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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南部沿海区域大众体育发展进行研究。南部沿海

区域休闲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均与该区域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体育之乡的形成，

就是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与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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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methods and basic theories in cultural ecology,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 in the southern costal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sport 

industry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region. The formation of hometowns of 

sport is the product of sport adapting to the regional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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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认为，某种文化类型既受自然环境的

影响，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

的影响，而并非是自然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

自然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活动，同时社会文化的宗

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又影响了

文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1]。另外，

由于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等也为文化的产生、发展提

供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所以文化

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

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

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后奥运时代，在全

面推进大众体育发展的进程中，可根据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并随着区域发展差

异的缩小，而逐步缩小区域间大众体育发展的差异[2]。

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区域大众体育发展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有利于

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区域体育。本研究以南部沿海区

域大众体育为研究对象，紧密围绕文化生态和区域这

条主线，分别从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学校体育、

体育产业以及区域体育发展的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分

析，进而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1  南部沿海区域的文化生态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

究部的课题报告《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分析》中提出的(大陆)区域划分方案，将中国大陆划

分为东、中、西、东北 4 大板快，4 大板快进一步划

分为 8 大经济区域，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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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其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 3 省，总面

积 33 万 km2，这一地区毗邻港、澳、台，海外社会资

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3]。 

南部沿海区域是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特

征、受外来文化影响、具有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多元

文化区，该区域文化生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华侨文化

特质、文化兼容开放性、文化心理结构二元性和海洋

文化气韵等方面。该区域的文化生态对体育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华侨文化

推动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与融合。通过南部沿海地区

众多华侨的推动，一方面中国的舞龙、舞狮、岭南武

术等最早走向了世界，同时，西方的排球、足球、高

尔夫等现代体育运动传入了中国，并在南部沿海地区

得到了普及与发展。(2)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南

部沿海地区体育的发展。“山多地少、河流密布、海岸

线长”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部沿海地区的游泳、跳水、

龙舟、钓鱼等运动十分普及且有较高的水平。(3)良好

的经济环境极大地推动该区域的大众体育发展。地方

政府对体育有更多的投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

育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场地设施，也推动了体

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培训等体育产业的发展。(4)多彩

的历史人文环境为大众体育发展提供内驱力。南部沿

海区域大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结

合，相互渗透，使南部沿海区域体育文化表现出浓厚

的习俗性。(5)文化生态兼容性和海洋文化气韵使南部

沿海区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南部沿

海区域体育善于吸收海外和国内其他地域的体育文

化，令西方文化、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交汇碰撞，走

出自己的大众体育发展之路。 

 

2  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的发展 

2.1  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的现状 

在休闲体育的参与方面，南部沿海区域居民参与

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较高，体育人口比例较高，男性居

民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比例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

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越

高。在参与人群的年龄特征方面，老年群体及青少年

群体参与休闲体育的比例高于中年群体。 

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资源丰富，居民参与程度

较高，且热衷于娱乐性、健身性强而且对场地器材要

求不高的有氧运动项目，如散步、慢跑、登山、游泳、

健美操、羽毛球、乒乓球等，参与项目呈多样化态势。

慢跑和散步是南部沿海区域广东、福建两省居民首选

的休闲体育项目，广东省羽毛球和篮球的受欢迎程度

较高，福建省的居民更热衷于爬山和太极拳，此外，

门球和台球在福建省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该区域休闲体育场馆资源虽然有较大改善，但是，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体育场馆资源，相对日益增

长的大众健身需求，无论是南部沿海区域，还是其他

区域乃至全国，休闲体育场馆资源都不容乐观，仍需

加大建设的力度。 

2.2  从区域休闲体育特点比较看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 

东北地区的休闲体育活动受自然资源与气候影响

较大，有着鲜明的地区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性与时

代性的结合，如满族的双飞舞、溜冰车、雪地走等，

朝鲜族的荡秋千、压跳板等[4]以及足球具有较为广泛的

群众基础。东北地区休闲体育消费的参与人群主要以

中青年为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着休闲体育消费。而群

众性的休闲体育组织形式仍然是以中老年人居多的晨

晚练点为主，各类体育协会是休闲体育活动开展的有

力补充。 

北部沿海地区居民热衷的体育项目既有现代时尚

的体育运动项目如健美操等，也有中国传统的体育运

动项目如养生气功、秧歌等。休闲体育活动场所数量

较为充足，布局较为合理，并体现了一定的便利性和

多样性。在北部沿海地区休闲体育的组织形式中，晨

晚练点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有专人负责、有收费、

有组织活动的街道办事处一级的社会体育组织以及经

营业性的体育健身场所[5]。 

东部沿海地区休闲体育的场地设施具有一定的规

模化，人们的体育意识强，休闲体育健身市场较为发

达，体育消费已经在人们的消费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

例。休闲体育的开展受体育国际化的影响较大，如 F1

大奖赛、ATP 网球大师杯赛在上海的举行，其它各种

体育国际大赛的举行，促进了国外流行的一些休闲体

育项目(如海边的冲浪、滑水等)较快地在这一地区推

广开来。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健身操、瑜伽、街

舞、器械练习和形体练习等项目受欢迎程度较高，高

尔夫项目亦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休闲体育参与人群

的特点是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休闲体育的组织形式

体现了以晨晚练点为主，经营性休闲健身场所为有力

补充的格局。 

南部沿海地区居民休闲体育参与的程度较高，其

休闲体育呈现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点，带有浓厚的岭

南文化特色，也有传统的商业文化特性，较好地将传

统和时尚结合起来，使休闲体育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势头。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体育场地设施形成

了一定的规模化。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的发展，与

其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历史与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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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南部区域休闲体育具有休

闲体育产业将发展成成熟的产业群、休闲体育呈现中

西合璧的特点、水上运动项目成为该区域休闲体育特

色项目等发展趋势。 

 

3  南部沿海区域学校体育的发展 

3.1  南部沿海区域学校体育的现状 

在思想认识方面，“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教学

指导思想和“教学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

主体地位”等已得到广大教师的普遍认同。但是，一

些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在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理解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南部沿海区域学校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以来，教师和学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都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对标准的认识存在偏差，教学组织松散；体育教

师数量不足，课外活动放任自流；场地器材不足，体

育课程资源欠开发，一些项目无法开展[6]。 

目前南部沿海区域的中小学每周开设两节体育课

和一节课外活动课，部分小学正在试行每周 4 节体育

课。小学体育课主要开展体操、游戏、田径、乒乓球、

篮球、足球、舞蹈及一定比例的体育卫生保健理论知识；

中学开设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田径、游泳、舞

蹈及一定比例的体育卫生保健理论知识等项目[7]。但

是，一些时尚的、学生感兴趣的体育内容，如街舞、

跆拳道、轮滑等项目却较少安排，并且很少有学校根

据自己学校的特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开展

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有的教师注重以各种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游戏导入、情景教学等。在对

学生进行体育学习评价时，则努力构建旨在促进学生身

心素质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以此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

积极性。 

目前南部沿海区域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情况

和师资的配备参差不齐，城市总体要好于农村。广东

省的情况较好，但是也存在地区差异；海南省的情况

较差，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教学水平较低是影

响海南体育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8]。 

3.2  从区域学校体育特点的比较看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巨大的自然空间内，南北之差，东西之异悬殊，

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形成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学校

体育运动项目[9]。突出的如东北地区的足球和冰雪运

动，西北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原地区的田径、

球类和武术项目，南部沿海地区的舞龙舞狮、水上运

动项目等，体现了文化生态差异在学校体育领域的深

刻影响。 

在东北地区众多体育项目中，冰雪运动和足球发

展最具特色，不仅开展广泛，而且深受广大学生的喜

欢。东北森林密布，开拓、豪放、古朴、粗犷等精神

成为关东文化精髓，使得足球运动在东北大地上的学

校中开展的如火如荼。冰雪文化和丰富的冰雪资源奠

定了冰雪运动的基础。 

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地貌景观独特，

使其不仅拥有草原文化、绿洲文化，还拥有独特的高

原游牧文化，这些都为学校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

运动项目提供了基础。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促生了彪

悍的性格、强壮的体魄。广阔的地域以及独特的文化

环境，使得一些可以体现大西北区域深沉粗犷、豪放

开朗、坚忍不拔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对抗性项目如摔跤、

马上运动等，在学校得到较好的开展。 

中原地区属于中原文化，该区以平原为主，漫长

的岁月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化古迹遍布中原大

地，九朝古都洛阳，十朝都会开封，武术圣地少林寺

等等，民风习俗淳厚[10]。平原为主的地形决定了学校

体育中田径、球类等项目的普及；而深厚的武术底蕴，

使得很多学校的体育课开展太极拳、长拳、少林拳以

及长枪、刀、棍等学习内容。 

南部沿海区域学校体育开设的运动项目主要有游

泳、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游戏以及武术

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开展的项目有墩球、射弩、

陀螺、毽球教学等[11]。普通高校开设的运动项目有篮

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武术、散

打、太极拳、健美操、艺术体操、游泳、瑜伽、攀岩

等。这体现了多元文化下，土、洋项目相依共存和谐

发展的特点。受“山多地少、河流密布、海岸线长”

地理环境的影响，南部沿海地区的游泳、跳水、龙舟、

钓鱼等运动丰富多彩。其中，游泳在学校开展最普遍，

深受学生喜爱。南部沿海区域学校体育呈现出建立多

样化的管理模式、更加重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共

同发展、教学内容将更加突出个性化等发展趋势。 

 

4  南部沿海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 

4.1  南部沿海区域体育产业的现状 

南部沿海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较好

地利用了国家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区域

整体综合实力较强。其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它地

区比具有“先发”优势，在产业类型布局上具有一定

代表性。以我国最早尝试体育产业化的广东为例，当

前体育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体育健身

娱乐业蓬勃发展，体育健身娱乐业成为体育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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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之一，也是广东省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体育竞赛表演业方兴未艾，广东积极将体育赛事

与当地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使体育赛事活动在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

是体育用品制造业优势明显，由于人们的体育健身需

求不断提高，广东省成为我国体育用品的一个重要基

地，拥有全国近 1/3 的体育用品生产厂家。此外体育

彩票业也成为广东省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 

广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体育产业带来了巨大

的发展空间，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的

矛盾和问题，如缺乏长期稳定的体育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和措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体育市场法规制度不

完善和不健全、体育产业整体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等。 

4.2  从区域体育产业特点比较看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 

当我们探讨不同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时候，不难

发现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当地文化生态要素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如依托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资源，

云、贵、川等省积极联合打造西南体育旅游联合体，

促进区域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东北地区依靠自身的地

域文化、地理资源，“变冷为宝、点冰成玉、化雪成金”，

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产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造就冰

雪产业的大格局，发挥其牵动作用，促进相关行业的

发展。南部沿海的海南省，体育健身娱乐业蓬勃发展，

体育冬训业前景广阔，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迅速，体育

旅游和体育赛事等已具备一定的影响，颇具地方特色

的体育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已在实践中初见端倪。可

以看出，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都受到各个地区独

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

表现出不同特征和优势。 

南部沿海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文化生态要素众

多。从广东体育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海洋文化氛围

下坚实勤奋、谋求实利的价值观念和敢为天下先的精

神，为体育产业提供了生生不绝的动力源泉；遍布海

外的侨胞推动了岭南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与融合，加

速了广东体育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多彩的历史人文环

境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了活

力；开放的政策环境、活跃的社会组织和蓬勃发展的

民营经济，助推了体育产业的勃兴；珠三角先进的科

学技术为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绘制了风景独特的广东体

育产业地图。 

 

5  南部沿海区域体育之乡的发展 
体育之乡形成了南部沿海区域体育发展的地方特

色，尤其在广东，体育之乡特色更为显著。广东拥有

23 个全国体育之乡，几乎占到了全国的 1/2，还有 10

个广东省体育之乡。这些体育之乡的形成、发展，离

不开广东各地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体育之乡的运动

项目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名，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当地的

生态环境相适应，已融进了当地的风俗传统中。每一

个体育之乡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文化，它们

酝育了与自己生态环境相符的体育文化。在体育之乡

的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民众对运

动项目的选择上，都偏向自己家乡的特色体育项目。

很多人表示，从小就耳闻目睹这些运动，无形之中就

建立起了运动情结，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该项运动并愿

伴随其一生。体育之乡的荣誉，促进了当地人对该项

运动更高程度的认同，产生以此为荣的自豪感，激励

更多的人投入到此项运动中来，进一步推动该项运动

的发展。广东体育之乡对推动广东体育发展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推动体育社会化，增加体育

人口；培养广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高竞技水平；

促进农村体育和城市体育协调发展；丰富体育内涵，

发展广东体育文化；壮大体育市场，发展广东体育产

业。 

然而，随着经济、政治、价值观念等文化生态环

境的变化，广东的体育之乡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

体育之乡依然保持了原有项目的优势，甚至有所发扬

光大；但也有的已名不副实，原有的成名项目已成落

花流水。当前广东体育之乡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

下几方面问题：在发展观念上，普遍存在“金牌至上”

唯金牌意识；在发展心态上，存在“急于求成”的社

会心理；在发展模式上，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

在发展举措上，弱化原有传统优势体育项目，转而发

展多种运动项目。可见，体育之乡的形成、发展、变

迁，均与其文化生态环境休戚相关。体育之乡要延续

自己的体育传统，就必须根据文化生态的变迁进行调

整，保持与变化后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从而确保

体育之乡的生命力。 

 

6  结论与建议 
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区域大众体育

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1)南部沿海区域文化生态具有华侨文化特质、文

化兼容开放性、文化心理结构二元性和海洋文化气韵

等特点，对南部沿海区域的体育尤其是大众体育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学校体

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均与该区域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

关。在今后大众体育的发展中，必须更深入地把握和

联系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得大众体育的发展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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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环境相适应，从而凸显该区域休闲体育、学校

体育、体育产业的特色和优势。 

2)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资源丰富，居民参与程

度较高，居民热衷于娱乐性、健身性强而且对场地器

材要求不高的有氧运动项目，如散步、慢跑、登山、

游泳、健美操、羽毛球、乒乓球等，同时出现多样化

发展的趋势。南部沿海区域休闲体育呈现明显的海洋

性气候特点，带有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也有其传统

的商业文化特性，较好地将传统和时尚结合起来，使

休闲体育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应充分利用南

部沿海区域丰富的体育资源，大力开展与“山水”有

关的体育项目，并注重与体育旅游相结合；充分利用

侨乡的优势，与国外建立起稳固的休闲体育交流模式，

进一步保留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传统，将中国传统项目

与现代项目相结合，建立适应不同人群需求的休闲体

育活动项目体系，促进该区域休闲体育的发展。 

3)我国不同区域内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差

异而形了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学校体育运动项目，

突出的如东北地区的足球和冰雪运动，西北地区的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原地区的田径、球类和武术项目，

南部沿海地区的舞龙舞狮、水上运动项目等，体现了

文化生态差异在学校体育领域中的深刻影响。结合南

部沿海区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生态的特点，要逐步建

立具有南部沿海区域特征的、多样化的学校体育发展

模式，形成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 

4)南部沿海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文化生态要素众

多，包括独特的地理环境，海洋文化氛围下坚实勤奋、

谋求实利的价值观念，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遍布海外

的侨胞，多彩的历史人文环境，活跃的社会组织和蓬

勃发展的民营经济等。在规划和发展南部沿海区域体

育产业发展时，应该结合当地的文化生态特点，挖掘

和利用岭南体育文化精髓，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体育产业品牌；充分利用体育场馆资源和经济发达、

毗邻港澳台等区域优势，积极引入国内外高水平体育

品牌赛事，培育职业联赛市场；发展滨海休闲体育产

业和体育旅游，形成体育产业链。 

5)体育之乡一直是广东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

先锋，也是广东省建设体育强省的基础，带动了当地

和周边地区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体育之乡的形成是

体育适应文化生态环境的产物，也是广东区域体育发

展的显著特色，对于推动体育社会化、增加体育人口、

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促进农村体育和城市体育协

调发展以及发展体育文化和壮大体育市场等具有重要

作用。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广东体育之乡的发

展也出现了分化，命运迥异。体育之乡要延续自己的

体育传统，就必须根据文化生态的变迁进行调整，保

持与变化后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从而确保体育之

乡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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