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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毽球、珍珠球、押加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广东多所高校的体育课程内容。

广东高校已举办过多次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单项赛事，并组队参加广东省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可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又可充实高校体育课程内容。

借助高校平台，通过体育课教学、高校课余体育训练和竞赛、成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

地和学生社团以及建立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与研究协会等途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广东

高校的开展将不断得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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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ch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events as shuttlecock, pearl ball and Yajia have become the con-

t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several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Guangdong.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Guangdong have hosted several single event games about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and organized sports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Guangdong provincial and nationwide minority national gam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

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Guangdong can not only boost the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but als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collegiate physical education cur-

riculum. The author trie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Guangdong by utilizing the collegiate platform and by mea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eaching, ex-

tracurricular collegiate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setting up a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event training base and student community, and establishing collegiate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competi-

tion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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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国家民委和国家体育总局根据《民

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

干规定》、《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有关

规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

的意见》。意见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族传统体育工

作的重要意义，明确民族传统体育是群众体育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群众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发掘整理和研究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鼓励各地选

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优势项目，加大民族传统体育

的宣传力度。国家的支持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提供了政策保证，并带来无限动力。广东高校可以利

用 2007 年底广州市举行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大好机会，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广东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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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高校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 
在体育课程设置方面，广东多所高校已把武术和

毽球列为体育课程的内容，使这两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得到了普及和发展。武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体

育文化，它注重内外兼修，在进行身体锻炼的同时，

强调尊师重德、陶冶情操，符合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毽球项目开展简单易行、灵活多样，具有较强的竞争

性和趣味性，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另外，前身是广东

民族学院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除单独开设武术和毽

球课程外，还在篮球、足球、散打课程中分别增开了

珍珠球、蹴球和押加等教学内容，初步完成了增设内

容的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案的编写工作，基本形成了

完整的教学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面，毽球已形成了由基层训练机构

直接向高校输送优秀运动员的人才培养体系。广东省

从建立基层训练机构入手，先后于 1999 年在中山市小

榄镇建立了毽球训练基地，2002 年在乳源县建立了龙

舟训练基地。继而广东省教育厅布点，支持广东高校

试办高水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队，优秀运动

员可以得到升入高校学习和训练的机会。目前，已在

广州大学建立起毽球高水平运动队，特招的队员主要

来自中山市小榄镇毽球训练基地。 

在高校承办单项赛事方面，广东高校已成功举办

过 4项单项邀请赛。为了确保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在广州市顺利召开，检验赛前筹备工

作，演练比赛组织过程，培训锻炼裁判员，先后委托

广东高校承办了 4个单项赛事，分别是 2004 年在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举行的花炮比赛，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

的珍珠球比赛和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射弩比赛等。 

在高校组队参加省及全国民族运动会比赛方面，

除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独立组队参加了 3届广东省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一些地市首次选派了包括当地

大学生在内的参赛队伍。广州市代表团由广州体育学

院、华南师范大学和广州大学组成，参加了珍珠球、

毽球等项目的比赛；韶关市代表团委派韶关学院参加

花炮等项目的比赛；佛山市代表团委派佛山科技大学

组队参加了珍珠球的比赛。另外，第八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举办在即，广东省委派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组队参

加蹴球、木球和表演项目的比赛，委派华南师范大学

组队参加板鞋竞速和表演项目的比赛以及广州体育

学院组队参加珍珠球和表演项目的比赛。 

 

2  广东高校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 

2.1  发挥生源优势，培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员 

    高等学校，特别是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任务

的高校，其招生计划中有相当数量的指标面向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地区，因家乡经济、

交通、通讯等条件相对落后，一些具有体育天赋的学

生没能得到展示体育才华的机会。高校恰恰可以利用

少数民族学生比较集中的有利条件，挑选体育特长学

生，让他们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训练和比

赛。 

2.2  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高校汇集了众多青年大学生，他们兴趣爱好广

泛，乐意接受优秀文化。学校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使学生有机会接触、了解并参与其中。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还应当依托少数民族自身的

力量，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就是这一力量的骨干。身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和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交织的大环境中，少数民

族学生对其民族传统体育的流传和发展发展有更为

切身的体会。通过高校开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

育，使少数民族学生认识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是民

族的，也是世界的。面对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近代

体育文化的冲击，每个少数民族学生都要意识到传承

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努力为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尽心尽力。 

2.3  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提供保障 

    广东省虽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却是我国唯一

一个民族成份齐全的省份，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大

省。省政府各级部门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为高校

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广东省

现有的 3个民族自治县和 7个民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自然的民俗民情风貌为高校开

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

东高校的运动场馆器材设施等硬件条件较好，为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全国各地优秀

的教育人才汇集广东，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

可以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2.4  符合高校体育工作的要求 

大学体育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最后环节，是促成学

生形成终身体育观的大好时机。2004 年，教育部部长

周济在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大学体育要

与终身体育对接，要求每个大学生至少掌握两项运动

技能，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1]。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所具有的“健身、娱乐、教育、社交、竞技、团

结等功能”[2]，符合高校体育工作的要求。参与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展现学生的运动能力，激发学

生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团结合作精神，培养学生对

民族文化的情感，加深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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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路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要广

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重视、支持并且参与到对其的挖

掘、整理、研究和推广工作中来。可以尝试借助学校

体育，特别是高校体育这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来发展我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3.1  纳入体育教学内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学分理论教学和术科

教学。理论教学既可组织专门的理论课，也可在术科

教学过程中穿插进行。前一种方式授课时间集中，能

使学生较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后一种方式较机动灵

活，可利用课前或活动间歇休息等时间结合教学实际

情况向学生介绍相关知识。在理论教学中，要重视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可以介绍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

点、功能、开展概况以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

方近代体育文化冲突及融合等内容。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种类繁多、娱乐性强且易于开展，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活动。在术科

教学中，要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认识到练习

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能够在参与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运动的无限乐趣，领

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内涵。 

3.2  开展课余训练、竞赛和建立训练基地 

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课余训练提高

运动技术水平，为在相关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打下坚

实基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竞赛分校内和校外两

种。在高校内可组织开展单项竞赛，如毽球、珍珠球

和表演类项目。参与校内竞赛的人员不受民族成份限

制，既可是少数民族学生，也可是汉族学生。此类竞

赛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课余生活，激发练习兴趣，增进

学生健康。校外竞赛主要是参加省内举行的各单项邀

请赛和四年一届的广东省及全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高校在参加各项竞赛的同时，还可根据实

际情况申请承办相关比赛，把高水平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比赛引入高校。另外，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对于少数民族体育尖子

生，在升学时可给予适当照顾。在政府的扶持和帮助

下，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重点突

出原则和协调发展原则”[3]，借鉴已有的两处训练基

地的经验，尝试在高校建立更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训练基地，以便长期系统地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训练和竞赛工作。 

3.3  建立相关学生社团及学术机构 

    依托高校场地器材设施等硬件和人力资源等软

件的优势，根据学生的兴趣，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学生社团。在丰富高校学生课余生活，营造健康

向上校园氛围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

高校的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学生社团的成立

有利于形成较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吸引一定数量的成

员，便于定期开展活动。在组织、建设、指导和培训

等工作上，高校体育教师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积极认真地帮助学生社团开展活动。待社团发展成熟

时，可以走出校门，进入其他高校进行宣传、交流、

表演等，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影响，吸引更

多的人参与其中。 

建立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与研究协会有

利于科学研究和学术研讨活动的开展，还可以每年定

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高校进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单项竞赛。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与研究协

会不但要吸收高校体育教师，还要重视邀请和吸引其

他多种专业人才的加入。在综合类高校特别是民族类

高校里设有的民族学类学科，诸如民俗学、人类民族

学、少数民族语言等都含有与民族体育相关联的内

容。高校体育教师可以向民族研究方面的教师专家学

习请教，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结合，促进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逐步“从经验导向向经验与科学并重过

渡”[4]。 

 

    在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为主导的今天，中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举步维艰，不容乐观。但是，尴尬

的发展现状并不能抹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高

校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机构，应该也能够为发展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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