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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之光：一位大学教授的布道之路
——— 对话“太极名家”赵为民

□记者 马记
通讯员 孟业丛 马晓康

（上接11版）
记者：任何好的东西都是靠热

心人推动，才发挥积极作用的。您推
动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开设太极
拳修心课程、推动太极拳参与社会
公益表演、免费招收校内外学员，不
论年龄、性别、职业等，有点孔子“有
教无类”的大教育家的做派，对此，
您自己有什么计划？

赵为民：1、为学院武术协会编
制适合高职学生的两至三年的武术
太极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从武术
基本功（武术段位制——— 趣味武术）
开始，系统学习武术段位制陈式太
极拳段位制套路或者自卫防身术以
及传统武术太极拳套路技法，使每
位学员都能通过考核，拿到中国武
术段位三段证书，比较优秀者可以
参加省级、国家级武术太极拳比赛，
取得优异成绩，比如原协会成员金
鑫训练两年即获得全省及全国比赛
的金牌，魏宁参加协会训练获得山
东省太极拳锦标赛陈氏太极拳第一
名、女子太极推手48公斤级第一名

（保持五年连续第一名），董震在协
会训练两年获得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会杨氏太极拳第一名、男子太极推
手亚军，毕金环训练两年获得全国
武术太极拳大赛女子太极推手48公
斤级第一名。原来都是我自己随时
根据情况设计调整教学内容，我想
通过编制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能
够更加长久系统规范地传播推广太
极文化。

2、根据以上编写的武术太极教
学大纲编写武术协会指导教材，录
制武术协会太极拳的教学视频光
盘，这样能够比较完整系统、规范地
传承太极文化。

3、适当时候成立武术协会武术
太极拳表演示范团。

4、优化网站和博客，为太极拳
友们提供一个更宽广的交流平台。
现在是信息时代，推广太极文化也
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建立网
站在网络上进行宣传。目前网站做
得比较成功，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中国实用太极网站：ht tp ://
www.shytaiji.com

微博：h t t p : / / w e i b o . c om /
zwmtaiji

微信公众订阅号：zwmtaiji
通过优化组合，形成紧跟时代

潮流的O2O线上交流、线下传承的
模式。

记者：您能说说您的师承和您
的学生吗？您的学生不但在全国太
极拳比赛中多有佳绩，有的还在海
外开馆授徒，那么，太极文化在健
身、养生、修心等方面主要的作用表
现在哪里？作为武术精华拳种，它在
文化传承的链条上，其实战功能表
现在什么地方？您开设的“体实用太
极之魅力，探武学原古之本质”的课
程想表明什么？都说我们的民族不
尚武而尚文，那这么多人热爱、习练
太极拳是否表明了国人新的价值取
向？

赵为民：上世纪80年代，我拜我
国著名太极拳家李恩久先生（李恩
久先生师承陈氏洪派太极拳大师洪
均生师爷）为师，系统地学习各派太
极拳法、太极推手技法等，也曾经跟
济南著名杨氏太极拳大师郝明之先
生学习过杨式太极拳。这期间，很多
地方也得益于师兄弟们的指点。这
20年来，我的学生也很多，拿到金牌
的学员也不少。

比如我的儿子赵建伟，从小就
跟我学习太极剑、太极刀以及太极
拳等，2011年，他在第六届焦作国际
太极拳交流大赛上，获得了男子B
组传统陈式太极拳金奖和男子B组

传统太极器械金奖。如今他已是山
东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学生，我非常
希望将来他能够把太极文化和中医
结合起来。

比如张文磊，在2005年的时候
就在济南高校武术交流大会上获得
了陈氏太极拳传统套路第一名。如
今，他在芬兰推广太极拳，并且做得
很成功，太极拳不仅让他融入了当
地的社会，也带来了相当的财富，同
时他还带回了芬兰和日本的太极拳
爱好者来学院和我们交流太极心
得。把学到的太极文化，应用并推广
到海外，作为老师我觉得很欣慰！

比如魏宁，从2006年开始参加
比赛，上来就在山东省的比赛中获
得了金牌，到2013年，几乎每年的比
赛她都会来参加，而且每次都会拿
到金牌。太极拳是武术中的养生拳
术，是在传统养生法“导引术”和“吐
纳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健
身运动，主张“以意导气，以气运
身”，太极拳要意识、呼吸和动作密
切结合，“练意、练气、练身”内外统
一的内功拳运动，“始而意动，继而
内动，再之外动”，并形成刚柔相济，
快慢有节、蓄发互变，以内劲为统驭
的独特拳法。在实战中，太极拳很少
主动进攻，多是以防守和控制对手
的进攻为主，并不以伤人为目的。

不尚武而尚文，其实并不是这
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尚武的
习俗，太极文化中有我们民族特有
的含蓄，不张扬。温家宝总理带头练
太极拳，引起的太极热潮对发扬太
极文化是一件好事，也代表了国人
对追求中国文化和身体健康的重视
程度提高！

记者：您多年来对太极文化的
传播矢志不渝、居功至伟，那您设想
过在全媒体时代如何更好地推广太

极拳和传播太极文化吗？李连杰曾
说，在他所设想的推广方式中，将把
太极拳分为“太极禅”和“太极竞赛”
两种方式，前一种瞄准的是高端市
场，提倡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正如
人们一提起瑜珈就能想到白领阶层
一样”；“太极竞赛”的目标人群则是
年轻人，“我希望把太极拳发展成为
一个有国际规则的有序竞赛，将它
包装得更时尚，更酷，这样才能吸引
年轻人来参与”。对此，您是怎么想
的？

赵为民：我认为在当下的时代，
太极拳适合同时走三条路；

1 .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传承太
极，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有留下来
的道理，太极文化中，苦练等必不可
少的过程也是一部分，不能省略。这
就像学习专业课程一样，必须要经
历常人没有经历过的艰苦训练才能
学到真谛。而这一批人，也是为太极
保留纯正火种的传承者。

2 .按照中国武术段位制来推
广传承太极拳，五元六段的方式
教学，更加地体统规范，通过单
打、对练、拆招，也是还原武术本
质的训练方法，相信也能很快受
到年轻人的喜爱。

3 .与现代化社会结合的时尚太
极。经过一些商业包装，去除掉一些
古老又费时的流程，修改为迎合现
代人生活节奏的健身太极拳，主要
以健身养生为主。受众面虽然大，但
是真正领悟太极真谛的人却很少，
适合大幅度推广，但是要注意，可能
会造成别人对太极拳的进一步曲
解。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比如
最美太极女子——— 马畅，她把hip-
hop歌舞和太极结合了起来，形成
一种新的时尚元素，可惜天妒红颜，
马畅在一场车祸中离开了人世。但

她对太极文化的这种贡献是一个突
破，对以后推广太极文化的新模式
做了开路先锋。

对于“太极禅”的思路，我非常
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也正是古人所
追求的境界，以传递健康和快乐为
宗旨，倡导人们以阴阳的角度看待
人生，找到身心的平衡。同时，他们
也建立了云手系统和太极FIT，将
现代健身与太极相结合，有助于让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快速掌握太
极的基本知识。

对于“太极竞赛”，能够形成有
国际规则的有序竞赛固然是好事，
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结合传统太极文
化来学拳，而不是变成普通商业包
装的竞赛，导致选手们争胜心过强，
而失去了太极文化的意义。

记者：浏览您的博客，发现您是
太极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传
承者，这么多年来，您在学习、修炼
武术的过程中不断开悟，境界日臻
上进，终成太极名家。近年您又把一
部分精力放在太极文化的传播上，
自家的儿子也是年轻的太极拳王，
周围团结着一大批太极爱好者，其
中不乏武术才俊，将来必将给师门
带来荣耀。我们想知道的是，除了电
视、报纸、网络上已经公开的一些内
容，您为此还做了哪些工作？不妨敞
开给我们说说。

赵为民：按照教育部关于传统
文化进校园的指导精神，建议学院
将太极拳的教学列入学院的正式教
学计划，全面规范、科学、体统、长久
的教授太极拳，用规则制度把太极
拳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长久地留在
学院，成为学院的特色校园文化。

摸索、探讨太极拳的武学本质，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还原太极拳
的搏击本质。太极拳内有很多只可

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需要面对面
教学再加上学员自身的感悟才可
以，两者缺一不可，也注定了要学好
太极拳，肯定离不开老师指导，更离
不开自己的苦练。另外我非常希望
太极文化能够与中医结合起来，尤
其是太极拳里对经络的那种理解，
我至今还没弄透彻。在洪老的书中，
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对应着人体上
的某些经络，可惜如今我也是一知
半解，所以我让儿子建伟去学习中
医，如果中医能够和太极拳结合起
来，是否能够打开太极拳与经络之
间的秘密呢？那时候，是否能够让人
们对太极拳的认识有一个新的层
次？

记者：还是要说到李连杰，按
他的设想，太极拳产业是一个包含
了太极拳博物馆、论坛、电影出版
业甚至太极拳祭祖等内容的庞大
项目，是一个完整的产业模式。此
外，李连杰还表示，还将尽最大努
力在中国青少年中推广太极拳的
学习，“青少年必须有根，中华文化
的根，太极拳的仪式、服装等等都
将转化成一个文化符号，一定会让
孩子们牢牢记住。”这些设想没什
么不妥，很现代，很商业，这与您拒
绝把太极文化当做廉价商品的理
念有何异同？当廉价的商品不好，
当不廉价的商品就好吗？既然太极
文化是文化，文化、商品、文化商品
与商品文化有什么区别？弘扬太极
文化的正路在哪里？

赵为民：首先，对于廉价的定义
在这里是不合适的。文化的价值体
现在它的意义和效果上，而不是在
价格上。所以廉价商品好与不好的
意义并不大，真正的意义在于太极
文化能否被完整地传承，能否被更
好地推广。李连杰的太极拳产业设
想我是非常赞同的，我想这是很多
太极拳传承者所希望的，只有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产业模式，太极拳的
传承才能走向正规化和再次统一，
太极文化的学术理论也会在竞争中
获得进一步提升！

我认为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
财富，是只能通过精神交流才可以
得到传承的，能否传承到某种文化
与“人”有关。商品则只需要通过交
易就可以直接获得，与“人”无关。文
化商品是文化的一种辅助商品，本
质与商品相同，但可以用来辅助文
化的传承，相对地被赋予了一些特
殊意义。商品文化则是商品流通中
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拓宽
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识和理
解。我认为弘扬太极文化，既应该形
成完成的产业模式，但更应该在产
业模式下本本分分地去传承太极文
化，做到严谨认真，而不是得过且
过。

学院运动会，五百人武术段位太极拳表演。

左起毕金环、魏宁、赵为民、代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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