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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挖掘了新时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探索了传承发展的路径。
得出：1、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三点：(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利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发展。(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利于我国各民族融合发展。(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利
于全民身心健康，从而提高幸福感。2、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路径分析为以下三点，(1) 加大承办各
级传统体育运动的规模。(2) 加快推进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的进度。(3) 合理引导全民健身体育项目的
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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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ex文章引用: 苏日力格. 新时代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路径的分析[J]. 体育科学进展, 2021, 9(2):
214-217. DOI: 10.12677/aps.2021.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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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ing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literature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1)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2)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3)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 The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s follows: (1) Enlarge the scale of undertaking traditional
sports at all levels. (2)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sports projects into campuses. (3)
Reasonably guide village sports and community sports structur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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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的重要载体，映射出不
同时期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特征[1]。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的全面领导之下，民族事业蓬勃发展。
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在这发展基础上更需继续奋斗，继续审视传承的重要性和
发展的路径，从而助力于体育强国建设、助力于文化强国建设、助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于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 新时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
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智慧的结晶。
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之下，我国各领域重视文化建设、文明建设工程，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成了
鲜明的对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制度优势、社会优势、前景优势等等。民族传统体育在五千年
的历史文化沉淀中所形成的身体文化，发展至今发挥着体育文化的本质价值。在传承丰富民族传统文化
多线条的发展道路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出台各类措施去保护和传承传统
文化，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式在全国各地挖掘具有内涵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现象，其中体育文化
也占据了一定的分量，由此看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员，
它是广大中华儿女的千百年的智慧结晶。

2.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助于我国各民族融合发展
习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
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背景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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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的、有意义的载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承载着各民族人民情感思想，在文化最深层的交流才能得
到真正的大融合、大发展、大未来。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介都在被充分的
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如此，借助自身的特色，在多元一体的民族大格局中占据着一定的分量。各
民族和谐繁荣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初心，在现代化的征程上一个民族也不能落下的决心，是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所在，各民族繁荣发展不仅要物质的发展，更需要精神的、全面的发展、新的发
展理念是突破以往的固有的思路，要在全面发展上发力，要在文化的，更深层的发展上科学引导。

2.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有利于全民身心健康，从而提高幸福感
提高与改善人类身心健康是体育的本质功能之一。在以科学理性为指导的现代化社会当中人们的工
作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打破了以往的生活作息规律，从而很多人逐渐的远离了体育，接近
了工作场所以及家园。针对这种现象国家也出台多层次全民性的健身政策。呼吁广大人民群众，“走出
屋子，走向阳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广场、校园都能看到一些正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身影。但是这些
远远不能达到全民健康、全民阳光、全民精神的目的。那么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价值是它的体育文化价
值。它要扮演体育的角色，也就是说体育文化的角色。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中哺育成
长的，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养生之道、伦理之道、博弈之道、健康之道都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让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的伟业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举措
之一。

3. 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路径分析
3.1. 加大承办各级传统体育运动赛事的力度
体育赛事的举办状态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从国内举办的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特点来看主要有
全国性的有“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各省市举办的少数民族运动会，还有节日节庆各地区举办的传统
体育运动会，这些赛事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现的重要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举办各类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是与现代体育赛事来比较远远不够。需要各级政府要统筹规划、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多培养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组织者、也要借助社会力量最终努力形成多线条、多层次、
科学合理的持续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体系。

3.2. 加快推进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的进度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培养体育人才的基础。而学校体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
养社会所需人才的重要内容，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 中华民族的振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
意义[3]。广大青少年是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主力军，各级学校是青少年聚集的地方，在各类学校开展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对壮大传承队伍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我国学校体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自上到下就有
教学目标，教学目的的整个科学的教育活动，在这种教育内容上添加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对于学校体育教
育乃至学校素质教育活动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推进的过程中也需要实地的调研，因地适宜，要从青少
年身心健康和素质教育效益的视角出发，要循序渐进，合理布局。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复兴的主
力军，也是传统文化的发扬者，青少年的体育爱好取向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教育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以及国家观，正确引导强少年的体育爱好。

3.3. 合理引导全民健身体育项目的结构布局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与时代成果的精华，在新时代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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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利用此契机，使民族传统体育在新时期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以期丰富群众健身活动，推动
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同时也是解决如今我国传统体育逐渐没落与下滑的关键所在[4]。全民健身是
我国国家层面的战略之一，在“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事业在各级组织的引导带领下取得了良好的发
展，全社会掀起了健康、运动的大浪潮，各类体育场所，体育活动随处可见，但是往往参加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人少之甚少，尤其那些古老的，有仪式性的体育项目变的那么冷清。全面健身宣传、尤其
是基层组织要更加注重宣传和引导的内容，因为基层组织是直接面对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能带动广大
人民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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