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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易经》、《尚书》和《诗经》3 部形成于前轴心期的典籍，认为体现在《尚

书》、《诗经》和《易经》3 部典籍中的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影响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方

向和方式，在当代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中仍然能强烈地体现这些影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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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studied 3 classical works formed in the early axis period, namely,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Tales, and the Classic of Poem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s embodied in these 3 classical works have affected the direction and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sport; the existence of these affects can still be intensely embodied in the sport life of the moder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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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1]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

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 4 个基本阶段，他认为

公元前 800～200 年是人类思想发展历史中的“轴心时

代”，以公元前 5 世纪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

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 4 个轴心文明。在

这个时代产生了独有的精神创造、人的觉醒、哲学的

突破等“轴心时代”现象。此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

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

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氏跳出

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给予非西方的中国、印度和巴

勒斯坦文明以充分的肯定，并且较早指出了轴心期文

明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①但轴心文明虽然对于后代

是“源”，但它自身也是历史发展之“流”，因而许多

学者认为雅氏不谈此前的文化影响这一点，仍然表现

出他受古希腊文化史始于公元前 8 世纪这个事实的影

响。同时轴心期文化突破之说也不是雅氏所独有。余英

时认为：关于古代“突破”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可视为

雅氏的创见，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②余敦

康[2]也指出：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一脉相

承，在轴心期产生孔子、老子、墨子等以前早已有一

个成熟的文化体系，因此，诸子百家仍然是流而不是

源。但是，雅氏的理论的确指出了轴心期在世界文化

史上无庸置疑的重要性，因此，“轴心期”和由此派生

出来的“前轴心期”、“第二轴心期”等术语在学术界

也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古代体育传统形成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国体育思

想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夏商周之时已经初步形成了

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初步形成了影响中国传

统体育发展方向的一些基本思想。尽管它们还很不成

熟和系统，但思想倾向却是清晰的。它们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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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诗经》和《易经》3 部前轴心期形成的典

籍中。 

 

1  《易经》中的刚健有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易经》又称《易》或《周易》，包括《易经》和

《易传》两部分，《易传》又称《十翼》，是我国最古

老的典籍之一，一般认为它成书于商周之际(公元前 12

至 11 世纪)，《易传》成书要比《易经》晚很多，大约

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据说孔子曾经整理过《易

经》，孔门弟子曾经参与《易传》的写作。今天看到的

《周易》是经传合本，定型于汉代，对后世影响很大。 

该书最早用于占卜，卜筮术起于何时已难考定。

《周礼·春官·大卜》中有所谓“夏曰连山，殷曰归

藏，周曰周易”的说法。《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

失传，③只有周代的《周易》保存了下来。《周易》通

过阴爻(――)和阳爻(—)组成八卦，象征 8 种自然现象：

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

又通过八卦的排列组成 64 卦，共 384 爻。 

《周易》的“周”字一般指周代或周原之地，④

也有人如汉代郑玄认为夏之《连山》，殷之《归藏》，

都不是以地理和朝代命名，那么《周易》之“周”字

也不是时期概念，应该是周而复始之意。 

1.1  《周易》的生命哲学意蕴 

前人对“――”、“―”二爻的原始含义猜测甚多，

有卜筮用的蓍竹棍、打结和不打结的记事绳、龟甲兆

纹等说法，也有人认为它们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钱

玄同、郭沫若[3]均持此说。陈炎认为这种说法超越了卜

筮和记事活动中的具体细节，体现了更为久远的对生

殖理解的探索和生命体验，似乎更符合上古人类先具

象、后抽象，先主体、后客体的联想发生能力，也最

能解释《易经》与其后儒、道两系乃至整个中国文化

的内在联系。⑤ 

《易经》中只有“――”、“―”二爻而无“阴”、

“阳”两字，到《易传·说卦》中关于“发挥于刚柔

而生交，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观点和《易传·系辞》

中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之后，人们才将此

二爻与“阴”、“阳”对称，体现着先民们对于宇宙万

物的总体观念。“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传·系辞》下)当伏

羲氏之类的古之贤者发现了男女交媾生育子孙的秘密

之后，便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雄

雌交媾的产物，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

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更进而类比

男女生殖器的形式，产生了“――”、“―”爻，并推

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人生、社会、

宇宙的规律。“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夫乾，其

静也专(作者按：“专”通“抟”，即团，蜷缩之状)，

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闭合），其

动也辟(打开)，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

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传·系

辞》) 

与古希腊哲学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

具有以下三重意义。 

第一，中国和古希腊哲学思想都起源于人类实践，

但中国的阴阳哲学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具有明显

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致使中国哲学带有明显的“反求

诸己”的内省体验取向；古希腊哲学如泰勒斯的“水”

和赫拉克利特的“火”之类，都首先作为生活资料和

生产工具而存在，因而其哲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工

具性和外倾性，并导致他们向外在的彼岸世界中去寻

找宇宙的根据和生命的寄托。 

第二，由“阴阳”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具有先天

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一元的、独断的宇宙本体，

这种倾向弱化了中国人的形而上兴趣和探求事物终极

本原的心理驱动，并导致了对宗教的排斥力。而由

“水”、“火”、“理念”、“太一”之类组成的古希腊哲

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一元论趋势，这种趋势强化

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并导致了宗

教的信仰动机。 

第三，西方外倾的、一元论哲学原型容易导致相

互排斥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像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

论、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现代的科学思潮

与人本主义都是如此，这种趋向容易导致学术争论的发

生；中国式内倾的、二元论哲学原型则容易产生相互补

充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如儒、道两系便是如此，⑤这使

得中国历史上缺乏充足的学术争辩，从而不利于学术

思想的发展。 

在阴阳世界观的基础上，其内隐的对立统一的朴

素辩证方法则帮助古人把有关世界的素朴观念整合为

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过程是这样完成的：

如果说男女性器是《易经》爻象的原始意象，日、月

则是这一意象的引伸。从男、女到日、月，完成了《易

经》思想从生物到非生物的过渡。“是故法象莫大乎天

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

传·系辞》)经过这番过渡，最后才可能概括出一种高

度抽象的阴阳概念。历来认为“易”有三义：简易、

变易和不易。二爻简易之极，然而又变化无穷，要在

无穷的卦象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意义，确实又非

常“不易”，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



 
第 3 期 谭华等：前轴心期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的初步形成 15  

 

无体”。 

这种“周易”即周而复始变化的方法论具有以下

意义。 

第一，《周易》中强调对立面的转化、矛盾双方以

及人与自然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的素朴辩证法，远比

古希腊哲学中的类似思想更加古老、自觉和成熟。 

第二，“周易”的转化、变易特征从客观上限制了

形式逻辑的发展，未能产生亚理士多德《工具论》那

样丰富而严整的逻辑学体系。这甚至导致了中国人近

代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能拒斥，即用素朴直觉的

“系统论”来抵御近代科学的“机械论”。 

第三，“周易”精神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医、

气功、围棋等历史遗产，它哺育出的儒家和道家人生

哲学至今仍然影响深远。⑤ 

1.2  刚健有为的方法论思想 

《周易》视变化、运动为事物的根本规律，处处

洋溢着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易·乾卦》第一)成为数千年来鼓励国人积极

进取的格言。由卦象中的象征到对自然的比附，再延

伸到对社会道德和生命存在意义的规定，可以看到《周

易》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运动健康观念的影响。 

1)阴阳化生观。 

《周易》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阴阳，但阴阳思想

无疑是《易经》的主旨。构成《易经》系统的最基本

的符号“――”、“―”代表了宇宙间性质相反相成的

最基本的两种力量或趋势，由此而产生整个宇宙及人

类社会，《易传》进而明确指出“――”、“―”即阴阳，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

辞》上传第五)认为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是宇宙的基本

规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二气感应以相与。”

(《易·系辞》上传第十一)没有阴阳就没有化生，阴

阳相感，才有生机。升降是体内脏气之间的衔接，出

入则是人体内气与大自然外气之间的联系，升降出入

运动是人体内外环境维持统一的枢要和维持生命活动

的保证。这从《周易》的卦象看，也可得到启发。在

泰卦与否卦、既济卦与未济卦中，泰卦是地在上，天

在下，地属阴主降，天属阳主升，阳升阴降形成相交；

若相反即成否卦，呈现出天地阴阳隔绝的状态。既济

卦是水上火下，水有向下的趋势，火有向上之能，水

上火下，上下相交，若火上水下，则为未济。 

2)生命运动观。 

《周易》说：“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

上传第十一)，又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上

经》泰卦)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生命也必然不能够是某种机械的、僵滞的死物。生命

运动具体体现在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上。气的基本运

动规律是循环往复，天地万物与生命体在阴阳二气的

消长和分合而生成转化。故《周易》说：“刚柔相推而

生变化。”(《易·系辞》上传第二)“刚柔相摩，八卦

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旧月运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系辞》上传第一) 

《周易》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中和”与动静平衡

的思想，认为平衡协调是有机体生命乃至万物生成和

存在的基本条件。《周易》泰卦、既济卦都体现了这种

和谐平衡观，如泰卦说“天地交泰，万物通也”，既济

卦称“初吉，柔得中也。”此外，八纯卦及 64 卦的卦

爻排列也都是对等、平衡的，充分体现了动态平衡的

思想。 

万物除了需要运动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平衡才能

维持常态。有机生命更是这样，生命成象，保持健康，

必须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所以《周易》强调“动

静有常。”(《易·系辞》上传第一) 

 

2  《尚书》中的福寿康宁人生观 
中国以肉体生命为贵、以长寿为诸种人间幸福之

首的观念，清楚地写在据说形成于商代的《尚书·洪

范》中：“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在这 5 种幸福中，

长寿和寿考(考即老)、善终分居第 1 和第 5；第 3 的康

与疾、弱对举，显然偏重于身体的健康，而在六极中，

“凶短折”即短命夭亡被放在首位，身体的疾和弱又

居其二，“贫”即不富却退居第 4 位。统观五福六极，

身体的康宁和长寿实际上居于诸种人间幸福之首。 

“五福六极”人生价值体系的形成表明：至少在

商末周初，追求康宁长寿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已

被置于第一生活目标和人生最高幸福的地位。与同期

古希腊社会追求健美和金钱美女、建功立业，以及古

希腊神话中一代代神祇总是弑杀父神相比，三代的中

国社会追求康宁长寿的特点十分明显。 

这种现象是在殷周宗法社会的温床上发育起来

的。所谓宗法是指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别

嫡庶亲疏的制度。在氏族社会中，由同一母系或父系

始祖的后代形成的氏族组成了基本的社会单位，血缘

不但是维系共同体成员的联系纽带，而且是区分亲疏

和敌我的唯一依据，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

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宗法制度就是从氏族社会的

这种血缘关系中脱胎而来的。甲骨文和其他先秦古文

献研究表明：这种以嫡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形

成于商代后期，在周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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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于维持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稳定有着重要的

作用。在这种制度中，年长者有着双重的意义：在同

代兄第中，以长者为尊；在不同代人组成的大家族中，

嫡长子则以家长、族长的身份而起着同一血缘的人们

的联系纽带和家族代表者的作用。对于“五世而迁”

的小宗来说，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古时结婚年龄较小，

假定各代均在 15、20 岁结婚生育，家长如活到 80 岁，

就能看见他的第 4 代子孙。尽管他的第 3 代曾孙辈相

互之间已极少联系，但只要家长健在，这个五世同堂、

同财共居的局面就会维特下去，就仍然会在调解、仲裁

各种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中发挥作用。因此，家

长本人及其子孙双方，都会产生出希望家长活得长久一

些的愿望，因为家长的去世就意味着这个大家庭的解

体，乃至家族势力的衰落。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法制度

和世人对于福寿康宁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复杂的联系，在

这里，保持良好的生命状态和长寿已经不仅是个人的一

种愿望，而且是宗法制度的需要。 

联系宗法制度与长寿思想的重要媒介，是“孝”

道的提出。《尚书·酒浩》中论周王告诫妹邦说：你们

一定要好好养育后代(“嗣尔股肱”)，努力耕种(“纯

其艺黍樱与”），勤快地事奉老者和长辈(“奔走事厥考

厥长”)，孝顺父母(“用教养厥父母”）。父母在，要

养老，敬老；父母去世了，子子孙孙要永久祭奠。所

以我们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话

“……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宝”（《曶鼎铭》）、“妇

子后人永宝”（《矢令簋铭》）。 

我们惊异地看到：这种“五福六极”人生哲学及

其突出长寿、康宁的价值趋向，竟然穿越了悠悠 4 000

年岁月的壁障，成为潜藏于各个时代人们心灵深处的

共同观念，并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没有巫觋的气息，也不仅是

帝王的特权，而是成为了整个民族共同的人生取向。 

 

3  《诗经》中的体育价值观与审美取向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 305

首诗，写作于公元前 11 至公元前 6 世纪，收录了西周

和春秋时期大量的社会现象和民间史料，其中也包括

当时的体育活动知识，是一部较早的体育史料文化元

典。如果说《尚书》确立了古代中国人重视福寿康宁

的基本人生观、价值观，《周易》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在

思维方法上的基本倾向，那么，《诗经》就形象地体现

了在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影响下的体育思想

和体育生活的生动情景。 

3.1  《诗经》体现的福寿康宁的人生观 

《诗经》产生的区域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

中游地区。它西起甘肃天水，东达山东临淄，南到湖

北荆江，北至冀南邢台[4]。这个区域一直是中华文化发

展的中心区域，直到南宋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明显

改变。《诗经》的 305 首古代诗歌，生动具体地反映了

商周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幸福的看法。 

《诗经》中用到“福”字的地方共 53 处，除去语

法作用的虚词和动词、代词以外，“福”字出现的次数

占全部名词的第 14 位，出现次数超过“福”字的依次

为人、王、天、心、女、民、公、命、山、德、车、

国和酒。其中，只有王、天、命、德 4 字和福字带有

信仰和社会思潮的性质。如果加上与福字大体意义接

近显示人生态度的“禄”字，则福、禄共出现 81 次，

位次已经超出了被认为是当时核心价值观范畴的“命”

和“德”。《诗经》据说编定于孔子之手，大部分诗篇

成于周代。周人极重祖宗和上帝，但在《诗经》各篇

中，提到“祖”、“宗”、“帝”的次数分别只有 32、12

和 43 次。可见，商周之人对于现世的人生幸福看得比

祖宗和上帝还要重要。如果联系到《诗经》中多数诗

篇属于王室庙堂祭祀和宴庆所唱的雅歌和烦歌，更不

难看出商周时，人们把人生幸福看得多么重要。 

从《尚书·洪范》提到的“五福”在《诗经》中

出现的频率来看，也反映出“寿”在商周人心目中为

五福之首的地位。五福中“考终命”的意思是“老而

寿终正寝”，与长寿义近，所以实际可作为“四福”来

看。在《诗经》中“四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德”

字，共使用了 71 次；其次是“寿”字，共 31 次；康、

宁二字未见连用的，分别使用的次数是“康”字 12 次，

“宁”字 38 次，但“宁”字作“安宁”意义讲的只有

18 次，其余都是作虚词讲，实词意义上的“康”和“宁”

共计出现 30 次；后人看得最重的“富”在《诗经》中

只出现了 6 次，其中还有一次是“寿而富”连用。 

从这个统计来看，周人的确讲究以德治天下，所

以周人采集创作的诗歌中也处处不忘“德音”“德行”，

“德”的意思是品德，行为和行为规范。严格来讲，

它是一种精神追求而不是生活目标，它与寿、富、康、

宁等并不是同一层次的范畴。“德”在《诗经》中广泛

出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周人对德治的重视。 

但是，如果把与“寿”字和在相似意义上使用的“考”、

“老”、“耄”、“耋”等字统计在内，“寿”的地位立刻

就上升到了与“德”至少是同等的地位。扣除意义与

长寿无关的 6 处，“考”字在《诗经》中共出现 22 次；

另外，在“与子偕老”的意义上使用“老”、“耄”、“耋”

字共 17 次。这两个数字加上“寿”字，共计使用 70

次；“德”与“寿”并提或相关的有 6 处。显然，即使

是如《尚书·洪范》那样把德也看成是一种幸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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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也的确不亚于“德”。其实，“德”字的本义是

道路、途径，《诗经》中的“德”与其说是指一种幸福，

还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手段和途经更为恰当。因

为在《诗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提到“德”时，是与

祈求神灵或祖宗赐福相联的。 

与梦幻般的神仙世界那摄人魂魄的色彩相比，人

间的幸福自然有限得多、暗淡得多。但长寿、富贵、

健康愉快却是人人都看得到并且经过努力也可能实现

的。因此，五福六极的思想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社会

意义。都把对神仙的企羡变成生活目标的人毕竟只能

是少数有钱的痴迷者，但追求五福和避免六极却是人

人都可能实现的生活目标，因为它建立在自身的努力

基础之上。 

在宗法制度所倡导和保护的尊老、养老和慎终追

远风气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尊老敬老的

社会习俗。这种习俗强化了人们乐生达死的态度和以

长寿为五福之首的观念，并且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包

括体育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乡饮酒

之礼。 

乡饮酒之礼是一种地方上的礼俗。《大戴礼记·盛

德》说：打架斗殴来自相互侵犯，相互侵犯是由于长

幼无序，所以要推行乡饮酒之礼，教育老百姓懂得尊

老互让。乡饮照例是和乡射一起举行的。举行乡饮和

乡射的时间，一种是 3 年 1 次，即乡学的学生毕业时，

由乡大夫作主人，为推荐给国君的优秀学生饯行，以乡

中父老为宾客，其中年纪最长而知礼者为上宾。饮宴以

后行乡射礼，射时按尊卑长幼为顺序。另一种是每年春、

秋祭礼前后，乡大夫在乡学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这种

习惯一直到清代犹存，只是没有了射的内容。 

古代统治者提倡乡饮之礼的本意，当然是借着推

行尊老敬老的孝道来稳定社会秩序，但它在客观上也

强化了以长寿为荣、以长寿为福的社会风气，这些礼

俗活动都在古时的学校举行，所尊者又都是师长，表

明这种尊老习俗来源于更古时的以老者为师的传统。

古时的学校或叫做“痒”或“序”。“痒”就是养，是

奉养老人的地方，也是老师教学的地方；“序”就是周

代的“射庐”，也就是学习射箭的房子。射箭是商周教

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叫“序”或“射庐”。从原始

社会后期到商周时，大概都是以老者为师的，所以敬

老也就是敬师，敬师也就是敬老。 

这种敬老孝亲之俗还从另一个方面对重视生命价

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孝顺父母，就必须爱惜自

己生命，所以《礼记·祭义》上说：“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

全矣”。当然，最为中国人熟悉的还是《孝经》里的这

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中国人大多不愿意像古印度的瑜伽教徒或早期佛教

徒、基督徒那样当苦行僧，不惜自毁形体乃至舍弃生

命，以求获得精神的解脱。《孝经》上的这句话是起了

很大作用的。 

3.2  《诗经》中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商周时由于人们对“天”渐生怀疑，因而对享受

人世生活的思潮渐渐兴起。《诗经》中有大量叹息人生

短促、主张及时行乐的诗。诗人有感于蜉蝣的朝生暮

死，好似人类的“生年不满百”逃离不了死亡的归宿，

这常常令诗人们感到非常忧伤：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

蝣之翼，采采衣服。 

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

之忧矣，于我归说。(《诗经》曹风·蜉蝣) 

诗人看到堂上的蟋蟀而意识到岁月已暮，感到光

阴易逝，应当及时行乐，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职责

而彻底堕落，进而警告自己行乐要适可而止：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 

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诗

经》唐风·蟋蜶) 

有一位诗人讽刺一位守财奴不懂得享受生活，宣

扬及时行乐。(《诗经》唐风·山有枢) 

虽然这很可能只是那些社会变革中已经失势但尚

未彻底破败的中小贵族中流行的一种略带几分无奈、

几分忌妒的思潮，但它对休闲活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3.3  《诗经》中的人体审美观 

《诗经》中所反映的商周时代的身体活动，或为

军事训练(田、猎、狩等)，或为祭礼(射礼、祭等)，或

为民间节事活动(如舞、游等)，还没有对具有独立意

义的纯粹教育或娱乐性身体活动的描述，可见在商周

时体育还没有成为一种今天意义上的独立活动，因而

也就不可能有对体育本质、价值或功能的直接认识。

因此，当时的所谓体育思想，除了对生命、健康等问

题的认识以外，主要是对体育运动结果的价值评价。

身体运动客观上会引起人体形态及功能的改变，而这

种改变在初期主要与人们的审美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体育活动的认识。 

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形体美还

是敢于直言其欣赏羡慕之情的。《诗经》中有大量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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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美的描述和赞颂之辞，开篇第一首就是描述小伙子

思念女友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睢) 

在当代人的话语系统中，“窈窕”的词义已经基本

偏重“窕”之“美状”，而逐渐忽略了“窈”之“美心”。

典型的如《卫风·硕人》描写女性“硕人其颀，衣锦

褧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

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

人)身材高大(硕)修长(颀)，手指柔软白皙，牙齿整齐洁

白，眉毛细长弯曲，目光顾盼流溢，笑起来显出两酒

窝……除了高大肥硕之外，这两首诗中对女子形体的描

述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对女性美评价的基本标准。 

对女子如此，对男人就更是要求高大而且孔武有

力了。在女子的心眼中，高大同样是男性之美最重要

的标准：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

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有蒲与蕑。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

寐无为，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

寐无为，辗转伏枕。(《诗经》陈风·泽陂) 

男子仅仅高大还不够，还必须孔武有力：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诗经》邶风·简兮) 

在商周时高大是人体美的第一标准。许多妇人甚

至直接称自己丈夫为“硕人”，“啸歌伤怀，念彼硕

人。……维彼硕人，实劳我心。……”(《诗经》小雅·白

华)在《诗经》305 首诗中，“硕”、“硕大”共 25 处(不

计《硕鼠》篇)，其中言人体之硕者即 20 处；“美”字

凡 36 处，均以状人，其中 16 处与硕大、颀长之意相

联，推崇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自春秋以后，以善为

美的观念渐渐占了上风，形体之美、形式之美渐渐退

居次席。即使是在《诗经》中，古人对人体美的赞颂

已经有偏重于面貌之美及“硕大”、“硕长”、“肤如凝

脂”之类先天禀赋的倾向，而对孔武有力、体格强健

之类通过后天锻炼而获得的要素则逊色得多。《诗经》

中“力”字凡 9 处，指称体力者 4 处，其中含赞颂之

意者仅 2 处；言人体硕大、硕长 18 处，与孔武有力相

联者仅见于《简兮》中的“有力如虎”。与“美”字相

关但赞颂孔武有力的只有 3 处，而且其中 2 处同出《简

兮》一篇。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周代，中国人论形体

美也首重父母遗得之先天禀赋，以及面貌及神韵气质

之美。强健有力、筋骨出众之美则很少有人提及。到

了当代则进而把服饰、化妆之人工美置于人体美之上，

甚至以女人细腰、削肩为美者。此种态度必然导致对

身体运动的忽视乃至于排斥。 

《易经》、《尚书》和《诗经》是 3 部形成于前轴

心期的典籍，它们分别从方法论、价值观和审美取向

方面奠定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哲学基础，并由此对此后

两千多年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和方式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中仍然能强烈地体

现这些影响的存在。 

 
注释： 
① 雅氏的观点正式提出是在他 1949 年出版的《历史

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然而在他之前，梁启超(1898，

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和闻一多(1943，文学的历史

动向)等中国学者已有类似见解，只是没有用“轴心时

代”这个词。 
② 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二十一世纪，香

港，2000 年 4 月号，总第 58 期。 
③近年在贵州荔波发现一部在家族中密传了 7 代的水

书古册，上有阴阳八卦等图案，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古

之《连山易》(参见阳国胜，水书《连山易》真伪考，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5 期)。1993 年

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 15 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

竹简，其中关于易占的竹简 164 支，未编号的残简 230
支，这批易占竹简有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每卦

卦画皆由“— 八”组成，为六画别卦。70 组卦画如

重复者不计有 54 卦画，70 卦名重复者不计，有 53 个

卦名。卦名下的卦辞，有许多与保留在古书中的《归

藏》佚文相同。故有的学者据此推断，王家台出土的

秦简易占为《归藏》(参见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

《归藏》，江汉考古 1996 年第 4 期)。 
④ 朱熹. 周易本义·周易上经：“周，代名也。《易》，

书名也。” 
⑤ 陈炎，《周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文化研究

1994 年夏之卷(总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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