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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技击，弘扬文化：武术教学内容改革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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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为了解决野学生喜欢武术袁却不喜欢武术课冶的问题袁化解学校武术发展的

困局袁针对武术教学内容进行深入分析袁并提出见解遥 得出院野回归技击袁弘扬文化冶
已成武术教学改革的共识袁但存在野打练并进冶和野打练结合冶的学校武术发展模式
之辩袁出现了野淡化冶野优化冶野强化冶武术套路的教学定位之争遥 认为院渊1冤野打练并进冶
符合未来学校武术发展的方向袁野打练结合冶 可以改变武术套路教学的枯燥性曰渊2冤
将武术散打引入教学体系袁实现野武术套路与武术散打冶共存的教学模式袁才可以实
现野武术技击价值冶的真正回归曰渊3冤武术野技击性冶教学需要充分保障其开展的野安
全性冶袁应依据野禁止重击冶的理念进行技术修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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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has long been the contradiction in schools that students don't like wushu classes but
they do like wushu. In order to resolve such dilemma of wushu teach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wushu teaching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pointing out that returning to combat tactics and promoting culture has become a consensus in the reform of w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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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but there exists a debate o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chool wushu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combat and performance, and there is also a controversy on teaching orientation of "desalinating", "optimizing" or "strengthening" wushu routines (taolu). It is suggested that :
(1) "Combing combat with performanc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school wushu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an help remove the sense of dullness in wushu routine (taolu) teaching; (2)
Only by introducing wushu sanda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teaching pattern of combining "wushu routine (taolu) with wushu sanda", can the return of "wushu fighting value" be realized. (3) Wushu "combat" teaching needs an all-round guarantee for the "safe" implementat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technically"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 heavy blow prohibited ".
wushu; combat; teaching content; school wushu; reform

武术蕴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袁 在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背景下袁应该走近学生袁深耕于校园 袁实现武
术野弘扬民族文化袁培育民族精神冶的重任袁夯实我国

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基遥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袁通过
研究发现袁 我国有三分之二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

程 [1]袁开 设武 术课 程的 学 校袁教学 内 容 也 以 野竞 技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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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套路冶为主袁与学生喜欢的尧期望的武术内容严重

不符 袁出现野学生喜欢武术袁却不喜欢武术课冶的现
[2]

状袁致使学校武术发展举步维艰尧困难重重遥 教学内
容是武术教育整个系统中的关键与纽带袁 教学内容
是否合适袁必将决定学校武术发展的全局袁学校武术

统文化为内隐的野内外合一冶的教育过程遥所以袁根据
学生野防身自卫冶的需求袁使武术教学呈现攻防特征袁
发挥武术的野防身自卫冶功能袁回归学校武术的野技击
属性冶袁已成武术教学内容改革的共识 [14-17] 遥

基于以上原因袁 武术教育界启动了武术教学内

到底应该野教什么冶的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袁让

容野回归技击袁弘扬文化冶的教学改革袁提出需要打破

学生不仅喜欢武术袁而且喜欢武术课袁这才能有效化

旧有的教学模式袁遵循野提倡攻防冶的原则袁将野淡化

解学校武术发展的困境遥近年来袁为了解决学校武术

套路袁突出方法袁强调应用冶的理念作为学校武 术改

到底应该野教什么冶的问题袁武术教育界虽进行了多

革的思路袁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武术套路的攻防方法袁

次讨论遥 从野淡化套路袁突出方法袁强调应用冶 到野突

以攻防技击为练习手段袁 以此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

校一 拳袁打 练并 进袁术道 融 合袁德艺 兼修 冶 [2]袁都 在探

该以野整合拳种袁优化套路袁强调应用袁弘扬文化冶为

[3]

出拳种袁优化套路袁强调应用袁弘扬文化冶 [4]袁再到野一

寻着武术教育的内容选择问题遥而时至今日袁这些改
革的思想虽有相同之处袁但许多观点存在差异袁甚至
意见相左袁不能达成共识袁仍需进一步研究遥基于此袁
本文将对武术教学内容进行深入分析袁 并提出相应
的见解袁为武术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支撑遥

兴趣 [3,18] 曰也有专 家尧学者 提出 学校 武术 教 育改 革应

基 本原 则 [4] 袁内容 应该 野由 操 返 拳 冶 [19] 袁强 化 野拳 种 意

识 冶 [20] 袁采 用 单 练 尧对 打 尧拆 招 的 教 学 模 式 [21] 袁使 功 尧
套尧用形成有机的整体 [4] 袁以此教学方式与内容来满

足学生野防身自卫冶的需求袁实现武术野弘扬文化冶的
效能遥全国学校武术联盟成立后袁提出了更加新颖的
改革思路遥 首先袁认为学校武术教育应该采用野强化
套路袁突出技击袁保质求精袁终身受益冶的改革 思路袁

选择合适的武术教学内容是武术教育改革顺利
推进的保障袁 而多年来袁 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呈现出
野唯套路化冶的现状 [5]遥 但是武术套路动作复杂袁枯燥
乏味袁学习难度大

[6-7]

袁学习者缺乏兴趣性遥 经常教师

上面教袁学生下面看袁只有少部分跟着教师一起学习[8]遥
而通过研究发现袁学生普遍喜欢武术袁只是不喜欢学
校武术课所教授的内容袁 因为课堂教授的武术与学

生心中的武术相差甚远 袁才出现了学生野喜欢武

选用野一校一拳袁打练并进袁术道融合袁德艺兼修冶为
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操作思路袁 最终达到 野强身健

体袁防 身 自卫 袁修 身养 性 袁立 德树 人 冶的教 育目 的 [2]遥
其次袁指出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属性袁在武术教学过

程中袁必须突出技击袁强调武术格斗的重要性 [22-23] 袁回
归武术的本真袁提高学生的野防身自卫冶能力袁最终实
现野弘扬民族文化冶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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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袁却不 喜欢 武 术课 冶的 现象 [3] 遥 其 实 袁学 生 喜 欢 武

术袁除了武术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外袁最根本的原因是
武术具有野防身自卫冶的功能 [9-10]袁这是学生在武术课

上的首要需求 [11] 遥 而多年来袁学校武术一直将没有防

身价值的竞技武术套路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袁 学生们
高兴而来尧扫兴而归遥 经过多年的实践袁学生认为武
术只是花拳绣腿袁对实际生活没有一点作用袁这才是
学生不喜欢上武术课的根本原因遥
根据动机心理学可知袁 需求可以给予人一种行

为推动力袁甚至是某种行为方向 [12]遥 学校武术的教学

内容只有满足学生的需求袁重视武术的野技击价值冶袁
充分发挥武术的野防身自卫冶功能袁才能激发学生 学

由于武术的野技击价值冶是吸引学生学习武术的
关键所在袁 使得学校武术教育回归其技击属性的呼
声越来越高遥 武术教育界开始探析如何通过武术教
学提高学生的防身自卫能力袁 以此来满足学生的需
求遥但是有些专家认为袁目前的学校武术教学野打冶和

野练冶不能有效结合袁是学校武术教学的最大弊端 [11]袁
在多年的学校武术教学过程中袁 由于受到竞技武术

套路的影响袁使得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出现野操化 冶现

习武术的兴趣袁改变学生不喜欢武术课的现状袁达到

象袁武术套路固有的攻防特点逐渐被忽视 [21] 袁使学校

不仅不符合学生的需求袁更容易使学生产生误解袁被

野套路终冶 [19] 袁呈现武术教学只有野练冶袁而没有野打冶遥

野弘扬文化冶的目的遥没有技击功能的武术教学内容袁
认为武术就如同没有野技击价值冶的广播 操袁只剩下
花架子 [13] 遥 武术的野防身自卫冶功能才是武术的魅力

所在袁武术教学应该是以技击技术掌握为外显袁以传

武术教学只讲套路袁不讲技击方法袁以野套路始冶袁以
甚至近些年袁国家推出了学校武术操袁使原本已经失
去攻防特点的武术套路袁 更加消解了其技击表征的

意义 [24] 遥 基于此袁为了凸显武术套路的攻防特点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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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武术教学内容应该遵循野打渊套路之打冤练结合冶原

则 袁由 野操 冶返 野拳 冶袁让 学 生 知 其 法 尧明 其 理 袁 通 过
[1]

野递招冶野喂手冶等教学手段袁让学生理解与领悟武术

讨的视角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袁此处的野打练结 合冶是
以武术套路或传统武术为基础袁其更应该称之为野套
路之打冶袁 主要体现武术套路的攻防特点与技 击价

套路的攻防意义袁以此实现学校武术的野防身自卫冶

值袁而野打练并进冶是以武术渊包括武术套路和武术对

功能遥

抗冤为基础进行分析袁拟利用武术格斗的主要呈现形

般从单式尧拆招尧喂手尧散练等几个步骤袁可以充分体

套路仍主要突出艺术演练性特征袁故出现了野打练结

野打练结合冶是传统武术教学与训练的理念袁一

现武术的攻防特点遥许多专家尧学者从传统武术教学

式要要
要武术散打袁解决学生野防身自卫冶的诉求袁武术
合冶和野打练并进冶之辩遥

与训练理念得到启示袁 认为学校武术也同样或必须

选择这样的教学方法袁创编对打技术 [25] 袁在创编过程
中袁选择武术拳种的精华部分袁及具有较强实用性的

技术袁编成短小套路袁使套路既简单易学袁又体现武

景下袁武术套路教学内容如何修订袁才能更符合学校

用冶一体的特征 袁教学内容以野踢尧打尧摔尧靠尧拿冶为

野淡化套路冶野优化套路冶和野强化套路冶之说遥 野淡化

格斗与功法进行融合 [1] 袁以此实现武术教学的野打练

重视武术套路的攻防特点袁选择简单易学尧攻防特征

虽然武术渊套路冤可以呈现野打练结合冶的特征袁

不是不要套路袁而是选择一些广为流传的经典拳种袁

该将武术套路尧搏斗尧功法三者结合袁体现武术野功套
[4]

基本元素 [26] 袁按照野打练结合冶的原则袁将武术套路尧
结合冶遥

但学校武术是否应该采用野打练结合冶的教学方式袁
或者采用这种方式能否彻底化解学校武术教学内容
的困局袁 武术教育界的许多专家尧 学者存不同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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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武术回归野防身自卫冶功能的教育改革背

遥 也有专家认为袁应

术教学的野练与打冶的有机结合

[18]

教学的要求袁 其成为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袁 故有了

套路冶指学校武术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要突出重点袁
显著的武术技法进行学校武术教学 [3] 遥 野淡化套路冶
从其中再选出能反映该拳种的精华内容袁以实用尧易
学的动作组合袁组建新的武术套路 [30] 遥 其实袁专家尧学
者提出的野淡化套路冶袁主要是为了满足学生野防身自

解袁提出院为了保持学校武术 教学内容的全面性袁同

卫冶的需求袁强调在武术套路教学过程中袁简化武术

时符合现代武术的发展特征袁 学校武术应该呈现武

套路的枯燥尧复杂的动作袁增加拆招尧喂手尧实战的武

术套路与武术散打两种运动形态袁 其教学应该采用

术套路教学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也可以称之为 野优

突出技击冶的改革思路袁培养能练渊套路冤会打渊散

杂的记忆式教学相比袁 充分挖掘了武术套路的趣味

野打渊散打冤练渊套路冤并进冶的模式袁通过野强化套路袁

化套路冶 [31]遥 这样的武术套路教学袁与以前枯燥的尧复

打冤的习武者遥这样的改革思路不仅能保证武术套路

性与实用性袁 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武术套路的

的文化内涵与教育意义袁 也能利用武术散打的格斗

兴趣遥

社会武术发展的方向与时代特征袁 而且武术散打与

野淡化套路冶存在异议袁认为武术套路是武术不可或

功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防 身需 求 [27] 袁这 更符 合现 代

武术套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形式袁 很难进行结

当 野淡 化 套 路 冶提 出 之 后 袁有 些 学 者 尧专 家 针 对

缺的部分袁承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袁不宜野淡化 或淡

遥 武术散打体现的是现场操作性技能袁实战时体

出 冶袁应 该 采 用 野功 套 用 冶为 一 体 的 原 则 袁进 行 野整 合

特征袁这些都不是以套路为基础的野打练结合冶所能

该根据学生群体的需求袁注重野套路尧功法和格斗冶3

合

[28]

现野随机性尧瞬变性尧不可控制性冶等格斗项目的典型

完成的遥而武术套路的最显著功能是艺术表演性袁虽
然 按 照 野打 练 结 合 冶 的 模 式 进 行 武 术 教 学 袁 从 套

拳种袁优化套路冶 [4] 袁认为野淡化套路冶的提法不妥袁应

种运动形式的交融袁进一步野优化套路冶 [1] 遥 而在 2013
年袁 全国学校武术联盟提出院 武术套路教学应该以

路要要
要拆 招要要
要喂 招要要
要散 练 的 传 统 武 术 习 练 模

野强化 套路 冶为 基 础袁认 为 野淡 化 套 路 袁提 倡 攻 防 冶的

袁但与 现场 操

弱了武术套路的文化内涵 [2] 袁同时减弱了教师尧学生

现武术教学内容野防身自卫冶功能的回归袁选择野打练

较好传承的问题 [14]遥 所以学校武术套路教学不应该

式袁可以使学生更清楚武术技术动作的攻防原理袁增
加武术套路的实用性和学 习 趣 味性

[29]

作性技能的武术散打仍 然 存在 本质 性 区别 [28] 袁要 实
并进冶更为合适遥
既然野打练并进冶更为合适袁为什么许多专家尧学
者提出野打练结合冶的改革思路钥其实袁主要是他们探

教改理念虽然提高了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袁 但是削
学习武术套路的意识袁 存在很多武术经典套路不能

野淡化 冶袁而应 该野强 化 冶遥 但 野强 化 套 路 冶与 野优 化 套
路冶虽然字面意思很接近袁但是它们深层的含义也有

很大的差异遥野优化套路冶主要指将枯燥尧无味的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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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式套路教学袁上升到野功套用冶一体的教学方式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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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只能野并进冶袁不能野结

野强化套路冶 是指学生将自己学习的武术套路学好尧

合冶袁 但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融合与协作遥 但是袁这

练精袁但不是要求学生掌握很多野套冶的武术套路袁而

里所说的武术套路与武术散打融合袁并不是野我中有

是学精一套袁甚至可以是一套简单的套路袁充分展现

你冶野你中有我冶 的交融袁 而是在学校武术发展过程

武术套路的演练功能遥

中袁 为了促进学校武术健康发展袁 它们应该相互借

武术套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袁 是武术

力尧相互促进尧共同发展袁实现武术野打渊散打冤练渊套

非常重要的呈现形式袁在武术教学中不可或缺袁但是

路冤并进冶的发展模式遥 将武术散打引入学校武术教

在武术教学回归野防身自卫冶功能的教改思路下袁武

学体系袁在学校实现野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冶共同推

术套路教学内容如何定位袁 如何能更好地满足学生

进的发展模式遥 武术散打教学可以充分满足学生的

现野淡化冶野优化冶野强化冶套路之争袁主要因为武术套

术 演 练 水 平 袁让 喜 欢 武 术 的 学 生 野能 演 渊套 路 冤会 打

野防身自卫冶的需求袁则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遥之所以出
路在教学中的呈现形式不能达成共识遥 前两种思路
拟挖掘武术套路的野技击冶功能袁突出武 术套路的攻

野防身自卫冶的要求袁武术套路则主要培养学生的武

渊散打冤冶袁这样更符合当下武术发展的方向袁也能更
好地推动学校武术教学的改革与发展遥

防实用性袁而第三种改革思路与前两种不同袁重点强
调武术套路的艺术演练特征遥但不管如何争论袁用于
普及推广的学校武术套路教学内容必须改变 野枯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袁在其特定时期袁武术

性冶袁提高野趣味性冶袁这才能有效化解武术 套路教学

教学内容始终以野竞技武术套路简单化冶为主 线袁多

的现实困境遥

年的实践证明袁现存的武术套路教学内 容野竞技化冶
痕迹严重袁动作枯燥无味袁教学难度 大袁严重影响了
武术教学活动的健康发展遥 为了化解学校武术套路
教学的困境袁需要重新规划和安排袁尽可能排除武术
套路教学的枯燥性袁重视武术套路教学的趣味性袁才

套路和散打是武术的主要呈现形式袁 两者并非
是对立关系袁而是相互依靠尧相互促进的关系遥 它们
同为武术的主要内容袁在学校武术教学过程中袁任何
一方都不应该缺席袁而应通过化解争议袁进行合理规
划与融合袁形成合力袁发挥各自的技术特征和技术优
势袁共同推进学校武术的健康发展遥

中国武术与其他国家搏击术相比具有 野同质异

构冶的特征袁野同质冶指同样的格斗功能袁野异构冶指不

同的演练特色袁 异构特征使武术具有显著的民族特
色遥 目前袁武术的格斗功能主要呈现形式为野武术散
打冶袁其根据设定的规则袁要求在一定的场域和时间
内战胜对手袁以打到尧击倒对手为直接目的遥 为了保
证比赛的胜利袁不仅要野速度快尧反应快冶袁还要野力量
大尧预兆小冶袁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是致命的袁这是
武术散打的基本要求袁 也是其他国家搏击术的基本

特征遥 野技击性冶是武术散打的本质特征袁能够非常好
地满足学生野防身自卫冶的需求袁而武术套路可以 通

过节奏尧劲力等的变化袁展现武术特有的精 气神袁将
武术的野技击性冶艺术性地展现出来袁作为中国特 有
的民族文化符号袁 它们都应是武术教学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但是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是完全不同运动
风格的体育项目袁它们不可以野结合冶袁只能野并进冶遥

能改变目前学校武术套路教学的现实困局遥
虽然野表演性冶是武术套路的突出特征袁但武术
套路的每一个招式都具有一定的攻防含义袁 学校武
术套路教学应该充分体现武术套路的 攻防意义袁使
武术套路的野表演性冶和武术套路的野攻防性冶进行充
分的融合袁实现武术套路教学的野打练结合冶模式袁能
够大幅度提高武术套路教学的趣味性遥当然袁此处的
野打练结合冶是以武术套路或传统武术为基础袁其更
应该是野套路之打冶袁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 学习武

术套路的兴趣袁还能体现武术套路的野攻防冶特征袁更
可以野活态冶传承我国许多优秀典型的拳种遥所以袁建
立在套路基础之上的野打练结合冶是非常可行的 袁也
是武术套路中所需要的教学形式遥

关于教育改革中的野淡化套路冶野优化套路冶和野强
化套路冶之争袁其实袁无论提法如何袁在武术教学过程
中袁都必须清楚武术套路教学是学校武术教学不可或
缺的部分袁缺少了武术套路教学的学校武术袁将不再
是学校武术遥 同时袁必须通过合适的方法化解学校武
术套路教学的野枯燥性尧无趣性冶的特征袁武术套路的
野打练结合冶方式将是其必然的选择遥 基于此袁为了化
解武术套路教学的困境袁更好地推动学校武术改革的

进程袁武术套路需要将野表演性和攻防性冶进行合理的
融合袁实现武术套路教学野打与练冶的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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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技击袁弘扬文化院武术教学内容改革的争议与反思

武术教学内容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袁 呈现出 野打练并
武术散打是现场操作性技能袁体现野即时性尧瞬

变性尧不可预见性冶等格斗特征袁具有很强的野技击 冶
功能袁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野防身自卫冶的需求遥而且
武术散打基本技术特点简单尧易学尧易教遥例如袁其主
要技术为冲拳尧贯拳尧抄拳尧弹踢尧蹬踢尧踹踢及相应
的摔法技术袁非常简单实用遥即便是初学者的第一次
课程袁都可以通过拳法及相应的攻防教学袁充分呈现
武术的野防身自卫冶功能袁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遥
但是袁按照当前武术散打的技术标准袁在校园中开展
相关教学及活动袁难度很大袁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
武术散打教学活动袁 必须针对当下的武术散打技术
标准进行合理修订遥
按照现行的武术散打规则袁要求全力尧全速击打
目标或对手袁以重击袁甚至以击倒对手为最终目标袁

进冶和野打练结合冶之辩袁也出现了野淡化套路冶野优化
套 路 冶和 野强 化 套 路 冶之 争 遥 究 其 原 因 袁主 要 是 探 讨
野回归技击冶的武术教学改革时袁各自的分析基础和

视角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袁一边以武术渊包括武术套路
和武术对抗冤为基础进行讨论袁而另一边以武术套路

为基础进行分析遥 虽然武术套路可以通过 野打练结
合冶的方式充分体现其攻防特点袁能够改善其教学的

枯燥性袁但野武术套路之打冶与野现场操作性技能冶的
武术散打存在着本质差异袁 只有将武术散打引入教
学体系袁实现野武术套路与武术散打冶共存的 教学模
式袁才可以实现武术技击价值的真正回归袁因此袁野打
练并进冶更符合学校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遥 同时袁武
术野技击性冶教学需要充分保障其开展的野安全性冶袁
应依据野禁止重击冶的理念进行技术修订遥

这样的技术标准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袁 家长和学校
很难接受这样的体育项目袁 显然不适合中小学武术
教学活动遥学校开展武术散打教学袁主要是为了培养
学生的野尚武精神冶袁提高学习武术的兴趣袁同时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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