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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心理状态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社会体育心理状态也衡量社会体育发展的

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单位体育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竞技运动得多少金牌，群众体育参与人数及

“达标”率和“体育人口”率的高低，而且也表现在国民对社会体育的心理状态，积极研究和准确把握社会体育

心理，是新世纪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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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a nation，an area or a department is not only shown on the number of gold
medals it gets in the sports；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o sports and the level of the PE standard rate. But also shown on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is case ，the social physical education psychology is another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P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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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谢琼桓等专家学者对北京、沈阳、武汉、广州、

兰州等全国各地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为

基础［1 - 8］，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体

育学、体育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采用文献阅读、资料

统计、相关因素归纳分析等常规体育科研方法进行跨学科和

多学科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和我国社会体育心理的现状，提

出了新世纪我国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 我国社会体育心理的现状

1 .1 国民参与社会体育的需要、认识和动机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在社会历史

中活动的人，为了满足和维护自己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产生

了自觉的意向性行为及其特定的行为活动方式，以达到认识

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

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

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 的 意 识，没 有 预 期 的 目 的

的。”［9］人类作为有思维会劳动的高级动物，他的行为都将毫

无例外地受他们的思维———心理、精神、情绪活动的影响与

制约。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5 种。而人们对体育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适应

人体活动及发展的需要，包括适应人体生长发育的需要、适

应学习掌握运动技能的需要和适应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

要；二是满足人们社会活动的需要，主要包括满足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需要、满足与丰富人们社会化生活的需要、满足提

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和满足教育、军事、科技等发展的需要等

等。心理学家认为，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

动朝着一定目标努力的内部心理朝向与行为动力，任何动机

产生于行为主体一定的需要，而任何需要都来自对某一事物

的认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动机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也决定了人们对社会体育心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体育意识和动机是人们对体育活动的感性和理性的认

识，要“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

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9］这是社会行为的前提，也

是全民健身活动必须考虑和注意到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

表明，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国民对体育的观念得到

了更新与转变，有了较好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较好的体育态

度和行为动机。调查结果表明，北京有 89. 6%的市民认为

社会体育全民健身比奥运金牌重要，说明了人们对自身的健

康越来越重视；认为参加体育锻炼对自己的健康有益，所以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占 74. 7%；认为参加体育锻炼调节了

情绪，改善了心情，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有心理调节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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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作用的占 49. 8%；认为体育锻炼比营养更有利于健

康的占 80%。广州的调查报告表明，有 89. 7%的市民认为

参加体育锻炼是为了健身和健康。而兰州的调查报告表明，

有 63.63%的市民认为参加体育是“花钱买健康，值得”。

在统计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上可以看到，有 31. 8%
的人是从健身强体功能上入手的；有 59. 4%的人认为体育

是一项保健活动；认为体育在生活中处于非常重要和比较重

要地位的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 68. 6%。由此可见，人们已

经普遍提高了对体育的认识，转变了体育与健康的观念，改

变了对体育的态度，体育已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

容。

据近年对奥地利、美国、芬兰 3 国 25 ～ 55 岁城市居民随

机调查，认为体育首要价值在于健身的为 48. 6%，在于精神

心理满足和娱乐的为 46. 3%。由此可见，把身心的健康与

体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已是世界性的理念与行为。我国

城市居民对体育的价值观念已逐步成熟，理念与行为也逐步

与国际接轨。从研究的结果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人民经过改

革开放后，改变与更新了体育的观念，对积极参加社会体育

活动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从而产生了一个比较

好的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90%以上的国民支持北京申奥，

说明了人们对的体育认识有了极大的改变。人们高度关心

与积极参与体育的行为，使社会体育心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崭新局面，也给当前开展全民健身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 .2 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与行为的变化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是来自他们对社

会活动的认识与兴趣，是由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人们对

体育的意识与动机是推动社会主体从事体育行为与活动，并

维持这些行为与活动的主观原因和心理状态。人们的社会

行为是在意识与心理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意识

与心理的具体反映。而人们的体育行为可分为直接性与间

接性。在 对 全 民 健 身 兴 趣 的 调 查 中，有 直 接 兴 趣 的 占

36.2%，爱好的占 34.7%；一般兴趣的占 27.0%；无兴趣的只

占 2.0%。可见，大多数国民对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有较高的

兴趣，表现出良好的体育参与意识与行为。在被调查认为有

直接兴趣者中，有 20. 3%的认为体育健身是工作与生活需

要；有 26.6%的认为是健康与长寿的需要；10. 3%的是娱乐

需要。在间接兴趣者中，有 74. 0%的认为是增强体质的需

要；37.1%的认为是社会工作需要；有 22. 0%的认为是社会

效应需要。另外在对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动机的调查结果

可以看到，有 88.4%的认为是由于身心健康需要；54. 0%的

认为是形体健美需要；47. 5%的认为是意志培养；27. 2%认

为是学习运动技能的需要；28. 2%是社交需要；只有 11. 1%
是为了刺激。大学生的体育动机反映了新一代年青人的体

育社会心理状态，表现出年青一代较好的社会体育心理。

调查结果表明，有 30. 3%的居民能较为自觉经常参加

体育活动，表现出直接参与的积极性行为；有 86. 6%左右具

有间接性行为。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国民对参加体育的兴趣

还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加大对体育锻炼和运动健身与人的

身心健康关系的宣传力度。调查结果也告诉我们，由于社会

各个人的地位、阶级、层次、角色、性别、个性、爱好，以及社会

情境、学识、经历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使人们产生出不同的体

育社会心理和各个不同的体育行为与习惯，从而形成了各种

形态的社会体育行为形式，丰富与扩展了社会体育的内涵，

活跃了社会大众体育与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发展。

1 .3 国民参与社会体育的消费及心理变化

体育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属于社会生活消

费。而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与归宿，没有消费就没有必要生

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

将取决于消费市场是否能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我国对

体育消费的需求，促使了体育消费产业的不断发展。根据国

家统计局 1995 年对 35 个大中城市 9 100 户居民家庭抽样调

查结果显示，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4 602 元，其中文化体育

消费支出 109 元，占 2.2%，而国外这一项支出平均在 8. 0%
以上。调查我国家庭对体育消费的投入中，有 67. 8%的家

庭有体育消费的投入，年投入在 20 ～ 50 元的占 67. 4%；60 ～
80 元的占 21.4%；100 元以上的占 11.2%。尽管目前我国人

民对文化生活消费和体育消费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经济发

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而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

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体育的消费也有较大的差异性。

跨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

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先富起来的家庭提

高了体育与健康的社会认识，转变了体育健身与保健的观

念，增强了“富而思健，富而思乐，富而思美”的社会心理，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同时也就增加了体育的投入与消费。这一

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提高了国民的身心健康水

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体育消费。正如时下人们常说的：“花

钱请人吃餐饭，不如花钱请人出身汗”。人们对体育观念与

认识的转变，也给体育消费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

机遇。

调查结果表明，促进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

有：一是表现出对体育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日益对体育运动

和健身感兴趣的，占被调查的 44. 8%；二是社会经济的好

转，有较高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占 26.
6%；三是参加体育锻炼是满足生活与生存的需求，占 25.
7%；四是认为社区体育环境好，体育设施能满足体育锻炼的

需求，运动健身比较方便，占 17. 7%；五是家庭条件好，经济

收入较高，能承担体育运动锻炼的消费，占 15. 3%；六是受

到同事和朋友的影响，群众体育活跃，表现出间接行为的占

14.6%。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

会体育心理特征。有专家认为，体育消费与服务的发展将是

新世纪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体育产业也将是新世纪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趋

势。然而，体育消费是与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关。尽管我

国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意识到体育锻炼和健康长寿的重要

关系，不断地提高和加大了身体的健康和保健的投入与消

费，但是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由此

反映出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意识与行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就需要我们政府有关领导和决策部门，加强宣传力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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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们的体育心理，正确引导人们的体育消费，促使我国

体育社会心理逐步走向成熟，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稳步发

展，使我国全民健身走向一个新的阶层，为增强国民身体素

质服务，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服务。

2 人的社会心理与体育行为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10］。”它是主体在经过主

体的感知、判断到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并形

成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社会态度与行为。由于人的行为

是受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诸因素影响的，受社会的物质与

精神文明的制约。而人的心理、意识、需求、行为是一种动态

的过程，是行为主体活动中形成与表现出来的。因此，在一

定社会中，人的行为是在主体意识、感知支配下，按照一定规

范进行，并取得一定结果的客观活动。同样，人的行为与心

理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心理活动影响和支配着人的行为活

动，并通过行为直接表现出来，表现出社会性与自然性特征。

然而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的人，他的行为必定受社会因素，

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道德等的规范与制约。“但

是，社会规范不是直接对社会行为起约束作用，从社会规范

到社会行为，其间必须经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社会规

范只有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转变为内在行为准

则，转变为心理过程，才能变为社会行为。否则，不经过心理

世界的选择和接受过程，再好的社会规范也不能在实际上起

作用［10］。”因此，体育的社会化与社会的体育化的发展，推行

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与建立相适应的体育规章

制度，科学引导、辅导、指导与规范全民健身行为，也“必须经

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必须了解与研究这个“中间环

节”对体育社会化的影响，从而加强决策、预测与实施管理的

科学性、实效性与社会性，改变全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形成与

建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社会化的社会心理与环境的氛围，促进

体育的社会化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

进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新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及社会体育发展和社会

体育心理现状的实际，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1）加强对社会体育与社会体育心理的调查研究。建立

社会体育心理监测和调控体系，以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体育

心理的发展状况，准确地把握社会体育的需求和社会体育心

理的特征，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调整、调控社会体育的体制和

运行机制，正确引导与指导社会体育心理的正常发展，促进

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2）根据社会成员的异质化及社会体育心理特征与特

点，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社会体育运行体系

与机制。社会各阶层、成员以及年龄、性别都有不同的体育

需求的心理。因此，根据社会成员心理的差异性，推出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化、简单易行、分别有效的体育锻炼方法及健

身方法。根据社会成员层次的阶级性质的不同，分门别类、

因人而异来划定不同调控指标和运行体系。

（3）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健身与传统保健相结合的老

年人社会体育体系和运行机制。我国全民健身计划是以青

少年为重点的。但必须考虑到我国社会人口的逐步老年化，

加大社区体育服务建设，大力发展社区体育事业，使社区、家

庭、个人体育与社区保障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4）在“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等

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完善我国

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体育心

理指标体系，使社会体育的发展和体育社会心理的研究能有

完善和系统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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