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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民族民间体育肩负着推动新时代中华传统体育

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在传承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旅游发展等方面有其特殊使命。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发展历程，对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觉意识和内在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健康中国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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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农村社会的民间体育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是中华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体现，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源泉[1]。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

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

要目标。”[2]体育是对外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是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有效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措施之一[3]。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4]。发展体育事业是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6]。

与竞技体育相比，一些民间体育，如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但是在规范化、国际化、大众化、多样化等诸多方面亦取得了历史性发展[7]。本文所研究的民间体育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民间体育在不同时期呈现

出的特点，以期为我国民族民间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从“田野技艺”转向“历史使命”

（一）增强国民体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国防御敌的目标，党和政府根

据国内外形势，将发展群众体育，增强国民体质，促进国民健康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1949年9月召

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慎重稳进确立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方针，号召全国各族

人民积极投身于全民体育运动中，在开展群众体育和民族工作中，把发展民族民间体育作为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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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来完成，并提出了具体要求[8]。1949年 10月，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朱德提出了

“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9]的工作方针，号召建设“民族、科学、

大众”的全民体育。1952年 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10]，成为鼓励全民体育的强大

号召。195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着手研究和

整理民族形式体育”，要通过体育锻炼体魄，为此，中央体委专门成立机构开展研究和整理工作[11]。

1954年，中共中央做出“把改善、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重要批示，从政治高

度强调发展全民体育，以期增强国民体质[9]。1960年下半年，民族民间体育通过改编，使其符合社会

背景和政策宣传，如武术、划龙舟、舞狮等民间体育活动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开展。

1962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基层体育协会进行了调整和整顿。1963年，民族民间

体育活动有所恢复，武术、挤棍、举石担、舞狮、划龙舟和踢毽子等体育活动相继开展。红旗大寨大

队党支部提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心红志坚立场稳，还必须身强力壮腰杆硬”[12]。以上方针和措施体

现了党和国家为各族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明确了体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方向。

（二）各级各类政策是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活动亟待开展。1950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按照党和政

府的要求，在《各地区关于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广泛采用民间体育形式，开展适应各地

区特点的民族民间体育，并提出在冬季开展群众喜爱的体育赛事的建议[13]。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

设立了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的荣高棠指出，“对于那些为群众

所熟悉和爱好的武术、摔跤、石锁、沙袋、举石担、骑马、跳绳等必须予以重视，使之成为广泛开展人

民群众体育活动的有效形式之一”[14]（167）；1961年 4月，周恩来在西双版纳视察工作时正值傣历新年，

在看到节日期间举办的赛龙舟、孔雀舞等传统活动时，他指出，“傣族人民的划龙舟，既是节日活动，

又是体育活动，能够增强人民体质”[15]（12）。这些讲话把发展民族民间体育工作提到了政策高度，为新

中国开展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各族群众是发展民族民间体育事业的主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民间体育如枯木逢春，获得了新生并快速发展，各地区延续历史传统开展

体育赛事。1950年，华北地区在冬季开展了冰上体育项目，西北地区开展了摔跤、骑马、射箭等民族

特色体育比赛，农村地区举办了武术、沙袋、举重等体育比赛。1951年年底，天津举办了“天津市民族

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并举行了形式多样的表演和竞赛项目。1952年10月，无锡举办了苏南区第

一届民族体育运动大会。1953年 4月，上海市举办了“上海武术观摩大会”。1953年 8月，“华北区人

民体育运动大会”举办，其内容包括摔跤、赛马、单拳、双拳等竞赛及民族形式表演项目。1953年 10
月，“西北区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举办，其竞赛内容包括武术、摔跤、举重、步射、击剑等项目。具有

“中国摔跤之乡”之称的山西忻定县每年庙会期间都要举行当地特有的摔跤比赛“挠羊赛”[16]，这种民

间形式的摔跤逐渐演变成“中国式摔跤”，并在全国各类运动会中被列为竞赛项目。

同一时期，在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类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亦有开展。1952年7月，宁夏举行

了第二届人民体育暨民族形式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蒙古式摔跤、赛马、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17]（289）。

同年9月，吉林延边举行了摔跤、跳板、荡秋千等民族特色项目比赛[18]（73）。1954年，内蒙古举办了首届

那达慕大会，比赛项目除了赛马、摔跤、射箭外，赛骆驼、布鲁（蒙古语音译，汉语意为投掷棒子，通过投

掷击中目标）、象棋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游艺项目也进入了那达慕大会赛场[19]。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专门成立了军事体育部，以加强与各民族地区之间的体育联系。从

1950年起，国家对民族地区体育的投资逐年增加，配置体育设施，兴修体育场（馆），先后培养多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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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体育干部和专业人才，支援和服务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20]。

（四）走向竞技交流舞台的民族民间体育

1956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的发布，我国民族民间优

秀体育项目逐步登上全国竞技舞台。1957年，中华传统武术被国家体委正式列为比赛项目，并召开

了第一届全国武术评比大会和全国武术运动会。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武术被列为比赛

项目和表演节目，随后，《武术竞赛规则》由国家体委批准并颁布实施。1960年6月，为加强对外交流

与合作，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随行的中国武术队作为友好使者进行了精彩的表

演。同年 12月，中国武术队随周恩来总理赴缅甸做巡回表演，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拉开了我

国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对外交流的序幕[21]（60）。另外，对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是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即第一届全国民运会的成功举办。1953年8月，中国游泳运动员

吴传玉在罗马尼亚为新中国赢得第一枚国际体育大赛金牌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迅速掀起了

向吴传玉学习的体育训练热潮。随后，经中央同意，中央体委筹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

大会在天津市顺利举办，这是少数民族同胞第一次带着传统体育项目正式登上国家舞台。第一届

全国民运会的成功举办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民族民间体育在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国民经济、保卫国防、改善国民体质

等方面成效显著，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框架、明确了目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民族民

间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赛事活动由无序逐渐转向有序，既有成功经验，又

有失败教训，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民族民间体育的开展有重要启示。

二、从“群众体育”转向“民间节会”

我国民族民间体育与民俗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与民俗有关的体育

活动继续举办，但在竞赛项目规模、参赛单位和运动员数量等方面，与前期相比，均有所减少。自

1972年起，湖南花垣县和四川秀山县、贵州松桃县轮流举办龙舟赛，川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内部及

村落间仍然举行着摔跤、拔河、跳神、击球、武术、射击、爬竹竿等民间体育活动。以武术为代表的民

族传统体育在一些对外交流活动及国内重大体育赛事中亦有出现；1974年，中国少年武术代表团访

问日本；1975年 6月，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英国、莫桑比克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民族民间体育的

发展呈现出无序、隐匿态势，一些民族民间体育缺乏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各类赛事展演成为政治动

员、推动外交和振奋国威的重要工具。尽管如此，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民族民间体育逐渐从“群众

体育”转向“民间节会”。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各项民间体育活动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呈现出新的

局面。

（一）体育发展理念发生转变

1976年以后，我国体育事业各种基本关系逐步被理顺，明确了新的发展目标，民族民间体育回

归正常轨道，逐渐焕发活力。1978~1980年，我国召开了三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体育法

规建设的指导方针，推动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正常化、法制化和规范化。1981年，国家民委和国家体

委提出“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与近代体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的健康

水平和运动技术水平，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22]等少数

民族体育工作方针。同年 9月，国务院批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并规定每 4年举行一届。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区不同形式、不同项目、不同规模的民族民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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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赛事逐步得到恢复。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民间体育活动

1982年，全国 122个地州市、312个市县区举办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会市县超过了民

族自治县的 50%以上[23]（201）。1982年 9月，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55个
少数民族的代表首次参加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徽、会旗和会标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第三届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首次启用，标志着全国民运会逐步走向规范化。1991年在南宁和呼和浩特采

用分会场形式举办了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此后还制定了较为科学、系统的规程、竞赛规则

和评判方法，使全国民运会朝着规范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24]（360）。全国民运会的恢复和举办推动了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发展，为赛事交流和推广提供了借鉴。1985~1999年，北京举办了 5届民运会，

湖南举办了 4届省民运会，宁夏举办了 4届自治区民运会，这些省、市、区级民运会也增加了一些具

有区域特色的比赛项目。在举办综合性民运会的同时，一些民族民间体育单项赛事也在开展。

1987~1991年，不同省区举办了抢花炮、秋千、摔跤、木球等项目的全国邀请赛。满族传统体育研究

会先后在北京、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举办了 6次全国珍珠球邀请赛[25]。全国民运会和各地举办的

省、市级民运会是民族民间体育发展史上的创新，“交流、欢聚、和谐”成为民运会的主题。

（三）民俗民间体育节会转变为体育赛事

随着党和国家对悠久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重视，传统民间体育赛事逐渐得到恢复，地方政府也

给予大力支持。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倡和支持“三月三”歌圩节，并于同年 10月 1日
主办了第一届“三月三”文化艺术节，艺术节上有抢花炮、抛绣球等比赛[26]。1980年端午节期间，湖南

汨罗县政府举行了首届龙舟比赛，有近10万人观看。1983年春节，湖南龙山县政府组织了上万人参

加的摆舞比赛活动，此后，该县每年举行一次，湖北、四川等省的邻近市县也派摆手舞队参加。1984
年，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在山东省潍坊市成功举办，“放风筝”这一民间习俗演绎成一场体育盛会，风

筝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7]。1991年，内蒙古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那达慕大会”[28]（57），这标志着一

些民族民间体育节会逐渐走向世界。同时，一些在民间及民俗节庆期间表演的体育活动项目逐步演

变成正式的竞技项目。1984年，国家体委将龙舟运动列为国家级体育竞赛项目，并在佛山市龙江镇

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屈原杯”龙舟比赛。随后，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国际、国内龙舟比赛陆续开展。

此外，政府还组织了赴国外参加国际性体育项目的邀请赛、表演赛、锦标赛等。1987年，国家体

委组队赴日本参加了毽球表演赛。上海三林舞龙队曾 9次被选派随政府和代表团出国访问。1988
年以来，国家民委多次组织广东顺德、番禺和广西桂林的龙舟运动队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性赛事，如

亚洲龙舟锦标赛、国际龙舟邀请赛、世界龙舟锦标赛等，参与这些赛事活动增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

的友好交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提高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运动的水平及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贡

献。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赛事，国家和各级政府也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培训班，

据统计，1984~1997年，教育部先后9次举办民族传统体育师资培训班[29]（583）。

（四）民族民间体育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1980年以后，我国体育工作进入全面改革和推进阶段，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体育法规政策，覆盖

了民族民间体育的各个方面。1984年，党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特别强调

“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加强体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全民族的体育运动”[30]（744），“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自主地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31]（99），强调民族体育活

动“要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以基层就近活动为主。根据农业节令，忙时少搞和不搞，闲时节

日适当多搞”的原则[32]。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提出了“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在民

族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33]。《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肯定了民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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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体育在健身计划中的重要价值，该活动的开展在增强全民体质和娱乐休闲等方面得到了政府和

群众的广泛认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发布，该法律明确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族、

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34]。这从法律上明确了党和国家重视保护民族民间体育文

化事业，标志着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在全民健身计划中逐渐谋得一席之地，并开始进入依法行政、以

法治体的新阶段，是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民间体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国家本位到民众本位，体现出

民族民间体育在发展目标上走上正轨；单项和不同群体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活动规模扩大、数量明显

增加，并且强调质与量的统一；原先依赖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和行政手段的体育管理机制开始有所突

破和完善，各地区和不同社会组织建立起国家主导、依托社会的各类民族民间项目协会。

三、从“群众体赛”转向“健康自觉”

（一）在传承中谋发展

进入 21世纪，民族民间体育事业进入蓬勃发展和保护、创新阶段，党和国家加大了对民族民间

体育文化及赛事活动方面的支持力度，一些措施和政策陆续出台。200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

了《关于印发〈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通知》，在关于“全面实现全民健身计划，有效增

强国民身体素质”中，要求“进一步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开发民族体育资源，做好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工作。少数民族地区要把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与增进民族团结联系起

来”。同时，在体育人才培养、体育设施建设、承办赛事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政策倾

斜[35]（688）。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明办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

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件要求与时俱进地深入挖掘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积极创新其形

式和载体，不断增强吸引力，与社会人际交往相结合，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合，在广泛增强群众基础

上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36]。这些政策、法规、意见的制定和实施，对民族民间体育事业的传承和发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奥林匹克运动促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我意识觉醒

21世纪，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进程，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由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主导，

发展中国家在本土体育文化发展上面临着严峻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体育文化的现

状，以积极的姿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我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与时俱进，这也是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发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文件。该《意见》提出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

化事业的诸多措施和意见，如在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方面，支持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节庆文

化活动等，鼓励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及文化展演，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

一步办好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民运会[37]。201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的通知》规定：“传承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重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传播推

广工作，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

传承和保护。”[38]（28）同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建设要求[39]。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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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40]（42）。2020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要求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因

地制宜地开展传统体育训练、竞赛和教学活动，形成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竞赛体系，让中华传统体育

在校园绽放光彩[41]。

（三）进一步完善赛事制度

2004年，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稳步推进赛事规范化发展，国家民委和国

家体育总局联合出台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立项暂行规定》指出，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分为非常设和常设项目两类，详细规定了竞赛项目的申请和退出办

法，还特别强调全国民运会设立的竞赛项目必须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并源于民间的体育项目，必须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易于普及和推广，便于组织比赛；必须有一定的体育文化内涵，内容健康向

上，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和观赏性；必须有规范的比赛器材和完善的竞赛规则、裁判法，符合竞技体

育要求，便于客观宣判和公平竞赛。2010年，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先后下发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示范基地命名办法》《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总规程和单项规程》和《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同时组织举办全国木球、射弩邀请赛，并对

全国民运会 10个竞赛项目的规则进行了修订，为今后全国民运会项目的规范设置、普及推广及运动

员有序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为了扩大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开始重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其中，打造赛事文

化品牌便是促进民族民间体育市场化运行及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推进项目产业化方面，

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特色举办

体育竞赛活动，努力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赛事品牌，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开发及

推广[42]。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推广民族民间健身休

闲项目，并积极推进其产业化发展；同时，加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43]。一些传

统体育赛事在上述政策的支持下也加速了产业化发展进程，如我国最早冠以“国际”并被国际社会

承认的大型地方赛事——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截至 2021年，这项赛事已成功举办 37届。从这些

赛事的举办和传播来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品牌和竞技化的发展与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相符，一些民

族民间体育赛事的组织可以促进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加强各种赛事在

国际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我国民族民间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五）全民健康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民间体育发展历程之中。在全民健身和

健康中国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内容丰富、项目多样、适应性强，具有健身、养生、教育等多元价值。

自 1995年 6月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至今，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直以来，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有着较为扎实的群众基础，能有效弥补现代竞技体育的不足。2016
年，国家首次提出中长期健康领域战略规划，并编制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纲要》指出，

要鼓励开发不同地域、不同特点和不同群体的特色运动项目，对健身气功、太极拳等民族民间传统

体育项目给予扶持和推广[44]。这是保障各族人民健康的重大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进入 21世纪，民族民间体育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为代表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抢救和发展，其生活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对我国民族民

间体育节庆赛会活动品牌化的推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和推进体育强国战略成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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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发展经历了初期起步、中期恢复和后期发展创新

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整体上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发展目标是增强国民体质，指导思想

从国家本位到民众本位，发展机制由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组织形式从单一到多元化发展。进入新

时代，迈向体育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建设健康中国的美好愿景，使我国民族民间体育事业担

负着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实现人民对健康幸福追求的神圣使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

景下，我国民族民间体育事业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需求进行改革创新，加快建成全民健身法治

体系，为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的新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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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olk Skills to Cultural Consciousness：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lk Spor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EI Sheng-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 Minzu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por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e can see that folk sport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folk sports has its special mission in inheritance and protec-

tion，system construction，national fitness activities，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of folk spor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

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l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

tion ，realizing the goal of healthy China，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Folk Sports；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Healthy China；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

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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