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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应借鉴中国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成功经验，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根基，兼容世界其他体育文化精髓，对民族

传统体育进行深刻的批判与更新，走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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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we should refer to the suc-

cessful experiences gained by China in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 make in-depth criticisms and renovations on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by basing its root on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other 

sports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walk the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with Chinese fea-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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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体育的重要内容和承载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冲击

下举步维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信仰缺失，民族传统

体育特有的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正在减弱，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似乎已走到历史的边缘，渐被人们淡忘、淘

汰……可喜的是，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体育界学者开

始觉醒，开始思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

道路[1-5]。 

民族传统体育是存在一些弊端，西方体育也绝非

完美[6]。所以，在对待西方竞技运动与中华民族传统体

育的态度上，应确立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决议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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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论

是西方体育还是东方体育，如何发挥“大体育”的价

值，让体育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合适的发展道路。 

中国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这场改革并

不是从意识形态理想出发的社会变革，而是从最实际

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考虑所进行的探索[8]。这种探索

所得出的经验对探索当前处于中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民

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解放思想，正确看待中西方体育的不同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物

质的丰富、经济的发达，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民族

文化的繁荣发展。一个没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国

家是不长远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各民族在一

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

统体育活动[2]，附属于节日、民俗或宗教祭祀等仪式中，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而当前社会文化信仰的

严重缺失、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等等问题，亟待我们

高度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厚重积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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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道路。 

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 30 年发展道路中发挥了积

极的指导作用。解放思想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

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教条，30 年改革开放的历

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

化，同时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一部分，是相对独

立的文化。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传统体育只

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鲁迅先生的“拿

来主义”，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凡是对我们有用

的东西，对我国群众体育有价值的、人们喜闻乐见的、

都要“拿来”，但不能“全盘西化”、囫囵吞枣、生搬

硬套，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盲目模仿西方体育竞赛形

式。另一方面，也不能抱残守缺，囿于狭隘的民族主

义、沙文主义，使民族传统体育最终走向没落、消亡。

思想解放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改革仍处在

攻坚时期，学界尤其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自由与理性

的声音[9]。西方体育崇尚竞技，中国体育注重养生。中

西方体育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社会时期、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结果，各自反映和适应着各自特

定社会的需要，因而也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置历史于不顾，拘泥于优劣之分，只能表现为一种浅

薄[10]。 

 

2  在实践中求发展，逐步积累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经验 
第七届民运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改革实践及其

他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成功的“现代化转型”证明，

对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改革是可行的[11-12]。民族

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经验，但

是在维系其生存的文化土壤日渐变化的现代社会，民

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传承之路比较复杂，没有太多可

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 

胡小明教授认为，在上千项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中，更多的是依附于生产、生活、练兵、娱乐和礼教

活动，没有形成具体独立形态和独立价值的体育形式，

与奥林匹克竞技项目更是格格不入，缺乏建立在个人

竞技基础上的竞技性特征[13]；另有学者则认为民族体

育既可以走向东西统一，同时仍可以保持原有的特色。

绝对地强调完全统一，就会抹去民族特色，而刻意强

调特色未免“固步自封”，也不利于推广。统一与特色，

可以做到两者兼顾，相辅相成，完美结合，不应该彼

此对立，顾此失彼[14]。具有民族特色与独立性的民族

传统体育该如何既保持民族性，又借鉴西方体育有价

值的东西，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 

 

3  循序渐进，寻求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

的“帕累托改进” 
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农村

到城市改革、由非国有经济再深入改革国有经济，寻

求“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既逐步积累改

革经验，又减少改革阻力和社会震荡，同时又避免引

起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明显冲突[15]。在发展民族传统体

育的过程中既要大力宣传民族传统体育，对民族传统

体育进行挖掘整理，逐步进行现代化改造，实现民族

传统体育的最优化，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传统体

育，喜欢民族传统体育并身体力行，弘扬民族文化，

同时又要避免对西方体育的全盘否定，限制不同层次

体育实践主体的体育需求，干预群众的体育自主选择

权，避免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人类体育事

业的整体进步。 

 

4  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

“现代化” 
2007 年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十七大报告指出：“中

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16]

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在于是否按社会规

律和自然规律办事，而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也必须通

过按社会规律办事来实现。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我们

要做的就是为了她的传承与发展，不能太功利化，不

能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为了向奥运会看齐、

为了走向世界而改革。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的

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时代人的发展需求，在原有基础

上加以变化使之更具实用价值，以人为本，服务于人。

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社会规律办事，了解人

民群众的体育需求，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

承与发展并造福全人类，否则有可能导致民族传统的

传承与发展误入歧途或异化。 

 

5  发扬创新精神，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多元化

发展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标志，离开创新谈

民族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文化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坚持创新，它的发展才是可持

续的。在国际体育中，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研究和开发

新技术、新姿式、新器材。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一种新技术、新姿式、新器材往往会成就一批新的世

界冠军，这在国际体育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有人

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应用了现代科技就失去了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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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民族原有的味道。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不应

用现代科技是民族的，应用了仍然还是民族的[13]。我

们尊重历史，但不应该局限于历史，还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今天还可以继续不断地产生和发展新的民族体

育文化造福人民、载入史册。 

改革开放允许多种形式的文化形态并存，在对待

西方竞技运动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态度上，也应确

立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允许有多种形式的体育

供不同人群选择。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可以从

多角度设计：针对农村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仍是农民

喜闻乐见的体育形式，民族传统体育在农村仍有很重

的分量[17]；对于有封建残余、迷信色彩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可进行现代化改造；针对城市体育，可以融入

现代体育元素，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简化，使更具有

健身、娱乐等实用价值，使城市体育人口能各取所需，

相得益彰。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某些功能属于

体育的范畴，但是它有许多内涵，超越了一般的体育

概念，与西方体育比较起来，处于不同的层次。对于

原汁原味的极具文化特色的价值较高的濒危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为防止该民族传统文化标本的遗失，可

以通过著书立说、保存文字声像资料、建立相关主题

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形式，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美

国和日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就值得我们学习，

中韩“端午之争”就是个让人心痛的教训[18]。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是在继承上的发展，要以自己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为根基，兼容世界其他体育文化精髓，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更新，

在保持原有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

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以满足中国

乃至世界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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