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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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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是建设新时代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体育

学实现实力充盈和理论自信的必备“软实力”。通过文献资料调研、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契机、整体要求、要素组构和推展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学建设面向体

育发展的重大需求与布局，站在世界体育学发展的前沿，在不断凝练话语特色、优化话语表达、夯实话语储备、提升话

语能力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话语内容，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中国体育学发展实际，持续增强中国体育学理论自信，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学标识，打造与

国际接轨的体育学范式，在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路径，为我国体育学建

设与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自信提供话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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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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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

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

的存在表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田心铭，2020）。

具备成熟稳定的话语特色、话语风格和话语体系，是一个

学科实力充盈和理论自信的重要标准，也是学科体系趋

于成熟的标志。体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表现出的独有的身体教育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已被

全球认可与接受。在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进

程中，如何展示中国体育学的发展成果，凸显中国体育学

的特色和优势，打造易于被国际理解和接受的中国特色

体育学标志性理论与实践体系，是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对体育学发展

的期待和呼唤，更是全体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

的崇高使命和责任。

1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历史契机

新时代中国体育学的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产生了一系

列丰硕的建设成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体育学建设面向我国体育事业

发展的重大需求与布局，聚焦世界体育学科发展的前沿

和热点，在不断凝练学科特色、优化学科结构、夯实学科

储备、设计学科框架、更新学科理论、提升学科能力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发展经验，形成了多元的学科创

新路径，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创造了

良好的历史契机。

1.1 体育学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储备趋于

成熟

话语体系展现了一个学科发展的软实力和巧实力，蕴

含着这个学科的价值取向、核心理论、实践路径，决定着

其主流思想形态的国内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强弱（全国

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2016）。体育学作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学科地

位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体育学自身的繁荣发展得到

了提升与巩固。目前，我国体育学拥有包括运动竞技学、

健身休闲学、身体教育学的一级学科群，并与教育学、哲

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医学等学科形成了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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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正在朝向独立学科门类的建设方向迈进（杨桦 等，

2020）。从学科建设的精准轨迹来看，体育学已经具备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所要求的概念、范畴、表述

等建设条件，形成了相应的学科储备。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大量引介欧美国家

和日本等国的体育学科建设经验、理念和实践开始与国

际大面积接触，并在国际领域逐步推介中国体育学科建

设现状和需求，体育学建设的范畴和国际视野逐渐拓宽，

体育学领域中的分支学科进一步细化且和国际逐步对

接。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对体育学建设的概念和范畴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体育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

语表述趋于精准和有力（王晓微，2021）。体育学科群作

为新兴的学科建设概念，开始在体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广泛讨论和研究，部分体育学分支学科进行了整合和重

建，使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改革与创新步伐能够紧

跟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进入 21 世纪，关于体育学建设的

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实践导向、域外经验、自主建构等方

面的研究和实践形式进一步丰富，体育学建设的层次结

构在横向和纵向层面均得到了拓展。尤其是在繁荣新时

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理论的进程中，体育学发

展取得的成熟建设经验、区域经验、国家经验等，需要通

过体育学的独特话语来表达和阐释，体育学话语自觉和

话语意识的形成显得更为必要与强烈。

1.2 中国特色体育学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和体系不断完备

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国家对该学科的战略定位和

赋予的职责使命密切相关（李立国 等，2022）。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

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体育学发展的战

略定位来看，构建起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形成强有力的体育学话语体系，是对体育在社会发展、国

力提升、文明促进中发挥其独特功能的诠释和体现。在

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知识构建和学科建制形成是学科

发展顶层设计需要依据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学科话语

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陈良雨 等，2022）。从学科知识构

建来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我国学者对于体育学

涉及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规律等有关体育学知识

构建的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阐释、探究和厘定轨

迹。学科理论不断创新，学科实力持续增强，学科地位稳

步提升，体育学发展的整体态势良好，学科话语力量也在

逐步形成，体育学成为国家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建制来看，体育学已经拥有

高度专业化的从业群体、稳固的职业教席、长远的发展规

划、完善的学会组织、成熟的专业期刊等学科建制必不可

少的组构要素，体育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学

科使命明确清晰。

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体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从体育学科建设历程来看，三大体系突破了原

有学科体系建设的单一维度，拓展到了体育学科学术体

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领域（杨桦 等，2020）。这既是国家

关于体育学发展顶层设计的具体化展现，也是体育学突

破发展瓶颈的最佳路径。体育学类本科、硕士、博士招生

制度的建立，区县、市州、部省、国家级体育学研究机构的

设立，体育学成果形成、输出、转化、应用体系的组建，是

中国特色体育学顶层设计框架和体系不断完备的重要体

现。目前，我国体育学研究生已经形成了学术型博士、学

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 3 大类型学位点的成熟招生体系。

课题组统计表明，近 3 年来，我国体育学学术型博士研究

生年均招生数已达 500 人左右，并积极向体育专业博士的

招生与培养方向努力。硕士研究生年均招生约 1.3 万人，

其中体育专业硕士年均约 0.8 万人，成为硕士研究生招生

与培养群体中的主力军。区域性和国家级体育学研究机

构的组建、改造和升级持续进行，社会力量也不断进入到

体育学研究体系之中，尤其是国家体育总局在高校设立

的 25 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能够积极与社会各界力量进

行研究业务拓展和联合，催生了大量的优质体育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随着完备的体育学科顶层设计框架和

体系的不断建立，有效的扩展了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影

响力，使体育学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事业整体发

展、丰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话语基础

越来越厚实。

1.3 用中国体育理论阐释中国体育实践的现实条件逐步

完善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开始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来审视体

育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问题。在借鉴国际体育学科理论建

设成果的基础上，体育学不仅重视自身的理论发展，而且

积极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叉融合，致力于形成新的学

科理论形态和体系，不断拓展体育学理论建设的思路和

方法，逐步缩小了与国际体育理论研究和成果产出的差

距，能够在更多国际场合与更高国际学术平台上参与理

论对话和交流。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关于体育的

本质、概念、属性、功能、术语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再讨

论和再认识，结合体育学科体系构建的需要和体育学科

门类的划分，对中国体育理论的整体建设情况进行了宏

观把握（王家宏 等，2021）。从 1990 年开始发起的基于国

家层面、高校层面和学会层面的关于体育发展的各级战

略研讨会，都设有对中国体育理论发展的专题研讨环节。

步入新时代，学术界结合体育学领域积淀和形成的现有

理论，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

体育学等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充实和改

造，使每个体育学二级学科领域都构建起了自己独特的

理论体系，具备了独立开展和参与理论建设的话语实力。

4



赵富学，等：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包括学

校体育理论、竞技体育理论、全民健身理论、体育文化理

论、体育产业理论、体育管理理论、体育法制理论、体育外

交理论、体育传播理论等内容。每种理论都包含有独特

的理论背景、理论形态、理论方法和应用指导等，这些理

论并不是以单一的理论形态存在，而是囊括了该领域形

成的各类多元理论，来指导该领域的具体体育实践工作。

从中国特色体育理论的应用层面来看，目前运用中国特

色体育理论来阐释中国体育实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已

经成为各领域体育理论建设的重要趋势，如“体教融合”

“体育强国”等，都需要结合中国实际，置于中国独特的体

育发展语境下，借助适合中国的体育理论来阐释和指导。

在此过程中，通过接受实践环节反馈的大量信息，可以实

现对现有体育理论的系统改造，使中国特色体育理论解

决体育实践问题的优质案例更为典型和丰富，条件也愈

加完善，给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体育理论应用于体育实际

的中国样式和模板，为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的对外传播

与展示创设了优质的现实环境和条件。

1.4 基于新文科建设要求创新体育学科的综合能力稳步

提升

2020 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

宣言》，对我国高校的新文科建设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

新文科建设肯定了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知识增长的整体功

能，旨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

科学，为学术生长与繁荣贡献中国思想和理论，提升中国

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

平，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所具备的思维品质，而且能

够展现出一个国家民众具备的整体精神品格和文明素养

（刘坤，2022）。体育学肩负着扩展和创新新文科建设格

局的重任。基于新文科建设的背景，推动体育哲学社会

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是新时代体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向。

在新文科建设的要求下，体育学科建设的综合能力需要

稳步提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哲学社会科学

的创新之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大国博

弈竞争中赢得优势与主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键

在人（殷杰，等，2020）。体育学科在培养青年学生健康体

魄、优秀品质、奋斗精神、爱国情怀等方面的特质，使其具

有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是青年学生养成民族自信心、国

家自豪感、独立自主性的重要阵地和渠道。以体育人、育

体铸魂，培养出身心兼优、文武兼资的具备国际视野和竞

争力的时代新人，是新文科建设对体育学发展提出的新

命题和新任务。

开展学科专业知识之间的深度整合和融通，进行文科

与理工农医的交叉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选

择（宋继伟，等，2022）。体育与教育学、医学、工学、理学、

艺术学、管理学、军事学等学科均有交叉融合的成果，并

且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这种交叉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正在进一步的延伸与扩展。进入新时代，体育学科建设

紧扣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新需要，有力推

动了体育管理学、体育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等

学科领域的改造升级，通过专业认证和打造体育类“金

专”品牌，不断优化体育类文科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通

过积极开展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智能体育工程、运动能

力开发等深度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与教学改革，使体育

类专业发展与新文科建设理念紧密结合。在新文科建设

进程中，通过推动体育类专业的跨学科交叉课程建设，使

学生的跨领域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融通能力及实践能力得

到全面培育与提升。配合应用型文科人才的培养需要，

体育学已经构建起了以育人、育体、育德、育才为特征的

全链条育人机制，建立起了推动学生、学术、学科为一体

的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在稳步提升体育学科

综合性的基础上，致力于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新型体

育学派，创造出能够呼应时代、影响世界的中国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新形态，对内不断增强体育学发展的自信

心、自豪感和自主性，对外不断提升中国体育学发展的影

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2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整体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中

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现实，突出整体性优势和特色，运用中

国话语，表达中国体育学科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2.1 展现中国特色

中国体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置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语境下予以设计和推进，在此过程中，展现制

度优势，凸显中国元素，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是

展现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

2.1.1 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从毛泽

东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邓小平将体

育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

经济、文明的表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体育强国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布局，体育事业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发展成

就。建构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最大的特色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体育强国梦中积累话语素

材，在全民健身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凝练话语元素，在

新型举国体制和体育融合发展中形成话语标志，凸显出

体育学建设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体育学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出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大优势，构建起完备的体育

学话语体系，是对中国体育事业全面推进的有力支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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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育学建设道路。

2.1.2 宗旨意识明确

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

事业的宗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需

要建立在人民满意这一根本宗旨的基础之上。“人民体育

为人民”融入在体育学话语体系中，就是要突出体育学发

展的直接目标和行动导向的统一与匹配。通过推动体育

学的全面发展，提高体育学建设成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与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

要阐释好中国体育理论、中国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故事，

坚持人民在体育学话语体系建设指向中的核心地位，充

分释放体育学发展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生产力和

创新力，生成体育学发展为人民服务的中国话语，生动形

象地向世界传递中国体育学建设成果和人民群众生活紧

密联系的典型案例。中国体育学话语体系具备的人民立

场和人民情怀，是与西方国家体育学话语体系建设宗旨

的最大区别，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学术、话语

体系构建的最大底色与亮点。

2.1.3 制度优势突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展现在中国体

育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事

业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坚持的体育发

展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学话语体系，需要依

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利用好中国体育经验、中国体育事实、中国体育材料、中

国体育案例，从新时代体育事业的全面推进中寻找新材

料、发现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使“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

奥精神”“办奥理念”等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体育学术符

号转化为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底蕴。在大力发展

体育学的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进程中，中国特有的制度

优势能够从顶层设计、中层布局、基层施展的思路出发，

致力于构建起立足实际、瞄准前沿、门类齐全的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能够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代表中

国制度特色的体育学术概念和框架，构建起中国特色的

体育学新概念、新范式和新表述。

2.2 凸显时代特色

为什么要构建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体育学话语体

系？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是合理解析体育学建设目

标和蕴含的时代价值的最佳路径。用时代话语阐释中国

体育学建设，有助于正确切入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

语体系的构建指向。

2.2.1 身心健康追求是时代坐标

只有健康的人民才有健康的国家，身心健康既是普通

民众最基本的民生追求，也是国家塑造理想国民最核心

的条件（付志华 等，2021）。中国发展体育事业最根本的

目的就是增强人民体质，增进人民的身心健康水平。这

一目的是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不变的时代坐标，《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富含时代特色的标志性体育政

策文件的发布，不仅是对国民多层次多样化身心健康追

求的国家指导，更是对以国民身心健康为中心的体育事

业发展时代坐标的最好注解。新时代体育学话语体系的

构建，是建立在体育塑造身心健康国民的综合价值和多

元功能的基础之上的。体育学话语建设的最大底气，就

是能够运用体育运动的原理和取得的发展成果，阐释清

楚体育具有的其他学科都不能替代的增进身心健康、强

化生命质量的独有功能，为国民参与体育运动、崇尚健康

生活、形成健身习惯提供科学的话语支持。

2.2.2 体育精神塑造是时代基色

从跑友们为集齐“马拉松大满贯”而挑战自我，到中

国体育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展示中国体育发展的软实

力，争夺中国应有的体育话语权，都与体育精神的内在力

量分不开（黄莉，2021）。“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

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

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基色。东京奥运会上，

中华体育健儿在赛场中展示出的昂扬斗志、顽强作风、精

湛技能，向全世界的观众传递出了中国人民爱国、团结、

奋进的独特精神面貌。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

员表现出的“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

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生动诠释了运动员敢于拼

搏、永不放弃、团结一致、勇于奋进的精神特质，展现出了

新时代中国大气从容、自信开放、活力奔涌的崭新形象和

时代基色，为体育学话语内核的凝练、话语元素的组构、

话语阵地的形成、话语传播的推进，积累了丰富和生动的

时代素材。

2.2.3 体育强国建设是时代标识

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地位定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鲍

明晓，2020）。站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人类

文明进步的高度来审视体育强国建设的要义和作用，是

充分认识体育具备的社会综合价值与强国建设功能的关

键视角，也是推进体育担负起自身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

的重要路径。体育强国重在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不仅

要竞技体育强，而且要协调推进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

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外交、体育法制等领域的整体发

展，使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得以突出、短板得以补救、强

项得以延展、弱项得以填充。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能够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充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体育学科话语能够为体育强国建设凝练发声的内容和方

向，使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能够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中蓄积更多的话语力量，形成独特的话

语体系，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成就做出时代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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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突出学科特色

从体育学科组构的本质来看，体育学是一类偏向于哲

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戴粦利，2021）。体育学科自身

内容鲜明，标志显著，其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突出体育

学的学科特色，使之与其他学科明显的区分开来。

2.3.1 突出学科性质的综合性

体育学的综合学科性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学者撰

文阐释。综合性是指体育学既具备人文学科的特质，也

具备社会学科的属性，还有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席玉

宝，2020）。阐释清楚体育学的学科综合性，是明确体育

学在学科门类中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步骤，也是获取话语

标识的核心内容。体育学的学科综合性，在实践中表现

为常常打破学科界限，构建起了类型多样的跨学科平台。

尤其是综合院校和师范院校，更是发挥学科种类齐全的

优势，推动体育学通过不同学科平台汲取发展养料。这

种优势在第 4 轮学科评估时尤为突出，如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苏州大学等综合实力强劲的高校，凭借齐全的学科

门类和综合的研究优势，其体育学通过联合其他优势学

科共同建立综合研究实体或机构，围绕体育学科建设中

的重点和重大问题，开展人文、社科、生命科学、医学等领

域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部

分综合大学体育学的学科评估排名也因此比较靠前。由

此可见，体育学具备的学科综合性质，已经转化为体育学

在学科建设中的一种话语能力和优势，助推了体育学的

跨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

2.3.2 突出学科内容的情意性

体育学是一门术科与学科交织，理论与实践互构的学

科。体育学不仅可以改善和推进学生的身体认知，形成

学生的运动技能，而且能够对学生的情感、意志、品德、态

度、价值观等方面产生深刻的“情意性”影响。体育学具

备的这种非智力和非体力因素的“情意性”内容，有助于

帮助学生在面对体育学习多变情境时，通过适时变换学

习样态和角色，在体育学习中提升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

和社会适应性。体育人文类和社会类学科主要涉及到学

生的情感、精神和社会性建构，具有较强的主观特征。体

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需要通过学生的运动体验，

达到升华学生的体育认知、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提升学

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等目的，在不同情境和场域中会呈现

出不同的“情意”形态，具有丰富且多维的价值意蕴。体

育学科内容特有的“情意性”，为体育学话语体系建设增

添了浓重的人文气息，通过“柔性”的语气来表达“刚性”

的体育学科内容，使体育学在诸多学科的发声平台中不

至于显得过于生硬，进而提升体育学话语的大众接受性

和场域耐受性。

2.3.3 突出学科建构的合作性

开展多元性、跨区域的合作是体育学科体系建构的一

大特征（刘忠鑫 等，2021）。体育学科建设，不仅要考虑到

国际化水平的相应指标，以利于和国际标准对接；也要考

虑到体育学在国内诸多学科群落中的生存状态。从体育

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状来看，在站稳国内话语平台的基

础上，朝向国际化迈进，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体育

学话语生态建设的重点。多元性和跨区域的交流合作，

有助于体育学科内部各要素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取得学

科话语建设的合作实效。例如，专业体育院校与综合院

校、师范类院校的体育学科建设各具重点和特色，可以发

挥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尝试建立互补与互推的学科合作

平台，提升学科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利用“众人拾柴

火焰高”的效应，强化体育学的整体话语力量。再如，近

年来民族传统体育过于强调地域性和门派性，导致学科

建设的合力出现了分散和松懈，虽然固化了学科个性特

征，但也导致了共性的内容缺失，难以拓展学科发展的视

域和思路，弱化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国内乃至国际的话语

音量。由此可见，体育学科类别和内容之间互补互鉴、互

助互推，借助与依靠彼此的话语推力和实力，有助于形成

体育学科发展的稳健话语合力，提升体育学话语体系的

建构层次与质量。

2.4 发掘学理特色

学理是事物发展中的关系和原理，反映在学科中，就

是学科组构要素之间关系和原理的逻辑展现（徐勇 等，

2021）。体育学自身带有显著的学理特色，其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置于学理逻辑的要求之

下开展的。

2.4.1 育体与铸魂的互构

在体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厘清体育学科最本

质的育体功能，是完整体现体育学话语体系学理性的基

础。“育体”是基于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对体育学科本质

属性的重新阐释，也是体育学科最具代表性的话语标识，

在德智体美劳育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体育学科中

其他领域话语力量形成的基础之基础。“铸魂”，是基于新

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培育的标准提出的。“铸魂”就是在发

挥体育学育体功能的同时，为学科内容把好社会主义方

向，铸好马克思主义之“魂”，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

体系构建的话语之本。“育体”与“铸魂”的互构关系，能够

清晰的阐释体育学话语指向的核心价值与意义。“育体”

是对体育学根本属性的坚守，在此过程中需要“铸魂”为

其校准航道并提供保障，“育体”坚固了“铸魂”的基础，

“铸魂”决定了育体的方向，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

话语体系，需要不断阐释好、讲解好、归纳好体育学科建

设中“育体”和“铸魂”的互构关系，不断丰富体育学科体

系的学理内涵。

2.4.2 精技与明德的互联

运动技能和技术是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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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精技”不仅是运动技能与技术水平的增进和精通，

还蕴含着体育学科建设所秉持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和追

求。当然，体育学科所展现的育人程式中，许多内容并不

是与“精技”直接相关，但都间接或侧面的反映了对精湛

运动技术和技能的偏喜（赵富学，2021）。在追求“精技”

的过程中，体育学科从未忽略对学生良好道德与修养的

培育，“明德”则是推展体育学科德育功能的直接路径，也

是展现体育学科德育话语的最佳窗口。“明德”与“精技”

互联，是对体育学德育话语学理逻辑的清晰表达，只有在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基础上，“精技”才能显得更

有内涵和意义；精湛的运动技术和技能，需要依靠“德”来

配位，这样的“精技”才能更有底蕴和生命力。清晰认识

“明德”与“精技”二者之间的学理联结，使体育学在立德

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要求下，能够用成熟且专业的德育

话语去阐释“术”“理”“道”三者在体育学科育人体系中的

学理关系，使体育学科建设的德育话语资源更加丰富且

更加优质。

2.4.3 修体与蓄志的互通

推崇学生体力体能的修习和坚定意志品质的形成，是

体育学建设成果落地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体

育学话语质量的内在要求。体育学建设的诸多成果，落

实在体育学科具体内容的推展实践中，大部分都会直接

或间接的转化为促进学生形成必要体力体能的参照。尤

其是体育文化的育人特质、体育运动的竞争特质、身体竞

技的对抗特质、标准规则的规范特质等关于“修体”的必

备要求，需要学生在坚定意志品质的加持下才能获得最

佳的状态和成效（赵富学 等，2021）。联通“修体”与“蓄

志”之间的关系，是体育学话语具备说服力和沟通力的起

点，也是反映体育学建设成果与实践程序实现联结的关

键环节。在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进程中，明确“修体”与

“蓄志”互通的学理逻辑，考量的是话语导向的设计是否

符合体育学科的建设要义，检验的是体育学科能否在帮

助学生体验运动乐趣、寻找身心挑战、感受生命激情、享

受自我超越的同时，蓄养出不惧困难、克服逆境、百折不

挠、勇往直前、再接再厉的坚定意志品质，助力学生在“修

体”的进程中蓄养坚定意志，在坚定意志品质的培养过程

中激发“修体”的自觉和激情，进而为提升体育学话语的

鼓舞性和说服力增加鲜活素材。

3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要素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阐

明“特在哪里”和“如何才特”的问题，更需要对其组成要

素及其逻辑关系进行全面解析。在中国特色体育学思想

话语的指导下，通过完善理论话语、拓展知识话语、总结

实践话语、形成国际话语，使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

体系的“特”字更显著，更能体现中国体育学建设的价值

内核。

3.1 中国特色体育学思想话语

学科思想植根于学科本身，能够对学科研究产生重要

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够丰富人类哲学思想的宝库。学

科思想需要相应的话语表达，才能够完整的展现出对学

科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体育学核心思想话语

的构建，既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反映体育学的整体发展

脉络，也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反映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

指导思想。

3.1.1 延绵赓续的红色思想要素

红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标识的思想特征，也是指

导各行各业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的根本思想（刘晓哲

等，2022）。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体育思想，便是

体育领域理解和融入红色思想的生动写照。红色体育思

想不仅限于革命斗争和保家卫国的战斗需要，更是指导

体育学形成不忘初心、牢记本色的学科话语的重要思想

武器，贯穿于中国体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

红色思想将其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特质延绵赓续到了体育

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之中，尤其是在建党 100 周年之

际，从不同角度阐释党的红色体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体量

丰硕，形成了贯穿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脉络的独特的红

色体育话语，给新时代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极

具标识性的话语元素，为体育学建设奠定了话语思想的

生命力和持久性。

3.1.2 成熟稳健的大国思想要素

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具有的大国身份和大国地位，

积淀形成的大国思想，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

条件和强力的支持。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不仅致力于竞

技体育的发展要呈现出大国特质，群众体育、体育文化、

学校体育、体育外交等领域也要展现出体育大国应有的

风貌。体育学建设水平代表着体育大国在体育教育和研

究领域取得的成绩与地位。“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全民

健身”“体教融合”等政策的全面推展及产生的一系列成

效，使中国作为体育大国取得的成绩更有支撑性和说服

力。在大国思想的指引下，体育学科建设不仅要充分使

用体育大国创造的各类福利，而且要积极吸取教育大国、

人才大国、文化大国等领域积淀形成的优秀成果，不断强

化自身的话语地位，形成体育学成熟稳健的话语群落。

3.1.3 趋于完备的强国思想要素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各行各业为之奋斗

的目标。体育事业的强盛和发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强，需要完备的强国思想作为基

础和支撑，体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够完备的阐释在强

国建设背景下体育事业强盛应有的话语表达，也是在国

际体育强国思想激烈碰撞中展示体育软实力的重要途

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体系完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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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确，在其指导下，体育事业的强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思想注入了新的支持。通过成功举办“双奥”、多次

高质量举办亚运会与国际综合及单项体育赛事、高水准

举办国际体育会议和论坛等，丰富了我国的强国建设思

想，为体育强盛提供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新时代中国

特色体育学科思想话语，需要立于完备的强国思想话语

基础之上，不断从强国思想中汲取新的话语养料，把体育

学发展思想、发展轨迹和发展路径阐释好、论证好。

3.2 中国特色体育学理论话语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需要厘清体育

学理论在体育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和价值。研究型、教

学型、综合型 3 种不同的理论话语类型，在体育学话语体

系构建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它们相互调适，协调推进，形

成了特质明显的体育学理论话语。

3.2.1 研究型理论要素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理论先行往往是研究的

常态（袁军，2022）。研究型的体育学理论，广泛存在于体

育学所属的各领域和各类课程之中，是推动体育学不断

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和内容。随着我国体育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逐渐步入成熟期，研究类型和范式的综合影响

力持续提升，体育原理、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

体育教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

程式日趋完善和成熟，研究热点不断凸显，理论成果的发

文量、著作量、课题量不断攀升。尤其是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之后，体育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取得了突破，

助推研究成果的社会意义和体育实践的转换能力不断增

强，研究的理论层次和视角不断拓展和深入，理论研究

点、线、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展。这些理论性成就需要通过

形成有力的研究型理论话语进行推展，融入到中国体育

事业整体发展的进程中，使体育学理论研究成果能够结

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实际，覆盖更多的领域和层面，

推动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趋于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能

够接受更多受众的关注和检验。

3.2.2 教学型理论要素

在体育学理论话语建构过程中，来自教学型理论的贡

献占据了相当的体量。教学型理论，是指能够直接指导

体育学科教学的知识、方法和过程的综合性理论内容（李

梅容 等，2018）。教学型理论的形成往往带有明显的专

业、运动项目和课程类型的特色，可以体现出体育理论教

学独特的学科特征、育人功能和育人规律。例如，立德树

人背景下各课程广泛使用的德育教学理论，通过在理论

教学中融入德育要求和相应的教学元素，使学生在道德

信念、理想情操、团队精神、爱国主义等方面形成典型的

体育学习标识，进而养成公平竞争、顽强拼搏、果敢勇毅、

追求卓越的意志品质，使学生的品格、道德和社会化能力

的养成过程能够在教学型体育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与完

成。教学型理论同样需要理论话语的支持和反映，需要

在体育学理论建设领域具备独有的影响力和发声权，能

够与体育学科育人的理论建设平台有效对接，更好的承

载中国体育学科的育人元素、育人观念和育人文化，推进

中国体育理论的教学化表达。

3.2.3 综合型理论要素

研究型理论和教学型理论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推进

学科建设理论的整体创新与发展进程（谢伏瞻，2019）。

综合型体育理论便是发挥研究型和教学型体育理论的各

自特点与互补优势，使研究型理论寻找来自教学层面的

支持，教学型理论能够接受研究型理论的引领，进而提高

体育学科理论建设的综合效应。从整体来看，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的议题在不断拓展，并且表现出很

强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型理论和教学型理论的综合优势

也随之展现。例如，当前流行的“体育＋”，即体育融合理

论，衍生了“体教融合”“体旅融合”“体养融合”“体医融

合”“体卫融合”等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形态，并且开始探

索相应的应用路径。这些理论既有研究层面的整体阐

释，也有教学层面的融合推展，但更多的是聚焦体育融合

理论的概念和内涵，立足于新时代中国体育学理论建设

实际，打破了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壁垒，形成了综合理论的

优势和纵深度，使每种融合理论都能够以最佳的形态应

用于研究与教学之中。综合型理论话语的构建，就是要

扩展体育学理论建设综合优势的覆盖面，形成综合型的

中国式的话语符号，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格局中

抢占先机，拥有一席之地。

3.3 中国特色体育学实践话语

学科实践是学科育人和学科创新的突破口，是新时代

学科育人体系中的创新范式（崔允漷 等，2021）。体育学

实践强调通过实践来获取、理解和运用体育学科知识与

技能，鼓励学生在体育实践中形成、巩固和创新自己的学

科认知、方法和能力，进而实现体育学科的育人功能。构

建中国特色体育学实践话语，就是要用体育学的特定话

语思路，来阐释和表达体育学科实践的优质经验、典型推

展和创新方式，提升体育学科实践的层次建构和表现力。

3.3.1 实践经验要素

形成体育学的实践经验话语，就是要充分展示体育

学独特的学科实践功能。例如，体育的强身健体功能、

健全人格功能、锤炼意志功能，都是对体育学科实践过

程中的优质经验进行高度浓缩性的梳理和总结。形成

体育学实践话语，要突出体育学科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各

种经验的不可替代性，如体育锻炼健身效果的表达、独

特体育精神的塑造、体育对坚强意志品质的培育等，每

种实践经验都会印有体育学的独特印记，是教育学、心

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难以回答和替代的。总结和凝练体

育学实践经验话语，需要紧扣体育学对国家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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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个人成长的作用与贡献，从回应国家、社会、个人

基础性需求的角度出发，描绘好体育在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帮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进程中

承担的角色和形象。

3.3.2 实践推展要素

学科实践是一门学科知识应用和理论推展的具体化，

也是学科演进的助推器（崔允漷 等，2021）。体育学的发

展坚持以实践性和应用性为导向，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就

是要解决体育实践中产生的各类现实问题。有序推展和

检验体育学科实践成果，才能实现和体现体育学科建设

的目标价值和社会意义。同时，运动实践是检验体育学

发展综合话语最直接的标尺，形成体育学的实践推展话

语，就是要体现出运动实践是体育学与生俱来的先天基

因，展示出体育学在健身、健心、健智方面区别于其他学

科的内核特征，让体育学发展能够从运动实践中汲取概

念界定、体系分类、方法选取的充足养分，使体育学的实

践推展能够助力党和政府制定体育战略，丰富和健全体

育学实践体系的内容，有助于体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推

展路径达成一致、形成共鸣。

3.3.3 实践创新要素

通过创新推动学科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是体现学科实

践价值的典型路径。优化体育学在实践创新环节的话语

设置能力，使体育学实践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标志性、

显示度的实践成果能够得到有力的宣传和推介，有助于

提升体育学实践创新的影响力。体育学目前处于国家

“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从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

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来看，体育学科本轮的入选情况

与上一轮无异，没有任何进展和突破。这一方面表现出

了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确实存在差

距，与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发展要

求不相匹配，也不能与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匹配起来；另

一方面则与体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冲击力不够有关，体

育学实践创新成果没有通过优势的话语平台展示出来。

因此，通过创新体育学的实践话语，使体育学的实践成就

能够在国家政治、教育、体育、文化、外交领域的标识度得

到持续的显示和增强，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突出体育学实

践创新取得的标志性成绩，与时代需求和国家的特色战

略紧密结合起来，为体育学实践创新话语表达的高度和

深度开辟出广阔的空间。

3.4 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国际话语

国际话语是学科建设软实力在国际领域的重要展现，

也是对学科在国际层面所能够动用的力量和资源的话语

检验。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学国际话语，建立于中国体育

学在国际领域进行话语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突出中国

体育学发展对国际体育学科的整体贡献，致力于和国际

层面进行学科建设与交流合作。

3.4.1 国际交流要素

在学科的国际交流领域，中国体育学的话语音量到底

有多大？这个问题关涉的是中国体育学在国际学科领域

所处的身份和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学的国际交

流在我国对外体育人文交流的大环境下，成绩效果显著

（延怡冉 等，2019）。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和参与、大

型国际体育学术组织的对接与沟通、高水平高校和研究

机构之间的人员互派互访、体育类留学人员外派和接受

数量的大幅提升、在高级别国际学术期刊发文量的线性

增长等，都是建立在体育学国际交流形成的良好局面之

上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梦想”“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一起向未来”等办奥理念与口号，

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赞许。通过体育拓展“一带

一路”倡议合作领域、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

为中国体育学开展国际交流的新话语。同时，中国体育

学要致力于不断优化自身的国际交流话语水平，形成和

凝练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框架和体系，坚决避免

由西方理论支配中国体育学建设的主导话语。要在借鉴

的基础上形成批判和辨别能力，积极练好“内功”，打造出

中国特色体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既体现出

体育的全球共通性，也要体现出带有中国标识的人文性，

以及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体育学国际话语的形

成建立在平等、互通、多元交流的基础之上。

3.4.2 国际贡献要素

国际体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样一个体育大国

所作出的各类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体育学在中国体

育事业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影响下，对国际体育领域做出

贡献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展、力度在不断提升。近年来，中

国对外体育基础设施援建、高层次体育人才外派援助、学

校体育与竞技体育领域的对外合作等，从不同方面展示

出了中国体育学的国际贡献力。同时，国际体育教育领

域和研究领域都有中国学者与研究组织的身影，在全球

60 多个高级别体育研究机构、组织和全球体育学科实力

排位前 50 的高等院校中，几乎都有中国学者的参与，且和

中国研究机构均保持联系；每年举办的高层次、高水平国

际体育论坛、会议中都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内每年

举办的国际体育会议和论坛达数十场；邀请国外专家参

与国内学术研讨人数达百人次以上。中国高质量的体育

学术成果通过期刊外译、项目外译、网络外译等形式，不

断向国际学术领域进行传播和介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力。中国体育学建设成果对国际体育学科发展的贡献值

在逐步提升，中国体育学的国际贡献话语音量在不断扩

大，国际发声的渠道和路径也在不断创新与拓宽。

3.4.3 国际合作要素

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是拓展学科国际话语深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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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的重要路径（郭英剑，2021）。近年来，随着我国主持

和参与的国际体育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中国在国际体育

领域的大国地位毋庸置疑，尤其是广泛的体育层面的国

际合作与互相沟通，对于展示我国体育形象、宣传我国体

育主张、推动体育人文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2013 年以来，我国与友好国家签署了数十份体育领

域的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白宇飞 等，2021），这其中就

含有许多体育学领域交流合作的许多内容。中国已经与

俄罗斯、法国、德国、欧盟等 9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建立了高

级别的人文交流机制，成功举办了多届中美体育研讨会、

中德体育研讨会、中英足球发展座谈会、中欧盟体育研讨

会等系列重要会议，深入探讨了包括体育教育、体育学科

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问题。另外，配合国际体育援助，中国

除了对玻利维亚、缅甸、汤加、瓦努阿图、牙买加等第三世

界国家进行了大量的体育技术类援助之外，同时利用体

育输出文化软实力和相应的影响力，对第三世界国家体

育教育及学科发展进行了针对性援助，帮助第三世界国

家培育体育类高级人才。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发展理念、全民健身全面铺展的优质经验、“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震撼场面、体育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的经典案例、对 8 500 万残疾人体育利益关注和保障

等，充分体现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了“一个都

不能落下”的决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应该具备的最权威的话语力量。目前，我国持续深化体

育学领域的国际双边合作交流，已经与近 200 个国家（地

区）建立了体育友好关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口合作活

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体育学的国际合作话语影响力，得

到了国际体育领域的认同和赞许。

4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实际，持

续增强中国体育学的理论自信，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学科

标识，打造出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学科范式，在理论创新和

实践推进的基础上形成特色的构建路径。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学科建设的核心理论，也

是指导中国特色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形态（俞

思念 等，20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

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

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体育哲学社

会科学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存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的整体组构之中，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中国

体育学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体系。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构

建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要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杜绝体育学话语体系建

构中发生马克思主义“失声”“失真”甚至“失踪”的现象，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体育学科建设实践相结合，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转换为体育学科建设的指导话语。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要立足中国体育学科建设实际，鼓

励研究者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上升到理论层次，并适

时的将相应的成果融入到体育学科建设体系中，形成体

育学科建设内容，创新体育学领域的建设话语，切实保证

马克思主义在体育学科建设中的指导性话语地位。

4.2 立足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实际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国家学科

制度不断更新与完备的要求。一方面中国特色体育学话

语基于中国体育学发展实际，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建

设目标，在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下，在人才培养、学科团

队、学术创新 3 个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性条件。将体育

学科建设作为育人的平台，将人才培养视为学科建设的

中心。从我国体育学的发展实际来看，在几代体育学人

的不懈努力下，体育学理论储备逐渐完善，开展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引导、人员配备、团队组建、方法手

段、平台建设、资金支持等方面已经解决了“挨饿”的问

题，但“挨骂”的问题依然突出。接下来必须从体育学发

展的社会实际需求出发，使体育学能够应对多元、多样和

多变的学科发展环境，在学科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诠释

好自身发展的话语方向和内容，提升自己的话语影响力。

立足中国体育学发展实际构建体育学话语体系，是回

应学科内外乃至国内外对于体育学科存在的“傲慢与偏

见”的最佳路径。长期以来，体育学的话语地位受到其他

学科话语规则的约束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育

学的话语高度（戴粦利，2021）。这是因为我国体育学发

展的现实成就缺乏主流与有效的话语体系进行展示和表

现。例如，在代表学科建设最高成就之一的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建设领域，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有 22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建设了 30 个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另外，全国有近 1/3 的高校设有体育学硕士学位

授权点，如此高层次、宽范围、广领域的学位建设布局，代

表了我国体育学科建设规模的时代性高度。但体育学在

国内学科领域仍然缺失有力的话语地位，虽然从一级学

科上升到学科门类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而现有话语体

系设置、规则设置现状，对于体育学实现突破性进阶来说

依然困难重重。因此，需要全体体育学人共同努力，致力

于消除学科建设领域的认知偏差，打破国外、学科外的话

语垄断，积极利用大有可为的时代机遇，打造和更新符合

体育学发展的话语阵地与话语秩序，构建适合中国体育

学发展需要的学科理论和时代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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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形成中国特色的体育学标识

特色学科标识是学科话语语料库中最闪光的内容，也

是学科话语特有论调的建构基础（瞿林东，2021）。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构建所具有的强大的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凝练出中国特色体育学的标识性

话语，可为体育学建设进程中形成的道路标识、制度标

识、理论标识和文化标识创建语料支持。中国体育事业

的发展进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建设最重要的道

路标识，需要运用体育学话语，真实、客观和生动的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学建设道路标识解释清、阐释好，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体育

特色、突出学科重点、优化学术结构、推进协调发展”的体

育学建设格局。体育学制度标识的形成是体育学道路标

识的延伸，通过运用学科话语，阐释清楚体育学制度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系，以中国特色体育制

度为根本，广泛吸收教育、文化、管理、健康等领域的制度

建设经验，突出体育的要素和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的体育

学制度标识。体育学理论标识是在继承、守正、拓展、创

新的体育学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

的理论标识，需要在总结体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体

育事业发展的特有理论、拓展体育学建设的创新理论的

过程中完成，运用体育学话语来解读体育学理论标识的

具体内容。体育学文化标识的形成，是建立在体育学建

设所依据的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之上，需要在

梳理民族体育文化、竞技体育文化、全民健身文化、学校

体育文化、体育精神文化等文化类型的同时，抽绎出能够

代表中国特色体育学建设要求的文化素材，借助体育文

化话语的推展，在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凝练出

中国特色的体育学文化标识。

4.4 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学科范式

中国体育学建设的声音是丰富和多元的，在推进体育

学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需要依据国际学科交流的特

点，形成容易被国际受众接受和理解的学科范式，为国际

化的学术研究和人文交流提供话语支持。

高层次国际化的学术交流是提升学科建设国际话语

地位的重要通路（吴晓明，2011）。“引进来”和“走出去”是

开展国际化学术交流的重要使命，通过引进国际体育学

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建设的

学术视野，助力我国学者进入国际前沿研究领域。通过

输出我国特色体育学研究成果，有助于国际学术领域实

现对我国体育学研究现状和进程的了解。目前，我国引

进国际体育学术成果的渠道和通路趋于完备，国际体育

学科前沿研究成果都能第一时间被国内学术领域获知，

但目前我国体育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依靠国家社科基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际学术期刊、学术网络外推平台等

载体对外传播，传播速率相对较慢较缓，导致“走出去”的

步子明显没有“引进来”迈的宽、迈的快，使中国体育学建

设成果的国际音量过低过弱，达不到建设体育学国际化

平台建设的话语标准。目前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

院、成都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高校，陆续创办了国

际学术期刊，为中国体育学的国际化发声创造了条件，但

体量如此之大的中国体育学术发展群体，仍然需要创建

多元化、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推广平台，形成优质体育学术

的国际接轨范式，扩展中国体育学术国际推展的影响力。

体育人文领域的国际化交流是体育学科与国际接轨

的重要范式之一。体育在人文交流中不仅拥有战略深

意，而且能够更好的发挥体育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话

语平台作用。通过优化中外高级别的体育人文交流机

制，积极利用好现有的体育人文交流资源平台，共同举办

“国际体育年”“体育人文高级别对话”等活动，开展关于

国际体育学科建设领域的跟踪研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

学术活动的决策咨询服务。通过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声誉

的体育学者，并支持其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到国际体育学

术组织、体育赛事组织等机构进行工作。体育类院校和

体育研究机构，需要借助各类人才计划项目和留学基金

项目，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体育学科人才。

运用战略思维来考量体育学的国际人文交流，致力于消

除交流过程中的偏见与疑虑，借鉴国际通用话语体系，提

升体育学国际交流领域的人文软实力和影响力。

5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正在进行，我

国在 70 年的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体育强则国强”“体育让

生活更美好”“一国两制奥运模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

梦想”“体育是世界团结之光”“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

精神”“兴奋剂零容忍”等理念，深得国际社会认同，已逐

步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建设的重要话语内容。

新时代中国体育学话语体系建设，还需要通过体育话语

阵地建设、话语智库组构、话语传播制度优化、话语表达

能力提升等系统研究，形成对接国际话语机制、拓展国际

话语平台、规范国际话语秩序的体育学话语研究新成果，

助推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研究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建立，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

有力的话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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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ports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key link of
building Chinese sport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hich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inference,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verall requirements, factor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disciplin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oriented to the great needs and layout of domestic sports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the frontiers and hot spots
of world sport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Rich experience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has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ndensing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optimizing discipline structure, tamping discipline reserve, designing discipline
framework, updating discipline theory and improving discipline ability. It has created a goo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ports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highlighting the overall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using Chinese discourse to express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value core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an
be fully demonstrated by perfecting discipline theory discourse, expanding discipline knowledge discourse, summarizing discipline
practice discourse, forming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so on. By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forming the identity of sports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ng a discipline paradigm that can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ports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promotion, to create discourse condi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port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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