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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它不仅

创造了中国屯边文化的新时代，也开创了兵团体育事业的历史篇章。兵团体育的发展走过了与其

他省份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经历了奠基、初步形成、遭受严重挫折、振兴、新时期 5个历史发
展阶段。屯垦戌边的历史使命、特殊的组织机构和移民文化是兵团体育形成的社会基础。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乐观主义，极强的凝聚力和浓郁的群体氛围，多元化、区域性、交融性、动态性

是兵团体育的文化品格。兵团体育继承和发扬了军队体育文化，丰富了民族体育，体现了国家的

主流文化，促进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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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s currently the only special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imple-

ments the specialized state plan. It has not only created the form of border station cultur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start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ports undertaking of the corps. The development of corps sports has 

gone through a path and mode of developmen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gone through by other provinces, experi-

enced such f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as establishment (1949.10-1954.9), preliminary formation 

(1954.10-1966.4), suffering serious frustration (1966.5-1975.3), revival (1981.11-1991.9) and new era 

(1991.10-2007). The historical mission, spe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mmigrant culture of the border station-

ing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r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rps sports. Painstaking pioneering, enter-

prising optimism, strong cohesion, intense group ambience, diversity, regionality, fusional nature and dynamic na-

ture are the culture characters of corps sports. Corps sports hav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military sports cul-

ture, enriched national sports, embodied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nation, and promoted national cohesion and in-

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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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

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在自己所

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

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

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开放改革以后，兵团也称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兵团 5O 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人

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军垦事业，它不仅创造了中国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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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新时代，也开创了兵团体育事业的历史篇章。

当前，兵团体育正处在体制转型、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的重要时刻。研究 5O 多年兵团体育的发展过程，

挖掘和解读兵团体育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价值，总结经

验教训，有利于兵团体育在 21 世纪初探索出适应我国

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有利于兵团体育在 21 世纪不断

进步，再攀高峰。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发展历程与成就 

1.1  奠基时期(1949-10～1954-09) 

1949 年 l0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军

队体育奠定了兵团体育发展的基础。1951 年 2 月 1 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发出《1951 年部队文化艺术工作的指

示》，要求“文工团(队)应进行基本的形体训练及基本

的技术训练”[1]836，并“在连以上部队中设立俱乐部，

建设一副篮球和若干副棒球与克拉克球、波拉克球以

及其他锻炼身体的体育活动”[1]840。1953 年中央军委又

将体育列为部队正规化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并为此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至此，体育活动作为部队的

军事体育项目，正式载入了兵团体育的创业史册。1953

年 6 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建立了连队（车间）俱

乐部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这时

期，体育活动主要以基层为重点，以小型多样竞赛活

动为主要形式，活动内容大都为简便易行的军事体育

项目，如单杠、双杠、木马、投弹、拔河、跳高、跳

远、推铅球等等。1953 年 6 月二十二兵团组织的兵团

体育代表队及师为单位的战士演出队，出席了新疆军

区首届体育文艺检阅大会，获得了不低于其他单位的

奖励，包括体育团体奖 4个、个人奖 16 个，文艺团体

奖 9个、个人奖 10 个。特别是在体育竞赛项目上受到

普遍好评。1950 年 3 月二十二兵团九军(现农七师)二

十五师在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创办了生产部队第一

所小学，之后分驻南北疆的二、六军及所属各师也相

继建立子弟小学。早期学校体育内容以体育游戏为主、

劳作为辅。 

1.2  初步形成时期（1954-10～1966-04） 

1954 年 10 月 7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

生产部队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新疆兵团”，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六两军大部分官兵为骨干，

包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率领的起义部队)全部、五军

(三区革命民族军)大部,共 17.54 万官兵，整建制集体转

业组成”[2]，至此，兵团不再隶属人民解放军序列，而

成为一支军垦部队，起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作

用。1954 年 10 月 30 日兵团政治部文化部撤销，业务

并入兵团政治部宣传部。1955 年 3 月制定了《生产建

设兵团俱乐部工作纲则》（草案）及《生产建设兵团连

队及相当于连队俱乐部暂行条例》，对体育活动提出了

组织发动、器材购置和场地建设的具体要求[3]。1955

年 10 月兵团组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农业水利

工会首届运动会，男子篮球队获得了第 3名。1957 年

3 月兵团工会筹建，负责兵团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58

年 10 月受“大跃进”的影响,兵团各级工会组织及工

作机构被撤销，团以上俱乐部所辖的业务划归兵团政

治部宣传部文艺科负责。早期部队体育工作的开展和

兵团工会的管理体系，为兵团未来体育事业的形成及

发展奠定了基础。在 1961 年兵团开展的“五好运动”

中，体育比赛和文艺会演相结合，使群众性体育活动

达到了高潮。这时期在基层连队(车间)共建立了 2 106

个俱乐部，尤其是作为兵团建设较早的新城(石河子)，

体育活动开展最为广泛。1960 年，石河子男、女篮球

队参加自治区比赛，女篮获第 1名，男篮获第 3名。

1963 年和 1964 年，石河子乒乓球队参加自治区和兵

团比赛，分别获得男、女团体冠军。1964 年 8 月兵团

文艺会演暨体育比赛大会在石河子举行，有 16 个代表

队、493 名运动员参加，设男女篮球、男女乒乓球等 6

个竞赛项目。60 年代，学校体育主要开展篮球、排球、

乒乓球、田径等项目，以“两课、两操、两活动”为

中心的学校体育初步形成。 

1.3  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1966-05～1981-10） 

1966 年后，由于兵团人口和职工的大量增加，生

产却连年下降。1967~1975 年，新疆兵团逐步从全国

盈利大户变成亏损大户，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加上

其他一些原因，1975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

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1.4  振兴时期(1981-11～1991-09) 

1981 年 12 月 3 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

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90 年新

疆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

1983 年 6 月 4 日兵团工会成立，同年底，基层工会委

员会成立，兵团的群众文化体育工作又复归工会管理。

随着工作的正常开展，兵团师(局)、团(场)、连队(车间)

工会 4 级群众文化体育工作管理网络逐步得以建立和

完善。1984 年，兵团工会颁发了《工会文化宫、俱乐

部性质、方针、任务和工作方法》的通知，要求各级

工会在建设“职工之家活动中，把加强群众文化体育

工作列入合格职工之家的基本标准”[4]。兵团工会成立

后，各类体育竞赛开始恢复，开始了每 4年定期举办

兵团中学生单项运动会。这期间，兵团参加全国、自

治区主要竞赛活动有：1983 年 8 月全国农垦职工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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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男子篮球队获第 3名，女子篮球队获第 4名。1984

年 8 月全国农垦职工篮球邀请赛，男子篮球队获冠军，

女子篮球队获亚军。1986 年 5 月全国武术表演赛，获

金牌 10 枚，银牌、铜牌各 1 枚。1986 年 7 月全国航

模通讯赛暨新疆第 4届航模比赛，获 9枚奖牌并获团

体总分第 3名。1991 年由兵团编委下编成立兵团武医

馆(现兵团武术馆)，先后培养了武术(武类级)健将、国

家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 100 多名。1985 年兵团教

育学院开设体育教育专业大专班，每年向全疆招生 60

人。 

1.5  发展的新时期（1991-10～2007） 

1991 年 10 月兵团、师(局)两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成

立，体委与工会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体委下设办公室

(对内称工会体育工作部)。2003 年 8 月兵团体育运动

委员会并入兵团教育局，更名为兵团体育局，与教育

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下设办公室、人事处、发展规

划处(外事处)、群众体育处、竞技体育处。至此，兵

团体育工作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的轨道。1991 年国

家体育总局授予兵团国家一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审批权和单独组团参加全国运

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和各类单项赛

事资格，这为兵团竞技体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2007年7月兵团第一次组队参加了第八届大学生运动

会。兵团体委成立后，把普及群众体育活动作为提高

兵团人整体素质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以《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为指导，广泛持久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全兵团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 30％，工厂、学校、机关

等单位常年坚持做工间操和课间操，各单位利用节假

日及独特的地理条件积极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体

育活动。目前，兵团拥有师级体委 18 个、团(厂)基层

体育管理组织 655 个、各类体育协会 191 个，还有太

极拳(剑)、门球、无极健身球、健身秧歌、登山等专

项文体分会或运动队、辅导站 1 000 多个，有 736 人

被兵团批准为一至三级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中

小学坚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生体质得到明显增

强。现有 1 所体育学院、1 所竞技体育运动学校，1

所依托社会力量办学的重竞技体育运动学校，2 所传

统体育项目学校，4个兵团青少年体育俱乐部、7所师

级业余体校，初步“建立起了以石河子大学体育学院—

—兵团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农八师体校——石河子

市传统项目学校为主要组成的兵团体育训练网络”[5]。

有各类体育场地 3 731 块，其中标准场地 3 023 块，包

括篮球场 1 984 块，排球场 267 块，这些场地大多属

于教育系统，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0.3 m2。各运动体

校充分利用学校体育设施的优势，坚持走“体教结合”

的发展道路，培养后备人才，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形成的社会基础、

文化品格及价值 

2.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形成的社会基础 

兵团体育形成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屯垦

戌边的社会背景。履行屯垦戍边的特殊使命，要求广

大兵团人肩负起“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历史

重任。因此，体育作为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手段，在部

队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兵团的师、团、营等领导成

员大多从军队转业而来，军人对体育有特殊感情，各

级领导带头参加体育活动，使体育在兵团各个领域都

得到了关注和支持。二是特殊建制的组织保障。首先，

自律性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管理保障。兵团作为

一支寓兵于民、兵民合一的准军事组织，其自律性的

强度与范围明显要高于其他社会组织。准军事组织形

式要保持其独有的个性，从客观上要求其成员要有自

律性。军队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使兵团体育的组

织带有很强的自律性，其成员也由于种种因素从主观

上养成了自律性。这也给兵团体育文化定了个基调，

使兵团各类体育活动表现出步调一致、整体性强、组

织化程度高等特点。如每次举行兵团系统的各类体育

比赛时，各单位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合。其次，兵

团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每年都有 5~6 个月的农闲时

间，兵团职工退休后还有各类政策性的生活保障，这

些也为兵团人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上的保

障。三是独特移民文化基础。兵团成立后，“每年都有

一批转业军人、内地支边群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参

加兵团，仅1954~1966 年就净迁移人口达 61万人”[6]。

兵团人口以汉族的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移民是兵团人

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个由流动性移民组成的政

治性、社会性组织，需要有一定交往性的文化载体来

维持和运作，来满足背井离乡过程中渴望团聚的心理。

而体育正是因为具有“多层次身心结合的特点，和凝

结、聚合的功能”[7]，而成为特定时期兵团社会发展的

文化诉求。 

2.2  兵团体育的文化品格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什

么样的文化占据人们思想的主导地位，就决定了人们

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兵团体育的文化品

格是在兵团特定的地理、人文、经济等环境下体育所

反映出来的精神、价值取向和特征。兵团体育的文化

品格主要表现在：一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乐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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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育精神。兵团人的经济活动就是屯垦，政治活动

就是戍边，这是兵团人存在的理由，也是兵团体育文

化的核心内容或核心理念。艰苦创业是兵团体育精神

的重要内容。“兵团 50 多年来的历史，是按照积累和

发展所占用的经费比例高、而消费的比例小这一模式

发展的”[1]838-848。兵团人所面对的环境，养成他们必须

艰苦创业的精神，它是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的延续

和发展。“兵团创业初期的各方面条件都相当艰苦，没

有专用的体育设施，自己动手开辟场地，制作简陋的设

备。连队几乎都是在连部门前划出一块平整的场地，一

副木板，两根木杆，两个自制铁环，就是篮球场”[8]。

开拓进取是兵团体育精神的内在要求，兵团的职工占

兵团人口的—半左右，大都由移民构成，具有开放性

和流动性、复杂性和融合性等特点。兵团体育正是通

过对异质文化的开放，来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并形

成多元化的体育形式。乐观主义是一种不畏艰难困苦，

苦中作乐，昂扬向上，达观开朗的精神气质。2006 年

6 月农十师将第五届“体育节”的举办地，选择在兵

团最西北的，距师部 230 km 的一八五边境团场，正是

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现实写照。当兵团人将体育

活动所需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必要物质条件，赋予屯

垦戍边和增强体质多层蕴意时，体育便成为了承载历

史使命的独特精神载体，开展体育也具有了历史责任

的动力和源泉。二是极强的凝聚力和浓郁的群体氛围

体育价值取向。兵团人的远足迁徙，不只是单纯的屯

垦戍边，而是担负着国家赋予的重要使命。新中国的

屯垦戍边的事业虽然有戍边的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

是为了整个新疆的开发建设。因此，兵团各项事业都

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兵团各类体育的开展追

求一种轰轰烈烈的、浓郁的群体氛围。这种氛围一方

面再现了兵团开创时期大规模、大面积的劳动场景，

另一方面体现对英雄主义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是一个

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地方”[9]，“世

界上最后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群现代的堂·吉

珂德”[10]。体育竞赛为人能更大限度地展现体能，为

人相互间的体能比较提供了可能，也为英雄的塑造提

供了机会。兵团人生活在一种群体氛围的环境中，团

结协作的群体力量成为维持生存的支柱，这使人们互

助互爱的需求更为迫切，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成为传

统。在兵团，只要有节日，就会有各种内容的体育活

动，各类体育活动不仅与文艺活动融合在一起开展，

也与各类生产竞赛融合在一起开展，使体育活动总是

体现出浓郁的群体氛围。三是多元化、区域性、交融

性、动态性的体育特征。体育的社会化要求体育表现

形式的多元化。兵团主体多元性转向为体育多元化提

供了思想和方法。兵团人员的构成随着时间的流转，

其成分越来越复杂，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交叉融合，

使“兵团形成了特有的移民文化，形成了多元多层既

有矛盾又有统一的立体交叉的文化形态”[6]。兵团移民

带来了各地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并将不同地

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民俗文化汇聚在一起。同

时，兵团以连队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团场为重要管理

机构的组织方式，又极易促进兵团内部不同文化的相

互交流与融合，诸多因素形成了兵团体育表现形式的

多元化。兵团多数团场地处沙漠、戈壁、盐碱滩的边缘。

特别是建于 1962 年作为国防屏障的 58 个边境团场(兵

团共有174个农牧团场)全都分布在长达2 019 km的边

境线上。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使各民族人员都生活

在各自的聚居点，杂居的情况不多，这又使兵团体育

文化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例如，民族团场(指少数民族

人口达 30％以上)主要开展叼羊、赛马、摔跤等本民族

传统体育。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到兵团的民工

都是有明确利益目的，他们大多不定居，使兵团的整

体完整性和运作机制受到了—定的影响，呈现出动态

性特征，兵团内部的体育文化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兵

团体育文化的多变性特征更是得以体现。 

2.3  兵团体育的文化价值 

兵团体育的文化价值是兵团人在履行屯垦戍边伟

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在开创兵团体育事业的历史篇

章中，所形成的体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兵

团体育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继承和发扬了军

队体育文化，丰富了民族体育，是中国体育文化宝库

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兵团既受中央领导，又受新

疆自治区领导，这种独特的建制，使其体育文化的发

展与其他省市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兵团体育

文化既是军队体育文化的延伸，又是中原文化与西域

文化交流的产物。兵团体育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开放，

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不但具有多种文化的共性，又

有自己屯垦戍边和移民进取的个性，反映了兵团人的

生存智慧。二是传承和体现了国家的主流文化，并在

实践活动中弘扬了主流文化。三是极大地提高了民族

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

依据。民族团结是新疆的大局，促进各民族大团结,

是兵团为各族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政治内容。兵团本身

是以汉族为主，兵团与地方各民族的团结本身就是民

族团结的体现。兵团民族团(场)就有 33 个，分布在南

北疆各个师(局)，这些团场在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民族体育事业。如农

四师七十七团自 1987 年开始每年都举办少数民族运

动会，而且规模、质量、社会效益逐年提高，不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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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凝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

情，也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发展方向 
体育事业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体健康是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之一。发展兵团体育事业，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文化需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屯垦戍

边新型团场，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现实需要。

目前,兵团的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数仍处在较低水平。体育设施等资源总

量严重不足与现有体育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并存，

严重制约着广大职工群众更广泛地参与体育健身活

动；竞技体育水平不高，后备力量匮乏，没有专业的

教练员和运动员队伍；体育人才队伍严重匮乏，结构

不合理。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认真重视、着力

解决。兵团体育要紧紧抓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历史

机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全民健身与奥运

同行”，坚持“活动与建设并举，重在建设”，坚持“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以满足广大职工群众

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出发点，积极开创体育事业发

展的新局面，为兵团在西部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应初步建成具有兵团特色的

全民健身体系，紧紧围绕“场地、组织、活动”开展

工作，重点推动农牧团场体育工作和广大职工群众的

体育活动，提高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应发挥优势、

突出重点、立足全运，培养具有兵团特色的优势项目

和传统项目。应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同时自主努力

地调动各级各单位的积极性，加大对团场、连队体育

的支持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建设一批场馆，并发挥

积极作用。应进一步明确兵师团在发展体育事业中的

基本责任，不断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

展。应以学校体育为龙头，带动社会体育的发展，增

强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拓宽发展体育工作的新局面。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体育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应探索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为发展体育产业提供政策支持。应加强体育人才队伍

的培养，提高体育的管理水平，依靠体育人才队伍素

质的不断提高，发展和壮大兵团体育事业。 

文化活动的功用在于为人类活动提供意义，一类

是现实活动的意义，一类是理想活动的意义，当文化

活动直接以经济、政治等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内容时，

便赋予实践活动以意义。兵团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所形

成的特征和精神，是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有产物。随着

社会的发展，这种特征和精神也将被赋予新的内容。

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新

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兵团肩负的屯垦戍边使

命，内在地规定和要求兵团先进文化建设必须与之相

适应，即兵团体育文化也必须自觉地把先进文化建设

作为屯垦戍边使命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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