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6 期 

2009 年 6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6 No.6

J u n . 2 0 0 9 

 

·学校体育· 
 

社会学视角下的体育课堂文化探究  
 

唐炎 1，2，周登嵩 313 

（1.上海体育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8；2.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400715； 
3.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运用“研究者在场”的思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体育课堂文化的定义、特征、类型

与运作进行了分析。体育课堂文化是指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观念和行为，具有“中间性”、“外显性”、

“情景性”、“聚合性”和“文明性”5 大特征。体育课程内容的“游戏规则”体现了体育课堂规

范性文化的特殊性，增加了学生在体育课堂中进行社会性学习的机会。竞技性文化在体育课堂中

过度存在的社会根源是体育教师培养机制和体育场地器材配备机制出现了问题。体育课堂结构网

络的缺陷造成对竞技体育文化娱乐性特征的消解。体育课堂性别文化有两种体现，一种是积极意

义上的性别差异，一种是消极意义上的性别偏见。体育课堂文化的整合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

是“关注——认同——内化”，另一条是“关注——遵从——内化”。在整合效果上，前者优于后

者。两条路径在“认同”和“遵从”的环节上可以相互转化，转化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教师呈现内

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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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dea of “researcher on site” kept in mind,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type and ope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culture refers to conceptions and behavio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having such 5 major characteristics 

as “intermediate”, “expressive”, “scene involved”, “aggregative” and “civilized”. The “game ru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s embody the specific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normative culture,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carry out social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 social root for the ex-

cessive existence of competitive culture is tha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cultiv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sports playground and equipment providing mechanism have some problems. The defec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structural network result in the dissolution of entertai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sexual culture embodies in two aspects: sexual difference in a positive sense, and sexual bias in a 

negative sense.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cultures: 1) “concern – 

recognize–internalize”; 2) “concern–obey–internalize”.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effect, the former is better than the 

latter. The “recognize” and “obey” links on these two ways are reciprocally transformable,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mainly depends on methods used by teachers to show th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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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教室”，但本文

所使用的“体育课堂”则是与“教室”完全不同的另

一种活动空间，而是特指在“操场”上，以身体活动

为主要特征的体育教学活动。至于在“教室”中进行

的以体育理论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活动则不在本研

究之列。对于“体育课堂”这样一种鲜活、常见且具

体的体育实践形态，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社会学

的研究，运用文献中已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固然

重要，但研究者亲临现场的切身体会与感悟更不可或

缺，在反复的理论预判和修订中逐渐形成了本文中对

体育课堂的有关认识。 

 

1  体育课堂文化界定 
体育课堂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是研究得以展开的逻

辑起点。社会学的研究指出，尽管有关文化概念的界

定多达数百种，但所有关于“文化是什么”的认识都

可归于两种取向：一种是泰勒式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

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

(ethnography)意义而言，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分子

的人所具有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1]50 在后来的研

究中，又有学者对泰勒的文化定义进行了扩充，把物

质对象本身也纳入文化的范畴[2]，进而使得文化几乎无

所不包。另一种是格尔茨主张的“狭义”的文化定义。

格尔茨主张放弃泰勒式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认为要

使对文化的探讨在理论上更具力度，应当在具体的研

究领域中对文化作狭义、特殊的理解。后来的社会学

者在对这两种文化定义取向评述时认为：第 1 种取向

对于全面理解文化的涵义有帮助；第 2 种取向尽管失

之片面，但在挖掘文化定义的深度上具有优势，并且

能够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提供新的内容[1]58。 

在探讨体育课堂文化时，第 2 种取向更值得选择。

其原因在于，不仅体育课堂本身是具体的微观社会系

统，即使从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其所蕴涵的文化也只

不过是社会文化的微小部分；而且，文中的“体育课

堂文化”被看作体育课堂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而提出，

如果再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它，势必与教育学意义的

课堂系统在结构上发生重叠，进而出现逻辑混乱。基

于这种认识，这里参照教育文化学关于狭义文化的观

点，将体育课堂文化定义为“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观念

和行为”[3]。 

 

2  体育课堂文化特征 
1)中间性。从“文化知识”的角度进行区分，体

育文化大致有 3 种表现形态，一是作为精英体育文化

代表的竞技体育文化，二是作为大众体育文化代表的

余暇(群众)体育文化，如果我们把从事体育看作一种

社会职业，这两种体育文化分别处于该种社会职业的

两极。而体育课堂文化正是处于两极之间的第 3 种体

育文化。原因在于，在体育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由于

育人目标及其时空条件的限制，我们反对“运动训练

式”的教学，反对把体育教学过程等同于运动训练过

程；另一方面，由于课堂又是相对严肃的传递社会文

化的专门场所，我们也反对把它等同于学生随意玩耍

嬉戏的场所。 

2)外显性。从体育课堂文化主体——教师和学生

的行为表现来看，体育课堂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外显

性。在体育课堂中，像在文化课堂上那种教师“动口

不动手”、“学生动脑不动身”的主体行为是不被期望

的。因为体育知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操作性知识[4]，这

种知识的获得与展现都必须通过外显的身体动作来完

成。失去外显的身体动作，仅依靠内隐的头脑认知，

尽管学生可以“懂”得某种体育动作，但他们可能根

本就不“会”该种体育动作。追求对体育知识的“懂”

与“会”，是体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主体的目标希求。

这种目标的实现，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在教学中使体

育课堂文化的“外显性”得以充分展现。 

3)情景性。从体育课堂文化展现的时空背景来看，

它具有鲜明的情景性特征。体育课堂文化主要发生在

操场这一特定空间和一节课这一特定的时间里，因此，

它必然受一定的时空影响。而且，操场还有与文化课

教室明显不同的特征，那就是随着教学内容的不同，

操场的空间特征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这不仅发生在

一节课的时间里，而且发生在一个教学单元、学段的

时间里。从一个学段的时间来看，体育课堂的这种空

间变换更是明显。不同的时空特征决定了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的行为特征和交往方式的不同，体现出的文

化意蕴也会有所不同。换言之，随着课堂时空转换带

来的课堂情景变化，课堂文化也在发生变化。 

4)聚合性。从体育课堂文化不同成分之间的联系

来看，它具有多元聚合的特征。体育课堂教学活动是

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活动，出现在体育课堂中的各种文

化形态，如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性别文

化等，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交叉、冲突，但是，为了

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多时候它们表现出一种融合

和认同。体育课堂文化的这一特征，使得它在促进学

生社会性发展方面，具备了其他文化课堂很难企及的

独特教育价值。 

5)文明性。“文明与文化都是人类创造所获得的结

果，但文明只反映人类创造的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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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而文化则反映这些成果的一切方面，不论是进

步的、积极的，还是落后的、消极的”[5]。 

说体育课堂文化具有“文明”性，一是体育课堂

作为培养未来社会人才的地方，它要求所传递的体育

文化必须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体现社会文化成

果的体育课程内容必须要求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二

是体育课堂是相对严肃的传递体育知识的场所，它要

求文化主体的课堂行为必须具有文明的特征，诸如竞

技赛场上观众及队员的“不文明”行为，以及运动训

练中一些教练员的“粗暴”行为，在体育课堂教学中

是明令禁止的。 

 

3  体育课堂文化类型 
这里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选取“体育课堂

文化的社会取向”、“体育课堂文化的知识特性”和“体

育课堂文化的性别特征”3 个维度对体育课堂文化进

行区分。从“社会取向”看，体育课堂文化中既含有

规范性文化，又含有偏离性文化；从“知识特性”看，

体育课堂文化包含了竞技性文化和娱乐性文化；从“性

别特征”看，体育课堂文化又可区分为男性文化和女

性文化。 

1)规范性文化与偏离性文化。 

(1)规范性文化与偏离性文化的界定。体育课堂规

范性文化是指体育课堂中所具有的与社会统治阶层价

值取向相吻合的观念与行为。它是社会对体育课堂文

化正式要求的体现，表明了体育课堂作为一种传递体

育知识之场所的严肃性。体育课堂偏离性文化是指体

育课堂文化中的那些在社会价值取向之外的部分。这

部分文化既可能含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抵触

的成分，也可能含有反社会价值取向的成分。偏离性

文化在体育课堂中的存在，表明了体育课堂虽然是一

个严肃的体育知识传递场所，但如果“操作”不当，

它仍然可能被不良文化“入侵”而变得不那么纯洁。 

(2)规范性文化与偏离性文化的表现形态。在体育

课堂中，规范性文化的表现形态大致有两种：一是关

于课堂行为的规范；二是关于课程内容的规范。前者

主要表现为体育课堂中的教学常规、课堂纪律和教师

的管理行为；后者主要表现为社会统治阶级对课程内

容的限制以及课程内容本身的“游戏规则”。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由于其规范性文化的特殊性，

学习者时时都在接受着社会性的学习。学习者的学习

行为不仅关乎自身在体育方面的学业成就，也关乎其

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偏离性文化的表现形态，体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 

其一，体育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出现的背离社会价

值取向的管理行为。如对学生的讽刺、打骂和体罚以

及对“特殊儿童”的偏见等。尽管社会对教师的这些

行为严令禁止，但现实中，一些体育教师总会在有意

无意间使用这些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偏离的管理方式。 

其二，体育课堂教学中与素质教育理念偏离的应

试教育行为。客观来讲，应试教育并不是完全与社会

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的文化现象，因为，作为教育评价

手段，“应试”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说它是体育课堂中

的偏离性文化，在于我们在对待“应试”的观念上出

现了“手段”和“目的”的错位，把本应作为教育手

段之一的“应试”当作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体

现在体育课堂中(主要是初高中体育课堂)就是课课都

围绕考试项目对学生进行训练，而把学生的体育兴趣、

情感体验和社会适应等发展性目标搁置一边，致使体

育课失去活力，其教育价值得不到应有的体现。 

其三，课程内容传授过程中的偏离性行为。在中

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是“万金油”，什么体

育项目都得会一点，什么体育项目都得教一下。然而，

包罗万象的体育教材内容，一个体育教师哪里能够都

全部掌握。事实上，体育课堂教学中诸多与社会价值

取向相背离或偏离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或多或少都与

外部社会的不良影响有关。因此，在体育课堂教学改

革中，如果只注重内部改革，而不注重外部环境的“治

理”，很难做到标本兼治。当前体育新课程改革推进中

所遭遇的困难在较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6]。 

2)竞技性文化与娱乐性文化。 

(1)竞技性文化。竞技性文化也称竞技体育文化。

由于它在国家、社会、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

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它成为体育文化

系统中规范程度最高、最富代表性、最有感染力的一

种文化形态。正是由于竞技体育在体育文化系统中的

独特地位，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与学校体育课堂发生着

种种联系，进而使体育课堂在文化特质上显现出较强

竞技性。在此，我们把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有着明显竞

技性特征，即与竞技体育的观念和行为相吻合的文化

形态称之为竞技性体育课堂文化。竞技体育文化有 3

种形态，一是竞技体育项目本身的技术知识体系，二

是为传授技术知识而逐渐形成的运动训练方法体系，

三是为展示训练成果而逐步规范的竞赛活动体系。在

体育课堂中，竞技体育文化的 3 种形态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体现。但是，体现得最集中并对体育课堂教学产

生着重要影响的主要还是前两种。第 1 种竞技性文化

主要体现在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教材)之中。自建国

以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竞技性内容逐步增多是我国

中小学体育教材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根据毛振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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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体育教学

内容中，无论是用语还是运动的规格都有接近竞技运

动项目的趋势。在 2001 年推行新课程改革以来，这种

趋势有所减弱，但竞技性体育内容在教材中仍然占有

相当的比重。对于体育课堂中的这种竞技性文化，学

界普遍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过多的存在阻碍了体育

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我们一定程度上赞同学界的这

一普遍态度，但同时认为，体育课堂文化的“竞技化

倾向”问题主要源于第 2 种竞技性文化在体育课堂中

的体现。第 2 种竞技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体育课堂教学

的方法，表现为体育教师在传授运动技术时，对动作

要求精雕细刻，过于注重技术细节，过于注重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生理负荷和练习密度，以成人化的技术标

准来规范学生的技术掌握等。 

(2)娱乐性文化。 

体育课堂娱乐性文化是指在体育课堂中带有明显

娱乐性特征，即与娱乐的观念和行为相吻合的体育文

化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体育文化的娱乐性和竞技性

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娱乐性侧重于体育文化主体的心

理感受和情感体验；竞技性侧重于体育文化的表现形

式。 

体育课堂娱乐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作为课堂教学内

容之一的游戏活动，以及教育者为促进学生运动技术

的掌握而专门设计的趣味性练习。前者在普通中小学

体育课堂教学中极为常见，而且年级越低，所占课堂

教学内容的比重愈大；而后者在平常的体育课堂教学

中并不常见，倒是常出现在“示范观摩课”、“评优评

奖课”中。然而，就两者对体育课堂教学的价值贡献

而言，后者比前者要大。体育课堂绝不仅仅是供学生

通过玩耍来获得快乐的场所，除了学生快乐的情感体

验目标之外，还有发展学生认知、促进技能掌握目标。

理想的体育课堂是在教学过程中将这 3 个目标进行完

美的结合，也就是毛振明[8]教授所说的“体育教学中的

‘懂、会、乐’的融合”。 

3)体育课堂中的性别文化。 

(1)性别文化的界定。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广义文化视角对

“性别文化”所做的定义。即认为性别文化是指“作

为文化形态存在着的男女两性生存方式及所创造的物

质与精神财富，它包括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

的性别意识、道德观念、理想追求、价值标准、审美

情趣、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等”[9]。很显然，这一定

义与本文所确立的从狭义文化角度来探讨体育课堂文

化的原则相悖。因此，为了使在问题探讨逻辑一致，

这里将体育课堂中的性别文化定义为存在于体育课堂

中的关于不同性别群体的观念和行为。 

(2)性别文化在体育课堂中的表现形态。 

性别文化在体育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

现出来，一种是在积极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

另一种是在消极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性别偏见。 

体育课堂中的性别差异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如

外部社会提供给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习内容的差异；不

同性别学生在班级队列中的位置差异；体育教师在教

学中对不同性别学生采用的交往方式的差异；不同性

别学生在体育课堂学习中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以及不

同性别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言语行为使用上的差异等。

但是，在所有的性别差异中，最能体现出体育课堂特

色的是对不同性别学生进行学习评价时的差异。在学

校其他课程的学习中，学校不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在

评价时采用双重标准，但在体育课堂教学中，这种双

重标准不仅存在，而且被制度化。 

体育课堂中的性别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其一，在班级体育委员的任命上，女性学生几乎

无缘。在走访调查中，除了发现极少数小学班级的体

育委员是女性之外，其余皆为男性。其二，在教材的

插图上，男女学生公用教材技能部分的插图基本上以

男性面孔出现。特别是竞技性、对抗性比较强的项目

(如篮球、足球等)则几乎全部为男性插图。其三，在

体育教学器材的取放上，很多时候都是由男性同学来

承担。体育课堂教学中这些看似“正常”的事件背后，

折射出了我们深埋于思想深处的一些关于男女性别的

固有偏见。 

 

4  体育课堂文化的运作 
所谓体育课堂的文化运作，实质上就是指体育课

堂文化从离散或冲突走向整合的过程。从体育课堂中

不同文化主体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教师的文化呈现。 

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内容包括不同文化主体的价

值观念、教学内容、教学行为等，它是体育课堂文化

整合的第一个环节。从体育课堂中不同文化主体所占

有的“法定文化”资源及各自在课堂权力结构中的等

级序列来看，体育教师无疑是体育课堂文化呈现的主

导者。尽管学生在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中也具有一定

的自主性，但无论是从呈现内容还是从呈现方式来看，

都不可避免地要受教师文化的影响。因此，这里主要

从教师的角度来分析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 

从教师的角度看，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受到一系

列因素的影响。首先，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影响教师

对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这一点可以从体育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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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中关于选择课程内容的要求上看出。我国

历次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都对此有专门

要求。在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

都是对体育教学内容进行限制的原则性要求。事实上，

这种原则性的要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课程内容中都

有体现。 

其次，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程度也影响其对体

育课堂文化的呈现。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越强，

心里需要的满足层次就越高，就会以比较积极、主动、

愉悦的心态投入这项职业，化解各种压力和矛盾，并

从心里上爱上这一职业，甚至在思想上进一步升华，

把从事教师职业当作一种幸福和崇高的事业，反之，

则可能停留在一些基本的需要层次[10]。因此，在体育

课堂文化的呈现过程中，职业认同感较强的体育教师

通常会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学生主体的需要，

其主导的课堂文化更趋于生动与和谐。相反，职业认

同感较低的体育教师，在呈现体育课堂文化时则趋于

机械和呆板。 

再次，学生的群体力量也影响教师对体育课堂文

化的呈现。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呈现什么样的文化，

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文化，这不仅要受制于社会

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自身的职业认同，也还要受制于课

堂中学生的群体力量。因为体育教师在呈现课堂文化

时，他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而

且也是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由于这个群体本身

并不是被动的容器，他们有着家庭、社区、同伴群体

等多重文化背景，因此，他们持有的文化在价值取向

上并不一定与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教师想要呈现的文化

同构。在课堂中，他们总是想对课堂文化有“发言权”

和“自主权”，如建议教师教什么样的内容，建议教师

在讲授的时间上留有余地等等。 

在体育课堂教学的实践中，迫于学生群体力量的

压力，有时还会出现体育教师在文化呈现过程中的“失

语”现象。因此，体育教师在呈现课堂文化之前，必

须充分考虑学生的群体力量，否则，自己作为教师的

主导作用就难以有效地发挥。 

最后，学校的体育物资环境也影响教师对体育课

堂文化的呈现。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体育物

资影响着体育课堂文化的呈现类型。例如在偏远的山

区学校，由于物资条件的匮乏，教师在体育课堂中呈

现的文化表现出较浓厚的乡土气息；而在体育物资丰

富的城市学校，教师在体育课堂中呈现的文化则表现

出较强的现代气息。其二，体育物资影响着体育课堂

文化的呈现效果。一般来说，对于那些物资条件完善

的体育项目，教师呈现起来更清晰、更完善；而对那

些物资条件匮乏的体育项目，教师纵有万贯知识，也

无从谈起。 

2)学生的文化内化。 

学生对体育教师呈现的文化进行内化是体育课堂

文化走向整合的标志。从学生的角度看，路径有两条：

一条是沿着“关注——认同——内化”的轨迹运行，

另一条是沿着“关注——遵从——内化”的轨迹运行。

两条路径均始自于学生的关注，为什么在后来出现了

分化呢？原因在于教师所呈现的课堂文化唤起学生的

关注程度不同。一般来说，学生对教师所呈现的文化

保持的关注程度越高，表明该种文化对他的吸引力越

大，在后续的接触中，他更倾向于认同这种文化，并

主动去实践之，进而使该种文化内化于自己已有的经

验体系中。相反，学生对教师所呈现的文化保持的关

注程度越低，表明该种文化对他的吸引力越小，在后

续的接触中，学生可能会有两种行为表现，一是对该

种文化产生背离行为，另一种是迫于外界压力而在行

为上遵从该种文化，进而在一定的时空内内化该种文

化。就两条路径的整合效果来说，第 1 条路径的整合

度较高，更具有长远效益，而第 2 条路径的整合度较

低，通常只有短期效益。但就当前体育课堂教学的现

实来说，第 2 种整合路径更为普遍。体育课堂教学中

长期而普遍存在的“身顺心违”现象就是一个明证[11]。

以上分析表明，要实现体育课堂文化较高程度的整合，

关键在于让学生对教师所呈现的文化保持较高程度的

关注。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呈现特定的文化之前，

应当首先考虑学生的关注兴趣所在。由于体育学科在

社会选拔功能上不如文化学科那样强大，因此，学生

在体育课堂学习中首先关注的不是教师用什么方法来

讲授内容，而是关注教师将要讲授什么内容。换句说，

学生首先关注的是学习内容本身，而不是学习内容的

讲授方法。一旦教师呈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的愿望相

契合，学生就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关注兴趣。相反，

学生则表现出较低程度的关注兴趣。当然，这里的“首

先关注”是就学生关注发生的时间序列而言的，而不

是指内容本身比方法更重要。事实上，光有内容本身

还不足以保证学生关注兴趣的持续。如果教师对呈现

方法运用不当，那么，即使内容本身对学生来说有较

高程度的关注兴趣，但这种关注兴趣也不能得到较好

的持续。例如，许多中学生对篮球有浓厚的兴趣，而

有的教师在课堂中总是让学生进行传球、投篮等基本

技术的练习，结果学生的练习激情遭到压抑，早先的

关注兴趣也随之降低。相反，即使有些内容对学生来

说只有较低程度的关注兴趣，但如果教师的方法运用

得当，那么，学生的关注兴趣便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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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辩证地看，体育课堂文化整合的两条路径

在“认同”和“遵从”两个环节上可以进行相互转化，

转化的方向更多地取决于教师呈现内容的方法。在这

个意义上，近年来学界提出的“竞技运动教材化”理

论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同时，在当前的本科体育教育

专业中加强“体育教师执教能力”的课程建设也显得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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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RCCSE“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 

 
近日“首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论坛”会议在武汉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 12 家单位和数据

库主办，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

的有关领导和全国各地的学术期刊会议代表 300 余人参加

了本次会议。 

会议首次发布了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RCCSE)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院联合研发的《中

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RCCSE 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

榜》，本次中国学术期刊评价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在各一级学科和学报类型的学术期刊中，按照各

期刊的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Web 即年下载

率、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专家定性评价 6 项指标综合得分

排名，将中国内地出版的 6 170 种学术期刊分为 A+、A、

B+、B、C 5 个等级，首次遴选出“权威期刊”和“核心期

刊”(见表 1)。 

 

表 1  体育科学“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览表 

排名 期刊名 等级 
1 体育科学 A+ 
2 体育学刊 A+ 
3 体育与科学 A 
4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A 
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A 
6 中国体育科技 A 
7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A 
8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A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A 

 

注：A+：权威期刊，综合得分占 41 种体育科学

学术期刊前 5%；A：核心期刊，综合得分占 41 种体

育科学学术期刊前 6%～20%。B+、B、C 排名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