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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立体的文化现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价值取向是决定

其发展的核心问题。民运会价值观的构建，应当基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这个整体的文化传统之上。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整体健康观、泛道德色彩、与农耕文化紧密结合和多元化个性的文化传统。

原生态因素的保留和弘扬是民运会价值取向的基本理念；民运会与西方竞技运动格格不入的特质，

决定了其在价值观上应当弱化现代体育的竞技特性，对于休闲娱乐的推崇则顺应了时代要求，因

而具有潜在的普适价值；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民运会应当追求一种具有

民族文化个性的竞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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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values of China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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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hree-dimensional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orientation of values of China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

ties (referred to as CNGM for short) is the core issue to decide its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values 

of CNGM should bas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s an overall cultural tradi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is a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the view of overall health, the trace of pan-ethics and multiple personalities, 

and closely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al culture. The reserving and promoting of original ecological factors is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orientation of values of CNGM;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CNGM does not get along with western com-

petitive sport at all determines that it should weaken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port in terms of the view of 

values, while its advocacy of leisure entertainment conforms with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 thus hav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multi-element cultural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determines that 

CNGM should pursue a sort of competitive spirit with national cultu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cultural tradition；cultural structure；China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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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庞朴[1]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文化结构

三层次”学说：作为一个立体的系统，文化可分成 3

个层次：一是外层——物质层；二是里层——心理层，

包括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信仰等；三是

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一层，一切“心”的产品以及

一切外物中所蕴涵的人的思想，都包括在这一层中。

当把民运会看作立体的文化现象时，便具有了文化结

构所应有的 3 个层次。民运会的物质层次，是指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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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等层面的东西；心物层次主要指民运会制度以及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如组织制

度、竞赛制度等。民运会制度植根于民运会文化世界

的理性结构之中，故而为民运会文化的贯彻提供着体

制性保障；心理层次主要是指民运会的核心理念，是

民运会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等内在的深层文化核心。

三个层次依次展开，相互影响，交错发展变化。其中

物质层次是最为活跃的因素，而心理层次则最为保守，

但它却是民运会文化的灵魂。 

 

1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透射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

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历史久远，而且传承过程

从未间断，其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很强。一般而言，在

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建立在以小农经营为主体的

单一农业经济基础、宗法血缘社会基础和生命哲学基

础上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地形成了以中国为代

表的东方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不同的表现形式、

内涵和特征[4]。 

1.1  泛道德伦理倾向 

梁漱溟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质概括为

“伦理本位”，这是相当精辟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特质，在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中，伦理精神占了很大部分。相比较来说，古

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各项运动并没有这样的伦理价值

观，而是为了天神宙斯，为了表现强健的肌肉、爆发

力和速度，这一点东西方体育文化相差很大。中国人

最初对“武”的解释也蕴涵了文化和道德思想。有人

认为西方文化“尚武”，中国文化“尚文”，这是很有

道理的。其实中国人也很讲“尚武”，只不过是一种以

文德在武之上的“文武”，比如中国的太极拳，讲的是

以柔克刚，刚中带柔，达到“天人合一”、“文武合一”

的境界。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具个性

的地方[5]55。 

1.2  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很早就烙上了农耕文化的印

记。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其后形成的天、地、人、物和

谐一统的理想观念，作为信仰的内核，促进了文化传

承的一贯性和集体共识。在民族传统体育中，诸如射

柳、舞龙、赛龙舟、舞傩、斗牛等不少体育活动，都

产生于自然崇拜。另外讲究天、地、人、物和谐统一

的理想观念在武术中更是得到充分反映[5]56。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与民俗融为一体的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又

一体现。每个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

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约定俗成

的节庆、岁时文化，能使群众在全年各个时段都几乎

有形形色色的体育活动，这为全民健身增添了不少光

彩。 

1.3  整体健康观与娱乐性 

中国传统体育非常注意各种健康因素及运动的和

谐与适度。首先，它主张综合运用各种健身方法，达

到使人体肾精更为稳固、稳定精神和情绪、培养元气

与肉体等具体目标，进而实现人体内环境的和谐，获

得健康长寿。其次，在活动时，注重“度”的把握，

认为任何一种活动在任何方面的“过度”或“不及”，

都会破坏人体内环境及人与自然、社会间的整体平衡。

再次，各种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保养、调节、补充人在

出生时已获得的元气，使之更加饱满和充满活力。以追

求个人与自然及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谐一致为目标

的健身养生，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主流，并进而对传

统的竞技性体育及各种竞赛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6]。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重文

轻武，重德轻技，重群体，轻个人的特性，故而休闲

娱乐活动主要由宫庭娱乐活动和民间娱乐活动组成。

注重“自娱”与“娱人”，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

与休闲文化联姻，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

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转变为侧重“自娱”与“娱

人”的作用，成为人们节日之余喜庆之余休闲之中的

生活点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用有了重大的转变[7]。 

1.4  多元化的传统个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有不少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存

在并发展的。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两极分化性质，民

间体育文化与社会政治长期游离发展，貌合神离。同

时作为巨大且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中的地域性差别非常大，所呈现的文化性格也有着

独特的个性。因此也使它更为原始和完善地保存了古

往今来的多元化传统个性[5]56。民族传统体育固有的包

容性，使其具有“活泼广大的兴趣”，并使之由多重文

化因素交叉融汇，形成内在的兼容性和发展的潜在活

力，并顽强执着地繁衍生存，呈现出纷繁多元的世界。 

 

2  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竞技运动会，在西方竞技

文化的孕育下建立了“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观，

这与西方竞技体育乃至西方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我们

的民运会，其价值取向也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精髓的传承，只有这样，民运会才能在价值取向

上确立自己的理论起点。 

2.1  民运会应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态发展的理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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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3]中宣称：“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有其自己的规

则和标准，无需加以全球化或标准化……应谨慎确保

全球化和标准化的趋势不致使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大

量灭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将西方体育当

成标准，没有看到所谓标准只是过渡。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要有自己的创新，才有自己的内容和实质贡献。

胡小明[2]19 概括到：“东方的民族体育正因为没有被现

代化、大工业、高科技所污染，其绿色、环保、生态

的价值，会越来越得到珍视。” 

原生态的保留与发展是民运会及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的必由之路。原生态包括自然与文化原生态。自然

的原生态指原生环境，即没有被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

而文化的“原生态”指活态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时代

通过积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迭层和变体，它不仅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8]。原生态

理念逐渐被引入到“文化生态”的领域中，成为一种

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乃至世界范围内小型社会的关

注姿态[9]。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态理念，渗透着自然环

境的原生态和文化的原生态的因素。民族传统体育大

都发生发展于未被工业文明染指的少数民族地区，不

仅充分展示了其所依赖的原生态的环境条件，而且较

充分地保留了远古以来民族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文化印

记。 

原生态理念提倡向事物的本源回归，使人的思维

向简单的方向思考。对于被工业文明折磨的身心疲惫

的现代人来说，原生态的体育形式无疑是极为轻松欢

快的生活调节方式。2005 年，独具风情的原生态体育

旅游启动仪式，在昆明著名的石林风景区揭开帷幕。

具有民族特色的磨秋、射弩，历史悠久的象棋、打弹

弓等体育项目，在风景秀丽的石林长湖边为老百姓增

添了假日休闲的乐趣。同时通过这次活动，也让人们

看到了传统体育，尤其是民族民间体育项目重新焕发

出来的勃勃生机。 

民运会的原生态发展，不仅在于自然条件的选择

上应体现绿色原生态，最重要的是民运会项目所承载

的民族文化原生态的保留与弘扬。民运会与现代化理

念格格不入，现代科技只是手段，作为稳定的心理层

次上的主导观念不会改变。民运会原生态文化的精神

内涵使其在功能上区别于现代体育，并将因此而找到

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和繁荣的最佳土壤。 

2.2  民运会应弱化竞技特性，确立休闲价值取向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体育文化随资本的输出和帝

国主义殖民扩张而迅猛发展。在“西风强过东风”的

二百多年中，西方体育文化借强势的经济不断挤压民

族体育的发展空间，在体育文化方面形成了“东学西

体”的独特局面。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的经济文化侵

蚀下，民族自信遭到沉重的打击，表现出了从未有过

的怯懦。对自身的体育文化的不自信导致了今天的民

族体育套用竞技体制的局面，民族体育脱离了公平竞

争的原则使得今天民族体育陷入“不中不洋”的尴尬

境地[10]。 

民族体育套用竞技体育竞赛体制导致了自身的异

化，民族体育竞技化趋势发展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当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赛场成为某种工具时，竞技

作用得以凸现，其他作用隐没。脱离了生存土壤的民

族体育很难与现代竞技体育一争高低，大多数情况是

民族体育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成为边缘项目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 

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弱竞技性”的

体育文化形态。无论从历史上民族传统体育对于西方

竞技运动的模仿，还是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统来

看，民运会都不具备像西方竞技运动会那样成熟的竞

技个性，多少年来，西方竞技体育一直被模仿，却从

未被超越，反而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陷入了尴尬的境

地。历史昭示着，民族传统体育必须要有自己的实质

内容，才能取得突破，这种内容不应是模仿而来，而

是创造性的思维与理念。 

在许多奥林匹克项目发展到高水平杂技化的今

天，中国少数民族的大量传统游戏仍极具生活情趣，

以人为本，运动休闲，突出了丰富的娱乐内容[11]。古

老项目作为原生态的民族体育游戏，构成了民族体育

在其原始发展阶段的主体，它们多少带有原始宗教和

巫术的色彩，并已逐步仪式化。在告别原始阶段进入

阶级社会的民族中，那些原生形态的身体活动并没有

消失，而是转化为民俗活动的一部分延续下来，这是

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形成和定型的时期。民族传统体育

被赋予了人文色彩，功能也随着改变。民族传统体育

的民族文化特征得以突出，成为促进民族认同、民族

共同体形成的参与手段。基于这样一种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背景而存在的民运会，其对西方竞技运动追

求竞技特性的弱化理所当然，民运会有自己的文化个

性，那就是对于娱乐和休闲的推崇，这也是民运会在

核心价值观层次上的主导理念。 

2.3  民运会应追求一种具有文化个性的竞技精神 

承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弱竞技性特质的同时，我

们并不否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尤其在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中，包含着很多极具竞技性的传统体育项

目，如现在比较流行和受欢迎的民族式摔跤、抢花炮、

龙舟等项目。民运会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集大成，

事实上无法抛弃竞技，这不仅是由于竞技的本质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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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且在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多样性的文化特征。

然而必须认识到，这种竞技与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

竞技运动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所蕴

含的竞技精神，被赋予了鲜明的伦理学色彩，展现了

与西方竞技运动的不同本质。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的经典之作，对“具有文化特色的竞技精神”

做出了完美诠释。武术是战斗的力量、杀戮的手段，

必须纳入一定的伦理规则中，这是中国武术伦理色彩

浓厚的根本原因[12]75。 

技击是武术的真义，这一点似乎是确定了的。自

古以来，武林中不乏高手。但什么是真正的武术家？

却没有多少人能明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有形的东西，只不过是工具、器物。这代表了

武术的各种技术方法。真正的武术家，是超越形体而

上升为“道”的，也即达到了“神”的境界。这种境

界不是打架斗殴之辈所能理解的。当我们说“技击”

是武术的真义，其实是说武术之“技击”的精神，而

形式也成了表达这种精神的工具。 

程大力[13]精辟地概括道，“西方的许多文化形态，

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化倾向；东方的许多文化形态，则

存在着浓厚的艺术化倾向。这就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特

征，即西方艺术往往显得有些技术化，而东方技术往

往显得有些艺术化。”作为东方体育文化的代表，武术

本身具有庞大繁杂的系统，它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完

全是处于平行的两种文化形态，纯粹的武术本身与奥

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存在着强烈的反差，甚至是格格不

入的。由是观之，中国武术乃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

竞技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个性，这应当

被民运会所追求。 

 

民运会具有与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竞技运动截然

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由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

统和品质决定的。在承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统

的一般品质和多样性共存的前提下，民运会的价值取

向也呈现纷繁多元的图景，但这种多元化发展，仍然

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大背景之上，仍然是

西方竞技运动所不能理解和格格不入的。确立民运会

所独有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也应当这样，民运会

乃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才有可能打破桎梏，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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