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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成就与经验

卢文云
（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

摘要：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群众体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体

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覆盖城乡的、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治理格局初步形成；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经验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价值追求、

坚持融合发展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坚持改革创新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坚持统

筹兼顾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根本方式、坚持依法治体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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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mass sports in China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has become national strategy. A relatively sound 
public health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all peopl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formed. The mass 
sport management pattern led by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by the departments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whole society has initially formed. The system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mass sport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hrough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the main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is that insisting on people oriented is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 adhering to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the insistence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s the inexhaustible motive for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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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and persistence in ruling sport by law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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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成就

1.1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群众体育地位和作用的演变看，改革开

放初期，在体育整体发展中群众体育处于从属地

位，部门办和单位办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形式。

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群众体育的地位和

作用也不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

（1981-1985）”[1]“七五计划（1986-1990）”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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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文字提及了群众体育的发展 [2]。1995 年，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群众体育开

始进入全面深入发展阶段。北京奥运会筹办过程

中，“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活动极大地提

升了全民健身运动的社会价值和综合影响。随后， 
“全民健身日”的确立、《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

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充分应用提供了典范。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将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产

业发展和扩大消费的基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也把

群众体育工作提升到新高度。在战略价值方面，

群众体育从体育系统价值上升为国家战略价值，

跳出了以往单纯从个体和局部的角度看待群众体

育价值的局限，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角度充分挖掘群众体育的社会价值和综合作

用。在战略格局方面，群众体育从体育系统格局

上升为国家战略格局，推动建立了全民健身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了跨界整合，融合发展。在

落实战略部署方面，群众体育从体育系统部署上

升为国家战略部署 [3]。

1.2 群众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

面进步，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的 3624.1 亿元增长

到 2016 年的 741140.4 亿元，增长了 203.5 倍；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从 1978 年的 343.4 元（城镇）、

133.6 元（乡村），增长到 2015 年的 31790.3 元

（城镇）、10772 元（乡村），分别增长了 91.6 倍、

79.6 倍；在扶贫政策支持下，农村贫困人口下降

到 2016 年的 4336 万人、贫困发生率仅为 4.5%[4]。

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闲暇时间的增多，广大人

民群众对体育产生了内在需求，我国城乡大街、

小巷活跃的广场舞成为我国民众体育需求增长的

真实写照。越来越多的人们把体育健身作为健康

生活方式，2017 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达到 41.3%，近年来的马拉松热更是反映了

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强劲内在动力 [5]。此外，体

育健身类 App 的用户规模和总使用时长也稳步增

加，越来越多人选择使用互联网运动服务工具辅

助自己的体育锻炼，用户每天的运动 App 启动次

数和使用时长增多，用户运动锻炼更频繁，锻炼

时间更长了 [6]。

1.3 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主要任务是

恢复“文革”被破坏的机构、组织、制度，确立

群众体育发展的方针。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提出全民健身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为“到 2010
年基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加强社会建

设、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摆在突出位置，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

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

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7]

在 2011 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公共体育

事业”的新要求，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

提出“公共体育事业”。国家“十二五”规划也首

次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把大力发展包

括公共体育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作为其重要

内容。在此背景下，加快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中心工作，并进行了创新建设多层次基本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的实践探索，如国家体育总局与江

苏省共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从全民健身

体系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建设的具体

内容没有变化，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强

调政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职责的履行。通过实践

探索，覆盖城乡的、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表现为：

一是公共体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2016 年国

家财政投入群众体育达到 29.067228 亿元，体育

彩票公益金投入群众体育达到 53.243963 亿元，

两者合计 82.311191 亿元，仅比改革开放初期科

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5 年经费的总和少

11.988809 亿元 [8]。

二是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大幅增长。1978 年

我国全年建设体育场地仅 1824 个、场地面积

373.8283 万平方米、经费投入 4.4659 亿元，到

2013 年全年建设场地达到 19.0971 万个、场地面积

1.85656033 亿平方米、经费投入 1370.349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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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增 长 了 103.7 倍、48.7 倍、305.8 倍。1978
年底，我国共有体育场地 21675 个，1995 年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时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

0.65 米 [9]，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

195.7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66 平方米，

场地数量增长了 89.3 倍 [10]。

三是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日益完善。在群众体

育社会化的发展思路下，通过改革创新培育发展群

众体育组织的体制、机制，制定体育社会组织改革

相关政策，大力引导、培育、扶持体育社团、体育

民办非企业单位、体育基金会等体育社会组织发

展，促进了全民健身组织的发展。截至 2016 年，

全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 47280 个，其中体育社会团

体 35876 个、体育基金会 335 个、民办非企业单

位 11069 个；从层级分布看，国家级 96 个、省级

2394 个、地市级 14875 个、县区级 29915 个 [11]237。

四是打造了全民健身“品牌”活动体系。包

括利用各种节日开展专题健身活动；利用重大事

件组织全民健身系列活动；鼓励和支持根据开展

“一地一品”“一行一品”全民健身活动等 [12]。

五是全民健身工作队伍壮大。通过建立健全

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体系、加强和改进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工作等，使得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

展迅速。截至 2016 年，我国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

员总数达到 269.9323 万人，其中国家级 1.0447 万

人、一级 19.4147 万人、二级 73.9656 万人、三

级 175.5073 万人；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到

12.6254 万人，其中高级 1556 人、中级 3.2370 万

人、初级 9.2320 万人 [11]242。形成了以社会体育指

导员为主体、教练员、优秀运动员、体育教师等组

成的全民健身自愿服务队伍 [13]。

六是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截至

2016 年，全国累计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站点 8036
个，年体测人数达 443.2041 万人 [11]254；科学健身

指导活动深入全国各地，至今已覆盖 45 个地市，

惠及了 22 万余人 [14]。

七是信息宣传服务力度加大。从国家到地方

建立了专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各类媒

体加大了对全民健身的宣传比重，增加了全民健身

活动报道、科学健身方法推介、体育养生休闲方式

集锦、社会体育指导员风采等栏目和内容 [15]。

1.4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

众体育治理格局初步形成

在政府主导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

主要通过体委的群众体育部门发挥作用，以利于

体委集中精力抓提高。1995 年后，随着《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和深入推进，政府在群众体

育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如《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第一期就强调政府主要通过体育部门发挥具

体作用，而非群众体育部门。到《〈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2006-2010 年）实

施计划》则强调各级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而非

体育部门。特别是 2011 年后，随着政府向公共服

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主导履行公共体育服务的

职责更是有较大的进展。

在部门协同方面，1978—1995 年由于群众体

育发展的水平本身不高，部门协同更多地表现为

各部门组织系统内的体育活动开展，较少涉及部

门之间群众体育公共事务的协同。1995 年后，随

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深入推进，部门之间协同

的领域和范围扩大，如《〈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2001-2005 年实施计划》中明确提出：“各级体育

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园林、市政等部门合作，进一

步推进体育园林化和园林体育化的进程。”《〈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第二阶段（2006-2010
年）实施计划》提出：“配合工商、园林等部门，

扶持、引导依托体育设施及广场、公园等建立不

同类型的体育健身组织、晨练、晚练点等；积极

配合文化、教育、科协等部门，利用文化馆（站）、

学校体育设施等共建文化体育活动站（中心）、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与卫生防疫部门合作，建立

居民体质测定点。” 到 2016 年底，国务院批复成立

了由 29 个部门组成的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进一步推动了部门之间的协同。在体育系

统内部，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1 年开始每年召开在

京各单位全民健身工作会议，结合《全民健身计

划》对群众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总

局系统各单位和各单项体育协会在推动全民健身

发展方面的职责和任务，并进行具体落实。

在社会参与方面，一直重视社会参与对群众

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形成共同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合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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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的努力，社会力量在群众体育各个领域发

挥的作用不断增强，如单项协会定期组织优秀运

动员深入基层，参加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各

类群团组织和人群协会积极推动不同人群体育活

动的开展等。

1.5 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政策法规对群众体育事业

发展的保障作用，1978—1994 年主要是恢复、改

进“文革”破坏的群众体育政策，如《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的修订；针对群众体育工作突出问题

制定新的政策，如 1982 年为扭转学校体育基础差、

学生体质弱的局面，颁布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

行规定》《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在此基础

上，1990 年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出之初就强调法制化

的方向，明确提出：“加强群众体育的法制建设，

认真执行现有体育法规，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社

会体育督导、群众体育工作、体育社团、场地设

施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使得群众体育政策法

规的数量迅速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目前，我国

已形成了以《宪法》为龙头，以《体育法》《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核心，以《全民健身条例》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为主干，以国务院规范

性文件为支持，以各类配套法规和专项法规为补

充的群众体育政策法规体系，为群众体育的改革

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2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经验

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价值追求

群众体育发展的价值追求决定着群众体育实

践的方向。40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众体育

发展，把群众体育作为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内

容，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作为群众体育发展的逻辑起点，受到了群众的

高度认可和欢迎，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群众体育发展，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亲自谋划和推动体育事业发

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认识，做

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谋划、重视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群众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是

以人民为中心体育发展的充分体现。新时代的群

众体育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

向，做好三个坚持，一是坚持群众体育发展为人

民，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坚持群众体育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

的主体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做到群众体育决策

要问需于民，寻求群众体育发展中的问题要听人

民意见，落实群众体育发展的具体任务依靠人民

努力，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成效由人民评价；最

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使群众体育的

发展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

力量源泉。三是坚持群众体育的发展成果人民共

享，把群众体育改革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

人民体育参与的水平和质量上，体现在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

民享有的基本体育权益上。

2.2 坚持融合发展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融合发展是指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叉

渗透，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群众体育作为随动

系统，其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

需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与国家经

济社会相融合，才能不断获得外部系统的支持，才

能充分利用和借助群众体育的功能，克服与解决

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此

外，群众体育的发展涉及的领域、部门和单位众

多，服务的对象也很广泛，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涉及规划、住建、国土；体育活动组织涉及安保、

消防、交通；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涉及民政、税务

等；促进群众的体育参与也需要从全生命周期、

全人群、全地域进行综合考虑。这些都要求群众

体育融入不同领域和部门的政策，以实现共建共

享，催生群众体育发展新模式，提升群众体育发

展的水平和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

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群众

体育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措施，

尽管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实现了与

国民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如改革开放初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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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力有限、竞技体育发展任务迫切的形式下，

虽然群众体育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但群众体育

围绕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中心工作，

提出社会化的发展思路，以恢复和建立体育组织、

组织体育活动、健全制度为抓手，较好地发挥了

群众体育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作用。在群众体育

与其他领域融合方面，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

深入推进，从新建小区配套体育设施的“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融入住房和城乡

建设政策，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战略

的实施，都极大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展。新时代，

必须坚持群众体育融合发展的基本方向，大力推

进体育 +、+ 体育，促进群众体育与卫生医疗、养

老、旅游、教育、互联网等融合发展。

2.3 坚持改革创新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不断创新群众体育发展

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模式、方法、手段，是

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

群众体育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和不断进行

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在模式创新方面，经历了

体育先进县评选到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的创建。

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方面，经历了依靠单位办

和社会办，到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广泛

参与多元治理格局的创新。在服务体系的建设方

面，经历了全民健身体系、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体系，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在建设

多层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方面，更是不乏创

新的案例，如国家体育总局与江苏省共建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试点探索“三县、一区”立

体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模式，

开展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县创建工作等。

在创新群众体育办赛方式方面，拓展群众体育竞

赛渠道，发挥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如创新全国

体育大会举办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世界

行走日、全民健身挑战日和城市乐跑赛等全民健

身赛事和活动；打造“我要上全运”群众体育品

牌活动等。

在创新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业余运动等级制

度、推行健身卡等。在引导社会力量办体育方面，

运用政府购买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展。新时代的

群众体育发展必须要解放思想，要用改革创新的

精神，着力在影响和制约群众体育发展的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上实现突破。重点要创新群众体育发

展的理念，从体力活动的视角重新认识群众体育，

把提升群众工作中的体力活动水平、生活中的体

力活动水平和休闲中的体力活动水平作为群众体

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提升公民身体素养的视角

重新审视群众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创新群众体

育发展模式；加强群众体育行为干预模式创新，

不断提高群众体育参与的水平和质量；不断创新

群众体育体制机制，增强群众体育各治理主体的

微观活力，促进群众体育资源在不同系统、不同

层次之间的有效整合。

2.4 坚持统筹兼顾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根本方式

群众体育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

出发，妥善处理涉及群众体育发展的各种关系，

实现群众体育内外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要

从广大人民的体育需求和利益出发，正确反映和

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体育利益，充分挖掘和

利用各种体育资源，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为推动群众体育发展凝聚共识、聚

集强大力量。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把群众体育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整体，以系统的方法统

筹规划，以系列工程的方式全面推进（从“三边

工程”到“六边工程”），并注重统筹城乡、区域

和人群发展，着力提高农村地区、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体育服务水平，如支持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雪碳工程”，支持农村地区的

“体育三下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统筹各

方面力量，努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发展格局，把群众体育各

项目标任务真正落到了实处。新时代，面对人民

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群众体育发展不充分、不

平衡的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

式，统筹区域、城乡和人群发展，加大对农村地

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力

度；统筹群众体育事业与产业发展，一方面努力

促进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满足群众

体育的基本体育需求、保障群众的体育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推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健全健身休闲

市场体系，满足群众的多样化体育需求、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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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大力推动群众体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借

鉴群众体育发展的国际经验，努力形成群众体育

的中国理念、中国标准、中国方法、中国模式，

使之成为世界大众体育发展的标杆。

2.5 坚持依法治体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根本保障

依法治体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改革开放 40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不断

深入推进和完善的 40 年。从 1978 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

社会主义法制”，到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

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在此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

法治对群众体育的保障作用，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育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

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了我国

体育事业的性质，确立了群众体育在体育事业中

的重要地位，是各级政府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

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

身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条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等有关群众体育的法律、法规，从不同

角度对与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规定，在不同

层次对群众体育工作提出了要求，彼此间互为补

充，保障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各个时期《全

民健身计划》的颁布，使我们明确了群众体育发

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主要措施，为有计划、有

步骤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提供了指南。各种

配套立法和专项法规的制订，为我们针对不同区

域、不同人群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以及促进群

众体育的不同要素发展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战略部署，群众体育领域深入推进依法治体，完

善群众体育法规法制建设，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群

众体育的改革和决策；对群众体育政策的贯彻落

实，联合全国人大、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和

国务院法制办，开展《全民健身条例》和《全

民健身计划》贯彻落实情况检查调研；围绕中

央专项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专门印发了

《体育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

努力推动群众体育事业改革创新；促进了群众体

育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充分彰显了法治对

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保障作用。新时代，面对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的新任

务，面对体育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形式，应始终坚

持依法治体，不断提升群众体育治理主体的法治

观念，大力推进群众体育法律条例的完善，加大

群众体育执法的力度及其监督，优化群众体育法

治化的环境，使法治在群众体育发展中发挥引领、

推动、规范、保障、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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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不管是从全民健身，还是高水平竞

技格斗的运动形式来看，都应积极吸取日本剑道

的成功经验，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的精髓，

更要适时改造与创新。通过加强中国短兵项目的

规范化建设，对接市场需求，建立起多维联动的

发展机制，加强项目的文化内涵建设等一系列行

动和举措，才能充分发挥出中国短兵项目的多元

价值及功能。唯有如此，作为几千年的中国短兵

运动才能顺应时代需求，并行之有效的实现其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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