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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动新时代体育哲学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运用文献资料调研、

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方法，系统梳理了“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本状况与重要研究进展，站在

“十四五”时期体育哲学社会学学术前沿，对研究的重点领域、主攻方向进行了前瞻性预判。研究指出，“十三五”期

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课题立项、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智库建设等发展态势良好，研究成果围绕体育实践中

的重大、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理论创新探索，对体育实践指导和政府决策咨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存在研究成

果转化不够、学术创新能力不足、学科建设研究相对滞后、体育学的话语体系研究尚未形成等问题。“十四五”时期，

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应注重对国民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与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法律保障、多元功能

与价值、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间民俗民族体育产业化、后疫情时代竞技体育发展、大数据及其在体育社会科学中

的运用、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建构、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与世界体育共同体建设、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

产与冰雪运动发展等重点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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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针对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2017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

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

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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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论述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起历史使命、为进

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汪谦干，2020）。

体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

三五”期间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促进

社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寻绎，我国体育每一

次重大改革，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体育哲学社会科

学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引领（杨桦，2018）。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体育强国

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的战略定位，为我国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时代

机遇。

2020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26个一

级学科开展“十三五”期间国家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调

研，为制定《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提供依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个关于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和顶层设计，对于未来一个时期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规划着

眼于“十四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这个中心任务，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哲学社会科学

的发展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重大举措，通过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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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统筹，把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科研管

理等方面有效协同起来，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促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做出规划和部署。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体育学调研组以习近平总书记

“5.17”讲话精神为指引，遵循“把握正确方向、自觉围绕大

局、加强科学统筹、突出问题导向、务求实际效果”的工作

原则，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十三五”期间我国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状况、重要进展、回应体育

实践中产生的重大、重点、热点、决策咨政问题，研究成果

的新概念、新观点、新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站在“十四五”时期体育哲学社会学

学术前沿，对其研究的重点领域、主攻方向进行了前瞻性

预判，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发

展，夯实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

供体育学支撑。与此同时，本研究作为前期研究成果，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基本理

论问题研究”的高质量产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调研

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中对体育学相关二级学科研究论文进行检索，收集整理

相关重要文献成果；根据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体育学

科调研组向全国部分单位收集相关重要研究成果结题报

告及成果简介，通过国家社科成果数据库等检索，查阅

“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立项和结项成果信息，对所收集

的相关材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依据。

1.2 问卷调查

根据《关于围绕编制<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规划>组织开展调查调研工作的通知》精神，设计了

《“十三五”期间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情况》调查问卷，对

全国具有体育学博士、硕士授予权的 152 个体育院系的社

科情况进行调研，包括课题立项、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智

库建设、人才队伍及重要成果等数据，运用 EXCEL 统计软

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全面了解“十三五”期

间我国体育学主要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情况。

1.3 专家访谈

设计专家访谈提纲，通过面谈、电话访谈、邮件、微信

等形式开展专家访谈，收集相关领域专家对“十三五”期

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十四五”时

期发展趋势的认识。课题组通过网络会议形式，主要围

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未来重要研究领域、改

进学科研究建议等议题展开研讨，进一步明确新时期体

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目标、主攻方向、重点任务、

重要举措。

2 “十三五”期间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和主要二级学科研究

现状

2.1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研究状况

2.1.1 课题立项

2016—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共立项 861 项，

其中包括重大项目 24 项、重点项目 49 项、一般项目 611 项、

青年项目 101项、西部项目 57项、后期资助项目 25项、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 4 项。此外，2019 年杨桦获批“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

大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

题。2016 年 1 月—2020 年 5 月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体育

学）结项 338 项，其中包括重点项目 9 项、一般项目 210 项、

青年项目 96 项、西部项目 14 项、后期资助项目 9 项。2016

—202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体育学）共立

项 445 项，其中包括规划基金 176 项、青年基金 268 项、自

筹经费项目 1 项。2016 年 1 月—2020 年 5 月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课题共结项 196 项，其中包括规划基金 82 项、

青年基金 114 项。

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体育学课题立项数呈现逐

年稳中有升的趋势。反映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

展，体育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

高，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在评

选中对体育学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反映出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实践不断涌现出新

问题和新状况，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和突破，大量高质量的

理论成果能够反哺体育事业改革实践。同时，在开展科

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体育学科共同体规模的增长与

自身研究实力的提升。

从图 1 课题立项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间国家

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覆盖了我国 31 个省份。其中，江苏

（9.03%）、北京（8.88%）、上海（7.74%）、山东（6.45%）、湖南

（5.73%）、浙江（5.59%）、湖北（5.44%）、广东（5.30%）、四川

（5.30%）、河南（4.01%）、辽宁（3.87%）、江西（3.15%）、福建

（2.87%）等 13 个省市课题立项数占总数的 73.36%，这些区

域集中了较多科研团队，已成为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力量的主要聚集区。其他 19 个省份课题立项数量仅

占到总数的 26.64%，少数省份每年立项仅有 1～2 项，说明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地区发展存在

不平衡现象。这种区域非均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了不同时期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乃至体育事业整体发展

的不均衡（杨桦，2018）。

2.1.2 出版著作

2016—2019 年，我国体育学科共计出版体育哲学社

会科学书籍 3 144 部/本。以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书籍为

例 ，该 出 版 社 2016—2019 年 期 间 共 出 版 体 育 类 书 籍

414 部/本，包括专著 272 部/本、编著 81 部/本、教材 6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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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按照二级学科划分，民族传统体育 179 部/本、运动竞

赛学 90 部/本、体育教育学 57 部/本、体育社会学 33 部/本、

体育史 19 部/本、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13 部/本、体育文

化学和体育管理学各 7 部/本、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哲学

（美学、伦理学）各 4 部/本、体育新闻传播学 1 部/本。

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书籍总量多，学科分类丰

富。其中，以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例，民族传统体育（武术）

和运动竞赛学的书籍占到总数 53.14%，一方面反映出民

族传统体育（武术）这些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体育学

科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前体育学科仍

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跨学科的体育经济学

（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学、体育管理学以及体育新闻传播

学等学科的系统性研究仍需加强。

从图 2 体育类图书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

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类书籍分布在我国 26 个省

份，其中北京市最多（27.54%），此外，河南（9.90%）、山东

（6.04%）、浙江（6.04%）、天津（5.80%）、福建（4.83%）、上海

（4.11%）、江苏（3.62%）、四川（3.62%）、陕西（3.38%）、广东

（3.14%）、辽 宁（2.66%）、湖 北（2.42%）出 版 总 数 超 过

10 本。北京地区由于集中了较多的体育科研人才和运动

领域专家，又有相对丰富的出版资源，因此在出版书籍方

面呈现优势局面；河南省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出版的书籍

也多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书籍数量多，门类丰

富。此外，甘肃、湖南、云南和重庆仅有一本书籍出版，未

出版书籍的地区多达 8 个，书籍出版的地区分布体现了体

育科研力量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西北、西南等地区需要发

挥在民间民俗民族体育学上的优势。

2.1.3 发表论文

2016—2020 年（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我国

学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体育哲学社会学论文共计

9 264 篇。从二级学科看，运动竞赛学 3 033 篇（33%），体

育社会学 1 831 篇（20%），体育教育学 1 088 篇（12%），体

育经济学（体育产业）810 篇（9%），民族传统体育学 970 篇

（10%），体育管理学 332 篇（4%），体育法学 235 篇（2%），

体育文化学 222 篇（2%），奥林匹克运动 202 篇（2%），体育

史 201 篇（2%），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172 篇（2%），体

育新闻传播学 168 篇（2%）。

“十三五”期间发表体育类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数量

较多，从二级学科来看，运动竞赛学和体育社会学占据总

数的 50% 以上，体育法学、体育文化学、奥林匹克运动、体

育史、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和体育新闻传播学各约占

总数的 2%，这也与出版著作的分布较为一致。主流二级

学科成果丰富，但今后也应加强体育史和体育哲学（美

学、伦理学）的研究，二者均是体育学科发展的根基，此

外，不能忽略跨学科的研究，多管齐下，百家争鸣，共同推

动体育学科的发展。

从图 3 的 CSSCI 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

期间发表体育类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覆盖全

国，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在 300 篇以上的，分别是北京

（16.82%）、上海（11.32%）、江苏（9.63%）、湖北（7.34%）、广

东（6.48%）、四川（4.72%）、山东（4.23%）、河南（3.93%）和

图1 2016－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地区分布

Figur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ports Science Projec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from 2016 to 2019

图2 2016—2019年体育类图书作者的地区分布

（以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例）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Books on Sports Science

Projects from 2016 to 2019

注：另有3本书籍无法查证作者所在地信息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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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3.78%）。北京、上海和江苏三地的文章总数占全国

文章发表总数 37.77%，北京的论文数量约等于排名后 20

个省份发表论文之和；除我国港澳台地区外，海南、西藏、

宁夏和青海等地发表体育类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数量较

少。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体育科研力量分布不均

衡，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在师资考核和

博士毕业资格审核的过程中多强调体育类 CSSCI 来源期

刊论文的发表。

从图 4 的 SSCI 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

间，发表 SSCI 论文数量在 50 篇以上的地区，分别是我国

香港地区（19.38%）、上海（16.41%）、北京（10.97%）、广东

（6.26%）、江苏（5.85%）和湖北（5.13%）。其中，超过 100 篇

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我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

城市，说明 SSCI 论文的发表与作者所在城市的国际化程

度密切相关，国家化程度高的城市能为研究者带来更多的

国际交流，可以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提高研究者的英文写

作水平，另外，有海外经历的研究者也多倾向于在大城市

就业。

2.1.4 智库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智库聚焦体育重大决策急

需，围绕体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积极开展了国家战略预

判、体育决策研究。国家体育总局 2017 年 12 月批准建立

了 16 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产业

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持完成

了《关于推进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的实施意见》《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6—2020年）》

国家体育总局文件起草工作，涉及北京、广西、宁夏等省

图3 2016—2020年发表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地区分布

Figur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Papers on CSSCI from 2016 to 2020

图4 2016—2020年发表体育类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地区分布

Figure 4.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Papers on SSCI from 2016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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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30 多个区域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上海体育学

院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

托对“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

（2016、2018、2019），并 研 制 了 上 海 市 全 民 健 身 发 展

“300 指数”，为全国公共体育服务评估事宜提供依据和启

示；《中国资本投资经营海外足球产业尚面临多方面挑

战》《国内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当前足球特

色学校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等研究成果被国家

和地方省市体育主管部门采纳，成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

据，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江苏省体育产业研究

院编译了大量国外体育产业（如体育公园、户外运动产业

等）新业态、新经验，在对国内体育行业发展状况进行了

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一

系列建议。由广东省教育厅批准组建的“广东省体育产

业高端智库创新团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

体育总局决策咨询重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

同发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

探索性研究》阶段性成果在“学习强国”平台展示。

2.2 主要二级学科研究状况

“十三五”期间，体育学主要二级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体育本体论、审美论、伦理学研究取得新突破；体育社会

学学科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古代体育史料及考古文物研

究方兴未艾；近现代体育史研究照进现实；体育经济学

（体育产业）聚焦体育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体育文化

学本土化、国际化交融明显；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发展战

略研究标志性成果凸显；体育教学观念、方法、途径有了

新突破；中国特色体育法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初

步形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取得新进展；奥林匹克运

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日益深入。

2.2.1 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

作为体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体育哲学（美学、伦

理学）以哲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以体育思想与实践

为基础，兼议体育理论中的概念、命题与范畴，体育实践

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等问题。近年来，中国体育哲

学研究批判吸收中外体育哲学研究成果，注重体育“立德

树人”思想内涵的阐释与发展，关注体育实践中出现的新

问题、新现象与新方法。“十三五”期间，体育哲学（美学、

伦理学）重点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体育领域的诠释与应用、哲学概念与理论在体育哲学研究

中的合理引入与辩证发展、中西体育哲学思想与理论的阐

释与推进、新时代背景下体育实践的哲学反思等方面。该

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文化自信”贯穿当代中

国体育哲学研究的主题与价值导向；2）西方哲学背景下的

体育哲学“西学东渐”趋势逐渐为“中体西用”的当代发展

模式所取代；3）体育哲学的思想与理论作为时代先声，为

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理念与道路选择提供了论证、辨析与

反思的思想助力；4）体育哲学与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体

育人文学科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在理论与方法上推陈出

新、相辅而成。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科研立项与科研

成果共计 212 项（表 1）。

表1 2016－2020年体育学主要二级学科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表

Table 1 List of the Projects，Books，and Papers of Sub-disci‐

plines of Sports from 2016 to 2020 /项

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社会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史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文化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管理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教育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4

1

4

34

0

20

16

11

448

50

17

5

1

177

19

10

0

6

43

0

11

4

2

61

6

41

7

6

97

3

17

14

24

341

25

0

1

0

51

1

17

21

9

479

37

19

8

7

188

11

7

6

7

49

0

31

11

5

56

6

43

13

1

79

12

23

17

17

287

43

10

1

0

39

0

13

23

11

461

95

14

9

5

210

19

10

1

5

70

4

19

12

0

48

8

53

23

0

77

0

20

13

13

228

74

4

1

0

40

5

23

25

2

371

114

21

10

0

183

24

13

2

1

32

0

10

7

0

52

2

66

44

0

62

17

26

12

3

184

41

3

0

0

8

5

26

11

0

72

43

21

14

0

52

9

12

4

0

7

0

16

8

0

5

3

25

28

0

17

1

33

17

0

48

12

21

4

4

172

11

99

96

33

1 831

339

92

46

13

810

82

52

13

19

201

4

87

42

7

222

25

228

115

7

332

33

119

73

57

1 088

195

2016年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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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体育新闻传播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运动竞赛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民族传统体育学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奥林匹克运动

国家社科立项

教育部立项

著作出版

CSSCI发表

SSCI发表

4

0

0

57

0

0

1

1

56

0

6

1

23

807

56

23

5

29

267

0

4

0

2

56

0

2

3

0

43

0

2

2

0

46

0

5

3

29

809

106

14

1

63

275

0

7

1

1

29

0

5

7

0

73

0

3

3

0

32

4

10

3

30

683

41

16

5

56

218

0

5

3

1

40

0

1

1

0

54

1

1

3

0

24

3

11

1

8

598

40

13

4

31

172

5

4

0

0

58

3

2

0

0

8

0

4

2

0

10

3

5

1

0

136

22

16

3

0

38

2

0

3

0

19

0

14

11

0

235

1

10

11

1

168

10

37

9

90

3 033

265

82

18

179

970

7

20

7

4

202

3

（续表）

2016年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合计

2.2.2 体育社会学

我国体育社会学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中发展，已从社

会学和体育学叠合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近年

来，体育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与问题，运用社会学的理

论、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探索体育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

展中的价值、功能与作用，深入解读各种体育现象和问

题，凸显体育社会学具有的描述、解释、批判、预测的学科

价值，同时也更加注重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视角和方法

解决中国体育现实问题。“十三五”期间，体育社会学研究

议题广泛，既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的全球体

育治理、国际体育（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与变革、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道路、中国体育发展战略、体制改革

与发展、弘扬体育精神、完善举国体制等宏观层面的问

题，也涉及身体素养、生活化体育理念、全民健身与竞技

体育协调发展、全民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体育社会组织

改革与建设、体育与科技结合、大众体育参与、体育与青

少年社会化以及体育越轨问题（兴奋剂、体育腐败、体育

歧视、球迷骚乱）等中微观层面的问题。该学科主要取得

了以下研究进展：1）客观判断全球体育发展的方向及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做了思想与

理论的准备；2）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总结，为中

国体育道路自信提供了依据；3）对中国体育发展面临问

题已形成集成性研究成果，为深化体育改革提供了可行

性方案。体育社会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2 398

项（表 1）。

2.2.3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

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体育经济学（体育

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

体育经济学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我国体

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类问题，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范

式和研究方法，解释体育产业发展所出现的多种现象，分

析体育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提出高质量发展体育产

业的解决方案，凸显了体育经济学在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体育经济学主动与其他学科融合，

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成为体育研究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

“十三五”期间，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研究议题主要涉

及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体育产业内部的权

利与收益分配制度和格局、体育产业的宏观发展计划与

产业发展政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体育消费促进、体

育产业与体育公共服务、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与体育组

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冰雪体育产业、足球运动、智能体

育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从借鉴西方

职业体育经济学理论，到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以“中国问

题”为核心，开始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起国际体

育经济学学界的重视；2）范式逐渐统一，应用计量经济学

方法的研究逐渐增多，受到了经济学母学科的重视，体育

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显著提升；3）对中国体育，

特别是体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成为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体

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1 043

项（表 1）。

2.2.4 体育史学

中国体育史学研究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今天已经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的研究视角，在理

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已经逐渐走向成熟。近年来，

体育史学术界在基于现实问题的关照，回溯并汲取历史

发展经验方面已经初步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

的选择、研究思路的梳理等方面，并注重吸取母学科历史

学的有益“因子”，着力构建体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

体系。“十三五”时期，体育史学研究议题涉及古代体育

史：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信息搜集与数据库建设、“丝绸之

路”体育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史志、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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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断代文化史研究等；近代体育史：近代全运会和远东

运动会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问题、精武会和国术馆等

近代体育组织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70 年的中

国体育发展道路问题、基于史学视角的国家层面体育政

策的回顾与反思问题、“登珠峰”和“乒乓外交”等重大体

育历史事件等方面。此外，“史学”视域下的体育概念再认

识问题、“体育全球史”等体育史学理论研究和 20 世纪西

方体育思想史等问题亦是“十三五”时期学术界较为关注

的热点议题。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中国

古代体育文物信息采集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为进一步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精神标识

奠定了史料基础；2）中国古代和近代体育史专题研究异

彩纷呈、佳作迭出，为进一步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体育文

化具有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精髓，提供了丰硕的成果

基础；3）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方兴未艾，凸显了体

育史学术界对现实的关照，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发展

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路径，将为中国体育的“四个自信”提

供理论依据。体育史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289

项（表 1）。

2.2.5 体育文化学

我国体育文化学研究在基本奠定了体育文化学学科

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拓展了理论视野，丰富了分析工具，

延展了研究内容，深化了研究结论，提升了研究价值。近

年来，我国体育文化学形成了 3 种研究路向：一是从文化

学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核心话语出发，阐明体育的演进历

程与规律；二是聚焦体育实践领域的问题和现象，运用文

化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三是从

运动项目文化入手，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机制，

意图促进不同运动项目的社会化、产业化、职业化等现实

目标。“十三五”期间，体育文化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现代化转型、体育文化差异与文化融

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欧美职业体育文化

的借鉴、域外经验总结和中国本土实践分析、运动项目文

化的本质及其实践意义、全民健身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意

义、学校体育的文化障碍和文化价值、女排精神、女足精

神、乒乓精神等的文化价值、中国足球和冰雪运动振兴的

文化策略探究等。该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

对文化学理论的范畴和话语体系有所拓展；2）民族志和

生涯史的研究方法得到更广运用；3）研究领域出现了国

外体育特殊文化的深研和国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开掘；

4）提出了体育文化是国家文化自信、文化利益表征的观

点；5）体育非遗研究推动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活

化和挖掘、传承。体育文化学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华东、

华北、东北地区，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383 项（表 1）。

2.2.6 体育管理学

自体育管理学诞生以来，现代管理学的科学主义与人

本主义、理论管理与应用管理、定量管理与定性管理的研

究范式深刻影响着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走向。近年来，在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体育管理学研究呈现出理论

与实践结合紧密，本土化与国际化共存的发展特点与趋

势。“十三五”时期，体育管理学研究议题焦点广泛，层次

丰富，主要涉及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遗产与危机管理、北京冬奥会与冰

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体育外交转型与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国残疾

人体育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

营权改革等。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深入探索体

育强国建设的意义和路径，服务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

实施；2）围绕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组织管理形成了系列

研究成果，为成功举办冬奥会和普及冰雪运动提供理论

指导；3）挖掘和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为提升公共

体育服务质量，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该学科的重要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

发展战略研究产出标志性成果，公共体育服务研究登上

新高峰，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备受关注。体育管理学科研

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715 项（表 1）。

2.2.7 体育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学科宗旨，在提

升人体基本运动能力、激发人的体育锻炼动机、培养运动

项目情感、促进终身体育参与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

体育教育学同时与竞技体育学、体育社会学等学科一起

为我国体育的统合发展提供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近年

来，在中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视角

呈现开放与融合趋势，注重国际体育教育思想与理念的

演变，关注国际体育课程体系和标准的建设与实施，并结

合国内体育教育的资源分布特征和理论研究进展，融合

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积极探索中国健康体

育课程模式。“十三五”期间，体育教育学研究议题主要涉

及学生体质、体能提升、教育体系研究与比较、体育行为

研究、体育素养研究、体育教程研究、体育教育思想、体育

教学理论、高校体育教育、体育教学改革、体育课程改革、

体育教育专业研究等方面。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

进展：体育课程研究持续升温，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方兴未

艾，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初见成效，幼儿体育教育研究取

得突破，各学段体育课程内容衔接研究凸显应用，体育

考试制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体育教育学科研立项与科

研成果共计 1 532 项（表 1）。

2.2.8 体育法学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体的进程中，我

国体育改革发展中的法治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体育

法学研究更加活跃且呈现加快发展的鲜明态势。近年

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视野日益开阔、视角更加多样、

9



《体育科学》2020 年（第 40 卷）第 8 期

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对体育法学理论与体育改革发展

各种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愈益明显并更加聚焦，结合司

法判例的研究日益增多，很多研究成果为体育法治决策

采纳和应用。“十三五”期间，体育法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

推进体育法学发展与基础理论建设、坚持依法治体和建

设法治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改、依法确立

和维护公民体育权利、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法律调整、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法治保障、促进体育知识产权的法律

保护、加强体育不正之风的依法惩治、体育伤害的责任认

定与防范救济、开辟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途径等。该

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

等关注和投入体育法研究的迅速增多，且获得更多新建

体育法组织和交流平台的有力推动；2）对体育法的特殊

性问题和体育改革发展中现实聚焦的一些法律法理问题

的探讨更加深入；3）体育法学理论研究在体育法治建设

中的发声、反响与推进效果在逐步加强和扩大。体育法

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261 项（表 1）。

2.2.9 体育新闻传播学

作为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交叉学科，从知识体系、行

业需求和人才培养上，体育新闻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已成

为现实。近年来，在体育强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信息网络技术持续迭代以及新闻传播学学科反思性研究

持续的背景下传播，体育新闻的研究范式不断拓展，中外

体育传播学术史梳理和对体育文化多维度探讨推向纵深。

“十三五”期间，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新（智）

媒体体育赛事传播、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传媒经济、体育

迷、电子竞技等研究广泛铺开，以及体育国际传播、国家体

育形象建构、体育国际话语权、大型体育赛事的宣传和媒

体服务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学科融合

加速，文化学、人类学、经济管理学等学科与体育新闻传播

学互融互通，协同完成对体育领域问题的解读与解决；2）

提出了从话语分析视角和关系视角建构的体育新闻传播

研究范式，进一步奠定了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3）

对体育国际传播、国家体育形象建构、体育国际话语权的

研究有所突破，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制定和实施贡献了智

慧；4）体育媒介研究向“媒介体育”研究转向，增强了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拓展了与国际学术界

交流的空间。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200 项（表 1）。

2.2.10 运动竞赛学

我国运动竞赛学在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的发展中，已从

运动学和竞赛学融合成为了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

近年来，随着现代运动训练科学化、智能化要求的不断提

升，我国运动竞赛学理论研究走向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

体现出研究对象的多目标性、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研究

范式的多应用性，更加强调运动竞赛参与主体和客体的

系统性，充分发挥学科理论对训练参赛实践问题的指导

作用。“十三五”期间，运动竞赛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现代

竞赛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不同项目竞赛文化和品牌建设、

竞赛治理能力提升、竞赛方法与科技助力、竞赛人力资源

整合与配置、竞赛科学选材与培养、竞赛心理韧性培育、

竞赛训练效果评价、竞赛安排与参赛计划制定、赛事行为

干预、赛事运营与管理模式、竞赛效果公众认同、竞赛保

障体系建设、赛事教程与规则研究等多个领域。该学科

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聚焦“大竞技”研究呈现新

格局，从探索专业运动竞赛向打造多元赛事体系转变，为

运动项目的大众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多学科交叉与

叠合形成新体系，从围绕竞技体育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理

论拓展转变，为体育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视角；3）竞赛

治理与项目制胜规律研究成为新热点，从探讨运动竞赛

一般规律向挖掘各运动项目制胜规律转变，为不同项目

竞技水平提升提供了新举措；4）竞技能力表现下的精准

干预成为新方向，从偏重单项竞技能力向科技介入训练

实践转变，为重大赛事备战工作提供了新路径。运动竞

赛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3 434 项（表 1）。

2.2.11 民族传统体育学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以武术为主干，兼有传统体育，

涵盖少数民族体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二级学科。

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发展趋向于新时代背景下

寻求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化寻根与现代路径视域

下探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十三

五”期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民族传统体

育历史与非遗、武术与民族体育教育、武术传播与训练竞

赛、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一带一路”与民族体育文化交

流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民族传统体

育的人类学分析拓宽了学科研究视野；2）武术教育教学

的课程化设计促进了武术走进校园；3）武术口述历史的

学理化引入形成了武术家研究基本范式；4）武术标准化

研究的系统化融合推进了武术的国际化发展；5）武术与国

家形象构建的国际化调查形成了武术传播新理论；6）武术

与传统体育养生的疾病干预加快了体医融合的本土化进

程；7）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推动了传统体育

的产业实践；8）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区域文化探索带动了

少数民族体育的学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立项与

科研成果共计 1 256 项（表 1）。

2.2.12 奥林匹克运动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以“通过体育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为愿景，以 4 年一次的夏季/冬季奥运会为平台，目前

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型综合文化载体。近年来，伴随

着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办权，奥林匹克

运动研究再次成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与焦

点。“十三五”期间，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国际

10



杨桦，等：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国家“十四五”体育学发展规划调研分析

奥委会改革、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的全球治理、奥运会举办城市遗产等，围绕这些议题，开展

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相关筹备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参考。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取得了以下

研究进展：1）未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路径、方式与

对策，包括《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

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与善治研究成为焦点；2）可持

续发展理念对未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轨迹的影响，包

括奥林匹克运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奥林

匹克运动的影响研究成为热点；3）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相

关遗产与综合效应，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的遗产研究，奥运

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研究成为重点。奥林匹克运动科研

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 236 项（表 1）。

2.3 体育实践中重大、重点、热点问题研究状况

2.3.1 重大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杨桦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发展方

式改革研究》首次概括出我国体育“赶超型”向“可持续发

展型”发展方式转变中，呈现为人本体育、合作体育、耦合

体育、均衡体育、自洽体育和规范体育的特征。在将体育

发展方式解构为目标、主体、机制、手段、标准、规范等相

互关联、相互依托的六大要素基础上，提出了聚焦重点领

域，通过“跨界整合”对“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升级换

代，促进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的路径（杨桦，

2016a，2016b）。该成果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并荣获教育部第 8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

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孙麒麟等基于毛丽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

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出版了《从长安到雅典

——丝绸之路古代体育文化》，向世界展现了丝绸之路由

长安到雅典、罗马的古代体育文化风貌，以及体育由祭坛

走向体坛，由“赛社”“赛会”走向竞技，由神话走向人本精

神，由仪式走向记录的瑰丽路程（孙麒麟 等，2017）。该成

果是我国体育学首次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并获教育部第 8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

社会科学）一等奖。

陈佩杰等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身大数据平台建设研究》创建和应用了“环

境-行为-效果”三位一体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测

评体体系、儿童青少年体育素养测评体系、青少年运动技

能等级标准与测试方法（胡月英 等，2019）。该研究取得

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获得多个奖项，其中“我国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评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荣获 2018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陈小蓉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创建了“中国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体育非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

要借助科技力量建立资源数据库，并通过开发云平台实

现各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整合，以“群体慧”“资

源享”“可持续展”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

理念，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活态人文遗

产”，为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展示提供一个健康持久的

线上平台（陈小蓉 等，2017）。相关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

第 8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

等奖。

2.3.2 重点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关于体育改革。杨桦（2019）提出了以体育体制

改革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的攻坚点，从政府职能转变、单项

协会实体化、全运会改革、训练竞赛体制改革、国家队管

理等方面提出了“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先立后破、不立不

破，整体设计、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渐进深化，政府、社

团、企业共同参与，体育、教育、卫生共同联手，中央和地

方共同发力”的若干改革举措。鲍明晓（2019a）认为，青

少年有质量参加足球运动人数不足，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短板未改善，“病态”城镇化难以支撑现代足球发展，基础

大项对足球选材、体能训练等方面支持不够，足球无法与

大体育同频共振，足球人组织使命强、团队能力弱是足球

改革深层次制约因素，需要从改善社会环境、大体育反哺

足球 ，完善和健全足球内生态进行化解。黄亚玲等

（2020）提出，坚持举国体制同市场机制相统一、单项协会

脱钩与有限自治相统一、政社分离与政社协作相统一，形

成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修改完善法

律，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委托-代理机制、司法监督机

制、单项协会内部治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党组织监督

机制，以协商、合作、委托、制约等方式，实现体育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协同治理目标。杨国庆等（2018）提出，要以

思想主导、发展主导、改革主导、市场主导、目标主导来创

新竞技体育发展体制机制，奥运备战模式；要以完善竞技

体育人才多元培养新举措、提升运动训练科学化、智能化

新水平、构建中国特色竞赛新体系、拓宽竞技体育项目文

化建设新渠道来开创竞技体育发展路径。

——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王家宏（2016）创建了由通

用标准、提供标准与保障标准构成的公共体育服务标准

化体系和地级市、县级市、乡镇街道、行政村一体的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提出中央政府

是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制定者，省级政府是中间环节，

市、县及乡镇政府是标准的“执行者”。陈琦在《体育公共

服务评价内容理论模型及指标体系演绎和评价方法选择

研究》研究报告中，构建了体育公共服务评价的逻辑框

架，提出了二元评价主体的主张，即由专家组实施绩效评

价，公众实施质量评价。唐刚等（2016）提出，我国多元主

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应以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体育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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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契合为内在动力，建立“政府主导协调、体育私营组

织互利双赢、体育社会组织补充共享、居民体育自治组织

承上启下、个人实践参与”的主体结构和交互、动态的“合

作、竞争、制衡”运行机制。

——关于体育法。周爱光（2019）通过深入探讨美国、

欧盟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育立法修法的先进经验，归

纳总结了我国体育法学领域关于修改体育法的代表性观

点，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坚持以权利、义务为内容主线，坚持全面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国际视野等方面

阐述了我国体育法修改的总体思路。于善旭（2019）提

出，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方式是开

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由此确立了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重

心与基础的宪法地位，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

性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了对公民体育权

利的保护。赵毅（2020）认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

义上，《民法典》和体育强国建设可以达致有机统一，《民

法典》将对全民健身活动的促进与保障、运动员产权机制

的分配、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职业体育治理、体育产业主

体从事市场行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青少年健康。季浏（2015）针对我国健康体

育课程“无运动量”“无技术”“无比赛”的状况，提出了每

节体育课的 3 个关键点：应有 75% 左右的运动密度，使学

生心率达到 140～160 次/min；应有 10 min 左右多样性、补

偿性和趣味右的体能练习；应有 20 min 左右运动技能学

练和比赛。汪晓赞等（2020）提出了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

健康促进“3-4-5”发展战略体系，即凝聚家庭、学校和社区

3 大主体力量，辐射课内、课外、校内、校外 4 个领域范围，

落实优质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开发、活力校园的打造、家

庭-学校-社区多元联动的构建、运动奖励计划的设置、运

动智能监控的运用等 5 项行动计划。张业安（2018）提出，

媒介应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社会因素产生影响承担社会责

任，媒介责任在履行过程中应该遵循“政策-媒介-青少年

及其关涉群体”的逻辑脉络，注重传播国家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优化学校教育效果、提升家庭影响效果和社区促

进效果，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媒介责任客体素养

的提升。

——关于体育外交。赵富学（2019）认为，习近平新时

代体育外交重要论述向世界展现了“义利相兼”立场和

“友好共进”诚意，展示了“百花齐放春满园”的风格和“饮

其流怀其源”气度，呈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

景，对中国体育外交事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秉持的理念

与方向、涉及的领域与路径、树立的形象与态度、要求的

品质与层次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指引和设计。钟秉枢

（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中国体育外

交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体育外交应加强体育

外交理论体系构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体育

外交布局，做好重大体育赛事外交，提升国家实力，重视

非国家行为体的体育外交活动，形成多元合力。刘桂海

等（2020）认为，体育外交是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重

要路径与方式，是新时代我国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战略资

源。我国体育外交经历了“奥运外交”“主场赛事”立体化

外交、公共外交、“全面引领”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和时代特征的体育外交实践。

——关于体育产业。江小涓（2019）提出，在我国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发展理

念、发展水平、城市化、老龄化、技术应用、战略投资者、转

播主体、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面临“新运动项目出现、多

元素娱乐项目出现、专业性和专注度下降、消费总时间约

束”的新挑战，提出了“持续创新、接纳新的体育形态、政

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新思路。丛湖平等（2016）提出，我

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独立关系竞争性、独立关系

非竞争性、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存在“改革内生

动力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成因是“政府价值取向偏差、各

主体利益冲突和公众诉求无法进入决策机制”，必须加快

问责机制、公平机制建设，以及社会体育组织的实体化和

独立化、体育职能部门服务型文化建设，以提升政府购买

服务的绩效。邢尊明等（2015）认为，地方体育产业引导

资金在评审管理制度、项目结构投向、资金资助方式及后

期使用管理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地方体育产

业引导资金的公共属性及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科学项目

评审机制、确保项目合理投向、完善资助方式体系、加大

资金投入监控、建立绩效考核机制等是地方体育产业引

导资金制度效率改进的重要路径。

2.3.3 热点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有关“三大体系”构建。方千华等（2017）提出，体

育学学科重构需要准确定位体育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深

入认识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从学科知识体系确

认学科的经验性、理论性、结构性等要素及其构成特点，

从在理论层面阐述学科发展现状和态势，进而实现体育

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中诸要素的科学组合和优化。孙

晋海（2019）提出，我国体育学科应以“体育基础学科”为

中心，构建“体育产业学科群、体育与健康学科群、体育与

工程学科群、体育与文化学科群”，优先发展“全民健身理

论与方法、体育产业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运动训练新理

论与新方法、体育教育综合改革与创新”。刘亮等（2019）

提出，中国的“和”文化具有调适西方体育话语“单一化”

主导所带来的负和博弈风险的天然优势，继而将构建“和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世界体育共同体并以此促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特色”与优势。

——有关职业体育。江小涓等（2020）指出，数字化形

态成为职业体育新的重要增长点，数字技术多层面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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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促进了职业体育的全球化。中国职业体育为应对数

字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应该进一步向市场主体放权，主

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快速创新要求、接纳与数字时代相匹

配的运作模式和产业形态、培养适应数字化和全球化时

代的人才、探索解决数字时代职业体育新的治理问题。

张兵（2020）提出，职业体育要实现高质量，应该在竞赛产

品、行业结构、赛事布局等 3 个领域走节约化道路，从转变

发展定位、把握重点环节、理顺多方关系、推进体制创新

等环节入手，在明确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导向的基础

上，强化职业体育竞争力、支撑力、持续力。柳鸣毅等

（2016）认为，职业体育应以合理配置资源、凸显民生功

能、均衡协调发展、塑造职业明星为制度设计的框架，从

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发挥服务社会作用、保障良好运转机

制、统筹协同运作平台，转变运转实施路径和构建法治管

理体系。

——有关体育非遗。白晋湘等（2018）提出，我国体育

非遗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非遗的保护应该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

和“民间自治”的改革理路，提出了“文化回归”“文化制

衡”“文化补偿”的发展逻辑。郑玉梅（2017）认为，体育非

遗的保护关键在于完善的体育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此

应该加快专项立法和地方立法、实施强力的体育知识产

权行政规制、加强体育非遗产权管理的监管、构建多元化

的体育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清晰的体育知识产

权制度来实现体育非遗的产权增值。崔家宝等（2019）提

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主体不仅自身对

项目的活态传承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它还是其他因素

发挥作用的枢纽，是项目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完善传

承人制度建设、政府经济扶持与社区支持多元化、建立

“家园遗产”观念和项目适应性创新是我国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

——有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张雷（2018）认为，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是集聚产业发展要素，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与旅游、健康、文化、养老、教育培训、大数据等关联产业

融合发展的空间区域、全民健身发展平台和体育产业基

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其产业融入的主要驱动力，

核心目标是主导运动休闲特色产业发展、小镇产业发展

和小镇城镇化发展，以及扶贫攻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

车雯等（2020）针对目前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定位重叠度

高、有产品无产业的问题提出，在条件较薄弱的区域，应

加强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深耕产业链

节；在条件一强一弱的区域，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互补，预

防产业链关联能力不足的隐患；在条件均良好的区域，以

“体育+X”与“X+体育”的联结布局，创新网络嵌入机制，

拓宽物理空间、文化空间与心理空间，实现小镇与城市的

共享、互融与共生。沈克印等（2017）提出，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作为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实践，有利于加快

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有效供给和促进产业跨界融

合。产业关联、制度供给、消费需求和科技发展是体育产

业跨界融合的基本要素，做好科学规划、明确体育产业定

位、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跨界融合、完善运营管理和重视

动态评估是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有效路径。

——有关体医融合。冯振伟等（2019）提出，体育与医

疗卫生共生机制是以理念认同为思想导向，部门协同为

组织保障，责任共担为治理策略，资源共享为演进方式，

通过完善共生单元，增强共生关联，优化融合互惠共生模

式，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界面，推广运动处方实

践，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培养运动健康指导人才的路径来

实现。常凤等（2019）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体育与

医疗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的质容量兼容，拥有共生界面，产

生共生利益，可形成非对称性正向共生关系。应通过国

家政策的支持，优化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改善体育与

医疗的共生环境，促进体医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

同进化、共同发展的共赢应然共生关系。王春顺等

（2019）提出，体医融合双元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重新调

整角色定位、明确身份边界关系，建构民众话语体系，形

成优势互补机制，单元联动全局，塑造健康代言人。其运

行保障包括以民众健康为导向最大限度统一共识，以制度

建设为依托促全过程民众参与，以多元互动为基石跨界融

合协同机制，以流程再造为变革推动健康服务重心下沉。

2.4 决策咨政研究状况

2.4.1 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举要

鲍明晓等完成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决策咨询重大项

目《建设体育强国的内涵、指标体系和基本路径研究》和

《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总体战略顶层设计研究》为国务院研

究制定《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 号）提供了

基础理论支撑和主要建设措施的预研报告。同时，作为

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纲要》的前期专项研究，

鲍明晓等完成的《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为《“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纲要》的制定发挥了重要

作用。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出版的《冬奥参

考》为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联、北京市委市政府、河北省

政府和北京冬奥组委筹办北京冬奥会提供决策服务，多

次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冬奥组委的批示，影响力不

断扩大。

2.4.2 北京2022年冬奥会研究成果举要

易剑东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筹办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与关键问题研究》所形

成的《新冠病毒疫情和东京奥运推迟给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带来的风险及应对》咨询报告，被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委会采纳。李树旺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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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22 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对策研究》形

成的《新冠肺炎疫情后推动北京冬奥会公众参与的政策

建议》《冰雪运动大众参与状况调查报告（2019）》被冬奥

组委采纳。孙葆丽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重大问题研究》完成的《着

眼长远办好冬奥助力北京社会建设水平提高》《办好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关键要素和政策参考》等研究报告分别

被北京市和教育部采纳。

2.4.3 体育产业研究成果举要

黄海燕《破除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促进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报告由国家体育总局上报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6〕77 号）前期决策咨询研究报告《中外健身休闲

产业比较研究》、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旅游指

导意见前期决策咨询报告《体育旅游发展纲要研究报

告》、国务院办公厅竞赛表演业指导意见前期决策咨询研

究报告《不断深化体育改革背景下的我国体育竞赛表演

产业政策研究》等 11 项报告均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林

显鹏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主持完成了《我国大型体育场

馆运营管理相关政策研究》，并作为重要执笔人参与了《关

于进一步加快大型体育场馆运营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的意见》《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6—2020

年）》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2.4.4 学校体育研究成果举要

陈佩杰等《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系列专报》受到上海市重视，并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2017）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

二等奖。季浏等《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实施效果公报》

的成果得到了上海市重视。刘海元等《构建我国学校体

育考试制度一体化体系的研究》被教育部采纳，并被写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意见》。

2.5 新概念、新观点发表状况

2.5.1 研究成果新概念举要

任海（2018）首次在国内全面诠释了“身体素养”重要

概念，探讨了“身体素养”推动体育实践与理论层面改革

的多种价值及对体育各领域的改革统合作用。杨桦等

（2013）对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提出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赶超型”和“可持续发展型”的概念，

并对其进行了充分论述明确界定。周爱光（2015）重新定

义了体育法学概念，首次在国内提出了“固有体育法”的

概念，拓展了体育法学研究的空间，突出了体育法学的体

育特色。黄莉（2017）首次提出了由体育吸引力、体育动

员力、体育创新力、体育传播力、体育亲和力这 5 个实力要

素构成，核心是体育价值观的“体育软实力”的概念。郭

家良等（2018）首次提出“身体活动经济性收益”概念，并

从显性收益和潜在收益两个维度对老年人身体活动进行

研究中，验证了老年人身体活动具有巨大的经济性收益

的研究假说，从经济视角对体育与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开

创性研究。杨国庆（2020）首次在国内提出“整合分期训

练模式”的概念，系统探讨了整合分期训练模式对推动当

代运动训练模式变革，运动训练融合创新、精准和个性化

调控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2.5.2 研究成果新观点举要

任海（2019）提出“建构生活体育文化”，指出体育全

面融入生活势在必行，需要在既有体育文化的基础上，紧

扣新的社会需求，紧跟生活进程，建构生活体育文化。鲍

明晓（2019b）提出，“人民满意的体育形态”是以人民群众

对美好体育生活新期盼为指针，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为准则，更加注重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标的体育样式，与既往体育发展形态的区别在于公民

本位、全面均衡、贯通发展、科技驱动和人民检验。黄亚

玲（2020）提出了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软法治理”，

即把大量存在于单项体育协会中的规章纳入到法律体系

中，形成软法体系，不仅完善了我国体育协会的法律体

系，也有效推动了单项体育协会法治化进程。程志理提

出了“体育是人的成长方式”，是以动作技术传授为特征

的运动学习，身体成为认知工具和认知对象，与概念认知

和形象认知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人的认知体系，体育作为

教育的形式，在身体游戏中形成的谋略、诡道等临场智

慧，表明体育在进行着身体运动同时进行着智力运动，是

人的成长方式（任慧涛，2018）。

2.5.3 研究成果新学说举要

程志理提出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

的运动行为”，以此确立体育学学科定性，科学研究中有两

种“观察”的方式，一种是客观对象化的数据获得性的“结

果观察”，另一种是运动行为研究的“生命史过程”的共情

式的“参与观察”（任慧涛，2018）。体育学方法论体系应

立足于“运动行为志”与“运动行为意象分析”，形成“事实-

现实-切实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证结构，这是体育学作为学

科门类建设的基础性研究。戴金明等（2019）提出了“体育

社会学中层理论”建设，从分散到集中，由延伸到拓展，采

用双轮驱动完善中层理论建设，通过延伸和拓展其他相关

学科领域研究的方式打破学科边界，使体育社会学中层理

论体系由空心化走向实体化的建设思路。季浏主持研制

和修订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

突破“学科中心论”的传统课程观，倡导体育与健康课程的

健身育人本体功能的“学生中心论”的现代课程观和突破

“运动技术中心论”的传统教学观，倡导运动技能学练的完

整性与实际运用的“强身健体中心论”的现代教学观。

14



杨桦，等：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国家“十四五”体育学发展规划调研分析

3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成果转化率较低，破解体育实践难题成效不高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学研究以问题和需

求为导向，围绕体育改革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开展

研究，产生了一批标志性、高水平、有影响的成果。但成果

贴近体育实践不够紧密，对体育实践需求的回应不够充

分，破解体育实践难题的成效不明显，转化应用率较低。

3.2 学术原创力不足，重要理论创新和丰厚学术思想内涵

成果较少

当前，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在已有政策和理

论框架下对体育实践议题进行阐释性、规范性和纠正性

研究，学术的前瞻性不够，原创力较低。具有站在学科前

沿，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学术话语的成

果不多，具有重要理论创新价值和丰厚学术思想内涵的

研究成果较少，标志性研究成果没有走出体育领域，在国

际的学术影响力也不大。

3.3 体育学科建设研究滞后，各学科经典支撑教材无几

体育哲学社会学松散集成，学科建设研究滞后的状

态，在“十三五”期间未得到明显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1）二级学科分类不清晰，学科之间的边界不清，各学科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等不明晰。2）不同学科建设研

究不平衡。除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体育社会

学的学科研究成果较多外，其他学科如体育哲学（美学、伦

理学）、体育史学、体育美学等研究成果较少。3）学科专门

理论有待完善。各学科缺乏结构完整、整体性、逻辑性很强

的理论体系。4）各学科教材建设滞后。体育学与哲学、社

会学交汇交融，形成支撑各学科体系的经典教材寥寥无几。

3.4 体育学术体系建设迟缓，理论、知识与方法创新推进

较慢

“十三五”期间，在体育学术体系建设研究过程中，部

分研究成果也在围绕“西方体育理论本土化”“中国传统

体育理论现代化”“中国特色体育理论国际化”进行研究，

但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学术

观点、理论、知识与研究范式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

创新推进缓慢，特别是在基本理论体系建构和标识性概

念提炼等方面，缺乏标志性的和学界高度认同的成果，学

术研究范式尚不成熟。

3.5 话语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国际认同的概念与表述尚未

提炼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体育社会学对话语体系建设重视

不够，近年才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体育的思想、观点、概

念、表述的提炼进行关注。“十三五”期间，在体育哲学体

育社会学各学科中，尚未将标识性概念和范畴进行提炼

上升到建设话语体系的层面，对研究中提出新概念、新表

述仅在国内体育学术领域进行交流，未能提炼出体现中

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体育理念、主张、方案在国

际体育学术领域进行传播，影响了我国体育学话语体系

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取。

4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前沿与发展

趋势

4.1 体育文化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体育文化学研究立足文化学

理论及其分支学科研究范式，以弘扬和创新优秀体育文

化为使命，在挖掘、整理和传播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方面成果丰硕，在引介、阐释、解读域外体育文化现象

和问题等方面有所拓展，但在理论深度、研究视域、价值

创新等方面仍有拓展余地。“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学研

究将呈现理论基础系统化、研究视角国际化、服务现实专

业化等趋势。

4.1.1 从文化学的一般理论范畴到文化学分支学科的研究

范式

当前体育文化学研究偏重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

化哲学等宏观角度展开，多处于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

化冲突、文化涵化等理论范畴中，但对文化学旗下的众多

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式拓展不够。“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体

育文化学研究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和历史比

较方法对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描述和阐释，通过文

化演化、人类进化等视角，剖析体育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内

在逻辑；需要运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各类体育

文化现象和问题进行勾勒和探索，从而通过性别、种族、

认同等学术话语的运用，厘清体育文化的社会机制、社会

影响、社会价值等问题；需要运用文化心理学等方法，挖

掘和认识体育文化事实乃至相关个体、组织体育行为背

后潜藏的意义和价值。总之，今后的体育文化学研究需

注重学习和借鉴文化学分支学科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

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等，在人类起源和演进历程、人

类社会发生和运行机制、人类文化心理的成因和效应等

基础上，将众多体育文化事实、现象、问题中隐而未言的

内在之物和隐含之意展现出来。从笼统的宏观研究和一

般范畴关照，到细致的分科之学的特殊范式引入，将使我

国的体育文化学研究在整体关照的基础上进入分工和细

化的阶段，从而为体育文化学的理论范式的完善做出新

贡献。

4.1.2 从域外体育文化的译介层面到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

国际化视角

当今世界的体育文化多以欧美现代体育文化为圭臬，

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正在统摄性

地发挥着引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作用。欧美发达国家在

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项目文化的社会影响、竞赛文化的

商业效应、健身文化的技术标准等方面走在前列，为世界

上众多国家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和借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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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十三五”期间，我国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韩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体育文化均有所研究，比较全

面地引入了以往较为生疏的域外体育文化资源。然而，

由于对域外体育文化的了解有限，理解不深，此前的多数

域外体育文化研究比较表浅，尚未进入交融互鉴的层次。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体育文化实践的发展和文化自

信的理念确立，体育文化学研究将进入挖掘西方体育文

化共性和一般规律，甚至探寻其发展路径和经验教训的

阶段，从而关照我国的体育文化实践。比如，学校体育的

文化意识中健康第一、乐趣至上等内容如何顺应体育教

学实践，就是西方多年实践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而这需要更加深入的中外体育文化交融互鉴研究。再

如，我们要研究如何改变以往仅仅向世界提供武术、舞

龙、舞狮等的文化感受问题，要研究如何改变中国传统体

育文化传播流于脸谱化、表层化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中国

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再造。

4.1.3 从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到文化资源开发创新的专业化

服务

体育文化传承创新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群了解、认识

和接受并遵循文化传统。随着非遗的开发利用成为热

点，体育文化研究也需与时俱进，在注重传统体育文化研

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文化新现象的研究，同时努力将

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环境下推陈出新，并有效回应社

会需求。“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学研究将继续深化运动

项目文化研究，探索运动项目精神如“女排精神”在中国

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借鉴美国 NBA 篮球名人堂的经验，在

中国弘扬先进体育人物的精神。在举办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对冰雪项目文化和中国传统冰

雪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和科技变革的快

速变化中，代内代沟、圈层之沟、阶层之沟加剧，反映在体

育文化方面，不同群体的体育趣味、体育观念、体育价值、

体育表达反差甚大，形成了不同圈层、不同阶层的体育亚

文化和独特的体育文化风格。加强对不同类型体育亚文

化的研究，弥合不同体育亚文化群体间的沟壑，是今后一

个时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政产学研用”的

观念与机制逐步深入人心，体育文化研究对体育政务、体

育传播、体育产业等的渗透和专业化服务将成为趋势，从

而使过去满足于资源挖掘整理的理论之学走向资源开发

利用的应用之学，在资政、经世、育人等过程中体现不可

替代的价值。

4.2 体育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在“以史为鉴”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体育史学研究

获得学界极大重视，在体育史料整理、传统体育项目变

迁、现代体育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十四

五”时期，体育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在做好基础科研的前提下，积极回应现

实问题。体育史学研究中，研究视角的广泛与研究选题

的深入相结合、理论的思辨与史料的出新相结合、问题的

争鸣与全面的继承相结合，不失为体育史学进一步发展

的基本路径。

4.2.1 “广开史源”仍然是体育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经过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体育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

整理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为体育史学的

研究和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体育史专题研

究的不断深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进一步加强史料

的整理与挖掘，仍然是体育史学术界应该加以注意并着

力解决的问题。要在已有的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体育史料的来源，除对传世文字史料加以整理

外，要注重对考古资料的挖掘和利用，重视口述史料的整

理，重视域外史料的挖掘，重视世界体育史料的整理。比

如，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甚多，在广泛交流中不乏

体育交流，域外也不乏遗存着与我国体育有关的史料，与

此同时，要高度重视体育史史料学的建设，体育史史料学

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史料的分类、对史料进行鉴别和利用、

提纲挈领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史料搜集予以解释说明等问

题。同时，加强体育史料的数字化建设，建设体育史料的

电子数据库将为研究者检索和运用体育史料提供便利。

4.2.2 “海纳百川”汲取各学科的优长是体育史学研究向

纵深发展的重要一环

从当下体育史学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充分重视历史

学的研究方法，并引进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学、

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多学科交融研

究体育史学的局面。同时，体育史学术界也高度重视网

络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基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也有

所征引，但还有很多方法值得学术界重视。比如，体育活

动一经产生，就天然带有性别差异和不同个体的身体差

异，因而，性别史和身体史的相关理论当然地要成为体育

史学研究需要借鉴的理论方法。要进一步吸纳各学科的

优长，结合体育史学自身的特点，形成体育史学的学科长

远发展态势。在今后的体育史学研究中，要进一步借鉴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诸如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社

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于细微之处研究关注体育现象在整

体社会层面或特定社会组织中的运作方式、存在意义以

及影响等，综合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社区研究法等研究

方法着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和社会组织中体育观念

的形成与流变，窥视体育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

关系。

4.2.3 构建常态的规范的学术批评机制是体育史学进一步

发展的必须关注的问题

洞悉学术界研究动态是建构体育史学学术评论机制

的基础工作。截至目前，体育史学术界还没有公开出版

一部完整记录体育史学近百年历程的论著索引，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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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了相关选题低水平重复发表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体育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充分尊重学术

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当下体育史学学术评

论需要重视的话题。要高度重视“体育史学学术史”的研

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权威的研究述评，便于体育史

学研究者、体育史学论文刊发的阵地了解相关领域的研

究动态，从而尽可能避免选题雷同、内容雷同的论文发

表，为构建规范的常态的体育史学学术评论奠定基础。

要开展与体育史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学科交叉等方

面的研究，体现体育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可以称之为

“体育史学史”研究。对各种学科、各种方法和各种理论

在体育史即往研究中的应用给予充分重视。同时，也要

凸显时代特色，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前

沿理论有所解读。

4.3 体育哲学 （美学、伦理学） 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作为体育学基础学科的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对

体育发展具有价值引领、思想拓新、实践升华的学术意义

和社会意义。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研究在我国虽然

起步较晚，但正被学者广泛关注，在体育本体论、认识论、

伦理学、美学等领域涌现出诸多理论成果。“十四五”时期

我国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

学立场，继续对体育本原问题进行思考，聚焦于体育价值

论、身体哲学、体育伦理学等领域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

4.3.1 体育哲学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变革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发展、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当代解读与重释所提供的重要思

想理论来源，当代世界体育哲学的发展与争议所搭建时

代平台，两者的共侪促发了当代中国体育哲学对原有的

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形成变革性的思考，主要体现为以

下发展趋势：批判反思西方话语模式下的体育概念与理

论体系重建、中国体育哲学发展的思想史与逻辑史进路、

体育哲学的相关衍生学科维度——历史哲学维度、科学

哲学维度、身体哲学维度、美学维度与伦理学维度等的概

念与理论发展。

4.3.2 体育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体育实践间关系研究

体育实践始终是体育哲学思想生发与理论构建的基

础。当代中国的体育实践既牵涉国际化背景与地缘政

治，又渗透民族特色与历史传统，这为体育哲学的研究提

供了思考对象与发展导向，主要体现为以下发展趋势：当

代中国体育发展政策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的内在逻

辑与价值论证、体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与论

证、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体育“文化自信”内涵、社会与文化

变迁视角下体育审美与伦理意识的变革与发展、传统与

民族体育的内在文化与思想内涵挖掘。

4.3.3 体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研究

从创生、发展到当代反思，中外体育哲学业已形成了

相对成型的概念体系、研究议题与相对固定的知识共同

体，对体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与范式的思考呼之欲出，主

要体现为以下研究趋势：体育哲学的思想史研究、中西体

育哲学的思想方法、概念体系与知识共同体特征的比较

研究、中国特色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传播。

4.4 民族传统体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各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富有民族特色体育的总体表征、运动特质、文化内涵的

学问。“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学应继续围绕完善学

科体系建设、提升学科科学理性和扩大学科学术影响力，

着力于明晰研究对象、夯实基础理论和确立研究范式等

方面，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民族传统体育学。

4.4.1 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深入研究各民族代表

性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涵盖各种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但在实际研究中，一直主要围绕武术展

开，较少涉及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一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甚至从未进入主流研究视野。“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

育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高度，深入研究各民族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推进各民

族体育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多维度展开中外传统体育

的比较研究，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助力建设中国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与此同时，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就不能无视

具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形态、技术结构、活动规

则，没有这种具象的原真性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发

展就失去了根本，就失去了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基料，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域性民间传统身体技艺

表演和具有宗教意义的身体活动由于其具有深厚的民族

传统文化特色尤其值得学界重视。同时，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面向，不应止步于对体育运动项目的表现形式的

整理和文化解读，也应不断深化对其个人价值（如健身、

身份地位展示等）、社会价值（如群体认同、成员社会化

等）、经济价值等多方位的探索，全方面研究其价值功能。

4.4.2 从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维度全面提升民族传统体育

学实践价值

一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发挥着文化传承、社会教

化、健康促进、扩大消费等作用，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

影响。“十三五”期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凸显出服务国

家战略的意识，如“一带一路”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成为

重点研究内容之一，但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如民

族传统体育产业研究。“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应于此宏大背景出发，

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维度展开，积极对

接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等国家各项

战略需求，全面提升民族传统体育学实践价值，助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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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4.4.3 从完善“三大体系”建设的角度不断丰富与发展研

究视角和手段

“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

需要不断丰富与发展研究视角和手段。比如，借助运动

生物力学、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脑科学技术方法的快

速发展，深入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在延缓衰老、促进心理健

康、慢病防治、癌症干预等诸领域的内在机理与作用机

制；综合运用地理学、图像学、考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

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深入研究不同区域民族传统体

育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研究

视角和手段的丰富与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实践实际，着眼于构建具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特质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致力于解决目前民族

传统体育学科体系不完善、学术体系不系统、话语体系不

鲜明的问题，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体育学术研究的发展

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4.5 体育社会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体育社会学研究重视运用社会学理论对体育社会现

象的研究，以实现对体育社会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

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引发诸多新的体

育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学需要因应体育的发

展趋势，积极构建适应中国实际的中层理论，加强研究规

范，提升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解释力。

4.5.1 加强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建构以提升体育社会学研

究理论化水平

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具体而又

必须的操作性研究假设与系统性的宏观理论之间的理

论，具有事实经验性、范围有限性、边界开放性、实践联系

性特征。我国体育社会学现有的学术积累还不足以发展

出能有效把握体育社会现象变迁的一般特征和普遍规律

的宏观理论，而基于某些特定体育现象所作的个案研究

以及对策建议又缺乏普遍的概括性，从而难以实现超越

地域性和情境性的限制。发展体育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有

助于将经验研究理论化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有利于建

设基于中国体育实践基础上的本土化理论。“十四五”时

期，为提升体育社会学研究理论化水平，需要加强体育组

织研究、体育社会分层研究、体育社会融合研究、草根体

育研究、体育参与研究等领域的中层理论建构。

4.5.2 量化与质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均需加强研究的规

范性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知识体系形成和理论建

构方面应该具有更多的理论自觉，其中研究的规范性是

重要的环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也有量化研究和

质化研究的分形，量化研究需进一步加强研究规范，按

照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要求，注重研究样本的科学选择，

调查数据的规范筛选、研究过程的伦理审查、研究理念

的价值中立等，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和可比较性。

质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随着体育社会

学研究更加重视人文性和研究者的主体地位，访谈法、

观察法、民族志、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等质化研究方法应

被更多的研究者接受和运用，对质化研究方法的使用更

加规范，研究结果更能体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与洞见。量化研究以实证主义和社会实体论出发点，质

化研究则基于诠释主义和现象学的传统。体育社会学

的研究，为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力，无论是采

用量化研究范式还是质化研究范式，都需要更加注重研

究的规范性。

4.5.3 关注重要体育社会现象以把握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

体育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分层

现象日益显现，加强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体育意识、体

育参与和体育消费等行为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我国大

众体育发展趋势。研究不同人群（包括普通人群、专业运

动员、职业运动员、学生运动员等）体育参与对其社会流

动的影响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

体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深化体育对特殊人群社

会化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干预措施研究将有利于发挥体

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

的核心议题之一，开展健康社会学研究，将健康置于社会

规范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探讨体育不平等对健康不平

等的影响作用与机制。重视聚焦重要体育现象中个案研

究，通过典型个案具有代表性个案，记录社会转型中体育

与社会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反映体育与社会转型过

程中共生的完整图景。

4.6 体育经济学 （体育产业） 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应用性学科。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和国际体育经济形势复

杂性加剧，把握难得机遇期，扎实推进学科的实践面向和

理论凝聚成为中国体育经济学亟待化解的议题，并引领

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深入，促进学科科学化的形成。

4.6.1 从过度经世济民的“体育产业”研究回归全方位的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研究

服务中国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体育经

济学（体育产业）研究要从过度经世济民的“体育产业”研

究回归全方位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还原体育经济现象的本

来面目，注重揭示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之间关

系，关注把握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体育强国建设的促进

机理和达成方式，助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

业。此外，体育经济学界还需要研究认识国内外体育产业

形势、把握体育经济发展方向，在强弱项、补短板方面切实

做出研究，强化体育经济学的实践效用，引领中国体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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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趋利避害，提升国际竞争力。

4.6.2 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实现体育经济新突破与体育

产业新发展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多元跨界融合将促使体

育产业结构与格局发生变化，并推动体育经济学研究关

注的进一步拓展。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不仅要关注中

国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体

育市场、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体育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

特规律，研究中国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方略

举措，形成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的中国范式、中国特

色；还要放眼全球，关注世界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趋

向，把握国际体育贸易和全球体育产业链演化发展规律，

以及它们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呈现出的新发展、新特点，

以实现中国体育经济的新突破和体育产业的新发展。立

足体育经济发展实践，体育经济学研究触角不再单单停

留在传统的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用品等行

业领域，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数字经济、多元跨界融合

等将促使体育产业结构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体育

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无视这些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做出切

实的回应。

4.6.3 研究方法的深入和改进将成为增加体育经济研究解

释力的有效手段

经济学发展呈现出研究经济的方法与工具越来越多，

研究经济的手段与技术不断出新的研究倾向，但能够告诉

人们道理的经济原理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李军，2016）。

作为经济学分支的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和经济学相类

似，不仅在揭示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原理、机制、机理为

核心的原理性经济学方面显得用力不够，而且在提供体育

经济研究的有关方法、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性经济学

方面也显得捉襟见肘。体育经济问题与一般经济现象有

类同，也有差异，服务体育经济规律揭示和体育产业政策

制定，体育经济研究方法的深入和改进成为下一步需要提

升之处。这要求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者，一方面与经济学

接轨，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增强理论积累，更加注重数学

化、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思想性推演与技术性分析的深度

融合，切实增加体育经济研究的解释力。

4.7 体育管理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作为实践取向鲜明的学科，伴随全球化、数字化时代

的到来和体育管理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我国体育管理

学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研究关注的实践导向性将更

加突出、研究关涉的融合性更加显著，并带动整体上的学

科化水平提升。

4.7.1 中国丰富的体育实践助力体育管理学理论创新与学

科水平提升

从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之中成熟起来，中国

体育管理学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实际

问题，分析我国体育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尝试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理论体系。新时代，面向健康中

国、体育强国建设实践，顶层设计的体育政策、体育体制

改革理论创新，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组织运行

效率和治理效能提升规律把握，需要体育管理学转换研

究重心，主动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轨”融合，创新研究范

式，增强解释力。而回归应用性的实践旨趣，体育管理学

将更加关注实践，理清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业等管理领

域中的现实问题、探讨解决方案，促进体育管理理论、管

理方法与实践应用的切合性提升。此外，体育管理的国

际化和本土化融合加剧，吸收西方先进体育管理理论的

同时，还涉及强化挖掘和提炼中国古代体育管理思想和

管理理念，助力体育管理学科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4.7.2 把握新时代我国体育基本特征和体育管理变革方向

新时代体育呈现出以下 3 个方面特征：1）以举国体制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2）以市场为导

向的体育产业跟随式发展样式；3）以社会为主体，以需求

为先导的群众体育多元发展形态。这些基本特征使体育

管理无论在理论、理念、模式、方法、手段等方面都面临巨

大挑战。体育管理需要主动变革以适应中国体育发展，

具体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1）战略管理需要从政府

主导向多元平台战略转变；2）组织管理需要从金字塔式

的层级结构的机械管理模式向网络组织结构的有机管理

模式转变；3）业务管理需要从以传统简单的科学管理向

针对具体对象的人本管理转变。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我

国体育管理学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议题。

4.7.3 体育发展的复杂性呼唤体育管理学研究转向与方法

创新

在以全球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体育管理

实践领域的融合特征更加彰显，体育管理学研究将不断向

深度和广度发展，研究更加注重实践导向和效率导向，涉

及主题从中宏观理路探寻到中微观理论探微，从战略规划

与理念找寻转向绩效提升与实践指导；同时，多学科融合

研究路径和交叉研究方法将极大丰富体育管理学的研究

思路、内容和手段。在学科融合的进程中，跳出传统的体

育学＋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实验实证、计量分析、跨文化比

较等研究方法使得从多个视角审视复杂体育管理问题成

为可能；大数据、标准化等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深

化了对国内外体育管理学实践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理解。

4.7.4 推进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体育管理和国际体育治理

研究

全球化时代，体育竞赛、资本、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

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国际体

育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后疫情时代显著增加，兼顾各

方利益维系全球体育有序运行、保障资源效用显现，需要

体育管理学深入研究，架构适合跨国体育运营管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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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助力开放、公平、高效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形成。在

“一带一路”倡议等引领下，中国体育融入世界、接轨国际

的步伐明显提速，助力“走出去”实践，把握国际体育管理

规范、运行机制，创设一种更加积极的管理模式，也是中

国体育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4.8 体育法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推进体育

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

期。聚焦时代需求，体育法学需要不断拓宽研究视域、改

进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水平，在服务体育法治建设、保障

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辉煌，为中国

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4.8.1 理实并重将成为推动体育法学研究的社会切合性的

主要方向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法学要强化对体育法理的研究关

涉，挖掘把握体育运作本体实践中法律行为、法律实践及

争端解决机理，关注健康中国视野下体育权利保障，拓展

体育法的理论研究范畴，为中国体育改革发展提供法治

保障。要重视对依法治体与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法律保障

研究，理清新时代体育法治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

强化依法治体和法治环境型塑，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同

时，要打通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之间的隔阂，解决体育法

学发展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学术与实务不通问题。为提

高体育法治效果，还需要进一步从基础范畴、价值导向、

法治功能、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加强体育法的研

究，促进体育法学研究的社会切合性提升。

4.8.2 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

法学

体育法学研究要立足中国体育改革实践，注重体育法

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发展

目标出发，立足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实践，研究中国经验，

解决中国问题。要汲取域外体育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

强化体育法系关涉下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比较研

究，进一步完善中国体育法学。体育法学的完善应注意对

国际体育规则的研究，促进对诸如国际体育争议处置等规

则的本土化实践，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我国体育法学的国际

影响力，努力创设国际交流与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体

育规则的制定或修订完善实践，切实提升中国话语权，在

体育法学领域发挥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应有作用。

4.8.3 学科交叉的重视将进一步提升体育法学研究的解

释力

伴随国内外环境变化，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加

剧，体育法学研究应当以研究和解决中国体育发展中的

问题，凸显中国特色为导向，加强从法理学、法史学、宪法

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中汲取知识智源，注

意借鉴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生物科学等学科的基本

理论，拓展研究视域。同时，要创新研究方法，超出纯粹

思辨研究，促进学理研究与案例分析结合、文献梳理与实

证研究融合，提升体育法学研究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使之

成为符合中国体育法治需要的主导性制度工具。

4.9 体育教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学校体育策应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

国家战略，需要找准站位，重新出发。为此，体育教育学研

究应以落实健康第一思想、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和全面发展

为主攻方向，聚焦新时代体育教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学科体系，指导学校体育的发展。

4.9.1 开放研究视野与加强跨学科理论融合将成为体育教

育学研究发展方向

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开放的研究聚焦在国际方面，

需要我们关注国际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和体育教育理念的

发展，跟踪国际体育教育研究，注意研究国际体育教育中

体育课程体系、体学质量标准，以及体育教育教学与学生

个性化发展、体育教育与健全人格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成

果。开放的研究视野聚焦在国内方面，应着实研究面向

未来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中个人本

位和社会本位的再认识。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

题，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却是一个

对人的培养有着深远意涵的重大问题，仍然需要对学校

体育教育中个人本位和社会体位问题再认识；我国学校

体育教育教学资源的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是对学校体育

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问题，需要把握全局，以实现

体育教育公平发展；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专业办学及相

关教学规律和实践关涉关系也是关系到学校体育高质量

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体育教育学继续秉承开放进取

的研究视野，融合政治学、政策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

的理论和知识做出研究。

4.9.2 借助科学化与体系化提升实现从经验总结到科学探

索的跨越和突破

体育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与体系化研究，首先反映

在进一步探索“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一体化体育课程体

系的有效衔接和学校体育课程理论内在逻辑性研究方面，

这些研究具体涉及幼小中大不同阶段教学目标、课程设

置、教学组织、教学评价（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

评价）；研究学校体育大中小学体育师资教学与科研内在

属性上的差异和侧重；研究将体育教育学学科建设置于

国家体育与健康环境体系中系统推进的策略和路径。科

技发展助推教育发展，也需要学校体育将先进的信息化

教学手段，诸如网络化、数字化教学手段应用于学校体育

课堂教学之中，进而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建设之中。

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导向下，体育教育学需要加强研究以

实现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从经验总结到科学探索的跨越

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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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将从行为研究范式上实现体育教育学实践关涉的回

归与拓展

在体育教育学具体研究上，“十四五”时期应关注行

为研究范式，更加关注体育教学实践，将体育教育学研究

立足于教育本质，关照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探究促

进学生身体、心理及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将健康素养、

德育教育、人格完善等学校体育教育功能落在实处。同

时，面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探索体育教育应具有的社

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找准体育教育学在健康中国政策指

引下的新定位、新价值、新要求。

4.10 体育新闻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在新时代体育传播激变的实践语境中，体育新闻学研

究议题在扩张中向体育新闻传播聚焦、研究范式从学理

诠释、本体叙事向实用主义回归，研究方法则在创新与规

范中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向，以提升解释力，服务国家体育

新闻传播战略。

4.10.1 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议题与体育新闻学发展逻辑进路

呈现新趋向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的新媒体革命正在重塑体育

与媒介之间关系，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可视化体育实践

改写了体育新闻传播的方式，使体育新闻传播在组织传

播、群体传播、自我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分形中

发散，由此推动下体育话题常成为体育新闻中的热点，

甚至是社会热点，聚焦体育新闻传播中碎片化问题，形

成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并引领研究的深入，是体育

新闻学界同仁的担当和使命。在媒体新技术、体育新语

境、传播新路径的作用下，体育新闻学发展的逻辑进路

也发生着变化，体育新闻学研究应当关注这些变化。全

球化时代的风险加剧，体育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以及国家体育形象议题丰富，跨文化体育

新闻传播的理论研判和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建设，催生新

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实践关注性提升。此外，伴生

信息时代发展，体育受众也发生着明显变化，体育新闻

传播效用提升离不开对新时代体育受众需求的现实研

究与跟随把握。

4.10.2 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的拓展有益于体育新闻传播研

究范式的丰富

超越新闻传播学关注体育议题的研究视域，回归对体

育新闻传播本体关涉和对体育国际传播的学理关注，多

学科融合推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转换。体育新闻

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等跨学科研究将会

进一步加强，以提升研究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对体育竞

赛资源、媒介赛事产业链等实践领域的探索认识也会在

融入学科的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更为深入。同时，跳出诠

释、文化反思等传统范式，积聚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大数据分析等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将在体育新闻学的研

究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网络媒体的勃兴，改变了包

括体育新闻传播在内的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寻求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突破，在新闻传播思维方式上，需要

关注诸如互联网思维、话语权思维、隐性传播思维等思维

方式的出现带来的传播变化，这些传播中的思维方式变

化可能会给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丰富和变化注入新

的基料。

4.10.3 研究应用性的提升将进一步体现体育新闻传播学科

的责任与价值

未来媒体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传播，集用户价值、内

容价值为一体，实现新闻价值、社会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

最大化。新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需要有使命意识、担

当意识，迎接国内外社会传播生态和技术变迁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研究媒介融合视域下体育文化宣传方略和讲

好中国体育故事方式。自觉反思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的责

任与价值，探索契合时代发展的体育新闻传播议题，从冰

雪运动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到新媒体转向与体育舆情

把控、体育传媒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再到体育

新闻传播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华体育传统

文化的新时代传承与全球传播机理等，系统研究和解答

热点问题，服务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5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领域

5.1 国民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研究

健康素养是国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健康素

养是指个体所具有的获取、理解基本健康知识，并运用这

些知识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维护和促进健康的能力，

涉及生产、生活、疾病预防、自我保健、身体锻炼、身体维

护等内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需要

提高国民健康素养。国民健康素养的提高不可能是一个

自发的过程，需要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开展全社会

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

形成切实可行的不同人群健康促进方略，多渠道、全方位

精准施策，才能提高国民健康素养。健康促进是健康素

养提高后的具体行动，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前端，

也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高收益的保健措施；是公共卫

生健康的基础，也是公共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措施。

加强国民健康素养及其健康促进方面的研究是“十四五”

时期必须重视的课题。

5.2 健康中国建设与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法律保障研究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充分认识和

充分发挥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意义和作用，不仅是国家视野、国家

战略，也是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健康中

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需要法律保障，我国健康和体育

的法律法规体系。应回应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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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需求，反映世界上先进国家体育运动发展和健康

健身国家行动中法治文明的共同因素，完善已有的与体

育和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之适应发展变化了的体育

和健康发展环境，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夯实

坚定的法治根基。因此，需要研究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

强国建设中的法律保障问题，关注健康中国视野下体育

权利保障，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推进健康管理和体育管理

体制改革，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体育强国建设中创造更加

有利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

5.3 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体育的多元功能与价值

研究

体育的功能与价值由体育的本质属性与社会需求所

决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社会需求不同，体育的功能

与价值的展现也会有所不同。健康中国建设是我国在新

时期为更好的保障群众健康、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

化强国所实施的国家战略，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健康事

业发展的纲领。体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体育在促进健康

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为更全面和有效的发挥体

育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学界需明晰健康中国建设

中对体育的诉求，探究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所能发挥

的多元功能与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和机制保障。

体育强国战略提出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文化及体育外交等领域提出了任务要求。体育

强国建设的实践需求呼唤学界给予积极回应，需深入研

究体育如何在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

响力、助力国民经济发展、传承中华体育精神、增强国家

凝聚力以及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国两制”事业等

方面发挥特有的功能与价值。

5.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的增长点。从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产业形成时期粗放

式发展和成长时期的追赶式发展，基本形成了结构合理、

布局均衡、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体育产品供

应更加丰富，体育消费不断扩大，体育产业发展迅速，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

这一变化对于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即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对物质

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体育产业、体育产品的

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提到了新时代中国

体育产业的议事日程。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

展大背景下，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技术生态

中，体育消费升级和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体育产业政策及

其效益评估、体育行业营商环境以及全球化数字化背景

中的体育产业新业态研究，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具有

的特征，都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探解的问题，需

要融入多学科知识做出研究。

5.5 民族、民间、民俗体育产业化研究

体育产业要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需要深挖体

育内部各要素的经济功能，融合文化、旅游、教育等要素

共同发展。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是我国特有的体育形

态，因其植根于中国社会，对中国民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性

和吸引力，同时因其独特的中华文化内涵对国外民众也

有着独特的异域魅力。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提出发挥

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的经济功能，结合文化、旅游等行业

实现产业化发展，力求在发展中实现对民族、民间、民俗

体育的保护与继承。学界也对此有所关注，对民族、民

间、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

但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学术界加

以关注和研究，这些研究至少应包括：如何评估和甄选具

有产业化潜力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项目；如何看待和

控制民族、民间、民俗体育产业化对其文化内涵和形态的

改变；如何在发展民族、民间、民俗体育产业与保护当地

自然、人文生态之间取得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深

入推进民族、民间、民俗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健

康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产业扶贫等目

标的实现。

5.6 后疫情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全

球治理带来了巨大冲击，甚至可能会对国际政治格局产

生重要影响，就目前态势来看，其发展及后续效应仍然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竞技体育也因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极大地妨碍了世界体育大赛的举

办，扰乱了世界体育大赛的日程，阻断了人们正常观看赛

事。后疫情时代的竞技体育会向何处发展？体育全球化

的发展究竟是开放还是回潮？国际体育治理是合作还是

对抗？是否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竞技

体育发展中形成的运营运作模式是否会发生改变？向我

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命题。在世界竞技体育方

面，现行的国际体育赛事、赛事格局、赛事运作和竞赛体

系是否会发生改变，聚焦体育赛事本质，审视体育竞赛的

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研究全球赛事产业链，将是后疫情

时代竞技体育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国内竞技体育方

面，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是否会随疫情而发生实质性变

化，其中包括竞技体育的训练和赛事运作问题，以及如果

可能发生变化，相应的型塑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体制与市

场机制相兼容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问题，变

危机为机遇，切实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也需要学

界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做出研究。另外，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体育赛事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重新认识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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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之间关系，也将是学界必须着

力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5.7 大数据及其在体育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研究

大数据已不再是一个流行术语，它以数量大、速度

快、多样性、价值大为特征，已经运用到社会各行业并创

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体育社会科学是运用

科学的方法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科学，大数据将是推动

体育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体育社会科学大数

据是整个与体育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活动过程中所产

生的以及根据体育社会科学需要所采集到的一切用于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并能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体育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时代命

题，它不仅对体育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

求，也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等的兴起，各行业的

介入，大数据会越变越大，从海量的数据中采集、储存、获

取相关信息，寻找其背后的趋势和逻辑，揭示各种体育社

会现象，预测其发展规律，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体

育的发展；随着数据库的建设，大数据中的数据共享和多

学科交叉联合研究，以及有效数据开放使用规则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是体育社会科学大数据运用中需要

研究的议题。

5.8 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建构研究

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战略中具有重

要意义。面对中国体育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总结中

国特色体育建设经验，推进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建构，

是新时代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与职责。研究内容包

括：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

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发展历程，以重大历史事

件、重要政策文件、重点代表人物为线索，梳理中国特色

体育思想路线图和实践路径图，总结中国特色体育发展

规律，审视中国特色体育制度和道路；2）梳理中国特色体

育发展中以人为本导向、改革创新导向、法治协同导向理

论成果；3）把握体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从体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动力、法

律保障、规范要求等方面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管理

体制与制度体系。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建构应从理论

基础、理论内容、理论品质、理论取向等维度审视新中国

70 多年来波澜壮阔的体育实践，使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

系在理论基础上具有渊源性、理论内容上具有系统性、理

论品质上具有实践性、理论取向上具有人本性、理论体系

上具有开放性。

5.9 中国体育文化全球化传播与世界体育共同体建设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始期。现代化强国建

设既离不开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也包含文

化等软实力的培育。体育文化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提升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长久以来，我国体

育文化传播研究以实现国际化为目标，主要满足受众对

我国体育文化的猎奇需要。新时代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研

究需要以全球化为目标，研究当今全球体育文化话语体

系的形成与发展机制，探索构建中国体育文化话语体系

的途径，挖掘提升中国体育文化全球话语权的方式，以扩

大我国体育文化的全球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而提

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发生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体育也面临前

所未有的考验，国际体育治理体系也面临巨大挑战。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一个平等共享的世界体育

共同体迫在眉睫。学界应对此展开全面研究，对世界体

育共同体的概念、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治理制度等方面

深入探索，为促进世界体育共同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5.10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与冰雪运动发展

研究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我国体育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赛事，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对北京和周边区域乃至全国留下诸

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遗产。根据《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的规划，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将努力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

和区域发展 7 个方面创造丰厚遗产，树立奥林匹克运动与

城市和区域发展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新典范。面对如此

重大的历史事件，体育学界不应也不能缺席，应综合运用

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知识深入探析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影响，全过程参与、指导和评估奥运

遗产的创造、保护以及继承和使用过程，为奥林匹克运动

和世界留下北京经验、中国模式。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

北京举办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学界应

积极探索如何抓住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历史

机遇推广冰雪运动文化，提升冰雪运动文化的社会影响

力；思考冰雪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和推广策略，扩大冰雪

运动的参与率；探究冰雪运动的训练竞赛规律，提升我国

冰雪运动竞技实力；研究冰雪运动产业发展机制，提高冰

雪运动产业规模和竞争力等。

5.11 新时代中国体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

体育嵌入于社会之中，一方面受制于社会结构，体现

着社会的分层状况；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

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随着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

程中，体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将呈现新的特征。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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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结构将进一步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

构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体育参与项

目、参与方式、消费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将更加明显，体育

作为阶层认同与分化的工具作用更加显著。在我国传统

竞技体育体制下，体育促进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政治地

位的流动。伴随着新时代竞技体育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

市场化的体育产业发展，体育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增强，体

育作为社会流动的管道作用将更加明显，也更加丰富多

彩。职业运动员通过职业体育提高经济地位进而实现社

会流动将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年轻的学生通过体育进

入体育专业院校学习进而实现社会流动仍然是一种重要

的社会现象。开展新时代体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

究，及时关注和把握体育社会分层的新特征和社会流动

的新规律，对更好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 结语

“十三五”期间，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为

“十四五”时期建设夯实了基础。体育学在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的课题立项、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智库建设等

方面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研究力量逐渐形成多元均衡

分布，二级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围绕体育实践的重大问题

研究成果标志性显著，重点问题研究精彩纷呈，热点问题

研究方兴未艾，新概念、新观点、新学说层出不穷。但也

存在体育学研究成果在体育实践中的应用性转化不够，

学术创新能力不足，学科建设研究相对滞后，体育学的话

语体系研究尚未形成等问题。为此，“十四五”时期，体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以习近平体育论述的精神为指

引，以发展人民体育为旨归，以回应体育实践需求为根

本，站在学术研究前沿，把握学科发展趋势，进一步推进新

时代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为我国体育哲学社会

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体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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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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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new era,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important research progress of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expert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frontier of sports
philosophy sociology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forward-looking prediction on the key areas and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Pla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s good, such as project approval,
publication of works, publication of papers, and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ach secondary discipline show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earch forces form a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lack of academic innovation ability, lagging behind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research, and just starting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research of sports sc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the 14th Five-Year Plan”,
Chinese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ional health literacy and health promotion, the legal
prot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and sports power, the multipl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sp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and sports 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folk sports and national
s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bi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orts social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global spread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sports community, the heritage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of Chinese spor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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