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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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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变迁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机遇，对农村体育人口结构、农民体育观念、农村体育内容及

组织形式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体育健身意识薄弱，体育消费水平低

下，农村体育人口不足、体育锻炼方式和内容单一，缺乏有效组织等现状已不能满足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农村体育发展要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加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

投入力度；通过加强体育区域文化自信力，改变农民体育观念；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体育消费市场繁荣

发展；健全基层体育组织，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农村体育活动；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开展有针对性的体育健

身活动；建立可持续化发展机制，探索新型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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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会变迁是指所有社会领域发生变化的过程及

其产生的结果。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

活的所有领域，主要有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

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和科技变迁等[1]。社会变

迁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的流动性加强，而农村的社

会变迁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青壮年农民拥入城市务

工。这部分流动群体在我国农村人口中占有较大比

重，他们进城务工不仅繁荣了我国经济发展，而且也

把城市的文明、生活方式带回农村，使得农村相对封

闭的群体意识逐渐开放。农民意识形态的改变将加

速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农村体育的发

展。社会变迁已经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因此，研究如何使我国农村体育发展适应社会

变迁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变化为农村体育发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新农村建设不单单是普遍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还包括培育农民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数据显示，到 2010年年底，全国约 80万个行政

村中建成“农民健身工程”的有 23.1万个，超额完成

了“十一五”期间建设 10 万个行政村“农民健身工

程”的计划（刘志敏等，2012）。《体育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中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社会实现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关键五年，是建设体育强国、推

进体育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阶段。建设

体育强国的目标，将必然带动农村体育改革的蓬勃

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国策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了

动力

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不懈追

求的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构建和

谐的农村社会。我国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和比例，

决定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我国经济、文化和政

治等领域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构建和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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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求农村各方面和谐发展，自然也包括体育的和

谐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

供了直接动力。

（三）信息时代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了现代化手

段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突出表现之

一是各种移动终端能够提供便利的上网条件。现代

化的媒介为农民接触体育、学习体育、从事体育健身

打开了方便之门，对农民的体育观念产生着重大影

响。体育锻炼正逐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基本元素，而

这种变迁为农村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农村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财政投入不

能满足农民健身需求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

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的体育设施和服务，具体包括场地设施、健身器材、

政策法规、科研院所、传播媒体、竞赛活动、健身咨询

与指导、民族民间体育的传承保护等（张洪武等，

2007）。当前我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

在的问题有：财政拨款投入乏力，很多县级财政没有

固定的体育经费投入。据统计，我国体育投入总量

只占财政收入的 4.5%，占GDP的 0.045%，和西方发

达国家（一般占GDP的0.2%～0.61%）相比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白光斌，2012）。供给结构不合理，能够反

映地方政府部门“政绩”的大型体育场馆和竞技体育

场馆等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剩，农民需要的健身设

施和健身知识供给严重不足。供给总量不足，城乡

差距过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

供给状况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公共设施

维护不力，很多体育健身设施常年处于损坏、停用状

态，不能满足农民日常的健身需要。全国第五次体

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850080个，农村有66446个，占总数的7.82%，城市有

783634个，占总数的 92.18%[2]。而我国农村人口大

约是城镇人口的两倍，农村体育公共设备的供给明

显不能满足农村体育发展的需求并严重制约着农村

体育的健康发展。

（二）农村体育文化受到传统观念制约，农民体

育健身意识薄弱

农村体育文化是在特定区域、自然环境、文化习

俗等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类极具特色的体育文

化的亚文化形态，是农村居民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社

会文化、习俗特征以及心灵世界最真实的体现（罗

睿，等，2013）。我国农村人口在体育观念上与城市

人口相比还有些落后，对体育作用的认识模糊不

清。张志奇通过对河南省7个县市、31个乡镇的104
个村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对体

育的心理需求一般，仅47.2%的农民认为“应积极参

与体育活动”，其中青年占 74.14%，中年占 21.31%，

老年仅占4.55%；然而，通过对其余52.8%的问卷（体

育消极态度）统计发现，老年人占 68.2%，中年人占

28.2%，青年人占3.6%。可见，农民的体育健身意识

还十分薄弱。虽然体育健身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却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体育行为。农民的体育

健身意识淡薄已经成为阻碍农村体育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不能适应社会变迁对体育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

（三）农村体育场馆消费水平过高，农民体育消

费水平低下

陈家起等通过对张家港市塘桥镇部分村民的访

谈发现，周边的体育健身俱乐部、羽毛球馆、乒乓球

馆等都不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以乒乓球馆为例，

平时每人每小时收费 15元，周六、周日则按每人每

小时 30 元收费，晚上费用更高。如果按每人每周

（非周末）活动 3次、每次 2小时计算，那么每月要消

费360元，每年的消费则超过4000元；如果一个三口

之家一起锻炼，每年的费用则超过 12000元。羽毛

球馆、网球馆等场所的收费比乒乓球馆更高。如此

高额的体育消费，成为绝大部分收入不高的农民进

行体育健身、享受生活的主要障碍。娄章胜等通过

调查发现，38.66%的农村居民没有体育消费，有体育

消费的农民中大多数是购买便宜的运动服或运动

鞋，也不是出于体育锻炼的目的。受农村居民传统

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将经

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四）农村体育人口比例较低，体育锻炼方式和

内容单一

刘志敏等通过对我国19个省、市地区部分农民

的调查发现，我国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多数集

中在每周3次及以上和每周2次及以下，比例分别为

22.81%和 20.40%，其中，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频次

为每周3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比例为20.37%。根

据我国体育人口的标准（每周参加3次或3次以上体

育锻炼，每次参与锻炼时间不低于 30分钟，而且每

次锻炼的强度必须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我国农村体

育人口的比例还很低。比例本不高的农村体育人

口，进行体育锻炼方式也很有限，他们经常采用的健

身方式主要有慢跑、散步、跳绳，或偶尔去村里的学

校打篮球、乒乓球，也有在自家庭院里或马路上打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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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球；在河南和山东武术传统地区，农民有习武健身

的习惯。农民体育锻炼方式的单一性，与农村体育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体育场馆消费过高和农民经济

收入偏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农民体育锻炼时间呈现季节性，缺乏有效

组织

由于农作物播种和收割具有季节性特点，北方

农民春季和冬季进行体育活动的较多，南方农民冬

季和夏季进行体育锻炼的较多。这主要因为农民的

余暇时间受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影响：在农忙季节，农

民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机械式的劳动，无暇进行

体育锻炼。只有在农闲时他们才有充足的时间进行

体育活动。因此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像城市

居民那样固定，而且农闲时随意性也较大。而且，农

民进行体育活动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没有专门

的健身指导员进行体育锻炼指导，所以他们是在盲

目、自发的状态下进行体育锻炼的。只有在民族重

大体育节日上，才会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如元宵

节的舞龙舞狮比赛、端午节的龙舟比赛等。

（六）农村空巢老人缺乏体育健身需求和健身知

识，消极心理影响健身的积极性

农村空巢老人在 20世纪 50年代以前出生的占

绝大部分，他们知识面狭窄，不能主动获取相关的

体育健身知识，再加上政府对科学健身等相关知识

宣传不足，缺乏对老年人形成健康心理状态的引导

和相应的健康教育，他们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与国

家全面健身有关的政策法规。此外，农村老年人大

部分年老力衰、劳动能力丧失，本来就容易产生各

种消极心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

村外出务工人员进一步增加，很多空巢老人的子女

不在其身边，更阻碍了他们形成并保持积极健康的

生活观念的可能，也使其无法认识到体育健身在增

强体质、改善免疫力和调节情绪中的重要作用（彭艳

芳等，2013）。

三、农村体育的发展策略

（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加大农村体育公

共产品投入力度

农村居民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是政府的

责任。仅仅依靠市场的作用不能向广大农民提供全

面、均衡的体育公共产品服务，政府应该担负起应有

的职责：一方面防止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市场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失控的局面出现；另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各级政府财政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制度。要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的比

例，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投入，建立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财政支持体系，使农

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得到有力的保障（秦小

平等，2013）。此外，政府还可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

对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进行捐赠和赞助，把发行体

育彩票所得大部分投入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建设之

中。

（二）通过民俗体育竞赛增强农村区域体育文化

自信力，改变农民体育观念

农村体育文化具有民俗性、地域性和封闭性等

特征，反映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制度特征。由

于其形成的基础是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与其他文

化类似，农村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文化自信和心理

认同。利用适合当地农民的乡土体育文化形式，结

合传统节日扩大对外影响，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体

育旅游等一系列能够增强区域文化自信力的体育文

化活动。以民俗体育竞赛为窗口，传播体育知识和

传统文化，营造宏大场域，创设良好氛围；借助体育

文化力的联动效应，引起农民对具有地域性的本地

民俗体育产生兴趣和重视，激发和调动农民参与体

育健身的积极性；改变农民的传统体育观念，形成科

学、积极的健身态度，带动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健

康发展。

（三）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体育消费市场繁

荣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品位，是提高农民

体育消费的根本。各级政府部门要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背景下，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契机，提

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

各种手段实现农民收入的主流回归。农民收入的增

加必然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带动生活品位

的提升，这种提升必然会通过消费来实现。国家要

尝试对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核心店予以一定的税收减

免，对农村的连锁店免费提供场地，并减免一切行政

税收和营业税收，尽可能地降低农民体育消费的实

际支出，让农民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享受到相应

的健身指导和健身服务，从而扩大农村体育消费的

常态人群，带动与体育消费相关的其他消费，促进农

村体育消费市场的繁荣发展，实现“以城补农”、“城

乡连锁”的“体育下乡”新方式（陈忠英，2013）。
（四）健全基层体育组织，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农

村体育活动

《全民健身条例》中规定，国家推动基层文化体

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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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3]。我

国乡镇缺乏体育组织是制约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一

个瓶颈。农村基层体育组织的建立和管理要因地制

宜，配备专门的体育健身指导员，利用农民工返乡的

大好时机对农村体育活动组织方式、组织内容进行

更新，并与农村流动人口较多、体育锻炼呈现季节性

相适应。可将农村流动人口中的体育精英分子培养

成健身指导员，利用他们的榜样作用以及他们和村

民的良好关系开展体育健身指导工作。充分利用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修建的运动场所和体育设施，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如羽毛球、乒乓球、

篮球、排球、拔河、踢毽子、跳绳、舞狮、舞龙、空竹等，

使运动项目比赛常态化、系统化。这些体育活动既

能结束农民体育健身的自发无组织状态，有利于农

民良好体育习惯的养成，也有利于村民之间、村与村

之间凝聚力的形成，还可为农村留守人员开展体育

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开展有针对性的体

育健身活动

《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提出“加快

发展农村体育”，“重视发展老年人体育……鼓励、支

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老年人体育服务机构和体育

健身设施”[3]。中国人口老龄化处在加速发展的阶

段，并呈现出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农村基层组织

要加强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视，根据农村老人的需求，

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和体育

健身指导，倡导老年人建立科学、健康的健身理念，

培养农村空巢老人重在参与、重在健身、重在快乐的

体育健身态度；健全农村老年体育团体组织和各种

老年体育健身协会，广泛开展科学化、社会化的适合

老年人的健身活动，如扭秧歌、划旱船和登高等；举

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老年健身大会和老年体育

赛事，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和

方法，通过广场舞、太极拳、挑花篮之类的群体活动

加强老年人之间的交往，解除他们的孤独感；加强农

村基层干部对老龄工作的认识和对老龄政策的研

究，培养干部的体育赛事组织能力，提高干部对全民

健身的理解和服务意识，增强干部的体育管理意识，

提高管理层次和管理效率，把农村老人的各项体育

工作落到实处。

（六）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新型的发展模

式

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发展”与“可

持续性”的统一，发展是前提，可持续性是关键。在

国家整个宏观经济社会大环境下，农村体育的发展

既要满足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也要在自身

的发展中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生态体育是生

态学与体育学的结合，是农村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价

值倾向。在建立资源集约型的和谐社会和循环经济

指导下的新城镇化过程中，以生态学理论指导农村

体育发展，实现农村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

的和谐与统一，是建立农村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包大鹏，2013）。体育生态旅游模式是体育与

旅游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不仅为人们旅

游提供了新的方式，也是大众体育健身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成为一个经济文化现象，把资源优势变为经

济优势。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体育

设施的改造和更新，推动农村体育的建设和发展

（汪现义等，2013）。国内学者还提出了很多农村体

育的发展模式，如“学区体育发展模式”、“社区体育

发展模式”、“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民族体育发展

模式”、“产业体育发展模式”、“体育扶贫发展模式”

等。此外，“政府—乡村精英—村民互动”的“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精英参与和政府积

极扶持的发展模式也在积极探索和研究之中[4]。可

见，通过多元力量推动农村体育发展已经得到理论

和实践的认可，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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