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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极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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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极拳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源流缺乏定论、技击功能淡化、研究与现代科学断裂、

学与术不分等问题。认为太极拳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尽快理清源流，正确对待传统性向现代化转化、
文化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合理开发太极拳的健身价值和技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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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thoughts about Taijiqua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LIU Gang1，JI Can-zhong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10，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aijiquan has such problems as the lack of a definite conclusion of its
origin, mutated boxing function, researches deviating from modern sciences, and no clearly defined difference between 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academic study. The authors offered the following sugges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origin of Taijiquan should be clarified as soon as possible; issu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jiquan from a traditional form to a modern form, and the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Taijiquan, should be dealt
with correctly; the fitness value and boxing function of Taijiquan should be developed rationall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 sports；Taijiquan；sports modernization

太极拳成型于中国小农社会时期，主要以家族、

陈抟创拳说、许宣平创拳说、陈王廷创拳说等等。从

血缘的传承方式代代相传。太极拳这种文化特征和传

这众多的源流说看，大都是一些文献的堆集、搬抄，

承体系，使其在现代化发展中存在众多的问题。

缺乏历史性和逻辑性，没有一篇有翔实的历史资料、
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客观、科学地反映太极拳源流方面

1

太极拳源流缺乏历史依据

的文章。

关于太极拳的源流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民

对太极拳源流问题的研究，要善于从真伪历史资

国时期就有人著书立说，阐述太极拳的源流问题。自

料中，辨别是非，去伪存真，理清太极拳发展的来龙

唐豪先生的陈王庭创拳说之后，似乎太极拳的源流定

去脉，这样才有利于人们对太极拳文化形态的真实了

论尘埃落地。但蒋发的出现又使太极拳的起源产生争

解，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

议；从太极拳现在的技术中也找到红拳、罗汉拳、三
十二式长拳等的影子，而且部分动作与“通臂拳”的
名称异常的相似或相近，也使人们对唐说产生了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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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技击性在现代的淡化
技击性是太极拳运动的核心内容，这是由其成型

据我们的统计，从建国到 2006 年 4 月间有关太极拳的

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变迁，太极拳生存

文章共有 2 073 篇，其中有关太极拳源流的文章有 80

的社会文化背景已从小农经济时期发展到生产力高度

篇，出现了多种创拳说，如陈卜创拳说、王宗岳创拳

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客观条件给人们的生存和生活

说、张三丰创拳说、张三峰创拳说、胡镜子创拳说、

方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正是这种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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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特性使太极拳的技击性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说陈王庭所创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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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术”“学”不分
太极拳如同其它民族传统体育一样，刚刚由经验

式太极拳也包含着健康、休闲的功能，“忙来时种田，

发展走向科学发展阶段，民族传统体育学中存在的问

闷来时造拳”的歌谣就清晰地反映出陈王庭创拳的由

题也影响到了太极拳在学科上的发展。这使太极拳

衷，只不过太极拳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种健康、休

“学”与太极拳“术”的关系问题成为困惑太极拳发

闲的功能日益占据主流，取代了太极拳的技击性。虽

展的又一大棘手问题。这种现象甚至在高等教育领域

然说发展总需付出代价，正如《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

也存在。

[1]

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 所说：“没

“术”是指“术科”。现代汉语词典所云“术科”
，

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也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不论采

“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技术性科目”[3]1070，英文是

用什么模式，选择什么手段和途径，都要付出相应代

“subject”，是关于某一领域方面的技术与技能。而

价”
。但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对于具有传统文化的太

“学”是指“学科”
，英文是“subject of study；branch

极拳的发展是否有利？太极拳价值如何传承与开发是

of learning”，是指“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

太极拳现代化过程中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识性的科目[3]1308”，是关于某一领域方面的理论体系，
某一门类系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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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现代化技术体系中存在着“假肢”

太极拳“学”则是指太极拳文化方面的理论体系，

现在以竞赛形式出现的太极拳，我们仅仅能从“推

是从文化层面或者说从研究方法上来认识太极拳的一

手”中寻求到技击的一点痕迹，很难在竞技赛场上寻

种技术和理论系统的总和。而太极拳“术”是指太极

到昔日太极拳手“荡众寇”的洒脱风采和太极拳“成

拳的技术与技能，尤其指它的技术特征或太极拳技术

龙成虎任方便”的打斗艺术，太极推手被演绎成了一

体系的演变、成熟和发展。太极拳“学”注重太极拳

种乏味的“顶牛”赛。自 1982 年的推手试行比赛到现

理论层面的建设，太极拳“术”重在技术特征、技术

在已经是二十几年的历程，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太极

风格。但是，目前人们在看待两者之时，往往“学”

推手不能算是成功的现代竞技活动，这一点可以从高

“术”不分。这种现象制约着太极拳项目及其文化的

校武术课本中找到证据，其中有“推手”的经典式诠

发展。

释；“推手是两人遵照一定的规则，采用掤，捋、挤、
按、採、挒、肘、靠等方法，……”[2]但是推手概念中

太极拳的现代化发展无可阻挡，但要使太极拳健

所提到的“肘”法自太极拳走向竞技赛场到现在从未

康发展，必须要在如下方面努力：要加紧太极拳的源

有人使用过 1 次。很显然这是一种学术理论和技术发

流研究，拿出一个尽可能统一的源流说来；要寻求太

展中的误区，不利于太极拳的现代化发展。

极拳“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要在太极拳研究
中多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合理开发太极拳的“竞技”

4

太极拳研究与现代科学的断裂

与“休闲”功能。

太极拳在用于修身时强调以意识为主导，以意导
体，以体导气，以气领形，要求意、气、形三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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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带有玄学的色彩不足为奇。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与
进步，今天有能力或有部分能力来面对太极拳在现代
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利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
保护、开发、发展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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