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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 
 

关于当前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科学认识 
 

李延超，虞重干20 

（上海体育学院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少数民族体育是少数民族由心而发的一种文化表达，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体现了新

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在意义选择上应坚持

生态与生计共享，目标定位上要遵循乡土与外来共荣，发展地域上要体现城乡间的协调和互动，

实施动力上要充分发挥民间和政府的合力，方式途径上要采用保护与发展互补，效益评价上要体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发展取向归属上要遵守体育与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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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LI Yan-chao，YU Zhong-gan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is a sincer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mi-

nority national sport embodies the inevitable demands of national regions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

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At pres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we should stick to the sharing 

of ecology and subsistence in terms of meaning selection, observe the co-prosperity of rural areas and modern cities 

in terms of objective orientation, embody the harmo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erritories, fully exert the united power of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m-

plementation power, implement the sup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odes and ap-

proaches, embody the joint power of economic effects and social effects in terms of effect evaluation, an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for sports and cultural recogni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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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必

须承认，当下少数民族体育发展处于艰难选择的十字

路口：一边因袭着传统，一边向往着未来；一边萌动

了世界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这种基于传统和

现代两种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少数民族体育如何发展亟

待探讨。 

 

1  生态与生计共享 
    “生态”是当下比较时尚的字眼，最直观的理解

就是对蓝天、碧水、绿地的呵护，并最大可能维持在

自然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状态。少数民族文化崇尚生态、

道法自然。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

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

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

对生态的尊重。因此，选择生态作为少数民族体育的

发展要义，就是抓住了少数民族体育的灵魂，抓住了

发展的本质。 

研究过少数民族斗牛的人都知道，近年来出现了

一种现象：牛主参与斗牛的主要动因是基于奖金的诱

惑。无论是彝族，还是苗族，参加斗牛如果能拿到好

名次，多则可以获得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奖励，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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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活具有不小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在民族节日

中，斗牛常常会成为主角，而同时举行的打陀螺、荡

秋千比赛则成为陪衬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们决不是

贬低牛主的想法，更不能有打压他们的做法。因为就

目前来说，如果民族体育活动能为他们带来经济效益，

改善他们的生活，那才真正体现了少数民族体育发展

的生活意义。斗牛比赛动因的变化提示我们，如果参

与民族体育具有“生计”的意义，他们主动参与体育

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采用“谁投

资谁受益”的发展思路，采用“公司+农户”的运作

模式，以斗鸡、堆沙、丢包、孔雀舞等活动吸引游客

参与和观赏，从中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  乡土与外来共荣 
费孝通[1]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不仅仅是一

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

概念，是包含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

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体育的发展必

须立足乡土、扎根乡土，扎根乡土才有传统，有传统

才能传承。因为“本民族体育文化既是历史文化之本，

也是未来文化之根，这是我们与世界体育文化对话交

流的基础”[2]。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而言，现代化既是一

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世界潮流，代表了人类文明前

进的方向。就民族体育而言，武术早已成为广泛开展

的世界性体育运动项目。龙舟赛也已“走出国门”，在

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印度、意大利

等国都举行过各种形式的龙舟比赛，正逐步成为世界

关注的体育运动之一。赛马、摔跤、秋千、抢花炮、

陀螺、射弩等不仅是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还是那达慕、花炮节、泼水节、火把节、古尔邦节等

民族节日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活动的主角，成

为新时期促进人们身体健康、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民

族经济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 

可见，在世界体育一体化趋势明显加速的今天，

现代体育对民族体育的冲击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留

住民族体育文化的根，在吸收自身精华和借鉴现代体

育优秀成果基础上，进行新一轮整合创新，促使民族

体育实现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转型，使之不失传统特

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 

 

3  乡村与城市互动 
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里，村落是农村的主体。而

村落体育“由于具有形式的灵活性、内容的民俗性、

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功效的积极性等特征”[3]，因此在

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还有

利于村落社区的整合、传承民间文化、促进文明乡风

的形成、规避社会秩序的失范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建设。因此村落体育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根基。其实

村落体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更为凸显，因为少数

民族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更低，村落更为分散。 

城市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体育发展新的增长点。

2006 年由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制定的《关于

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在民族

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

身活动，支持民族传统体育健身项目进入城乡社区，

并在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鼓励

和支持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健身中心，使民族传统体育

在更大范围为各族人民服务。”发展少数民族体育的重

心在村落，而城市在场地设施、经费投入、政策宣传、

人员指导、比赛活动、人群锻炼意识和余暇时间等方

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文化设施是开展文化活动的载体，

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不难发现 4 年 1 届

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都在省会大城市举

行，其他各种级别的民运会也都是在当地的州府、县

府等城市进行；尤其是民族节日的庆典比如凉山、楚

雄、石林的彝族火把节、贵阳的苗族四八节和屏边苗

族花山节等都是在城市举行的。 

村落是发展民族体育的根基，而城市又是发展民

族体育新的增长点。因此，可以整合二者的特点和功

能，使民族体育的多彩魅力成为当地城市宣传自身的

新名片，既能吸引外来资金的注入，又能促进城市居

民的健身活动；而城市又以其经济、文化等优势带动

村落体育活动的开展，而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总体

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通过工业、

城市的优先发展成果对农村和村落进行“反哺”，已成

为国家支农惠农行动的政策要求，从而形成城乡体育

互动的良好局面。 

 

4  民间与政府共谋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完

全由国家力量直接控制或支配的，而血缘和地缘关系

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被牢固地

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的规范秩序内，甚至

内化在内心深处。 

有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就是依靠这种乡村管

理模式，以参与民众主体的广泛性，与基层文化之间

的亲切感和亲合力来维护其存活和发展，体现着本土

性的文化特质。贵州清水江苗族每年农历 5 月 24~27

日举行的独木龙舟赛，是当地苗族人民自发组织的最

盛大的节日性体育活动，享誉中外。赛龙舟活动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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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凿舟、下水、开划、竞渡直到上岸归棚存放，都

是由村寨人员自发组成。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体育

活动，充分尊重了“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能充

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创造力的发

挥。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少数民族体育的

发展中要实现职能和角色转变：从“办体育”向“管

体育”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

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态度、对策和具体措施等给社

会行为的一种指向或信号，这种指向或信号会告诉人

们国家和政府在少数民族体育发展方面要做什么，不

做什么。饶远[4]认为“通过政府的三大导向作用来调节

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并将民族体

育带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休闲健身生活当中。”目前在

少数民族体育组织还没有完全健全、社会自主能力还

很薄弱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从实践层面

来说还是靠政府组织和实施。“体育搭台，经济唱戏”，

少数民族体育作为仪式表演、成为旅游品牌与旅游消

费内容的表演和娱乐项目，为经济建设开路搭台，因

此许多地方的民俗节庆都成了政府办的活动。 

关于少数民族体育的组织，历史上民间社会与国

家政府曾经存在长期博弈过程。李志清[5]以侗族抢花炮

为例，用国家-社会的框架理论深刻分析了博弈发展

历程的特征和规律，认为：“这种博弈从主观到行为都

是在追求一种非零和博弈，目的是为自己争取有限的

生存空间。民间组织会采用主动与政府沟通的方式，

表述自己的活动对政府与社会的意义；而政府方面也

希望通过民族体育这种文化活动手段达到搞好民族团

结、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

民间与国家的共谋则是双赢选择。 

 

5  保护与发展互补 
少数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面临着较为残酷的现

实。一方面，它们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的

基因，是草根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冲

击之下，它们又那样脆弱，自我保护能力不强，无论

是传人的去世，还是青年一代的漠然，对它们的打击

都是致命的。众多民族体育项目濒临失传的窘境，如

彝族的“三笙”、傣族的雄性孔雀舞等；有些项目如苗

族的上 梯等只掌握在少数的法师手中，只在特殊的

庆典活动中才偶有表演，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中国民族学学会名誉会长宋蜀华指出：“今天，在世界

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保护民族文化(包括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尤其是人数少的群体的文化，这是十分紧迫的

工作。行将消亡的更需要抢救。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

就是保护该民族自身。保护和抢救工作既是该民族，

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 

保护与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必须面对、

必须解决的棘手课题。作曲家田丰致力于民族传统舞

蹈的抢救和保护，他在自己的传习馆里，按照“原汁

原味，求真禁变”的原则教学。为了再现传统的真实，

他甚至禁止学生看电影，不准他们与外界接触。曾参

与创办传习馆的舞蹈家杨丽萍却主张舞蹈要顺应时代

需要而变，因为传统也是发展的，传统发展之后又变

成了新的传统，只有在发展中保存传统，并使之发展，

才是最积极的做法。从对历史真实性负责的角度来说，

田丰采取强制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错在不理解

传统既包含着历史的内容，又承载着时代的价值。可

见，对于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从发展方式上来看，

应当坚持保护和发展互补的方式。保护是为了以后的

发展，发展是最好的保护。过于强调保护而忽视发展，

或过于强调发展而忘记传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6  经济与社会并举 
少数民族体育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资源。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将既有民族风格，又有娱乐性、观赏性的

体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充分

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功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依托国际泼水节，开展了龙

舟竞赛、放高升、丢包、堆沙、斗鸡等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的比赛和表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5 年，

前往西双版纳的游客达到 282.54 万人次，比“九五”

末期增长了 8%，而 2006 年第一季度游客比 2005 年

同期增长 16.8%，综合收入增长 17%[6]。如此打造民族

旅游品牌，提升地区形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

其成为牵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军。再者，“民

以食为天”，许多民族体育项目如傈僳族的上 梯、下

火海，维吾尔族的达瓦孜，苗族的芦笙舞，壮族和黎

族的跳竹竿等，因为本身就是珍贵的表演艺术，若能

通过市场经济运作，使传承人能够靠本身的技艺而生

活，有利于这些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

承。 

    “文化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

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社会作用是不可估量的”[7]。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作为一种文化，民族

体育文化具有凝聚人心、集合力量的社会价值。黔东

南、滇南的苗族群众将赛龙舟、斗牛、爬花杆等作为

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使大家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

促进了交流和沟通，从而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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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加了凝聚力。这无形之中形成了

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的和谐局面，这与我

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相符合。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

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为发展是综合

的概念，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广度。因此衡量少数民

族体育发展的效益，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更要关注

社会效益。从社会效益来看，发展少数民族体育，重

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社会的稳定

繁荣。 

 

7  体育与文化的认同 
    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不同于现代的主流体

育，有的甚至是体育、舞蹈难辨，例如壮族、黎族的

“跳竹杆”、苗族的“跳芦笙”、白族的“霸王鞭”、彝

族的“阿细跳月”、藏族的“跳锅庄”等，既是舞蹈，

也是体育；既能“以体形变化诱发身心的美感，具有

审美特征和文化意蕴，又能对身体进行有意识的塑造

和美化”[8]。 

“文化是个综合体”，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如此。研

究民族体育的“体育”特征时一定不能淡化其文化基

础和内涵，更不能脱离滋养它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

体育根植于传统社会的文化土壤，与他们的历史渊源、

社会发展、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祭祀信仰等紧紧联

系在一起，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是

“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这正如说到西班牙，就会

想起那惊险刺激、令人窒息的斗牛；说到巴西，就会

想起华丽无比的桑巴足球；说到日本，就会想起那充

满怪异特质的大相扑等。 

因此，民族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民族文

化共同体中的剥离和凸显出来的文化存在，能够充分

地反映出一定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9]，是

具有身份象征和民族象征的标志文化。因此，我们要

深刻挖掘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内涵，使少数民族体育

的发展得到更多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体育是少数民族由心而发的一种表达，

是一种感情交流的媒介和符号。因此，少数民族体育

的发展要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规律，尤

其要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要唤起文化持

有者的文化自觉，以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倍加

珍惜并主动参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还要吸

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少数民

族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提升

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实现由“体育大国”

迈向“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真正使亿万少数民族

“共享改革开放在体育领域的成果”，都需要加强关于

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意义选择、目标定位、实施动力、

制度保障和发展途径等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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