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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ragon boat sport, a folk sport item, is an emerging game with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featuring body 

building, entertainment and competi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folk sports courses embrace highly practical and participatory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athletic actions are easy to be demonstrated and imitated, which makes multimedia teaching activitie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folk sports has ranked among the major trends and direction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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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龙舟运动与网络推广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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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舟运动是一项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新型体育运动。民俗体育是一项实践性和参与性极强

的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其动作示范性和模仿性非常适合用一种多媒体内容的形式呈现。民俗体育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的趋势和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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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龙舟作为我国的优秀文化瑰宝，如何传承、诠释龙舟

文化，展现当代大学生团结拼搏、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是全国各高校刻不容缓的责任之一。民俗体育信息化建设，

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趋势和主要方向之一。得益于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的出现，大大利于龙舟文化的发

展、传播和资源共享。 

 

2．传统龙舟的现代化 

龙舟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融

入现代体育文化氛围,使传统民族体育传统的健身娱乐和

文化活动,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的运动和健身，朝科

学、标准化，转向技术、制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

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下,我们的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已然不允许散漫的龙舟运动在民间被

广泛开发。而龙舟运动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是发展

大趋势。在国家教育部的推动下，龙舟在国内外的高校内

发展迅速，规模日趋壮大，普及面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在 2004 年创建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和划龙船分公司

（以下只称呼为中国大学生龙舟协会或简称大学生龙协）,

有利于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龙舟运动，强

身健体，又可以传承、振兴民族文化；也利于提高高等院

校的龙舟运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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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龙舟运动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3．1 龙舟运动在高校开展的历史和现状 

高校龙舟运动在“南舟北移”和“走出国门”的政策

春风下,传统的龙舟竞渡风俗得以在南部地区快速发展,扩

展到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向北扩展到天津、北京、辽

宁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传承

优秀民俗文化。在天津龙舟协会成立于 1988 年,并在天津

第一次举行龙舟邀请赛。此次比赛是以娱乐为主，参与队

伍多，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多支高校代表队参

与竞争，极大提高了高校学术参与龙舟的积极性和热情。 

2004 年，中国大学生龙舟协会成立于天津科技大学,

第一次加入会员有 37 所大学,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理

工学院。这标志着中国大学生龙舟运动都有自己的管理机

构和组织的竞争。2006 年 7 月,中国高校大学生龙舟组织

首次参加在沈阳举行龙舟协会、辽宁省第 14 届“屈原杯”

全国龙舟比赛。2006 年 10 月,在天津顺利举行国际大学生

龙舟邀请赛和中国第一个大学生龙舟比赛。自此，中国高

校龙舟运动的发展轨道日趋健康和规范。 

随着中国龙舟运动的快速发展,高校龙舟运动如今也

逐渐的趋于南北平衡,不仅是南部的大学在龙舟运动方面

有着很大提升,北边的大学也在快速上升,包括北方的东北

电力大学、山东淮海理工学院，它们都展示了他们强大的

竞技水平。在江西九江、广西已经成功举办了中国大学生

龙舟竞赛七站比赛的最前两站。在中国大学生龙舟协会的

推动下,无论是龙舟竞赛的技术和战术都有着快速进展。现

在大学生龙舟协会成员单位,作为大学生龙舟协会团队,它

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六次中

国天津“塘沽杯”国际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和三届中国大学

生龙舟比赛。目前,大学生龙舟运动是向标准化、科学化、

制度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3．2 龙舟运动的特点 

“龙舟运动”是多个运动员集体凭靠单叶片式划桨来

前进的一种运动方式，使用肌肉力量将船向后划水,水就会

把船推动向前移动。中国龙舟协会领先的配备标准龙头、

龙尾、鼓（鼓手）、舵（舵手），这些都是为了保持中国民

间传统。在传统的龙舟比赛里,可以考虑设置锣(锣手)。根

据不同地区民俗的特点,在设计上有凤舟、象牙舟、龟舟、

虎头舟、牛头舟、天鹅舟、蛇舟等形状和名称，同时也可

以保留原来的规范,但只要是类似于划船运动都可以称为

龙舟运动。基于中国传统，正规龙舟比赛舟船头都设龙头。 

 

4．高校龙舟运动的积极意义 

4．1 高校龙舟运动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身心素质全

面发展。 

4．2 高校龙舟运动丰富了大学体育教育、教学内容和

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 

4．3 由于开发利用区域环境优势,高校龙舟运动促进

当地的体育、文化、经济、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 

4．4 传统的龙舟运动,可以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培育

爱国主义、凝聚力,培养广大学生的团结合作的拼搏精神，

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合作互助的理念，也巩固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 

 

5．龙舟运动联姻网络的价值 

5．1 龙舟文化的网络信息化的必要性 

消失的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民间文化枯竭也是非常

严重的。上海纪念“非遗法”颁布一周年学术研讨会披露，

上海约半数非遗项目处在濒危或有濒危可能的状态，不少

非遗项目都已到了人老艺衰甚至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地

步。 冯骥才著名作家、艺术家,民间艺术专家指出,中国越

来越充满了遗产保护系统,但没有减缓濒危和灭绝的速度。

无形的死亡的原因包括城市化、非基因研究者老化等各种

原因。 

据悉,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

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自 2006 年以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超过 1200 中无形的,但

更多的保护无形价值未被包括在内。政府保护的同时,市场

也在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促使许多卖

不好,不能生产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的

生活和经济链,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在南部地区,一个年

轻人做龙舟跟随老师学习,并通过百度推广打破了龙舟的

消息,实现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在湖北,林邱明通过百度

推广销售米雕刻的民俗文化的国家,年销售额达到数百万。

今年 5 月,百度联盟国内创建一个八个著名博物馆数字博

物馆,让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文化精品,更方便平等对历史和

文化的理解。中国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田指出,经济发展的速

度太令人惊讶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惊人。古老传

统民间,包括我们在面对现代化,是一种弱势文化,你不保

护它,它将会消失。 

946



5．2 龙舟网络推广的途径和方式 

借助网络推广，可以大大发展龙舟运动，传承龙舟文

化，保护和开发出优秀的传统项目，从而盘活龙舟市场，

盘活龙舟文化、更能延续中华有力的文化和民俗。许名南

是汩罗市九子龙屈原龙舟厂的负责人。他告诉《中国经营

报》记者：“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力量，方圆几十公里的市场

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些手艺。”许名南的企业是用传统的手艺

打造木质龙舟，与国内其他制造轮船来做钢龙舟有所不同。

他说，如果不是网络推广帮助打开市场，厂子可能早已关

门，学了手艺的师兄弟们还会在外打工。“我们的顾客多在

民间，民间的需求量很庞大。比如有赛龙舟的广东、福建、

湖南和江西等地，也有一些度假村和公园购买，把龙舟做

成旅游项目。如果靠传统的拉一条龙舟的展示推销，根本

做不了外省的生意。”许名南说，用了网络推广这些有龙舟

需求的全国客户都会主动的联系我们，现在北至黑龙江、

南至云南广东都有客户。虽然他只是卖龙舟的，但是从他

的例子不难看出网络推广的重要性。 

通过网络推广，不仅可以保持龙舟运动资源，还可以

扩大龙舟运动接受群众基础，更能带来社会、经济和文化

多方面的价值。 

5．2．1 通过网络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关于高校龙舟赛

事的举办情况，博得大众的关注，取得公众对龙舟的支持

和理解。 

5．2．2 发起网络热点话题，让大家都可以切身的去

参与其中。 

5．2．3 借助微博互动的形式，进行网络龙舟赛的直

播，同时可以搭建一个高校专属的龙舟直播平台，让广大

的大学生们都可以去积极关注。 

 

6．结束语 

    龙舟运动是一项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的具有浓

郁民族特色的新型体育运动。他所有的独特的运动功能,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同时也是一项非常好的培训参与者团

结合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的运动,并且有很强的民族性和

群众性。我们要利用现有的信息化技术、网络平台来推广

龙舟运动，发展龙舟运动，传承龙舟文化，以使优秀的民

俗体育--龙舟运动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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