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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文化之争 
 

吴松，王岗12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首先对西方体育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文化之争中的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论述。

然后探讨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提出：我们要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反对狂妄自大和乌托邦式

的狂热，冷静面对文化弱势，通过唤醒人们对武术的文化自觉，站在文化自尊的立场上，以文化

自信的态度，培育中国武术文化认同，才能够使中国武术在文化争夺的今天具备自主生存的能力

和持久发展的动力，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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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ntroversy–an unevadable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WU Song，WANG Ga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 expatiated on the stand of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cultural controversy, and then prob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

ions: we should,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thinking, oppose arrogance and Utopian craze, and calmly face our cultural 

disadvantages; only if we cultivate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with a culturally confident attitude by 

means of arousing people’s cultural awareness of Wushu and upholding our stand of cultural self-respect, can Chi-

nese Wushu in today’s cultural fight have independent survival capability and lasting power for development, and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rehensiv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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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根本。民族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它以血缘与地缘为

依托，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1]。

“经济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

冲突。尽管对这个文化冲突，亨廷顿提出来的观念，

中国人很多不赞成，但是文化的冲突是存在的，你不

能不承认”[2]。文化之争在我们的身边，在民族与民族

之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 

 

1  西方体育文化占据着文化之争的先机 
20 世纪是西方文化占据绝对统治的世纪，西方社

会“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力量为依托，

把持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权，控制着文化交流中的流向、

流速、流量，乃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的性质”[3]。我们

从以下数据可看出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导地位。根据奥

林匹克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所

设 28 个大项 300 个小项中，除柔道、跆拳道等极个别

的项目外，均为西方运动项目；在 27 届举办过奥运会

的城市中，奥运会极少在非西方国家举办；奥林匹克

决策层由西方人士主导，在国际奥委会当前的委员中，

52.6%的委员来自欧美国家[4]。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

的西方体育文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一

种世界性的文化，并自始至终呈现出欧美中心主义倾

向。从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

克运动在当今世界体育运动中的绝对地位，感受到西

方体育文化的绝对掌控。 

近代以来，我们毫无选择，承受着西方体育文化

的冲撞和洗礼。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梁启超、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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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等一些著名学者吸取西方“德、智、体”三育并

重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体育观；到辛亥

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对西方

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的自觉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提出的从西方科学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认识身体

运动的价值体系，并逐渐构建起新的体育思想体系。

西方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观念以其鲜明的科学主义内涵

和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

体育。原本“发祥于东方文化沃土中的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武术，本应是地地道道的东方体育项目，

其文化基础是完全东方的，其追求目标也是东方化

的”，到现在“经过我们一个世纪以来对西方体育的认

识与接纳，追求与效仿之后，我们所有民族传统体育

的发展程式都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化了，本应

‘土’气十足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洋’化了，甚

至于它的文化基础都改变了”[5]。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处于文化之争的弱势 
“蓬勃发展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传播的西方体

育文化是在西方文化、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在现代体育发展成为世界体育主流的形势下，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逐渐失去了在农业文明社会中的主体地

位，陷入了艰难的困境，许多项目的开展已经不是民

族感情的自然显露，而是为表现民族特色的一种表层

的故意行为”[6]。为了迎合世界主流文化的需要，我们

不惜借用奥林匹克运动的模式，对我们的民族传统体

育进行“自我改造”，强行地施之以奥林匹克的模样。 

“西方体育的强势侵入、强势扩张和强势占领，

已经使我们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遗产受到了极大的冲

击和伤害，导致了中西体育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灵中的

主客体地位的变化”[7]。在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

动的接触、碰撞和对比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相对

滞后的原因，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与理念更加适

应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人们对新奇的奥林匹克运动

兴趣盎然、趋之若鹜，人们更加喜欢简单易学，娱乐

性、趣味性更为突出的西方体育项目。例如我国的中

小学校的健康教育课程（体育课）的教材内容都是以

三大球（篮球、足球、排球）和田径为主，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开展极为艰难；我们的体育爱好者都成了

“NBA”、“足球世界杯”、“美网”等赛事的忠实拥护

者；人们在闲暇之余从事的是健美操、街舞等新兴健

身娱乐项目。而从传统走来的中国武术，原本是我国

人民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现已被那些西方体育项

目所替代，已是风光不再。 

 

3  文化之争与中国武术的发展策略 

3.1  一种理性的精神：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 20 世纪 90 年代费孝通提出的命题和

概念，现在这一极富前瞻性的概念和命题已得到海内

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与普遍认同。费孝通先生[8]认为“文

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

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

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我们应该用实证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知中国

社会和文化，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自

知”，如此才能够达成文化的自觉。 

在西方强势文化占据主导的今天，许多地方的、

民族的文化“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

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

许多人而言，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

的标准；美国的电视、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

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9]。原本有传统规则的武术，现

在也开始借鉴西方体育的一整套评价体系，用竞赛的

规则对武术进行评判；武术散打的比赛形式效仿西方

的拳击，成为了在拳击擂台上进行对抗性的比赛；武

术套路也在向西方竞技体操转变，比赛场地开始使用

特殊的材料，以利于追求技术动作的腾空高度和高难

度⋯⋯这些不都是对西方体育的模仿吗？这些不都说

明了我们的中国武术已经在这场文化的战役中正处在

被动的、无奈的立场上吗？以至于我们的学者们不禁

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武术正在渐渐地远离我们的

中国武术。”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认知，是相对于

非理性、盲目、情绪化等文化认知状态而言的。在一

定社会中，文化自觉构成了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前

提，它以观念、意识、认知的形式对文化的发展起着

价值引导的作用。离开文化自觉的文化发展就会失去

正确的方向”[10]。中国武术的发展就是需要这样的一

种精神，用理性的认知观，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指导我们正确地面对中国武术在发展

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窘境，寻求符合现代社会规律的

发展方向。 

3.2  一个坚定的立场：文化自尊 

“只有自尊的文化才可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自尊

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缺少自尊和失去自尊的文

化是僵死的文化，是没有竞争力的文化，也是苍白的

文化”[11]。世界文化逐渐向多元化发展，世界各民族

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们共同构成了

这个世界生机勃勃的文化版图。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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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着让世界上所有民族都钦羡不已的文化。作为一

项优秀的传统文化，武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

多门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聪明智慧。

我们在面对武术发展的问题时，不需要放下民族文化

固有的自尊，“削足适履”以迎合西方文化的审美习惯，

屈从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恰恰相反，我们要在

文化多元的时代中，充分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中

国武术，透过中国武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今天整个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都处在现代化的

进程中。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不模仿或采择西

方现代性的一些内涵，因而全球化必然会出现某种汇

合的现象，但是，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非西方人

随着其自身社会现代化的深入，不但没有被西方文化

所淹没，反而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中国人或亚洲

人的现代化,正在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12]

所以，就中国武术的发展来说，应着眼于文化的突破。

当下我们须考虑的并非是如何谴责西方体育文化，而

是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历经冲击而不崩溃，仍然具

有凝聚力，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故

纳新，自我创新，能容纳并且融合古今中外的各种思

想”[13]。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要

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以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

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原则，促进民族传统文化自身

的不断发展。 

3.3  一份执着的信念：文化自信 

北京大学哲学系郭建宁[14]认为：“全球化引起世界

各种思想文化的对话，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

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相互激荡，

相互对接，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

透又有抵御。因此，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

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和

开拓创新，是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这里

所讲的就是面对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对于本民族

的文化应该确立明确的立场，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基础

之上谋求发展和创新。因此，文化的发展需要对自己

的文化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自信，即文化自信。 

武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存在于世界

众多文化的环境之中，需要具备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

化特性和文化特征，承载着有别于其他民族体育运动

的显著特性的文化标识。这种文化的标识体现在武术

的方方面面，例如：中国武术的许多拳法都强调动静

相生、刚柔互济、快慢相间、虚实转换、内外兼修、

神形兼备，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阴阳辨证、

五行生克等哲学观念的反映。武术在长期的演变发展

中，还不断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观，表现出浓

郁的民族特征，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它不仅能展示

人的“形”之美,更加注重表现出“神”之美。在习练

武术的过程中，在“武德”的指引下，习武者应做到

不狂妄、不损人、不挑拨、不揭短，做到以诚待人、

以礼待人、尊师重教、胸怀宽阔、气量大度、谦和仁

爱、自我克制、自我完善。 

中国武术凝结着古老的东方文明的哲学观、伦理

观、审美观、健身观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优

秀文化遗产，这些也正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体现民

族特色的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们没有理由

不以这些而自豪。 

3.4  一种必须的态度：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身份识别的象征

之一，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凝聚

力和向心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

可是在今天，人们对于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渐渐

淡漠，而对于西方社会的节日表现出出奇的热衷。这

些说明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认同危

机，我们的文化已经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尴尬，在文化

的战场上，传统节日的阵地正在不断失守；在传承的

载体上，一种文化观出现了断层。 

“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两个方面。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们的文

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认同与文化

冲突是互为因果的。脱离开文化冲突,就难以把握文化

认同的本质”[15]。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避开西方学术去

讨论和延续传统，也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碰撞中，通

过西方文化这面“镜子”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去

发现我们自身文化在当前存在的不足。对于中国武术

的发展，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认同，首先是要充分地认

同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即要重树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对中国武术要怀着肯定的态度，不要一味地否定与妄

自菲薄，通过全面、客观、理性的认知，充分地发掘

和整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做到真正的继承和

弘扬；其次，还要正视文化冲突，即认同西方体育文

化的可借鉴性，勇于面对文化冲突，以科学理智的态

度认识、欣赏、审视西方体育文化，不要一味地排斥，

也不要一味地效仿，要选择性地借鉴，并创造性地运

用到武术的传播、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民族文化的丧失就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丧

失。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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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垮，既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不能

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做出贡”[1]。在

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

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的碰撞、交流、融

合对于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队、政治、经济、意

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

何面对西方文化的介入，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求

生存、求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文化兼容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繁衍，这就昭示

着文化之争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与持续发展。中国武

术的发展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文化一同面临着文化

之战，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去面对

这场关于全球化的文化之争，绝对不能够丧失自己的

文化特色。中国武术在发展中，遭遇文化争夺的局面，

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只有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

既要反对狂妄自大和乌托邦式的狂热，又要冷静地面

对文化的弊端，通过唤醒人们对武术的文化自觉，站

在文化自尊的立场上，树立文化自信，确立对中国武

术的文化认同，才能够使我们的武术在文化争夺的今

天具备自主生存的能力和持久发展的动力，为中华民

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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