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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实体化背景下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 

运行机制研究

王莹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为探索协会实体化背景下江苏武术运动协会的运行机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在协会实体化背景下，江苏省武术协会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策略。研究认为，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应以徐州武协为主导，创建武术强省； 

加强交流和协会信息化；管理机制去行政化，形成和谐的管理机制；在掌握权力的同时， 

加强内外监督，形成有法可依的监督机制；组织内部成员的发展决定了组织的可持续 

性，加强人员培训必不可缺，兼顾内外，才能实现全面实体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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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会实体化的改革背景

中国武术协会于1958年9月成立，它是由全国体 

育工作者、教练员、武术活动积极分子和关心武术运 

动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群 

众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下的单项运动协会 

之一。中国武协成立后，国家又在各地方成立地方武 

协，使武术协会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性社团组织。 

1990年4月，根据颁布的实体化政策，武协开始以社 

团为组织形式进行活动，管理模式不再是上达下效的 

传统模式，而改革成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协会共同管 

理。“实体化”使国家体委的管理职能弱化，并且强 

化单项体育协会的管理职能。武术协会的角色变迁经 

历了由“被管理者”到“合作者”再到“自由人”的 

转变，闪这种角色变迁意味着个人或组织的权利义务 

分配发生变化，反应了中国政治向民主化的变革，体 

现了国民经济的日益繁荣昌盛。

江苏省作为经济强省，在体育建设上也有着较好 

的基础，省委省政府历来非常重视体育的发展，多年 

来陆续出台一系列社团改革的政策措施。江苏省体育 

局、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体育 

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要推进体育社 

团改革发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何省体育局 

局长陈刚指出要主动适应机构改革带来的新变化，自 

觉推动融合发展，坚持政府推动，加强部门协同，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省体育总会也为推动体育协会改革 

发展赴广州学习《广东省体育局关于支持省级体育社 

会团体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在推进体育协会改革过 

程的具体思路和创新举措。

2 创建武术强省

从地域分布来看，苏北苏中的武术协会发展较好， 

苏南偏弱，原因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地理环境是武 

术拳种聚集和发展的生存空间。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 

文要素禀赋共同形成了地域武术的特点，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地域性是武术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特征。冈徐州 

是处于江苏最北的市，历史悠久，是大汉之源，武术 

底蕴深厚，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文化养育了 

徐州民众习武防身的风气。以徐州为代表的江苏北部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尚武精神，历练和塑造 

了豪爽侠气、重情重义的醇厚民风，也为传统武术的 

发展奠定基础。

体育的发展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过程，随着 

时间的推移,体育从一地向另一地作等级扩散和(或) 

面状传播。徐州市武术协会现拥有12000多名个人会员, 

72个团体会员，武术综合实力稳居江苏省第一，群众 

性武术活动的开展也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徐州市委、 

市政府也非常注重徐州市武术运动的发展，“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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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武术事业，努力打造国际武术名城”。徐州市无疑 

是个武术强省，有良好的武术基础，有制度健全的武 

术协会，也有丰富的办理武术赛事的经验，武术协会 

实体化从这里开始，向江苏北部扩散，再由北部向中部、 

南部扩散，宜至覆盖全省。

3 加强合作，促进交流

江苏省内的武术比赛大多数以区、市为单位举办， 

承办方多以本市体育局、本市武协担任，少有市与市 

之间的交流合作。各市武协下都管理着几十个大小不 

同的社团组织，综合起来市不小的力量，并且各社团 

组织都有其特色，如扬州市太极拳协会注重太极拳的 

健身功能，开展慰问老人、健身节等系列活动；泰州 

市靖江太极拳协会，致力于宣扬“八法五步”太极拳 

教学，将带进社区，带进学校；徐州市丰县形意拳协 

会汇聚了众多形意拳爱好者，积极推动丰县群众性武 

术的发展。武术爱好者通过切磋，促进技艺的进步，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文化的传承。武术活动的合作也是 

武术文化的融合，市武协的相互合作促进各社团的发 

展和壮大。武术协会甚至可以与其他类别协会合作， 

如健身气功协会、空手道协会、跆拳道协会等，相似 

类别的协会进行比试和表演；与传统音乐协会合作， 

将武术与音乐融合，给人带来视听觉盛宴；与旅游协 

会合作，发展体育+旅游的政策，发扬传统武术的同时, 

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

4 创建平台，推动信息化

信息联络沟通机制是指为了获取组织所需资源， 

实现组织管理目标与不同的联络沟通对象发生关系的 

机制。联络沟通对象的范围，对武协的开放性产生宜 

接的影响，广泛的联络沟通对象可以换取更多的组织 

资源。所以双向服务必不可少，加强群众间的沟通交流, 

促进服务对象相互理解，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 

有效提高协会工作效率和效益。用网站、电话、文件 

三种媒介通知与联系江苏省内各市、县、区武术协会、 

行业体协、高校武术协会、武术馆校、各级传统武术 

培训基地、传统武术项目专业组、传统武学研究组以 

及社会广大武术爱武术者，努力为群众提供信息分享 

的平台。內江苏省政府提出要推进体育信息化深度整合 

与重点应用。认真落实建设网络强省和高水平建设智 

慧江苏部署，按照“一平台、一网络、一中心”的总 

体布局，加快推进江苏智慧体育建设，提升体育社会 

治理能力，着力建成全民健身数据与服务平台和智慧 

体育平台。［5］江苏省武术协会官网仅公布了其办公地址、 

注册日期等基本信息，而无任何有关协会动向的新闻， 

江苏省13市我武术协会，仅有徐州市武协、镇江市武协、 

连云港市武协以及泰州市武协有相应的官网并且及时 

分享活动信息。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是群众交流的平台， 

是获取信息，寻找组织的重要渠道，江苏省应加强武 

术协会的信息化建设，使协会能紧密联系群众，智慧 

从群众中来，服务到群众中去。

5 去行政化，共创和谐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创新体制机制，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 

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将 

适合由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承担。问体育总会本应管理与指导 

社会各项体育事务，但后来被体育总局收编，成为有 

名无实的机构。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本是各单项武术 

协会的孵化器，但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完成实体化，反 

而成为一个拥有实权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所以省武术 

运动协会实际上受武术管理中心的单方面管理与控制， 

市武术协会实际上也是受制于政府。要实现协会实体 

化就要实现权力机构与日常管理机构的分离，要实现 

武术协会的去行政化，就要实现武术协会与管理中心 

的脱钩，管理中心将管理权力充分下放给武术协会， 

使其对自身的管理有自主性，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主 

体，而管理中心从管理者向监督者、协调者转变。作 

为武术活动管理的“老大哥”，管理中心应给予武术 

协会必要的保障，从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给予武 

术协会一个能够快速发展的好环境。

除了政府的放权，形成和谐的管理也必不可少。 

和谐管理是指在管理活动过程中，组织各要素间的关 

系处于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武术运动协会由于长期 

受到政府管理，在转型过程中没有迅速适应角色转变， 

导致短期内难以形成和谐的管理机制，内部机制闲置， 

忽视协会运作的系统性。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由江苏 

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中国武 

术协会，其他省级武术协会以及外部监管部门和市场 

主体等要素共同形成一个以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为核 

心的组织系统。冈整个系统以弘扬中华武术，传播传 

统文化为主题，在运行过程中，各省级武术协会等横 

向组织以及中国武协、管理中心等纵向组织之间应分 

工明确，紧密联系的和谐状态。中国武协是所有地方 

武协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各方面资源都较丰富，加强 

江苏省武术协会与中国武术协会的沟通，使之形成紧 

密的纵向联系。与其他各省武协建立横向联系，充分 

发扬和利用武同术资源，合办活动，互相排忧解难， 

共同进步。就武术协会内部管理而言,通过正确的决策, 

运用和整合体育资源，协调组织中群体的行为，加强 

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形成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的传统 

和氛围。问

6 多方监督，有法可依

省武术协会不仅被政府单位监督，而且也要担任 

起监督民间武术社团的职责，有些组织未经批准擅自 

成立，既无业务部门，又无挂靠单位，影响武协的规 

范发展，因此有必要整顿民间武术社团，要求社团身 

份合法化，消除结党营私，使武术活动能够有组织、 

有纪律地进行。组织的民主制能推动组织建设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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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明，来自民间社团组织、群众的监督也必不可少。 

组织系统的群众监督事项，公开公布协会各项调动信 

息，力求形成面向大众的、透明给监督体系，从而更 

好地服务大众，传承武术文化。[9]

7 扩充人员，注重培训

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个体，因此组织人员的 

培训尤为重要。目前培训项目包括：江苏省中国武术 

段位制考评员培训班、传统武术裁判员培训班和武术 

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班。2012年东海县武术协会 

组织了武术教练员培训班，2014年如东县武术协会组 

织了八段锦培训班，2019年淮安市武术协会组织了裁 

判员培训班。2019年3月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第一期 

中国武术段位制办公室管理人员培训在无锡举办，全 

省13个市协会，武术之乡计70余人参加了培训。会 

上强调省武术运动协会是中国武术段制办公室一级会 

员单位，㈣是全省唯一,且是全省段位制最高管理机构, 

考评员需遵循省培训结业统一发证建档备案。可见协 

会对人员培养方面有一定的意识，但是这种培养仍属 

于小范围精英培养，在提倡全民健身的社会背景下， 

有必要发展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大范围建立培训机构， 

用由点及面的方法扩散到群众中去，为江苏省武术运 

动协会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8 结语

中国武术的弘扬得靠政府的支持，协会的组织， 

民众的参与，才能造就，而如今协会实体化，是给武 

术协会一个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应发挥江苏省 

经济优势，以徐州武协为主导进行改革，贯彻实行“一 

平台，一网络”打方针，着重改革运行机制，使管理 

机制去行政化，建立和谐的管理机制，健全监督机制， 

全面发展机制才能使传统武术文化得以良好运转，使 

协会实体化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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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Jiangsu Wushu Assoc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ssociation Materialization

Wang Ying 
(Nanjing M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Jiangsu Wushu Sports Associat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Wushu Associ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martial arts associ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should be led by Xuzhou Wulin, to create a strong 
province of martial arts,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of the exchange and association, to manag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o form a harmoniou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while holding the power, 
so as to form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l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determin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strengthens th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mproves the membership system 
It is indispensable to perfect the public service mechanism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ervice of the public, and to set up a high- 
efficiency fund operation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overall reform.
Keywords: materialization ［体］Wushu associ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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