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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重要构成内容,更是我国民族精神体现的重要载
体。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许多外来文化逐渐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严重冲击了民族
文化的发展,而如果想要将高校体育教学办出特色,就必须要不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结合,也只有这
样,才能够让我国经历长久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精神文化不断延续下去,并且不断推动高校体育教学
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实现文化自信、民族振兴、文化延续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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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many foreign
cultures have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an impac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o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seriously
sho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f we want to do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constantly combine with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at accumulated in our country go on all the way, and constantly promot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important
purpose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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