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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sociology, literature survey,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t 
inter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re adopted to 
take the 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 of China and Burma in southwest yunnan provinc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mainly studying the impact of ethnic folk sports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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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体育对中缅跨境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 

顾薇1, 张剑平1,*, 张剑宇2 

1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昆明，中国 

2云南开放大学公共基础学院，昆明，中国 

摘 要：以民族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实地考察、数

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滇西南地区中缅跨境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民间体育对

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促进跨境民族文化认同理论与实践方

面进行研究尝试。 

关键词：中缅跨境民族；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认同；云南. 

1. 问题提出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我国漫长的边境沿线上，世代居住着30多个跨境民族。

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政体体制中，但他们作为同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亲缘、物缘、地缘、神缘

依然不变，跨境族群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亲缘意识和地缘意识促进下形成跨境流动，推动跨

境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而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跨境交流离不

开体育文化。近年来积极加强桥头堡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旨在将云南建设成为

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辐射核心点。其中，政府对于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极为关注，

以期通过文化互动促进国与国之间同一血脉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中就

有16个与周边国家跨境而居的民族。虽属跨境，但这些民族拥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共同体，

民族民间体育亦是如此。本文通过对滇西南跨境民族的体育文化交流的调查，意在以此为例

分析民族民间体育对于中缅跨境族群文化认同的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滇西南中缅跨境民族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地了解中缅跨境民族民间体育发展情

况，对民族民间体育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进行访谈。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调查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通过 CNKI、万方等电子图书资源等处查阅与滇西南跨境民族有关的资

料，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2.2 访谈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的要求，拟定相关的调查计划、访谈提纲，在此基础上征询有关专家、

学者的意见制定访谈刚要。访谈采用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对跨境

族群体文化交流的组织管理等方面，结合问卷采用结构式访谈；对民族认同影响及作用等方

面，采用无结构式访谈，并做好笔录和录音。 

2.2.3数理统计法 

利用体育统计学知识，运用 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合和处理，找寻和挖掘数据所揭示的

各种特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点情况 

位于云南省滇西南的德宏州是连接东南亚、南亚的桥梁。在德宏长达503.8公里的国境线上，

分布着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一类口岸，章凤、盈江小平原两个国家级二类口岸，28个渡口

和64条通道，沿公路可以到达缅甸的腊戌、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重要城镇。国内陆上交

通经滇缅公路到达腊戌后，与铁路相连接，可以南下仰光，北上密支那。由密支那沿史迪威

公路到达印度的利多，即可与印度的铁路网沟通，或经八莫港沿伊洛瓦底江直抵仰光港进入

印度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德宏是中国大西南和云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地

区。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不远的将来德宏将

真正成为云南乃至全国连接两亚的桥梁和枢纽。(德宏州年鉴) 

3.2. 中缅跨境民族的历史渊源 

中缅两国国土相连，山脉与河流也同出一系，自远古时代起，中缅两国人民在商业上和文化

上相互往来，建立起密切联系。我国古代史籍中、关于中缅关系的记载很多。远在公元前二

世纪，中国商人即经怒江和伊洛瓦底江进人缅甸，并将云南的特产运到缅甸换回当地产的宝

石、翡翠等珍品。中缅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相互影响。中缅两国不仅建

立了邦交，而且还相互派遣文化，劳工、农业、军事、体育、佛教等多种代表团进行亲善访

问，并且分别成立了中缅友好协会。对于增进相互的了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两国政府

之间交往外，两国边民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密切，从语言系统来说，缅甸最大的民族一一缅族、

克钦族和掸族与中国汉族同属藏缅语族。缅北的克钦族和我省境内的景颇族属同一个民族。

所以，这种同一民族的亲密关系正是跨境民族长期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主要原因。元明以

后，大批省内外的华人迁入缅甸，与缅甸人民和睦相处，把缅甸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相互通婚，彼此之间的同情与了解夏深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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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缅甸人民历来称呼中国人为“胞波”（意为胞兄弟）这一事实即可表现出缅甸人民对中国

人民的深厚情谊。  

3.3. 跨境民族的多样性和同一性 

在滇西南聚集着傣族、景颇、阿昌、傈僳、德昂等诸多跨境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主

体民族在国外，有的主体民族在国内，他们和国内外的同根同源的跨境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例如：景颇族和缅甸克钦族是相邻而居的同一民族，只是族称不同而已，景颇族聚居在

云南省西南部，有12万余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山区是其主要分布地。缅甸克钦族人口

有56万，主要分布在北部克钦邦山区，在掸邦景栋地区以及缅印边境山区也有分布。又如阿

昌族在中缅两国都有分布。在中国称为“阿昌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南德宏州境内，在缅甸，

阿昌族被称为“迈达族”，人口近3万，主要居住在掸邦北部等等，这些民族同根同源，有着

不可分割的族群认同。 

缅北地区聚集着克钦、崩龙、傈僳、掸在云南和周边国家接镶的边境地区。许多民族是在国

境线两例相邻而居的同一民族，亦即跨境民族。这种民族的同一性是云南与周边国家又一共

同的民族现象。而且他们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同一民族的分布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

保持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分布格局，历史上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放牧、

节日聚会等传统往来从未间断，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源远流长超越国界的民族

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为在这一建立国际小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人文条件，另一方面

也形成了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边疆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局面。 

3.4. 民族民间体育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3.4.1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凝聚民族精神 

民族民间体育是人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古代史教育史》中记载：“氏族公社成

员们除了在生产中受教育外，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受教育，他们利用游戏、竞技、

舞蹈、唱歌、记事符号等进行教育”[7]。景颇族是我国西南边陲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历史

上曾进行过多次大的迁徙。在迁徙和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骁勇善战的民族特性。

而在各种生产方式中刀都是很重要的生产工具。在民间，自古有句谚语“男人不会耍长刀，

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筒裙，嫁不了人”。“刀舞”是景颇族（克钦族）极具特色的男子

民间体育活动，流传久远、分布甚广，大多数景颇族（克钦族）男子都能跳刀舞。刀舞的节

奏鲜明，参与者感受到，不断重复的节奏中身体有规律的动，对灵魂产生的强烈的震撼。随

着精力释放殆尽，舞场上的人近乎痴狂，在欢歌与狂欢中“舞蹈打破一切由更为高级的文明

形成的各种界限……灵魂在同一步伐、协调节奏中摆脱了自身的负重而感到来自身体运动的

快感和欢乐”。刀舞即是一种生产、生活技能，又是其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在刀舞的学

习中，履行了对下一代进行社会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同时还让下一代了解本民族的文化

内涵，反复告诫和教育人们要永远记住自己的根底和血缘关系，以此巩固氏族社会的稳定与

团结，增强氏族公社或氏族群体的凝聚力。 

3.4.2以鲜明的教育功能传承民族文化  

景颇族（克钦族）在刀舞的学习中，还包含了思想道德教育，对下一代进行社会道德规范教

育，使之形成勇敢、诚实、不畏艰难的优良品质。通过情感的培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独特的育人功能，从而达到教育民众之目的。独具这种和谐的群体氛

围生成一条神秘的精神纽带把个体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3.4.3以突出的文化符号强化民族认同  

傣族是一个跨度较大的跨境民族，在中国、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都有泰人居住，并分属

不同的支系。中国的傣族聚居在云南省境内；缅甸的掸族人（他们自称为“傣”）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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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部的撑邦，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傣族与缅甸的掸族是同一民族，基本相通的语言和

大致相同的风情民俗。 

傣族（掸族）武术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已具雏型，唐代已成系列，在唐代南诏地方政权统辖

的傣族地区，就已制定了练习的武术、刀剑的军事制度，《马可·波罗行纪》中说傣族“男

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马外，不作他事……”傣族（掸族）男子好拳术，经常是即兴表演，

看到田边的大象，模仿大象的动作，就形成了象牙拳，以此类推，出现了虎拳、马鹿拳等，

由于解放前，边疆知识的匮乏，很多拳术都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没有形成文本，这也让很

多珍贵的傣族武术资料流失，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注入，给边境民族

民间体育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孔雀拳由云南武术名家任继华老师根据多年到到德宏地区及走

访缅甸后，结合当地傣族的生活方式和傣拳的套路表现方式的基础上，吸取了孔雀舞的表现

方式，将傣族武术突快突慢，刚柔相济的特点与太极拳、长拳、绵拳和气功等动作相结合，

在套路的编排上则是以四门拳如，从东开始练，然后到南、西、北，最后回到原位收式的套

路编排思路来创编的。孔雀拳在创编后迅速在民间开展开来，得到了缅甸掸族的喜爱，孔雀

拳有很强的参与性和实践性。每年德宏州举办的“胞波狂欢节”“泼水节”等重大节日，有

来自各地的拳术高手聚集于此，也有缅甸的拳师前来观看指导，这样的活动加大拳术的受众

面和影响力。在姐相乡的云井“一寨两国”景区内，就有傣族拳术的表演，使游客既观欣赏

了节目，也了解了边境民族风情。当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成为自己生命的体验和肯定，当文化

汇入血液、渗入骨髓，成为自己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便成

为这个群体认同“自我”、区分“他者”的纽带。跨界民族也常常“基于自身文化的符号和

历史记忆，通过“自我”与“他者”等区分类社会行为来强化身份认同”。  

3.4.4文化认同转向国家认同  

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因其所属的国家体制不同，长期以来，居住不同国度的同一民族因社

会制度的不同，现存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也不完全相同，其传统文化，如居住方式、穿着习惯、

语言词汇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演变和新的整合。但是，血浓于水，所有这些都很难削

弱他们那种沉淀于心底的同根一脉的民族认同意识。 而且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大多属于“直过

民族”，在他们的思想中，国境作为国与国的分界线的意识是模糊的，但“同一民族”的概

念却是清晰的，所以“无国境化”现象在他们的交往中越来越频繁。景颇族（克钦族）不仅

语言相同，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连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目瑙纵歌，他们

都互邀参加，共同庆祝，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景颇族参与到目瑙纵歌活动中，有史料记载，

缅甸八莫数万人云集德宏参加目瑙。更有泰、缅、华侨、印度人等参加，很隆重。紧接着举

行的是南坎、木姐、勐扳坝、密支那(均属缅甸)等地，其中最大的是密支那县城的目瑙气氛

甚为热烈。这充分说明跨境面居的同一民族，都具有同根的认同心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

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较为稳固的内聚力，这种认同心理和内聚力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因国

界的划分而减弱，民族民间体育以一种平和而非对抗的方式，让民族文化认同得以增强。在

这种没有语言隔阂的“身体对话”中，跨界民族“因文化认同而凝聚力增强，从而保证了自

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环境中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就云南边贸的发展情况

看，随着中国政府对“沿边”开放政策向深层次推进，跨境民族的相互关系将会在原来的基

础上相处得更和睦，更友好。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体育对于促进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跨境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

意义，在中缅边境众多民族跨国境而居、相互之间联系性和互认性很强的边疆地区，民族文

化认同感是维系边境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主城部分。利用民族民间体育增强跨境民族的文

化认同感，是实现云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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