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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民俗体育与高校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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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徽州民俗体育源于文化底蕴厚重，博大精深的徽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民俗活

动．是优秀民族文化和人类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鲜明的传承性、地

域性、民族性、普及性和多功能性等特点，对高校的体育教学具有独特的魅力与功能。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开

展古徽州民俗体育．对弘扬徽文化与提升高校的体育教学内涵和水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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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族所创造的，为一定民众所

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

惯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

活动．它既是优秀民族文化和人类体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II喝带着“科教

兴国”的战略任务，高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弘扬民俗文化及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2002年教育部新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特别强调学校体育要加强民

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汲取世

界优秀体育文化，体现时代性、发展性、民族性和中国

特色。江泽民同志早在党的十大报告中就指出：“面对

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

教育全过程⋯⋯”。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人文奥运

理念的提出，更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健康第一”、“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导下，将民俗

体育项目纳入高校体育教学中，不仅可以通过教学活

动使学生增长知识、增进健康、增强体质、调节情绪、调

整心态环境。促进智力和审美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且还

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和推广，更重要的是

能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交流、传播和弘扬。

徽文化是指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卒B w'3、绩

溪、屯溪和婺源等六县所呈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

性。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咆
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因其历史源远流

长，文化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又一瑰宝，与

敦煌学、藏学并称为我国三大地方显学。而古徽州民俗

体育文化是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东方古

老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文化及古徽州民俗体育

文化的内涵，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观和审美理念，为当

代中华体育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带来极大补益。在高校

体育教学中开展古徽州民俗体育。无疑对弘扬徽州人

民悠久灿烂的文化与提升高校的体育教学内涵和水平

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古徽州民俗体育的特点

古徽州民俗体育是根植于徽文化的土壤中。在博

大精深的徽文化影响中。与民间游戏、娱乐、竞技、缝

身、养生的文化一同汲取了各种表演技艺的特点．【增过
不断提炼、砥砺、聚合，改变了它初始的性质，最终熔铸

成别具一格的民俗体育文化。

1．1传承性

吉徽州民俗体育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底蕴厚重，博

大精深，长期以来为徽州地区人民所喜闻乐见，有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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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如至今还流传在徽

州民间的地戏，就是古徽州民俗体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它是由乡民们化妆成熟悉的戏剧人物亮相游行的活

动，乘马表演者为马戏，行走表演者称地戏。其中还有

一种表演形式是“高跷”。现在这一内容已被湖南吉首

大学开设为正式的体育项目，称为“高脚马”。其实这是

农业劳动中脚蹬水车的艺术化，而现在黟县龙池湾等

地尚存的撩车提水、脚车蹬水就是这些项目的原形载

体。在徽州地区每逢农历正月初、三月三、四月八和迎

秋打醮时都会有地戏表演，参与者和观赏者之众都可

称当地之最。还有“舞回”，正宗的徽戏诞生于绩溪的

“舞回”。相传舞回是当地村民为驱赶伤人的猛兽而扮

演成强悍威猛的回，加上全村人高举松明火把，放铳呐

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使恶兽生畏、退敛的一种群众

活动。而徽戏的载体就是古戏台，以祁门县为例，在新

安乡、闪里镇、汪家河、文闪河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就有

10处，村民们勇于上台表演多种舞蹈、武术乃至黄梅

戏、徽戏。再如傩舞，傩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

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是古代人与神灵的对话方

式．后来逐渐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自娱自乐的民间

艺术形式。。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

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是徽文化的活化

石。睁1瞰州傩活动一直很普及。如婺源县(现属江西)
是徽州诸县傩活动最为兴盛的县份，历史上有“三十六

傩班，七十二狮班”之说，往往是狮傩同游，一边舞狮，

一边是傩舞。以酬神娱人，故有“狮傩会神”之称。I--】20

世纪80年代中期。徽州地区文化部门曾对徽州傩进行

过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傩文化至今在徽州地

区仍有比较多的遗存，既有舞，也有戏。如祁门县芦溪

村的傩活动。每年正月初二日，先行请神仪式，然后表

演傩舞，节目有“先锋开路”、“土地杀将军”、“刘海戏金

蟾”等。初三至初六日，到本村许平安愿的人家眺。各家

以木盘盛米酬神，演毕，由舞者将米倒入布袋带走，全

部演出节目，均无唱腔和对白，仅用锣鼓伴奏。

1．2地域性

民俗文化的发展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自然地理条件是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民

俗文化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古徽州地域，大致在黄山

南麓，天目山以北，地处原始江南古陆，境内崇山峻岭

环峙，“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陆路交通

相对不便，形成相对闭塞的自然屏障。“八山半水半分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旧竭就是对古徽州地理特点的真

实写照。而四射的江河则使徽州和外界连通，成为徽州

入走出丛山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徽州地区最早的土著

居民是山越人。王鸣盛：。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

伏处深山，故名山越。”其“依山阻险，不纳王租”、“勇捍

尚武”、“断发纹身”、“火耕水褥”。04,15】秦始皇统二中国

后，经过秦汉三个多世纪，徽州地区还属于“深险之

地”，山越“犹末尽从”。山越先民尚武好勇、能征善战的

风气代代相传，形成传统。这使得吉徽州形成了既具有

浓厚徽州地域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又形成了具有浓

厚徽州地域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如赛龙舟、划旱船、

傩舞、叠罗汉、跳钟馗、嬉钟馗、舞香火龙、手舞龙、狮子

舞、舞麒麟、抛绣球、花船、亮船会、花棍舞、抬阁、目连

戏等等。II斓如徽州武术，在徽商繁荣的阶段，因往来于
崇山峻岭之间，一方面是宫府的欺侮．另一方面是匪盗

的抢劫和野兽的伤害。所以地方商人为保家园．组织乡

兵义勇御贼，外出经商需带“保镖”，这些义勇和保镖个

个身手不凡，武艺娴熟。因保镖行业非匪，非侠，很少见

史书有所记载，而有的徽州商人本身就是武艺高人。如

史载“休宁程宗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干金命贾。宗斗

携住河南少林寺学艺，馨其囊。⋯⋯后父挟重赀，偕之

往北京，道遇响马贼，父惧甚，匿草间。宗独斗敌数十

人，皆辟易，响马惊拜日‘神人也”。又载：“汪宗孝．歙

人，好拳之戏，缘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删

并且徽州武术的发展还以徽剧为载体。使徽州的武术

与艺术、民俗结合了起来，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1．3民族性 ．

民族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而是当社会发展

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是由

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田j民俗体育是

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载体，其内容、形式和风格等都与

近代体育项目有所不同。古徽州民俗体育作为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浓厚的徽州人文背景。徽文化的

许多特征都渗透进古徽州民俗体育之中。徽州理学是

中国孔孟儒学的传承和发扬，徽州人朱熹、戴震、胡适

是宋明清和近代的代表人物，从封建社会制度建立以

来，徽州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人们的思想价

值观、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徽文化中体育

伦理成了民俗体育价值的取向。伫纰哆【口在古徽州民俗体

育中，竞争与胜负占居次要地位。修身养性和追求精神

境界的完美被放在首要地位。在徽州武术的发展方面

追求的是技艺精湛、艺德高尚。在以健康长寿为目的的

养生体育中，强调的是养心、养神、养性、养德，而不是

注重人的肢体运动。通过调气、调息来达到养生的目

的，这就是儒家传统文化将修身与修德统一起来的理

念。因此，与新安医学结合的腱身体育如导引养生、五

禽戏等也都出现了。此外，还强调“寿天之来。在于善

求”，这就寓意着主动求索健康长寿的观点。“天人合

一”观更是强调了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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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命双修，心身并育，谋求人同自然在和谐之中进行

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以获得人体技能的整体优化。

1．4普及性

吉徽州民俗体育一般不受场地、器材等客观条件

限制，在田问地头、街头巷尾、林间草地、室内室外均可

进行锻炼．也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男女老少均可参

加。锻炼者可根据自身的年龄特征、建康状况和兴趣爱

好。选择适合自己锻炼的内容。如武术、牵钩、眺绳、踢

毽子、舞龙灯、耍狮子、舞回等等。如与导引祛病结合产

生的保腱体育。雍正年间颜伟根据新安人所传之法编

纂了<延年九转法：》，又名《祛病延年法》，附有九个功法

图，是一个有系统的按摩导引法。嗍该书雍正十三年

(1735年)刻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刻，并于

“跋”中复道：“未及两月，患已若失，每晚课毕，竟能彻

夜酣睡，次日精神爽朗，行数十里，脚力更觉轻健”。后

。传于素识之患虚痨及停饮者，无不愈”。可见其功法效

益是很好的．故重刻之。再如贵池的目连戏、歙县叶村

的叠罗汉、歙县呈狮村和岔口镇的麒麟舞、歙县的嬉钟

馗、嬉鱼灯、舞龙等等。它们深深的扎根于徽州这片灵

秀的土壤中，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被各种民俗活动吸

收。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具有广泛的普及性。

1．5多功能性

古徽州民俗体育从产生起就具有竞争的特征．如

古代的徽州武术、牵钩、游泳、百戏等活动都表现出激

烈的竞技性特征。拔河，古时称“牵钩”，源于春秋战国

时一些国家对水师的军事操练活动和古代水乡使船拉

纤的劳动。据<隋书·地理志》载：牵钩之戏，“从讲武所

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061早期

的傩舞“眺开山”，表现的是盘古民手挥两尺开山斧，

劈、砍、挖、挡，动作大刀阔斧、矫健有力。再如徽州武术

的盛行，许承尧<歙事闲谈>中载“武劲之风，成于梁、

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隅但随

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朱熹到戴震，从

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既是宋代以后徽州思想文化发

展的一条主线。同时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

展演变的主流。并且由于徽州宗族文化的发达，实现了

礼与法的圆满结合，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奋斗哲

学开始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共同的

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使得古徽州民俗体育活动中

的娱乐性越来越强。如。百戏”就是古徽州民俗体育发

展演变的一个实例。它是由先秦时。讲武”之礼发展而

来，由原来颇具竞赛的活动逐渐向表演、娱乐演变。虽

然现在的百戏也包括武术、杂技、幻术、角力、歌舞等，

但毕竟是以“戏”为主。以观赏和娱乐为主。瞰州武术
追求的是技艺精湛，艺德高尚，还有极富技巧表演性、

趣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徽州民俗体育活动

项目，如地戏、马戏、舞龙、舞狮、舞回等等，使人们在竞

技中娱乐，在娱乐中腱身，融竞技、健身、娱乐为一体，

从而达到腱身的目的。

2古微州民俗体育与高校体育教学

体育文化和人类其它文化一样是逐渐积淀而成

的。徽文化中的体育文化是在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

次强宗大族南迁带来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包容整合发展

形成的。同时得益于优越的人居自然环境和相对封闭

的地形，少征战重礼仪，重教兴文。才使得徽学发展成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上的一种显学．使得徽学

中的体育文化成为徽文化中的光辉华章。而古徽州民

俗体育是融合徽州各民族文化、信仰、习俗等综合文化

的表现形式，其形成和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行为的

结果，更是徽州先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技艺的

凝练，蕴涵着徽州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历史源流、军事战争、神化传说、伦理道德、民

族情感等多种文化内涵，是一种具有多元功能的社会

文化现象。它集教育、健身、娱乐的本质功能和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的非本质功能于一体。尤其对学生的思

想道德、身心健康、人文素质、科学文化及民族文化的

培养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2．1古徽州民俗体育与教育

古徽州民俗体育是体育教育的一部分，是徽州民

族体育意识、体育精神的象征。如徽州武术，主张“侠以

武犯禁”。既使练武，也强调。习武先修德”、。尚德不尚

力”，追求的是技艺精湛，艺德高尚。对决也是以武会

友、切磋技艺。而非以胜败为目的。因此尚武成风的山

越民在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中，逐渐把武术与艺术、武术

与民俗结合起来，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再如武舞，是

古时军士训练的一种形式，是由战阵变化、击刺之法和

乐舞相结合的武术形式，这种武舞不仅是自强不息、尚

武精神的一种载体，而且还对武术套路的形成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古徽州民俗体育的活动中，学生不

仅能学到健身技艺，还能培养学生奋发向上、顽强拼搏

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徽州文化的发扬光大。

2．2古徽州民俗体育与身心健康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给健康

下的定义是“踺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而

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古徽

州民俗体育中很多项目都有其独特的强身健体功能，

不仅能发展学生的体能，还能发展学生良好的个性心

理品质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如舞龙灯、耍狮子、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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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仗鼓舞、凤舞、花棍舞、背新娘等，通过这些运动能

调其感情，增其意志，强其筋骨，寓体育于娱乐之中．妙

趣无穷，使得这一群众性娱乐民俗体育活动，不是赛事

胜似赛事。再如叠罗汉，该项运动起源于明代，是歙县

三阳叶村独有的民俗体育活动。参与者均为男性。表演

浑朴粗犷。特别是最后的叠表演，动作由易到难，共演

出60套罗汉的人体造型，表演起伏跌宕，惊险而优美，

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力量美和动

作与造型的流畅美。还有许多古徽州民俗体育活动本

身就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反映或折射的就是现实社

会生活和自然生活。学生在活动中可能遇到种种困难

和挫折，均是对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和磨练。叨

2．3古徽州民俗体育与入文素质培养

人文素质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素质，其核心是人文

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于人的关注的情绪或思想，

主要是指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人生价值

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

和谐等”。人文素质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言

而喻的。而对于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则显得更

为重要。口Ⅻ'古徽州民俗体育文化作为徽文化中一种独

特的文化现象。涉及了哲学、历史、艺术、伦理等人文社

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内容极为丰富，对学生具有独特的

人文教育功能。其根植于本土“小徽州”，却伸展于中华

大地形成。大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如

与新安医学结合的健身体育当中几乎都强调了“寿天

之来，在于善求”、“天人合一”等思想，强调入要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哲学思维，强调性命双修、心身并育、内外

结合、动静相生。谋求人同自然在和谐之中进行物质与

能量的交换，以获得人体技能的整体优化。学生可以通

过学习，感悟到自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认识到尊重

自然、参与社会的重要意义。

2．4古徽州民俗体育与科学文化培养

科学文化的培养对于今天的大学生而言已不单单

是加强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还有着创新性思维和创

新精神的培养。pi)古徽州民俗体育根植于我国三大显

学之一的徽文化．使得徽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也都渗透

进民俗体育活动之中。其内涵丰富，仅现在研究的领域

就涉及理学、朴学、医学、民俗、建筑、徽剧、徽画、篆刻、

徽菜、雕刻、盆景、竹编、文房四宝、民俗方言等许多方

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对这些科学内涵的挖掘和

学习。有利于学生在体育活动的学习过程中，提高科学

文化的素养．增强健身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叶h

蝶舞”的唱词为一年12个月的花名和农事，它通过多

种多样的表演活动潜移默化的给人以教益，使教育功

能融化在娱乐之中，轻松愉快的就传授了重要的农事

知识。

2．5古徽州民俗体育与民族文化培养

古徽州民俗体育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产

物。徽文化虽是地域文化，但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

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其中儒家的人生奋斗哲学开始

渗人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

为标准。古徽，、I'1民俗体育项目则担当起民族间交往沟

通的任务，本质上起着一种民族整合的作用。“在一个

多元文化并存并发生彼此交往的环境中。基于血缘或

同质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不断的塑造着民族的文化和

精神特质。这种塑造过程反过来使得民族的界限由模

糊而逐渐清晰。而民族界限的清晰又造就了迥异于其

他类型群体的，基于共同的神化、信仰、符号以及共有

的历史传承等民族文化意识的价值共识”。降a6l所以，徽

文化不仅反映了徽州人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主

流价值观在这一地区的生动体现。对古徽州民俗体育

项目的学习，有利于加强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有助于

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最

值得提倡的是吉徽州民俗体育的和谐氛围。徽文化不

仅注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在体育概念上

同样以“和谐”至上，使和谐思想、统一意识成为中华民

族超越时空的精神追求。

目前，许多高校的体育教学仍以竞技体育的教学

模式为主。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素质教育的

需要．严重忽视了学生民族文化心理需要和兴趣爱好，

压抑了他们学习、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

的发展和提高。同时由于高校体育经费短缺、体育场地

不足所带来的影响．已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受到了

较大影响。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

的要求。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强劲走势，为弥补高等学校

体育教学经费、场地的短缺和丰富高等学校体育教学

内涵，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显得尤为迫切，使传统

与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起来，对满足学生的民

族文化心理需要，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树立良好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以及丰富徽文化

的体育内涵，提升徽州民俗体育的品位均具有深远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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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Sports in Ancient Huizhou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Jia Lei，Nie Xiuju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 1，China)
Abstract：Folk sports in ancient Huizhou originating from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HuizhOH culture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vailOUS forms．Therefore．they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excellent Chi．

nese ethrile culture and human physical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ethnic physical culture as

well．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different regions，different ethnic groups，great populari—

ty and multi—purposes，they play a unique role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Introduc．

ing these folk sports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s of great historic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forward Huizhou culture and promoting connotation and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ords：ancient Huizhou；folk sports；early forward；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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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陈双.任远金.CHEN Shuang.REN Yuan-jin 古徽州"鱼龙舞"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流变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

学报2008,27(3)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和访谈等方法,对古徽州"鱼龙舞"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流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极具地域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古徽州民俗

体育鱼龙舞,是古徽州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徽州民众在祭祀、娱神、娱人、祈福中的民俗文

化特征."鱼龙舞"随着现代社会变迁,在徽州文化旅游事业的推动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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