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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ty, as the habitat for the masses to live 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masses. In the wak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mass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has sp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the community. Meanwhile, 

the masses have more and more time for leisure recreation,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health and use their leisure tim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1]. Concerning masse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physical exercise, certain requirements for community sports fitness faciliti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Long-term physical activities will cause certain wear and tear or even damage to community physical 

fitness facilities, which requires certai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physical 

fitness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50 communitie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28 

communities in Dingzhou City as samples, with a view to understanding the management status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Dingzhou City. The subject research is conducted to find 

out and solv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physical fitness facilities, thereby providing an 

objectiv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physical fitness facilities in Dingzhou. 

Community fitness takes physical exercise as its basic means to get fit and happy,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ports undertaking.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have enriched the cultural life of residents, 

improved their physical health, and built a bridge for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ighbors [2]. When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they will inevitably use fitness facilities. The damage to fitness 

facilities affects the motivation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physical fitness. Therefore, by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fitness facilities management in Dingzhou, the subject finds out the ba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itness facilit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for reasonable 

community fitness facilities manag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Dingzhou, meet residents’ requirements for fitness facilities, promote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and enhanc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Di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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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作为群众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对群众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

生活水平也再不断的提高，带动了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群众闲暇娱乐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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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健康，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参加体育活动进行锻炼
[1]
。群众参加社区体育锻炼，对社区体育的健身设施就

有了一定的要求，长时间的体育活动会对社区体育健身设施产生一定的磨损甚至损坏，这也就要求社区体育健

身实施需要一定的维修管理。以定州市 128 个社区中随机抽取的 50 个社区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定

州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现状，和影响定州市社区健身设施管理的因素。并通过课题研究找出解决影响社

区体育健身设施管理的因素，为完善定州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提供客观的依据。 

社区体育以其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以获得健美乐为目标，它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

开展社区体育健身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也为邻里间的

情感沟通建设了一道桥梁
[2]
。居民参加社区体育健身活动，就会少不了用到健身设施。健身设施的损

坏情况影响着居民参加社区体育健身的动机。因此，课题通过研究定州市社区健身设施管理的现状，

找出影响社区健身设施管理的不良因素，为合理的社区健身设施管理提供建议、方法。以提高定州市

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利用率，满足居民对健身设施的要求，促进居民参加社区体育健身活动。提高定

州市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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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等方法，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文

献资料检索，拟定了题目。并制作了调查问卷，随后

在定州市 128 个社区中随机选取了 50 个社区作为调

查对象。共发放 1000 份调查问卷，收回 1000 份，其

中有效问卷 892 份有效率为 89.2%。并对所得到的数

据进行了统计及逻辑学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定州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现状 

2.1.1．社区健身设施配置 
表 1 社区体育健身设施配置情况调查表 

配有健身设施社区      % 不配有健身设施社区      % 

     37              74       13               26 

                   * 注：N=50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在随机抽取的 50 个社区中有

37 个社区配有体育健身设施，占样本含量的 74%。没

有配备健身设施的社区占样本含量的 26%。说明定州

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重视情况还是一般的。笔者对

没有配备健身设施的社区进行了访问，了解了没有配

备体育健身设施的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 

2.1.2．健身设施闲置情况 

表 2 健身设施的闲置情况调查表 

在使用设施         % 闲置设施      % 

     35          94.59 2          5.41 

              * 注：N=37 

 

在表 2 中可以看出在随机抽取的 50 个社区有体

育健身设施的的 37 个社区中，健身设施真正被使用

的社区有 35 个占 94.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定州市社

区居民参加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可以看出社区

居民对与参加体育健身设施的需要。 

现在居民对于健身的需求越来越重视，在定州市

经济水平快速提高中，社区配置体育健身设施的现象

也在逐渐的增多。在调查中发现，社区居民对健身设

施要求越来越高，居民对于一些新型的健身器材和人

性化的健身设施比较喜爱，而部分老旧的健身设施则

难以引起居民的健身兴趣，因而其利用率较低甚至被

闲置。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3

369



 2.1.3．健身设施维修情况 

表 3 健身设施使用情况调查表 

都可使用% 大部分可使用% 都不可使用% 

 45.9  51.3       2.7 

            

表 4 健身设施维修情况调查表 

每月%      一季% 半年%      一年% 两年%     没有% 

 16.1       26.4  18.6       21.8  2.3        16.9 

 

通过调查从表 3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调查样本

中配有健身设施的 37 个社区内现有的健身设施都可

以使用的占 45.9%；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占 51.3%；都

不能使用的占 2.7%。在表 4 的数据中得知社区健身设

施维修情况是：每月维修一次的占 16.1%；每一季度

维修一次的占 26.4%；半年维护一次的占 18.6%；每

年维修一次的占 21.8%；两年维修一次的占 2.3%；从

来没有维修过的占 16.9%。从以上的数据中来看，社

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维修时间大部分是每季度、半年、

一年维修一次，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社区从来都没有对

体育健身设施进行过维修。通过对居民的调查得知，

社区内现有的健身设施大部分可以使用，并经常有人

维修的占 21.8%；大部分可以使用，但无人维修的占

45.3%，几乎不能使用并无人维修的占 14.5%；并没

有任何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则占 18.5%。对以上的调

查可以看出数据少有出处，居民描述的应该更切实

际，说明社区内的健身设施缺乏管理、保养、维修。 

2.2．社区居民对社区健身设施的满意程度 

2.2.1．社区居民使用健身设施情况 

表 5 社区成员使用健身设施情况调查表 

在使用    % 偶尔使用    % 不使用    % 

589     58.9 126      12.6 285     28.5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社区居民使用健身设施的占

样本含量的 58.9%；偶尔使用健身设施的占样本含量

的 12.6%；不使用健身设施的则占样本含量的 28.5%。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社区成员对于健身设施

的利用率还是较低的，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部分居

民偶尔使用健身设施来进行健身活动是时间的缘故，

不使用健身设施的是因为自身不想参加和对社区内

的健身设施不感兴趣。从以上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社

区居民对于参加健身活动较为重视。并且在调查中笔

者了解到使用社区内健身设施的大多数人是中老年

人，青年较少。 

2.2.2．社区居民对健身设施的满意程度 

表 6 社区居民对健身设施的满意程度调查表 

很好     % 一般     % 不好     % 

181      18.1    568    56.8 255    25.5 

 

从表 6 可看出，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居民对现有

的健身设施满意程度的情况为：满意度很好的占

18.1%；满意度一般的占 56.8%；满意度不好的占

25.5% 。半数以上人选择社区健身设施一般，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区健身设施建设符合居民要

求的情况较差，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而且部分社

区的健身设施数量还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要达到理

想的程度还需相关部门的努力，让社区居民有一个更

加舒适的社区健身环境。 

2.2.3．社区居民对健身设施的要求 

通过对调查的结果分析得知，社区居民对于社区

体育健身设施的需求为:健身路径、室内外羽毛球、

乒乓球场、篮球场、桌球室、健身房、棋牌室、儿童

游乐场地、网球场、门球、排球场及其它体育项目设

施的健全及场地的完善。而不单单是简单的促使身体

活动的健身设施，同时也不仅仅是中老年参加的社区

健身活动。这说明社区居民对健身项目需求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由室外设施向室内发展,并呈现老年、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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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童年龄层次需求的特点。因此,在规划建设、

提升和完善社区体育设施时应考虑不同年龄层次和

不同健身人群对健身项目多样化需求
[3]
。 

2.3．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权及经费来源 

2.3.1．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权 

在调查中发现各个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情

况各不相同。在所抽查的社区中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

权受到当地政府的宏观调节，主要还是以街道办事处

直接或间接来管理，其次也有当地社区物业的协助对

其进行管理。其中大部分的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权归

所在社区物业和街道办事处所有，也有一部则直接由

所在社区物业所有。 

2.3.2．社区健身设施管理的经费来源 

通过调查了解到，定州市社区健身设施管理的经

费来源有一下几种；1 政府拨一部分费用；2 在日常

管理中其管理的费用由街道和物业负责。3 物业管理

企业定期向社区内的单位和居民收取一定数量的物

业管理服务费，其中包括对与社区健身设施建设的费

用。并且，第三种来源是管理经费中稳定的主要来源。 

2.4．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模式 

社区体育的管理模式为混合型管理模式，社区的

管理一般由政府和社区自制组织两个方面组成。在社

区管理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是指在社区的管理

中政府占主导地位。社区管理是社会层次的的管理，

政府对此本来就负有规划、组织、管理、监督和协调

的职责。并且政府的这种主导地位的管理有助于搞品

味的社区管理。再就是“以社区理事会为载体”是指

在街道办事处层面成立社区理事会，来承担政府分离

出来的社会公共事务能力其功能主要是规划、协调和

监督。相应的社区各种体育活动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其进行调节。还有就是“以社区居民参与为核心”

指社区居民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参与活动的广泛

性。 

3．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发展对策 

3.1．加大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经费的投入 

资金投入，这是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的前提

与关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体育事业为社会

公益性事业，政府的投入仍然是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渠

道。因此，各级政府要将体育事业经费、基本建设资

金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确保

包括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在内的体育事业经费在随着

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同时还要多渠道的筹

措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经费 ，积极的鼓励社会

力量来建设体育设施。 

3.2．加大对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 

政府要加大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的管理，

加快对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速度。使社区体育健

身场地设施成为科学、健康、文明的阵地。对侵占、

破坏或把体育场地挪用的行为当地政府必须行使政

治权利及时的给与纠正。加强检查、监督、考核的力

度以促进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持续、协调发展。

同时，社区物业也应当配合政府加大对社区体育健身

场地设施的管理，提升管理模式，利用社区体育健身

设施管理社会化的优势进行科学的管理。 

3.3．挖掘和盘活现有的体育设施 

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物业在加大对社区体育健

身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解放思想，统筹规划，对原

有的破旧健身设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同时还要

发挥周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效益。居民在对参

加体育活动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对体育

场地设施需要随之增加。学校体育设施为社区所用，

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健身设施的不断增加需求。社区

体育场地设施为学校所用，丰富完善了学校的体育运

动场地
[4]
。在某些社区其健身设施和建设经费短时间

内不可能得到解决和完善的情况下，社区周边各学校

可在放学后、双休日、节假日期间进行对外开放。并

由所在学校与当地政府联合组成治安维护队伍，在开

放期间行使其治安职权。同时政府对学校的体育设施

建设的规划与投入过程中，可以考虑把部分场地建设

在校外，实行社校共同管理。学校和社区体育场地设

施的的结合，节省体育场地健身设施资金的投入的同

时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定州市社区中置有健身设施的社

区占样本含量的 74%。在被调查的社区中在被使用和

闲置的健身设施各占 94.6%和 5.4%。并了解到健身设

施老旧不能够满足居民的要求是阻碍社区居民参加

社区健身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定州市健身设施维修

情况总体较好从未进行维修的所占比例很小，并且大

多数居民开始不满足现有的简单健身器材。 

4.2．建议 

4.2.1．加强对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 

加强对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使居民了解社区健

身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市民参加到社区体育健身活动

中来。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3

371



4.2.2．加强对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 

加强对社区健身设施的管理努力将老旧的健身

设施更换为新型实用的健身器材，扩建多元化的场地

设施以满足不同人群对健身设施的需求。努力创造社

区体育设施与学校体育设施的结合，来实现体育设施

在有限条件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2.3．完善管理模式 

在管理上提高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管理模式则

以社区成员参与为主体街道办事处和物业辅助管理

的混合型管理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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