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走进人们视野的传统游戏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小学，在上综合课时，把附近的老年人请到课

堂上，教学生们做传统游戏。也就是说，在教育第一线，正积极将孩子们

的“游戏”融入到实际的教学中。其背景是儿童们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变化。

儿童游戏，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电子器具的快速普及是

推动这种变化的根源。首先是在 1983 年，任天堂开发的使用电视屏幕

的 “家庭电子游戏机”面世之后，随即掀起了一股电子游戏的热潮。之后，

便携式电子游戏机接连上市，电脑和手机的使用渐渐地在孩子们当中也

开始普及。

根据 “Benesse（贝乐思）”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调查 *，小学生放学后，

人均花在电视游戏上的时间约为 1 小时。虽然基本上不玩电视游戏的小

学生约占 20％，但每天打游戏的时间超过 2 小时的小学生也超过 20％。

还仅是电视游戏，如果从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整体来看，恐怕就不止这个

数字了。同一调查显示，孩子们玩耍的地方，60％以上主要集中在自己

家或是朋友家。玩耍的地方从户外迁移到了室内，这并不仅仅是电子游

戏的影响。有人指出，由于以儿童为目标的犯罪增加以及城市开发等原因，

可供孩子们放心玩耍的地方变少了。另外，还有小家庭造成的几代人之

间的交流减少、社区功能弱化等原因。

这种儿童成长环境的变化，已经让人们感到了危机。户外活动的减

少，造成了儿童体质和体力的下降。同时，单人玩耍的增多，也造成了儿

童沟通能力的下降。

传统游戏的优点

传统游戏中，有许多需要活动身体来做游戏，在玩耍中不知不觉地

增强了体质，提高了耐力及注意力，培养了身体的平衡性。譬如，托球游戏，

乍一看好像只有手指尖儿用劲儿。其实，如果不能灵活地通过膝盖屈伸

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是很难做好的。同样，转陀螺也是这样，用绳子将

陀螺绕紧，然后用劲甩出去使陀螺不停地旋转，或是让陀螺立在自己的

手掌上绕圈，看似简单，但如果不下功夫长期练习的话，很难玩得地道。

同时，由于传统游戏不受年龄限制，将附近的老年人请到课堂上来，

可以加强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人际交流、促进社区和谐。而且，为学生们

创造与不同人群交流的机会，也是将传统游戏融入学校的目的之一。

为了给儿童创造能安心玩耍的场所和环境，引进传统游戏已成为许

多地方政府及有关团体改善儿童生活环境的项目之一；许多社区还举办

有关传统游戏的普及和竞技活动。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传

统游戏已不是平时玩的游戏。传统游戏，本来是由祖辈传给父辈，再由

父辈传给孩子，这样代代相传的。可是现在，由于小家庭逐渐增多，各

种各样的玩具充斥街头巷尾，传统游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尽管如此，

简单质朴的传统玩具，有着电子游戏无法比拟的乐趣，有不少孩子都为

此而着迷。

世界共通的传统游戏

托球、转陀螺、丢沙包、骑竹马、放风筝、翻绳等等，通常被说成

是日本的传统游戏，很多孩子都以为是日本特有的游戏。其实，在世界

各地都可以见到类似的玩具和游戏。这些游戏，有的是在一处形成然后

又流传到各地，也有的则是碰巧在各地都有。因为这些儿童玩具都是用

身边的材料制作的，所以，虽然材料不尽相同，但其形态和玩法世界各

地都有相似之处，就没有什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了。这些流传在世界各地、

大致相同却又各有差异的传统玩具，将他们相互比较也是一件很有意思

的事情吧。

10 20 30 40 50 60 70

*《第 1 回子ども生活実態基本調査報告書》（第1次儿童生活实际状况基本调查报告
书）（2005 年 7 月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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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难啊！”“哈哈，我也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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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球有很多玩法，分大碟、中碟、小碟接球或用剑尖去接球 ( 让

剑尖插入球孔 )。开始的时候，先练习用大碟接球；然后是中碟和小碟，

等到可以用剑尖接住小球的时候，基本技巧就掌握得差不多了。接下

来用各种接球方式的组合来培养技能。据说，有绝活儿的人很多，托

球花样更达 1000 种以上。

据说，托球游戏起源于法国的“bilboquet（比尔伯格）”游戏。

19 世纪从法国开始风靡整个欧洲。在法国，是贵族的成年人游戏；而

在英国，主要是女孩子的游戏。

在日本，托球游戏一般被认为是在江户时代 (1603-1867) 从中国

传到长崎的。当时，据说是一根直棒和一个小球的组合。到大正时代

(1912-1926)，在广岛，托球已经发展成类似现在的――三个碟子、剑

尖和小球的组合了。渐渐地托球游戏在孩子们之间掀起了热潮，一直

流行到昭和 (1926-1989) 初期。

为了普及托球游戏，1975 年日本成立了“日
に

本
ほん

けん玉
だま

協
きょう

会
かい

”。统

一了竞技用托球的规格（比赛时使用贴有公认标签的玩具），并制定了

相关的比赛规则。现在，全国各地都举办托球比赛，评定托球技术的

等级与段位（等级从 10 级到1 级；段位从初段到 6 段）。

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在关注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强儿童体质的游戏。

托球游戏是需要腰、膝协调平衡的全身性运动，从 2007 年度开始，

由擅长托球游戏的人们结成“巡演团”，在各地的小学中巡回宣传表演。

“日本けん玉協会（日本托球协会）” 主页 http://www.kendamakyokai.com/

けん玉
だま

（托球）	

日本的托球

德国

墨西哥

法国

美国 委内瑞拉

世界各国的托球

除图片4以外，本栏图片及说明均摘自《けん玉》（托球）（NPO 法人日本けん玉協会主编／丸石照机、铃木一郎、千叶雄司撰文／文溪堂发行／©NPO Japan Kendama Association, Teruki 
MARUISHI, Ichiro SUZUKI & Yuji CH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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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进行的全日本少年托球冠军赛。从全国10 个地区选拔出小学生男

女各一名，以淘汰赛方式进行比赛。

这是一种在 1至 2 米的竹竿上固定踏板，脚踩在踏板上，用手抓

住竹竿向前走的游戏。据说，竹马一词来源于中国旧时的一种把竹子

当作马来骑的游戏。一般认为现存的竹马式样是在江户时代以后出现

的。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主要是塑料制的竹马。玩竹马可以培养平衡

感觉，与独轮车等一起，成为小学和少年宫的游戏工具。有一些小学

还举办竹马运动会。先让祖父、父亲、孩子三代人从截竹子开始共同

制作竹马，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们共同切磋玩竹马的技巧，最后在运

动会上赛跑、接力等所有项目均使用竹马进行。

竹
たけ

馬
うま

（高跷）	 	 	 	 	 	 	 	

2007年1月，京都府向日市工商会举办的第 5届日本全国竹马大会。会

上还开办了家庭竹马教室。 ©向日市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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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的种类很多。用手指尖转的“捻陀螺”，两只手转的“搓陀螺”，缠上绳

子转的“绳提陀螺”和“甩陀螺”等等。作为传统游戏，更广为人知的要数“甩陀螺”

了。“甩陀螺”又分为木制的陀螺和铁制的贝陀螺等。

贝陀螺是没有芯轴的铁制陀螺，通常为双人游戏。玩法是在桶上面蒙上布，

中间凹下去作为 “场地”。用长度约 60 厘米的绳子缠在陀螺上，然后 2 人同时抛

进“场地”旋转。2 个陀螺相互碰撞，把对方的陀螺碰出场地者为胜。因为没有芯轴，

很难将绳子紧紧地缠在陀螺上，要想玩得好就需要勤学苦练。

据说，陀螺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不过具体的情形已很难考证。镰仓时代 

(1192-1333) 流行于平民之间，最盛行的要数江户时代。众所周知的是在贝壳里填

满沙或铅，然后用蜡封口做成的贝壳陀螺。这是贝陀螺的雏形。像现在这种用模

具浇铸的铁制陀螺，是从明治末期到大正中期开始出现的。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

刻有职业棒球选手或相扑选手名字的贝陀螺，在东京平民地区的孩子中广为流行。

战争时期金属成为紧缺物资，陶瓷及玻璃等非铁制的贝陀螺成为主流。

战后，从昭和 20 年代到 30 年代后期，陀螺成为孩子们的主要游戏之一。制

作陀螺的工厂也很多，而现在只有埼玉县的川口市还留下一处。尽管如此，现在仍

有许多贝陀螺的爱好者，差不多每周都会在各地的公园等处举办各种大小不同的

竞技活动。

独
こ ま

楽 / ベイゴマ（陀螺／贝陀螺）

除了孩子们的玩具陀螺之外，还有用于杂

技的陀螺。这种陀螺的颜色和式样都非常精美。

使用这种陀螺，为观众表演各种各样的陀螺技

巧。譬如，让陀螺在刀刃上边转边滑动，让陀

螺像走钢丝一样地在细绳上移动，或在扇面上

转动陀螺等等。每

逢新年或喜庆的日

子，杂技陀螺是为

人们助兴的常见节

目之一。要学会这

些技艺要花上好几

年时间。

推陈出新的现代版传统玩具

有些传统玩具，由玩具制造商根据现代儿童的喜好，做

了相应的改良。譬如，在贝陀螺上装上电动设备的“ベイブレー
ド（爆转陀螺）”，使用了数码技术、会闪光及有音乐伴奏的“デ
ジケン（数码托球）”等等。

这些现代版传统玩具的共同特点是与传统玩具相比，

操作简单、容易，谁都可以马上学会。例如，装了电动设备

的“ベイブレード”，谁都可以让它简单地转起来。同时，常

常与漫画、游戏、电视动画片等联合推出也是这些现代玩

具的特征之一。就 1999 年推出的“ベイブレード”而言，在

产品上市的同期，漫画杂志刊载了以玩 “ベイブレード”的

少年为主人公的漫画，电视播放了同一题材的动画片，这使

“ベイブレード”的人气骤增，仅 2001年上半年销售量就达

1500万个以上。

不过，这些现代版传统玩具的人气大多如昙花一现，缺

乏持久性。 “ベイブレード”和“デジケン”已经停止生产。

然而，由于“ベイブレード”的流行，传统的贝陀螺又重新

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玩贝陀螺的人数也增加了。现代版的传

统玩具，不管是谁都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学会，这成为

其流行的原因；不过，正因为如此，也给人们提供了重新评

估传统玩具优点的机会。人们意识到，需要花费时间才可以

掌握技巧的传统玩具，玩起来才更有成就感。

ベイブレード
©HUDSON SOFT/TAKARA・ ベイ
ブレードプロジェクト・テレビ東京

甩陀螺

搓陀螺

绳提陀螺

捻陀螺

日本的陀螺

©独楽の里

デジケン
本栏图片及说明均摘自《けん
玉》（托球）（NPO 法人日本托
球协会主编／丸石照机、铃木
一郎、千叶雄司撰文／文溪堂
发 行 ／ ©NPO Japan Kendama 
Association,Teruki MARUISHI, 
Ichiro SUZUKI & Yuji CHIBA）。
©1998 TOMY

2006 年，由“全日本独楽回しの会”（全日本转陀螺会）主
办的第7届全日本转陀螺大会。

（上）刻有人名及地名的贝陀螺。（右）在

东京老城区举办的陀螺交流会。孩子们向

大人请教玩贝陀螺的方法。（图片下端为

正在“场地”里转着的陀螺）
©TJF

©T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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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沙包

沙包，就是把赤豆、大米等放入小布袋里缝制的小布包。基本

玩法是和着歌曲的拍子，将几个沙包，一边抛一边接。在不同的地方，

沙包的名称、里面装的东西、沙包的形状、玩法也会有所不同。

据说，丢沙包起源于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居住在黑海附近游牧民

族的游戏。后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在日本，1200 年前主

要是女孩子的游戏，由母亲传给女儿，代代相传。到 1970 年前后，

这种游戏慢慢退出了日常生活。最近，也还能常见到小沙包，不过已

不是作为玩具而是作为装饰品。

お手
て

玉
だま

（沙包）	
澳大利亚

美国

波多黎各

法国

塑料球。里面装着鸟食（呈

小米状）。

8到１５由金属制的“杰克”（类似陀

螺的芯轴，有 4 根触角）和塑料球

组成。

用羊的踝骨当沙包。

用毛线编织的东西。里面装着鸟

食。

日本的沙包

我是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玩托球的。因为我的好朋友托球玩得非常

好，不知不觉中我也加入了托球俱乐部“DAMAけん”。在那之前，对

托球我连摸都没有摸过。在“DAMAけん”，我们常常应邀去当地的

小学、少年宫、老年会、敬老院或国际交流会的会场去教托球游戏，

表演托球技巧。像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有100 多次。我们不管去哪儿，

都会给人们送去欢乐。每当孩子们学会了一个新动作，惊呼“学会啦！”

时的那种兴奋表情，总能让我感觉到参与其中的非凡价值和意义。

与蒙古进行交流

“DAMAけん”从 2002 年开始，每年春假，带着从熟人以及朋

友那里募集到的约 300 个托球去蒙古进行交流。在蒙古，托球游戏也

很流行，也有托球协会。除了“DAMAけん”，有很多组织和人员也

去蒙古进行托球游戏的交流。DAMAけん”开始去蒙古进行交流活动，

也是通过大约从 10 年前就开始在蒙古教托球的人的介绍。

去年和今年我一共去了两次蒙古。我一点都不懂蒙古语，但是，

看到我拿着托球，马上就有人问我“你会玩吗？表演一下吧”，这样，

交流便开始了。今年，在乌兰巴托呆了约 2 周，在科布多呆了约 1 周。

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我们走访了附近城镇主要的小学和初中。在 20

几个地方举办了托球教室和表演活动，到场人数总共有 2000人以上。

也有一些地方因为每年都去，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虽然一

年多没见，有很多孩子刚招呼一声，就迫不及待地要跟我比试。“你看

你看，这个你会吗？”　有些孩子做得非常好，常常让我自叹不如，同

时也让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在蒙古，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今年，在乌兰巴托，我们“DAMA
けん”的成员住在当地一位有名的马头琴演奏者的家中。那位先生特

地为我们演奏了马头琴，琴声婉转动听，犹如天籁。而且，每年都有

学习日语的大学生负责接送、做翻译、照料我们的生活。记得第一次

去蒙古时，一位总是帮助我们的大学生卓黎果说“我想让你们了解，你

们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愿意帮助你们。”他的话让我感触很

深。有这么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人 , 就意味着我们决不能辜负他

们的期望，不能敷衍了事，应该认真、负责地开展交流活动。

发现一个崭新的“自我”

在加入“DAMAけん”之前，我最怕和孩子一起玩儿。但是，一

玩起托球来，自然而然地就能融入孩子们中间。我发现一个与孩子们

愉快游戏的新的自我。

以前的我是个胆怯、怕紧张的人。随着在众人面前说话和表演托

球机会的增多，特别是今年一年，成了“DAMAけん”的代表，比以

前稍微强了一些。开始的时候，常会因为紧张而表演失败，越紧张就

越做不好。但是，随着出场次数的增加，即便是失手，也能沉得住气，

不那么手忙脚乱了。同时，学会了根据孩子们的表情和状态，穿插一

些休息时间，或用表演技巧集中孩子们的注意力，随机应变地合理安

排活动。这样一来，自己也慢慢地增强了信心。

托球游戏的魅力

和高中时的朋友谈起加入托球俱乐部的事，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什么？吃多啦……？”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过“都大学生了还玩什么

托球？”的害羞想法。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遇到

这种情况，我会反客为主地建议说“你也不妨试试吧”。

托球游戏的魅力在于什么人都可以玩。玩托球没有年龄和性别限

制，也不论你的运动神经是否发达。也不是跑得快的人玩得就一定好。

只要愿意谁都可以玩。虽然技巧会有高低之分，可是这个几率对谁都

是公平的。在练习上下多大工夫就有多大收获。只要坚持练习，不会

的技巧，会在某一天突然地就掌握了。那时候的喜悦是不加一点儿水

份的。实实在在地学会了、掌握了，不由得让人感到一种成就感。这也

是托球游戏的魅力所在吧。

对于孩子们，与电子游戏相比，我更希望他们加入到托球游戏的

队伍中。我小时候是典型的游戏机少年。电子游戏，因为一起玩的人

数有限，所以既不热闹，又没有什么拓展。而托球游戏一个人能玩，

多数人也能玩，既可以相互切磋技巧，也可以比较胜负，人数再多也

毫无妨碍，很有拓展前途。

今后的目标

“DAMAけん”的目标是在大学所在地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托球游

戏。因为托球游戏不坚持练习就很难熟练掌握，为此，“DAMAけん”

从今年开始还在公民馆租借了一间活动室，开设了“DAMA道
どう

場
じょう

”，

一个月上 2 次课。现已有十五、六个学员。

托球游戏可以给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送来欢笑，愿它能得到更加广

泛的推广和普及。

（本文为“人物采访”的中文版）

托球游戏让我广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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