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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与发展

            肖谋文
(邵阳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湖南邵阳 420001)

摘 要:运用文肤、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已具一定规棋，但年铃、学历结构不合理，管理松散，应成立行业协会，玫励

和挽范有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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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in Guangzhou
                                            XIAO Mon一，ve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oyang Teachers' School, Shaoymg 42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questionnaire and investigation, mathematic statistics, the article de-

scribed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in Guangzhou clearly, thought that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developed quickly recently, but it still can't meet the demand of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The quanti-

ty is scarce. Structure is unreasonable on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instructors of different classes is differ-

ent in guiding time, events and spots, which agreed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sports developing. Training of social sport

instructors is successful in Guangzhou, but after training,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can' t find a special organ to serve

and organize them, which leads to the waste of talents resources. Finally, it pointed out that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Guangzhou's economy,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aced great challenges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下here-

fo>e , the paper gave some suggestions to _supply some scientific basis for managing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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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群众体育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

我国体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州市社会

体育也蓬勃开展起来，有健身愿望的人越来越多，家庭体育

正在兴起，商业性健身娱乐场所大批涌现，体育产业快速发

展，社区体育日益活跃，广州市社会体育的发展状况在某种

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社会体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市

场经济条件下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特征和未来发

展，对广州市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为全国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资料、访问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

研究。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课题以广州市4县8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为研究对

象，随机抽取各个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235人，采用文献

2 结果与讨论
2.1 基本情况

    至1999年6月，广州市获社会休育指导员资格的人数

为1 016人，其中国家级11人，1级121人，2级247人，3级

637人，其等级结构成稳定的大金字塔形式。

    群体的年龄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体质量的高低，对

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抽样调查结果看:55岁以上社会

体育指导员所占比例较大(达29%),36.35岁的占38%,

16-35岁的占33%，从总体看，年龄偏大，结构不合理。

    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级,1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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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所占比例相对较大，2,3级女性所占比例较大，分别达

36%,46.6%，主要为中、老年女性。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比

例增加，主观上是女性自我价值的觉醒，客观上为广州市社

会体育的良性运行创造了条件。

    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学历结构中，中小学程度的达
349%，总体学历偏低。而且，在较高学历(专科以上)的社

会休育指导员中，非体育专业人员占31.2%,这对于社会体

育指导员整休家质的提高，对社会体育指导员未来发展，都

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构成主要为3大块:专职

体育干部(31.0%),机关单位、企业职员(29%)和离退休下

岗人员(22.0%)，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节奏和要求尚有距

离。广州市目前拥有一大批受过正规的体育专业教育，掌握

了丰富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体育教师，还有广州体育学院、解

放军体育学院、华南师大体育系、广东省教育学院体育系的

学生，都是发展广州市社会体育的巨大财富，如果把他们吸

收进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教

学与实践相结合，广州市社会体育定将步人一个新的天地。

    从收人状况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收人总体上处子广州

市的中等水平，但据调查，他们的收人来源基本来自于他们

的专职工作，指导收人较少，且不稳定。

2.2指导活动特征

    据统计，2,3级社会休育指导员有自己的指导群体的占

72.3%，而国家级、I级有固定的指导群体的只占24.6%，呈

显著性差异(P<0.01)0

    指导的场所形式多样，集中于学校、单位场地(21.7%),

文化站(15.3%)，公园广场(17.4%),艘身活动点及体育俱

乐部(17.4%)，公共体育场所选择较少(13.2%),

    指导项目以气功、武术为主(54.3%)，乒乓球、羽毛球所

占比例较小(13.6%),篮球、排球、足球3大球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占有很大比例(25%)。珠江三角洲属江南水乡，水上竞

技项目有着良好的地域传统，在游沫项目上，社会体育指导

员也占有了一大部分的比例(15.7%)0另外网球、保龄球、

高尔夫球及一些“贵族项目”在广州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

些项目的指导员比例呈增多趋势(14.5%)，说明广州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指导项目呈多样化趋势。

    在指导频率上，国家级,1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多趋向于

“不确定叹(Y0.2%),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多在每周2-6

次((74%)。从指导时间的长短看，国家级,1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时间趋向于不确定，而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时

间较为固定，且相对较长，每次20-60 min的占了40.3%,l

-2 h的也占了19.8%,因此，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活

跃在社会体育第一线的骨干分子，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

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提高其指导能力，显得十分的紧迫。

2.3社会休育指导员的管理
    广州市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是在市体委的领导下，由

市体委群体处具体负责，各区、县体育局，街道办事处，各行

业协会，体育社团共同参与的多元管理体系。然而由于这些

机构并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门管理机构，对社会体育指导

员只是附带管理，职权划分不明确，因此出现了都管又都不

管的局面，导致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实际上处于一种

失控状态，大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正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

目的工作状态，效益和作用发挥不理想。

2.4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

    (1)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机遇。国家对群众体育的重

视为社会体育指导地位确定、作用发挥提供了制度保证;其

次，广州市经挤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体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

础;广州市市民健身意识成为社会休育指导员的强大推动

力，而且广州市有了一个正在形成和不断壮大的体育市场。

    (2)社会指导员发展面临的挑战。长久以来.各省市都

把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投人了竞技体育，这些“后遗症”

必然给广州市社会体育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带来一定

的影响。市场经济对体育也具深刻的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工作无可避免地要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全面接轨，要按

市场经济模式行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把价值规

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自主原则等引人社会体育中来。社

会越发展，人们对科学锻炼的要求越高，越要求社会提供更

多、更完着的体育技术服务。广州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

提高，以前计划经济体制那种单调、简单的锻炼方式已难以

激起广大市民的兴趣。广州人民趋向于选择高质量的服务

和指导，高家质的指导员受到市场的欢迎，而不注意提高自

身的指导者，最终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3)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存在问题。

    1)专职和兼职间题。我国杜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中

对专职和兼职并没有明确界定，广州市目前完全靠以指导社

会体育为生的杜会体育指导员微乎其徽，应该都属兼职，这

种状况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和技术提高是非常不利的。

    2)“无偿.与“有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成为一

个商品意识较为浓厚的城市，人们从耻于谈“钱.到以收人的

高低来衡盘一个人成功与否，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变化。

1995年，王凯珍、任海等对浙江天津4省11个城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进行调查，进行有偿指导的只占4%; 1997年，吴峰

山对山西省社会体育指导员调查，进行有偿指导的也只占

6%，与之对照，广州社会休育指导员指导工作倾向于“有偿

服务，’的达65.2%，这是市场休制产生的必然结果。

    (4)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对策。

    1)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具体化，建立社会体育

指导员评估体系。为进行科学的管理，就必须对社会休育指

导员的品德、学识、智能、工作业绩等做出评价，确定社会体

育指导员业绩评估指标。

    2)成立社会体育指导员行业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组织管理，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如果单停留在数量的

建设上而不去很好地管理，则只能导致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建立一个以社会体育指导员行业协会为中心，以俱乐部、指

导站为依托，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构架，从而发挥社会体育

指导员积极性，真正地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这是社会休育

指导员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行业协会(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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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梅州市不同年龄段的体质达标状况比较

年龄
    良 好

总 男 女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 不 合 格

  女 咨 男 女

合格 以上

总 男 女

18-25

:一-30-35
::

14.4

{:
::;

10.9 17.9

19.7 24.7 一:一::
12.9 14.8    86.1 89.1 85.2

9

5

1

巧

5

10

0

3

11

36-40 12.9 2 79.8 82.8

4

，

9

3

9

巧

10

13

14

，41-45 8.9  6.9

29.2 34.7 23.8

24.2 27.2 21.2

27.4 31.3 23.5

27.6 31.2 23.9

23.8 18.5 29.2

27.5 21.6 33.8

27.7 23.4 32.1

23.5 23.5 一

40.9 39.5 42.4

42.7 36.7 48.6

44.9 38.1 51.7

39.3 32.6 46.3

40.7 43.8 37.5

43.6 49.3 37.4

36.8 43.4 30.0

41_2 41.2 一

18.8 20.3 17.2

27.6 28.8 26.4 一4 71 0 73.6
4‘一50 11.9 8.8 15.1

15.4 9.7 21.4

17.1 20.3 13.7

20.11 23.4 16.4

82 9 ，9 7

51-55 81 ()76 6::;
56-60      8.8  8.8 26.5 26.5 73.5 73.5

3 分析与讨论
    (1)梅州市成年人体质状况在我省属中等偏下水平(表

1)。这与梅州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仍处于我省中下游的情况

相吻合，约有将近1/4的成年人体质体能水平达不到合格标

准，比例较大，说明梅州市成年人健康体质水平尚不容乐观。

  . (2)心肺功能和人体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在成年人体质

测试中肺活量和台阶试验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人体心

肺功能水平，而在这两次指标的平均值中，梅州市均低于全

省平均值，说明梅州市成年人的锻炼质量不高，这提示我们

要有针对性地组织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 尤其应多参加以有

氧健身活动为主、增强心肺功能的锻炼。

    (3)上肢力量优于「肢力量及腹部肌肉力量。在这次测

试中，梅州市人的上肢力量(握力、俯卧撑)高于全省平均值，

下肢力量及腹部肌肉力量(纵跳、仰卧起坐)均低于全省平均

值，说明梅州市人群多以劳动形为主，这提示我们在参加劳

动的同时，要加强下肢力量的锻炼

    (4)知识阶层的健康状况优于其他人群〔表3),梅州市

知识阶层(机关人员、科教人员)优良合格率最高，说明知识

阶层较基他人群更重视体育锻炼，这与这类人群生活有规

律、经济收人稳定密切相关，这提示我们在继续改善和提高

广大知识分子健康水平的同时，要努力做好工厂、农村的健

身宜传普及工作，大力提高工农业人员的体质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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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页)应设置培训、科研、信息咨询、业绩评估等部

门并创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刊物，工作人员为专职 在行业

协会中，培训部门负责业务培训，按’‘纲”施教，保证质量，做

好师资和教材建设工作。培训应侧重于管理理论知识和具

体健身方法.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信息部门通过电脑存

档跟踪调查，及时地了解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情况和各俱

乐部、指导站、艘身活动点的信息反馈，为他们之间的链接牵

线搭桥，担负起“红娘”的责任 评估部门负责建立鼓励机制

和考核评估体系并进行具体的操作。咨询部门面向广大的

市民，自己创立电台，开辟键身热线，为市民提供运动方，介

绍健身方法，推介健身器械，解决市民在使身中遇到的问题。

科研部门要针对广州市的具体情况，研究广州市社会体育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预测广州市社

会体育发展的方向，并根据广州市民的兴趣、爱好、创立一些

娱乐性强，效果理想、易于推广的健身项目，从而形成以专职

为核心，以资源共享为内容的社会体育指号员运作新机制

    3)强化政府职能，积极扶持业余体育社团、社区体育组

织、群众性俱乐部发展 在统筹规划、积极发展的前提下，从

政策、财力、物力等方面由政府部门给予必要的保障，或者给

予税收、场地租赁等方而的优惠、鼓励一些收费低廉、能产生

社会效益的群众vi俱乐部创立和发展，使其真正成为群众进

行体育健身训练的中心，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作用的阵

地。

    4)倡导义务指导，规范有偿服务。又J于长年无私奉献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精神上给予表彰，刘有偿服务的收费方式

进行规范，创造良性的竞争环境，促进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

员数量上规模，质量上档次 进而形成以兼为主，专兼共存，

义务和有偿服务共存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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