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曼青文章合集 

太极拳运动之新论 

 

郑曼青 

 

  太极拳何谓其然也，以其穷阴阳刚柔之变化，而具有太极之体用与至理，譬如动则筋

柔，属乎阴，定则气刚，属乎阳，是以柔形于外，刚藏于内，然刚属于气，内敛入骨，柔

属于筋，外萦四体，故阴极阳生，阳极阴生，阴不离阳，阳不离阴，各至其极，而生变化，

是谓太极。 

 

  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也，是谓一阴一阳之为道，阴之与阳，譬犹彼之与我，男之与

女，刚之与柔，开之与合，虚之与实，浮之与沉，呼之与吸，此皆有内外取舍之别，故此

运动之练习，贵在合步而推手，倘不得其人而同习，则与空气互相鼓荡，正所谓虚则实之，

与人之有彼此等耳，学者固能悟澈此理，其庶乎近之矣。 

 

  吾尝谓文艺之难精者，莫过于书法，意者以为诗文词赋，可改而至于工稳，绘事可随

意而生变化，惟书则不然，有定形而不能增损，且左右上下与行列及齐头并尾，具有定式，

又不可牵受拘束，则失其自然之趣，然甫落笔，便已判生死，不可移易，是以难能也，虽

然书法，固为文艺之最难者，而太极拳之运动，吾犹以为过之无不及，书法之原则，不过

有八，所谓八法也，太极拳有十三式，所谓十三势长拳也。 

 

  其注意范围，书不过四正四隅，及中央之为九宫，太极拳运动须注意之处，自颠顶至

涌泉穴，自肩至腕肘及掌骨与手指，下至胯膝肿趾与足心及胸背胁腹等处，有二十余点，

均须同时照顾，而且，一动无有不动，则百骸俱要松净，与书之难易较，则不可以道里许，

故太极非少林之比，正如所谓尾闾摄，百骸一，百骸一，则其他可弗究焉，太极则不同，

谓“尾闾中正神贯顶”，求气通任督二脉，先通督脉，则气由骨中行，旋复继通任脉，由筋

络中行，归乎丹田，以视少林与瑜珈，仅通任脉，不经督脉，之由骨中行者，其易不替约

三分之一，且只修性不得修命，在道家此为坤宫，亦犹捷径，仅得其半耳，岂大丈夫求精

气之变化者乎。 

 

  吾兹简直言之，太极拳纯任自然，即老聃所谓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又谓牝尝以静胜牡，

乃以柔克刚也，故习太极拳运动者，其身心之强健，可指日能见，以四两拨千斤者诚非虚

言语，是以老聃曾得太极变易之理，百居其五十，而孔子之时中，得太极不易之定理，亦

百居其五十，不易之定理，乃太极拳运动之重心，能随时权衡其重心，而操纵之在我者，

得时中之妙用也，此即我之太极拳重心则有关乎力学，然乎否与，待证之于世之贤哲。 

 

太极拳与体育 

 

郑曼青 

 

我早年练拳的感受 



 

 

 

  以我个人的感受，觉得随便什么运动以及娱乐活动，都比不上太极拳，我早年的身体

坏的很，坏到不能再谈了；医药都没有办法把病治好。结果练练太极拳，没有吃药，也没

有打针，就这样一天一天自然好。我患的是肺痨，在从前是一种很厉害，很可怕的病，我

自己也觉得不行了，已到了西药中药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练练太极拳就得救了。太极拳真

的是有意想不到的功效。比方说，我们知道肺痨有咳嗽、吐血、发热、肺部痛等症候；当

肺部痛时，可能肺部空洞很多，有人认为到这种地步的病人，一两天就会死了；可是我在

六个月中，咳嗽就一天一天的见好；吐血也渐渐的没有了。肺痨的咳嗽并不很厉害，只是

一天到晚不断的咳就是了。发热并不太高，半年後发热也渐渐退了。居然在两年以後，身

体完全好了，真想不到。可见太极拳对人体健康方面的功效，不是其他随便什么方法所可

比拟的。 

 

  後来兄弟觉得太极拳很有益处，於是也教教同学，发现学生练太极拳对胃病，甚至五

脏的病都好。要是练太极拳能够继续不断的话，癌症是不会生的，我也从来没看见过学生

患过癌症；不过，如果练拳马马虎虎，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恒心，那就不敢说了。 

 

气沉丹田可治脏腑疾病 

 

  目前美国认为最重要的是心脏病，十年前兄弟在美国见到的报道是两分钟可以死一个

人，癌症四分钟死一个人，像这样心脏病死的人虽然也很急，以我中医的观点来讲，这种

还能用心电图检查的慢性患者，并不是心脏病。因为心脏病一发病在两个钟点内绝对无法

救治，若是检查诊断拖了多少年还没好的，这应该叫做心包络病，并不是心脏病，这句话

各位听起来，一定以为很奇怪。实际上中国对这包络病可以治疗，心脏病则不能救治。但

这种包络的病到最後，要比心脏病急得多，几秒钟就可死人，可是仍然可以救治，因为人

体五脏最急的是肝，这条路是由肝木生心火过来，所以特别急。练太极拳要气沉丹田，心

能沉下，便绝对没有这种病，因为心包络会比别人强一点，外感风寒不至於侵袭到心包络，

以至慢慢的影响到心脏，这种病我所见的，我所治的很多，而且在中国医学上讲得比较详

细。那么练太极拳的功效，对最厉害的癌症、心包络、心脏病等等，都不成问题，尤其胃

病更容易治好，肾脏病也很容易恢复健康，总之，对於人确有好处。 

 

太极拳的最大功用是“松” 

 

  今天我以为太极拳这样优良的运动，不仅在中国是第一，在全世界也是第一；任何拳

术，任何运动，都不能比。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存在。 

 

  第一就是太极拳讲“松”。这个“松”字，我学太极拳五十年了，到了前年才悟到其中道

理。为什么松有这么大的好处？当时只晓得讲松、松、松，但究竟什么叫做松；怎么能松

得很乾净，这句话很难讲明白。前年悟通这个道理，我才想到我老师澄甫先生所讲的。他

不大会讲话。一天到晚坐在哪儿，可以不发一言，不问他他绝不讲话；但这个“松”字，每

天总要讲个几百回，我甚至连耳朵都灌满了。他还讲了一句话，更是奇怪，就是“不跟你

讲这句话，你三辈子学不到的”，我就怀疑，难道讲一个“松”字，我就三辈子就不到吗？

现在想起来，不但三辈子，也许六辈子还学不到。我现在更深入的讲一句，你们就会很容



 

 

易的悟到怎么叫松。比方说：我们现到一个佛殿去，前殿有一个弥勒佛，很大一个肚子，

笑笑的，他是拿一个布袋，人家讲上头题著：“坐也布袋，走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

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不但自己是个布袋，甚至於一切，儿女妻子、功名

利禄，无一不是布袋，尤其自己这个布袋最难得放下。所以讲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什么“一下子顿地可以成佛”等等，就是讲不容易放下。练太极拳是难，就是难在自己有意

识挡住，我不能进步，是自我意识挡住了自己，没有办法打通，这一点实在是太极拳最难

的关头。 

 

人类唯一自强之道 

 

  不过太极拳对我们身体的保健功能，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比拟，随便什么拳术，随便

什么运动都不能比。西方现在的运动，我看起来都是摧残，都是互相摧残，或者自己斲伤

自己身体，对於人的健康，并无任何补助。只有练太极拳才是人类唯一的自强之道，确是

比医药都好的一种办法。任何疾一到要靠医药就不行了。我从那么坏的身体起，这五十年

来没有病过，在座诸位除非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跟我差不多以外，别人还不行呢！起码

牙齿、耳朵、眼睛都比不上我，为什么呢？那就是太极拳的益处。太极拳为什么有这么多

益处呢？各位想一想，人身是由“气”和“血”所组成，养气则气旺，就能生血，经脉也能够

畅通，这就没有病了。一切健康人的五脏一直连到头部、眼睛、耳朵、牙齿，如果气血经

常灌注到各个部门去协调，那会生病，这就是太极拳特有的好处，所以我在此地讲这个题

目，就是希望大家不但要自己的健康好了，还要慢慢的推达及别人的健康；不但是我们自

己中国人，还要推及世界各国的人。孔子所以讲“有教无类”，所有人类的健康，我们都是

一样的关心。有这么好的健身法子，我们应该把它推广开去。 

 

培养有恒的七分钟 

 

  现在，我们再讲拳该怎样的练法。依兄弟经验，那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时间不够，

我是早上练七分钟，晚上七分钟，似乎我是很忙的样子，不然怎么没时间呢？其实不是没

时间，也不是很忙，而是对有恒的观念太差了。比如说，从前把身体练好，就把拳丢下去，

这是我历年来的经验，只要一天你放弃，你慢慢就放掉了。练拳一定要有恒，所以我的早

晚只练七分钟，就是要把恒心拿出来，先使有恒了讲，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我用七分钟

练一套拳，一百多动一套拳只用七分钟要练得很快。为的是有恒最重要。养成有恒；我有

一个方法，一早起来，没有洗脸，没有吃饭，离开床就得要动，千万把这件事要控制好。

如果今天很忙要出去，我早点起来，非要把这件事解决了不可。如事情的确很急，必须提

早出来，而且已经起迟了，那我饭可以不吃，拳一定要先练，洗脸摸一摸就行，不必那么

久，时间就不会浪费了。到了晚上看见床，就想起我非要练完拳才能睡觉，拳没有练，我

绝不上床。以这个有恒的法子对付自己。人是要管的，自己管自己要严格，严格要有方法，

就慢慢上来了。 

 

要少不要多 

 

  其次是不要贪多，贪多就不能深入。你要少少的，不要以为今天只练一个动作，甚至

两个动作，一样要练七分钟；七分钟已经够了，不必多，“少则得，多则惑”，因为少而不



 

 

多，你就可以深入，不必在形式上，在动作上荒废了许多精神同时间。要学这一点东西，

就要往前往深推进去。比方说我们写字，写字只八笔，八笔就是点、横、直、勾、策、掠、

啄、磔，要天天写这八笔，虽然天天写几十字或几百个字，不一定三十年五十年得好。也

许那一个字写一辈子都没有写好，为什么呢？因为开头这一点就没写好，这一横就横不平；

这一直就没有直正；这样子永远在一个环外盘旋，不能进来，非要这一点完全点好不可。

要是这一点一百天没有点好，就点一年，就点三年，这样你以为长吗？便宜极了，各位想

不到，我六岁学字，学到六十岁才觉得有一点学懂了。天天在琢磨，但是算起来只这八笔，

要多少年写一笔！所以“少则得、多则惑”，老子说这句话实有哲理，是对的。你要真正了

解它，这一笔老点老点，有什么意思呢？它会使你深刻研究，深刻体会，往里面深刻达到

一个境界。不是普通泛泛就可以把这个地方讲明白，所以有恒了以後，不要贪多，就会有

很大的成就。 

 

高深的哲理融合了物理 

 

  实在讲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们大家打太极拳打了几十年没有用。但我这个身

体，风一吹来，就几乎被吹出去了的人，练两年拳以後，很厉害的好手竟在我手上没有打

赢过。五十多年来，我也在世界上跑过一圈，遇见过不少高大的西洋人，没有在我手上打

赢过，我的一个学生有七尺一寸高，重四百三十多磅，竟然在我手上像小孩子弄球一样。

我有多大力量呢？没有别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松。所以太极拳说难，就是难在自己挡住

自己，不肯松，如果真正把这个松字能了解，那便是好极了。我有个叫龚作汉的学生，这

里还有很多人认识，这孩子是有天份，练到五、六个月，就已悟到松了，连拳势也没有练

好，就懂得如何松法，你说太极拳难吗？就是绝对要把松字弄清楚。无论如何，要放松。

要松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打我，再有力量，也到不了我身上，所以力量再大也没有用，都

空掉了，甚至你自己跌成重伤，那我打人家呢？把一个整个的人打出去好几丈外，这又是

什么道理呢？这是太极拳的一种高深理论，它有一种哲理在里头，而且是一种合乎科学的

杆杠力量。不但是哲理与科学合而为一，它能将各种自然原理合并来应用。这你会觉得很

难，可是只要真能松透的话，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练太极拳还是“松”为第一，这一点是

我自己深深感受到的。 

 

练拳好像陆地游泳 

 

  练太极拳或其他任何拳术，不能说说讲讲，就算是高了、妙了，一定要拿事实证明，

要懂学理，要应用出来，不能违背自然原理，这样才能得到太极拳的好处。我今天讲得很

详细，你们可能仍觉得这一点东西，真不容易得到。比如说，学佛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

佛，话是这么讲，做起来真难。除了要少要恒的原则外，我现在再讲一个最简单而且最有

效的方法，各位可以自己试验的，那就是拳势的动作情形，在我们的意念中，不在打拳，

我们要比喻在水里摸鱼，也像是在陆地游泳，把空气当作水用，意到气到，时间久了，便

会水到渠成。你们说太极拳那里有劲，那里能打人。抱这种观念的人很多。比方说，台风

来了，什么东西都被拿起来，火车那么重也能飞起来，可见这个风的力量真是大得不得了。

同样水的力量也大极了，围墙是很坚固的，水深不过是半腰，只要经过它荡两荡，墙也就

倒了。 

 



 

 

气的伟大功能在渐进 

 

  人体气的力量，就等於水和风的力量，所以拿水来比喻我们气的作用。很多练过太极

拳的人，常常把练气的方法搞错，练气不可著相，气一练错，不但没有好处，害处很多。

我现在讲这个气，只要你慢慢的积上去。不可求多，气是积力，好像一张纸一张纸叠在桌

上，并不觉得，每天堆一张纸头在桌上，摸也摸不著，积上十年，你看看这叠纸有多高，

一年就可观了，它是慢慢积上去的。如果你一定要多给几张，今天给你十张二十张，给完

了就没有纸了，贪多就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如果少，你会永远有恒的这样堆上去。太极拳

的气是积力，要你慢慢的堆上去。丹田不是积气的吗？（丹田是在肚脐下一寸三分），但

千万不要太著意气沉丹田。有这个念头就坏了，立刻会出毛病。你要一起意念，它就立刻

起一个反动的“意识”。况且气的力量大极了，你要陷在里头，它会生种种的毛病，那怎么

办？所以讲气沉丹田不要十分注意，不要觉得使气吸到丹田，只要从思想上精神上注意到

这个气在肚脐上就好了。气之所至，意之所至也。意到了，气就到，这个气的伟大，无可

比拟。至於作深呼吸运动，气吸足了，肚皮很紧张，胸部闭起来，气涌到下面，上头就浮

起来，那是不行的，那立刻就成了一种反动力，要随时用心得来的才是真气，要常常注意

丹田，慢慢的上去，所收的成效就会很大。这个问题在美国常常有人问到，多数都已经错

了，各位如对养生关心，就要注意这个丹田。所谓气宜鼓烫，这样是以我的气操纵外界的

自然之气，譬如我现在用手这样一动，这个气被挤到那边也已经动了，你们看不见就是了。

我这么一动，全部都动了，这叫鼓荡。自己本身没有气，怎么能把外面的气吸收进来呢？

怎么能把这个气接牢呢？要自己常常注意这鼓逿的气与你的呼吸和身体是息息相相关的，

於是乎你就会受到这个天地之气的好处。我们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么动啊！

动啊！是气动，就是不休息不停止的跟著气走，你要是这样的运动不息，不住的气在流转，

那你就得到好处，身体绝对不生疾病。 

 

拳宜精简不宜贪多 

 

  还有各位也知道，这套拳是三十多年前我把它缩短的。从前这套拳是翻来覆去，有四

翻五翻之多，譬如说单鞭，有四、五次这么转过来转过去，全套拳架有一百二十多势。当

时我在湖南当全省国术馆馆长，要想推广太极拳这个国术馆与别的不同，它在湖南七十六

县，那一县都有。共有教官四五百人，我要把这几百人在两个月时间内都训练起来，有什

么办法？只好把拳势删繁就简，雷同的不要，意思相同的也不要，拳的形势从头到尾一点

也没有改动，这样子费了许多时间，我就把它删减成了三十七个姿势，再翻来翻去也差不

多有六七十个动作，已经比从前少了一半，於是就这么把它传开来。 

 

  太极拳只有十三式，十三式就是八卦的四正四隅配了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就是以易经

五行八卦的方法配上去，这样合隆是十三式长拳，你说这十三式就算长吗？圆的就长，庄

子所讲的，鱼在池塘里走，鱼行千里，还是在池塘中间，这个圆的还有穷吗？所谓长拳就

是圆的，打完了再来，打一百年也没有打完，长江大海，滔滔不绝，就是不断的永远不见，

这个谓之长。有许多人对这个有疑问。以为我这样做法，是把太极拳改了，不对。我这样

做法，是无可奈何，是时间和各种环境的关系所促成的。实在讲起是这个拳架太长，翻来

覆去不必要。十三式只十三个动作，现在三十几个动作已经不得了了。我希望不要多，只

要有几个动作，自己常动，有恒就行了。太极拳分阴阳两面。太极拳绝不能离开阴阳。一



 

 

切的作用都是在阴阳里头变化，阴阳里头发生，再好的功夫，再好的办法，除了阴阳的妙

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用。 

 

立人之道 

 

  今天乱七八糟的讲我过来的经验。无是要把练太极拳的道理给各位谈谈。最後我要谈

点立人之道，我近来常常和各位谈起张三丰先生，我早年看过他的全集—全集里讲他中年

的时候，随便到哪里看到人，不讲拳也不讲运动，是劝人家读四书，张三丰先生专门劝人

家读四书，他是道家，他也不叫人读道书。他意思就是四书有做人的道理，立脚很稳固，

人能够自己站得住。孔子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要立得起来，人如果立不起来，就

发生问题，就不晓得成什么东西了。四书所讲的意思和易理，甚至再高深求得仁义，这都

是人人应该有的。我觉得最近我们国家同人民对於外来的新的东西喜欢得太多，总希望人

家的东西都要得到。最好原子弹就拿在我手上，这有什么用呢？就是大家都能到月球去，

对实际的人生也还没有多大用处呢？总之要把自己做人的道理先站住，这才是人，我希望

各位同仁朋友不向外而向内，把自己的东西不要丢掉，自己的东西自己也要看一看，这是

兄弟的希望。 

 

太极拳哲理 

 

郑曼青主讲  李野文笔记 

 

  各位同道，先生主各位同学：今天本人承蒙韩理事长之邀，到这里来讲“太极拳之哲

理”并能于久别后在这里与各位见面，本人感到非常高兴与荣幸，兄弟离开台湾六年多来

在美国向侨胞及美国人士讲授太极拳，主要是宣扬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今天我们在台湾

来讲太极拳比在美国人士面前讲太极拳较有意义，也较容易，因为在美国讲太极拳最大的

困难就是翻译；我们讲太极拳最重要的是讲“气”，但西方人士对于“气”字则非常之隔膜，

所以一个“气”字在美国始终没有翻译好。太极拳是宋朝末年张三丰先生所发明的，其原理

则是根据老子的理论，老子这部书是在五经之后，四书之前所著成的，至于孔子则没有著

书，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老子这部书在中国哲理上来说，是很早的一部书，但其原则

为何？就是“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所谓“气”即是专心致志于丹田，然后返老还童之谓，亦即是我们太极拳最重要的原则。

老子从前说过，“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是极有道理的，我们知道风与水是最

柔的东西，它是慢慢的积起来的，积到很多的时侯就没有东西可以抵御了。所以我们扩大

而言之，天地也不过是积气而已。因此我们在空气中练太极拳，亦正如在水中游泳一，而

对于空气就像对水一般，有一种阻力的感觉，从而慢慢的练，要练到最柔的境地。 

 

  讲到气，丹田就是气海，海的容量是其大无比的，我们要以心运气，气沉丹田，然后

知道气之所至，气之所行，气之所积。丹田之气满了以后到尾闾，再上行走到脊骨，然后

走到泥丸，也就是气通三关，以后，就往下行走，到五腑六脏，而使全身得到了无穷的补

养，所以气在我们身体中是这样遇而复始的运行。我们人体里有三层的膜，肌肉的外面一

层，筋的外面一层，骨的外面一层，此膜正如车胎里的内胎一样的，我们练太极拳的人，



 

 

如功夫练得好，体内的膜就会增强，所以就不怕打，又我们要以心运气，使气走三关，我

们早晚行、处、坐、卧，都是注意丹田，要以意行气，孟子说：“志，气之帅也”，志是气

的元帅，元帅到那里兵也到那里。又，气是和电一样的，一热则钢铁木头也能传透过去，

所以我们天天练太极拳气就能壮，体内的膜就会增厚。气能通三关，则一切病都没有了。

有人问到太极拳有没有用？我对太极拳不过学到了一点点，但据我的经验来说，太极拳是

有用的，我从小体弱多病，四十年前就应该死去的，但后来练习太极拳，身体就好转了，

到现在行年七十岁了，我的眼睛，牙齿都还和年青人一样，这就是练太极拳的好处。 

 

  关于练太极拳的体用问题，我也顺便在此来谈一谈，太极拳的体用，是应该注意的，

体为本，用为末，没有体就没有用，换句话说，就是有体才有用，体最主要的是要血脉流

通，周身血脉流通以后，人还会有什么病呢？现在癌症那么多，但我教拳数十年，我的学

生没有一个生癌的，生癌的人主要的是郁闷室滞所致，但是太极拳使人周身百脉流畅，气

血调和，所以是可以防止癌症发生的。谈到我们人生，有两点要注意：一是病从口入，一

是祸从口出。人们是生病十之八、九，是由于吃东西不慎而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饮食。

再谈到人体内的肾与胃，人的先天是肾，练气就是练肾，练丹田。人的后天是胃，惟胃强

才能吸取充分的营养，但很多人则在摧残胃，人们以为身体虚弱了，就一定要进补，于是

不断的补充营养，但毛病就出在这里，过度的营养是最害人的东西，大病往往从此而起，

因为吃得太多了，消化不了，胃就闷胀起来，周身的气血也就不流畅了，在这种情形之下，

那有不生病之理？因此我们如要防止生病，则首先要使气血通畅，要气血通畅，则练太极

拳是最佳的途径。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练太极拳呢？练少林拳不好吗？但我觉得练少林

拳对身体虽然也有好处，但是和太极拳不同，因为少林拳的运气是偏于刚的，是往任脉走

的，反之太极拳运气是致于柔的，是往督脉走的，由督脉气行骨中，即道家所谓通三关。

同时少林拳是力由骨发，太极拳是劲由筋发。 

 

  太极拳所谓体，所讲的就是“气”与“血”的连贯流通，盖人身体内最主要的是气与血而

已，血本身不能走，要靠气率血而行，故一个人气旺则血旺。现在常有人对太极拳提出一

个问题，那就是练太极拳全身不用力，动作那么慢，能用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太极拳

也不是很难学的，我常常这样讲，一讲就几个钟头，人家还是不信，甚至于练了几十年太

极拳的人也不信，他们以为我练拳一定有秘诀的，我到美国教拳，有一个学生叫路易义的，

还有一个学生叫史密斯的，也都说我练拳一定有秘诀，不然何以只有一个郑曼青呢？现在

让我把秘诀两个字打开来；我跟澄甫老师练拳，杨老师身材很高，体重有三百多磅，他年

青的时侯，祖父父亲都是无敌于天下的，他自己有一次到山东一个道台家里教拳，他吃得

好，玩得好，他是杨家最有为最年青力壮的人。但后来回到北京后有人造了一个谣言，说

澄甫先生在八大胡同当了保镖，他的父亲听了很生气，于是把他叫回到家里来，关在后院

一个小房里，里面只有一张床，一根杆子，在这种情形之下，澄甫先生因没有其他事情可

做，只得天天练太极拳了，如是苦练了四年。诸位想想澄甫先生当时身体和功夫既是相当

了得，还要苦练四年，太极拳有什么秘诀吗？假如太极拳有什么秘诀，或吃几颗丸药可以

马上使功夫臻于上乘，那么我就必定先把丸药给我儿女吃了，那样就会有功夫了，何必再

去苦练呢？我着了一本“郑子太极拳十三篇”，这是根据澄甫老师口述要点以及我数十年的

经验与心得而写的，但断断续续的写；就写了二十年，在台湾才印出来。后来一般反映，

十三篇的文字与理论过于深奥，同时又为便于外籍人士研习与译成外文起见，就另以浅显



 

 

的文字写了六篇翻译成英文，这一工作用了九年时间方行完成，所以归根究底一句话，练

太极拳并没有什么秘诀的要是有秘诀的话，其秘诀就在太极拳论里面，因为其中没有一句

话是假的，决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只要大家照拳论里面所说的原理去下功夫，是绝对可

以学得好的，我是懒人，功夫也不好，各位条件都比我好，我想大家应该是能够练好的。 

 

  练习太极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松，但很多人就松不下，一接手不知不觉之间就不晓得

松，这样，一扭，一顶就完了，也就把门关闭了，不能进步了，须知练习太极拳是要学吃

亏的，不要学占便宜，你要是想占一分便宜，大吃亏就在后头，这是我学太极拳几十年的

经验，其实不光是学太极拳如此，为人处世亦莫不如此，所以如能学到太极理，则在社会

上处世并不难。老子曾说过：善者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大凡肯吃亏的人，最后总是不

会吃亏的。 

 

  有一件事情顺便在此谈谈，三十二年在重庆有一次和友人邓君同应英国驻我国大使馆

之邀请表演太极拳，正巧英军访华团人员亦在座，表演完毕后，邓君见英军都是身强力壮

的少壮军人，就说各位愿不愿意和郑先生试试，他们都要试，结果都败了。后来又有美国

驻渝陆军，因为听到这件事，也邀请去表演，并且在百余人中挑选了十五个拳击好手，和

我比试，结果连败了六个人，其余的人都不敢再比了。由此可见，他们的拳虽然很猛，速

度也很快，但跌出去也很重，所以一言以蔽之，太极拳虽不是主张打人的，但是，无疑问

的是一种最好的自卫技术。 

 

  今天因为时间很短无从详谈，只是一点点小意思贡献给诸位参考，但都是由衷之言，

还请指教，完了。 

 

练武的精神与太极拳丹田劲 

 

郑曼青 

 

  太极拳历代名师辈出，独领风骚於当世，这是我们这些後学者所响往的。然而今日风

行时世界的太极拳，习者虽众，却让人有流於健身操的感觉。我想这是当今学习有成者的

谦虚内敛，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所使然。另一个原因是很少练习者能以练武的精神去练太

極拳，而是以健身为主。由於缺乏一种积极求进的心态，固有成就者也是寥寥可数。 

 

  太极拳非比外家拳，短期内就可看出成果。太极拳又涉及丹田劲的培练，必须得到正

确的功法，才有可能练成高强的武功。这可能是许多人投入数十年的岁月，浸淫於太极拳

而仍无所得的原因。欲求健康长寿，那么以健身操的心情去练太极拳，绝对能达成你的期

望。若求自卫、技击，那么你一定要有练武者刻苦、钻研、求实战体验的积极心态。任何

能流传於世的拳种，都是经得起实战考验的。现在有公开的比赛规则，选手们在裁判员公

平的裁决下，作激烈的自由搏击拼斗。将“武”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由历代太极名

师的战功彪炳之中可见太极拳的高手一定也能在现代的武坛以实战称雄。 

 

  谈到正确的功法，许多人认为太极拳的理论太繁太深，若要搞懂是很难的，学拳时顾

左难顾右，真不知如何练下去。其实练太极拳的拳理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只是你必须练到



 

 

了那一个层次，才能体会那一个层次的道理。所以初学者必须循序渐进，焦躁不得。尤其

是丹田劲的练法，更要悉心遵从师父的指导。从前有不传外姓之说，是因内家拳有其独特

的内劲练法，那非外行人可以窥视的。今人已无此见，但以其功法宝贵，故习者应虔诚敬

谨。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必能获得师父的真传。 

 

  谈到“丹田劲”，从字义上来看，田地里出丹，犹如“麦田”田地里出麦。故太极拳实乃

内功之一种。如何练呢？先是以意念带动丹田催动全身的细胞，练一段时期後则是全身的

细胞催丹田。结果愈练愈密合，变成丹田与全身的动作一致，同时开合，同时到。至於发

劲就像照相机的闪光灯般，一闪即逝。发劲前全身是松的，发劲後全身也是松的。只是发

劲的那一刹那，丹田与全身每一个细胞像炸弹般的向四面八方钻缠疾射。当然这与呼吸是

要结合的。一般而言，发劲是呼气，蓄劲是吸气。在吸气时，气聚於肺（包括由鼻吸入之

气及内部的提气）。呼气时，分内外两部。外部由鼻或口呼出，内部则迫至丹田，而传於

全身。 

 

  笔者所知有限，仅以些许浅见，作初学者之参考，还望各界先进不吝指正。 

 

别程序 

 

（摘自：郑子太极拳十三篇） 

 

  太极拳运动之大纲。有三。分天地人为三阶。人阶为舒筋活血之运动。地阶为开关达

节之运动。天阶为知觉作用之运动。次目有九。每阶下各系三级。是为三阶九级： 

 

人阶三级。 

 

  一、为自肩至腕之舒筋法（一阶一级）。其法以舒腕为先。肘次之。肩又次之。毫不

用力。由至柔而渐进。皆以曲中求直。厥形为圆。 

 

  二、为胯至肿（一阶二级）。自胯至膝至肿。俱要松柔。其力量在足心。而受于地。

足要分虚实。手亦然。 

 

  三、为自尾至顶（一阶三级）。所谓柔腰百折若无骨者。脊柔筋使然。其要在尾闾中

正。及顶头悬耳。 

 

地阶三级。 

 

  一、气沉丹田（二阶一级）。肩稍沉。肘稍垂。则气可引至胃脘。胸微陷。背微弓。

则气可沈至丹田矣。 

 

  二、气达乎四肢（二阶二级）。气沈丹田后。似可由心驱遣。便使气至胯至膝至肿。

复至肩至肘至腕。 

 

  三、越尾闾达乎泥丸（二阶三级）。气沉丹田。待功纯。火候到。不期然而然。自然



 

 

越过尾闾。不可丝毫勉强。越过尾闾。复冲开夹脊。度玉枕。达泥丸。 

 

天阶三级。 

 

  一、听劲（三阶一级）。惟柔乃能与对手黏连相随。能黏连。则我之气与彼气相接触。

欲测其气之动静。故曰听。 

 

  二、懂劲（三阶二级）。彼微动。我可听而得知。我先动则懂而知之。然微动易测。

未动难知。苟能于未动。听而知之。其庶乎阶及神明矣。 

 

  三、为阶及明（三阶三级）。气能得化境。而乎精神之作用。其所谓无力之力。神力

也。目之所注。神之所到。气己随之。气能运身。不待心动。而神可以挟气而行。是为神

力。亦可谓之神速。 

 

述口诀 

 

（摘自：郑子太极拳十三篇） 

 

  从来武术家。得有妙法。多秘不眎人。所谓传子不傅女也。然子未必皆肖而贤。以致

屡屡失其真传。倘或有得意弟子乃传其法者。亦必留一手。以备不测。诚如是，欲求吾国

武术之发扬。岂易得哉。今曼青之受澄师者。未敢说尽其传。倘也留一手。或秘而不宣。

则怀宝迷邦矣。十余年来。每欲笔诸於书。以广流传。此心萌动。而复搁置者。屡矣。亦

恐传非其人耳。既而思之。善与人同。固吾所愿。乃谨录要诀十二则如次。此皆澄师所不

轻易传人者。每一语出。辄叮咛曰。余如不言。汝虽学三世。不易得也。此言何止重提数

千遍。蒙澄师之过爱若此。而不能达其厚望。惭愧无已。尚希世之贤哲英豪。有以参证面

广大之。使尽人皆能袪病延年。则民族幸甚。 

 

  一、曰松。澄师每日，必重言十余次。要松。要松。要松净。要全身松开。反此则曰。

不松。不松。不松就是挨打的架子。按松字之一字。最为难能。如真能松净。余皆末事而。

余将澄师平日口授指点之大意。附於下。使学者易於领悟。松。要全身筋络松开。不可有

丝毫紧张。所谓柔腰百折若无骨。若无骨。只有筋耳。筋能松开。其余尚有不松之理乎。 

 

  二、曰沉。如能松透。即是沉。筋络全开。则躯干所系。皆得从下沉也。按沉与松。

原是一回事。沉即不浮。浮是病。体能沉已善矣。尤其加以气沉。气沉，则神凝。其用大

矣。 

 

  三、曰分虚贸。拳论所谓。处处总此一虚实。以右手与左脚相贯一线之劲。右脚与左

手亦然。如右手左脚实则右脚左手虚。反是，则亦然。是为分清。总之全身负担。另许放

在一只脚上。如两脚分担。便是双重。其转变时。要注意尾闾与夹脊得中。方为不失中定。

至要至要。按转变一语。即是变换虚贸之枢机。不经道破。真永不知有下手处也。右手实

劲。交与左手。其枢机在夹脊。左脚实劲，交与右脚。其枢机在尾闾。但要在尾闾与夹脊

中正对直。方为不失中定。此语非潜心领悟。不易得也。 



 

 

 

  四、曰虚灵顶劲。即是顶劲。即是顶劲虚灵耳。亦即所谓顶头悬之意也。按顶头悬者。

譬如有辫子时。将其辫子系於梁上。体亦悬空离地。此时使之全身旋转则可。若单使头部

俯仰。及左右摆动。则不可得也。虚灵顶劲。及顶头悬之意。亦若此而已。须於练功架时。

将玉枕骨竖起。而神与气。不期然而相遇於顶焉。 

 

  五、曰磨转心不转。磨转者。即喻腰转。心不转者。乃气沉丹田之中定也。按磨转心

不转者。此家传口诀也。比诸拳论所谓。腰如车轴。腰为纛二语。尤为显赫。余得此意後。

自觉功夫日见进境。 

 

  六、曰似拉锯式之榄雀尾。棚捋挤按之推手也。往复相推。喻之以拉锯者。彼此用力

均匀。则往复可以畅通无阻。如一面稍欲变化。则锯齿随处可以扎住。如彼使之扎住，则

我虽欲用力不得拉回时，只可用推力送之。便可复得相推如初。此理在太极拳之推手上。

有二意。一曰、舍己从人。顺其势。可以得化劲与走劲之妙用。二日、彼微动。己先动。

此即彼欲用推力送来时。则我亦先之以拉力拉回。彼如以拉力拉去时。则我亦先之以推力

送之去。按拉锯之喻。其理可谓透彻之至。此真家传妙诀。余於此恍然大悟。於彼微动。

己先动之著手功夫。苟能於此娴熟。则操纵在我不在彼。其余又何论矣。 

 

  七、曰我不是肉架子。汝为什么挂在我身上。按太极拳。专尚松灵。最忌板滞。若如

肉架子上挂肉。便是死肉。又何有灵气之可言。故痛恶而决绝之。乃有我不是肉架子之詈

骂。此亦家传口诀。用意深刻。幸细翫之。 

 

  八、曰拨不倒。不倒翁。周身轻灵。其根在脚。非具有松沉两种功夫，不易办到。按

不倒翁之重心。在乎下部一点。拳论所谓偏沉则随。双重则滞。如两脚同时用力。一拨便

倒无疑。周身稍有板滞。一拨便倒无疑。要之全身之劲。百分之百。沉於一只足心。其余

全身皆松净。得能轻於鸿毛。便拨不倒矣。 

 

  九、曰能发劲。劲与力不同。劲由於筋。力由於骨。故柔的活的有弹性的是劲。刚的

死的无弹性便是力。何谓发劲。放箭似的。按放箭。是靠弓弦上弹力。弓与弦之力量。即

是柔的活的有弹性的。劲力不同。能发不能发。可以见矣。此犹不过论发劲之性质耳。於

作用上犹未能详尽。余又将澄师平日。时时讲解发劲要法。兹附录之曰：要得机得势。日。

要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谓健侯老先生。喜诵此二语。然得机得势。最难领略。余

以拉锯式之作用中。确是有机有势。存乎其间。因彼之欲进欲退。我先知之。是为得机。

彼既进既退。受制於我。是为得势。举此一端。可以知之。脚腿腰能完整一气。一则。是

力聚。可以致远。一则。身不散乱。方可命中。发劲之妙用。尽於此矣。学者勉之。 

 

  十、曰搬架子。要平正均匀。按平正均匀四字。最为平淡。却极难能。平正方能安舒。

可以支撑八面。均匀方能贯串。而无断续处也。此即拳论所谓。立如平准。及运劲如抽丝

等语。非从此四宇下手不为功。 

 

  十一、曰须认真。打手歌曰。掤捋挤按须认真。若不认真。便都成了假的。吾今举以

告汝。掤若掤到人家身上去。捋若捋到自己身上来。都是错认。掤不要掤到人家身上去。



 

 

捋不要捋到自己身上来。此是真的。按与挤。皆要蓄其劲。不可失却中定。此是真的。按

须认真三字。从来读破太极拳论。未得悟澈。一经澄师道破。始知有尺寸。有法度。非经

口授指点。不易了解者。皆此类也。此真家传秘诀。学者其由此体验之。便可得其尺寸。

则不复失中定矣。至要至要。 

 

  十二、曰四两拨千斤。四两何能拨千斤。人皆未之信。所谓牵动四两拨千斤者。只要

用四两劲牵动千斤。而後拨之。此牵与拨。是两事。非真以四两拨千斤也。按此节。牵拨

二字。分开解释。便能见其妙用。牵之之法。譬如牛重干斤。穿鼻之绳。不过四两。以四

两之绳。牵千斤之牛。左右如意。其欲奔驰不可得也。盖牵者。牵其鼻准。若牵其角。其

腿。不行也。是牵以其道。以其处也。然则牛可以四两之绳牵之。如千斤之石马。亦能以

四两之朽索牵之乎。不能也。此活与死作用不同。人有灵性。其欲以千斤之力攻入时。其

来有方向。臂如对直而来，则我以四两之劲。牵其手之末。顺其势而料出之。此之谓牵。

因牵动之後。彼之力已落空。则此时以劲拨之。未有不掷出寻丈之外者。然牵之之劲。柢

要四两足矣。拨之之劲。酌用在我耳。然牵之之劲。不可过重。重则彼知之。可以变化脱

逃也。或则藉牵动之劲。换其所向。得以袭击之也。否则彼知我牵之。便畜其力而不前。

畜其力。其势已退挫。可即因其退挫。便舍牵之之劲。而反为发放。则彼未有不应手而倒。

此反拨也。 

 

  以上种种。皆澄师口授指点之传於曼青者。不敢自秘。愿广其流傅。幸世之同仁共勉

旃。 

 

去三病 

 

（摘自：郑子太极拳自修新法） 

 

  修新法之作。专为限於工作时间。及妇女忙於家政。与远道不得许可从学者。予以便

利。较函授尤为简单。然此著重传授功架之缜密方法已耳。偏於体一方面居多。太极拳原

为有斯有用。若必欲求其深造。届时可参阅拙著太极拳体用一书（英文本）。以及郑子太

极拳十三篇（中文本）。自可了。惟自修之始。首要务去三病。以不佞四十年之经验所得。

能去三病者。笃意遵行。未有不如愿以偿。天资若稍钝者。亦不过费人一己十之功而已。

然其病人尽知之。法亦浅近。类多因循自误。不肯果决行之。憋少时亦坐此病。是以言之

较切耳。兹约述如下。 

 

  第一为无恒之病。仲尼所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巫之为医。非正术也。无恒尚且不

可。况由哲学而科学之太极拳乎。太极拳以柔克刚。与专气致柔之旨。则本乎易与黄老之

哲理。至於牵动四两拨千斤之作用。施诸事实。此乃科学之千斤顶。俗名之曰压不煞之力

学作用。是已成哲学与科之之结晶体。余尤以为中西文化之通。得利赖为桥梁也。岂独体

用之裨益已耳。若无恒而学此拳。不仅为多此一举。亦徒有宝山空入之叹。岂不惜哉。憋

每恨少日无恒。屡以体弱而习国术。稍得裨益而便辍。旋至三十九年以前。病痨瘵莫能兴。

得复习此拳而痊。遂决心不使再辍。当时即将全套拳架。以极快之练法。仅费六七分钟练

毕。且早晚只练一套。以期不辍而已。然余当时实亦忙碌。除教课与校务外。连自修也日

无暇晷。由是以往。不久却更有进矣。早上起床。非先练拳。则不事盥洗及朝餐。每晚睡



 

 

时。不先练拳。则不得上床。如是者久之。养成习惯。遂不复辍。其意以为人生以乐为助

人。不惜一切之牺牲。今则谋自身之健康。得以袪病。仅早晚费数分钟而无恒。则又何足

言推己以及人也。是以自悔其蠢。乃决意痛改其非。 

 

  第二为贪多之病。俗谓贪多嚼不烂。老氏谓少则得。多则惑。信矣。憋少有忘年友鲁

坚号塍北。余姚人。游雁荡将归。过我曰。昔之君子临别赠言。我亦欲有一言相赠。君家

郑虔三绝。君善继之。必传无。君病贪多博学。恐致无大成。听我言。只攻诗书画可矣。

余从之。此老余益友也。余有所成就。皆此老之所赐。不能忘也。易之谓易则易知。简则

易从。习太极拳不能异乎是。今得传授一式或二式者。必须潜心娴习。而默记之。方能有

得。不然未有不惑也。民国廿七年春。余主湖南省国术馆时。国术为该省全民众之运动。

不论男女老幼。皆得学习。余欲普扁推行太极拳。故於每两个月内。即调训全省各县国术

馆长及教官四十人。余亲授之太极拳。以时间不敷。故决计删削。以成简易拳套。太极拳

原仅有十三式。以沿传既久。式增繁。练习费时。不易普及。余乃删减为三十七式。已较

原有之十三式。增多廿四式。此亦因时制宜。忽以余著之简易太极拳以为简也。胜利还者

後。持此稿之沪，商诸陈师兄微明。亟称之曰。适与予同意。斿为序以表欣赏。微明君子

儒也。决不阿其好以成其恶。间亦有无知者。疑余此举为非。殊不知为绝学阐扬之苦心耳。

亦只可置弗论也。 

 

  第三为求速成之病。所谓欲速则不达。诚知言矣。务期水到渠成。非可强求。古人对

於文艺。尝谓要沈浸穠郁。含英咀华。又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余谓习太极拳。亦必

如此。且此拳术不仅体用兼赅。心手并顾而已。然必须悟彻哲学之原理。获得科之实用。

则裨益无穷矣。总此三。得能无法解除。便可顺利迈进。了无阻滞矣。 

 

三无畏 

 

（摘自：郑子太极拳自修新法） 

 

  欲习太极拳之运动者。其动机不出数点。约言之。有为多病体弱者。因求健康而学也。

有为以防不备为自卫计者而学也。有为震其术之奇妙。爰求真理而学也。此外有如乘兴而

来。与随波逐流及无恒者。不在讨论之列。我所谓无畏者。正为欲下工夫者而发也。 

 

  一、无畏吃苦。怕吃苦。则无进程之望矣。拳论所谓其根在脚。怕吃苦。则脚之落地

不得生根。是以脚部之吃苦。有益于心脏及脑部则无疑。其基本方法。初学者早晚抽三五

分钟之暇。以一脚立地。左右调换。逐渐加久。逐渐低坐。注意气沉丹田足心贴地。不可

丝毫勉强。站桩时。必须出食中二指。扶於椅角或桌边。使其平稳站定。娴习後。便去一

中指。只用一食指扶站。久之则站更稳。可以不用扶。而自然站稳矣。继此则采取手提及

手挥琵琶二式。多下站功。又预备式亦为站桩之浑元功。单鞭为开展功。此於体用皆有莫

大裨益。不可忽视也。 

 

  二、无畏吃亏。太极拳要诀曰。舍己从人。舍己从人那有不吃亏。故髯之十三篇开卷。

便谓要学吃亏。何谓其学也。听人进攻进击。非独不抗。且不还手。尤要黏连贴随。方能

轻轻走化。此意匪浅学及粗疎者所能。况且初学者焉得不吃亏。若畏吃亏。莫如弗学。愿



 

 

欲学之。莫若学吃亏始。学吃亏。便是不贪便宜。贪小便宜吃小亏。贪大便宜吃大亏。反

此者。即是吃小亏得小便宜。吃大亏而後可以得大便宜。有智慧者。必欲得体用之实。将

何从下手。老子不有云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此即太极拳之主旨。学者即从是而学焉。

倘能得专气致柔。便学得吃亏之妙法。则已不畏吃亏矣。歌诀所谓。任他巨力来打我，牵

动四面拨千斤。则已得致柔之效用矣。 

 

  三、无畏厉害。老子所谓。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

以其无死也。又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又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

下之至坚。然则兕虎兵刃。亦天下之厉害者。犹不足称。而反独称喻柔弱之水。以其至柔。

莫能胜也。是之谓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纵有兵刃爪角之利。不足为畏也。倘有所畏惧。

则精神舆体质必紧张。紧张便不松。不松何能柔。不柔便是刚。故真能洞彻太极拳之原理

者。便具有大无畏之精神。亦犹孟子所谓。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善养吾浩然之气。此亦

老子所谓专气致柔。又何厉害之可畏也。 

 

谈心得 

 

（摘自：郑子太极拳自修新法） 

 

  十数年前。有从游者问余曰。先生身兼五艺之长。生平究以教何艺为乐意。曰。以教

太极人为最乐。闻之者甚以为疑。曰。似近粗豪马。曰。是非尔所知也。此为人生哲学之

结晶者。以其精微而论。较习一切文艺之难。且有过之。决非一般武事可比。曰。愿闻其

详。曰。余弱任诗书画三课教授。以教书法为乐。以其含有强身运动之益。强壮将届之年。

流离入蜀。以医餬其口。不意医运大行。人皆誉之曰济世活人。然余则以寝食无时。苦不

堪言。且日与愁眉苦脸相对。肩人以生死之话。待有笑容焉。则余已不得而见也。惟教太

极拳。不独可以袪病延年。心神愉快而已。少长咸集。善与人同。效老莱子之儿嬉。耄年

不倦。胜华元化之禽戏。专气致柔。真可谓康乐无疆。若问余四十年之心得。却只有十二

字。曰。吞天之气。接地之力。寿人以柔。曰。请言其效用。曰在人体则气乃率血而行。

故气旺则血旺。天富有大气。多取之不以为贪也。力在人体有大用。地贵有载力。倘能接

其毫厘。则为用亦无穷矣。致柔则老氏所谓。能若婴儿。则寿亦可以无疆矣。惟此三语。

在人身亦为三才。得天之气。则位於上之颠顶泥丸宫一内。可以增长其灵气。下则为地。

接地之力。则足底心之涌泉要穴。可以增长其根力。中为腹部之丹田要穴。在腰线间。得

能专气致柔。则腰若活泼泼地。则肾气自足。寿能增加也。然习之之法。亦甚简易。一、

随时得有空暇。便觉以泥丸宫顶天。吞天之气。沉於丹田。二、得有行动。或端坐。或暇

立时。在注意所及时。便欲将足心贴地。进而则欲足陷入地。久之则欲以我之足力。与地

心吸力相接。能至此。则我之足已有根矣。三、丹田。古人所谓行坐处卧。不离这个。是

要以心与气。相守於丹田。如鸡之孵卵然。此所谓知止。止於至善之地。道也者。不可须

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孟子所谓养吾浩然之气。则皆不离乎丹田也。然此区区之心得。

倘能笃而行之。决非等闲之运动可此。袪病延年。犹易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