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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日本能剧的传承方式提出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途径：加大传统武术的家族传承

和师徒传承力度；加强传统武术的现代教育传承；营造氛围，加强传统武术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传

承；建构适合传统武术的传承空间，以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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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way of inheritance of Japanese No, the authors set forth the following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to make more efforts in family inheritance and master to apprentice in-

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Wushu; to intensify the inheritance of modern education of and atmosphere building for tra-

ditional Wushu, to strengthen the inheritance of spiritual and cultu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Wushu, and to buil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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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

公约》为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建

立了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

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发展与完善。2001 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遗产”共

有 19 项，中国昆曲、日本能剧、印度梵剧等都名列其

中。作为日本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能剧，在日本

传统艺术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被日本人视为

国宝的能剧在日本并不盛行，与被视为国粹之一的中

国传统武术一样处于尴尬的境遇。但日本能剧传承体

系明确，值得中国传统武术借鉴，以促进其发展。 

 

1  日本能剧的传承方式 
能剧(Noh)是一种融合了舞蹈、戏剧、音乐和诗歌

的舞台美学表演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舞剧，其主旨

不在戏剧行动的呈现，而在于以抒情的形式表达一种

情境。能剧的起源与奈良时代(8 世纪)中国的“散乐”

传入日本有一定的联系，后与日本民俗的“田乐”“白

拍子”“曲舞”等相结合，形成“能剧”的雏形。到南

北朝时代，对能剧发展影响最大的观阿弥(Kannami, 

1333-1384 年)及世阿弥父子极大地受到了日本大和猿

乐的影响，他们奠定了能剧的美学和表演技巧理论。

14 世纪以后，日本关主大权旁落，内政大权落在幕府

将军之手。在江户时代(Edo period，1603-1868 年)，

由于获得幕府的支持，能剧渐渐成为一种官方艺术，

而剧场中每种形式都精简成刻意拟就的一套成规。在

17 世纪，能剧演员享有最高的武士地位，由国家以统

筹征收的收入作为薪酬。能剧作为幕府的“式乐”(专

属物)被保护起来，除了特殊的场合，平民阶层基本上

没有机会观看能剧。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 年)，由

于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能剧艺术濒临失传，后来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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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助，以及一些能剧工作者的努力，这种传统的

日本艺术才能得以保存。 

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大都是由血缘政治向

地缘政治进化。在此进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无

疑也遵循这一规律，实现在家庭、家族中传承，一旦

作为传承世家的子弟自己本身不愿意继续从事传承工

作，原来以家庭作为传承核心的制度就面临危机，为

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传承制度也逐渐扩展为家族外的

传承。日本能剧目前的传承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

“以家族作为传承的基轴”“家族之外的传承”“能剧

的精神传承”[1]。 

日本能剧的家族传承主要是指家族传承、自然传

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主要是在能剧世家通过口传

心授的方式进行；而自然传承则指在能剧世家出生的

小孩所受的耳濡目染的熏陶；师徒传承则是到了一定

年龄的年轻继承人，到家元家（能剧某一流派创始人

的家）拜师学习。而维系能剧世家生存的制度则主要

包括家元制度、家元和职分及弟子三者之间的关系、

免状制度。所谓家元制度是指“以一流一派的创始人

为这一流派的中心的制度，其子嗣代代传承、维系及

确保这一流派的风格及艺术的传承”[1]，免状制度是指

“将现有通行的曲目，分为几个阶段，成为学习者循

序渐进的一项指标，最初开始的学习都由弟子的老师

也就是职分背负指导的责任，到一定程度以后，弟子

们每进一个阶称段，便必须演出给家元鉴别，得到家

元的同意才能向一个阶段迈进的制度”[1]。 

日本能剧的家族外传承主要是利用教育进行传

承，如在东京艺术大学设立教学科目，由国立能乐堂

举办研修生课程等。 

日本能剧的精神传承主要包括个人精神、不同艺

术家精神性的兼容上。如为了深入理解能剧，演员还

需学习花道、书道、茶道、香道、剑道等，以体会其

蕴藏着的相同神道及禅宗思想，探寻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境界；无论演出者技巧娴熟或生疏，学习、演练

时都要永远保持着初学时的虔诚。 

作为舞台美学表演艺术的日本能剧，无疑属于无

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传承与传播方式除了借助某些

物化的、形象的媒介之外，大多是口传心授、言传身

教、心领神会的非物质形态，如语言、音乐（声音、

肢体）等形式，而这些文化形式既有别于物态的、静

止的、有形的文化形态，又不像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

以文献典籍的形式被记录传承下来，即使以文字的形

式记录下来通过我们的揣摩、探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

的复原，但是要想达到原来的意境和表现效果也是极

其困难的，其传承形态主要依靠人这一特定的文化创

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展开。在一些手工艺、中医以及其

他一些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中，为了生存和

保存自己的独特技艺，其家族传承制度无疑成为首要

选择，日本能剧也是如此，而师徒传承作为“扩大化”

的家族血缘传承方式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因为

传统艺术的“传授不是科班式的速成教育，而是一种

耳濡目染的综合素质教育。在教授传承的过程中，不

仅要靠心领神会的领悟，而且除了技与艺的传授，与

技艺相关的待人接物、信仰禁忌、情感伦理等都需要

全方位的学习⋯⋯传统的家庭传承方式不仅有利于民

间文化的延续，也是一种合理的、全方位的民间艺术

教育形式”[2]。同时，教育作为人类文化延续、传承的

重要载体，也是民间艺术传承的重要方式，此处的教

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只有在全社

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民间艺术的发展才能有灿

烂的明天。正是在政府的大力资助和扶持下，加大了

家庭传承、师徒传承、教育传承的力度，使得日本能

剧这一蕴含深刻日本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在现代重新

绽放。 

 

2  日本能剧传承对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启示 
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艺术形态，日本能剧被认为

是日本传统艺能的中心，是花道、书道、茶道、香道、

剑道的中心，这些传统艺能蕴藏着相同的神道及禅宗

思想，借由一种艺能体现一种思想、探寻一种精神、

追求一种境界，要求学习者永远保持虔诚的心态进行

学习。因此，通过日本能剧的学习与欣赏能够传达出

日本人的一种传统精神及生活态度，对其进行心灵上

的熏陶与感化。而通过中国传统武术的学习体现了中

国人对于“道”的追求，使得“武术与拳技不再是好

勇斗狠的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健身、自卫和观赏的

生存性活动，而成了一种‘求道’的手段”[3]，是习练

者通过练习武术而获得的一种超越性生命体验和人生

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万物生化之理的体悟和

体验，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良好载体。因此，

日本能剧与中国传统武术分别隶属于各自的传统文

化，在西方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文化主导下的今天，

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如何在“快餐式”流行文化

“满天飞”的语境中找寻自己的生存途径，是两者面

临的共同课题。同时中日两国向称“同文同种”之邻

邦，其文化有明显的同源性[4]，因此，学习、借鉴日本

能剧传承、发展途径，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

无疑有所裨益。 

2.1  加大传统武术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力度 

传统武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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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构建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做出

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西方体育思想的冲击和中国传

统农业社会的解构，竞技武术走上了轰轰烈烈的发展

前台，而传统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死亡期或

消亡期”[5]。国家体委于 1979 年 1 月下发了《关于挖

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在 1982 年 12 月召开了全

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

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随后动员 8 000 余人

历时 3 年开展“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文化遗产”的武

术“挖整”工作，积极开展编写文字、拍摄录像和“三

献”活动，企图通过这种“物化”的形式把传统武术

的“根”留住，但传统武术却未放慢“消亡”的步伐。 

家族传承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些手工艺、中

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中是最

基本的传承方式，而模拟血缘的师徒传承，可以认为

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传承。“因为功、理是很‘身体化’

的东西，得身教方能体会得出，讲是讲不明白的，靠

着在练武场上喊几句口诀，即便是古代秘传真实不虚，

做学生的也很难体会。”[6]通过“拜师递贴”达到“师

徒如父子”的关系，使传技者尽心尽力、言传身教，

务使徒弟真正掌握弄懂学会；同时，在师父的严厉管

束下，习武者刻苦训练，不断体悟领会，通过他们的

代代相传繁荣了中华武术。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所说：“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

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通过师徒传

承使得受传者能够体味到传统武术的精髓，把传统武

术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民族精神加以弘扬，这是传

统武术赖以生存的根基。当然，传统武术的师徒传承

在它的生命进程中有着种种陈腐流弊，对内而言，表

现为强烈的人身依附、森严的等级之分和容易形成守

旧心态，对外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各拳种之间的门派之

争。在传统武术的现代师徒传承中应尽力消除上述流

弊。 

2.2  加强传统武术的现代教育传承 

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形势，要弘扬中华文化，增强

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

族精神，武术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2004

年 4 月 3 日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小学开展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纲要》要求：中小

学各学科教育要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内容。体育课

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可见政府部门对武术教育

的重视。 

武术的现代教育传承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是大、

中、小学的武术普及教育；二是专业体育院系的武术

教育与民间武术馆校的武术教育，两者共同构成了武

术的现代教育传承体系。但是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

竞技武术体系几乎一统天下，武术教育中的传统武术

份量少之又少，武术教育的情况并不理想，教育内容

并不完善。因此如何把传统武术与现代教育有机结合

便成为一件大事。我们坚信，利用现代教育普及大众

文化的方式，传承武术必定会迎来灿烂的明天。 

2.3  营造氛围，加强传统武术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传承 

中国武术同中国古代其它体育项目相比，之所以

长久不衰流传至今，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体育、军事

和娱乐价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精神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传统武术发展过程中，演绎了一幕幕感人至深、

可歌可泣的故事，利用传统武术展开教育无疑可以弘

扬民族精神，“将武德与学校德育工作相结合，武礼与

学校礼仪教育相结合，武术技术与学校文体活动相结

合，武术教育融入武术爱国故事教育，有利于培养和

弘扬民族精神”[7]。 

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文化浸染下的产物，其深厚的

传统文化内涵、魅力和文化价值已经为世人所公认。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指出，文化已成

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

身[8]。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息影像”，其

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观点，形神兼备、身心一体的

形神统一观及阴阳学说辩证法思想等无不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集中体现，而蕴含在传统武术学习中的“礼”“仁”

“德”的要求无不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龙应台[9]认为：

“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

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

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

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

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

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

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通过传统武术的学习可

以进一步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尤其在充满诱

惑、满是浮躁的现代社会。 

对于传统武术，我们不应也不能只把它囿于练武

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拓展它的范围，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人群

关爱传统武术，因为传统武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

人都拥有认识、享受、创造传统武术的权利。尽管他

们对武术文化传统的诠释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层次水

平也会有所差异，但他们对传统武术的认同感和积极

性却是一致的。努力构建民间各个层面人们的武术文

化自尊，营造一个好的习练传统武术的社会氛围，传

统武术的发展才大有希望。 

2.4  建构适合传统武术的传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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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的传承空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

物理属性的，主要是指传承传统武术的外部资料和物

质条件，其二是非物理属性的无形空间，主要由国家

政策、规则制度、法律法规以及传承主体的思维等各

种要素所构成。这两种空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兼融、

相互重叠的，也可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是后者对

于传统武术的传承更为重要。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实施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2003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等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希望。2006 年 5 月，

国务院 18 号文件中，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

刀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杨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

邢台梅花拳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

依靠国家建立、健全、完善相关的规则制度、法律法

规，并在传统武术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下，传统武术才

能拥有良性的发展空间，毕竟个人、民间的力量极其

有限。 

 

传统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命脉，失去了传统武

术，中国武术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保

护传统武术的工作刻不容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真心希望我们的研究者、管理者能够从其他门类的传

统艺术、技艺的传承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采取有效的

措施，切实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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