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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已经表明袁推广应用运动
处方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袁促进全民身体健康袁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
运动处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等方面袁而且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袁国内对于城市推广
应用运动处方的研究甚为少见遥 对我国东尧中尧西部地区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实践进行
考察发现袁当前的实践主要是以国民体质监测为主体袁在大部分城市市区和学校开展国民体
质监测和以运动处方教学形式推广袁部分城市在健身俱乐部等健身场所普及推广曰各地区关
于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和完善袁推广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袁推广群体和范
围逐步扩大袁相关公共服务体系也逐步健全遥 以 X市为例袁可知推广野运动处方冶是培育健康
消费新热点尧完善公共服务尧改善民生尧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举措袁对于城市以及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该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优势体现在于区位优势尧具备高素质的
体育师资队伍尧具有独特的体育文化氛围尧具有发达的医疗组织等方面曰劣势体现在受社会
发达程度的制约尧周边城市的巨大竞争压力尧关于运动处方相关人才匮乏尧缺乏高素质体育
经营人才等方面曰机遇方面体现在政策支持尧经济保障尧体育设施资源丰富等方面曰威胁方面
表现在关于运动处方理论与应用研究滞后尧个体缺乏必需的健康锻炼意识袁基础设施相对欠
缺袁应用型专业人才欠缺等方面遥 城市可以依托其独有的环境尧地理尧人文等资源袁结合运动
处方理念和思维方式袁更能科学地指导和促进人的健身行为遥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对策
与建议院一是完善市场与政府合作机制曰二是健全运动健身服务体系曰三是培养健身运动的
指导人员袁加强科学有效的指导曰四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与维护曰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袁增强群
众健身意识曰六是借鉴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先进经验遥由于我国城市范围较大和地域发展的特
殊性袁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袁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遥

关键词院健康中国曰运动处方曰全民健身曰城市曰国民体质监测曰健身运动曰锻炼
中图分类号院 C913曰G80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2-8580渊2018冤05-0017-12

DOl:10.11965/xbew20180502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渊Social Sciences Edition冤
第 33卷第 5期
2018年 10月

Vol.33 No.5
Oct.2018

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

实践探讨

吴小彩

渊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人文社科部袁四川 自贡 643000冤

17



一尧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袁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袁群众健身锻炼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袁康养健身的需求趋向于生活化尧社会化和科学化遥 2014年袁国务院印发了叶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袁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袁其中提到野加强体育运动指导袁推广耶运动处方爷袁发挥体
育锻炼在疾病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冶遥 2016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野健康
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明确提出要通过野发布体育健身活动指南袁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尧不
同环境尧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袁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服务模式冶遥 推广应用
运动处方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袁促进全民身体健康袁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袁凸显了推广应用
运动处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遥

野运动处方类似医生给病人开的医药处方袁是指符合个人状况的运动程序冶 [1]袁各国专家
学者已围绕野运动处方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遥 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施了运动处方几十年袁但
在我国相对来说并不普及遥 国内对于运动处方的研究工作袁主要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遥
理论研究方面袁专家学者们翻译并出版了国外相关专著袁针对不同人群尧体质等内容的健身
健美运动处方进行了大量研究遥 实践探索方面袁部分地方医院设立了野运动处方咨询冶门诊袁
把运动处方运用到医疗保健实践袁逐步开展了防治高血压等疾病的运动处方研究曰部分大尧
中尧小学校也在积极开展运动处方的实验袁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曰当前关于运动处方
师的相关培训工作也逐步普及遥 总体而言袁我国对运动处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尧作用尧
分类尧处方效果尧实验设计尧相关教育教学等方面袁而关于运动处方的实证研究及推广应用
研究较少袁主要集中在大尧中尧小学等学校层面袁特别是对于像城市这样区域性尧地方性推广
应用运动处方的宏观研究甚为少见袁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不可或缺遥 因此袁本文将通过考察我
国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现状袁并以 X 市为个案袁对我国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实践进
行探讨遥

二尧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实践现状

叶体育法曳第 2章第 21条中指出院野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袁实施体育锻炼标准袁进行体
质监测遥 冶 国家体育总局和其他部委于 1996 年开始启动了 野中国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研
究冶袁1998年在全国 17个省市进行试调查和试运行袁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监测指标方案袁并于
1999年 4月正式通过国家鉴定遥 自 2000年以来袁各省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袁进行了本地区
体质监测工作袁取得了重大成果袁并形成和完善了各年龄阶段的体质健康评定标准遥 国民体
质监测工作的开展袁通过了解居民体质健康状况袁并为其提供运动处方袁进而为其科学健身
提供了指导依据袁营造城市良好的健身氛围袁推动城市全民健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遥 从城市
的角度来说袁以国民体质监测等为代表的系列行为活动袁是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重要基础
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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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东部地区
福建尧广东尧山东尧江苏尧浙江等东部地区的部分省尧渊区冤市尧县响应国家号召袁由政府和体

育局牵头袁体育局或体育科学研究所尧国民体质检测中心等单位渊机构冤共同合作招标采购并
使用了国民体质检测车渊大巴冤袁启用体侧一体机袁开通电话预约体测途径袁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走进社区和街道等一系列关于运动处方的相关工作遥 此外袁部分中小学尧高校建立关于运动处
方的体育教学信息化平台袁开展实施了运动处方教学等相关工作遥 典型事例如下遥

福建省体科所牵头设置跑步公园体质检测区袁提供了体质检测服务袁为跑者提供了科学
运动指导服务[2]遥

广东省积极推广社区健身服务活动袁为社区居民开运动处方[3]遥
河北省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组织了 野体质健康达人秀暨体质评估袁 科学健身指导进社

区冶活动袁为居民提供免费的体质监测尧科学健身指导等一站式服务袁开启了健身野私人订
制冶[4]遥

山东省日照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免费进行体质测试和健身指导服务 [5]曰德州市建设全市
国民体质检测中心和全民科学健身云平台袁指导百姓科学健身袁将通过云平台系统建立群众
体质档案袁实现群众健身运动科学化尧智能化遥 经市政府批准建设的公益性体育健身推广单位
野威海奥林国际健身中心冶袁受威海市体育局委托袁组织专业教练团队对周边市民进行免费体
质监测活动袁并为市民免费开具运动处方袁现场将有健身课程展示尧舞蹈表演尧活动抽奖等互
动环节让市民能更清楚了解自身体质尧科学健身[6]遥

天津市举行科普嘉年华活动袁健康体质监测是科技改变生活板块的活动之一遥 监测大巴
为市民免费体检袁测试后及时出具评估报告袁并有专家现场解读报告袁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健身
指导和咨询[7]遥

江苏省以南京尧常州等市为代表袁开展关于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相关工作相对成熟遥 例
如袁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南京应创新健康管理服务袁试点野运动处方冶袁将野运动处方冶作为一项
健康推广计划遥 通过政府尧医院尧从事促进运动机构及社会团队的通力合作袁研究推广运动处
方计划的发展规划袁在城市范围内进行试点[8]遥 南京市体育局通过市区两级国民体质监测网
络袁大力推广体质监测袁帮助市民了解自身体质状况袁开具简单的运动指导处方袁每年为城乡
居民免费体质测试袁建立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袁开展走进街道社区活动 [9]遥 常州武进区
在全民健身广场内的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启用了首台体测一体机袁为市民提供运动处
方袁实现个性化服务[10]遥

浙江省省体育局 2015年组织开展野体卫合作冶试点调研袁与省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叶关
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体质测定与科学健身指导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曳袁 推广 野运动处
方冶尧野营养处方冶尧野康复处方冶袁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试点[11]遥 以无锡市尧杭州市尧宁波市为代表袁
利用野三下乡冶尧野全民健身日冶尧野三八妇女节冶等常规活动和节日期间 [12-13]袁开展国民体质检测
工作袁针对居民体检结果袁为其开具运动处方袁提供个性化的健身尧饮食指导遥 温州市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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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计划尝试为每名中小学生开具野运动处方冶袁即根据学生力量尧耐力尧握力等各方面综合
条件袁给出学生加强体质锻炼的科学指南袁为学生量身定制野运动处方 [14]遥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建立了高职体育教学信息化平台袁根据不同专业特色开展了不同项目的运动处方教
学[15]遥

渊二冤中部地区
江西尧安徽尧河南等中部地区的部分省尧渊区冤市尧县推广应用运动处方主要由政府和体育局

牵头开展相应的工作袁体质监测尧健身讲座等具体工作主要由体育局或体育科学研究所尧国民
体质检测中心等单位渊机构冤共同合作完成袁部分城市招标采购并使用了国民体质检测车遥 此
外袁部分城市在中小学开展实施了运动处方教学遥 典型事例如下遥

由江西省体育局主办袁体彩公益金大力协助举办国民体质监测健康万里行活动袁每到一
地都将在现场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遥 监测车除了当天在活动现场野服役冶之外袁
平时也经常走进江西省内的企业尧学校等场所进行公益性的国民体质监测[16]遥

安徽省省体育局配置国民体质监测车对公民进行体质监测和健康检查袁车上配有国际先
进的体质测试和健康检查的仪器遥 通过对人体身高尧体重尧肺活量等 11项指标的测试袁经电脑
分析袁现场可得评定结果袁反馈内容有各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的评定袁并根据综合体质评定结
果袁对受试者开出科学的运动处方尧健身指导[17]曰合肥市国民体质检测中心完善 30多种器材设
备袁建立健身康复区袁市民可以提前通过电话预约去该中心测体质袁在体质检测完毕后袁可根
据中心健康专家开出的野运动处方冶到这个区进行康复性的锻炼袁中心会为检测市民保留终身
档案袁用来比对检测数据袁跟踪市民的体质状况[18]遥

河南省郑州市自 2013年起对 6所试点学校实施运动处方体育教学模式袁 实施分层次尧
差异化教学遥 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健康诊断尧体力测试尧指定运动处方等内容袁实施的基本思
路袁是将医学尧生理学的理念贯穿野运动处方冶体育教学模式的始终遥此外袁郑州市教育局把继
续做好郑州市中小学生野运动处方冶体育教学模式推广工作作为市教育局工作要点袁要求实
施叶郑州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纲要曳袁完善过程评价与管理机制袁培养学生掌握一到二
项运动技能 [19]遥

渊三冤西部地区
陕西尧内蒙古渊自治区冤尧四川尧重庆尧新疆等西部地区的部分省渊自治区冤尧市渊区冤尧县开展了

关于一系列关于运动处方的相关工作袁部分城市采购使用了国民体质监测车袁建立了国民体
质监测站袁同时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社区行等公益活动袁开通网上预约体质测试途径遥 此外袁
在部分高校已经引进大学生体质健康评价及运动处方指导系统遥 典型事例如下遥

陕西省政府及宝鸡市政府相应出台了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
见曳遥 该意见重点任务之一是野积极推进产业融合袁强调注重康体结合袁积极推广耶运动处方爷袁
培育和发展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曰发挥省或市医疗资源优势袁支持省或市内院校在运动医学
和康复医学领域的科研力量和人才培养袁 鼓励医疗机构和有资质的医生开展相关执业活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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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开展健身咨询和调理等服务冶 [20-21]袁指导人们有目的尧有计划尧科学地锻炼身体和预防疾
病遥 此外袁宝鸡市还成立了野运动康复俱乐部冶袁一些医疗机构从体育院校引进了专门学运动医
学的人才袁定期举行野康复大讲堂冶袁引导人们科学锻炼身体[22]遥

内蒙古体育局把国民体质监测车开进呼和浩特海关袁举办了野走进海关边关袁全民健身和
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冶遥 该活动为职工义务开展体质检测袁宣传尧推广国民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
知识理念袁积极组织开展体质测定和运动能力评定活动袁提高群众的科学健身意识遥 其中袁内
蒙古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现场为每位受试者开具体质测评报告袁对如何开展运动健身进行
指导建议[23]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国民体质监测社区行是一项公益活动袁通过监测身体形态尧身体机
能和身体素质三个指标袁免费为参加测试的市民开出野运动处方冶袁指导市民针对自身条件进
行体育锻炼[24]遥

重庆市目前能够开具野运动处方冶最专业和权威的机构是重庆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5]遥 运动
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尧腾讯大渝网尧少年先锋报联合发起野重庆市青少年首次健康体
质大调查冶袁并邀相关专家就检测当中出现的问题一一分析袁并为孩子们开出运动处方[26]遥重庆
康复医学颠覆式突破袁首开运动处方助力心脏康复遥 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牵头袁率先
在重庆市开展的首家心脏康复治疗新模式正式启用袁并在重庆市首台运动心肺测试系统的测
评和监控下袁拉开了心脏康复颠覆性新疗法的序幕遥 掌握运动处方袁遵循五行原则袁制定和出
台野运动处方冶尧野药物处方冶尧野营养处方冶尧野心理处方冶尧野戒烟处方冶五处方袁运用运动尧心理尧饮
食尧生活方式等非药物治疗手段袁结合五行原理袁逐步实现心肺系统疾病的有效改善袁提高生
存质量和生活质量[27]遥

四川省成都尧自贡尧遂宁尧宜宾等部分城市建立了国民体质监测站袁为市民测试体质袁制定
运动处方遥 农工党成都市委向成都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的集体提案叶关于在成都市开
展运动处方推广试点工作建议曳袁提案建议研究成都市推广运动处方计划的发展规划尧实施方
案袁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袁引导和规范运动处方计划在全市的试点和推广[28]遥 成都首推体质检
测网上预约袁测试完毕后给被测试者开野运动处方冶袁还将推出相关手机 APP应用袁让市民更加
方便预约测试尧科学健身[29]遥舒华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体育学院达成战略合作袁合作成立野舒华
运动健康中心冶和野舒华运动处方研究中心冶袁共同研究运动处方袁提供肥胖运动健康管理尧跑步
运动能力评估及孕妇产后运动健康管理等运动处方[30]遥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部开通
学生体测系统网上运动处方功能袁科学有效地引导学生健身锻炼[31]遥

综上所述袁对我国东尧中尧西部地区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袁当前的
实践主要是以国民体质监测为主体袁在大部分城市市区和学校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以运动处
方教学形式推广袁部分城市在健身俱乐部等健身场所普及推广遥 各地区关于推广应用运动处
方的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和完善袁推广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袁推广群体和范围逐步扩大袁相关公
共服务体系也逐步健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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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 SWOT分析院以 X市为例

X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袁是培育世界冠军的沃土袁有深厚的群众体
育基础袁荣获全省体育道德风尚奖尧全省体育事业贡献奖等多项荣誉称号遥 结合该市自身特
色袁大力推广应用运动处方袁营造良好的健身氛围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遥 大体包
括如下举措院渊1冤市体育局积极倡导社会资金领办尧兴办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遥 如 2015年引进
户外运动协会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尧雅驰体育尧武缘竞技等项目袁并引进社会资本建设国民体
质检测中心和运动处方尧运动调理和运动康复项目曰渊2冤作为省三个国家级国民体质监测点之
一袁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要求袁按时保质地完成国民体质监测数据采集及报
送指标相关工作曰渊3冤市体育局举办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等活动遥 例如袁省体育科学学会尧市体育
局共同承办的野科学健身尧志愿服务冶活动科学健身知识讲座袁为听众讲解科学健身知识尧方法尧
实用手段以及运动损伤的预防与现场处理等健身知识袁 耐心解答听众们提出的相关问题袁发
放科学健身手册尧挂图等[32]曰渊4冤市体育中心向社会购买国民体质监测服务袁专业健康管理公司
为市民提供免费国民体质测试服务曰渊5冤健康管理公司与市中医医院等达成技术合作共识袁将
优质技术资源结合袁设立康复中心袁主推运动康复遥

渊一冤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优势渊Strengths冤分析
1.区位优势
该市文化底蕴深厚袁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袁位于成渝经济区中部尧川南城市群中心位置袁仓

储物流设施完善袁旅游资源丰富袁商业氛围浓厚袁商品交易市场辐射能力强曰是川南区域商品
集散地和人流聚集地[33]遥

2.具备高素质的体育师资队伍
该市拥有较为丰富的体育及运动处方相关人才遥 据统计袁 从事体育及相关产业人员 2千

多人[34]遥 高校尧科研院渊所冤培养着教学尧科研尧训练等方面比较专业的人才袁各体育场馆可充分
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展和提供体育咨询与培训尧健身娱乐尧有偿训练等高附加值类服务遥 体
育人才方面的明显优势袁能为运动处方的推广应用工作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遥

3.具有独特的体育健身文化氛围
该市是历史文化名城袁独特的文化氛围与优良的人文环境吸引着社会各方面的关注遥 作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袁作为培育世界冠军的沃土袁有深厚的群众体育基
础遥 近几年袁该市先后举办了大型体育赛事袁提高了该市的知名度与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遥

4.拥有发达的医疗组织
全市有卫生机构 2千多个袁其中袁拥有国家三甲医院 3个曰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袁乡镇

渊中心冤卫生院 96个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31个尧村卫生室 1600个尧诊所尧卫生所尧医务室尧
门诊部 511个[35]遥 医疗机构遍布各个区尧县袁一流的医疗机构为国民体质监测及运动处方的推
广应用工作打开市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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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劣势渊Weakness冤分析
1.受社会发达程度的制约
2017年袁该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151元袁比 2016年增长 9.1%袁城乡居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 15718元袁比 2016年增长 7.0%[35]遥 但是相对来说袁体育产业还处于发展阶段袁推广应
用运动处方方面的投资力度较小袁体育的产业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遥

2.周边城市的巨大竞争压力
近几年袁随着周边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崛起袁与该市休闲体育产业竞争也较为激烈遥 都市休

闲圈也对该市形成了巨大挑战袁康养产业的发展趋向日益明显遥 因此袁周边城市康养产业的蓬
勃发展袁势必给该市带来竞争与挑战遥

3.关于运动处方相关专业人才匮乏
目前袁在该市能开出和执行严格正规的运动处方的机构很少袁从而阻碍了运动处方应用

的进程遥 缺乏运动处方师等相关人才袁也是制约该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遥

4.缺乏高素质体育经营人才
目前袁既缺乏知识结构合理尧能力素质全面袁并具有一定人格魅力的体育管理人才曰又缺

乏学有所长尧技有专攻的对某一项目体育服务业的商业化运作有实际营销经验和技能的销售
人员队伍袁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该市体育产业和推广应用运动处方事业的发展遥

渊三冤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机遇渊Opportunity冤分析
1.经济保障
近年来袁该市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遥 例如袁经省统计局审定袁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渊GDP冤1312.07亿元袁按可比价格计算袁比上年增长 8.3%[35]遥收入的不断增长为居民生活
改善提供了坚实基础袁从市场需求来看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升级袁居民消费
水平全面提升袁会给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袁为广大居民认识和接受运动处方袁
参与体育健身建构起了有力的经济保障遥

2.政策支持
从叶全民健身计划曳尧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袁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到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袁在大健康的背景下袁城市逐步加大推动运动处方
及相关健康事业的发展遥 大众野健康投资冶意识的增强袁为该市进行国民体质监测数据采集等
相关工作提供了便利袁同时为该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工作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遥

渊四冤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威胁渊Threat冤分析
1.关于运动处方理论与应用研究滞后
由于我国对运动处方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相对滞后袁无论在社会尧家庭还是学校氛围中袁人

们对运动处方理解和重视程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遥 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研究袁无论
是系统化尧多元化尧宽视角的理论方面袁还是政策分析尧实施路径等方面都较少袁不利于家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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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尧学校推广应用运动处方遥
2.个体缺乏必需的健康锻炼意识
该市拥有悠久的休闲文化历史袁使得人们形成的传统的生活习惯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

着一定的矛盾袁使得青少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在体育项目的选择上有断层的情况遥 此外袁该市
城乡收入水平相差较大袁导致个体缺乏必需的健身锻炼意识袁体育消费需求水平整体受到影
响袁这种个体不同程度的体育锻炼需求也影响着该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发展遥

3.基础设施相对欠缺
截至 2017年年底袁全市人口 1082378户袁全市有体育场馆 17个袁全民健身路径 386条袁平

均约 2800户人口才拥有 1条健身路径[35]遥 可见袁城市公共体育服务设施不能真正地满足大多
数人民的健身需求遥 总之袁该市不同区县的体育硬件设施与场地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袁在
城市社区尧家庭等范围内袁推广应用运动处方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遥

4.应用型专业人才欠缺
在发达国家有较严格的各种影像学等检查依据袁 专业指导者能据此开出相关运动处方袁

如出现问题袁专业指导者也有法律依据[36]袁但在我国则缺少这方面的依据遥 体质监测数据出来
后袁需要专家当场解读数据袁由于缺少运动处方专家指导袁使得从体质监测到监测报告渊包括
运动处方冤的结果不能及时反馈给受众者遥 这不仅是该市面临的难题袁在全国部分省尧市渊区冤
都是如此袁这严重制约着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遥

四尧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对策与建议

渊一冤完善市场与政府合作机制
政府提供运动处方的相关政策指导袁不断开拓业务范围和实施路径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和健身氛围曰同时袁地方相关部门或健身服务机构可以融合多种康养产业袁拓展更多的社
会服务遥组织开展野体卫合作冶试点调研袁通过政府尧健身机构及社会团体的通力合作袁研究推
广运动处方计划的发展规划袁推广野运动处方冶尧野营养处方冶尧野康复处方冶袁在城市范围内进行
试点袁使得大众更加积极地尧科学地参与运动处方的推广应用工作中袁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
发展遥

渊二冤健全运动健身服务体系
政府要不断合理布局监测服务网络袁继续扩大监测范围袁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和方式袁运用

最新科技成果袁提高运动处方的科学性尧有效性尧针对性袁不断提升国民体质监测与运动健身
指导的服务质量遥 通过市区两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袁大力推广体质监测袁帮助市民了解自身体
质状况袁开具简单的运动指导处方曰将体质测试站点各街道延伸袁更好更方便地服务市民遥 推
行国民体质监测与卫生部门推行的健康 e站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指导站点袁 社区或街道专门配
备公益性岗位人员负责该项工作遥 与卫生行政部门合作袁将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指导站与基
层医疗机构进行业务对接袁 体测综合数据与专业机构共享袁 整合吸引更多的专业组织机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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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国民体质监测与运动健身指导工作中遥 与地方高校尧科研院所等专业研究尧医疗服务机构
合作袁成立专家团队袁为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指导工作的开展提供专业保障遥

学校体育要不断地推广应用运动处方袁野处方化的模式冶健身才更有针对性袁社会效果显
著袁带动家庭和社区营造良好的氛围袁同时要扩展运动处方适用范围并扩大学科间协作遥 逐步
在大尧中尧小学建立关于运动处方的体育教学信息化平台袁科学指导学生健身遥

渊三冤培养健身运动的指导人员袁加强科学有效的指导
运动处方师等相关专业人才匮乏袁政府职能部门尧社会团体尧组织以及高校都应在培养方

向和专业设置上做出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相应调整遥 政府要不断建立健全运动处方师等相关
专业人才的培养尧引进尧使用和管理机制袁通过不同组织尧方式和层面袁大力培养运动处方相关
专业人才遥 发挥高等院校及培训机构的行业优势袁不断提升运动处方师的从业人员素质和专
业水平遥

渊四冤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与维护
加大对群众体育的基础设施和经费投入袁通过投融资等方式袁逐步建设公共健身场馆尧体

育公园袁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遥 加强社区与高校的合作袁增加高校体育设施的利用率袁通过
政策吸引尧发挥社会力量开展体育场所建设遥 国民体质监测设施设备方面袁可采用投融资方式
招标采购国民体质检测车渊大巴冤袁启用体测一体机袁建设全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全民科学
健身云平台遥

渊五冤加大运动处方的宣传力度袁增强群众健身意识
通过开展运动处方专题讲座袁举办社区健身服务活动袁进行科学健身方法的指导遥 通过广

播台尧电视台尧报纸尧新闻媒体袁设立科学健身专栏袁加大运动处方的宣传遥 走进社区袁将野运动
处方冶作为一项健康推广计划袁宣传科学健身方法袁由此来指导群众的健身活动遥 可以通过举
办体博会尧体质健康达人秀渊赛冤等活动袁设置体质检测区袁提供体质检测服务曰举办野三下乡冶等
活动袁在野全民健身日冶尧野三八妇女节冶等节日期间袁可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袁进一步宣传运动
处方的相关知识等遥

渊六冤借鉴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先进经验
第一袁学习先进国家运动处方与生物学的结合袁利用细胞代谢周期的特性安排专业性的

运动计划遥 第二袁学习美国生理学家制定运动处方时的测量方法袁有依据地制定科学的运动处
方遥 第三袁引进德国先进的运动处方测量仪器和运动处方的应用器材袁形成专业的运动处方制
定流程遥 第四袁学习美国的运动意识深入理念袁根据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来宣传不同目的的
运动处方计划袁让健康运动处方观念深入人心遥

五尧结 语

面对当前国家战略层面对应用运动处方的推广袁城市可以依托其独有的环境尧地理尧人文
等资源袁结合运动处方理念和思维方式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袁优化公共健身服务体系袁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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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体质具有重要意义遥 在我国东尧中尧西部地区部分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效果显著袁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遥 城市可以结合自身实际袁充分借鉴相关经验袁主要包括运动处方相关政
策尧优化国民体质监测设备与系统尧运动处方的推广应用范围尧运动处方相关活动开展与宣传
等方面遥 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由于我国城市范围较大和地域发展的特
殊性袁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相关工作涉及的部门多袁并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袁主要有资金来源尧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尧推广应用运动处方的市场运营管理等袁相关文献与数据资料
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实证调研尧意见交流和论证遥 因此袁城市推广应用运动处方涉及诸多方面
或领域的问题袁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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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and Applying Sports Prescription
in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WU Xiaoca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ichuan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Zigong 643000袁 China)
Abstract: The 野Healthy China 2030冶 Plan Outline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shows promoting and applying sports prescription, carrying out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people have been rais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Experts and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ports prescription, and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orts prescription in cities in China is
ra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sports prescription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of
China, it is found the present practice mainly takes the national physique monitoring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practice is promoted mainly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physique monitoring and sports prescription teaching in
most of the cities and schools. Some cities promote it in health clubs. In each region, the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orts prescript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introduced and perfected,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promotion have been enriched, the groups and scope of promotion have been gradually
expanded, and the relevant public service systems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aking X city as an
example, it is known popularizing 野sports prescription冶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ultivate a new hot spot of
healthy consumption, perfect public service, and improve people爷s livelihood and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healt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China. Meanwhile, a
certain social benefit is to be made. The advantage of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sports prescription in this city
lies in its location advantage, high 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unique sports culture atmosphere, first-
clas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o on. The inferiority lies i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huge competitive pressure from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he shortage of sports prescription related
talents, the lack of high-quality sports management talents, etc. Opportunities are reflected in policy support,
economic security, abundant resources for sports facilities, etc. The threat includes the research on sports
prescrip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lags behind, the individual lacks the necessary consciousness of healthy
exercise, the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deficient, and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are short, etc. City can rely on its
unique environment, geography, humanitie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combine with the concept of sports
prescription and thinking mode to more scientifically guide and promote people爷s fitness behavior.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orts prescriptions in ci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 to perfect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second, to perfect
the mode of sports fitness service; third, to train the guiding personnel of the sports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guidance; fourth, to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fifth, to increase
publicity efforts to enhance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and sixth, to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ities. Due to the big scope of the urba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sports prescription in urban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o it needs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exercise prescription; national fitness; city; national physique monitoring; fitness
exercise;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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