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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心理学、预测学等多学科角度全面考察社会环境对 21 世纪体

育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影响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系统，它们对体育的影响程度排序为：经

济、消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结构、人口、社会文化、卫生等 9 个方面，从总体上把握体育发展与社会环境发

展的互动关系。其次，预测与 2010 年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研究与社会

环境互动作用下，体育事业运行与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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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 the affect of“Society Environment”to 21 century China phys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from many point of
view through sociology、economics、demology、psychology and so on. First，the system of“Society Environment”include：econ-
omy、consume、science and educate、polity、society frame、population、society culture and sanitation. Discuss the act of each
other an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21 century phys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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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0 年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做前瞻性整体研究，涉

及多学科知识。为了全面把握 2010 年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

状况，必须首先了解影响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的构成要素；

又必须了解“社会环境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1 世纪

前 10 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结构、社

会机制、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将对体育系统的管理与运

行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全面把握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社

会环境状况是研究的基础。

本研究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选用较为权威的资料，预

选出符合构建原则和层次要求的 10 项指标，采用了专家咨

询问卷、面谈、信函等方式对所构建的“社会环境系统”指标

进行认定。通过以下 9 个方面构建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

境系统”（以下简称“社会环境系统”）：（1）政治、法律制度；

（2）经济水平；（3）社会结构；（4）人口状况；（5）科教水平；（6）

居民消费结构、生活质量；（7）社会文化；（8）卫生事业；（9）社

会保障制度。这 9 个方面构成评价“社会环境系统”的一级

指标。就这 9 项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权重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对体育发展的贡献率最高（15. 5%），其

次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13.8%）、科教（12. 4%）、

政治（11. 3%）、社会结构（11. 2%）、人口（10. 4%）、文化（8.
6%）、卫生（8.2%）、社会保障（7.6%）。

在一级指标的认定、权重调查反馈的基础上，进行了各

项二级指标的认定与权重调查。二级指标根据专家们的认

定确定为 31 项，其权重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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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 4%、人均 GDP（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3. 2%、社会劳动生产力 2. 8%；居民消费结构、生活

质量：恩格尔系数 2. 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 2. 3%、

消费水平 2.2%、农民人均收入 1.8%、人均居住面积 1. 2%；

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投资水平 3. 5%、科技投资水平

3.5%、高等教育与中级教育和基础教育 3.0%；政治、法律制

度：政治制度 4.0%、外交政策 3. 5%、法律制度 2. 5%；社会

结构：城市化水平 2. 9%、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

重 2.8%、城乡差别 2.2%、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

比重 2.1%；人口规模、质量：平均预期寿命 2. 6%、老龄化程

度 2.4%、妇女就业与社会地位 1. 8%、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

的比重 1. 7%、人口总量 1. 5%；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社会文

化价值观 4.0%、传播媒体 3.6%、健康卫生价值观 2. 4%；卫

生事业发展水平：流行病及主要死亡致因 5. 5%、每千人口

医生数 4. 5%；社会次序与社会保障：失业率 2. 7%、通货膨

胀率 2.6%、社会保障覆盖面 2.5%、城乡贫困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 2.2%。

1 经济与体育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指标等经济指标与体育发

展的关系颇为密切，我们选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一步

分析发现：改革开发 20 年来，我国人均 GDP 的变化情况与体

育事业发展速度的二者呈同步增长关系。代表学校体育发

展水平的体育锻练标准达标人数，与各类经济指标均呈显著

性的相关关系；而代表竞技体育发展的等级运动员人数，与

经济指标的相关不明显。这一结果说明了竞技体育与社会

体育、学校体育的差异，学校体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更为

密切，学生体质水平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竞技体育与国民

经济指标不明显的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市场

化、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目前中国竞技体育的人才、资金等

方面还基本上是依赖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

优势力量发展竞技体育，是奥运争光计划的要求；而在社会

体育、学校体育等等方面加大市场化、产业化力度，则是全民

健身计划的需要。

根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建立的经济增长率模型，

中国 2001 年到 2010 年的年增长率在 8. 0% ～ 8. 7%，也有专

家认为，这 10 年的年增长率应在 7.0% ～ 8.0%。

到 2010 年，与体育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指标的状

况如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 11 708.0 元、农村 4 420.0 元；

人均 GDP 将达到 15 000 元，国家 GDP 总计 21 亿元人民币；

人均社会劳动生产力 9 974 元。

2010 年经济环境下中国体育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表

现在如下方面：

1）产业结构调整与体育发展的机遇。专家们预测，到

2010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将达到 12 :
46:42。体育产业属第三产业，加上体育事业的公益型特征，

发展体育产业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支持

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也能在就

业、基础建设等诸多方面为体育提供有力支撑，体育产业也

将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新的增长点。

2）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体育的发展。经济的市场化程

度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指标，它是对市场经济的定性和定量的

描述。一般认为，市场化在 0 ～ 15%为非市场经济，市场化

在 10% ～ 30%为弱市场经济，市场化在 30% ～ 50%为转轨中

期市场经济，市场化在 50% ～ 65%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市

场化在 65% ～ 80%为相对成熟市场经济。中国目前的经济

市场化程度为 45% 左 右，属 转 轨 中 期 市 场 经 济。预 计 到

2005 年，市场化程度将达到 65% ～ 70%，到 2010 年，转轨改

革的任务基本完成，市场化程度可达到 80%以上。按照目

前的发展趋势和 2010 年的经济环境，中国体育的发展需要

进一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群众的健身

需求，培育、发展、完善体育市场。

2 居民消费结构、生活质量与体育

2010 年与体育发展关系密切的国民消费结构、生活质

量状况预测：恩格尔系数 42. 4%，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 708
元，农民人均收入 4 420 元，消费水平 5 200 元（城镇7 500元、

农村 2 900 元），人均居住面积 32 m2。

首先，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将进一步增加居民用于体育消

费的比例。其次，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提高使

居民用于竞赛表演、健身、彩票等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再次，

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使体育旅游盛行、体育健身器材的销售火

爆、体育彩票的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

使健身器材进入家庭成为时尚。

1997 年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位于日常基本生

活消费之外重要消费支出的第 6 位，居于子女教育、电器、住

房、书报、高 档 服 装 之 后。1998 年，我 国 体 育 消 费 总 额 达

1 400亿元。

我国体育彩票发行 7 年来，市场十分火爆。2000 年我国

体育彩票超额完成 80 亿元的销售任务，突破了 90 亿大关。

2010 年中国体育彩票的发展，主要是突出“体育”品牌。如：

足球彩票、篮球彩票、排球彩票、乒乓球彩票等项目的“单项

体育彩票”；其次，是“竞猜型体育彩票”以及为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的举办而发行的“奥运特种彩票”等等。2010 年，我们

预计体育消费总额达 3 500 亿元。体育彩票的销售每年将

突破 50 亿元，其中足球彩票将占 1 / 3 的份额。

3 教育、科技发展水平与体育

改革开放 21 年来，教育经费和社会发展投资比例呈下

降趋势，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与国际比较，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比 120 个国家平均 5%约低 3 个百分点，大学生

入学率仅为国外平均的 1 / 4。

2010 年，应把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

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预算内教育经

费占 GDP 的比例应从目前 2%左右提高到教育发展纲要提

出的 4%以上。

2010 年与体育发展有关的教育科技指标的状况：

教育投资水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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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

科技投资水平———科技投入高于 GDP 增长幅度，使我

国 R&D 经费与 GDP 之比由目前的 0. 5%左右提高到 2.0%
～ 3.5%左右。

高等教育、中级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发展：2010 年青壮年

中的文盲下降到 1% 以下，基本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全国

95%人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本科在校生 1 000 万人左右，研

究生达 35 万人左右。

体育作为素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跨

世纪的人才培养的重点之一。

（1）体育教学发展目标：到 2010 年，我国受教育人口将

基本保持 3.5 ～ 4 亿的总体规模。在全国 90% ～ 95%的人口

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高

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可达到 60%以上，学生人数约有 3 400 万

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宽口径高等教育在校

生数可达到 1 653 万人。就基础教育来说，体育教学发展的

目标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体育 教 学 大 纲 的 比 率 应 达 到

90%以上；体育与健康课开课率，城乡平均达到 95%以上。

（2）体育师资队伍发展目标：到 2010 年，中等学校体育

教师在现有教师数量基础上，还需要增加约 8. 5 万名，才能

适应中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届时，初中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

应达到 85%，高中体育教师应达到 80%。

（3）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发展目标：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

的增加，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合格率会继续提高，接近国家规

定的要求。

（4）卫生保健发展目标：到 2010 年，学校体育健康环境

将大有改善，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有所

缩小。健康教育开课率均达到 90%以上，卫生保健人员配

备率达到 90%以上。

4 政治、法律与体育

2010 年的中国政治稳定，政府将依据《体育法》进一步

加强体育事业的管理和投入。因此，基于这一大的原则，政

治对体育影响的权重在我们构建的社会环境系统占第 4 位。

2010 年与体育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法律指标的状

况：政治制度稳定；外交政策进一步支持体育的发展；《体育

法》将更加完善和深入人心。

社会学专家们认为：2010 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和适应的过

程。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应是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发展，更

加重视社会公正、公平和效率。

5 社会结构与体育

2010 年影响体育发展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指标主要有：

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乡差别、

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等几个方面。

2010 年社会结构状况：城市化水平 50. 8%，第三产业产

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53.2%，城乡差别收入差达 2. 85 倍，

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37.2%。

1978 年，我国的城市数量为 193 个，1999 年增至 668 个，

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17. 92%上升至

1999 年的 30.2%，2010 年我国的城市数量将达到 1 000 个以

上，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45%，达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

平均水平。截至 1999 年底，我国小城镇已达 55 000 个，其中

建制镇 19 630 个，迅速发展的小城镇创造了全国大约 1 / 4 的

GDP。事实上，我国目前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

高。按照国际通用的地域划分原则，考虑到我国没有建立起

固定的人口普查小区概念，因此现实的城镇人口应以集中分

布在城镇建成区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为基数，加上：1）定居在

城市近郊、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部分农

业人口；2）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各级城镇，长期从事非农业经

济活动的部分农业人口。按照大多数国家的划分标准，这两

部分人口应视为城镇人口，但在我国目前仍被排除在城镇人

口统计之外。前者按国际通用的占总量的 25%左右计，则

约为 0.97 亿人；后者采用较保守的估计，按目前全国跨省流

动农民工总量 0.8 亿人的 65%计，则为 0. 52 亿人。如果加

上这两部分，1998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实际应为 35. 8%左右。

以其作为基数进行预测，则我国 2010 年的城市化水平至少

将达到 50%以上。因此 2010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45% ～ 50%左右。

国外大众体育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 45%
～ 50%的时候，国民的体育参与需求、体育消费都将得到快

速提高。1930 年美国城市化水平为 50%，在这前后的几年

里，美国国民的体育参与率提高迅猛，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

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许多重要的体育组织都是这一时

期建立和发展的，职业体育也在这一时期打下牢固的基础。

因此 2010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群

众体育的发展。

1999 年，世界体育产业年产值达 4 000 多亿美元。全球

体育产业销售额达 1 500 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 40%，美国

占 50%，亚洲等其他地区仅占 10%。我国体育用品业估计

年销售额为三四百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体育用品业还只是

世界的一个零头。在中国的体育产品中，鞋类生产的数量和

质量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服装类因为面料、款式原因处

在中等水平；大众健身器材比较落后，但近年来发展较快；最

差的要数体育专用器械，许多领域都是空白。这也为 2010
年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6 人口规模、质量与体育

平均预期寿命 74 岁，老龄化程度 8.95%，每万人中大学

生人数 33.6 人，人口总量 14.1 亿人。

权威专家的政策分析认为，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到 2010
年基本不会改变。根据中科院人口研究所战捷的研究，2000
年到 2010 年中国将经历一个人口急剧老化的过程。总和生

育率的降低，造成少儿人口的比重迅速减少，对体育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人口总数、自然增长率对体育的影响。2010 年中国

将有 14 亿左右的人口，6.65‰的增长率，人口增长的惯性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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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减小，人均的体育经费、体育条件虽然仍是较低水平，但将

有较大改善。

（2）人口老年化对体育的影响。2010 年，将有 8. 30%的

老年人口，老年抚养比达到 11.82%，而且老年化程度还会逐

年递增到 2050 年 35%左右的老龄化高峰。从提高老年人体

质水平、生活质量、增进健康的高度，甚至从简单的“减少医

疗开支”的角度，体育运动必将受到重视。与今天的老年人

相比，2010 年的老年人受教育的水平更高，大多具有体育活

动的体验和一定的体育意识，加上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因素，

老年人一方面作为体育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作为体育宣传

的载体，都将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普及。

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减少了基层体育教师、教练员的

就业机会。2010 年，体育的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老年

体育将占有更大的比重，对业余体育辅导员制度的推广和社

会体育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隐性失业率与发展体育产业。中国有限的资源难以

满足人口总量的不断增加，2010 年的劳动力供需仍处于不

平衡的状态，16.93%的隐性失业率也将成为政府的一项难

题。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发展体育产业不仅有利于国民

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从目前国家

发展第三产业的种种做法来看，2010 年的体育产业将成为

提供就业机会、解决隐性失业的重要措施之一。

7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与体育

社会文化价值观：2010 年将更加重视健康、全面的精神

文化生活。体育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播媒体：2010 年电视人口覆盖率为 95%。2010 年全

国群众体育将实现网络化管理，群众体育的有关文件及数据

资料将实现网上传输；将建成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全国数据

库网络化管理系统，使得政府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情况的监

控达到较高水平。同时身体机能的评价与评估、锻炼方法的

咨询、体质测试也将实现网络化管理。

健康卫生价值观：2010 年将有 55% ～ 60%的人口每周

参加 1 次以上的体育活动，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体育活动的人

口将达到 40%以上。

8 卫生事业与体育

2010 年与体育发展相关的指标预测：

流行病及主要死亡致因：精神病将成为 2010 年的流行

病。精神分裂症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增加是全世界共有

的特征，现代工业化使人们的精神负担加重，所以引发精神

疾病。因此，2010 年应关注成年人中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

患者。2010 年，针对老年痴呆症和老年抑郁症的疾病也要

高度关注。体育的健身、娱乐和保健功能将是新世纪流行病

的良好保健及治疗手段。

2010 年每千人口医生数为 3 ～ 4 名，在这样的医疗状况

下，体育的保健和康复功能将占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 社会次序、社会保障与体育

2010 年与体育发展相关指标的预测：失业率 4. 0%；通

货膨胀率 5.2%；社会保障覆盖面 60%；城乡贫困人口占总

人口比例 3% ～ 4%。

根据魏礼群的预测，2010 年失业率将达到 4%。体育在

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可

以提供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1988 年汉城奥运会给韩国创

造了 3.4 万个就业岗位，从申办成功到赛事正式开始，共增

加了 76 万个就业机会。到 1999 年，悉尼奥运会筹备已给当

地提供了 15 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北京举办 2008 年奥运会，

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中国总人口计算，直接或间接参

与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就业机会将达到 100 万人左右。

2010 年体育保险基金将广泛被接受，在竞技体育领域、

体育健身、娱乐、体育旅游等等领域具有较广的覆盖面。

10 结论

（1）2010 年影响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系统包括：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社会结构、人口和卫生、社会保障等等

领域。其中，经济对体育发展的贡献率最高，占 15. 5%，其

次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13. 8%）、科教（12. 4%）、

政治（11. 3%）、社 会 结 构（11. 2%）、人 口（10. 4%）、文 化

（8.6%）、卫生（8.2%）、社会保障（7.6%）等。

（2）政策是影响体育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经

济水平是影响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本质上经济水平受相

应的经济政策影响，经济水平的波动程度对体育的影响不容

忽视；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教育水平直接影响体育发展；发

展体育产业有利于体育发展，而狭义的“体育产业化”将阻碍

体育发展；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开放程度是影响国民体质水平

的重要因素。

（3）影响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巨系

统，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全面地描述其与体育

的关系及影响程度。从体育自身的协调发展来讲，21 世纪

中国体育的发展战略是：继续增加对全民健身的政策支持与

经费投入，发展体育产业、提高体育社会化程度；切实贯彻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使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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