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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要保持增长的势头，体育消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扩大内需的领域。调查居民体育消费行为，

分析其经济学影响因素，为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经济依据；为制订积极的体育消费措施、为使体育消费真

正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帮助居民树立合理的体育消费观念，指导居民运用经济

学理论进行合理的体育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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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s will keep impetus that increases，so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is the domain that needs inside the
most important enlargement. Investigate resident’s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action，and analyses its economical influ-
ence facto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basis of development providing of physical culture industry；The positive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measure provides theory basis in order to work out；to make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genuinely becoming
the strong lever that plays economy to develop，to the important theory basis；to help resident to set up the reasonable physi-
cal culture consumption concept，to guide resident using the economics theory to carry on the reasonable physical culture
consumptio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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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居民“体育消费”

的水平和进行体育消费的行为方式，涉及到体育资源的利用

和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

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实际上是在体育资

源有限的条件下，居民个人为在愉悦身心、增强体质等方面

获得最大效用或满足，对自己所拥有的体育资源进行配置和

利用的一种选择方式。经济要保持增长的势头，体育消费是

一个极其重要的内需领域。

以社会学、经济学、体育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指

导，按“八·五”规划有关精神，将全国各省市按地理环境、经

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内陆）、西部（偏远）3
个层次，在各层次内随机抽取若干省市（区）为调查地区，确

定所要抽取的城市，在所抽取的城市及乡镇中，由调查人员

按随机抽样原则抽取若干居民为调查对象。居民问卷共发

放 2 020 份，回收 1 961 份，有效问卷 1 551 份，问卷进行了信

度、效度检验。所有统计处理工作由计算机和统计专家用

SPSS 软件完成。

1 体育商品价格变动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

的。市场价格变化自动调节供给量和需求量，并促使价格均

衡移动。体育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也就是商品的供给量与

需求量相等时的价格。当体育商品价格和实际价格偏离均

衡价格时，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向均衡价格方向

移动。市场价格变化自动调节供给量和需求量的这种功能

就是通常所说的价格机制（price machnism）。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或者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从理

论上说，某种体育商品的价格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形

成的。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价格变动对居民体育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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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一般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价格变动影响居民体育消

费行为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第 1，若其他因素不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素质、科技

水平、体育偏好、消费偏好，预期的价格、其他相关体育商品

的价格、国家体育政策等），单就某种体育商品自身的价格变

动而言，价格上升，居民消费量会减少。同时还产生两方面

的连带效应。一方面，会引起这种体育商品的互补品消费的

减少；另一方面，会增加这种体育商品的替代品的消费。

第 2，若其他因素不变，某种体育商品价格下降，居民将

会增加对这种体育商品的购买量。此时，对这种体育商品的

互补品的消费量将随之增加，而对这种体育商品的替代品的

消费量将会减少。

第 3，不同的体育商品，当价格发生同一程度变化时，对

消费行为的影响不一样。不同体育商品的消费量对价格变

动反映的灵敏度是不同的。原因：一是体育商品的替代品的

数目和替代的相近程度不同；二是不同体育商品在居民家庭

预算中所占比例不同；三是体育商品的用途多寡不同。体育

需求弹性变化不同，体育消费行为相应变化。

第 4，体育商品的自身价格不变，其他因素变动，居民消

费行为也将发生变化。预期价格变动对该体育商品的当前

消费量也会产生影响。消费者偏好、习俗等不同，消费行为

也会有差别。科学技术、造型款式等对居民消费行为也有一

定的影响。体育商品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行为所产生的上

述影响，是一种大量的、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

生活中还可以看到“反价格行为”，越贵越买，越便宜越不买，

或少买。

此外，政府干预体育商品价格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也有

一定的影响。政府价格管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功

能的一种纠正或补充，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要以均衡价格为

基础，按价值规律办事，正确引导和积极鼓励居民的体育消

费行为。

2 收入水平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一般说来，居民体育消费主要是为了获得生理或是心理

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感称为效用（utility）。体育消费越多，总

的效用越大；体育消费越少，总效用越小。随着对某种体育

商品或服务消费数量的增加，这种满足感将越来越减弱。我

们采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来分析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时

发现，无差异曲线只是表示消费者主观上对多个不同体育商

品不同组合的偏好，以及各种组合给予居民相同满足的一条

曲线，但他到底能消费多少，在客观上还会受到收入以及体

育商品价格的制约。有的消费量大，有的消费量小，原因在

于他对消费各种体育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用的估计以及对

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收入变动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分多种情况。

第 1，若消费者偏好不变，体育商品的价格不变，居民体

育开支增加，对各种体育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量也会相应增

加；居民体育开支若下降，对各种体育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量

也会相应下降。收入消费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收入变动引

起对两种体育商品的消费量变动的轨道。

第 2，对不同的体育商品或服务而言，收入变动所引起

的消费量变动幅度不一样。可以用需求收入弹性来衡量某

种体育商品或服务对收入变动反映的灵敏度。就居民个人

来说，收入增加时对正常体育商品的需求量一般会扩大；收

入下降时，对正常体育商品的需求量则会缩小。而对假冒伪

劣体育商品的需求情况则呈相反方向的变化。

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不一样。是什么因

素制约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呢？

首先，居民家庭或个人的生活必需品费用是制约其体育开支

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居民个人获取收入的时间是制约

其体育开支的重要因素；第三，体育商品价格是制约居民体

育开支的又一重要因素；此外，疾病、意外事故、灾害等都会

影响居民的收入，从而影响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

3 政府体育支出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

政府体育支出来自于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多，用于体

育支出的部分越大；财政收入越少，用于体育支出的部分则

越小。政府体育支出在形式上可分为直接的体育支出和间

接的体育支出。不管哪种形式的政府体育支出都对居民体

育消费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实际上是在体育资源有限条件下，居

民在增强体质、愉悦身心方面获得最大效用或满足，对自己

所拥有的体育资源进行配置和利用的一种选择方式。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能自发地对资源进行配置，政府干

预对价格机制的缺陷起补充和调节作用。从静态的角度看，

当居民收入一定（或体育开支一定）时，其体育消费行为是由

购买的各种体育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价格之比这一

消费者均衡条件所决定的。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

移，居民的收入水平发生变化，受收入弹性的影响，对正常体

育商品的消费量将增加，对劣质体育商品的消费量减少。宏

观环境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政府体育支出的多

少是居民体育消费环境改善程度大小的主要因素。

（1）要处理好发展经济和发展体育之间的关系

发展经济和发展体育，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明确

了经济与体育这种相互关系，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应该对

体育特别是群众体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把“全民健身运动”作

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和环节，积极组织和引导

群众开展体育消费活动。

（2）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各项工作的动力。发展体育和发展经济一样，都离不开

改革。体育改革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如体育场馆的有偿

服务、若干竞技体育的俱乐部制度、多种所有制体育企业等

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新事物。今后，应按照“产权清

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体育场馆

和国有体育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他们成为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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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还要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

直接融资，充实体育场馆和体育企业的资本金。培育和发展

多元化投资主体，推动政企分开和转换经营机制；同时，要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体育的市场化进程。继续发展各

类体育市场，着重发展体育资本、运动员和教练人才、体育科

技等体育要素市场。建立和完善体育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

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体育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

则、加强市场管理，进一步发挥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政府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任

务是保持体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平衡，根据国民经济和

国际、国内体育发展的情况，对体育内部的结构进行调整。

调控的手段，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根据价格规律，

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干预，打击各种不良体育消费

行为。

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调动

体育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各种体育产品和进行优质服务

的积极性，从而也有利于居民体育行为的多样化。

（3）借鉴别国经验，大力推进社会办体育和体育产业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家体育支出有限的情况

下，支持和鼓励私人、集体、国有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办体

育，很有必要。私人、集体在全国各地创办的场馆、棋社等小

型体育企业，方便居民就近参加体育活动。对他们的赢利性

体育服务，工商部门和体育部门应协调监管，使其做到价格

合理、健康经营；大中型国有企业，除积极开展本单位的职工

体育活动外，其体育场和其他体育设施可以面向社会，从事

经营性体育服务，大力推进企业与竞技体育的联合，充分调

动企业办体育的积极性；对于观赏性强、影响大的竞技体育，

应采取承包和股份合作形式，组成若干体育经营实体。从运

动员的选拔培训、竞技比赛到国际交流，实行产供销一条龙

的产业化经营。通过他们自己的经营性体育服务，积累资

金，实现由体育养体育的良性循环。在这方面，应借鉴国外

的一些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特点，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体育产业化道路来。

不断推进体育的市场化改革，优化体育资源配置，随着

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多样化水平将会

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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