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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改革开放以
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
“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更好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有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创新性尝试。 我们刊发其中部分成果，以期能
为实践提供政策参考和智库支撑。

“非遗 ”视域下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谫论
刘爱华
（ 江西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江西体育民俗资源丰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体育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又必须适应现
代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既要视体育民俗为一种生活习俗，又要视其为一种生产力或资本，因此，生产性保
护便成为其最适宜的保护方式。这种保护简而言之就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保护”是前提
与基础，“发展”是方法与途径。具体到江西体育民俗的生产性保护，就是要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立足保护
江西体育民俗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积极挖掘多元化的灵活发展措施，提升江西体育民俗的知名度
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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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ources of physical folkways are rich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hysical folkways are essentially a kind of living culture，but it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We must regard the physical folkways not only as a kind of
living custom，but also as a kind of productivity or capital． Accordingly，productive protection sh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protection way． This kind of protection，in short，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dialectically．“Protection”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is the approaches and means． The specific approaches to productively protect the
physical folkways in Jiangxi Province should be always to put the protection in the first place，based
on protecting the core valu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hysical folkways in Jiangxi Province，ex收稿日期： 2012 － 09 － 26
基金项目： 2012 年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课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作者简介： 刘爱华（ 1978 － ） ，男，江西南昌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8

2013 年

panding diversified and flexible developing measures actively，and advancing its popularity and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Jiangxi； physical folkways； productive protection； industrialization； core values
江西素有“楚头吴尾”的地理区位优势，传统文化发达，体育民俗资源丰富，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突
出的文化价值。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迅速，在推动体育民俗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
题，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这样客观上就要求我们转变理念，采用一种新的
发展方式———生产性保护。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保护基础上的发展 ，旨在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
从而更好地推动江西体育民俗文化产业的长远 、健康发展。

一、物华天宝———江西丰富的体育民俗资源
体育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 、享用和传承的具有模式性的民俗活动 ，它以锻炼
体质、休闲娱乐、调剂身心为目的。体育民俗属于民俗学和体育学交叉研究的范畴 ，主要研究传统体育
活动中的民俗事项。体育民俗和民俗体育紧密相连，但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着重研究体育活动中
的传统民俗事项，但也研究现代体育活动中具有仪式性的模式化的民俗活动 ，如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
式，后者则主要关注传统民俗活动中的体育事项 。对体育民俗，民俗学界过去多用游艺民俗这个名称指
代，游艺民俗包括民间竞技、民间杂技和民间游戏三个部分，其涵盖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体育民俗的范畴 。
随着民俗学的发展，民俗学和体育学交叉研究的增强，学者们逐步认识到进行体育民俗研究的重要性，
并开始尝试进行体育民俗学的学科构建工作 。据柯玲和邵荣研究，乌丙安先生在国内很早就在进行这
方面的实践探索，“辽宁大学的民俗学教授乌丙安先生就尝试过用民俗学的方法来解释我国的传统体
育。但乌先生的‘体育民俗学’主要是从民间体育歌谣尤其是武术歌谣入手研究民间文学或民间体育
［1］

的，将体育民俗学作为其民俗学硕士点的一个研究方向 ”。 随后，刘万武、马跃、盛琦等学者对体育民
俗学或体育民俗进行了相关探讨 ，在此不再赘述。
“体育民俗是指各民族在民间传承多年 、并在体育领域中呈现的风俗习尚事象 ，它既包括本民族原
有传统体育活动，也包括在不同时空条件传入、并被吸收和消化为本民族的体育活动，既有几百年传史
［2］

的古老项目，也有现今流传很广、深受人民喜爱的新形成的体育民俗 。” 体育民俗是不断发展的，其内
容不仅包括传统体育民俗，也包括现代体育民俗，类型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为游戏
类，是以娱悦身心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如拔河、木球、抖空竹、斗鸡、跳房子、跳皮筋、打陀螺
等； 二为游艺类，是有一定技艺要求，以表演和喜庆、娱乐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如踢毽子、登高、舞
龙、舞狮、荡秋千、放风筝等； 三为竞技类，是以竞赛为目的而组织的各种活动，如赛龙舟、摔跤、马球、蹴
鞠、投壶、骑射、武术等。
体育民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广大民众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民族性、模式性、
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特征。江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的传统文化发达地区，
地理区位上具有“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的特点，沟通长江、闽江和珠江三大水系，交通便
利，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陶渊明、王安石、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曾巩、黄庭坚、姜夔、杨万里、朱熹、
陆九渊、文天祥、宋应星、汤显祖等等，都曾在诗文中描述过江西古代体育民俗盛况。 厚重的文化底蕴，
为江西体育民俗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江西体育民俗既汲取、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
子，又传承了赣鄱传统文化地域性特征 ，经过长期历史的衍变，逐步形成了一套寓鲜明个性于共同仪式
中的体育民俗活动体系。
如： 南昌湾里上板关公灯。在元宵佳节当晚，曹家村村民每家每户都把自家做好的关公灯板凳龙，
扛在肩上，加入进全村 200 多米的关公板凳龙队伍，沿着池塘小道蜿蜒前行，途经其他各村各户。 黎明
前夕，回村进主祠堂，执龙头者带领全体执灯者向当地的供神“二圣公 ”和“七圣宫 ”问告。 关公灯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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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丰”字灯头、灯尾和一条条长 1． 5 米、宽 0． 15 米，上面插着三盏多棱角大灯笼的板凳组成。 当地人
称一条板凳为一桥，桥数越多龙身越长，气势也越磅礴。这种体育民俗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据说上坂
关公灯源自曹氏后裔对关羽不顾军纪 ，毅然于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恩德的感恩而形成的纪念仪式而来 。
又如： 湖口草龙。它不仅草龙制作是一种传统技艺 ，舞龙本身也是一种独特体育民俗。 舞龙时，游
龙人统一身穿黄色衣服，头扎白巾，走“之”字型步。表演时以乐器伴奏，大多由一副戏剧锣鼓和一副热
闹锣鼓伴奏。舞者上下左右摇摆龙头，做咬尾、穿窜、盘旋、跳跃、戏耍、逗乐、滚龙、绞柱等动作。 同时，
五谷灯在龙身边穿花、扭步、变换队列、逗龙、搔痒、逐龙等，以衬托草龙表演。
再如： 信丰古陂蓆狮、犁狮。传统蓆狮表演在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连续表演三个夜晚。 整个舞
蹈过程包括舞狮和赶龙两部分。 蓆狮舞蹈由五人组成。 三人舞狮 ( 分别舞狮头、狮身及狮尾 ) ，外加两
个“迴迴”( 两个戴面具的人) 。其“双哨会狮”等舞狮招式，堪称一绝。“赶龙 ”是蓆狮表演中最精彩的
“压轴戏”。“赶龙”具有驱邪纳吉的寓意，伴以锣鼓、群众的高声应和，整个舞蹈热烈、紧张，节奏明快有
力，具有原始舞蹈的风格特点。古陂蓆狮、犁狮是一种融工艺制作、舞蹈表演等于一体的民间娱乐活动 ，
具有相当高的体育价值、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此外，赣江、鄱阳湖地区的赛龙舟、赣南舞春牛、吉安鲤鱼灯舞、丰城岳家狮、婺源傩舞，以及江西各
地盛行的划旱船、踩高跷、角抵、拔河扭秧歌、打腰鼓、踢毽子、打花棍、击壤、抽陀螺等等传统体育活动，
既起到了锻炼身体的功效，又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

二、“固”本逐末———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的内涵
体育民俗具有民族性、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健身性、
实用性、艺术性及竞技性，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体育民俗是发展变
化的，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新的体育民俗也会不断产生。 当然，相对迅速变迁的文化生态，其消
亡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产生速度，因而，近年来，很多文化价值鲜明的体育民俗都处在消亡的边缘。 从文
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体育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十分必要，因为体育民俗是传统体育形式存在的基础，也
是现代体育发展的源泉，为现代体育产业化提供了文化营养 ，没有深厚的体育民俗的积淀，现代体育的
发展就会丧失多样性、丰富性及文化底蕴，甚至体育产业的发展也会因之缺乏创意基础和多元呈现形
态。因而，我们需要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 ，保护和传承体育民俗，合理推动传统体育产业的
发展。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过程中 ，通过深入认识传统文化发展规律 ，不断探索出一些重要的
保护方式，如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活态性性保护等等。当然，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中，学界又探索出了一种逐步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生产性保护方式。
生产性保护强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服务功能出发去探求其传承和发展，在发展中激活其生命力。
同时生产性保护也不是孤立的，
它和抢救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
活态性保护都是紧密相连的，都以积极抢救
“无形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
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最终落脚点，
［3］（ p46）
保护的原则和方法很多都可以相互融通，
在保护实践中可以相互结合运用。
保护放在第一位”，
什么是生产性保护呢？ 生产性保护概念最早出现于 2006 年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一书

中。书中对生产性保护的基本方式和原则进行了探讨 ，但没有对生产性保护的概念进行完整界定。 在
2009 年元宵节期间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 ”系列活动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方式保护论坛”中，首次对“生产性保护”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 ，产生
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 这个概念指明了生产性保护的特性，就是从现实服务功能出
发，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资源为生产力 ，推动文化产品的生成与转换，通过产业化操作，挖掘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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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焕发其生命力，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达到保护的目
的。无疑，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保护，因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
展变化，只有在变化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也才能最终实现其保护的目的。 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完全靠政府财政扶持不可能，即便可能，被动的保护，必将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命力的缺失，无法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同时，我们也要认真辨析和理解其内涵，正确处理好“保护 ”
和“发展”的关系，“保护”是基础和前提，“发展 ”只是方法和途径，其宗旨是以“保护 ”带动“发展 ”，以
“发展”促进“保护”。因而，生产性保护不完全等同于产业化 ，不能完全放任商业性行为，对于产业经营
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预防，加强监控，关键在于“增强风险意识，设置风险减缓以至避免的预控机制，落实
［5］

社会性综合监督”， 但不管如何保护，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 产业化只是发展途径，而不是发展目的。
正如刘锡诚先生谈到传统技艺保护时所主张的，“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
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 而不仅是技术) 和核心价值 ( 原本的文化蕴涵) 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
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 。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
［6］

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的保护是“本 ”，那么其产业发展带来
的经济效益就是“末”，只有在其核心价值这个“本 ”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产业化的路径去谋求
发展，追求经济效益这个“末”，而不是相反，努力产业化，追求经济价值，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的
名义下丧失其应有的文化价值。
［7］
“从广义上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类型都具有或部分包含了生产性的特点 ”，
因而对江西
体育民俗来说，其生产性保护就是在保护其体育活动本身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或传统文化 ，或者说文化内
核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可以利用的经营方式，推动江西体育民俗转变成生产力或产品，产生更多经济效
益，
实现其良性发展。简言之，就是要处理好“保护 ”与“发展 ”的关系。 江西体育民俗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模式和个性，也使它更为原始和完善地保存了古往今来的多元文化传统 ，
同时也就更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和发展的潜在活力 …… 沿袭着丰富的传统赣文化基因，延续着一方水土
［8］（ p240 － 241）
因而，江西体育民俗本身的生活文化属性 、文化基因、地域特色要很好地得以保
的文化命脉”。
持，这是生产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江西体育民俗也应不断顺应经济 、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发展中不
断进行革新，激活其活力，焕发其生命力，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提升其经济价
值，振兴江西体育民俗文化产业。当然，产业化的探索只是生产性保护的方法和途径，江西体育民俗的
“发展”要紧紧围绕体育民俗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忽略或有意避开“保护 ”的发展，
都是短视的，也必将影响江西体育民俗的健康发展 。

三、创新求变———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的思考
江西体育民俗的生产性保护，要着眼于保护其生活文化特性、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江西体育
民俗的不同类型，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以下是笔者就江西体育民俗的生产性保护进行的一些浅
显思考。
1． 以文化空间为依托，注重民俗文化生态的保护，是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的基础 。
文化生态学告诉我们，环境与文化密不可分，互为辩证关系，进行文化研究，需要充分认识自然、社
会、科技等因素对文化传承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
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
性、整体性的特点。一个区域内各种文化共存互生的良好生态体系正如自然界的生物链 ，在内部机制上
［9］

是息息相通的。”
因而，江西体育民俗的保护，要以学校、社区、村镇等文化空间为依托，积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文化
生态。如江西广泛流传的踢毽子、打陀螺、拔河、荡秋千等体育民俗，因其娱乐性、参与性强，可以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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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在学校推广开展。同时，要善于挖掘、维护、保护好其蕴含的精神特质。 如果端午节龙舟竞渡去掉
屈原传说，傩戏展演丢弃宗教仪式，这些体育民俗就失去了其扎根的土壤和存在的意义 。
2． 以政府保护为主导，积极调动广大民众在保护工作中的主体性 ，是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的现
实需要。
江西体育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积极
组织体育民俗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保护 ，对江西体育民俗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带来了不
少问题，如政府包揽一切事务、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等，因而，江西体育民俗的保护需要处理好政府保护与
民众保护的关系，在保护过程中，对于诸如整体规划、资金保障、利益协调等方面工作需要发挥政府主导
的作用，而在进行具体参与、出谋划策、传承规划等方面则要积极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因为体育民俗
是广大民众的体育，离不开其积极参与，民众是江西体育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 。
3． 以发展眼光为指导，增强体育民俗生活属性和社会适应性 ，是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护的方向 。
体育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其生活内涵和表现形式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是一种当下
的体育文化。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对民众生产、生活、娱乐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渗
透，使体育民俗为更多的网民所关注、解读和参与，体育民俗生活性不断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提
升，不断解构和重组着我们的体育生活 。因而，在保护江西体育民俗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一定要摆脱视
其为“遗留物”的保守观念，而要动态发展地看待其演变。 也就是说在江西体育民俗保护过程中，不仅
要视其为一种“遗产”，也要视其为一种“资源”，一种生产力，既要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的工
作方针，也要努力探索“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现实形式。
4． 以现有体育民俗资源为条件，加强体育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创意开发 ，是江西体育民俗生产性保
护的主要途径。
首先，江西体育民俗很多项目具有展演性 ，可以开发出欣赏性强的演艺体育产业 。
江西具有不少展演性的体育民俗资源 。如婺源傩，形式多样，舞姿刚劲雄浑、动作朴实，充满了力度
和健康美。婺源傩舞曾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会演被舞蹈专家誉为“我国古典舞蹈的活化石 ”。 又如永
新盾牌舞，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素有“不练盾牌舞，不是男子汉 ”之说。 它形象地表现了古战场上两军
对垒、破阵，短兵相接、互攻互守的情景，节奏严谨，队形变换奇特别致，画面气势磅礴壮美，集武术与艺
术为一体，既有演武作用，又有观赏价值。
其次，江西体育民俗很多项目具有娱乐性 ，可以开发出参与性强的游艺体育产业 。
江西很多地区流行的马戏、踩高跷，元宵节舞灯、舞狮，南丰、南城、广昌等县中秋至重阳节最盛行
“放风禽”( 即“放风筝 ”) ，在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龙舟赛，赣西的岳家狮、剑舞、布龙、圈龙、草龙、鱼龙
灯、梅烛，宜春南庙的字门拳及万载开口傩 、闭口傩、打灯等等体育民俗活动，都可以开发出形式多样的
游艺体育项目。
再次，江西体育民俗很多项目具有宗教性 ，可以开发出仪礼文化厚重的观光体育产业 。
江西体育民俗中的舞龙、竞龙舟和傩舞在明代已形成，具有很强的宗教文化色彩。如明正德版《建
［10］（ p5）

又《中华全国风俗志 》记载萍乡端午龙舟
昌府志》卷三记： “小儿辈带面具戏舞于市( 似古傩礼) 。”
竞渡习俗： “饮雄黄酒以解毒，悬菖蒲艾与门前，并与屋角遍洒雄黄，谓能驱邪 …… 纷纷去观龙船。 盖午
饭后赛 船 之 人 咸 集 龙 王 庙，焚 香 燃 烛，祭 祷 龙 王 后 …… 船 首 执 旗 者，大 喊 助 威，发 声 极 怪，舞 旗 不
［11］（ p296）
又同治刻本《南昌府志》载： “元夕，乡间设板龙灯……农人每远验灯色以占岁： 黄为丰年，白
已。”
［12］（ p1130）

主水，赤主旱。”

通过板龙灯的颜色来占卜旱涝，体现了农耕社会人民希望五谷丰登的祈望 ，也展
示了南昌地区体育民俗的宗教信仰特征 。
5． 以品牌效应为关键，加强体育民俗的宣传、推广及经济、社会效益转化能力，是江西体育民俗生产
性保护的内在动力。
江西体育民俗社会效益明显，已成为体育产业经济发展的一张张活动名片 。如南丰跳傩，已成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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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着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的“引擎”。近年来，南丰傩开始逐步“走出去 ”，多次参加国内外民间文艺
汇演及文化交流活动，蜚声海内外。作为江西省文化厅命名的“傩舞之乡 ”和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
2006 年南丰跳傩顺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丰跳傩
民间艺术之乡( 傩舞艺术) ”，
作为一种很有特色的体育民俗资源 ，已深入人心，成为江西一个体育文化品牌，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经济
生活，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又如永新盾牌舞，作为一种体育民俗文化“活化石 ”，在永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挖掘、整理和保护
下，
重放光彩。近年来，盾牌舞作为民俗节目参与了一连串的大型演出活动 ，在省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在保护过程中，文化主管部门不断对盾牌舞进行“变革 ”，融入各种现代元素，如摇滚、街舞、打击乐等，
使传统体育民俗更具观赏性。2005 年 9 月底，永新盾牌舞还作为江西省唯一选送的民间艺术节目，赴
［13］
广东汕尾市参加了首届泛珠三角 9 + 2 民间艺术表演大赛，并获银奖。 永新盾牌舞巨大社会效益，为
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 。

四、小结
江西体育民俗资源丰富，在充分利用的过程中，要坚持保护至上的原则，避免过度商业化。 因为体
育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保护需要遵循其发展规律，保护其核心价值和文
化内涵。这就要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既视体育民俗为一种生活习俗，又要视其为一种生产力
或资源，但无论如何“保护”是前提与基础，“发展 ”是方法与途径，换句话说产业化是途径，不是目的。
因而，对待江西体育民俗资源，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地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要始终把保护放
在首位，注重社会效益，结合当地体育民俗资源实际，进行有效保护，保护其核心价值与文化内涵。 当
然，这种社会效益也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提升江西体育民俗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因而它也是江西体育
产业发展的根基所在和创意之源 。同时，也要积极挖掘其经济效益，提升江西体育民俗的知名度、品牌
效应和竞争力，为江西由体育民俗资源大省向体育民俗产业大省转变提供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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