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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州市荔湾区社区体育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探索城市社区体育服务的实施对

策。结果显示: 广州市荔湾区在社区体育服务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富有“西关特色”的社

区体育服务经验具有推广意义。建议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和个人等社会资本投资社

区体育；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调整不同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比例；制定相关的政策，充

分利用辖区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开展社区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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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ir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summed up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in Liwan 

district in Guangzhou city, probed into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urban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Liwan district in Guangzhou city had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community sports ser-

vice, and its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with “Xiguan features” wa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The au-

thors offer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pply market economic means to guide and support social capital from en-

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to invest in community spor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team, 

and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sports instructor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establish relevant policies to fully utilize the 

sports playgrounds and fac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district to carry out community sport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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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组织的转型引

发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随着“单位体制”的

松动和“单位体育”的受限制，社区体育作为一种新

的社会体育形态得到高度重视和民众的欢迎，公园体

育、广场体育、晨晚练活动点遍布城市各处，身边的

活动、身边的组织为城市居民体育需求的满足提供了

方便。街道社区是发展城市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点,

社区体育服务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推进而不

断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体

育需求,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广州市荔湾区（指旧的荔湾区，下简称为荔湾区）

是广东省体育先进社区，在 13 条行政街中有 3个全国

体育先进社区，8 个省市体育先进社区。在政府引导

下，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

的体育设施与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相配合，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区、街、社区三级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本文通

过大量调查，对广州市荔湾区社区体育服务现状进行

分析，探索对城市社区体育服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实施对策。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州荔湾区 13 个街道社区

体育服务。为了便于研究，根据 13 个街道被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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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级别分为全国体育先进社区、省市体育先进社

区、普通社区 3种类型社区。 

1.2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研究目的与设计指标、研究内容

的一致性，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问卷再进行了修改。

并邀请 10 位专家对问卷进行了效度检验，问卷全部

回收，100％的专家认为问卷完全或基本反映研究主

题。 

在相隔 14 天时间对金花街 30 名居民就同一问卷

进行了两次测量，计算出 2 次测量的信度系数为 

R=0.76，P＜0.01，符合统计学的要求。 

2005 年 10~11 月，本研究采用了分层(国家先进

体育社区、省市先进体育社区、普通社区)随机抽样

调查，抽取荔湾区 13 个街道办事处的 39 个体育活

动点，按比例对其社区居民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

259 份，回收率为 92.50％，其中有效问卷 232 份，

有效回收率 89.57％。问卷的基本分布情况：调查对

象中男 105 人，占 40.5%；女 154 人，占 59.5%。年

龄 20 岁以下的 5 人，占 1.88%；20~29 岁的 54 人，

占 20.75%；30~39 岁的 34 人，占 13.2%；40~49 岁

的 54 人，占 20.75%；50~60 岁的 44 人，占 16.98%。

研究生学历的 2 人，占 0.86%；大学（含大专）的

78 人，占 30.17%；高中（含中专）125 人，占 48.27%；

初中以下的 53 人，占 20.68%。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荔湾区体育组织管理 

（1）街道社区体育组织结构 

从国外群众体育发展的经验来看，社区体育的组

织性，已经作为评定体育活动经常性的一个指标。在

所调查的荔湾区 13 街道社区中体育机构健全（见图

1），都建立了全民健身领导小组，下设文化站和地区

文体协会，分管体育项目协会和社区晨、晚练的活动

站点。调查数据显示，荔湾区每条街道有文化站 7.89

个；晨、晚练点 10.64 个，高于 2001 中国群众体育现

状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晨、晚练点 2.8 个/街）[1]。

荔湾区成立了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在街道设立了 5个

国民体质监测站，形成区、街二级检测网络。区国民

体质监测中心建立了国民体质健康档案和国民数据

库，组织体育指导员给予科学指导，居民体质得到提

高。荔湾区国民体质合格率为 83.9％，其中优秀率为

13.4％，优良率为 32.3％。可见，目前荔湾区内各类

体育组织已初步形成了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群众体

育服务体系。 

 

 

 

图 1  荔湾区社区体育机构图
[2]
 

 

（2）社区体育晨、晚活动点的组建 

在荔湾区社区体育活动点组建方式中我们可看

到，社区晨、晚活动点由街道及居委会帮助组建的占

到绝大多数，基层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进体育社

区对社区晨、晚活动点的组建工作比较重视，由街道

及居委会帮助组建的社区晨、晚活动点占 90%，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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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社区的 44.46%。结果提示，对社区晨、晚活动点

的组建，基层社区要给予重视、给予扶持，但要避免

居民对基层社区的依赖，鼓励社区居民自发组建晨、

晚活动点，基层社区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经费支持，把

这些自发组建晨、晚活动点逐步纳入到正式的社区体

育组织体系中并加强组织管理，加强对骨干的培训，

就可大大改善社区体育组织的管理水平，使社区体育

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3）居民对社区体育活动组织的满意度 

居民对社区体育服务开展的反馈意见是社区体

育服务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依据。各类社区满意率由高

到低的顺序是：全国体育先进社区（51.57%）、省市

体育先进社区（50.00%）、普通社区(49.33%)。可见，

居民对全国先进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组织的满意度较

高。 

调查结果显示，荔湾区社区已建立政府领导、社

会支持、全民参与，政府、社会、个人三结合的比较

完善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结构，组织网络健全，有制

度和政策作法律保障。体育先进社区的体育组织管理

较普通社区完善，居民对社区体育活动组织的满意程

度也高。 

2.2  社区体育的设施、经费保障服务现状 

（1）社区体育经费的来源   

我国群众体育经费包括国家各级财政拨款、社会

团体或个人集资、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或赞助、群体

部门经营性创收及其他形式等等。目前，荔湾区社区

体育的主要经费来源：一是政府的资金投人，二是社

区体育服务部分项目收人的再投人，三是各种社会捐

助。总体看，2005 年荔湾区群众体育经费投入（含体

育设施建设、举办群众体育活动等）689.3 万元，其中

上级下拨 119 万，区级财政 34.2 万，社会各界、企事

业单位、开发商等投入 536.1 万。可见，社会各界、

企事业单位、开发商等对群众体育的投入远远大于政

府。 

但由于各街道经济实力存在差异，导致各街道对

社区体育经费的投入出现不平衡。为了平衡各街道对

社区体育经费的投入，使各街道的社区体育可持续发

展，对经济实力较弱的街道，可采取社区体育服务部

分收人再投人的方法，以有偿服务补无偿服务的经费

筹集模式，使社区服务具有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

力。 

（2）社区体育经费的利用 

调查结果显示，荔湾区在“组织群众活动”方面

的经费投入占体育系统群众体育经费支出比例很大，

其它方面却显得力度不足，如培训群众体育骨干、进

行群体宣传和开展群众体育研究 3项经费支出在年度

群体事业支出总额中比例仅为 0.1%左右。提示组织群

体活动仍然偏重形式，与居民对健身指导、场地设施

等方面的要求始终是居于前列相违背。 

全民健身计划已经实施了 10 年，进入第二阶段，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体育锻炼的参与

意识不断加强，体育价值观发生变化，对体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不满足体育活动的形式，对健身指导、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要求尤为迫切。所以政府要改变对社

区体育经费的使用，更注重于健身指导、场地设施的

投入，满足居民的体育需求，促进社区体育的可持续

发展。 

（3）社区体育的场地设施分布 

广州荔湾区是一个老城区，人口密集，尺土寸金。

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体育的发展，将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纳入城区建设发展规

划。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全区公共体育场馆面积已达

214 万 m2 [3]，其中学校体育场馆占 40%，体育局体育

场馆面积占 36%。2003-2005 年，公共体育场馆和社

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资金 5 500 万，人均体育经费 1

元以上，各社区居委会都建立了“三点一苑一室”（三

个健身点、一个健身苑、一个健身室）的社区活动场

所。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人们对健身的要求逐步提高，许多投资人把握了

这个机遇，修建了一批经营性体育场馆，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人们的健身需求，社区体育服务朝“运动就

在家门口”的目标发展。 

（4）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程度与效果 

调查表明，不同社区的居民对体育活动场所的选

择略有差异：先进体育社区以街道居委会公共场地为

主，普通社区以公共场馆、单位场地为主。对场地开

放的满意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是：全国体育先进社区

（52.72%）、省市体育先进社区（45.55%）、普通社区

（34.24%）。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体育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何充分利用这比例不少的体育场地，世界各

国有不同的做法。日本的“学校教育法”规定了学校

体育设施必须对外开放，这使得许多社区体育俱乐部

及娱乐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美国为了开展社区体育

活动，政府与校方联合制定了计划，使学校设施尽可

能多地向社区居民开放。在荔湾区的体育活动场地中

学校场地占 40％，目前只有一中、十二中、广雅中学、

四中、沙面小学和华侨小学的体育设施在保证学校正

常的教学、训练和群体活动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其

他学校部分设施对辖区内团体免费开放，不向社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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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由于学校体育设施按照教学需要建设，与群众健

身场所需要的条件有一定距离，而且收费标准又低于

运营成本，要全面开放有一定难度。目前学校体育设

施试行承包制和对辖区内单位免费开放两种形式，正

在探索由街道物业管理处统一维护、收费管理，待相

关管理、收费政策出台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大学校体

育设施的开放面，以解决社区体育场地严重匮乏，难

以满足居民需要的矛盾。 

2.3  荔湾社区体育人力资源服务现状 

（1）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配置   

配置社区体育管理人员是开展社区体育工作的

重要保障，作为社区体育管理者和指导者的街道办事

处文体部门负责人，应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体育

专业素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广州市荔湾区街道办

事处文体部门负责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82%，与

2001 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大中城市 80.3%的

管理者为大专以上学历水平相比较略占优势 [4] 。但其

中64%的街道办事处文体部门负责人为非体育专业人

员，由于专业的不对口，一定程度上给社区体育的管

理工作和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来一定困难，从而影

响了社区体育的开展。因此，加强对现职街道办事处

主管文体部负责人体育科学知识的培训，或吸收体育

院系社会体育专业的毕业生充实到街道办事处负责

这一工作，是改善其专业结构、提高其专业素质的有

效措施。 

（2）社区体育指导员的配置 

荔湾区根据省、市群众体育发展规划，成立了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和 13 个（街道）社会体育指导站，

同时在各社区居委会设立了 136 个社区体育指导点，

形成区、街、社区三级群众体育服务体系。目前全区

已有 987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每万人拥有社区指

导员 15.88 人。全国先进体育社区的每个体育活动点

可配 1~2 名社会指导员占 85.14%，省市先进体育社区

占 69.25%，普通社区占 59.62%，荔湾区社会体育指

导力量居全国上游水平。 

调查显示，广州荔湾区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结构

呈“梯型”，国家级 1人、一级 16 人、二级 99 人、三

级 871 人，国家级与一级相差 1.81%，二级与三级相

差 78.21%。总体结构看，高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仍

然过少。高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承担着培训、指导低层

次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任务，缺乏高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必然影响整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从而影响到群

众体育活动的指导工作。 

 

3  结论与建议 
荔湾区已建立政府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

政府、社会、个人三结合的社区体育服务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社区体育已形成“小社区，大体育”的格

局，打造出“西关特色”的社区体育服务，其中体育

先进社区的体育组织管理较普通社区完善，居民对社

区体育活动组织的满意程度也高。应运用市场经济手

段引导、支持企业和个人等社会资本投资社区体育，

解决社区体育资金不足的困难；制定相关的政策，整

合辖区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走社区体育资源共享的

新路子；政府要改变对社区体育经费的使用，更注重

于健身指导、场地设施的投入，满足居民的体育需求，

促进社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把荔湾区具有“西关特

色”的社区体育服务作为经验推广，高起点地推进广

州市社区体育服务的建设，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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