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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sport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raditional sports has become a new tourism mode, which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g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sports in Keyi Vill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local rural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this paper looks for new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puts forward referenc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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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融合发展成了时下的热点话题。以传统体育为依托的乡村旅

游成为了一种新兴旅游业态模式，这种模式对乡村旅游区域的全面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以可邑村乡村

旅游与传统体育融合为研究对象，通过了解当地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活动融合发展的现状，寻找二者融合发展

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机遇，并依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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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

己独特的文化传承、生活方式以及人文民俗风情。在

旅游业日渐壮大的今天，民族文化旅游成了一种新兴

体验模式。随着电视网络媒体宣传和捕捉，越来越多

少数民族聚居地出现在荧屏里，那里虽地处偏远但风

景秀丽，民族习俗浓郁，民族体育活动震撼，民族服

装特别，这些信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民去探索和体验

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可邑村是云南少数

民族彝族阿细人的聚居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勤

劳的阿细人在生产生活劳作中孕育和创造出各种具

有浓郁厚重独具彝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可邑

村也是“阿细跳月”发源地，如今阿细跳月经过不断

的文化演变，顺应时事政策、依助社会各界力量不仅

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民俗体育舞蹈活动，还是通向世

界地文化经济名片[1]。可邑村借助着彝族独特浓郁

的民俗风情和震撼有力的传统体育文化名片的宣传，

同时以博人眼球的传统体育为突破口来提升与旅游

产业的融合互助，这为可邑村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

新的契机和原生动力。 

2.可邑村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融合现状 

2016 年 12 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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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在引

发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民族风情的民族体育活动，这样有助于当地体育文

化资源的盘活和拓展旅游消费新空间，是推动体育产

业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可邑村拥有众多独具特色

的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阿细摔跤”为云南摔跤

队输送了大量的年轻运动员，“阿细跳月”被打造成

文化品牌名扬海内外。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的多元融

合，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原生动力，为传统体育

的传承和发展寻求新的生存和依附环境。 

2.1可邑村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可邑村距弥勒县 21 公里，辖区面积 32 平方公

里，海拔 1 930 米，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村内的土地

属红壤地带，夹有少量粘土，土壤酸性较大，保肥保

水较差，土地十分贫瘠。世世代代在可邑村聚居的村

民，多以种植对水量需求不大的玉米、杂粮等农作物

为主，生活环境相当艰苦。从 1999 年弥勒县确定文

化旅游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后，可邑村的经济结构进行

了调整，主要以烤烟、核桃和旅游为经济来源。它依

托于得天独厚自然生态环境和彝族少数民族独特的

文化魅力，在当地旅游部门和相关学者以及外界人士

扶持和引导下，被打造成“文化生态旅游村”。可邑

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上，以云南省七个重点旅游

县为契机，对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瑰宝进行了相应的

挖掘和开发，如用阿细跳月、阿细斗牛、阿细摔跤等

民族体育文化来不断丰富和完善乡村旅游文化内涵，

突出村中的旅游特色，打造和树立属于自己的独特旅

游文化品牌[2]。 

早在 2001 年可邑村成立了旅管委员会，由村干

部和旅管委员会的成员共同管理，乡村旅游发展雏形

时期的旅游产业管理模式相对简单。2014年政府牵头

引进的“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对村里的生态

景观进行规划布局，将可邑村建设成文旅融合的传统

村落旅游区，实行“公司+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

并对村内的旅游产业实施统一管理和经营[3]。城投

公司不仅新建跳月广场、生态月湖、密枝栈道、呼啸

山林、寨门等公共空间景观；还极大地完善可邑村内

的民族餐厅、旅游观光车、特色酒店等各项基础设施，

为可邑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如

今的可邑村已发展成为国家级 4A 景区，每年都有大

量游客慕名而来，乡村旅游已然成为可邑村村民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 

2.2可邑村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 

民族传统体育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通过身体

动作的方式表达，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体育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存在，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定而独

特的发展和传承规律，在相对稳定的场域中表现出特

定地稳定传承性。相对来说，少数民族聚地生活方式、

习俗相对统一，民族传承主要通过师授家传、口口相

传等个体传承实践形式在代际间传递。正是这种简单

而稳定的传承性形式，使得我国众多的民族体育文化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仅没有被泯灭，反而不断的发

展壮大，形成内容、形式、时间、地点等相对固定的

一种民族文化[2]。 

可邑村是彝族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在这里的彝

族阿细人，世代以农耕为生勤劳且勇敢，在生产生活

劳作中孕育和创造出各种具有浓郁厚重、独具彝族特

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如阿细跳月，阿细斗牛，阿

细摔跤等传统体育活动。大多数传统体育项目与当地

的风俗密切关联，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和特征。如阿

细跳月是一项极具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民俗传统

文化活动，历经几百年的传承演变，已成为当地人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的乡村旅

游开发中被打造成文化品牌已名扬海内外。“阿细摔

跤”为云南摔跤队输送了大量的年轻运动员。除此之

外，在重大节庆活动进行的还有阿细霸王鞭舞、阿细

斗牛、阿细丰收舞、阿细刀叉舞等彝族传承体育活动，

这些大多数属于集体性的表演活动，多在大型的活动

中才能看到。目前彝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只有在重大节

日上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村内阿细跳月队组织的日

常训练也仅针对部分村民展开，大多数村民变成了台

下的观众。随着乡村旅游也的发展，平时很少开展的

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得到了展现的

机会，甚至这些独具彝族特色、宗教祭祀的体育活动

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文化资源。 

3.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文化融合问题与启示 

3.1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体现不足 

文化内涵是民族旅游业的灵魂，是吸引游客的重

要内容[4]。现在的可邑村虽拥有众多的休闲广场和

旅游观光景点，但彝族绚烂的历史发展进程，《阿细

先基》的传奇神话故事，“阿细跳月”、“阿细摔跤”

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由来，它们所传递的精神文化

内涵鲜少有游客知晓。刺绣、编制和制作三弦等传统

手工艺品的展示购买，制作和内化内涵的呈现都相对

较少。 

3.2乡村旅游开发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矛盾 

乡村旅游发展是民族地区迎合市场经济发展的

智慧结晶，是也时下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彝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旅游资源

被开发利用，成为吸引游客眼球的重要展示品。如今

展示的阿细跳月表演节目基本上都是经过编排加工

而成以吸引游客为目的，虽然艺术品味提升了，但是

传统阿细跳月所传承的精神文化和传统体育固有的

文化底蕴在渐渐地淡化。如何均衡乡村旅游开发与传

统体育文化传承一直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所面临的

挑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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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弱化 

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主体，人对文化心理层

次的诠释、重构、传递是文化传承过程的重要因素。

故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1]。在过去“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宗教活

动的组织者，有着很高的威严和权力，他承接着彝族

众多的传统文化和节庆祭祀等历史活动，对阿细跳月、

阿细摔跤等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而如今随着传统宗教组织结构的变化，“毕摩”的宗

教职业也因此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在乡村旅游中，

“毕摩”只在迎接游客或在阿细跳月表演时的庄严过

场。如今，大部分的本土阿细人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利

益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有被逐步削弱和取代的趋势，

其结果将阻碍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转型[6]。 

3.4传统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共生关系的不合
理化 

在可邑村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应倚

助当下原生态旅游开发的契机，树立生态体育旅游的

理念才能和谐共生。比如可邑村传统密枝节上的阿细

跳月、阿细摔跤、阿细斗牛、霸王鞭舞、叉叉舞等很

多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动作相对单一，观赏性弱。随

着可邑村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阿细跳月、摔跤、斗牛

等传统体育项目从宗教祭祀仪式中脱离出来，转变成

为旅游文化演出的重要元素。为迎合市场的需求，人

们对阿细跳月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整理，阿细跳月也潜

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如何保持传统体育项目的本真

性，保护其本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也一直是民族地区

旅游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4.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融合发展的建议 

4.1健全优化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  

发展乡村旅游，在保持民族旅游区原生资源特色

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设备，提升观赏度和体验感

显得尤为重要。在保证基础设施的人性化外，还要注

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给人以新的体验感和新鲜感

[7]。完备的基础设施是服务质量得以提升的基础和

必备的外在硬件基础，全方面的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才

是服务的根基。服务基本上是从旅客接触到景区信息

开始，提供便利的网络信息查询平台，交通服务体系，

旅游区卫生服务，旅游区内的民俗民风体验等。在旅

游区内游客的体验服务，如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体验馆，

民族传统体育的成列厅，提升游客的身体参与与体验。 

4.2完善融合发展方式体系，满足游客的体验
与需求 

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融合发展应区别于其他旅

游，凸显出传统体育的价值，体现传统体育资源所带

来的身体参与情感体验。游客以观赏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展演为目的的旅游，体验是多方面的，观看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表演只是体验的一部分，而通过身体参与、

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髓的思想碰撞等综合体验才

是游客外出旅游的真正目的[8]。针对接待游客的年

龄、身体状态、兴趣爱好等需求的不同，建立完善融

合发展方式体系，应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从视

觉审美角度出发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演。寨口、

民族广场每天定期都会进行“阿细跳月”等彝族体育

展演活动。二、从身心参与角度出发的，传统体育文

化传习馆。传习馆不仅是日常传统体育项目教学传承

的场所，也是旅游者参与体验的重要环节。 

4.3 建立健全反馈机制，设立游客体验满意
度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游客体验满意度评价体系有助于提升

和完善乡村旅游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国内学者李智虎

早先提出的游客满意度内涵，游客是否满意取决于游

客期望与实际感知效果之间的关系。[9]而实际感知

效果不仅仅是外在观赏性的视觉听觉反馈，更多的是

身体参与其中，融入其中的身心体验式反馈。地域性

传统体育能满足旅游者参与到传统体育项目动作学

习模仿中去，并能获得身心体验感知。游客满意度评

价体系是从多维度提升旅游地区服务管理质量，完善

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反馈指标。它来

自于第三方的意见和建议，它能从体验者的角度为旅

游管理部门提供多元的发展思路，为基础设施的完善

提出更人性化的体验建议。 

5.结论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并以其独

特的身体形态呈现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在乡村旅

游产业开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民族传统体育

的传承也需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开发中发展和传播。建

立健全乡村旅游与传统体育的融合发展机制，健全优

化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完善融合发展方式体系，

满足游客的体验与需求；建立健全反馈机制，设立游

客体验满意度评价体系。多方位权衡为传统体育的传

承和发展寻求新的方式，促进民族地区的乡村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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