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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并对国内外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成功范

例进行分析，论证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道路不但可行，而且大有潜力可挖；提出民族体统体育竞

技化应立足创新，将趣味性、观赏性、保证规则的科学性合理性纳入竞技化评价指标体系，引入

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设置竞争机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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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expiated on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analyzed domestic 

and foreign examples of successfully mak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way to 

mak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is not only feasible, but also provided with great potential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or mak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we should stick to innovation, 

take interesting nature, enjoyable nature and ensuring rules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competi-

tive sport rea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bolish the “lifetime system” of competitive events in the Tradi-

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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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们不但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而且取得

了金牌数第一的好成绩，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是，尽

管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却仍然留下了遗

憾：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未能入围奥运

会即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们有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古

代体育，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却未能在当今世界体坛

占一席之地？[1]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怎样适应现代体育以竞技为主导趋势的社会环境也就

成为了严峻而且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2]。 

 

1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现状 

1.1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滞后 

每 4 年 1 次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

简称“全国民运会”)是以竞技项目为主导的我国最大

规模的民族传统体育综合运动会，其中绝大多数项目

都是在原游戏、游艺等基础上加以竞技化改造而成的。

纵观近几届赛事，尽管是全国性的运动会，但观众少

之又少是不争的事实(以文艺表演为主的开、闭幕式除

外)，各省、市民运会同样如此。其中部分项目由于没

体现出竞技化精彩、激烈等特点，比赛耗时又过长，

场上除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外，几乎没有观众。

这充分表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竞技化改造有些并不

成功。它已严重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这种现

状不得不使我们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发展担忧，

因此，唯有解放思想，对现有项目进行大胆的竞技化

创新。 

1.2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不平衡 

    和现代体育的发展一样，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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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必然受经济、文化发展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

幅员辽阔，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发

展差异较大，其结果必然导致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发展

不平衡。从全国民运会参赛情况看，多数地区更愿意

选择投资少、运动员人数不多、见效快的“短平快”

项目(多为单项)，而对运动员人数较多、技术含量较

高、需长期训练才能有一定收获与回报的“长线”集

体项目(如抢花炮、珍珠球等)则冷清得多。第 8 届全

国民运会，广东队派出两支代表队参加抢花炮比赛不

是因为广东队在该项目上有多大优势，而是因为参与

这一项目的队伍不多，东道主不“凑数”可能面临参

赛队伍少，比赛场面过于冷清从而导致该项目今后发

展更加困难。湖北省民运会，东道主湖北民族学院派

出 3 支队伍参加板鞋竞速比赛、部分省市的民运会取

消了某些传统项目比赛等(湖北省近两届民运会取消

了花炮比赛)，这些现象仅仅只是众多竞技化发展不平

衡现象中的普通例子，诸如某些省历届民运会只参加

固定的几个项目的比赛、某些项目长期被某省垄断，

没有“群雄逐鹿”的激烈竞争场面、某一项目的运动

员不知其它某项目为何物等，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民

族传统体育竞技发展的不平衡。 

 

2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 

2.1  竞技性是现代体育的主导趋势 

现代体育最突出的特点是竞技性。奥运会“更快、

更高、更强”的宗旨就是对现代体育竞技性最贴切、

最准确的诠释。勇于开拓、敢于进取、挑战自我、追

求个性发展、张扬个体生命力是其主体思想。现代体

育认为竞争既是自然的规律，也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规

律，人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必须通过竞争才能不断

改善自身的处境，实现优胜劣汰。体育中的竞争是社

会竞争的一种基本形式；现代体育的另一个特点是规

则性，现代体育的竞争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

在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赛中，社会赋予人们之间的差

距消失了，同时也缩短了心理距离。竞赛制度的规则

性，使现代体育竞赛由于处于公平竞争状态而长期保

存下来[3]。规则性为竞技性服务，是为了更好地竞技，

竞技性是现代体育的实质内涵，占据着主导的地位[4]。 

2.2  竞技性是国际化的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都在积极

地建设、弘扬。把本民族项目推向奥运会、争相申办

奥运会以及在申奥过程中向世界所作的精彩展示等，

就是弘扬和建设这一文化活动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不把竞技胜负看

作惟一价值，更注重人格培养，追求内在、含蓄、和

谐的审美价值。民族传统体育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必须把握准现代体育的发展趋势，才能拓宽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顺应现代体育以

竞技为主导趋势的历史潮流，推进并加快民族传统体

育的竞技化步伐，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的历史责任，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之路。 

 

3  国内外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成功范例 

3.1  国外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成功范例 

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都是他们国家最具代

表性的民族体统体育项目，也是东方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精髓。通过嫁接、改良中国民族传统武术、吸收

西方体育搏击、拳击等项目的精华，使之便于学习、

训练、比赛和推广，经过不懈的努力，它们终于成为

了奥运会项目之一，它们之所以能进入奥运会，是因

为在显示民族特性的同时，也显示鲜明的世界特性，

符合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准则，把握住了现代体育竞

技性的特点[5]。 

近几年，日本发明的“30 人 31 条腿竞赛”受到

了全世界广泛关注和喜爱，每个洲都有国家派队参加

了比赛，中国也接受了热情邀请。“30 人 31 条腿竞赛”

不仅让全世界感受了日本民族竞技体育的魅力，也加

强了国际交流。 

3.2  国内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成功范例 

以全国民运会竞技项目高脚竞速为例，它原名竹

马，又称高跷，原是土家族人在生活、生产劳动中过

溪流、走沼泽等的一种代步工具。座落在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湖南吉首大学体育学院的师生们，经过

悉心研究，把它改造成竞速的民族竞技项目，并把它

推上了全国民运会，成为民运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

目之一。从此，它为全国人民认识、了解和喜爱。由

于在连续 3 届的全国民运会上有不俗表现，湖北民族

学院高脚竞速队被 200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邀请，于除夕夜向全国人民、全世界华人奉献了一道

精美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餐。 

柔道、跆拳道进入奥运会、国内竹马向高脚竞速

的竞技化转变、日本“30 人 31 条腿”竞赛在世界上

的推广等可以证明：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不但可行，

且大有潜力可挖。 

 

4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对策 

4.1  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的前提 

江泽民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

志”。就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而言，必须要有创新

的思维，用创新的方法，确立正确的机制。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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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激活广大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及广大民族

传统体育工作人员、广大爱好者等的思想和实践创新

力。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需要理论指导与实践验

证。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其竞技化发展应包括思想观念、组织管理、

竞赛制度、项目改造、现代科技的应用等。要解放思

想，打破禁锢，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树立良

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不应局限于“民族传统体

育竞技化”，可以尝试“现代体育民族化”。要通过借

鉴、融合、嫁接、变异等方式去推动其竞技化发展步

伐[6]。 

4.2  建立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发展研究中，评价指标体

系的建立是核心内容。竞技化研究也正是通过指标评

价体系来衡量当前的状态，并针对其发展趋势，确定

下一步的奋斗目标，进而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对策，监

测、衡量和评价竞技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指标体系

的建立必须是在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的。本研究

认为，至少如下 3 项应纳入其中：趣味性、观赏性、

规则的科学性。没有趣味性就无法唤起人们的参与愿

望和动机，人们在运动中也无法得到精神满足。趣味

性在人们心理活动倾向中具有鼓舞、干预、指导运动

的能动作用。只有趣味性强，参与的人才多，对其竞

技化发展的推动力才更大、更直接。观赏性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它是需要的表现形式，

也是参与者将自己良好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负责、

精心地奉献给广大观众的动力；这种动力会促使他们

持之恒地去接触它、探究它，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并

创造性地去完成该项运动。规则的科学性是保证该项

目积极、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科学的目的是最大限

度地弘扬积极进取、奋勇拼搏，民族传统体育要在此

方面作根本性变革。 

4.3  引入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设置的竞争机制 

最近 4 届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仅增加了 1 项(板鞋

竞速)，没有淘汰任何项目。无论对全国民运会本身的

发展还是对民族项目的竞技化发展而言，这种“终身

制”所起到的更多的是抑制作用。在进入民运会之前，

不少地区千方百计改进、创新原项目，一旦进入了民

运会，则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这一项目也就失

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鉴于此，全国民运会的竞赛

项目应通过层层选拔的方式公开择优录用。将那些创

新形式和内容成熟、成功的项目纳入其中，废除“终

身制”，实行“淘汰制”与“晋升制”相结合，以此建

立激励机制，对于好的项目继续保留，不太理想的项

目“下放”给原地方继续创新改造。奥运会实行的都

是这种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民运会完全可以借用，

这也是民运会本身的创新。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世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不仅影响了以往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未来的社会

发展中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外已有民族传统

体育竞技化，成功的先例。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成

功能推动其它民族项目的发展。在向竞技化迈进的过

程中，我们应立足创新，将趣味性、观赏性、规则的

科学性纳入竞技化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全国民运会竞

赛项目设置的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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