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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文化及其体育的主要特色是通过竞争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对立，东方文化及其

体育的主要特色是通过和谐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统一，目前二者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是外因——社
会大环境所致。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昔忧”——西方强势竞技体育的冲击，也有“今患”——东
方后起体育项目的逼近。当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弱势文化载体的扶植和支援，另一方面，体育界也要行动

起来，真正将其做出特色，使其从技术到理论，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唯此，民族传统体育

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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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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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Wushu，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Shanghai 200438，China；2.Department of Sports and Military 

train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ri-

ental and western sports, the authors described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s for the cur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culture and sports is the opposition 

presented in a competitive way, whil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oriental culture and sports is the unification pre-

sented in a harmonious way; at pres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sports is caused by an extrinsic factor - general social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old 

worry” – the impact of dominating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 “new threat” – the approach of emerging 

oriental sports ev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Lastly,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nowadays is give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also facing extremely serious challenges; on the one hand, our nation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help and support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s a disadvantageous cultural carrier, while one the hand, the sports community should 

also take actions to truly show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it will fully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e both techn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nd only by doing so can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be further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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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东方文化的兴盛，很多学者提出：

“武术与体育原本分属两个并行不悖的文化体系”[1]；

“中国武术与奥运竞技体育自古以来就是相互平行的

两大运动体系”[2]；“中国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应该是

并驾齐驱的”[3]；“东方体育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其

宏大、成熟、显扬，足以和西方体育大系统分庭抗礼。

而这两个大系统，又分别以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和东方

武术为代表”[4]；武术“作为一个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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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驱的文化系统，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也

有着许多优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丰富文化内涵”[5]。但是，

也有学者提出要取消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民族传

统体育学，将其相应的内容分别归入体育人文社会学、

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这些论点到底谁是谁非？

下面我们从东西方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1  东西方文化和体育的历史发展及主要特色 
放眼历史长河，人类脱胎于野兽，所以远古时期

的人类保持着极强的兽性，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

的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人类早就灭亡了。

同时，兽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一个国

家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那么他们会在相互厮杀中同

归于尽、彻底毁灭[6]。远古的人类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在不断抑制和驾驭自身的兽性中逐渐发展起了人类

文明。但是，在抑制和驾驭自身野性的过程中东方文

化和西方文化走了不同的道路。 

西方文化力图通过外在的法制来规范社会，早在

西方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时，“法”对社会的调节职能

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古希腊雅典的德拉古立法到

梭伦变法、克里斯梯尼变法，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到

李锡尼—绥克斯图法、霍腾西阿法，无不说明西方人对

法的重视。亚里士多德曾言：“法治优于人治。”[7]用法

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人们由于害

怕违法被罚而不得不遵守法律，因而，人们是被动的、

消极的，处于服从的地位，他们考虑的是“能做什么

与不能做什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残酷的、原始

的竞争依然大量存在；有些人甚至常常会将“不能做

的事”偷偷地转化为“能做的事”，从而进行不正当的

竞争；而一旦脱离了法制的控制，人的原始野性就会

暴露无遗。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

被淘汰”的理论，既描述了动物界，同时也折射着西

方文化。纪录片《大国崛起》描述的前几个大国的崛

起都是靠强力来征服、占领和掠夺而成为大国的。因

为他们发现的新大陆是不受法制控制的，所以，所到

之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在美洲几乎把印第安人斩尽

杀绝。 

通过外部法治控制人的行为，只能“治标”不能

“治本”，反而使人更趋于自私、利己，从而形成极端

利己主义的人生观。现代西方文化“关于人的理念”

是“由 17 世纪西方哲学家奠定基础的”，这个基本观

念就是“人是欲望或利益的动物，人生的目的就是使

用理性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个体的自我

是绝对的原则和绝对的本质，与之相比，人的社会性、

多样性和复数性都是次要的”；“人生在世，就是与天

斗、与地斗、与人斗，以尽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

益”[8]。 

在这种理念指引下，争斗、竞争作为人们满足自

身欲望的最直接手段，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竞争、

征服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标志，通过竞争求发展成为

西方社会的主要发展模式。 

体育是文化的载体，西方体育更强调“竞争”，正

是其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文化特色使然。西方

体育是一种崇尚力的强者哲学，其核心和灵魂是竞争、

对抗，惊险性、刺激性、功利性是其固有的追求。在

这种目标驱使下，竞技体育十分强调“练”，通过超负

荷的训练来挖掘人体的内在潜能，达到超越极限，显

示强力的目的。“更高、更快、更强”是对这种追求最

恰当的总结。也正因为其社会文化领域更强调法治，

西方的任何一个竞技体育项目都有相当于“法律”的

竞赛规则，从外部制约着参赛者。而一旦规则涉及不

到，运动员就有机会钻空子，即使条文之内，很多运

动员也常常将“不能做的事”偷偷地转化为“能做的

事”，如当今几乎作为公开的秘密的兴奋剂问题。也就

是说，在外在“法”的约束下，通过“竞争”和“对

抗”来超越对手，挖掘自身极限，是西方体育的主要

特色。 

东方文化则希望通过内在的德行教化来调教人

民。东方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先秦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

化繁盛期。在“百家”中虽然也有以“无教化，去仁

爱”、“刻薄寡恩”为特征的法家思想，但是，由于不

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并未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自

秦亡以后，便趋于瓦解。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思

想和儒家思想，特别是更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

儒家思想。这两家思想的共同点是主张“和谐”和“统

一”。当时，针对诸侯混战、战国纷争给人民和社会带

来的灾难，这些智者哲人都不主张战争，他们希望通

过对人民的教化来减少“对立”和“斗争”，向往一种

“和谐”、“统一”的大同社会。老子主张“无为而治”，

强调“不争之德”，正体现了这种和合思想。而要真正

实现和谐相处必须通过教育，儒家之学即为“成己之

学”，强调对人的“教化”。儒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是建

立在对人性和人生目的的根本理解基础之上的。古人

早就看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

之大恶存焉。故恶欲者，心之大端也。”所以孔子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十三）；孟子说：

“人之异禽兽者几希”。这并非是否认人有善良天性，

而是说，如若不学，即未经学习教化，即便是出于善

良天性也未必就能行善[8]。《论语》以《学而》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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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以《劝学》起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大学》

的开篇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

至善”，《大学》八目，有关学生自身修养的占其五，

是最基本的部分[9]。这些著述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教育提

升人们的人格境界，完善人生，成己成物，达于大道。

因此，这种教化着眼于人内在的境界的提升，使人们

从内心深处明白“应该做什么与不应该做什么”，从而

发自内心地、主动地遵守社会规范，即使在能为“不

能之事”时,依然固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即《礼记·中

庸》中讲的“慎独”。不同于西方人强调人的欲望，东

方人则限制人的欲望，南宋的理学提出的“存天理，

灭人欲”正是这种思想的最为极端化的反映。 

在长期“教化”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渐

呈现出防卫性文化的特色，历史上很多战争，诸如汉

武帝抗击匈奴，两宋抗辽、抗金、抗蒙古，明朝抗倭、

抗满，满清抗西方列强，中华民族抗日，以及后来的

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都是被动地抵御

外敌入侵,而非主动侵略别国(元代的东征西讨实属特

例，那是因为蒙古族还未汉化)[10]。中华民族不仅不主

张侵略，而且还倡导和平外交，致力于世界各国的共

同发展。西方发展航海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中国的郑

和下西洋则是将中国的先进文化财富带到世界各地，

恩泽四方。这也是靠外在的“法”来强制和靠内在的

“德”来教化而产生不同效应的极好例证。 

在长期“教化”，注重德治的理念引导下，主张和

平共处，倡导和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

通过和谐达到发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发展模式。 

中国武术本来与国外其它武技一样，是一种原始

的格杀技术，但是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也逐渐

成为一种文化载体，练习武术的过程也成为一个对人

“教化”的过程。太极推手通过和谐的方式竞争，武

术比试讲究点到为止，正是这种“教化”的结果，它

与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西方体育形成鲜明对比。“武”

字的深层的意义是“止戈”，武术不仅教人“如何打”，

其思想宗旨更是让人理解“如何才能不打”，这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防卫性特色在武术上的反映。中国文化的

这种防卫性特色相对那些好战争、喜侵略，好欺压弱

小、周游世界摆擂台以逞武力的其他文化，是一种更

为成熟的文化，它揭示了和谐相处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为武术提供竞技化大发展的肥

沃土壤，因此，长期以来，武术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

擂台机制，致使不同等条件竞技成为传统武术的重要

原则[11]，即使发生比武较技，也大多点到为止，力图

以德服人。李连杰主演的影片《霍元甲》正深刻反映

了武术注重“和谐相处”，主张“以德服人”的思想。

武术不是用于攻击或逞强，而是用于防卫，竞争并不

是把对手置于死地，而是让其心悦诚服，这正是对武

术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不仅武术，导引、气功等传统体育都强调性命双

修、心身并育、内外结合、动静相生、阴阳消长的功

法，通过天人和身心的平衡调节，来谋求同外界和谐

地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获得人体机能的整体

优化[12]。 

相对而言，通过适度的运动，强调“自然”、注重

“和谐”、追求“统一”是东方体育的主要特色。 

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对立统一”规

律是揭示自然、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13]，它也揭

示着人类体育的发展特征。如果说西方体育更强调“对

立”，那么东方的体育则更侧重“统一”。这正是东西

方不同特色的文化熏陶使然。自古以来，独具特色的

体育运动在各自的土地上相互独立地平行发展(当然

西方的奥运竞技体育断裂了 1500 多年，直到近代才重

获新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2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昔忧”和“今患” 

2.1  “昔忧”——西方强势竞技体育的冲击 

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一个已经经历了长期

“教化”性发展，走到了近乎极端的地步，而另一个

则尚处在野性十足的阶段。两者相遇正似“秀才遇到

强盗”，只能任人宰割。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

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薄的心理，力

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

成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

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

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西学的历史

印迹无处不见，直到 20 世纪末，在很多人心目中还认

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

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庞大民

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

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

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

少数东方体育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

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武

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

间里，不知所措地难以发展。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

运会为指针运转，除武术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

体育项目列入比赛，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

成为所谓的“竞技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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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

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奥

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首先是因

为它本身有宝贵的价值，其次它迎合了近现代社会发

展需要竞争的大环境；再次资本主义在近代的侵略扩

张，使西方文化得以世界性的传播，给奥林匹克运动

的推广创造了条件。以中国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

之所以在 20 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无

有用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 

强调“自然”、注重“和谐”、追求“统一”是东

方体育的主要特色，这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主基调不合

拍。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自由

竞争极度膨胀，人们无情地向自然攫取财富的时候，

尽管‘天人合一’观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它的

基调似乎已同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不合拍了，于是，常

常被那些急功近利者们所厌弃、淡忘。”[14]在这种情况

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么像武术一样，做大幅度精

简，演化转型为竞技武术，苦苦乞求加入奥运会，作

为其麾下的一个小运动项目发展，要么像很多濒危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自生自灭，或予以保护，等待

时机。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契机终于出现了。20 世纪末，

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

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谐、统一为特征的中

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

化落后。正如于均刚[15]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

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

领域，不适合文化领域。”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

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而奠定了雄厚的经济物质

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

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 世纪将

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

多专家的预言。1997 年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体育学下

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正式成立，正标志着这种新

契机的开端。21 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

条件。 

然而，在民族传统体育正欲摆脱“昔忧”，迎接新

的“契机”之时，新的忧患又产生了。 

2.2  “今患”——东方后起体育项目的逼近 

近一个世纪以来，当我们没有珍视传统，恣意践

踏自身文化时，东方文化圈内，曾受中国传统文化长

期辐射的周边国家，却辩证看待东西方文化，将东西

方文化之精华进行了巧妙的结合，从而创造出更为先

进的文化。 

像近现代的日本，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未走

“全盘西化”的发展之路，而是经历了思想文化领域

的 3次激烈争论，最后提出了“东方道德，西方技艺”

的口号，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

起来，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原则与传统文化中的行为感

情因素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以西方

科学技术为内容的教育方针[16]。日本正是因为找到了

东西方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才首先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也正是凭借中西方文化的恰当结合，才成功将其柔道

推入奥运会，接下来再将空手道推进奥运会也是志在

必得。 

韩国是将东西方文化恰当结合的又一典型。近年

来，“韩潮”滚滚，实在令人震惊。现在许多年轻人耳

听韩国流行歌曲，眼看韩国电视剧，房间贴韩国偶像

明星的照片，嘴里偶尔还会冒出几句韩语。韩剧中深

深地感染中国观众的是它们所秉承的尊老爱幼、礼尚

往来的优良传统，鲜明的民族精神，浓烈的人情世态，

真切质朴的生活场面。韩国跆拳道之所以更吸引我们

的孩子及其家长，是因为通过学习跆拳道孩子们不仅

在竞争对抗中培养了意志品质，更主要的是通过学习

变得更加有礼貌，学会了如何做人。跆拳道能顺利进

入奥运会，并得以在世界风行，除了与他们的推广策

略和推广力度有关外，更重要的还是它所展示的东方

文化。有学者曾就韩剧的流行进行分析，指出：“韩国

是一个有着典型东方文化的传统国度，韩剧中所流露

出来的风俗、人情世态和文化蕴涵，足以使人们真切

地领略到东方文化特有的意味和无穷的魅力。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也正是‘韩潮’在中国热起来的原因所

在。”[17]实际上，对东方文化的蕴涵也正是跆拳道在中

国乃至世界流行的原因所在。 

以韩剧、韩歌、跆拳道为载体的韩国文化的流行

不得不使我们深思：韩国比我国开放得更早，接受西

式的生活方式比我们更完整，却还能够在保持民族传

统方面做得很好，这种既注重保持自身优良传统，又

注重主动汲取外来文化精华的发展方式，正似我国历

史上汉唐时期的发展之路，正因为汉唐时期既注重对

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注重对外来文化（西域、印度、

日本）的汲取，才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两个

朝代。汉唐在我国历史上的强盛正预示着小小一个韩

国的即将强盛。不仅近邻韩国，西方国家同样注重传

统与现代的结合。2007 年 8 月，法国思想家、城市问

题专家皮艾尔·卡蓝默在广州演讲时说：“欧洲人，特

别是法国人，很注重把现代化融入到过去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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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城堡的修复等等。但我看到中国不

是这样，本来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但现

在看起来好像在力图摆脱自己的过去，对旧的建筑拆

啊、毁啊，保留下来的东西非常少”，他进而分析原因，

“对中国来说，现代化很大意义上是外发的，需要把

技术性发明和社会其他方面整合起来，就会生成一种

逻辑：这样的现代化是由西方文明带来的，因为我们

没有这样一种文明，我们需要破坏原来的文化来接纳

它。”[18]实际上，文化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前面讲的历

史上的汉唐、现在的韩日，正是将不同文化完美融合

的典型。现在的中国要强盛，固然不能只固守传统，

但更不应全盘西化！ 

看看武术界现今仅存的唯一的武术对抗形式比赛

——竞技散打，几乎完全借鉴西方拳击的比赛样式，

如拳击比赛场似的赛场、拳击用的手套、拳击选手似

的赤胸裸背，几乎没有体现多少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除外在的形式外，我们开展武术散打对抗的理念也没

有恰当的定位，甚至造成了练习散打者“惹事生非、

打架斗殴、破坏社会治安、甚至行凶杀人”的不良形

象，这正是很多武术教练员、教师乃至学者心目中认

为“‘武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现代武术界提倡不

合时宜”[19]所致。学习武术散打带来的消极影响与学

习跆拳道使人更加有礼貌、更能明白做人的道理、更

能理解人生真谛的积极影响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这使我们不得不检讨在对武术传统继承方面的缺失。 

有报道说，跆拳道已经把中华武术“踢”出了“都

市时尚”[17]。实际上，何止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

剑道的凶猛之势，也毫不逊色。如果说，与西方体育

相比，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还有很多文化特色方面的

优势可言，那么，与跆拳道、空手道等东方项目相比，

我们则毫无优势可言，因为我们的武术经历了半个多

世纪的西方竞技化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传统，

已根本无力与这些包涵着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的武技

相比。如果说西方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冲击只是一

两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的一段时间跨度，那么，东方

这些项目在世界的蓬勃发展以及席卷中国之势，在将

来可能彻底取代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还不重视我们的民族体育，那我们这一代将真正

成为历史的罪人。 

过去，在经济化的进程中我们处于劣势，呼声微

弱，不被人理睬，是因为我们工业化起步较晚，市场

化程度不够，情有可原。而在文化领域内，我们自惭

形秽，无所作为就不应该了，因为我们一直自诩文化

大国，有大量的人文资源可以挖掘。在众声喧哗的全

球化语境中，中国若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游离于外，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

活着，这个国家才活着[20]。爱国主义是当今民族精神

的核心，作为每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都有责任

和义务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同样，每一个具

有爱国情怀的体育工作者也有责任和义务将民族传统

体育发扬光大。 

 

3  立足于民族文化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

的必要性 
在以征服、对抗、竞争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文明渐

次让步于以自然、和谐、统一为特色的东方文明的 21

世纪，在中国大力倡导“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

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我

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抓住时机，将沉默了上百年的民族

传统体育体系发扬光大。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而言，当

今时代提供了契机，而对时代的发展而言，民族传统

体育大的发展则将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伟大实践，

我们可以说：“给民族传统体育一个机会，民族传统体

育将还中国乃至世界一个奇迹！” 

对于具有生命力但处于弱势的事物，唯有积极扶

持，才能促使其发展，若放于四海，任其自生自灭，

那只能毁灭其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体育学下的

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正式成立，是扶持的开始，但

是，要促使其蓬勃发展，必须加大扶持力度。2007 年

11 月，上海市高校的光电工程(上海理工大学)、交通

运输规划与管理(上海海事大学)、中医医史文献(上海

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民族传

统体育(上海体育学院)5 个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其中，关于民族文化领域的占了 3个，

这足以说明国家开始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撤消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将其相应的内容分散到

体育人文、教育训练、人体科学等学科，无疑与以上

论述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对整个民族传

统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它代表了目前体育界为

数不少的学者的观点，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这种论点的成因可能由于体育界大多数学者深受西方

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所致，但是，也不

能不承认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中确实存在很多

问题。只有首先解决好自身问题，我们才有坚持其独

立发展的话语权。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偏重分解、分析，将事物细

化，从微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偏重综合、统一，对

事物从整体、宏观上把握。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

传统体育研究只是尽量借鉴西方的思维方式，也试图

从运动解剖、运动生理、运动心理、运动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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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生物化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角度，将

其进行分化研究。这种细化研究无疑对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顾此失

彼，因借鉴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终究

会失去自身的特色，而随波逐流。像我们的武术教材

一般都是上篇理论，下篇技术，而缺乏传统思维方式

下的从整体把握的教科书。读过孙禄堂的论著的人都

知道，他完全按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用一整套与西

方迥然相异的符号体系阐释武术，而诸如此类的研究

成果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根本没有印记。正因为我们只

顾借鉴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完全忽视了民族

的方法，才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民族特色。 

我们只有改变长期以来，在意识中把竞技武术视

为武术的全部的观念，在注重借鉴，进行分化研究的

同时，也注意在某些研究领域回归传统，做出特色，

才能真正使武术成为独具特色的运动体系。民族传统

体育的其他项目也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再去体

现时代特色才更有希望。像山西晋中卫校的白榕创编

的太极柔力球运动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太极理论，

推陈出新，在现代运动场演绎的一项独具民族特色的

球类运动。 

    回顾历史上汉唐的昌盛，近观当今时代韩日的崛

起，都是立足于传统文化再去汲取外来文化的极好例

证。“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

的文化竞争力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任何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21]，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的发展同样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后盾，只有立足于

民族文化，才更具强大生命力。 

新的时代背景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契机，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想不坐失良机，一方

面应积极争取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弱势文化载体

的扶植和支援，另一方面，体育界也要行动起来，真

正将其做出特色，使其从技术到理论，都充分体现民

族文化特色。唯此，民族传统体育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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