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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西方现代体育相比，中国传统体育仍是一种“弱势文化”。以中国武术为例，提出

在身处弱势状况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探寻中西体育文化的共通空间；重视中

西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的差异；细分传播受众的需求；重视传播艺术；培养专业化人才；坚持奥

运推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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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western modern sport,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 is still a sort of “disadvantageous cul-

ture”. By taking Chinese Wushu for exampl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trategies for outbound communication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n a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 seek for a common space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pay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manners and expression ways; 

finely sort the needs of communication acceptors; value communication art; cultivate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s; 

stick to the way of Olympic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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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本身来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

化与外国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并无优劣强弱

之分。但从传播态势上讲，文化的传播确实存在不均

衡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弱势”文化，是指某一文化

在当前世界所处的地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曾经

处于“强势”，作为中国传统体育优秀代表的中国武术，

拥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社会功能及审美价值，曾

对周边国家有过深远的影响，它的对外传播也为世界

体育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随着西方体育

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整体推进和西方现代体育强势地位

的确立，中国传统体育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国际地位

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热点，更多的

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这为我国传统体育的对外

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与西方现代体育相比，中

国传统体育仍是一种“弱势文化”，如何在弱势状况下，

如何在西方现代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发展并传播中

国传统体育文化，在 21 世纪的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1  探寻中西体育文化的共通空间 
    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

共通的意义空间。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

程，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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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拥有共同的理解[1]。这种共同理解的基础在中西方体

育文化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若文化输出地与输入地

之间的文化背景有所相似，那么文化的传播不会很艰

难，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同属东方文化圈，均有

儒家文化的背景，因此，中国武术在向这些国家传播

时，很容易被认同，中国武术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自然

比较顺利。西方国家则不同，由于文化差异较大，体

育文化传播相对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寻找其中的

相似点，为中国武术在西方的传播提供条件。在对中

西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关注两者的差

异。然而，在代表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的奥林匹克思想

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与中国传统体育相似的体育文

化内涵，这些相似点恰恰是中国传统体育国际传播的

基础。比如：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将奥林匹克主

义阐述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

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

哲学”；而中国武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引导下，

倡导“形神合一”，反映了中国民族体育追求身心和谐

的核心理念。可见，在追求人的身心协调一致方面，

二者是相同的。又如，中国传统体育虽然讲究“中庸”

之道，落脚点在强身健体，但并不缺乏刚健有为的进

取精神，中国武术的竞技性依然很强，这与奥林匹克

竞争与奋斗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另外，从技术上来讲，

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武术都追求力量、速度和技巧，

即使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这 3 个方面都是构成中西

体育运动的基本要素。 

诚然，整体来看，中西体育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

但在某些方面两者却是异曲同工，中国传统体育的对

外传播必须紧紧抓住其“同”，以此为突破口，形成更

加广泛的传播。 

 

2  重视中西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源远流长，与传统的哲学、医学等

互相渗透、互相依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至今

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再加上其语言表达大

都主观抽象，缺乏科学的严谨和明了，如武术中对“气”

的描述及解释，充满玄奥之辞，表现出极强的民族性。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要想在西方世界得到有效传播，必

须要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法，规范、

简化、统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借助西方科

学的理论，建立起中国传统体育的运动生理学、运动

心理学等理论体系，使用学科的术语清晰、准确地表

达。否则，不考虑对象，自说自话，一味灌输，不能

实现交流、沟通和理解，就不能提高对外传播的质量，

取得对外传播的实效。有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可以

事半功倍，反之，将事倍功半。 

 

3  细分传播受众的需求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有

着特殊“需求”的个人，他们接触媒介的活动是基于

特定的需求动机。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在这种情

境下，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可能同时被所有的

受众所接受，受众总是从中挑选出可以满足自己的信

息[2]。在中国传统体育的对外传播中，同样存在着受众

的“使用与满足”的问题，因此，针对受众的选择性

心理，体育传播者要认真考虑影响受众兴趣的各种因

素，如年龄、文化层次等，尽量使传播的体育信息有

针对性。 

中国武术内容十分丰富，锻炼手段多样，且各具

特色，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传播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细分受众”。一般说来，年轻人精力充沛，喜欢挑

战，乐于追求新奇刺激的东西，中国武术的技击性更

容易吸引他们；中年受众更容易认同中国武术强身健

体的效用；而对于老年受众，则要重点引导他们认识

中国武术独特的养生保健功能。从另一角度看，对知

识群体我们应大力宣传中国武术蕴含的文化内容；对

普通人士则要在展示中国武术观赏性方面下功夫。 

细分受众是中国传统民族体育传播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一环，站在受众的立场，分析受众的需求，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这是传播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的重要条件。 

 

4  重视传播艺术 
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从口头传播、文

字传播、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

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快加大。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中国传统体育的对外传播，在努力拓展传播渠道，丰

富传播手段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举办国际

性体育活动、开设英文网站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传

播不仅是技术性活动，同时又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活

动，即传播技巧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的文化传播

比较善于用巧劲，充分利用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动漫、

游戏、数码，将自己本国的文化向外国传播。其实日

本文化二战后也饱受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日本人在这

种冲击的夹缝中找到了最适自己文化传播的方式。 

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特别是对西方传播)需要的

是通俗化，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善于运用现代技术和

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表现力，展现中国武术的

魅力，提高传播效率。特别是对于中国武术蕴含的中

国传统哲学理念，更需要通俗化、形象化，有精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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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生动的事例等，使中国武术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做到大众化传播。 

 

5  培养专业化人才 
西方人认识中国武术主要是通过电影，但我们知

道，电影中“飞来飞去”的中国功夫与真正的中国武

术是不能划等号的。虽然“武术影视的传播作用很大，

但关于武术的超现实效果会与现实社会中的武术形成

反差，不利于武术传播”[3]，语言文字仍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传播角色。目前情形下，尽管现代传播手段已经

打破了空间和国界的限制，但西方人多数不懂中文，

不能获得精准明晰的有关中国武术的信息。他们对中

国的了解极为有限，即使是知识界对中国文化也缺乏

了解，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归根到底，中国武术的

对外传播需要有一批专业化的人才，他们能够用英语

或其他国家语言熟练地写作和翻译。他们既懂得中国

武术，又熟悉西方体育文化，并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

化和文字。翻译工作既是整个传播流程的中间环节，

又是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不是对

信息的简单翻译，而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要逾越

文化差异的障碍，需要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翻译既

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又是武术文化的创造者，因此，

能担当传播重任的人才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只有做好

对专业化优秀人才的培养工作，才能做到传播信息的

准确、清晰、可靠，从而提升传播质量，增强传播效

果，满足中国武术对外传播的需求。 

 

6  坚持奥运推广之路 
目前，全球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已

经达到 205 个，4 年一届的奥运会更已成为人类的盛

大节日，受到全球亿万观众的瞩目，奥林匹克文化的

全球化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

统体育文化要想扩大传播空间，中国武术要想在世界

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必须登上奥林匹克的国际舞台，

借助奥运文化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更好地推广和普

及。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都是以这种模式成

功推广的范例，相信中国武术也一定能够随着奥运会，

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喜欢和欣赏。诚然，在中

国武术走向奥运的路途中，会失去自身的一些东西，

但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动态发展、而非

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就是自

身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

态，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充实

的。弘扬中国武术，绝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

应使它在进入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新环境里呈现新的生

命力，茁壮成长，实现历史性飞跃。中国武术是民族

的，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武术也是世界

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融入新时代的内容，顺应世界体

育发展的潮流，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它一定会拥有

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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