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15, 3, 27-31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dx.doi.org/10.12677/aps.2015.32005

Sports—The Short Board an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in Farmers
Ke Wang
Graduat Faculty, Chengdu Sport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Email: 624693899@qq.com
th

th

th

Received: May 25 , 2015; accepted: Jun. 12 , 2015; published: Jun. 15 ,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is about to analyze and dissect the reasons that why sports is underdeveloped in groups of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farmers’
life by the literature method,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that the farmers are still short of sport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is
still weak, which is a lagging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There are some relative strategies that are changing farmers’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publicising the function and the
role of sports by television, driving farmers sports by doing school sports and making full use of
school resources, organizing farmers to develop featured sports activities by the government,
carrying out the fitness center to the countryside activities, vigorously promoting square dance
coverage, etc. They are only for you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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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问调查法，从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进行出发对体育在农民群体中
欠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剖，得出了体育仍然是农民群体中的短板，农民对体育的认识仍然淡薄，是
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个滞后环节，并提出相对策略：改变农民对体育的认识；利用电视台宣传体育的功能
和作用；学校体育带动农民体育，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政府做宣传，组织农民开展有特色的体育活动；
开展健身会所下乡活动；大力推广广场舞的覆盖范围等，仅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
体育，农民群体，对策

1. 引言
农村人口占中我国总人口的 70.36%，而农村体育人口仅占 7.09% [1]。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到 2020 年全面完成全民健身体系。明确规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建设
体系之一为全民健身体系，这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任务。所以开
展好农民体育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开展农民体育的重要性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 13.7 亿多，而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在 6.8 亿以上，占全国总
人口的 50.32%，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体育开展不起来就没有全民健身，何谈建立全民健身体系。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
设。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也必将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农民体育是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要求。发展农民体育在我国体
育事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其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其发展的好坏
更直接影响社会体育发展的大局，影响着全民健身体系完善的大局，最终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大局。
发展农民体育事业，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健康、发展农村生产力及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更可以带动和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取得进展；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
不仅对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增强人民体质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以使农村邻里关系更加和睦，赌博现
象不断减少，社会状况日趋稳定，这对建设精神文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同时农民体育的发展可借助体育运动规则带动
法律知识的普及从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对法制社会的建设大有裨益。
农民体育事关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及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
所以开展好农民体育至关重要。

3. 农民体育的开展现状
3.1. 农民体育意识淡薄
体育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农村普遍存在“干活就是锻炼，无需再参加体育活动”，“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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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身体是城里人的事”、“体育与自己无关”的观念[3]，体育就是玩，就是无所事事。虽然随着现在国家
对人民体质的关注，体育逐渐被重视起来，农民对体育的认识也有所改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体育被农民
重视的程度仍然不大，农民的体育文化观念仍然落后，参与意识不强。通过对吉林省吉林市周边地区农民
的调查发现，有 3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锻炼身体，45%的人认同生产劳动能代替体育锻炼，有 23%人认
为体育锻炼影响生产劳动[4]。北京市的调查显示 58 人中有 5.85%的人认为无时间参加体育活动，516 人中
有 52.07%的人认为用不着参加体育活动[5]。在体育消费方面也是非常低下的：甘肃省农民男女每月用于体
育锻炼的经费在 10 元以上的几乎没有，
而在 10 元以下的男性占 5.3%，
女性为 9.3%，
同样地也是列最后[6]。
从农民的体育消费可以看出，农民的体育意识淡漠。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的经济不发达，
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地方已达到小康水平，但是那个小康只是少数人的小康，
大多数农村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甚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么他们的主要精力就会放在生计和繁杂的家务
劳动上，真正能够提供生活之外的其他消费开支和能够用于健身的时间是有限的；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已成
为农民生活的主流，人们对参与体育的意识直接受到经济意识的冲击，把更多的精力投到“发家致富”的
事业上，把盖房子、娶媳妇等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些都对农民的体育意识产生了影响[7]。

3.2. 缺乏体育健身场地
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而我国农村体育场地又相对较少，器材严重不
足。农民锻炼的场所主要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道路两侧和少量绿化地，极少数在学校的操场上，锻
炼的项目大多是跑步、散步、棋牌类、羽毛球等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的健身项目，锻炼的组织形式基本
上是自发、松散的。全国第五次体育场馆普查数据显示符合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
地有 85 万多个，分布在乡（镇）村的体育场地有 66,446 个，生活着全国 50.32%人口的地方却只有占 8.18%
的体育场地，可见全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体育资源差别。。

4. 体育在农民群体中普遍发展的对策
4.1. 改变农民对体育的认识
体育与劳动的相似点二者都是以人为主体所做的活动，都可以让肌体产生疲劳，“劳动即体育”这
个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在农民群体中普遍发展体育首先就应该先解决农民对体育的认识。认识是人
们主动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认识改变，能动性就会随之改变。

4.2. 利用电视台宣传体育的功能和作用
专门做一个健身的运动栏目，请健身专家进行图文并茂的讲解并进行示范，同时在栏目中介绍运动
损伤与防治、运动康复及运动后的放松，让农民切身体会到运动带来的好处。长期进行体力劳动的农民，
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回家后不知道如何放松解除疲劳，大多都会落下弓腰驼背、腰酸腿痛、四肢
发麻、颈椎病、腰肌劳损等症状。在电视栏目中应该加强体育对这一类疾病的防治与治疗，让他们切身
的感受到正确的运动姿势和运动方法所带来的好处。

4.3. 学校体育带动农民体育，充分利用学校资源
在农村没有较好的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但是学校里面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在学生放学后又闲置在学
校，因此可以让学校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在空闲时对外开放，这样既不浪费资源也不浪费场地。
农村的中小学生是未来农民的前身，应该让中小学生加深对体育知识和功能的了解，这样对于未来
的农民体育的大力开展、全面健身活动的全面普及是一个相当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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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府做宣传，组织农民开展有体色的体育活动
政府应该在农村进行横幅和墙体的体育标语宣传并在闲暇时组织农民体育活动。我国民族民间传统
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武术、风筝、舞龙、舞狮、踢键子、跳皮筋、砸沙包等民间
体育活动遍及城乡，蒙占族的摔跤、藏族的歌舞、维吾尔族的舞蹈、朝鲜族的荡秋千、白族的跳山羊等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各地要注重发挥地方优势，扬长避短，重视地区性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的挖掘、整理、推广，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特色体育运动项目[2]。这样农民能够对运动有个更家深刻的
认识同时也能在大脑中对体育加深印象。

4.5. 开展健身会所下乡活动
现在在各大中小城市健身会所、舞蹈中心和瑜伽普拉提中心随处可见，而且会员众多，足见体育运
动深入人心。虽然在农村健身会所没有这样的市场，但是确是一个有此需求的广阔天地，我们国家从 1995
年就开始号召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但是到现在 19 年过去了，城市体育开展的如火如荼，但农民体育却
收效有甚微。这主要是农民体育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境，如农民体协组织机构不健全、领导重视程度不
足、缺少有效引导等[8]。健身会所是一个可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的地方，政府现在很关注农民问题，而
且对农村农民的投入也很大，比如种地补贴、医疗补贴、城乡社保等，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在农村各
个村庄或是镇上建健身会所，并且由政府配备健身教练(编入公务员或是村官)，这样既可以解约从事体育
运动人员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在农村普遍开展体育活动。

4.6. 大力推广广场舞的覆盖范围
现在广场舞比较流行，在城市的大小广场上都可以看到聚在一起男女老少扭动着腰肢，跟着音乐翩
翩起舞。广场舞不仅可以增强体质、强身健体，而且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缓解精神压力和娱乐身心。
但是这项运动在农村开展的力度低，覆盖面小，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不好意思，农民的思想还比较保守，对于又蹦又跳又扭的动作比较敏感。
2) 不会做，农民每天的工作是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劳作，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对于
一个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活动，他们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
3) 没人教没人带动，要想广场舞在农民中广泛开展，就必须让着专门的人员去带动、教授他们，农
民是随众的主流，当他们看到别人也在做而且做的很好看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跟人去做。

5. 总结
农民是中国的大众人群，同时也是弱势人群，我们只有把农民的体育开展好，才能真正的开展好体
育活动，中国的体育水平才能更上一个台阶。建议：改变农民对体育的认识；利用电视台宣传体育的功
能和作用；学校体育带动农民体育，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政府做宣传，组织农民开展有体色的体育活动；
开展健身会所下乡活动；大力推广广场舞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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