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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近代化发轫
—民国时期武术期刊中的思潮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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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袁对民国时期的武术期刊进行梳理袁提出近代武术思潮是
尚武精神尧国术科学化以及全民国术化遥 在思想激荡的民国时期袁众多武术期刊形
成合力袁共同推进武术思潮的传播遥 一些期刊旨在启迪民众袁改变读者对武术固有
的看法袁促进野尚武精神冶深入人心曰一些期刊在传承传统武术的同时袁引进西学中
的野民主与科学冶袁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之中找到平衡点袁促使武术成为一种具有民族
主义本质的理性表现曰还有一些期刊则将自身置于思潮的风口浪尖袁大胆矫正武术
思潮在实践层面存在的一些偏差袁促使野全民国术化冶落到实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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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ppli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sort out Chinese Wushu jour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nd proposes that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inese Wushu in modern times
are the warrior spirit, the scientization of Chinese Wushu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Wushu.
During a period where people's thinking was more and more multi-diverse, many Chinese Wushu
journals made join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inese Wushu.
Some journals aimed to enlighten people, change the reader's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Wushu, and
promote the "warrior spirit". Some journals introduced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Wester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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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passing dow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trying to find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promoting Chinese Wushu into a way of rational expression with the essence of
nationalism. Some journals put themselve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boldly modifying
some devia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inese Wushu,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Wushu.
Chinese Wushu journals;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inese Wushu;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W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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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该时期武术思潮的变更踪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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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国时期武术期刊汇总表

至民国时期尧以刊登武术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为对象袁
涉及的武术期刊如表 1 所示袁共有 26 种遥 按照发行
所的不同袁将期刊分为 12 类袁其中袁精武体育会尧中
央及地方国术馆尧 山东济南健康实验学社发行的期

序号

刊较多遥 本文从中选取刊龄较长的期刊作为代表进

1

武学编译社

《武学》

1909 年

2

上海中华武术会

《武术》

1921 年

3

各地精武体育会

《精武》

1923 年

武术期刊袁拟从办刊宗旨尧刊登内容等方面分析民国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年

时期的武术思潮遥 第一本武术期刊叶武学曳是在日俄

《精武杂志》（香港）

1925 年

《精武春秋》

1929 年

《精武》
（厦门）

1934 年

行研究袁即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袁最终选取了 12 种

发行所

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创办的袁当时袁同盟会成员陆光熙

刊 名

创刊时间

等认为日本战胜俄国的主 要原因在于武士道的盛

4

北京体育研究社

《体育丛刊》

1924 年

行袁鉴于此而创办叶武学曳期刊袁以学习日本袁鼓吹尚

5

中央及地方国术馆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 年

《国术：浙江省国术馆月刊》 1929 年

武精神袁讨论各国军备为宗旨遥 1921 年出版的叶武

《江苏省国术馆年刊》

1929 年

术曳期刊旨在大力提倡武术袁正如主编谢强公在叶发

《中央国术旬刊》

1929 年

《国术周刊》

1930 年

刊词曳中提出的袁野救国之道多矣袁愚以为唯一之解决

《鄞县县国术馆一周纪念刊》 1931 年

办法袁厥推体育遥 体育之倡久矣袁愚以为唯一之解决

《国术声》

办法袁厥推国粹的体育式冶 遥 1923 年创办的叶精武曳
[1]

20 世纪 30 年代初

《体育》
《国术月刊》（天津）

1932 年
1934 年
1932 年

期刊袁它的刊龄达 20 年之久袁是研究精武体育会的

6

上海扬武国术会

《国术》

核心刊物遥 精武体育会是国内提倡武术兼及体育的

7

湖南国术训练所

《国术半月刊》

1932 年

先行者袁叶精武曳期刊在此方面贡献巨大遥1924 年创办

8

山西省国术促进会

《山西国术体育旬刊》

1934 年

9

上海国术统一月刊社

《国术统一月刊》

的叶体育丛刊曳揭露了旧时国术界不立文字之弊端袁
提倡公开研究国术遥 1930 年袁创办于南京的叶国术周

1935 年
1934 年

《求是月刊》

1935 年

刊曳袁其刊龄较长袁它是中央国术馆的官方刊物袁武术
也已更名为野国术冶袁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遥 关于

1934 年

10 天津道德武学社
《国术周刊》
11 山东济南健康实验学社 《求是季刊》
《侠魂》
12 陕西省城固县国术研究会《国术月刊》

1936 年
1939 年

其办刊宗旨袁要从它的前身叶中央国术旬刊曳追溯袁

叶中央国术旬刊曳在创办之初即提出了野普及武术袁唤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得出袁 在武术期刊的初创初

起全民均国术化冶的宗旨遥1932 年创办的叶国术曳旨在

期渊1909要1921 年冤袁形成了野 尚武精神冶的思潮曰在

打破民众一切的怀疑与误会袁使国术逐步进化袁这个

武术期刊的发展时期渊1922要1927 年冤袁继续弘扬尚

宗旨的确立袁彰显了国术科学进化的意义遥 同年出版

武精神袁并提倡公开研究国术曰在武术期刊的繁荣时

的叶国术半月刊曳与 1934 年的叶国术统一月刊曳袁都将

期渊1928要1939 年冤袁形成了野国术科学化冶和野全民

整理国术的各门各派作为期刊的宗旨袁事实上袁国术

国术化冶的思潮袁它们构成了由提倡到改革袁由改革

的整理工作是使国术走向科学的第一步遥 1934 年出

到推广的内在理路遥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的梳理袁探究

版的叶山西国术体育旬刊曳则明确提出了野公开研究袁

武术思潮是如何通过期刊进行传播的袁 它们之间发

使国术科学化冶的思潮遥 同年袁叶求是季刊曳创办袁出版

生了怎样的互动袁 期望能为当下武术的发展提供借

两期后更名为叶求是月刊曳袁直至 1936 年 9 月袁又更

鉴与启示遥

名为叶侠魂曳袁出版了 8 期后便终止了袁其中袁叶求是月

刊曳的刊龄最长遥 叶求是月刊曳是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

的背景下创刊的袁 旨在通过国术的提倡袁野振起国民
之精神袁养成奋发踔厉之风气袁临艰险而不避袁涉修

途而知勉袁此所谓事有系于民族之盛衰者也冶[2]遥 1935

年创办的叶国术周刊曳是体现国术思潮的集大成者袁

它首先提倡尚武精神袁 其次唤起全民均国术化共谋
强身自卫袁以期强种兴国袁第三提倡用科学方法来整
理沉沦于江湖中的各种技艺袁 以打破旧有的荒谬言

自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袁 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袁
政治日益腐败袁军事武备废弛袁阶级矛盾凸显袁人民
生活水平下降遥而正值清王朝国势衰微之时袁西方的
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进行遥从英国开始袁以蒸汽机和棉
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开端袁接着是法国和德国袁以

论与恶习遥1939 年创办的叶国术月刊曳袁是抗战爆发后

近代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袁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
迅速发展遥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袁西方国家基于自身

我国境内创办的唯一武术期刊袁旨在提倡国术遥

发展的需要袁不断地向古老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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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闭关锁国之中的清王朝却对此全然不知袁 直到

虽然没有专门的武术期刊袁但是在其他类期刊尧专著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袁英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

中尚存在论述武术的文章遥 这些文章对当时传统武

大门遥当时的英军处于初步发展火器的时代袁而清军

术的发展意义重大袁它们挽救了传统武术的颓势袁激

是冷热兵器混用阶段袁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遥

励了传统武术人的信心袁 推动了传统武术的近代化

这次战争袁使严复尧林则徐等思想家首先意识到尚武

探索遥 其中有蔡锷的叶军国民篇曳袁他认为国家兴亡袁

的必要性袁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袁时人认为尚武

系于军事袁认为爱国尚武是国之大端袁要使每一个国

精神的缺失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袁野中国之历史袁

民都有野军人之知识袁军人之精神袁军人之本质冶

不武之历史也袁中国之民族袁不武之民族也冶是欧美尧

还有梁启超的叶论尚武曳以及叶中国之武士道曳袁1903

遥

日本对中国的讽刺 遥

年袁梁启超发表了叶论尚武曳一文袁认为野尚武者袁国

胜国日本袁普遍以军国民教育为手段袁以兵式体操作

也冶 [8] 遥 可见袁此时的尚武精神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遥

[3]

当时的军事强国德国袁 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战

为尚武教育的主要内容袁而兵式体操的引入袁危及了

民之元气袁 国家所恃以成立袁 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
武术期刊对尚武思潮的体现袁始于叶武学曳期刊遥

传统国术的固有地位遥 1904 年袁清政府颁布了叶奏定

在叶武学曳期刊中袁设置野社说冶栏目袁对当前发生的

学堂章程曳袁体操科被列为各级学堂的必修课袁兵式

战争进行评述袁如叶日胜俄之原因及结果曳叶日俄战争

体操即为体操科的主要内容袁国术仍遭冷落袁这种现

从军者之判断及观察曳等遥在学术栏目袁主要对步兵尧

象在辛亥革命后有了改观遥 1918 年袁第一次世界大

炮兵尧马兵尧工兵的战术进行分析袁以辅助军事教育袁

战中袁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败北袁这使得军国

振兴本国的军备袁可堪称一本兵学期刊袁对于当时兵

民教育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袁对尚武精神产生了影响遥

科学问的普及尧尚武精神的推动意义极大遥 1922 年袁

1919 年袁在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中袁便有人
提出野近鉴世界大势袁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
流袁故对于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冶袁国术遂代替野兵

精武体育会会刊要要
要叶中央曳期刊诞生渊1923 年更名

为 叶精武曳冤袁 而后袁 随着精武体育会分会的不断增

多袁 涌现了 叶佛山精武月刊曳尧叶精武杂志曳渊香港冤尧

式体操冶成为了尚武精神的主要载体 遥 此外袁对尚

叶精武曳渊厦门冤 等袁 构成了精武体育会会刊体系袁这

影响遥 麦克乐是近代对中国体育影响较为深刻的外

取了西方体育文化的精华袁将传统武术进行改造袁创

[4]

武精神内容的调适袁 还受到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
国人袁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及野被动的体操不是体育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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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些期刊肩负着弘扬尚武精神的重任遥 精武体育会汲
编了叶潭腿曳等近十种国术教材袁在期刊中连载袁试图

的观念 [5] 遥 国粹主义者王庚从自然主义体育观出发袁

使更多的国民加入到国术运动中来袁 这在当时已然

批判具有强制性的军国民体育观下的尚武教育袁野拿

成为一股潮流遥但是袁精武体育会也分散了一部分精

人人所痛恨的方法袁行强逼主义袁已大背体育和普及

力用于对艺术的提倡遥众所周知袁精武体育会十分注

体育的原理了冶 遥 在自然主义体育观的深刻影响
[5]

重对国民艺术的熏陶与培养袁 在栏目设置中袁 有文

下袁尚武精神的军事意义逐步淡化袁而在学校武术教

苑尧艺术尧乐府等袁还会定期举行旅游活动袁期刊中刊

育中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遥

出了大量的旅行游记遥另外袁精武体育会属于民间组

火器的盛行以及兵式体操的引入袁 致使传统武

织袁 在没有官方经济支持的背景下运行起来困难重

术的发展面临困境袁 传统武术人表现出了茫然与失

重袁因此发行了大量的征求刊物以征求会员袁这也分

措袁当时袁霍元甲便发出了野彼苍者天袁我生不辰冶的

担了精武体育会的诸多精力遥

喟然长叹袁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袁不能用长矛尧短剑杀

精武体育会刊物是弘扬尚武精神的先驱袁 后继

敌报国袁野虽有武勇袁将安用之冶袁表达了霍元甲对传

者对尚武精神的推动也不可小视遥 1935 年在天津出

统武术的失望袁野不传浴不传冶成为了当时传统武术人

版的叶国术周刊曳袁旨在发扬固有之国粹袁提倡尚武之

对武术的态度袁有欲断绝传统武术生存命脉之意 遥

精神遥直到抗战时期袁中国境内的唯一一本武术期刊

转移到西方体育的趋势袁传统武术的命运岌岌可危遥

武精神的弘扬是持续不断的遥 期刊对于尚武精神的

[6]

在对传统武术深度怀疑的同时袁 还有将过去的信仰

叶国术月刊曳袁也在积极提倡国术袁可见袁期刊对于尚

进一步推动在于武德的推崇遥 1934 年创办的叶山西
国术体育旬刊曳中袁武德是该期刊中的一个亮点和重
近代袁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袁拉开了中国期刊

头戏遥期刊中连载了邱仰浚的叶武德训练纲要草案曳袁

史的序幕袁 结束了外国传教士垄断中国报刊业的旧

其中袁叶少林学技戒约曳 第一期之十戒中的第一条是

时代袁开启了中国人书写期刊史的新篇章遥这一时期

野习此术者袁以强健体魄为要旨袁宜朝夕从事袁不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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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辍冶袁后来袁明清鼎革袁故老遗民们对种族沦丧尧国

种野鬼道冶精神随时复活袁而陈铁生认为袁那只是国术

家灭亡伤心不已袁于是袁第二期之十戒中的第一条改

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陈迹袁不会死灰复燃遥 可见袁义和

为野肄习少林技击术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意志袁朝夕

拳在国人心中有着不良形象袁 也直接影响了国术本

勤修袁无或稍懈冶袁加入了恢复中国为意志的内容 遥作
[9]

身的名誉袁国术被标签为野迷信冶野开倒车冶袁一时间袁

者邱仰浚点出了练习国术不仅为个人袁 而且包含了

国术是什么袁成了一个说不清尧道不明的问题遥 可是

宏大的爱国主义尧民族主义袁这正是处于风雨飘摇中

那时袁 国术界正致力于构建全民参与国术的伟大蓝

的中华民族急需的遥期刊对于武德知识的推介袁起到

图袁若在一开始即以野不科学冶为由被扼杀袁全民国术

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袁开民智袁促觉醒袁一方面袁改变国

化的梦想便无从实施遥这种情况下袁野国术科学化冶思

民对国术的观感袁国术不再是恃强凌弱的杀人术袁而

潮的涌起袁无疑是一剂良药遥 自此袁国术界开始了在

是讲究武德的尧具备教育意义的技击术曰另一方面袁

西方学科框架体系内对国术的重释袁使之切合实用袁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尚武精神袁 激发国民勇武

便于推广遥

有力尧为国雪耻遥
野国术科学化冶在武术期刊中的体现袁主要在于

理论的公开研究遥 公开研究是民国时期国术研究的
野德先生冶与野赛先生冶是五四时期高举的两面旗

帜袁后者即为野科学冶袁民国时期的国术就置身于人们

追求野科学冶的话语背景之中遥 1915 年袁陈独秀和李
大钊等以叶新青年曳为主要阵地袁开展了一场激烈的
对东方文化的猛烈抨击以 及对西方文化的 热烈宣
扬遥在这场运动中袁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袁 以矫枉过正的激进的态度宣传
科学与民主袁用现代文化彻底颠覆固有的传统文化遥
国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袁 必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与质
疑袁被贴上了野不科学冶的标签遥 1918 年袁鲁迅在叶新
青年曳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院野近来很有许多人袁在那里
竭力提倡打拳遥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袁但那时提倡
的袁是满清王公大臣袁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袁位分
略有不同遥 至于他们的宗旨袁是一是二袁局外人便不

一大特点袁彻底摒弃了以往秘而不传的恶习袁转变了
国术界野不屑谈冶野不欲谈冶的态度遥 1934 年袁创办于
天津国术馆的叶国术月刊曳专门设立野研究冶一栏袁大
量刊载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对国术的研究遥 黄葆荷是
民国时期著名的武术家尧学者袁她致力于国术的科学
化研究袁 试图影响整个国术界袁 她指出院野现在的世
界袁不是注意空谈袁而是要注意实际袁这便是科学的
人生观冶 [12] 遥 基于此袁她发表了许多文章袁如叶国术与

科学曳叶反射动作与国术的关系曳叶国术运动的生理分
类曳叶国术运动与身体的发育曳叶国术运动与脊柱的发
育曳叶国术运动与筋肉的效果曳等遥 以上这类文章袁可
以代表民国时期一部分国术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遥
仔细分析来看袁 文章题目是论述武术与自然科学的
关系袁但是袁从内容来看袁大量篇幅都是西方自然学

得而知遥 冶 [10] 鲁迅所讲的满清王公大臣提倡的打拳袁

科知识的普及袁仅在文章的结尾提及国术袁如野人体

在老方法上做了一些变化袁 即马良所倡导的 野新武

起新鲜充力的感觉袁 如拳术上的手臂尧 足及腹部运

即义和拳袁鲁迅认为那一次是一败涂地袁而这一次是
术冶袁让青年人去学习袁恐怕会重蹈覆辙遥 基于此袁陈

要驳掖新青年业五卷五号
铁生发表了叶拳术与拳匪要要

结构复杂袁要多从事武术运动冶的说辞袁又如以野能诱
动冶来说明国术对器官发育的作用[13] 遥 这暴露出一个
问题袁即国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严重脱节遥将野国术冶

掖随感录业第七十三条曳的文章作为回应袁反对鲁迅将

与野科学冶放置在一起袁好像成为了当时国术研究的

技击乃人道主义冶 [11] 遥 对此袁鲁迅又发表同名文章再

以对国术造成深刻的影响袁 这种表面上的一知半解

拳匪与技击术混为一谈袁提出野义和团是鬼道主义袁
次强调自己的观点院野中国拳术袁 若以为一种特别技
艺袁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袁自在那里投师练习袁我是
毫无可否的意见曰因为这是小事遥 现在所以反对的袁
便在院渊一冤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袁大有中国人非此
不可之概曰渊二冤鼓吹的人袁多带着耶鬼道爷精神袁极有
危险的豫兆遥 冶 [11] 二者的症结点袁集中于对义和拳的

解读袁鲁迅认为对于拳术的提倡袁会促使义和拳 这

主流遥 但是袁这些文章也只是在形式上的科学化袁难
难以达到当时人们所设想的预期效果遥 正如许禹生
所讲的袁野不可仅就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理想袁 盲相
引证袁妄事批评也冶 [14] 遥

对于国术科学化的理性诠释袁 是要建立在真正

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遥 期刊对西方自然科
学的选录与译作进一步推动了国术科学化的进程袁
1924 年创刊的叶体育丛刊曳以及 1932 年 创刊的叶体
育曳在译述方面贡献巨大遥叶体育丛刊曳刊载了日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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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马纯臣著尧许禹生翻译的叶柔道大义曳袁有马纯臣

思潮带有明显的野全民皆兵冶之意袁具有强制性尧普遍

是日本著名的柔道高手遥在论述重心时袁有马纯臣提

性袁以抵抗严峻的国际形势遥 正如蒋介石于 1929 年

到院野应据物理学之例耶凡物体立平面上袁则其重心不

在中央国术馆的训词中所讲的院野一旦义战开始袁剑

出支撑面之范围以外爷遥今兹以方形为底面之物体直

及屦及袁各挟取敌制胜之能袁齐鼓所向无前之勇袁跻

立之袁倒转其物底脚之一点袁于此体所在处回转之袁

中国于平等地位袁达世界于和平目的袁其成效所收袁

泮岭在论述武谚中的野胸不过膝袁膝不过脚尖冶的问

是武术文化传承的需要遥 野全民国术化冶思潮的重点

其重心必居于回转角之垂直线上遥 冶 [15] 受此启发袁陈

题时袁提出野这样才可以站稳袁就是怕重心移到外边
去冶

[16]

遥 而且袁他还提及弓步动作的前后脚绝不能在

一条直线上袁也是考虑到野要把底盘放大袁不要重心
出了底盘袁这自然会站立稳当冶

[16]

遥 叶体育曳期刊则是

岂仅党国前途之幸而已哉遥 冶 [19] 另外袁全民国术化也

在于普及与推广国术袁 这与先前国术的秘密传播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遥 国术袁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精英人士的
科学化改造袁开始进入学校教育尧社会教育之中遥 野全民
国术化冶这一举措袁不仅可以使国人享受到传统文化

专设野译述冶一栏袁连载了日本学者吉田章信著袁北平

的盛宴袁它更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有益补充袁促进世界

市国术馆翻译的叶运动生理学曳袁这本叶运动生理学曳

体育文化共同发展遥

是亚洲地区最早的一部运动生理学著作袁于 1916 年
完成袁该书对体育运动进行了分类袁并分析了运动对
血液尧心脏尧血压等的影响遥许禹生受此启发袁在探讨

实施全民国术化袁 即是要创编便于推广的国术

呼吸运动时提出袁野若用力呼吸袁则能扩张肺部袁压横

教材袁这是当时国术界面临的最大难题遥 1932 年袁第

膈膜下降袁使肺内空气容量增加袁藉以多吸收氧气遥

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举行袁这次会议上袁程登科

呼出炭氧气袁使血液之污浊者变为清洁袁以营养全身

与吴征提出了野国术统一的议案冶遥 1934 年 7 月袁叶国

诸部冶

袁在练习太极拳运动时袁与呼吸开合相应袁许

术统一月刊曳创刊袁在叶发刊词曳中袁褚民谊讲到袁野如

叶体育丛刊曳与叶体育曳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而深

统一化袁冶并提出了国术界要打破门户之见袁创编符

[17]

禹生提出这就是为了练习深呼吸袁对身体大有裨益遥
入的介绍袁对国术界的启发是空前的袁最终将国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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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使国术科学化尧具体化尧普遍化钥 质言之袁即国术
合科学尧适合大众的野新武术冶 [20] 遥 当时袁期刊中充满

究从近代推向了现代遥而且袁它们不仅推介西方科学

了国术界人士创编的教材遥 褚民谊不仅是民国时期

知识袁 还对传统的知识袁 如吴殳叶手臂录曳袁 王国翰

的著名政治家袁也是国术推广者袁他多次在大众面前

叶射法指归曳等不断引入袁力图在传统与现代袁西方与

提及自己对太极拳的热爱袁他以野一不费钱袁二不费

东方之间调适折中遥 这不同于叶新青年曳中激进的极

时袁三不费力冶为体育思想袁创编了叶太极操曳袁在叶国

端主义袁而是对现实的冷静思索袁这种理性的尧科学

术统一月刊曳中发表袁并提倡中小学生练习袁野以上六

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术界袁 促使国术科学

段袁为太极操法整个的次序袁兹为便利中小学生练习

化不断深入遥

起见袁酌编初级尧中级二次序冶 [21,22] 遥 叶体育曳期刊中袁

也刊出了众多国术教材袁有许禹生创编的叶太极拳术
单式练习法曳袁张家顺创编的适合初中生的叶国技徒
手操二则曳遥 从这些教材可以看出袁操化的痕迹十分
如果说尚武精神是前提袁国术科学化是动力袁那
么袁全民国术化即为最终目的遥纵观民国时期武术期
刊的办刊宗旨袁 全民国术化多为中央及地方国术馆
刊物所大力提倡遥众所周知袁国术馆为民国时期南京
国民政府推广国术的主要发声单位袁那么袁对于全民
国术化的提倡袁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意图遥 1928
年袁 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的于右任先生即在训
词中讲到袁野使全体民众袁均国术化袁便是给党国增加

无数的奋斗的新力量袁新本领冶 [18] 遥 可见袁在当时袁国

术成为了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袁也是培养革命力量尧
投身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遥这一时期袁野全民国术化冶

严重袁这是对西方体操的沿袭与模仿遥 而且袁当时较
为注重团体练习袁这是因为野国术要普及全国民众袁

使全国都要国术化袁必须以团体为基础冶 [23] 遥

被异化的国术的确解决了易于练习与推广的问

题袁但是袁被异化的国术袁在临阵时可以使用吗袁能培
养出好勇善战的国民吗钥 国术界一时陷入了学用不
一致的尴尬境地遥为了矫正这种偏差袁唐豪经过缜密
的调查袁对国术界发出了野不提倡实用武艺袁以花假
之法袁张大厥辞袁美其名曰救国袁真与近之跳舞救国袁

同为笑谈了冶的质问[24] 遥 同样袁叶求是季刊曳的主编田

镇峰记录了国术界著名的野张褚之争冶袁在叶技击漫
谈曳中多次提及两人争吵的画面袁争吵的焦点在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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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健身遥唐豪的发问或是野张褚之争冶袁促使国术界

[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刘泗,译.北京:中国档案出
版社,2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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