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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

权国家”［1］。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态，

现代国家构建则是以民族国家建设为基本对象和主

要任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

启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民族国家从概念建构

到体系建设都逐渐受到关注，是政治学、社会学等领

域的研究热点。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民

族传统体育发展要“以民族国家建设为认识基点，致

力于强化国家认同，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促进民

族国家建设”。［3］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题较为

关注，但从民族国家的视域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

展才刚刚开启。在中国知网平台，以“民族国家”和

“民族传统体育”为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中文核心

期刊文献仅 7条。由于缺乏民族国家建设框架下的

顶层探索引领，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还较为有限。当前，中国进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决胜期，迫切需要构建出一

套以强化国家认同为认识基点、以促进民族国家建

设为根本准则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只

有在清晰、系统、完整的原则体系指引下，民族传统

体育才能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民族国家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相关的

文献，从中选取经典文献、核心期刊文献以及引文频

次较多的文献作为本研究的参考文献，并对这些文献

进行深入的分析。

1.2.2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在体系构建的理论模型验证过程中，研究设计出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问卷”，问项测量采用

李克特量表赋值。其中，对选项中的“满意”赋 1分、

“基本满意”赋 0.8分、“一般”赋 0.6分、“不太满意”赋

0.3分、“不满意”赋 0分。问卷发放采用信函方式，发

放对象主要为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民

族事务管理办公室以及部分高校的民族传统体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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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研究共进行了两轮问卷发放，第一轮发放问卷

60份，回收 51份，回收率为 85.00%；第二轮发放问卷

60份，回收 55份，回收率为 91.67%。参照 Armstrong
与 Overton提出的非回复偏差检验方法［4］，对问卷的

非回复偏差情况（Non-response bias）进行了检验。所

有变量均处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P值在 0.15~0.61
之间），说明本文的数据不存在非响应偏差。

表1问卷发放一览表

Tab. 1 The list of questionnaire distribution

人员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人员

政府中体育管理人员

民族事务管理人员

第一轮

发放

30
20
10

回收

30
15
6

第二轮

发放

30
20
10

回收

30
17
8

对专家意见的统一性检验上，研究采用了非参数

Kendall协调系数W检验。协调系数，“也称和谐系数，

是反映专家意见统一性程度的指标”［5］。W检验（Sha⁃
piro-Wilk检验）是一种基于相关性的算法，是“检验样

本容量 3≤n≤50时，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的一种方

法”［6］。W检验所得结果越接近 1，数据越符合正态分

布。W检验计算公式为：

W= ( )∑i = 1
n ai xi

2

∑i = 1
n ( )xi - -x

2

1.2.3 层次分析法

构建原则体系的应用模型，主要采取了层次分析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该方法是

一种“结合了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的各自优点”［7］的多

目标决策方法。具体的研究步骤包括：问卷调查—确

定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分别构造出判断矩阵—计

算不同层次、不同因素以及各级评价指标权重—形成

系统、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软件V
6.0进行数据处理，对指标体系赋予权重（反映指标对

所评估对象的重要程度系数）进行计算，包括：判断矩

阵的特征向量 Wi、ai对于Hs的相对重要度以及特征向

量 Wi的分量-Wi 。

2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遵循经典的SMART原则（S——Specific，具
体的；M——Measurable，可度量的；A——Attainable，可
实现的；R——Realistic，现实的；T——Time bound，有
时限的）［8］，通过“理论依据的确定”“维度的确定”“问

卷的形成”“数据的采集”以及“数据的分析”等步骤，

构建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理论模型。

2.1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理论依据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严峻的历史性挑战与紧

迫的时代性压力，把国家主权、国家尊严、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增强国家

凝聚力，促进民族国家建设，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各个领域发展必须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构成了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构建的认识基础。在东

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与发展承受着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甚至一度处于

“文化失忆状态”［9］。面对困境，只有强化国家认同，彰

显国家在场，才能避免走向异化，并从根本上推动民

族传统体育走向促进民族国家构建的健康发展之路。

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的国家。中国拥有 56个民族，

民族国家建设也面临需要不断解决和协调内部族群

文化矛盾冲突的艰巨任务。作为族群文化载体，民族

传统体育决不能成为制造民族纷争的导火索，而应强

化国家认同，成为增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纽带，

造福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强化民族国家建设的认识基础上，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原则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应该是对其实践层

面上的抽象概括，并且能够为后续发展、实践作出引

导。国家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作为文化事项，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从结构上可分为“物质实践”“社会

关系”“价值观念”等3个维度［10］。其中，民族传统体育

的“物质实践”，包括了“技术、器械、器具、场地、服装”

等，反映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场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关系”，包括了“组织方式、传承

方式、教授方式、礼仪规范”等，反映的是民族传统体

育场域中人与人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观

念”，包括了“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反映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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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场域中人与自我的关系。以上 3个
维度互相依赖，互为基础。某种意义而言，民族传统

体育的发展演化正是指这 3个维度上的发展演化。文

化发展的整体性，使得我们必须系统、完整地看待民

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人为割裂三者之间的联系，不仅

会带来认识上的偏差，而且会导致理论体系构建的不

完整。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为

实践领域正确处理这 3种关系提供指引，具体包括如

何指导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器物的保护与挖掘、如何处

理民族传统体育内部的民族关系以及如何体现民族

传统体育中的民族精神与价值。

2.2 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准则层

所谓准则层，是指坚持国家认同根本原则的基础

上，在“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等 3个不

同维度层面，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立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格局审视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物质实践领域应坚持

包容性原则，在社会关系领域应坚持平等性原则，在

意识观念领域应坚持统一性原则。

2.2.1 包容性原则

包容是指各个元素的恰当结合与有机配合（《辞

海》）［11］。坚持包容性原则，是指在民族传统体育物质

实践领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过程，要形成一种

动态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态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在

物质实践层面，形成了包括器械、语言文字、传说故事

等在内，“具有表意和释义功能”［12］的文化符号。这些

文化符号“通过其成员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被赋予

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借助一系列心智运算和实

践操作，成为该民族群体的标识，演变和内化为民族

共享的心理内容和文化心理特征”［12］。国家认同在民

族传统体育物质实践领域表现为一种符号认同。民

族传统体育的符号认同就是指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

人们对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的认同，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物态化符号偏好取向，包括人们对

民族传统体育开展过程中的所使用的服饰、场地、器

材、开展方式、活动模式、语言文字、神话传说、思想物

化品等文化形态的认同。通常而言，人们在民族传统

体育的实践活动领域面临着两种符号认同的冲突，即

国家符号认同与族群符号认同的冲突。民族传统体

育的实践领域既不能采取排斥性原则，也不能采取同

质化原则，而是必须坚持包容性原则。坚持包容性原

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

只有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更多、更广地纳入中华民族

文化符号系统，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才会更趋厚实。

2.2.2 平等性原则

平等，泛指地位相等［13］。坚持平等性原则，是指

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关系层面，无论对待汉族还是少

数民族应一视同仁，不能顾此失彼。就民族传统体育

的社会关系角度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是基于血缘谱系

的互动过程，其发展取决于群体的文化共识倾向及其

归属意识。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存续、发展最终取

决于对核心文化要素的提炼，并将其作为群体的认同

核心。纵观民族的发展历程，民族自我存在意识正是

这一认同核心。民族自我存在意识即民族身份认同

的确立，不仅能使成员锚定民族意识和认同准则，也

能形成成员间共同的文化意识与归属感［12］。国家认

同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关系维度，表现为身份认

同。如果说民族传统体育在物质实践领域所遵循的

原则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关系

领域所遵循的原则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

社会是人的集合，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集合。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双方各自身份的确认，

这种身份的确认便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反映的是

个体对自我认知、群体身份认知与目标群体规范的趋

同情况。人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关系领域面临

着两种身份认同的冲突，即民族国家所赋予的公民身

份认同与族群所赋予的族群身份认同。民族平等是

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决定了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社会关系领域既不能采取差异化原则，也不能采取同

一性原则，而是必须坚持平等性原则。坚持“平等”原

则，体现了对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独特性的肯定与认

可。只有坚持平等原则，为各民族传统体育均等地提

供展示舞台和发展条件，才能最大限度消除因族群文

化差异造成的隔阂，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定

基础。

2.2.3 统一性原则

统一，有“部分连成整体，分歧归于一致”的含

义［13］。坚持统一性原则，是指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在价

值观念层面，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体现中

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核心价值理念。文化是人类意义化实践

的观念凝结［14］。在文化结构中，价值取向是特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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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的基础，并外在表现为风俗习惯、形体动作、器物

设计、场地布置等［11］。国家认同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意

识观念领域，表现为价值观认同。一方面，价值观认同

指在自我精神意识里，对不同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的

认可与接纳程度。另一方面，价值观认同又表现为对

社会规范的遵从与践行的自觉程度。在民族传统体育

的观念领域不仅存在着国家价值观念的认同，还面临

着族群价值观念的认同。同样，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这两种价值观念的交织与冲突。

就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无论在物质实践领域或是社会

关系领域存在何种不同，但在观念领域应始终坚持统

一性原则。具体到民族传统体育而言，其发展应以保

障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倡导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观，通过推动各“族群”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对话与沟通，进而促进各民族

之间的和睦相处，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

2.3 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子准则层

明确了原则体系的准则层后，研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从原则体系的基本原则层面延伸、细化到具体

原则层面。

2.3.1 包容性原则的具体构成分析

民族传统体育的物质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包括

直接满足项目活动开展需要而创造的场地器材、以改

造人的身心为目的而进行的项目活动方式及以促进

项目发展而创造形成的各种思想物化品［15］。对待不

同的物化形态，在包容性这一基本原则下应有更为具

体的原则性要求。

第一，场地器材建设应坚持尊重差异原则。场地

器材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的开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场地器材，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赖于场地器

械的改良与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场地器材大多源于

生产、来自生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对待不同

族群体育项目的场地器材，应给予充分尊重，实施生

态化保护，不能强求统一而造成建设性破坏。

第二，运动项目应坚持相互理解原则。民族传统

体育的发展是以运动项目为实践基础，是特定的身体

活动和运动技术的具体呈现。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独特的传统体育项目，同一称谓项目还存在地域或

派系差异，如摔跤、武术等。对此，项目相互之间不应

排斥，更不能为了利益而形成保护性壁垒，要在加强

沟通、加深了解的基础上，深化对项目文化内涵的

认识。

第三，思想物化品应坚持兼容并蓄原则。思想物

化品主要指承载民族传统体育历史、理念、思想、精神

的物质载体。具体包括：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物、

书籍、影像制品以及现代化网络资源等。思想物化品

属于高层次的物质形态，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全面集中、直观显性的特

点。对待不同种类、形态各异的思想物化品，应多方

面吸收、多渠道收集。

2.3.2 平等性原则的具体构成分析

平等性原则，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在解决社

会关系领域问题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社会

关系主要通过制度文化进行调控和规范。鉴于制度

与组织的密切关联，衡量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关系领域

发展，可通过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等的

发展予以体现［16］。结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关系

领域发展的现实，平等性原则可细分为以下具体

原则。

第一，组织形式开展应坚持平等参与原则。民族

传统体育既是文化事项，也是社会事项。民族传统体

育活动开展要充分尊重参与者意愿，保障其平等参与

的权利。

第二，组织结构设置应坚持成员平等原则。组织

结构是民族传统体育开展过程中，为了实现既定目

标，而确立和设置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管理层次和管理

机构。民族传统体育组织结构建设要保障不同成员

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共享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

成果。

第三，组织制度建设应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组织

制度是为保证民族传统体育顺利组织与发展而制定

的相关规范与准则。组织制度所体现的公平、公正不

仅能保障成员的参与权利，也有助于活动的顺利

开展。

2.3.3 统一性原则的具体构成分析

统一性原则，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在价值观

念层面提出的基本原则。价值观念的体现是多方面

的，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结合民族传统体育价

值观念领域发展的现实，统一性原则可细分为以下具

体原则。

第一，价值认知应坚持统一塑造原则。认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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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各种不同属性、各个不同方

面以及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17］价值认知，是指民族

传统体育的参与者对民族传统体育所体现的文化价

值的感知能力。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者通过直接或

间接参与民族传统体育实践中的体育运行、信息传播

等，进而获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只有对属于

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有了充分的

认识，才会对民族国家共同体产生归属感。

第二，民族精神应坚持统一打造原则。民族精神

是指民族所具有的某种内在文化品性与精神动力，是

推动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民族精神奠定了民

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石，规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精神脉络。民族传统体育所内含的“人本关怀、身心

并重、积极进取、追求和谐”［18］的思想，本质上是对“以

人为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19］的中华民

族精神的演绎。因此，应坚持统一打造的原则，进而

指导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延续发展、不断前进。

第三，价值评价应坚持统一引导原则。价值评价

是认同主体对民族传统体育实践表征与内涵等所作出

的总体性看法。其内容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对象以及

标准等 3方面。价值评价的认同形成过程也是评价标

准的建立过程。作为对象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是通

过认同主体即参与者的认知和情感所体现。这也是形

成对民族传统体育评价标准的“心理标尺”。实践本身

则成为标准形成的“实践标尺”。两者相互促进，互为

前提。实践的体验最终会促成情感认同，而情感上的

获得又会加深实践上的体验。两者最终会形成评价主

体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正面、持续的评价与认同。

2.4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理论初始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归纳出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的理论模型框架（图 1）。需

要说明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应是一个

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的、系统的、完整的体系。不同

的研究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原则有着不同的

理解。本研究是从强化国家认同的视角，对民族传统

体育发展原则作出的探索。

图1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理论模型）

Fig. 1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principle system（theoretical model）
2.5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理论模型的验证

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理论模型的检验

过程中，研究采用了德尔菲专家咨询法（Delphi meth⁃
od）。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模型的各项指标进行检验。

保留了专家意见统一的指标，对意见不统一的指标进

行了适当调整、删减。

专家意见统一性检验。经检验，第一轮专家咨询的

总协调系数为0.305（重要性）、0.383（可操作性），第二轮

为0.512（重要性）、0.478（可操作性）。两轮的P值均小

于0.01，说明专家意见较为统一，调查结果可信（表2）。
表2评价指标两轮德尔菲专家意见协调系数比较表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rounds Delphi expert opinions

项目

指标个数

协调系数

2
Rc

P值

第一轮咨询

重要性

12
0.305
93.992
≤0.01

可操作性

12
0.383
117.825
≤0.01

第二轮咨询

重要性

12
0.512
112.740
≤0.01

可操作性

12
0.478
105.21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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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体系的调整与修改。根据对专家调查的结果，

对部分指标进行了修改。修改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层

面上增加了“传承方式应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礼仪习俗

应坚持平等尊重原则”两项指标。最后，经过两轮专家

咨询，研究最终确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

具体包括“包容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统一性原则”3个
基本原则，以及下属的11个具体原则。以上这些原则共

同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图2）。

图2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调整后理论模型）

Fig. 2 Principle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adjusted theoretical model）

3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应用模型构建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将思辨色彩很浓的

理论概念转变为经验世界中那些人人可见的具体事

实”，［20］并用以检验有关现实社会的理论假设。同理，

在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

体系，目的也是为了将抽象的基本原则转变为实践层

面可操作的具体原则指标体系，进而将其用以指导民

族传统体育发展实践。

3.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本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最高原则层）为强化国家

认同。在此基础上，研究自上而下地将最高原则分

解成若干层次，以此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其

中，最上层为目标层；二级指标分别对应目标层之下

的中间层，称为准则层；三级指标对应递阶层次结构

中最底层的备选方案层；最下层为方案或对象

层（表 3）。

表3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

Tab. 3 The hierarchy structure of the principle system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目标层

强化国家认同原则

准则层

包容性原则

平等性原则

统一性原则

指标层

1.场地器材坚持尊重差异原则

2.运动项目坚持相互理解原则

3.思想物化品坚持兼容并蓄原则

1.组织形式坚持平等参与原则

2.组织结构坚持成员平等原则

3.组织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4.传承方式坚持平等保护原则

5.礼仪习俗坚持平等尊重原则

1.价值观念坚持统一塑造原则

2.民族精神坚持统一打造原则

3.价值评价坚持统一引导原则

3.2 构造比较判断矩阵

指标体系构建实际上是指标的排序。排序计算

中，“每一层次指标的排序又可简化为一系列成对因

素的判断比较，并据一定的比率指标将判断定量化，

形成比较矩阵”［21］。其中，依据层次分析法计算问卷

的赋值，可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相关系数。计算公

式为：

C = ( )Cij
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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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采用了 1～9比例标度法，对指标定量

化（表4）。

表4 比率标度及含义一览表

Tab. 4 List of ratio scale and meaning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重要性等级

i，j两元素同等重要

i元素比 j元素稍重要

i元素比 j元明显重要

i元素比 j元强烈重要

i元素比 j元极端重要

i元素比 j元素稍不重要

i元素比 j元明显不重要

i元素比 j元强烈不重要

i元素比 j元极端不重要

Cij赋值

1
3
5
7
9
1/3
1/5
1/7
1/9

注：Cij=｛2，4，6，8，1/2，1/4，1/6，1/8｝表示指标的重要性等级介于Cij
=｛1，3，5，7，9，1/2，1/3，1/5，1/7，1/9｝。

实际上，“一些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判断矩阵是

由多位专家填写咨询表之后形成的。”［22］通过借鉴专

家的知识和经验，对所分析的指标进行比较，进而形

成最终的决策。确定数值的依据是专家的理性判断。

根据第 2轮专家给各指标赋值情况，将判断矩阵做定

量化处理：

A1=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1 1 1

2
1 1 1

2
1 1 2

相应的可以写判断矩阵B1（包容性原则）、B2（平等

性原则）、B3（统一性原则）。

3.3 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是指“计算出某层次因素相对于上一

层次中某一因素的相对重要性。”［23］具体是判断与计

算不同层次之间指标重要性。就统计学角度而言，层

次单排序的计算问题实际上可归结为计算判断矩阵

的最大特征根、相应的特征向量。

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i：

Mi=∏
j = 1

n

aij( )i = 1, 2, ...,n
计算的Mi的方根Wi：
-Wi= Mi

n

对向量-W = [ ]----W1 ,----W2 , ...,----Wn , T正规Wi=
-Wi

∑
j = 1

n -Wj

化，则

W= [ ]W1,W2, ...,Wn
T即为所求得特征向量。对于判断矩

阵A来说，计算结果如下：

M1=1×1×12=
1
2

M2=1×1×12=
1
2

M3=2×2×1=4
----W1 = M1

3 = 1
2

3 = 0.793 7
----W2 = M2

3 = 1
2

3 = 0.793 7
----W3 = M3

3 = 43 = 1.587 4
∑
j = 1

3 -W j = ----W1 + ----W2 + ----W3

= 0.793 7 + 0.793 7 + 1.587 4
= 3.174 8

W1=
----W1

∑
j = 1

3 -Wj

=0.250 0

W2=
----W2

∑
j = 1

3 -Wj

=0.250 0

W3=
----W3

∑
j = 1

3 -Wj

=0.500 0

则W = [ ]W1,W2,W3
T = [ ]0.250 0, 0.250 0, 0.500 0 T

，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3.4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通过在目标层下对准则层构造判断矩阵；在准则

层下对最底层的方案层构造判断矩阵。由判断矩阵

计算被比较元素相对权重对给出的正互反矩阵，分别

求λmax（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和归

一化得出排序相对权重向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该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其中，λmax的计算方法如下：

λmax=∑
j = 1

n ( )AW
i

nWi

由于研究中存在着种种不可控因素，这些因素可

能会导致判断矩阵出现不一致的偏差。因此，需要在

计算矩阵的权重系数后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本

研究所采用的检验一致性的方法是计算判断矩阵一

致性指标（CI）与一致性比率（CR）［24］。即：

CI=λmax - n
n - 1

CR=CI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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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公式可见：CR值越大，表明其偏离程度越

大；反之，CR值越小，则表明该判断矩阵一致性程度越

好。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表为徐树伯提出的

1～15阶重复计算100 0次平均随机一致性［25］（表5）。

由表 5可知，RI1=0.52，CR1= CI1RI1=0.000 0<0.10，故
以上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表5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一览表

Tab. 5 List of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s
1
0.00

2
0.00

3
0.52

4
0.89

5
1.12

6
1.26

7
1.36

8
1.41

9
1.46

3.5 原则体系的权重排序

层次总排序是指“最底层因素相对于最高层的相

对重要性或相对优势的排序值”。［26］经过 3个层次各

指标权重的计算，研究获得了应用模型从一级指标到

各类三级指标的权重集合（表6）。

表6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的应用模型

Tab. 6 Application model of the principle system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目标层

强化国家认同原则

准则层

包容性原则（0.250 0）

平等性原则（0.250 0）

统一性原则（0.500 0）

指标层

1.场地器材坚持尊重差异原则（0.074 2）
2.运动项目坚持相互理解原则（0.040 9）
3.思想物化品坚持兼容并蓄原则（0.134 9）
1.组织形式坚持平等参与原则（0.067 0）
2.组织结构坚持成员平等原则（0.080 6）
3.组织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原则（0.026 6）
4.传承方式坚持平等保护原则（0.039 0）
5.礼仪习俗坚持平等尊重原则（0.036 8）
1.价值观念坚持统一塑造原则（0.155 4）
2.民族精神坚持统一打造原则（0.246 7）
3.价值评价坚持统一引导原则（0.097 9）

通过原则体系指标的权重排序可见，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原则体系结构中存在着明显的核心。在强化

国家认同这一根本原则视域下，价值观念塑造是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的核心，秉持统一性原则得到一致认

可；物质实践层面坚持包容原则与社会关系层面坚持

平等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

中均应坚持。对于若干具体原则，在各自所属领域的

重要性排序有所差异：在物质实践领域，“思想物化品

坚持兼容并蓄”权重分值最高，表明其重要性程度；在

社会关系领域，“组织结构坚持成员平等”受到关注较

多；在价值观念领域，“民族精神坚持统一打造”具有

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体系不单纯是一个理

论模型上的原则框架，通过赋予分值可运用于实践，

可从国家宏观层面、地区中观层面和项目微观层面对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起一定的导向作用。模型在实践

领域应用可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确定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的目标；（2）针对具体情况，调整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原则体系理论指标；（3）将相关资料和各项指标

打分表发给相关受访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发展

是否致力于强化国家认同进行评估，得出各项基本原

则贯彻情况的贡献度大小（为方便计算，指标层指标

因子可采用 100分进行赋分）；（4）最后根据评估结果，

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建议。

4 结语

限于篇幅，研究未能深入探究不同行动主体对原

则体系所存的意见偏差。就实际而言，人们会因所处

角度、地位、立场等不同，而对同一事物存有不同的看

法，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原则体系也是如此。正因如

此，对本研究所构建的原则体系，在实际运用中，既要

反对不切实际的教条式运用，亦要反对孤立、片面地

看待原则体系，而忽视原则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

总之，既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兼顾不同

影响因素，也要考虑原则指标体系的内在联系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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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篇幅限制，研究未能对原则体系的应用进行验证分

析。对于存在的不足与遗憾，将另行撰文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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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le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WU Yanhong1，HE Xinsen2

（1.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China；2.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99，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should be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cohe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three-level

theory of culture，by using literature method，Delphi method，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principle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ation-

state，the core princi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while the basic

principles are as follows：the principles of inclusiveness，equality and unity should be adhered to respectively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material practice，the field of social relations，and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s. The study

further determines the eleven specific principles under the basic principles，and finally constructs an application model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principle system by calculating the index weight set of indicators at all levels .

Key words：：nation-state；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national identity；sports culture；the principle system；

theoretical model；weigh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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