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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会部分特色项目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民族体育之花中原绽放
本报记者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河南省郑
州市举行，7000 余名来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运动健儿齐聚
一堂，共展风采。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新中国历史最长的全
国性综合运动会。自 1953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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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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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少数民族运动员展示体育能力的舞台，也成为各族同胞
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花炮、珍珠球、秋千、射弩、板鞋……这些富有民族
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有怎样的历史？本届民族运动会又有
哪些看点？
珍珠球是本届民族运动会的第一场竞赛项目比赛，也将贯穿整
个民运会的赛程，是比赛时间最长的竞技项目。珍珠球原名为“采
珍珠“，满语为“尼楚赫”，是发源于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珍珠球
由满族先祖采珍珠的劳动演变而来，兼具篮球、手球、足球和排球
等运动的特性。

花炮

选手在板鞋竞速比赛中

民族运动会规模扩大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群
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发
展起来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健身、
娱乐活动，也是民族文化、生活的一
种特殊表现形式。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的
传统体育活动便得到了重视、保护和
发展。数据显示，全国陆续挖掘整理
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 多
个来自少数民族。
1953 年 ， 首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传
统体育运动会在天津市举行。当时，
仅有 13 个民族的 395 名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而今，民族运动会的参赛人数
已达到近万人，竞赛和表演项目也从
最初的 5 个和 3 个发展到 17 个和 100
多个。
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共有来自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台湾
的 34 个代表团参赛。其中，回族运动
员有 973 名，是参赛运动员最多的少
数民族；保安族、京族、珞巴族、怒族和
鄂伦春族则各有 1 名运动员参赛。

参赛选手在木球比赛中拼抢

按照各民族运动员共同参赛原
则，本届民族运动会调整了比赛项目
设 置 ， 突 出 56 个 民 族 更 广 泛 的 交
往、交流、交融，扩大了各民族参与
程度高、民众基础好的项目参赛规
模，适当缩减了参与程度不高的项
目，表演项目中也首次增加了“民间
传统体育”选项。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民族运动会
还淡化了金牌意识，不再设置金银铜
牌和奖牌榜，取而代之的是设置一二
三等奖，并扩大了奖励面。

壮族传统项目板鞋也承载着一段
民族记忆。相传，明代倭寇侵扰我国
沿海地带，广西百色地区的瓦氏夫人
率兵赴沿海抗倭，曾经以板鞋训练士
兵之间的团结性和协作能力。如今，
民族运动会中的板鞋竞速项目，考验
着选手在“同手同脚”状态下的团结
和默契。
同样的运动项目，在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族健
身操项目在云南有白族的霸王鞭健身
操；在四川藏区有以藏族锅庄舞为主
要舞蹈元素的健身操；在湖南、湖北的
土家族聚居区，有土家族摆手操……
展现民族体育文化
摔跤在第一届民族运动会上便被
民族运动会是各民族体育文化展
列入竞赛项目。本届民族运动会，共
设置了搏克 （蒙古族式摔跤）、且里
示的舞台，精彩的竞赛项目既紧张激
烈、又好看有趣，很多项目具有悠久
西 （维吾尔族式摔跤）、格 （彝族式
的历史传统。
摔跤）、北嘎 （藏族式摔跤）、绊跤
（回族式摔跤） 以及希日木 （朝鲜族
比如，具有满族特色珍珠球运
动，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这项
式摔跤） 6 个跤种，每个跤种都蕴含
运动是模仿采珠人劳动演变而来，反
着少数民族的独特体育文化。
映的是采蛤蚌、取珍珠的场景。经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普及
对运动项目的发掘整理和规则制订， 民族体育项目，自上届比赛开始，汉
如今的珍珠球运动跟篮球有不少相似
族选手可按照一定比例参加竞赛项目
的地方，球员要把球投入自己队的持
中的集体项目以及表演项目，民族运
网人网里才算得分。
动会真正成为 56 个民族相聚的平台。

第二届

第一届 1953 年 天津

民族联欢迎客来
持续 9 天的运动会，除各项赛事
活动以及开闭幕式外，还将举办民族
大联欢、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展等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其中，作为民族运动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民族大联欢活动将于 9 月 12
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开幕。民族大联
欢活动将以“郑州欢舞迎客来”“山
河欢歌乐交融”“家国欢笑共筑梦”
三个篇章，充分展示中原悠久历史文
化底蕴，展现郑州现代化城市风貌与
发展成就。
据介绍，大联欢将采用“礼乐迎
宾”的形式，传递以“客为尊礼相迎”的
迎客理念，通过“远接、近迎、礼敬”3
个层次形成宏大的迎宾阵势。
在偌大的黄河风景区内，组织方
布置了两条各 2 公里左右的游园线
路，其中有各种民间曲艺、戏曲表
演，中原传统婚俗、社火表演，还有
泥塑、剪纸等 60 种中原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售卖等内容。观众可以参与
互动体验，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环节
参与到表演中来。

第三届

1986 年 新疆乌鲁木齐

首次启用会徽、会旗、会标，标志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逐步走向正规化。

第七届 2003 年 宁夏银川

第六届 1999 年 北京

第八届 2007 年 广东广州

第九届 2011 年 贵州贵阳

以体育编织民族团结纽带
彭训文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
幕式上，最让人激动的无疑是点火仪式：火炬手
在 团 结 门 下 ， 点 燃 由 56 片 花 瓣 组 成 的 “ 同 心 花
蕊”，火焰飞向火炬塔，熊熊圣火顺利点燃。这一
幕震撼的场景，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国 56 个民族团
聚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源于千百年前特定区

秋千

秋千是很多人从小玩到大的游戏，也是民运会中唯一一项只允
许女子参加的比赛项目。相传，秋千为春秋时期北方的山戎民族所
创，后来逐渐发展为专供女性进行的游戏，大家互相比较谁荡得更
高，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比赛。在民运会中，秋千比赛分为高度与触
铃两项。“高度”是在规定次数内取荡得最高的一次；“触铃”则是
在规定高度与时间内，看谁触铃次数最多。

1982 年 内蒙古呼和浩特
第四届 1991 年 广西南宁

1953 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
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行，共有 13 个民
族的 395 名运动员参加了大会。30 年
后，
相关部门将这次体育运动会定为第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花炮是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被称为“中国式橄榄球”。花炮
是侗族、壮族、仡佬族等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比赛中，两队选手
互相争抢发射出去的花炮，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将花炮送入指定地
点。成为民族运动会项目后，花炮在规则上融合了足球、篮球、橄
榄球的很多理念，形成了极具观赏性的现代花炮竞赛项目。

域群众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能够绵延至今殊
为不易。本届运动会上的 17 个竞赛项目，都是在
民族体育的长期实践中经过不断挖掘、整理、规
范、完善而确定的，承担着传承文化、记录变迁
的特殊使命。通过比赛和展示，各族选手不仅相
互交流技艺，更能相互学习、理解各族先民在生
产生活中发挥聪明才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

射弩

民族运动会第一次有了会歌
—— 《爱我中华》 由此唱遍了祖
国的大江南北。

第五届 1995 年 云南昆明

第十届 2015 年 内蒙古鄂尔多斯

文化记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富
文化内涵，更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就是本届运动会的魅力所在。
对于民族体育活动来说，如何通过挖掘和改进，
让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传奇故事的传统民族体育重
新焕发生命力，这些问题需要继续努力解答。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多以民俗性、
自然性、
康体性、
和谐性为主
要特征，
应探索更适合其发展的模式。
4 年一届的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通过项目竞赛和表演、民
族大联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等，成为民族团
结的纽带。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相关理论研究进一
步深入的背景下，
这种模式能够为世界各民族实现传
统体育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就拿龙舟这一项目来
说，
通过政策支持、
资本助推，
如今其市场价值已经得
到极大释放，
全世界参与人群也在增加。
推动一些项目进校园、进社区也是可行之法。
如陀螺、武术等项目，大人、小孩都可以练习，以达
强身健体的目的。通过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传承人，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教师，这些项目将更
具欣赏性、竞技性和规范性，群众基础会更广泛。
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是一个契机，引
导社会各界关注民族
体育项目；共同努
力，发扬光大民族体
育项目，让传统体育
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
作用更强。

射弩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使用者以苗族
居多。民族弩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国，用木头和竹竿手工制作而
成，当时的人们用它作为狩猎的工具。除了苗族，傈僳族、苦聪
人、黎族也都有射弩的传统，傈僳族还有“拉不开弓的就不算男
人”的谚语。

高脚竞速

高脚竞速原名为“高脚马”，也叫“骑竹马”，原本是土家族、苗族人
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也是京族用来在海边涉
水捞虾捞鱼的工具。后来人们把踩高脚马发展为高脚竞速，成为一个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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