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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古今武术变化从多角度进行了梳理和阐述，认为武术进入学校是一种进步，但是

不应局限在体育层面上发展，应站在世界之巅，从文化的高度上进行传承和弘扬。并提出了守护

武术的精神家园，保持它的基本品格、风格和技术体系是当代人神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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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reviewed changes made to ancient and modern Wushu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consid-

er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Wushu into schools is a sort of advancement, bu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sports devel-

opment,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with a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attitude.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at guarding the spiritual homeland of Wushu and protecting its basic 

characters, styles and technical systems are the holy historic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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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中国武术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近 60 年的巨

变，我们应当看到在武术曲折蜿蜒的发展过程中，新

中国武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建国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也呈

现多元竞争的态势。特别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武

术的发展走向，仅仅把竞赛当作唯一途径显然行不通，

进入奥运更不是武术的唯一目标，我们应当开拓视野，

从历史使命的层面去面对和思考武术的未来发展。 

 

1  武术的演变 

1.1  价值功能的嬗变 

武术真正产生是在氏族社会的部落战争之中，私

有制的出现，掠夺和占有便需要武力。大大小小的氏

族之战，推动了武术的发生与发展[1-2]。后来，人们在

战场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进行搏杀，形成了古代军

事武术，有人称之为军旅武术。在战争间歇期，人们

在庆祝、休闲活动中，利用舞的形式进行演练，形成

了带有娱乐性的武舞。当武术步入宫廷、散落民间便

作为一种职业技能存在，从剑士、侠客到保镖、护院、

教拳、卖艺等。武术作为技击术存在一直延续到近代，

当时武术人通常处于社会底层，地位卑下。近代以来，

随着西方体育的进入，武术开始向体育靠拢，并逐步

走进学校和赛场。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正式项目

成功步入了体育殿堂，教拳人成为教练、教师、教授、

研究生导师、武术大师等，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武术

作为一项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1.2  教育体系的完善 

中国古代的庠、序已经把“射”、“御”等技能作

为教育的内容之一，但受众面较窄。近代以来，武术

教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15 年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武

术进入课堂，开启了武术教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

以后，武术随着教育体系的迅速发展而日趋完善。1958

年在青岛召开的体育学院院长会议确定了体育学院开

设武术普修课，标志武术从此进入高校课堂；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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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体育院校设立武术专业班，开始武术专业教学。

1984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授予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硕士

学位授予权，1997 年设立武术博士学位授权点，2005

年以后又有了武术博士后培养流动站。至此，一直流

行于民间武术已经进入高等院校；并自成教育体系。

武术教育正在把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作为己任并向着

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3]。 

1.3  概念的更迭 

任何概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与时俱进，赋予

新的内涵和阐释。在历史上武术这一概念曾用过不同

的名词。《辞海》相关词条为：“武术就是一种格斗术、

技击术。”解放后，武术正式归属于体育，受西方体育

的影响，大力发展武术套路，尤其是竞技套路备受推

崇，不再侧重武术的技击性，攻防技能有所弱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试行散打、散手，此时的武术是

由套路运动、格斗运动(推手、散打、短兵)组成。人

们认识到中国武术既要讲究技巧更要讲究功夫，所谓

“功夫”必然少不了寒暑不辍的功力练习。 近在河

南少林寺召开的武术概念座谈会上，又将武术的外延

拓展为套路运动、格斗运动和功法运动。同时，强调

不能把武术简单说成是一种体育项目，那样会等同篮

球、排球等“舶来”体育项目，而没有真正将其作为

东方体育大系中的一种主体形态来看待。修订后的武

术概念是这样定义：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

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

式的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的概念常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武

术是指“体育的武术”，而广义的武术应包括“体育的

武术”和“非体育的武术”。“非体育武术”又可分为

实用武术和艺术武术。实用武术如公安、武警、军队

练习的技击术、擒拿术等；艺术武术像《风中少林》、

《少林武魂》、《武林空间》等功夫舞台剧和功夫影视。

不妨说，实用武术是武术的本源，而艺术武术则是武

术的拓展。体育的武术是当今社会的主体，归体育部

门、教育部门管理，其他非体育的武术则归属文化部、

公安部。确立广义的武术有益于武术的传播和提升，

也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1.4  赛事规模的提升 

20 世纪初的“土洋体育”之争，促进了武术向体

育方向的转化。受西方竞技体育的影响，对传统武术

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改革，竞技武术应运而生。为

适应比赛的需要，1959 年制定了我国第 1 部《武术竞

赛规则》，并在第 1 届全国运动会中执行；1972 年对

规则进行了修订；1984 年规则进一步明确将长拳、南

拳、太极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以及对练做为

主要竞赛项目，其他项目也开始按其特点和性质进行

分类比赛，标志着武术竞赛规则的日趋成熟与完善。

从 1959 年第 1 套武术竞赛规则，到 2004 年为适应武

术进奥运的时代要求而修订的新规则，历经 45 年终于

确立了现代武术竞技高、难、美、新的竞技套路特点

及稳、准、快、狠的竞技散打技术风格。在此期间，

武术赛事规模不断提升，从 1959 年第 1 届全运会，到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再到 1991 年的世界武术锦标

赛，中国武术用 32 年的时间在赛事方面完成了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规则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充分

体现了当今武术的发展变化，赛事规模的不断提升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术取得的辉煌成就。 

 

2  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2.1  文化使命 

对于武术本身来说，比赛只是实现其价值的一个

方面。从长远文化战略高度来说，应站在世界风云变

幻的大背景上，把武术作为文化资源来看待，这样才

能使其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武术与武术文化的联系

千丝万缕，又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武术侧重于技

术技巧，突出技击性和攻防含义，是一种“术”、一种

技艺；而武术文化还包含了精神思想，是一个范畴。

中华武术体系庞杂，所以传习时需要区别对待，不能

一概而论。正如当代学者葛兆光先生所指出：传承中

国文化要认识 3 点、掌握 3 个连续的环节，一是传统

文化是历史遗留的资料仓库；二是继承时需要挑选；

三是挑选出来的东西要进行新的诠释，赋予时代意义。

前些年出现的伪科学片面夸大气功的作用，甚至将武

术神秘化，让人望而却步，这有碍于武术的发展。对

待武术的传承要有所甄别，不要人云亦云，要科学地

阐释武术。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会一步步探索

并揭开武术的未知领域。同时，中国武术要保留一点

神秘性，原因有二，首先，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蕴含着哲学、医学、美学、兵法学、阴阳五行

八卦、儒释道精神等等，有些学科交叉纵横交错，理

论阐释难以明晰；其次，从审美角度出发，有神秘性

才会吸引人。就像足球赛一样，带有不确定性才具有

观赏性。但是武术绝不要神秘主义，过于荒诞就会走

向反面。 

向世界传播武术不仅仅指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

文化层面。武术文化比较一致的说法有 3 层说：即外

层技术器物层、中间习俗制度层、内核思想价值层，

三层合一不可偏废[4]。要把武术推向世界， 重要的是

培养一批具备一定技术、理论、文化素质的传播者，

使他们在传授技术的同时，能够把武术中蕴含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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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恰当地阐释给国外研习者。 

如果今人还没有文化自觉，不注重传扬武术文化，

不树立文化自信，那么就有可能被外来武技文化所同

化。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提出的“和平演变”，从今天

看就是指文化渗透、文化影响、文化侵略。今天的文

化争夺已经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比如，中国流传上

千年的端午节，韩国在我国之前已经向联合国申请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源于明末清初的太极拳运动，

日本已向除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输出教练。照此以往，

再过若干年，人们可能会混淆太极拳的出处，继而失

去相应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当代中国也有四大文明，

贡献给世界：中国菜、汉字、中药和武术。有学者提

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仅靠语言、文字的视觉形式是

不够的。中国武术恰恰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它可以用

肢体动作、身体符号来诠释中国的文化与古老文明，

是一种更生动的文化载体和输出形式。据调查显示，

外国人学习中国武术的动机之一是为接触、了解中国

文化。如果国家把武术看做是一种文化力的话，那么

武术不仅仅是今天这个地位，也不仅仅局限于体育这

个范畴。体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义、

礼”等等理念，都可以从武术里面得到一些启迪和体

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在全世界 200 多家孔

子学院里面增设武术课程来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

话，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说传播是空间的扩散，传承就是时间的延续。

那么，中国武术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体现着中国文

化是一种重视血缘的绵延文化。但是近代以来，由于

火器的大量使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市场经济的冲

击、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武术的传承出现了一

定的问题，有些拳种已经或正在面临着失传。即使是

20 世纪 80 年代挖掘整理过的武术拳种录像，由于尘

封日久也有所流失。况且，武术需要我们传承的不仅

仅是指技术层面的传统武术，还应有文化层面的武术

传统。因此，武术的传承任务相当艰巨。 

传统武术决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否可以说它

是特指明清以来，以家族血缘关系传承的流派武术。

简单地说，传统武术指的是流派武术。武术传统则是

一种历史积累，是在文化变革中经过时间洗礼始终没

有被淘汰的、保存下来的东西。正如余秋雨[5]所说：“传

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产。传统是一种

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

时间的文化流程。”大浪淘沙，保其精华。武术需要我

们传承的也正是经过时间洗礼而保存下来的精华，这

是一种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要实现这个历史使命，一方面，研究者应该努力

探索武术内涵、文化品位和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国

家要有实际行动来推广，从文化的高度来弘扬和传承。

有时还需要体育与文化部门联手，才会使武术前辈留

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能够延续下去、发扬光大。 

2.2  教育使命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的民族文化面临

着强烈的冲击，这种危机已经延伸到文学、艺术和生

活领域，影响着广大的青少年，面对西方小股敌对势

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的图谋，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至关重要。不断增强青少年

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

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武术、中国

民乐、中国画等都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

有效手段[6]。但是，据调查，目前学校教育中武术教育

落实的情况不容乐观。2009 年初《体育报》发表了一

篇题为《渐行渐远的校园武术》的文章，读来发人深

省。笔者认为学校武术开展不好的原因主要有：1)领

导观念问题。在当代价值观的影响下，学校十分重视

升学率，体育课成了边缘课程，武术又是体育课的边

缘。2)教学模式问题。武术课教学模式枯燥、单调，

与青少年体校的教学模式没有多大区别，忽视了受教

育对象的主体性。3)教材问题。几十年不变的武术教

材，规格严谨却缺少生气，繁、难、空使学生失去了

兴趣。4)师资匮乏。一方面很多学校缺少专业的教师；

一方面不少培养的专业师资因发挥不了作用不得不去

另觅出路。5)礼仪教化。教学过程中缺少武德教育，

没有形成一套礼仪行为规范，缺乏品格魅力。 

武术教育搞不好，武术普及就是一句空话，武术

的发扬光大更是奢谈，如何更好地开展武术教育成为

摆在我们当前 迫切的使命。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

上应给予支持，相关领导亟需转变教育理念。就像甲

申文化宣言中所说：“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

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

人文精神……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

重要的思想启示。”这种文化素养不仅指从书本中获

得，也可以借助武术精神来培育。其次，改变以往的

教学模式，应淡化套路、强调动作方法与攻防含意，

适当恢复传统武术教学中拆招、喂招等方法，突出特

色，增加兴趣。第三，要把国家统一教材与地域教材、

校本教材相结合，不拘一格，发挥本地特色，充分利

用本地资源。第四，给予相应的政策，鼓励武术专业

毕业生到基层教学，同时高校教育中应帮助学生树立

习武报效国家的伟大理想和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当

中的奉献精神。第五，加强武德教育，这方面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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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跆拳道、空手道的成功经验。其实，武术的礼仪很

具传统性，需要结合时代进行整理、规范并通过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使其有利于青

少年言谈举止、日常行为的培养。 

2.3  科学使命 

武术从产生到发展，虽然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熏陶和洗礼，但是时至今天，武术学科没有形成一个

成熟的、国际化的学科体系，其基础理论与现代学科

的联姻尚处于探索阶段，对武术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

般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的总结。 

长期以来，武术和体育一道，受到重文轻武思想

的影响，在世人眼中缺乏科学的思想与理论。口传身

授的传承方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科学化进程。武

术中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都需要科学的研究和阐述，

不能牵强附会。可我们尚缺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站在向世界推广的高度来认识武术学科的规划与建

设，这根源于应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认识武术能力的薄

弱性和局限性。为此，要求当代武术科研人员研究武

术时要有宽广的胸襟、开阔的思路、渊博的知识，站

得要高一点、眼光要远一点、信息要多一点。武术的

科学化进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动

态的系统。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西化”一点，但

是绝对不能“走味”。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需要吸收

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这种嫁接并不应根据附庸风

雅，而是实际需要。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武术诸多功法、套路在强筋

壮骨、调节身心、防病祛病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一面，

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技术特点是其他运动项

目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太极拳，它特有的运动方式

和技击理念不仅具有改善机体功能的生理学意义，还

具有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心理调节作用。对它们自

然科学领域的试验研究正在被重视，但却远远没有得

到很有说服力的结果。对太极拳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外

学者的注意，我们的研究绝不能急功近利，通过一些

不严谨的实验仓促得出结论是不严肃的事情，必须有

一种为人类健康发掘资源、创造财富的使命感，长期

不懈地坚持努力，才会取得可贵的成果。 

武术是中国人的武术，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代表之一，当代人要勇挑重担，深知其责，要守护

它的精神家园，保持它的基本品格、风格和技术体系。

在理论研究方面，武术人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任重道

远。同时，欢迎其他学科的科研人才一起来研究武术，

共筑武术美好明天。 

 

综上所述，武术的当代使命要求从事武术研究者

高瞻远瞩，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东西文化激烈碰撞，

应从全人类角度出发，把握武术的未来发展；要高屋

建瓴，做学问时要有恢宏的气势、雄浑的手笔，敢于

挑战热点和尖锐问题，敢于承担高风险性的课题；要

高韵深情，以一种高的品位、高的境界来认识、研究

武术，要一往深情、矢志不移，才能打造出高深理论

和精品。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利益诱惑和文化

争夺，当代人应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守护武术

的精神家园，坚持它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底线。路漫

漫其修远矣，要把武术作为一种崇高的“道”来追求，

追求那种形神兼备、德技兼修、术道并重、天人合一

的理想境界和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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