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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ing the current community-based sports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1)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ports organizations form is single; sport governance is not developed well; legal
environment of sports management is poor; 2) service management: sports service lacks management personnel; supply of sports infrastructure is insufficient with funding shortages; sports
information service needs improvement; 3) cultural management: sports activities are monotonous;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not active to participate. Therefo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ommunity-based sports should be further supported, which are run by the local with official aid and
in the form of self-autonomy; the synergy of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unding facilities, and sports
guidance system elements should be maximized; diversified services of community-based sports
should be enriched through a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to promot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sports healthily and 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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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我国目前社区体育管理机制，发现其存在着诸多问题：1) 组织管理方面：
体育组织形式单一，体育治理发育不良，体育管理法制环境不佳；2) 服务管理方面：体育服务管理人才
缺乏、体育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经费紧缺，体育信息服务亟待完善；3) 文化管理方面：体育活动内容单
调，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因此研究认为：应当进一步支持发展体育社区治理，实行民办官助、
自营自治的组织管理形式；充分发挥法规政策、资金设施、体育指导等系统要素的协同效应；丰富社区
体育多元化服务内容，贯穿“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以其推进社区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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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深化发展，社区体育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和社区文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区文化服务和大众体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我
国社区体育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是社区体育管理尚处在不尽完善的阶段，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
相应的理论指导，这更是阻碍了我国社区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及社区体育管理的进一步开展。本文旨在
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分析我国社区体育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社
区体育的新型管理机制，以期为促进我国社区体育管理的实践进展、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
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2. “社区体育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2.1. “社区”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社区”(Community)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首先出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中。通常认为：
“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性联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社会群体以及活动区域。也有人
强调‘共同体’这一人群要素，认为社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1]“社区”
通常包括四个基本涵义：首先，社区必须占据一定的区域，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例如，在北京
这个地理区域上就同时并存着城市社区、乡村社区、工业社区、文化社区等等。其次，社区的存在总离
不开一定的人群。人口的数量、集散疏离程度以及人口素质等，都是考察社区人群的重要方面。第三，
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某些共同利益、共同的需要而结合起来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人类群体。第四，
社区中人们的各种非生产性的社会活动及其社区人彼此互动关系是社区的核心内容。与“社会”相比，
社区更加强调共同的亚文化和共同的社区意识；更加重视社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结合；社区中的各种关
系比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社区的功能具有更为明确和专门化的特征。

2.2. 治理理论的内涵解析
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是在全球化对公共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诞生的。其中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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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治理理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产生于八十年代晚期的“公司治理”思想。截
至上世纪九零年代，有学者已经把各种不同的治理理论概念整合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公共治理”理论，
该理论把单独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与行政网络关联在一起，通常囊括了公共管理部门的各个主要层级。
治理的属性大致概括如下：“1)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2) 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化。3) 主体间权力的互
相依赖性和互动性。4) 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5) 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2]俞可平
教授指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
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3]因
此治理是一种强调民主、合作、多元、非意识形态的公共管理体制，它需要制度与规则等具有强制性的
外部控制效应，也需要非正式制度性规范等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内部控制。
治理的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法和最终目标是治理理论主要维度，治理主体除包括政府性行政组
织外，还包括民间的社区组织、非营利性的团体、各级各类行业协会、科研及学术团体、各级社会公共
组织和组织个体等；治理对象指的是在所涉及的具体事务和活动，管理手段上除采取强制手段外，更看
重各机构之间的民主平等互惠合作；目标是适当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行为，以最大限度增进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4]。
当前，我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仍然采取过去老旧的行政化管理方式，存在管理效率低、社会化程
度不高、法制化程度低等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区体育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的要求，
首先应注重公共服务中主体多元化的特性，着力发展社区体育的社团组织；将市场竞争机制恰当引入公
共管理领域，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从而打破政府资源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垄断；政府可从直接的
服务提供中撤离，采取终端掌舵的方式协助构建一个具有公开化、透明化、灵活化、高效化、法治化和
廉洁化的服务性体育社区管理部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中的行为主体在民主、
协商基础上，通过相互的沟通协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以最终达到‘善治’的动态过程；社区治理因
其内在的合作性、参与性、有序性等特征往往被当作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有效工具”[5]。

2.3. 社区体育治理的界定及其特征
目前，与“社区体育治理”这一表述较为接近的概念有自发性的社区体育群体、非正式的社区体育
群体、大众体育活动区、自发性社区体育团体、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等。结合上
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社区体育治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由具有共同体育兴趣、爱好的居民自发形成、
自主管理的非正式的群众体育活动组织。
当前我国社区体育治理有以下基本特征：从形成的基础看，是以社区居民共同的体育爱好为纽带自
发建立的；从成员结构上看，以中老年人群、退休下岗人群为主要成员，其中女性居多；从活动组织方
式上看，都有核心人物，主要依靠自身的号召力、凝聚力、责任感、奉献精神、社交能力在群体中树立
威信，起着榜样、领导、协调、的作用；从群体控制方式上看，依赖于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和浓厚感情
来维系；从活动内容上看，民族传统体育、舞蹈是主要的健身手段；从活动场地来看，主要有公园、
广场等社区公共场所；从活动时间上看，主要利用非工作时间，如早晨、傍晚、周末或双休日进行锻
炼。

3. 我国社区体育管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区体育管理的内容总的来讲可以概括为“四性”工作，即地域性、社团性、大众性、公益性事务。
如果按照社区体育管理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主要可分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社区体育服务管理、社区
体育文化管理等层面。

48

基于治理理论的社区体育管理机制探析

3.1. 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层面的问题
首先，社区体育组织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形式单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形成具有网络化体系的社
区体育组织管理形式，其中各类项目、不同群体的体育协会、俱乐部及晨练和晚练的活动站远未完善；
正式性和规范性的社区体育组织与非正式自发性的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缺乏网络联系，不具有与上级或同
级组织的联系，因而常常得不到足够的组织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区体育基层组织长期处于一
种相对孤立的状态。
其次，社区体育治理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我国现有的体育组织大都有政府举办，体育社团也多
具有“官办”特色，对政府的依附性强、缺乏独立性，加上其自身制度建设的不足、外部法制建设的欠
缺、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社区体育治理对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力度弱，社会性严重缺失，从而
影响了其作为治理的功能发挥。
第三，社区体育法治环境亟待改善。比较典型的问题如：社区体育的运行资金和体育设施缺乏相应
的管理法规或存在严重法律真空和漏洞，这就使有限的社区体育资源很难在有控制和高效率的基础上发
挥最大公共效益；有些社区的体育档案管理工作缺乏规范性，广泛存在着有活动无载录的问题；此外，
制度化建设迟缓社区体育管理服务的结构性问题，社区体育领域无法可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现象
也很常见。

3.2. 社区体育服务管理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事社区体育服务的相应人才匮乏。我国目前多数社区居民委员会未设有专门的社区事业干
部，更没有专职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其中，社区行政干部成员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研究的专门性人才
很少，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具备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应有的理论知识、工作经验和科学有效的统筹方法，更
加缺乏社区体育活动的整体规划思想和社区体育活动的策略研究，多数处于想到就做，想到哪里做到哪
里的随意状态。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从拥有数量和比率上看，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比率为
每 8548 人比 1，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人均拥有体育社会指导员为 2904:1；而占全国总人口数 80%的农村
人口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比率仅为 7.08% [6]。而根据另一份调查，约有 70%的群众认为应在在每个社
区居委会应至少配备 1 名、每个街道社区应配备 2~4 名专、兼职负责体育管理工作的服务人员，调查的
62%的人认为每千人中至少应设立 5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每个体育活动点应有 1~2 名体育指导员[7]。与
之相较而言，我国目前从事社区体育服务的专、兼职人才远远滞后于社区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和期待。
其次，社区体育基本设施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活动需求。由于举国体制长期占
有的主导地位，大众健身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其直接导致社区体育设施数量严重不足、质量普遍较低。另外，由于社区自身面积的限制和商业活动的
加剧，人们生活居住的小区中体育健身场地被任意挤占作为商业场所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这对于原本数
量就捉襟见肘的体育设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在城区规划、体制等问题的历史欠账太多，许多老
城区的社区缺乏足够的体育设施发展空间，城市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在结构层面上严重限制了社区体
育设施的大规模兴建。根据一项研究统计表明：“北京市的 8 个近郊区 63.5%的街道办事处没有体育场
地设施，其余 36.5%的街道办事处只具备乒乓球室、棋牌室、门球场等小型场地，75%以上的居民对本小
区的文体设施‘不满意’或‘极不满意’，74%的居民认为设施严重不足、面积狭窄、设施陈旧。而上
海市人均仅有 0.1 m2 的体育场地，城区街道社区有场地者少之又少。”[8]
再者，社区体育服务经费紧缺。统计显示：“北京市 76%的社区体育活动经费来源为社区成员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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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费，另有 26%的体育社区经费问题由挂靠单位或以其他方式解决。有研究者对武汉市体育社区的一
项调查表明，影响社区体育发展的原因中有 16.50%是活动经费问题。”[9]
第四，社区体育信息服务不足。目前一些社区内缺乏信息宣传的有效途径和工具，居民获取体育信
息的渠道狭窄，获取方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贫乏，并且先进的信息传播方式在社区居民群中的覆盖面
较窄。由于大部分社区都采用封闭式管理，社区之间的体育爱好者就不能在一起进行活动和交流，这不
利于社区体育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区健康、稳定、全面的发展。

3.3. 社区体育文化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是社区体育活动内容单调。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活动项目主要以拳操类、舞蹈类和棋牌类为主，这
类体育活动的主要特点是非竞技性、保健性、表演性、时间自由性、对场地要求不高等，因此受到社区
人们的普遍欢迎，但这些活动主要适合于社区中的老年居民健身和保健的要求，却难以满足各年龄层次
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二是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在许多社区居民中，由于旧的体育管理体制的长期限制，部分居
民的意识形态仍旧存在一定的封闭、落后、保守倾向，这一群体接受新事物观念普遍比较淡薄，并且主
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主观意识不强。个别比较保守和传统的人甚至还认为，多从事生产劳动同样可以
达成强身健体的效果，没有必要专门从事体育锻炼。

4. 基于治理理论的社区体育管理机制创新
4.1. 支持发展体育社区治理，实行民办官助、自营自治的组织管理形式
结合我国国情，行政主管部门现阶段应对社区体育治理的发展应给予充分的政策保障、和部分资金
援助。相应的行政部门可以将市区(街道)内的公共体育设施以委托代理的形式使其具备自主经营的能力，
实行民办官助；社区体育治理的建立应当依托地方政府和各级体育管理机构的行政资源，共同参与、共
同建设——地方政府可依托街道办事的群众基础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治理管理和监督体制，体育管理
机构的设立主要通过市区两级体育局群体处负责治理和指导工作，街道办事处则负责成立社区体育治理
指导中心，并由该中心负责指导治理制订章程、建立管理机构并监督其运作(属地化管理)。此外，可以在
政府部门与社区体育治理之间建立社区体育俱乐部，通过社区体育俱乐部向各个单项体育协会、人群体
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点辐射。在该组织体系中，政府可以俱乐部为主体建立起以社区整体为服务对象、能
够覆盖整个市区的社区体育网络，其中俱乐部负责与社区体育互通有无，可通过聘用专业体育指导人员，
提供相应的体育健康咨询服务、体育信息查询服务、体育竞技活动以及休闲运动时间安排、场地租赁等
一条龙服务。建设项目完成之后，继续追踪评估其环境效应，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的成效与缺陷、经验
与失误，请公众举荐措施与对策，完成一次全程周期的公众参与全过程。

4.2. 充分发挥法规政策、资金设施、体育指导等系统要素的协同效应
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协同导致有序，有序是协同的产物。社区体育治理内部各要素的非线性交
互作用，是社区群众体育治理组织成长壮大的基础。由此出发，首先应制订具有权威性的社区体育治理
管理法规，让各方能够按照规范程序来管理和运作，建立长效机制，细化管理服务职责，认真落实管理
服务主体，制定社区体育治理发展的长期目标、科学的工作计划和经营体制，制订志愿者负责制和奖惩
制，还应制定相关法规以保障社区居民管理监督的权，确保人人享有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平等权利，真
正的体现出管理依托大众、服务于大众的社区主体理念，最终达到引导社区体育走上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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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源头源自活水来，应积极做好开源节流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拓宽社区体育资金的来源
渠道，不断加大社区体育管理和服务的相应资金投入，在科学合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调整社区体育服
务各项资金的投入比例，增强重点投资力度，积极探索社区体育管理和服务的多元社会运行机制，在充
分发展社区体育产业群众基础的基础上，立足社区、立足大众，争取更多社区居民的支持及各界人士对
社区体育服务的投入。
再次，在选拔和培养社区体育服务和管理专门人才不仅应该依靠现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机制以
及以该体制来培养出的社区体育指导工作者和管理者，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更加广泛和积极的吸纳广大
社区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活动志愿者参与进来，建立一套合理有效选拔和引进人才的长效机制，这样便
可充分调动社会上的零散力量，弥补当前日益加速的社区体育发展与社区体育人才资源相对的不足的矛
盾。除此之外，在高校或中小学较为密集的社区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学校体育专职教师的优势，充分鼓励
他们在业余时间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活动，也是改变社区体育专门化人才相对紧缺的另一种有效途
径。

4.3. 丰富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内容，贯穿“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
在“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下，体育相关管理部门和体育组织团体组织应积极将型的体育项目在社
区、群众中推广新，既可为体育组织的发展带来新活力与生机，也可满足大众体育需要者，激发进行社
区体育锻炼的热情与动机，提高大众身心健康水平，推进社区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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