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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付求勇1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基于文献分析方法，从形成条件、主要特色、重大

意义、践行路径 4 大视角回顾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并提出展望。现有研究存

在内容有待深化、视野有待拓展、方法有待突破的问题，未来研究应从内容上阐释微观问题，增

强研究的学术性和创新性；从视野上突破时间、空间与学科界限，向十八大之前、国际领域与跨

学科领域延伸；从方法上强化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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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sports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provide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sports work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namely formation conditions, main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paths.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oblems that the content needs to be deepened, the vision needs to be expanded, and the method needs to be 

broken throug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ain the microscopic problems from the content,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and innovativ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break through time, space and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boundary is extend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strengthen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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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工

作，围绕新时代体育事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

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随着我国体育事业

的发展，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逐渐成为学界

研究热点。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

述的形成条件、主要特色、重大意义、践行路径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回顾、总

结与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以期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1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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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必然性。 

1.1  时代背景 

伟大思想孕育于伟大时代，要想准确理解习近平

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必须全面认识这一重要论述

提出的时代背景。为此，学者们展开了广泛讨论，形

成了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新时代”背景论。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

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新时代意味着新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体育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体育需求与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

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

这促使了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产生[1]。 

二是国际国内结合背景论。国际国内形势共同构

成了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全球体育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等新

兴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体育全球化的进程，改

变了以往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体育全球化的发展

格局[2]。另一方面，体育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

突显。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体育经济发达，早已成

为支柱性产业。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不

断壮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总的来说，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体育机制创新性、群众体育普及度、

职业体育社会化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3]。习近平关

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正是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  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每个时代

的理论总是在产生理论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亦是如此，它植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关于这一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

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是从体育运动经历的角度来看，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的形成与习近平对体育的热爱与坚持密切相

关。他自幼喜爱体育，四五岁时就学会游泳；中学时

代爱踢足球，拿过冠军；走上领导岗位后，依然坚持

锻炼，常常参加体育活动。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体育运

动经历，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才得以萌发[2]。 

二是从体育工作经历的角度来看，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是在习近平历经地方到中央的体育探索中逐

渐形成的。他在地方任职期间就非常重视体育工作，

大力推进体育事业发展，到中央工作后更是从顶层设

计高度构建体育发展新平台，搭建体育发展新框架，

不仅在宏观层面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将体育工作提

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纳入到党和国

家的发展规划之中，而且在运行层面，全方位、深层

次地参与体育事业，亲自过问体育具体事务，通过参

加座谈会、代表大会等方式与体育工作者交流，了解

新体育信息。这些体育工作经历使他更好地了解体

育事业的运行，更科学地作出体育决策，从而推动习

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4]。 

1.3  理论支撑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在继承已有理论

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理论寻“根”作为习近平关于体

育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基本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讨

论，主要形成以下 4 种观点。 

一是理论母体论。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的理论母体源于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体

育思想所阐述的体育起源于劳动的本质、体育对于人

体健康的价值、体育是军事训练重要内容的特质等理

论[5]，对破解新时代体育发展难题依然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奠定了理

论基础。 

二是思想传承论。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传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理论精髓，与毛

泽东体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一脉

相承。具体而言，这一重要论述传承了毛泽东“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观点、邓小平“体育为

人民服务”的理念、江泽民“将体育发展提高到精神

文明建设高度”的论断以及胡锦涛“把增强人民体质

作为体育发展目标”的思想[5]。 

三是文化元素论。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

华，体现在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各个方面，

为其形成、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涵养。如体育强国

理论中，汲取了自强不息思想的内涵，强调体育对民

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意义；国际体育理论中，汲取了

和而不同思想的内涵，注重体育在国际外交中的作用；

在人本体育理论中，汲取了以民为本思想的内涵，突

出了体育对人民的关注等等[4]。 

四是西方借鉴论。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在对西

方体育理论的选择性继承中逐渐形成的。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同样继承了西方体育思想

中的有益观点。如突出实证分析的思辨特色、强调个

体培养与价值、关注人体化等等[6]，成为了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总之，学界主要从必然性角度对习近平关于体育

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进行分析，认为这一重要论述的

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实践基础与理论支撑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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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成果构成了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形

成条件，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2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特色 
特色是事物的独特之处，主要特色体现的是习近

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的内在品格和价值导向。

从既有理论成果来看，主要从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两

方面来理解。 

2.1  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自提出以来，其内

涵随着体育发展不断丰富，而内涵研究又是这一重要

论述研究的基础。基于此，学界围绕建设体育强国、

开展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深化体育改革、加强

体育外交等 5 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建设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是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7]。习近平从体育事业与

强国之路关系的角度论证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的重要路径与必然选择，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

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

体育兴”。 

二是开展全民健身。开展全民健身、普及全民运

动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习近

平指出，体育在增进人民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社会

发展呈现区域差异、城乡对立的特征，体育事业发展

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致使体育作用难以有效发

挥。要充分发挥体育作用，满足人民美好体育需求，

就要全方位布局体育发展战略，深层次破解体育发展

矛盾，大幅度提升体育参与规模与效率，使体育权益

惠及每一个公民[1]。 

三是弘扬体育精神。弘扬体育精神是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文化内涵[8]。习近平希望获得更好

成绩，但“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

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

超越自我”。只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

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即使没有拿到奖牌，同样值得

尊敬和赞美。 

四是深化体育改革。深化体育改革是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动力内涵。习近平将改革思想运

用于体育事业，主张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体育项目改革；以体育体制改革为重点，不断注入体

育发展动能，提高体育治理能力；以体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抓手，解决体育供给总量问题，激发新的体

育供需点，满足社会大众的体育需求[9]。 

五是加强体育外交。加强体育外交是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国际”内涵。体育作为跨地域、

跨文化的世界“语言”，比任何一种形式都更能增进友

谊，更为人们所喜爱。习近平正是凭借“语言”优势，

通过会见体育代表、观看体育赛事等方式，开展了体

育外交实践，实现了全方位的体育外交布局[10]。 

2.2  主要特征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特征鲜明。对其主

要特征进行探讨，是理解这一重要论述的前提。因此，

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总结，形成 5 种代表性观

点。其一，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具备人民性、

创新驱动性、时代性以及坚持问题导向等鲜明特征[9]。

其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境界，具有坚定的人民性、明确的创新性、

丰富的时代性、鲜明的科学性、特殊的传承性[6]。其三，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特征是坚持了科

学性与价值性统一、公共性与历史性统一、民族性与

世界性统一[11]。其四，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具有 4 个维度特征，在纵向维度上，体现了精神传承

与创新发展相统一；在横向维度上，体现了体育交流

和体育外交相统一；在内向维度上，体现了促进个人发

展价值观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价值观相统一；在外向维度

上，体现了内在价值认知与外在实践要求相统一[12]。其

五，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遵循了历史传承与

时代发展、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思想理念与具体实

践的统一[13]。 

深入研究发现，如果忽略在语言表达上的形式差

异，各类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内在相似性,为进一步阐释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了新思路。综上可

知，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人民性。人民性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

论述的一个显著特征，体现为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

深刻论述了体育工作 活跃 根本的力量是人民，体

育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做好

体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体育权益，明确提出

要将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全民健身落实到体育工作全

过程各环节。总之，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

民美好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创新性。创新性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

论述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根据体育工作的新任务与新

要求，从体育主要矛盾变化入手，转变思考方式，积

极应对挑战，破解了许多前人没有破解的困境，提出

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观点，形成了许多关于我国体

育发展的新论断、新理念、新战略，实现了对新时代

体育工作的经验整合和理论总结。 

三是传承性。传承性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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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显著特色，它主要在于汲取前人智慧，全面系

统地阐述体育的功能与内涵，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

蕴含的体育发展规律和体育工作方法一脉相承，又与

毛泽东体育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相

统一，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育精华，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相结合，从顶层

设计引领我国体育迈进新时代。 

四是科学性。科学性是指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

要论述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哲理。其一，习近平将辩

证唯物主义核心观点运用于体育工作领域，坚持从新

时代历史方位出发，制定符合实际，具有中国风格、

时代特色的体育政策；其二，习近平将历史唯物主义

运用于体育规律的把握，阐明了体育发展特点，提出

了改革与创新、规划与实施等方面的规律。 

 

3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站在“两个大局”

的战略高度，总结体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认

识和准确把握体育发展规律，在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学者们主要围绕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对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进行探讨。 

3.1  理论意义 

学界主要从以下 4 方面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

要论述的理论意义进行研究[14-16]。 

第一，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奥林匹克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奥林匹克发展史来看，其

中国化历程分为对奥林匹克的向往和选择、开创和发

展中国奥林匹克两个阶段。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

论述正是在开创和发展中国奥林匹克阶段中形成的。

它实现了解决体育发展问题与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统

一，坚持了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与筹办冬奥会、冬残奥

会并重，开启了奥林匹克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第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

国化的 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继承了体育对青少

年健康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观点，同时，在回应体育

发展问题、延续全面健康理念和全民参与方式的基础

上，提出了健康中国思想新内涵。 

第三，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涵盖了经济、

文化、外交、党建、体育等众多领域，而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又是这一思想在体育领域的重要体

现，因而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不

断丰富，必将推动这一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使之

向纵深发展。 

第四，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

国体育理论的重大创新。理论源于实践，任何理论的

创新都离不开实践。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形

成于新时代体育实践。正因为如此，它才阐述了健康

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概括了全面小康的新内涵，

将新时代 12 个强国任务之一的体育强国纳入“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之中，从而解决了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创新了体育发展理论，指明了体育发展方向。 

3.2  现实意义 

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研

究，学界主要围绕以下 4 方面进行[17-19]。 

第一，为新时代体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伟大思

想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推动

了健康中国战略与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群众体育发

展短板问题的解决，系统阐释了体育价值、体育强国

建设、奥运大赛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

点、新理念，为新时代体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以健康中

国战略切入研究，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既立

足现实，深入分析了体育与健康、体育与中国梦、体

育与小康的内在关系，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全面健康深

度融合，开创了健康中国建设新时代。又着眼未来，

促进了全面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融合发展，倡导

了以全国人民为对象、以青少年儿童为重点的全民健

身计划，开辟了健康中国建设新境界。 

第三，为中外关系发展搭建友好桥梁。习近平关

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对我国外交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他出访国外时，总是以机智幽默的体育语言，拉近中

外关系，扩大中国“朋友圈”，展示开放包容、心平气

和的大国风范；以团结合作、和谐相处的体育智慧，

布局大国外交新战略，打通中国梦与世界梦，彰显主

动融入、勇于担当的大国形象；以团结、友谊、和平

的奥林匹克价值理念，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露独具特色的大国魅力。

总之，无论是出席体育活动，抑或是发表相关体育讲

话，他都尽力搭建中外友好桥梁。 

第四，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关

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不仅指导中国体育取得丰硕成

果，而且为世界体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中

国体育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体

育强国之路，探索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体育发展模式，

为其他国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本国体育拓宽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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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将人民

与奥运相结合，创新了“人民奥运”理念，形成了人

民与奥运彼此支持、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对其他国

家乃至世界普及和发展体育运动起到引领作用，为世

界体育发展推介了经验[1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习近平关于体育

工作重要论述重大意义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意义，今后

应深入研究这一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使人们对这一

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有更为准确、完整的理解。 

 

4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 
理论研究的 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对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 终指向是推动

新时代体育发展的具体实践。目前，学者们从以下 6

方面对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进行探讨[20-29]。 

第一，从党的领导角度阐发践行路径。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作为习近

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践行主体,其领导关乎新

时代体育工作的实际效果。在践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

作重要论述中，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使之贯穿于

新时代体育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并保障体育工作顺

利推进。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政府以新型举国体制为

依托，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基础，成功举

办了冬奥会、冬残奥会，有力推动了运动人口的增加、

体育设施的健全以及文化氛围的形成，有效实现了“硬

件”与“软件”同步提升，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

发展。 

第二，从体育文化角度阐发践行路径。体育文化

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在践行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过程中，既要树立“大

体育文化观”，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汇聚民族奋斗力量，

以牢固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体育文化建设，以丰富的文

化内涵夯实体育发展根基；又要弘扬“人生能有几回

搏”的体育精神，满足实现中国梦的精神需求，推动

中国梦早日实现。 

第三，从体育外交角度阐发践行路径。体育外交

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构成内涵之一，学

者们由此探讨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形成以下两

种观点。一是要以体育代表团访问、聚焦奥运方式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以项目合作、对外交流方式拓展睦

邻关系，以援建体育设施、搭建体育交流平台方式加

强发展中国家合作，以推进“一带一路”体育交流、

参与“上合”“金砖”机制下体育交流活动方式引导多

边外交。二是要以关联协作建立宽领域合作网络，以

交流互鉴构筑多层次交流方式，以和谐友善优化广范

围沟通机制，以亲诚惠容展现全方位大国风范。 

第四，从体育强国角度阐发践行路径。体育强国

也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构成内涵之一,

学者们依托这一视角，从功能释放和民族复兴两方面

阐述了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其一，从功能释放

方面来看，践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必须加

快体育强国建设，全面而充分地释放体育功能。这就

要求我们释放体育推进强国建设、提高民族自豪感和

国家威望、展示综合实力的政治功能；释放体育表达

政治立场、争办大型赛事、展现大国风范、提高体育

水平、促进社会发展的交往功能；释放体育发展产业、

促进社会转型升级的经济功能；释放体育培养爱国情

怀、集体主义、拼搏精神的文化功能。其二，从民族

复兴方面来看，“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国人

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建设体育强国目标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体系

之中，不仅实现了个人梦、体育梦与复兴梦的统一，

而且充分发挥了体育在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地践行了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第五，从体育教育角度阐发践行路径。体育教育

蕴含于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之中，是这一重

要论述的践行路径。学者们从构建体系、完善举措两

方面对此进行剖析。其一，从构建体系方面来看，践

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需要以体育促健康的

新体系代替脱离运动项目的旧体系。其二，从完善举

措方面来看，在践行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

过程中，学校体育教育要突出立德树人目标，顺应身

心发展规律，促进智体协调发展；要发展校园足球，

增强身体素质，提高道德修养，促进全面发展；要创

新教学方式，开拓育人途径，推动体育教育模式转变。 

第六，从群众体育角度阐发践行路径。群众体育

是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应有之义。学者们

注意到这一路径,并围绕竞技体育、供需矛盾两方面进

行分析。其一，从竞技体育方面来看，在践行习近平

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竞技体育

激励性、公正性的优势，继续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并完善相关评价体系，带动群众体育发展。其二，从

供需矛盾方面来看，思想引领、政府主导、市场驱动、

社会协力是解决群众体育发展供需矛盾，践行习近平

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措施。具体而言，思想

引领需要在深刻理解“人”的基础上，认清多样化体

育需求，构建“大群体”工作格局；政府主导需要对

群众体育需求精准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市场

驱动需要加快市场孵化，增加服务供给，促进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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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协力需要发挥运动协会辐射带动效应，重视

“草根”体育组织互动聚集作用，增强体育社会组织

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学界主要从党的领导、体育文化、体

育外交、体育强国、体育教育以及群众体育等方面对

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进行分析，取得大量研究成

果，但有影响的较少，可见研究深度稍显不足，未来

研究应给予更多关注。 

 

5  深化研究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的思考 
总体而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对习近平

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进行探讨，在形成条件、主要

特色、重大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支撑。但是，也应看到，

由于该论题提出时间较短，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仍

有些问题，亟待学界进一步加强。 

第一，研究内容有待深化。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的研究存在内容薄弱的问题。从研究范围上

看，当前研究以宏观理论研究居多，即从宏观角度分

析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重大意义、理论来源、

科学内涵等。尽管这对于理解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

要论述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微观问题的描述与解释上

不够深入。从研究深度上看,一方面，学术性略显不足，

多数学者只是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的讲话、指示、

批示等内容进行再阐释，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致使

政策解读、政治宣传性研究多于学理分析、严密论证

性研究。另一方面，创新性相对欠缺，当前研究在这

一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路径等方面存在同质化现

象，部分研究出现重复性问题。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

重要论述是一个内容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缺

乏微观层面与实践层面研究的“理论体系”存在较大

的“虚幻”色彩，缺乏对这一重要论述的学理分析与

创新研究无疑是“坐而论道”。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既要适当缩小“面”，在把握体育工作整体性的同时，

精心挑选个案加以分析，推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

融合，又要着重深描“点”，避免重复性研究与宣传性

阐释，增强研究的创新性与学术性。 

第二，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目前，学者们主要从

体育强国、体育外交、群众体育等方面对习近平关于

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

依旧存在研究视野有限的问题。就时间维度而言，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十八大以后，对十八大以前的研究

罕见。就空间维度而言，研究视野多放眼于国内，具

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较少。就理论维度而言，跨学

科研究相对不足，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体育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对人类学、经济学等其他

学科的研究较为欠缺。因此，后续研究要从时间、空

间、理论维度拓展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研

究视野。时间维度方面，将研究视野向十八大之前拓

展延伸，既要深入研究十八大以前习近平的体育工作

经历、体育运动经历，又要整理历代领导人的体育思

想，将其与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进行纵向对

比分析。空间维度方面，将研究视野向国际拓展延伸，

可从国内与国际横向对比、借鉴的角度切入展开研究，

或将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置入整个世界体育

理论体系中展开分析。理论维度方面，将研究视野向

跨学科拓展延伸，既鼓励体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学科背景的学者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进行研究，也吸纳

人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突破。一是要加强实证研究。

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研

究问题，需要经验总结与实证分析，但学者们当前多

停留在理论层面，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居多，这在一定

意义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

局面，体育工作将难以持续发展。因而，下一阶段应

在实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着重调

查不同领域、层次间体育工作的要点，积极开展实地

访谈与案例研究，充分挖掘第一手材料与数据，推进

这一重要论述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二是要加强定量

研究。定量与定性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

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30]。

当前学界对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仍然

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定量研究则较为罕见。这样的研

究方法从近期来看有利于宣传和推广这一重要论述，

但从长远来看，难以达到真正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

述的目的。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纠偏学界重定

性解读、轻定量分析的研究倾向，在实现定量研究与

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定量研究，以

切实行动、真实举措直面体育发展问题，从而更准确、

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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