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第 6 期 

2021 年 11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28 No.6

N o v . 2 0 2 1 

 

     
 

中国武术“劲”之要义诠释 
 

王岗 1，2，罗均 3，丁昊阳 1，26 
(1.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体育学院 身体行为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3.武汉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以中国武术中的“劲”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技、艺、道一体对中国武术技术层面、

艺术层面、哲学层面的“劲”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武术中的“劲”不仅作为鉴别真伪的技

术标示和划分武学修炼水平的尺度，还是中国武术近乎于道的内在追求。它是技术层面讲究武技

“一招制敌”的身体能量；艺术层面聚焦武艺“点到为止”的生活智慧；哲学层面注重武道“天

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三者以寻求武技升华的力之“劲”、探求武艺表达的意之“劲”、追求武道

顺达的气之“劲”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习练中国武术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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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Jin” in Chinese Wush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Jin" in 

the technical, artistic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Chinese Wushu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rt and 

Taoism.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Jin" in Chinese Wushu is not only the technical mark to distinguish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and the yard stand to divide the level of martial arts cultivation, but also the internal pursuit of Chinese 

Wushu that is close to Tao.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martial arts "one move to make the enemy" of the body energy 

from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artistic level focuses on the life wisdom of the "touch to date" of the martial arts; on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life realm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he three forms form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and scale of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Chinese Wushu, which are the "Jin" of seeking 

the sublimation of martial skills, the "Jin" of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of martial skills, and the "Jin" 

of the qi of pursuing the smooth way of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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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1]2021 年 5 月教育部成立“中国武术教

育指导委员会”，不仅为中国武术学科发展提供了契

机，也为构建中国武术学术体系发展指明方向。近年

来，为更好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国学者期望从概念把握

体育的全体，从对原始的‘天人合一’思维的突破，

是我国体育学者的‘文艺复兴’运动”[2]。尤其在中国

武术研究领域中，由概念差异产生的“体育武术”与

“文化武术”之间的学术话语认同问题较为明显。 

研究从中国本土文化研究角度与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科出发，采用文献资料法、辩证逻辑分析法对中国

武术“劲”之要义进行诠释，以期进一步认识中国武

术“劲”，同时为加快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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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中国武

术学术力量，为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奉献中国武术智慧，

更好服务于新时代体育与文化的发展。 

 

1  “劲”与中国文化 
“劲”作为一个经典中国传统概念，随着中国文

化的演变，“劲”的含义由原点进入了更复杂文化系统，

逐渐呈现多重性。“劲”之本义：坚强有力。《说文解

字》：“劲，彊也。”[3]《汉语大词典》：“一种是指力量、

力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某个人的劲真大。”[4]

除此之外，“劲”还在相关语境中有不同层面的含义。

《史记》中记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明代作品《东

广州县起义传》记载“摧坚陷劲，所向有功”，前者指

加强，后者指精锐部队。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上，

对“劲”有独特的诠释，均出现在后人评价前人作品

中。刘师培[5]曾以“劲气”说评文章：“凡文章有劲气，

能贯串，有警策而文采杰出，乃能生动，否则为死。

盖文有劲气，犹花有条干，条干既立，则枝叶扶疏；

劲气贯串则风骨自显。如无劲气贯串全篇，则文章散

漫，犹如落树之花，纵有佳句，亦不为此篇出色矣”。

此外，评鉴颜真卿书法作品时，也采用“劲”。颜真卿

既是唐代士大夫杰出的代表，也是书法、人格、艺术、

道德浑然一体的典范。欧阳修[6]认为：“颜公书如忠臣

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

久而愈可爱也。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

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洪适云：“方

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隶法颇深，具其大略。”[7]

从以上对“劲”相关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国汉字“劲”

随着时代变迁，含义由一元走向多元，不仅可以作为

作品本身的特色，也可作为评价技艺水平的指标。同

时，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应当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研究

“劲”，整体解读中国文化中内外劲、显隐劲、整散劲，

而不是将其剖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刚柔并济”的民族，通过

大量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获得对某一技能的掌握以及

对其崇高的追求。“劲”在中国文化中有诸多含义，在

日常生活中往往使用广义层面的“劲”。例如“使劲”

“加把劲儿”“牟足劲头”等与“力”的用法、概念有

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比而言，狭义层面的“劲”

更能突显中国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在国术上。中国武

术学者对“劲”颇有研究。据《少林拳谱杂俎》记载：

“拳术之至胜者，在于技击之精战(湛)，技击乃术之

根本，拳法之用，重于整劲，如矢之离弦，其透于身

也。”[8]“善拳者，未必欲力大如牛以待世人。所谓仙

人担者，持此等重物之力愈大，则其人之劲愈小，其

人之离拳术家愈远矣。盖拳术尚劲不尚力也”[9]。《意

拳拳学》亦有“三劲成体，六力错综”[10]之说。武术

常以“整体如铸、身如灌铅、肌肉如一、毛发如戟”

４种境界表征内劲的齐备[11]。孙禄堂[12]指出：“夫道一

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

内劲。”王宗岳[13]书中有“夫太极拳者，千变万化，无

往非劲，而劲归于一”。可见，在诸多的中国武术文献

中都提到“内劲”“整劲”“隐劲”等概念，说明“劲”

不仅是东方文化异于其他文化向内探索精神过程的凝

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技击艺术融合的产物。 

 

2  中国武术中的“劲” 
清代王南溪指出：“拳勇之本在于劲。”[14]中国武

术中的“劲”与一般意义上的“力”有更为严格区别。

虽然中国武术是从狭义层面出发对“劲”进行阐释，

但是相比广义的“劲”而言，它的含义更系统、更深

厚，被赋予更多中国文化性。“中国传统的武术观受自

身文化特性的制约，有两个个体观构成传统武术的整

体观念，一式技术动作，即招法；再就是劲——一个

泛化的概括性的观念”[15]。形意拳有“‘踩、扑、裹、

束、决’五劲之说，三节明后，五劲相佐”[16]。《八卦

掌真传》中记：“我国拳术，无论内家外家，各种拳术，

见招而施术者，具有特长之处，不过劲有整散而已。”[17]

“因劲力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拳种，不同的拳种又以不

同的劲力拳理认识自然、把握规律”[18]。在中国武术

研究中，对“劲”的研究之所以变得复杂，源于学者

清楚认识到中国武术中的“劲”是一个系统，不是“单

体”。徐纪[19]认为：“我国拳术之所以大过人者，在于

用劲。若夫泰西体育，则为用力矣”。“劲法多样是中

国武术技术的独到之处”[20]，“中国武术重‘劲’是‘拳

练人’的身体动作唤醒人的主体体验，而招式操化练

习是‘人练拳’”[21]。“如果说，西方体育的运动技术

主要是以身体外部力量、速度为进取，那么武术的运

动技术则以内外的和谐为特点”[22]，“体育化武术以项

目为知识体系进行操化教学，然而‘劲’才是武术的

根本，用教招式来悟劲更难”[23]。由此可见，中国武

术的“劲”是区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本质。 

学界有关对中国武术“劲”的直接研究较少。万

籁声[24]在《武术汇宗》中谈到：“武术用劲，并非暴劲，

乃以意使劲，五灵沉着，气归丹田，刚柔相济，是为

武术上之劲！”周伟良[25]认为：劲是经过长期训练后所

表现出来的一种与武术技法相融的肌肉力量。康戈武[26]

认为：“武术的劲是通过肢体运动表现出来的一种融于

武术技术的力。这种力是在意识支配下，通过气息吐

纳和肌肉舒缩的有序化配合产生的。”刘鹏等[27]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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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劲是中国武术技法的核心要义和运用之本，是意、

气、力相合而凝聚一体、协调全身所产生的一种能量，

是一种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功夫境界。”由此可见，

虽然有关中国武术“劲”的研究较少，但是这些研究

表明中国武术“劲”的系统包括“意、气、力”等要

素，同时，在“意、气、力”之中，还存在中国武术

不同层面与不同形式的“劲”。本研究主要分析中国武

术技术层面、艺术层面、哲学层面的“劲”。 

2.1  技术层面：讲究“一招制敌”的身体能量，表现

为寻求升华的力之“劲” 

中国武术跨越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波澜壮

阔的文化洗礼和错综复杂的技术革新。在历史的进程

之中，虽然中国武术经历了从荣耀之身到尴尬之境，

但不能否认中国武术在技术层面“一招制敌”的作用。

“劲”不仅作为一种实现“一招制敌”的技击方式，

也是鉴别技术真伪和划分武术修炼水平的技术标示。

不过，从技术层面上看，正如向恺然所说“习拳者，

在使力化为劲”[28]，习武者要实现从“力”到“劲”

转变才行，同时“武式太极拳练拳架有一句话‘拎起

来就好’，是对调整与规范拳架的最好诠释，拎起来就

是使身体架构调整到内在齐整，符合劲力发挥的理性

结构”[29]。这里所言及的“劲”只有在包含了武术技

术的身体行为上才能产生效果，即力的升华。可见，

中国武术的“劲”需要有严格规范的“形”作为基础，

将力转化为“劲”。中国武术中的“劲”要与身体行为

有关，且中国武术中的“劲”与“力”是有区别的，

就像“体育化武术与传统武术传承都可借助器械在速

度、力量等方面获得身体锻炼效果”[30]，却很难正确

区分“力”和“劲”的本身以及二者间的联系，甚至

会有“劲”完全就是“力”的感性认识。对于这一点，

中国武术研究拳种的学者们早已给出了答案。基于中

国武术中的“劲”之变幻产生诸多拳系，“在劲力的文

化建构之中，武术形成了对劲力‘刚’和‘柔’的全

能理念。不仅形成‘以刚劲为主导，以柔劲为调剂’

的拳系，也形成‘以柔劲为主导，以刚劲为调剂’的拳

系，还形成‘刚柔各半，刚柔无迹可寻’的拳系”[31]。

因此，中国武术中的“劲”不仅包含以拳种动作技术

特色为发力媒介产生的身体能量，还催生了武术拳种

在中国武术史上的“百花齐放”。 

中国武术讲究“劲出于筋，力出于骨”[32]。从人

体发力部位阐明“劲”与“力”的区别，但“劲”的

发生需要力的参与，筋、骨、皮层层相照。丕侠[33]说：

“劲是‘力’的加速、‘力’的集中；‘气’与‘力’

和‘精神’集中于一点则谓之‘劲’。”这一点诠释“劲”

与“力”之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

进阶，即“力的升华”。可见，中国武术中的“劲”是

有条件的。“劲”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武技的形而上

“劲”，通过大量有目的、有计划的训练达成体能和技

术上的身体目标：寻求对升华的力之“劲”来实现技

术层面的“一招制敌”，以此为武术“由技入道”夯实

基础。 

2.2  艺术层面：聚焦“点到为止”的生活智慧，表现

为探求表达的意之“劲” 

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

文化和生活智慧，表演艺术的发展将审美视角持续推

向多元化的趋势，武术与艺术有着密切联系，具体表

现是近代武术与杂技、舞蹈、戏曲等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及现代、当代多样化的武术套路表演形式。从艺术

层面出发，“劲”作为身体行为艺术中一个特殊的概念，

对中国人提升艺术表现力、艺术境界有着重要的作用

和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劲”的掌握评价人对某种

技术的修炼程度，规制他们的行为方式，使其合乎目

标要求。另一方面，它作为艺术作品审美评价的重要

尺度。在中国武术中，“劲”彰显与艺术中“劲”“意”

的通性。“意随拳行，力随意发”[34]是中国武术中“意”

之存在方式，“意”与“劲”都是属于中国武术系统中

的构成要素，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唐豪[35]说：“用

功日久，身体自然会产生一种越来越沉着的内劲，富

于缠绵曲折的意趣；沉着中带有轻灵，轻灵中带着沉

着；轻灵而不流于漂浮，沉着而不犯僵直。”由此可得，

“意趣”源于“内劲”。不过，《韩非子•解老》：“人希

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

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36]可得，武艺包含“劲”

与“意”，武艺技术动作和表现形式中的“劲”包含人

作为文化主体所传达的“意”，在中国武术的“劲”的

系统中，“意”可以说是一种“智慧”，一种用劲或“懂

劲”的智慧。就像陈鑫[37]在作品中提到的“阴阳无始

又无终，来往屈伸寓化工，此中消息真参透，圆转随

意运鸿蒙”这种“意之妙”。尤其是“意”以“劲”的

方式出现在中国武术的象形拳中，正如胡小明[38]认为：

“这些象形拳、仿生拳及从自然界中抽象和升华出的

大量动作姿态，充分体现了‘自然的人化’，动作的名

称，是非直接性描述——则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

是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对美好运动形象偏重于意会，

偏重于形容。善用比兴之法，托物取喻，借物发挥，

集中而浓缩现实之美，显得如此朦胧、抽象、意韵深

远而回味悠长。”武艺的技术动作和表现形式中蕴含着

“意”，武艺中不仅包含寻求以“劲”取胜的技击艺术，

还囊括以“意”达情的表演艺术，归根到底旨在完成

对中国武术“劲”过程性的阐释，从而聚焦“点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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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生活智慧。 

中国武术所表达的“意之劲”，不仅是实现技术层

面“劲”的现实目标，还是达成艺术层面聚焦生活智

慧的时代诉求。“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极具民族文化特色

的身体技艺，在招式变幻、闪转腾挪间将中国传统文

化‘向意’‘尚意’‘求意’的文化和技术特征表现得

淋漓尽致”[39]。形神兼备之中贯穿着“劲”，一种武艺

技术动作和表现形式中的“劲”，以此来“达意”。中

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追求“意”的价值属性，“技击之

意”表现在对战术的谋略上，以“劲”实现终极的“意”；

“艺术之意”体现在对审美效果的满足上，以“劲”

完成对“意”的烘托；“哲学之意”体现在对以“意”

传神索道的境界上，完成武艺表达的意之“劲”。 

那么，中国武术中的“劲”是通过“意”作为牵

引实现对身体与意识(即心理)的支配、组合。身体素

质的提升是技术层面对升华的力之“劲”的基本目标；

意识提高是艺术层面对表达的意之“劲”的基本要求；

两者间相互影响是为完成“劲”“化技为艺”的进阶与

“技艺双修”[40]的实践。其本质是中国武术通过探求

意之“劲”启迪“点到为止”的生命智慧，完成武术

之意的表达。 

2.3  哲学层面：注重“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表现

为追求顺达的气之“劲”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也

是中国古代沿袭至今并作为人生理想追求的最高境

界。“天人之道的内核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

想最终要落实在‘天人相应’上才具操作性，而‘天

人相应’的逻辑前提是‘同气相求’”[41]。因此，追求

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成为指导武术发展

的重要思想，从而让中国武术的技术性和文化性都趋

向于“和谐”“整体”“合”等中国哲学思想，而这些

属性在文化上促使武道的生成，在技术上构建了武术

技术独特的“发劲”体系。也正是武道“天人合一”

的最高境界指导了武技转向“由技入道”目标的前行。

从“天人之道”到“同气相求”，中国武术对“道”的

追求被细分成对气之“劲”的追求。由此生发出中国

武术“劲”的最高境界指向了“天人合一”。 

古人常以“气”论诗、论画、论武、论道。晚唐

司空图以“气势”论诗：“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

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

得不鼓舞而循其呼吸也。”[42]《苌氏武技书》开篇《中

气论》，苌乃周[43]认为：“中气者，即仙经所谓元阳，

医者所谓元气，以其居人一身之正中，故武备名曰中

气。”譬如韩愈的“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4]又如《道德

经》：“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于经。虚无柔弱，无

所不通。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

无为之有益也。”[45]顾留馨[46]将练习太极拳中的“内气”

叫做“中气”。认为：凡是认真锻炼太极拳，符合要领，

动作圆转、轻灵、自然的，练到一定程度，能逐渐产

生“内气潜转”或“中气贯足”的内体感觉。可见，

中国武术中的“道”“气”“劲”在哲学层面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气是道的代名词，气而劲在。中国武术中

的“气”是不可乱的，“劲”是“气”的结果，但“气”

掌控“劲”，两者同时存在，“气之劲”是中国武术寻

“道”的根本。 

可以说，中国武术哲学层面的“劲”是一个注重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

一、使人整体性悟道的过程。“气的顺达”不仅是中国

武术中“劲”的必然要求，也是“道”在哲学层面的

代名词。如果我们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武术境界，

不仅要实现“气的顺达”，还需要满足“意”的“承”

与“力”的“启”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武术中的“劲”。 

 

“劲”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意蕴广泛，它铸造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印记和精神契约。随着历史发展，“劲”

的含义由“坚强有力”的“字”发展成为修饰品格的

“词”、评价技艺的“句”。时至今日，中国人既可直

接使用“劲”原始含义进行遣词造句，又可使用其内

涵丰富的隐喻含义进行诗意阐释。不过，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技艺的中国武术不是简单以“劲”的大小论英

雄的文化形态，而旨在通过武术技术修炼以掌握独特

的发“劲”方式，对“劲”的控制自如，最终实现人

对“道”的追求。同时，它还在技术层面讲究“一招

制敌”的力之“劲”，在艺术层面强调“点到为止”的

意之“劲”，在哲学层面注重“天人合一”的气之“劲”，

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武术中的“劲”。正是中华民族对

“劲”思想内涵的不断追求、实践和升华，才使原始

“搏杀术”在中华民族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完成时代

使命；才使中国武术系统构造从技术单一走向文化多

元服务于人类健康；才使中国武术生成一张张从中国

民间走向世界舞台且极具中华文化特征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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