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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社会体育组织培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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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尧访谈法等袁了解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府培育社会体育组织

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袁提出针对性的发展路径遥 研究表明院经过阶段性的培
育袁目前上海市黄浦区社会体育组织结构较完整袁规模初现袁功能呈现多元化袁制度
建设日益完善袁监督评估机制雏形初显曰但培育过程中存在着党建嵌入不足袁培育
主体较为单一袁培育体制机制不完善袁培育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遥 提出培育
路径院创新党建嵌入方式袁实行组织党建工作制度化曰搭建组织服务平台袁拓宽组织
准入范围曰分类尧分阶段针对性的培育袁健全培育体制机制曰完善组织制度建设袁提
升组织服务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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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and some other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quo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developed by
Shanghai Huangpu District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feasible development paths. This
study shows that after the periodic cultivation, currently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of Hua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are relatively well-structured, multi-functional with increasingly better constructed system on a preliminary scale, but meanwhile they have inadequate party building, single cultivation subject, as well as imperfect cultivation and security system.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aths are proposed: to innovate the embedded way of party building, to institutionalize party
building work; to construct service platform for organization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organizational access; to classify and stage specific training programs so as to modify the training systems,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o enhance the servi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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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袁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

标袁 而且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对社会体育组织

会关系袁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袁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

转型发展的政策指引遥因此袁应明确社会组织在社会

责尧依法自治尧发挥作用噎噎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

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袁实行依法自治袁并激发社会组

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冶 [1] 遥 这不
仅是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

织活力使其积极参与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
来袁建构起政社协同的公共治理机制袁发挥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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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公共体育事务中的治理与服务职能遥 当前民
众体育需求的内涵和外延已得到了较大的拓展袁日
益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袁并出现井喷式增长袁
除了对常见项目的需求袁 民众还对时尚项目和民间
民族体育项目的喜爱和需求程度也超乎想象遥 社会
体育组织作为全民健身事业野六边工程冶中的重要一
边袁是赛事服务尧技术指导尧体质监测尧信息服务等的
重要载体袁 目前其低效的服务能力与民众需求严重
矛盾遥 上海市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虽然走在全国前
列袁 各个区在培育社会体育组织中取得了一定的经
验袁但是袁仍然存在着社会体育组织对地方政府依赖

为全面推动上海市黄浦区野体育强区冶的建设工
作袁 加快建设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的中
心城区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发展模式袁 积极发挥社会
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袁 以及在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袁 黄浦区体育局一直以来将培
育和发展社会体育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
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袁 在社会体育组织培育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袁并取得了一些成效遥

性过强尧公共性弱尧服务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袁这导
致上海市各区的社会体育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
参差不齐袁 质和量都无法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遥 为
此袁本文以上海市黄浦区社会体育组织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对黄浦区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概况进行全面梳
理和阐释袁 重点探讨黄浦区培育社会体育组织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 并提出进一步培育社会体育组
织的具体路径袁 以期为政府培育和扶持社会体育组
织袁鼓励其积极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袁增强其生
存能力和服务能力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上海市黄浦区积极推进社会体育组织的政社分
开尧管办分离改革袁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培育区内的社
会体育组织遥 针对目前区内社会体育组织发展存在
的结构不均衡尧能力不足尧资金缺乏尧场地协调困难尧
法人类组织数量少等问题袁区政府进行职能转移袁并
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和经费补贴等方式对社会
体育组织进行培育和引导袁作好服务和协调工作遥第
一袁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方面袁黄浦区主要购买
了赛事举办或展示尧技能培训尧体质监测尧等级考评
等服务遥 第二袁在经费补贴方面袁黄浦区对社区体育

本文的数据及资料均来自实地调研尧 专家访谈
和小组座谈遥 为了了解社会体育组织的运作经验与
存在困难袁2019 年 3 月研究团队实地考察了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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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九子协会尧 上海市剑道协会尧 上海市木兰拳协
会尧上海市海派秧歌协会尧上海练功十八法协会尧上
海精武体育总会尧上海中华武术会等组织遥为了更加
充分地借鉴上海市其他社会体育组织成功运作的实
践经验袁4 月研究团队组织了由黄浦区政协副主席尧
黄浦区政协教卫文体专委会主任尧 黄浦区体育局副
局长尧上海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尧上海市社区体
育协会会长尧周浦镇足球协会会长共同参加的袁主题
为野加强社会体育组织培育和建设冶的座谈会遥 为了
摸清 黄浦 区培 育 社 会 体育 组织 的 现 状 袁5 月 份 研 究
团队对上海市黄浦区各协会及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

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专家访谈遥 针对社会体育组织组
建尧组织活动尧组织服务尧组织结构尧组织运作困难等
问题袁研究团队具体访谈了黄浦区剑道协会会长尧黄
浦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尧 黄浦区楼宇体育促
进会会长曰在社区体育俱乐部方面袁研究团队深度访

俱乐部渊市级 5 万/年袁国家级 10 万/年冤尧社会体育指
导员社区指导站渊2 万/年冤尧单项体育协会中重点协
会区指导员协会渊5 万/年冤尧老年人体育协会渊10 万/年冤尧
楼宇体育促进会 渊5 万/年冤 实行工作经费补贴遥 第
三袁通过给予社会体育组织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袁促
进其快速发展袁助其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袁在确保
其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袁 使社会体育组织
与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平等的新型协作伙伴关系遥 经
过以上 3 种方式的培育袁 黄浦区形成了一些能基本
承担野组织服务尧设施服务尧活动服务尧指导服务尧体
质监测服务和体育信息服务的社会体育组织冶[2] 遥 截至
2019 年 1 月 袁黄 浦 区 共 有 市 级 单 项 协 会 5 家 袁区 级
联合类体育协会 5 家渊黄浦区体育总会尧黄浦区职工
体育协会尧黄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尧黄浦区楼宇体育
促进会尧黄浦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冤袁区级单项体
育协会 22 家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9 家袁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 10 家袁其他类体育协会 3 家袁社 会体 育指
导员社区指导站 10 个袁健身气功指导站 27 个袁各类
社区体育团队 710 支遥

谈了南京东路街道尧天山社区街道尧南翔镇的社区体
育俱乐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袁 了解俱乐部的运作状
况及存在的困难遥

为使社会体育组织当好政府的得力助手袁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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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实效性和科学化袁 满足民众的公共体育
服务需求袁应积极提升社会体育组织的能力水平遥因

并 试点 单位 党 建尧行业 党建 尧区 域 党 建 等 新 模 式 [4]遥
社会体育组织党建工作得到增强袁 但是党建对社会

为社会体育组织能力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前提和

体育组织的嵌入仍显不足袁尚未发挥在整合资源尧参

基础袁上海市黄浦区主要采取组织 自学尧教育培训尧

与社区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遥 政府应采用适度嵌

观摩交流尧绩效评估尧社会和公众监督等方式提升区

入的方式对社会体育组织进行培育遥 为了响应国家

内社会体育组织的日常运作及管理能力尧 创新和发
展的能力尧政策和制度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尧服务社区
居民能力尧动员和服务会员能力等遥在社会体育组织
能力得到提升后袁 黄浦区择优分批协助社会体育组
织塑造品牌遥 由此袁黄浦区体育局在服务会员尧服务政
府和服务社会三方面袁加强对区内社会体育组织的能

野两新冶组织野两覆盖冶专项工作的要求和精神袁虽然
上海市黄浦区体育局已建立社团组织党支部委员
会 袁 区内 57 家社会体育组织 实 现了 党建 工作 全 覆

盖袁但仍存在嵌入不足的问题遥黄浦区社会体育组织

在刚性嵌入方面袁未将党建嵌入到章程尧年检 尧年终
评估和等级评定中曰在柔性嵌入方面袁尚未将党建工

力培养遥 首先袁服务会员的功能遥 为会员提供专业化尧

作与社会体育组织的业务活动尧 专项服务等进行有

精细化服务是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根本袁也是其参与

效结合袁融于一体袁发挥组织中党员的榜样作用遥

社会治理的基础遥其次袁服务政府的功能遥社会体育组
织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袁 参与赛事尧活
动尧培训尧等级考评等服务供给中袁在促进政府体育职

上海市黄浦区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对社

能转移的同时也能为民众提供专业化服务遥 最后袁服

会体育组织进行培育袁 其他培育主体的职能发挥较

务社会的功能遥 黄浦区通过锻炼指导尧培训尧赛事展

少袁 区体育总会未能充分发挥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

演尧捐款尧慰问等公益活动袁提升区内社会体育组织服

服务功能遥 现有的体制问题导致政府专业服务能力

务社会的能力和组织的公益性遥

有限尧区体育总会职能虚化袁只达到民政局的一些基
本要求袁但为各类社会体育组织提供政策普及尧业务
培训尧业务咨询尧能力提升尧资源协调等专业化服务

社会体育组织如果缺乏相关的制度建设袁 其运

较少遥随着社会体育组织数量的增加袁民众对组织服

作将出现决策独断尧执行低效尧监督无效等问题袁可

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袁 社会体育组织

能变成野僵尸型冶组织遥 制度治理是社会体育组织发

存在的服务意识缺乏尧 场地资源不足尧 人才资源短

展的根本袁监督评估是发展的保障遥 促进政府尧社会

缺尧专业管理水平较低尧项目策划能力和组织文化塑

和社会体育组织三类不同主 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袁

造能力欠缺等问题将日益凸显袁 这对社会体育组织

发挥不同主体的多元功能袁 有助于为社会体育组织

培育和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遥

提供制度健全尧保障有力的发展环境 [3] 遥 一方面袁在
制度建设方面袁 上海市黄浦区体育局制定了社会体

育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规定袁 具体规定了

首先袁 培育过程中对培育对象的性质定位较为

公共体育服务委托和承接的内容和基本要求袁 委托

模糊袁未能实现针对性的培育手段遥社会体育组织的

和承接的基本程序袁第三方机构评估的要求袁社会监

形成路径不一样袁 有的是基于自上而下路径发育形

督尧媒体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协同机制等遥 另一方面袁

成的社会体育组织袁呈现出行政化的特征袁由于长期

监督评估制度的建设逐步规范化袁 黄浦区体育局每

依赖政府获得发展的资源袁 使得社会体育组织自治

年对区内的各类组织举办各类比赛尧 健身技能培训

动力不足曰 有的是基于自下而上发育形成的社会体

项目以及社会责任承担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袁 根据

育组织袁呈现出娱乐化的特征袁这类社会体育组织主

评估结果对区内的社会体育组织予以经费 奖励尧税

要提供互益性服务袁较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袁与政府

收优惠尧优先采购权等激励措施袁以推动社会体育组

合作的能力较弱曰 还有部分社会体育组织形式上注

织的发展遥

册为社会组织袁但实际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袁并表现
出以营利为价值取向尧以利润分配为目的袁公益与营
利边界划分不清袁社会公共性错位为市场公共性遥其
次袁培育内容和方式具有政府野选择性冶遥当前的社会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上海市为了加强党建对社会治

理的引领工作袁不断完善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袁探索

组织培育袁 主要采用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

主袁形式较为单一 [5] 遥 政府在以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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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培育方式中袁表现出政府野选择性冶袁即政府往往

社会体育组织的实践引领遥通过刚柔并济的方式袁实

根据自身需求对社会体育组织进行培育袁 缺乏对不

现党对社会体育组织的实质性覆盖袁 发挥党对社会

同类型尧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差异性的考量袁也缺少

体育组织发展的实质培育作用遥

对民众需求的考虑袁 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过

二是依托枢纽型社会体育组织袁 推进社会体育

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遥第三袁存在行政吸纳

组织党建工作制度化院渊1冤聘请专职的党建顾问袁为社

社会体制的问题遥野行政吸纳社会的核心机制是控制

会体育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进行引导尧指导和服务曰

和功能替代袁 以避免出现独立于政府不可控的民间
组织冶 袁但行政吸纳社会体制导致政社关系的非均
[6]

渊2冤建立枢纽型的社会体育组织要要
要服务中心袁加强尧
指导与监督区内社会体育组织的党建嵌入工作遥

衡性袁造成社会体育组织对政府依赖性较强遥 第四袁
政社协同的碎片化袁由于政治锦标赛体制存在袁使得
扶持组织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呈现碎片化遥 社会体育

上海市黄浦区将建立社会体育组 织服 务中 心 袁

组织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袁但当前各部门协同不足袁

将服务中心作为社会体育组织生态系统的上游组

使得运作效率低效化袁 从而限制了社会体育组织的

织袁使服务中心成为专业类社会组织的业务窗口尧交

数量扩大和能力提升遥

流平台和信息平台袁 以达到培育社会体育组织的目
的遥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袁才能确

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曳是规范和制约社会体

务流程袁并且对项目实施及时进行评估和监督袁以实

育组织发展的法律依据袁但这种野双重管理冶制度也

现社会体育组织的公共性价值遥 政府可通过购买服

存在一些问题遥比如袁民政局往往侧重于社会团体的

务的方式为服务中心提供资金袁 服务中心对各类社

登记注册程序袁 对公民结社行为缺乏系统的制度规

会体育组织进行培育和服务袁 构建政府与服务中心

定袁对社会体育组织登记的门槛设置过高袁这限制了

合作的模式袁培育区内的单项体育协会尧俱乐部尧社

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遥 法人类社会体育

区体育俱乐部尧自发性健身团队尧楼宇体育促进会等

组织数量不足的问题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增量改

不同类型的社会体育组织遥

革遥 扶持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财务和税收政策不健
全袁缺乏具体的尧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袁对社会体育
组织的扶持力度不足袁 培育资金难以满足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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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政府有效地进行转移职能尧搭建服务平台尧规范服

组织实际发展的需求遥

政府应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袁进行条块整合袁依
靠平台将那些以条块分割状存在于垂直管理部门与
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尧财政关系尧公共行政关系及

时整合起来遥 服务中心应开展以下具体的业务 院首
先袁 会员和民众需求是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出发点

和最终归宿袁因此服务中心应搭建平台袁使社会体育
组织与民众沟通互动袁 使其能充分调研会员和民众
需求并形成服务项目袁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服务供给袁
一是对于上海市黄浦区在社会体育组织培育中

并通过评估工作 促进社会组织服务质量的优化袁最

存在党建嵌入不足的状况袁 逐步实施刚柔并济的适

终实现会员和民众满意曰其次袁服务中心应积极引导

度嵌入方式遥 通过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培训和党

社会体育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袁 在登记注册尧 能力发

建示范点的创建袁 积极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

重要作用 [7] 遥 在社会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袁既是党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袁 也是社会组织自

展尧党群组织建设尧公益认定尧项目支持尧监督 尧绩效
评估等方面予以帮助曰第三袁服务中心对入驻的社会

体育组织提供办公尧信息尧项目尧培训尧财务管理等服

身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 [8] 遥 在刚性嵌入方面袁可以逐

务曰第四袁服务中心应对入驻的社会体育组织进行有

级评估尧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要求中袁通过硬性指标

务中心内搭建一个零门槛的备案注册平台袁 以吸纳

步将党建工作嵌入到组织章程尧年检尧年终评估尧等

效地信息化管理尧资源整合和项目协同 曰第五袁在服

要求袁实现党建对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刚性引领遥在

各类社会体育组织的加入袁 通过强制性的登记许可

柔性嵌入方面袁 社会体育组织应主动进行章程修改

制度对其中符合条件尚未注册的社会体育组织给予

以提升其公信力和合法性袁 在工作开展中主动亮出

登记注册袁赋予其最基本的合法身份袁建立社会体育

党员身份并开展专业化的体育服务袁 寻找党建工作

组织培育和发展的中介平台袁 为社会体育组织发展

和社会体育组织业务工作的结合点袁 从而实现党对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袁 对已注册且合法的社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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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袁 应视其服务能力和范围给予公益法人社会体

合袁满足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资源需求袁提升其

育组织的认定袁并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袁同

生存能力袁塑造组织服务品牌遥 可具体结合区域特点袁

时让其接受行政监督及社会监督的制约和评估遥

对重点人群尧重点领域尧重点体育项目提供服务的社
会体育组织进行评估袁择优打造社会体育组织的品牌遥
第四袁设立联席会议制度袁解决部门协同不足导
致的低效化问题袁定期进行监督和反馈袁形成权责明

不同类型尧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体育组织存在

确的治理体系遥

的发展问题可能不同袁不能采取野一刀切冶的培育方

最后袁黄浦区区政府应积极进行整体治理袁提高

式袁应结合社会体育组织类型尧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政府部门间的整体性运作水平袁 强调公共管理与服

进行针对性的培育遥

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目标而开展跨部门协作袁 使政

首先袁 上海市黄浦区应改变绕过存量改革进行
增量改革的思路袁寻求存量改革的新策略遥为了减少
政府压力袁 让政府职能归位并充分发挥社会体育组

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尧从部分走向整体尧从破碎走
向整合 [9] 遥

织的积极性袁应实行政社合作的培育模式袁即政府通
过定向委托或者竞争购买的方式袁 把培育任务交给

政府需要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袁 来培育和扶持

社会体育组织袁 让其运用专业方式和手段对其他社

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袁政府所掌握的财税尧人 才尧登

会组织进行培育遥

记等政策资源直接决定了社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

其次袁不同类型社会体育组织的培育应差异化遥

展遥为此袁首先袁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放宽等级政策尧

对于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行政化社会体育 组织袁要

降低门槛等袁 来降低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登记的制度

助其转变体制尧职能的分离尧提高服务能力并塑造品

门槛袁扩大社会体育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袁促进存量改

牌袁政府与该类组织应该进行机构尧人员尧办公场所尧

革袁以此提高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竞争性遥其

财务尧法人尧职能等方面的分离曰对于自下而上成 长

次袁完善公共财政和税收管理制度袁规范政府购买公

起来的娱乐化社会体育组织袁 应给予这类组织的法

共服务流程袁健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制度袁明确

律合法性袁并提高其服务能力袁使其参与到公共体育

购买的内容范围尧流程尧方式以及效果评估袁使组织

服务的提供中遥

能公平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遥 对以供应公共体育

第三袁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体育组织实行差

服务作为唯一资金来源的社会体育组织进行专项培

异化培育遥不同的组织发展阶段不同袁培训的方式和

育和支持袁给予其宽松的制度支持和政策优惠袁助其

内容应有所差异袁 应避免那种过分迷信和过度运用

逐步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袁 摆脱对于政府财政的过

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培育方式遥不同发展阶段尧不同
类型的社会体育组织袁 可以使用两种或以上的相互

度依赖 [10] 遥 第三袁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自治

功能袁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袁应避免体育行

关联尧相互补充的政策工具遥初始阶段培育的主要任

政部门对社会体育组织指导和协调权 力的微观化袁

务应是重视物质供给袁 解决社会体育组织的生存问

建议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办

题遥不管是脱钩初期的行政化组织尧部分娱乐化组织

法袁进一步将社会体育组织的主体性质尧权利与义务

或者新成立的组织袁 枢纽型组织要要
要服务中心应为

范围尧非营利性尧独立性尧组织架构尧职能部门对口管

持等袁先野保生存冶袁使其能够野活起来冶遥 中期阶段培

系等予以明确 [11] 遥 第四袁社会体育组织服务中心应通

其提供场地支持尧经费补助袁并对骨干进行培育和扶
育应是重视能力的培养袁 通过信息平台搭建合作交

理尧 重大事项事后备案制以及与体育行政部门的关

过制度建设促发展袁通过监管评估袁建立有进有退的

流机会袁提升社会体育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袁同时对

常态机制来保障服务中心的良性运行遥 一是通过年

其项目策划执行能力等进行培训袁从而野促发展冶袁使

检尧等级考评制度尧优秀协会评选尧项目申请尧考核评

其能够野长得快冶遥 成熟阶段的培育应择优对社会体

估指标等各种制度的完善和建设袁 促进社会体育组

育组织进行品牌塑造袁进而使其野有名气冶袁使其能够

织的发展遥二是及时查处社会体育组织的违规行为袁

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尧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定向运动

于野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价值袁能回应多元主

野长得稳冶遥 上海市黄浦区体育局应积极借鉴上海市

维持社会组织良好发展的系统生态环境 [12] 遥 此外袁鉴

协会等单位合作创办的野中国坐标冶赛事品牌打造的

体与多元领域的服务需求冶 [13] 袁下一步可积极发挥社

经验袁采用社会化的方式对区内各领域的资源进行整

会体育组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尧 上海体育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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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连开关机都不会遥科研论文都是靠手写草稿袁修改

正在进行科研成果梳理袁为备战北京冬奥会服务袁预

定稿之后袁才让助手用电脑录入的遥 退休后袁我开始

计 2020 年底之前出版袁20 万字左右遥

认真学习电脑袁从开关机学起袁之后的论文都是自己
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打出来的袁 包括已经出版的和现
在正着手写的遥 在 2003 年袁我出版了一部专著叶自由

透过口述袁 从戈炳珠教授早年的经历到退休后

式滑雪空中技巧探究曳袁很多研究这个项目的硕士研

一直从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发展的科研工

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的参考文献都引用了这部专著遥

作袁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对自由式滑雪特有的情怀袁

这部专著是我刚退休时发表的袁 科研内容都是在工

可以看出中国冰雪人的执著尧专注的科研精神遥也正

作岗位最后几年的科研成果积累遥 我的第二部专著

是由于这样的体育科研工作者尧 教练和运动员们不

叶空中技巧论百篇曳 是在我 70 岁那年出版的 袁60 万

字遥第三部专著叶空中技巧新论曳是在 2016 年出版的袁
那年我 73 岁袁28 万字的这部作品也是目前的最新科
研成果遥由于 2022 年冬奥会渊东道主冤原因袁我目前还

断地耕耘袁 才造就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支从体
教结合模式下走出来的奥运冠军团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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