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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宗教与武术的结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中国化的佛教为武术在佛教寺庙中生

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道教的思想理论深入武术文化内核，丰富了武术的理论体系；

伊斯兰教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民间秘密宗教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传播。但宗教对武术也

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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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affinity between religion and Wushu,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Sinicized Buddhism created conditions and provided assurance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monk temples; Taoist ideological theories went deep down into the cultural core of Wushu, and enriched the theo-

retical system of Wushu; the contributions of Islam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were indispensable; folk secrete 

religion boost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Wushu; however, religion had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Wushu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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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武术同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两者之间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

宗教与武术发生关系，而且同一切暴力和伤害行为绝

缘，以宣扬“慈悲”、“行善”，坚决反对一切“伤生”

行为的佛教也成为了武术之宗，产生了像少林寺那样

以武术闻名天下的寺庙[1]。纵观武术的发展过程常常可

以发现宗教的痕迹，武术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直

受到宗教的影响，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多样，绝不是简

单的哲学命题。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对于各自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宗教与武术的渊源 
在《宗教词典》中对宗教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

态之一，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相信在现实之外还存在

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和

社会，因而对之敬畏和崇拜……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压

迫和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

主要根源。”[2]我们不难发现宗教的作用，使人相信超

自然的神灵和对‘来世’的追求，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

但宗教又具有排他性，信奉不同的宗教和同一宗教中不

同教派之间也常常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矛盾，在世界历史

上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不断[3]。 

然而，从宗教与武术的本质来看，成熟的、文明

的、高素质的宗教以禁欲、原罪、非暴力为特征，而

武术却以致伤、致残、致死为技术特征，两者是明显

对立的。然而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中国宗教与中国武

术却亲密结合，这种结合显然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文

化环境。 

中国宗教文化环境是中国武术形成和发展的总体

文化环境中 重要的构成之一[1]。中国对血缘亲情，现

实社会、身体、生命、对人生的重视，始终超过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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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彼岸的设计。孔孟儒学始终是社会思想的主流与

正统，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延续数千年。外

儒内法、儒道互补，也始终没有突破这一以宗法和伦

理为构架的社会文化模式，这就使中国本土产生的以

及外来的宗教，显得非常世俗。因此，中国的宗教相

对于西方而言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并不占有很高的位

置。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武术和中国宗教才可能发生

如此紧密结合。毫无疑问，禅宗的世俗化以及少林寺

作为禅宗祖庭的特殊地位，正是少林寺作为宗教组织，

却能产生容忍武术乃至僧兵及种种武术行为的前提。

宗教与武术的结合，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排斥神学宗

教体系的世俗化精神[4]。 

中国古代宗教环境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第一，

多教并存。在中国历史上，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

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抑制，还有其他外

来宗教以及明清时期涌现出的民间秘密宗教，共同形

成了一国多教长期共存的现象。第二，在中国下层民

间文化环境中存在着广泛的宗教或准宗教崇拜现象。

第三，本土宗教发育迟缓。原始巫觋文化和各种原始

崇拜长期遗传延续，是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主要构

成。这促使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环境中肥沃的原始宗

教土壤的形成，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不同程

度的惯性作用和影响[1]。中国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

是中国历史文化有机构成，对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发

展起来的每一个子文化系统都产生强有力的渗透和影

响，特别是对民间阶层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中国武术

文化恰恰又是一种地道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因此，

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在武术

身上打下自己鲜明的印记，也必然要在武术文化发展

的历程中显示其存在的独特影响和作用。 

在武术文化中可以发现大量宗教文化色彩的例

证。第一，中华武术内容丰富，拳种流派较多。按武

术门类分为：传承于河南嵩山佛教名刹少林寺的少林

门、传承于湖北道教名山武当山的武当门、与伊斯兰

教有联系的查拳门，另外还有峨嵋派、昆仑派、青城

派、罗汉门、达摩门、万法归宗门等等，这些名目繁

多的流派均带有宗教色彩；按武术功法分为：内家和

外家。内家的代表是道教武当派的武功，外家则以佛

教少林派武功为代表；按地域来分，提出了“北崇少

林，南尊武当”的分类方法等等。这些人为的分类方

法，或多或少都与宗教有关。第二，传说中我国许多

主要武术流派的创始人都是宗教信仰者。如少林门的

始创者印度禅师菩提达摩；武当门的创始人武当山道士

张三丰；太极门的创始人陈王廷；形意拳的创始人姬际

可；青萍剑术的创始人江西龙虎山潘真道人等等[5]。这

些创始人都是受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民间宗教等

影响颇深的宗教信仰者。第三，古往今来不少武功高

手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他们对中华武术的丰富和发

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佛教徒中，有“少林第

一武尼”美称的智瑞，以禅宗为代表的十三棍僧，被

誉为少林武功“中兴之祖”的少林寺僧觉远等。在道

教徒中，有内家拳创始人张三丰等。在穆斯林中，武

功高手辈出，有“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老回回”

马守应。其它民间宗教组织，也都曾打着宗教的旗号

发动过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如白莲教、义和团、青

莲教、八卦教等。 

 

2  宗教对武术的影响 
不管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或者是外来的佛教和伊

斯兰教，还是由原始巫术与佛道信仰结合的民间流派

产生的民间宗教组织，除伊斯兰教之外，都互相渗透、

互相影响，成为中国民俗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的综合

物，对武术自然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2.1  中国化的佛教为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一种外来的陌

生的“西学”，主张出世、禁欲、苦行和不伤生、非暴

力，与中国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也同战争、杀戮、

争斗、伤害、侵犯等行为水火不容。为了传播推广的

需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

的中国佛教。佛教的基本理论、教义、戒规在本质上

是同武术的宗旨和基本价值是相对立的。佛教的中国

化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禅宗是典型的中国

化佛教，具有特殊的、世俗的、宽容的宗教特点，为

寺僧习武提供了保护。谈及佛教与武术，我们必然会

想到少林武术以及少林寺。少林寺是中国佛教圣地，

“武以寺名，寺以武显”。少林寺独特的“以武显”名

声的获得在佛教传播和教义上绝非必然，是有一定原

因的。其一，少林寺创始人及其弟子的尚武习武经历

对在少林寺这一宗教环境中形成尚武传统有很大意

义。其二，少林寺寺庙经济的恶性膨胀，使得少林寺

僧一反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和“沿门托钵”的宗

教行为戒律，卷入权益斗争，产生“拒贼”、护庙、保

护其利益和地位的强烈要求，出现了武僧、僧兵。其

三，隋末“拒贼”和助唐是少林寺奠定尚武名声的关

键，它使少林寺这样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所同武术

联系起来。其四，作为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的少林寺

给武术在少林寺的存在提供了宗教宽容环境[1]。少林功

夫本身就是一种修习和宣示佛法的善巧方便：习武者

在习武活动中体证佛法，以“金刚戒”为律仪，以“金

刚持”为依处，以“金刚定”为法忍，以金刚勇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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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的精神维护佛教正信[6]。佛教与武术形成了“以武演

禅，以禅证武，禅武合一”的关系。 

2.2  道教的思想理论深入武术文化内核，丰富了武术

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认为宗教中与武术 密切的

是佛教少林寺，其实佛教并未真正渗入到武术文化的

内核，真正对武术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的是道教，道家

的思想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发展。 

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土生土长的汉族宗教，它

以民间原始多神崇拜为基础，以先秦神仙思想为内核，

以道家理论为武器，杂糅民间各种方技之术并吸收模

仿佛教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广泛影

响作用的本土宗教[1]。道教以“道”和“德”作为信仰

和行为的准则，以清静为宗、以虚无为体、以柔弱为

用。这些思想被明清以来的习武者所借鉴，进而发展

成为内家武术的技击原理，提倡“以柔克刚”、“以静

制动，后发制人”。在“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道家思想

指导下，习武者刻苦习武健身、修心养性，以“德”

自律，努力培养自己的武德和技艺。 

道教中的内丹功等功法，被广泛运用于武术的技

能锻炼中。外家武术在吸收道教气功的基础上，根据

武术技击的自身规律及对气功的特殊要求，改造并发

展了气功，甚至出现了“金钟罩”、“铁布衫”、“铁头

功”等武术专用的硬气功。 

2.3  伊斯兰教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 

佛、道两家对武术的影响，前者由于种种机缘巧

合，成就了少林寺独特的寺院武宗，后者由于本身对

人体生命的共同兴趣，天然的内外相依，产生了深远

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以慈悲和无为修炼为宗旨的佛、

道两家，与武术的关系远远不如伊斯兰教密切。真主

的使者穆罕默德一手捧《古兰经》，一手执剑传教的神

武精神，在中国的穆斯林兄弟中得到特有的反映，像

查拳、弹腿等武术门派，回回十八肘、通背拳、劈挂

拳、八极拳等拳种，皆与伊斯兰教有缘。俗话说：“从

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7]。正是伊斯兰教对武

术影响的真实写照。回族中出现了许多武术家，为武

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4  民间秘密宗教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传播 

民间秘密宗教包括两类，一类是来自原始宗教或

者是佛教、道教的俗衍流变。另一类是在汉族地区流

传甚广的民间宗教。这些教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不

被封建专制政权认同，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又被称

为秘密宗教。它们的发展也曾引人注目，除了拥有大

量的信徒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这些教派的首

领都是武艺高强的武术家或跑马卖解的杂技艺人，为

了反抗统治阶级的镇压，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农民

起义，他们以高超的武功显示其神圣。民间宗教从佛

教、道教中吸收内功修炼方法，形成自成体系的民间

神秘宗教的气功，而且不少教派把内功外武融汇起来，

这无疑大大促进了武术内外兼修的发展。在清代，民

间秘密宗教以及受其影响的秘密结社多达两百余种，

他们有组织地训练战士，借助武术组织武装民众反抗

暴政，开展一系列的秘密活动，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这无疑对武术的普及与提高起到极大的作用。 

2.5  宗教对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 

宗教与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武术的变革与进

步，也使宗教文化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宗教在促进武术发展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教

义、教规以及戒律得到更好的传播。宗教对武术的积

极作用显而易见，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佛教的消

极、出世、禁欲以及蔑视人的生命、肉体和现实生活

的观念与武术的进取、竞争、积极入世以及对人生、

生命和现实的热爱精神背道而驰，道教所宣扬的清静、

无为、退让、遁世、忍受等性格与民族的尚武精神和

弘扬武术文化格格不入。佛、道二教对武术文化的否

定性价值取向同儒家文化的中庸、仁爱、忍让、谦恭

等人格建构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

否定武术价值的意识潮流，产生了对武术文化的排斥

和抵制。宗教自身的封闭性、保守性、排他性是造成

武术门派观念浓厚、门派争端不断的重要思想根源，

给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另外，原始巫

术通过道教和民间宗教等渗入到武术文化中去，使一

些拳种染上浓厚的巫风色彩，动辄宣扬自己的拳派和

功法是仙传神授，甚至发展出了巫中杂武，武中有巫，

半巫半武的“神拳”，给中国武术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3  宗教与武术结缘的原因 

3.1  宗教和武术都是中国文化分支 

“宗教是文化。”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给

佛教协会赵朴初的一封信中说。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是一种与特定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

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

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因此，可以说，宗教不仅是一

种世界观，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武术之所

以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当作上升

到文化层次的对象来对待和研究，能被称为“武术文

化”，关键在于：第一，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

机组成部分；第二，武术文化自成完整体系；第三，武

术文化体系全面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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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同在一个自成体系的

文化区域内存在、发展，它们之间不可能不产生相互

的影响和渗透。武术曾给予宗教文化形态深刻影响，

反过来，宗教文化形态也在武术文化形态中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 

3.2  宗教场所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得

到快速的发展。首先，宗教寺院、道观在国家资助和

经常接受信徒财物施舍，还从事经营土地及其它各种

营利活动，广建寺庙、道观，增加教徒，产生强大的

寺院、道观经济。为了保卫寺院道观的财物，使僧、

道习武成为必然。其次，宗教寺院多处在深山处，远

离闹市，清静优雅，有利于僧、道专心修炼。僧道根

据所处的环境不断地练习、想象、模仿，并受启发编

创出本教的练身、修心、养性的拳术。第三，宗教寺

院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为了生活和修炼，为了对付

猛兽和歹徒的袭击，保护寺院、道观，僧道习武变得

习以为常。 

3.3  武装反抗斗争使宗教与武术相结合 

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信仰者都曾揭竿起义，许多

民间秘密宗教组织都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过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这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

锻炼了无数武功高手，武术也正是在这种捍卫民族、

捍卫宗教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 

许多反抗压迫斗争的造反者在失败后隐姓埋名，

带着一身的武艺进入偏僻的寺院、道观，潜心修炼，

积聚实力，以图东山再起。随着这些人遁入佛门道观，

世俗武术也被带入僧道中，在精研各教教义后，将宗

教理论与自己的武功相结合，发扬光大了原有的武术，

使武术得到空前的发展。 

 

3.4  宗教的思想、教义或功修对武术的影响 

唐以后，伴随着政治、思想集权统治的强化，以

前那种儒、道、释三教鼎立的局面被打破，佛道两教

形式上走向衰微，但其宗教精神却渗透到儒家思想内

部，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会同的新局面，出现

了大量吸收佛、道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宋明理学，并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历史时期

的武术大师们，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决定他

们不可能摆脱宋明理学对自己的影响，他们不得不用

宗教化的宋明理学去丰富和充实、指导自己的武术实

践和理论，从而客观上造成武术与宗教的结合。另外，

各种宗教在修炼时，一般都讲究健身、修心、养性，

注重形神共炼、性命双修、内外并重、人天合一。教

徒们将这些宗教的理论、方法与健身养生的导引术稍

加发展，形成了既健身养生又护体御敌的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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