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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化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系统认识，丰富新时代农村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实地调查等方法，从村落空间形态（集中、组

团和分散）环境的角度探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生成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致因，构建

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认为：1）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求特点受到村落空间形态环境因素

的密切影响，村落空间环境的分异性决定了与之适宜的公共体育服务制度、数量、结构及配

置方式因村而异；2）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与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耦合性低是致其供需矛盾的

重要理论渊源，实质是其制度、数量、结构和配置方式等要素与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不匹

配、不适应及不平衡现象。计划管理体制依赖下的制度灵活性不足、数量趋同化、结构同质

化及资源配置集中化的实然状态无法适应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多样性则是其供需矛盾的

现实致因；3）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地化解要建立遵循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治理逻

辑，着力推进“以坚持居民体育权利的平等性为前提，以增强治理制度的灵活性为重点，以

保证供给结构的适宜性为核心，以提升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性为保障”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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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origin, realistic

causes and governance path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llage spatial form (concentrated,

grouping and dispersion) and to construct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strategies by using re‐

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1) The sup‐

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re closely affected by the environ‐

mental factors of the village spatial form,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village spatial environ‐

ment determines the appropriate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quantity, structure and configura‐

tion methods vary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2) the low coupling between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

es and the village spatial morphology and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essence is that the system, quantity,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methods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mismatch, maladjustment and imbal‐

ance. The actual state of system rigidity, number convergence, structural homogeneity, and cen‐

tralized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the dependence of the planned management system cannot

adapt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village spatial sports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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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3)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on rural public spor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governance logic that follows

the sports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space, and implement supply-side reform which focus on pro‐

moting“taking the equality of residents’sports rights as the premise, focusing on enhancing the

flexibility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suring the suitability of the supply structure as the core,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it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 village spatial form; sports environment;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and de‐

mand conflicts; generative logic; sup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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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供需矛盾有关的问题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领域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展开的理论解构、现状分析及优

化治理等方面的探索，为认识、理解和治理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的供需矛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未来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增速的持续加快，如果继续遵循原有的供

给制度、结构、模式、标准等治理逻辑，愈加突出的供需矛

盾会成为束缚农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因此，

有效化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对满足新时代农

村居民的美好体育生活需要意义深远。由于村域空间环

境的分异性，单纯依靠供需端系列因素的优化组合探寻

普适性治理模式的逻辑假设定然难以成立（马淑卿 等，

2017）。村落间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公共体

育服务环境的分异性，很难找到同时适宜所有村落的公

共体育服务治理模式。显然，探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

理活动与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耦合关系是其供需矛盾治

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本研究以村落空间形态环境为逻辑

切入点，结合吉林、北京、河南、湖北、浙江 38 个行政村

（集中型村 14个、组团型村 15个、分散型村 9个）的公共体

育服务配置情况和居民走访资料，剖析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供需矛盾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1 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分异性

聚落文明的发展受制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

居住环境的分异性是构成乡村聚落空间形态规律的基本

内容。各地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生存空间环境的长期

作用下，乡村聚落文明因地因时逐渐被赋予地域性、时代

性及多元性特征。我国农村聚落面貌纷繁复杂，悠久的

文明历程、多元的民族文化及广阔的地域面积孕育了村

落空间形态环境的分异性，成为影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治理的基础因素。因此，基于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维度剖

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求关系是认识、理解和治理其

供需矛盾的重要切入点。

1.1 村落空间形态的概念

“村落”是人类聚居的基本形式，发挥生产功能并传

承社会文化的村落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宗族血缘、生产生

活互助及公共事务目的（蔡磊，2016）。长期聚居形成的

边界清晰、范围固定的村域空间单元，是农村居民生活、

劳作、居住、繁衍等生存文化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

体（许建和 等，2017），突出农业人口和农业经济活动为主

导的基本特征（岳俞余 等，2018）。综上，结合中国农村现

有的行政村管理体制和农村体育治理体制①，本研究所指

的“村落”为依托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为自治单元

形成的以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居民聚居而成的地

域空间，即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村。

关于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现主要包括聚落的自然

空间布局、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等内容（杨

希，2020）。其概念在美国人文地理学领域，意指人类处

理他们所居住的场所的特定方式，包括住宅本身、住宅的

组合方式以及其他与聚居行为相关的建筑物的特征和构

成方式（张晴，2018）。国内学界则认为，村落空间形态指

村庄聚落的建筑、街道、景观和文化等要素在空间尺度上

的表现形式与状态（莫妮娜 等，2014），是乡村聚落的住

宅、道路、绿化、农田、水渠、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

平面布局方式（孙招谦 等，2019）。可见，村落空间形态的

内涵基本指向村落构成要素的空间组合形式。据此，本

研究将村落空间形态界定为村落居民空间聚居集散程度

的状态，即行政村辖区空间内居民聚居方式所呈现的集

散类型，是对村落住户之间空间距离远近组合情况和布

局状态的描述。

1.2 村落空间形态的类型及环境特征

人类依赖的空间环境是影响村落要素空间组合方式

的基础因素，村落的空间形态则是对村落空间环境的反

映（张志强 等，2018）。我国各地农村空间环境的多样性

决定了村落空间形态的分异性，从居民空间集聚角度看

具有基本的集中型和分散型之分。后伴随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原始行政

村的人口加速外流，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传统的自然村落

经历了新的发展、演变、转型及消亡的变迁过程。于是，

顺应时代环境变迁的农村行政村体制改革顺势而生，人

口较少的行政村或消亡、或与多个自然村落融合（任映红

等，2015）。特别是新农村政策催生的农村社区化改造工

程，使当下行政村的空间形态面貌较传统自然村落景观

呈现新的特征，由多个自然村落或居民点构成的行政村

更加普遍。因此，当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主

①现有农村体育治理体制下，政府扶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基本以行

政村为单位，依靠农村居民委员会开展治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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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临集中型、组团型和分散型 3 种村落空间形态，各类

村落空间环境的分异性决定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环境的

差异性。

集中型村（简称“集村”）辖区内的居民主要呈紧凑聚

居的空间组合形式，广泛分布于北方平原地区和南方的

山间平坝、河谷地带，各类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和以宗亲

血缘为纽带演变而来的家族村落也多以集中居住为主。

总体上，集村的居民聚居环境呈现出地形平坦、人口密度

大、住户空间距离近、交通往来便捷、邻里关系紧密的特

征（鲁西奇，2013；谭雪兰 等，2018）；组团型村（简称“组

村”）村域空间内由若干个聚集程度较高的居民板块构成

（李小建 等，2017），各居民点通常为较小的自然村落，若

干小村落随社会环境的变迁构成了行政村的辖区空间，

现已演变成村落的生产队（组）或组成区域。整体上组村

的人口数量较多，各居民点之间空间距离较远、居民联系

较少、生产生活封闭，各居民点内部则具有人口集中、生

产生活联系密切和群体性突出的特点；分散型村（简称

“散村”）内的住户为“点-点”式的空间组合格局，常见于

地形地势较为崎岖复杂的山区或丘陵地带，故在我国西

南、东南沿海及两广山区和丘陵地带极为常见。散村的

居民住宅常与农田、山水、道路毗邻，住户星罗散布，大多

三五成聚，彼此距离因地各异。住户之间往来稀疏，生产

生活相对独立，村落整体无明显的隶属关系或空间层级

（陈耀华 等，2013）。因此，散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家庭性”

突出，呈现较强的个体性、独立性和封闭性特征。

2 村落空间形态环境视角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应然

要求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关系是特定时期内提供的

公共体育服务内容与农村居民体育需要之间的满足状

态，含“质”的匹配性和“量”的平衡性。环境作为影响居

民锻炼行为的基础因素（杨剑 等，2014），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的供求状态必然受其空间环境的影响。从村落的空间

形态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各类村落空间环境耦合

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制度、数量、结构及配置方式的应然

差异（表 1）。

2.1 制度的灵活性

供给制度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职能分工

以及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方式、结构、数量、标准等要素。

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分异性必然要求灵活多元的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即不同类型的村落由于居民规模、

住户之间的空间距离、生活联系、空间通达性等人居环境

因素存在差异，与之适宜的公共体育服务数量、类型、标

准及布局方式自然不同。势必要求规范职能的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方式、供给标准、供给信息征求及考评等制

度性规范应符合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特征。总体上，集

村适宜政府、市场、社会及居民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

治理方式；组村宜采取以居民点为单位的“多中心”治理，

而非传统的村委会为依据的“单中心”治理，以保证各居

民点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供给和均衡发展；散村的居民

居住分散，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集群性不强，现阶段社会

组织和市场力量介入的积极性不高、难度较大，“政府行

政扶持为主，居民自助为辅”仍是确保其公共体育服务快

速发展的有效方式。

2.2 量的差异性

研究表明，个体的体育行为与个人意识、家庭环境、

表1 各类村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特点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Various Types of Villages

村落类型

集中型

组团型

分散型

空间环境

地形平坦，居住集中，人口规模较大，住户

之间空间距离近、生产生活联系紧密，居

民生活中心单一、明显。

地形多样，人口规模较大，各居民点内部

往来便捷密切，各居民点之间生产生活封

闭、独立，具有多个生活中心。

地形崎岖复杂，住户星罗散布，居民之间

距离远、往来不便，生产生活封闭。居民

活动基本限于自家区域或少数邻里之间，

村域空间无明显、固定的生活中心，居民

行为的个体性、独立性突出。

体育环境

体育环境优越，居民体育参与便

捷、体育交流密切，群体体育活动

易组织、自发性强。

各居民点之间的体育环境不同，居

民点内部的体育文化交流密切。

各居民点之间体育文化交流较少，

独立发展，差异性明显。

村域体育环境差，居民之间体育交

流少，群体体育活动不易组织、且

参与不便。村落体育文化基本以

“家庭”为单位，呈现较强的个体

性、独立性及封闭性特点。

公共体育服务的供求特点

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制度为宜，公共体育

服务潜在需求量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供求

结构日渐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空间布局

点明确，宜根据居民生活中心采取集中布局

的方式。

适宜“以居民点”为单位进行精细化治理。

公共体育服务供求量较大，适宜的结构因各

居民点体育环境的差异有所不同，适宜根据

居民点情况采用“多点分布”的配置方式。

依赖政府的行政扶持和居民自助相结合的

治理方式。适宜灵活易移动的硬件类健身

设施，“软件”类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益容易显

现。公共体育服务“点”应尽量选择居民聚

居集中的场域，以保证多数居民资源共享的

时空便捷性。

注：根据村落空间形态环境对公共体育服务供求影响的逻辑关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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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环境、社区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王富百慧 等，

2016）。村落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离不开居民个体体育

行为到群体体育活动，直至整个村域空间体育文化的强

化过程。由于村落的空间形态是其地势地形、居民集聚

度及出行便捷性与可达性等环境要素的集中反映，所以

不同类型的村落因空间环境的差异拥有不等的体育文化

发展条件，进而决定了公共体育服务应然供给（需求）量

的差异性。概言之，集村的人口密度大、空间距离近、时

空可达性高、居民生活来往频繁的优越体育文化发展环

境较易催生体育需求，故该类村落通常具有较大的公共

体育服务供求量。组村的各居民点生产生活相对独立，

其公共体育服务供求量与居民点个数、空间距离及体育

环境等因素相关，呈现“因村而异”的特点。散村的人口

居住分散、空间往来不便，居民生产生活联系稀疏，不利

于体育文化的培育、传播和扩散，较难形成稳定的公共体

育服务需求；此外，基于公共服务供求量、使用效率与居

民数量的正相关关系（王甫园 等，2018；卓佳 等；2018），

当前我国各类村落空间形态规模与层级的差异也决定了

村落之间公共体育服务应然供求量的差异性。

2.3 结构的匹配性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涵盖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活

动组织、体质健康监控、体育文化宣传、体育健身指导、体

育组织建设及体育咨询服务等要素（戴健 等，2013），各要

素的服务性质、方式及功能差异决定其公共效益实现对

空间环境的特定要求。体育硬件类资源的固定性强，其

效益实现受辐射区域的人口规模、密度、结构及地形地势

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高效利用对布局区域的空间环

境要求较高。而群众性体育组织、体育文化宣传之类的

“软服务”则具备较大的服务弹性空间，容易根据时空环

境的变化转变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受益人口。可

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适宜结构与村落的空间形态环

境息息相关，村落内的人地关系是影响公共体育服务供

求结构的重要因素。集村人口密度大，居民之间生产生

活联系便捷，宜布局“软硬兼施”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散

村的居民生产生活交流联系稀疏，居民体育行为突显“家

庭性”“个体化”的特点，群体体育活动组织不便、自发性

不强，居民使用体育硬件设施的时空可达性差。因此，服

务区域固定的硬件类体育设施耦合性低，而服务弹性较

大、灵活性强的公共体育“软”服务则相对契合；组村的公

共体育服务结构则须考虑各居民点的空间体育环境，注

重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发展。

2.4 配置方式的适宜性

配置方式指公共体育服务的空间分配和布局形式，

包括资源配置的集散情况和布局位置。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建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和促进农村体育文化

事业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以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

繁荣乡村体育文化为价值取向。公共服务性始终是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配置需要遵循的根本属性，公共效益的最

大化则是其建设的基本追寻，扩大公共辐射区域和有效

辐射人口则是确保其高效供给的内在逻辑。而由于村落

居民日常活动的高频区域与其空间聚居、分布特点的互

动关系，不同村落空间形态环境下的公共体育服务最佳

布局位置因村而异。因此，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空间分

配需要耦合村落的空间形态环境，这源于公共体育服务

“点”的空间选址与预期公共效益实现的关联性（万波，

2012）。通常情况下，集村的公共体育服务“点”适宜选择

在居民群体活动频率较高的生活区域，进行集中分配，以

保证多数居民共享公共资源的时空可达性与便捷性；组

村内公共体育服务“点”选址要根据居民点的空间分布规

律和空间环境特征，采取多点布局，以促进村落体育文化

整体协同发展；散村内则因居民日常活动的中心点较为

模糊，公共体育服务“点”适宜依附居民活动相对频繁、便

捷的交通干道、学校、商店、村委会等公共场所，尽量扩大

有效辐射区域和人口规模。

3 村落空间形态环境视角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

生成逻辑

3.1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理论诠释

探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有必要从村落空间形态

环境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特点的关系维度进一步剖

析其基本内涵、构成方面及理论渊源。

3.1.1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内涵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产品性质、政府治理、供求关系

的角度展开论述。孔庆波等（2014）认为，农村体育场地

的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源于其产品公共属性决定的需

求信息虚假性、城市体育文化与乡土文化环境的不符以

及供给内容对农村经济环境的忽略。刘亮等（2016）指

出，需求侧旺盛与供给侧乏力是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矛盾

的主要方面，供需错位则是基本特征。梁勤超等（2017）

则强调，社区体育公共空间的供需矛盾主要是供需失衡，

包括量的短缺、结构性矛盾和制度的缺失。陈添巧等

（2018）也认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为供给数

量过剩和配套服务短缺的矛盾，这是由于政府长期倾向

于体育硬件设施建设而忽略了体育“软”服务要素的同步

供给。上述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供需矛盾的某些特征或内涵。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

矛盾实质为供需双方产生的不匹配、不适应及不平衡现

象，包括供给数量、结构、质量、层次、时空等要素与农村

居民真实体育诉求之间的背离（熊禄全 等，2018a）。

可见，尽管学界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内涵

理解有所分歧，但基于供求信息是否对称性的逻辑却基本

已成共识，理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须立足农村

居民实际的体育诉求与供给样态对比的维度。遗憾的是，

环境虽是干预个体体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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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农村宏观的经济、文化、社

会、人口等关系维度进行阐释，而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要素与村落空间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耦合性视角展开

分析的著述却鲜有涉及。前文分析表明，与各类村落空间

形态环境相匹配的公共体育服务规模、结构、资源配置方

式及制度等要素差异显著，这理应成为系统诠释当前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普遍的理论基础（图 1）。实践中，

如若忽略村落空间形态环境对公共体育服务供求关系的

内在影响，必然致其供需端出现或多或少的矛盾现象。据

此逻辑，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对村落空间形态环境

耦合性的忽略是导致供需矛盾的重要根源，耦合性低则是

主要诱因，其核心内涵则指村落空间形态内部的人口规

模、集聚度、空间分布规律及居民生产生活等环境特征与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数量、结构、布局方式及制度等要素

的不匹配、不适应及不平衡现象。

3.1.2 矛盾的主要构成及根源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纯公共产品）供求之间绝对的市

场出清状态只是理论层面的理想蓝图，治理实践或多或

少存在某种程度的供需失衡现象（罗伯特·平狄克，

2013），其供给要素与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不匹配、不适

应及不平衡现象具体可概括为制度性、数量性、结构性及

配置方式 4方面矛盾。

1）制度性矛盾。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依赖的制度规

范、组织方式、政策方针等要素，较于村落空间体育环境

突出的系列不适应现象。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分异规律

要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供给需要遵循村落之间居

民体育需求规律区别性的供给逻辑，否则将导致某种程

度的供需错位。而此“逻辑”又很大程度依赖充分的市场

治理，才能保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对需求侧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面对繁杂的农村体育需求，仅靠政府迎

合村落的空间形态环境精准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势必

不足。

2）数量性矛盾。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数量与村

落居民体育需求规模之间的失衡现象。我国农村数量庞

大，村落之间因人口、社会结构、空间聚集度以及文化、经

济等空间环境的差异适宜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量不同，

易造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量趋同的数量性矛盾。据

调查显示，尽管成渝和西北地区 34个行政村的经济水平、

村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但统一供给 1片篮球场、2

副乒乓球台和 5 件健身路径设施的村却高达 79.4%（张玲

燕 等，2017）。另一数据也表明，江苏 70% 以上行政村的

公共体育服务都是建设的 1个乒乓室、1个棋牌室、1片标

准篮球场以及 10 件及以上的健身路径设施（王驰 等，

2018）。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量的同等化必然造成体

育需求量较大的村出现资源的供不应求现象，而在体育

人口和体育需求量较少的村则滋生资源供给过剩的闲置

浪费问题。

3）结构性矛盾。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配置类型与农

村居民需求结构之间的错位现象。前文分析表明，在集

村、组村、散村内，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辐射的有效区域

和人口规模存在差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结构应

充分考虑居民受益的时空可达性、便捷性条件，按需选择

体育场地设施、体育赛事活动、体育知识文化、体质健康

监测、体育组织、体育信息服务等内容。地区之间、村落

之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结构存在“单一化”现象，相对村

落空间体育环境则出现供求结构错位的矛盾。王驰等

（2018）研究表明，尽管江苏、浙江、福建 3省农村居民对公

共体育服务的需求不同，但实际供给情况却基本以体育

场地设施为主，且相应设施的种类高度雷同，甚至同一县

市和不同县市之间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都大同小

异。詹新寰等（2018）对山东、河南、广西等 17个省份农村

的公共体育服务配置现状调查也显示，存在供给类型单

一的问题，且县、乡、村等都主要以篮球场、乒乓球台建设

为主。

4）配置方式的矛盾。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空间配置

的集散模式和布局选址与村落空间环境的不适应现象。

各类村落居民的聚居密度、空间距离和对外出行等环境

的差异，以及公共体育服务各内容属性和服务方式的区

别，客观要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空间布局和选址要适

应村落的空间形态环境特征。因村而议、合理分布、科学

选址，以保证有效辐射的村域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化实

现公共价值。而从治理实践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的空间布局整体存在发展性、可达性及协调性不高的弊

端，各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配套建设基本关注的是人

口密度高、服务半径小和中心村等部分区域（汪文奇 等，

2017）。同一村域内的不同居民点之间公共体育服务发

展的协调性和共享性不足，尤其是组村各居民点之间公

图1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生成的学理逻辑

Figure 1. Acade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 in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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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育服务的协同性差、失衡明显。散村的公共体育服

务建设则长期滞后，甚至空白；从微观角度看，各地农村

的公共体育服务配置、布局过度集中，主要在学校、村卫

生院、特别是村委会等场所。张玲燕等（2017）对成渝、西

北地区 34 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有 28 个村的体育场地设

施集中配置在村委会，而分散布局于居民区的仅占 3 个

村，其中布局于村委会的也仅 12个村全天向居民开放，其

余 16个村因村委会工作时间与居民闲暇时间冲突造成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长期闲置。显然，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集

中配置的方式难以兼顾广大居民最佳的时空可达性与便

捷性，其实质是对村落空间形态环境分异逻辑的背离。

3.2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产生的现实致因

基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与村落空间形态环

境的学理关系，以课题组调查的长春、北京、商丘、黄冈、

温州 5 地 38 个行政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需求与利用

信息为基础，进一步剖析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

盾的现实致因。

3.2.1 计划供给制度的适应性降低

随着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迁，农村居

民对美好体育文化生活需要的意愿日渐增强，传统的“计

划供给”较于日益多元的村落空间体育环境逐渐暴露出

一定问题。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时期，农村居民的体育

需求相对单一，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加大基础硬件类体育

资源的计划供给，能够实现农村公共体育资源的高效配

置，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体育需求。而随着近年来农村

居民体育需求结构的多元化转变，农村体育的高质量发

展必然要求与之匹配的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制度，以适应

村落复杂多元的体育环境。对此，政府针对农村公共体

育服务的供给、管理也进行了市场化、社会化方面的制度

探索，但由于长期受制于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和行政管理

制度惯性，目前政府计划管理和行政供给仍为主导方式。

课题组调查的 38 个行政村（表 2），政府独自供给的村有

17 个，占有公共体育服务村落数量的 50%，其中组村和散

村有 13个。多主体协同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村看似达 16

个，而除去居民自助提供体育用地外的村后，实质上实现

多元治理的仅有 GC、BNZC、HYC、LKC 4 个村，占比仅

11.8%。相反，完全由政府供给的却有 30 个村，比例达

88.2%。这表明市场、社会、个体力量参与不足和政府行

政主导的计划供给仍是当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突出

的制度特征。在居民聚居相对分散的村落空间环境内，

仅靠政府力量难以全面满足其庞杂的体育需求，粗放型

的发展方式易造成有限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闲置浪费与

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现象。而基于村落空间体育环

境分异的事实，统一的制度标准将导致村落间公共体育

服务数量、结构及配置方式高度雷同，从而与村落空间体

育环境出现不适应的现象。

居民体育诉求的征集与表达不便，公共体育服务内

容的集体代表性低。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市场出清关键在

于供需信息的精准对应，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平衡

同样要求供给内容与村落居民集体体育诉求的精准匹

配。这就需要依据村落空间形态环境配套与之对应的公

共体育服务信息征求机制，保证各类村落供给的公共体

育服务最大限度反映集体体育诉求。本研究中仅 10个村

（QCC、DYC、STC、BNZC、LCC、MLC、GFC、HYC、LKC、

DSXC）向居民征集过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情况，而设诉求

反映途径或渠道的仅 4个村（QYC、GC、XKKC、ZCQXC）。

其中，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诉求征集与表达执行工作的满

意度回应并不理想，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居民

体育诉求的表达，供给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可能无法代表

村落居民集体的体育诉求。

3.2.2 供给数量的趋同化

数量趋同化指村落之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的数

量呈现趋同或相近的特点。村落之间公共体育服务的供

给量要根据需求量的差异决定，但此次调研农村公共体

育服务的供给并未因村落居民的数量不同和集聚特性而

体现出量的差异。不同空间层级和规模的村落，公共体

育服务的供给量整体呈现趋同、甚至是均等的样态。以

农村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置为例（表 3），建有篮球场的 24

个村有 20 个是 1 片，相同率达 83.3%。有乒乓球台的 16

个村有 11 个为 2 副，相同率近 68.8%。健身路径设施整体

上虽呈一定差异，但通过同一地区村落间的对比则发现

除温州 8 个村的数量差异较大外，其他 4 个地区农村的健

身路径设施供给量基本相同。具体是，长春有健身路径

设施的 5个村有 4个是 9件，相同率为 80%；北京有健身路

径设施的 7 个村有 4 个是 15 件，相同率为 57.1%；商丘建

有健身路径设施的 6个村有 3个为 15件，相同率也达到了

50%；黄冈有健身路径设施的 5 个村全部为 6 件，相同率

100%；而上述村的空间形态规模（人口）和类型差异显著，

既有集村，也有散村和组村。各村的居民数量从 204～

4 000 余人不等（表 2），但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量却并未

体现出因村而异的差别。这种“趋同化”现象不符合村落

的空间形态层级和规模差异，进而产生公共体育服务资

源长期闲置、损坏、占用、废弃等供过于求的现象，以及农

村居民的体育需求难以有效满足的供不应求的现象。

3.2.3 供给结构的同质化

结构同质化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类型呈现雷

同的现象。现阶段我国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内容

之间由于服务属性特征的差异，与各类形态村落的空间

环境存在不同的空间适应关系，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需要精准匹配具体村落的空间环境特征。而当

前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结构却呈普遍的

“同质化”现象，其实质是对村落之间体育环境分异规律

的背离。本研究调研的38个村有18个（不包含LSC）仅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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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场地设施），且基本都是篮球场、乒

乓球台和健身设施，其中 LJC、XJC、HNGC、ZZC、WDKC、

XC、PYC、LCC 为组村，XKKC、YLC、GMLC 为散村。另

外 16 个村虽有“软”公共体育服务（组织过体育赛事活动

或体质健康监测等活动），但真正能持续稳定提供的村却

仅有 6 个，且只有 GC、HYC、LKC、BNZC 4 个村的公共体

育服务超过 3种（表 2、表 3）。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结构存在单一化、同质化现象，无论何种村

落类型都是以篮球场、乒乓球台、健身路径设施等基础体

育硬件资源为主。由于此类资源不易移动，服务方式相

对固定，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村域环境中资源的共享性差，

易出现低效使用现象。调查还发现，组村和散村中的体

育场地设施距离住户较远，多数居民不具备经常使用体

育场地设施的时空可达性与便捷性条件。所以，当前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结构的同质化样态与村落空间形态

环境的不符也是其供需矛盾的重要致因。

表2 村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情况

Table 2 Public Sports Services Provid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行政村

NLC

LSC

LJC

XJC

QCC

HNGC

QYC

GC

XKKC

DYC

STC

DMC

ZZC

BNZC

WDKC

XNDC

ZCC

XC

PYC

LCC

HLC

SXZC

HLCC

MLC

GFC

SQC

YLC

ZCQXC

GMLC

HDC

ZJC

FSXC

YJC

HYC

HXC

LKC

DSXC

ZAC

村民数量

2 638

3 200

1 600

1 516

4 000

2 500

1 563

876

814

1 934

463

827

1 831

736

2 936

2 800

3 200

2 600

1 400

1 800

2 234

1 000

1 500

1 824

1 211

503

1 700

1 694

2 500

1 800

1 009

204

335

3 650

800

600

1 115

812

村落空间形态

集中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集中型

集中型

分散型

组团型

集中型

集中型

组团型

集中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组团型

集中型

集中型为主

集中型为主

分散型

分散型

分散型为主

分散型

分散型为主

分散型

集中型

集中型

集中型

组团型

集中型

集中型

分散型

分散型

基本情况

供给主体

多主体

居民自助

仅政府

仅政府

仅政府

仅政府

多主体

多主体

仅政府

仅政府

多主体

多主体

仅政府

多主体

仅政府

无

无

仅政府

仅政府

仅政府

多主体

仅政府

仅政府

仅政府

多主体

无

仅政府

多主体

仅政府

无

多主体

仅政府

仅政府

多主体

多主体

多主体

多主体

多主体

信息征求

无

无

无

无

有过征集

无

有反映渠道

有反映渠道

有反映渠道

有过征集

有过征集

无

无

有过征集

无

无

无

无

无

有过征集

无

无

无

有过征集

有过征集

无

无

有反映渠道

无

无

无

无

无

有过征集

无

有过征集

有过征集

无

公共体育服务类型数量

2

1

1

1

3

1

3

5

1

3

3

1

1

5

1

0

0

1

1

1

3

1

3

1

2

无

1

3

1

无

1

1

1

5

1

4

3

2

体育场地设施种类

3

0

2

3

3

2

2

2

4

4

3

3

3

3

3

0

0

2

2

3

2

1

2

4

3

0

3

3

3

0

2

2

1

6

2

3

3

2

配置办法

集中于村委会

—

集中于村委会

集中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

—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集中于村委会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集中于村委会

—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集中于村委会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集中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分散于居民区

注：序号 1-6、7-14、15-22、23-30、31-38 分别为长春、北京、商丘、黄冈、温州的行政村。公共体育服务类型按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活动组

织、体质健康监测、体育健身指导、体育组织建设、体育信息咨询6大类统计。体育场地设施种类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乒乓球台、文

体广场和健身路径设施（归为1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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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资源空间配置的集中化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空间配置模式和布局位置与村

落空间形态环境特征的精准耦合，能够保证居民使用资

源的可达性与便捷性，扩大资源的有效辐射空间和人口

规模，提高资源的公共价值。否则，极有可能出现供给效

益低下、甚至无效供给现象（孔庆波 等，2012）。而目前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空间配置不够符合村落空间形态环境

规律，以集中布局为主，且主要分配于村委会。如表 2 所

示，19个村的公共体育服务空间配置采取的是集中方式，

14个村实施的是分散布局模式，其中分别集中在村委会、

居民区的村分别占 10个和 9 个。结合村落空间形态看，7

个散村有 4 个村的公共体育服务分散于居民区，3 个村集

中在村委会；12 个组村有 4 个集中在村委会，2 个集中于

居民区，6 个分散于居民区；14 个集村有 7 个集中在居民

区，3个集中在村委会，4个分散于居民区。自然地理环境

是影响居民体育文化活动参与条件的重要因素。通过分

析上述村落的地形地势发现，集村和组村的地形地势较

为平坦，散村则基本是地形地势复杂崎岖的山区或丘陵

地带。通过进一步对比表 2、表 3 发现，集中布局公共体

育服务（尤其是集中在村委会）的村呈现出的资源荒废、

闲置、损坏等现象明显比分散配置的村严重，特别是在组

村和散村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此外，在公共体育服务集

表3 村落公共体育场地设施配置数量情况

Table 3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Statu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行政村

NLC

LSC

LJC

XJC

QCC

HNGC

QYC

GC

XKKC

DYC

STC

DMC

ZZC

BNZC

WDKC

XNDC

ZCC

XC

PYC

LCC

HLC

SXZC

HLCC

MLC

GFC

SQC

YLC

ZCQXC

GMLC

HDC

ZJC

FSXC

YJC

HYC

HXC

LKC

DSXC

ZAC

供给数量

篮球场/片

0

0

1

1

1

0

0

0

2.5

1

1

1

1

1

0.5

0

0

1/敬老院

1

1

1

0

0

1

2

0

1

1

0

0

0

1

0

1

1

1

1.5

1

羽毛球场/片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1

0

0

0

0

2

0

0

0

0

乒乓球台/副

1

0

0

0

1

0

0

0

2

2

2

2

2

2

0

0

0

0

0

3

0

1

2

2

2

0

0

0

1

0

0

0

0

2

0

0

2

0

健身设施/件

11

0

9

9

9

9

6

15

23

15

0

15

15

26

15

0

0

5/敬老院

6

15

15

7

0

6

6

0

6

6

6

0

14

9

7

15

7

10

18

15

文体广场/m2

800/村委会院坝

0

0

500/村委会院坝

0

800/村委会院坝

800/村委会院坝

1 000/村文化广场

350/村委会院坝

0

2 000/村文化广场

0

0

0

1 200/村文化广场

0

0

0

0

0

0

0

1 000/村委会院坝

1 300/村委会院坝

0

800 /村委会院坝

0

0

0

600/村文化广场

0

0

1 500/村文化广场

0

0

0

0

门球场/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备注

设施长期闲置

公共用地缺乏建设

篮球场暂无篮架

健身广场长期占用

1副篮架损坏

设施使用效率高

健身路径占用

设施使用效率较高

2副乒乓球台损坏

居民需求乒乓球台

乒乓球台、篮球场废弃

体育设施利用率较高

1副乒乓球台损坏

篮球场、乒乓球台废弃

设施经常无人使用

位置偏僻，对外闭塞

位置偏僻，对外闭塞

篮球场废弃

村委会时常关闭

离居民区较远

篮球场无线且占用

国道旁，安全度低

篮球场建设中

村委会位于新农村

村委会位于新农村

位置偏僻，对外闭塞

使用人群较少

羽毛球场无隔网

羽毛球场无隔网

位置偏僻，对外闭塞

居民望组织活动

需求健身广场

需求紧张

设施占用严重

健身路径无法使用

场地设施使用率高

篮球场长期占用

1副篮架严重损坏

注：据村干部反应村委会院坝算为文体广场（实质并非专门的体育场地），其面积为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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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配置的散村和组村中，受访居民中存在不知晓本村是

否配置公共体育服务，不清楚已布局的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地点。

4 村落空间形态环境视角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

治理逻辑及路径

4.1 以坚持居民体育权利的平等性为前提

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始终以满足居民的体育

需求和繁荣农村体育文化为价值取向，保证居民平等的

体育权利、均等的体育参与机会既是政府基本的职责和

义务，更是其均等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刘明慧 等，2015）。

所谓均等化并非指各地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遵循同等的

配置标准，实质是要求保证广大农村居民共享公共体育

服务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公平。建立遵循村落空间体育环

境的治理逻辑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发展至关重

要，既要看到具体村落应当拥有的建设起点，也要为其设

定适合的发展终点。具体要求“因村而议”树立以保证农

村居民体育权利平等和体育参与机会均等的治理理念，

深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论学习，强化精

准治理的理论认识和行为反思，深刻理解均等化发展的

内涵所指，可通过开展专家咨询、社会调研、村民会议等

方式了解居民真实的体育需求，从而让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的治理行为真正融入农村空间环境，以助推农村体育

的高质量发展。

4.2 以增强治理制度的灵活性为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

革目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作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

的组成部分，其治理能力是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

现。以村落空间体育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

（新华网，2018），提升治理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新

时期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改革实践的题中之义。在此

过程，要正确把握“放”“管”“服”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到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制度的科学管理、科学评价与科学

服务相结合，重点突出治理过程的制度效能、政府责任和

服务职能。这既是其制度构成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改革

实践的基本途径。

第一，简政放权，建立多措并举的供给机制。政府要

合理下放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行政管理权力，简化行政

审批程序，降低准入门槛，建立政府扶持、市场竞争、社会

赞助及居民自助等多元并举的供给方式，形成涵盖多元

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格局。具体要求政府精准定位，迎

合村落具体的空间体育环境选择适宜的供给方式，制定、

出台支持和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

规则、办法及政策，充分激发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如集村中要灵活运用政府调查、民主协

商、居民参与等方式，营造多元参与、人人尽责和人人享

有的治理氛围；组村要充分激发广大居民、村委会及各类

组织的参与活力，试行以“居民点或生产组为单位”的供

给方式；散村在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的同时，充分发挥

村委会自治和居民自助的方式。

第二，优化职责，健全科学的监督评价机制。公共产

品性质决定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制度改革的“减政放

权”并非要脱离政府，而是科学定位政府责任，强化治理

制度适应农村复杂体育环境的能力。转变政府行政主导

角色、强化引导监督职责的目的，旨在确保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的高效、规范、有序治理。具体在监督机制方面，通

过建立、增强各主体考察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履职意识

和参与职责，奠定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制度

基础，转变脱离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粗放型治理模式；建

立健全督促各主体遵循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空间适应性的

长效机制，规范治理行为，及时纠正治理过程中的不为、乱

为、盲为现象。严格落实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责任追

究机制，追究责任主体脱离村落实际情况的履职失范行

为，形成优胜劣汰、长效竞争的治理氛围。制定迎合村落

空间体育环境的评价机制，以“意识导向，制度推动”的治

理体系提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推动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的绩效考核标准从效率导向质量评价转变，落实

农村居民体育权利实现、体育需求满足及体育环境优化的

系统性评价。依据村落空间体育环境设计因村而异、灵活

多元的评价机制，包括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制度、供给标

准、供给效率、服务质量、公平性及居民满意度评价等各个

方面。

第三，强化服务，健全信息服务机制。针对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需双方突出的信息闭塞、滞后瓶颈，政府要强

化服务职能，主动转变为“服务引导者”的角色。牵头健

全信息服务机制，搭建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共享平台，以精

准应对农村变迁发展的复杂体育环境，具体要：1）上下联

动，畅通信息征集（反馈）机制。充分结合政府行政层级

优势，厘清县（区）、乡（镇）、村三级组织的协同分工，结合

辖区农村空间环境特征强化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征集的制

度设计。即县级政府牵头乡级政府组织辖区农村的公共

体育服务信息征求工作，乡级政府统筹各村村委会摸清

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情况，村委会则根据村实际环境深入

了解居民的体育诉求。从而建立县（区）、乡（镇）、村“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求

信息征集与反馈机制，根本化解供求信息错配的制度性

矛盾；2）创新形式，丰富信息征集（反馈）渠道。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供求信息错位很大程度源于政府履职和居民诉

求表达的时空屏障，要创新适宜各类村落空间环境的公

共体育服务供求信息征集形式，拓宽政府信息获取和居

民诉求表达渠道。如充分运用村广播、村务建议征集箱、

村民会议、村干部定点走访及微信、QQ、抖音等新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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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数据调查分析，丰富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征集

渠道。打通农村（特别是散村和组村）居民体育诉求表达

的时空障碍，提高政府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代表性；3）整

合资源，组建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共享平台。针对复杂多变

的农村体育环境，要跨界联合体育、文化、国土等部门和村

委会、居民等力量搭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共享平台。

如以县（区）为单位，按村落空间形态类型整合各方信息资

源，建立涵村落地形、交通、文化、人口、居民聚居与分布规

律及公共体育服务供求情况（如数量、结构、配置方式、使

用情况）等信息共享数据库，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

治理提供信息支撑。

4.3 以保证供给结构的适宜性为核心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结构同质化矛盾化解的关键

是要调整供给结构，匹配适应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的服务

内容。综合考虑村落的经济水平、人口构成、文化习俗、

生产生活及自然条件等环境因素，多样化供给，扩大公共

体育服务内容布局的选择空间。具体而言，当下集村应

着力完善和健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足补齐群众

性体育赛事活动、体质健康监测、体育组织建设、体育健

身指导服务等结构性短板。注重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存量

资源的提质与开发工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组村加大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各居民点之间公共

体育服务资源的协同配置，保证村域体育文化整体协同

发展。注重组织广大居民便于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促

进各居民点体育文化的空间交流；散村则需转变单纯以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为主的治理方式，注重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体育科普及体质健康监测类的“软”服务内容供给，

通过逐渐提升居民的体育认识和增强村域体育文化氛围

催生个体的体育行为。

4.4 以提升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性为保障

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应“以民为本，因村而异”，依

据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特征实施惠及广大居民的科学配置

方式，最大化扩大有限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有效辐射区

域及服务人口。具体可综合考虑以下 4方面：

1）根据村落人口数量。体育人口数量是影响公共体

育服务需求量的重要因素，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点”要尽

量选择在居民较多、居住密度较大的公共空间，扩大服务

人口的规模（熊禄全 等，2018b）。如集村分配在居民聚居

的中心区域，组村尽量选择较大的居民点，散村可布局于

村落的交通干道和学校、医院、商店等住户相对较多和居

民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2）适应居民空间分布规律。单一、集中、固定的公共

体育服务空间配置方式难以适应复杂的居民空间聚居环

境，实践中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配置办法，结合村落居民

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分配。如集村可根据居民空间聚居

的平面形态确定布局位置，散村和组村则应根据居民点

的空间分布规律采取单点与多点布局相结合的配置方

式，以确保大多数居民共享公共体育服务的时空可达性

与便捷性。

3）兼顾村落地形地势特征。为优化服务环境，提升

居民体验感，保证各类村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益，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点”的空间选址要尽量选择地形地势较

为平坦、居民往来便捷的公共区域。特别是山区、丘陵地

带的农村，要以保证多数居民享用公共体育服务的便捷

条件为前提，避免布局在居民出行不便、生活联系较少的

崎岖复杂环境区。

4）考虑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属性。不同公共体育服务

内容的用地面积、服务方式、可移动性等属性特征的差

异，决定了适宜的空间环境不同。诸如体育赛事活动、体

育科普、体质健康监测此类“软”服务，服务方式和空间选

址的灵活性强，适宜根据村落具体情况广泛深入开展。

乒乓球台、健身路径设施等轻巧型体育设施，占用空间

小、易移动、布局点选择性多，可在村域内采取流动布局

的分配方式，最大化扩大辐射村域和受益人口。篮球场、

羽毛球场等大型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大、服务位置固定，

应尽量建设在人口密度大、数量多的村域位置。

5 结语

随着新时代农村体育文化需求环境的变迁发展，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突出的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体

育振兴的核心瓶颈。对此，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活动

与村落空间形态环境的耦合规律为其供需矛盾的认识和

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以村落空间体育环境特征为基

础，遵循因村而异的治理逻辑，系统推进以保证居民的体

育权利平等性为前提、增强治理制度的灵活性为重点、保

证供给结构的适宜性为核心、提升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

性为保障的治理理念、制度、供给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与转型，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体育生活

需要的时代诉求。但要注意，由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

供需矛盾是农村自然人文多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所以基于村落空间形态环境视角对其供需矛盾的有

关探索还有待继续加强，特别是需要开展更为全面、系统

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为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引领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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