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i Ethic Minority 

Chuan Zhou, C.L. Deng 

Sports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Study on the protectiv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i 

ethic minority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etc.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better protect i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ink that the Yi people's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very rich, but a lot of problems exist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which are mainly the lack of a sound legal system,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adequate protection funds,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a and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rotection channel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think it is from the legal, economic, government, 

education, travel, etc, to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i ethic minority. 

Keywords—Yi ethic minority,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 China 

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周川   邓陈亮 

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成都，四川，中国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目的为更

好地保护传承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是在保护和传承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缺乏健

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管理体系、足够的保护资金、注重保护的观念、有效的保护渠道；我们应该从法律、经济、政府、教育、旅游

等方面来保护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  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 

1．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阔的土地

上居住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也容纳着各个民族间博大精深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彝族就是这个古老中国的大家

庭成员之一，彝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在悠久的历史

文明中，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竞技体育迅速发展的今天，彝族传统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濒临灭绝或逐渐消失，所以保护和

传承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2．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2.1  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国虽然出台了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

律，如《非物质遗产保护法》、《文物法》、《著作权法》等，

但这些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善，而且可操作性不强，不

能很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需要。彝族作为少

数民族，在保护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条文

非常缺乏，更难找到针对性的条文支撑。所以，中国急需

制定健全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尤其是

像彝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更

要加快制定。只有这样，保护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2.2  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 

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比较纷繁复杂的

文化管理项目。它涉及彝族居民平常生活中的吃穿用品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ASSR 2015)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719



传统节日的举办，与平时的说话耕作到歌舞艺术，包括彝

族人的口头文学、艺术行为、戏剧表演、传统技艺、民俗

文化、烹饪、茶、酒等等。所以，对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管理需要相关部门开展很多的工作，这牵涉到

有关政府部门（如：文化部、文体局、宗教局、旅游部、

民政局等）的合作与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缺乏

统一的专门的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

导致职权不清，遇到事情有推诿现象出现，但是当遇到可

以获得经济利益的项目时，又会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所

以，为了保护好中国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

部门急需出台完善的管理体系，将各部门职权划分清楚，

办事才能分工明细，出了事情也知道谁管理，谁担责，不

至于乱套。 

2.3  缺乏足够的保护资金 

关于保护资金的缺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

于像彝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多半是属于贫困地区，所以地

方上的财政收入本来就少，而彝族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种类又很多，在资金投入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

面，有关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来源很单一

而且不固定，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遗产保护的资金主要来

自于各级地方政府，而民间的资金投入又很少。此外，彝

族传统体育非物质遗产的资金投入也并没有成为各级政府

的一种自觉行为，现行的一些财政拨款也是很难保证资金

到位，只是在有非物质遗产名录护申报的时候才临时拨款。

由于资金的缺乏，基层政府很难保障对传统艺人、传承人

以及工作人员的培养。再加上硬件设备的不足，技术手段

的相对落后，更进一步的影响到了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等保护工作，甚至没有办法来对已经

面临濒危的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抢救。 

2.4  缺乏注重保护的观念 

由于“申遗”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目前“申

遗”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热门话题。很多的地方政府，不惜投

入大量的资金，来申报国家级以及地方级的传统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对于彝族地区来说，如果可以成功“申遗”，

这不仅可以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支点，而且还能成为彝

族地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所以，彝族地区政

府部门在实际的工作中，只是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

报与开发，而缺乏注重对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观念，没能良好的处理好对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开发利用关系。彝族地区当地政府常常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开发作为发展当地经济以及提高当地知名度的一个

商机，只是重视发展当地旅游业，而缺乏注重对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片面的追求保存传统体育文化的

外在形式，而忽视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精髓。在注重发展

旅游项目的同时，只是将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供人们消费的

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改造，来迎合市场发展的需求。比

如：在黄金周等旅游的旺季，将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搬到演

艺大厅、人民广场等场所，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欣赏，当成

一种娱乐，这就让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了它

原先赖以生存的环境，失去了原有的内涵，而成为一种非

常空洞的形式。甚至有些地方以保护传承传统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名义任意篡改民俗文化，歪曲文化遗产的内涵，

致使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2.5  缺乏有效的保护渠道 

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口传身授”，它不仅要以人体本身为存在，以声音、形象

以及技艺为表现的手段，还要以身口相传为文化链来进行

延续。假如从事民间传统体育艺术或技艺的艺人们逐渐减

少而又后继无人，那么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

缺少传承人而濒临灭绝，甚至消失。据彝族当地人介绍，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多半是老人，

一些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缺少合适的传承人而无

法继续传承和发展，虽然政府方面也确立了一些国家级的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并且对这

些传承人进行了一定的资助和扶持。但是，还有很多传统

节日的祭祀人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没有包含在

内，这使得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最为有效

的保护传承载体。这迫切需要政府加大对彝族地区传承人

的支持力度，保证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

继有人，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好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 

3．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3.1  从法律方面进行保护 

在各种外来文化以及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彝族传统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能离开法律、法规的保

护，法律依旧是最安全、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假如没有

相关的法律政策作支撑、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做后盾，传统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滥用或者盗用，甚

至消失或消亡。所以建议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法

律条文，比如《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等，这是对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有效、最

科学的保护手段。应该呼吁文化部、教育部、体育总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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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参与有关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

立法研究，尽快制定出有效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来。另外，成立专门的彝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小组，加强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挖掘、整理、开发和研究等，使得彝族传统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传承、创新。 

3.2  从经济方面进行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补给才能保证各种政

策的具体落实，比如：成立彝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

会、修建彝族传统体育展示基地或成立彝族传统体育培训

基地等，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需要调研考证、招商

引资、实地考察、网络宣传等，也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各个项目的保护都很难

实施，最后只能停止或不了了之。要保护好彝族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依赖政府的经济投入，与此同时，

还可以选择其它途径来进行集资，比如，面向广大社会和

企事业单位进行募捐，以此来对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补救、修复等，来保障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3.3  从政府方面进行保护 

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政府作为保护的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如没有政府的有力支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很可能就会被“边缘化”。所以，政府作为主导机

制，常常肩负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担，并负有扶

植和保护的责任。因此，在保持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上，一方面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策略，要在挖掘、

整理、收集、创新等方面，投入一定的专项保护资金进行

遗产抢救。尤其是保护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

项目，影像文本、传统技艺等，将它们以影像、文本或其

它形式再现出来，或静态或动态。或者以博物馆的形式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完整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就是，

相关部门要更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尽快的

制定出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规划，促

进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明确彝族传统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地位。可以这样说，保护彝

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彝族当地政府的支持和

推动，政府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主角作用。 

3.4  从教育方面进行保护 

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规范化、科学化、

普及化、长期化、有效化的传承，就必须积极的与学校教

育相结合，因为学校是传统体育发展的摇篮，在学校开展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其保护和传承的关键所

在，必须拓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把民

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良好的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

把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挖掘、

整理、研究和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丰富学校体育课的

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育意

识，提升学生的身心素质。比如：摔跤、力搏、拔河、汤

秋千等，很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心理、生理发展需要，

而这些项目也基本不受场地和器材的限制，参与的人数也

很随意，方便开展，轻松有趣，具有广泛的传播性。所以，

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一些现有的实际条件，把那些优秀的、

简单的、健康的、易于传播的彝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到学

校的教育体制中来，让我们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彝族传统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规范的、科学的、普及的、长期的、

有效的发展起来，传播开来。这样才是对我们彝族的传统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的保护，才能使它持续健康有序

的传承下去。 

3.5  从旅游方面进行保护 

对于保护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从结

合自然景观的资源优势，打造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旅游

品牌方面入手。有学者认为从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的意义可

以看出，唤醒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就是对传统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并不矛盾，而

是可以同步进行的。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能够进

行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毕竟只占少数，而且旅游地区

很多都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对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保护的，所以只有部分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保

护，而并不能让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全面的保护。

很多时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挖掘时，容易演

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表演，而对保护真正的彝族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很小。笔者认为，在彝族地

区利用地理人文自然景观，将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旅游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彝族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我们应当对彝族传

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与开发，同时加强联

合，积极打造产业舰队，借此展示和弘扬彝族传统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魅力与精髓，以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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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保护彝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民族和谐团

结、传承彝族传统文化、培育彝族民族认同、促进彝族区

域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保护传承过程中却面

临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促进相关部门

积极配合，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行列中来。但我们不能光喊口号，必须用实际行动

来进行保护，同时加大研究力度。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

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重视的环境中，对彝族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应与时俱进，

力求从彝族发展历程、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对其进行

保护，尽可能在实证的基础上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探

讨其保护和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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