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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州市区不同年龄层次的职业女性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她们体育行为、体育态度的研究，了

解广州市区职业女性体育现实的基本情况。指出了目前广州市区职业女性体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探求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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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was conducted in paper inquiry version aiming at career women who are in various ages in Guangzhou
city，which suppose to get the rough data in PE through their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owards PE. Based on the data，it tries
to analyze the merits having achieved and the problems-to-be solved as well，probe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which influence and re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PE in Guangzhou Citys’career women，together with some sound proposals
or suggestions.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c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city’s PE from both sex，differential
profession and age，furnishes references for the PE growing of Guangzhou Citys’career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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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一半，女性体育是我国体育整

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性的体育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

事业整体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妇女体育的很好开展，我

们正在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其目标。作

为改革前沿阵地的广州市，市场繁荣，职业女性与日俱增，对

其体育行为与态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广州市 8 区（天河区、白云区、东山区、黄埔区、

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芳村区）20 岁以上的职业女性为对

象，用问卷调查了解有关的情况，共发放问卷 550，回收有效

问卷 520 份，有效回收率达 94.5%。

1 调查结果

1.1 基本情况

（1）家庭人口：单身女性占 14. 0%，2 口之家占 43. 7%，2
口以上家庭占 36. 5%。包括一部分单亲家庭在内，两口之

家的比例高出两口以上家庭 1.4 个百分点，体现出一种小型

化的现代城市家庭特点。

（2）家庭经济：按调查所列款项，收入在 1 000 元及 1 000
元以下的占 19.4%，收入在 3 000 元以上的占 17. 7%，1 001

元到 2 000 元与 2 001 元到 3 000 元分别占 36.7%与 26.2%。

除去收入高于 3 000 元与低于 1 000 元的收入人数，中等收

入占到 62. 9%。经济收入以中等收入为主，这也符合广州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3 967 元的现状，基本反映了

广州市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3）健康状况与年龄构成：14. 0%的职业女性认为自己

非常健康，认为自己健康的占 66. 3%，选择自己不太健康的

有 18.1%，非常虚弱的有 1.3%。

在被调查者中，35 岁以下的占 73. 2%，35 ～ 40 岁的占

12.0%，41 ～ 50 岁的占 11.0%，40 岁以下总共有 84. 8%，51
岁以上的仅有 3. 9%。按有关年青人比例划分原则，很明

显，广州市职业女性的构成是以青年人为主体。

从以上两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占 80. 4%健康与非常

健康的人来自于占 84.8%的 40 岁以下人口，即有 84. 8%年

龄在 40 岁以下的人，却只有 80.4%的人有相当健康的状况。

所以说，把年龄与健康状况比较，健康状况显得差了一点。

（4）家庭拥有的体育器材：在对“您的家庭是否拥有体育

器材”一项的回答中，有与无的比例是 2. 9 : 1，即有 1 / 3 的家

庭拥有不同类型的体育器材。在对体育健身器材名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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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她们已不局限于一付球拍或一件运动衣。83. 2%的被

调查者所拥有的运动器械是健身器、健美骑士、跳舞毯等。

（5）家务劳动时间：有 41. 2%的人家务劳动时间每天不

满 1 h，其次是 1 ～ 2 h 的占 36%，而 2 ～ 3 h 的仅占 13.5%，3 h
以上的占 9.4%，家务劳动时间 2 h 以内的占 77.2%。

（6）职业女性日均闲暇时间：每天有 7 h 闲暇时间的人

占 6%，而这样的人群每天只需工作 7 h，另外 61%的人每天

有 6 h 的闲暇时间，占所调查结果的首位，有 11%、9%、5%、

8%的人分别具有的闲暇时间是 5、4、3h 与不确定时间。

1 .2 职业女性体育行为

（1）参与体育活动的频度：每天能参与的有 7. 9%，每周

2 次的有 9.8%，每周 1 次的有 13.5%，每月一次的有 4.6%；

无规律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占所有被调查人数的 56. 0%，

还有 8.3%的人从来都不运动。按我国对体育人口的 3 条标

准来衡量，这个统计结果的体育人口还不到 17. 7%，其中还

没有对锻炼强度做具体要求，否则，这个比例可能会更低。

从 56%的无规律参加体育活动群体可见，广州市区职业女

性绝大部分属于体育的无规律群体。

每次活动时间：有 20. 2%的人每次活动时间低于成为

体育人口所需的最短时间（30 min /次），45.0%的人每次能让

活动时间维持在 30 min，34.8%的人每次活动时间在 1 h，每

次的活动时间在 30 min 以上的人有 79. 8%，每次活动时间

在 15 min 左右的人占 20.2%。

（2）参与体育活动的空间选择：在健身中心或俱乐部锻

炼的人数占 36.7%；在不收费或低收费场所，如公园或道旁

锻炼身体的有 30.4%；在家里进行锻炼的占 25. 8%，其中包

括具备现成的锻炼场所的高校教师在内，纯粹在单位健身的

只有 7.1%。

（3）对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有 56.7%的人选择散步，其

次是羽毛球，占 16.7%，健身跑占 9%，健身操这种看似更适

合职业女性的体育活动项目仅占 6. 2%，游泳占 3%，气功与

太极拳占 2. 5%，三大球占 2%，保龄球与高尔夫球鲜有选

择。在项目选择上主要集中在一些对场地、设备、距离要求

都比较低的项目。

（4）对体育活动的投资：每月在 10 元以下的占 39. 8%，

10 元以上 20 元以下的占 16. 9%，20 元以上到 50 元的占

22.3%，月体育投资在 10 元以上到 50 元以下的占 79%，51
元 /月到 100 元 /月有 13.8%，101 元 /月以上的 6.9%。

（5）中断体育活动的时间：有 43. 1%的人在毕业以后中

止了体育，13.5%的人在结婚后中止体育，有 17. 8%的人生

子后中止体育，生病后中止的占 10. 3%，另外 15. 7%的人不

确定时间中止了体育锻炼。

（6）体育行为的归属群：有 37.1%的人与朋友一起锻炼，

其次与同事在一起活动的有 26. 5%，与爱人或孩子这种以

家庭为单位进行体育活动的总共占 18. 1%，独自参加活动

的有 18.1%，有伙伴相陪活动的累积占 81.9%。

1 .3 职业女性的体育态度

（1）体育锻炼的目的：以健身与健美为体育活动目的的

人数占 39.9%；以娱乐身心为目的有 31. 8%；减肥与治病保

健并列各占 10.5%；社交与工作需要占 7. 3%。在对体育活

动的价值取向与功能认识上呈现多元化特点，但增强体质还

是主流，其次是娱乐身心、缓解身心紧张等。

（2）对体育地位及作用的认识：加强营养、注意饮食的人

占 58.8%，选择保证好的休息占 26. 5%，这两项累积百分比

已达 85.3%。另外 9. 7%的人选择看医生作为维护自己健

康的手段，剩下 5%的人选择定期锻炼，排在末位。体育在

健康维护中的位置还不及加强营养、注意饮食与保证好的休

息这些内容。

（3）休闲方式与体育行为：在被调查人群中，看电视、电

影的占 56.9%，听音乐占 18.5%，体育活动仅为 5. 2%，还不

及跳舞的 5.6%，有 3.8%的人以打麻将、扑克作为自己喜欢

的休闲方式，剩余 10%的人用郊游、旅行作为自己的休闲生

活选择。如果除去跳舞与体育活动、郊游等 3 项内容，职业

女性休闲生活的 86. 2%的内容由处于静态、不用或少投资

的内容所占据。休闲生活很单调，而运动休闲更少。

（4）双 休 日 生 活：44. 2% 的 人 要 搞 家 务，上 街 购 物 占

29.5%，其次是上课或进修占 10. 3%，与休息并列第 3，郊游

占 3.2%，参加体育运动占 2.5%。

2 分析与讨论

2 .1 广州市区职业女性体育的优势

第 1，去健身中心或俱乐部参与体育运动的人较多。在

单位健身已不再是首选，自己花钱买健康的趋势较明显；第

2，虽然参与体育的比例不高，但参与者在运动时间上高于或

接近体育人口所要求的标准；第 3，在体育器械的投资上较

其它地区高。

2 .2 广州市区职业女性体育存在的问题

（1）参与体育活动形式单调。在项目的选择上，56. 7%
的职业女性把散步作为首选。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运动俱

乐部或健美中心会员的入会费是 600 元 /人以上，会员一次

的活动费用最低是 10 元，其中不包括饮料费、交通费、服装

费等。而非会员一次健美操的最低收费平均是 15 元 /次。

费用的要求使大多数人不敢问津。

（2）对体育活动的认识肤浅。在对自身健康的维护中，

广州市区职业女性还没有脱离采用加强饮食与保障休养的

老方法。某种程度来说，她们认为体育只是一些不会即刻见

效的生物效果，根本没有理解与体会到体育在积极地维护自

身的健康之外还有其它更深远的意义。

（3）缺乏体育知识与能力。无论是散步作为首选，还是

毕业后停止体育的高比例，一个不容否定的原因是广州市区

职业女性不会体育，没有自我体育的知识，也没有体育的能

力与意识甚至习惯，不会独立进行体育活动。

（4）供参与者利用的场所短缺。在对“影响您参与体育

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题的回答中，没有场地、场地太

远、场地人多拥挤、场地收费偏高的回答高达 25. 3%，高于

孩子小、家务重的 17.9%。

2 .3 存在问题的原因

（1）消费方式与传统观念对职业女性体育的影响。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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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职业女性来说，“花钱买运动”还没有被她们所普遍认可，

同时，传统观念还影响职业女性体育行为。

（2）学校体育的不足对职业女性体育的制约。毕业后中

止体育的高达 43. 1%，远远高于其它因素引起的中止体育

锻炼，这某种程度是学校体育的不足引起的。

（3）国家体育政策事实上的务虚性。《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体

育的重视，是我国体育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进步。但事实

来看条例内容空泛，很少有关女性等特殊群体体育在诸如资

金分配的比例、数目及活动内容的保障上的参考性规定。

（4）多重角色的阻力作用。中国职业女性，肩负着丈夫、

孩子和职业的三重角色，属于她们自己的时间很少，使“钱 +
闲 + 体育观念 = 体育参与”的第二个因素直接减少，参与体

育的可能性自然减少。

（5）大众传媒的导向偏失。体育类节目及书刊中，铺天

盖地是“腕”级人物或“灿烂群星”，这种媒体效应的结果使体

育远离普通人生活。

（6）职业场所的利益追求及对体育的忽视。经济改革使

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模式逐步被打破，在广州这样开放较早的

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门类繁多，但对体育的投资还没有摆

脱依靠政府投资、体育以社会福利形式存在的形态。只有

7.1%的人在单位锻炼身体，可见职业场所在注重利益的同

时，并没有为职工体育做多少投资。

3 对策

（1）对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合理化诱导。健身活动是生活

质量高低的一个指标，广州市作为广东经济、文化与政治中

心，在小康水平的前提下，在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考虑中，

必然要有有关人体健康的指数，这个指数不仅限于提高医疗

卫生条件，一种主动的、前瞻性的对健康的提高与保护方式

应该是体育。所以相关部门有必要适时地做一些导向工作。

（2）加强女性体育研究。女性体育关系到生产力的发

展、关系到下一代人的体质，甚至关系到家庭质量，以及社会

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加强对妇女体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

关心女性的社会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环节。

（3）场地设施的多元利用与开发。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

广州市区寸土寸金，因此利用学校体育场所进行社会体育，

是一种很好的构想。另一方面，社区体育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一样要加强。不仅是旧社区，加强新开发社区的“运动社区”

研究是很好的办法。

（4）提高妇女地位来促进女性体育的发展。

1）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在体育人口研究的影响因素

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在对本调查所取样本的

统计处理中，有关学历与体育参与频度相关性检验中，相关

系数达 0.63，说明了这两个因素之间有显著相关。所以要

提高职业女性的体育同样要加强她们的教育水平。

2）提高家庭质量，促动职业女性体育：在对“如果您家里

有老人或小孩，所以必须有一个人不能出去活动，那么通常

是您 还 是 您 丈 夫 留 在 家 里（已 婚 者 回 答）”的 统 计 中，有

67.3%的女性选择的是自己。经济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

家庭生活中还没有摆脱“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传统观念。

职业女性应该是用已有的工作取代家务劳动，把职业女性从

工作及家务的双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职业女性才

会有时间、精力从事其它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5）制定职业女性体育评价的专项指标体系。职业女性

的年龄特点、身份与角色决定了她们的健康状况对整个社会

的发展很重要，因此探索制定有关“职业女性体育指标体系”

的内容，将有助于职业女性体育由可操作层面向前发展。

（6）开展正面的集体性活动促进女性体育发展。体育本

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社会鼓动效应，因此开展一些

宣传性的活动将有助于扩大社会效应。职业女性体育在整

个体育事业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有必要开展一些标志

性的，类似“妇女运动会”的活动，以响亮的口号与鲜明的形

象推动妇女体育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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