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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 年 9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出台的《提高体育实施率的行动计划》，对我国转变政

府职能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通过剖析内容，发现该计划的主要特征为：

重视改变国民对体育的狭隘认识、强调青少年儿童加入体育俱乐部、倡导劳动者参加随时随地可

开展的体育活动和注重为高龄者提供适宜的体育活动等。在此基础上指出：完善法律法规、强化

对重点群体的干预、实施意识改革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全民健身治理

现代化的对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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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ion plan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sports which introduced by Japan’s sports agency 

in September, 2018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 to transform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promote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r national fitness. By analyzing its cont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is action 

plan are as follows: paying attention to changing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emphasizing the youth to 

join “sports clubs”, advocating workers to join in “sports activities which can do anytime and anywhere”, providing 

“proper sports” to the old people and so 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perfect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vention for key groups, implementing the conscious reform and stres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work are the sel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transforming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promote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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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体育改革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及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国家

战略的当下，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既是实现深化

体育改革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体育战略部

署的现实需要。例如，2019 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明确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

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也可以看出，转变

政府职能是我国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

和实践抓手。这是因为，“作为国家和社会运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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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政府体系的运转与变化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而政府职能及其转变恰恰是政府体系内

在运行与改革演化的核心所在”[1]。 

所谓政府职能是指国家行政系统根据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依法承担的职责和功能[2]。据日本文部科

学省的调查显示，2019 年日本 20 岁以上成年人(日本

通常将 20 周岁以上公民视为成年人)每周参加 1 次及

以上和 3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53.6%、

27.0%，较 2015 年分别提高了 13.2%、7.4%[3]。从公共

管理层面看，日本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历程其实也是

一个体育治理的过程。日本政府在治理群众体育过程

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对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全民

健身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2018 年 9 月，

为进一步推进群众体育发展，日本文部科学省专门出

台《提高体育实施率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本研究以日本《行动计划》为研究对象，对其

内容和特征进行剖析，从中挖掘日本政府治理群众体

育的经验，为我国科学、合理地转变政府职能，推进

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1  日本《行动计划》的缘起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贫

富差距加大、民众心理不安感增强、消费低迷和“地

方不振”等是日本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4]。在此背景下，

由于具有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削减医疗费支出、缓解

养老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及促进消费等功能，群众体育

得到了日本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在 2010 年 8

月颁布的《体育立国战略》中，日本文部科学省明确

地将实现终身体育社会、到 2021 年成年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和 3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要分别达

到 65%、30%，以及充实学校体育及学校体育俱乐部

活动确定为群众体育的发展目标。 

为确保《体育立国战略》的各项部署得到切实落

实，日本政府于 2011 年 6 月颁布《体育基本法》(取

代 1961 年出台的《体育振兴法》)，然后又分别于 2012

年 3 月和 2017 年 3 月相继出台了《第 1 期体育基本计

划(2012—2016 年度)》《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2017—

2021 年度)》。经过上述布局，日本政府从制度层面为

贯彻落实《体育立国战略》关于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

部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为此，近年日本群

众体育取得长足进步。 

虽然近年日本在推进群众体育发展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与既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第 1 期体

育基本计划(2012—2016 年度)》实施结束后，日本文

部科学省意识到若不采取更为精准有效的措施，将很

难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体育立国战略》所确定的群众

体育发展目标。为此，2018 年 9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针

对既定的群众体育发展目标专门出台《行动计划》。 

 

2  日本《行动计划》的内容概要 
日本《行动计划》的内容由“制定行动计划的目

的”“推进行动计划的意义”“行动计划的具体措施”

“行动计划的期限与评价”“结语”和“参考资料”6

部分构成，其中“行动计划的具体措施”是最为核心

的部分。目前，日本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在日常生活

中基本不参加体育活动。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

示，2019 年日本有 46.4%成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

达不到每周 1 次，且其中还有 43.9%的国民在该年度

未曾参加过体育活动[5]14。为此，《行动计划》提出的主

要任务是缩小不参加体育活动国民的规模。 

由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日本国民普遍存在，且存

在于不同群体中，《行动计划》不仅将“全体国民”列

为措施的实施对象，还将“青少年儿童”“劳动者”“高

龄者”“女性”和“伤残者”5 个重点群体也列为了措

施的具体实施对象，以此提高措施的精准性。关于相

当数量的日本国民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行动计

划》认为：首先是部分国民在主观上不关心体育，对

体育不感兴趣；其次是有部分国民虽有参加体育活动

的意愿，但却因缺乏时间、场地和同伴等客观条件而

不参加体育活动；最后是有部分国民在开始参加体育

活动后，因产生了厌烦感或觉得麻烦而中断了体育活

动。为此，无论是针对“全体国民”，还是针对各重点

群体，《行动计划》部署的措施均是围绕“意愿唤起”

“改善客观条件”和“促进习惯化”3 个主题展开。

即，按照目的和作用，可将《行动计划》部署的 60

项措施划分为 3 类——“意愿唤起措施”“改善客观条

件措施”和“促进习惯化措施”。 

日本《体育基本法》规定：“国家、地方政府及体

育团体必须努力促进国民对体育的关心和理解，并对

国民参加体育活动予以援助”，“国家、独立行政法人、

地方政府、学校、体育团体及民间企业等必须努力实

现协同合作”。日本从法律层面规定“官”和“民”皆

是推进体育发展的责任主体，并强调两者要努力实现

协同合作。为此，《行动计划》确定的措施实施主体由

“官”和“民”构成，并在考量各主体能力的基础上

要求“官”和“民”协同合作实施 46 项措施[6]。 

 

3  日本《行动计划》的主要特征 
3.1  重视改变国民对体育的狭隘认识 

《行动计划》针对全体国民部署的重点措施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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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识改革”，强调向国民普及“体育活动并不局限于

激烈、必须分出胜负的身体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开展

的散步、慢跑、爬楼梯等轻松、愉快的身体活动也是

体育活动”的意识。通过梳理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体

育意识改革”措施的主旨是要改变日本国民对体育的

狭隘认识。 

据 2018 年日本横滨市对本市成年人居民的调查

显示，有 33.7%的居民对体育持有“不喜欢”的态度，

且其中有 68.3%的居民在过去 1 年未曾参加过体育活

动[7]。另外，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

有 8.5%的日本成年人对体育持有“讨厌”的态度，且

其中有 41.5%的国民在该年度未曾参加过体育活动，

有 30.4%的国民虽参加了体育活动但频度为每周 1 次

以内[5]39。 

日本成年人国民中不喜欢体育群体的大量存在，

不仅不利于改善成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现状，还会对

青少年儿童的体育态度和体育行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例如，据 2010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日

本小学 5 年级学生喜欢体育的程度与其同家人谈论体

育话题的频度具有密切关联性[8]53。而且，据该调查显

示：在日本小学 5 年级学生中，对体育持有“喜欢”“比

较喜欢”“比较讨厌”和“讨厌”态度的男生平均每周

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依次为 865、341、162、129 min；

对体育持有“喜欢”“比较喜欢”“比较讨厌”和“讨

厌”态度的女生平均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依次为

505、214、110、86 min[8]32。可见，无论是为改善成年

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现状，还是为促进青少年儿童体育

的发展，都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缩小成年人中不喜欢

体育群体的规模。 

由于受竞技体育项目普及程度较高、新闻媒体宣

传等因素的影响，有较多日本国民狭隘地认为“体育

即是竞技体育”，并在其主观意识中体育活动被赋予

“必须要分出胜负”“是激烈的身体运动”“是很辛苦

的活动”和“需要具备一定的特长”等印象，从而导

致部分日本国民认为自己不适宜参加体育活动，继而

对参加体育活动产生厌恶感。例如，据 2019 年日本新

潟县(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区)对本地区 18 岁以上居民

的调查显示，有 91.0%的居民认为“体育是遵循一定

规则竞争胜负或成绩优劣的运动(如棒球、足球、排球

等)”，有 62.5%的居民认为“不竞争胜负或不区分成

绩优劣的运动未必是体育(如器械健身、舞蹈、健身操、

慢跑等)”[9]。而且，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

显示，对体育持有讨厌态度的日本成年人普遍认为“无

体育特长”和“很辛苦”是导致自己讨厌体育的最主

要原因[5]39。可见，对体育的狭隘认识是导致诸多日本

成年人不喜欢体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基于上述原

因，为缩小日本国民中不喜欢体育群体的规模，《行动

计划》将“体育意识改革”确定为针对全体国民的重

点措施，并将改变国民对体育的狭隘认识确定为该措

施的核心内容。 

3.2  强调促进青少年儿童加入体育俱乐部 

“有较多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时

间达不到 1 h”，是日本青少年儿童在参加体育活动存

在的突出问题。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日本小学

5 年级和初中 2 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小学男生、小

学女生、初中男生和初中女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体育

活动时间达不到 1 h 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48.6%、70.0%、

17.9%和 39.6%[10]16-17。针对此问题，《行动计划》重点

强调了要促进青少年儿童加入体育俱乐部。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增加日本中小学

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时间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促进加

入体育俱乐部”“提高对体育的喜欢程度”“提高对体育

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提高对体育课愉悦性的认知程度”

“增加体育课的运动量”和“改善生活习惯”等，其中

最为有效的途径即是促进加入体育俱乐部[10]77-101。例如，

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日本小学 5 年级和初中 2

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加入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小学男

生、小学女生、初中男生和初中女生平均每天参加课

外体育活动时间能达到 1 h 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68.1%、

48.8%、95.9%和 96.1%；未加入体育俱乐部的小学男

生、小学女生、初中男生和初中女生平均每天参加课

外体育活动时间能达到 1 h 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21.3%、

15.5%、15.4%和 10.9%[10]78-98。 

长期以来，引导中小学生加入学校和社区的体育

俱乐部是日本促进青少年儿童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措

施。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目前日本已有超

过 50%的小学 5 年级和初中 2 年级学生加入学校和社

区的体育俱乐部[10]69-87。而且，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

省对加入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初中 2 年级学生的调查显

示，男生和女生平均每周参加体育俱乐部活动的时间

分别为 812、820 min[10]88。可见，在促进日本青少年儿

童课外体育活动日常化方面，体育俱乐部发挥着非常

显著的作用。 

由于有效推进了课外体育活动的日常化，体育俱

乐部在增强日本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方面也发挥着显

著的作用。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日本小学 5

年级和初中 2 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与未加入体育俱

乐部的学生相比，加入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小学男生、

小学女生、初中男生和初中女生的平均体质测试得分

要分别高出 7.3、5.6、9.4、11.9 分[10]82-102。正是基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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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因，为切实降低日本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

体育活动时间达不到 1 h 的人数比例及增强其体质健

康，《行动计划》针对青少年儿童群体重点强调要促进

其加入体育俱乐部。 

3.3  倡导劳动者参加随时随地可以开展的体育活动 

目前，日本 20~59 岁主要劳动人口参加体育活动

的频度要显著低于成年人的整体平均水平。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与成年人的整体平均

水平相比，日本 20~59 岁国民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和

3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分别低 7.3%、6.6%[5]14。

针对劳动者群体，《行动计划》部署“体育意识改革”

“完善企业体育环境”“推广‘员工体育活动示范企业’

认定制度”“推进‘乐趣+徒步活动’的开展”“积极宣

传步行的健身效果”和“推广晨练”等措施。通过梳理

措施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上述措施的主旨是要引导日

本劳动者积极参加随时随地可以开展的体育活动。 

由于生活成本较高、个人负担社会保障的比例偏

大、缺乏劳动力等原因，日本劳动者的繁忙程度普遍

较高[11]。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参加

体育活动频度未达到每周 1 次的日本 20~59 岁国民认

为，制约自己参加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忙于工

作或家务”，然后依次为“嫌麻烦”“经济因素”“讨厌

体育”和“照顾孩子”等[5]36。 

虽然繁忙程度较高，且普遍认为“忙”是制约自

己参加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原因，但并不意味着降低繁

忙程度，就可以促使频度为每周 1 次以下的日本劳动

者能够增加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据 2019 年日本文部

科学省的调查显示，与繁忙程度较低的休息日相比，

日本 18 岁以上国民更倾向于选择在繁忙程度较高的

平日参加体育活动[5]18。可见，目前制约较多日本劳动

者参加体育活动频度达不到每周 1 次的最主要因素并

不是“忙”，而是因为这部分劳动者普遍持有“因为忙

就不能参加体育活动”这种认识。即，日本要促进劳

动者参加体育活动，需要将参加体育活动频度为每周

1 次以下的劳动者普遍持有的“因为忙就不能参加体

育活动”这种认识转变为“在忙的状态下也可以参加

体育活动”。 

由于繁忙程度较高，日本多数劳动者确实难以挤

出时间经常参加较为费时的体育活动，但在工作或做

家务的同时却可以进行简单易行的体育活动。例如：

在生活和工作中，可减少或不使用电梯开展适度的爬

楼梯活动；在上下班途中，可减少或不使用交通工具

适度开展步行活动；在工作间歇期间，可开展简单的

徒手健身活动；在做家务过程中，可减少或不使用工

具适度开展体力活动。即，引导日本劳动者在日常生

活中参加随时随地可以开展的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

促进其身心健康，还有助于促进其树立“在忙的状态

下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的认识。而且，该措施还有

助于应对诸多日本劳动者因为“嫌麻烦”而不参加体

育活动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为促进日本劳动

者增加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行动计划》针对劳动者

群体部署的各项措施主要是围绕促进参加随时随地可

以开展的体育活动展开。 

3.4  注重为高龄者提供适宜的体育活动 

针对高龄者群体，《行动计划》部署“普及适宜高

龄者参加的体育项目”“强化与医疗领域的合作”“确

保高龄者参加社区体育活动机会”“推进地方制定《体

育推进计划》”和“制定表彰制度”等措施。通过梳理

措施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行动计划》针对高龄者群

体重点强调要为其提供适宜的体育活动。 

目前，日本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2019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8.3%[12]。而且，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日本

老年人的体质健康水平与其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具有

密切关联性，参加体育活动频度达到每周 3 次及以上

会取得较好健身效果[13]。然而，据 2019 日本文部科学

省对日本 60~79 岁国民的调查显示，虽然该年龄段每

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已达到了

67.4%，但能达到每周 3 次及以上的人数比例却仅为

39.8%[5]14。可见，目前日本老年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

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虽已显著高于日本政府的既定目

标，但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角度看，还需要日本采

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 

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体各组织结构和器官功能逐

渐衰退。为此，在参加体育活动过程中，老年人难免

会因为身体衰退而遇到“想增加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

但身体状况不允许”“身体状况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在参

加的体育活动了”等问题。例如，据 2019 年日本文部

科学省的调查显示，有 37.9%的日本 60~79 岁国民认

为自己有必要增加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5]27。而且，据

该调查显示，目前日本 60~79 岁国民认为制约自己增

加参加体育活动频度的最主要原因是“上年纪了”，然

后依次为“无特殊理由”“忙于工作或家务”“嫌麻烦”

和“生病或受伤”等[5]30。可见，目前制约日本老年人

增加参加体育活动频度的最主要因素是“身体衰退”。 

当因为“身体衰退”而面临“想增加参加体育活

动的频度，但身体状况不允许”“身体状况越来越难以

适应现在参加的体育活动了”等问题时，并不意味着

老年人完全不能增加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还可以选

择参加其他适合自身身体条件的体育活动。正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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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原因，为进一步提高日本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

频度，《行动计划》针对高龄者群体部署的各项措施主

要是围绕提供适宜的体育活动展开。 

3.5  强化女性对合理膳食和积极运动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日本成年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要显著

低于成年男性。据 201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

示，与成年男性相比，日本成年女性每周参加 1 次及

以上和 3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分别低 4.8%、

1.1%[5]14。针对女性群体，《行动计划》重点部署“开

展启发活动”“宣传女性健康问题”“普及女性体育的

相关知识”等措施。而且，通过梳理具体内容可以看

出，上述措施的主旨是要强化日本女性对合理膳食和

积极运动重要性的认识。 

据调查显示，与日本成年男性同样，日本成年女

性也普遍认为制约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主要是“忙于

工作或家务”“嫌麻烦”“上年纪了”“经济因素”“讨

厌体育”和“照顾孩子”等。作为日本女性的特有问

题，“低体重”正在日益成为危害其身体健康的严重问

题。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2019 年日本 18~79

岁女性低体重(BMI＜18.5)的发生率为 18.4%，其中

18~39 岁女性低体重发生率则达到 22.9%[5]3。导致此问

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追求瘦身的人数较多、对

标准体重的错误认识、过度控制饮食和运动不足等。 

与肥胖同样，低体重也会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严重

危害——易患糖尿病、骨质疏松、关节炎和月经不调

等疾病。例如，据 2012 年对 10 489 名未患糖尿病的

日本 40~79 岁国民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BMI＜18.5”群体患糖尿病的风险最高，然后依次为

“BMI≥25”群体、“23≤BMI≤24.9”群体和“18.5

≤BMI≤22.9”群体[14]。可见，为维护女性的健康，需

要日本采取切实措施降低女性低体重的发生率。由此，

普及低体重危害的相关知识，并强化女性对合理膳食

和积极运动重要性的认识，也成为了日本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为改善日本女性的低体重问题及促进

其参加体育活动，《行动计划》针对女性群体部署的重

点措施主要是围绕强化对合理膳食和积极运动重要性

的认识展开。 

3.6  关注为伤残者提供与健全者共同参加体育活动

的机会 

针对伤残者群体，《行动计划》部署“提供伤残者

体育活动范本”“推进‘特别计划 2020’”“促进健全

者对伤残者体育项目的认识与理解”“完善伤残者参加

社区体育活动的环境”“培养伤残者的体育指导者”“强

化伤残者体育团体”和“强化与社区的合作”等措施。

通过梳理措施内容看出，上述措施的主旨是要增加日

本伤残者与健全者共同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2017 年日本 7~19

岁和 20 岁以上伤残者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活动的

人数比例分别为 29.6%、20.8%[15]24。而且，据该调查

显示，目前日本 7 岁以上伤残者在参加体育活动方面

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有 50%以上的伤残者对参加体育

活动不感兴趣[15]40。此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日本伤

残者普遍缺乏接触和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所致。例如，

据 2018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在日本全国

52 844 个公共体育设施中仅有 141 个设施可供伤残者

使用[16]。可见，目前日本并不能为伤残者提供充足的

接触和参加体育活动机会。基于上述原因，在考虑到

伤残者参加体育活动普遍需要健全者陪同的基础上，

《行动计划》针对伤残者群体部署的各项措施主要围

绕增加与健全者共同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展开。 

 

4  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4.1  强化政府完善法律法规的职能 

由《行动计划》的措施实施主体可以看出，目前

日本已形成多主体参与治理群众体育的格局。该格局

的形成，主要因为日本通过颁布《体育基本法》确立

国家、独立行政法人、地方政府、学校、体育社会组

织、民间企业经营者及其他相关者是推进体育事业发

展的责任主体，并确立“体育推进会议”制度(强化文

部科学省与其他行政机构合作的制度)和“体育审议

会”制度(强化多主体参与体育政策决策的制度)。由

此，自 2015 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定期召开“体育推

进会议”和“体育审议会”[17]。而且，据日本文部科

学省的调查显示，截至 2016 年已有 100%的都道府县

(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区)、47%的市区町村(日本最低

一级行政区)推行“体育推进会议”制度和“体育审议

会”制度[18]。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有效

促进多主体参与治理群众体育，“多主体合作共治”已

成为日本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治理机制。 

针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明确提出“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全民健身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体育场所”“探索

多元主体办赛机制”和“推进各级体育总会建设……

带动各级各类单项、行业和人群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等一系列的战略任务。可见，我国已将促进

多主体参与治理确定为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一项重要

举措。要切实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的战略

任务，离不开法律的有力保障。这是因为，在国家主

权范围内，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其实际效力较其他

社会规范更具有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19]。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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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在运用法律措施促进多主体参与全民健身治

理方面显然还处于滞后的状态。 

4.2  强化政府对重点群体的干预职能 

《行动计划》不仅针对日本全体国民部署措施，

还分别针对 5 个重点群体部署强化措施。而且，由日

本文部科学省实施的具体措施也可以看出，为推进群

众体育发展，近年日本政府对重点群体给予高度重视，

针对各重点群体均实施了强化措施。例如，近年日本

文部科学省针对伤残者群体实施“推进伤残者与健全

者共同参加休闲体育活动”“促进伤残者体育进社区”

“促进伤残者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援助伤残者

体育团体”等强化措施[20]。可见，“抓重点群体”是日

本政府治理群众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日本政府为

推进群众体育发展而实施的重要策略。 

精准施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和基本要求”[21]。由于涉及到全体民众，我

国政府在治理全民健身过程中应抓住重点群体。这样

有助于促进政府精准施策，能更好推进全民健身发展。

近年，伴随着我国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促进

重点群体参加体育活动日益获得重视。例如，《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开展。

制定实施青少年、妇女、老年人、农民、职业人群、

残疾人等群体的体质健康干预计划。”然而，目前我国

政府主要是将青少年列为全民健身的重点群体，而针

对老年人、伤残者、职工、农民、女性等群体部署的

措施还显然过少[22]。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

强化政府对重点群体的干预职能，针对各重点群体部

署具体的强化措施，以此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

从而推进全民健身发展。 

4.3  强化政府意识引导职能 

由于对体育的狭隘认识是导致诸多日本国民不喜

欢体育、参加体育活动频度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行

动计划》重点部署“体育意识改革”措施。而且，从

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的具体措施也可以看出，近年日

本政府高度重视意识改革对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

作用。例如，自 2018 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均

会开展“女性体育宣传活动”，且该活动的重要任务就

是引导日本女性树立“体育不只是竞争胜负或成绩优

劣的竞技活动，还包括步行、舞蹈等能愉快运动”的

认识[23]。可见，意识改革已成为日本政府治理群众体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日本政府为推进群众体育发展

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措施。 

为了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和全民健身的发

展，我国政府不仅应抓住重点群体，还应对症下药。

目前，我国也有较多民众狭隘地认为“参加体育活动

需要具备一定的运动技能”“体育就是竞争胜负或成绩

优劣的活动”，且这些狭隘的认识是制约其参加体育活

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据 2014—2015 年对福州市 18~44

岁居民的调查显示，有 59.9%的居民认为“运动技能水

平”是制约自己参加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重要原因[24]。

另外，据 2017 年对南京市不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大学生

开展的干预性实验表明，有 54.72%的受试者认为“讨

厌在运动场上不如别人的感觉”是制约自己积极参加

体育活动的重要原因[25]。可见，为实现精准施策，我

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意识改革措施，改变较多民众对

体育的狭隘认识。然而，从相关政策可以看出，目前

我国政府尚未将意识改革纳入到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

具体工作当中。因此，我国应强化政府的意识引导职

能，实施必要的意识改革措施，以此推进全民健身治

理现代化，从而推进全民健身发展。 

4.4  强化政府调查研究职能 

通过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行动计划》具体措施

的选取与确定主要是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的各项

调查研究。而且，从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的具体措施

也可以看出，近年日本政府为推进群众体育发展，对

调查研究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例如，目前日本文部科

学省围绕群众体育定期开展的全国性调查研究有“体

质•运动能力调查”“体育设施现状调查”“关于体育实

施状况的民意调查”和“全国体质•运动能力、运动习

惯等调查”等[26]。可见，调查研究已成为日本政府治

理群众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日本政府为保障群众

体育政策决策科学化水平而实施的重要措施。 

决策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调查研究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基础[27]。即，为推

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和全民健身的发展，我国政府

应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近年我国颁布的全民健

身政策也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例如，《全民健身

计划(2016—2020 年)》明确指出：“做好体育场地普查、

国民体质监测以及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分析，

结合卫生计生部门的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等，推进

全民健身科学决策。”然而，从执行的情况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政府围绕全民健身开展的全国性调查研究寥

寥无几，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借

鉴国外的经验，强化政府的调查研究职能，进一步加

强调查研究工作，以此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从

而推进全民健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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