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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論文

「科學化國術」民國時期太極拳出版物上
的現代性話語
章戈浩

摘要
近年來從社會科學角度對太極拳的研究，側重將其視為傳統中國
現代轉型的隱喻，從技擊性的身體實踐，到健身養生之術，繼而成為
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徵物。現代印刷物的出現，有助於太極拳從口傳心
授走向大眾傳播。本文基於對民國時期出版的太極拳類圖書的考察，
分析其如何作為大眾傳播傳媒，則通過科學話語、商業話語與視覺現
代性的呈現，造成了與一般大眾文藝作品與新聞媒體所相有勾連而又
不盡相同的現代中國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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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武術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往多從儀式、表演等角度來闡
釋中國武術（Jones, 2002），相反對於日本武術的研究頗多從現代性角度
加以探討，探討「武道」
（Budo）觀念的生產與建構（Shun, 1998），相樸
中的橫綱制度如何受到西方體育比賽制度的影響而作為「傳統」被發明
出來（Thompson, 1998）。近年來對於太極拳流布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
中，也開始將自晚清以降的太極拳先中國而世界的廣泛流行過程，視
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遭遇現代性的一個典型隱喻：一方面試圖論證其在
現當代生存發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一方面又要將其與上千年的歷
史、哲學、文化傳統連接起來。太極拳，從徒手格鬥技術，繼而以養
生保健之功效而名揚於世（Schmieg, 2004），在不斷對傳統的發明與再
發明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性符號（Zhang, 2010），作為政治性的
過程與結果，它既在身體實踐的層面上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力量（楊
大衛，2013），又在國家與社會層面上成為中國的國家符號，中國性
（Chineseness）在世界展示的代表（Frank, 2006）。
本文旨在通過晚清民國時期太極拳的出版物中的分析，揭示現代
性話語如何在拳經、拳譜、習練教材等一系列話語實踐之中與傳統文
化概念競爭而共生，並最終共同塑造出「科學化的國術」的概念。相對
於晚清民國時期，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媒介或是大眾文藝作品而
言，這種專門性的讀物研究甚少。但對於此類作品的研究，不僅可以
反映出相對於文藝作品幾乎截然不同的受眾的另類現代性想像。而且
武術，特別是太極拳而言可謂是傳統文化的中堅，它與現代性的衝
突，更凸現出複雜與多面性。

從口傳心授到大眾傳播
對於武術習練者來說，自 1900 以降的五十年間，或許是最好的年
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在冷兵器時代，傳統武術或寄生於軍旅訓練之
中或成為反抗統治的動員力量，或者存活於非官非匪保境安民的鄉勇
團練之中。晚清之季隨着熱兵器廣泛使用，傳統武術逐漸喪失其棲身
之所。「光緒戊戌正月，德宗命嗣後武科改試槍炮。」
（中國史學會，
1953：13）
「光緒辛丑七月，德宗命停止武生童考及武科鄉、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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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盛行，武技漸絀矣。」
（徐珂，1984：725）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一役之後，幾已成為民間傳奇的武人如大刀王
五死於洋人槍炮之下。「乃庚子變後，武術教育，遽見衰徽」，「政府即
以為民間自由存置武器，堪致巨變，遂嚴禁人民存置武器，武術因亦
大受影響」
「武術場教授普通人民，而在某巨宅秘傳三五者，仍復不
少，但較前之盛況，相去遠矣 …… 各種鏢局，雖仍其舊，取締已不往
昔之盛矣。各綠營相繼被裁，其他各軍隊，漸各信照外國兵操，不復
專事武術。」
（馬良，1924）
部分口述史材料顯示，傳統武術的主要生存行業如鏢局大多於民
國初年便已漸漸消失（李堯臣，1996；彭元植，1996）。武舉制度被廢
之後為培養訓練武舉為業的武館也日漸凋零（莫孝同，1996）。
自辛亥革命之後，明顯地出現了傳統的武術教授方式被現代教育
制度轉換與替代的過程。馬良發起創編《中華新武術》，使用了兵式體
操的方法，將武術動作分段分切配以口令，並制定出團體教練法。這
使得師徒相承的口耳相授的傳授方式加以改變，成為團體教學的方
式。此後無論是民間武術組織，還是政府主導中央國術館均以此濫
觴。非常矛盾的是這種從形式上以現代體育或軍事體育的方式對傳統
武術教授方法進行的現代化改造，卻因教授內容之傳統，而為文化復
古主義所推崇，在新舊思潮交替之時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標靶，被斥
為「多帶有『鬼道』精神，極有危險的預兆」
（魯迅，1995：101）。
與此同時，武術進入了課堂，被納入了初中等教育課程，1915 年 4
月的「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各學校都應添授中國舊有武
技，此項教員於各師範學校培養成之」
（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1997：
347），以期改變從 1912 年以來，高等小學以上教授德國或是日本兵士
體操的現象。1918 年 10 月，教育部全國中學校長會議又規定：全國中
學校一律添習武術（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1997；習雲太，1985；趙雙
印，2005；周偉良，2005）。1917 年，武術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體育
科中位列術科課程的之首，課程包括拳術、柔術兩部分，拳術每週授
課 5 小時，其中包括外功拳（單拳對手、矮步及各種實用方法），內功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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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太極拳和推手）。1924 年，北京體育研究社對北京、河北、遼
寧、吉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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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陝西、四川、廣東等 40 所中學以上學校的調查，發現其中將武術
列為正式課程的佔 52.5%，作為課外活動的佔 22.5%。1927 年，張之江
發起成立了「國術研究所」，將武術視為國術，並力圖取得國操的地
位。1928 年 3 月，武術研究所得到當時行政院的支持，改組為中央國
術館。（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1997；習雲太，1985；趙雙印，2005；
周偉良，2005）
不獨有國家官方的武術體制化行為，民間大量出現武術社團，僅
以太極拳而言，1926 年 5 月陳微明在上海創辦致柔拳社；1926 年葉大
密在上海成立武當太極拳社；1927 年武匯川在上海成立了匯川太極拳
社；1932 年吳鑒泉在上海成立了鑒泉太極拳社。「代有名家，苦無專書
流傳，揚鑣分道。有志之士，雖竟畢生精力以求之，每逢岐路，勞而
無成，是以強國健身之術，僅資市井閭巷茶餘酒後之談」
（許寵厚，
1921：序）的情形大大得以改觀，出現「各名流或組織武術機關，造就
武術教材；或會集各界人士研究武術；或著述武術專書；或編輯武術
雜 刊； 或 設 武 術 場， 傳 授 生 徒； 或 延 武 士， 教 授 其 子 女」
（馬 良，
1924：23）。其時太極拳推廣者不乏有「蓋此時代為太極拳之黃金時代
也」之歎（吳志青，1936：自序）
。
傳隨着新式的課堂式教學的而來的是編印出版教材，各種武術大
眾出版物陸續出現，印刷武術書籍的出現，大幅改變了武術的傳播方
式。傳統的武術傳播方式，多是師徒兩人或多人之間的人際傳播或是
群 體 傳 播。 當然 這種 方 式在現 當 代的 武 術 教 授 機 構 中 仍 然存 在，
如 日本 合 手道 道 館教 授時， 仍 重在 身體 演 示 的非 直接 傳播（indirect
communication）
（Kohn, 2001）
。印刷出版用於課堂使用的武術教材和相
關書籍、期刊，甚至影音資料與傳統教學方式諸多不同，也正是由於
這些現代的大眾傳播技術加速了的武術的轉型。正如當時太極拳教材
作者們所言，「秘密之要訣，闡發無遺。千年不公開之真諦，豁然一
顯。」
（蔡翼中，1933：序）
「可人手一篇而按圖索驥不致有扣盤捫燭之
慮 …… 其於個人之鍛煉。或團體之教授莫不適用。」
（馬永勝，1935：
序）
「學者日手一編循序漸進不致有跟燥進之錯，誠國術界之指南針也」
（李景林，1930：序）。「誠可為普及國民體育之良好教材，更如取是書
為範本，以供參考自修之用，定可收入事半功倍之效矣。」
（李壽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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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序）換而言之，採用了出版物等方式使得太極拳的傳播範圍速度
擴大，按圖索驥自習自學成為可能。更值得尋味的是，在當時的語境
之下，傳統的口手相授師徒名份之定，被視為不合現代文明的封建餘
害，因此在各種公開場合作武術表演，出版武術書籍成為彰顯武術合
於現代文明的主要手段（Morris, 2004）。
也有專事武術史研究的西方學者認為，傳統中國武術教學讀物早
已有之，其發展曾經歷了木刻、手抄與印刷三個階段，只是木刻、手
抄的數量少、流傳範圍小（Kennedy & Elizabeth, 2005）。還曾有西方學
者聲稱發現了失落民間秘密流傳的秘笈（Wile, 1995），但只要詳加考察
即可發現，所列內容仍多為民國時期的出版物所載內容。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初，中國國家體委曾發動全國性「武術挖掘整理工作」，但據
曾閱讀過全部資料的學者認定，秘笈孤本中確有價值的很少。其中多
數是晚近的抄本（馬明達，2007）。
在民國年間武術書籍出版的高潮中，諸多武術流派裏，太極拳脫
穎而出，影響力一時難有匹敵。據北京圖書館所編《民國時間總書目：
教育、體育分冊》所輯，民國時期（1910–1949）共出版傳統太極拳書籍
27 本，簡化太極拳書籍 6 本。其數量不僅遠勝於其他武術書籍，相較
其他體育運動書籍如足球、田徑等，其數量也不在其之下。實際還有
不少書籍雖主要介紹太極拳，因冠名武術、國術而被列入該書目的中
國武術理論方法類，如黃文叔的《武術偶談》
（黃文叔，1936），尚有若
干知名的出版物並未計入該書目。因此，民國時期太極拳讀物的種類
會更多。在眾多的太極拳出版物中，既有將在太極拳習練者家族內部
傳抄的手抄拳譜刊印的，也有採用現代攝影技術拍攝名家拳照製成的
學習講義。最早出版的太極拳書籍是 1921 年由北平體育研究出版許寵
厚所著的《太極拳勢圖解》此書後又於 1925，1929，1931，1934 年多次
再版。二三十年代陸續均有重要的太極拳讀物出版，直至 1937 年全面
抗日戰爭爆發後方才有所停頓，抗戰結束後立即又有新書出版與舊書
再版，直到 1948 年仍有新書出版（北京圖書館，1995）。
吳孟俠在其 1958 年出版的《太極拳九訣八十一式註解》前言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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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軼事，頗能說明太極拳從私相密傳走向大眾傳播的過程。他於
1920 年前後師從楊式太極拳傳人牛連元學習，牛傳授給他楊氏秘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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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拳九訣。吳孟俠對此九訣一直密不示人，直到 1940 年他與太極拳師
吳志青相識，將三個訣加以傳授。僅僅數年之後，吳志青便在其 1943
年再版的《太極拳正宗》一書中將這三訣加以刊登。其餘六訣，吳孟俠
均於 1958 年出版的書中披露（吳孟俠、吳兆峰，1958）
。
太極拳自晚清時武禹襄、李亦畬等鄉村知識份子積極參與並加以
理論總結之後，顯現出不同一般武術的特徵，知識份子習練之後，從
理論上對於傳播的身體技術加以總結，並將之與哲學思考聯繫起來。
而民國武術書籍的出版者，也不僅僅再是糾糾武人或是鄉野村夫。不
少太極拳出版物的作者均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文人甚至科學家。如徐
震曾任武漢大學、暨南大學教授，知名民主人士、金融家章乃器，積
極推廣簡化太極拳「太極操」的褚民誼更是留學法國的生物學博士。也
正是由於他們的加入，太極拳出版物中出現大量現代科學話語。

手抄拳譜中的現代話語
在廣泛印刷之前在武術習練者內部流傳的的手抄拳譜，雖然年代
往往不可考，並多託名傳自上古，但已有細心的武術史考證者發現其
中作品，用辭頗為現代，並以此作為判斷其斷代的證據。換而言之，
即使是某些至今為視為「古典」拳譜的太極拳作品中，其實已現現代話
語端倪。
如在通稱為「萬本楊譜」
（此為工楷手寫本，題名為《太極拳功解》
，
內容為楊氏太極拳老譜等，因寫於印有萬縣興降街裕興昌印的紙上而
得名。具體抄寫時代現已不可考。）中的《太極體用解》一譜中出現了，
「若是功成後猶有妙出於硬力者，修身、體育之道有然也」的語句。《太
極文武解》中有「文功在武用於精氣神也，為之體育」
「不惟體育，武事
之功，事事諸如此理也。」
《太極分文武三成解》中有「文修於內，武修
於外。體育內也，武事外也。由體育之文而得武事之武，或由武事之
武而得體育之文，即中乘也。然獨知體育之文，不知武事而成者，或
專事武事，不為體育而成者，即小成也。」
（沈壽，1991：210）
此文中將體育作為對武事相對立者。沈壽認為「體育」一詞是「值
得體育史、武術和太極拳研究者關注的。」
（沈壽，1991：210）據考

13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29 期（2014）

證，
「體育」一詞原為日語於 1876 至 1878 年間用以翻譯英語中的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一詞最先出現在中文是康有為所編《日本書目誌》中
所列《體育學》名目，譯自日本毛利仙太郎、神保濤次郎所著作品。
1897 年上海南洋公學編輯《蒙學讀本》時在第二編曲中出現「泰西之學，
其旨萬端，而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綱 …… 體育者，衛生之事
也」。（張天白，1988：15）在萬本中列在「宋譜」之後的《十不傳》第一
句便是「一不傳外教」。沈壽認為可從此語判斷此譜是晚清民初所撰的
晚近作品（沈壽，1991：206）。「外教」一語明顯並不是指早已在中國流
傳的傳統宗教佛教、道教以及伊斯蘭教，而是指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
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在手抄拳譜中出現如此現代的用語，不僅足以資
證部分手抄拳譜實際上遠託古人，同時也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現代」
詞語及其背後的現代觀念已經開始滲透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此外，長期不彰於世近年方才公之於眾的一個太極拳流派忽雷太
極拳在關於其創編歷史的口述材料中，有不少材料提到清代中期李景
延「參照清朝出版的科技書籍《靈台儀象誌》一書裏的科學知識，諸儀器
功能原理，揣研體 — 取其杠杆、三角、方圓等型之理為拳用之理。」
（張滿宏，2010：7）
《靈台儀象誌》是南懷仁於 1674 年介紹欽天監觀象
台上的天文儀器及其使用方法的一部作品。不過關於李景延與此書的
關係目前尚無更多史料映證。
在手抄拳譜中，此類明確帶有近代話語牲的詞句的出現，尚屬偶
然現象，手抄拳譜大多仍以淺近文言書寫，援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五
行、八卦等觀念對太極拳的格鬥等功能加以理論說明。此類現代辭句
的出現也並不意味着多大程度現代意識已經滲透到武術文本之中，此
後出現的印刷太極拳讀物則展現出更為複雜的面貌。

科學化的國術
進入近現代社會後，武術傳統的技擊格鬥功能逐漸喪失，武術在
社會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成為武術家們面臨的一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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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甚至主要功用，太極拳正是憑此從諸多拳種中脫穎而出，迅速
流傳與普及開來。
另一方面，武術家從傳統尋找答案，通過創建源流譜系，書寫理
論體系，將武術放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源流之中。如諸多武術史學者均
已考察過，現在流行於世的「張三豐創拳」說實則出現在民國初年，將
太極拳創始附會到傳說中的道教神仙人物如李道子、宋遠橋等人也是
在民國初年開始氾濫。時至今日，仍是武術史上爭論的重要議題之
一。除了歷史源流的梳理，太極拳整體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同樣
出現了不同哲學觀念的競爭，而從現代技術立場將太極拳視作體育加
以考察也成為重要的一支力量。
最早的民間太極拳組織之一，楊式太極拳傳人陳微明所創辦的太
極拳教學機構，名為「致柔拳社」正是取《老子》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之
意。陳微明是晚清科舉出身，因此他的作品中，大量地援引道家特別
是老子的哲學觀點來闡釋太極拳。如其所著《太極拳術》中專有一篇《太
極合老說》將太極拳經拳理與《老子》語句一一對應，「老子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與之粘隨，觀其化之妙，忽然機發，是謂
觀其徼。」
（陳微明，1925：71）
相比之下陳式太極拳傳人所著圖書（陳績甫，1935；陳鑫，1933；
陳子明，1932）在講述拳理之時則不時引入明清之際盛行的程朱理學的
思想。陳鑫本人是鄉村貢生出身，因而其作品中援引易理解說太極拳
原理時不時引用諸如孟子的「養然之氣」的儒家經典。
類似的例子還有孫福全所著的《太極拳學》，試圖在講解時援引道
家、儒家甚至佛教：「無極而太極，不獨拳術為然，推而及於聖賢之所
謂執中，佛家之所謂圓覺，道家之所謂谷神 …… 內家拳術實與道家相
表裏。」
（孫福全，1924：4）
一個最能體現早期太極拳出版物中意識形態競爭的例子是在關於
太極概念闡釋時，其象徵圖形的使用。在早期出版的太極拳讀物中極
少有採用時下流行的陰陽太極魚形的太極圖，而是結合則作者所援引
的理論五花八門地加以繪製。如在許寵厚所著的《太極拳勢圖解》中在
講解太極原理之時，所引之圖是宋代大儒周敦頤所繪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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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許寵厚《太極拳勢圖解》中的周子太極圖

而陳鑫所著的《陳氏太極拳圖說》之中則採用了明代理學家來知德
所繪用以解說易理的來氏太極圖。
圖二

136

陳鑫所著《陳氏太極拳圖說》中的來氏太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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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姜容樵所著的《太極拳講義》一書中則同時刊印了周氏太極圖
和雙魚式的太極圖。
以上諸種以儒釋道等不同源流的傳統哲學思想來闡釋太極拳，一
方面固然是其時武術習練者面對來自現代社會的挑戰，由於各人境遇
智識的不同，試圖以自己所熟知的舊有觀念與意識形態作為武器倉促
應戰。另一方面，此類所作所為也正是霍布斯鮑姆所謂的「傳統的發
明」，有的習練者，將包括太極拳在內的武術上升為國術，形式上的尊
遠慕古，恰恰是在個人身體實踐層面上與國族構建的民族主義話語的
宏觀敘事相勾連。這種對傳統的強調不免與晚近的民族主義國族構建
相契合。事實上，在太極拳理論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傳統觀念與現代
科學技術話語並非你死我活的存亡之戰，兩者既有針鋒相對之處，也
有互通款曲之時，直至最終形成宛若硬幣兩面的「科學化的國術」。
「以科學的方法，嶄新的頭腦研究國技的原理」
（徐致一，1927：
10），即參照西方體育運動基礎學科，對拳術進行科學性和技法的解
釋，發端於徐致一 1927 年出版《太極拳淺說》。在此書前言作者就明
言，「志在普及」
「以說理為主」
（徐致一，1927：序）書中分別專置章節
論證「太極拳與心理學之關係」，「太極拳與生理學之關係」、「太極拳與
力學之關係」
。
在關於心理學的部分，徐致一試圖將太極拳所主張的身心合一，
加以現代心理學的解釋。如徐致一認為「太極拳各種姿勢平淡無奇，練
時又不許用力，初學之人不知其意味所在。易發生厭倦皆不知其利用
心理作用之過」。書中不僅引介中樞神經、末梢神經之語，並以其分析
並映照傳統拳譜所語。「每當行功之際不問其效果 …… 久而久之，由習
慣而漸成自然則一切想像力能支配生理作用以遂其心之所欲，實為當
然之結果。太極拳經默識揣摩漸至從心所致等語即與此意相符。」
（徐
致一，1927：17）
在其生理學部分，傳統拳經的要領「虛領頂勁」則被解釋為「大腦皮
質有種種神經中樞分司人體各機關指揮之責 …… 用力則肌肉收縮。頸
部必立形木強其流弊所至不但有礙於血液之暢行與呼吸之順利且足使
大腦皮質與腦脊髓間之連絡。」
（徐致一，1927）在演練過程中，舌抵上
齶則被認為「能補助消化作用」，涵胸撥背則是「直接使肋間肌與橫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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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運動，間接內臟不隨意肌增加運動」
（徐致一，1927：21）。
最有特色是作者大量使用近代物理學特別是力學原理來解釋太極
拳應用於技擊的用力原則。如將太極推手中的引勁落空的原則，解釋
為「此種合法之力，即所謂化勁是也。其合於合力原理之點。」
（徐致
一，1927：35）作者還畫出了力的作用圖，援引了牛頓的運動定律（書
中稱為奈端動例）加以解說。作者介紹了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後，將古典
拳譜中的「發力如放箭」等語解釋為遵循了第一運動定律。太極拳「合
於合力原理之點，乙太極拳應敵，遇敵發勁來襲最忌逆其方向而抵抗
同。」
（徐致一，1927：36）
「太極拳擊人時能利用反動力尤與合力有關」
則是「合於反力原理之點」
（徐致一，1927：39）。此外，徐致一因此認
為，「此種功夫登峰造極時所固有之成績皆於合力學原理而無關神性者
也。」
（徐致一，1927：50）在當時，徐致一不僅僅是在對科學知識加以
普及，更重要的在於，使用科學的話語體現出的科學觀念以及其後的
現代科學理性的精神。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徐致一有些說法未
免有些生搬硬套，但對於太極拳的科學解釋仍未出其窠臼。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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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國術」民國時期太極拳出版物上的現代性話語

徐致一並非唯一一個作出使用科學觀點改造太極拳嘗試的，事實
上相當數量的太極拳出版物上或多或少會採用類似的現代生理學話
語。如吳志青的《太極正宗》開篇第一節便是《太極拳為實用衛生之科
學》提出「夫太極拳者非為神秘怪誕之幻術亦非保鏢護院沿街賣藝之技
術也。乃自然界中一種自然自衛運動法，自然健身治療法」
「其動作能
使身體平均發達合乎生理上程式。而其腹部自然之運動可以助長消化
機能」
（吳志青，1936：9）。
蔡翼中的《太極拳圖解》的序言則專門名為《太極拳在生理學上之研
究》，作者提出運動有兩大原理：「諸臟器之相互關係及諸臟器之先天
特性」
「運動三大着眼點即意志、呼吸、脊柱是也」
（蔡翼中，1933：序
1），而「太極拳之為術也 …… 諸臟器皆可收能罷性肥大之效，絕無過勞
之弊，是太極拳合於二大根本原理。」
「對於三大着眼點方面，太極拳
當實施進，對於三大着眼之注意可謂無以復加」
（蔡翼中，1933：序
2）。「拳論中有神宜內斂內固神等關於集中意志之語句甚多」
「拳論中所
謂所者即呼吸之意」
「拳論雲由腳而腿，總須完整一氣向前退後，乃得
機得勢。此即努力保持記住之中正地位意也」
（蔡翼中，1933：序 5）。
事實上，當武術的格鬥技能失去了舊有的地位，健康養生成為最
主要的訴求後，這些太極拳讀物在論證其合理性時要求向西方現代科
學尋求資源就更為明顯，倘若不想退回到中醫理論或者傳統易理解
說，如同徐致一那樣使用生理學、心理學與力學對傳統的拳法拳理進
行重述自然是最佳選擇。當然也有試圖將現代科學話語與傳統話語加
以協調者，如馬永勝的新太極劍就有「凡書中一式一圖依次解均有合於
生理衛生，並繪具八卦方位圖解仿科學之方法」
（馬永勝，1935：序）一
語。
知名民主人士同時也是武當太極拳社的成員章乃器於 1928 年出版
了的《內功拳的科學的基礎》，嘗試以科學方法來解釋包括太極拳在內
的內功拳。1934 年章乃器將《內功拳的科學的基礎》修訂後出版的《科
學的內功拳》，完整地使用現代科學來解釋了內功拳（太極拳、形意
拳、八卦掌）。他駁斥了以「無極」
「太極」
「陰陽」
「八卦」等反科學的玄
學來解釋國術，但并非是將這一系列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概念統
統取消，而是舊瓶裝新酒，用現代科學話語將其重新詮釋，如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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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解釋為「滿體馳松的靜止」
（章乃器，1936：23）
；「太極」則被翻譯
成為「腹實胸寬的狀態」
（章乃器，1936：31）。
吳志青也於 1930 年出版的《科學化的國術》一書，提倡用系统地將
國術加以科學化。他所指的科學化的國術並未特指太極拳，而是由他
本人將武術動作改進而成的體操（吳志青，1930）。而在一年之後出版
的吳圖南所著的《科學化的國術太極拳》中，已明確將科學化國術的桂
冠放在太極拳之上。「集先賢之明言至論用科學方法而歸納之 …… 舉凡
太極拳之合於力學及心理學本乎生理與衛生者無不詳經故名之曰
科學化的國術太極拳。」
（吳圖南，1931：9）在吳圖南看來「獨所謂內家
拳 — 科學化的國術太極拳一門則能本人生天然優美之發育順先天自
然之能力使全得充分之發展謀一生永久之健康」。太極拳由於「為時間
之經濟、力量之經濟與地方之經濟」
。加之「合於物理」，因此可以「科
學方法使全民均有練習國術之機會與技能」，「國術果能平民化、科學
化與團體化。如之何不能普及哉」
「然則國術其合於平民化、科學化與
團 體 化 者 惟 太 極 拳 一 門 耳。此 非 中 華 民 國 之 國 技 乎？」
（吳 圖 南，
1931：9–12）相較徐致一純以科學術語作純技術上的讀解，明顯在吳圖
南這裏，科學化的國術有了更高的訴求，除了在技術本身的科學化，
還包括了組織上的團體化，在普及層面面向大眾平民。而之所以稱為
「科學化的國術」而非「科學化的武術」，不僅在於其符合現代文明現代
科學技術，是「科學化」，也在於它屬於中國，是「國」技。在這個意義
上，對於太極拳這一科學化國術的推廣，不僅僅是身體技術的推廣，
更是民族國家建構的一部分。事實上當時武術推廣者者的目標就是「定
國術為國操：挽頹風，興黨園 …… 以期普及全民而達強種救國之目
的。」
（張之江，1931：130）
此外還有武術史學者唐豪嘗試使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歷史唯物主
義觀梳理太極拳與武術歷史，駁斥各類仙人授拳說。也明顯體現出以
現代意識重新審視傳統武術的努力，他的論術在武術學術界影響甚
大，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逐漸成為官方武術歷史敘述的主體內容。武術
史學家徐震也也不少以現代社會科學視角進行的研究，由於他們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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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消費文化中的太極拳出版物
儘管國人諱以明言，實際上民國出現的民間太極拳教授明顯已變
成了商業行為。如致柔拳社學拳每月就需十元大洋，一般店員之類根
本無力承擔（林炳堯，1997）。1939 年重訂的武當太極拳社的簡章中就
明文「納費

每期學費加入一組者四十元加入兩組合繳七十元一次繳清

中途退學概不發還」
「期限

六個月為一學期在第二學期以後是否繼續

參加研究悉聽學者自便」
「出外教授 …… 除學費外甲種學員每月每組鼉
加車費拾元」
（葉大密、金慰蒼，2004：9–10）。隨着武術習練團體運營
的商業化，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自然不可小視。
最能體現商業文化影響莫過於如上海著名商人黃楚九印製的名為
《康健指南 / 太極拳圖》。黃楚九為民國時期上海著名商人，由經營西藥
起家，而涉及娛樂業、新聞業、地產業等諸多行業，尤其以重視廣告
宣傳而名躁一時。他於 1923 年研究出開胃潤腸藥百齡機後，使用各種
手 段 加 以 促 銷，曾 使 用 風 箏、飛 機 拋 撒 宣 傳 傳 單，印 製《百 齡 機 畫
報》、訂做有百齡機字樣的紙扇、毛巾，廣告費用達到總開支的五分之
一以上（李春梅，2011）
。這本《康健指南》明顯就是以介紹太極拳為名
推廣其產品的廣告冊，雖然書中包括了數十張吳式太極拳宗師吳鑒泉
的拳照，卻充斥了同樣篇幅的上海九福公司所生產的保健品「百齡機」
的廣告，顯得太極拳圖反倒是喧賓奪主。全書包含兩部分：一為九福
公司推廣藥品百齡機之宣傳及功效介紹，一為吳鑒泉著《太極拳圖》一
書，交雜編排。內容依次為九福公司人員名冊、《太極拳圖》題、百齡
機說明、褚民誼照兩張、吳鑒泉照、百齡機三特點、《太極拳圖》、百
齡機百大功效及各急症急救法、藥品宣傳兩張。《太極拳圖》內容編排
依次為黃楚九序、褚民誼序。在褚序之中強調了太極拳在姿勢、動
作、用 意、發 勁、靈 巧、養 生 等 方 面，都 有 優 於 高 於 一 般 運 動 之 特
質，為最精華、最科學之國術的觀點，太極拳古拳論（太極拳論、太極
拳經、十三勢歌、十三勢行功心解、打手歌等）
；吳鑒泉本人太極拳圖
次序（共有圖照 53 張），還附上了褚民誼以國術科學化為主旨，推廣太
極棍及太極球之應用，並附太極棍太極球兩種器械設施以及操作運用
照相共 6 張。在太極拳圖的每頁頁角都還附有百齡機的產品縮略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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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學習教材作為載體發佈廣告，其一顯示出在當時太極拳健身養
生的功效已是深入人心，其二太極拳出版物的出版已具一定的規模與
範圍，可以起到足夠的廣告宣傳效果。
圖四 《康健指南》中的廣告

圖五 《康健指南》中拳照的頁碼處印制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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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現代性
如果把目光從這些出版物的文字轉向其視覺材料，則會有一個更
為有趣的發現。在數十本太極拳書籍中，除去純粹講說理論者，大部
分講解拳術動作都配有圖解，而絕大部分圖解採用了演練者的照片。
傳統的木刻、手抄等方式雖然也有採用附圖的形式，但容易「傳之失
真」
（吳志青，1936：7），而採用了新式的攝影術，「附圖均用電照本像
使初學者可以按像模仿練習」
（孫福全，1924：凡例 3）
「得其圖，即可
按步練習」
（黃楚九，1929），也正是由於攝影術的採用，太極拳技術逐
漸有了各自的標準與參照，使得太極拳技術趨向規範。實際中國最早
的個人攝影集《大風集》也僅於 1924 年面世，而與此同時便有採用攝影
照片的武術書籍出版，從這個意思上說，武術書籍的出版也在一定程
式上促進了大眾對於攝影的認識與了解，消除了對於攝影的神秘感，
武術出版物以照片示人無疑是視覺現代性的一次次展示。
圖六

馬岳梁等人的《吳鑑泉氏的太極拳》則是西式馬甲佩戴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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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出版物中，但凡出現圖示動作的，除陳微明的《太極劍》中
頭戴中式瓜皮帽示人之外，即使是以身着中式服裝拍攝的，幾乎沒有
以長袍等形式出現，大部分是服飾特徵不十分明顯。但凡積極推廣「科
學化國術」概念的武術家，在其出版物之中，往往身體力行，衣着相當
地西化或近現代化，如在吳圖南所著的《太極劍》一書的演示照片之
中，是身穿中山裝，宋史元的書也是中山裝與皮鞋。馬岳梁等人的《吳
鑑泉氏的太極拳》則是西式馬甲佩戴領帶。而吳圖南《科學化國術》一
書中雖然強調攝影所着西服以致動作不夠開展，卻仍以西裝練拳形式
示人。
徐致一的《太極拳淺說》沒有演練全部動作的照片，但書中所附的
拳照也都是西裝、馬甲，戴領帶的形象。最為典型的是褚民誼的《太極
操》，「套頭衫、高爾夫球燈籠褲打扮的教練演示動作看上去更象一個
高爾夫專業選手而非傳統武術遺產的傳遞者。」
（Morris, 2004, p. 226）
對此體育史學者 Morris 的解釋是，褚民誼等人的武術觀帶有明顯的中
產階級取向（Morris, 2004）。此說或許過於牽強，但至少在太極拳出版
物上引為楷模者已非仙風道骨，而成了西式紳士。更有甚者，在褚民
誼所出版的作品，均列上他本人的半裸照片，展示出明顯的身體肌肉
線條，並標明「作者體格照」。其旨趣大異於傳統中國文化對於身體的
展示。此外，以拍攝電影的形式製作的太極拳教學紀錄影片也有類似
的視覺現代性呈現。
因本研究集中於太極拳教學書籍，實際上在武術期刊與雜誌上登
載的習練者照片更為明顯。如在 1934 年出版的《國術統一月刊》
（第一
卷第三四期合刊）上曾出現了全國運動會上女子太極操表演，《國術統
一月刊》
（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曾登出過男女推手照片 。雖此時已
無傳統道德授受之親男女大防的要求，但仍可稱領風氣之先。
除了對於身體的視覺展示之外，醉心於將太極拳科學化的褚民誼
還多次嘗試使用近代機械力學的方式製作太極拳鍛鍊器械。如以木棍
與橡皮筋製作出的太極棍，用鐵球與橡皮筋製成的太極球，還有太極
車之類。這些在傳統眼光看來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奇巧淫技，卻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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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圖片登載於期刊之上。相較於在太極拳教材上畫出力的作用圖來解
說牛頓力學，這種機械裝置的視覺呈現，在今日看來甚至頗有「蒸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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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意味，這種對於身體，對於身體實踐的認知與想像，實際上是從
視覺上對現代的想像，其閱讀行為本身也成了一次視覺現代性的實踐。
圖七 《太極操》所附的作者（褚民誼）體格照

圖八 《康健指南》所附的褚民誼太極棍

結論
民國時期的武術出版物，特別是太極拳的出版物出現並興盛，伴
隨着武術本身被現代性改造的過程。在武術組織體制化、武術習練大
眾化與商品化的過程中，武術太極拳出版物文本上也進行着現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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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實踐，有的作者有意引入科學的話語與傳統玄學的拳理解釋爭奪
空間，有的則無意中通過現代商業行為進入並改造的傳統的習練，有
的則無意中通過採用現代攝影技術對身體作出視覺性的展示從而實現
對現代性的認知與想像。武術家們將現代性的討論與引介帶入視為國
粹的、傳統文化核心堡壘的傳統武術，雖其發行範圍相對較小、讀者
面相對較窄，其影響遠難以匹敵一般的大眾媒體，也較易為後世研究
者所忽視，但這種嘗試的典型性與複雜性彌足珍貴，值得研究。
由於本文着重探討的是太極拳教材之類的出版物，但其在現代性
話語上與通俗文藝作品之間的互文性尚有極大的探討空間。不少最先
出現於太極拳教材出版物上的拳家逸聞成為日後通俗文藝的書寫內
容，甚至成為當代都市傳奇的源頭，宮白羽在民國時期就已將源自太
極拳教材中的楊露蟬「偷拳」等故事寫入武俠小說，大大豐富了我們對
於傳統與現代的複雜想像。向愷然（平江不肖生）將楊式太極拳傳人的
故事寫入《江湖奇俠傳》而後改編成風行一世的電影《火燒紅蓮寺》，藉
助現代光影技術的電影特效成為表現傳統武術的最佳門徑，最為現代
的技術成為獲取最為傳統的武術的視覺奇觀的最主要方式。由於史料
匱乏，本文難以展開，有待方家深入研究。對於唐豪等人歷史唯物主
義立場的武術觀與當時主流的科學化國術之間的互動，也尚有不少有
待釐清之處。
必須強調的是，在論及民國期間太極拳及武術出版物上的現代性
話語議題上，其實很難也不應當簡單地放到「傳統 — 現代」的二元對立
之中，如果把文本上的話語實踐與更廣闊的社會實踐上來觀察，就更
為顯其繁複。提倡新武術的馬良，在新文化運動者眼中不過是復古，
吳圖南一方面積極鼓吹科學化的國術，另一方面卻又篤信張三豐創拳
說。在民國政府身居高位的褚民誼一面力主廢除中醫，同時卻又提倡
太極拳。在文本上徵引現代性話語並不意味着其話語實踐者已然具備
現代精神與現代思維方式，而一些看似復古傳統的言行反倒又在踐行
國族構建的現代觀念。民國時期太極拳出版物，在文本、視覺等多方
面在現代性呈現上既有不經意而為之，也有着力而倡導，既有無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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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也有圓融的妥協。這種複雜性同樣存在於太極拳武術自身在近
世的現代化過程，這使得它更具備中國文化傳統遭遇現代性的隱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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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果我們把視角放到更廣闊的社會維度，更長期的歷史維度可以
發現這種與現代性的遭遇和複雜互動與變遷何止出現在太極拳出版
物，又何止發生在民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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