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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年出台数量的变化和走势，结合不同时期体育政策制定主

体、政策内容和社会支持主体的特点，将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发展历程分为政策肇始、政策探索、

政策发展和政策深化 4 个阶段。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演进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制定主体范围不断扩

大、政策的内容更加具体和社会支持主体日益多元化 3 个方面，但还存在着政策制定各主体联动

性不够、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参与不足、政策内容缺乏衔接性、政策内容可操作性不强及政策难

以调动各社会支持主体的积极性等问题。研究建议从加强跨部门多领域协作，扩大社会参与老年

人体育政策制定的渠道；细化政策内容，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创新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各

社会支持主体积极参与老年人体育事业；政策制定要未雨绸缪，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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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and trend of the numbers of Chinese elderly sports policies issued each year, 

coupl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lderly sports policy establishment subjects, policy contents and social sup-

port subject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lderly sports policies into 

such 4 stages as policy initiation, policy explo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and policy deepening. The main characteris-

tics of evaluation of Chinese elderly sports policies are embodied in such 3 aspects as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establishment subjects, more specific policy contents, and ever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social support sub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linking between various policy establishment subjects, inadequat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establishment, lack of connection between policy contents, not high enough 

operability of policy contents, the policies having difficulty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various social support subjects, 

and such.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strengthen trans-department multi-area cooperation, expand 

the channel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lderly sports policy establishment; refine policy contents, enhance policy 

quality and operability; innovate on policy stimulation mechanism, encourage various social support subjects to ac-

tively participate in elderly sports undertaking; policy establishment should face the future and plan ahead; and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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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据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

人口 2.3 亿，占总人口的 16.7%；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5 亿，占总人口的 10.8%[1]。预计到 2020 年，我国老

年人口将达到 2.43 亿。在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进程中，

少子无子家庭剧增，空巢、失能、高龄、贫困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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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叠加，各种老龄问题短期内同步呈现，给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严重挑战[2]。体育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便捷、经济、有效方式及老年人保持健康、延缓衰

老的理想途径，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并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政策来保障老年人的体育权益。所谓老年人体

育政策，是指政府为了保障老年人体育权益而制定的

与老年人体育发展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计划措施，

也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保证老年人体育按

着既定路线发展而制定的行为准则，规定与指导着老

年人体育发展的方向。本研究的老年人体育政策，既

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专门针对老年人制定的体育政策，

也包括其他相关政策中关系到老年人体育的政策。通

过梳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部门出台的老

年人体育政策文本，总结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和演化特点，剖析老年人体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并预

测未来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发展方向，旨在为相关部门

制定和完善老年人体育政策提供参考。 

 

1  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1978—2017 年间，相关部门共出

台与老年人相关的体育政策 102 个。其中，1983 年老

龄委印发的《关于老龄工作情况与今后活动计划要点》

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支持老年人体育活动开展的政

策文本。此后，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数量在 1999 年以

后有明显增长，并呈现出阶段性波动式增长特征，在

2015、2016 年分别达到阶段性高峰。依据我国老年人

体育政策年出台数量的变化和走势，结合我国老年人

体育政策不同时期的制定主体、政策内容和社会支持

主体的特点，本研究将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发展的历

程分为政策肇始、政策探索、政策发展和政策深化 4

个阶段。 

1.1  肇始阶段(1978—1993 年) 

1)政策概况。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工作开始拨乱反正，各项工

作逐步走向正轨，政府对老年人体育问题的关注也始

于这一时期。1982 年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1983 年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并逐步向省、市、县、

乡各级地方政府推广普及，但这一阶段国家各部委出

台的政策中很少有专门针对老年人体育的论述。体育

职能部门也多是把老年人体育融入社会体育中，如国

家体委 1978 年《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1979

年《关于加强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1990 年《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等。老龄部门意识到体育在

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明确要求公园

要为老年人开设文体活动场所。1983 年老龄委印发了

《关于老龄工作情况与今后活动计划要点》，提出在公

园等公共场所开设老年人阅览室、游艺室以及各种文

体活动场所，为老年人进行文体活动创造方便条件，

这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支持老年人体育活动开展的

政策文本。随后 1985 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加强我国老

年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医院可积极开

展老年病康复医疗，采取理疗、体疗、功能训练等综

合措施，促进老年人的病后康复，提高疗效，充分肯

定了体育参与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2)政策特点。 

这一时期老年人体育政策的主要特点：从政策制

定主体看，与老年人体育直接相关的政策只有 2 个，

分别由卫生部、老龄委制定，而国家体委作为发展老

年人体育的主要职能部门尚未出台政策。从政策内容

看，老年人体育参与没有受到重视，各部门对老年人

体育活动的理念还比较模糊。从老年人体育的社会支

持主体看，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都是由国家统一组

织管理，政府是这一阶段老年人体育社会支持体系中

的唯一主体。 

1.2  探索阶段(1994—1998 年) 

1)政策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老

龄型过渡，国家对老龄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同时

开始意识到体育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体委、民政部等部门先后出台

15 个与老年人体育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

《体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家体委颁布的

《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通知》《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的意见》

等 10 个文件，民政部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

业的意见》和《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计委

等 10 部门颁布的《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

—2000 年）》。这些政策的出台保障了老年人体育参与

的权利，推动了老年人体育的发展。其中 1995 年国务

院下发的《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通知》中提

出，要重视老年人的体质与健康问题，积极支持他们

参加体育健身活动；199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体育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全社会应当关心

支持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1994 年，国家计委、民政

部和劳动部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

展纲要(1994－2000 年)》指出要组织广大老年人参加

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健身活动以减少疾病，增强体

质，延缓衰老。199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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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保障法》提出，国家和社会应该采取措施，开

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政策特点。 

这一时期老年人体育政策的主要特点：从政策制

定主体看，国家体委(1998 年改组成国家体育总局)逐

渐意识到老年人体育的重要性，并迅速成为老年人体

育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这一阶段出台的 15 个文件中

有 10 个是由国家体委制定，占总数的 66.7%。全国人

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为 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始

逐渐发挥作用，出台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体育参与的

权益。从政策内容看，虽然各个文件中关于老年人体

育的内容相对较少，但老年人体育已经开始受到重视，

其中《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

《体育法》3 个影响至今的法律法规都首次专门提到

老年人体育，为老年人体育参与权益提供了政策保障；

从老年人体育社会支持主体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首次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共同采取措施，开展老年人体

育活动，“社会”这一老年人体育支持主体开始出现在

政府的政策视野中。 

1.3  发展阶段(1999—2010 年) 

1)政策概况。 

随着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一阶段决策者们开

始意识到老龄化社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危机和挑

战，试图通过体育来增进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以减轻

社会负担。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

民的健身热情，老年人体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阶段共出台 36 个与老年人体育有关的政策。国务院

出台《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等 10 个文件，体育总局

出台《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老年人体育

发展规划》等 12 个文件，老龄委出台《关于加强老年

人优待工作的意见》《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等 4 个文

件，民政部出台《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

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方案》2 个文件，文

化部出台《关于加强老年文化工作的意见》，卫生部出

台《关于加强老年卫生工作的通知》，建设部出台《城

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民政部等 14 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社区残疾人工作的意见》，体育总局等 9

部门联合出台《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体育总局等

3 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开展 2005 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的通知》，发改委、民政部 2 部门联合出台《“十一五”

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老龄委等 10 部委联合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在这些政

策中，1999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强老年人

体育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发挥体育在丰富老年人

生活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2000 年国家体育

总局颁布的《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

提出，要关注老年人、残疾人体育，新建体育场馆要

照顾老年人、残疾人的特点，体育组织要为老年人、

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进行科学指导。同年，体育总局

颁布了《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制定的第一

部关于老年人体育发展的专门规划，高度肯定了体育

参与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积极作用。2001 年体育总

局、教育部等 9 部门联合下发了《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规定》，要求在全国体质测试中新增 60~69 岁老年体

质测试组。2008 年老龄委联合发改委、教育部等 10

部委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提出社区要大力推动专业化的老年医疗卫生、康复护

理、文体娱乐等服务项目的开展。 

2)政策特点。 

这一时期老年人体育政策的主要特点：从政策制

定主体看，在出台的 36 个相关政策文件中国务院 6

个、体育总局 11 个、老龄委 4 个、民政部 2 个、多部

门联合制定 4 个。体育总局成为这一时期老年人体育

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老龄委作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

化问题的协调部门也在推动老年人体育的发展，并且

开始形成跨部门联合制定政策的趋势。从政策内容看，

出台了《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这一专门针对老年人

体育的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5 年老年人体育发展目

标，并对老年人体育的管理体制、活动经费、体育设

施、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规划。同时，2001 年

出台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也首次在国民体质

监测中成立了老年组。从老年人体育社会支持主体看，

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体育事业“十一五”规

划》提出，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资助老

年人体育健身活动，引导老年人进行自我健康投资和

体育健身消费。 

1.4  深化阶段(2011 年至今) 

1)政策概况。 

这一阶段老年人体育在各部门颁布的政策中受到

了足够重视，共出台 49 个与老年人体育有关的政策，

包括国务院出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等 18 个文件，

体育总局出台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体

育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等 5 个

文件，老龄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

的意见》《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2 个文件，民政部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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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机构工作指引》等 3 个文件，卫计委出台的

《关于印发老年健康核心信息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出

台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民政部、发改委、

老龄委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

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

的意见》等 19 个文件。其中 2011 年国务院下发的《全

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中提出，要重视发展老

年人体育，建立健全老年人体育协会等；要广泛开展

经常性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要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

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和方法；公共体育设施对老年人

参加体育活动应提供便利和优惠；鼓励老年人教育机

构开设体育课程；老年人活动中心设置适合老年人体

育活动的设施等。同时，在各部门的文件中开始对老

年人体育活动开展所需的场地设施、健身指导、体育

组织做出要求，如 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2016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

等。此外，这一阶段出台的文件中对老年人体育开展

中的经费来源等相关配套政策也开始有所提及，如

2015 年民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下发《关于开发性金融

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4 年卫

计委下发的《关于印发老年健康核心信息的通知》等，

对老年人的运动强度、时间、项目作出了规划。 

2)政策特点。 

这一时期老年人体育政策的主要特点：从政策制

定主体看，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增多，意味着政策制定

主体等级的提高。同时政策制定的部门也开始增多，

国务院直属部门中有 24 个部委制定或参与制定了与

老年人体育相关政策，其中 19 个政策文件是由多部门

联合制定的，占这一阶段老年人体育政策总数的 40%，

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

就由国家体育总局等 14 部委联合制定。从政策内容

看，各部委文件中关于老年人体育的篇幅明显增多，

内容更加细化，经费投入、场地设施供给、健身指导、

活动开展等都在政策中有所体现。从老年人体育的社

会支持主体看，提出鼓励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和个人

等主体积极参与老年人体育，正式支持主体和非正式

主体均在政策中有所体现。 

 

2  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演进的主要特征 

2.1  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从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的主体看，20 世纪 80 年

代的制定主体主要以老龄委和卫生部为主，如《关于

老龄工作情况与今后活动计划要点》和《关于加强我

国老年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出台政

策关注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出

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

制定的《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和《老年

人体育发展规划》。进入 21 世纪，许多部门意识到老

年人体育的重要性，纷纷出台政策法规予以保障，如

2000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2005 年卫生部印发的《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规划纲要》、2006 年老龄委出台的《关于加强基层老

龄工作的意见》、2007 年住建部出台《城镇老年人设

施规划规范》、2014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指导意见》等。2010 年后多部门联合制定老年

人体育政策成为常态，如 2013 年老龄办、科技厅等

24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意见》，2014 年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 4 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

见》。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表明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

制定主体不断增多，制定主体的级别不断提高并且跨

部门、多领域制定老年人体育政策成为常态。 

2.2  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内容更加具体 

从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内容看，从场地设施建设、

经费投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育组织建设等方面

不断完善老年人体育活动开展所需的基础条件。1995

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通知》

中提出，各级政府要重视老年人的体质与健康问题，

鼓励他们进行体育锻炼活动；199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体育法》中明确提到，社会各界都应当关心、

支持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但以上政策只提到要支持

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对老年人体育参与中经费的来

源、场地设施等方面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2015 年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

见》对老年人体育组织网络、老年人体育建设设施、

体育建设活动、经费投入、健身指导等方面都作出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2016 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更是提出各级政府要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老年体

育健身设施，不断完善社区老年体育设施与养老服务

的衔接。同时，老年人体育政策内容的来源依据更加

科学，全国老龄委、民政部和财政部 3 部门分别在

2002、2006、2010、2014 年先后 4 次进行中国城乡老

年人口状况抽样调查以及追踪调查，为政府决策部门

掌握老年人口的状况提供了基础数据，也为各部门科

学制定老年人体育政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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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老年人体育社会支持主体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老年人体育的问题并未引起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在政策法规方面也基本

上是将老年人体育政策融入到群众体育政策当中，老

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都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管理，政府

也成为了老年人体育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唯一主体。如

1982 年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

运动的通知》指出，各级政府必须逐步增加体育事业

经费和基建投资，使体育运动不断向新的广度和高度

发展。政府包揽着包括老年人体育运动在内的一切体

育活动，是唯一的支持主体。1999 年我国正式进入老

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1999

年《关于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鼓

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以各种形式对老年人体育

工作给予经费支持，但这一文件只是将社会支持老年

人体育仅仅局限在经费支持上。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国家-单位保障制”迈向“国

家-社会保障制”，国家、单位不再对老年人体育实行

大包大揽，社会力量开始进入老年人体育政策的视野
[3]。2016 年国务院下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健身活动场地、健身

器材的建设。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老年教

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也提出，支持和

鼓励各类社会力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

或参与老年体育教育。从管理机构看，我国先后成立

了中国老年体协、中国老年学会、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运

动健康科学分会等老年人体育相关直接机构，为我国

老年人体育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参考。 

 

3  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3.1  政策制定主体的联动性不够 

我国政府各部门是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制定主体。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各政府部门之

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缺乏相互合作的机制与及时

沟通的平台，使得我国体育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共同

制定老年体育政策存在很大难度[4]。虽然 21 世纪以来

跨部门、多领域制定老年人体育政策逐渐成为常态，

但仍存在不协调的现象，如《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意见》中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支持老年人健身活

动，但国家体育总局却不在政策制定主体之内。此外，

跨部门、多领域联合制定的政策中没有具体划分各部

门的职责，也没有定期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总结与反

思，这就导致各部门在实施政策时未能形成实质性的

部门联动，难以形成合力。 

3.2  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参与不足 

我国的政策制定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完

成，再由下级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地方特色进行

充实、完善并出台相关实施意见，制定主体比较单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进程

的加快，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策决策中心表

达自己的利益，使得政策制定过程采用整合和协调的办

法，专家的主体地位逐渐有所体现，但公众参与大众体

育政策的渠道少，其主体地位仍然缺失[5]。老年人体育

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参与不足必然导致老年群体对老

年人体育的真实需求难以通过政策的制定得到反映，

从而造成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之间的脱

节。此外，由于政策制定中社会各主体参与度不高，

容易对政策后期的执行产生负面效果，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贯彻与实施[6]。 

3.3  政策内容缺乏衔接性 

我国老年社会福利政策法规体系的一个明显缺

陷，体现在老年福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缺少配套和衔

接[7]。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内容缺乏

衔接性。如 1996 年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提

出国家和社会应该采取措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

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但同年出台的《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施行办

法》却只适用于全国 18~60 周岁的男性与 18~55 周岁

的女性。直到 2001 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其他 9 个部委

共同发布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才有了正式的

老年组。2000 年出台的《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对

2005、2015 年的老年人体育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规划，

但截至 2017 年也没有后续的老年人体育规划出台。 

3.4  政策内容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较为宏观、原则，往往提出

方向性要求、倡导性规定，多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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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虽然以法

律形式规定了老年人具有体育参与的权利，但仅是提

出“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

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人提

供服务”等，并没有对老年人体育的具体内容和实施

方式作出细致安排。《体育法》中提出：“全社会应当

关心和支持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提

供方便”，但没有对全社会如何关心、如何支持老年人

体育活动做出具体安排。《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

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规定“鼓励街道、乡镇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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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人才从事老年人体育健身服务工作”“要积极

为老年人开展体育赛事活动提供服务保障”等，但没有

具体的强制性规定及相关经费投入、场地供给、健身指

导、活动开展乃至伤害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执行规定。 

3.5  政策尚难调动各社会支持主体的积极性 

老年人体育政策的目标之一，在于广泛调动全社

会的力量来共同推进我国老年人体育发展。一方面，

调动社会支持主体参与老年人体育的积极性是转变政

府职能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使社会支持主体能够

更好地把握老年人的体育需求，服务于老年人体育发

展。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对老年人体育的社会捐赠非

常多，除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外相关的优惠政策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政府规定，每年个人税款

中的 5%可以用于文化艺术捐款来抵税[8]。我国虽然也

出台了一些激励性政策，但老年人体育仍以政府支持

为主，其原因在于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措施的力度不够，

导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足。 

 

4  发展与完善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建议 

4.1  加强跨部门多领域协同，拓宽社会参与老年人体

育政策制定的渠道 

老年人体育发展的一些关键要素，如场地设施、

组织、活动、指导、信息及经费保障等，往往需要不

同领域、多个部门的协同来完成。因此，制定老年人

体育的相关政策需要多部门跨领域的合作[9]。在美国，

跨部门、跨领域是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主要方式，以

《国家计划：促进 50 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为例，

就是由健康、公共政策、市场营销、医疗卫生、社区

组织等相关的 46 个部门共同推进的，其中对各部门应

该如何参与给出了具体而详尽的策略指导，旨在提高

不同部门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10]。所以，有必要加

强我国各级各类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主体的协调合

作，实行跨部门、多领域联合制定老年人体育政策。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应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

主体共同协商制定的结果[11]。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应

采用整合和协调的办法，让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

进入政策决策中心表达自己的利益，推动建立以政府

为主导，社会资本、社会组织、老年群体及民众积极

参与的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的多元协商机制，努力拓

宽社会参与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的渠道。 

4.2  细化政策内容，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 

    现代化、科学化的公共政策系统是由信息、咨询、

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所构成的大系统，只有这

些子系统密切配合、协同一致才能促使政策大系统得

以顺利运行[12]。首先，联合多部门制定《老年人体育

发展规划》，以 5 年为一个时间段对规划纲要各项政策

和措施进行细化，明确不同阶段所要实施的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明确各个政策主体的责任权限。

其次，要完善政策配套措施。老年人体育发展包括场

地设施、组织、活动、指导、信息及经费保障等关键

要素，仅有宏观的“鼓励”“要求”还不够，必须要针

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出台单独的政策配套措施。配套

措施要分类指导，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6]。

后，要完善政策评估体系，细化评估内容。以期通过

评估、纠偏来更好地实现老年人体育政策预设的价值

目标。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方面，可以借鉴国际研

究领域内公认的投入、产出和结果 3 个层面的政府绩

效考核模式[13]，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老年人、高校

科研所等多方评价主体。 

4.3  创新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各社会支持主体积极参

与老年人体育事业 

创新时代的到来，不仅在微观层面带来企业创新

行为和运行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在宏观层面对国家

的政策制定和制度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应超越

传统思维，注重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制定老年人体育政

策，加强老年人体育服务政策与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

的匹配度与契合度。同时，增加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

供给主体，政府通过制定购买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政

策，建立允许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老年人体育公共服

务的供给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面向老年人群体提供

不同种类的服务。此外，政府应制定并落实社会支持

主体参与老年人体育工作的优惠政策，通过创新政策

激励机制来引导老年人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放宽

老年人体育服务业的准入标准，通过减免税收、水电

费用、土地租金等方式对积极参与老年人体育工作的

企业进行补偿。 

4.4  政策制定要未雨绸缪，面向未来 

1996—2010 年期间 55~64 岁的美国人从事创业活

动的比例每年均高于 20~34 岁的人群[14]。我国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短缺和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

将会导致长者就业政策和延长退休年龄举措的出台，

届时许多老年人将继续留在工作岗位或将重新参加工

作。 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标准作

出了新的规定：44 岁以下为青年，45~59 岁为中年，

60~74 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89 岁为老年人，90 岁

以上为长寿老年人[15]。这一年龄段划分，颠覆了传统

的青年(35 岁及以下)、中年(36~59 岁)和老年人(60 或

65 岁及以上)的界限，而真正意义的老年人为 75~89

岁年龄段的人，将人类的衰老期推迟了 10 年，体现了

面向老龄时代的前瞻性，这将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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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意志产生积极影响。所以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制

定应未雨绸缪，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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