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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内，从生境的角度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问题。运用文献资料调

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在阐明生境内涵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

展所面临的生境维度的困境，发现作为原生场域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容括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对于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日趋增大。基于面临的困境，认为应当在自然环境维度，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实体的建设和优化；在社会环境维度，进行内涵发掘，并针对传承、教育、交流等方面制定和完善制度，使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发展的生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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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诸多传统文化中具有特

殊性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映着人们生

活方式的不同侧面，集聚了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但凡一种文化，都会经历曲折

起伏的演变发展历程。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

之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往和当下应予以理性看

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一样面

临各种传承和发展难题，理性思考过后发现，问题的存在

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

找出一个看清难题所在的抓手，使各种因素得以清晰地呈

现。生境，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概念，其提出融合了生

态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和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角度来认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文化生态学所着眼

的恰恰是多种环境因素与文化发生、发展、变迁规律的学

科，透过这扇窗可以寻见文化与环境间的绵密关联。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事项是各民族历史和文化

的良好承载，其发端、形成、演变、发展和转型的每个环

节都在一定的生境中进行。可以说，基于文化生态理论的

生境，为认识和诠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探讨分析生境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和相互关

系，可使视野得以横向延展，从而更好地窥见少数民族传

体育文化在所处文化生态中的位置，进而使其面临的发展

问题得以更加明晰的呈现。 

1   意涵与依归：生境概说 

1.1   词源梳理 

生境（habitat）是指生物出现的环境空间范围，一般

指生物居住的地方，或是生物生活的生态地理环境。这一

词汇也出现在“群落生境”中，具体指生物的个体、种群

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

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由此可以推知，生态学领域中的

“环境”即为生境概念的内涵所指。 

“生境”一词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领域的过渡使

用，是伴随生态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人类

学、文化生态学几个学科的交叉和发展而实现的。20 世纪

初，关于生态学的研究出现了以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种群生态学”和以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群落生态

学”，相关研究因有利于建立起生物物种间的相互联系而显

现出一定的价值。然而，生态学在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同

时，在实质上并未突破自然科学领域的界限，人类的各种

活动被排除在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之外。直到“二战”以后

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家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

和“人工选择”的概念，开始关注人类社会活动对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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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随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被学界的认同，

生态学的研究获得了发展机遇，生态学研究开始成为一门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并且与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交

叉，形成了“人类生态学”这一分支。人类作为生物物种

之一被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去研究，这一改变为文化生

态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以自然生态系统为领域的人类生态学，从人类

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定问题，即人类生态学关照了人类

的生物性，但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

是与特定文化关联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

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认

为：“文化是某种生物现象，文化是建筑在生物基础之上

的”（何星亮,2007）。而其中所谓的“文化”是人类为了生

存和生活而为自己创造的“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

境。当然，“人类并不是创建了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而

是分别由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民族或族群）为自己创造

了各不相同的具体文化”（罗康隆,2007）。时至 20 世纪末，

从文化的视角观察和认识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得到生态学

和人类学研究者的认同，两个学科相结合，创建了关于文

化-自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文化生态人类学。 

20 世纪初，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

究开始出现，到了 60 年代，“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一词开始使用，人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研究

更加深入。“二战”后，人类学领域的“进化论”回潮，以

怀特（Leslie White）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学派”兴起，其

中的代表人物对环境特别关注。怀特的学生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学术名

称，并对不同生存背景如何诱导了文化的适应进行了研

究，且非常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

程引起的。在其研究范围内，外界环境是直接参与模塑文

化的外界条件。斯图尔德的学生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在总结怀特和斯图尔德关于进化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了

“双重进化原理”，他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会经历一种

复合的进化过程，即“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其中，

特殊进化是指文化会针对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而做出演

化和发展，从不适应到越来越适应当地环境，进化的方向

不是向上发展，而是横向适应，发展的起点是不适应，演

化的终点是高度适应。在萨林斯新进化论框架内的环境是

各种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生境。 

1.2   理论基点 

生境在文化生态学领域的内涵是本文的立基所在。在

文化生态理论的内容体系中，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

而其中的环境是一个即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概念，

即所谓的生境。与文化生态理论相伴而生的文化适应理论

重点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因为发生不同程度的文

化接触而导致彼此相互影响，进而发生文化模式的适应性

变化，即探讨文化在进化过程中对于所处生境的适应性问

题。依照上述 2 种理论来分析，作为一种民族性和地域性

特征鲜明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起源、演变和发展也是

在其所处的生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之下进行

的，即少数民族体育是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产物，具有明显

的适应性特征（王钧 等,2018）。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

内的民族文化，其发展模式通过文化间接触而发生适应性

改变，而这种适应性的改变恰恰是由于文化生态理论框架

中的生境的影响和模塑，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也在适应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作为一种文化个性融入民族文化的精

神层面，进而成为一种促进民族认同的方式而世代传承。 

 

2   生境困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拘限 

2.1  自然环境维度：作为原生场域的影响力逐渐让渡 

2.1.1  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逐渐减弱 

人类是在不断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进化和繁衍

的，而文化也正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的，

一定意义上说，自然是滋生文化的土壤。文化受自然环境

的作用，也受人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自然环境包

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植被状况等要素（范大平, 

2005）。各民族先祖在特定自然环境中，集体创造出了地域

特色鲜明的传统体育文化，所谓“北人善骑，南人善舟”

蕴含的就是自然环境之于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自然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域范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经

济类型，进而导致传统体育项目类型的多样性和风格上的

差异性。如草原环境孕育了游牧民族和放牧文化，赛马、

叼羊、赛牦牛、古尔朵等项目就依托游牧文化而产生和发

展；临水而居的环境孕育出舟楫文化，划龙舟、叉鱼、游

泳、独竹漂等传统体育项目就应运而生；居于山区的民族

生发出狩猎文化，则创造出射弩、射箭、吹枪等具有生产

性的传统体育项目。 

在自然环境的大范畴之内，有一部分内容与传统体育

文化关系密切，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将其界定为“自然环

境”——即自然环境中与文化生态直接相关的元素的集

合。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生

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然

环境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致使原本依赖于特

定自然环境的传统体育活动出现了生态层面的不适应，进

而形成了一种短期内无法改观的生态困境。具体以独竹漂

的考察来说明，独竹漂是贵州赤水一带特有的传统体育项

目，该项目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原材料的生长地和江

河水域的开展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生态困境主要表

现为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具体而言，随着地区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赤水一带地区陆路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人们

日常的出行工具也逐渐从独竹漂过渡到现在的机动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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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为用武之地的独竹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被陆

上交通工具所取代。 

2.1.2   传统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剥离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人类文化的创造之初都与自然环

境密不可分，可以说，任何文化的剖解都能寻见自然的影

子。自然资源能够为人类的繁衍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供给，

由此形成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推动了不同文

化的产生和个性的形成。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山野边陲，物

质匮乏、交通不便、文化闭塞是早年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

情况，在此环境中孕育了多重功能指向的传统体育活动，

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而使用弓箭（弩）、吹枪猎杀动物，为了

征服大江大河的阻隔而发明独竹漂、龙舟等水上交通工

具，为了克服对于大自然的恐惧而创造各种用于宗教祭祀

的舞蹈等等。然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社会

的发展和变革加速，各种社会活动受自然因素的制约越来

越小，而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在日渐消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也概莫能外。具体表现和实例如下：1）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日渐脱离。这方面的典型实

例是响箭，作为西藏工布地区流行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

传统响箭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环境孕育而生的。首先，其

产生根源在于自然环境。响箭 初用于打猎过程中的信号

传递，其产生以狩猎文化为基础，而狩猎文化又取决于当

地的山地环境。本源上讲，是工布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为

响箭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部分条件，为生活于此的藏族居

民提供了激发智慧和潜能的前提。其次，就地取材原材料

为自然环境所赐。传统响箭的制作原材料以竹子、木头、

牛皮为主，其他如做弓弦用的麻绳、黏合竹片用的牛胶、

缝制射箭手套的獐子皮等辅料也比较容易找到，而且价格

低廉。就地取材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响箭的大量制作和大

范围使用，尤其是在社会发展早期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

下，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使更多的藏族居民可以接

受。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如今的响箭已经逐渐脱离

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前制作弓、箭、箭羽、靶围等的原

材料现在已经被现代化的复合材料取代，仅箭头——碧秀

还以当地的青冈木为原材料。而之前对响箭影响相对较小

的社会生态因素日渐强势，对传统响箭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脱离自然环境可以说是一种历史

的选择，但必须清醒客观地认识到，是自然环境赋予了响

箭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其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维

度的生态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技艺的进一步传

承和发扬。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赖于自然的实用功

能被替代。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属独竹漂，从其源起来

看， 初是因为陆路交通的不便，人们不得已将水路作为

出行的主要方式，这一背景催生了独竹漂。然而，社会的

发展也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改变，陆上交通的改善大大改变

了原来的出行方式，作为水上交通方式的独竹漂优势不

再，其基于自然环境而具有的实用功能被取代，自然环境

对于传统体育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日趋减弱。 

综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原生场域，每一种文化都

能找到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特征。然而，从历史的

纵向轴线梳理可见，自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其在不同历

史阶段发生变迁是必然规律，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源于斯、长于斯的各种传统文化，也在自然而然地接受种

种改变的冲击和影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在其列。

然而， 能体现其价值的“传统”该如何正视和保持是一

个挑战，本文认为，“传统”和“现代”是既相对又相辅相

成的 2 个概念，只有找准了“现代”的立场，“传统”的价

值才能更好地体现和承扬。鉴于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发展面临的原生场域变迁问题，应当置于未来视域来审视，

毕竟传统文化依然会在自然环境中传承、发展和衍续。 

2.2   社会环境维度：多因素的牵制作用日趋彰显 

2.2.1   民族节日平台的过度依赖 

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类民族

传统文化事项的重要载体。“节”，古作“節”，《说文》中

的解释是：“節，竹约也，从竹即声。”“日”是时间计算单

位，“节日”一词意在强调其特殊性，即区别于平常日的特

殊日子。节日也因此比平常日子更具内涵和意义。就定义

而言，“节日是各民族依据传统的宗教祭扫、农事生产、历

法等因素而形成的有相对凝固的时间及地点、活动方式的

社群活动日”（徐万邦 等,1999）。此定义言明了节日的要素

（时间相对固定、有特定主题、以某种活动方式表现）、活

动内容构成及基本特征，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节日之于一

个民族的重要性。节日，对于民族而言无疑是不可或缺

的；而对于各种传统文化而言，节日起到的是集中和整合

的作用，既提供了展示平台，也提供了存在、成长、演

变、延续和发展的文化空间，同时还可以更好的增强族群

文化认同。 

一定程度上而言，节日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

了生存空间和展示平台。然而，在梳理文献和实地考察的

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对节日的过度依赖。此观点主要有 2 个方面所指：一

方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过度集中在节日之

时。细数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绝大多数都与节日

关联绵密，如四川省凉山州彝族的赛马、斗牛、摔跤等传

统体育活动， 为集中、影响 大、参与者数量 多的就

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其中赛马用的马、斗牛的牛在平时

是作为生产劳作工具使用的，在临近火把节赛马比赛时才

开始训练。有些其他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其对节日的依

赖现象更甚，一年之中仅仅在过某个节日的几天中开展，

平时则极少或从不进行。诚然，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

动是源起于民族节日，但从节日民俗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

体育活动之后，体育所具有的参与性不应被忽视，一年一



《体育科学》2019 年（第 39 卷）第 7 期 

36 

度的参与频率显然不符合体育活动的基本要求。这种现象的

客观存在可以折射出 2 方面的问题：1）活动本身的体育属

性不明显，把其列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列有待商榷；

2）参与或从事者趋利化的心态，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只有

节日期间的参与才有回报。另一方面，传统体育节日的脆弱

性和异化。通过梳理不难发现，部分少数民族会定期举办传

统体育主题的节日，如西藏那曲和四川甘孜的赛马节

（会）、云南景谷的陀螺节等，这类节日很好地利用了节日

的平台作用，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和

项目文化的传播。但此类节日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时有中

断，甚至出现了模式单一、缺乏特色、形式统一等异化现

象，如贵州台江的苗族独木龙舟节就处于濒危状态，清水河

沿岸村寨青壮年村民离乡务工，使得苗族村寨空心化，没有

外出务工苗族青壮年的集体回乡，每年一度的独木龙舟节则

难以为继，由于苗族青壮年村民对独木龙舟竞渡有着强烈的

文化认同，加之当地政府较大的节日经费投入，才使独木龙

舟节勉强维系，但参赛龙舟数量逐年递减。再如西藏的藏北

赛马节、江孜达玛节、盘坡赛马节、天祝赛马节、当雄赛马

节、定日赛马节，均以赛马为主题，但在节日之时，赛马的

相关比赛并无大的区别，而赛马节（会）的主要目的在于物

资交流，即以赛马为表现形式的综合性商业活动。节日，对

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不置可否，但就长远来看，某项

传统体育活动仅仅依赖于开展周期较长、开展时间较短、参

与者大众化程度不够的节日来存续，显然会出现后期乏力的

情况。体育应该摒弃各种功利化，回归大众的日常生活。 

2.2.2   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或乏力 

制度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宽泛的概念，广义上是

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

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一般而

言，制度具有一定的规范、约束、激励和指导的特点。从文

化发展的角度而言，制度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制度的存在和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选择，而这种社

会选择所反映的是特定时期内的某种需求。回顾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

排有较大区别，在文革的社会背景之下，被当作四旧而遭到

破坏的传统文化不计其数，而当时的制度无疑是不适合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此可以看

出，文化的发展受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客观事实。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制度

的支撑。当前，制度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依然明显，制

度缺失使某些传统体育活动庙堂化搁置。从响箭的调查情

况来看，工布地区关于响箭的支持性制度尚处于缺失状

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响箭作为自治区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健全。为了更好对各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而不至于流失，国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 201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此乃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

护。响箭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

而，自治区级的具体配套制度不健全，使响箭申报非遗项

目成功之后又被置于边缘，传承人应有的待遇也未能按照

相关规定如期兑现，致使传承人的积极性受挫；2）传统响

箭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缺乏制度保障。列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是保护响箭文化的重要措施，然而，在考察中发

现，关于传统响箭各种制作技艺的保护方面未有实质性的

具体措施，传统制作技艺依然像以前一样掌握在民间艺人

手中，如何将这些珍贵技艺记录、记载和体系化，并未见

具体的保障措施。再者，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也缺乏技艺

传授或教育的制度性支持，传承方式依然维持原有的样貌

和民间师徒式传授方式，并未形成教育方面的制度化；3）

推广响箭的制度性措施缺失。响箭是一项藏族文化特色显

著的传统体育活动，其推广和传播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藏

族传统文化的发扬，其推广范围可以从工布地区逐步扩

展，使之一步步在西藏自治区内普及。然而，目前为止，

响箭依然未能走出工布地区，这充分说明，之前通过全国

民运会表演来推广的模式效果不明显，可以说，在推广方

面的制度性缺失使响箭的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4）响箭的

产业化开发缺少制度方面的引导。鉴于工布地区响箭的较

好普及和碧秀的易损耗性，响箭相关的弓、碧秀、箭等部

件的产业化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中逐步萌生。然

而，在旅游节中通过让外地游客体验射响箭而获得一部分

经济收入、代理国外品牌弓和箭、举行比赛等形式的产业

化开发，因缺乏科学指导和制度方面的引导而长期处于较

低层次的开发状态，响箭产业的结构较为粗放，未能形成

升级型的产业化链条。总之，响箭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缺

失较为严重，其部分内容的庙堂化搁置也在所难免。 

2.2.3   嵌入旅游业的无奈与无助 

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在满足了游客需求的同时，也在

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旅游地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嵌入

旅游业不仅催生了更具文化品位的旅游产品，也促进了文

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当地文化的繁

荣。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在经过多年实践之后诟病显

现，出现了文化资源盲目开发及商品化和异化的现象，不

仅无助于文化的持续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的文化生态危

机。关于这一问题，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孙

九霞（2009）通过泼水节的研究认为，在旅游者凝视支配

下的移植，导致完整的族群文化被片段式展示、神圣性族

群文化被娱乐化运作、多样性族群文化被集中性处理。也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进行旅游开发以后，旅游地的人受

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将文化过度商品化，致使某些文化的传

承面临困境，甚至消亡。上述文化嵌入旅游业以及因此出

现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虽然传统体育文化

是以表演或展演的形式出现在旅游景点，但存在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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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类似，在某种程度上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置于新

的生态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工艺化和商品化中传统

文化内涵的流失。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藏族的古尔朵，西

藏旅游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观光旅游、民俗旅游、

生态旅游、徒步、探险等旅游项目蓬勃发展，西藏旅游

业逐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逐渐成为推进西藏经济结构

升级优化的优势产业。据统计，2015 年西藏接待游客突破

2 000 万人次、总收入达到 280 亿元，分别比“十一五”

末增长 1.9 倍和 2.9 倍（洛桑江村,2016）。在此现实情况

下，各种形式的旅游纪念品被开发出来，古尔朵也在其

列，西藏各景区的旅游门店经常会看到古尔朵，但其形

质、样式、大小、颜色等都与牧区经常使用的有一定的差

异。作为工艺品和商品出售的古尔朵，其价值和功能已经

发生了改变，而在此过程中，游客所感知的只是一种古尔

朵的外在，对于其传统文化内涵却知之甚少。 

第二，文化融合中的文化同化危机。旅游是一种以人

口的跨地域流动为特征的社会性活动。大量游客在某种意

义上是作为他族（异地）文化的载体而进入的，这种情况

的长期存在必然引起当地文化与他族（异地）的接触和碰

撞，正如学者董学荣等（2009）所言：“旅游者和旅游目的

地居民直接和间接的相遇，必然会引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

化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

虽然由外来文化引起的当地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

程，但却是以牺牲当地居民传统观念为代价的，也就是

说，外来文化会首先引起当地居民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等方面的变化，在族群对外来文化表现为一种崇尚或趋同

的情况下，作为本地居民所具有的那份文化自尊则被摧

毁，进而形成当地传统文化被同化的情况。这一点可以从

Maccannell（1973）的研究中找到依据，即“在社区居民与

来自更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

时，社区文化和风俗就可能会用来满足游客的需求，甚至

是以牺牲社区的自豪和尊严为代价”。 

第三，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失序。开发少数民族

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拓展旅游

空间，而且可以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王天军,2000）。诚

然，传统体育因其观赏性强且可以参与式体验而备受青

睐，如骑马、射箭、划船、秋千等项目在多个少数民族地

区的旅游景点都能看到，尤其是能够营造欢快气氛的项目

更受欢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进行

开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认知范围的扩大，实现更大

范围的传播。但是，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传

统体育活动的嫁接、挪用、效仿等情况，如上刀山、爬天

杆等活动，在不同地区的旅游景点都存在，尽管此项目并

非本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当民族文化的经

济效益被广泛看重的时候，盲目开发、重利轻义、抛弃传

统、民风退化和道德水平降低等现象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旅游开发的窄化发展（韩玉姬 等,2013）。 

2.2.4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文

化的产生和类型划分产生重要的影响。生产方式是作为文

化创造主体的人，在自然界生存时做出的一种适应性社会

选择，而生活方式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外在

形式（周纪兰,1987）。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生活方式

是一种文化的表象。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角度而言，生

产方式的差异性决定了体育文化类型的多样化，游牧生产

生活方式孕育骑射文化、狩猎生产生活方式滋养弓箭

（弩）文化、渔猎生产则催生舟楫文化。此处没有褒扬

“生产方式决定论”的企图，但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体育

文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

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较大的改变，形成了一种传统体

育与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错位，从而使传统体育文化处于新

的生态困境。结合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古尔朵概述如下：古

尔朵是西藏自治区以放牧文化为基础，而分化出来的传统

体育项目，其原本是以放牧工具的形式存在，广袤草原放

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该项目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然

而，随着近年来牧区管理政策的变化，这一项目开始出现

了社会环境维度的不适应。1）牧区草场承包所致的传统游

牧方式转型，对古尔朵形成一定冲击。游牧是传统牧民的

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

逐步转型，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正逐步向商品生产的现

代畜牧业转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草原地区承包责

任制初步实行，截至 2010 年，“西藏已落实天然草场承包

面积 0.48 亿公顷，占西藏草场面积的 58.4%”（央珍 等, 

2010）。那曲地区是一个传统的纯牧业地区，近年来也开始

全面推行落实草场承包到户工作，制定并完善了《那曲地

区草畜平衡管理暂行办法》《那曲地区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

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同时出台了草地载畜量、畜群结

构、牲畜饲养年限、草地建设保护和使用强度等方面的具

体标准。实施草场承包政策以后，牧民在自己承包的草场

拉起围栏划分界限，同时防止野生动物侵扰。一系列的举

措意味着传统的游牧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牧民已经转

型为现代型的牧民，无须像以前一样骑在马上，用古尔朵

放牧，这种巨大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使古尔朵失去了原来

的用武之地，其使用概率逐渐降低，实用功能也在生产方

式转型中逐步失去，古尔朵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

压；2）现代化交通工具对古尔朵的发展形成一定影响。在

考察访谈中发现，现在的阿里牧区，摩托车的拥有者比例

达到九成以上，除了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以外，摩托车也用

来放牧，草原上相对平坦的地势在速度上也体现出一定的

优势。然而，使用摩托车放牧时，双手不能像步行一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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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捡石头也更为不便，所以，使用古尔朵就受到一定

的影响。现在的阿里牧区，青壮年男性放牧基本都使用

摩托车，只有妇女和儿童放牧时使用传统的放牧工具——

古尔朵。由此可知，随着牧区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整个

社会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似不相关的各个因素之

间，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古尔朵作为一项传统体

育项目，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环境

因素的影响。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较大转型和变革的情

况下，传统体育项目的存续和发展也将面临新的生态挑战。 

2.2.5   针对性传承机制尚未建立 

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复杂过程，受传承者、传承途径、

传承场域、传承媒介、承者的接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同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影响力等也在某种程

度上影响着传承效果。不仅如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

在的外环境，包括具象的自然环境、相对抽象的社会环境

和文化环境，都会对文化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总之，传

统文化的传承并非简单的、循环的、有效地在代际之间完

成。结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情况来看，其种类和数

量可谓繁多、特征可谓多样、内涵可谓丰富、功能可谓多

元。因而，其传承和发展必然呈现路径的多样性、进程的

参差性和效果的差异性。 

通过多年来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和考察

中的直观感受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一定是

一个分类推进的过程，并且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传承模式、

探索多元化的路径、借助于不同类型的介质、结合传统体

育文化的不同实际来进行。纵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 55

个民族和上百个传统体育项目，分布在多种类型的地域

上，其传承机制建立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少数民族地区调

研的过程中也发现，多数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普遍都处于

一种原生状态，虽然在开展场域上出现了挪移或改变，但

其中未发生变革性的变化。 

2.2.6  “非遗”项目申报中的曲解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目标和工作指导方针进行了明确规定，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发扬为 终落脚点。但在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非遗”项目申报中，虽然各个地

区也响应国家号召，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部署下建立了

地、市、县级的“非遗”名录体系，经过多年努力也有多

个传统体育项目被认定为“非遗”项目，然而，在文献资

料和实地考察中发现，不少地方对于“非遗”申报存有曲

解，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非遗”名录设置初衷的现象，

具体表现如下：1）“非遗”申报的功利化思维。“非遗”名

录的设置旨在促进当地濒危文化遗产的存续、传承和发

扬。然而，在某些地方“非遗”申报却被附加了太多功利

性。土家族摆手舞之乡轰轰烈烈的争夺就是典型实例，从

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角度而言，摆手舞是所有土家儿女的智

慧结晶，虽然由于行政划分导致地域上的分隔，但所有土

家儿女都是一家，应当群策群力来促进摆手舞的进一步传

承，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从摆手舞之

乡、原生态摆手舞之乡、土家大摆手之乡的认定和“非

遗”名录的情况来看，摆手舞已然被作为一种资源来争

夺，其背后的趋利心态无非就是多一张地方名片，在增强

地方知名度的同时，以此为抓手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

而获取经济效益。合理利用是“非遗”工作所倡导的举

措，但总体目标还是落脚于传承和发扬，否则，任何以

“非遗”名义进行的经营获利都是一种置传统体育文化长

远发展于不顾的短视行为；2）“非遗”工作的文本偏重。

“非遗”申报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深入

了解某一项目的历史、现状、相关人员、濒危情况等详细

信息，而且要充分挖掘、论证其内涵和价值。针对传统体

育类的“非遗”项目而言，还要进行文字、图片、视频等

多方面的准备。“非遗”申报的前期准备其实是一次对当地

传统文化存续状况的全面普查和摸底，相应的挖掘、整

理、论证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相对较低层

级的“非遗”项目申报过程中，流于形式、未进行挖掘整

理和价值论证、只重视申报文本的情况实有存在，通过这

种方式列入的“非遗”项目，其后期的保护、传承、发展措

施的跟进也不到位，也就失去申报更高级别“非遗”项目的

机会；3）“非遗”工作的虎头蛇尾。“非遗”项目申报需要

大量的前期准备，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挖掘、

整理工作是一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工作。工作固然困难重

重、任务艰巨，但对于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文化而言，

却是一次重生的机会。通过“非遗”申报，挖掘、整理出了

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体育项目，包括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开

展场所、器材制作技艺、传统器材实物等。然而，不少地方

经过认真的准备申报成功之后，出现了传承人待遇落空、配

套制度不健全、忽视“非遗”项目后期发展等后续工作不到

位的情况，反映出对于“非遗”申报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即

认为“非遗”申报成功就意味着工作结束，而通过“非遗”

引导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的 终目的却被忽略。 

2.2.7   传承和发展平台力量分散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仅需要分类推进，也需要在这一长期过程中搭建各

类平台，并串联整合各类平台的力量。目前，各少数民族

在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做出

了各种尝试和探索。在传承和发展的平台搭建方面，主要

形成了学校平台、全民健身平台、培训（训练）基地平

台、展演平台和运动会平台等，各种将本地传统体育融入

学校体育课的尝试都依托学校平台而进行，各类舞蹈经过

改编后走入广场是一种全民健身维度的尝试，不同项目设

立了青少年培训或训练基地是一种探索，发挥少数民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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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体育的优势进行各种展演促进了舞台化，各种级别的运

动会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竞技平台。 

上述平台涉及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社会功能的发

挥和不同发展路径的选择，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促进了

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各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和空间。但是，总

体来看，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平台尚存在

以下问题：1）各类平台的分布分散。虽然上文中提到多种

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平台，但这些平台

并非每个地区都较为全面地搭建成功，各种平台是呈分散状

态分布的，某一地区仅建设有其中部分平台，如吹枪项目，

在云南文山州的文山学院、文山二中和麻栗坡董干镇的中学

建立专门训练基地，也成为州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但却没有

融入当地的全民健身，也未登台展演。通过吹枪的实例可以

看出，不同的平台适用于不同的项目，当然还要考虑项目的

具体特征；2）各类平台的优势和力量较为分散。虽然每种

平台都有各自的优势，并非适合所有的地区和项目，但是，

平台与平台之间的横向关联和纵向的优势整合还相对欠缺。 

2.2.8   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的滞后 

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

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赵世林,2002）。换言之，传承

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

“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能够代代相传，而且使得每

一代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周晓虹,2011）。可

见，文化的传承是代际成员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广大少数

民族同胞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者和实

践者。然而，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代际传

承更多的是一种融于生产生活的自然状态，并未形成专门

的教育环境，也未曾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促进。从文化传承

的角度而言，教育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

作用长期被少数民族居民忽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不规

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日常

生活主要围绕以生产资料获取为主的经济活动而展开，传

统体育也未曾在广大居民思想观念中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

度，相应的传习活动则只能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只能依

托于家庭或家族进行祭祀或庆祝活动时获得传习的机会，

而这种群体化的传习从严格意义上讲远远达不到教育的层

次，毕竟传习场域的建构是临时的、传授技能技巧的人也

是自然村民、传习过程的互动性和效果缺乏监督、传习的

方式是口传或模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在千百

年来都依赖于这种家族式集体活动空间，严格意义上讲是

没有形成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规范教育机制的。但

其中有一种情况较为特殊，即某种传统体育器材的制作，

会通过师徒制的技艺传承方式来实现，如独木龙舟的制

作、响箭靶围和碧秀的制作、传统弩的制作等，此外，武术

类的传统体育活动，也会通过突破家族的形式来实现传承。 

第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失范。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

视，义务教育深入推进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建设。

在此背景之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校本教材、课间操、

体育课、课外活动等形式进入中小学，如贵州兴仁县的苗

族板凳舞以板凳操的形式进入学校，务川县仡佬族的打篾

鸡蛋、推屎爬等项目也进入中小学课堂，藏族的押加、摔

跤等项目也成为学校课外活动内容，还有的学校专门组织

人员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编、简化、编写教材

等。此举着眼于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及项目

数量多、类型多、参与性和娱乐性强、受场地条件限制小

等特征，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然而，从实际的情况

来看，大多数的尝试都出现了如经费问题限制了器材的配

备、学校管理层观念不一造成活动开展中断、师资力量缺

乏导致活动开展盲目、进入体育课程的制度性限制等问

题。究其原因， 根本的一点就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

学校体育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在全国中小学体育课程

内容的确定过程中，基本都是推行以竞技体育为中心、以

三基教育为重点的传统模式，传统体育虽然在近年来多有

提及，但在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建设的短期效应。

训练基地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普及、教育、传承和发

展的重要平台，由于其设立一般都选择高校等教育机构，

具有多方面的优势：1）相对稳定的生源既可为少数民组传

统体育项目的大范围普及和技术、技能的教育传承提供受

众的数量保障；2）训练基地可为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的开展、教育、训练和竞赛提供专业师资力量保障；3）政

府提供的经费可以保障训练基地的正常运行，使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教育常态化进行，从而产生持续的教育效果。但

是，有些省市在训练基地的建设过程中仅着眼于短期效

应，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所应有的

持续和长久教育传承意义。2008 年，贵州省先后在省内高

校建立两批 15 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第一批建设

的 3 个为综合训练基地，分别建在贵州民族大学、兴义民

族师范学院和铜仁学院，第二批建设的 12 个为单项训练基

地，以《贵州省民委 省体育局 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我省第二

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通知》（黔族发〔2008〕54 号）

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然而，上述 15 个基地在 2011 年以

后，旨在培训省民运会和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后备人

选的基地，由于后续拨款终止而名存实亡。 

 

3   消弭路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取径 

3.1   自然环境维度：加强文化实体的建设与优化 

3.1.1   加强传统体育原生环境的保护 

任何一种文化及其体系的形成和演变，都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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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决于这种文化创造主体——族民所生活和从事生产的

自然环境。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民族文化在对自然环境

的适应中孕育和发展，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风格各异、个

性殊远，恰恰说明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品格的重要影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大家庭的一

员，其个性特征也反映出了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差异，“自然

生态环境制约着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内容，而各民族的体

育活动在社会实践、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每一个环节上

发挥作用，都必须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并在自然生态环境

的制约下才能得以实现”（张涛,2008）。因此，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须回归到自然环境这一原点，必须以

原生自然环境为出发点，唯有保护好“土壤”，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才能更好地成长并发展延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自然环境因素因民族不

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有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两类，在原

生环境层面，地理位置、气候、海拔、植物、动物、居住

环境、交通条件、器材场地等因素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关联较大，其中有些因素是非人力所能控制和改变的，

但有些可控性因素的保护和建设尤为必要。然而，传统体

育原生环境的保护也应置于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背景之

下，不能一味抱守传统而忽略与时俱进，毕竟任何事物都

是在不断发展的。此处所指的传统体育原生环境的保护，

其内容和内涵也有所延展，保护的方式也因内容不同而有

所区别，有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器材都取材于当地

植物，如西藏工布制作传统响箭箭竿的西藏梨藤竹和制作

碧秀的西藏青冈木、贵州独竹漂所用的南竹、云南景谷制

作传统陀螺的柚木、贵州制作独木龙舟的柳杉等，此类项目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相关的植物都该得到应有的保护，

以保证该项目的传统做法能够延续下去。再者，有些少数民

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与当地的动物有密切关系，如藏族、水

族、彝族的赛马、藏族的赛牦牛等，所用马匹和牦牛的优质

品种须加强保护。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

的居住条件和交通条件大为改观，与此有关的传统体育项目

也受到影响，如早先作为渡河工具的独竹漂、用以代步的骑

马等。可见，自然环境因素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和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其原生环境进行必要的保

护，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3.1.2   筹建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

保护中提出，要“确定 10 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

区（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or Eco-Cultural Preservation 

Area）”①。文化生态保护区旨在加强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和

文化生态的保护，目前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名称

进行尝试，从 2007 年 6 月－2017 年 1 月，全国各省市共

设立了 17 个，其中西南地区有 4 个②。设立的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都是以地方特色文化为主题，为地方文化的发展

拓展了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①② 

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情况来看，在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方面设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传统体育文

化是地方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鉴于此，一方面可以在已

经设立或申报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设立或补充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题的版块，为其进一步发展创设

应有的环境和空间。这一点在 2017 年茂县举办的“国家级

羌族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成果展演暨羌年庆祝活动”中有

所展现，羌族羊皮鼓舞作为其中的一个内容进行展示，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国家大力号召和倡导建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背景之下，各省、市自治区可以设

立省级、市级甚至县级的地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过

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经验以后，再考虑设立文化生态保

护区，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实验区和保护区筹建

奠定基础。鉴于此，建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实验

区或保护区，应以原生环境——居民村落为区域范围，选

取某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开展 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或村落群

为范围，为各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提供可以进一步成长的

土壤和传习所，避免某某传统体育文化开发中心、传承中

心、主题公园等人为环境的建设，使各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在原生地得到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存续和发展，实现活

态化的存在和赓续。 

3.1.3   历史遗迹、文物的建设性保护 

任何一种民族传统文化都是历经长期积累和沉淀形成

的，期间或许会经历发展轨迹的起伏、或许会经历各种形

式的演变、甚至有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但凡流传至今

的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厚重感。作为以身体为载体和表

现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使用各种形

式的器材或各种规格的场地，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各种民族文化发展的信息都承载于场地和器械之上，成为

具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或文物。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社会文化

的一种历史文化沉淀和现实独特表征，折射出一个国家的

文化生态及其民族精神（白晋湘 等,2018）。某些传统体育

的古老场地或器材，承载着重要的体育历史文化信息，如

四川西昌彝族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赛马场、西藏工布地区传

统的射箭场地和历史久远的箭靶、重庆土家族摆手舞历史

久远的摆手堂等。此类属于自然环境范畴的遗迹或文物，

承载了某个项目的历史积淀，应重点加强对此类遗迹或文

 
①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

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

遗产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

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②西南地区的 4 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羌族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2008 年 11 月）、迪庆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云南省，2010 年）、大理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云南

省，2011 年 1 月 17 日）和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贵州

省，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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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保护，尤其在后期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

中，要防止各种可能会导致历史文化信息丢失的做法，对

其进行建设性保护，从而得到持续而又持久的有序传承。 

3.1.4   设立教育基地，促进纵向传承有序有效 

少数民族地区将当地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课程开发并

适当融入学校体育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和传播，也有助于缓解代际传承危

机。基于现实层面考量，通过设立教育基地可使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进入校园的举措得以落地，从制度层面来看，原

国家体委、教育部早在 1983 年就发布了《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试行办法》（体群字〔1983〕108 号），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2000 年发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体群

字〔2000〕86 号），之后又于 2003 年颁发《国家级体育传

统 项 目 学 校 评 定 办 法 、 标 准 及 评 分 的 通 知 》（ 体 群 字

〔2003〕34 号），2013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又颁布

了 修 订 后 的 《 体 育 传 统 项 目 学 校 管 理 办 法 》（ 体 群 字

〔2013〕10 号）。这一系列的制度性文件对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进入学校，成为传统项目学校的备选项目提供了依

据。从现实层面而言，之前批准设立的传统项目学校有不

少因为缺乏特色而取消，此类情况的出现跟所选项目没有

特色和优势有直接关系，如果选择当地群众基础较好、学

生有参与兴趣的传统体育活动进行申报，获批的可能性会

增加。除了申报体育传统项目以外，政府体育部门和文化

部门可以结合当地传统体育特色，选择适合的学校建立专

门的教育基地，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更多机会被群众认

知和选择，有更多机会提供给青少年群体去参与。 

3.1.5   构建传播平台，突破横向交流和融合障碍 

文化的发展问题实质上是传播的问题，文化的起源、

演变和发展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来看，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都可

以归为传播困境，如代际传承困境实质上是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在本民族内未能实现有效传播，具体可归结为传

播方式的不当或传播渠道的不畅；他者认知度不够的问题

其实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存在问题。可

以说，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其发展的动力所在。鉴于以上所

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困境走出，要将传播问题作

为重要的突破口，通过多元化传播平台的构建，促进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大范围和更有实效地传播。 

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将传统的传播平台融入新的传

播手段，实现多种传播方式的整合。以往关于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传统传播平台主要包括赛事、民族文化活

动、节日文化展演和旅游等，此类传播平台主要通过人这

一重要媒介来实现，通过身体的直观感受和亲身体验实现

文化的传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出现了多

种新型的传播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而出现的、有“第五

媒体”之称的手机，还有一些便携的上网工具，都为构建

新型传播平台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充分利用传统的传播

平台，并积极搭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平台、微博平

台、微信平台，同时实现多种传播方式的整合利用，构建一

种多元传播方式共用、多个传播平台互补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体系，从而实现族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联动，通过基本内

容、内涵和价值的传播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2   社会环境维度：加强内涵发掘和制度保驾 

3.2.1   创设教育环境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多元的，其中， 深远功能是影响

文化发展，教育不仅要传递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延续

和更新的要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要针对少数民族居民和学生两个群体创设必要的教育环

境：1）居民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环境方面。就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言，其根本问题在于广大少数民

族地区群众的知识欠缺、认知不够以及观念未树立，之所

如是讲，是因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

价值没有客观的清醒认识，大多数行为仅仅从个人的眼前

利益出发，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和远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

发挥创造主体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根本的一点在于教

育的滞后，一方面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尤其

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居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

长，导致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认知

水平上的整体偏低；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少数民族地区受各

种条件的限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方面未能

跟进。随着国家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推进，民族地区的教育

状况大为改观，教育水平日渐提高，现已具备了文字材料

阅读、认知能力提高和观念建立的基本条件。因此，通过

宣传使当地居民逐步建立传统意识，不断增强对于民族文

化价值的理解，建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念实为可行；2）学

生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环境方面。在学校教育层面，根据实

际情况开发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内容的特色课程或校本

课程，在课间操、课外活动、体育课中进行开展，使作为

传承主要群体的青年一代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

解，从而引发参与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代际传承的过渡。

这一点有不少民族地区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如贵州兴

义地区将苗族盛行的板凳舞改编成板凳操，在各级学校的

课外活动或体育课上推行；云南景谷县益智乡的学校中开

设了陀螺课等。各种有益的尝试都在很大程度上使青少年

有机会接触并理解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对于缓解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代际危机大有助益。因此，在各

教育阶段创设教育环境，不仅有助于不同类型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分类推进，同时对其有序传承和持续发

展也具有培根助苗的重要作用。 

3.2.2   建构制度环境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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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涉及体育、文化、宣传、民族、宗教、环境等多个

部门，具体工作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联动、

协调、配合。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并形成良好的制度环

境是保证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

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习俗，是人们在

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要依据现有的如《全民健身

条例》《“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和《“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

划》等国家层面的制度，制定出台各省市、自治区和地

级、县级的具体实施条例和计划。同时，2018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体

群字〔2018〕9 号）（以下简称“《意见》”）也提供了重要

的制度保障。《意见》明确提出：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

发展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各

级体育工作、民族工作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职责，统筹安

排，科学谋划，制定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的中

长期规划。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境的构建提供了重

要制度依据，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部门的责任进行了

总体部署。以上述各项制度文件为基础，各级地方政府会出

台相应的地方性意见，在此过程中，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内容适当融入，一方面可以解决制度性缺失问题，为各

项工作做好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切实推进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发展各项任务的落实。总之，以现有的相关制度

为基础，进行地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形成多制度的协同机

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保障落地是可行的有力举措。 

3.2.3   搭建交流平台 

少数民族大都聚居于相对偏远的地区，千百年来，各

少数民族因交通不便而与外界交流较少，长此以往，铸就

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突出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质。有些地

区虽然是多民族共同居住，但彼此的文化交流相对保守和

欠缺。而文化的传续和发展是需要借鉴和吸收他民族文化

精华的，否则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都会受到影响。同时，

缺乏交流也会很大程度上阻碍文化的跨域传播。随着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交通状况大为改善，各种

通信设施也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使用，当地政府体育和文化

部门应结合实际，搭建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在重大节日

庆祝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经贸活动中将本地传统体育文

化内容选择性植入，借助各种形式的展演，使不同民族之

间进行体育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为传统体育文化的

跨民族、跨地域传播创造条件。再者，积极组织参与各地

市州、自治区、省级乃至全国性的运动会，不论是表演项

目还是竞赛项目，都可以借此平台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的交

流和互动。此外，鼓励各族居民组建民间表演团体，将本

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适当改编，与其他形式的歌舞一

起，作为对外展演的内容，也是一种交流平台的搭建。在

这一点上，四川省阿坝州的萝卜寨有成功的经验，羌族推

杆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之后，该村寨在支书

的带领下，组建了文艺表演团体，将推杆、羊皮鼓舞等传

统体育内容作为节目到外地表演，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此

举不仅促进了本民族传统体育走出去，实现了对外的文化

交流，也通过表演达到了居民增收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3.2.4   打造文化符号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意义

的标示，是某种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也是某种文化所具

有的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内涵，

但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从学术层面而言，关于文化符号

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蒙象飞 2014 年提出的定义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即文化符号是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时间

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的凝结式标示，是一个民族、国家或

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华，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或

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

特质（蒙象飞,2014）。从此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符号是一

种特质文化的凝结，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该民族的文化符

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内涵、特征和本

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提及某种文化，很自然地会联

想到某种客观存在的标示，如提到中国文化会想到长城、

书法、瓷器、京剧、少林寺等，提到美国文化，会自然而

然地想到好莱坞、麦当劳、NBA、可口可乐等，提到西班

牙文化会想起斗牛士，提到韩国会想到跆拳道，提到希腊

会联想到奥林匹克。同样的，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方面，

提到羌族会想起推杆，提到蒙古族会与赛马相关联，提到

苗族会想起独竹漂和独木龙舟等。凡此种种，都是文化符

号对于人的主观认知的影响，这是由于文化符号比一般符

号更具有内涵和价值，更加具有民族性特征和凝聚功能，

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符号在形象传播功能方面更具优势。

从此意义上来讲，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如果能够成为该

民族的文化符号，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人们对于该项目的

认识和理解。基于此，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可以将文化符号打造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将某个民族 具

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历史文化信息的深挖，使之民

族特征更加明显，更能体现某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某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能够打造成文化符号，对于

增加他者对于该民族及其文化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

于本民族其他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也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 

3.2.5   建立传承机制 

传承有“传”和“承”两个维度的含义，传承就是

“传者”和“承者”的有序对接，实现器物、技能、技

术、技艺、文化的传授、掌握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风格殊异，正是这种百花齐放

的状况体现了良好的生态样貌。然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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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其中，

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传承链的断裂。具体而言，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面临同样的传承

困境，一方面是传者数量的日减，另一方面是承者的青黄

不接。究其原因，症结在于未能建立有效合理的传承机

制，而传承机制是保持传统文化延续的基本保障。从传统

体育的情况来看，多数具有传承价值的活动项目都在传承

方面遭遇瓶颈，抑或是传者年事已高或离世、抑或是承者

的传承主观意愿缺失或群体性远离传承场域、还有些存在

传承过程的封闭性和限制性。然而，一个状况良好的文化

生态，必然是多种文化共生共长、和谐共荣、传承有序的

样貌。传承虽然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环节，但

却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鉴于此，关于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传承困境，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传承机制的

建立，其中即包括对于传承者的保护、“三技”（技术、技

艺、技能）的抢救性保护和整理，也包括传承模式的科学

合理构建，还有承者群体的培育及传承能力的培养，当

然，更重要的是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民族历史、

文化和精神内核的传承。简言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有序传承的实现，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中通过多种

实践、以多种方式解读其作为一种运动文化符号的表现形

式及其内涵和精神，在不断地调整和适应中找准自身定

位，以更加切合的服务面向，与其他传统文化类型一起，

实现共生共荣、和谐统一、绿色活态的传承和发展。 

3.2.6   申报“非遗”项目 

我国从 2005 年开始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县

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已经建立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促进我国各地、各民

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于

群众生活、世代相传、见证历史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

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已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列入县级、市级甚

至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有些传统体育项目是

以其他名义（游艺、艺术、舞蹈、节日）形式列入的，但

这对于传统体育而言，是一个展现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

机会，否则，传统体育项目所蕴含的某个少数民族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就无法被他人认知和

理解。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要将“非

遗”项目申报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前提是要对传统

体育项目的各方面价值进行挖掘并通过论证，拣选出符合

“非遗”标准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申报。相信我们国家在

“非遗”工作上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会通过各种措施促进

“非遗”项目的进一步流传和发展。可以说，申报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其本身就是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

和整理工作，成功与否都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体育项目有

了被认知的机会。 

3.2.7   动员社会力量 

伴随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加速，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居

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居住环境、交通条件、

医疗卫生、信息传播、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逐步跟进。在物

质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并日益富足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众

的体育需求也被激发出来，尤其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国

民体育需求蓬勃迸发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

业也面临着体育需求增长和供给不足的矛盾。随着《全民

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的颁布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民健身事业也扎实推

进。在此背景之下，完全依赖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来满

足民族地区群众的体育需求，在短期之内还面临诸多困难

和现实问题。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

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各地市政府体育部门和文化部门

可以在政策层面进行引导，鼓励、动员当地社会力量参与

到全民健身事业中来，对原有的地方体育协会进行摸底调

查，根据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支持和帮助，使其更好的

发展。同时，出台鼓励政策，扶持培育一部分民间体育社

会组织，对当地的民族体育进行挖掘和整理，通过开展各

种形式的群众体育活动和竞赛活动，吸纳群众参与，借此

为广大少数民族居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满足其体育需

求。此举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和利

用；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的融合，

社会组织挖掘整理出来的本土化民族传统体育健身内容，

更加贴近当地群众的生活和需求，同时又为政府分忧；而

在此过程中还培育了大量的体育组织，这些组织的成长和

良性发展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地群众体育事业的良性运

转。可以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可有效拉近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而少数

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转向于地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丰富广大民众的生活。 

3.2.8   嵌入节日文化 

节日是各族人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

的一种民俗文化。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民族演变和发展

过程中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节日，以一年为周期，在不同的

季节有不同主题的节日，有的为了庆祝丰收、有的为了宗

教祭祀、有的出于纪念、有的出于历法。总之，各少数民

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节日。节日可以促进民族团结、民族交

往和民族文化传承，也可以增强族群认同、加深民族认可。

大多数少数民族节日都是伴随民族演变而流传下来的，如彝

族的火把节、哈尼族的扎勒特、珞巴族的昂德林节、傣族的

泼水节、羌族的羌历年、白族的三月街、水族的端节、卯

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都是某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

具有重要的传统价值和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有些

新的节日被设定，如藏族的赛马节、苗族的龙舟节、傣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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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节等是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题的节日。从现实的情况来

看，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是依托节日而存在和开

展的，可以说，节日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提供的是“时-

空”两个层面上的保障，是一个民族多种传统文化集中展示

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讲，节日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孵化场和温室。鉴于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

展，要把节日文化的营造作为重点内容，使其更好地融入节

日文化，可寻求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新

时期体育事业发展同样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体育

文化（白晋湘,2018）。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序传承

和持续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不论研讨其保护、传

承、演变还是发展问题，理清与其所处生境诸要素的横向

关联尤为必要。从自然环境维度可以窥知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起源与依托，也会使其本源性特征得以更为明晰

地呈现和认识；从社会环境的维度进行横向展开，可以探

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与诸

多因素的关联及相互影响。可以说，从生境维度入手进行

分析，某种意义上统合了纵横两个方面，使影响和制约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有了一个被整合认识

的抓手，同时也将这一文化事项置于文化生态理论的框架

内进行审视，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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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bitat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ecolog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study the plight of the habitat dimension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abitat.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the native field is gradually weakened,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many factors on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increasingly increased. Based on 
the dilemma,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entity in the dimens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formulat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in terms of inheritance,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make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walk out of the p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bitat. 
Keywords: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al ecology; habitat;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