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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视野中的 1929 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以《申报》和《益世报》相关报道为例
——
边 茜
摘 要院 1929 年 11 月中下旬袁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举办遥 在当时袁武术界之外
的普通民众对这场活动的印象袁 很大程度上是在报刊记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遥
叶申报曳和叶益世报曳是近代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袁它们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
具有一定代表性遥 本文对这两份报纸上有关 1929 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进行
了收集尧整理与归纳袁由此考察该活动通过报纸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形象袁分析大
会形象在报纸上呈现的多样性袁其中反映出媒体对野国术冶怎样的认知袁并联系当时
野国术热冶的背景思考推广国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遥
关键词院 武术曰国术曰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曰叶申报曳曰叶益世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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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iddle ten days and the last ten days of November in 1929, the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Hangzhou. At that time, ordinary people's impression of this competition was largely depended on its news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hun Pao" and "Yi Shi Bao" were two influential newspapers in Modern China. They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collects, organizes and summarizes the news and articles of the 1929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in these two newspapers to examine its image in the masses'
eyes, analyze the diversity of its image in the newspaper as well as the media's perception
of "Wushu", and summaries lessons learned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Chinese Wushu
with the analysis of "people's love for Wushu"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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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1 月 16 至 28 日袁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

主流媒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遥 本文即以这两份报纸

杭州举办袁成为当时武术界的一件盛事遥而对武术界

上有关 1929 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为切入点袁

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袁 对于这场活动的印象很大程

考察该活动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形象袁 以及其中所

度上要依靠报刊的记述来完成袁因此袁研究报刊的相

体现的媒体对野国术冶的认知遥

关报道内容也是了解当时大众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认知的一条有效途径遥 叶申报曳和叶益世报曳是近代中

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袁它们一南一北袁在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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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游艺大会的文章袁梳理其发表日期尧栏目和标题袁

手介绍袁也可以一眼看出详略的差异遥在叶益世报曳的

得到表 1尧表 2遥

新闻叶浙江国术比试曳中袁对比试第一名的介绍只有

表 1 叶申报曳中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章

野第一名王子庆袁保定人袁现任中央国术馆教官冶十几
个 字袁而在 叶申 报 曳新 闻 中 的 野胜 者 略 历 冶部 分 袁内 容
就要详细得多遥

日期

栏目

文章标题

野第一名王子庆袁河北保定柏乡县人袁年三十岁袁父

国术游艺大会消息

母双全袁兄弟五人袁子庆居长袁未娶袁从名师刘春海学习

1929 年 11 月 10 日 自由谈

浙江国术会之我闻

国术袁去年中央国考获选袁现充中央国术馆教官遥 冶[1]

1929 年 11 月 12 日 本埠新闻二

国术游艺大会消息

1929 年 11 月 14 日 本埠新闻一

市国术馆派员赴杭

报曳还有多则新闻以人为主袁记录有关人员的行 踪袁

1929 年 11 月 15 日 本埠新闻

褚民谊昨晨赴杭

如 1929 年 11 月 16 日的叶国术游艺会邀张杜赴杭曳尧

1929 年 11 月 16 日 本埠新闻一

国术游艺会邀张杜赴杭

1929 年 11 月 17 日 本埠新闻二

浙江国术馆长张静江招待报界

11 月 20 日的叶陈寿荫昨午返杭曳等遥 在新闻报道之

1929 年 11 月 18 日 本埠新闻二

国术游艺会在沪宴客

1929 年 11 月 2 日

地方通信

本埠新闻二
1929 年 11 月 20 日 本埠新闻二

沪上闻人联袂赴杭
陈寿荫昨午返杭

除 了 对 赛 事 筹 办 经 过 和 现 场 情 形 的 记 述 袁叶申

外袁叶申报曳的副刊叶自由谈曳也登载了 4 篇与大会相
关的文章袁其中叶浙江国术会之我闻曳叶国术游艺大会
琐闻曳叶浙江国术比试之花花絮絮曳 直接以大会见闻

国术前辈纪三福

感想为内容袁叶国术前辈纪三福曳 虽是对武林前辈的

1929 年 11 月 22 日 要闻

浙省国术比试第一日

追述袁但最后以野余闻而叹曰袁惜纪三福不生今之世袁

1929 年 11 月 23 日 要闻

浙江国术比试第二日

1929 年 11 月 24 日 要闻

浙省国术比试第三日

1929 年 11 月 25 日 自由谈

国术游艺大会琐闻

1929 年 11 月 26 日 要闻

国术比试第四五两日

1929 年 11 月 27 日 要闻

浙省国术比试第六日

自由谈

自由谈

浙江国术比试之花花絮絮

1929 年 11 月 28 日 要闻

浙国术比试最后决试

1929 年 11 月 29 日 要闻

浙省国术大会闭幕

表 2 叶益世报曳中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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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袁百岁耆英袁光耀于国术会中袁并时无两矣冶结尾[2]袁
与当时正在举行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形成呼应遥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两份报纸上相差甚远的曝
光程度袁可能还与报纸所在的地域有关遥上海到杭州
交通便利袁这为叶申报曳采写新闻提供了不少方便曰两
地间人员流动频繁袁也带来更多的报道题材遥在大会
开幕之前袁叶申报曳上与之相关的新闻大多集中在野本
埠新闻冶中袁以相关人士赴杭或返沪为报道内容遥 除

栏目

文章标题

上海市国术馆馆员这样的地方公职人员袁张啸林尧杜

1929 年 11 月 4 日

游艺界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月笙等沪上闻人也应邀赴杭遥 以上条件对于在天津

1929 年 11 月 8 日

运动界

浙省举行国术比试

出版发行的叶益世报曳袁是难以一一实现的遥

1929 年 11 月 29 日

新闻

浙江国术比试

日期

在注意到地域这类客观限制条件的同时袁 也不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到袁叶申报曳 对浙江国术游艺

能忽视报纸的主动选择遥 叶益世报曳每期都刊登河北

大会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叶益世报曳袁这不仅体现 在

文章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袁 即便比武冠军是河北

文章数量上袁还反映于内容的细致程度尧多样性等多

保定人袁报纸也没有增加有关活动的报道遥 而在叶申

注院当时叶益世报曳新闻栏目并无具体名称

个方面遥 叶益世报曳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报道相对
简单袁只是叙述活动举办的背景尧时间尧地点尧经过等

省内的新闻袁但在这个省内新闻的栏目里袁从来没有

报 曳的 野地 方通 信 冶野本 埠 新 闻 冶等 栏 目 中 袁都 有 涉 及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新闻袁 几个比赛日的报道则被

的叙述袁还有很多对细节的描述遥如在对国术比试决

安排在位置更重要的野要闻冶栏目遥 叶申报曳对这场大

试的报道中袁叶益世报曳简要交待了比赛名次尧冠军发

对于读者而言袁 他们通过报纸建立起来的关于

言和奖金分配情况袁叶申报曳 则在以上信息之外详细

某种事物的印象不仅来自新闻报道尧副刊文章袁也可

关键信息袁而叶申报曳的相关文章不仅有对基本事 实

介绍了决试经过袁 又分 野胜者略历冶野三君宣言冶野表
演绝 艺冶3 个 主 题对 国术 游艺 大 会 最 后 一 个 比 赛 日

展开报道遥 即便是两份新闻报刊的报道均包含的选

会的重视程度显然高于叶益世报曳遥

以来自报上的广告遥 同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叶益世
报曳上的广告里找不到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踪迹袁而
叶申报曳 上持续刊登多条有关这场活动的广告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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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袁接着说明日程尧赛制等遥新闻中对大会的展望袁

广告大致分两类袁一类是大会主办方对赛程尧奖励办

也是因各地纷纷响应袁选送多人参加而起遥
野至浙省举行国术游艺大会袁各省市县闻风响应袁

法的通告遥
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通告

纷派国术专员袁前来与会遥李主任又特向湖南北平山

本会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表演袁 二十一日开

东等处袁专请国术名家来浙袁闻均已束装就道遥 昨又

始比试遥 规定给优胜章者六十名袁 其第一名至第八

接上海特别市政府来函袁已分别照知各国术团体袁准

名袁并奖给现金共一万元遥 计第一名奖五千元袁第二

各派二三人至七八人前来参预袁 想届时必有一番盛

名奖一千五百元袁第三名奖一千元袁余则分奖第四名

况也遥 冶 [6]

至第八名遥其第九名尧第十名袁各奖宝剑一柄遥现各省

可见袁 更吸引编辑的是名人效应和到时热闹的

选送到会者已达三百余人袁 海内国术专家如愿与会

景象袁而这些特点是许多大众游艺活动的共性遥新闻

比试袁须于十五日前莅杭报到遥浙江省国术馆国术游

对于这场国术游艺大会的定位袁 某种程度上和传统

艺大会启遥

的庙会尧擂台没有本质区别遥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通告渊二冤

本会比试奖励办法袁业经登载杭沪各报在案遥 现
因远省国术人员踊跃参加袁除原定奖励办法照办外袁
其第十一名至二十名袁各奖宝剑一柄袁二十一名至三
十名袁各奖手表一只遥 特再通告遥 冶

[3袁4]

另一类是和野国术参观券冶有关的广告遥 当时浙
江省的财政经费并不宽裕袁为了筹措经费袁省政府批

4 天之后的 11 月 8 日袁叶益世报曳又把浙江国术
游艺大会相关的新闻安排到了野运动界冶栏目袁这是
叶申报曳也没有的栏目遥 但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新闻野浙

省举行国术比试冶 的主标题前袁 还有一行附加说

明要要
要野新式的打擂冶遥打擂的形式古已有之袁野新式冶
二字恐怕才是这条新闻能进入 野运动界冶 栏目的关
键遥 仔细阅读正文袁内容其实和 4 天前的新闻差异不

准发行野国术参观券冶遥 所谓野国术参观券冶其实是一

大袁但简化了对建筑施工情况的介绍袁以新加入的发

组套票袁折算下来比零售的大会门票价格略低袁并且

起筹备的原因开头院

券上有号码袁可以参加抽奖遥叶申报曳上有关国术参观
券的广告袁一部分是直接公布中奖号码袁另一部分则
是预告开奖时间和地点袁如 1929 年 11 月 16 日的一
则广告遥
野浙江省国术馆发行国术大比试第四组参观券
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省城西湖共舞台当众开
奖风雨不更遥 冶

[5]

从广告可以看出袁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主办方从
一开始就把报刊宣传的重点放在杭州和上海袁 因此
大会在其他地区报刊的反响不如江浙热烈也不奇

野浙省当局为提倡国术起见袁发起国术游艺大会
筹备委员会噎噎冶 [7]
这个开头点出了大会野提倡国术冶的意义袁因此

使该项活动中的比试环节与 野旧式的冶野江湖气的冶
野具有娱乐性质的冶打擂划清了界限袁成为更有 爱国

意义袁可以纳入现代体育范畴的赛事遥 此后的 20 天
里袁叶益世报曳 没有相关报道袁 不过大会闭幕的第二
天袁该报在较为靠前的版面刊登了新闻叶浙江国术比
试曳袁将它和其他地方新闻排在一起遥 叶益世报曳对浙

江国术游艺大会新闻的处理袁 显然反映出编辑对大

怪遥 丰厚的奖励袁商业化的门票促销手段袁加上持续

会的认识并不明晰袁 并由此使得文章内容和版面安

超过 1 个月的广告宣传袁 使得这场大会的大众性和

排也一直变化遥

娱乐性更加突出遥

相比之下袁叶申报曳的思路就清晰得多袁在大会的
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调整文章内容和排版遥 大会 11
月 16 日开幕袁表演 5 天后袁在 11 月 21 日展开比试袁

或许是突出大众性尧娱乐性的宣传太深入人心袁
报纸编辑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性质的认识似乎容易
游移袁这在北方报纸叶益世报曳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遥即
便只有 3 篇袁 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报道也分别在

叶益世报曳3 个不同的栏目出现遥 其中最早的新闻叶浙

比试期间 也穿插表演 袁11 月 27 日决 试袁28 日闭 幕遥
开幕之前袁除了有主办方发布的广告袁读者还可在地

方新闻中看到大会筹备情况遥 野本埠新闻冶里的相关

新闻最多袁适应了上海本地读者的兴趣所在遥有些细
节尧奇谈不适合新闻栏目袁却能够吸引读者袁于是就

江国术游艺大会曳属于野游艺界冶栏目袁而这个栏目一

放到副刊发表袁如叶浙江国术会之我闻曳遥待大会开幕

般刊登电影尧戏剧等大众娱乐领域的新闻遥新闻正文

以后袁叶申报曳的报道更加频繁袁国术比试期间几乎每

虽然也提到野国术冶袁但对大会的介绍和其他大众 娱
乐活动差异不大袁先叙述场地施工情况袁再介绍参会

天刊登一篇袁而且大部分被排至野要闻冶遥 野要闻冶里
的几篇新闻都颇为详细袁 不仅从多角度展示比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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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袁还一五一十地交代当日的大小事件袁可见浙江国
术游艺大会在叶申报曳编辑心中的重要程度遥 然而即

野国术冶一词遥 民国初年袁野武术冶已是相当流行的名

词遥 诸如 1915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叶拟提倡中

便如此详尽袁叶申报曳的新闻却和叶益世报曳一样专注

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曳 的议案袁1918 年中国

于比试期间的人与事袁 在比试前持续 5 天之久的表

武术会成立等事例袁都说明野武术冶成为社会各阶层

演环节上着墨甚少遥不过在表演环节结束袁国术比试

普遍认同的称谓遥 1927 年民国政府统一后袁张静江

开始后袁副刊叶自由谈曳上的叶国术游艺大会琐闻曳向

上书国民政府将野武术冶改为野国术冶遥 那么袁野国术冶

读者详细描述了表演时的一些场景与人物遥 文章分

的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钥

若干小标题展开叙述袁内容覆盖广泛袁其中不乏趣味
文字遥 试选一段为例遥
野好一个猴子
馆尧商 工 国 技 部 尧中 华 太 极 拳 社 等 袁次 第 表 演 袁或 打
拳袁或使器袁均极纯熟可观遥 中央国术馆有赵云霞 袁
赵飞霞两姊妹膺聘来杭袁在场表演袁技艺出类袁名下
无虚遥 中尤以某兄之猴拳袁最受欢迎遥 盖某君短小精
悍袁表演时袁形态毕肖遥 观众出神时袁纷呼耶好一个猴
子爷 袁可见其技术之精益遥 冶

在叶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曳中袁张静江把野讲
求自卫冶作为野国术冶的重要特征袁而且特地从 5 个方

表演之团体颇多袁如杭县国术协会尧长兴国术分

面说明野我们的国术袁不但不是反科学袁而且在科学
的立场上袁还有崇高的位置冶遥
野一尧国术以手眼身步为锻练的本位袁是四肢百
体协同的动作遥
二尧国术锻练的功效袁能增长神气袁调和血脉袁有
百利而无一害遥
三尧国术不受经济的束缚袁有平民化的可能袁不
分老幼袁不拘贫富袁不分性别袁不拘人数袁不拘场合袁

[8]

此外袁副刊上的叶浙江国术比试之花花絮絮曳也
介绍了比试日的场内外琐事袁如遥
野上客忽变天教徒
省垣各厅局长官袁大半系该馆委员董事袁故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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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空间时间袁随在都可练习遥
四尧国术是体用兼备的袁既可以强身强种袁同时
并能增进白兵格斗的技术袁不论平时战时袁皆可得着
国术的功效袁使人人皆有自卫卫国的能力遥

于台上参观遥 建设厅长程振钧尧民政厅长朱家骅尧省

五尧国术是一种优美的锻炼袁稍得门径袁便有可

工路局车务处处长吴琢之袁及电气局科长陈寿荫等袁

观袁果能得其精深袁手眼身步袁俱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袁

连日莅场观试遥 首戴呢帽袁头颅觉热袁不戴又觉烈日

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遥

可畏袁阳光耀眼袁乃觅得白纸袁做成纸帽袁高戴头上袁

综上所述袁可以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国术袁不但是

以蔽阳光袁形似天主教妇之白布菱角帽遥谑者指程朱

完美最易普及的体育袁 也就是我们救国的重要工

等为皈依天主教之信徒云遥 冶

作遥 冶 [10]

[9]

显然袁即使赋予大会严肃的意义袁叶申报曳也不愿

在以上论述中袁有 3 个方面值得注意遥 首先袁国

放弃收集尧挖掘名流轶事尧新鲜事物等令人惊奇或发

术的一大意义在于可以野自卫卫国冶袁就人而言能野强

笑的素材袁满足读者猎奇消闲的精神需求遥

身强种冶袁对个体与民族都有裨益曰当国家面临战争

两报新闻对表演环节不约而同的忽略袁 折射出

的时候袁 国术锻炼出的体魄与格斗技术还能有救国

同样的问题院 什么才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最恰当的

之功用遥 第二袁国术是经得起科学检验的体育形式袁

定位钥从最终呈现的内容来看袁两份报纸作出了相同

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袁这就与以往蒙昧落后的野江湖

的选 择院突出 野比 武 竞 技 冶和 野发 扬 国 术 冶袁而 表 演 环

节娱乐性更强袁不足以展示现代化的野国术冶精神遥只
不过这个选择的过程略显曲折袁叶益世报曳 仅有三则

把式冶截然不同遥第三袁国术要向大众普及袁走平民化
路线袁不能最终成为少数高手间的自娱自乐遥
在张静江等人的大力倡导下袁 中央国术馆等一

新闻 袁还 经历 了 野游 艺要要
要运动要要
要要 闻 冶的 调 适 过

批国术机构纷纷成立遥 1928 年中央国术馆举行了第

程袁叶申报曳虽然报道详尽袁但始终没有将新闻纳入体

一次国术国考遥 自此之后袁各地纷纷举行国术比赛尧

育栏目袁 各阶段变换的栏目归类显示出对大会本质

国术大会袁如陕西省国术考试尧上海国术考试等遥 而

仍存犹疑遥报纸上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袁最终抹不去

1929 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袁是自第一次国术国考

野热闹的大众娱乐活动冶这一印象遥

之后袁规模最大袁影响最广的一次国术活动遥 在这场
大会的筹办过程中袁张静江一直是主导人物袁因此在
活动内容设置与现场发言等方面袁 都可以看出张静

尽管后来被写进中国武术史袁1929 年的这场浙
江国术游艺大会并没有以野武术冶命名袁而是采用了

江野国术冶观念的影子遥

在 叶浙 江 国 术 游 艺 大 会 汇 刊 序 曳中 袁张 静 江 云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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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吾人提倡国术袁遵行总理遗教袁唤起民族精神袁从此

而身强体健的例子来实证国术的价值袁 以坚定大众

和平奋斗袁图雪国耻袁建设最紧余最伟大之功业袁以

对国术的信心遥 郑炳垣和李景林纷纷强调本次国术

造成强毅独立之国家袁胥于是基之矣遥 冶

比试野不是决胜负冶野不是打擂台 夺奖金冶袁因此赛会

[11]

而大会举办期间袁场上悬挂的对联也渲染野救国
卫国冶的主题遥

设立国术比试就同传统意义上的武林争霸有了区
别袁是以科学的态度为建设现代强国服务袁不把重点

野五洲互竞袁万国争雄遥丁斯一发千钧袁愿同胞见
贤思齐袁他日共供邦家驱策遥

三名的选手主动提出与参赛者分享奖金袁 获得现场

一夫善射袁百人抉拾遥 当今万方多难袁请诸君以
身作则袁此时且资民众观摩遥 冶

放在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名利之争上遥 比试中取得前

[8]

叶申报曳编辑新闻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袁将国术对

国民的意义纳入国术比试第一天赛前致辞的总结遥

观众掌声的同时袁也得到了大会组织者的赞许遥在闭
幕典礼上袁大会副会长朱家骅特地提及此事遥
野朱副会长家骅代表省党部致谢词袁略谓此次国
术比试袁是为唤起民众发扬武术袁要使武术民众化遥

野上午十一时二十分袁比试人员全体登台袁由主任

诸位宣言以奖金与比试者均分袁 精神武德袁 均为难

李景林点名遥 嗣由副会长郑炳垣致词袁略以勉励国人

得遥 此后以这样精神道德唤起民众袁指导提倡袁使民

锻炼身体袁造成民众国术化袁民众有强健的身体袁才能

众都能了解袁民族才有希望遥 冶 [13]

人人不怕死遥 今日比试袁是昭示民众注重国术的模范袁
不是决胜负袁是为国家民族争光荣而来云云遥 冶

[12]

副刊文章里还保留了一段对外国人观会的描述遥
野外国人翩然莅止

朱家骅致辞中的另一个关键词野武术民众化冶也
是提倡国术过程中的重点遥 1929 年的这场国术游艺
大会并非孤立出现的事件袁而是整个社会野国 术热冶
的产物遥 1928 年到 1929 年期间袁各地纷纷举行国术

是日表演时袁有美国来宾男女十余人到会遥 先由

比赛尧国术大会袁呈现出十分热闹的景象袁确实 起到

赵交涉员向浙省府主席兼该会会长张静江 氏通知袁

了唤起民众注意的效果袁 也提高了国术的社会关注

张即起身一一握手欢迎袁并连称请坐不置遥旋即由大

度遥能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国术大会袁引发一定的社

会主任李景林副会长郑炳垣招待入座袁 作竟日之观

会关注袁正说明了这一时期国术在社会上的热度曰当

光遥每观至表演绝技时袁接连拍掌遥且频以快镜摄影遥

然袁大会的举办本身也反映了国术界宣传推广国术袁

直至表演完毕袁姑连袂而去遥 冶 [8]

唤起民众注意的努力遥 从日程安排上看袁总共 13 天

不能否认袁这段记述存在一定的猎奇心态袁但是

的大会在比试之前专门留出 5 天用于表演袁 还在其

也要看到袁野作竟日之观光冶野每观至表演绝技时袁接

中加入并不属于国术范畴的自行车与独轮车表演渊张

连拍掌遥 且频以快镜摄影遥 直至表演完毕袁姑连袂而

静江最初提倡的野国术冶其实是武术在新时期的称谓袁

去冶 等描述着力突出了中国的国术在外国人心中享

不包含其他体育形式冤袁 显然是希望能用大众喜闻乐

有极高的地位袁足以代表国家尧民族在国际舞台上争

见的活泼方式袁吸引更多民众关注国术袁了解国术遥 比

光遥外国观众的花絮既是对国术的宣传袁又有提升民

试期间穿插国术表演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遥

族自豪感的意义袁 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袁 都不离

但问题也由此而生院为了向大众宣传普及国术袁

野国术可以自卫卫国冶的主题遥

势必要借助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袁 可是这样

让国术的现代性和科学性深入人心袁 是浙江国

又很容易阻碍国术在民众心中建立起野新式冶野科学冶

术游艺大会的又一重要任务遥 1929 年 11 月 21 日的

的形象遥在野国术冶这个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袁

赛前致词中袁大会主任袁也是国术推广中的重要人物

人们很容易用旧印象来解释相似相关的新事物袁于

李景林袁在郑炳垣之后发言袁特别强调本次国术比试

是表演就和江湖卖艺的场景联系起来袁 国术比试叫

应摒弃以往的江湖习气和门户观念遥

人联想到比武打擂遥 即便是每日接触大量信息的报

野继由李景林致词袁略谓国术比试袁宗旨是光明

纸编辑都难以迅速适应袁踌躇于野娱乐冶与野体育冶的

正大袁古人的身躯伟大强健袁是锻炼国术的明证遥 我

不同定位间遥 在内忧外患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袁纵然

们以曾经训练的身体来比试成绩袁 其意义决不是打

意义可以上升至国家层面袁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甚至

擂台夺奖金遥 我被人打倒袁应钦佩其功力袁以后益加

于国术能有多少直接的社会贡献袁 仍然存在诸多不

用功袁革除派别观念袁以功夫 如何为判断袁不问谁打

确定性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袁叶益世报曳选择简明扼要

倒谁袁应认明打倒我者是功夫云云遥 冶

地记叙整个过程袁叶申报曳 则同时开发大会的新闻价

[12]

恰如张静江要特地声明国术的价值是 野用了科

学的方法冶估量出来

[10]

袁李景林也用古人因国术锻炼

值与消闲娱乐价值遥两份报纸的不同处理方式袁折射
出报刊界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复杂态度袁 后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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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视野中的 1929 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要要
要以叶申报曳和叶益世报曳相关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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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现场测试以衡量个人健

的袁 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袁 我将一直推广这一理

康水平的机会遥 事实上袁 我的儿子泰勒窑库珀渊Tyler

念遥 所以袁我的目标是大力强调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袁

Cooper冤袁医学博士袁公共卫生硕士袁目前正在开发一

因为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它更便宜袁 保持身体

个使用这种技术的程序袁 该技术与库珀诊所健康测

健康远比得病后重新恢复健康的成本要低得多遥

量指标的分化层级相结合袁将为个人提供可靠尧一致
的预测性健康结果遥 该应用程序不仅能为用户提供
他们测试出的健康水平并带来随后的健康效益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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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内部研究结果还显示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有可能
造成医疗费用的重大差异遥 一项针对我们自己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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