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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矩不成方圆，是比赛就要有规
则。此次无遮大会没有选择武术套路，而
比拼七十二艺，是因为七十二艺功力如何
能一目了然，方便通过规则判定。

近半年来，郑书民全程负责了少林七
十二艺选拔赛的筹备工作，除了场地等后
勤问题，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项目选择和
规则制定。此次比赛的石锁竞技、铁砂掌、
二指禅和掌上飞刀四个项目，主要满足的
条件是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观赏性较高
和判定输赢的直观性。“要公开透明，尽量
减少模糊地带，让爱好者积极参与，并且感
觉到尊重和平等。”他举例说，石锁一举输
赢立马见分晓，飞刀能否射中也非常直观。

除了掌上飞刀，其他三个曾出现在全
国武术功力大赛中，这次便沿用了此前的
规则，而从未有过竞技比赛的掌上飞刀项
目，需要新制定规则。筹备组总结了少林
和民间名门派的特色，求同存异，并在河南
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进行了多次研讨。

“以后还需要逐步完善，这一次算是试
水。”郑书民说。大赛结束后，七十二艺选
拔赛的选手微信群里，对比赛规则的讨论
仍然热火朝天，大家对扔飞刀的距离、出手
的速度等因素纷纷建言。事实上，比赛中，
选手甚至没有统一的器械，而是自备不同
的器材。

洪浩是此次比赛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他坚信，东方的传统体育也可以现代化转
型，传统的少林七十二艺能够走上竞技
场。他向大河报记者透露，少林寺已经在
考虑要将比赛常态化，并打算成立一个专
门的七十二艺研究机构，研究赛事的规则
和各种项目，包括对新增项目的科学论证，
为赛事的专业性保驾护航。

洪浩说，机构将围绕着让比赛更科学、
选手水平更高来开展工作，为观众呈现出
更高水平的比赛。至于下一届最有可能新
增哪些项目，他觉得，群众练习基础较好的
武术长杆、流星锤都有可能。

释延庄认为，现在推广传统武术正当
其时，“人们物质生活改善后，更关注健康，
现在都市人群流行健身，但别忘了还有祖
宗传下来的武术，传统武术重在形和意的
结合，并且能够身心兼修”。

的确，据江苏的参赛选手介绍，在江
苏，知道石锁、有兴趣玩石锁的人随着全民
健身的提倡越来越多，目前在江苏约有
2000人。掌上飞刀冠军农俊宁从2011年
开始，推动成立中国飞刀联盟，成员从开始
的几十人，目前已经发展到数千人。

在无遮大会开幕当天的媒体见面会
上，释永信也有意让七十二艺接地气，他
说：“大家说得比较玄一些，其实有不同类
别，我们将适合人们强身健体的项目进行
推广，希望对大家健康的提升有所帮助。”

多年来，少林寺一直致力于让中国文
化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135个海外少
林文化中心在48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
城市弘扬着少林文化。郑书民透露，计划
通过这些窗口，让更多外国人认识少林七
十二艺，认识中国的传统体育方式，并吸引
他们来学习、观赏、参赛，“让世界分享我们
的体育健身方式”。

□策划 文体新闻部 执行 记者 张丛博 王玮皓 实习生 甘珊珊 文 记者 平伟 许俊文 王亚鸽 摄影

核心提示 | 首届少林无遮大会之少林七十二艺选拔赛，不仅吸引了各路高手云集嵩山，更是让神秘的少林七十二艺再次成为
人们热议的话题。少林七十二艺是何时形成的？为何是比拼七十二艺而不是拳法套路？少林七十二艺有的失传了吗？这场
比赛距离“东方奥运会”的愿望还有多远？大河报记者专访少林寺资深武僧及参与本次大赛的相关各方来一一解答。关于少
林七十二艺，我们不看热闹看门道。

■铁砂掌

武谚说：“一力降十会。”掌硬、力大
自然占据优势，久而久之，就有了铁砂
掌这门功夫。因为各种影视和小说的
加工，很多人误以为铁砂掌就是要把手
反复插进滚烫的铁砂里练习，最终达到
开砖劈石的效果。

“这些情节是小说里虚构的，这样
练不出铁砂掌，只会把手练伤。”中国武
术协会铁砂掌研究会会长张龙祥说，练
习铁砂掌的传统方式是，把一个装满铁
砂的沙袋横放，反复用手的不同部位击
打，细分下来是切、拍、砸、打、点、杵。
由于铁砂容易把手刺伤，张龙祥就换成
了钢珠。铁砂掌选手的手掌都显得异
常浑厚，足见平日里吃的苦头常人难以
想象。

■石锁竞技

作为武术功力训练器材，石锁早已
在民间流传。不少上年纪的武师说，石
锁是老一辈武术人的必修课，考武状元
就考弓、刀、石、马、步。别看这石锁简
单，却不仅能练力量，还能锻炼柔韧性、
灵敏性、平衡性。

在开封，当地人把练石锁当成了游
戏，练出了趣味，成年累月地提高难度，
琢磨新花样，将石锁玩成了绝活。这个
被誉为“中国式举重”的最初项目规则，
就由时任东大寺武术训练基地负责人
的郭宝光精心编制。

■二指禅

二指禅最早的影像资料来自于功
夫巨星李小龙，用单手一根手指做俯卧
撑，是他的绝技之一。

作为无遮大会二指禅比赛的裁判
长，王巍堡被誉为“二指禅王”。

练习二指禅有什么秘诀？王巍堡
的回答是：没有秘诀，苦练才是硬道
理。出身武术世家的他从8岁练习二指
禅，最基本的练习就是在手指上挂上两
个盛满水的水桶，日复一日地增强手指
力量。从双手二指倒立的动作，到单手
二指倒立，王巍堡整整用了 12 年才完
成。他说，“二指禅”靠的不仅是指力，其
实是全身功夫，还要用到腕力、臂力、背
肌、腰肌等，对身体的柔韧性、全身的控
制力有很高要求，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掌上飞刀

自古以来，暗器就是一门功夫，其
特点就是“藏匿不露，小巧精悍，数米之
外，伤人于无形，决胜于瞬间”，飞刀就
是暗器的一种。想要飞刀打得准？没
有诀窍，靠的就是苦练，达到肌肉记忆，
每次的动作保持一致，自然能够做到刀
无虚发。

杨正清是此次掌上飞刀比赛的裁
判长，他6岁时就开始学习飞镖暗器，精
通各种传统暗器，甚至将筷子、钉子、螺
丝刀等日常生活用具当作武器练习使
用。被誉为“中华镖王”的他靠的也是
日复一日的积累。杨正清说，飞刀作为
一个从民间复兴的传统技法，眼下才刚
刚起步，未来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标准和
体系。

如何练就
四门参赛绝技？

8月1日上午，正在举办首届少林
无遮大会的少林寺内游人如织。寺内，
那块金庸题写“少林秘笈，国之瑰宝”的
碑刻前，不断有游客驻足，不时会有人冒
出一句：“少林七十二绝技是真的假的？”

对很多人来说，是通过金庸认识
了少林寺，知道他笔下的少林七十二
绝技神乎其神，如果谁能艺兼多门绝
技则必定是江湖高手。少林寺更喜欢
用“七十二艺”的叫法，其官网上还公
布有详细的七十二艺名称，如铁臂功、
排打功、铁扫帚功、足射功、铁头功、石
锁功、飞檐走壁法等。

细心的游客，能听到从一墙之隔
的僧人生活区里传来的阵阵习武口号
声。那里有一道青石斜坡，因为下雨
变得光滑，数十名小武僧正快速上下
奔跑热身，摔倒了就立即爬起，继续训
练。热身之后，他们要移步到练功房，
开始每天8个小时的训练。

武僧们居住的小楼过道里，摆满
了晾满训练服的晾衣架，每次练功都
会汗湿衣服，他们需要不断地更换清
洗。门口码放着数十块石锁，是前一
天结束的七十二艺选拔赛用过的，其
中有江苏省石锁运动协会向少林寺赠
送的122斤重的“石锁王”。石锁功是
少林七十二艺之一。

“绝不绝，不在艺而在人。”在少林
寺资深老武僧释延庄的住处，他在饮
茶间隙的轻言慢语，将“少林七十二
艺”的神秘面纱逐一揭开，“很多艺听
起来好像很玄乎，高高在上，其实很简
单，关键在做”。

释延庄是少林寺武僧团里备受敬
重的前辈，尤其是那胸前飘动的胡须，
使他更显得威严而神秘。他1982年
进入少林寺习武至今，擅长少林金刚
掌、铁布衫、少林禅功柔拳等。2006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少林寺，他表

演的少林禅功柔拳，刚柔相济，出神入
化，受到普京高度赞誉。第二年，释延
庄一行三位武僧又被普京请进俄罗斯
总统府做客。

他说，七十二艺里，每一个都有具
体的指向目标。比如金钟罩、铁布衫
练习的是抗击打能力，金刚拳练的是
打击力，一指禅是练指上功夫，铁砂掌
练的是手掌力量。“飞檐走壁是不是与
现在流行的跑酷很像？它俩练习的都
是跳跃能力。”

少林七十二艺门类很多，但人们
能有幸亲眼所见的屈指可数，哪怕少
林僧人也只是对其中的几种或十几种
相对擅长。“之所以称为绝技，就说明
稀缺，需要通过长期的练习，达到超出
常人想象的发挥效果，常人不能为才能

‘绝’。”在释延庄看来，七十二艺是选
项，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掌握的，要因
材施教，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铁头功、鹰
爪功、二指禅等都是针对特定对象而练
的。其中蕴含了扬长避短、相生相克、
强弱转化、避实击虚的哲学道理。

无遮大会选择七十二艺为比赛项
目，而不是比拼拳法套路，少林寺其实
是想唤起习武之人对功法的重视。

少林寺的套路、功法、器械加在一
起有700多种，七十二艺基本都是功
法。35岁的释延开打小在寺院长大，
练习20多年少林功夫，罗汉拳、少林
拳、大洪拳都很娴熟。近些年，他发现
练拳的人多了，练功法的人少了，经常
能见到花架子的套路招式，但其实没
有十年磨一剑的真功夫。

“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释延
庄说，七十二艺是功法，武术套路拳法
则是术，套路是虚的，不装功不实，术
练得再好没有杀伤力，需要功法来充
实，也就是习武之人常说的“没有术不
显，无功而不达”。

都说“天下功夫出少林”，释延庄补充说，
其实还应有一句是“少林功夫出天下”。

“七十二艺不是凭空来的。”释延庄说，少
林寺是中国功夫的“集散地”，建寺1500多
年，“引进来”“走出去”很正常，这才是少林寺
的生命力。少林寺的开山始祖跋陀，收了两
个徒弟都是身怀武术技艺的高手；二祖慧可
断臂求法也说明是剑不离身。皈依沙门的武
术高手将功夫传授给门徒，还学到了寺内和
尚的武艺，如此互相交流学习，世代延续，少
林武术日渐丰富。

《少林拳谱手抄本》记载:“宋代方丈大和尚
福居……为增众僧武功，共邀十八家高手，汇集
少室，一则授艺于僧，二则各演其技，择优互学，
取长补短。历代祖师传曰宋太祖也曾来寺，还
调遣诸州名将轮驻少林寺，一来授艺于僧，二来
取僧之长。”至今，少林寺仍习太祖长拳。

关于少林七十二艺何时形成，释延庄说，
没有一个固定的时期，但能肯定的是经过了
长期的逐渐积累，在民国时总结成书。这本
书是指1934年由受教于少林寺著名武僧妙
兴的金警钟编撰的《少林七十二艺练法》。释
延庄认为，七十二艺是一个泛指，这与书里记
载的妙兴之言不谋而合：“软硬内外功夫之种
类，名目繁多，何止七十二艺，况一种功甚有
包括二三种者。”

无遮大会期间，有报道称少林七十二艺
有些已经“失传”了。释延庄表示，七十二艺
不存在失传这一说，练就在，不练就没有，记
载的练法都在，就不存在失传。紧接着，他又
补充道：“其实也无所谓失传不失传，没有失
哪有得？不同时代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过去
习武是为了护国安邦，现在更多是强身健体
的需求，肯定选择适合时代的来练习。”

事实上，此次无遮大会，少林寺依然在扮
演着武术“集散地”的角色。

大河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参加铁砂掌
项目的选手，涵盖了天津的高氏八卦掌、连云
港的曹派铁砂掌、山东梁山的龙虎派等不同
门派。以一掌破八块砖获得铁砂掌项目冠军
的中国武术协会铁砂掌研究会会长张龙祥
说：“铁砂掌各门派各有所长，练功方法各有
不同，有些训练方法在传统基础上有所革新，
这次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有助于铁砂掌项目
更好地发展。”

本次比赛中的唯一一名日本选手饭塚贵
子，为观众表演了铁砂掌和铁脚功，她的老师
秦西平曾在少林学武十年。她说，日本武道盛
行，但主要是靠年轻和力量来取胜，而少林的
武功可以运用内力，二者结合可以互补。她的
双手不像其他铁砂掌选手厚壮且满是硬茧，因
而吸引不少人上前请教。

“少林自古有武术情结，我们觉得为武术
做些事情是少林人的使命，因为先祖们就是
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武术是为众生谋利益，
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发光了。”释延庄说，传统
武术传承几千年，应该继续传承下去。

首届少林无遮大会消息传出
后，被舆论解读为“世界武林大
会”和“东方奥运会”。这并非空
穴来风。

三年前，少林寺方丈释永信
就曾透露，在适当时候会举行体
能竞赛，将面向世界，在少林寺举
办一个世界武林大会。此次无遮
大会，少林寺外联处主任郑书民
也对大河报记者说，方丈有意把
七十二艺选拔赛作为一个适合东
方人健身、比赛的方式，可以理解
为是“东方奥运会”的模式蓝本。

“少林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在
武术界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
的，所以具有了一呼百应的影响
力，这次聚集了全国的高手便是
印证。”

“东方奥运会”这个称呼，在
释延庄看来，最重要的点体现在

“东方”二字上。他说，现代竞技

体育在时间、空间上要求一条线，
多是一二十岁的职业选手在做，口
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很少有静
修这一块；而中国传统武术讲究修
行，是在变化当中闪转腾挪，手、
眼、身、法、步是一体的，“内练一口
气，外练筋骨皮”，蕴含着中国的民
族智慧和哲理。以石锁项目为例，
它被称为“中国式举重”，但和竞技
举重不同，石锁是融合了力量型和
技巧性，更为灵活。

“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华传统
武术是两个体系，就像中医和西
医，虽然都是强身健体的，但中国
的武术强调和谐和内外兼修。”河
南大学体育部主任、本次大赛的
总裁判长洪浩说，奥运会有28个
大项，武术有129个拳种，武术是
个项目群，奥运会容纳不了武术
这么庞大的内容。另外，进入奥
运会就要按照奥运会的竞技规范

来做，但武术是个大家庭，和西方
的竞技体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
体，完全可以办成一个有自己特
色的东方式的奥运会。

前些年，武术进奥运会是一
个热门话题。武术曾进入到2020
年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的候选名
单里，但最终落选。

2014年，释永信接受采访时
说：“武术进入奥运会是早晚的
事。”不过，后来在一次“少林武术
的传承和发扬”主题研讨会上，他
认为，少林武术进不进奥运会项
目并不重要，进奥运会会使其简
单化、量化，就成了竞技武术，但
真正博大精深的武术是进不了奥
运会的，它们的评判标准是不一
样的。

少林寺提出的“东方奥运会”
设想，尽管才刚刚起步，但无疑是
一种新思路。

少林七十二艺选拔赛：
“东方奥运会”的一次实验？ 铁砂掌、掌上飞刀、二指禅、石锁竞技是此次少林七十二艺选拔赛的四

个参赛项目。近距离接触这些武林高手，可以发现这些绝技并不像想象当
中那么高深莫测，靠的就是习武者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

唤起习武人对功法的重视1 少林是武术的“集散地”2

“东方奥运会”的实验蓝本3

分享中国的体育健身方式4

延伸阅读

少林寺白衣殿的练武壁画

无遮大会与会者合影

武僧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