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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推广健身秧歌 、腰鼓的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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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促进海峡两岸间的体育交流。运用文献资料、社会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法，针对

现代健身秧歌、腰鼓开展情况和海峡两岸民族体育交流的现状与特点，对在海峡两岸推广健身秧歌、腰鼓可行性进行
分析。提出了健身秧歌、腰鼓在海峡两岸推广的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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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motional Strategy of Fitness Yangge and Waist Drum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YANG Guang-bo，ZHENG Jie
（ P． E．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For enhancement of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nation traditional physical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referring the Documents，Questionnaire，Sociological Research，Interviewing Experts，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itness Yangge and Waist Drum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then make out the proper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m．
Key words：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Fitness Yangge； Waist Drum； promotion

1

健身秧歌、腰鼓的产生和技术特点

歌、
腰鼓是一项非常适合在中青年及长期参与健身训
练的人群中开展与普及的运动健身项目。

健身秧歌是 2000 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
河北、
吉林、山东、
陕西的秧歌专家
中心组织来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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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者，
通过对我国秧歌四大流派技术的挖掘和科学
整理，
结合陕北秧歌中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扭”与“踏”

伴随着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和各民族
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等手法和步伐，根据人体运动生理的规律创编而成。

逐渐成为衡量民族平等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促
进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与团结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

健身腰鼓则是在传统的陕北腰鼓的基础上创编出来
［1］
的，
基本保持了陕北民间腰鼓的风格特点。 是陕北人
文地理、
历史文化、
生活劳动、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的
综合概括和反映。在演练风格上既反映了陕北腰鼓憨
厚、
淳朴的气质，又有机糅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的动
作，
使动作风格更加有张有弛、进退有序、气势磅礴、浑
厚有力。在动作技术上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既有一些结合扭打的简单动作，又有一些踢、打、跨、
跃、
蹬、
跺等高难动作。在动作创编原则上采取了民族
性与时代性相融合； 健身性与观赏性相结合； 独特性与
多样性相结合； 适应性与难易性相综合。因而健身秧

海峡两岸推广健身秧歌、
腰鼓现实意义

国家民委曾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举行新闻发布会。把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列
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并成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体育作为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
灵魂，也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动力源泉。 时至今日，随
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社会经济、文化、
教育、科技和体育等各方面交流不断扩大，积极发挥
民族体育在推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纽带 ”作用，大
力促进两岸在民俗体育方面的交流 。通过健身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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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鼓等民族体育项目的推广，借以激发台湾同胞的民
族、乡土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同时，前所未有的良

下发展，受其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文环境的影
响，在意识形态、制度与思维上的有些差异。 但对民

好政治背景也给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带来了难得契机 。
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加大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

族文化的认识和对民族体育的传承 ，却保持着高度的
一致性。例如龙舟竞渡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祖

在两岸大众中开展进程，探索出一条民族体育项目在
海峡两岸交流与推广的有效途径 ，进而为传承民族文

国大陆已沿袭成风，成为每年必须举办的一项民族体
育活动。在台湾本地龙舟竞渡也深受欢迎 ，每每参与

化、增进两岸大众的交往与沟通搭建平台 。

人数众多，并且在传承上尽量保持原生态，重视仪式
和程式化。正是由于海峡两岸共同渊源于中华文化

3

海峡两岸推广健身秧歌、
腰鼓的可行性

3． 1

两岸广泛的体育交流活动为推广创造了良好契机
“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间的交流往来

越来越频繁，两岸体育交流内容也日益扩大，由最初
的民间体育交流发展到官方的体育交流 ； 由最初的民

的一体性，加上民俗体育所特有的乡土性、情感性、娱
乐性、宗教性，很容易唤起两岸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 。
使得像龙舟竞渡、武术、舞龙、舞狮、鼓阵等等这样的
民族体育项目在海峡两岸广泛开展 ，深受民众欢迎。
3． 3

俗体育交流、竞技体育交流发展到体育科技、体育产
业交流。双方接触频繁，且层次日益提高； 交流更加
［2］

两岸共同的健身需求，为健身秧歌、腰鼓的推广
拓展了空间
健身秧歌、腰鼓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较强

有组织、有计划，并向多元化和多方位方向发展。”
交流形式也由最初的单向交流到现在的双向交流 ，参

的群众参与性。不受性别、年龄、时间和场地的限制，
随意性较强。在健身娱乐、促进人与人沟通交流方面

与交流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多。2009 年 5 月的海峡论
坛由大陆 26 个部门、台湾 28 家民间机构联合主办，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但可以自娱自乐又可公开表
演、组织竞赛。健身秧歌、腰鼓的推广与普及不仅能

上万名两岸同胞共同参与，其中台湾民众 8 000 多
25 个县市、
20 多个界别，被
人，来自台湾各主要党派、

够丰富两岸之间民族体育交流的内容 ，而且通过一定

认为是迄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台湾各界参与最广
泛的一次盛况空前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 在这次交
流中仅参加武术项目的两岸民众就有 1 000 多人。
从近几年总的交流情况来看，民族体育之所以成为两
岸体育交流的主要内容，其原因之一是两岸同胞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台湾人民对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
和发展表现出极大热忱。另一方面，国家对民族体育
的不断重视，为民族体育在海峡两岸推广创造了有利
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广健身秧歌、腰鼓项目，
不仅是两岸民众文化交流的需要 ，更成为相互之间沟
通情感的纽带。
3． 2 两岸民众高度的文化认同，为健身秧歌、腰鼓的
推广打下基础

形式的比赛和观摩表演能进一步扩大两岸体育交流
的渠道，增进两岸民族体育文化的亲缘性 。
海峡两岸推广健身秧歌、腰鼓的对策
3． 4． 1 顺应时代发展，提高项目特色，增强感染力
3． 4

健身秧歌、腰鼓在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
境的影响下形成，是人们社会化生活的缩影，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是研究民族文化的有力证据，也是任
何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但是，社会的进步要求我
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头脑思考问
题。因此对待健身秧歌、腰鼓的发展也要在继承历史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迎合现代人的多种需要。加
强对健身秧歌、腰鼓的科学研究，顺应时代发展，不断
地融入现代元素，不仅使其在运动方式、技术结构、竞
赛推广等方面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而且在器材、服饰

祖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在文化
上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极强的交融性 。 在作为

和外在表现形式方面也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并
日益明确地赋予其现代竞技、健身、教育、娱乐等意

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体育方面 ，有着极
深的渊源。台湾传统民俗体育项目中的舞龙舞狮 、龙

义。在保持原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提高健身秧歌、
腰鼓的技术特色，增强视觉感染力，以适应新环境的

舟竞渡、宋江阵、跳鼓、扯铃、踢毽、跳绳、陀螺、布马
阵、车鼓阵、旱船、高跷、民俗特技等内容，除了很少的

演化变迁，使其充分融入新时代体育的发展之中 。
3． 4． 2 夯实群众基础，加大宣传力度

一些是在台湾本土形成的之外，大多是从大陆传承过
［3］
去的尤其深受紧邻的福建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 。

健身秧歌、
腰鼓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参与性，既能
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又具有观赏性，深受广大民众喜

虽然，两岸体育分别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

爱。因此，
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搭建一个有利于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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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
腰鼓宣传和推广的平台。首先，
要深入研究与整
、
，
理健身秧歌 腰鼓的相关科学理论 继承和弘扬相关的

去。同时，注重理论传授和文化传统的学习。2 ） 培
养具有健 身 秧 歌、腰 鼓 体 育 教 学 能 力 的 师 资 队 伍。

增强和提高健身秧歌、腰鼓的科学化、规范
文化传统，
社会化水平，使其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接受并以积
化、

3） 建立和完善健身秧歌、腰鼓的学习评价体系和考
核方法。4） 建立可操作的体育教学体系，有针对性

极的态度进行推广。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全
民健身活动和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广泛开展

地探讨教学原则与教学方式。5） 规范健身秧歌、腰
鼓的服装、场地器材。

竞技比赛、大众表演等交流活动。同时坚持“小型多
样，
业余自愿”方法，
结合海峡两岸民族节日和乡村文

目前上海、武汉等地区的一些大、中、小学都有开
设健身秧歌、腰鼓的教学，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

化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身秧歌、
腰鼓的表演和竞赛
活动，
吸引和激励大众参与比赛，扩大健身秧歌、腰鼓

可以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在两岸大、中、小学中尝试
以不同形式开展健身秧歌、腰鼓项目，达到以点带面

在全民健身中的影响。此外，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多种
形式、
多种渠道进行宣传。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开展民

的作用。
3． 4． 5 开创产业经营，拓宽推广渠道

族体育活动，
举办一定形式的海峡两岸健身秧歌、腰鼓
让更多的人，
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民众
邀请赛和对抗赛，

在市场化的今天，健身秧歌、腰鼓的快速发展，需
要结合产业化经营管理体制，要与市场接轨。通过发

腰鼓活动中来。
参与到健身秧歌、
3． 4． 3 扩大培训范围，充实台湾教师队伍

展健身秧歌、腰鼓，开发健身秧歌、腰鼓的文化产业价
值，带动健身、旅游、服装器材和相关衍生产业的发

健身秧歌、
腰鼓的推广需要大量的传播者。在我
国秧歌、
腰鼓虽然由来已久，但国家对其挖掘、整理却

展。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下充分发挥健身秧歌 、腰
鼓内在的经济价值，建立相关市场运行机制，使其在

是近几年的事情，在推广和普及上，师资欠缺较大，不
能满足人们对健身秧歌、
腰鼓的学习需要，
尤其是台湾

市场经济中自供自育，不依赖政府，同其他产业一样
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

地区。要推广和普及就必须充实教师队伍，每年定期
举行教学培训活动、规范培训内容。在对台方面要采

进而实现健身秧歌、腰鼓事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3． 4． 6 重视文化差异，在融合中求发展

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法，
由政府应出资无偿邀请台
湾地区相关的体育传播者来大陆学习参观，输送大陆

中华民族体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积淀，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

并根据情况多点开花。
优秀教师到台湾进行培训指导，
3． 4． 4 抓住学校资源，加强两岸校际间的交流

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 由于社会制度上的
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在海峡两推广健身秧歌、腰鼓

学校教育是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 ，没有教
育，文化便失去保护和传承的现实意义。 所以，学校

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尊重台湾地区当地的文化风俗 ，
因地制宜，不断改进，以适应两岸文化上的差异。 要

体育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校体育是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

不断的学习、吸收台湾地区在传承优秀民族体育文化
上的可取之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上的文化交流，

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从足球到橄榄
球的流行，从德式体操到军事学堂的兵操，大多数游

继而激发民族认同感，达到通过开展健身秧歌、腰鼓，
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海峡两岸间交流的目的。

戏在近代以学校作为中介完成了向高水平竞技项目
［4］
发展的过程。” 健身秧歌、腰鼓简单易行，对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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