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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康体产业市场发展趋向的探讨，认为我国康体产业市场运行良好，康体产业内容有多

样化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要注意培养康体产业专业人才、建立和完善康体服务及咨询机构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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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集健身、益智、娱乐、消遣、审美、激

励等作用于一体，成为当前人们余暇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选

择。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必将给劳动者带

来身心上的高度紧张与疲劳，因而追求身心健康及个性的协

调发展，将成为 21 世纪人们的共同要求和社会时尚。跨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的发

展，特别是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推行与实施，人们对自身健

康的认识已越来越深，人们对康体运动的需求越来越高，我

国的康体产业从过去单一的康体运动方式转向立体、多维方

向发展。

1 我国康体产业市场的良好运行

康体产业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它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

的一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及体育文化娱乐

市场适应市场经济客观发展的产物。虽然我国的康体产业

市场还不成熟，但其已具备了发展的生机和潜在的优势，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基础。近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1980、1985、1990、1995、1997 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

为 4770、8 557.6、17 686.1、57 277.3、74 772 亿元，为我国康体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宏观经济支持，从而为我国康体产业市场

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是我国康体产业

发展的基点与转折点。

（2）良好的体育消费市场态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逐年上升，1990 ～ 1997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1 510、1 701、2 027、2 577、3 492、4 283、4 826、5 160 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将自身健康列为生活

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消费作为人们对健康消费投资

的一部分正在逐渐增多，1992 ～ 1997 年文化体育消费指数平

均增长率为 5.1%。据统计，我国 1998 年体育消费总值为

1 400亿元。1997 年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位于日常

基本消费之外重要消费的第 6 位。

（3）体育彩票市场的飞速发展。体育彩票是我国近年大

力发展体育产业的项目之一，是我国部分康体产业发展的重

要资金来源，为我国康体运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1995 ～ 1999 年我国体育彩票的发行额分别为 12、15、

17、25、40 亿元，1995 ～ 1999 年共发行彩票 109 亿元，其中公

益金总收入约 40 亿元。

2 我国康体产业内容的多样化

我国有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自然资源，湖泊水库、森林、山

地、河 流 流 域、海 域 海 岸 带 面 积 分 别 为 1 072、9 491、320、

95.59、473、28 万 km2，为我国康体产业提供了优越的发展空

间，为我国康体产业内容的多样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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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康体文化娱乐形式

（1）一般康体娱乐形式。

我国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大众中具有普及性的娱

乐形式主要集中在那些对场地要求不高、经费投入不多的传

统体育项目，如武术、气功、跑步、散步、游泳等内容。此外，

在竞技运动中，我国开展广泛的项目主要有足球、篮球、排

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2）特殊康体娱乐形式。

随着 2l 世纪现代文明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事业、经

济、情感等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大，社会激烈的竞

争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生理、精神负担，使许多人感到苦恼，因

此为缓解种种负担和压力，消除内心烦恼，需要有专门的供

发泄、解闷的服务公司。减压服务公司可以根据心理、生理、

行为、医疗、情感等需要，人为提供各种适宜的服务种类，为

那些心态低落、生理负荷过大的人，提供一些减压康体项目，

帮助他们减少精神和生理负担，帮助他们分析造成心理压力

的根源及提供解决办法。在服务方式上可开设专线电话，使

精神压力、生理负担大者可在电话里淋漓尽致地倾吐内心的

不快和心中的苦闷；可根据人们的需要在减压室内放置橡皮

人、易碎物品，模型、棍棒、拳击套等用具，给他们当作泄愤对

象，任意打骂，直到使心理得到平衡。

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拥有美、追求美、获得美的需求更

为强烈，这就给康体商家带来了生机，特殊康体娱乐室可以

用—些现代科学相结合的装饰或在一些室内装上哈哈镜、时

装室，让有需要的人员在室内享受阶段性的美感，以达到满

足心理康体的目的。

（3）专项特色旅游。

1）休闲式登山旅游。现代生活方式、素质的提高，人们

在文化娱乐体育的需求方面逐渐向一些边角项目发展，登山

体育旅游是对人们战胜自我、挑战自然、发展个性的一项热

门运动。

2）潜水旅游。潜水运动是当今世界上比较热门的特种

旅游康体形式，由于潜水旅游不同于其它一些简单的康体产

业，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康体设施，也就是说在海岛或

海上设立潜水康体机构或中心。人们通过在海洋的游玩，在

特定教练员的陪伴指导下，潜入到海底去了解海底世界，观

赏鱼类、珊瑚、礁石、海洋生物或考察海底地貌物产或去探寻

水下古迹沉船，或者在海底下进行水下的“狩猎”、水下摄影

和打捞活动及其它军事科学活动。由于这项康体旅游项目

具有很大的市场，特别是它能将一个与陆地上绝不一样的缤

纷世界向人们展现，因此必将受到人们的喜爱。由于我国海

洋辽阔、人口众多，因此这一康体业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00 多个

各种各样的海洋康体潜水旅游基地（中心）。

3）其它相关的康体旅游业，如生态旅游、科学考察旅游、

环保旅游、“铁窗”生活实践旅游、农村劳动式旅游、集体婚礼

旅游、太空旅游等各种特色项目。

2 .2 康体保健式

（1）家庭康体保健。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

到食物和现代家庭生活方式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优质

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但可以预防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心

血管糖尿病等疾病，而且有利于人们健康长寿。现代生活使

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需要营养学家和家庭式的康

体保健医生根据人们的身体状况和需要，科学地指导饮食、

康体运动。与此同时，对一些孕妇、幼儿、老年人或残疾人家

庭来说，家庭康体保健服务的出现，既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各式各样的保健服务，同时也可根据人们的需求聘请育婴保

健人员或专业医生给上述人员进行保健指导。因此，家庭康

体保健服务公司的出现必将在 2l 世纪初成为我国康体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到重要作用。

（2）康体保健功能食品。

社会的发展，经济、科学的进步，人们在追求食品营养补

给的同时，已经转向保健性、医疗性的功能食品，开发具有集

营养、保健、心理、医疗、感受等于一体的功能保健食品，必将

成为我国在 21 世纪初大力发展的保健市场的拳头项目。目

前，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在广泛地进行开发和应

用。如开发孩子成长保健食品、中老年人康体保健食品、妇

女健美保健食品、减肥保健食品、性保健食品及一些具有针

对性的保健食品（如小孩补钙，妇女调经、养颜、更年综合保

健、病痛保健、长寿保健以及文化保健等）。这些市场的开

发，正迎合了不同家庭、父母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功能性食

品的开发，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2 .3 郊外康体运动用品商店的兴起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紧张的都市生活已经使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郊外田园所带来的休闲保健性质的康体

娱乐运动。根据不同的地域，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郊外康体

场所、运动用品商店，相信会大受人们的欢迎。

（1）地域的选择。地域的选择要根据所处的环境进行，

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文化集中点、郊外公园等地域选择开设

商店。由于郊外康体场所和运动用品店的对象主要是针对

年轻人及一些热心运动的各阶层人员，因此选择地域十分重

要，在计划建立这些企业，最好是接近运动的场所。如滑草、

蹦极中心、极限运动、攀岩中心、登山营地、漂流中心、航空、

航海等地域附近，也可以在运动场、体育馆、健身中心附近。

（2）康体商店品种、类别。由于郊外康体运动涉及面较

为广阔，且要有针对性可选择，如：运动服装、鞋、帐篷、睡袋、

灯具、专用运动所需的绳索、安全带、应急药品等，要有一定

的特殊性和针对性，这样才能给康体人员带来各种方便。

（3）康体商店的人员配备。由于康体商店的服务员有别

于其它服务员，因此康体服务员必须具备专业的指导水平，

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除对项目的特性、注意事项、安全教

育、使用有专业了解外，还要求对每一种康体运动的各种用

品能了如指掌，这样才能使人们尽兴、尽乐。

（4）成立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以不同的形式成立协

会，比如在一些大型企业内协助设立康体形式的各种协会，

定期举办一些大型联谊活动和各种运动讲座，这种形式无疑

将吸引大批敢于挑战自我的人士，使之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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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群体。

3 结论与建议

（1）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大力发展康体产业具有

可行性，并对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康体服务体系及咨询机构，通

过科学指导满足人们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

（3）加强对我国康体产业市场的学术研究，注重培养该

领域的专业人才。

（4）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应注重环境

的保护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如上所述是我国康体产业发展的综合表现。现代化社

会的向前发展，充分体现了时代变更给我国康体产业带来的

经济动力，但由于我国长期受物质生活、传统观念及国情等

客观条件影响，我国康体产业发展缓慢，加之不同城乡、地域

差异，康体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目前我国各方

面的飞速发展，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正好给我国康体产业

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1 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

纪，我国康体产业发展也不例外。不久的将来，康体产业有

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重要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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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 2 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通知

各位理事、各有关单位：

经报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同意，决定于 2003 年召开第 2 届中国学校

体育科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学校体育改革增进学生身

心健康”，现将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具体工作由学校体育研究会承担）

2 承办单位：待定

3 时间：2003 年 10 月

4 地点：北京

5 征文对象：本届科学大会面向广大科研人员，教育、

体育、卫生专业理论工作者，管理人员，大、中、小学体育教

师、校医等。

6 征文范围：凡属学校体育（含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

领域的科研论文，并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过的均可报

送。论文力求反映近年来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成

果，特别是体育课程标准内容的实证研究；体育教学与学习

方式的变革研究；改善与提高学生体能的研究；体育教学评

价标准与方法的研究；青年骨干教师和特色教师培养的研究

等。在全面征集论文的基础上，大会拟组织以下方面的专题

进行交流：

（1）学校体育思想理论研究

学校体育思想研究；学校体育中推进素质教育研究；学

校体育与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美育关系的研究；国内外

学校体育的比较研究；新世纪学校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学校

体育史研究。

（2）体育课程改革研究

体育课程的理论研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实验研究；

体育教学内容的改革实验研究；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的研究；体育教学中促进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体育教学中

德育渗透的研究；体育教学中发展学生体能的实验研究；体育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研究。

体育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证研究；体育教学中探究

学习的研究；体育教学中学法和教法的实验研究等。

体育教学中学生学习态度的评价研究；体育教学中学生

情意表现的评价研究；体育教学中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研

究；体育教学中学生进步度的评价方法与标准的研究。

（3）学校卫生与学生体质、健康研究

体育与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心理健康实施途径的研

究；学生营养、膳食的指导研究；加强医务监督、防止学生常

见病、多发病的研究；防治学生近视眼及发病率的研究；学生

体质与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与评价。

（4）体育师资的培养与培训研究。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

标与教学改革研究；青年骨干教师与特色教师的培养研究；

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研究。

（5）新时期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与学生体育竞赛的

研究。

（6）学校体育管理的研究。

（7）学校体育、卫生设施研究。

（8）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研究。

（9）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10）学校体育与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下转第 54 页）

74第 4 期 罗思宁等：21 世纪初我国康体产业的发展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