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

南河村是爱国武术家、中华精

武会创立者霍元甲先生的故

乡。1910年由霍元甲创办的

中华精武会是中国群众性武

术团体之一，是中国第一个民

间体育团体，以教学武术为主

要活动。第一批学员73名，

采用武术传统教授方法，以师

带徒，传授拳术。

中华精武会为弘扬中华

武术，破除了“因袭宗法，师徒

秘传”的陋习，提出了各派同

源的观点，不争门户短长，熔

各派武术于一炉，荟萃全国群

雄于一堂，互相观摩，互相砥

砺，优者以勉，劣者以奋，形成

了从未有过的武术新风尚。

编制了“精武基本十套”，成为

精武武术的基本教材，即潭

腿、功力拳、节拳、大战拳、套

拳、接潭腿、单刀串枪、群羊

棍、八卦刀、五虎枪。在武术

训练上，创立了一种新的教学

方法，开办初、中、高

三级培训班。

精武文化缘起于

霍元甲，依托于精武

会，逐步凝结成中国

近代文化中特有的精

武精神，它以“爱国、修

身、正义、助人”为宗旨，

成为一种博大的中华武术文

化。它集中体现了爱国、正

义、自强、包容、博爱的精神。

“精武体育会”如今已经遍布

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学员一

批又一批，在世界各地开花结

果，影响人数众多。

霍氏练手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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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题赠精武会“尚武精神”

一、精武文化的形成

霍元甲于1910年创办精武会，至今已走过百
年。精武会不仅人数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
展到2020年的数十万人，疆域也越来越大，从国内
走向国外，从亚洲走向世界，在二十多个国家中，已
有77个精武会。毋容置疑，精武会已经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文化是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人群的，将某
种生活方式变成习惯并有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成
为集体意识，就是文化现象。精武会早在100年前
就具备这一特征。

精武会的影响力和辐射面远不止于此。就天津
精武会而言，旗下的霍元甲文武学校本身就有
1800名学生，2013年学校被国家文化部指定为
“对非培训基地”以来，七年共为三十余个非洲
国家培训200余名武术学员。这些学员成为骨
干力量，再把中国武术技艺带到非洲，去传授给

更多爱好武术的人。2014年以来，武校还先后承办
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圆满完成2015年8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台湾
青少年武术夏令营”武术培训任务；圆满完成由国务
院侨办主办、天津市侨办承办的“2016年海外华裔
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天津霍元甲武术营”蒙
古、加拿大、匈牙利华裔少年武术培训任务。霍元甲
文武学校还举办“武术六进”活动，即武术进学校、进
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推动社会各
方都来习武健身。

上海精武会有会员6537人，除对会员进行武术
训练外，还普及武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整个上海
市共成立13个辅导中心，186个辅导站点，组织各类
培训班、辅导班，以达到修养品德、强体益寿的全民
健身目的。开展武术进校园工作，先后在全市100
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武术教学活动。建立23
处武术培训基地；成立传统武术研究中心，挖掘整
理、传承精武传统拳种。

广东精武会会长曾带笔者参观广州市马务小学
和其他几所小学。马务小学在武术教练潘焰峰的指
导下，精选出的小学生武术队为我们表演精彩的武
术套路。潘教练说，他在数十个中小学任过武术教
练，教授的学生早已超过万人。潘教练还在少年宫
办武术班，每期都招生200余人，从2007年开始一直
没断。

佛山精武会秘书长梁旭辉带笔者采访元甲小
学。这所学校为传承精武精神做很多事情。霍元
甲创办的精武会倡导“乃武乃文，惟精惟一”，元甲
小学略做修订，校训是“乃文乃武，惟精惟一”。做
为国办小学，文化课放在第一位是理所当然。课间
武术操非常震撼，偌大的操场，学生方队排得满满
当当，在教练的带领下，全体学生整齐地做着各种
武术动作。

香港精武会副主席李孝全精通八卦、迷踪和罗
汉拳，其徒弟徒孙遍及全球很多国家。李孝全在美
国、加拿大、意大利、菲律宾等国的多个城市设有
精武会。这些精武会都是由他的徒子徒孙任会长，
去经营，他是总监，巡回指导。从会长到会员，有
很多都是外国人。

在佛山精武会，笔者看到一幕又一幕，外国人习
武的热情竟然如此高涨。显然，佛山精武会和梁旭
辉师傅的无忧堂，正在走出国门，拥抱世界。10月
29日，我们有幸看到，无忧堂举行洋弟子拜中国武
术家为师的仪式。30多名洋弟子很激动，说今天很
高兴，觉得终于成为中国功夫正式的一员了。数年
来，无忧堂教出的洋弟子已有200多人，遍及欧美亚
非各国。

在佛山精武会的致柔社，我们亲眼见到南美洲
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武术爱好者在那里学
习中国武术。外国友人说，他们到中国寻找精武
会，就是要学会真功，回去带动同胞一起强身健
体。只有体魄强健了，才能更好地做事情，也才会
有幸福生活。

马来西亚有19个精武会，聚集着数万爱好武术
的精武人，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国家。世界各地的精
武会都是如此，有核心力量，也有广大的影响面积。

综上种种，能感觉到精武会走上国际舞台的铿
锵脚步，能感觉到追寻精武会的群体是多么庞大，也
能体会到精武文化的魅力正在世界人民心中产生着
亲和力与凝聚力。

二、精武文化之魂

若对精武文化追根溯源，自然会想到霍元甲创
办的精武会。若再探寻端的，那就要搞清楚武术本
身的源头。

按照传统说法，中国武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原
始人类用棍棒等工具与野兽搏斗，积累很多搏击经
验，后来又模仿野兽动作，用以丰富壮大自己。中国
武术如虎豹拳、鹰爪拳、螳螂拳等都是模仿动物的象
形拳。另有一说，中国武术起源于战争，战国时期士
兵们在战争中掌握搏击技巧，经过发展演化形成武
术套路。武术是古代军事传承技术，所以兵器被称
为武器，军事被称为武事，军备也被称为武备。习武
可以强身健体，亦可防御敌人进攻。武术，拥有消停
战事、维护和平的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
生存技能，中国传统武术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
魂、承载中华儿女基因的魄。武术是中国人安魂守
魄的法宝。

中国武术，拥有消停战事、维护和平力量的作
用。所谓“精武”，精武会特别强调，专攻为精，止戈
为武。霍元甲创办精武会，目的是希望中华儿女都
能体魄强健，具备维护和平的实力，精练武术功夫，
是为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园，不是为了去攻击别
人。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阻止战争，止戈为武。

精武会的出现，其实是时代造就，应运而生。
霍元甲生存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一次再
次惨遭涂炭的年代。那时候，外国列强“以瓜分中
国为能，以侮辱中国为乐”，中国人不光在经济上
要忍受掠夺和贫穷，还要在精神上忍受打击与蹂
躏。面对民族的奇耻大辱，眼见国家危难日甚，霍
元甲和众多仁人志士如睡狮般觉醒，纷纷加入寻求
救中国的道路。

霍元甲青年时习武成名，后来名声传到天津
城。天津老城北门外有个竹竿巷，紧靠京杭大运
河。竹竿巷里有一家经营药材的字号“怀庆药
栈”，掌东叫农劲荪。农劲荪文武全才，善交武林
豪杰。农劲荪早就注意到霍元甲，后来有机缘邀请
霍元甲帮他经营怀庆药栈。农劲荪追随孙中山加
入同盟会，这使霍元甲得以接触当时中国的最进步
思想。

在与农劲荪接触的十几年时间里，霍元甲的变
化开始步步深入，最终演变成立志武术救国。这体
现在他的多种行为举止上。

其一，破家规收外徒。霍家有家规，武术传媳不
传女，更不能传外姓人。而霍元甲则认为，国家积贫
积弱已到无可救药之地，霍家不该死守老规矩，应把
武术奉献给大家，全民强才有拯救国家的希望。于
是，霍元甲大胆破家规收外徒，刘振声、张文达、边云
山等人先后成为他的徒弟。

其二，改迷踪拳为“迷踪艺”。八国联军侵略中

国，京津地区惨遭涂炭。霍元甲亲眼目睹到列强屠
杀天津人民的场景。作为武林豪杰，被天津人尊称
为“黄面虎”的霍元甲，倍感惭愧，责怪自己动手太
晚，没能把家传绝技传授给更多的人，让大家都能自
卫防身，奋勇杀敌。从此后，他在传授外姓人武功的
同时，又精心研究改良家传绝技迷踪拳，使其更具实
战效果，更具克敌制胜的把握，并将改良后的迷踪拳
更名为“迷踪艺”。

其三，挑战洋力士为国争光。当俄国大力士在
天津城厢大戏院肆意侮辱中国人，英国大力士奥皮
音在上海滩疯狂叫嚣蔑视中国人时，霍元甲都不顾
一切挺身而出，去维护民族尊严，强烈要求洋力士
登报承认错误，最终逼迫洋力士认输，大涨中国人
志气。

其四，霍元甲没办“霍家武馆”，而是创办上海精
武会。精武会是全民的，不是私有的，更不属于哪个
门派，是集天下各门各派于大成，为国人所用的。这
说明霍元甲实践武术救国的彻底性。中国武林界打
破门派观念是由霍元甲开始，精武会其实就是中华
民族的大武馆，为全民所有，为全民所用。

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境界的高低决定着行为
的高低。霍元甲没有停留在固守门派的老套中。

精武文化是什么，就是“专攻为精，止戈为武”，
最终目的是强健体魄，使自己有保家卫国之能，成为
维护和平的力量。
“专攻为精，止戈为武，维护和平”，就是精武文

化之魂。

三、精武文化之变

精武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
1910年，霍元甲创办精武会之初，追求的是武

术救国，强国强种，雪洗东亚病夫耻辱。这与时代
背景有关，霍元甲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八
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一次又一次
割地赔款。天津有9个列强国家的租界地，他就生
活在租界地之侧，亲眼目睹并感受到国家民族落后
遭挨打的耻辱。霍元甲结交农劲荪后，接触到同盟
会，受当时最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要武术救国，所
以他才有一系列行动实践，迎战西方大力士，为国
人长志气；创办精武会，号召天下武林豪杰都把武
术奉献给国人，雪洗东亚病夫耻辱；打败日本柔道
队，阻止日本人企图摧毁精武会的图谋，直至为这
一追求而献身。

孙中山先生对此曾有高度评价，称精武会“于强
种保国有莫大关系”，并赠精武会“尚武精神”和“强
国强种”两幅题词。

显然，霍元甲创办精武会时，宗旨是为救国救
民。霍元甲是希望通过武术振奋民族精神，从而唤
醒国民自救于危难之中。

精武文化内涵的第一次变化是在20世纪20年
代。是时，精武会得到蓬勃发展，于是在1920年出
现“精武五使下南洋”事件，精武会在东南亚诸多国
家迅速发展。1923年5月24日，霍元甲次子霍东阁
只身奔赴南洋爪哇岛创办精武会。历经两年时间，
霍东阁在爪哇岛共创办8个精武会。霍东阁在《南
凕精武大事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精武之所
以能得国人之信仰，缘其具有改良风俗，化除疆域，
统一民族，进而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不使有此强彼
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这说明，这一
时期的精武会走出国门后，胸怀更博大，立足更高
远，是为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消除一切柔弱弊病，
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
从而谋求世界和平。

精武文化内涵的第二次变化是在2010年。11
月13日，天津市西青区在霍元甲家乡精武镇小南河
村举办“精武会创办100周年”“霍元甲逝世100周
年”纪念大会，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个
精武会同仁齐聚一堂。大会提出“爱国、修身、正义、
助人”八字精武精神，世界各地精武会同仁一致赞
成。上海精武会在新出版的《精武本纪》百年庆典一
节中说，“2010年适逢上海精武总会成立100周年。
历经百年风雨，精武体育总会始终秉承‘爱国、修身、
正义、助人’宗旨，坚持弘扬中华武术，传承华夏传统
文化瑰宝。”上海精武会“始终秉承”四个字说的好，
其实，不论是霍元甲还是霍东阁，他们当年提出的
精武文化理念，无不包括这八字内涵，这也是天下
精武会“始终秉承”的宗旨。时代不同，说法不一
样而已。爱国、修身、正义、助人，放在今天“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更具时代意义，更容易
被世界人民接受。

精武文化初探
晨曲

印象

霍氏练手拳图谱（部分）

图③ 2019年文化与旅游部安

排非洲学员到霍元甲文武学校学

习武术

图① 精武会表演团访问南非

图② 校园习武

霍元甲

上式盘古分天地，
左面挎袖打两拳，
回顾搂手右拳打，
将手上步打左拳，
提腿落定担山式，
分星抱月定身形，
挎耳上步左拳打，
贯耳拗身变魁星，
单鞭伏地突捶起，
跃身捆挂显威灵，
前摚后撑双捶踵，
晃手独立效魁星，
三环套月上右步，
二郎担山赶太阳，
海底捞月进左步，
左拳急发人难防，
跃身捆挂鸿门蹅，
回手撩阴再突裆，
缠手上步疾进肘，
伏地塌掌步先回，
乘式急用搂挎手，
飞腿顿脚连两捶，
晃手立定摞缰式，
进步两拳紧相随，
贯耳回身三环月，
跨虎式定显神威，
魁星抱斗单足立，
走马活挟似迅雷，
前双捶，后双捶，
护耳丁式忙飞腿，
顿脚进步连两捶，
摞手闲挡乘机变，
闪步擗拦掌手雷，
腾身蹚连贵疾快，
凤凰展翅呈英魁，
左手开，右手打，
连蹚两步再撑腿，
斜身拗步打横擂，
搂手出撑金鸡立，
展翅腾身丹凤飞，
提铃式，玉兔尾，
摔掌护裆忙提腿，
进步翻身打右捶，
十字飞腿金鸡立，
跃身蹚掌顺步捶，
晃手魁星右腿立，
走马活挟双撞捶，
魁星左腿立，
活挟，再撞捶，
魁星复立，
套月担山显雄威，
摇手蒙头打右捶，
十字拍脚掌护肋，
打花退步虎式，
随机应变任我为，
左纺手，
左步提起向右走，
右纺手，
右足落地左步偷，
仍归原地闭裆式，
向左走，
忙上右步纺右手，
再上左步纺左手，
随时右步偷，
仍回原地闭裆式，
摔掌上步打右拳，
左步提回右扫蹚，
上步撩阴再突裆，
缠手上步打左拳，
搂手虚式穿心掌，
向右斜行三纺手，
左步蹅开莫停留，
忙退右步魁星立，
单鞭伏地用目瞅，
起身再打七星拳，
退步举掌式方收。

霍氏练手拳为霍家
“迷踪艺”之一种，经霍家
留传七代。

此拳集太极、长拳等各门武术于一炉，
注重手脚并用，严密圆活，在劲力上颇有讲
究。“刚劲”刚而不僵，“柔劲”则柔而不软，姿
势舒展、架式端正、动作圆活、轻灵敏捷，全
身动作与局部动作相间，其变化多在意料之
外，长于技击实用，不难于学，而难于练，更
难于精。此拳没有花门，重于攻防技术。套
路结构上既吸取各家之长又突出其本身的
特点，内容丰富多彩，手型有掌、勾、爪，步型
有弓、马、虚、仆、偷。其手法融鹰爪、螳螂、
八卦、太极、潭腿、短拳、形意、佛家各门于一
炉，共包括72招式。

霍元甲出于爱国忧民之心，打
破“传媳不传女”之例，开外传之先
河，在天津授技于开门弟子刘振
声。他把“迷踪艺”公开传世，并亲
授霍氏练手拳。后霍元甲因受日
本人暗害而殁，终年42岁。霍氏练
手拳是霍元甲融会各派武术之精
华而创。现存的拳谱，对于研究其
他武术技法、杂技、舞蹈等也都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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