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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 9 个博士点的研究领域、师资队伍、培养方案等现状。结

果表明：博士点的地域分布不均，研究领域分布也不均衡；导师队伍实力较强，但满足不了目前

学科发展的需求；招生门槛高，重视科研能力等。鉴于现状提出从关注西部、注重研究内容、扩

大导师队伍、优化培养方案、加强校际合作等提高培养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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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HOU De-hong 

（Dep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9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9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ir current research areas, teacher teams and cultivation plans, and re-

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erms of geo-

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ir research areas are unbalancedly distributed as well; the strength of their teacher teams 

is high, but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today; they have fairly high standards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value research abilities.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ir cultivation quality: concern the western area; focus on research contents; expand the advisor team; 

optimize cultivation plan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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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是研

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

会在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

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的研究生专业，10 多年

来，该专业为我国体育界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在建立

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授

权点 60 多个，博士授权点 9 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

士教育是我国体育学博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培养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的重要渠

道。但有研究表明，目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仍处

于初级阶段[1]。因此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

布状况、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特征及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 
1)博士授权点的地域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 9

个博士授权点的分布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北京

体育大学(北京)、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浙江大学(浙江)、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分别

占 56﹪、22﹪、11﹪、11﹪。刘燕[2]等研究认为：“体

育学博士点招生学校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分布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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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 26%、37%、21%，西南和

西北地区为 0。”显然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与我国整

个体育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这说明我国体

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体育

人文社会学需要浓厚学术氛围和深厚研究基础，同时

与地区的发展也息息相关。西南、西北没有体育人文

社会学博士点，表明这两个地区体育理论研究上和体

育人才的培养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与体育

事业的均衡发展不协调，这种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现

象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授权点的学校类型分布。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分布主要集中在师范类

院校，约占 67﹪，其次是专业体育院校约占 22﹪，综

合院校约占 11﹪。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

以师范类院校为主。 

3)博士授权点的研究方向分布及研究特色。 

(1)研究方向的学科分布。综合 9 个博士点的研究

方向包括：体育教育、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奥林

匹克研究、跨文化比较、体育管理与评价、体育社会

学与伦理学、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体育基本理论、

少数民族体质与健康、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休闲心

理学研究、竞赛心理学研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管

理与系统工程、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体

育哲学、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心理

学、体育新闻传播、体育组织媒体公关与体育赛事媒

体服务等。 

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来看，这些研究方

向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

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传播学。各学科

及地区分布状况：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华东和

华北地区；学校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在华北、华南、华

中地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在华东、华北、华南

地区；体育管理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和华中

地区；体育心理学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也

有所研究；体育传播学主要是在华北和华东两地。而

且各学科地区分布不平衡，其中学校体育学、体育社

会学和体育管理学的地域分布比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

播学均衡。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分

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说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这两

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从各个地区的研究学科

来看：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均衡，

华南和华中地区的研究相对较窄。 

(2)特色研究领域的分布现状。从各个博士点研究

领域的特色来看，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

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都形成了独特的研究

领域。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湖南师范大

学的体育伦理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行为、体

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华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哲学、体育

人类学等。以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为

例，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

烂的东方古文化而享誉世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9 个博士点中，除浙

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的 7 个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研

究领域，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研究十分

注重创新和自身独特的研究风格。 

(3)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不同类型学

校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专业体育院校、

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在研究方向分布上的区别：

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

的研究领域宽广很多，而且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

细化，也很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从其他角

度来研究学科的某一方面。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经

营管理、高等体育教育管理、体育产业运作与管理、

体育管理体制等；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运动与社会发

展、体育运动与社会、体育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与体

育发展等。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研究则比较

注重各个学科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研究领域的

设置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体育休

闲娱乐等，可见专业体育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

重研究的综合性，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体育

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专一性。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师资队伍 
导师队伍是博士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士的培

养过程中导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师的学术造诣、

科研成果、知识结构、学术精神等都对博士生的学习、

生活、思想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王蔚虹[3]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被调查的博士生还肯定了导师在专业知识、学

术兴趣、科研能力、治学态度以及道德修养方面对自

己的巨大影响，有超过 80%的博士生表示导师对自己

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的影响较

大，其中认为导师对自己治学态度影响较大的比例更

高达 90.7%。导师队伍的实力不仅是衡量博士点教育

水平和科研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关乎博士生培养质

量的关键因素。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师资队伍

的现状：专业体育院校的导师数量明显多于综合院校

的导师数量；导师队伍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德才兼

备、见多识广、学术造诣深、科研成果多，具有丰富

的人生阅历和教学指导经验。如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的

博士生导师杨文轩教授，近年来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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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 40 多篇，出版多部著作，如《体育原理》、《体

育概论》、《当代大学体育》等；曾承担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的国家级课题，广东省级课题，主持教育

部“十五”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北京体育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海，是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第

一人，任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

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

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主编《奥林匹克运

动百科全书》、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

动》、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修订版、

《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五环旗下的科技奥

秘》。如此强大的导师队伍使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

生的培养有了坚实的后盾，也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

科学性提供了保障。另外，为了扩大导师队伍，加强

对博士生的指导，一些学校通过聘请外校专家或是其

他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指导、联合培养。这种培养方

式不仅缓解了导师的指导压力，还加强了跨学科的研

究深度，能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3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 
从招生要求、计划招生人数、课程设置、师生比

等方面来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首先，

从导师人数和招生人数也即师生比来看，我国体育人

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相对于所带的博士生数量来说是

不足的。以下面两所学校为例：上海体育学院近 3 年

(2006~2008 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都

是 1.2︰1(上海体育学院每年的招生计划为 10~14 人，

取平均值)；华南师范大学近 3 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

师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3︰2、5︰3、4︰3。师生比是一

项衡量教育资源相对量的重要指标，对于博士生教育

而言，师生比问题除了反映出博士培养的效率，更关

系到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精力投人的可能，对博士培养

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3]。从以上的师生比来看，每个导

师每届不止带一位学生，这样，导师的精力分配和指

导就会比只带一位学生少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我们通过查阅各个博士授权点的招生简章和课程

设置发现：第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招生

考试要求通过外语考试，但较高外语水平的考试将许

多学生挡在了门外；要求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文章，重

视学生已具备的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等；博士生的培

养时间为 3 年，课程学习时间基本上是 1 年，论文撰

写和求职时间为 2 年。第二，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

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按照“公共必修课+专业必

修课+选修课”的学分制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

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体育学科前言探索，拓

展学生思维。或是通过设立“教研室”、“科研小组”

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让他们积

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4]。 

通过对一些导师的访谈发现：在读博士生的创新

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和人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文

字功底较浅，写作能力有待提高。访谈在读博士生发

现：他们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对自己的影

响很大，导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完成

至关重要；科研经费不足是影响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重

要因素；参与课题研究的实践不多；学校对学位论文

的把关非常严格，有较完善的论文评审制度[5]。 

 

4  结论与建议 
1)关注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经济发

达的东中部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集中区域

和研究重地。西部体育发展的落后，体育人才培养的

滞后，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水平不高，是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发展西部、

建设西部”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加大西部体育人文

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力度，同时鼓励更多的体育人文社

会学高级专门人才去西部，这样才能发展西部的体育

理论研究，提高西部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2)注重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交叉学科、

新兴学科的建设。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

地域上和不同类型院校中的分布不平衡，专业体育院

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院校的研究领域更

为宽广，而且各个学校都十分注重自身特色研究领域

的发展。但是整体看来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领域还不够宽，比如残疾人体育、社区体育服务等研

究比较少。另外在某些新兴学科或是交叉学科的研究

上也不够，如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哲学等。

因此我们应加大这些领域的研究力度，重视边缘学科、

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3)扩大导师队伍，加强科研指导。“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导师队伍的强大，

师资力量的雄厚是影响博士生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从调查的师生比显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

数量满足不了学科发展和培养博士生的需求。基于体

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迫切需要扩大导师队伍，建议对博导的遴选要求略微

宽松，培养中青年骨干力量，以满足师资力量不足这

一现实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个导师指导同一学生，

更有利于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科研能力的增强。 

4)把好生源关口，优化培养方案。我国体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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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博士点招生，在生源的把关上比较严格，重

视外语水平、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由于需要较高的

外语水平许多具有极强科研能力的优秀人才，因为外

语水平稍差而被拒之门外，建议对这些学生在录取考

试时，外语水平要求可适当放宽。目前体育人文社会

学博士生的学习年限相对来说较短，课程设置比较单

一，内容比较陈旧。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学习年限的弹

性应增大，学习时间的长度应增加；并优化课程结构，

加重有关研究方法、研讨性课程的比例；同时还要加

强博士生的实践能力课程，培养他们实践能力，理论

联系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丰富理论。 

5)加强各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

展。我国体育人文博士点数量不多，博士生队伍也不

算庞大，加之当今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发达，各个博士

点之间应加强交流，实现校际间的导师和学生的互相

交流，学生和学生的频繁交流，共享学习资源，共同

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和学科发展，形成互动的学术圈。

以“他山之石”来丰富各自的知识、开阔大家的视野，

拓展彼此的思维，共同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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