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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你参与了吗？
昨天是第十个“全民健身日”，申城 57 个市、区级公共体育场馆，近千个市民健身中心、市民健
身房、市民球场等体育健身设施向市民免费开放。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随着“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市民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十年
来，申城全民健身事业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市民能轻松找到健身的好去处吗？ 公共健身设施开放
有没有做到位？

短板：健身指导服务水平不高
尽管上海的全民健身工作一
直走在全国前列，但面对市民日益
增长的全民健身需求，目前还存在
一些瓶颈和短板。市体育局在调研
中发现：
一是场地设施供给不足。数量
方面，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虽然
逐年有所增长，但低于北京、天津、
广东、江苏等省市；中心城区健身
场地设施供需矛盾尤其突出（人均
不足1平方米）。 结构方面，室外场
地设施占比较高，社区市民健身中
心等综合性室内健身场所数量较
少， 存在场地设施结构不合理、分
布不均衡的状况。 质量方面，一些
体育设施陈旧老化，一些居民区体
育设施损坏后未得到及时维修，个
别公共体育场修缮维护经费投入
不足。 管理方面，一些地方的社区
体育设施管理责任主体不清晰，组
织机制不完善， 导致管理不善、设
施老化、功能降低，甚至出现安全
隐患。 设施运营的信息化手段滞

成果：体育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
的8月8日为
“
全民健身日”。“
全民健身
日”的设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民健身
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也是坚持以人
为本、 重视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的重要
举措。
十年来，
“
全民健身” 已经从一句口
号变成了一种彻彻底底的生活方式。 体
育改善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甚至解决
着诸多社会问题。而这些变化，通过数字
可以更直观地体现。
在2004年6月-10月展开的上海市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中， 上海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1.71平方米（按2003年全
市常住人口1711万人计）， 体育场地总
数达14425个。 而截至2017年底，本市累
计建成社区健身苑点13103个、 市民球
场473处、市民健身步道639条、社区市
民健身中心38个、 市民游泳池35个、市
民 健 身 房 167 个 、 农 民 体 育 健 身 工 程
1064个，体育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城乡社
区全覆盖。
让更多人参与运动，提升健身意识，
才能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提升体
育消费。为探索加强基层健身组织建设，
上海成立了市社区体育协会， 目前已累
计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近200个，
并覆盖全市超过了80%的街镇。 同时，
上海还广泛开展
“
你点我送”式的社区体
育服务配送， 让广大市民在社区就能享
受专业水平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2016
年共提供健身讲座、 健身技能培训等配
送服务3124场，受益市民9.2万人次；在
2017年中， 共为165个街镇社区配送社

区体育服务（健身技能培训、科学健身讲
座、 青少年体育培训、 体育赛事活动）
4117场，惠及市民10.9万人次。
数据显示，目前，本市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为42.2%； 参加体育锻
炼的首要目的为改善体质、 增进健康的
市民占84.0%。 数据表明，跑步、快走（健
步走）、骑自行车、羽毛球、游泳、篮球、力
量健美、徒步登山攀岩、乒乓球、舞蹈类
居市民参与的体育项目前十名。 而2007
年上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只有
37%。 在国民体质方面，上海市的国民
体质综合指数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一，
市民体质监测达标率 （2016年以来）更
是在97%以上。
与此同时， 为了让公共体育场馆的
开放更专业、更人性化，吸引经营性体育
设施作为社会力量缓解市民健身需求，
今年5月1日起，《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
办法》正式实施，其中将经营性体育设施
单列一章， 体现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趋
势，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化、多样化的
体育场馆和健身设施； 各级政府及相关
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
持经营性体育设施向社会公益性开放。
“
十三五”期间，上海将进一步完善
社区体育健身设施， 重点建设一批便民
利民的市民健身活动中心，形成15分钟
体育生活圈。 上海提出，到2020年，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争取达到2.4平方米，每万
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数量达到20个，市
民体质监测达标率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同时，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增强
上海市民体育健身的获得感。

对策：鼓励多方参与
市民的需求就是政府工作的
追求。 下一步，市体育局将紧紧围
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健康
上海的目标，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持续完善与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增强上海市民体育
健身的获得感。
聚焦基层社区，完善市民身边
的体育设施。 将以基层社区为重
点，继续建设一批小型多样、便民
利民的群众体育设施，加快推进社
区市民健身中心建设， 积极打造
15分钟体育生活圈。 抓住黄浦江、
苏州河两岸贯通开放的契机，完善
各类配套体育设施，方便市民健身
休闲。 会同绿化部门，优化公园绿
地体育健身设施布局。 积极推广
“
共享运动场”模式，通过设施改造
实现标准化、智能化的线上远程管
理。 在市民健身房管理中复制
“
乐
刻健身”模式，在降低运营成本的
同时，方便市民，提高服务质量。
鼓励多方参与，丰富市民身边
的赛事活动。 办好上海市民运动
会、城市业余联赛等群众性品牌赛
事活动， 打造特色精品赛事活动。
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各类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提升赛事活动的服
务品质，扩大参与人群数量。 推动
各类人群体育全面发展，广泛组织
开展各类青少年运动会、职工运动
会、老年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等
赛事活动，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

后，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二是健身设施开放不够。一些
公共体育场馆没有完全做到全年
向市民开放，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
足56个小时， 也没有完全做到与
市民的学习生活时间适度错开。
三是健身指导服务水平不高。
本市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5211
名， 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2.29‰，
数量尚可，但活跃度不高。 不少市
民虽有积极的健身意愿，但没有接
受过专业的健身指导，缺乏健身知
识、运动技能，科学健身的素养有
待提高。 整体上，指导员队伍科学
健身专业指导的针对性、及时性不
足，与市民的需求差距较大，存在
高水平专业人员较少、 结构不合
理、年龄偏大等问题。
四是社会力量活力不强。 目
前，体育类社会组织和相关企业总
体上还处于发展培育的初级阶段，
政府对全民健身社会化服务的扶
持力度有待加强。

加强健身指导
引领科学健身，加强市民身边
的健身指导。大力开展面向市民的
科学健身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推广
活动。 围绕建设健康上海的目标，
探索推广慢性病运动干预、体质测
试与健康体检相结合等体医结合
工作模式。以办好城市业余联赛等
品牌赛事活动为契机，加强运动项
目的推广和普及，推行运动项目业
余等级制（段位制），鼓励市民掌握
健身技能，培育健身习惯。 加强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完善队伍
结构和激励机制，组织开展类型多
样的全民健身公益性指导服务，更
好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传授健
身技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实施社区
体育服务配送进社区、 进机关、进
学校、进园区、进楼宇、进企业，把
优质的健身指导服务送到更多市
民身边。
广泛宣传动员，营造市民身边
的健身氛围。创新全民健身宣传方
式，以青少年、职工、老年人等为重
“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
点，广泛传播
康生活一辈子” 的体育健身理念，
引导更多市民爱健身、 会健身、乐
健身，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生活习
惯。 充分利用媒体，做好体育健身
信息服务，开辟体育健身专题和专
栏，发现和树立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榜样， 大力宣传体育健身效果，
提高市民体育健身意识，营造更加
良好的体育健身社会环境。
本报记者 何佳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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