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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马拉松本地赛事参与者视角讨论了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关

系。首先构建了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结构，进一步提出马拉松赛事

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关系的理论假设模型，最后以2016年参加杭州马拉松比赛的杭州

籍运动员、工作人员等520人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马拉

松赛事文化构成3个预测模型分别为：1）由马拉松赛事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构成对居民

幸福指数社会条件的影响模型（R2=0.018）；2）由马拉松赛事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化构成对居民幸福指数身心健康的影响模型（R2=0.059）；3）由马拉松赛事的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对居民幸福指数自身因素的影响模型（R2=0.045）。研究发现，马拉松

赛事文化主要通过其形成的物质文化现象作用于居民的身心健康，从而提升幸福感。研究

结果预示，马拉松文化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研究可对马拉松文

化如何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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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rathon culture and the urban resi‐

dents’happiness ind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athon participants. Firstly, constructed the in‐

dex structure of the marathon culture and the urban residents’happiness index. The paper fur‐

ther propose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rathon culture

and the urban residents’happiness index. Finally, 520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

jects, including Hangzhou athletes and staff at the 2016 Hangzhou marathon. Through furthe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it showed that marathon culture constitut‐

ed three prediction models,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1)The impact model of the material cul‐

ture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the marathon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residents’happi‐

ness index (R2=0.018); 2)the impact model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piri‐

tual culture of the marathon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resident’happiness index

(R2=0.059); 3)the impact model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the marathon on the self-factor of the residents’happiness index (R2=0.045).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lture of marathon mainly affecte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through

the material culture formed by it, and then improved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The research re‐

sults indicate that marathon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ging people’s lifestyle. Fu‐

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how marathon culture changes residents’lifestyle.

Keywords: marathon; event culture;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event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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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是反映国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是测度国民幸福感的一种分析

工具（李军，2013；王智慧 等，2009）。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不断提高，表现在

收入、医疗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治安、交通、环境等社会条件的改善，身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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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身心健康的改善，以及自信心、自我价值等自身因素的

改善等方面。研究显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幸

福的感受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从物质向精神文化生活追

求的转变。周春平（2015）、Ye等（2015）的研究显示，在低

收入阶段，随着物质消费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水平随之快

速上升，但当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时候，精神文化对幸

福水平的边际贡献递增，物质消费的边际贡献却呈递减

规律。杨治钊（2012）认为，物质带来的幸福感不是永久

的，只有文化精神带来的幸福感才是永远的，在经济得以

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让文化提升人们的

幸福感，才是发展之根本。邹琼（2005）研究显示，幸福感

作为一个心理变量与文化关系密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精神文化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将越来越成为重

要的研究主题。

马拉松赛事作为近年来在中国不断兴起的大众体育

现象，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白莉莉 等，2018），并已形成

自己独有的文化。相关研究中，马拉松赛事文化被认为在

物质、制度和精神 3 个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特征，并对社

会进步产生了影响。例如，赵进（2018）对城市马拉松赛事

的文献进行梳理后认为，马拉松运动项目文化的内涵、需

求、特征、传播渠道以及它在器物层、制度层、精神层 3 方

面拉动城市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都是城市马拉松赛事的

进一步研究方向。任占兵（2016）运用逻辑分析法首先给

出了马拉松赛事文化的 3个基本形态，进一步对我国马拉

松赛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存在的若干问题进

行探讨。祝良等（2014）提出，城市马拉松赛事文化具有

“集中展示性、广泛参与性、同场竞技性、高度整合性、开放

合作性和社会文化融合性”等特征。刘乐等（2015）研究认

为，与国外相比，我国马拉松赛事文化匮乏是造成马拉松

运动各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普及马拉松赛事

文化的重要性。任海（2019）从文化的社会性视角阐述了

体育文化的生活内涵，提出了“生活体育文化”的概念，并

将其操作性界定为：“人人爱体育、人人会体育、人人懂体

育、人人能体育”的文化，进一步将“生活体育文化”定位为

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体育格局，也是中国体育

发展所需要的新格局。黄卓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接近一半的调查者认为体育文化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

量，丰富了个人的生活内容，是调节生活情趣的内容之一，

社会公民应该要感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已经来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关于马拉松赛事文化的研

究对其形成、结构以及对社会质量的提升进行了学理分

析，然而在解读其对大众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探索马拉松

赛事文化是怎样作用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方面

的研究成果却鲜有见到。本研究认为，用实证研究的方

法讨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是非常有意义的，如王智慧

（2012）、陈林华等（2015）运用实证研究，在 2008年奥运会

举办前、后共 2 次分别对 18 个行政区的北京市 9 000 名居

民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通过前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有效提升了北京市民的幸福指数。

周纪全（2016）运用实证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浦区

等 5 个区 315 名居民为调查对象，得出上海社区体育赛事

个体特征和组合特征均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的结

论。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尝试以马拉松赛事本地参

与者为调查对象，讨论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居民幸福指数

的关系，为城市更好地建设马拉松赛事文化，从而提高居

民的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假设的提出

1.1 马拉松赛事文化概念框架

学者们对体育赛事文化的概念界定大多是基于对

“文化”的认识。文化通常被界定为“人类在历史实践中

所创造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武胜奇，2009）。

卢元镇等（2002）在“文化”概念基础上将体育文化界定

为：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武胜

奇（2009）、李鸿江等（2015）、韩玉彬（2019）在此基础上结

合体育赛事的特征，将体育赛事文化界定为：在体育竞赛

筹办和组织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制度与精神财富的

总和，并进一步认为物质文化指的是在体育赛事筹办和

组织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制度文化是

指规范体育赛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精神文化是指

在体育赛事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

的文化。依托以上研究成果，本研究将马拉松赛事文化

界定为：在马拉松赛事筹办和组织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物

质、制度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 3

个方面（图 1）（白晓洁，2017）。其中，物质文化是指开展

马拉松赛事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主要指马拉

松赛事的实物内容，包括马拉松赛道、赛道周围的人文景

观、比赛使用的仪器设备、赛事会标等；制度文化是指规

范马拉松赛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组织管理制度、竞赛

规程等；精神文化是指在马拉松赛事活动的长期实践中

孕育出来的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包括马拉

松赛事的理念、主题、口号等。

1.2 居民幸福指数概念框架

依托李军（2013）对幸福指数的概念：评价或测量人

图1 马拉松赛事文化的概念框架

Figure 1.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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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幸福感的指数，用来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

的感受与体验，包括物质条件、社会条件、身心健康、自身

素质 4个方面。其中，物质条件是指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赖

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要素的总和，包括房屋价格、物价水

平、收入分配、医疗条件、住房条件、经济收入、就业情况

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社会条件是指人类社会赖以存在

和发展的社会要素的总和，包括环境卫生、道德风气、社

会治安、社会保障、交通状况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身心

健康是指人体生理和心理都达到健康的一种状态，包括

心态平衡、压力、精神状态、身体健康以及休闲娱乐等方

面；自身素质指的是个人精神追求方面达到的一种状态，

包括自信程度、价值实现、人际关系、未来预期以及认同

程度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相关的居民幸福指数研究概念

框架把物质条件作为重要的指标来解读，但这更多的是

考察居民在物质上的获得感，描述的是民众因物质增量

产生的满意感（尤亮 等，2018）。本研究的宗旨是考察马

拉松赛事的文化现象，更多的是关注马拉松赛事文化给

居民带来的精神变化。相关文化研究表明，文化现象通

常更多的是对个体精神的冲击，而不是物质收获（冉净

斐，2012；周春平，2015）。所以，本研究在考察居民幸福

感提升的问题上，采用社会条件、身心健康和自身因素的

概念结构（图 2）。

1.3 理论假设框架的提出

1.3.1 马拉松赛事文化对居民社会条件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表明，马拉松赛事文化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

层面影响居民对社会条件的感知。首先，马拉松赛事作

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其物质文化可以促进居民社会条

件改善。黄海燕等（2011）、王克稳等（2018）、陈昆仑等

（2018）、鄢慧丽等（2019）、Liu（2016）、Preuss 等（2006）的

研究显示，大型体育赛事因其综合性、规范性、可观赏性

等特征，促进了城市体育场馆设施的改善、城市环境的美

化、城市交通的优化以及城市通信设施等的建设，拉动了

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廉涛等（2017）、钟天朗等（2009）

研究显示，大型体育赛事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优化了

产业结构，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举办城市体育场

（馆）设施的完善和齐备，完善了城市交通设施，推动运输

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马拉松赛事制度文化能够

促进居民社会条件的改善。张现成（2012）研究显示，大

型体育赛事举办地政府采取的民生举措对加快民生建

设、满足民生需求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钟天朗等

（2009）在上海国际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调查中指出，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制度文化的规范性，提升了市民遵守

日常行为规范的意识，提高了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间接

规范了市民的行为。最后，马拉松赛事精神文化能够促

进居民社会条件的改善。蒙彩娥（2015）研究显示，大型

体育赛事中运动员顽强拼搏、不畏艰辛的精神，培养了人

们勇敢顽强的性格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优秀的

品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同时，社会个体

的这种积极变化最终会促进整个城市的和谐（Olberding

et al.，2014）。由此，本研究提出这一假设模型（图 3）。

1.3.2 马拉松赛事文化对居民身心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表明，马拉松赛事文化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

层面影响居民对身心健康的感知。首先，马拉松赛事物

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可以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王智慧

（2012）、倪京帅等（2019）研究表明，大型体育赛事推动了

一系列群众体育支持政策的出台以及群众体育健身场馆

的改善，使得北京奥运会前后居民的健康指数和愉悦感

指数同比增长 3.31% 和 7.43%，说明大型体育赛事的物质

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对体育文化的需求，调动了社会居民参与体育的热情，

增强了人民的体育锻炼意识，进一步提升健康指数和愉

悦感指数。宋兆峰等（2011）研究显示，大型体育赛事的

规范性主要体现在竞赛规则及赛事组织管理等制度文化

的建设方面，这一系列制度文化建设都是为了不断提高

比赛的竞争性和可观赏性，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和

娱乐观众。其次，马拉松赛事精神文化能够促进居民身

心健康的改善。任海（2015）、曹振波等（2017）、董跃春等

（2016）、徐雷（2014）、Havens（2015）的研究显示，许多市

民被马拉松赛事所蕴含的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积极生活

的精神所感染，他们积极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或参与各

种后勤工作，或者沿途为运动员加油，尽情感受着马拉松

运动给人们带来的乐趣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从而

促进城市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居民健康，提

图3 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居民社会条件关系的理论假设

Figure 3.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Social Conditions

图2 居民幸福指数的概念框架

Figure 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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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幸福感。由此，本研究提出这一假设模型（图 4）。

1.3.3 马拉松赛事文化对居民自身因素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表明，马拉松赛事文化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

层面影响居民对自身因素的感知。首先，马拉松赛事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促进居民自身因素的发展。Bou‐

dreau（2010）、武胜奇（2017）、梁波（2019）研究认为，为办

好赛事，城市必然在办赛条件如交通、通信、餐饮、城市环

境、政府服务、志愿者等方面大力投入。同时，体育赛事

文化是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强、更高”的诠释，也是以

运动员、教练员等为主体的团队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

体育赛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物质

生活环境，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人民

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Go（2016）用案列分析法提出日本 3 大城市马拉松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增进人口健康

幸福的结论。易剑东（2018）研究显示，体育文化的核心

是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的良好表现彰显出来的运动队精

神，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这种精神可以极大影响并干预整

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乃至时代精神，使得体育文化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并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幸福生活服务。王

智慧（2012）研究表明，北京奥运会前后居民的成就感指

数同比增长 1.96%，说明北京奥运精神文化所表现出来的

奋发进取与团结协作精神极大提高了市民的成就感。其

次，马拉松赛事制度文化可以促进居民自身因素的发展。

蒙彩娥（2015）研究显示，国际职业选手和群众性业余选

手在同一赛道比赛的马拉松竞赛规则，充分体现马拉松

赛事的参与、包容和公平精神。这种精神是城市居民实

现自我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建设进程中的正能量。高

梦锦（2015）研究显示，社区体育制度文化建设与居民的

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通过体育活动，社区居民能够更

多地参与到一个稳定的活动群体中。在这个群体中，个

体能得到更多的认可与支持，也能产生很强的归属感。

在这种爱与被爱、支持与被支持的过程中，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进一步得到提升。由此，本研究提出这一假设模

型（图5）。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 2016 年参加杭州马拉松比赛的杭州籍运动

员、工作人员 520人为调查对象，性别统计特征显示，男性

为 271 人，女性为 249 人，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52.1% 和

47.9%；年龄特征分布上，青年（15～29 岁）、壮年（30～44

岁）、中年（45～59 岁）、老年（60～74 岁）分别占总样本量

人数的 61.3%、26.7%、9.8% 和 2.2%；学历特征分布上，大

专或本科、硕士及以上人群、高中及以下人群分别占总样

本量人数的 69.0%、21.3%、9.7%；职业特征分布上，企事业

单位、学生、其他职业人员、个体工商业、公务员占的比例

分别为 35.0%、30.4%、18.5%、12.3%、3.8%；收入特征分布

上，月收入在5 000元及以上、3 000～4 999元、1 000～2 999

元、999元以下人群所占比例分别为 38.9%、27.3%、21.7%、

12.1%（白晓洁，2017）。

2.2 研究工具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 1部分为杭州马拉松赛事文化特

征。依托李鸿江（2015）研究成果，此问卷从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精神文化 3 个维度构建操作性指标，分别为：1）

对马拉松赛事物质文化的认知，如“对杭州马拉松赛道路

线的了解程度”；2）对马拉松赛事制度文化的认知，如“对

杭州市政府制定的有关马拉松赛事相关政策的了解程

度”；3）对马拉松赛事精神文化的认知，如“对杭州马拉松

赛事理念的了解程度”。问卷共有 16 个条目，1～7 条构

成物质文化的指标，8～13 条构成制度文化的指标，14～

16 条构成精神文化的指标。同时，采用专家问卷对指标

体系进行效度检验，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问卷，对集中

程度（
-
Χ）、离散程度（标准差 S）和协调程度（变异系数CV）

进行统计分析，保留
-
Χi≥3 且 CVi≥1/3 的指标（张雷 等，

2012），得出较为科学的马拉松赛事文化指标体系。

第 2 部分为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特征。李军（2013）运

用结构方程的基本原理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进行构建，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该指标结构从社会条件、身心健康和自身因

素 3 个维度构建操作性指标，分别为：1）对社会条件幸福

指数的满意程度，如“对杭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满意程度”；

2）对身心健康幸福指数的满意程度，如“对自身身体健康

图4 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居民身心健康关系的理论假设

Figure 4.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图5 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居民自身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

Figure 5.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Ow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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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满意程度”；3）对自身因素幸福指数的满意程度，

如“对自身目前的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问卷共有 16个

条目，1～6 条构成社会条件的指标，7～11 条构成身心健

康的指标，12～16 条构成自身因素的指标。此问卷的效

度检验方法同问卷第 1部分。

采用重测法对第 1、第 2部分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选择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参加过马拉松志愿者及裁判工作

的共 50 名学生和教师为小样本问卷调查对象，初测结果

和两个星期以后的重测结果进行 pearson’s 相关分析，相

关系数为 0.965，这表明预测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2.3 研究过程

以 2016 年参加杭州马拉松比赛的杭州籍运动员、工

作人员为问卷调查对象，问卷共发放 600 份，发放地点选

择在 2016年杭州马拉松的比赛现场，现场回收问卷，共回

收 580 份，回收率为 96.7%，有效问卷 520 份，有效问卷为

86.7%，用 SPSS 11.0 数据包对数据进行分析（白晓洁，

2017），主要采用相关和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模型验证。

3 研究结果

为了构建回归预测模型，首先运用相关分析确认要

素间存在相关性。统计结果显示，马拉松物质文化和制

度文化与居民幸福指数 3个维度分别呈显著性正相关，精

神文化与居民幸福指数中的身心健康、自身因素呈显著

性正相关，与社会条件不相关（表 1）。

3.1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社会条件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在以上相关分析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理论模型，本研

究需要进一步探索马拉松赛事文化能否预测居民社会条

件。为此，建立了以居民社会条件为观察指标的回归模

型方程，按照马拉松赛事文化子因素 r 值大小的顺序，首

先将制度文化输入回归方程模型（颜意娜，2009），然后是

物质文化。分析结果显示，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

是成立的，由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组成的马拉松赛事文

化表现了一个直接对居民社会条件的预测效应，其模型

的预测影响效应量为 R2=0.018，即为小效应量。其中，物

质文化预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104＞

0.05，制度文化预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030，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制度文化对城市居民社会条

件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物质文化对城市居民社会条

件没有影响（表 2、3）。

3.2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身心健康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为了明确马拉松赛事文化能否预测居民身心健康，

本研究建立了以居民身心健康为观察指标的回归模型方

程，按照马拉松赛事文化子因素 r 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

物质文化输入回归方程模型，然后是制度文化、精神文

化。分析结果显示，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

马拉松赛事文化表现了一个直接对居民身心健康的预测

效应，其模型的预测影响效应量为 R2=0.059，即为中效应

量。其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2 个预测变量回归系数显

著性检验 P 值分别为 0.001 和 0.014＜0.05，精神文化 P 值

为 0.791＞0.05，表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对城市居民身心

健康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精神文化对城市居民身心

健康没有影响（表 4、5）。

3.3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自身因素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为了明确马拉松赛事文化能否预测居民自身因素，

进一步建立了以居民自身因素为观察指标的回归模型方

程，按照马拉松赛事文化子因素 r 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

物质文化输入回归方程模型，然后是制度文化、精神文

表4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回归模型

Table 4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模型

马拉松赛事文化

R

0.254a

R2

0.065

调整R2

0.059

标准估计误差

0.496

注：a为因变量，表示身心健康。

表2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社会条件的回归模型

Table 2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Social Conditions

模型

马拉松赛事文化

R

0.152a

R2

0.023

调整R2

0.018

标准估计误差

0.497

注：a为因变量，表示社会条件。

表3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社会条件的回归分析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Social Conditions

模型

常数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未标准化系数

B

3.179

0.090

0.095

标准误

0.192

0.055

0.044

标准化系数

Beta

0.084

0.121

T

16.595

1.630

2.176

P

0.000

0.104

0.030

表1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关系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Happiness Index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社会条件

身心健康

自身因素

物质

文化

1

0.502**

0.437**

0.119**

0.229**

0.209**

制度

文化

1

0.548**

0.131**

0.211**

0.176**

精神

文化

1

0.045

0.133**

0.131**

社会

条件

1

0.508**

0.273**

身心

健康

1

0.490**

自身

因素

1

注：“*”表示P＜0.05，有差异；“**”表示P＜0.01，差异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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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结果显示，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

的，马拉松赛事文化表现了一个直接对居民自身因素的

预测效应，其模型的预测影响效应量为 R2=0.045，即为小

效应量。其中，物质文化预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P

值为 0.002＜0.05，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P 值分别为 0.099

和 0.821＞0.05，表明物质文化对城市居民自身因素具有

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城市居民自

身因素没有影响（表 6、7）。

4 讨论

根据实证数据的验证，本研究构建了马拉松赛事文

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关系模型（图 6）。

4.1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社会条件的关系结果讨论

所谓居民幸福感的社会条件认知，是指居民对环境

卫生、道德风气、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交通状况以及城市

规划等方面改善的认知（李军，2013）。研究发现，马拉松

赛事文化预测居民对社会条件感知的模型由物质文化和

制度文化的要素构成，其预测影响效应量为小效应量，且

只有制度文化要素达到了统计学的预测意义。这种可能

性的解释是，马拉松赛事制度文化进一步规范了赛事的

管理和运行，使其形成“品牌”，并在居民中形成良好的社

会效应。正如前人研究所得出的，文化品牌所代表的共

同利益认知、审美观和价值观，能将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

人聚到一起，优秀的文化品牌能够激发公众的责任感，还

可以通过其所代表的精神理念、道德规范等约束大众（戴

春平，2016）。在参与品牌马拉松赛事这样的全民健身活

动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容易相互影响、感染，

这对丰富百姓余暇生活、提高公民素质、调节社会情感、

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起着最直

接的作用（刘国永，2018）。刘鸿超（2017）研究认为，马拉

松品牌赛事的发展，提高和规范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

加快了与赛事相关配套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

大翻新，具体表现在马拉松赛道及周围环境的打造和整

治、城市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造等方面。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杭州马拉松赛以其“最美跑道”、较高的组织管理水

平、火爆的报名参赛情况和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成为中

国最具影响力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2014—2018 年，杭州马拉松连续四年被中国田径协会授

予“金牌赛事”称号，2019 年被国际田联评为金标赛事。

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杭州马拉松的路线也随之进行调

整，从 1987 年围绕西湖开始，到 2002 年延伸到杭州老城

区的南面、钱塘江的北面，至 2014 年首次跨过钱塘江，

2016 年更是把 G20 主会场纳入路线版图。与此同时，杭

州也从西湖时代迈向了钱塘江时代。从 2014 年开始，杭

州马拉松赛道实行全程封闭，央视史无前例出动两架直

升机对其进行赛事直播。浙江省体育局竞赛中心主任龙

江说，“央视 160 分钟的直播不光能让数亿观众看到杭州

的美景，看到最美赛道的风光，更能充分展示承办城市的

发展状况和市民的精神风貌”（陈洁，2014）。为了保障赛

道顺利通行，杭州市公安局每年会在赛前几天出台《关于

杭州马拉松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的通

告》。2016 年杭州马拉松赛事期间，杭州公交集团结合

“马拉松赛”交通组织管制措施的精神，将赛道涉及的 139

条线路进行分批调整，同时开通公交微博的实时调整信

息，通过调控结合确保“杭马”期间的公交保障（胡菲菲，

2016）。这一系列组织管理及竞赛规程的制度设计，无不

体现了政府在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

保障了杭州马拉松赛事在健康、有序、安全的环境中顺利

进行。通过参加马拉松，居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城

市的和谐与稳定，进而极大提高对杭州这座城市道德风

气、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交通状况以及城市规划改善方

面的认知。因此，马拉松赛事制度文化促进了居民对幸

福指数中的社会条件的认知。

马拉松物质文化主要是指马拉松赛事中的实物内

容，包括马拉松赛道、赛道周围的人文景观、比赛使用的

仪器设备、赛事会标等，可能是因为这些物质内容在人们

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杭州马拉松也没有形成自

表5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回归分析

Table 5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模型

常数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未标准化系数

B

2.831

0.183

0.108

-0.012

标准误

0.191

0.055

0.044

0.045

标准化系数

Beta

0.167

0.134

-0.014

T

14.789

3.317

2.473

-0.265

P

0.000

0.001

0.014

0.791

表6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自身因素的回归模型

Table 6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Own Factors

模型

马拉松赛事文化

R

0.225a

R2

0.051

调整R2

0.045

标准估计误差

0.468

注：a为因变量，表示自身因素。

表7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城市居民自身因素的回归分析

Table 7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Own Factors

模型

常数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未标准化系数

B

2.978

0.162

0.068

0.010

标准误

0.180

0.052

0.041

0.042

标准化系数

Beta

0.158

0.090

0.012

T

16.506

3.112

1.654

0.227

P

0.000

0.002

0.099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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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固定的赛道文化，因此，物质文化对此没有影响。杭州

马拉松赛事所倡导的“全民健身”理念、“绿色休闲运动”

主题、“跑过风景跑过你”赛事口号以及马拉松运动本身

所具有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文化对居民社会条件没有影

响，这可能与杭州市政府及赛事组织者对杭州马拉松精

神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从而没有形成城市特有的赛事精

神文化有关（白晓洁，2017）。

4.2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身心健康的关系结果讨论

所谓居民幸福感的身心健康认知，是指居民对心态

平衡、压力、精神状态、身体健康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的

认知。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文化预测居民对身心健康

感知的模型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要素构

成，其预测影响效应量为中效应量，只有物质文化和制度

文化要素达到统计学的预测意义。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解

释是：2016年杭州全程马拉松路线起点从黄龙路出发，途

经曙光路、保俶路、北山路、湖滨路步行街、解放路、钱江

路、闻涛路、滨盛路、江南大道、钱塘江大桥、虎跑路、杨公

堤、龙井路、灵隐路等地方，经过杭州一系列标志性著名

景点，具有“世界最美赛道”之称，“西湖边看秋叶、钱塘江

边闻涛声……”杭州马拉松赛事及周边的人文景观，能够

带给参与者极大的感官视觉冲击与享受。同时，杭州马

拉松赛道在非赛期间是杭州市居民经常进行休闲娱乐、

健身锻炼的免费场所。访谈中，很多本地运动员表示，周

末他们会经常跟家人朋友一起在杭马赛道涉及的景点玩

耍或运动。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体育机会的增加可以

提升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感知（高红艳 等，2010）。本研究

同样发现，在人们余暇时间结伴而行的健身休闲娱乐过

程中，马拉松赛道及周边的人文景观作为马拉松赛后的

文化遗产极大地增强了居民对健身休闲机会的认知，增

进了对生活的满意度，进而促进身心健康。因此，马拉松

赛事物质文化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作为“国内金牌赛事”和“国际田联标牌赛事”，杭州

马拉松赛事的制度文化保障了赛事的顺利开展。浙江省

体育竞赛中心副主任陶自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大家介

绍了 2016 年杭州马拉松赛事变动的 3 大规则：1）调整了

路线，加入 G20 会场；2）总人数增加，为满足更多长跑爱

好者感受“世界最美赛道”风采，从 2015 年的 30 000 人扩

编到 32 000人；3）赛事服务更周全，急救医生参赛，100个

跑群医疗人员，每百米 1 个志愿者，每 5 km 安排一个医疗

救助点，有利于第一时间进行突发急救。同时，邀请更多

的名人参加（唐延松，2016）。这些制度设计对积极引导

居民参加马拉松健身娱乐活动、确保运动过程中的身体

安全起到极大的作用，因此，马拉松制度文化促进了居民

对幸福指数中的身心健康的认知。同样，精神文化对居

民身心健康没有影响，这可能与杭州市政府及赛事组织

者对杭州马拉松精神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从而没有形成

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有关。

4.3 马拉松赛事文化与居民自身因素的关系结果讨论

所谓居民幸福感的自身因素认知，是指居民对自信

程度、价值实现、人际关系、未来预期以及认同程度等方

面的认知。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文化预测居民对自身

因素感知的模型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要

素构成，其预测影响效应量为小效应量，且只有物质文化

要素达到统计学的预测意义。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解释

是：如上文所述，杭州马拉松赛道途经了杭州一系列标志

性著名景点，2016 年杭马赛道风景再度升级，增加了 G20

峰会元素，让参加杭马的跑友跑过 G20 峰会主会场。杭

马让世界人民再次认识这座具有千年古韵内涵的老城以

及举办 G20 峰会所展现的经济发展新实力（李昂，2016）。

2016年，杭州马拉松获“国际田联标牌赛事”称号，同时再

次蝉联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称号和“最具传播影响力

赛事”称号。作为杭州本地参赛运动员，能够在自己居住

且熟悉的城市、“世界最美赛道”与同事、朋友、家人一起

参与体育盛宴，彰显自己的精神和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挑

战，无疑会产生一种无比自豪的感觉。王进（2005）、董宝

林等（2018）研究显示，从社会心理学观点分析，由同事、

朋友、家人一起参与的社会互动，能够提高人们的休闲机

会认知，而人们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可以反映生活质

量。访谈了解到，很多本地参赛者在日常的锻炼中会经

常跟好友、跑团成员一起在杭马赛道上慢跑锻炼，大家为

自己能够生活在杭州这样的城市而感到自豪、骄傲和幸

福。正如一位杭州本地参与者所感叹的：杭州的马拉松

赛道给了我健康的体魄、积极乐观的精神和永不放弃的

生活态度……因此，马拉松赛事物质文化对城市居民的

自身因素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制度文化对居民自身因素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是

制度文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对马拉松赛事的扶持、竞赛的

规范等方面，其利好无法直接体现在居民的切身利益上。

图6 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关系模型

Figure 6. The Relations Model between Marathon Events

Culture and Residents’Happiness Index

注：虚线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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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精神文化对居民自身因素没有影响，这可能与杭州

市政府及赛事组织者对杭州马拉松精神文化的宣传力度

不够有关。

4.4 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调查样本有限，尽管研究测试的 3个预测模型均

达到统计学意义，但是其预测的效率大多在小的效应量

范围，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被试主要基于杭州籍的杭马

赛事参与者，研究结果带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将来的研究

将基于更大的被试量来验证该关系模型，同时基于不同

区域进行模型对比。而且，由于研究是基于 2016 年杭州

马拉松现场随机发放问卷，被试在年龄段上过度偏向，表

现为青年人群比例过高，中老年人群比例偏低，主要原因

可能是本届马拉松参与者以青年人群为主，在未来的研

究设计中可以按照不同年龄段对模型进行分段比较观

察。另外，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

探索在马拉松文化和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

变量与调节变量，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具体。最

后，从研究结果来看，马拉松赛事文化基本可以预测居民

的幸福指数，建议赛事组织者应进一步重视对马拉松赛

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加大对马拉松赛事精神

文化的宣传和建设。

5 小结

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文化是通过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 3个层面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进行影响的。

调查数据表明，这 3个层面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是

不同的，具体表现如下：1）马拉松赛事文化的物质层面主

要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身心健康、自身因素方面具

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2）马拉松赛事文化的制度层面

主要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社会条件和身心健康方面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3）马拉松赛事文化的精神层

面没有对居民幸福指数产生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构成马

拉松赛事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关系的解释机制。同

时，研究建议在未来的马拉松赛事文化建设中应该进一

步加强精神层面对居民幸福指数产生影响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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