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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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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术教育按其性质可划分为专业教育和非专业教育，前者是后者的师资主要来源，也是为社会其他领域培

养武术推广者和传播者的重要渠道。专业技术教育是武术专业教育的核心构成，长期以来，它延用的是竞技训练的

模式，造成所培养人才在专业知识、技能上的窄化，既不利于满足社会需求，也不利于武术自身的高质传播和发展。

在前期实践探索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教育观察、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教育主体从运动员到学生

社会角色转变对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论证了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根本性解决办法是超越竞技武

术培养竞技人才的专项模式，提出了跨项兼习皆能为形、拳种理法融入为魂的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项局限的整

体思路，以及改革管理体制、改变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的具体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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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武术教育家邱丕相（2006）指出，我国学校是最

重要、最广泛的武术传承阵地，只有将武术置于学校，通

过青少年进行传承，才能更好地履行武术弘扬民族精神

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由于学校

系统（特别是高等院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重镇，进行武

术科研工作的主体也是武术教育的参与者，所以学校武

术教育一直都是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然而，与理论上的备受关注和成果丰硕相比，学校武

术教育的实践却表现得严重滞后。首先，虽然在不同历

史时期学术界曾提出过三种较有代表性的武术教育改革

思想，但在落实上却基本只限于局部和短期效应，没有形

成具有持续性、“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实践。其次，不同

时期的改革思想虽各有主张，但共同点都着眼于改变“学

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现状，对策切入点是试图

打破枯燥乏味的套路教学模式；然而放眼当前的武术课

堂，套路教学仍是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正是由于

在改革实践上长期难有进展，导致了武术在学校教育中

的尴尬处境：1）2009 年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全国 70.3% 的

中小学没有开设武术课（《关于学校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研究》课题组，2009）；2）《中国武术研究报告》（2014—

2017）对各类武术教育现状的综述结果表明，学校武术的

开展情况仍未改观（戴国斌，2017）。

笔者从事武术教育工作多年，对该领域一直保持高度

关注。从将学校武术教育存在的关键问题锁定于教学内

容与学生需求不相接榫（刘文武，2013），到发现肩担传道、

授业、解惑职责的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局限是造成武术教育

改革在操作层面难以推进的关隘（刘文武，2015）；从对武

术师资的来源进行反思（刘文武 等，2018），到现在开始追

索其培养问题。我们认为，“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

课”观点的提出，既是武术教育应“以学生为本”的理论和

实践诉求，同时也反映出它与学生的价值期待不相符合的

事实。虽然学界从政策、制度、课程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应

对举措，但如果作为课堂主导者的武术教师不具备与之相

匹配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储备，它们就不可能落实到位。

本研究的展开路线是：首先，分析教育主体社会角色

转变对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其次，论证武术

专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根本性解决办法是超越竞技武术培

养人才的专项局限；最后，提出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

项局限的整体思路和操作步骤。

1 教育主体社会角色的转变对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新

要求

文章编号:1000-677X(2020)07-0072-07 DOI:10.16469/j.css.202007009

收稿日期：2019-08-09；修订日期：2020-06-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YJC890051）；河南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TY005）；上海体育学院教师教学

发展研究项目（20JXD02）。

*通信作者简介：刘文武（1982-），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与方法，E-mail：liuwenwu1982@

126.com。

72



刘文武，等：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探索与思考

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是指对大学及以上以武术为学科

专业的学生所实施的武术技术教育。武术作为一门课程

进入体育专业院校始于 20 世纪中期（杨建营，2018）。自

1961 年第一本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出版，至今已经

近 60 年。在此期间，尽管其专业名称发生过“武术专项→
武术专业→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几次变化，但在招考标准、武术技术教学模式以及就

业上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即以达到竞技武术专项（套路、

散打、中国跤）特定运动水平为招生必备条件，以竞技武

术专项训练为培养过程，以从事武术教育工作为主要就

业领域。

“当前的体育院校招收武术本科生的考试标准完全是

按照竞技武术的模式建立的”（郭玉成，2008），其对技术

水平的要求是需达到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刘业

炜，2018）。与之相对应，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生源，大部

分来自于各级运动队和武术学校以竞技训练为职志的武

术运动员，或者即便毕业于普通高中，也要以竞技武术的

某个专项为训练内容，参加与运动队和武术学校运动员

同样的比赛，并取得较好成绩。不然便无法获得官方授

予的运动等级证明，从而不具备报考武术专业资格（刘文

武 等，2018）。无论是竞技训练还是专业教育，参与的主

体都是运动员和学生，其结果也主要体现在运动员和学

生身上。所以，竞技训练和专业教育在本质上都是一种

育人的实践活动，虽然它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相同。

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在对人进行职业分工的同时，

也赋予了不同职业人群各自特殊的社会角色。不同职业

人群扮演社会角色的不同，又决定了他们所肩负的社会

责任有所差异。对于运动员这一社会群体而言，他（她）

所承担的职业分工，毫无疑问，是全身心地投入竞技训练

和比赛；他（她）所担负的主要社会责任，是通过争取优异

运动成绩为地区和国家争光。武术运动员作为整个运动

员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相同。

他们的训练内容，亦因武术为适应竞技需要而表现出项

目分化的特点。按竞技项目进行分化后的武术，主要包

括了套路项目（包括徒手、器械、对练、集体项目等）、格斗

项目（包括散打、中国跤、太极推手、短兵等）两大项目群。

隶属不同项群的武术运动员，大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指

向于所参与专项的训练和比赛，而对于同作为武术概念

下的其他专项内容，受项目规律、竞训制度以及人的精力

等方面约束，基本无从顾及。

“专业教育是在专业学校进行的为专门职业培养专业

人才的教育”（徐今雅 等，2007），强调的是与未来所从事

职业的对应性。就武术而言，对于其专业技术教育的把

握，结合着与专项概念的比较会更具体。专项是竞技体

育中的专有名词，《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特定的训

练项目”。正如篮球作为一个专项，隶属于运动训练专

业，专项隶属于专业，它是体育专业特有的下位概念。首

先，专业一般包括若干专项，如运动训练专业下设有足篮

排、乒网羽、田径、游泳等专项。其次，专项的理论只针对

该专项本身，即《运动训练学》3 个理论层次构成（一般训

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专项训练理论）中的微观层（田麦

久，2001），而专业的理论则超越某个具体专项，是相对于

其所包括专项更具一般性的知识系统。第三，从社会对

武术专业的需求来看，遵照学理的逻辑，武术隶属于体育

学，体育学隶属于教育学门类，所颁发学位是教育学学

位，体育学下属各专业的主要就业去向应是教育系统。

但武术专业与同属于体育学的运动训练专业又有所不

同，后者除少数专业院校以专业的名称招聘人才外，大部

分学校都聚焦到了某个具体专项。而武术专业正好相

反，除极少数专业院校的引人类型有时会标示为武术下

属的某个专项外，大部分学校的招聘公告中都是以“武术

专业”或“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命名。

武术人才从竞技训练到专业教育的转变，既是其从运

动员到学生社会角色转变的分水岭，也是其从接受专项

教育向专业教育蜕变的分界线。实现了这种转变的武术

人，都应与时俱进，及时对自己的生涯定位进行调整，否

则可能因不适应所进入崭新领域的规则，无法继续取得

人生新成就。首先从思想上，对自己的身份认知要实现

由练习武术中某个专项的运动员向武术专业人才的转

变；其次从行动上，要在保持并尽可能提高自身原有专项

水平的基础上，学习掌握武术领域内其他专项的技术和

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传统武术技术和理论知识。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于武术发展的角度。不可否认，发展至今的武

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已经与社会众多领域产生了

广泛联系。从大的方面说，武术既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

潜力巨大的产业；从小的方面讲，武术既是学校教育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的一种手段，也是运动竞赛的一个比赛项

目（群），既是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素材、题材库，又是健

身休闲的一种独特手段，甚至被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

当作一个修身养性、参禅悟道的法门。而与此同时，不同

社会领域中武术分支的发展，在不违背武术之本质属性

的前提下，都要遵循各自所在领域内的运行法则。作为

从事武术某个专项训练的运动员，应专心致志于本专项

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当其实现了由运动员到武术专业学

生的角色转化后，需要迅速做出调整，将精力转移到专业

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上。这样才可能在新领域做出

不同于以往运动员时期所取得的成绩，进而在新的方面

继续为武术发展贡献力量。

2）适应社会对武术专业人才需求的角度。教育行业

是目前武术专业人才的主要期待就业领域，而只有接受

过专业教育并成绩合格者，才具备进入公办教育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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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格。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进而为国

家发展提供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它以学校拥有全面发

展的教师群体为前提条件。对于武术技术教育来说，这

一教师群体的主要来源是各个层次的武术专业人才培

养。所以，既要从多维度思考武术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体

设计，也要重新审视武术专业技术教育在技术技能方面

是否能够满足武术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面对专业生存

的重要问题，武术专业教育亟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即改

革以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为主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教授更

接地气的技术，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杨建营，

2018）。

3）自身能力完善、提高的角度。作为一个合格的武

术人，应“活到老，练到老，学到老”。特别是从事武术教

育者，教学相长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必要条件。“练”

和“学”的内容，大致包括两个维度：1）纵向上，对自己原

来所练专项的继续精进，其中既包括对专项理论和技术

发展前沿的持续跟踪，也包括对其发展现状的批判性反

思，如单拍脚、乌龙盘打、砸拳等现代长拳套路中的典型

技术，它们的原型是什么？有无攻防含义？为什么能成

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技术素材？是否偏离了长拳技术发展

的良性轨道？这些问题都是武术专业学生在专项运动员

时期很少考虑的，但却是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深造阶段需

要解答的问题。2）横向上，对不属于自己专项内容，但却

属于武术范畴的其他内容，广泛涉猎并有针对性地对某

几项技术进行系统学习，对世界范围内其他武技类项目

也应有所了解，这对于在比较、参照中形成更加全面的武

术认知具有积极意义。

从竞技训练到专业教育的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对作为

教育主体的武术专业学生提出新要求的同时，更对作为

教育主导的武术专业技术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从根本上

讲是理念问题，即育才观问题。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武术

专业技术教育者，是否能够在思想意识上对教育主体由

社会角色转变所导致的知识技能重构的必要性具有清醒

自觉，进而在实际育人过程中开放心怀、打破狭隘利益壁

垒，这不仅是令我们所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对武术人才的

需求相符合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通过为学校武术教育

提供优质的师资，更好地促进武术在下一代传播发展，树

立武术新形象的前提条件。

2 超越专项局限：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方向

审视当前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现实，所谓武术专业其

概念在很多教育者和学生的思维意识中，已经替换为某

个具体的专项。虽然像套路、散打、中国跤等运动专项，

是武术博大精深内容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并非

全部，或者说当身处竞技训练领域时，它们对于各专项运

动员和教练员是关注和致力的唯一，但当进入到武术专

业技术教育领域中时，它们却只是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中

的部分内容。武术除了这些已经分化出来的独立竞赛项

目外，还有丰富多彩、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拳种门派

技术。

由此我们提出，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改革方向，应以

文化自信和错位竞争为策略选择，以武术人才社会角色

变化所带来社会职责的改变为着眼点，以专项训练和专

业教育的区别为操作实施切入点，超越在武术竞技训练

领域适合但却与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育才观相左的专项

局限。

专项训练的使命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理念下，

某个单项运动成绩的极致，落实到对人的身体能力要求

上，无论专项技术如何精湛，必须要以超强的身体素质为

前提。我国日益成熟的“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

一贯制”的三级竞训体制，使得体育院校的专业技术教育

不再像 50 年代初建时那样，以向竞技体育输送人才为使

命（刘青，2016）；高等院校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专项模式，也

不像专业运动队，以在官方设立的高层次比赛中（如全运会

比赛、全国锦标赛、冠军赛等）获取最好成绩为现实目标，

而是去参加一些诸如大学生武术比赛、体育院校比赛、国

际武术节等从专项水平视角看略逊一筹的比赛。然而，

当前武术专项竞赛规则的一致性，导致了虽然赛事级别

不同，但运动员训练内容和形式却雷同的现状，使武术专

业技术教育的专项模式与竞技训练领域的专项模式难分

彼此。

这种局面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通过武术专业技术教

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对武术技术的认识和能力

产生实质性提高。例如，以前只是对技术外在的“形”上，

追求“高、难、美、新”和更加标准规范，但对其内在的“理”

“法”这些深层次技术内涵，却长期忽视（刘文武 等，

2019a）。如果进入武术专业技术教育阶段依然延续专项

模式，后者的属性决定了在此方面仍很难有所改观。笔

者在自己所承担的套路课上，进行突破专项教学模式的

改革尝试时发现，已经将专项思维完全内化了的学生，经

常对此表现得茫然不解。在他们的概念中侧踹腿就是一

个侧撩腿加一个舒展挺拔的双推掌亮相，对于其属于屈

伸性腿法的规定，从攻防技击视角去矫正技术环节、运动

轨迹、动作外形等，因与之前自己所习以为常的技术模式

和评价尺度不符而感到疑惑；对于就该技术所设计的配

对攻防练习，虽不乏具有调动其好奇心和兴趣的作用，但

在实际操作中嬉戏玩耍有余，而认真对待不足。通过交

流得知，在他们看来，这些内容只被作为一种专项技术之

外的辅助、调剂式训练对待。

专项训练模式也窄化甚至是错位了武术专业人才的

身体能力表现。“武之为武”的属性规定落实在武术专业

人才身体能力上的应然状态是，身体形态方面，虽然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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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但身体的强壮程度却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通过后天训练得到改善。武术人的身体形态毋庸

置疑应是壮硕硬朗的，但专项化训练模式却使很多套路

专项学生既矮且瘦。与之相应的身体素质方面，正如“力

量素质是拳击运动员体能的核心，力量素质在攻防两端

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超 等，2018）一样，力量无

疑在各项身体素质中对武术人的贡献力更大，其次是协

调和灵敏。但套路专项却将灵巧放到第一位，其次是柔

韧，力量素质（特别是上肢力量）被忽视，造成其所塑造的

人才普遍不具备武术人应有的力大身强。练拳没有力

道、只空摆架势是现在很多套路专项学生的通病。

如前所述，武术专业教育是武术非专业教育的师资来

源。如果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不对因袭已久的专项模式进

行改革，那么，整个武术教育系统的改革就只能是无本

之木。

3 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项局限的整体思路和操作步骤

为重新修订武术专业本科培养方案，课题组对上海市

多家武术俱乐部和中小学校（包括武术特色学校和一般

学校）进行了走访调研。调研中俱乐部管理者和中小学

校校长/体育教研组负责人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目前

武术专业毕业生的武术技能较为单一，而用人单位的教

学需求是希望武术教师的技能更加全面。结合课题组前

期已积累的教改经验，以及文献查询和专家访谈的情况，

提出本文对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项局限的整体思路

和操作步骤。

3.1 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项局限的整体思路

针对体育院校武术专业技术课程的改革，杨建营

（2018）提出了“立足拳种、回归技击，形成体系、弘扬文

化”的改革理念。该理念提出的目的是“为使武术发展更

好地对接国家层面提出的‘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是为了让武术专

业教育更具民族特色，即所谓“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这符合武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及其肩负的历史使

命，但如果从理念推广实施的操作层面审视，其难度

很大。

基于此，我们提出一条折中的思路，以“跨项兼习皆

能为形、拳种理法融入为魂”，实现对武术专业技术教育

专项局限的超越。所谓跨项兼习皆能，其立意是直面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形成的项目分化的现实，认为它是

武术借鉴、吸收西方先进体育文化的创新成果，其优势是

极大地推动了武术技术的精细化发展，其缺点是阻隔了

项目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窄化了项目练习者的武术

技能，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了原有技术中所蕴含的

文化。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不是舍弃专项，而是要超

越它，在大学 4 年的专业技术教育过程中，对其均衡地兼

而习之，以达到对武术所包含的若干专项皆会皆能的目

的，符合武术专业人才而非专项人才的技术教育要求。

历经 60 年的实践探索，武术各个专项的教学已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为武术专业技术教育实施跨项兼习奠定了坚

实基础，既能保证武术专业人才培养在短时间内实现技

术掌握上的超越，也能避免因骤然回归已经淡出武术教

育领域几十年的拳种所可能导致的组织混乱或不进反退

的结果。所以，跨项兼习皆能应被作为武术专业技术教

育改革的主体的形。

拳种理法融入为魂，其立意一方面是用拳种整体联系

的思想弥补武术各项目因分化而相互隔阂的弊端，二是

通过将拳种技术的“理”和“法”注入，特别是套路项目的

教学中，赋予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民族传统体育的魂魄，达

到弘扬文化的目的。武术技术的攻防含义和技击方法是

使武术技术是其所是的灵魂牵引（刘文武 等，2019a），是

作为拳的套路教学区别于操的套路教学的根本不同。将

之注入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中，可以补救套路专项教学攻

防技击规定的缺失，解读其与散打、中国跤等技击对抗类

专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刘文武等（2015）运用排除法对

武术文化的内容层次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了技法乃武术

文化核心的结论。拳种理法为武术文化填充了核心内

容，成为武术专业技术教育彰显其民族文化的特色依托。

通过对某高校武术专业研究生进行为期 1 年的教改

实验（刘文武 等，2020），证明这种超越专项局限的武术专

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可行的，能够有效弥补专

项教学存在的不足，“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深化武

术认知，使武术专业技术教学的景观为之一变”。但鉴于

研究生和本科生在专业技术教育目标、内容、课时、学分

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后者在实施超越专项局限的武术专

业技术教育的整体思路时，需要更多的条件保障。武术

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技术教育一般是 3～4 年、6～8 学期，

几乎贯彻整个大学生涯，要让这一教改思路在漫长的教

学时段里持续有效，对相应的管理制度、内容设置、方法

手段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尝试提出具体的

操作步骤。

3.2 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育专项局限的操作步骤

3.2.1 改革管理体制

对于体育发展而言，“当前体育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

都始发和症结于管理体制，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成为体育

发展的‘拦路虎’”，新时代“深化体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

对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顽疾进行突破”（杨桦，2019）。

改革固有的管理体制也是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超越专

项局限的根本。如果管理体制不变，即如果武术专业技

术教育依然按竞技训练的组织管理方式运作，无法扭转

改革实施者和参与者思维意识中牢固的专项观念，要进

一步改变他们的行动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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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武术专业的学历教育，本科生是按照专项分班进

行管理和教学，将学生划分为套路班、散打班和中国跤

班，各个班都有自己的专项场地，甚至不同班级间的教学

场馆也是完全隔离的。研究生由于人数规模较小、更加

侧重理论研究等原因，并未按专项进行分班，但在研究方

向上则划分为套路理论与方法、散打理论与方法等，在面

向该群体开设的武术技术课程中，也是分为诸如武术套

路教学与训练、武术散打教学与训练等，只有分别而无联

系，本质上仍是竞技体育专项思维的产物，实际培养效果

也起到了专项内涵对专业内涵的局限作用。

由于武术专业与其他历史较悠久、成熟度较高的专业

相比，尚属于年轻专业，所以在很多方面遵循了其他专业

的实践逻辑。专业随自身内容的不断发展、成熟而产生

了分化，形成属下若干个专业方向。但专业方向绝非是

对专业的异化，其实践表现是在遵循原专业属性基础上

的不断精细化，而不能将这种精细化导向背离原专业属

性的轨道。如果说现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所下设

的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 3 个子方向，尚是遵

循民族体育的属性，而将具有特殊内涵的体系分化为不

同专业方向的话，那么，武术下面再分化为套路、散打、中

国跤等独立子方向，则并未遵循武术的属性，因为它们背

后的理论支撑只有竞技体育的还原论，而无武术的整体

观。此种情形下的实践必然使武术与其分化出来的子项

名合而实离。专项属性无限细化追求下的技术习得，虽

符合竞技体育本身的逻辑，但却与国家对武术的期望和

大众对武术的认知背道而驰。说到底，武术有区别于一

般体育项目的地方，它在竞技系统和教育系统的技术习

练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能像其他体育项目那

样划等号，如篮球项目在竞技系统和教育系统的技术习

练都是篮球项目，武术在竞技系统里是套路，但在以培养

专业人才为使命的教育系统里却不能只是套路。

自 2004 年由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开展

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体育课中

应适量增加武术等内容”以来，把武术教育作为开展弘扬

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施途径，已成为国家、社会和学

界对武术教育主旨的普遍共识。国家对武术的这种要求

为什么是寄希望于武术教育而非武术竞技，除了学校教

育的对象是人口基数大、作为祖国未来的青少年外，将武

术本身视为一种优质的民族文化教育资源无疑也是非常

重要的原因。而武术专业教育是整个武术教育系统的师

资“孵化器”，对其他武术教育形式具有强大辐射作用，这

就必然要求武术专业技术教育要有别于武术竞技训练。

我们认为，可将套路、散打、中国跤 3 个运动项目作为

培养武术专业人才的内容素材，但不能将其作为对武术

专业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依据。具体步骤是：1）师资管理

方面，名称上要摒弃现在各院校普遍采用的套路教研室、

散打教研室等划分模式，按师资专长改为武术教研室

（1）、武术教研室（2）等。这种教研科室名称上的改变，有

助于教师意识到武术可以划分，但不能分解。2）学生管

理方面，以班级人数为限，改现在的套路班、散打班、中国

跤班为武术（1）班、（2）班、（3）班等。3）课程课时分配方

面，把武术下属所有专项的课时和学分合在一起，平均分

配到每门专项课程的课时学分中。4）教学内容安排方

面，不再以某专项为主要内容，而是将各专项技术教学均

衡地安排在整个武术教学的学段中，全面发展学生武术

专业范畴内的各项技术技能。5）教学场馆安排方面，打

破按项群划分武术场馆的现状，遵循武术固有属性，尽可

能将套路、散打、中国跤安排在同一个场馆，有助于促进

相互间的交流互鉴。

3.2.2 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对于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具有重要

意义（李秉德，2001）。即便是相同教学内容，也可以通过

教学方法的改变，激活技术内涵，实现不同功用。通过改

变练习形式与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超越武术专业技术教

育的专项局限。

“实践证明，技击性强的武术教学课，学生往往觉得

乐在其中”（郑旭旭 等，2011）。武术虽以浓厚的艺术性为

其显著特征，但除艺用外，它对实用也有强烈的追求。正

因如此，近期多项关于不同层次学校武术教育的研究成

果都提出了回归技击的改革主张（柴广新 等，2019；杜晓

红 等，2018；杨建营 等，2015a，2018）。由于散打、中国跤

等武术下属格斗对抗性专项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有

效的技击训练体系，所以对于它们的教学方法，基本沿用

其原有方法体系即可。当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武术

中一些传统的训练方法通过调适创新融入其中。而武术

套路的教学方法，要打破“以套路始，以套路终”的全封闭

旧模式，建立封闭→开放→封闭完整环路的新体系。新

教学方法体系的建立，首先承认套路作为一种程式化技

术在传播、训练、考核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但其在开发

趣味性、彰显武术特色方面，仍具有较大改进空间。目的

是既不破坏套路技术本身的完整性，同时也因在其技术

练习方法中加入了开放性因素，有利于拳种理法融入教

学过程，作用于人更能发挥防身自卫的技击价值，作用于

物（套路技术本身）则能使其永葆武术特色。其具体操作

可从以下 3 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具有攻防含义的组合技术中拆解出若干或攻

或防的单个技术进行条件性技击练习。在一整套武术技

术体系中，并非每个技术动作都具有攻防含义。所以，并

无必要也不可能将套路里所有技术动作都放置于开放式

的技击情境中进行练习。此外，套路技术的构成单位是

成串组合技术，它们是在没有真实对手情况下的想象性

连续攻防练习，如果将其置于有对手的情境中，对手身体

76



刘文武，等：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探索与思考

物理空间的占据使得组合技术很难流畅展开，也不利于

各个攻防技术的提高，因此可将具有攻防含义的组合拆

解出若干或攻或防的单个技术，进行条件性技击练习，在

开放式的出动作→反馈→调适动作中，领悟封闭性技术

的开放意义，深化技术认识，提升武术素养。

其次，从具有攻防含义的技术动作中拆解出某个片段

进行条件性技击情景练习。如武术中的穿掌技术，它是

一个具有明显攻防含义的动作，可将起始部分的盖掌（格

挡）加插掌（攻击）提取出来，让学生配对进行防守反击练

习；也可将穿掌环节单独提取出来，进行插裆过肩摔的技

击训练；还可以为练习者创设一个前后均有对手的情境，

将盖、插掌（前面对手）与转身穿掌（后面对手）结合起来

进行攻防练习，以此让学生明白并体会穿掌技术之“盖、

插、穿”三要点，以及武术“欲左先右”“指前打后”的战术

思想。又如太极拳单鞭技术，主要由右手勾手、左手先捋

后按两个攻防方法连贯完成，但若将其放置于开放性技

击情境，在有对手，哪怕是条件性对手的情况下，显然无

法按照这一技术原型完整使用，所以可将其中勾手擒拿、

捋法引进落空、按法发放三片段提炼出来，进行一定形式

转换后分别进行练习，矫正学生对单练中单鞭技术的规

范性认识，提高学生对其攻防含义和技击用法的领悟力

和实践力。

最后，通过创设一对多的攻防技击场景，开放武术技

术动作的训练。如可以借鉴现代运动训练方法中的循环

训练法，设置若干个具有一对多技击场景的练习站，将套

路中具有攻防含义的技术两两/三三/四四组合到一个练

习站里，而若干个练习站相加，几乎能够包括所有从某个

武术套路中拆解出的攻防技术（练习站设置的多少由套

路中攻防技术的数量决定），在打破专项思维的同时，实

际上也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复习了技术（刘文武 等，2019b）。

这种套路技术练习方法，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武术训练

的大体模式，使冠以某拳种之名的套路教学具备了拳种

之实，符合上述跨项兼习皆能为形、拳种理法融入为魂的

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整体思路。

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教学方法的改变，还包括由专重

“练”到兼顾“教”，即改变只“练”不“教”的现状。如前所

述，武术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学校教师而非运

动队教练，所以，培养武术专业学生教技术的能力比提高

技术的能力可能更重要。而目前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由于

仍在因袭竞技训练的模式，课堂上教师更多只是从技能

提高的角度进行纠错，很少考虑从技术习得的角度进行

教学，其课堂行为只为学生呈现了如何练的示范，关于如

何教的示范则基本付之阙如。课题组调研过程中不少被

访者也反映，大学里学到的更多是练的方法，而在中小学

或俱乐部当老师，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教的问题，既要教得

会，还要教得有趣味，而这些都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慢慢

摸索。所以，改变武术专业技术教育只练不教的方式方

法势在必行。

3.2.3 丰富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既相联系又有区别，落实到武术

专业技术教育中，教学手段主要指的是为练习某项技术、

实施某种教学方法而使用的器材器具。通过教育观察我

们发现，当前武术技术教学中，教师所使用的器具，只有

自己的身和口，即所谓动作示范加语言讲解。广大教师

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受“教套路、练套路、考套路”的思维

限制，基本不会考虑武术教学还可以采用一些其他辅助

性器具。

丰富教学手段操作步骤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卢瓦尔河

武术学校创办人 Nassim Berrichi 先生教学实践的启发。

他多年前来到中国学习武术，学成后回国创办了自己的

武术学校。一开始只招到 8 名学员，一段时间后，有几个

也转学到空手道、跆拳道班。对此，他认为是教学模式的

问题，一味重复没有变化的内容，既令学员觉得缺少实用

性，也趣味寡然。因此，他锐意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改革，

突破传统模式，为提高武术技术的技击性和趣味性，开创

性地将许多在游戏中或其他体育项目教学中使用的器材

器具融入武术教学中来。例如，在教冲拳时运用排球为

学生设置实体化的击打目标，为将排球打平打远，技术动

作必须正确（水平出拳，旋转用力），同时学员两两一组面

对面交替练习，打破了传统冲拳练习的封闭性，提升了学

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练习兴趣。教步型时运用绳梯、皮

筋等辅助器材，通过转移学生注意力的方式，消解传统马

步桩、弓步桩等长时间静力性练习所产生的枯燥感和苦

累感，而且通过由简单到复杂逐级增加难度的练习形式，

不断牵引学生进行尝试的动力，既练习了武术步型，也很

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协调性。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极大

地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因添加了很多攻防反应、两两对

抗的练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武术之练（封闭式）与用

（开放式）技术之间架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调动了学生

学习兴趣，锻炼了其攻防技击意识和能力。这种教学模

式改革的探索，其趣味性和效果均优于传统教学，值得学

习借鉴。这也启示我们，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确实应

该在教学手段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研究。

4 结语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吹响了推动学校体育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号角。这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党和国家对包括武术

教育在内的学校体育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武术专业教育是整个武术教育系统的核心驱动，对于武

术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进入新时代的武术改革

发展的顶层设计，应高度重视武术专业教育改革这个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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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而作为其核心的专业技术教育改革首当其冲。

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的生源来自于竞技训练，而其人才

培养则是武术师资及推广、传播者，二者是不同的社会领

域。要彻底改革作为中间环节的武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竞

技训练专项模式，将跨项兼习皆能为形、拳种理法融入为

魂确立为整体思路，沿着改革管理体制、改变教学方法、

丰富教学手段的操作步骤，促进武术专业技术教育在新

时代完成其革命性变革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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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Wushu Technical Education：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LIU Wenwu1*，XU W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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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shu education includ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The former is
the main source of teachers for the latterand also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ultivating Wushu promoters and communicators in other
fields.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whole Wushu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Wushu major has been basically extended to competitive training mode. As a result, the narrow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the output talents in Wushu is not conducive to meet the the social needs, but also to the
high-q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itself.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conducted in the early stage,
this paper mainly uses literature review, education observation, expert inter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role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 from athletes to students and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of Wushu major. It is proved that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education reform of Wushu major i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training competiti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Wushu.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idea of transcending
the speciallimitation of Wushu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which is grasping all the Wushu events as the body, integrating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Quzhong into Wushu's techniques as the soul, and gives the concrete operation steps of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chang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enriching the teaching means.
Keywords: Wushu; competitive train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cultivation; ev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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