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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突

破口；是加强政府与群众、群众与群众沟通的有效途径；因其所具有的特点促使农民产生体育参

与热情，有效改变了农民的不良生活方式；在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肩负着传承文化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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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rural holidays and festivals are signific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they are important keys to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in new countrysides, and 

effective ways to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sses and between the masses; 

since their intrinsic features boosted the enthusiasm of peasants for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ctivities, they have effec-

tively changed the bad life styles of peasants; they have the mission to carry on the culture while promoting con-

sumption and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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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是为了特定主题而举行的庆祝活动。这种活

动有特定目的，且经过事先的设计与规划，并在指定

时间进行。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主要是在传统节庆期间

集中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我国农村节庆日主要包括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以及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在这些节

日举办的体育活动都可以称为乡村节庆体育活动。 

从 2002 年起，党中央连续 4年颁布一号文件，持

续关注社会主义社会新时期的“三农”问题。特别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的同时，也要繁荣农村文化，满足农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要，而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正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有效措施。国家体育总局张发强[1]也在全国农

民体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繁荣农村体育，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以

其独特的亲和力、竞争性、公平性、刺激性和娱乐性，

在活跃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树立

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以及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新农村体育文化建

设的突破口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具有经济性、时间性、参与性、

竞争性和趣味性等特点。在节庆时举行体育活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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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参与的广泛性，还能在时间上符合当前农村

劳动力的流动现状，同时，体育活动所特有的竞争性、

趣味性也成为吸引多数人参加的重要因素。以节庆体

育活动带动平常体育活动的开展，从体验体育活动到

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从娱乐身心为主到娱乐身心与强

身健体并重发展。 

同时，乡村节庆体育活动还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

征，表现为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既包括传统

民间体育活动也包括现代体育活动项目。春节时的体育

活动开展最为广泛，参与人群的积极性也最为高涨。汉

族的舞龙、舞狮、扭秧歌、踩高跷、抖空竹、敲盘鼓、

荡秋千、拔河、放风筝等，少数民族的赛马、摔跤、踢

毽子、芦笙舞、腰鼓舞等都集中体现了我国丰富的民间

传统体育文化。再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无论是汉族还是

少数民族，都十分积极地开展此类活动。在此期间，跟

赛龙舟有关的体育活动也纷纷登台亮相，极大地活跃了

节日气氛，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2]。 

当前，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热情、经费都

较缺乏，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制约了乡村体育文

化建设的发展[2]。广大学者在研究农村体育的发展时，

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吁国家加大投入，改善农村体育设

施现状，希望广大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活

动。就我国农村当前状况而言，除了少数富裕村镇情

况相对较好以外，绝大多数的农村几乎没有开展体育

文化建设。农民因为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

平时难得有机会参与体育活动，只有到了节庆日才会

有较多的余暇，而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因为具有上述这

些特点，与农民的实际情况正好相符，成为乡村体育

文化建设得以有效开展的突破口。 

 

2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加强政府与群众、群

众与群众沟通的有效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和谐的时代要求，是

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途径，是引导亿万农民走向

富裕的正确决策。可是现实中由于部分领导干部的认

识偏差，把建设新农村这本经念歪了，陷入了“口号

式新农村、借贷式新农村、橱窗式新农村、钱袋式新

农村”[3]等误区，片面追求表面成绩，过于看重经济

发展而忽视精神文化建设，导致出现村民的“钱袋鼓

了，脑袋却贫了；门面阔了，思想却窄了”等与社会

经济发展不相称的现象。基层政府的不良作风及偏执

理念，使老百姓对其信任程度持续下降。村民委员会

由于精力、资金、知识等限制也无力组织农民开展文

化活动。因此，基层政府在节庆期间因势利导开展一

些文体活动，必然会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民精神文化需

求，使老百姓充分感受到政府能为群众办实事，能带

领群众在物质、精神方面走致富路。经济的发展可能

会受到自然条件、地域条件等的限制而很难一下有很

大的发展，但软环境的发展尤其是节庆体育文化活动的

发展在凝聚人心方面具有“小投入大产出”的奇特功效。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除了增强政府与群众沟通，还

能促进群众间的交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

成立相应的组织，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竞赛规则，还要

积极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每一具体项目的进行也

要制定竞赛方式和规则，目的是保证大家在一个公平

的环境中参与竞争。一些集体项目还要家庭、村组合

作进行，这也给人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大家出

谋划策，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体现出友谊第一

成绩第二的友好场面，这是其它任何娱乐活动无法代

替的。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使以前有矛盾的家

庭、邻里消除误解，增进互信，重新成为好朋友、好

邻里。更重要的是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良好的

导向和指引作用。 

 

3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改变农民不良生活

方式的重要手段 
    2007 年春节，笔者在豫北辉县市访谈了近 3个乡

镇 10 多个村庄的 100 余村民，结果显示：春节期间，

看电视是农民最主要的闲暇娱乐方式，排在第二位的

是玩扑克和麻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外出务工收入的

增加，使农民有更多的经济支配空间，但大部分资金

都投入到了电视机、DVD机等消费品上。还有就是进

行半娱乐半赌博的活动，比如打麻将、斗地主等等。 

伴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生活的城市化，癌

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等城市易发疾病也开始

在乡村蔓延，而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才是预防这些疾

病的重要手段[4]。但是如果没有积极的情感体验，任

何人都不会有长久的热情参与体育活动。乡村节庆体

育活动的开展使广大村民有了接触体育的机会，乡村

节庆体育活动具有的特点易使农民形成积极的情感

体验，再加上对体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和时间的保

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肯定能成为我国广大农村体育

工作开展的“火种”，形成体育活动的燎原之势[5]。这

样广大村民就会慢慢适应有体育的生活，进而过渡到

积极参与除节庆体育活动外的其它有益活动，逐步走

出“饭前打牌，饭后电视”这种单一的静态生活方式。 

 

4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发展经济、传承文化

的重要力量 
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除了在丰富人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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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上具有重要意义外，还能够极大地活跃乡村

的经济发展。以北方春节期间常见的庙会为例，其中

丰富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为大众喜闻乐见，聚集人

气，对于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有显著作用。由于

节日期间集中开展的体育活动在乡村具有极大的影

响力，所以，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常听见这样的说法—

—“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目前，乡村节庆体育活

动也正在成为乡村旅游宣传的重要内容及开展乡村

休闲旅游的重要活动。 

在经济得以发展的同时，如何传承和保护乡村传

统体育活动项目也是广大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6]。在

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很多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娱

乐项目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民俗体育活动一般都是人

们祈求平安和歌颂丰收的信仰行为，具有强烈的节庆

色彩，同时又适应当代农民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积

极特征。比如扭秧歌、踩高跷、盘鼓等就深受农民的

喜欢，也将农村粗犷豪爽的性格充分展示出来，这些

体育活动应被继承发展。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为民俗娱

乐活动构筑了发展的平台，在传承乡村文化和传统项

目方面具有很好的表现力。 

 

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构建

和谐乡村社会、引导农民进行体育锻炼、抑制农村不

良社会风气蔓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农村文

化建设的突破口之一。但是，放眼整个祖国大地的乡

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水平和普及程度还远远不

够，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去发掘、发展，也

只有这样做，我们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村体育工作才

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良

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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