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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在分析目前环太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宣传引导和

村委会干部带动不够、缺乏对农民体育健身锻炼的组织与指导、相关配套工作不完善等问题的基

础上，结合影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制构建的政策法规、农村经济和社会环境、农村体育基

础等外部条件，提出构建环太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制应以政府支持为主导、以农民参与为

中心、以建立健全社团组织为纽带、以多元化筹资渠道作保障、以系统化服务相配套为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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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project around  
T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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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or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statistic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project around Tai Lake, such as 

inadequate promotion guidance and boosting by village committee cadres,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 of and guidance 

for p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and unperfected related matching jobs, and by combining external conditions that af-

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project running mechanism, such as policies, legislation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rural sports foundation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ound Tai Lake peasant physical exercise project running mechanism should base its guidance on governmental 

support, its center on peasant participation, its connection link o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group 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 its assurance on multiple fund raising channels, and its basic ideas on systematized match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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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我国构建和谐社

会、协调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需要一套

长效的运行机制作保障。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是以村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为

抓手，在健身场地、体育组织、骨干队伍、体育活动

开展等方面形成和谐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查阅大量

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与有关专家进行访谈，从整体

上来看，环太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实质上并不系统，关键是缺乏一套有

效的运行机制，且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依据环太

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现状和优势资源，提出构建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思路，并分析影响其构建的外部

动力，旨在促进农村体育健康、有序地开展，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1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

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民的健康问题也受到了

社会的密切关注。自 1995 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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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纲要》以来，农村体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农

村体育在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仍然是我国体育事

业的薄弱环节。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应进一步加快新时期农村体育事业的发

展，使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全国各地农村逐步得到开

展。通过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可促进农村文化体

育设施的建设，使农民享有体育健身的权利，推进农

村社会的移风易俗，引导农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为达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而服务。由于刚刚起步，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

借鉴，各地农村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还都处于探索

阶段。 

为深入了解环太湖农村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

状况，对太湖周边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湖州市

的 16 个乡镇、64 个行政村的部分领导和农民进行了

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686 份，其中乡镇文体站、村委

会领导问卷 150 份，农民问卷 536 份。 

从政府服务角度看，部分被调查领导认为当地政

府和相关部门对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仍不重视(占

全部被调查领导的 54.0%)；虽然组织过相关的学习和

宣传，但很不深入也很不全面(占 66.0%)；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建成后，没有采取使用、管理和维护的措施(占

62.7%)；缺乏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地方性法规(占

85.3%)。 

调查对象所在的行政村，虽然已100%建成了符合

三类标准的公共体育设施，但一部分体育场地建在村

委会大院之内，农民不愿意去锻炼，使这些体育场地

成为一种摆设和“形象工程”；有的体育场地虽然建在

农民住地附近，但利用率很低，闲置情况十分严重；

有 84.5%的被调查农民反映村委会从未组织过健身锻

炼活动，干部没有起到带头作用；71.3%被调查的领

导认为，农民参加体育健身的积极性仍不高。由此可

见，一些行政村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重形式、

轻内涵的现象比较严重，体育组织建立、体育活动开

展、体育服务享受等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村群众社团和体育骨干队伍建

设存在较大的问题。有 80.0%的被调查领导认为，群

众社团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缺乏农村体育骨干；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接受过体育

锻炼的辅导(占 79.3%)，希望能参加有专人辅导的健身

活动。 

有 78.0%的被调查领导认为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的经费不充足；且来源渠道相对狭窄，更多的经费

需要村委会自筹解决，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

的拨款较少，给全面组织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带来了困

难。 

目前环太湖地区开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相关的配

套工作很不完善。从被调查领导来看，认为目前没有

建立监督评价机制的(占 90.0%)；村委会不需要定期向

主 管 部 门 汇 报 农 民 体 育 健 身 工 程 开 展 情 况 的 ( 占

86.7%)；基本未开展经验交流推广活动的(占 92.7%)；

奖励措施不健全的(占 40.7%)，甚至没有的(占 54.7%)。

分别有 91.4%、87.9%的被调查农民对体育健身活动指

导以及信息咨询不满意。 

上述存在的问题说明目前环太湖地区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的建设思路还存在问题，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

运行机制。为了切实保障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康、持

续地发展，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尤其要加强对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制的研究。 

 

2  环太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构建思路 

2.1  以政府支持为主导 

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是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大举措，各级政府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其重

要性，明确任务、职责和要求，强化监督、管理和服

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应从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把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作

为构建农村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必要

的资金投入，推进农村体育设施的建设，积极引导农

民开展健身活动，加快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步伐，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实惠。特别在当

前，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要着重抓好宣传引导、建章

立制、监督检查等环节。乡镇文体站应有专人负责和

管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开展；针对村委会干部、农

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农民体育骨干

等不同对象，举办不同内容的培训活动；利用地方电

视台、广播、报刊等媒介，深入宣传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公共体育设施使

用、管理、维护的措施和制度。逐步开展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的监督评价工作，制定评价的内容、标准和方

法；主管部门要派专人定期到各村检查与指导，加强

年度考核和评比工作，及时交流经验和表彰先进，倡

导特色和鼓励创新；建立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收

集汇总有关情况，定期发布健身活动信息或编发简报；

村委会干部要明确本村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任

务、目标和具体工作，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定

期收集农民对体育健身的建议，并有针对性地改进落

实，为逐步形成政府服务机制、管理协调机制、宣传

引导机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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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农民参与为中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

快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新型农民”[1]。促进农民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既是

塑造新型农民的重要标志，也是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的根本目的。尽管“生命在于运动”、“健康来自锻

炼”的理念已倡导多年，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农民难以

参与健身锻炼活动，这与农民的体育意识和农村缺乏

健身设施、忽视体育活动组织等因素有关[2]。目前，环

太湖农村村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已基本达标，如

何让农民自觉、自愿、自主地参与健身活动，是构建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需要重点解决的环节。要坚持从实

际出发，以农民为主要对象，通过加强宣传和动员，

对农民提出参加体育健身锻炼的明确要求；制定农民

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措施和方法，加强指导与组织；

村委会干部要具体负责和参与，发挥带头作用；定期

举办群众性体育比赛，表扬奖励体育健身积极分子；

经常提供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信息，提高公共体育设

施的利用率等，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落到实处，为农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转变农民的健身意识，

调动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形成“人人

参与健身”的氛围，使广大农民能够享有基本的体育

服务和健身权利[3]。 

2.3  以社团组织为纽带 

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组

织管理网络。组织网络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

行政部门，如市县(区)文体局、乡镇文体站、村委会

等；二是群众社团组织，如农民体育协会、农民体育

俱乐部、体育辅导站、晨晚练点、体育骨干小组等。

其中，社团组织是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纽带，是政府

部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得力助手。政府部门应

加强对社团组织的培训、扶持、联系、配合和协调等

工作；力争在每个行政村建有由农民体育骨干负责的

辅导站或晨晚练点，坚持常年开展指导工作；帮助有

条件的行政村成立体育项目代表队或俱乐部，定期举

办区域性竞赛活动，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2.4  以多元筹资渠道作保障 

    目前，江苏太湖周边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已100%达到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的基本标

准[4]，但是，深入开展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困难之一仍

是经费不足。环太湖地区行政村开展农民体育健身活

动的资金主要依靠村委会自筹解决，这显然不能满足

需要。市县(区)、乡镇、村委会应根据当地经济的发

展情况，逐步增加对农村体育事业经费和体育基本建

设资金的投入，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

人以捐赠和赞助等形式支持农民健身活动，形成全社

会关心、支持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多元化筹资渠

道。尤其是村委会干部要充分利用太湖周边地区私营、

民营企业起步早、发展快、效益好的有利条件，加强

“感情投资”，动员那些勤劳致富的成功人士自愿赞

助，使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经费得到切实保障。 

2.5  以系统化服务相配套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构

建农村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机制作为

一个大的系统，其子系统都具有各自的结构和功能，

其根本任务都是要为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提供服

务，并形成系统化和组织化。当前，首先要做好研究、

协调和经验推广等工作。研究工作应在充分了解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并对各个子系

统的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影响作出深刻的理论分析。

协调工作应由专人或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定期分析各

子系统的运转状况，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寻求相互

配合的途径和方法。经验推广工作主要通过选拔典型、

总结考察、召开现场交流会、印发推广材料、媒体宣

传等途径，着重介绍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以系统

化服务相配套取得的成绩和体会，促进运行机制的建

立和完善，从而真正做到政府服务到位、管理协调到

位、组织活动到位、保障支持到位、宣传引导到位、

激励推进到位，引导更多的农民投身于体育健身活动

之中，切实发挥其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3  影响环太湖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外部因素 
3.1  相关政策法规的保障作用 

自 1995 年以来，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地方政府，

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群众体育和推进全民健身的法

规，促使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逐步走向了法制化、

规范化的轨道[5]。相关法规从政府层面上肯定了农村体

育工作的重要性；从社会发展角度确立了开展农村体

育活动的价值；从组织层面上指出了村委会和各级农

民体协、文体站等体育组织在开展农民健身活动中的

作用；尤其是农民体育健身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首次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 2006 年一号文件。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不仅会

有效改变政府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不

足的现状，保障广大农民享有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基

本权利，而且必然是构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不可或缺

的依据。 

3.2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作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于光远[6]认为，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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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对消费方式发生重大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在经

济与文化提高之后发生的。国内外群众体育发展的实

践告诉我们：经济实力增强，可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

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及政策的

指引下，环太湖地区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不

仅为农村体育设施的配置、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

与完善、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等提供了

良好物质条件，同时也使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具备

了必要的经济推力。 

3.3  农村社会环境发展的促进作用 

30 年的改革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民的生活结构必然发生很

大的变化，并对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毋庸置疑，农民的闲暇时间会逐渐增多，对健身、休

闲及其消费价值的认识程度会逐步提高，传统的生活

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将发生明显的转变，“全面奔小康，

身体要健康”将被更多的农民所崇尚，对体育的需求

将越来越旺盛，体育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

要，这不仅促使农村体育朝着更普及化、更组织化、

更多样化、更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也对建立与完善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制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4  乡、村政府的引导作用 

  要形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发

挥乡、村政府的引导作用。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经

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

转移到乡镇，现在已经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7]，农村

体育工作的“重心”下移，在一定程度上可强化乡、

村政府对农村体育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虽然以行政村为主要实施对象，但应形成国

家、省、市、县、乡、村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

局面[7]，乡、村政府在组织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的

作用更具体、更直接、更重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

村委会的组织实施作用，调动和激发农民参与体育健

身的热情和积极性，是建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运行机

制必须考虑的外部条件之一。 

3.5  农村体育基础的影响作用 

农村体育基础状况对建立、形成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运行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当前农民体育

健身活动的全面开展，不可能脱离当地农村体育开展

的传统历史、农村体育人口现状、农村教育普及程度

和农村体育社会化程度，同时也不可忽视残留的某些

传统的体育文化痕迹等，这些都将成为农民体育健身

意识养成、农村体育活动开展、农村体育社会化普及

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着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广泛、深

入的实施，农民对体育健身的参与深度和广度将大大

提高，良好的农村体育基础对形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运行机制的促进作用将日趋增强。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外部

因素的影响，也必然要考虑内部影响因素。内部影响

因素主要涉及到政府服务、管理协调、组织活动、保

障支持、宣传引导、激励推进等子机制的组成要素及

其相互联系，各自的功能定位即应发挥的作用和效应，

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作用原理和有效途径。子机制

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总机制的关系，在运行过程中如何

调整等问题，将另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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