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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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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回顾、总结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肯定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成就

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的改进措施等问题。研究表明，近 10 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逐渐多元、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理论探索和应用研

究初见成效以及呈现跨界研究趋势等方面。但此阶段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1）

研究议题的同质化和贪大求全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问题的解释力不足问题；2）研究视角不够开阔；3）研究

方法不够完善成熟；4）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及应用对策研究较为空泛等。建议：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应

进一步细化和拓展研究议题、更新研究视角、完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探索、加强应用研究、加强跨界研究以及

注重研究者自我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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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文

化危机，同时在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背景下，

对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民俗体育

文化研究成为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并突出体现

在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关民俗体育文化的选题

指南和立项课题上。从 2010 年开始，民俗体育文化已被明

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体育学的课题申报指南

中。截至 2019 年 6 月，以民俗体育为课题名称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共计有 28 项，也有越来越多地与民俗体育文化相

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获得立项。这些课题除涉及一

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西部项目外，近几年

也涵盖了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

府及社会各界对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信

任，也反映了我国急需富有价值的民俗体育文化理论研究

来指导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迫切理论诉求。

尤其在当下，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前空前

重视，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会议前后陆续出台了与民俗

体育文化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战略部署，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院在 2014 年 3

月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在此背景下，认真

梳理近 10 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总结其中得失，对

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以“民俗体育”

等为主题词，重点检索了 2006－2019 年 6 月国内学者公开

发表的民俗体育文化相关成果，主要有学位论文、期刊论

文和会议论文等。本研究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官方网站（www. npopss-cn.gov.cn）中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数据库”查阅了历年来有关民俗体育文化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课题立项情况，此外，还查阅了学界出版的民俗

体育文化相关的学术著作，以便对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

化研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1   近 10 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概况 

1.1   研究议题概况 

近 10 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议题仍然主要聚焦

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俗体育文化变迁。如研究新疆哈萨

克部落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生变迁的具体

面向及其成因（祖菲娅·吐尔地 等,2014）；2）民俗体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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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承与发展。如谢雪峰等（2011）就土家族“跳丧”

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体育是土

家族“跳丧”文化传承和主动转型的最佳路径与载体；3）

民俗体育赛事。如探讨蒙古族“那达慕”这一民俗体育赛

事的品牌建设及赛事推广策略（郝延省,2018）；4）民俗体

育文化产业化。如从产业融合视角阐明民俗节庆体育与旅

游产业耦合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两者互动发展的建议（周

平 等,2017）；5）民俗体育纳入学校教育和全民健身体系。

如 构 建学 校体育 与 民俗 体育联 动 发展 模型（ 张 弘 等 , 

2012）；6）民俗体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原生态保护。

如白晋湘（2012）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为个案，提出了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民俗体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社会构建模式；7）由于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处于刚刚兴起的

阶段，因而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探索和方法论探讨等也

是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议题之

一，本研究将在下文中对这方面的研究议题进行详细评

述。 

近几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

的研究议题：1）陆续有学者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

域和不同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考证与挖掘，如对高句

丽（公元前 37－公元 668 年）时期墓葬壁画中的民俗体育

文化进行的整理（宋伟,2018）；2）对国外，特别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如对“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泰国东北部传统体育所做的调查研究（梁承美, 

2017）；3）对民俗体育文化与影视传媒关联的研究，如通

过电影《阵头》反思当代中国台湾民俗体育的创新与发展

（周传志 等,2013）。此外，也开始有学者将民俗体育文化

研究议题进一步细化，如对民俗体育文化中的能人群体

（邢文涛 等,2016）或性别问题（吴林隐 等,2017）的探究

等。 

1.2   研究视角概况 

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能够紧跟时代，聚焦于

民俗体育文化在全民健身、学校教育、体育旅游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如崔涛等（2019）对校园民俗体育

发展路径的探讨，张辉等（2015）对民俗体育文化经济价

值的研究，郭兰（2012）对民俗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地区全

民健身新策略、新路径的思考等。从这些成果来看，主要

是从体育项目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在以倪

依克（2004）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体育现代化发

展论题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民俗体育文化如何

“现代化”的讨论中（白晋湘,2018; 段丽梅 等,2016; 李红

梅 等,2008）。正是在此讨论中，提出了民俗体育文化“现

代化”的“文化取向”问题。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化是否

就是“奥林匹克化”？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模式进行改造是

否就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出路？这些问题的提出，使部

分学者改变了研究视角，他们不再按照现代体育的文化取

向审视传统体育文化，而转向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意义与

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等方向，如《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

（倪依克 等,2014）、《身体与精神双重构建下的民俗体育村落

治理——以江西宁都“中村傩戏”为例》（廖上兰 等,2017）

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代表性成果。 

来自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民俗体育

文化研究成果由于能够紧跟该学科的学术前沿，因此其研

究成果从视角上更具新意。如《风险视角下的社区集体仪

式——基于对浙东南钓艚社区挵龙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从

玛丽·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理论视角揭示了挵龙这一民俗

体育文化，为其文化主体提供了一种应对和消解转型期社

区共同体面临社会风险的运行机制（陈相超,2013）；《“标

志性文化”生成的民族志——以滨阳的舞炮龙为个案》分

析了舞炮龙的“国家化”历程，炮龙文化的生产及其背后

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实践逻辑（覃琮,2014）。 

1.3   研究方法概况 

1.3.1   研究方法的应用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经典

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

深度访谈法、民族志法①等。从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

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纷纷结合自己的便利条件深入到我

国基层进行了大量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从研究方法

来看，学者们基本上能够运用人类学经典研究方法。而在

对民俗体育文化个案进行田野调查和观察访谈的基础上所

形成的民族志，作为一种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

更多的研究所采用，如有学者基于一个村落舞龙活动所形

成的民族志报告探讨了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作用（涂传

飞,2011）。也有学者以田野调查报告的方式呈现其研究的

个案，如谭广鑫等（2014）对侗族“抬官人”的田野调查

报告。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以这种田野调查报告

所形成的文本也就是对人类学民族志法的具体运用。 

除了运用以上人类学经典研究方法外，定量研究方法

在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呈现，如赵然

（2014）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法对民俗体育节庆仪式

进行分析。也有学者在定量研究法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民俗

体育文化的模型或评价体系，如鲁平俊等（2014）尝试构

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的评价体系。 

1.3.2   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各种研究方法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陆续运

用，有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反思。如杨海晨等

（2012a）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在田野调查中应“分离观察者

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这一观点，反思了民俗体育文化

 
①人类学通常认为，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

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

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通常说是关于

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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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田野调查中的主位与客位关系、展示客观事实和对他

者文化的阐释等问题。杨海晨等（2012b）还主张，在民俗

体育文化研究中应采用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及模式比

较法等对相似的民俗体育文化事项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

究。王颢霖（2014）对民俗体育文化田野调查中涉及的定

性与定量研究关系、质性资料与数据收集及民族志写作范

式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思辨性的反思。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

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认知逻辑起点、认知视角、田野调

查、定量与定性研究法、文本表述等一些关键技术性问题

进行反思，并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矫正策略（涂传

飞,2010）。鉴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在我国民俗体

育文化研究中逐渐普及，也有学者介绍了民族志在国外的

应用情况（田恩庆,2016），这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如

何更有效地运用民族志方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这时期开始有学者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试图总结民俗

体育文化自身的研究方法。如有学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

和多次研究，提出了以中国民俗体育中的身体动作为主要

分析对象的身体动作分析法（向有明 等,2013）。尽管身体

动作分析法目前还处在完善和摸索中，但这种试图建构民

俗体育文化研究自身方法体系的尝试是值得期待和鼓励

的。 

1.4   理论探索概况 

在此阶段初期，学者们主要是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等

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概念、特征和功

能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如对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民间体

育和传统体育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民俗体育文化

的特征、功能和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这时期我国民俗体

育文化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学者们主要是进行书斋式的

研究，就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一般性教材所

涉及的基本理论性问题，如概念、特征、功能、学科体系

等进行浅尝辄止的初步探讨，这是一门研究领域开始成长

的必经阶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我国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缺理论”——缺理论视角、缺理论建

构，于是许多学者优先选取的“捷径”是借鉴现成理论来

研究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运用西方人类

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

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如符号学理论（王若光 等,2013a）、

结构主义理论（秦涛,2012）、互动仪式链理论（王洪珅, 

2014）、文化空间理论（张世威,2015）、后现代主义理论

（杨昆普,2014）、文化生态学理论（刘朝猛 等,2017）、阐

释人类学理论（涂传飞,2010）、扎根理论（啜静 等,2017）

等各种理论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均有所运用。这其中也

有个别学者在其研究中积极与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

如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马塞尔·莫斯的互惠理论进

行反思和修正（涂传飞,2011）。近几年，陆续有学者开始

积极尝试对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

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现代化、演进/变迁规律等。其中较

具代表性的有刘昊航等（2010,2012）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

知问题及价值演进规律问题的探讨，王若光等（2013a, 

2014）对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逻辑起点及意蕴的阐释等。 

1.5   应用研究概况 

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俗

体育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等议题，特别是在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论述后，学者们积极探索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问题，就民俗体育文化如何实现产业化发展、促进地方

社会治理、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民俗体育

文化的项目化开发利用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1）在民俗体育文化的产业化开发上，一方面聚焦于民

俗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如有学者提出了民俗体育文化促

进乡村旅游的对策（康军标,2018）；另一方面，也有学者

关注旅游和体育产业兴起背景下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的保护

和开发等问题（王世友 等,2018）。2）也有不少研究致力于

探索和总结民俗体育文化促进地方社会治理的经验，如吴

玉华等（2019）以瑞金冯侯庙会仪式民俗体育为个案，探

讨了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3）在民俗体

育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上，学者积极探索对策。

如赵承磊（2016）研究了风筝文化促进潍坊城市化建设个

案，并提出民俗体育文化参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冯

宏伟（2018）对民俗体育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对策的探讨

等。4）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化开发利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

体现在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和以西方现代体育为模式的

项目化整理上。如王斌等（2018）探讨了脱离文化母体的

民俗体育在学校中仅作为体育项目开发所导致的困境及消

解的对策；李春雷（2015）对“脚斗士”这一民俗游戏进

行运动项目化改造的个案进行了探究；彭响等（2018）指

出了将舞龙运动纳入全运会竞技比赛项目可能导致对舞龙

文化的不利影响等。此外，也有学者积极参与到我国民俗

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相关的决策咨询和具体的政策制定中，

如 2018 年 1 月，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民委共同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凝聚

了我国部分民俗体育文化学者的智慧。 

1.6   跨界研究概况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从民

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来看，近 10 年

陆续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富有成

效的研究，如对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身体意义的阐释

（万建中,2016），城市化进程中北京高碑店高跷和花家地

扭秧歌等民俗体育文化的传统化实践研究（康丽, 2009），

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刘晓春,2016），对

中国民间游戏的系统审视和总结（林继富,2016）等。此

外，来自这些学科的部分学者指导其研究生撰写了关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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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体育文化选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

学位论文如表 1 所示。近年来，也有体育学领域学者将民

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民俗学、人类学等母学科的

主流专业期刊上，如在民俗学专业期刊《民俗研究》刊出

的《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郑国

华,2017）；在人类学专业期刊《思想战线》刊出的《生态

平衡视野下少数民族节庆体育文化的适应与重构——以哈

尼族矻扎扎节为例》（王钧 等,2016）。也有一些来自体育学

界的学者受聘为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

师，指导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如中央民族大学韦晓

康教授被聘为该校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

大学王智慧教授被聘为该校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随着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被吸纳为中国人类学民族

学研究会的二级分会，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与人类学、

民族学等母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呈逐渐加强趋势。就跨境研

究来看，近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与国外学界的交

流日益增多，如在亚洲体育人类学学术大会、国际人类学

与民族学联合会、《国际体育史杂志》举办的学术会议上，

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与境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

外，也有部分学者积极介绍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谭

广鑫,2019; 涂传飞, 2017）。 

 

表 1   近年来部分其他相关学科学者指导研究生撰写民俗体育选题的学位论文 

Table 1   Some Dissertations on Folk Sport Topics Instructed by Scholars from Other Relevant Disciplines 

学位论文名称 指导教师 所属高校 学位论文类别 所属专业 完成时间/年

湖北红安张家湾舞龙研究 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 民俗学 2011 

城市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变迁研究 

——以武汉市舞高龙习俗为例 

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 民俗学 2013 

蒙古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王军 中央民族大学 博士 民族学 2007 

“标志性文化”生成的民族志 

——以滨阳的舞炮龙为个案 

张佩国 上海大学 博士 社会学 2011 

风险视角下的社区集体仪式 

——基于对浙东南钓艚社区挵龙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潘天舒 复旦大学 硕士 人类学 2013 

封开五马巡城舞研究 刘晓春 中山大学 硕士 人类学 2010 

公共社区祭仪与社区记忆 

——以浦市龙舟赛为观察中心 

谭必友 湖南师范大学 硕士 社会学 2017 

苗族崇龙习俗研究 

——以“招龙”祭祀习俗为中心 

陈建宪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 民俗学 2011 

 

1.7   小结 

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研究议题逐渐多元；2）研

究视角逐渐丰富；3）研究方法逐渐多样；4）理论探讨初

见成效；5）应用研究初见成效；6）呈现跨界研究趋势。 

 

2   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2.1   研究议题存在的不足 

2.1.1   研究议题同质化，存在贪大求全倾向 

从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议题来看，仍然存

在着较为明显的同质化问题。学者们主要的关注议题集中

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现状、传承模式或路径、对策、

产业化、赛事化等。从研究议题容量来看，相当一部分研

究关注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生存、发展的重大而迫切的议

题，集中体现在学者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

育文化的非物质遗产保护、传承发展路径和模式等重大议

题的强烈兴趣上。即使有许多研究的立足点是某个民俗体

育文化事项，但又往往在研究中陷入了贪大求全的误区，

有研究仅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就急切地提出我国民俗体育文

化应该“怎么办”——如何去发展、传承和保护等议题。

这类研究不免存在问题尚未解析清楚明白（即“是什么”

和“为什么”）就急于给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开“药方”的问

题。 

2.1.2   对研究议题所涉及的问题解释力不足 

研究议题的同质化和贪大求全的倾向往往导致我国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明确。这体现在：1）

所研究的问题太大，难免导致对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只

能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探讨，而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

部分；2）过于关注宏观性的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相对细微的小问题，但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恰恰对我们思

考这些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3）问题失

真，甚至是伪问题，如有关民俗体育文化与非物质遗产保

护和原生态保护的成果较多，但民俗体育文化是否都需要

非物质遗产保护或原生态保护值得商榷，甚至这或许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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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伪问题①。从现有的民俗体育文化成果来看，对问题解释

力较弱的原因，除了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研究和调

查能力有关外，也与研究者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程度有

关，即对其本质属性认识存在偏差。另外，也与整个外部

环境有关，人们急于寻找解决整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振兴

发展的路径，学术界略显浮躁，总是试图迎合这种诉求，

而忽视了对大问题中的小问题的深入思考。 

2.2   研究视角存在的不足 

由于目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主要以体育学界学者

为主，难免受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思维定势影响较大。此

外，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来自体育界的学者

对人类学、民俗学等母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视角的

转变了解不够，从而影响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视角的

更新，这导致仍然有学者坚持从体育视角研究我国民俗体

育文化。这种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以西方现代体育的标准

和模式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将某一民俗体育文化从其

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解释，这就很可能曲

解它在原来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例如，对抢花炮活动

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从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探讨如何制定

和完善抢花炮的规则等竞技体育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这种

视角忽视了对该项民俗体育文化在其社会文化系统中意义

的阐释。由于民俗体育文化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

密切相关，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存续过程中往往涉及权力话

语体系、宗教仪式、传统化实践/建构等。近年来人类学和

民俗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视角转移到其中

所涉及的“权力生产的运行逻辑”“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

“传统是一种话语建构”等方面，从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

文化研究来看，从上述视角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的成

果仍然较少。 

2.3   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 

1）许多民俗体育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的常规方法进入田

野工作地时总带有一种以“体育”的角度审视该民俗体育

文化的先入为主的误区；2）在具体的方法运用时不够规

范。仅通过走马观花的常规调研方式，以座谈会或随机访

谈的方式访谈当地的村干部或村民，并结合一些地方统计

数据或调查问卷后就开始进行研究；3）定量研究方法使用

不够慎重。定量研究法虽然以表格、数据、甚至是模型来

呈现，在形式上给人“漂亮”“科学”的感觉，但民俗体育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量化研究法是否能够达成研

究者的研究目的及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具体

而言，首先其数据是否真实可靠，问卷调查或一些地方的

统计数据能否支撑研究者的立论；其次是定量研究法如何

与定性研究法相结合，解读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意义，这

都是定量研究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的讨论上，类似《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

（王若光 等,2013b）这种的纯学理性的研究方法探讨值得

鼓励，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案例支撑显得可操作性不强。虽

然也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对某种研究

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索，但类似研究比较稀缺。 

2.4   理论探索存在的不足 

2.4.1   理论借鉴存在的不足 

回顾近 10 年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发现，一个比较流行

的研究套路是“某理论+某民俗体育文化个案”。这种借鉴

和结合某个理论来解读中国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的研究思路

本身是值得提倡的，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1）以时下流行的或西方的理论。一些热门的理论

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青睐，基本上是借鉴源自于西方的理

论为主，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论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

研究中尚未得到运用；2）对所借鉴的理论掌握不够。在理

论借鉴的过程中，虽然研究者也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地学

习，但有些研究者对其所使用的理论学习消化不够，一知

半解甚至有所偏差。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民俗体育文化

难免存在着契合度不足的问题，但多数研究在运用西方理

论时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优化和改进；3）用所借鉴的理论

整理事实。许多研究没有处理好所借鉴理论与事实（素

材）的关系，过度依赖其所借鉴的理论，甚至被该理论所

左右，“强行”用该理论范式去整理事实或机械地填充素

材，从而使成果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2.4.2   理论建构不足① 

从近 10 年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在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

论体系的建构上仍有待于加强。其突出表现在事关民俗体

育文化研究认知逻辑起点的若干核心问题上：1）民俗体育

文化的核心概念问题。虽然学界也有过多篇关于民俗体育

概念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仍倾向于把民俗体育文化

项目化，把它视作是一种体育项目（张华江,2012）。2）民

俗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学界目前只是停留于民俗体

育文化一般属性的认识，对其最为核心的属性问题探索不

够。甚至对其认识存在偏差，如有研究认为，健身性是我

国民俗体育的元本质，是其区别于其他民俗事项的根本维

度，竞技性是其作为体育的本质属性。3）何谓现代体育

 
①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毕竟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发生和成

长起来的文化形态，它是在不断创造、变异和调适的过程中才得

以绵延不绝地传承，它难免与当下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文明有很

多不契合的地方，所以，我们难以做到原生态保护，而是在保护

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选择、改造与创新，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所谓

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这与 E.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

提出的“传统总是在发明和重新建构”的核心观点一致。如果某

一民俗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遗产价值，理应得到保护，但保

护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虽然保护有助于延续一种文化的生

命，却无助于增强其生命力。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民俗体育

文化有其自生自灭的规律，动辄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原生态

的高度对其进行保护其意义值得商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违

背文化发展规律且难以操作。从根本来说，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命

力在于要按照时代要求进行“自我价值转化或增值”，以满足其

文化主体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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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把西方的现代体育等同于现

代体育，如 Guttmann（1978）对现代体育本质的认识。按

照这种认识论取向，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走向现代的最终依

归就是西方的体育模式。对以上几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探索

不足，导致在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思想被束缚，阻碍了研

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在实践上影响了我国民俗体育文

化的传承发展。 

虽然有学者尝试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

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进步仍不明显。一方面，研究仅满

足于借鉴现成的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

的尝试较少；另一方面，对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论体系建

构的成果仍然是比较稀缺，缺乏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中进行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理论建设的积极尝试。 

2.5   应用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曾经发

挥过积极的作用。虽然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应用研究

中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客观上促进了其传

承和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1）在传承发

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上由于对个案和其中所涉及的

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往往导致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对策过于

空洞，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2）在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

上，研究过于片面地追求民俗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忽视

了其内在文化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这可能反而会加剧我

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流失。3）在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化开发利

用上，也存在如何突出自身特色的问题。如果一味地按照

西方现代体育的模式进行改造，以削足适履的方式让我国

民俗体育文化去适应西方现代体育的规范和标准，这可能

会导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失去其自身特色，如将民俗龙舟

改造为竞技龙舟、民俗舞龙改造为竞技舞龙。如何跳出现

代西方体育的模式，我们在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中尚

未引起足够重视，也缺乏深入的思考。 

2.6   跨界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跨学科研究上，尽管有民俗体育文化学者能将自己

的成果发表在民俗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专业期刊上，但

研究成果多发表在我国体育学术期刊上，这不利于扩大我

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

等相关学科中的影响。同样，来自其他相关学科的民俗体

育文化研究者也更倾向于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自己学科的

主流期刊上，而对体育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的

体育学术期刊重视不足。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上，虽然中

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搭建了一个较好的平台，但其他

相关学科与体育学学科之间的交流仍显不足。当然，类似

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我国，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存在着

类似的困境（Klein,2002; Sands et al,2010）。在某种程度

上，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学科壁垒，这

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在跨地域研究上，虽然近 10 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

者做了大量个案调查研究，但不同学者所研究的个案之间

相对孤立，联系较少，对相邻、相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

行研究的学者合作不足，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协同团队。此外，虽然也陆续有民俗

体育文化学者赴境外学术机构进修或访学，但就目前来

看，我们仍以“请进来”为主，主要是把国外的相关研究

成果介绍到国内，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较少在国外专业

的、主流的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也鲜有与国外学

者合作进行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 

 

3   对今后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思考 

3.1  细化和拓展研究议题 

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应从细化已有的研究议题

和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两方面提升研究水平。在细化已有的

研究议题上，可以以某项研究议题所涉及的某个小问题、

真问题为抓手，以此关照该研究议题所要探讨的大问题。

应提倡学者研究民俗体育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小问题，将这

类小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整体性考察。如果研

究者能够着眼于个案中的某个问题进行研究，且后续也有

研究者研究不同个案中的同一问题，那么，随着对这个问

题研究的积累和深入，这个小问题将逐渐明朗，由此，其

中所涉及的研究议题也将不断深化和明朗。如在民俗体育

文化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尝试仅关注其中的能人群体

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就可以将这一问题与当前地方社会

治理、村民自治建设、中央提出的鼓励发展新乡贤文化等

更大层面的研究议题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立足于小问题

着眼于大议题”的效果。 

在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上，除了紧密结合我国出台的与

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大政方针以外，也应该紧跟人类学、

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呈现出关于研究议题的新趋势、新动

向，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如当今人类学民俗学研

究议题的重要转向是关注全球化和后现代背景下有关人类

社会生存发展的民生议题，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可

以尝试研究所涉及的民生议题，如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农村

社区的渗透，由此导致民俗体育文化的各种际遇及其背后

所隐藏的一些生存伦理和民生诉求问题，并尝试从中拓展

出一新的研究议题①。此外，人类学也日益关注与互联网相

关的一些新兴研究议题，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也应积极

介入到这些新兴信息技术与民俗体育文化相关联的研究议

 
①如人类学学者康丽教授的《从传统到传统化实践——对北

京现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续现状的思考》一文对北京市被拆迁

安置的两个村改居社区高碑店村的踩高跷和花家地社区的扭秧歌

两项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就是探讨民俗体育文化与当地民众生存

伦理相关的研究议题——当地民众继续通过接续以上民俗体育文

化再造“上楼”农民苦于寻求村落和地域认同，以此来表达城市

化进程中当地民众的一种生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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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 

3.2   更新研究视角 

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需进一步更新研究视角，

可以尝试从当今世界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出现的研究视角

转换中汲取灵感。从以上学科最新动向来看，其研究视角

发生了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权力视角的引入”“文化建

构的身体的视角”以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重新认识的新

视角”等方面。因此，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可以尝

试从以下视角展开：1）在民俗体育文化展演实践中，不应

停留于对表演者健身价值的阐释，而应跳出“生物机体”

视角对民俗体育文化主体的身体进行研究。将表演者的身

体看作“文化建构的身体”是一个新视角，该视角可以拓

展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解释空间；2）中国的权力观念历史悠

久，体育与政治、意识形态及权力等都有密切关系，从权

力的视角进行研究，无论是从个案还是从理论探索上都有

潜力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可以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民俗

体育文化中涉及的权力问题、政府与文化主体的动态关系

等问题上；3）当前世界人类学民俗学界的共识之一是对

“传统”的认识已朝向建构主义发生转变（周星,2016），

所有的传统与民俗，均是于某种方式被人为建构和“传统

化实践”（理查德·鲍曼 等,2006）的过程。这一认识论转

变对于转换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视角也有较大的启发价

值，有助于打破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真民俗”与“伪民

俗”的二元对立。从传统是被建构的新视角思考民俗体育

文化传承与创造性建构的关系，对其中所涉及的身体表

达、政治与权力话语、民俗体育文化的原生态和非物质文

化保护等问题都可能得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3.3   完善研究方法 

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水平的提升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完善相辅相成，因而在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中首

先要不断完善已有的研究方法，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

如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法，虽然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以定性

研究方法为主，但这并不排斥定量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

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

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谢宇,2018）。在民俗体育文

化研究中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时要慎重，在收集数据时要严

谨，保障数据可靠，更要改善的是在解读数据时要深入挖

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改善目前研究中“有数据、无思想”

“形式科学、内容”、甚至是“假数真算”的问题。 

其次，可以积极尝试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民俗

体育文化研究中，如比较研究法等（雷军蓉 等,2018; 杨海

晨 等, 2012b）。在城市化进程中，同一民俗体育文化事项

在不同地域、甚至是邻近不同村落可能会处于截然不同的

境地，这就有必要采用比较研究法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在

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相同地区的不同社区、区域、流域、

族群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也有学者以其自身的

研究实绩展示了回访研究法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的

运用前景（何平香 等,2017; 郑国华 等,2008, 2009）。鉴于近

10 年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可以尝试

前往先前学者的田野工作地进行回访和再研究，这种研究

方法可以通过修正或完善前人的研究推动民俗体育文化研

究的发展。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母学科研究中，

口述史方法作为一种记忆的重现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探

索（杨海晨,2018）。当然，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存

在争议，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一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口

述史方法和访谈法的区别，进一步总结在具体运用该方法

时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应继续探索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特有的方法体

系。胡小明教授及其团队曾从理论和研究实例上总结出身

体动作分析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独特方法。虽然身

体动作分析法仍有个别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例

如，如何拍摄真正真实的身体动作影像，在动作参与式分

析中如何处理主位与客位的关系等。但在今后的研究中可

进一步运用该方法，并结合所研究的个案和已有的方法论

完善这一方法。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创造性地构建

“身体动作分析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研究方法的成

功尝试来看，笔者认为，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界在今后构

建和创造自身特有的方法体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应提

倡更多学者在其研究实践中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案

例总结符合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这对我国民

俗体育文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3.4   注重理论探索 

3.4.1   借鉴理论要严谨 

在借鉴理论工具来解读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时要明确以

下几点认识：1）任何理论都有其解释力和阈限。借鉴理论

的目的是为了明晰问题，即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

沉迷于堆砌晦涩的理论术语，将问题复杂化甚至是得出误

导性的结论；2）避免盲目追随西方的、时下流行的理论，

要以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为宗旨，只要是能够明晰或解决所

要研究问题的理论就是适合的；3）西方的理论固然可以借

鉴，但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不能忽视从中国自身的传统

文化理论来研究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而这正是今后研究中

可以尝试拓展的理论视角，这也有助于克服西方理论与中

国个案之间的张力。例如，我国民俗体育文化自古就与

“能人/精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研究中涉及能人群体

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应该是具有较好解释力

的；4）不应被所借鉴的理论束缚自己的思想，敢于持有反

思态度和批判精神，并以个案中呈现的事实来对相关理论

进行反思，甚至是对其加于完善，从而彰显出该研究的理

论建构价值。 

在具体的理论借鉴过程中，研究者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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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消化和理解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阈限、代表性人物及

其核心观点、理论的产生演变背景等；2）充分证明所借鉴

的理论与其所要探讨问题的契合性，即证明该理论是有解

释效力的；3）在借鉴西方理论时不能满足于照搬，甚至要

对其进行适当的优化，使之更加契合所研究的议题。如在

使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转型理论来分析我国民俗体育

文化的变迁问题时，就可以结合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

主义理论来对其进行优化，使其发挥较好的解释力；4）将

理论与个案结合时要注意的主导思想是“讲事实、明道

理”，既不是空谈所借鉴的理论，也不是用该理论以喧宾夺

主的姿态去整理事实。应以个案中收集的资料作为事实为

依据，结合所借鉴的理论，在对这些事实分析的基础上

“明道理”——进行更为抽象的理论归纳和提炼，这样才

能将理论借鉴与个案呈现有机结合，避免理论范式与事实

陈述各说各话的“两张皮”现象。 

3.4.2   注重理论建构 

在今后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有以下基础性理论

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1）民俗体育文化的核心概念问题。

民俗体育文化是否就是如我们外来的研究者观念中的体育

项目？在其文化持有者看来，该民俗体育文化又是什么？

对该问题的讨论是民俗体育文化认知逻辑起点的根本性问

题之一；2）民俗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民俗体育文化

的本质属性是否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被人为地建构

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打破原有思维定势的束缚，

更客观地看待和研究我国当下民俗体育文化正在发生的各

种变迁；3）何谓现代体育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走向

现代化并建立了其现代体育体系，但现代应该是一个全世

界具有普适性的概念，现代体育也应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

的概念。不同国家的传统体育也可以经由不同的路径走向

现代体育之路，西方现代体育只是现代体育在全世界的一

种具体形式。哈佛大学汉学家孔力飞（2013）认为，现代

就是一种“现时的存在”，根据其研究理论，是否可以认为

当下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正在发生的再造过程本身就是其走

向现代之路的具体表现呢？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该问

题对于更新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论基础，打破传统与现代

体育二元对立、用西方现代体育来看待中国民俗体育文化

的思维模式，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审视我国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中国本土人类学者一直致力于

构建中国人类学理论，如均衡理论（林耀华,2000）、差序格

局理论（费孝通,1985）。中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体育文

化，也有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还有许多先辈学者进

行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也有一批健在的民俗体育文化传

承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有其自身

特有的哲学体系和认知体系。中国先辈学者在理论建树上

的成功经验及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为构建

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能。所以，在今后的

研究中，不应满足于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和完善，应致力于

在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洞见基础上创建自身理论体系，如

李亦园（1998）先生所说，“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的文

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 

3.5   加强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应用服务。民俗体育文

化研究不仅是一门学术性的研究领域，其更高的旨趣在于

关注民俗体育文化中的具体问题，通过研究加强实际应

用。好的应用研究建立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研究者

的主要任务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等方面的问题。所

以，研究者需要沉下心来以具体的、精准的问题意识为抓

手，以此来加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要研究该具

体问题是什么，并对其进行解构，再探寻为什么会导致这

个问题，如此，解决该具体问题的对策也将水到渠成。如

笔者调查了南昌市某村舞龙活动，在该村村民“上楼”

后，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该村

舞龙活动仍然在安置小区里延续，且当地基层政府也积极

参与到当地舞龙活动的传承中。2018 年，南昌市禁止和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政策的出台导致该村舞龙活动的暂停，基

层政府也立刻退场。面对这一问题，不应大谈政府如何加

强领导、加强对当地民俗体育文化的资金投入，而应该着

手分析地方政府出于环境治理的善意诉求与当地村民接续

其民俗体育文化的诉求之间的矛盾，并对导致该矛盾的根

源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提出富有价值的观点。 

在当前我国剧烈的变迁过程中，应在坚持民俗体育文

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主动借鉴相关学科

的理论，探究为什么某一民俗体育文化会被特定文化主体

建构出来，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告诉当地人与

地方政府应如何传承该民俗体育文化。如此，我国民俗体

育文化研究才能够与当代社会问题有效对接，并得到真正

有价值的应用研究。民俗体育文化学者才能更有效地“参

与到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去，凭借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来帮助人们适应变迁，推动变迁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周大鸣,2006）。 

3.6   加强跨界研究 

1）来自体育界的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应重视社会学、民

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扩大中国

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这些学科中的影响力。一些国内母学

科的知名学者也涉猎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体育界的学术

期刊也应积极尝试刊发这些学者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

果。研究者在研究团队的搭建上，积极吸纳相关学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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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与到自己的学术团队中。积极参加这些相关学科的学

术会议，从申请旁听会议再到投稿参会，逐步融入该学科

的学术体系中；2）相邻、相似地域的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应

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争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民

俗体育文化研究协同团队，如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海

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民族走廊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团队

等；3）一些国外较好的学术期刊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国民俗

体育文化的文章，如 Modern China 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民

俗体育文化的成果（Li,2013; Perdue, 1986）；Asian Ethnology

也刊登过有关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一些成果（Li,2017）。国

际学术会议也开始向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开放，如北美

体育社会学年会①、哈佛大学组织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

讨会②等。因此，我国学者应积极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或期刊

将其成果介绍到国外。此外，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课题申报和研究中应积极吸纳国外同行学者加入。近年

来，有学者获批了关于中国武术等选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外译项目，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也应积极申请有关民

俗体育文化选题的外译项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弘扬中华文化，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

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号召。 

3.7   研究者自我提升 

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最终还是要落脚在

研究者自身水平的提升上。随着近几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

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充实到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队伍

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学者的整体学

术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还不够扎实。学者

应依托国内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大环境，通过到国内外高校

或研究机构访学、接受学历教育等方式提升自身水平。在

国内进修方面，借助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平台和

所在高校，积极争取到国内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

类学等母学科中进修和学习。据笔者了解，有学者到北京

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等母学科的研究机构

进修和访学，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赴境外研究机构进

修方面，近年来，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研修项目数量

和种类逐年增加，也逐渐向地方高校倾斜；地方及各个高

校的赴境外研究机构攻读博士、从事访学和博士后研究的

项目也逐年增加。因此，学者要有信心申请教育部留学基

金委员会、地方及所在高校的赴境外研究机构研修的资助

项目，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水平。 

 

4   结语 

回顾近 10 年的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研究议题同质化，研究视角不够开

阔，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应用对

策研究较为空泛等方面的不足。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及整

个国家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我国也对传统文化空前重视，

这给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改进和提升相

关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

命。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要参与到我国伟大的社会转型和

现代化进程中，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如此，中

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文化重建、城市

化、现代化、全球化和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的大讨论中，才

能更有效地与国内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母

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才能真正使中国民俗体育文化成

为一个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并富有生机的研究领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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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olk Sports Culture in the Pas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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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n folk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past 
nearly ten years. On the basis of affirming the achievements of folk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 it focuses on the shortcomings 
and how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folk sports culture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has shown that in the past nearly ten years,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sports cultur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mainly in the gradual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the gradual enrichment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gradual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initial result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initial results of applied research, and the emergence of cross-border research trends and other asp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sports culture in this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 main problems are 1) the 
homogeneity of research topics and the tendency of greed for perfection, which leads to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2) inadequate 
research perspectives, 3) imperfect and mature research methods, 4) weak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relatively broad application 
of countermeasur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further refine and expand research topics, updat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mprove research methods, focus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trengthen applied research, strengthen cross-border 
research, and focus on researcher’ self-improvement and so on in folk sports culture study in Chin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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