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之博弈与竞合
张静 纪慧慧
昌吉学院
DOI:10.12238/er.v4i7.4068
[摘 要] 以中西方体育文化对比为研究视角分析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博弈与竞合。中西方体育文化内
涵对比包括：体育本源文化对比、精神文化对比。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博弈的现状包括：中西方体育
文化时代性交流博弈、经济性交流博弈、竞技性交流博弈。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之竞合措施包括：中
西方体育文化在竞争中互溶、在合作中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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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analyzes the game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clud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 culture of sports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spiritual cul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games includes: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game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ompetitive exchange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meas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exchanges include: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are mutually compatible in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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