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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陷入人力资源不足、经费无着落以及项目资源衰竭等困境。

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广西富禄、河南内黄等地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增强乡村节庆体育发展

的动力应该理顺其发展机制、完善激励措施，发挥大学生和外出务工人员的积极贡献，同时注重

丰富项目资源并正确处理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为节庆体育的发展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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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estive sports activities has gone into such a difficult situation as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lack of funds and exhaustiveness of project resources. For how to find a way out of such a diffi-

cult situ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Fulu Guangxi and Neihuang Henan are worthy of our referral. For in-

creasing the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estive sports, we should follow their development mechanisms, 

perfect stimulation measures, exert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ternal workers, whereas pay at-

tention to finding more project resources, correctly handling interest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parties, and adding 

vit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festiv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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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活跃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倡导科

学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满足村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实地调研

情况看，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济

发展滞后，以及项目资源衰竭等问题。如何充分认识

这些问题，是寻求解决问题对策的关键。 

 

1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困境 
1.1  活动主体动力的衰减 

1)涌动的打工潮。 

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使我国城乡在生产水平、劳

动收入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农业经济

效益低下而婚姻、教育、养老等经济支出压力却日益

增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青壮年农民不断向城市

流动。涌动的打工潮使乡村成了“386 199 部队”(三·八

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老人节(重阳节))部队，

缺乏活力。“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

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

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

基。我们不知道未来农民的认同在何处，因为地方文

化传统就包含在其中”[1]。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由

于知识、精力等的限制难以组织节庆体育活动，而回

来过节的外出务工人员，因需要在短时间内走亲访友

再加上缺乏利益诱导，难以热衷体育节庆活动的组织

参与。在这种缺乏青壮年认同的社会背景下，节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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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2)教育模式和时尚的转变。 

年轻人是节庆体育活动组织和参与的中坚力量。

当前农村社会，教育已成为青年改变命运的首要选择。

由于交通、安全等因素，乡村青年通常住校读书并接

受学校的封闭式管理，即使节庆时间回家，也要抽出

相当多的时间闭门读书，参与传统节庆体育活动机会

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游、网聊等成

了年轻人的时尚生活追求，他们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

中度过了大部分的休闲时间，并且乐此不彼。客观上

节庆体育活动的减少和主观上年轻人时尚追求的改

变，使年轻人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越来越少，他们也不再热衷于节庆的体育活动，使节

庆体育陷入后续动力不足的困境。 

3)青年择友方式的改变。 

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乡村，节庆活动是青年男女自

由恋爱、挑选心上人的好机会。体育竞技给了青年男

子显示智慧和力量、充分表现自我、获取姑娘青睐的

机会。现在，人们生活观念逐渐开放，男女交往方式

增多。青年男女在城市打工过程中，与心仪的对象相

识相恋的情况日渐增多，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不再是青

年择偶的主要时机之一，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下降。 

1.2  活动经费无着落 

1)传统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新中国成立前，传统的乡村节庆活动往往有自己

的组织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有些地方是在特定的

时期由组织在圩场收税，例如解放前广西梅林花炮会

在农历 12 月由会里的 2~3 位老人在赶圩日到圩场上

为放花炮乐捐收钱[3]。有的地方则用募得的钱买地出

租，收地租作为活动经费；有的地方，由于传统的乡

村节庆活动有宗教成分，由庙产提供支持。经历社会

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之后，乡村民间组织已经没有了

固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前，乡村节庆体育活动

往往由生产队集体出资组织；改革开放之后，有集体

经济、集体山林、土地等的乡村仍然由集体出资组织

活动，而那些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乡村，就只能依靠

大家捐款和外出集资，使得节庆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存

在很多困难。 

2)乡村经济落后阻碍活动的开展。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举办节庆体育活动的成本

日益高涨。在低消费和贫困艰苦的计划经济环境中，

人们靠相互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参加各种集体活

动不计报酬，所需物资也是统筹提供。转入市场经济

以后，村民的经济意识增强，参加活动时经常要求报

酬。如广西富禄花炮节，以前的筹备工作人们都是尽

义务的，现在组织表演队伍要付钱，出来做工要给误

工费；另外，以前节庆活动是不负责接待嘉宾的，现

在要接待嘉宾，这都需要一大笔开支。除了这些外，

村民对接待亲朋好友的负担也觉得非常重[3]。乡村经济

困难使农村对节庆体育的热衷程度有所下降。 

3)基层政府经济支持有限。 

政府对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程度直接

影响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在国家税费制度改革

和农民减负政策实施之后，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

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集体经济收入，很多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往往入不敷出。对多数的

基层政府而言，由于经济拮据，无力对乡村节庆体育

活动给予更多的实质帮助。另一方面，如果节庆活动

组织不力，还可能出现各种安全隐患，也给基层政府

领导增添了诸多顾虑，使当地政府部门对某些节庆体

育活动热情不高。一位主管文化体育工作的副乡长的

话代表了一部分从政者的矛盾心态；“节庆体育活动的

开展对丰富乡村精神文化固然有重要作用，但谁来掏

钱和组织这些节庆体育活动，万一出了事，又由谁来

为安全责任买单。这些问题很头疼。” 

1.3  矛盾的休闲需求与传统项目的衰竭 

项目的新颖性、趣味性和参与性是乡村节庆体育

活动吸引村民参与的动力之一。在“时尚文化”盛行

的氛围中，扭秧歌、敲盘鼓等人们借以祈愿人寿年丰

的节庆体育项目已少见年轻人的参与。休闲需求变化

是导致乡村节庆体育部分项目在青年人中不受欢迎的

社会动因。当代年轻人不再能够轻松理解并品味节庆

体育活动所表现的形式和蕴含的意义。对传统节庆体

育项目重新兴起的呼唤和对活动形式、内涵无法解读

的矛盾，给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2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一些成功经验 
1)规定女孩回村参加节庆活动。 

面对节庆期间村中无人的情况，西双版纳泼水节

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泼水节期间，在西双版纳村寨见

到的那些艳妆女孩有许多是因为本村立下了规矩，不

管平时外出多远，泼水节期间都要回家与父母团聚，

并且参加村上的庆祝和对外联谊活动，为本地文化出

一份力。所以，如今平时在傣族村寨里很少见到未婚

年轻女性，一到泼水节，便开始蜂飞蝶涌，争妍斗艳，

小伙子们的青春活力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2]。由于家

乡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傣族地区外出打工者在

回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制度，通过各种措施鼓励

外出人员回家参与节庆体育活动，宣传乡村文化，是

解决参与者数据量减少，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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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有效办法。 

2)发挥回乡大学生的作用。 

活动的运作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节庆体育

活动的层次、规模和影响力。接受多年高等教育的大

学生，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积累

了组织策划、包装宣传等丰富的活动经验，同时体育

运动的意识也较强，这些都能够给农村节庆体育活动

带来新的运作理念，促进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另一

方面，大学生与外界联系较为广泛，回乡参加节庆体

育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理念，有

利于吸收外地好的理念和方法发展节庆体育活动[4]。如

节假日回乡大学生和村委会，一起筹办大理村春节村

民运动会。通过对运动会进行包装招商等方式筹集活

动资金，借助媒体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借助外出返乡人员的积极贡献。 

外出人员经过城市文化、生活的耳濡目染，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言行

举止等许多方面受到了洗礼，返乡后他们这种变化给

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新的气息，注入了新活力。由

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这些外出发展的人仍然与原来

所在的乡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家乡公益活动

需要帮助时，他们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帮助乡亲。在

调查中，这些人主要由于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而

帮助自己的乡亲，看重的是以此获得的社会声誉。不

管怎样，外出返乡人员对于乡村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财

富。此外，这些人自身经济条件较好，能够直接推动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且有能力组织和带领更

多的群众去参加节庆体育活动。 

4)广开经费渠道。 

经济资源直接决定着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状

况，如何发挥多方优势筹集活动资金是节庆体育活动

开展的关键问题。在经费的筹集方面，河南内黄县大

理村每年一度的“春节村民运动会”给我们提供了可

供借鉴的经验。以发展体育运动、推进全民建设事业，

抵制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

为理由向行政部门申请经费；以举办“春节村民运动

会”可以吸引媒体关注，提高村集体企业及其产品知

名度，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为由要求村办企业给以赞助；

并向运动会期间的商业摊点收取摊位费；抓住人们年

关祈福求平安、庆团圆乐喜庆的心态，组建老年秧歌

队通过挨家挨户的义演向村民乐捐筹集经费；通过组

织村民集体购买商家年货换取商家的赞助支持。总之，

经费筹集涉及到了政府、企业、村民及其他众多单位

和个人，在人员的安排上根据个人社会关系的特点进

行重点分工，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调动相关人员

的积极性，保证了活动资金的顺利筹集[5]。 

5)立足乡土，因地制宜。 

节庆体育项目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节庆体育活动

开展的成败。满足乡村居民的心理需要、符合村落社

区的实际条件、充分活跃节庆氛围是项目设置考虑的

前提。河南内黄县大理村“春节村民运动会”在项目

设置上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突出了传统

民俗性、娱乐参与性、节庆性、经济性等特点，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从传统民俗性角度设置了花样秧歌

赛、板鞋赛、花样腰鼓赛等；从娱乐参与性角度设置

了百米背媳妇、袋鼠跳等项目；从节庆性角度设置了

团体花样秧歌赛、腰鼓赛等；从经济性角度设置了板

鞋、拔河、环村跑等。从总体上看，这些项目不需要

复杂的技术，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娱乐性，受到了村

民的热烈欢迎[5]。同时，一些邻村的村民也被吸引来观

看。由此可见，“春节村民运动会”的项目设置直接关

系到参赛人员的和观众数量的多少，以及热烈、隆重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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