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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北省挖沟村为个案，调查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村落农民体育的影响：在北

京奥运会的影响下，村落农民的体育价值观向理性、多元化转变；体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体育

活动内容日渐丰富；体育活动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体育管理工作日臻完善。基于村落经济条件、

基层政府的重视程度等是影响北京奥运会作用于村落农民体育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加大村落经济

发展力度，降低媒体宣传重心，加速奥林匹克运动与村落农民体育的融合，采取多种有效路径与

方式来进一步扩大北京奥运会对村落农民体育影响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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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their research case on the Wagou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following 

effects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on village peasant sports in China: affected by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village peasants’ sports value views had become rational and diversified; their sports consumption levels were 

somewhat increased; their sports activity contents were enriched day after day; the degree of sports activity sys-

temat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sports management work was perfected day after day. Based on majo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on village peasant sports, such as villag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degree of concerning by fundamental government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

gestions: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conomy; shift the key job of media promotion to the village level; 

speed up the blend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with village peasant sports; take various effective measures and means 

to intensify the influence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on village peasant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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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计划，足见北京奥运会对我

国群众体育的推动效应。那么，作为群众体育最薄弱

的部分——村落农民体育是否也受到北京奥运会的影

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于北京奥运会召开

前(2007 年 1 月～2008 年 1 月)、后(2008 年 9 月～2009

年 9 月)重点对湖北省挖沟村村民的体育价值观、体育

行为、体育消费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样和入户调查(问卷

的内容和效度采用经验评价方法进行了检验，根据 8

位体育社会学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校正，共

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50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49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8.4%)。此外，依据区域经济梯

度转移理论，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

地带，并从这三大地带中，随机抽取了广东、浙江、

湖北、河南、陕西、广西等 6 省区的部分县、乡(镇)、

村分管或主管文体活动人员及符合体育人口条件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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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 200 份，其中管理人员

问卷 92 份，村民问卷 1 108 份，收回有效问卷 885 份，

其中管理人员问卷 92 份，村民问卷 793 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分别为 100%和 82.5%)。在对调查问卷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扩大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村落农民体育影

响力的建议。 

 

1  北京奥运会前、后我国村落农民体育的变迁 
1)村民体育价值观。 

村民的体育价值观可以从他们对体育功能认识得

到反映。从调查结果(见表 1)来看，北京奥运会召开前，

挖沟村民对体育功能的认识处于感性单一的认知水

平。除对“强身健体”功能认同度较高外，对体育的

其他功能的认同度偏低。而北京奥运会后，挖沟村村

民不仅对“强身健体”功能有很高的认同度，对体育

的其他功能的认同度也明显提高，说明北京奥运会的

成功举办，使挖沟村村民的体育价值观由感性、单一

化向理性、多元化转变。 

 

                     表 1  北京奥运会前、后挖沟村村民对体育功能的认识(多项选择)                    % 

奥运前后 强身健体 休闲娱乐 社会交往 调节身心 防治疾病 其他 

北京奥运前 62.7 19.4 23.5 16.8 14.6 40.9 

北京奥运后 73.4 54.3 62.5 64.7 50.4 48.5 

 

2)村民家庭体育消费情况。 

体育消费是指物质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消费者体

育需求的行为和过程，它包括了物质性消费和非物质

性消费[1-2]。调查结果(见表 2)显示，北京奥运会后，挖

沟村村民家庭人均年体育消费支出及其所占家庭人均

年收入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北京奥运会前，挖沟村村民体育消费水平较低，

且以物质性体育消费为主，参与性与观赏性等非物质

性体育消费偏低，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村里文体活动室、健身路径、文体娱乐场所等

公共文体设施匮乏；其二，村内报刊杂志销售点、有

线电视、广播等信息传播的渠道不畅，牵制了村民的

观赏服务类和信息类体育消费；其三，村内尚未进行

旅游资源开发。 

北京奥运会后，挖沟村村民虽仍以物质性体育消

费为主，但非物质性体育消费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在

北京奥运会的驱动下，挖沟村“两委”以村落农民体

育活动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板报、

标语、横幅、广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北京奥运会，

正因为北京奥运会激发了挖沟村基层干部对村落农民

体育高度重视的热情，挖沟村村民体育消费由物质性

体育消费向非物质性体育消费的过渡才得以推动，体

育消费水平也迈向了新的台阶。 

 

表 2  北京奥运会前、后挖沟村村民家庭体育消费水平及结构 

奥运前后 
家庭人均年体育 

消费额/元 

占家庭人均年收入的

比例/% 

实物性消费 

比例/% 

参与性消费 

比例/% 

观赏性消费

比例/% 

北京奥运前  62.56 0.94 87.4  9.5 3.1 

北京奥运后 108.57 1.33 72.5 21.2 6.3 

 

3)村民体育活动的内容。 

调查结果(见表 3)显示，在北京奥运会前，村落农

民体育活动的内容以简便易行的体育活动(散步、慢

跑、爬山等占 49.1%))和节庆民族民间体育(狮子舞、

舞龙灯、划龙舟等占 28.4%)为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掀起了全民健身的高潮，挖沟

村基层领导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着实强化了文

体事业的建设，修建了农民文体中心及相关配套体育

设施，为村民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设施。为响

应国家“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号召，挖沟村领导

班子，利用节假日，组织花鼓戏表演、舞狮等节庆民

族民间活动，并同时开展家庭篮球赛、乒乓球赛或羽

毛球赛等现代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体

育与艺术、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挖

沟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这可以从北京奥运会

后，挖沟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容日渐丰富的现状

中得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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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北京奥运会前、后挖沟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容                    % 

奥运前后 散步、慢跑、 
爬山等 

健美操、 
形体练习 

球类活动 
民族民间 
体育活动 

体育 
欣赏 

其他 

北京奥运前 49.1 2.6  7.8 28.4 3.5 8.6 

北京奥运后 22.4 9.5 29.3 25.0 8.6 5.2 

 

4)村民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村民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村落

农民体育的组织化程度。为此，仍以挖沟村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村民为对象，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后，

挖沟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

化，具体表现为：选择“个人自由活动”的村民所占

比例由 36.4%降至 22.8%，而选择“村里组织的活动”、

“小组(队)组织的活动”及“与家人一起活动”的村

民所占比例均有所增加，其中选择“村里组织的活动”

增幅最大，由原来的 3.2%陡增至 17.2%。这种变化一

方面说明了我国村落农民体育的组织化程度在基层政

府的重视下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给予

北京奥运会以极大关注与重视的立场和态度，正通过

不同传播渠道渗透到我国农村基层，并引领基层政府

积极参与到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中来。 

5)村民的体育管理工作情况。 

北京奥运会对挖沟村体育管理工作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促使了基层政府对体育管理工

作的重视。北京奥运举办前，挖沟村还是一个以农业

生产为主的普通行政村，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偏

向于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借北京奥运会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东风，挖沟村摆脱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

经济结构，建立了一个集“工业、农业、旅游业”于

一体的新农村示范村。基层政府的工作职能也由原来

的以经济职能为主转向以创建和谐的人居环境和乡村

社会环境为主。基层政府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

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清晰，并重点加强了农村基

层相对薄弱的精神文化建设力度。村落农民体育理所

当然地成为了挖沟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并愈来

愈受到挖沟村“两委”的青睐。第二，促进了农村基

层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使管理工作扎根于农

村基层。国家对北京奥运会的高度关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基层政府对农民体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北京

奥运会后，挖沟村所属镇加强了农村体育管理机构建

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衔接紧密的三级管理网络体系，

即仙桃市体育局——彭场镇文体站——村文化中心

户。正因为挖沟村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国家

对农村体育的各项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到基层。 

 

2  北京奥运会助推村落农民体育发展的有

效路径 
为探讨影响北京奥运会作用于村落农民体育的主

要因素，笔者甄选了 10 个因素，以符合体育人口标准

的村民和基层文体干部为目标群体，深入村落进行调

研。结果显示，村民与基层文体干部在村落经济条件、

基层政府对奥运会的重视程度、媒体对奥运会的宣传

和地域文化等 4 个方面共识程度较高，且均被列在前

4 位。因此要扩大北京奥运会对村落农民体育的影响，

可以围绕这 4 个方面寻找有效路径。 

2.1  发展村落经济，夯实村落农民体育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要是由生产力

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3]。据此，村落经济的发展直接

决定着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只有村落经济条件改善

了，北京奥运会对村落农民体育发展的助推作用才能

更有效地发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至今，中共中

央已连续发出了七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为农

村基层村落经济摆脱“病灶”提供了一剂良方，也为

北京奥运会后期，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2.2  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宣传北京奥运会遗产 

北京奥运会是短暂的，但却留下了一笔独一无二

的无形遗产，这笔无形遗产要想传承下去，惠及广大

的农民群众，就必须降低奥运宣传重心，通过明势、

顺势、借势、造势、运势等多种路径与方式来宣传北

京奥运会所遗留下的精神、文化和理念，以扩大北京

奥运会在我国基层村落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所谓“明

势”，就是要弄清北京奥运会所渲染的大众体育外部环

境之势，下移北京奥运会的宣传重心；所谓“顺势”，

就是要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之势，在全国范围内，特

别是农村基层，弘扬北京奥运会无形遗产中所蕴藏的

和谐精神；所谓“借势”，就是要借北京奥运会余热，

不遗余力地宣传北京奥运会的无形遗产，以便唱好北

京奥运会与村落农民体育二者良性互动后续效应之

戏；所谓“造势”，就是要高举“重在参与”、“精神寓

于运动”等无形遗产的大旗，开展“全民健身与奥运

同行”系列活动，要将北京奥运会的无形遗产宣传转

化为推动我国农村基层体育事业发展的驱动力。所谓

“运势”，就是要运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必由体育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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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体育精英化与大众化协调发展过渡之势，大力发展

包括村落农民体育在内的群众体育事业，使北京奥运

会的后奥运效应惠及更广大的基层农民。 

2.3  促进奥林匹克文化与村落农民体育文化的交融 

奥林匹克文化之所以在全球化中能占据主导地

位，主要应归因于奥林匹克文化在全球化中对其他民

族体育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吸收，甚至出现扶持民

族体育文化发展的现象[4]。这无疑启示我们，在北京后

奥运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村落农民体育文化要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因地制宜，

充分挖掘其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契合点，借北京奥运会

余热，通过强化奥林匹克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加快其在

我国基层村落的传播速度，使具有多元化特征的奥林匹

克文化与我国不同地域内的村落文化、习俗之间相互交

融，形成中西方文化交相辉映的新格局，让传播现代奥

林匹克文化的北京奥运会能够持续恒久地对我国村落

农民体育发挥促进效应。徐行言[5]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

后坦言：“交流与渗透是不可阻碍的文化趋势。”中西

文化如此，中西体育文化亦如此。据此，奥林匹克文

化与村落农民体育文化的交流与渗透已成为历史发展

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以养生文化为主旋律的村落

传统武术活动已深深扎根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的土壤

中，成为北京奥运会表演赛场上一道靓丽的民族风景

线。可见，无论是从北京奥运会对村落农民体育活动

影响理论解析中，还是从奥林匹克文化在全球化发展

进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无不启示我们，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与村落农民体育的和谐发展走相融互动、和

谐并进的道路，这无疑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村落农

民体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 

2.4  以“平民奥运”为指导思想，重视扶持村落农民

体育 

    “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

会的三大主题思想，而“平民奥运”是北京奥运会核

心主题思想“人文奥运”的题中之义。北京奥运会对

村落农民体育发展的推动亦是“平民奥运”思想在广

大农村地区的渗透。基层政府对体育的重视程度直接

关乎奥运思想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渗透，进而影响北京

奥运会对村落农民体育发展的作用。基层政府只有改

变观念，以“平民奥运”为指导思想，一改过去“说

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体育“不愿

作为”、甚至“不作为”现象，才能为奥运思想在农村

这片沃土上绽放打好基础。课题组从实地调查中真切

体会到，基层政府重视体育、管理体育、宣传体育、

积极开展体育工作，当地村落农民体育就开展得有声

有色；反之，基层政府不重视、不管理、不宣传、不

组织，当地村落农民体育就会异常冷清。因此，一方

面，基层政府干部要做好榜样，形成“喜爱体育、重

视体育、支持体育工作”的好局面。另一方面，基层

政府要借北京奥运会余热，行动上扶持村落农民体育

发展，把体育事业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建

立村级体育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健身指导室，配备热

心体育、精于业务的专职人员。此外，基层政府应给

予组织上保证，经费上支持，将体育工作纳入岗位目

标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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