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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武术的标准化发展再比较
李守培，郭玉成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鉴于中医标准化工作已积累丰富经验，且中医与武

medicine and the routines in traditional Wushu，the syndrome

术关联紧密，从心态和行为层面针对武术标准化发展过程中

differenti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fighting in

面临的问题与中医标准化进行比较分析，涉及内容包括中医

traditional Wushu，th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both in traditional

与武术标准化的指导思想、中药汤剂煎煮标准化与传统武术

Chinese medicine and in traditional Wushu， as well as the

训练标准化、中医推拿手法标准化与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中医辨证论治标准化与传统武术技击标准化、中医与传统武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Wushu， etc. Correspondingly， we

术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中医与武术标准化认识误区等。认

propose that the way of Wushu standardization should follow six

为中医标准化对武术标准化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武术标准

aspects： to stick to the “Chinese-oriented” path， based on

化建设应秉持：①厘清中西武技思维方式之异，走“以我为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between China

主”的武术标准化建设之路；②优化、坚持传统武术训练标

and the western；to optimize and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Wushu

准，规避传统武术竞技化现象；③提炼、统一主要拳种套路

trai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avoid the traditional Wushu

技术标准，形成传统武术套路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④简

competitive phenomenon； to refine and unify the technique

摘

要

化、优选主要拳种技击标准，形成传统武术套路国际传播标
准化体系配套技击基准；⑤以东方情调化翻译特色为主，构
建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体系；⑥廓清武术标准化认
识误区，以标准化战略助推武术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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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tandardizatio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ushu // LI Shoupei，GUO Yucheng

Abstract

Because Wushu is closely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d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andardization is very rich，here we compared the
standardization from six aspect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ushu，inclu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guidelines，
the deco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training in
traditional Wushu， the massage skill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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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in Quan routines and for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ystems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s；to simplify and optimize the main
Quan standardization and for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s； to construct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Wushu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Oriental emotion； to clea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Wushu standardization and boost it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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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整体演进历程中，伴随全球化的不
断发展，
“ 得标准者得天下”的智慧总结，正逐步渗透
至各行各业，成为当今社会的集体认同以及未来世界
的竞争焦点。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到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致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大会的信件，
“ 标准化”不仅被提升为一项国家
深化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正切实地在国家治理体
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武术作为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准化发展的历史同人类标准化
的发展史一样悠久，且这种发展正随着中国的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前进。尤其自 2012 年全国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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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主席和秘书长联席会议提出“把武术标准化建设

武术的标准化之路与中医有相似之处，尤其竞技

提升到战略地位，全面推进各项武术标准化工作”后，

武术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术标准化重要

武术标准化正逐步探索“从传统的以实践经验为依

成果的形成，无疑受到西方体育标准的强烈影响。其

［1］

据，向当前以标准化学科理论为支撑的重大转型” 。
转型需有“他山之石”做参照。从“拳起于易，理

以奥运会为目标，虽在 2008 年走近北京奥运，却至今

依旧未能走进奥运。当然，这并非在否定竞技武术对

成于医”的历史事实出发，就总体结构而言，武术上的

中国武术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客观地讲，竞技武

理、法、劲、招跟中医的理、法、方、药，其理论原则和处

术作为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武

理方式是全息映照和深度相通的

［2］

。这是武术标准

术不得不做出的改变。即使在未来，竞技武术也依旧

化与中医标准化可以比较的前提。同时，以标准化学

不应放弃已经坚持了数十年的奥运之旅。只是当前

科理论为支撑的中医标准化早已起步，并取得了一些

的东西方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与数十年乃至十数年

突破性成就，其间积累的许多经验、得失对于武术标

前相比，均有极大差别。中国武术理应顺应时代大

准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势，深刻反思造成中西武技文化现象千差万殊的根本

笔者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医与武术标准化发展的

原因，深入认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重新规划未来的

［3］
比较研究》
，主要就物态和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析，本

标准化之路。只有这样，传统武术才能更好地展现其

文则从物态、制度、行为、心态文化 4 个层面进一步深

真实面貌，发挥其文化作用；竞技武术才能更好地继

化研究，并主要从心态和行为层面对武术标准化发展

续其竞技之路，圆其奥运之梦。

较为迫切的方面与中医标准化进行再比较分析。

1.2

1

比较

1.1

中医标准化与武术标准化的比较

中药汤剂煎煮标准化与传统武术训练标准化的
从文化行为的角度看，中药汤剂煎煮标准化的

中医理论

变迁历程与传统武术训练方法标准化的演变具有可

以“气”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个体化诊疗，运用辨证论

比性。历史上的中药汤剂煎煮一般以手工进行，属个

治的方法，在五行生克的整体关联中求得阴阳平衡，

体化行为，与用药一样有常有变，具有较强的个性，是

具有自身独特的生理观、病理观和疾病防治观，与注

理、法、方、药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行

重精准分析的西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为习惯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被悄然改变，由传统炉

中医标准化应该按照自身规律，走自己的路。然而，

火“一贴一煎”的煎煮模式转变为现代设备煎药机“千

中医与武术标准化的指导思想比较

在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中医无疑
在被强力裹挟着，致使所谓的中医标准化，很大程度
上是在拿西医之“准”来“标”中医之路。以中药和西
药为例，中药成分复杂，多复方配伍而用，
“ 讲究用药
［4］
性治病，而西药则根据成分治病”
，这是 2 种完全不

篇一律”的操作方法。煎药机最早创始于韩国，1996
年开始进入我国，到 2009 年有研究指出其“中国使用

客户已有 2～3 万家医院，国内县以上中医院普及率
［5］
达 50%～60%，浙江、北京普及率超过 95%”
。煎药

机的使用有提高煎药效率，操作规范，易于控制，延长

同的诊治思想。然而，在中药标准化过程中，却往往

汤液保质期，便于存放、携带、服用等诸多优点，但也

拿西药标准衡量中药。如有药物研发人员提到：
“我

存在无搅拌过程，不能实现文武火转换，没有轻煎久

们曾申报过一个新药，它是由解表宣肺、化痰止咳、清

煎的变化，不能满足先煎后下、煎汤代水、去滓再煎、

热解毒三类中药组成，其中哪些是有效成分，很难确

分煎和合等特殊煎煮要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基本可

定，但为了通过审批，只好指定了一个能定性定量的

以概括为现代煎药设备煎煮方法与传统中医煎药理

黄芩甙做有效成分，以此制定工艺和质量标准，也就

论和标准的冲突。当然，在这种方式下煎煮出来的中

是说今后检查此药的质量，只要黄芩甙含量达标就行

药也不可能完全发挥出理想药效。在此背景下，卫生

了。如果止咳化痰和解表宣肺的药含量不足，仅仅黄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并发布《医疗机构中药煎

芩甙达标是不能保证药品质量的，所以勉强确定有效

药室管理规范》，其中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煎药机“应

成分和质量标准是自欺欺人。如果‘六味地黄丸’在

在 常 压 状 态 下 煎 煮 药 物 ，煎 药 温 度 一 般 不 超 过

［4］

今天，是万万通不过的。” 类似一些在中医标准化过
程中令人无奈的事例还有很多。当然，近些年，中医
界也已开始逐步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在 2011 年

遭受“欧盟封杀中药”之痛后，中医领域专业人员已在
积极思考构建“以我为主”的中医标准化体系。
92

100 ℃，要实现两次煎煮、文武火转化、满足汤药的特
殊煎煮要求”；而且有报道称，
“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组织研发的新型中药煎药机，已能够实现自动两煎、
自动加水计量、文武火自动转换、先煎后下、自动搅

拌、煎煮定时、药渣自动分离、均分包装等 13 项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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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
，较之以前的煎煮方法更能充分发挥药效，是在

用手法运动学、动力学、生物力学等学科的成果和研

创新技术基础上对传统煎煮理论与标准的回归与靠

［10］
究方法，促进推拿手法的量化及规范化、标准化”
，

近。可见，中药汤剂煎煮必须在遵循传统中药煎煮理

但绝不能陷入不中不西、归宗无门的尴尬境地。

论和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否则便不能获得理想
药效。

传统武术套路由先秦至明清的标准化发展历程
与中医推拿手法类似，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无

在传统武术训练领域，长久以来，各拳种流派逐

序到有序的过程，最终达至拳种林立、流派纷呈的局

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与技术标准，由此呈现出迥

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传统武术技法数千年不断精

异的演练风格和纷繁的技法特色。但随着近代西方

细化、繁杂化、有序化的结果，当然也可视为传统武术

文化思潮与体育训练标准的涌入与冲击，中国武术以

技法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具体地说，各拳种

西方体育运动为参照，逐渐形成了以“长拳”为代表的

流派对于各自技法的规定与要求，均是传统武术中客

竞技武术运动体系，并一度达至“一花独秀”的发展态

观存在的各种事实标准。民国时期，
“中华新武术”是

势。受此影响，传统武术技术风格大都不再传统，而

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的重要形式，中央国术馆和精武

“变得不伦不类、花枝招展起来，呈现出舞蹈化、技巧

体育会为传统武术套路的标准化传播做出了突出贡

［7］

化趋势” 。这一现象的出现，源自传统武术训练标

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化太极拳、竞技武术

准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历史中形成，有其必然性。但

套路、段位制传统武术套路等的诞生是传统武术套路

以中药汤剂煎煮标准化的发展历程为镜鉴，我们认

标准化的主要新成果。可见，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一

为，传统武术训练方式固然可以创新，而且应该有所

直在发展，而且在历史及当下对传统武术的国内外传

创新，但不应与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传统武术训练

承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中医推拿手

理论和标准相违背，正如现代煎药设备的煎煮方法不

法标准化为借鉴，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统

应与传统中医煎药理论和标准相冲突一样。因为一

武术套路标准化成果，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竞技

旦形成严重冲突：中药药效必然大打折扣，甚至产生

武术套路是对传统武术套路的异化；简化太极拳及段

不可预测的毒副作用；传统武术也必然严重异化，从

位制传统武术套路中的任一套路，均无法从宏观上简

而造成其在技术与文化双重层面上不可逆转的损失。

洁地反映出该套路所属拳种的各流派最为精华的武

1.3

中医推拿手法标准化与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的

术技法，未能实现对原有拳种流派的综合、提炼、融

中医推拿手法历史悠久，从先民最初的本能施

摄、超越。因此，整体来看，中医推拿手法标准化对传

比较

为，到如今特色纷呈的诸多流派，其间经历了由无意
为之到有意运用、由手法简单到技法繁复、由杂乱无
序到系统研究的过程，凝聚着历代医家辛劳的汗水，

统武术套路标准化的启示主要有 2 点：①标准化对于
传统武术套路发展而言极为重要；②传统武术套路标
准化应从“提炼、统一”上下功夫。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中医

1.4

推拿手法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发展历程。但在历

比较 “辨证论治”概括了医家辨别症候、实施治疗的

史沿革、文化归属、地域分割、师承有别、环境差异等

过程，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由于辨证论治具有同病异

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当下不同流派推拿手法迥然有

治、异病同治的高度灵活性，是一种个体化诊疗，常常

别，同一流派不同传人之间也往往差异显著，而且还

被认为无标准可言。但事实上，辨证论治自古即有标

普遍存在同名异法和同法异名的现象，以及手法描述
不规范和实际临床中“科学性不强的非理性操作频繁
［8］

中医辨证论治标准化与传统武术技击标准化的

准可依，如《伤寒论》的 398 条经文，
《脉经》的 24 脉象，
都是辨证论治的“标准”。可以说，历史上中医的发展

出现” 等问题。这些问题给中医推拿手法的“教育、

通常都是以对辨证论治标准的概括、总结、提升为基

培训、学术交流等造成困难，引发了近年来手法事故

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中医药研究者围绕

和并发症的增多，严重影响手法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

证候标准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对证候概念和内涵、证

［9］

性” 。标准化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受到
很多专家的支持，如有研究就骨伤推拿手法标准化的
赞同度做调研，得到的反馈问卷中有 88% 的专家、学

候分类、命名、证候量化的诊断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化。近 20 余年来，证候规范化研究更是成为了中
［11］
医药现代化和标准化研究的热点”
。诚如国家中医

者持支持态度［9］。中医推拿手法标准化需要在系统

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查德忠所言，辨证论

整理研究推拿手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保持推拿手法

治推崇个体化诊疗，但“个体化诊疗不是随心所欲，也

的传统特色，可以“借鉴西方整脊疗法的发展模式，利

有一定之规，标准化不会制约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个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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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化特征，关键是处理好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当

化，我们可更为准确地将这种翻译方法称为“东方情

然，中医辩证诊疗标准化也不能抹杀个体化诊疗和众

［17］
调化翻译”
。东方情调化翻译不仅是翻译方法，也

多学术流派的特色，要知常达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可视为一种翻译标准，在当前的中医领域运用较为普

［13］

为的原则” ，在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中达到辨证论

遍，如《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

治的客观化、标准化。

准》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国际标准》，较

原始人类的技击需要促使了武术的产生，并在历
史的磨砺与择取中逐步凝练、规范成今日传统武术的
技击样式。从技击样式的宏观特征看，传统武术明显
有别于跆拳道、空手道、拳击等域外武技，应该说这本
身就是传统武术的一种存在标准。从传统武术的技
击发展史看，其经历了由无章法的随意打斗，到技击
手法和理论的不断提炼，以至形成以技击“标准”不同

多地采用了东方情调化翻译；世界卫生组织（WHO）
于 2010 年 在 日 本 东 京 召 开 的 传 统 医 学 国 际 分 类

（ICTM）会 议 上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第 11 版（WHO/ICD11）负责人 Ustun 在致辞中明确提出：翻译传统医学概

念和术语的时候，尽量不使用相关的西医概念和术
语，这应是今后制定 WHO/ICD-11 时所遵循的一个基
本翻译标准［18］。

为区分的拳派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传统武术技击

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主

标准不断提炼和升华的过程，是传统武术技击标准化

要针对日本、朝鲜等国，大多为汉日翻译、汉韩翻译，

的过程。与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特征类似，传统武

以及汉语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语言翻译等。由于受到

术技击也强调变化，甚至有“练时有定规，用时无定

地域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影响，传统武术名词术语英译

法”之说，但这并不妨碍传统武术发展史上历代拳家

的历史相对较短暂，有历史可考的记载始于清末［19］。

对于技击标准的提炼与总结，如“指上打下，指左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汉英武术词汇》
（1988 年）、

右，指前打后”
“上乘落，下乘举，前乘冲，跃乘起”等均

《英汉汉英常用武术词汇》
（1989 年）、
《汉英英汉武术

是技击标准。这种普遍标准与所谓“用时无定法”
“打

词典》
（2007 年）等的相继问世［20］，推动了传统武术名

无定法”的个体化技击理论之间的关系，正是前述中

词术语翻译的标准化发展。但深入来看，仍旧存在很

医辨证论治中所强调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体现了历

多问题，如“一词多译、死译硬译、望文生义等现象在

代拳家知常达变的技击意识。而从武术发展的史实

［21］
现行武术译本中较为普遍”
。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

看，这种普遍标准的总结，非但没有制约个体化技击

归因于武术领域翻译标准的缺失［22］，当然也包含传统

方法的运用，反而促进了拳种流派的诞生，促进了传

武术名词术语翻译领域标准的不完善。

统武术的发展、丰富与完善。

1.6

1.5

中医与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比较

中医与武术标准化认识误区比较

我国标准化

术

工作起步较晚，且主要在工业、农业、管理等领域应用

语是通过语言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某一专业概念的

较多，直到近年才引起文化艺术领域的高度重视。如

［14］84

一种约定性符号

。一个领域的名词术语是该领域

工作者相互沟通的通用语言。中医和传统武术名词
术语翻译标准化，对中医和传统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具

2007 年文化部制定了《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7－2020）》，2009 年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成立。所以，在一些文化领域，尤其像“丸散

有重大意义。在翻译领域，常用的翻译方法有直译

膏丹，神仙难辨”的中医和“以无法为有法”的武术，这

法、音译法、意译法、异化法、归化法、注解法、综合翻

种一直给人留有“无标准”印象的中国传统文化领域，

译法等。而在目前的中医名词术语翻译中，直译是最

对标准化学科较为隔膜，对标准化理论的引入存在很

主要的方法；对于难解释的术语，则适量运用音译来

多认识上的误区。

［15］

表达

［16］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也以异化为主

，归

宏观来看，由于中医和武术在历史、文化、思维等

化为辅。所谓异化，是指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中医文化

多方面关联紧密，有关标准化的认识误区也较为相

特色，尊重中医文化独特性和完整性的翻译方法；所
谓归化，是指在翻译时尽量依照目的语受众的表达习
惯，尊重目的语受众接受过程和接受程度的翻译方
法。整体来看，不论音译、直译还是异化，所强调的均
是对中医文化特色的关注，按照西方翻译家 Venuti 的

观点，这可统称为“异国情调化翻译”，即翻译效果凸
显原语文化特色。顺应此思路，由于中医属于东方文
94

似，主要有：①认为中医和武术没有标准；②认为中医

和武术无法标准化；③认为中医和武术不需要标准；
④认为标准的建立有碍中医和武术的发展。针对这

些认识误区，本文主要从“事实”的角度对中医领域进
行简单澄清，以对武术领域起到借鉴作用。而就武术
领域认识误区从学理上的廓清，则留待下文的 2.6 一
节专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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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发展史看，尽管在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标

如此，中国武术的标准化之路整体上便不应以西方武

准”
“ 标准化”的概念，但中国古代的中医标准其实已

技、西方体育的标准为标准，否则便不仅是对中国武

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伤寒论》
《温病条辨》等古籍

术的不自尊，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退一步来

中记载的无数经方，无疑是“标准”存在以及具有很高

看，即使从一开始便烙有西方体育标准印痕，甚至尽

水平的力证。事实上，历代医家正是在对于辨证施治

量以西方体育标准规范自身的竞技武术，在经历了数

经验、规律的积累、传承以及重复使用中，建立起了中

十载漫长光阴的竞技、奥运之旅后，仍不被奥运会这

医的事实标准。正是由于这些事实标准的不断累积，

一西方体育的“最高标准”所完全承认，也证明竞技武

促成了中医领域蔚为壮观的文化气象。有人会以中

术之前的“标准化”思路并不完全合适，如此便不得不

医的个体化诊疗特色证明武术不能标准化，但“中医

改弦易辙，以更为自尊、自主的方式发展。所以，中国

诊疗的个体化特征表现虽多，却离不开基本证型的范

武术的未来标准化之路，必须“以我为主”。

围。换言之，中医诊疗个体化，不是‘千人千面’，更多

2.2

［14］27
的情况是‘大同小异’”
，遵守着共同的基本规范与

技化现象

理论。也正是这些基本规法和理论构成的“标准”，保

练标准化的比较，从悠远历史中缓步走来的传统武

障了中医个体化诊疗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奠定了中医

术，面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竞技武术的同化，出现

诊疗个体化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医不仅有标

普遍竞技化现象。这一现象在当下频遭诟病，却也是

准，可以标准化，更需要标准，而且适度的标准化对中

历史的一种无可奈何。然而当竞技武术无缘奥运、体

医发展还有重大促进作用。

育强国号召提出、文化强国目标树立等系列重大事件

2

发生之后，应对已然普遍形成的传统武术竞技化现象

2.1

中医标准化对武术标准化的启示
厘清中西武技思维方式之异，走“以我为主”的武

优化、坚持传统武术训练标准，规避传统武术竞
基于中药汤剂煎煮标准化与传统武术训

做深入反思。否则，再过若干年，当传统武术彻底竞

术标准化建设之路 基于中医与武术标准化的指导思

技化后，传统武术的技术与文化也将随之彻底流失，

想比较，
中国武术的标准化之路需要在深刻认识中西武

那时的我们不论再做多么深刻的反思，历史也不会给

技文化现象区别的基础上重新规划。但由中西武技派

予纠正的机会。深入反思，需要我们在西方文化思潮

生出的文化现象千差万殊、错杂斑斓，
若仅从这些现象

和体育训练标准的冲击中，不偏不倚，摆正位置，通过

的细枝末节中去体认、
思考，
便会感慨
“乱花渐欲迷人眼”
。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世界文化图景中的位

而当我们将视野投掷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后，
则又
“柳暗

置与作用，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武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

花明”
，
顿生豁然开朗之感。此处所谓思维方式，
是指由

逐步积淀形成的训练方法和标准，确认我们应该向世

一系列基本观念所规定和制约并被模式化了的思维整

界、向未来呈现怎样的中国传统武术。

体程式［23］，
位于文化的最深层，
主导并控制着文化的发

中国传统武术拳种众多、流派纷呈，对不同拳种

展方向与表现样式。因此，
对中西武技思维方式进行梳

流派的训练方法和标准逐一做梳理，自然不是本文所

理，其实是对 2 种文化现象的分别归约，有助于我们执

能做到的；对中国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和标准从宏观

简驭繁，
深入透视中西武技，
从而更为合理地规划中国

上做梳理似乎也不是本节所能完全容纳的。但我们

武术的标准化之路。当然，
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对标

至少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以及

准化理论中“简化”原理的运用。

世界文化潮流发展大势来考虑，并以中药汤剂煎煮标

中西武技分别在中西 2 种不同的文化中孕育而

准化的发展历程为镜鉴，提出中国传统武术呈现给未

成，堪称中西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中西文化的主导思

来世界的理应是创新而又纯正的中国传统技击文化

维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按照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楼宇

的观点。创新主要是就训练方法而言。现代科技及

烈的观点，西方近代主要以科学思维为主，而中国人

训练理论的发展与介入，往往可以更为科学、有效、安

则习惯于人文思维。他认为：
“ 人文思维和科学思维

全地替代或改善某些在农耕时期形成的传统武术训

有很大不同，科学思维是从静态出发的，或者是从具

练手段。但创新不应以牺牲传统武术技术的纯正为

体的物出发的，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性；而中国的

代价，而应保证甚至提升其纯正度。这种效果的达

人文思维，则是从人出发的，或者是从人事出发的，是

成，来自我们对于传统武术训练标准的清醒认识，以

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

及对它的优化与坚守。所谓传统武术训练标准，准确

［24］

的、随机的、综合的。” 所以，中西武技的思维方式必
［25］

然也存在人文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

地说，是指经过传统武术训练后，训练者所应达到的
标准，如太极拳的松与柔。当然，标准需要优化，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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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简化，并提炼出每一拳种流派的核心标准，这些

2.4 简化、
优选主要拳种技击标准，
形成传统武术套路

核心标准是该拳种流派之所以成立的基准，舍此则不

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配套技击基准 鉴于中医辨证论

能表征该拳种流派的身份。如此，通过优化、坚持传

治标准化给予传统武术技击标准化的启示，
以及套路和

统武术训练标准，可呈现给未来世界一种创新而又纯

技击素来都是传统武术两大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
故有

正的中国传统技击文化，自然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规避

必要在形成传统武术套路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的同时，

当前的传统武术竞技化现象。这是一种文化回归之

进一步简化、优选主要拳种技击标准，
形成传统武术套

路，可有效防止传统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流失。

路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配套技击基准。这不仅可更为

2.3

全面地向国际民众展示中国传统武术的内容，
还可有效

提炼、统一主要拳种套路技术标准，形成传统武

术套路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

基于中医推拿手法标

准化与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的比较，可知传统武术的
发展史就是传统武术的标准化史，传统武术本身即蕴

提升传统武术学习者的水平，
因为从一开始，
“教育标准
就决定了教育者的做法，
以及被教育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27］

。就此而言，
之所以选择做技击基准，
主要是考虑到

含着标准化因子。这打破了人们普遍对于传统武术

绝大多数国际受众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程度，
以及传统武

无标准、不可标准化的认识，从历史层面上为传统武

术套路国际传播标准化体系内容的简洁性、核心性、典

术未来的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鉴于国内

型性。当传统武术技击进入高水平时，
便
“打无定法”
、

外传统武术发展情况悬殊，根据武术传播的针对性原

甚至
“拳无拳，
意无意，
无意之中是真意”
，
实现了对技击

则，国内外的传统武术套路标准化应区别对待，所以

标准的随意运用，
或超越了技击标准的范畴，
从而无需

此处只针对传统武术套路国际传播标准化进行思考。

再做标准。

（1）以“统一、简化、协调、选优”为基本原理的标

在基准制定的具体操作层面，
应主要突出简化、优

准化，对传统武术套路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因为仅

选的原则。经提炼、
统一形成的传统武术套路国际传播

“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传统武

标准化体系，
浓缩着
“主要拳种”中最为典型、精华的武

术拳种就有 129 个，每个拳种又有为数不等的流派，
倘若不进行标准化处理，如此多的拳种流派，向国际

上推广具体该推广哪些，又该怎么推广，推广的顺序
如何，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另外，在推广的过程中，
还很容易发生厚此薄彼的事情，从而导致不和谐“声
音”的出现。

术技法，
这些技法均具有较强的技击含义。
“配套技击基

准”：
①指对标准化套路中所有武术技法技击含义的逐
一解读，
以使套路演练和技击方法相配套，
这类似于传

统武术师徒传承中的
“拆招”
过程；
②因为对于传统武术
技法而言，
每一个动作均包含着多种技击含义，
“配套技

击基准”不可能将之穷尽，
所以只能从这些技击含义中

（2）以中医推拿手法标准化为借鉴，传统武术套

优选出最基本、最简单、最实用的含义加以演示说明。

路国际推广标准化应主要从“提炼、统一”上下功夫。

可见，
这是一个优选与简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
可结

优选主要拳种，对其分别做标准化，每一拳种形成一

合
“各主要拳种”的主要技击理论，
如形意拳的
“硬打硬

个标准化套路。每个标准化套路应尽可能简洁地综

进无遮拦”
、
太极拳的
“仰之则弥高，
俯之则弥深，
进之则

合、融摄其所属拳种下各流派最为典型、精华的技法

愈长，
退之则愈促”等，
分别提炼
“各主要拳种”的
“核心

与风格，对于相类似的技法进行优化、统一，对于不同

配套技击基准”
。这是对
“配套技击基准”
的进一步简化、

的技法与风格则继续保留。如此形成的传统武术国

优选、
融摄、
超越，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学习者对传统武术

际传播标准化套路，可从宏观上简洁地反映出该套路

技击方法与理论的认识和运用能力，
也符合传统武术一

所属拳种各流派最为精华的技法与风格，实现对原拳

精百精、
一通百通、
知常达变的学习规律。当然，
虽然形

种流派的综合、提炼、融摄、超越。

成了基准，
但技击练习与运用毕竟是非常个体化的，
所

（3）对于“主要拳种”的遴选，应综合考虑文化、
地域的因素，尽量达到选择较少的拳种，却展现出较
［26］

完整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目的

。

以在传播过程中仍需考虑受众的性别、个性、体质等诸
多因素，
进行灵活变通，
甚至做个体化传播，
须知
“尝试
［28］
运用‘一刀切’的标准去传播是注定要失败的”
。

如此形成的传统武术国际传播标准化套路体系，便不

2.5

仅是综合、融摄了主要拳种流派精华的几个彼此独立

术语翻译标准化体系 有研究认为，长期以来，武术翻

的套路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整体上协调一致、可以较

译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用奥林匹克体

为完整地呈现传统武术技法精华、风格特色与文化内

育文化阐释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内涵。在

涵的有机体系，是整个中国传统武术的典型代表。

一些武术翻译中，
尤其在竞技武术运动的技术与理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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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
这种现象较为明显。例如，
竞技武术套路中的旋

领域存在大量的事实标准，如每个流派的技术要求，

风脚等难度动作的翻译不是直译或音译，
而是采用了编

每种兵器的形制规范等。②武术可以标准化。
“标准”

码的形式，
这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
实际上是主动抛弃

强调统一，但并不是必须绝对统一，更不是必须统一

了这些名词术语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内涵。正如
“针灸穴
位名称国际标准目前习惯上采用代码形式，
从而丧失了

到只有 1 种规范，而是可以相对统一，做范围上的限

制，或形成所谓的“基准”。
“ 统一”主要是针对重复性

针灸经穴名称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和医理意义。这种做

现象而言的，武术领域存在大量的重复性现象，如武

法，
可谓是针灸西传史上的一大教训。这样的教训再也

术流派的传承制度，武术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八卦观

［18］

不能重现于中药名称的国际标准化过程之中” 。同样

念等，而且武术领域大量事实标准的存在，也是武术

地，
用奥林匹克文化阐释武术文化的做法，
不应也不能

可以标准化的例证。③武术需要标准，因为武术标准

继续出现在传统武术翻译中。

是对武术重复性现象的总结，是对武术规律的提炼与

事实上，就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而言，

升华，只要“标准”得当，便十分有助于武术的发展，如

在专家访谈中，专家们认为针对大多数名词术语，采

历史上大量拳派的形成便有“标准”分类的作用，武术

用音译为妥，并表示这也是在大多数传统武术对外教

术语翻译的合理标准化也必然有益于武术的国际化

学中的普遍做法。音译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情调化翻

传播。④标准化虽然是一把双刃剑，但只要合理运

译。但对于没有汉语基础的传统武术初学者而言，若

用，一定是有助于武术发展的。标准有强制性标准和

只进行音译，明显不能有效传达传统武术的丰富意象

推荐性标准之分，这在给予受众更大选择权的同时，

和完整内涵，这不仅不利于传统武术的深入传播，也

也为降低标准运用不当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提供了

无助于学习者深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在

更多缓冲空间。

很多情境下，便需要使用意译法、注解法等做补充。

总之，在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武术标准化是武

在运用这些翻译方法的时候，同样应该注意凸显东方

术特色和优势的载体，有助于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

情调。例如，对于术语“三盘落地”的注解，应将传统

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是武术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内

武术上盘、中盘、下盘的理论特色讲出来，而不应译成

容之一，也是武术迈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与重要推动

“三只盘子落到地上”。总之，
“东方情调化翻译特色”

力量。可以说，武术标准化作为促进武术现代化发展

理应是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的宏观标准，这一标准

的一项重大战略，势在必行，但标准化只是手段，促进

在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归化法、异化法、注解法、

武术发展才是目的。因此，标准化的同时应防范由于

综合翻译法等各种翻译方法中均可不同程度地呈现。

标准的不完善、不全面而阻止技术体系的全面性；对

这不仅有助于武术文化的深入传播，促进文化交流，

民间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流派也不应遏制，这是标准

也有益于译入语的丰富和发展。换言之，我们应以东

化不断发展的源泉［26］。

方情调化翻译特色为主，构建传统武术名词术语翻译

3

的标准化体系。
当然，
不论是否以东方情调化翻译特色为主，
翻译
中均应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问题。以
“玉”
字为例，
其
在中国文化中是端庄秀丽、珍贵高洁的象征，
常被用来
称赞女子；
有人曾将太极拳中的
“玉女穿梭”
翻译成
“jade
girl works at shuttles”
，
然而 jade 在英语中却常喻指
“名誉

结束语
从“它山之石，可以为借”的思路出发，本文选择

中医标准化作比较，以对当前的武术标准化形成启
示。然而，武术和中医均博大精深，标准化涉及的方
面之多远非一篇学术论文可以完全容纳。故此，在物
态、制度、行为、心态的文化四层次结构中，本文主要

不良的女子、
荡妇”
，
此时的翻译就没有注意到 jade 一词

就心态和行为层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而且它们在文

2.6

有统领意义，也就更具研究价值。

在英语中的蕴涵意义［21］，从而引发文化误读。

廓清武术标准化认识误区，以标准化战略助推

武术现代化发展

基于中医与武术标准化认识误区

的比较，对武术标准化的认识之所以会形成误区，根
本上是由于对“标准”
“标准化”内涵的片面理解，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廓清。①武术是有标准的。
“标准”
有正式标准和事实标准之分，前者是经由权威部门发
布的文件，后者则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很显然，武术

化结构中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对于物态和制度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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