赛的得与失，重整旗鼓，尽快补足新

锐，以保持持续前进的动力，共同期待在明年的亚运会和匈牙利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以及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中再续中国田径辉煌。 

2、2022 年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子投掷优势项目分析 

2.1 女子铅球决赛成绩分析 

表 2 中国铅球运动员与世锦赛前三名六轮投掷成绩（m）统计表 

姓名 第 1 轮 第 2 轮 第 3 轮 第 4 轮 第 5 轮 第 6 轮 成绩 排名 

埃利 20.49 19.82 X 20.07 19.65 X 20.49 1 

巩立姣 19.58 19.84 20.23 20.08 20.39 19.89 20.39 2 

席尔德 X 19.77 X 19.53 19.77 X 19.77 3 

宋佳媛 19.21 19.06 X 19.49 19.57 X 19.57 6 

张林茹       17.54 19 

注：表 2 中张林茹的统计成绩是资格赛中的比赛成绩和排名。 

女子铅球是中国田径队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获得奖牌最多的项目，特别是目前中国女子铅

球领军人物巩立姣 8 次参加世锦赛中共获得 2 金 2 银 2 铜，4 次参加奥运会 1 金 1 银 1 铜的优异

成绩。本次铅球及格赛中巩立姣携手宋佳媛分别以 19 米 51 和 19.08 的成绩超过 18 米 90 的晋级

线，顺利进入决赛。小将张林茹三次试投最好成绩仅为 17 米 54，未能晋级决赛。从表 2 中可以

看出，决赛第一轮试掷中美国选手埃利投出了 20 米 49 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暂时位列第一，巩立

姣在比赛中非常专注、不断调动身体和投掷状态，在前三轮比赛后以 20 米 23 的好成绩紧紧“咬

住”对手排名第二进入后 3 轮的试投。第 5 投中巩立姣奋力一掷投出 20 米 39 的成绩，与第一名

的成绩仅相差 10 厘米。最后一轮中巩立姣竭尽全力还是没能超过第一名的成绩，最终以 20 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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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赛季个人最好成绩获得银牌。纵观整场比赛，虽然在被东道主运动员艾利第一投 20 米 49 的成

绩压制，但是巩立姣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展现了自己国家大赛中的临场发挥和比赛经验。新

赛季受到疫情影响缺少国际大赛的锤炼，巩立姣竞技状态明显不在巅峰，相信在团队的帮助下，

巩立姣一定能及时调整状态，在接下来的大赛中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另一名中国选手宋佳媛本赛季进步神速，在国内的两场比赛中分别投出了 20 米 20 和 20 米

38 的世界级成绩，本次比赛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决赛中宋佳媛的整场比赛发挥明显受到东道

主第一投的压制，比赛节奏也被打乱，前 3 轮过后仅以 19 米 21 的成绩排名第 7 进入后 3 轮试

掷，最终凭借第 5 投 19 米 57 的成绩获得第 6 名，这一成绩距离自己的最好成绩相差了 81 厘米，

和本届世锦赛第三名也仅仅相差了 0.2 米。从资格赛到决赛的表现中，宋佳媛的表现属于中规中

矩，需要提高国际大赛中的应变能力和自我突破的能力，在今后训练中要重点提高 6 轮试投的平

均强度和先发制人的第一投成绩，希望以榜样的力量，从巩立姣手里接过接力棒，早日跨入世界

女子铅球一流选手行列中。 

2.2 女子铁饼决赛成绩分析 

表 3 中国铁饼运动员与世锦赛前三名六轮投掷成绩（m）统计表 

姓名 第 1 轮 第 2 轮 第 3 轮 第 4 轮 第 5 轮 第 6 轮 成绩 排名 

冯彬 69.12 X 66.89 65.88 65.60 64.80 69.12 1 

佩尔科维奇 67.74 68.45 X 67.74 66.59 66.00 68.45 2 

奥尔曼 67.62 66.47 68.30 68.05 X 51.41 68.30 3 

女子铁饼是本届田径世锦赛中国田径队女子投掷唯一一块金牌，冯彬一投定乾坤的出色发挥

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和期待。本赛季冯彬的竞技状态渐入佳境，在国内比赛中以 66 米整的成绩

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及格赛第一轮试掷中轻松投出超过 64 米的及格线，顺利进入决赛。决赛

中的对手包括东道主东京奥运会冠军以及另外两名获得过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的 3 名强劲对手，

赛前冯彬表示决赛中面对众多高手一定要抓紧机会，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做好自己，力争一块奖

牌。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决赛中第一轮东京奥运会冠军奥尔曼就投出 67 米 62 和两届奥运会冠军

佩尔科维奇投出 67 米 74 的好成绩。轮到冯彬出场，预摆、旋转、支撑、出手，整个技术动作行

云流水、一气呵成，铁饼空中的飞行姿态和角度也非常好，最后狠狠的砸在 69 米 12 的点位上，

一下子就排名到第一位。这一成绩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自己最好成绩 3.12 米，还带给同场竞技的选

手很大的思想包袱，导致在后面的比赛中急于求成技术动作变形。冯彬也将第一投的优势保持到

全场，强势夺冠。通过整场比赛发挥成绩来看，冯彬不仅有两投成绩大幅度超过个人 66 米最好

成绩，6 次试掷有效平均成绩也超过了 66 米。所以这一场比赛不仅得到了最想要的结果，还看出

冯彬在比赛中先发制人、敢于拼搏的竞争意识，以及高质量的稳定发挥。相信接下来团队会帮助

冯彬更加关注细节，全面提升整体竞技能力，继续在国际大赛中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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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子投掷潜力项目分析 

3.1 女子标枪决赛成绩分析 

表 4 中国标枪运动员与世锦赛前三名六轮投掷成绩（m）统计表 

姓名 第 1 轮 第 2 轮 第 3 轮 第 4 轮 第 5 轮 第 6 轮 成绩 排名 

巴贝尔 62.67 62.92 66.91 61.20 - - 66.91 1 

温格 56.93 61.96 61.00 58.78 62.17 64.05 64.05 2 

北口榛花 62.07 X 55.78 61.27 X 63.27 63.27 3 

刘诗颖 61.67 X 60.22 63.25 61.75 X 63.25 4 

吕会会 53.75 57.59     56.97 16 

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队派出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刘诗颖和世锦赛亚军吕会会，这两名优秀女子

标枪运动员也是近几届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夺取奖牌的常客。在资格赛中刘诗颖第一投就创造了赛

季最好成绩，成功晋级决赛。而老将吕会会在及格赛中仅仅投出了 57 米 59 的成绩，最终排名第

16 位，无缘决赛。她的这一成绩比她创造出的亚洲纪录 67 米 89 足足少了 10 米多。在决赛中卫

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巴贝尔在前三投中发挥出色，一轮比一轮远，在第三轮中投出了 66 米 91 的

今年最好成绩处于领先。中国运动员刘诗颖在前三轮中以最好成绩 61 米 67 的成绩排名第 5 进入

到后 3 轮比拼中，在第四轮中发挥出色以 63 米 25 的成绩来到第 2 位，在第五、第六轮试投中没

能更近一步。在第六轮试掷中美国选手温格和日本选手北口榛花突然爆发，分别投出了 64 米 05

和 63 米 27 的优异成绩最终排名第 2 和第 3 名，最终刘诗颖以 2 厘米差距位列第 4 名。纵观投掷

比赛，在标枪项目中前 3 次试投，特别是第一投最好成绩的发挥，对整场比赛的胜负会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不仅有利于运动员在比赛中创造好成绩和排名，还能给对手起到威慑的作用，进而让

对手比赛中竞技心理有较大波动，影响技术水平和成绩的发挥。刘诗颖和吕会会两名运动员正处

于投掷运动员最佳年龄段，通过本次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改进，相信两位标枪运动员一定能通

过刻苦训练的同时，调整好竞技水平和心态，在接下来的世界大赛中携手共进，再创辉煌。 

3.2 女子链球决赛成绩分析 

表 5 中国链球运动员与世锦赛前三名六轮投掷成绩（m）统计表 

姓名 第 1 轮 第 2 轮 第 3 轮 第 4 轮 第 5 轮 第 6 轮 成绩 排名 

安德森 74.81 X 72.74 77.42 77.56 78.96 78.96 1 

罗杰斯 72.61 X 75.52 75.18 75.05 74.36 75.52 2 

卡萨纳沃德 X 74.86 X 74.75 74.24 74.75 74.86 3 

罗娜 68.89 69.57 70.42 X 70.13 X 70.42 4 

李江燕 69.61 70.50 --    70.50 14 

赵杰 65.89 X 68.18    68.18 21 

注：表 5 中李江燕和赵杰的统计成绩是资格赛中的比赛成绩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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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链球一直是我国女子投掷在世界大赛中的优势项目，张文秀和王铮两位运动员在近十几

年，多次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中获得奖牌。本届世锦赛由参赛经验丰富的罗娜带领两名小将李江燕

和赵杰参赛。罗娜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女子链球决赛，

个人最好成绩达到 75 米 02。99 年出生的李江燕在去年全运会中表现突出以 74 米 47 的个人最好

成绩获得银牌，以微弱的差距输给了东京奥运会亚军王铮的 74 米 65 的成绩，这一成绩放在东京

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铜牌。00 后小将赵杰今年状态上佳进步神速，本赛季在国内比赛中敢于拼搏投

出了 71 米 04 的好成绩并顺利达到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从表 5 中看出，在本届世锦赛女子链球

资格赛中罗娜以 71 米 36 的成绩排名第 10 晋级决赛，李江燕和赵杰两位小将分别以 70 米 50 和

68 米 18 的成绩排名资格赛第 14、21 名，未能晋级决赛。在女子链球决赛中罗娜未能发挥出最佳

竞技状态以 70 米 50 的成绩获得第 8 名。通过三位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临场竞技表现可以看出，老

将罗娜从资格赛到决赛未能调动比赛的积极性，没发挥出应有的竞技水平，与第三名的成绩也达

到 4 米 44 的成绩，错失了证明中国女子链球在国际大赛中的优势地位。而李江燕和赵杰两位小

将在比赛中没有放下思想包袱，没有完全发挥出年轻运动员的拼劲儿。期待中国女子链球运动员

能够学习张文秀、王铮两名优秀链球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成功经验，继续刻苦训练夯实自身竞技水

平，具备较强的比赛能力和风格，继续在国际大赛中延续中国女子链球高水平的竞技表现。 

4、中国田径队未来科学训练的建议 

客观分析中国女子投掷队整体竞技实力可以看出，未来的世界女子投掷整体竞争形式会更加

严峻，为了更好的备战 2022 年杭州亚运会、2023 年室内、室外田径世锦赛以及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各支队伍要精心细化工作，为了中国女子投掷队的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4.1 为运动员搭建高水平成长平台  

疫情期间中国田协要克服困难，创造出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到国外训练和参加国际大赛的

平台，从而能提高运动员训练积极性和竞技成绩，也能通过与世界高水平运动员同场比赛的同时，

提高临场比赛经验和赛中自我调节能力，以此达到在未来参加世界大赛中知己知彼，有能力和信

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竞技水平。 

4.2  提高核心竞争力项目的模式创新 

提高中国田径队女子投掷在铅球、铁饼、标枪优势项目的训练模式，同时挖掘女子撑链球等具

备竞争力的潜在项目。可以根据田径运动投掷技术和训练特点，组建以各个投掷项目的大国家队训

练基地，通过高水平教练员的训练指导和团队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运动员在一起相互训练、相互

学习、共同提高竞技水平。另外还可以组织各项目队内测试赛，达到以赛代练、以赛促训的效果。 

4.3 健全田径青少年后备人才储备。 

按照项目与年龄层次组建后备人才重点训练基地，聘请国内外优秀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参与

到“造星计划”中，聘请高校、科研人员通过授课让运动员了解并掌握运动生物力学和运动生理

生化等专业知识，以便加深了解田径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切身体会，促进运动技能和体能的提高。

其次要健全青少年竞赛制度，不能拔苗助长，要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



 

463 

运动员到世界大赛的舞台上为国争光。 

4.4 为国内教练员搭建学习平台，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教练员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运动员专业成长中最值得信赖的人，所

以也要求教练员要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巴黎奥运周期中国田径要继续推进“走出去、引进来”计

划，国内教练员要学习先进的训练水平和运动员培养模式。同时需要提高教练员的情绪管控和心

理调节能力，帮助运动员解决训练、比赛、生活等方面的困惑，让运动员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训

练比赛中去，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结论   

中国女子投掷队在国际赛场上有较强的集体竞技优势，目前在女子铅球和铁饼项目中有较好

的人才贮备和梯队建设；在女子标枪项目中两位老将具备国际大赛和核心竞争力，需要提高大赛

高水平的临场发挥能力和年轻运动员的梯队建设；女子链球项目中需要刻苦训练、夯实自身竞技

水平，具备较强的比赛能力和风格，继续在世界大赛中延续中国女子链球高水平的竞技表现。世

界田径格局正在快速发生着变化，在新的奥运周期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在“以老带新”的作用下，

让年轻运动员早日实现传承与突破，期待中国女子投掷整体竞技水平在世界大赛中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 刘志华.里约奥运会田径竞技格局及中国田径运动发展趋势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7，33（1）：48-53. 

[2] 张志华，李松梅.世界田径竞争格局与中国田径竞技表现分析——以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

成绩为例[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21，39（6）：86-96. 

[3］尚力沛，程传银．第 15 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竞争格局与中国田径发展对策分析［J］．中国

体育科技，2016，52( 4) : 127－133． 

[4］金红珍．世界田径竞争格局的新态势［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 3): 85－92． 

[5］陈思思．从 2018 雅加达亚运会田径比赛成绩看亚洲田径格局［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9，37( 1): 65－69． 

[6］王宇，陶于．十三届全运会我国田径竞技格局区域变化及其趋势研究［J］．南京体育学

院学报，2019，18( 4): 65－74． 

[7］曾必贵，肖平．2011 年大邱田径世界锦标赛世界田坛竞争格局及我国田径发展状况分析

［J］辽宁体育科技，2012，34( 3):54－61． 

[8］周志雄，朱俊玲．对中国田径运动发展中若干问题的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

13( 3): 54－61． 

[9］徐忠，黄慧娟，闫斌．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成绩分析－透视中国田径现状［J］军事体育

进修学院学报，2012，31( 3):28－31. 

[10］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464 

新发展阶段“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魏利杰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已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为“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赋能

蓄力对促进全民健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运用文献资料等方

法对“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并从政策制度、资源供给、信息传播及赛事

组织等方面深入探究其在新时代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也为我国“村 BA”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的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对策：精准落实惠民政策，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数字体育建设步伐，提高乡村宜居度；健全激励机制，激发

健身热情；优化管理体制，提升治理能力；统筹安全与发展，规避风险挑战。以期为建设文化强

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 

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Village BA"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culture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country， and 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illage BA" sports culture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health，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data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 Times of "village BA"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o deeply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system， resource suppl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vent org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village 

BA"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ccelerate the pace of digital sports construction， improve rural livability，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stimulate fitness enthusiasm，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enhance governance 

ability; coordinate safety and development， and avoid risk challeng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sports power and healthy China. 

Key words: "village BA"; sports 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2022 年 6 月，我国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及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民体育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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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乡村区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任务目标的实现
[1]。“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乡村振兴必须着眼于文

化兴盛，文化兴盛离不开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
[2]
。由于篮球运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促进作

用，“村 BA”体育文化的发展将会成为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环节。在“十四五”新时期，人们对体育的需求发生了新的改变，现阶段如何构建新发

展格局，为我国“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是新时期亟需思考的重要议题。新时代

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从乡村居民实际需求出发，以“健康提质”和“文化增效”为目标导向，

构建新发展阶段下“村 BA”体育文化科学可持续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响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1 新发展阶段“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审视 

1.1 丰富文化生活，形成乡风文明 

“村 BA”体育文化的火热出圈并非偶然，与乡村居民对美好体育文化生活的向往息息相关，

其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使民族文化与体育文化相融合。有研究曾指出，

乡村居民在体育活动中能形成健康的思想理念，并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从而树立良好的乡村社会

风气，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3]。参赛球员的激情四射与观众的热情高涨为赛事增添了活力，比赛日

间隙富有当地民俗文化气息的演出和接地气的奖品使得“村 BA”极具魅力。接地气的竞赛规则

在村民之间达成共识，他们不为金钱只想为家乡争光，这为赛事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集体情感，对

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乡村居民切实需求出发，推动“村 BA”体育文化

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也有利于加强人文交流，形成乡风文

明。不同区域之间的篮球交流赛有利于促进不同特色体育文化之间优势互补，对助力乡村体育文

化振兴起着重要作用，乡村体育文化振兴有利于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和谐美丽乡村。乡

村居民对篮球赛事的积极参与以及和谐接地气的赛事氛围正是“村 BA”体育文化所展现的亮点，

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1.2 促进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兴旺 

以贵州台江县为例，当越来越多的游客被火热的乡村篮球赛事所吸引，对于当地的文体经济

发展来说是一种契机。借“村 BA”之东风，充分发挥区域文化与体育文化相融合的聚合力，将

会吸引社会力量的投资，打造极具特色的乡村体育产业。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合理开发体育文化

资源，未来将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助推产业兴旺。赛事的举办，给乡村居民带来了额外的经

济收入，有利于实现生活富裕。外来观赛者的到来，对于当地的住宿、餐饮及零售行业来说，也

是一种发展驱动力，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3 赋质身心健康，助力强国建设 

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已成为我国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促进“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全民健康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强烈，关注点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乡村居民对“村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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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参与正是其健身意识从“要我健身”到“我要健身”转变的有力体现。“村 BA”拥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村民在积极参与篮球运动的过程中，身体素质得以增强，精神面貌得以改善，从身

心健康角度出发，促进“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对于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具有强大的

推动作用。 

2 新发展阶段“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2.1 政策制度方面 

在新时代，我国正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法规范各项政策的实施，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为

乡村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活力。2018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2021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

制，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
[4]，这表明促进乡村体育文化发

展已从政策引导向法制保障转变。《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促使乡村

居民走向共同富裕。2021 年 10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曾提出要深

入挖掘项目文化，充分发挥教育价值，不断增强集体球类项目影响力。篮球运动作为集体球类项

目的一种，增强篮球运动项目的影响力成为集体球类项目提升工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策的出

台为“村 BA”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成为了其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当前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已形成清晰的政策设计和规划体系，通过以上政策文件不难发现，

我国正扎实开展改革攻坚，持续为乡村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赋能蓄力。 

2.2 资源供给方面 

近年来，各地通过健身设施补短板行动计划、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专项行动，进一步

加大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供给，健身设施总量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均大幅提升
[5]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拥有体育场地 397.14 万个，其中篮球场地 105.36 万个，为所有类别场地中数量之最，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较往年相比有所增加，近年来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乡村体

育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乡村篮球场地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为全民参与健身提供了坚实基

础，促进了浓厚健身氛围的形成。 

2.3 信息传播方面 

在信息传播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体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人们可通过央视新闻网、

抖音、快手以及微信公众号等获取相关信息，这使得更多的人在短时间内了解到具有特色的“村

BA”体育文化。体育受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同步地了解到体育动态信息，使得体育

文化的传播更具有交互性、动态性和及时性
[6]。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及数字产品的研发

与设计等使得人们对体育文化信息的获取更加及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贵州台江县“村

BA”火热出圈，接地气的篮球赛正在全国各地乡村走红。 

2.4 赛事组织方面 

在篮球赛事方面，其组织简练，具有亲民特征和趣味性，使得“村 BA”具有良好的群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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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村 BA”赛事由村民自发组织，比赛中的奖品也颇为接地气。该赛事具有包容性，拥有独特

的魅力，篮球达人的加入以及赛事进行过程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的呈现等提高了人们对赛

事的关注度，也将会成为“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 

3 新发展阶段“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 

3.1 精准落实惠民政策，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 

在新时代，需筑牢政策支撑，精准落实国家和地方惠民政策，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及《关于推

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政策的聚合力，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

从质量、结构、规模、安全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扎实推进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和

健康中国等的行动计划，深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部署，切实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

全面巩固“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向好势头。 

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定文化自信 

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标识，体育

文化与体育强国建设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7]。有研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8]。促进“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定文化自信，

纵深推进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步伐，不断为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赋能蓄力，全力打造新标杆，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村 BA”体育文化。 

3.3 加快数字体育建设步伐，提高乡村宜居度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在篮球场地建设以及赛事的可视化呈现等方面可将部分农村作为试

点，升级基础设施，促使全民健身智慧化，全力打造乡村体育文化新标杆。由点促面，增加城乡

智慧化应用场景，统筹建设智慧型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平台，普及高质量“村 BA”健身

模式，解决乡村居民健身不便问题。因地制宜，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不断优化设施的功能品质，

扩大优质篮球体育文化资源辐射范围。可通过数字技术及时获取乡村居民的健身需求并对此进行

分析，并建设相关数据库。充分发挥体育数据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借助互联网平台整

合信息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各类资源，建立与卫生健康、交通、环保等相关部门互联互

通的数据共享机制，借助科技力量为乡村居民在信息获取、观赛及参赛等方面提供便捷，提高乡

村宜居度。 

3.4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健身热情 

村民的参与度决定着“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远度，应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健身热情，促

进村民从“要我健身”到“我要健身”的思想转变。“村 BA”的火热传递着乡村居民鲜活的精神

理念，应鼓励他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加强特色篮球赛事品牌建设，提高乡村居民参与运动

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结合不同乡村的文化特征、地域特征以及经济发展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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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措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进篮球体育活动的开展。健全激励机制不仅

有利于激发全民参与健身的活力，挖掘村民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的潜能，还有利于发挥

篮球运动的延伸功能，从而打开“村 BA”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空间。 

3.5 优化管理体制，提升治理效能 

“村 BA”赛事目前由村民自发组织，相关的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应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乡

村体育治理社会化、法制化及专业化水平。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指导思想，采用“自治、

法治、德智”相结合的模式，促使“村 BA”赛事向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基层自治组

织等多元协同治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治理效能的多方辐射，建设具有凝聚力的“治理共同体”。面

对城乡差距，不仅要加强企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还应不断强化村居两委参与体育治理

的自主性，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厘清各方职责，把握好尺度，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共同建设新时代更加美丽和谐宜居的文明乡村。 

3.6 统筹安全与发展，规避风险挑战 

在传承优秀体育文化的同时应不断加强创新及科研攻关，为“村 BA”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提升发展质量，构建发展新优势。促进“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也应坚

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统筹安全与发展，在注重发展的同时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预警、预判、预防

和应急处置能力，规避风险挑战。“村 BA”赛事进行过程中应加强疫情防控，规避安全隐患，避

免人群密集，做好自身防护，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赛事前后不文明观赛及违纪违法参赛行为的发生，

构建平安和谐社会。 

4 结语 

助推“村 BA”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体

育强国、文化强国及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应全面巩固“村 BA”体育文化向好势

头。国家政策的引领以及乡村居民对美好体育文化生活的追求等促使我国“村 BA”体育文化得

以良好发展，但未来仍需不断结合我国国情精准落实惠民政策，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定文化自信、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健身热情、优化管理体制，提升

治理效能、统筹安全与发展，规避风险挑战等来构建新时代的新发展格局。在新时代，坚持改革

创新，把握发展规律，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相信今后我国“村 BA”体育文化环境将会更

加和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将会加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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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加压训练对下肢肌肉激活情况的影响 

郁天成   贾潇彭   姜静远   余健凡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目的：比较不同负重水平的深蹲运动中，加压与非加压干预对下肢肌肉激活情况的影

响，探究加压因素在高强度抗阻条件下对肌肉激活情况产生的实际影响。方法：招募在校女性大

学生 25 名，在徒手、负重、加压徒手和加压负重条件下，完成各 6 次深蹲动作，负重负荷量为

75%1RM。加压带绑定在大腿上 1/3 处，限制压力结合受试者大腿维度确定。在深蹲过程中同步

采集下肢肌肉表面肌电信号，计算均方根振幅（Root mean square，RMS）标准值。结果：徒手

条件下，加压深蹲中各肌肉 RMS 标准值均低于非加压状态，臀大肌、股内侧肌和股直肌 RMS 标

准值的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半腱肌和股外侧肌 RMS 标准值的变化具有非常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p＜0.01）；负重条件下，加压深蹲中各肌肉 RMS 标准值均低于非加压状态，股外

侧肌和股直肌 RMS 标准值的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股内侧肌 RMS 标准值的变化具有

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且非加压和加压条件下负重前后下肢肌肉 RMS 标准值变化

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加压干预的直接影响是令徒手深蹲与高强度负重

深蹲中的下肢肌肉激活水平降低，在加压干预中如果希望有效地促进肌肉激活需要结合一定的疲

劳条件。 

关键词：加压干预；血流限制；高强度训练；肌肉激活程度 

抗阻训练被认为是提高肌肉力量、增加肌肉围度、预防损伤、改善健康和提高运动表现的重要

方法之一
[1]，肌肉力量和围度的增长也主要与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对高强度抗阻训练

的适应有关
[2]，因此，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建议，

想要增加肌肉质量与力量的人群应将高强度的抗阻训练（≥70%1RM）作为主要的运动方案
[3]。 

加压干预（“KAATSU”）亦称血流限制（Blood flow restriction），是指通过特殊加压装置对

部分肢体施以压力约束，以实现局部动静脉血流部分阻塞效果的干预形式，是近年来新兴的运动

干预手段。有证据表明，与传统力量训练一般采用的大重量抗阻方式不同，在低强度的加压抗阻

训练中，20~30%1RM 的负重水平就可产生有益的肌肉适应，其效果可体现在提高肌肉力量、有氧

能力，促进康复治疗和预防废用性肌萎缩等多个方面
[4]。然而在这些证据中，尽管观察到受试者

的最大力量明显增加，肌肉激活也较未加压时有所提升
[5]、[6]，但是其相对力量（最大力量/肌肉

横截面积）水平并没有产生明显变化
[7]、[8]，加压引起的肌肉激活升高情况也并未达到高强度抗阻

训练时的水平
[9]、[10]。因此，高强度抗阻训练对于提高肌肉力量和质量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高强

度的抗阻条件下结合加压干预所造成的影响也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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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加压干预条件下的高强度抗阻研究相对较少，且针对其干预的实际影响存在争议。

比如有研究指出高强度的抗阻训练结合加压干预并未比非加压时产生更加显著的肌肉增益效果

[2]，在低强度的加压抗阻训练中观察到的肌肉激活增加现象在高强度的加压抗阻训练中仍不明确

[2]、[11]。肌肉激活水平的增加能够代表肌肉募集更多肌纤维参与工作，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肌肉生长因子的表达并促进肌肉肥大
[12]，所以训练过程中肌肉的激活情况是判断力量训练即时

反馈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针对深蹲时加压干预在不同负重条件下对下肢肌肉

表面肌电均方根（RMS）值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与分析，旨在探究加压因素在高强度的抗阻条件

下对肌肉激活情况产生的实际影响。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招募普通在校大学生受试者 25 名（性别统一为女性），身体健康，1 年内无骨折、肌肉拉伤

等伤病，测试前一天无大强度身体活动。受试者熟悉测试动作。所有受试者均被告知测试的注意

事项和应急方案，并自愿参加本实验。受试者基本信息如表 1。 

表 1 受试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1.2 研究方法 

1.2.1 深蹲动作要求和最大力量测试 

为保证受试者安全，并确定实验中的负荷强度，在正式实验开始前 72h，对受试者进行统一

的最大力量测试，并结合美国国家体能协会（NSCA）提供的深蹲力量水平推算表评估 1RM 水平

[10]。考虑到最大力量测试和后续肌电测试关联度问题，最大力量测试动作和后续肌电测试的动作

完全相同，均为模式化深蹲。在肌电测试环节，由于无负重组采用徒手下蹲动作，因而手臂位置

为胸前环抱，双脚站位与下肢动作模式同上述的负重深蹲模式无异。 

1.2.2 测试方案 

受试者测试当天先进行两组 2min 热身动作，热身结束后采用踏跳法测试受试者主动腿，对

主动腿粘贴肌电电极片。设置节奏为 45 拍/分钟的双拍节拍器并提前播放给受试者，要求其跟随

节奏徒手练习 1-3 组（每组徒手下蹲的重复次数不超过 8 次，组间间隙为 1 分钟）。测试流程分

别按照徒手深蹲 6 次（A0）、75%RM 负重深蹲 6 次（A75）、徒手加压深蹲 6 次（B0）、75%RM 负

重加压深蹲 6 次（B75）的顺序进行，非加压与加压徒手组测试完毕后均休息 1 分钟，非加压负

重组测试完毕后休息 5 分钟（包含加压带的捆绑时间）。 

1.2.3 表面肌电张贴方案 

在运动过程中，采用德国 BIOVISION 生物电记录分析系统采集下肢肌电数据。参照以往关

于深蹲技术动作
[13]、[14]的研究，本研究共选取六块骨骼肌，分别是：股直肌（RF）、股外侧肌（V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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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内侧肌（VMO）、股二头肌（BF）、半腱肌（SEM）、臀大肌（GM）。经定位、脱毛、去脂、消

毒并晾干后，依次进行粘贴。 

1.2.4 加压干预方案 

加压设备采用 FIRSTREHAB ACADEMY 公司生产的加压装置，结合受试者大腿维度（表 2），

实施相对应的限制压力。加压带捆绑于受试者大腿上 1/3 处，并与大腿纵轴垂直，加压带宽 5cm。 

表 2 基于大腿围建议的限制压力一览表 

 

1.2.5 数据处理 

1.2.5.1 肌电均方根（RMS） 

使用 EMG EASY REPORT 肌电分析软件将肌电原始数据信号带通滤波（截止频率

10~400Hz）处理，计算 6 块肌肉在 4 种实验状态下的 RMS 值。以非加压徒手测试状态下各肌肉

的 RMS 值为基准，对其余 3 种测试状态下各肌肉 RMS 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表 3），非加压徒手

状态各肌肉 RMS 标准值为 1。 

表 3 实验干预组各肌肉 RMS 标准值一览表 

 

1.2.5.2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均采用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

采用 SPSS 软件两个相关变量的非参数检验对相同加压条件下负重前后（A0 组与 A75 组；B0 组

与 B75 组）RMS 标准值和相同负重条件下加压前后（A0 组与 B0 组；A75 组与 B75 组）RMS 标

准值进行假设检验。以 A0 组与 A75 组、B0 组与 B75 组之间 RMS 标准值的比值表示相同加压条

件下负重前后肌肉 RMS 比值变化率，采用两个相关变量的非参数检验对 RMS 比值变化率进行假

设检验。差异性检验显著性水平取 P＜0.05。 

2.研究结果 

2.1 徒手深蹲中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变化 

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徒手条件下，加压深蹲（B0）中下肢各肌肉 RMS 标准值均呈现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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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非加压（A0）状态的趋势（如图 1），其中臀大肌、股内侧肌和股直肌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半腱肌、股外侧肌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之间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p＜0.01），仅股二头肌在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注：*表示相同负重条件下加压前后肌肉 RMS 标准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表示存

在非常显著差异 p＜0.01（图 2 同）。 

2.2 负重深蹲中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变化 

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负重条件下，加压深蹲（B75）中下肢各肌肉 RMS 标准值均呈现出略

小于非加压（A75）状态的趋势（如图 2），其中股外侧肌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p＜0.05），股内侧肌和股直肌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之间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0.01），股

二头肌、半腱肌和臀大肌加压前后 RMS 标准值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2.3 非加压与加压条件下负重前后肌肉 RMS 比值变化率 

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非加压条件下，负重深蹲（A75）中下肢肌肉 RMS 标准值比非负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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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状态下非常显著增大（p＜0.01）；加压条件下，负重深蹲（B75）中下肢肌肉 RMS 标准值

比非负重（B0）状态下非常显著增大（p＜0.01），非加压和加压条件下负重前后（A75/A0 和

B75/B0）下肢肌肉 RMS 标准值变化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表 4）。 

表 4 加压干预下负重前后肌肉 RMS 标准值变化率一览表 

 

3.讨论 

3.1 实验方案 

加压带的限制压力和宽度是影响其干预效果的两大重要因素。限制压力即加压带对局部皮肤

表面的压力。在涉及加压因素的研究中，限制压力一般选择已有文献提及的统一加压负荷，而未

对个体之间的肢体围度差异进行修正，导致受试者个体之间的血流限制效果和局部感受可能存在

不同。Loenneke 基于大腿围度与静息动脉闭塞压（AOP）之间的关系，提出不同大腿维度的推荐

限制压力
[15]，在采用此方法确定限制压力的后续实验中，同样发现了有益的训练效果

[16]、[17]，因

此本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 Loenneke 推荐的个体化限制压力方案（如表 2 所示），为受试者进

行相应的下肢加压操作，以实现针对不同个体的血流限制干预力度的标准化。 

在有关加压带宽度的研究中发现，相同压力下，较宽的加压带具有更好的血流限制效果
[18]，

其原因可能是宽加压带更大的覆盖面积有利于软组织传递压力，而在较高限制压力下，这一优势

亦可能成为缺陷，造成大范围肌肉组织压迫，导致更多的疲劳和疼痛
[19]、[15]，所以下肢加压带的

宽度一般设计在 5~18cm
[20]、[21]。本研究选用的加压带宽度为 5cm 的基础款，整个实验过程中受

试者的主观压迫感适中，因而能够避免出现报备疼痛等不适感的状况。关于不同加压带宽度对血

流限制效果、本体感觉和训练表现等的直接影响仍需研究。 

3.2 加压干预对下肢肌肉 RMS 标准值的影响 

低强度的加压抗阻训练在增加肌肉力量和质量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10]。在以增肌为目标

的训练中，多组数刺激是提高代谢压力进而促进增肌效果的有效方法
[22]。低强度的加压抗阻训练

相较于普通的低强度抗阻训练，虽然训练组数和个数均显著减少
[23]，但是受试者主观疲劳和延迟

性肌肉酸痛显著增加
[24]、[25]，提示血流限制作为低强度抗阻训练附加的外部负荷，能够通过加压

改变人体的局部环境、增加快肌纤维激活、抑制乳酸等代谢产物排出的方式，提供更强的代谢压

力以及导致更快速的疲劳，进而能够达到增肌效率提升的目的。 

本研究发现，在徒手深蹲和负重深蹲两种条件下，加压干预都导致下肢肌肉 RMS 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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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下降倾向（如图 1，图 2），加压条件并未像以往的研究一样提高下肢肌肉的激活情况。重新

审视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些低强度的抗阻运动结合加压干预的实验在测试环节实际上给予了

相对较高的运动负荷水平，比如采用 4 组（30%RM 进行 30+15+15+15 次，组间间歇 60s）的动作

组合，30%RM 重复 30 次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负荷水平，这一干预模式在首组的重复动作中已经积

累了一定的代谢产物，促成了疲劳和低氧状态
[26]，肌肉的疲劳又将募集更多快肌纤维以补偿发力

赤字，因此在该测试模式下，RMS 指标实际上同时受到加压干预和疲劳状态的双重影响，并没有

为非疲劳状态下的加压干预促进肌肉激活的直接作用提供证明。而本研究安排的动作总次数较

少，无论是否负重，单组仅重复 6 次动作，总体负荷水平和测试时间均小于上述低强度加压抗阻

的测试模式，因此疲劳和低氧等因素造成的代谢压力也较小，进而能够观察到肌肉的激活程度未

明显上升这一现象。也就是说，在加压干预的实验设计尽量排除疲劳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肌肉的

RMS 变化水平会产生与疲劳状态相异的结果，本研究的观点从侧面佐证了加压训练实现肌肉激

活增加的重要因素是来自疲劳的快速累积。 

3.3 加压干预对下肢负重前后肌肉 RMS 比值变化率的影响 

尽管在以往的加压研究中，对肌肉激活增加的解释普遍围绕肌肉疲劳和快肌纤维的快速募集

展开
[27]，但是不可否认，局部压力本身可能也是影响肌肉激活情况的直接因素，需要重新审视加

压干预乃至加压训练的研究路径。比如，除了考虑“血流限制”的效果，单纯提供加压条件这一

行为本身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孤立的加压装置（尤其是较宽的加压带和绷带）是否会对加压肌

肉产生影响，目前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仅从本研究来看，加压带被捆绑大腿上 1/3 处，因而在

深蹲动作过程中，加压带有可能作为臀腿结合部的支撑，为受试者提供助力的同时维持了髋关节

的稳定性，降低深蹲动作难度从而使受试者减少发力，降低肌肉激活，将这一连锁结构反映到肌

电图中便表现为 RMS 标准值的降低。 

另一方面，无论是否进行加压干预，负重增加（徒手至 75%RM）后，下肢肌肉 RMS 的标准

值均会出现显著增加（表 4），这是由于抗阻训练遵从 Henneman[28]的肌肉募集原则，不同类型的

运动单位会随着负荷的增加而出现由小到大的募集，表现为 RMS 数值的增加，这与本实验 2.3

部分的结果保持一致。通过对非加压和加压条件下负重前后的肌肉 RMS 标准值的变化率加以比

较，能够发现负重导致的肌肉激活增加在变化的幅度上并没有受到加压要素的明显影响，说明加

压干预并未能改变下肢肌肉的激活策略，结合前文的推论，说明了本研究所观察到的加压干预造

成的下肢肌肉激活水平的降低，可能是由于加压这一行为本身引起的。 

4.结论 

加压干预下，徒手深蹲与负重深蹲中下肢肌肉激活情况相较于非加压组均出现下降趋势。分

析发现疲劳可能是加压训练中介导肌肉激活增加的重要因素，捆绑加压带将导致深蹲动作中下肢

肌肉激活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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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内在冲突与外部调适 

徐金金 

（苏州市草桥中学） 

摘  要：“双减”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青少年学业负担沉

重，课内外体育参与匮乏的背景下提出的。体育中考旨在积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倒逼学生主动

参与体育；提升学校体育社会地位，突出体育综合育人价值。然而“双减”政策下的体育中考，

在学生层面，应试考试科目数量增多，可能增加升学考试负担；课外体育培训外需提升，可能增

加校外培训负担。在家庭层面，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提高，可能增加养育成本负担；家庭体育教育

时间延长，可能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研究认为，通过因地制宜设置考试内容、创新学生考试评价

方式，加强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构建体育培训监管体系，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打造社区体育

服务平台，培育家庭体育教育理念、扩大亲子体育市场供给等举措，“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

减负将成为可能。 

关键词：“双减”政策；体育中考；家庭体育教育；减负；增负 

青少年是国家之未来，民族之希望。青少年健康成长不仅关系着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所需人

才的绝对保障，也关系着国家国防军事力量的持续供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多次公开强调体育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锤炼意志以及健全人格等方面

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为有效遏制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持续下滑趋势，体育中考改革逐步被提上

日程。2020 年 10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改进中考体育

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①]。随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推出体育中

考改革方案，云南省更是率先将体育中考分值提升至 100 分。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

下简称“双减”）[②]，旨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以及家庭教育负担。然而，笔者不禁质疑，“双减”

政策下的体育中考，究竟是减负还是增负？如果是增负，又该如何将这一负担减下来？鉴于此，

本研究将在“双减”政策提出背景以及体育中考价值取向的理论阐释基础上，重点对“双减”政

策下体育中考的内在冲突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其外部调适提供理论参照。 

 
[①]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2020-10-15)[2022-01-01].http://www.gov.cn/zhengce/2020-

10/15/content_5551609.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1-07-24)[2022-01-01].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 

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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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理论阐释 

探讨“双减”政策下的体育中考，一是要准确把握“双减”政策的提出背景，二是要深入分

析体育中考的价值取向。基于此，本部分将从这两个层面展开详细论述。 

1.1 “双减”政策的提出背景 

1.1.1 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

实施，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但也导致我国人口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并从此保持

在较低的水平上，人口结构快速老化[①]。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2015 年 10 月，十八届

五中全会做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决定[②]。二孩政策短期效果虽显著，

但长期效应甚微[③]；我国出生人口数连续四年下跌，由 2016 年的 1883 万人下降至 2020 年的 1200

万人[④]。为此，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的政策[⑤]。然而，众多的研究已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并不会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生育意愿，

针对制约生育因素制定相应配套支持政策才能有效缓解生育压力，进而提高生育意愿。育儿成本

是当前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直接动因[⑥]。有研究表明，平均每个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要用于子

女教育支出，家庭养育负担的加重进而导致国民生育意愿不高[⑦]。事实上，在普惠性教育政策全

面实施的背景下，家庭教育成本的增加主要来自校外培训支出，而这正是“双减”政策提出的一

个重要社会背景。“双减”政策旨在通过政府的强制干预，大范围关停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

类培训市场；同时通过福利性网络文化课程的供给，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高国民生育

意愿，进而缓解我国社会的严重老龄化问题。 

1.1.2 青少年学业负担沉重，课内外体育参与匮乏 

受中国当下教育体制的深度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让孩子赢在起跑线”等理念成为

中国家长固有的教育思维定式。尽管九年义务制教育保障了每一位孩子均能接受教育，但教育资

源的不平等以及中考升学压力的现实压迫，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个具有优质

教育资源的初高中，从而为考取更好的大学奠定基础；而另一方面，各类学校为获取高升学率，

从而在区域范围内形成教育优势与优质名声，不得不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投入力度。由此，在校内，

体育课程被其他文化课程取代，这一现象尤其是在毕业年级表现的更加突出，尽管国家明确禁止

 
[①] 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34(05):29-38. 
[ ② ] 人 民 网 . 五 中 全 会 : 全 面 实 施 一 对 夫 妇 可 生 育 两 个 孩 子 政 策 [EB/OL].(2015-10-30)[2021-10-

28].http://xj.cnr.cn/2014xjfw/2014xjfwgj/20151030/t20151030_520334354.shtml. 
[③] 卿石松,陈滔,程丽跃.两孩政策效果追踪评估与未来趋势分析[J].人口与经济,2021(04):83-95. 
[④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2021-05-11)[2022-01-

04].http:/ /www.stats.gov.cn /ztjc /zdtjgz/zgrkpc /dqcrkpc /ggl /202105 /t20210519_1817702.html. 
[ ⑤ ] 新 华 网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  习 近 平 主 持 [EB/OL].(2021-05-31)[2021-10-

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256820430768326&wfr=spider&for=pc. 
[⑥] 张孝栋,张雅璐,贾国平,等.中国低生育率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人口与发展,2021,27(06):9-21. 
[⑦] 史爱军,张翠玲,史卓.子女教育成本对我国生育意愿的制约与优化建议[J].人口与健康,2021,(07):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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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体育课课时，但在地方实践中却是举步维艰；在校外，家长为让学生获取优异文化课成绩，

各科目补习成为学生周末以及节假日的隐喻。此外，在文化补习之余，家长们还希望通过琴、棋、

书、画、舞等其他课程的学习来让孩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结构转变。有

研究表明，仅有 1%左右的初中生不参加任何补习，睡眠和体育锻炼时间得到充分保证，并在合

理的时间内完成作业[①]；还有研究显示，作业时间越长，则睡眠时间越短、体育活动时间越少[②]。

尽管减轻学业负担并不一定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体育活动参与，但学业负担沉重一定制约学生体育

活动参与。持续下滑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使得国家不得不通过政策的强制干预来减轻学生学业

负担，从而为学生的体育活动参与创造条件。 

1.2 体育中考的价值取向 

1.2.1 积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倒逼学生主动参与体育 

尽管学生体育活动参与匮乏有来自学业负担沉重的客观原因，但也有自身参与动机不强以及参

与意识缺乏的主观原因。近年来，人们生活方式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互

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子产品的不断更迭，给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青少

年的“久坐不动”埋下了伏笔。特别是日益兴盛的电子游戏，给身体正处于成长敏感时期的青少年

套上了一把坚固的“枷锁”。《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0》指出，2020 年我国未成年人的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94.9%，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2.2%，音乐、游戏以及短视频是其主要网络活动

形式[③]。在这种身体活动减少、电子产品过度使用、营养过剩等生活方式的裹挟下，肥胖、近视以

及体质水平下降等成为许多学生的重要标签。身体活动不足是导致青少年体质下降、肥胖和心血管

疾病的重要因素[④]。从短期来看，青少年体质水平急剧下降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

由此导致的征兵条件逐年下调还直接影响着国防军事力量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体质健康水平的持

续下滑还将直接导致青少年未来慢性病等疾病发病年龄提前，进而增加国家社会保障与医疗负担。

因此，在主观体育参与意识不强的背景下，只能积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通过外在的政策干预来倒

逼青少年主动参与体育锻炼，而将体育纳入中考考试科目似乎实现了这一目标。 

1.2.2 提升学校体育社会地位，突出体育综合育人价值 

学校体育在我国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⑤]，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体育始终处于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学校体育地位不高、场地器材不足、体

育时间被挤占是其重要体现[⑥]。尽管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文件接连不断，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提升

 
[① ] 王绯烨,刘方 .从课外时间分配看学生学业负担——我国初中学生学业负担的实证研究 [J].教育发展研

究,2018,38(10):32-38. 
[② ] 陈传锋,陈文辉,董国军,等.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程度、原因与对策——基于全国中学生学习状况与课业负担

的调查[J].中国教育学刊,2011(07):11-16. 
[③] 丁元竹.促进互联网游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J].管理世界,2021,37(10):138-152. 
[④] 周玉兰,王丽娟.不同学段体育课中教师因素对学生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J].体育学刊,2021,28(02):118-124. 
[⑤] 丁省伟,储志东.中国共产党领导学校体育发展的百年演进与历史经验[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06):18-24. 
[⑥] 专家组.“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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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的社会地位。究其根本，相比其他文化课程，体育课程不与学生升学考试直接挂钩是其

症结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出台的《意

见》更是明确将体育纳入初中升学考试当中，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有效地让学校体育地位从长期的

口号中得到实质性提升。可以说，体育中考的推动，实质上是以一种外在干预的手段将学校体育

社会地位与其他文化课拉平，从而使得师生、家长不得不重视学校体育。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一切教育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展开。体育历来被认为是育人的重

要手段和途径，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了学校体育“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的“四位一体”发展目标，充分肯定了学校体育所内涵的综合育人价值，体育

中考则是将体育所具有的综合育人价值以特定形式付诸实践。 

2 增负：“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内在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双减”减的是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从本质上来看，“双减”减

的是学生学习负担与家庭教育负担。基于此，本部分关于“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内在冲突的论

述将从学生以及家庭两个层面着手展开。 

2.1 学生层面：增加升学考试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 

2.1.1 应试考试科目数量增多，可能增加升学考试负担 

在应试化教育背景下，将体育作为升学考试的正式考试科目，将直接导致学校体育的定位由

过去的普通课程转变为应试考试科目，因而学生面临的升学考试负担将直接大幅增加。首先，体

育考试的“锦标化”模式可能给学生增加新的心理负担。由于教育部赋予各地区自行安排中考体

育合格标准的权力，地方在制定考试标准的过程中，一旦缺乏科学依据，采取“一刀切”式的生

搬硬套，极易导致体育考试的“锦标主义”现象，从而违背学校体育的育人初衷，如深圳体育中

考男子游泳考试满分成绩达到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多数学生甚至难以到达及格线[②]。此外，在

“锦标化”模式下，学校体育课程的功能由“放松身心”转向“考试达标”。尽管随着体育中考

的全面实施，学校体育课程能够解决学生不断下滑的体质健康问题，但也将体质健康问题转移成

心理负担。学生由于文化课学习造成的紧张心理无法在体育课堂得到放松，反而增加了“体育达

标、获取高分”的心理负担。其次，学生身体素质因人而异，体育考试可能给部分运动能力低下

的学生增加新负担。在学校，不仅存在着有部分身体残障的学生，同时还有部分由于身体器质性、

结构性、功能性原因而造成运动能力低下的学生[③]。体育考试对于这一部分学生而言，无疑是新

的升学考试负担。此外，更有部分智力平平但选择牺牲全部课余时间用于文化课学习的学生，由

于身体活动能力参与不足，体育考试可能给这部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 

 
[①] 王树明,谢四元.“立德树人”背景下体育品德评价的困境与出路[J].体育学刊,2021,28(06):82-89. 
[②] 于文谦,季城.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中考的热效应与冷思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03):360-365. 
[③] 熊文.新时期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的审思[J].体育学刊,2021,28(0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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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课外体育培训外需提升，可能增加校外培训负担 

在体育纳入升学考试之前，青少年参与课外体育培训主要出于自身兴趣爱好以及强身健体需

要，这种体育培训是学生发自内心自愿参与的。然而，随着体育考试的全面实施，由于当前我国

班级授课制以及课内体育时长存在的局限，学生无法在有限的体育课堂中实现运动能力的大幅提

升。为获取体育成绩高分，学生不得不诉诸于课外体育培训，以期通过课外体育培训的参与，实

现自身运动能力的提升。由此，学生参与课外体育培训的外在需求被迫提升。事实上，“双减”

政策的颁布，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课外体育培训需求。在“双减”政策颁布后的第 5 天，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指出，

“在开展校外培训时，体育学科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①]。审视当下升学考试科目，除体育科

目以外，其他所有科目的课外培训均被列入学科类培训范畴。体育培训的非学科培训属性，实际

上就意味着体育作为升学考试科目，可以正常参与课外体育培训。尽管“双减”政策以及随后出

台的《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②]均明确禁止课外

体育机构开展“应试化”体育培训，但广大家长以及学生为获取体育考试高分，必然寻求“应试

化”课外体育培训，而当前还尚未针对“应试化”课外体育培训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可见，在

体育中考的目标驱动下，作为非学科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培训可能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校外教育培训增加一层新的负担。 

2.2 家庭层面：增加养育成本负担与家庭教育负担 

2.2.1 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提高，可能增加养育成本负担 

诚如上文所述，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是“双减”政策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因而

“双减”不仅是给学生减负，也是在给家庭减负。然而，体育中考的实施，从表面上来看，跟家

庭增负并无太大关联；但实际上却是增加了家庭对于子女体育培训的支出成本。在“双减”政策

实施之前，文化课补习是中小学生的教育常态；而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是否真的能够从根

本上杜绝文化课补习行为？有学者指出，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可能还会以各种灵活的“打游击战”

方式存在，“地下”培训课程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③]。事实上，家长以及学生对于文化补习的需

求并不会因为“双减”政策的实施而削减，由于家长以及学生存在“逐分”心理，因而“地下”

文化补习必然受到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维护。可见，“双减”政策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减少家庭校外

培训支出。随着体育中考的推动，部分运动能力欠缺的学生对于课外体育培训的需求将进一步加

大；加之教育部对于体育培训的非学科培训定位，更是刺激了体育培训市场活力。尽管“双减”

政策以及《通知》均强调建立课外体育培训市场指导价，杜绝“应试化”体育培训，但在“逐分”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

[EB/OL].(2021-07-29)[2022-01-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29/202107/t20210730_547807.html. 
[②]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EB/OL].(2021-10-11)[2022-01-

05].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12/content_5642000.htm. 
[③] 周洪宇,齐彦磊.“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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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下，各种个性化体育考试定制课程将普遍化存在，而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来防范这

一现象的发生。因此，“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全面实施，可能造成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提高，

进而增加养育成本负担。 

2.2.2 家庭体育教育时间延长，可能增加家庭教育负担 

“双减”政策旨在通过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课外体育锻炼，从而

实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然而，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时间的增加，也使得家庭被迫承担起学生课

外体育教育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①]的颁布更是强化了家庭体育教育所具

有的特殊意义。随着体育中考的全面实施，家庭体育教育时间在升学考试的压力下逐步延长，家

庭教育负担由此增加。对于城镇家庭而言，由于大多数家庭属于工薪阶层，一年到头忙于为生计

奔波，尽管每天能够跟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由于相处时间短，加之白天工作导致身心疲惫，

因而家庭体育教育难以实践。此外，受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足以及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有限，

选择非公益性体育场所进行亲子体育活动对于普通工薪阶级家庭而言相对困难。对于农村家庭而

言，一方面，“双减”政策下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得到延长；另一方面，体育中考迫切需要家庭体

育教育的介入。由于农村学生大多为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务工，监护人受制于文化水平不足，

家庭体育教育实施面临阻碍，由此增加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最后，从家庭体育教育的内容来看，

体育中考必然导致家庭体育教育以应对体育中考内容为主线，而绝大多数家庭尚不具备体育指导

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因而体育中考可能给绝大多数家庭增加一层新的教育负担，使得这部分家庭

在辅导孩子文化学习的同时，还要承担其体育教育促进的重担。 

3 减负：“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外部调适 

“双减”政策下体育中考的减负逻辑，同样需要从学生以及家庭两个层面展开设计。基于此，

研究提出以下外部调适思路： 

3.1 因地制宜设置考试内容，创新学生考试评价方案 

3.1.1 因地制宜设置考试内容 

如何设置考试内容是实施体育中考首先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缺乏科学的论证与探讨，纯粹

“一刀切”式的“生搬硬套”，必然导致体育中考给学生以及家庭增加负担，从而违背“双减”

政策初衷。当前绝大多数地区体育中考已经采取“必考+选考”的考试模式，但在项目选择上仍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学研究确定体育升学考试必考项目。必考项目要充分考虑学校体育

教育的普适性，因而要组织相关专家对必考项目的选取进行科学研究，确保必考项目均来源于学

生的日常生活，建议着重考虑选择能够普遍提高学生体质水平，同时又能客观评价的体育项目，

如短跑、中长跑、跳远、跳绳等，从而确保体育升学考试不给学生增加额外备考负担。其次，调

研论证选择体育升学考试选考项目。选考项目的选取要充分考虑地方现实情况，以免设置的考试

 
[①] 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B/OL].(2021-10-23)[2022-01-05].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2110/8d266f0320b74e17b02cd43722eeb4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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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无人参与。因而要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调研，充分掌握当地学生参与程度较为广泛的体育项目，

根据实地调研结果确定体育升学考试选考项目，从而确保选考项目符合当地学生的体育活动习

惯，不给学生体育备考额外增负。再次，加强传统体育文化融入体育升学考试。传统体育文化中

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如武术文化中的尊师重道等教化元素[①]。建议在体育升学考试中加强传

统体育文化的融入，设置 5-10 分的附加考试分值给予传统体育项目，确保传统体育不成为学生备

考负担的同时，还能加深自身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体悟与感知，从而有效弥补传统德育存在的不足。

最后，系统科学设计体育升学考试项目分值。一是建议必考项目依据运动成绩高低赋分，但成绩

高低不与入学资格挂钩，严格落实体育考试为学生体质服务这一基本逻辑起点；二是建议选考项

目达标即满分，选考项目其目的是为帮助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一旦为考而学，将导致学生丧

失运动兴趣，从而不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生成。 

3.1.2 创新学生考试评价方式 

要给参与体育升学考试的学生减负，不仅要因地制宜设置考试内容，还需要创新学生考试评

价方案。首先，体育中考要全面采用“过程评价+终期考核”的复合评价方式。尽管体育已经成

为中考的必考内容，但学校体育终归不同于竞技体育，其最终目的是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

而体育中考绝不能成为选拔性考试。基于此，一方面，要将过程性评价分布于三年六学期中，同

时增加过程性评价的次数，从而确保既能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

动技能”的任务，又可以将具有主观性的选考项目以过程性评价的形式纳入中考体育成绩，切实

保障在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还能提高其运动技能水平；另一方面，要将基本身体素质等客

观性的必考项目集中以终期性考核方式予以评价。过程性评价是为了让学生掌握 1 到 2 项运动技

能，而终期性评价则是为了评价学生的基本身体素质水平，确保其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进入下一

阶段学习。此外，由于终期性考核的内容均为客观性项目，因而也可以避免因学生心理素质差异

导致的发挥失常等问题。同时，终期性考核还要给予部分因身体原因不能及时参考的学生缓考机

会，从而保障每一位学生的权利。其次，体育中考要加强推进智慧化体育考试方案。由于绝大多

数省份仍采用人工评判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相关技能测试，例如球类项目需要送球员进行送球，这

就给人为操作提供了空间，进而影响体育考试的公平性[②]。由此，要加强智慧化测试器材的研发，

同时要加快体育考试中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使用，全面推动体育考试的智慧化发展，尽

可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保障体育考试公平，减轻学生备考负担。 

3.2 加强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构建体育培训监管体系 

3.2.1 加强课外体育培训监管 

体育中考提升了学生课外体育培训的外需，从而给学生以及家庭增负。因此，为尽可能地减

少课外体育培训给学生和家庭造成的负担，必须全面加强课外体育培训监管。第一，要坚决抵制

应试化课外体育培训。应试化体育培训不仅会造成学生课外体育培训负担，还会打击学生参与课

 
[①] 刘如.武术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建立的原则及思路[J].城市学刊,2021,42(03):98-103. 
[②] 胡小清,唐炎.新时期体育中考的功能审视、现存问题及消解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9):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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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尽管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出台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①]对课外体育培训

课程做出了相应要求，但具体培训内容以及应试化体育培训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限定。为此，体育

部门要联合教育部门明确课外体育培训的具体内容，系统规范界定应试化体育培训行为，确保应

试化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有规可依。第二，要严格落实课外体育培训市场价格。课外体育培训市场

价格一旦缺乏监管，将增加家庭养育负担。为此，各地体育部门要尽快联合教育、工商等部门，

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研究制定课外体育培训市场指导价格，督促课外体育培训行业严格落实课外体

育培训市场指导价，避免增加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第三，要取消各类课外体育培训项目等级

考试。当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各种体育等级考试琳琅满目，价格也根据地区消费水平不

同而五花八门，给学生参与课外体育培训增添了经济负担。基于此，国家体育总局要出台政策文

件全面取消各类课外体育培训项目等级考试，规避课外体育培训给学生家庭过分增负。第四，要

打造课外体育培训数字监管平台。体育部门要组织网络技术人员，根据课外体育培训准入、质量、

价格、安全、规范以及诚信等具体监管内容，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建立相关网络平台，如 APP、网站、小程序等。第五，要强化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服务

引领。课外体育培训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减轻学生与家庭负担，

而非单纯处罚各大体育培训机构。由此，监管部门要强化服务理念，在监管处罚的同时，必须加

强业务指导与专业服务，引导行业走向健康发展。 

3.2.2 构建体育培训监管体系 

课外体育培训监管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来对其实施系统监管。有学者指出，一个完

整的监管体系包括监管目标、监管对象、监管方式、监管主体以及监管内容等五个核心要素[②]。

基于此，有必要从上述五个核心要素构建体育培训的监管体系，为课外体育培训监管进行顶层构

架。第一，要明确校内课外体育培训与校外体育培训两大监管对象。课外体育培训主要包括校内

与校外两类，校内课外体育培训是指学校和第三方体育培训机构合作展开的课外体育培训；校外

体育培训是指学生根据自身体育需要在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或俱乐部进行的体育培训。第二，要树

立贯彻落实“双减”政策、深化体教融合以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三大监管目标。从《通知》

发布的内容来看，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是为了贯彻落实“双减”等文件要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可见，课外体育培训监管要以上述三项内容为监管目标。第三，

要构建制度化、精细化、多元化以及专业化等四大监管方式。《“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提

出从制度化监管、精细化监管、多元化监管以及专业化监管等具体监管方式健全社会组织监管体

系[③]。体育培训行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社会组织的框架下构建其监管方式。

 
[① ]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的通知[EB/OL].(2021-12-

17)[2022-01-14].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35973/content.html. 
[②] 王娟,李卓珂,杨现民,等.智能化时代新型教育服务监管体系建构与路径设计[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01):84-

90.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1-10-08)[2022-01-

16].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2110/20211000037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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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长与师生等五大监管主体。各主体有着不同的监管职能，要

充分调动并协调好五大监管主体的关系，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格局。

第五，要确立准入、质量、价格、安全、规范以及诚信等六大监管内容。六大监管内容覆盖课外

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的全过程、全领域，确立六大监管内容能够鞭策课外体育培训行业为学生参与

课外体育培训创设优质环境，是精细化监管的重要体现。 

3.3 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打造社区体育服务平台 

3.3.1 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 

为减少课外体育培训给家庭增加的养育成本负担，政府需要为学生购买体育课后服务。体育

课后服务主要包括校内体育课后服务与校外体育课后服务两部分，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也应根

据体育课后服务的不同类型采取多元化的购买方式。其中，政府以购买校内体育课后服务为主，

校外体育课后服务为辅。首先，就政府购买校内体育课后服务而言。这一模式主要是指政府为学

校购买体育课后服务，以满足学生课后的体育服务需要。为此，各级政府要成立专项资金，专门

用于为学校购买体育课后服务，如上海、江苏、安徽、陕西等地自 2021 年秋季开学以来，纷纷在

周一至周五安排两小时以上时长开展包括作业辅导、体育培训等内容的校内课后服务[①]。在政府

购买校内体育课后服务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以财政拨款的方式扶持学校成立运动俱乐部，由学

校体育教师承担授课；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支持社会组织承接体育课后服务，由专

业培训机构承担授课。其次，就政府购买校外体育课后服务而言。这一模式主要是指政府为学生

参与课外体育培训提供有限服务，政府并不直接参与提供体育服务，而是委托具有一定资质的课

外体育培训机构行使职能，政府主要承担资金扶持与监督监管义务。在政府购买校外体育课后服

务过程中，一是要准确地界定体育课后服务的对象，将有限服务提供给最需要服务的群体；二是

要依据购买服务的特征合理设计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的制度；三是要形成以各级政府领导，由

各行政职能部门组成的高效的政府购买体系；四是要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同时强化对服务过

程实时监督[②]。 

3.3.2 打造社区体育服务平台 

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除了政府购买体育课后服务外，还应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功能。社区

教育是为了提升社区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而实施的教育活动[③]。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体育教育能够与学校体育教育形成教育资源互补，有利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④]。此外，

2016 年由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也要求社区积极开展青

 
[① ] 李彦龙,常凤.“双减”政策下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与保障[J/OL].体育学研究:1-12[2022-01-

16].https://doi.org/10.15877/j.cnki.nsic.20211201.001. 
[② ] 胡科,虞重干.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的个案考察与思考——以长沙市政府购买游泳服务为个案[J].武汉体育学院学

报,2012,46(01):43-51. 
[③] 崔珍珍,王甲乐,赵新元.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热点的文献可视化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21,(01):66-75. 
[④] 程慎玲.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04):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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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校外教育，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①]。因此，要积极打造社区体育服务平台，推动社区参与

学生课外体育教育。首先，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参与者合理分担等多种渠道筹

措经费的社区体育教育投入机制，加大对社区体育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拓宽社区体育教育经费

来源渠道。其次，政府要指导住建部门出台指导性政策文件，将体育活动中心作为社区的标准配

套设施，要求各大社区依据面积大小以及居住人口数量规划一定面积的社区体育活动中心，逐渐

形成学校体育教育与社区体育教育并举的体育教育模式。再次，要提高社区体育教育专业化水平。

一方面，要加强社区体育教育课程建设，鼓励各地开发、推荐、遴选、引进优质社区体育教育课

程资源，推动课程建设规范化、特色化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要研讨将社区体育服务作为社

体专业学生实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引导社体专业大学生走进社区，投身社区体育教育，切实提高

社区体育教育专业化水平，进而为学生参与课后体育提供优质社区教育资源。最后，要鼓励社区

积极与体育培训机构展开合作，将体育培训机构所具有的专业师资引进社区，为学生参与课外体

育提供更便捷的方式；同时社区也要积极主动承接政府购买的校外体育课后服务，将公益性体育

课后服务带进学生所在社区。 

3.4 培育家庭体育教育理念，扩大亲子体育市场供给 

3.4.1 培育家庭体育教育理念 

父母长期忙于工作，缺少时间陪伴孩子参与体育活动，是家庭教育负担增加的最直接，也是

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体育教育理念的缺失则是最根本、最深层次的文化影响因素。因此，需要

培育家庭体育教育理念，形塑家庭体育教育氛围，内化学生体育活动参与意识。首先，各级政府

应当根据“双减”政策以及体育中考的现实需要制定家庭体育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在城乡公共服

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中添加家庭体育教育指导服务，将家庭体育教育相关经费列入教育部

门与体育部门财政预算，鼓励和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家庭体育教育指导提供定点服务。

其次，国家要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依法开展公益性家庭体育教育

服务活动，一方面，引导体育企业走进社区，扶持与指导家庭体育教育活动开展，同时还要充分

发挥基层体育组织的模范作用，培育家庭体育教育促进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鼓励优秀运动员

下基层积极参与公益性家庭体育教育活动，以运动员冠军形象激发学生体育活动参与动机。再次，

国家要鼓励学界积极开展家庭体育教育研究，考虑在高等学校社体专业开设家庭体育教育专业课

程，支持师范院校和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加强家庭体育教育学科建设，培养家庭体育教育服务专业

人才，开展家庭体育教育服务人员培训。最后，教育部要推动家庭体育教育线上公益课程建设。

目前已建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音乐、美术、科学在内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实现了部分课程的线上免费供给。基于此，教育部要继续加强线上公益课程建设力度，尽快将各

学龄阶段各项目体育课程纳入线上课程平台。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2016-07-08)[2022-01-

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cxsh/201607/t20160725_272872.html. 



 

488 

3.4.2 扩大亲子体育市场供给 

亲子体育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以满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以体育运动或体育游戏

为主要内容的活动[①]。我国体育培训市场虽火爆，但供给的亲子产品主要集中在儿童年龄阶段，

初高中生等青少年亲子体育市场供给相对匮乏。事实上，家庭体育教育时间延长，之所以导致增

加家庭教育负担，除了家庭缺乏体育教育理念外，青少年亲子体育市场供给不足也是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由此，扩大亲子体育市场供给，对于减少家庭教育负担就显得别具意义。首先，要推动

体育培训市场供给侧改革。完善现有体育产业政策，通过将亲子体育产品纳入体育产业政策文件

的形式激发亲子体育市场活力；对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进行修订，将亲子体育产品纳入体育服

务业范畴；同时通过政策引导、税收激励等措施刺激体育培训市场供给亲子体育产品。其次，政

府扶持建立一批公益性亲子体育市场试点城市。亲子体育市场活力的激发不仅需要政策的外部刺

激，更离不开政府的行为示范作用。基于此，要确定一批试点城市，通过在市场推介、投资融资

等方面予以支持，推动亲子体育市场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形成若干可复

制推广的典型经验，以点带面，促进我国亲子体育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再次，

要培育亲子体育文化，增强亲子体育市场内生动力。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公开举办

亲子体育赛事活动，通过赛事传播亲子体育文化，从而扩大亲子体育参与受众；另一方面，要利

用新媒体做好亲子体育文化宣传，将亲子体育文化以电视、短视频、网站、APP 等媒介形式向大

众传播，同时还要加强主流媒体与电视频道对亲子体育文化的传播，从而将亲子体育文化内化至

大众意识中。 

4 结束语 

无论是“双减”，还是体育中考，其最终目的均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而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接班人。然而，将“双减”与体育中考两者相提并论，一边是减负，另一边

则是增负，由此造成二者的内部冲突。本研究从学生以及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双减”政策下体

育中考的内部冲突，并基于此，探索性地提出了其减负思路，对于优化体育中考制度具有一定的

理论指导意义。然而，“双减”与体育中考二者内部之间张力的化解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探讨

与实践调适。可以预见，随着《通知》《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等国家政策的陆续出台、“双

减”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体育中考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中考必将在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驶

向“铸魂育人”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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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干预后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非预期侧切动作 

的生物力学特征 

孔林焘 1   孟令越 2   张秋霞 2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2） 

摘要 

研究目的：通过对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进行认知干预，分析比较干预前后的患侧和健侧分别

在预期和非预期侧切动作的下肢生物力学特征，从而研究认知干预对其预期和非预期侧切动作表

现的影响。 

研究方法：采用三维运动捕捉系统、三维测力台同步采集 15 名单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认

知干预前后预期与非预期侧切动作中下肢生物力学参数，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研究结果：⑴认知干预后受试者字母划消能力减弱（P＜0.05），NASA-TLX 量表中脑力需求

和努力程度增加（P＜0.05）。⑵ FAI 者认知干预后预期侧切动作中，健侧髋关节外展角度较大、

患侧膝关节屈曲角度较大，健侧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P＜0.05）；而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髋

关节屈曲角度及健侧膝、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患侧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大（P＜0.05）⑶ FAI 者

认知干预后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左右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小，前后方向较大，健侧垂直方

向踝关节峰力矩较小，左右方向较小（P＜0.05）；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垂直及前后方向地面

反作用力峰值较大（P＜0.05）。 

研究结论：认知疲劳会影响神经对肌骨系统的调控能力，降低行为作业效率。FAI 者由于踝

关节扭伤后本体感觉和神经肌肉功能障碍，在非预期侧切动作下肢关节稳定性减弱，缓冲地面反

作用力能力降低。 

关键词：认知干预；功能性踝关节不稳；非预期侧切 

前言 

踝关节扭伤是运动中常见的下肢损伤，一般发生于落地、侧切动作中。研究[1]发现，踝关节

扭伤者若未及时进行有效治疗，很容易再次损伤。如此，反复的踝关节损伤很容易形成功能性踝

关节不稳（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FAI）。 

侧切动作是人体在运动中完成快速改变方向的一种运动方式，同时也是运动员运动技能评价

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2]表明，侧切动作中下肢将承受 3-5 倍的冲击力，这些较大的冲击力很有

可能导致下肢关节的过度负荷，从而增加下肢关节、韧带等软组织损伤的风险。研究[3]发现，FAI

者执行侧切动作时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现时间过早，无法有效缓冲来自地面的冲击力。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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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FAI 者侧切损伤风险的研究大多在受试者有准备的状态下进行，即预期状态。然而，现实中

FAI 者侧切动作中损伤的发生具有突然性、不确定性，即非预期状态。因此，在非预期状态下可

以更好的模拟 FAI 侧切动作中损伤的风险。 

运动中，认知疲劳同样也是降低运动表现、造成运动损伤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时间、连续性

高强度认知活动很容易造成认知疲劳或脑力疲劳，主要表现为认知和行为绩效下降等。认知疲劳

常发生在额叶皮质区，并伴随着自上而下的行为调节，影响高级指令控制，降低注意的控制和相

关信息的编码及储存，从而导致行为效率降低[4]。由于 FAI 者本体感觉和神经肌肉功能障碍，姿

势控制能力较弱。因此，在长时间、大强度认知任务干预后，FAI 者执行非预期侧切动作可能更

容易增加下肢关节的损伤。目前，对于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为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认知任务干预前后 FAI 者预期与非预期侧切动作的生物力学特征。 

1 研究方法 

1.1 受试者 

15 名单侧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者（年龄 21.3±1.6 岁，身高 175.4±4.6cm，体重 70.2±5.3kg），

所有受试者半年内无下肢损伤，运动能力和精神状态良好，实验前 24 小时无任何高强度体力活

动和脑力活动，实验前六小时无饮用咖啡或酒精等饮料。FAI 者判定标准如下：过去一年中踝关

节扭伤两次以上；活动中踝关节有明显失控感；距离上一次踝关节扭伤超过一个月。 

1.2 实验仪器 

1.2.1 Vicon 红外高速运动捕捉系统 

由 8 台型号为 MX13 的红外摄像头、MX Net、MX Control、PC 主机、校准套件和标准配件

组成。采样频率为 200 Hz，采用系统自带的半身模型，有效拍摄范围约 5 m×2.5 m×2.5m（长×宽

×高）（图 1）。 

 

图 1 Vicon 红外高速运动捕捉系统拍摄区域 

1.2.2 Kistler 三维测力台 

长×宽×高:60cm×40cm×10cm，型号 9287B，内置信号放大器，采样频率：1000Hz；通过模数

转换器将测力台与 Vicon 相连接，从而实现同步采集数据（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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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istler 三维测力台 

1.2.3 自制红外光栅阻断设备 

该设备分为红外发射装置、红外接收装置、转向灯和双头红外感应测速装置四个部分。 

其中红外发射装置与接收装置分别放置于助跑道两侧距离测力台前缘 2 米的位置，双头红外

感应测速装置放置于距测力台前缘 1 米的位置，转向灯放置于测力台后缘 5 米位置。红外光栅阻

断设备主要用于模拟测试动作时的非预期状态，当受试者以一定的速度助跑经过并阻断红外线

时，四个代表不同方向的指示灯随机亮起，并完成指定的动作（图 3）。 

 

图 3 自制红外光栅阻断设备示意图 

1.3 实验步骤 

所有受试者均身着统一实验服饰，以自选速度在跑步机进行 5 分钟的慢跑热身以及自主拉

伸。16 个 14mm 反光球贴扎到受试者骨盆及下肢的骨性标志上（图 4）。测试前向受试者进行侧

切动作与认知任务培训。 

 

图 4 反光球贴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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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方案 

1.4.1 非预期侧切动作测试方案 

受试者以 4.0±0.5m/s 速度在 10 米助跑道上进行助跑，完成预期与非预期两种状态下的侧切

动作[5]。预期状态下受试者按指令只完成同侧 45°侧切；非预期状态下，受试者助跑通过红外光

栅阻断装置后，按指示灯的随机指示方向完成同侧 45°侧切、直跑、急停动作各有效三次。研究

只对预期与非预期状态下同侧 45°侧切动作进行分析比较，其余动作只作为非预期动作干扰项，

不进行分析。测试中若出现跨步、垫脚、忽快忽慢等现象则重新开始。 

1.4.2 认知干预方案 

研究采用 45 分钟 Stroop NC 任务进行认知干预[6]，该任务由连续的以红、黄、蓝、绿四种颜

色显示的红、黄、蓝、绿四个汉字组成，受试者做出回应后 1.5s 切换到下一个汉字。键盘上分别

以 Q、W、E、R 对应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并贴上相应的颜色标签。当以红色显示红、黄、

蓝、绿字时，按下汉字意思对应的按键，例如出现红色的黄字，则按下黄色标签的按键，当出现

红色的蓝字，则按下蓝色标签的按键；当以黄、蓝、绿色显示红、黄、蓝、绿汉字时，按下颜色

对应的按键，例如出现黄色的红字时，按下黄色标签的按键，出现蓝色的黄字，则按下蓝色标签

的按键，以此类推。 

汉字和汉字的颜色都是由电脑随机生成。允许受试者在正式干预前进行 20 张图片的练习，

受试者被要求以尽可能快且准确的方式作答。将反应时间在 0.2s 至 2s 以外的作答剔除，记录 0-

5min、5-10min、10-15min、15-20min、20-25min、25-30min、30-35min、35-40min、40-45min 的每

个 5min 的反应时间和准确率。 

认知疲劳的评估 

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评估认知疲劳：第一种认知任务作答的准确率和反应时间的监测判定

（由系统自己计算分析）；第二种认知任务前后受试者完成字母划消试题，并对比干预前后试题

完成的准确率及所用时间等，以判定疲劳程度[7]；第三种认知干预及试题测试后，完成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Task Load Index（NASA-TLX）量表[8]。 

（1）字母划消测试 

受试者面对一连串的随机字母，在此随机字母当中，受试者需要找到每一串字母当中的目标

字母 C、N、G 并进行标记。测试中，目标字母共有 180 个。受试者进行测试时，记录受试者完

成测试所需时间 T，并在之后计算出受试者错误字母数 D，遗漏字母数 B，执行公式 C =180-D-

B，再执行公式 A=(C-D)/(C+B) ，再次执行公式 E = A/T ，得出的数值 E 即为实验所用数值。 

（2）NASA-TLX 量表评定 

该量表涉及到六个负荷因素(维度)，即脑力需求、体力需求、时间需求、业绩水平、努力

程度和受挫程度，每一维度均由一条 20 等分的直线表示，直线分别以低、高字样示标。受试

者认真阅读各维度的详细说明后，根据自己所完成任务的实际情况，分别在代表 6 个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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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上相应的位置标记，采用 10 分制。第二步是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将 6 个维度两两配

对，共组成 15 个对子，要求受试者选出每个对子中与认知负荷关系更为密切的维度，根据每

一维度被选中的次数(0～5)确定该维度对总认知负荷的权重。总认知负荷值为六个纬度的加权

平均值，分值越大，表示认知负荷越大。TLX0 的记分方法为：六个条目的权重分别为 0 、

1/15 、2/15 、3/15 、4/15 、5/15，即为原始的 NASA-TLX 评价方法，有一个条目的权重

为 0；为避免有一条目权重为 0，经变化的 TLX1 的记分方法为：六个条目的权重分别为 

1/21 、2/21 、3/21 、4/21 、5/21 、6/21。 

1.5 评价参数及指标 

所有的原始数据通过 Vicon 导入到 Visual 3D 软件中，采用逆向动力学进行计算。运动学参

数：下肢髋、膝、踝关节在矢状面、额状面内峰值角度。动力学参数：垂直（V-GRF）、左右(ML-

GRF)、前后(AP-GRF)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及垂直、左右、前后方向踝关节峰值力矩(MOMENT)，

力矩与地面反作用力数据均除以体重进行标准化处理。 

1.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以多因素方差分析（测试侧×预期模式×认知干预）

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 FAI 者患侧和健侧认知干预前后不同预期模式下同侧 45°侧切的下肢生

物力学特征，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研究结果 

2.1 认知疲劳评估 

认知干预前后 Stroop 任务反应时、准确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 5、6）；

字母划消的差异和 NASA-TLX 量表中脑力需求和努力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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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动学特征 

就测试侧而言，认知干预前 FAI 者侧切预期侧切动作中，相比于健侧，患侧膝关节屈曲、内

翻角度较小，踝关节屈曲、内翻角度较大（P＜0.05）；非预期侧切动作中，相比于健侧，患侧膝

关节内翻角度较小，踝关节屈曲、内翻角度较大（P＜0.05）。认知干预后 FAI 者预期侧切动作中，

患侧髋关节屈曲、外展角度均小于健侧，而踝关节屈曲、内翻角度则大于健侧（P＜0.05）；非预

期侧切动作中，相比于健侧，患侧髋、膝关节屈曲及膝、踝内翻角度较小，而踝屈曲、髋外展角

度较大（P＜0.05）。 

就预期状态而言，认知干预前 FAI 者患侧非预期侧切动作中，髋、膝关节屈曲、外展较大（P

＜0.05）；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髋关节外展及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大，膝关节

内翻角度较小（P＜0.05）。 

就认知干预而言，FAI 者认知干预后预期侧切动作中，健侧髋关节外展角度较大、患侧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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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屈曲角度较大，健侧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P＜0.05）；而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髋关节屈曲

角度及健侧膝、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患侧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大（P＜0.05）（图 9）。 

 

 

 
注：a 表示：患侧与健侧之间有显著性差异；b 表示：预期与非预期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c 表示：认知干预前后有显著性差异； 

图 9 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的下肢关节矢状面、额状面峰值角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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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动力学特征 

就测试侧而言，认知干预前 FAI 者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内外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大，

垂直及左右方向的踝关节峰力矩较小，前后方向峰力矩较大（P＜0.05）；非预期侧切动作中，健

侧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小，但左右方向的较大，患侧垂直及左右方向的踝关节峰力矩较

小，但前后方向较大（P＜0.05）。 

就预期状态而言，认知干预前 FAI 者健侧预期动作中，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及踝关节

峰力矩、前后方向的踝关节峰力矩较大（P＜0.05）；认知干预后，FAI 者预期侧切，健侧垂直及

左右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小，但前后方向的踝关节峰力矩较大（P＜0.05）。 

就认知干预而言，FAI 者认知干预后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左右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小，

前后方向较大，健侧垂直方向踝关节峰力矩较小，左右方向较小（P＜0.05）；非预期侧切动作中，

患侧垂直及前后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大（P＜0.05）（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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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表示：患侧与健侧之间有显著性差异；b 表示：预期与非预期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c 表示：认知干预前后有显著性差异； 

图 10 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的不同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及 

不同方向的踝关节峰力矩示意图 

3 分析与讨论 

针对认知疲劳的相关研究中，虽然目前评价认知疲劳程度的标准尚未统一，但是大量研究
[9]

表明认知疲劳后注意集中能力、选择及转移任务能力会降低，行为学上表现为任务的反应时延长

及认知加工能力下降等。本研究发现 FAI 者认知干预后 Stroop 任务反应时和准确率无明显的变

化，这有可能是由于操作熟练度的影响。然而，连续相加和字母划消能力显著下降，表明认知干

预已影响了大脑对信息处理判断及认知加工的能力。 

3.1 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的运动学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认知干预后，FAI 者预期侧切动作中，健侧髋关节外展角度较大、患侧膝关节屈曲

角度较大，健侧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P＜0.05）；而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髋关节屈曲角度及

健侧膝、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小，患侧踝关节内翻角度较大（P＜0.05），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似

[10]。人体在执行侧切动作时，大脑首先通过前注意对周围的环境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对肌骨系

统进行调控，在此过程中，神经系统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贯穿始终。有学者[11]进行持续注视屏幕和

持续驾驶认知负荷任务进行研究时，发现认知疲劳后大脑的额叶区受到影响，非随意注意和选择

注意能力显著降低。因此，当认知疲劳后执行侧切动作时，由于神经系统的调控能力减弱，肌骨

系统的协调性降低，无法有效的完成预定动作，从而易增加损伤的风险。而 FAI 者扭伤后踝关节

本体感觉能力受损，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从而在非预期侧切动作踝关节稳定性降低，表现出较大

的外翻角。 

3.2 认知干预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动作的动力学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 FAI 者认知干预后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左右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小，前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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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较大，健侧垂直方向踝关节峰力矩较小，左右方向较小（P＜0.05）；非预期侧切动作中，患侧

垂直及前后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大（P＜0.05）。从运动模式角度出发，预期侧切属于中枢神

经系统预先设定，同时需要人体骨骼肌肉系统，尤其是下肢大肌肉群对运动动作进行调控，从而

能够完成落地后方向的改变或其他预设动作
[12]。而非预期侧切是一中被动的运动情况，由于神经

肌肉未充分调动参与，对人体姿势控制不足，无法有效的通过人体运动链的调控，减弱来自地面

的冲击力。尤其是在认知疲劳后，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由于腺苷的堆积和能源物质的消耗逐渐去

敏感化，最终变为抑制。感觉运动门控制的能力降低，易受其他无关刺激的影响，降低了作业的

水平
[13]。对于 FAI 者而言，踝关节扭伤后本体感觉障碍，反馈和前馈神经肌肉控制机制受损，因

此，认知疲劳后 FAI 者非预期侧切中向内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较大，缓冲冲击力能力减弱。

人体运动时，肢体的运动是受关节肌力矩控制的，认知干预后 FAI 者健侧的垂直方向的峰力矩较

大，左右方向较小，表明认知疲劳能够对神经肌肉骨骼系统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下肢关节、肌肉

韧带等软组织的损伤。 

4 结论 

认知疲劳会影响神经对肌骨系统的调控能力，降低行为作业效率。FAI 者由于踝关节扭伤后

本体感觉和神经肌肉功能障碍，在非预期侧切动作下肢关节稳定性减弱，缓冲地面反作用力能力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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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视域下趣味田径对苏州市中学生耐力素质及 

体育兴趣的实验效果探赜 

张巧语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历年来，田径运动在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传统田径教学过

于单一的教学方式，成人化、竞技性的技术动作让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趣味田经项目改变教学

理念，对传统田径进行改编，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融入趣味性游戏等因素，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

行，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本文以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学校中学生作为实验对象，通过文献资料

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探讨趣味田径对中学生耐力素质及体育兴趣的影

响，研究结论如下：(1)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实验发现，无论是传统田径教学还是采用趣味田径运动

项目进行教学，都能对学生的耐力素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趣味田径教学对中学生耐力素质

的提升效果要显著于传统田径教学，说明趣味田径教学比传统田径教学在教学效果上更具有优

势。（2）趣味田径教学运用在初中体育课中可以有效的增加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实验后实验组

学生对田径课的学习兴趣有较大的改变、消极情绪变少、积极情绪增多，而对照组的学习兴趣并

没有什么改变。趣味田径项目的教学方式多样，教学内容丰富，不论是器材还是上课模式都十分

新颖，学生对新鲜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便能积极参与到体育课的学习中来，自然能高效的提升

学生学习效果，促进学生进一步掌握运动技能。 

关键词： 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中学生；身体素质；体育兴趣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un Track and Field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durance Quality 

and Sports Interests——Taking Xinggang Middle School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influence of fun track and field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durance 

quality and sports interes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literature data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experimental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other methods， the impact of fun track 

and field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durance quality and sports interest in eight weeks doing research，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After a two-month 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whether it is traditional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or the use of fun track and field sports for teaching， it can promote the endurance quality of stu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effect of fun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on the endurance qua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more significant. traditional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shows that fun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eaching effect than traditional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503 

(2) The application of fun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AAF Kids Athletics and Fiel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sports inter 

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使得“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

下，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中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体育课堂已然

成为学生增强身体素质的重要场所。历年来，田径在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传统的田径教学过于注重学生技术性的掌握，教学形式单一，田径课陷入单纯学、练的状态，

过于成人化的技术动作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越来越少的学生愿意进行田径运动。在学校社团中，

田径社团的人数较其他球类社团相比，往往人数最少，很多少年儿童在体育课中上到田径教材部

分毫无参与动力，丧失对田径运动的兴趣。 

从近些年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来看，我国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超重和肥胖人数大幅上

升，近视率持续增长，耐力、速度、柔韧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显示出关节硬，肌肉软，动作不

协调等特点，情况不容乐观。如何让青少年回归到田径场中，培养他们的田径兴趣，增强体质已

成为当务之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以求增强学生体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其中阳光

体育的内容目标与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运动项目大体一致[1]。 

趣味田径是由国际田联针对 7-15 岁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研制出的一套活动游戏。其在传统

田径的基础上融入游戏娱乐，将复杂枯燥的技术动作富有趣味化的呈现，并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

研制出安全环保，多彩有趣的器械，不受场地限制即可进行。与传统田径教学相比，它更能激起

学生参与田径运动的兴趣，提高参与积极性，增强体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通过走访调查，选取苏州工业园区星港中学初一年级八班的 43 名学生为实验组，初一年级

七班的 43 名学生为对照组，教学实验前后发放问卷给学生进行填写以此了解学生对体育课的态

度、兴趣等方面的情况，对实验组进行趣味田径项目实验教学，对照组按照中学教学大纲中的田

径部分进行教学，实验组及对照组的教学任务均有本人承担，保证每周进行三次教学，每次课 45

分钟。对实验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测试成绩及问卷的填写进行整理并运用 spss 系统进行分析，

并得出有支撑性的结论。 

2 问卷发放与检验 

2.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在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以求了解学

生对体育课的态度、兴趣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提供充分依据。教学实验前发放给学生进行填写，

共发给学生的调查问卷有 86 份，回收 86 份，回收率 100%，其中有效问卷 80 份，实验组和对照

 
[1] 查春年. 少儿趣味田径对小学 3-4 年级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D].苏州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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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各 40 份，有效率 93.02%，符合标准，问卷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方式。教学实验后采用相

同问卷给学生填写，调查实验后学生的体育态度，体育兴趣状况的改变。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共

计发放问卷 86 份，回收 86 份，回收率 100%，其中有效问卷 84 份，实验组 41 份，对照组 43 份，

有效率 97.67%，符合标准。 

2.2 问卷信度效度检验 

在问卷发放之前咨询了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田径教学类专家以及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田径

老师来确保问卷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问卷按照问卷结构、内容、整体评价的“非常不合理、较不

合理、一般、较合理、非常合理”五个程度划分。 

表 1 问卷效度检验统计表  (N=8） 

 非常合理 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问卷结构 3 3 2 0 0 

问卷内容 1 3 4 0 0 

问卷整体 2 3 3 0 0 

表 1 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有效性，可作为该实验的调查问卷使用。 

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二次问卷进行检验，在第一次问卷填写结束两周后将问卷再次发放

给填写问卷的专家，回收后计算出两次测量结果，得出相关系数为 0.85，说明该问卷可靠性较高，

可用于该研究。 

3 实验设计 

3.1 教学实验对象的选取 

本教学实验选取苏州工业园区星港中学七年级 8 班作为实验组，共 43 人；七年级 7 班学生

作为对照组，共 43 人。 

3.2 教学实验时间与地点 

2021 年 9 月 21 日开始进行教学实验，2021 年 11 月 20 日结束，实验地点为苏州市工业园区

星港中学，若无其他因素影响则每周 3 节体育课。 

3.3 教学实验的内容与方法 

根据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初中组项目和教学方式对实验组进行教学，借鉴《国际田联少儿

趣味田径实践指南》中的部分教学内容，虽然本实验主要研究趣味田径对学生的耐力素质影响，

但课堂内容的设计不局限于耐力素质的教学，在以耐力项目为主的教学内容中添加涵盖跳、投多

方面的技术教学，在以发展学生心肺能力、增强学生体育参与度为主的情况下增加腿部、手臂力

量，以便学生力量的增强，全方面协调发展，为学生耐力素质的提升提供辅助作用。上课内容中

集中发展学生力量的内容有十字跳、撑竿跳远、跪投实心球等；发展学生速度与耐力的内容有短

跑接力、八分钟耐力跑、跨栏接力等；在热身活动中加入小游戏，在游戏比赛中给予输的一方对

应的小练习，例如弓箭步，模仿老师虚部压腿动作来发展学生的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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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田径内容及方式对对照组进行教学实验，教学方式中以讲解教学法和示范教学法为

主，针对复杂动作教学采用技术教学：先分解练习，再完整练习的方法，分解教学与完整教学相

互辅助，结合运用。通过重复、持续的训练方法让学生提升运动技能水平。上课内容中采用 30 米

跑，60 米跑，100 米跑，800 米跑，1000 米跑等发展学生速度和耐力；采用蛙跳，单足跳，跨步

跳，俯卧撑等发展学生力量素质，在热身活动中采用徒手操，拉韧带形式发展学生的柔韧性。 

两个班上课内容一致，但在同一教材的准备部分或基本部分做出调整。 

3.4 实验过程 

3.4.1 实验前对实验对象的测试 

本实验选取女生 800 米，男生 1000 米成绩作为耐力素质的评价指标。首先 800 米/1000 米测

量方便、操作简单、易于得到数据；其次 800 米/1000 米属于中长距离跑，能够明确反映出学生

的心肺功能及耐长久能力;最后苏州市的中考体育项目中 800/1000 属于必测项目，选取这个项目

作为反映耐力素质的指标对学生了解自身情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验前根据苏州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项目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800 米/1000 米测

试，将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作为实验前数据的参照。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实验前实验对象对体育课的兴趣、态度，为后面结论分析做铺垫。 

3.4.2 实验后对实验对象的测试 

实验后，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上的的体育课对实验对象进行耐力素质的测试，检验实验后实验

组与对照组的素质情况、实验前后对照组的耐力素质变化及实验前后实验组的耐力素质变化。 

通过发放相同的调查问卷，即在实验前做过的调查问来查看实验后实验对象对体育课的态

度，将实验前后的调查问卷进行对比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对体育课的态度有无变化，体育课是否

有调动实验对象的积极性。 

3.4.3 实验的控制 

随机选取初一年级（7）班和初一年级（8）班作为实验对象，两个班级人数相同，均为 43 人。

为避免对实验的影响，两个班教学任务均由本人承担，教学进度一致，教学场地相同。教学课程

均为每周三次课，每次课时为 45 分钟。 

4 结果与分析 

4.1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耐力素质测试结果与分析 

为了确保实验的完整性，在实验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耐力素质（女生 800 米、男生 1000

米）进行了测试，以便在实验后能够有效进行分析讨论。测试评分标准“2021 年苏州市初中毕业

生体育考试评分标准”为参考。 

表 2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长跑成绩情况对比表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p 

800 米（女子） 4:13±0.62 4:10±0.55 ＞0.05 

1000 米（男子） 5:22±1.02 5:21±0.6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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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长跑成绩统计表 

项目 N 班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平均 X  

800 米（女子） 

 

差值 

1000 米（男子） 

22 实验组 7 6 3 6 4’12”6 

22 
0 
21 
21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7 
0 
0 
0 

9 
-3 
5 
2 

2 
1 
3 
3 

4 
2 
13 
16 

4’10”2 

2”4 

5’21”9 

5’20”8 

差值 0  0 3 0 -3 -1”1 

从表 2 中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女生、男生长跑素质指标上 p 值均大于 0.05，无显著差异。从

表 3 中可知实验组女生整体平均成绩与对照组女生整体平均成绩差距不大，仅为 2.4 秒。虽然达

到优秀的人数并无差别，但是良好人数比对照组相对偏少，不及格人数偏多。主要体现在实验组

个别学生测试成绩差，经过数据查看发现有几名女生的测试成绩在 5 分钟以外，甚至到 6 分钟。

这里猜测是由于学生过于肥胖，体质较差以及对于耐久跑的排斥心理，没有尽力跑，使得测试成

绩不理想。 

实验组男生平均成绩比对照组男生平均成绩慢 1.1 秒，虽然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男生良好

人数较多，不及格人数相对较少，但是测试成绩中时间接近七分钟甚至超过七分钟的人数占多数，

致使整体的平均成绩被拉低。实验组与对照组男生达到优秀标准的均为 0，两组平均成绩均 5 分

20 秒左右。分析可能是因为此阶段的男生刚踏入初中，身体发育还保留着小学生的特点，各身体

机能还不能达到中考要求。 

4.2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耐力素质测试结果与分析 

通过运用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实验后对两个班的学生耐力素质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表 4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长跑成绩对比表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p 

800 米（女子） 4:06±0.56 4:07±0.51 ＜0.05 

1000 米（男子） 5:12±0.91 5:16±0.59 ＜0.05 

 

表 5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长跑成绩统计表 

项目 班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X  差值 

800 米 
实验组 8 6 4 4 4’06”6 

0.8 
对照组 8 8 4 2 4’07”4 

1000 米 实验组 1 4 5 11 5’11”8 
-4.2 

 对照组 0 4 3 1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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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实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长跑成绩情况对比统计表 

项目 班级 时间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X  差值 

800 米（女生） 

实验组 
实验前 7 6 3 6 4’12”6 

-6 
实验后 8 6 4 4 4’06”6 

对照组 
实验前 7 9 2 4 4’10”2 

-2.8 
实验后 8 8 4 2 4’07”4 

1000 米（男生） 

实验组 
实验前 0 5 3 13 5’21”9 

-10.1 
实验后 1 4 5 11 5’11”8 

对照组 
实验前 0 2 3 16 5‘20”8 

-4.8 
实验后 0 4 3 14 5’16 

从表 4 可知经过两个月的实验教学后，实验组、对照组 800 米及 1000 米成绩的 p 值都小于

0.05，呈现显著性差异，说明趣味田径运动能够改善学生的耐力素质水平。 

通过表 6 可知实验后实验组女生优秀人数，合格人数均有增加，不合格人数减少 2 个；对照

组女生优秀人数增加 1 个，达到良好的减少 1 个，合格人数增加 2 个，不合格人数减少 2 个。实

验组男生在实验后优秀人数由原来 0 增长到 1，不合格人数减少 2 个；对照组男生实验后良好人

数增加 2，不合格人数减少 2 个。 

虽然实验后两个班优秀率，合格率增长幅度都不大，但是整体的平均成绩均有增长，说明无

论是传统的田径课还是趣味田径课都对学生的体质有一定的增强，其中秋冬季节学校的大课间由

做操改为跑操，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跑操对学生的耐力提升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两个班成绩均

有增长，但对比发现实验组耐力素质有显著性提高，说明趣味田径对中学生耐力素质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实验后，实验组女生比实验前平均成绩提高 6 秒，对照组女生比实验前平均成绩提高 2.8 秒，

实验组女生的耐力素质有大幅提升；实验组男生与对照组男生在成绩提升上也出现这种巨大的差

距，由此可见实验教学让学生的耐力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上课内容的改变：两个班上课内容差别极大。对照组采用传统田径教学方式来教学，教

学内容较少，多是体育中考的测试项目，往往一个内容上好几节课，刚上某一内容时学生可能还

十分新鲜，但是时间线一长学生就会出现厌烦、排斥心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致使体育课

流于形式，丧失了真正的意义。而实验组采用趣味田径运动项目进行教学，很多项目学生未接触

过，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想要参与其中，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这些项目中还有很多采用集体比赛的形式进行，这种比赛代替训练的方法，在“玩”中提高

技能，提高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爱上体育，更爱体育课。 

二、教学方式的改变：只要参与到田径运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就会发生改变。传统的田径教

学多是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采用单一的教师讲解，学生反复的模仿与练习。这忽视了学生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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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兴趣所在。久而久之，学生厌烦了这种枯燥的体育课，在耐力项目教学

上更为显著，学生本身对耐力项目就有排斥心理，忍受不了耐力项目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反应，时

间一长，对照组的学生课堂上更多出现懒散，厌倦的状态，进步缓慢。而实验组采用的趣味田径

教学重点是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中来。课堂中老师通过利用设计好的器材，简单的比赛丰富

学生的学习体验及练习方式，每节课都让学生感觉新颖，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的体育学

习兴致高涨，每一位学生都愿意参与到课堂中来，课堂氛围良好，自然能够得到巨大的进步。 

4.3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体育兴趣分析 

古人云：未见意趣，必不乐学。兴趣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提升学习参与度的强大动力。在

实践活动中，学生能够通过兴趣树立起自己的目标为之奋斗，并在奋斗的过程中体验到乐趣。所

以，在体育课的学习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十分重要，这对教学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验前从体育参与程度、体育学习情绪、自主学习程度等维度来对实验组及对照组两组学

生进行了体育兴趣度的调查，由于体育学习情绪中包含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当积极情绪高时，

消极情绪则低，故此研究选择积极情绪来充当体育情绪这一维度，对立面便能说明消极情绪。问

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实验组与对照组收到的有效问卷均为 40 份。 

4.3.1 实验前体育学习情绪调查情况 

表 7 实验前两组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情况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2（5%） 8（20%） 17(42.5%) 11(27.5%) 2(5%) 

对照组 2（5%） 6(15%) 15(37.5%) 12(30%) 5(12.5%) 

从所得数据可知，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对体育课呈现出的喜欢程度都较低，达到比较喜

欢及非常喜欢程度的实验组人数占本组人数的 25%，对照组为 20%，两组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程

度不相上下，不存在明显差异；大多数学生对体育课的喜爱程度保持中立，选择一般选项的实验

组中占 42.5%，对照组中占 37.5%，虽然差 5%，但从具体的人数中看差距并不明显，只相差 2 人；

对体育课不太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也有一大部分，实验组中占 32.5%，对照组中占 42.5%。依据这

些数据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数据相似，对体育课的体育学习情绪都集中在一般，不太喜欢和不

喜欢上。 

4.3.2 实验前自主学习程度调查情况 

表 8 实验前两组学生体育信息了解喜欢程度的统计表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5（12.5%） 7（17.5%） 15(37.5%)  10(25%) 3(5%) 

对照组 4（10%） 5(12.5%) 15(37.5%) 12(30%) 4(10%) 

从表 8 可知，大多数学生不喜欢去自主了解体育的有关信息。实验组与对照组都只有一小部

分人愿意去了解体育的其他信息情况，差距不大。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份的转变、学习任务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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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重点更多放在学习上，无心进行其他体育运动。自然对体育信息没有强烈的了解欲望。 

4.3.3 实验前体育参与度调查情况 

表 9 实验前两组学生体育课付出程度调查情况 

 85%以上 70%-85% 60%-70% 60%以下 

实验组 7(17.5%) 10(25%) 15(37.5%) 8(20%) 

对照组 4(10%) 12(30%) 19（47.5%） 5（12.5%） 

从表 9 可见，实验组和对照组对于体育的参与度水平差不多，对于体育课的付出程度都集中

在 70%-85%以及 60%-70%，其中 60%-70%占各组的主要部分，整体呈现出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度

不够的现状。 

这里猜测由于传统田径教学成人化，复杂化，专项化的田径运动技术使得学生练习起来感到枯

燥，艰难，过于严格的竞赛规则固定了学生的行为，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导致大部分青少年儿

童不喜欢参与到田径课中来。他们体会不到“玩”的乐趣，爱玩的天性被束缚。在传统教学模式下，

他们更像是禁锢在笼子里的鸟儿，自然对体育课越来越不感兴趣，直至最后形成排斥心理。 

4.4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体育兴趣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后对实验对象用同样的问卷又做一次调查，依旧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形式，一

共收到有效问卷 84 份，实验组共计 41 份，对照组共计 43 份。 

4.4.1 实验后体育学习情绪调查情况 

表 10 实验后两组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情况统计表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16(39%) 14(34.1%) 8(19.6%) 3(7.3%) 0 

对照组 4(9.3%) 9(20.9%) 10（23.3%） 15（34.9%） 5(11.6%) 

 

表 11 实验前后两组学生对体育课的喜欢情况对比表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前 2（5%） 8（20%） 17(42.5%)  11(27.5%) 2(5%)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16(39%) 

2（5%） 

4(9.3%) 

14(34.1%) 

6(15%) 

9(20.9%) 

8(19.6%) 

15(37.5%) 

10（23.3%） 

3(7.3%) 

12(30%) 

 15（34.9%） 

0 
5(12.5%) 

5(11.6%) 

通过表 10 可知，实验组对体育课的兴趣程度达到比较喜欢以及非常喜欢的有 73.1%，可见班

级中大部分人都对体育课充满兴趣，对照组为 30.2%，是实验组的一半都不到；对体育课感觉一

般的实验组有 19.6%，对照组 23.3%，数据相差不大;实验组中，不太喜欢体育课仅为 7.3%，不喜

欢的为 0，对照组不太喜欢的有 34.9%，已超过该组的三分之一人数，不喜欢的占 11.6%，实验后

对照组对体育课不感兴趣的约为实验组的 7 倍，差距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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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1 可知实验组实验前后对体育课的兴趣程度发生巨大改变，体现为非常喜欢体育的

人数大幅增加，从 5%到 39%，增加了 34%，不太喜欢的也大幅减少，减少了 20.2%，从 27.5%降到

7.3%。对照组中喜欢体育课的人数小幅增加，变化不太明显，主要是原先对体育课喜欢程度保持

中立态度的一部分人开始喜欢体育课，然而实验前后对体育课持厌倦态度的人数无明显变化，依

旧有一半人不太喜欢或者不喜欢体育课。 

说明趣味田径教学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情绪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实验后更多人喜欢上体育课，

同时也反映出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消极情绪有所下降。 

4.4.2 实验后自主学习程度调查情况 

表 12 实验后两组学生体育信息了解喜欢程度的统计表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11(26.8%） 15(36.6%） 9(22%)  4(10%) 2(4.6%) 

对照组 4(9.3%) 9(20.9%) 17（39.5%） 10（23.3% 3（7%) 

 

表 13 实验前后两组学生体育信息了解喜欢程度的统计表 

  非常喜欢 比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前 5(12.5%） 7(17.5%） 15(37.5%) 10(25%) 3(5%)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11(26.8%） 

 4（10%） 

4(9.3%) 

15(36.6%） 

5(12.5%) 

9(20.9%) 

9(22%)  

15(37.5%) 

17(39.5%) 

4(10%) 

12(30%) 

10(23.3%) 

2(4.6%) 

4(10%) 

3(7%) 

在表 12 和表 13 中可知实验后两个班对于喜欢了解体育信息的程度都比实验前高，也就是说

自主学习程度提高了。但是实验组的自主参与度的增长明显要高于对照组，在趣味田径教学中，

教师往往将体育相关知识与体育运动串联起来，导入课堂中，或者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去搜集体

育相关问题，长此以往学生便会主动学习，自主参与体育学习中的人也多了起来。 

4.4.3 实验后体育参与度调查情况 

表 14 实验后两组学生体育课付出程度调查的统计表 

 85%以上 70%-85% 60%-70% 60%以下 

实验组 15(36.6%) 17(41.5%) 5(12.2%) 4(9.7%) 

对照组 3(7%) 10(23.3%) 20（46.5%） 7（16.2%） 

 

表 15 实验前后两组学生体育课付出程度调查的统计表 

  85%以上 70%-85% 60%-70% 60%以下 

实验组 
实验前 

实验后 

7(17.5%) 

15(36.6%) 

10(25%) 

17(41.5%) 

15(37.5%) 

5(12.2%) 

8(20%) 

4(9.7%) 

对照组 
实验前 

实验后 

4(10%) 

3(7%) 

12(30%) 

10(23.3%) 

19（47.5%） 

20（46.5%） 

5（12.5%） 

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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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4 和表 15 可见，实验后实验组对于体育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性的提升，集中在付出 85%

以上和 70-85%的力上，是实验前的近乎两倍；付出 60%-70%%和 60%以下的比例大幅减少；而对照

组实验前后数据基本不变，反而不想付全力进行体育运动的比例稍有增加。这里分析趣味田径使

得实验组学生体会到不同的体育课堂，这种课堂从学生爱玩的心理出发不像传统教学课堂枯燥无

趣，让学生边玩边学，所以更多孩子愿意参与其中。 

从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均反应出实验后实验组的体育兴趣较实验前有了显著性的提升，说明

与传统的田径教学模式相比而言，趣味田径运动对学生体育兴趣的提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越高就越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传统教学模式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抑制学生的个性发展，忽略学生的情感交流，天性得

不到解放，就会出现很多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然对体育课提不

起兴趣。而趣味田径教学为了提高青少年进行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参与度，不以比赛得失作为

评判标准，让学生成为“舞台的主人”，尊重每一位学生，也减少了学生早期专项化的发生。可能

起初进行某些不熟练的运动时，学生不愿展现自己，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不再拘束，他们并不

会因为自卑感而终止运动，反而会参与其中，积极地融入到群体里，享受、投入在新型教学中，

在感受运动带来乐趣的同时熟练技能学习，增加群体间的团结互助，他们能在运动中感受体育的

魅力，得到更多的是快乐的体验。最后对体育课多了份期待而不是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形

成积极向上的氛围，有更大的动力参与体育运动，对体育学习的兴趣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1）趣味田径教学对中学生耐力素质及体育兴趣的的提升效果要显著于传统田径教学，说

明趣味田径教学比传统田径教学在教学效果上更具有优势。建议加大推广力度、多地开展趣味田

径教学，让更多的学校、儿童了解趣味田径运动，让体育课不再流于形式，学生改变对体育的态

度，推动我国体育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2）趣味田径项目教学设计要紧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学内容紧密联系，避免脱离实

际、脱离教材，不光要学生在课程中体会到乐趣，也要注重学生体质的发展和技能的掌握，促进

终身体育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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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血流限制训练对功能性踝关节不稳人群康复效果 

与治疗机制的研究进展 

徐若贤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血流限制训练（BFRT）作为一种新型的神经肌肉训练法，近年来在肌肉骨骼疾病的康复

与健康人群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血流限制训练（BFRT）与较小强度抗阻运动的结合，已被

证明可以引起与大强度抗阻训练相似的肌肉肥大与力量改善效应，这为不能够进行高负荷、高强度训

练的功能性踝关节不稳（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FAI） 人群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训练方式，但

是 BFRT 应用到 FAI 的具体的操作方案与康复效果仍不明确。本文从血流限制的作用机制、治疗效

果、应用方法与安全性的角度，对 FAI 患者实施血流限制训练的理论依据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血流限制训练；加压训练；功能性踝关节不稳；运动疗法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rehabilitation mechanisms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in 

people with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XU ruo-x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oochow 215000，china 

Abstract：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BFRT)， a new neuromuscular training method，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healthy popul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BFRT and lower-intensity resistance（LI-RT） exercise has 

been shown to induce similar muscle hypertrophy and strength improvement effects as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HI-RT)，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training modality for people with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FAI) who are not able to perform high-load， high-intensity training. However，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protocols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s of BFRT applied to FAI are still unclear.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FRT in patients with FA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mechanism， therapeutic effect， application method and safety. 

Key words：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Kaatsu training；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Exercis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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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进校园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 

徐洪敏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方法，以武术进校园的现实困境与优化

策略研究——以苏州市相城区为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苏州市相城区小学的武术活动开展、

武术教学师资和小学生对武术的认知等情况，进一步探讨苏州市相城区小学的武术教学效果

和相城区武术进小学的现实困境及武术进小学的影响因素。根据相城区小学影响因素，提出

对策：相城区教育相关部门要积极联合武术协会，建立武术师资培养基地，完善教师培训机

制，加强武术师资队伍建设；挖掘和整合武术教学资源，建立武术教学资源库，通过网络平

台，充分利用武术教学资源；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大武术教育宣传；以相城区教育主管部门为

龙头，健全学校武术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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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苏州中小学体育社团建设研究 

张  鹏 1   王国志 2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2） 

 

摘要：学校体育社团是体育课堂的延伸和补充，是当前“双减”形势下课后延时服务的重要

手段，健全合理的体育社团，在增强学生体质和丰富校园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学校体

育社团在完善课后延时服务、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意

义。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苏州市中小学体育社团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苏州学校体育社团存在以下问题：以常见项目为主、内容单一枯燥；指导老师多以本校体育教师

为主，师资不足；管理组织不健全；器材场地硬件设施不足；固有观念存在，阻碍社团正常发展

等。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使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挥实效，研究认为需从一下几方面进行改

进：完善社团制度，健全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加强家校社合作，实现多元发展；聚

焦立德树人，提升体育教师育人能力，改善服务质量；突破固有评价体系，明确学校育人主体，

践行“五育”融合发展。 

关键词：“双减”政策；中小学；体育社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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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线上“教与研”的开发与应用个案分析 

袁金风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关键词：云端；“教与研”；个案分析 

前言 

壬寅初春，由于新冠疫情，线上学习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一线体育教师为适应当前形势，

探索线上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确保疫情停课下，教师素养不滑坡、学生体质不下降。文章以

笔者所在教育集团为例，对其疫情期间体育线上“教与研”的始末进行阐述，希望能够为各位老

师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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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课后延时服务中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的困境与思考 

童  伟   张世豪 

（江苏省常熟中学）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等研究方法对苏州市义务教育学校

课后延时服务中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课后服务体育活动中部分学校在师资

队伍、活动形式、活动项目、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场地器材、课后服务渠道等方面存在诸多困

境。研究建议：通过丰富体育活动项目、优化体育活动形式、保障体育活动时间、加强学训赛衔

接等校园体育活动资源以及构建家校社在活动理念、活动管理、活动资源、学训赛活动衔接、活

动反馈等家校社联动机制，拓宽课后服务渠道，能够有效解决课后服务中开展体育活动的困境，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学生体技能水平，满足学生运动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保障“双减”政策平稳有序地落到实处。 

关键词：体教融合；课后延时服务；体育活动；困境；思考 

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升学生体技能关键能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是体教融合的重要内容
[①]

。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满足学生发

展需要，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双减”政策应运而生，“双减”政策是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强化

学校教育，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②]

。“双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与时长，

通过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保障课后服务时间，以此来满足学生的基本运动需求
[③]

。部分学校在

课后延时服务中开展体育活动时存在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体育活动的项目、活动时间、活动形

式、师资力量、场地器材、学训赛衔接、家校社资源联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因此，为进一

步深化体教融合，提升延时服务中开展体育活动的教学质量，完善家校社联动机制，保障课后服

务条件，应突破困境，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家校社共育意识，明确家校社联动意义，尽快构建

家校社联动机制，拓宽课后服务资源与渠道，从而确保“双减”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与落实。 

 

 
[①] 王艳霞.体教深度融合需要优化机制[N].人民政协报,2021-10-13(009). 
[②] 刘莹,苑廷刚,敬龙军,冷欣,刘嘉伟,韩鹏鹏,侯金宝.“双减”政策下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机遇、挑战与路

径[J]. 体育文化导刊,2022,(04):53-59. 
[③] 杨曼丽,张吾龙,胡德刚,宗波波,王宝森.“双减”政策下我国中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演进历程、机遇挑战

及实现路径[J]. 体育学研究,2022,36(0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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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济”时代苏州市女性体育运动服饰服务营销价值

阐释与策略研究 

李  争 

（苏州市职业大学 体育部） 

 

摘要：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与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她经济”时代女性体育运动服饰服务

营销进行考察，服务营销具有助力体育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满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期待、赋能女

性体育运动服饰营销的现实价值。结合服务营销理论从产品服务：增加多元供给，获取竞争优势；

人员服务：鼓励女性消费群体参与价值共创，提供个性化产品；促销服务：全渠道链接女性消费

群体；渠道服务：实现精准营销整合社群营销，促进融合发展；过程管理服务：更新服务理念，

提升女性关怀五个方面为“她经济”时代女性运动服饰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提出优化路径，不断完

善传统的营销策略。在新的商业发展模式以及在创新意识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广大女性顾客的体

育消费体验感，增加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性，不断完善体育服务新业态，引导女性体育消费，助力

女性运动服饰营销，更好满足全民健身需求。 

关键词：“她经济”；女性运动服饰；服务营销；策略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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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 的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研究 

江晓晓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目的/意义】构建兼具科学性和适用性的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有效

的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过程】利用专家打分法进行体育社会组织公信

力评价指标筛选并确立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回收的专家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对重要

性级指标开展量化研究和权重计算，建立统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结果/结论】通

过 2 轮德尔菲法专家问卷调查，最终建立了由 4 个一级指标和 8 二级指标，以及 42 个三级指标

组成的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经过分析得出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财务方面的内容

对提升组织公信力起着这关重要的结论提升。【局限】因篇幅所限还未展开对公信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层次分析法；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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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青少年 24 小时活动行为调查研究 

王  飞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摘要 

24 小时活动行为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对健康的效益也不容忽视。本研究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调查苏州市某高级中学高一和高二学生，以加拿大 5-17 岁 24 小时活

动行为指南的推荐量为参考（即，每天超过 60 分钟的身体活动；不超过 2 小时的屏幕时间，不

低于 8 小时的睡眠），进一步了解苏州青少年人群的 24 小时活动行为水平现状。研究发现本研究

中超过 40%的青少年达到了 2 小时或更少的屏幕时间指南，但仅有 1.9%的青少年符合身体活动指

南，没有青少年符合的睡眠时间指南。没有参与者满足了所有这三项指南，不到 1%的人满足了两

项，42.7%的人满足了 24 小时活动指南中的一项。56.7%的参与者没有达到任何一项活动行为指

南。此外，女生和男生在满足身体活动指南的百分比上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关键字：24 小时活动行为；青少年；身体活动；屏幕时间；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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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体育教师安全素养调查分析 

——以昆山市 1137 名体育教师为例 

黄继坤 

（昆山市周市中学） 

 

摘要：通过对昆山市 1137 体育教师进行救护员证统计分析发现，1.全市体育教师持证比例

为 27.18％，且随着学段的上升教师持证人数呈现反比例下降趋势，由小学最高的 31.89%，下降

至最低的高中 11.96%； 

2.城区体育教师总持证比例为 28.28%，郊区体育教师总持证比例为 26.47%，二者总体差距

不大，同时城区与郊区体育教师持证比例随着学段的上升呈反比例关系；城区学校小学阶段体育

教师持证比例为 35.47%，优于郊区的 29.74%，但初、高中阶段，郊区体育教师持证比例均高于城

区，分别为郊区初中 19.72%、城区初中 16.38%，郊区高中 16.13%、城区高中 3.33%； 

3.公立体育教师持证比例为 28.59%、民办体育教师持证比例为 15.00%，且在各个学段公办

体育教师持证率均优于民办体育教师，分别为小学公立 34.48%、民办 17.15%，中学公立 19.64%、

民办 8.82%，高中公立 12.79%、民办 0.00%。 

4.全市体育教师持证比例前三的区镇分别是：陆家镇 41.84%、巴城镇 40.70%、千灯镇 37.93%，

其中小学阶段体育教师持证比例前三的区镇为：陆家镇 58.33%、千灯镇 41.87%、玉山镇 39.29%，

中学阶段体育教师持证比例前三的区镇为：巴城镇 57.89%、周庄镇 50.00%、千灯镇 26.67%，高

学阶段体育教师持证比例前三的区镇为：巴城镇 33.33%、花桥镇 26.67%、周市镇 16.67%。由此

可知全市的体育教师应急救护能力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总体持证人数少，人员地域稀疏，

希望通过本文的发现为双减背景下安全的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安全素养、应急救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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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视域下康养环境中的参与性景观设计研究 

李烨梓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于园艺疗法这一理念下的探究，对医院景观环境的设计提出新的思考。

通过园艺疗法和参与性景观的设计理念，对医院的景观空间进行优化，提高空间绿化率、丰富空

间层次，并加强医院环境的康养功能。从参与性景观和康复空间的理念研究，结合国外典型案例，

针对人群的心理特征、生理特征、无障碍设计、以及五感的应用这几个方面来讨论康养环境中的

景观设计，希望能创造出有利于病人身心健康的，辅助康复治疗的景观空间。 

关键词：园艺疗法，参与性设计，五感，康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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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体育家庭作业的设计与实施 

林  通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摘要：实施体育家庭作业是实现学生校外体育锻炼 1 小时的重要保证，对学生体质水平与体

育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对互联网+背景下体育

家庭作业的设计与实施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体育作业的实施利于调和亲子关系、拉近师生关系、

提升学生体质。体育家庭作业设计原则需场地要求安全性、练习内容多样性、练习难度个性化、

教学内容衔接性。有效实施体育家庭作业的路径可以通过顶层设计，统一规划；线上线下，同步

推进；家校沟通，帮扶提升；周期反馈，营造氛围；勤练勤赛，展示自我。 

关键词：互联网+；体育家庭作业；作业设计；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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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市属单项体育协会内部治理：形态、困境与路径 

刘  望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治理是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案例

研究法、类型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在“共益”视角下，基于苏州市资源禀赋不同的市属单项体育

协会实践案例，探讨苏州市市属单项体育协会内部治理的形态特征、实践困境和优化路径。研究

认为，精英治理型、法人治理型和法人—精英治理型是苏州市市属单项体育协会内部治理实践的

基本形态，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以及内部治理制度、结构、机制等现实困境。理应秉持依

法治体、分类治理思想，从健全内部治理制度，构建以章程为核心的软法制度体系；超越精英治

理形态，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机制建设，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权力运行

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重申“非营利性”等方面健全苏州市市属单项体育协会内部治理。 

关键词：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  内部治理  法人治理  精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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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发展研究 

李  庆 

（苏州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体育需求不断地增加，而老年人体育协会是老年人体育

发展的重要组织。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逻辑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通过对苏州市老年体育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和市体协专项委员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访谈以及实

地走访调察。对苏州市老年体育协会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主要发现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信息

公开不透明、宣传方式单一、组织网络下沉不充分等问题，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对应策略，旨促进

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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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校园足球开展的现状与未来路径 

——基于江苏省 41 所中职校的调查与分析 

李金金 

（昆山开放大学） 

 

摘要：利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对江苏省 41 所中职校校园足球进行调查和分析，

发现中职校园足球以下几点问题：1、总体发展滞后，未形成中职特色足球学校；2、缺乏校本足

球课程的特色开发；3、缺乏校园足球的文化氛围，未形成稳定的球迷；4、缺乏校园足球的条件

保障；5、缺乏校园足球发展系统工程。提出中职校校园发展的未来发展路径和思路：1、以足球

结构化教学为基础，开展校园足球课程，营造良好校园足球氛围；以足球社团为依托，开展课余

足球锻炼，打造校园足球特色项目；以校内外足球赛事为起点，参与各项足球赛事，创建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 

关键词：中职校 校园足球 现状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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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通过介导细胞焦亡调控固有免疫的研究进展 

娄斌斌   王  瑞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摘要：细胞焦亡是一种由炎症体激活促炎性半胱氨酸蛋白酶，并依赖于 Gasdermin 蛋白家族

的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受众多信号因子的调控，最终表现为细胞溶解和炎性细胞内容物的释放。

固有免疫是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防御机制，是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多项

研究表明细胞焦亡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胞焦亡不仅存在于由细菌、病毒所引起的

感染性疾病中，也存在于自身炎症性疾病(autoinflammatory disease，AID)中，如痛风、阿尔茨海

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及二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中。有研究表明运动会影响细胞焦亡进而调控固有免疫，但反应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目前仍不

清楚。因此，对细胞焦亡的研究现状、与固有免疫的关系及运动对细胞焦亡、固有免疫的影响进

行阐述，从细胞焦亡的角度探讨运动对固有免疫的调控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为运动对固有免

疫的影响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固有免疫，细胞焦亡，运动，炎症小体，caspase， 

 



 

528 

学校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路径研究 

徐政权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认为：“教会、勤练、常赛”是一体化教学

的有机整体。“教会”是健康知识，运动技术教学的基础，“勤练”是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

动技能，形成运动能力的手段，“常赛”是检验运动技能和运动能力的试金场，更是提升运动能力

的最佳途径。学校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路径有以下几点：把握“教会、勤练、常赛”

的内涵，明确“教、练、赛”的内容。更新教学观念，根植“教会、勤练、常赛”理念与教学之

中。创新教学过程，尝试“教会、勤练、常赛”手段与实际融合创新。完善教学评价，注重“教

会、勤练、常赛”一体化评价的连贯性和多样化。 

关键词：学校体育；“教会、勤练、常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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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体育理论的争议与启示 

王海洋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起步晚、起点不高、基础薄弱，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适应体育

这一理论为改善残疾人体育服务提供了新思路。运用文献资料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研究方法，

回顾了适应体育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过程，归纳了四个发展阶段，包括：医疗主导下的生存矫

正阶段、教育主导下的特殊教学阶段、社会主导下的融合发展阶段以及人本位价值主导下的 “赋

权”与“自决”阶段。分析了适应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争议，包括：残疾学生是否适应普通体育课；

适应体育进行分类还是包容；适应体育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

启示：重构普通体育课，提高残疾学生在普通体育课的适应性；坚持“以人为本”为导向，推动

适应体育包容性发展；加强适应体育学科化建设，提高适应体育专业化程度，旨为推动适应体育

在我国的发展，从而加快残疾人的社会融合。 

关键词：体育理论；残疾人体育；适应体育；融合式适应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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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学、练、赛”一体化研究 

付星星 

（苏州高新区新升实验小学校） 

 

 

摘要：在体教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小学体育“学、练、赛”一体化已然形成趋势，但是这一

体系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如投入不足、师资不力等问题，本研究解读了“学、练、赛”一体化的实

质，分析了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推进这一体系的更好发展，提出了

细化以趣味为导向的教学、做好“学、练、赛”的衔接工作、加强保障，促成办训办赛的多元格

局等建议。 

关键词：体教融合；小学体育；“学、练、赛”一体化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ing， Competition” in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ing， competition” in primary school sports has become a trend， but this system 

has also encountered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and inadequate teachers in its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interprets the ess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ing， competition”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such as refining interest oriented teaching，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onnection of “learning， training， competition”， strengthen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pattern of holding practicing and competition.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practic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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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儿童青少年交通性身体活动的 

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路泽全 吕和武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摘要：中国城市进程中出现了儿童青少年通勤方式改变和身体活动空间错配现象，对儿童青

少年日常交通性身体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依托《儿童青少年

身体活动及社区可步行性调查问卷》采集儿童青少年的交通性身体活动及其所住社区的建成环境

数据。基于“公交导向型发展”理论，构建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儿童青少年交通性身

体活动的社区建成环境因素。研究发现：男生交通性身体活动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P<0.01），

并且儿童青少年的交通性身体活动水平整体上存在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居住密度、访问

性、步行设施与安全、美学、交通隐患、治安、阻碍 7 个因素是儿童青少年交通性身体活动水平

的可疑影响因素。居住密度（P<0.01，OR=1.001）、美学（P<0.01，OR=1.201）是儿童青少年的交

通性身体活动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健康中国；交通性身体活动；社区建成环境；公交导向型发展；居住密度；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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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运动强度下青年男子有氧运动最大心率与 

最大摄氧量的关系特征 

陈博诚
①

   吴嘉欣 1   郁天成 2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目的：探讨青年男子在有氧运动中不同运动强度下的最大心率与最大摄氧量的关系特征。 

方法：招募 10 名健康青年男性为受试者，进行一次递增负荷心肺运动试验，测量受试者最

大心率和最大摄氧量；再分别以每个受试者 40%、60%和 80%VO2max 所对应的运动强度进行运动

测试，记录所观察到的不同强度运动下的最大心率及最大摄氧量。 

结果：（1）低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运动强度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关性 0.812，

P＜0.05；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运动强度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关性 0.816，

P＜0.05；大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运动强度不成线性关系，Pearson 相关性 0.371，

P＞0.05。（2）低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摄氧量百分比与运动强度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关性 0.671，

P＜0.05；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摄氧量百分比与运动强度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关性 0.869，

P＜0.001；大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摄氧量百分比与运动强度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关性 0.916，

P＜0.001。（3）低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最大摄氧量百分比呈线性相关，Pearson 相

关性 0.841，P＜0.05；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最大摄氧量百分比呈线性相关，

Pearson 相关性 0.919，P＜0.05；大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与最大摄氧量百分比不成线

性关系，Pearson 相关性 0.551，P＞0.05；最大心率百分比与最大摄氧量百分比之间回归方程为

Y=0.846X+0.121，P＜0.05。 

结论：低强度和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最大心率百分比和最大摄氧量百分比成线性关系，中低

强度运动中可以通过心率间接推定最大摄氧量。 

关键词：运动强度；心肺运动实验；心率；最大摄氧量 

 

 
① 在读硕士研究生 
2 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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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深化体教融合视域下体育教学提高学生 

心理健康意义的研究 

王亚楠 

（苏州大学） 

 

摘要：在现代化社会不断进步和科学发展下，人们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普及程度不断

逐步提升，在相关学科德育教学中不断渗透更多心理健康相关教育知识是必然选择。本文运用文

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在体育教学的基础上对学生心理健康意义进行阐述，以及在体育对

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首在着力推动体育教学在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权重，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有效提高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学生更健全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教学；心理健康；举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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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骨密度现状的分析研究 

张海玲 

（苏州市吴中区小朋友之家幼儿园） 

 

【摘要】目的：2014-2016 连续三年对苏州市某地区社区居民骨密度进行测试，对该地区居

民骨质健康状况进行相关分析，探讨该地区居民骨质情况，有利于对骨质疏松症早期警报和骨折

风险的评估，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苏州市全民健身的开展状况。方法：采用美国 GE EXPRESS

骨密度测试仪利用高频声波（超声波）测量人体的骨质状态，以宽带超声衰减（BUA)和超声速度

（SOS）计算人体的骨密度（BMD）和骨强度指数（BQI），并同时描述 T-曲线和 Z-曲线的信息，

可以准确反映出骨密度水平，本文主要通过骨密度 T-值状况反应居民的骨质情况。结论：通过对

三年的测试的数据分析，发现男性骨质疏松、骨质少孔的比例高于女性；随着年龄段的增加，骨

质疏松及骨质少孔的比例逐渐上升；通过三年的测试发现，随着年份增加，总测试人群中骨质正

常的比例在增大，骨密度 T-值每两年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p<0.01）。 

【关键词】：骨密度；T 值；骨质正常；骨质少孔；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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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质健康管理的逻辑基点和实施策略研究 

阳  芳 

（张家港市德积小学） 

 

青少年体质健康管理的逻辑基点与实施策略研究 

摘要 

“立德树人”是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力求培养青少年有品行、有道德、有健全人格，是能

够肩负起为中国伟大复兴责任的全能型人才。毛泽东曾说过体育涵盖德育，没有体育也就没有德

育，两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体育作为“五育”中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青少年体育发

展，也就是促进德育发展。基于国家大背景下，需要培养具备一定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

品德的综合型体育应用人才。“双减”政策的推行，减轻学生不必要的作业负担，给学校体育赢得

发展间隙；再结合“新冠”疫情的影响，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增加，需要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

进行管理，需要实施充分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加强教师业务能力培养，

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夯实体育健康检测工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推行多样化评价方式，完善体

质健康管理评价体系等优化路径，有利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管理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体质健康管理；逻辑基点；实施策略 

 



 

536 

影响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因素-基于 Nvivo12 的质性分析 

白洁琼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高校体育社团是我们体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和学校体育工作改

革的重要载体一。为了揭示并分析影响高校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因素所在，在研究中借助 NVivo12

质性分析工具，对 2001 至 2022 年间的 43 篇相关核心文献进行了分析，文献中“管理（2759 次）”

“活动（2345 次）”“教师（1850 次）”“发展（1287）”“组织（1345 次）”“经费(1036 次）”“设施

（1008 次）”出现的频次都超过了 1000 次，之后结合词频和各个节点编码参考点以及对负责人和

专家老师访谈最后对主要影响因素管理、稳定性、组织活动与经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2002 年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强调高校体育教学要注重课

内课外相结合。随后在 2014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文件中将高校

体育社团建设作为学校体育考核标准。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学校

体育“四位一体”目标体系建设。虽然高校体育社团建设有较好的制度环境支持，但是其仍然发

展缓慢远不如其他社团建设，并且其生存也得到了很大的考验。本研究通过借助 NVIvo12 软件对

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研究结果理清影响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因素并结合结合当下

的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方向，为高校体育社团生存提出切合实际的新思路。 

 



 

537 

体教融合背景下苏州市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 

创建机制研究 

乔同岭 

（苏州市体育局竞体处） 

 

摘要：目的：探索体教融合背景下苏州市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的创建机制；方法：文献资

料法；结果：苏州现行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特色体育项目学校虽然是分开创建，并行发展，但

是在创建机制上又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为两者的融合创建提供了先决条件；结论：苏州良好的体

教融合基础以及近年来青少年体育发展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为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具备创建

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融合创建便于集中管理和政策资金的扶持，有利于项目更好的发展，能够

让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在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方面发挥更强示范引

领作用，并有助于推动“青少年体育苏八条”的落实。 

关键词：体教融合；“青少年体育苏八条”；体育传统项目；特色体育项目 

 



 

538 

苏州市击剑俱乐部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以 Z 击剑俱乐部为个案 

武芬芬 

（苏州大学）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对孩子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击剑运动在我国普

及性并不像篮球、足球般普遍，但是它对于提升青少年体质、培养学生运动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查阅、俱乐部实际调察，对苏州市 Z 击剑俱乐部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针

对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从管理者、地理位置、宣传渠道等方面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字：苏州市；击剑俱乐部；现状；发展策略 

 



 

539 

拉伸对青少年健美操运动下肢疲劳恢复的影响 

——基于 PNF 拉伸法 

刘小慧 1   赵  冉 2 

（昆山市周市中学 1，昆山市周市高级中学 2） 

 

摘要：探究 PNF 拉伸法对健美操运动下肢疲劳恢复的影响，促进 PNF 拉伸技术能在健美操

运动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研究结果表明：（1）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内肌肉酸痛程度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肌肉酸痛程度均在递增；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间肌肉酸痛程度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拉伸周比非拉伸周肌肉酸痛程度较轻。（2）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内坐位体前屈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5），下肢柔韧性均在递减；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间坐位体前屈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拉伸周比非拉伸周的下肢柔韧性较好。（3）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内纵跳高度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下肢肌肉爆发力均在递减；拉伸周与非拉伸周组间纵跳高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拉伸周比非拉伸周下肢肌肉爆发力较好。 

关键词：PNF 拉伸法、酸痛程度、柔韧素质、爆发力 

 



 

540 

苏州市普通高校体育保健课程建设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 

潘辰鸥   许  程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在教育公平化的背景下高校对招收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逐渐放宽，随着病残学生的数

量逐年提高，体育保健课程建设是否具有科学性及系统性，成为高校体育教育的新问题，本文借

研究苏州市高校体育保健课程建设现状，寻找目前高校体育保健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

相应对策。本文以苏州市作为调查范围，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对该地区高校现有体育保

健课程建设展开研究。在对苏州市高校体育保健课程建设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苏州市高校体

育保健课程建设存在课程学时不能充分落实、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学生实际需求、缺少专任教师、

缺少统一教材，内容指导性不足，教学方法缺少趣味性的问题。提出应提高学校对体育保健课的

重视程度，保障保健课的学时安排合理并能有效落实；开发新兴运动项目，提高学生学习练习积

极性；加大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教师的业务培训；编写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教材内容，灵活运用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评价形式多元化，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场馆设

施建设，安排必要的锻炼时间，提高学生课外活动参与度的对策。旨在构建适合高校体育保健课

程建设的科学化、全面化道路，对加强高校体育保健课程的建设更具有现实性意义。 

关键词：苏州市；体育保健课；课程建设 

 



 

541 

小学体育课堂渗透德育的教学着力点研究 

卢晶晶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 

 

摘要：体育是小学阶段发展身体素质、锻炼意志品质的重要实践课程，亦是德育渗透的重要

阵地。本研究以小学体育课堂渗透德育的教学着力点为研究对象，探究德育融入体育教学的特质

主要包括主体性、实践性、动态性及生态性等四个方面。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

学评价四个维度，分析体育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德育素养影响。研究得出体育课堂渗透德育的教学

着力点主要有立足教材，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的德育因素、灵活选择合理的教学方法、建立完备

的教学评价体系。 

关键词：小学体育；德育；教学着力点 

Research on the focusing attention of teaching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course to develop physical quality and 

exercise will quality in primary school，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focusing attention of teaching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ing subjectivity， practicality， dynamics and ecolog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n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literacy from four dimension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ocusing attention of teaching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s based on 

teaching materials， fully excavating the moral education factors in teaching content， flexibly selecting 

reasonable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focusing attention of teaching 

 



 

542 

前掷实心球技术的影响因素及教学方法研究 

张世豪   童  伟 

（江苏省常熟中学）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对前掷实心球技术教学实践中常见错误及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前掷实心球常见错误在蹬伸的高度与速度、挺髋的状态、满弓姿势、

弹性势能、挥臂速度与角度等方面对力量因素、角度因素、速度因素、高度因素、柔韧因素、协

调因素等方面是学生常见的易犯错误。针对常见错误与影响因素，采取多种具有针对性的专项纠

正方法，显著提高前掷实心球教学效果，切实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强化学生身体素质。 

关键词：前掷实心球；动作技术；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543 

“双减”背景下苏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现状研究 

朱红岩 

（苏州大学） 

摘 要 

探究“双减”背景下苏州市足球特色校开展现状，分析双减教育政策对促进特色足球校园开

展的作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双减背景下

苏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参与调查的所有学校对“双减”背

景下发展校园足球的认可程度极高；不仅设立了管理机构，并且有一定的管理规章制度。（2）课

后服务方面，大多数学校课程涵盖较为丰富，部分学校课程虽然目前并不全面，但能够保证在课

后服务中提供足球课的授课。（3）“双减”背景下苏州市足球特色学校体育教师数量有所增加，且

女教师的增加数量明显高于男教师；学校对于足球师资力量提高了重视，有意引进专业人才；对

于足球教师的培训次数与质量明显高于“双减”之前，且多数足球教师对“双减”政策后的足球

培训次数与质量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双减”政策前。（4）学校学生对于足球运动的掌握程度并不

尽人意，仅有一部分能够熟练掌握，且学生对于足球认知还有待提高；“双减”政策后的训练次

数明显高于“双减”之前。结论：（1）学校应借助“双减”政策提供的便利条件，提高对学生足

球训练的重视程度，增加足球训练时间，完善相关管理制度；（2）通过学校的积极引导，加大足

球运动的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宣传途径，使学生及家长充分了解到足球的健身效果、休闲效果，

以此提高学生参与热情。（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4）组织学生开展足球比赛，满足学生高层次

竞技动机与需求。 

关键词：足球特色学校；双减；发展现状 

 



 

544 

苏州市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诱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杨金凤 

（常熟理工学院） 

电子邮箱：yangfeng8109@163.com 

 

中文摘要：疫情背下青少年体质健康受多重社会因素影响。运用文献资料和调查法对苏州青

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学业成绩为评价的教育理

念；学校体育教育政策落实不足；家庭体育教育的缺失；社会力量补偿教育不足；互联网+时代的

负面影响等，并提出优化学校体育教育质量；提高家庭体育教育理念，构建家庭体育活动体系；

加强互联网+体育健康促进；提高社区俱乐部建设，促进青少年校外体育参与性和积极性。 

关键词：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因素；发展对策 

Study on social inducemen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in Suzhou 

Abstract: the physic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eenagers in Suzhou by using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includ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ak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the evaluation;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ies; Lack of family physical education; Social forces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ducati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 era， and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concept of family sports education and build a family sports 

activity system; Strengthen Internet + sports health promotio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lubs an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and enthusiasm of teenagers in out of school sports. 

Key words: teenagers; Physic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545 

“一校一品”特色体育项目开展概况及其启示 

——以苏州市工业园区翰林小学健美操为例 

房  嫚 

（苏州大学） 

 

摘要：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苏州市体育

局、教育局提出要在体教融合的大环境下，开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工作。研

究发现，苏州市工业园区翰林小学“一校一品”能够提高学生体质和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同时，也总结了该校“一校一品”开展的启示：开展路径多样化、采取校内外相结合的宣传途径、

加强课外活动统筹规划，提高普及率、重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体育骨干、积极与家长沟通，

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为其它学校开展“一校一品”体育特色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关键词：健美操;“一校一品”;体育特色项目 

 



 

546 

小学足球落实“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的策略研究 

吴  蹀   徐政权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摘要：学校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教学新模式，是新时代体育教学改革的重

点，也是一线体育教师关注的焦点，实践和研究的热点。足球教学落实、落细“教会、勤练、常

赛”新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一体化推进实施，三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任何割裂形式的教学

都无法达到理想教学效果。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我校足球开展情况，提出小

学足球落实“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策略：“教会”是学习足球技术，掌握足球技

能，形成足球能力的递进教学系统。“勤练”是掌握足球技能，形成足球能力的有效手段，需课内

课外和校内校外协同进行。“常赛”是检验足球技能的试金场，是提升足球能力的最佳途径。“教

会、勤练、常赛”一体化教学是小学足球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关键词：“教会、勤练、常赛”；小学足球；一体化教学 

 



 

547 

体教融合背景下苏州市青少年健康发展现状 

及推进策略研究 

冯焱祥 

（苏州大学） 

 

摘要：体教融合是新时代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热点话题，是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重要指南，是

关于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发展的重大任务，是体育事业与教育事业转型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整体水平呈现出负增长趋势，近视、肥胖、超重、心

理健康等问题引起全社会担忧。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基于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

教育强国、健康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认为，苏州市在深化推进体教融合改革工作时出现的现实

问题：由于长期以来“金牌主义”“应试教育”“早期专项化”等理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学生远

离体育锻炼，从而影响苏州市体教融合改革工作进程。因此，在“十四五”开局之际，要积极构

建符合苏州市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模式，有利于推进苏州市体育事业与教育事业的转型，促

进全体青少年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在新时代深化改革背景下，对苏州市体教融合工作

发展提出以下推进策略：首先，以政府、社会、学校主体出发，明确多元主体功能，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共同构建青少年健康发展体系；其次，在“健康第一”的主导思想下，提高各主体参与

融合意识；积极落实政策融合，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保障，坚持“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设计”“多元

开放”的理念指导工作，以期进一步推进苏州市体育、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最后，本文章通过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苏州市体育与教育事业改革注入新的动力，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共同推进苏州市体教融合改革工作，建设具有苏州市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模式。 

关键词：体教融合；青少年健康；现实问题；推进策略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s a hot topic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guid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is 

a major task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put 

forw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education.In recent 

years， the overall level of physical quality of Chinese teenagers shows a negative growth trend， and 

the problems of myopia， obesity， overweight， mental health and so on caus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Based 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reform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uzhou:Because OF THE DEEP-RO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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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CONCEPTS OF "GOLD-MEDAL DOCTRINE"，  "EXAM-ORIENTED 

EDUCATION" and "EARLY SPECIA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students are KEPT away from 

physical exercise ，  which affects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sports education in 

Suzhou.Therefo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e shoul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line with Suzhou's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undertakings in Suzhou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ll teenagers.Based on th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uzhou: First，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school should start from the main body， define the functions of multiple subject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jointly build a healthy development system for adolescents;Secondly， under 

the leading idea of "health first"，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gration of all subjects should be 

improved.Actively implement the policy integration， improve the relevant policy system guarantee，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design" and "pluralistic opening" to guide the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uzhou.Final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injects new impetus into the reform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uzhou. By constructing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aper jointl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Suzhou and builds a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with Suzhou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Adolescent health;A practical problem;Pus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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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龙舟运动发展脉络、问题及对策 

程千秋   尚长景 

（常熟理工学院） 

 

摘要：龙舟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高校开展龙舟运动是传承与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重

要手段。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龙舟发展进行探究，研究认为，我国高校

龙舟运动发展形成有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20 世纪末）：龙舟竞赛热是高

校龙舟萌芽的温床；2）完善发展阶段（2000 年-2010 年）：竞赛驱动、组织体系完善促进高校龙

舟普及；3）创新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品牌赛事促进高校龙舟创新快速发展。但目前我国

高校龙舟发展存在政策支撑不足、资金投入巨大、水上资源困乏、学训矛盾突出、高水平教练员

缺乏五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促进我国高校龙舟运动发展的对策，以期为我国高校龙舟运动

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校龙舟；龙舟；改革开放；发展脉络；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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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节奏谈中长跑训练方法 

——以苏州市体育中考项目为例 

王  涛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摘要：本文以该领域学者对节奏训练法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探讨和分析田径运动项目中运

动节奏存在的意义、影响运动节奏的因素及其正、负反馈效果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学习效果和运

动成绩为直接目的，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法、专家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对该领域已有的

研究进行概述，对中考 800/1000 米项目中存在的运动节奏及训练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剖析与探索。 

初中体育教学中节奏训练方法还有待创新，目前通过音乐辅助的节奏训练在教学中的运用并

不广泛，该项目开发前景较大，学生倾向性的支持利用音乐进行体育教学也给未来的实践工作提

供了对象保障，在 800/1000 米等项目中融入音乐教学或其他练习方法尚需更多的推广和实践。 

关键词：中长跑；运动节奏；教学与训练；体育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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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中小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现状探究 

崔  蕾 

（昆山市周市中学） 

 

【摘要】 

通过探究昆山市中小学体质测试达标结果，旨在掌握昆山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基本状况，为

昆山市中小学体育课程设置与开展提供新路径，为提高昆山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新思

路。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对昆山市 98 所中小学，200509 名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结

果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不同学段的优秀率呈负相关关系，良好率、合格率

在小学与中学阶段呈负相关关系；（2）市直属集团学校优秀率明显高于非市直属集团学校，小学

阶段与中学呈负相关关系，即小学的优秀率高于中学；（3）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优秀率高于非公立

学校，良好率、不及格率要低于非公立学校，中学阶段测试数据不具备统计性差异；（4）不同行

政区划所在学校的测试部具备统计性差异。 

【关键词】昆山市；中小学；体质测试；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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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延时服务小学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 

的路径研究 

吕曼丽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摘要：课后延时服务开展体育社团，为学校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提供了可行性的

操作尝试，为学生熟练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学习平台保障。通过文献资料法，

结合教学工作实践，提出了课后延时服务小学体育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路径：开展丰富

多样的“水平走班制”体育社团，满足学生个性化的运动需求；全力打造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与

一生一长协同发展；引导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助力学生运动技能专业化成长；构建系统的体育

社团教学课程体系，保障学生运动技能学习的层次性。 

关键词：“教会、勤练、常赛”；课后延时服务；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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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构建的 历史契机、 

内在机理及路径选择 

杜金燕 

（苏州大学）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分析了昆山市城乡一体“15 分钟

体育生活圈”构建的历史契机，解构了城乡一体“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构建的内在机理，提出了

城乡一体“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构建的基本路径。主要结论：城乡一体“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构

建是蕴含于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建设及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历

史发展之势。城乡一体“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构建的前提是要保证资金到位，基础设施到位，人

才到位，动力是汇集交通网，信息网及合理的选址规划，最终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建议加强政府引导与职能建设，做好重点投入和示范；拓展多渠道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充分开发利用现有城乡体育资源；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实现城乡体育统筹协调发展等构

建城乡一体“15 分钟体育生活圈”基本路径理论。 

关键词：城乡一体；体育生活圈；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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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 

及利益诉求研究 

李圆圆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主动

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分析和界定了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以下简称“联赛”）核心利益相关者，并

对联赛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进行理论剖析，以期为提升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利益相关者共同

治理水平和完善共同治理机制提供指导。结论表明：（1）联赛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体苏州

市体育局和体育总会、社会主体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和比赛主体人员。（2）苏

州市体育局、体育总会的利益诉求主要为传递赛事价值、扩大联赛影响力和打造苏州市大众体育

联赛品牌；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主要利益诉求为打造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品牌；第三方评估机构

主要利益诉求是获得经济收益；比赛主体人员的主要利益诉求则是取得良好竞赛成绩及享受良好

的竞赛环境和服务。 

关键词：苏州市大众体育联赛 核心利益相关者 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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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呼吸机能的分析研究 

——以苏州 X 学校武术队为例 

李聪聪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摘要】目的：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武术队员除训练外日常生活和锻炼习惯，并通过测试横

向比较分析击剑队员的肺活量指数，对武术队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制定更有效的训练方

案，查缺补漏提高队员整体水平。方法：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法、数理统计法，用到了 RGZ-

120-RT 型体重秤、HJ-102 电子肺活量测试仪，测试队员的体重、肺活量，经计算得到队员的肺

活量指数，然后进行分析比较；结论：经过对武术员的分组比较，发现男、女组，大、小年龄组、

新、老队员组每组之间的联系和差异，男、女队员肺活量指数平均值男女生具有显著性差异，男

生要高于女生，大与平均值的人数占比女生多于男生；大、小年龄组肺活量指数平均值具有显著

性差异，大年龄组要明显高于小年龄组，大于肺活量指数平均值的人数占比大年龄组同样高于小

年龄组；老队员与新队员肺活量指数平均值具有显著性差异，老队员要明显高于新队员，大于肺

活量指数平均值的人数占比，老队员也要大于新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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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IT 训练对青少年体适能的影响 

潘  越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 

如何科学有效的发展青少年的各项体适能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体适能指的是各项人体运动素

质的总合，因此体适能的好坏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合体育发展息息相关。而 HIIT（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高强度间歇性训练）是一种高强度的耗时短并采用间歇方式的训练方法。集合现

有关于 HIIT 研究结果来看，HIIT 可通过改善青少年心肺、肌力、体脂等方面从而去影响他们体

适能发展。本文主要通过现有的文献和生理学知识去系统评价 HIIT 是如何去提高青少年的有氧

耐力，力量和速度素质这三项体适能的。 

关键词：HIIT；体适能；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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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体育教学 提升核心素养 

王  莹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摘要：体育课堂教学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场所。想要提升核心素养，必须做好体育教

学的正向转变。转变体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单元教学环节设计等。从教师、学校、学生三方

面出发进行改变。最终促进体育教学转变，提升学生整体核心素养。 

关键词：转变；体育教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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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练、赛、评”模式苏州地区校园篮球项目 

一体化构建设想 

张展博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摘要：近几年来教育改革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探索，学校的课程构建和教学模式、理念也在不

断地随之完善更新。现阶段倡导基于全面质量的义务教育一体化构建，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适应

从小学到初中学段学习生活。体育课程是学生在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篮球在学生之间也是比

较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在区、市、省、国家级比赛中也是十分竞争激烈，如果想要在竞争中有一

定的优势，需要有庞大的学生基数、完整的培养体系、训练梯队的建设、足够多的比赛机会。为

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将从学、练、赛、评这四个方面，去进行校园篮球一体化的构建。 

关键词：一体化、校园篮球、比赛、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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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信息技术在羽毛球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朱学飞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摘要：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使得社会对于当今对于学生的教学工作开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未来进行教学开展中，起到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引导。而其中进

行体育运动的教学开展，正是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身体素质的关键教学途径，在本文的分析中，主

要阐述了羽毛球训练的方法，探讨了训练期间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方式，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羽

毛球训练的针对性和效率性，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到羽毛球的训练技巧和运动思想。 

关键字：信息技术；羽毛球训练；训练方法；综合素质；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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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五育融合下小学体育教学研究 

王从远 

（苏州高新区东渚实验小学校） 

 

【摘要】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势必对身处教育的一线教师们提出了更多严苛的要求。新时代的

教育要求在五育融合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教育。实行一专多能制，培养真正心理身体双

向健全的小学生。作为体育教师要将德育充分的融入到课堂之中，不仅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

要针对德智体美劳进行全面的教育匹配，让学生们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道德思想和强健的体魄。

帮助小学生成为一个眼中有光芒、心中有大爱、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有为少年。本文根据小学

体育课堂教学现状，对新时代五育融合下的小学体育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五育融合；小学；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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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均等化路径研究 

程苗苗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在新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实现义务

教育均等化是亟待解决的事情，而教育均等化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师资均等化。为推进教育公平、

促进体育学科的发展、培养新时代体育后备人才，需快马加鞭地推进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均等

化。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均等化困境有：1、体育教师补充机制不完善，缺口较大，优

质教师十分匮乏。2、职后培训缺乏，能参加较高等级培训的体育教师机会较少。3、教师流动仍

然存在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流动制度缺乏合理性、相关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发展路径：

引领新观念、新思想，创新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供给机制，使体育教师可以真正的“下得去、

留得住、教的好”；打造数字化体育教师交流平台、规范培训机制；推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流

动，畅通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流动渠道、完善体育教师流动保障机制、健全义务教育阶段的财

政投入机制。 

关键词:义务教育；体育师资均等化；体育师资配置；教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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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学校体育实施核心素养教学的策略研究 

周  蕾   徐政权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摘要：研读《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把握课改方向，厘清内容变化，

领会课改内涵，落实教学实施，是学校体育实施核心素养教学的关键。结合新课改的方向，理念，

目标和内容，提出了学校体育有效实施核心素养教学的策略。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注重运

动技能教学与运动能力的形成。教学中穿插以运动意识与健康习惯为主的健康教育。“学、练、

赛”中重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的培养。 

关键词：体育核心素养；新课改；学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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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视角下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研究 

刘  军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摘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于体育课堂及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指导

意见和要求。新课程标准坚持立德树人，提升智育水平，加强体育美育，落实劳动教育的指导思

想，聚焦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这与五育并举指导思想不谋而合。本文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体育教学实践的审视，探索“五育并举”视域下提升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字：核心素养；学校体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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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西附初中篮球运动开展情况调查分析 

尚  梅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苏州市西附

初中篮球运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得出结论：学生对篮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了解比较浅，

大部分学生是以增强体质、缓解自身学业压力为主；篮球课程极少且上课内容和形式单一，缺少

学生之间篮球技能实战的较量，缺少对篮球规则教授的重视；篮球课外活动及篮球竞赛的参与次

数比较少；学生技能的差和篮球的失误率较高，导致学生选择篮球运动作为体考项目的勇气大大

削弱；学生认为参与篮球运动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身心健康。针对问题，提出：让学生感受

体育运动的魅力，增强学生对竞技体育的了解；创新教学方式，多维度激发学生对篮球运动的兴

趣；大力开展课外篮球运动，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篮球竞赛活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学中增

加体考内容，并注重技术练习和素质练习提高学生自信心等。 

关键词：篮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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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苏州市足球的发展历程 

与发展策略研究 

沈  俊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摘要:苏州作为国际体育文化名城，拥有属于苏州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风貌。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国体育事业迈入了新时期，苏州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依据自身足球历史与文化、经济发展的城

市特色，申报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成功成为全国第二批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之一，进一步推动

足球与苏州的完美结合。本文主要根据苏州足球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苏州足球重点发展城市的发

展策略:1 苏州市足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主导;2 苏州市足球发展离不开大力发展青少年足

球;3 苏州市足球发展离不开浓厚的足球文化;4 苏州市足球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5 苏州市

足球发展离不开学校、社会和政府的互联，以期起到示范效应，与中国足球共同追求质变。 

关键词:足球城市;苏州;发展历程;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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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初中体育课堂中提升学生健康的心理素养 

方如梦 

（昆山市周市中学） 

 

【摘要】体育教师不仅仅要提升学生的体能，同时也要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促进他们

的身心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体育已经是中考学科，教师更关注学生的体育成绩，进而也将体能

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但教师同样要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当前部分初

中学生出现了一些不良好的心理现象，另外一方面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了，他们也能以正确

的态度对待体育训练，进而促进体育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初中体育；心理健康；课堂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