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雅轩 太极拳随笔(一) 

 

 
                                  练法之一 

 

未从出势，先将脑筋静下来，摒除杂念，身心放松，去掉拘束，如这样子才能恢复人在未被事物缠绕之前

的自然稳静及天生具有的灵感。稳静之后而后出动，并要在动时仍保持其稳静，不可因动将身心的稳静分

散了，这是需要注意的。 

 

按人身体，本有天然赋予的健康功能，所以未能人人健康者，是因未能锻炼身体，以培养这种天生的健康

，而且被些事物的缠绕，将这些自然健康功能给摧毁了，所以不能人人身体健康，今要达到健康，就必须

先将身心放松，静下脑筋来，以恢复身心的自然，恢复自然之后，也自然会有天生的健康功能，不能只是

一味的操练身体的外形，也不能像和尚道士之只修炼内部静坐养神，必须动静参半，身心兼修、内外并练

而后可。 

 

太极拳的练法，其最重要的是身势放松，稳静心性，修养脑力，清醒智慧，深长呼吸，气沉丹田等。这些

规矩，每练时要想着这些，日久才能起到健康身体和治养疾病的作用。假如练时动作散慢，气意上浮，那

就对身体无甚补益，所以太极拳的功夫，对气沉丹田这一规则是很重要的。然而太极之气沉丹田怎样可以

作到呢？那就必须先松心，后松身，心身俱松之后，其意气便可自然的沉到丹田了，而不是使硬力将气意

压到丹田去的。如是用硬力将气意压下去，那就会弄得周身不舒服，甚至身体发生疾病，这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学者应当多加注意。 此外，尚须平时注意精神上的修养，以作功夫的辅助则更好。 

 

在练时，先将全身放松，尤其是两臂，要松得如绳拴在肩上的一样，不可稍有拘束之力。如此当稍待，以

俟身心稳静下来而后出动。出动时，仍用一点点思想上的意思松松的将两臂掤挑起来，以腰脊之力牵动两

臂，稳静地出动，将一趟拳演练出来，非四肢之自动也。每见练者，不知本此意思用功，混身扭扭挪挪，

零零断断，浮浮漂漂的局部乱动，以为这是太极拳。这是大错，以致长时间练不出一点太极拳味来，未免

可惜。 

 

练拳时当细细体会，找它的要领。找着要领之后，经常练习，不数月便有两臂有松沉的感觉，两肩有些酸

痛的情形，这倒是很自然的，以后拳意就会达到手上来了。如再有明师指点，对太极拳的道理也就会一点

一点的领悟，身上的灵觉也将会慢慢地充实，如此则不但在修身方面有显著的功效，即在应用方面也会有

巧妙的动作，这全是由于在松软的基础上着手练功作出来的。如果只是散漫飘浮的练法是不行的。 

 

太极拳在初练时，是感觉不出什么味道来的。但是只要有耐心，有恒心，细细地体会，时间久了，便会感

觉趣味浓厚，使人百练不厌，愈研究愈有味道，愈体会愈有兴趣，甚至形成一种癖好，一辈子离不开它，

其终身健康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了。 

 

为了功夫的增进，要经常不断的思悟其中的道理。每练功时，如何有虚无的气势，如何才有松软沉稳的情

形，如何才有丹田之沉劲，如何才能有绵绵不断的味道，如何用意不用力，如何身势经常保持中正，如何

有满身轻利顶头悬的意思，如何才有入里透内之劲道，如何打松净之劲，如何以心意之去，如何以神经之

动，如何能来之不知，去之不觉，打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如这样练下去，以后就有好的进步了。 

 

平时要在出动时，心里应如何作想，如何形态，如何神气，如何出手若无所为而又有包罗万象无所不为之

气势，这也是很要紧的。假若是出手有所为，心里先有一个主观的定见，那就恐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流

于外功之明劲，成了多着多法之硬功拳的情形了，此理不可不知。 

 

在练时，稳静安舒，心神泰然，反听观内以审身心之合，这才是练太极拳功夫的态度，否则虽表面似太极

拳，实则非太极拳功夫也。 



 

 

 

太极拳功夫，不外乎是动静开合而已，但一切要在稳静的基础上作，不可有慌张冒失的现象。它虽是静，

但静中藏动机。虽是动，但动中存静意，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太极拳之道理也。 

 

其健身方面，全凭呼吸深长，气血畅通，头脑安闲，心神稳静。其应用方面，全凭虚无的气势，沾粘跟随

，在几跟几随之中，我之身势早已吃进彼身，一切的机会自送上手来，在这个时候，我的神气一动，早已

如触电样将其打出矣。 

 

在练功时，要以神走，以气化，以腰领，以意去，内外一体，心神合一，神气贯串，上下一致，久而久之

，便会养出非常的灵觉来，以这种灵觉用之于推手，体会对方之来劲，是百无一失的，既已知道对方之来

劲，便可顺其来势，随其方向，而作跟随沾粘之动作，他身上之缺点，便会自然的发现出来，我趁势击之

，则自无不中之理也。 

 

练体以固精，练精以化气，练气以化神，练神以还虚，这是太极拳的四步功夫。学者宜本此方向细细体会

，才能练到妙处。 

 

人身之灵机，最为宝贵。凡一切处事接物，皆全赖于此，不独打拳推手也。但灵机是出于大脑神经，所以

太极拳的功夫，首要在稳静的基础上练功，以养其大脑中枢神经。但所谓稳静者，是心神泰然之后，自然

之中出来的真稳静，而不是强制着不动作出来的表面上的稳静，这种强制着身体不动，表面上是稳静，而

心性方面仍是不静的。如果这样，就不是真静，不是真静，就不能养大脑中枢神经，也就出不来特殊的灵

感，此理又不可不知。 

 

练太极拳的功夫，在预备势时，就一定要使身心稳静下来，真稳静下来之后再行出动。尤须注意的，是在

动的时候，更要保持其稳静，不要将稳静的情形分散了，这更是最重要的一回事。切记切记。 

 

在动时，要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以腰脊率领，牵动四肢，绵绵软软，松松沉沉，势如行云流水，抽丝挂

线，绵绵不断，又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将一趟太极拳形容出来，不是四肢局部之动，练后有甜液生于

口中，便是练之得法处，身心已感泰然。如此可坚持日日按时练功，不要间断，以后就会有显著的进步。

假如练后口中没有甜液发现，这便是练之不得法，心神未静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按时练功了，当

速请太极拳明师指正了，否则毛病暗出，则更不易改正。 

 

在呼吸方面，务须深长，使呼吸趁着缓和的动作鼓荡，又要使缓和的动作，趁着呼吸的鼓荡开合，并须要

作的自然而顺随，这才是正确的练法。稳静安舒可以蓄神，呼吸深长可以养气，久而久之，则神气自能充

实，身体健康也自然增进。太极拳所讲的柔软，是指的周身均匀，配合一致合度。在生理上、在健康上、

在技击上所需要的柔软，而不是脚翘得特别高，腰折得特别弯，这样失掉了灵感性，不合生理的局部的特

殊的柔软。因为这些不合生理的柔软，只是好看而已，但在技击和健身方面，都没有什么好处的。 

 

在太极拳的功夫方面，只是有些软活柔动还是不够的，需要在这些软活柔动中作到均匀有沉着的心劲和雄

伟的气势才够味。以上这情况，是要在练拳日子久了，功夫有了基础之后，再经老师详细的口传面授，说

些比喻，作些示范，形容其气势，慢慢地悟会才会有的，而不是一言两语可以了事的，也非笔墨所能描绘

。这种雄伟的气势及沉拳的心劲，是在身势气魄之内含而不露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以上这些情况，要有

真的太极拳传授而又有功夫的人，才能鉴别出来的，如哪些毛手毛脚的太极拳家，是看不出来的。如他们

看了，反以为是不好，或出些反对的言语，如说什么太慢了，或说架子太大了，或说太神化，太迷信了云

云。所以说，凡是对某一项学识设有研究的人，就会发言不当。 

 

练刚柔不如练柔劲，练柔劲不如练松软，练松软不如练轻灵，练轻灵又不如虚无。虚无的气势，才是太极

拳最上层的功夫。其主要的练法，是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以意贯指，日积月累，内劲自通，拳意就能上

手。四肢是外梢，不可自动，胯为底盘，务须中正，以思想命令于腰脊，以腰脊领动于四肢，尚须以神气

相配，上下相随，完整一气，否则非太极拳功夫。 



 

 

 

松软沉稳的形势，如载重之船，沉沉稳稳地荡于江河之中，既有沉重而又有软弹之力。 

 

凡是一举一动，是以意为主使，以气来牵引，无论伸缩开合，或收放来去，吞吐含化，皆是由意气的牵引

为主动，由腰脊来领动，此是太极拳与他种拳不同之处。如一势之开，不但四肢开，而心意胸脊必先为之

开；如一势之合，不但四肢合，而心意胸部必先为之合，凡一切动作必须由内达外，所以称为内功。 

 

找上下相随，是初步之练法。找轻灵绵软，是中乘之功夫。找虚无所有，才是最后的研究。盖轻灵仍有物

也，如到虚无则无物也，则一切无不从心所欲，以达通玄通妙之境界。 

 

太极拳之虚无气势，在技击方面，其变化作用，其妙无穷。如遇刚劲来犯，可以使其捕风捉影；遇柔劲来

犯，可以化之于无形，使对方找不着实地，摸不着重心，英雄无用武之地。 

 

太极拳在前清咸丰时代，有些人称它为“神拳”。余以为这个名称很有道理。称神拳者，并非指神怪之神

，而是神经之神，神气之神。一者是因在练功时不是用力，而是用意，用神用气；二者是在对手时，其动

不是专靠肌肉的伸缩为主，而是以神经之动为主，其变化运用巧妙神奇，有令人不可测度之处，故称之为

神拳。每练功夫，要细细的体会功夫中的精微奥妙。这种精微奥妙，是在思想之内心而不在手势之外面，

所以太极拳的功夫，只靠操练还不行，需要用悟。用悟就必须缓慢，必须稳静，如不缓慢稳静，就悟不进

去，悟不进去，就找不着太极拳的味道。学者须特别注意。 

 

澄甫先师每作推手发劲时，只见其眼神一看，对方便觉惊心动魄，有顷刻生死之感，此乃体态与精神合一

，能在极短之时，将全身之力量集中而发，能起在突然之间，迅雷不及掩耳，令人不可抵御，亦无从抵御

故耳。平时练功所以稳静缓慢者，正为蓄养此精气神，即内外各部配合之妙用也。 

 

如练时太快，非但不能蓄神养气，即内外各部之配合亦必难作到恰到好处，故发劲不充实，气势亦不惊人

。 

 

周身松开，上下完整，是太极拳必须之条件。我过去练功夫的经验，只要周身松开了，气自会沉下去，日

久则内劲自生，脚下也会沉稳，如动作不整，整而不松，或只两肩松而腰腹胯背不知如何为松，或肘腕指

节等处不知如何为松，或练后掌心无鼓胀之意。此皆因无正宗老师传授，内劲则永远不会有，愈练愈离太

极拳远矣。 

 

练太极拳功夫，有很好的道理值得钻研。有些人练拳，竟不知道在深细上钻研功夫，从质量上求跃进，而

只是在编些套子，弄些花样，图外表所谓好看，一身摇摇摆摆，零零当当，神气活现，自以为太极拳讲柔

，讲软，讲不用力不过如此。其实不知太极拳有些道理，须有传授方可知，以至练功多年，对于推手，着

手就胡顶乱撞，瞎拨强搬，一点味道没有，无怪太极拳有“十年不出门”之说。 

 

察当先杨露禅先生在北京教拳，号称杨无敌。杨班候先生在北京与很负重名的武术家刘某比手等事，证明

太极拳的功夫是有很好的技击功能，并非十年不出门。为何竟有十年不出门之传说？盖练太极者虽多，却

未经真的太极拳老师指教，以为有其他拳的功夫底子，再弄本书看看就会了。这是妄作聪明，闭门造车，

所以难成。此非太极拳本身之咎，而是学者择师不慎之过也。 

 

练太极拳神气内敛，收藏入骨，虚灵之神气布满全身，要轻有轻，要重有重，轻者如百无所有，重者似泰

山立崩，此言其虚灵之妙用也。但虚灵必须在实在处做起，轻快也必在沉稳上着手，功夫日久，始能得到

真正的轻快虚灵。若初学即讲轻快，必致一身零乱不整。若初学者即讲虚灵，必致流于漂浮，毫无作用。

所谓太极拳十年不出门，漫说十年，苟无真传，则一生也出不了门。 

 



 

 

太极拳是无为无不为之功夫，出手虚妙无比，包罗万象，无论对方如何来手，我有此虚灵之气，自能随机

应变，无不恰到好处。万不可专于一手一势之作用，否则必挂一漏万。盖大道一以贯之，得其一而万事毕

。若想一着一势之用，虽千着万着总有穷尽，故智者不取也。 

 

神意内含，以存静养，劲道始有收藏，一举一动不忘松净，灵慧才能生长也。 

 

切忌剑拔弩张，咬牙瞪目，紧张之现象，或以为练时毫不紧张，临时何能致用，岂不知练时是蓄神养气之

功夫，以俟神气蓄养充实，临时自有好用。若练时剑拔弩张，神气外露，则神气耗费，焉有充实之日，用

进焉能有惊人之动作。 

 

上有虚灵之神，中有腰脊之劲，下有丹田之气，三者合一，内外一体，动作无不适宜矣。然一切皆由自然

中求之，不可在局部上找，若专想沉气必为气滞，如专想提神必为神拘，非大道自然之功矣。 

 

虚灵顶劲者，是身势端正，稳静舒适之后，虚灵之气自然上升谓，非头部犟力上顶之谓耳。如犟力上顶，

则有挻硬性而无虚灵性。乃为太极功夫之最忌者。 

 

练太极功夫者，一方面依老师教导去用功，一方面本三丰祖师以及王宗岳先师太极论中去悟。练时不可参

杂外功之思想，否则必流入歧途。练此功不可与外功拳并练，否则徒劳无功。盖此是松灵劲，发出时无声

音，被打者虽外面无青红伤，但劲己透入内部。彼是紧硬劲，发出时咚咚有声，被打者虽外面青红伤，但

内面未必也。 

 

有谓太极拳功夫非参杂其他门功夫并练不能应用云云。此足见其无太极真传，倘不知太极拳的道理。 

 

练太极拳功夫有五忌：  

 

（一）择师不慎，误入杂门外道，养成习惯，日后虽遇真传，亦难改正。 

 

（二）对老师信仰不坚，不本老师所教之道理用功，自作聪明，东想西想，参入其它道理。以致心神杂乱

，暗病百出，若藏若露，此毛病不易改正的。 

 

（三）有不良嗜好，如烟、赌、色等，将人身三宝精气神耗费枯竭，昏头胀脑，不能悟道矣。 

 

（四）平素曾练外家硬功太过，如吞气努力，咬牙瞪目，鼓肚子打肚皮以及排打周身，油槌贯顶等等，已

将身体最宝贵之神经练死，麻木状态，毫无灵感，不能操太极功夫。 

 

（五）入道未深，离师太早，即想在人前显能，致被外门功夫引诱入歧途而无法纠正。 

 

以上五者，皆不能悟道。 

 

练太极拳应以澄心定性为主要功夫。但澄定之功夫，须在稳静上着手，以俟静极默笃之后，才能澄得下来

，定得下来，良知始现，而后随良知之觉察悟之。此觉察才是准确之觉察。 

 

其所以澄，所以守者，是想恢复心无思想，身无作为，无为之身心也。无为之后，心性始能光明，光明之

后，自然之中发出来的知觉，便是侕家所谓良知。良知是在静极默笃之后发现，非在穷思极想之中。心硬

想等于壁上无门，出入硬要碰壁而过。又如于荆棘坎坷之地本无路可走，而硬要通过。如此练法必致愈练

离太极拳愈远，学者不可不知。 

 

养虚灵，生智慧，以悟拳道。用于防身，则能自卫御侮；用于处事，则是非分明；用于养生，则延年益寿

。 



 

 

 

功夫不外神、气、体三者之修炼，然以练神为主，练气次之，练体为初步；所谓神者，周身虚灵之气势，

莫测之动作，轻快变化之谓也。非咬牙瞪眼，努力使气之说；所谓气者，呼吸沉着之气，非青筋暴露，鼓

包起块，强行呼吸之谓。所谓体者，稳静安舒，动作轻灵之谓；非打桩，打沙包，排打周身以及胳膊、撮

手指、捶肚皮一般麻木神经之谓。 

 

练神者，不离气，不离体，不过以神为主；练气者，亦有神，亦有体，不过神的成分较少；练体者，亦有

神，亦有气，不过不知神之妙用耳。 

 

如练时，拳意不上手，是身势不松，上下不随，内外不合，呼吸不舒故耳。一心想松，久之身势自能松，

动以心气为主，四肢跟随自然劲整，呼吸纯任自然，内外自能合一，而后拳意自能上手。默识揣摩，可达

随心所欲境界，一切总在稳静上找，如粗心浮气，杂念繁兴，必致愈练离拳意远，一生也不能上手。 

 

有恒心，有天才，有真传三者俱备，尚需勤修武德，尊师重道，三二年可成。但在将成未成之际，如离师

太早，毛病最易出现，而自己并不知觉。避免之法，常常体会身心之合，静静思悟老师以前所说的道理，

老师练拳时的气势，慢慢形容之，则毛病不致太深，否则一变无边，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矣。 

 

毛病有明者，有暗者，明者易改，暗者难除。手足高低不称，方向不正，腰胯不端脊背不舒，为之明病易

改。心意思想不对，动作神气不随，身心内外不配，为之暗病。此病若藏若露，摸不着，拿不着，口里说

不出，故不好除。 

 

患内病者，无论如何苦修苦练，其功架势总感美中不足，此皆由于不本师命用功，而是个人东想西想而来

，以致走入歧途，学者不可不慎。每见用功多年内劲不生，应付不灵，临事手忙脚乱，呆眉瞪眼，慌慌张

张，胡顶乱撞，瞎拨乱扯，皆此病也。 

 

动须趁着呼吸，以呼吸来促使开合，所以谓之以气运身也。每动须挂拳意，如一势之出，须以意思送到，

如一势之回，亦须以意思收回。如练刀、枪、剑亦须如此。不可丢掉意思而四肢自动。内功之动作，是以

心使身，身使手之动作。凡手脚之动，系发源于心，由内达外者，故曰内功。如功夫高深之后，只要意思

一动，其劲无不到达，但无真传者不能也。 

 

外功注意着术上之操作，是外面之动，是走外盘，形迹太大，虽表面快而实际未必快。内功讲究懂劲上之

感悟，懂劲是内里之觉察，是走内盘，形迹似慢而实际未必慢。且能临事时，若须要劲之大小，时间之早

迟，来去之快慢，攻守之部位，所去之方向等等均有估计。此估计是听劲之功夫，皆由平素时松软沉静，

缓慢练功之中得来的。 

 

拳术是个人徒手战术，心、脑为司令，胸腰如大本营，肩胯如师旅，腿臂如团营，手足为连排，皮肤如哨

兵，神经如电话，一旦与敌人接触，神经即可传达消息于心脑，由心脑因事制宜指挥身腰，领动四肢手脚

，予以适当之应付。苟无神经之传达，无以知对方之来去，则一切无从措手足，虽有天大之力量，用之不

当也必败也。手足以保护身心，非有适当之动作不济事。腰脊为使用手脚之枢纽，苟无巧妙之转运不为功

。心脑是全身之发令官，非有极其清醒之灵觉，难以指挥适宜也。在争斗之际，当快则快，当缓则慢，不

可稍有差错，进退左右不可稍有早迟，否则必致全盘失败，神经之清醒重要可想而知。故太极之功夫，首

要在静心定性，以养神经清醒也。他家不察，一味在肌肉坚硬上操作，将人身最宝贵之神经损伤，殊为可

惜。 

 

练坚硬肌肉者，其理想有以下两点：一在攻打进，无论进退皆非快不能济事，然苟无灵觉之感应，快不得

济时，徒增忙乱，有何益处；二在打斗时，非硬不能打的人痛，在挨打时，非硬不能乘得着，然攻非其时

，不能生效用，妄费气力必致捕风捉影。如防非其时，反以隙示人，为害更大，硬有何为!又对方打来，

必在迅雷不及掩耳，徒然之间我之硬力尚未动到，如何乘得着，况对方如奔我之要害而来，又焉能运动以

乘之。 



 

 

 

太极拳是有形无形的功夫，虽有形式在如对方来犯，身势含蓄，即为百无所有，令其捕风捉影，无用武之

地。如认为他是虚来，却会徒然而到，迅雷不及掩耳，使其惊心动魄，不可抵御。太极拳是机变难测的功

夫，如认为他不来，而神经一动早己打上；如认为他必来，他会无形化解如百无所有，所谓忽隐忽现也。 

 

练架子以养心气，推手以学听劲，散手以练手眼心法步，比拳是练心胆精气神。 

 

练功时是沉气，但不可勉强去沉，而要用真元之意，在呼吸之间自然引之，虚而若实，实而若虚，有而若

无。 

 

放松软而长虚灵之气，智慧自生，正身心以立根本之源，庄严自有。如身心不正，必有轻薄之态，定遭人

轻慢侮辱之。“尾闾中正神贯顶，满身轻利顶头悬”，这是练功夫最重要的规则。虚灵为功夫的第一要诀

，认清此理，如天分高者一二年可通，如愚笨者一生难成，岂仅俗语所云“太极十年不出门”而已。盖成

就之深浅，全在个人用功，天分如何不可一概而论。 

 

功夫宜在清晨或静夜无人之际修练，不可专在人前显能卖弄，否则难以进步。 

 

行功歌曰：大道不离方寸地，非存心兮非有意，更非胸中运精气，居心纯泰然，百体自相依，不着意兮不

着心，无心之中是真心，无心之中无有形，虚无养成真虚灵，宇宙浑一体，皆从自然生。 

 

拳术一道，派别虽多，然皆不外乎练硬，练快，努力使劲，鼓气提神，讲狠毒，讲厉害而已。但快者，心

性难静；努力鼓气者，呼吸不舒；狠毒者，更难养中和之气。以上皆苦筋肉，耗神气，害虚灵之功夫，非

延年益寿之道。 

 

练时稳静安舒，以养虚灵之气，用时冷弹脆快，以吐丹田之劲。多多体会虚灵之势，用时对方来力无不尽

悉，取胜之道无不在其中矣。 

 

苟无虚灵之势，对方来手情形无从知晓，动时必致胡顶乱撞，不成太极功夫矣。 

 

有虚灵之气势，有腰腿之轻妙，有神气之充实，有气派之庄严，有动作之冷快，用之修身，则延年益寿；

用之自卫，则防身御侮。 

 

   

李雅轩 太极拳随笔(二) 

 

 
(1) 在初学拳时，就须对于教者的每手每势动作及神气，要切实注意，并须细细地体会自身上的感觉，以

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宜贪多学快。如这样子学法，能学一年，了解一年，虽是学的很慢，但在实际上却是

很快的。假如贪多学快，一切都不注意，到学会之后，一经检查，全不对路，尚须从头细改。这样子的学

法，虽是会的很快，反 

 

而是慢了。关于这一点，学者须注意。 

 

   (2) 在一套拳学完之后，还不能就算会了，尚须反复地多练些日子，细细体会其味道，并须要将它连

贯起来，使其上下相随，内外相合，心神意气成为一个整体，然后身心就会感到愉快，这才算是学会一趟

拳。但是这也不过是在大体上算是会了。至于细微的道理，还有待于天长日久地钻研。盖学问是无止境的

，不能以此就满足了。 

 



 

 

   (3) 当练拳有了以上基础之后，就可进一步的学习行动运气的功夫。这种功夫，是在练拳时以心行气

，以气来运身，以心意牵动着气息做深长的呼吸，以鼓荡着身体来作拳势动作，一切开合的动作，使其如

长江大河之水，有滔滔不绝之势，又要有如抽丝挂线，行云流水，绵绵不断之形，还要迈步如猫行，举动

轻灵，圆满无缺。 

 

   (4) 在行功动作的稳静上，这一步功夫要好好地用心将它做好，不可稍有马虎，这是要紧的。其要领

是先以心意来作想，如何才能做到稳静，如何才能做到清醒，如何才能使智慧澄清，如何才有虚无灵机的

气势。 

 

   (5) 先师杨澄甫先生曾说：古人练拳，是分四步功夫。 

 

   ① 练体以固精。即是练架子的功夫。在筋肉方面使其增强弹力，在关节方面使其增强活动，在骨骼方

面使其坚实，精髓充满。 

 

   ② 练精以化气。即是行功养气之功夫。使其饱满之精髓，化成充实之中气。 

 

   ③ 练气以化神。即是养气藏神之功夫。在练得气足精满之后，再朝夕锻炼下去，即会发神明的灵智。

有了这种灵智，无论用之于任何事务，都可以达到适当之处，不独是打拳推手而已。 

 

   ④ 练神以还虚。即是在静极默笃之后，养虚灵之功夫。在练出了神明灵智之后，又将它藏之于内心骨

骼之中，含而不露。从表面看来，似乎什么也没有，然而在实际上，它是包罗万象的，无所不有的，无所

不为的，无所不然的。如以绢裹明珠，光泽内藏，能普照一切。 

 

   (6) 练功其主要者，是在于蓄气养神上下功夫。心存静养，形如半睡，从表面上看来，像是无聊，然

而却内藏无限的动机，精微细奥，普照全身，有令人无处可以侵犯之感。也非此不能养出清醒之头脑，养

出灵觉的智慧，养出充实的中气和疗养疾病的效果，才能悟会其中的道理。其好处甚多，不必一一去谈。

从技击方面来说，必须先养出神明的灵智来，然后才可以无往而不利。有了此灵智之后，在技击应用时，

只要意念一动，其身势气意精神无不随之而到，身上的一切神经命脉无不相应而来。 

 

   (7) 练太极拳的功夫，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要内心放松，身势就会自然地随着内心的思想而全部

放松，到了心身俱松之后，所有一切的动作也就无往而不利。如果不是这样，不但在技击方面没有作用，

就在健身疗病方面也不能收到什么效果。 

 

   (8) 在练功上，如果将全身上下内外放松，周身做到一致了，而后以心神气意去缓缓地命令着腰身脊

梁，使其带动四肢胳膊臂腿，做出如江河之水势整个的动荡的样子。要丝毫的不自动，不零断动，不局部

动，不多动，不妄动，不少动。如果四肢自动，多动，妄动，冒失动，或不动，或快慢不匀的动，这都是

错误的。它只有太极拳之名，而无太极拳之实。关于这一点学者需要注意。 

 

   (9) 太极拳的动作，是要以心意为主，以思想来命令腰脊，由腰脊来领动四肢，这样有系统、有主动

、有被动的一个整体的一动无有不动的动作，而不是上也动，下也动，左也动，右也动，前也动，后也动

，各方面部位一齐动，就算一动无不动了。因为这种动虽是各部位一齐动，却没有以心行气，以气运身的

完整，而是零断自动。 

 

   (10) 练太极拳时，应当是有太极拳教师教导，才能懂得这些道理，否则是不行的。有些人练太极拳，

只是买了几本太极拳图说，看了看其中动作，以参上自己的外功拳的劲道，练了练就到处教起拳来了。在

练时扭扭捏捏，零零当当的上下左右一齐动，以为这就是太极拳一动无不动了。在练时懈懈怠怠的，以为

这就是太极拳了。其实这些都是练太极拳的毛病，这种练法不但是找不到太极拳的身心稳静安舒，而且也

练不出太极拳在技击推手方面的功夫。 

 



 

 

   (11) 太极拳的要求是要放松，并且要松得很松，完全以意识鼓荡着身势来动，丝毫不用一点力。如这

样子的练法走出劲来，味道才厚。如不是这样，就作不出太极拳的味来。 

 

   (12) 太极拳要内外都放松：所谓内者，即心性思想意识；所谓外者，即五官面目，腰身四肢。所有的

内外这些部位，如有一处不松，或松的不均不匀，不整不圆满，也就练不到好处。 

 

   (13) 在健身方面，身势放松了，气血循环才能畅旺，神经命脉才能舒适，在身体方面才能转弱为强，

这是很自然的；在技术方面，身势放松了，头脑才能清醒，神经感觉才能灵敏，动作才来的轻便。随机应

变方面，才能来得迅速，气意才能沉下，气意沉下，发劲才能来得充实。所以说，太极拳无论是在健身方

面或是技击方面，都是要身势放松了，才能练到好处。 

 

   (14) 每见些自称为是太极拳的权威们，以练些套子为能，丝毫没有太极拳的道理，以为这就是他们的

发明创造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15) 太极拳的练功，应是将身心放的虚无，反听观内，以体会身心之合，若有为若无为，以修炼身心

的灵觉。盖观内者，都能做到身心泰然；无为者，则方能做到无所不为；虚无者则才能含藏万机。有的人

每练拳紧着气势，瞪着眼睛，两目死死地盯着一个指头，或是专注意那一部分，这完全不合乎太极拳的道

理。有的人正在练拳的时候，忽地握紧了拳头，咚咚哈哈的捶打，以为这就是太极拳的发劲了，这更是脱

离了太极拳的本质。他的理想是太极拳是讲究发劲的，将对手打出去的，如无力如何能把对手打出去呢？

岂不知这种硬劲，并不能将人打出去的，他是将其他外功拳的一些发劲按在太极拳的功夫上，并且教了好

多人，这真是千古奇闻，误人误己而已。太极功夫，是应本着太极拳的规则，细细地去练去悟，日子久了

，就一定会有奥妙发现。在健身方面、应用方面都有了。如果硬手硬脚的乱动、多动、妄动、冒失动去练

太极拳，可能一生也摸不出太极拳的味道来，越练离太极拳功夫越远。希望学者不要乱去学，学坏了纠正

不过来。 

 

   (16) 每练功夫，要留有余兴，还要过于劳累。如果筋骨皮肉过于劳累，就会减少神经方面的灵感性，

在将来学推手时，就会听劲不灵。 

 

    (17) 如练功日久，应感到有神清骨爽，精神愉快的情形，这便是功夫已经找到要领了。如果日久

尚无这样的感觉，甚至感到口干舌橾，心烦意乱，这便是功夫练错了，应该马上请人指点，否则会越练离

太极拳功夫越远。 

 

    (18) 太极拳功夫，不是只会趟套子就算会了，而是要经常看看太极拳的老论中的一切道理，时时刻

刻的思想思想，若只凭苦练，使筋骨吃些苦头，是不行的，如对老论中有不懂的地方，可请别人指点，不

要弄了引些其他拳中的话或是自己乱编些话按在太极拳上来说，这是误人误己的。 

 

    (19) 练太极拳最好是跟着练太极拳的人练，本着太极拳老论去用功。如跟着练杂拳的老师去学太极

拳，那是南辕北辙，必致越走越远。 

 

    (20) 练拳练功应在健康身体、疗养疾病方面去研究，其次在推手技术提高方面去体会。如在这两方

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就等于有了发明创造工作跃进了。如只是多编些套子，练些花样，而对健身疗病和技

击推手方法等弄不好，反而不如旧的好，这不算什么发明创造，更谈不上什么跃进，而是有名无实的。 

 

    (21) 吾们太极拳功夫是内功，是气功，是柔功，是静功。在练太极拳时，应本着这个道理练，要用

内劲，不用外劲，要用暗劲，不用明劲；要用松软沉重之弹劲，不用钢硬之僵劲。 

 

    (22) 太极拳的道理本来是很简单，只要是把身势放松下去，头脑稳静下去，调匀了深长的呼吸，身

桩坐的稳稳静静的，本着老论一手一势的去用功，经过老师的指点，日子久了就成了。但是近有些人练拳

胡思乱想，参上些其他的道理，又添上些外功的劲道，弄得心里思想乱了，神气不能集中，就进步慢了。 



 

 

 

    (23) 太极拳根本就是一个养心定性的功夫。所以在练时，要静下心来，缓缓地审查着劲道去练，万

不可心烦意乱的，慌慌忙忙的着手。 

 

    (24) 按以上规则练下去，日久才可打下良好基础。有此良好基础，才可以学好以下各方面的功夫，

如稳静调息方面，呼吸配合动作方面，精神集中方面，意识守窍方面，空虚方面，灵感方面，如推手、散

推、散打方面，都可以逐步的学会。如在打基础功夫方面打的不够，那就一切功夫也学不到好处。 

 

    (25) 其他方面，前面已略为言之，不难慢慢的悟解。今将调气方面谈论如下：调气这步功夫，最主

要的是先将呼吸做到深长，其次找呼吸的顺随，使其能配合着身势的动荡形势而作到自然舒适，不要有勉

强有拘滞之处，这样才是正确的。但这样细致的功夫，在初学时不易做到。盖初学这个时期，每练稳静调

息这步功夫，最容易心烦意乱，烦躁不安，以致悟不下去。如发现这种情况，仍要努力克服，耐心缓缓的

去找，心中不要急，日子久了，自会找到。如不能耐心的去找，或是粗心浮气的用压制的办法，将气硬压

制下去，去做深长呼吸配合动作，那就始终找不到身心的舒适自然。这是很要紧的，不然就走错了路，弄

得一身皆不舒适。 

 

    (26) 在呼吸与动作配合方面，每逢架式的开大宜呼，每逢架势的收小宜吸，但这是大致的情形，如

必要时须有变通。假如在练功时，为了细致的体会劲的所在，重心的端正，身心的安适，这需要很慢的动

作才能体会得到。如果快了，是不行的。动作既如此缓慢，在呼吸方面不可能也随着慢到这步情形，这就

须采取加一口气的办法，以做到呼吸与动作的相配。万不可使呼吸之气闭在胸部，以等待着动作去做配合

，则会全身不舒服，如长期不舒服，或生病亦未可知。如以单鞭掌这个动作来说，往左边一带这个动作，

应是吸；第二个动作往右边一挂，应是呼；而往下的第三个动作，是开单鞭掌，这又是须呼。在这个时候

以前，气已是呼出去了，不可能还有气再往外呼。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加一口气的办法，在完成往右

挂的动作之后，将要往左开步之时，需要身势往下一沉，就在这往下一沉的时候吸一口气，在打单鞭掌的

时候，就又可以随着开势作出呼气的配合，以做到身心舒适自然。所谓加一口气的办法，就是这样。以后

凡有呼吸赶不上动作的时候，就采取这种办法，不要用闭气等待的办法。在练功时，如一时找不到舒适自

然的配合办法，要有耐心的静下心去想，身势放松了去体会，就一定会找到味道。万不可以求之太急，而

在心忙手乱之中，硬要一下子强制着将气意压下去，以做到呼吸深长配随。 

 

    (27) 守窍之说，是在练功未出势之前，在做预备工作时，就要做静心的功夫。先以意将散在外面的

思想，把它收拢来，使其集中在印堂间安定下来。俟其集中安定之后，又要意识自印堂徐徐下到鼻端，到

达准头间，而后又由准头顺着承浆下到心间，它在心部要多守一个时间，等到杂念摒除了，心里一点往外

想的意思也没有了，完全将在外散着的思想统统收回来了，身心也舒适了。在这个时候，口中定有甜液生

出，身心感觉非常的畅快。有了以上这种情形之后，再将思想意识徐徐的将它放下去，到达丹田。从此就

以丹田为家，思想意识在丹田里主宰一切，所有的动作与呼吸，无一不是由丹田里主宰，丹田里牵动，丹

田里供给的。如此则一切动作和呼吸才有底劲，才有根基，不然一切全是浮的，全是漂的，全是零乱的，

切记。意识是在丹田作为主宰，但是呼吸之气，不是死死的压在小腹内不动，而是深长的上下牵动的，是

有换发的，是有灵感的。如不是这样，对身体就一定有害。因为人是秉气血而生，如气血畅通舒适，人身

即健康。如气血凝滞了，日子久了，就会发生疾病，所以太极拳老论上教人，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

而有余之说。由此可见，气之到达丹田，不是就死死的压在小腹，一点也不动，而是有收放，有鼓荡。盖

气行则血通，血通则人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8) 天天做气血贯通的功夫，久而久之，气血能随着人的意识而走，意识到哪里，气血就到哪里；

气血到哪里，力量就到哪里，无论意是用在何处，用在身上的哪一部分，气血劲道就会很自然地随之而到

达哪一个部位，其应如响，百无一爽。 

 

    (29) 在练功夫方面，一要有恒心，不因有困难就间断；二要不贪多学快，不要以会的多为能，而是

要徐徐地吸取滋味，细细地思悟，如日子久了，万无不进步之理。如其只图学快，描画其表面，不体会内

容，就不容易学好。 



 

 

 

    (30) 太极拳的功夫，不是只吃些苦操练，叫筋骨皮肉受些痛苦，就会学好功夫的，而是还要思悟，

还要体会才行。操练是外面的功夫，思悟是内容的功夫。太极拳是内外兼修，身心并练才行，不然就对身

心的健康效果不大。练出来的姿势，也不够优美，外行看到还可以，但内行看到就没有味了。 

 

    (31) 每练功时，要先以心意作想，使身势全部关节放松，并且要松得很松，要将身势松得如软若无

骨样。然而它不是死巴巴的软，而是以神气将身势鼓动起来的。它动荡起来，有强大而又灵敏的弹力。假

如发出去时，它有很强大的入里透内性，头部虚灵上顶，不是僵直上顶，要有活动虚灵的气势，两臂松得

又沉又重，似钢铁样的重，而不是似钢铁样的硬，两拳如软巴巴的铁之重，而不是拳头握紧，如握紧就松

不下来，打出去就不能入里透内了，两臂如软节钢鞭，又软又重，而不是挺硬。两腿上之软弹力很强，将

身上的体重负着，如火车车箱下之大盘簧，将火车箱托着一样；又如河水之托着重载之船舟，又活动又沉

重，其道理劲道可想而知之。其他如顶头拔背，垂肘松肩，沉气坐胯等规矩，前面已说过。总之，练功是

要本着规矩去练去想，就很容易进步。如不按规矩，胡思乱想，就必致耗时费力，是不可能进步的。 

 

    (32) 有些人练功，不以老论上的规矩，而自己心里东想西想，以为太极拳是用意不用力，于是乎他

浮浮漂漂、零零乱乱的动；或以为太极拳讲究发劲，把人发出去，没有力量，不能发出人去，于是乎又用

些力去练，弄的两臂僵硬异常，如此便造成了一时零乱无章，一时又死硬不灵。如此反反复复，自相矛盾

，胡思乱想，拿不定一个决定的主意，日积月累，非但不进步，反而将拳架子弄成了一个奇形怪状，那就

不好办了。虽有张三丰在世，也是教不好的。 

 

    要知太极拳之不用力，有不用力的道理。不是将身体弄成了懈懈怠怠，而是要有意识的沉着，精神的

贯注，气势的鼓荡。它的能发出人去的用力，是有它的用力的道理，不是将筋肉弄硬、弄僵、弄死、弄紧

，而是以柔、以弹、以有意识的掤动性。 

 

    (33) 太极拳功夫在初着手时，就要在稳静上用思想，养精神，养中气，养灵智，养清醒，养良知，

养悟性，养灵感，以俟将这些东西充实起来，身体的健康和技术的技击方法也就自会有良好的效果，不待

谋求也。就算在一切日常事物上的处理，也不难达到适当的境地。如不是在稳静安舒上去用功夫，而只是

妄动盲动，快动冒失动，添些花样，只图表面上的好看，那是毫无道理的。 

 

    (34) 太极拳的练法，其主要是把身心放稳静、放舒适的问题，而不只是在四肢、胳膊、胯腿一些外

面的形势高低长短大小的问题。如太极拳只求外面，那是练不好的，此可断言。 

 

    (35) 吾们看过太极拳的老论，知道练太极拳是要将身心放稳的。身心放稳、放松及舒适之后，才能

将散在外面的神经思想收得回来，才能做到了真静，真静气意才能沉得下去。将气意沉下去了，再稳稳静

静的去行运，才能体会到太极拳的味道。如是慌慌张张地着手去练是不行的。身势既稳，脑筋已静，然后

再缓缓的往松肩垂肘，含胸拔背，虚灵顶劲，气沉丹田这些规则上去用思想，如此日久，才能将一趟拳很

自然的做好，而后研究推手，也就不难逐步地了解了。 

 

    (36) 在沉气方面，虽在平素行住坐卧之间也要注意沉气，这是对练功夫一个很好的补助。老论中说

：“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收敛人骨，以气运身，务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以上这些论述，应当

好好地体会。 

 

(37) 拳是基本的功夫，是一辈子不能间断的，功夫之基础是要天天培养的。如果基础打得好，以后推手

散手就很容易学好。如基础打得不好，推手散手发劲等也会学得不太好，这是可以断定的。 

 

   (38) 练拳日久，有了功夫之后，就将架子收敛一些，不宜太散漫扩大。在练功时，不一定要架子多么

大，多么低下，主要还是练出手上的拳意来，有了灵感为第一，进一步要这种灵感练得充实起来。要心存

静养，聚精会神，保精养气，调呼吸，静脑筋，澄清智慧，增长灵机，如此日久，内劲、心劲灵感就自然

会有了，以后蹬脚、分脚就会稳了。李香远之功夫，就是这样子有的。 



 

 

 

    如这样的练功，手的拳味就自然会有了，拳意就会上手，凡是一举一动，都会充满了拳意。等于读书

多了，出口就能成章，下笔便可成文，这是一样的道理也。有了这种功夫，自然就会行气运气，用神用意

。 

 

    有了以上功夫，劲去无往而不利，无坚而不摧，打人如透纸扎人一样，一鼓而透也。这全是由于平素

练功，以神行，以气化，以意去的练功中养出来的。 

 

以后练拳，再不能练那无意义、无神气、无聊的手法动作了。要叫他出手就有拳意，叫他愈来愈浓厚，这

才是老拳术家的样子。如再动哪些无聊的动作，那太不像话了。 

 

 

 

李雅轩 太极拳随笔(三) 

 
1. 在初练功时,架子是宜下的大点，如功夫久了，就不宜太大太伸展,要点紧凑含虚收藏才行。 

 

2. 在练功时,不要一定要架子多么大,多么低下，主要仍还是练出手上的拳意来,有了灵感为第一,进一步

要这种灵感练的充实起来，养这种灵感主要的练法，是在稳静上练功，如不稳不静,那就绝对练不出灵感

来，如手上身上脑筋里没有灵感，那就不能算太极拳的功夫。(六五年四月一日悟) 

 

3. 练太极拳，心里要平静舒适泰然,把气息调的舒舒服服的去练,不要满身带劲,满脸的神气，只是身心放

松放稳放静就行了，如是满身带劲；满脸的神气，这是练外功拳的形态。练太极拳的人,看来只是平淡无

奇,就是对的，如是满脸神气，满身劲头，这就错了，如这样就一辈子也找不着拳意，拳意不上手，是一

辈子瞎糊闹。 

 

4. 练太极拳主要是找拳意，如找着拳意就算入了门了，拳意如何找?在松软稳静上去找，放清醒，放灵感

，放舒适去找，稳稳的，静静的，日子久了，拳意自会到了手上，如满身带劲的去硬找，必致愈找离拳意

愈远，这句话很要紧，要好好相信,如不相信这句话,那就练不好拳了。 (六五年四月五日) 

 

5. 功夫有了基础之后，应在藏神养气上用功，不宜专在肉体上苦求,如崔某之拳，专在柔劲上苦下功夫，

发劲上死找，这证明他不是高手,李某某是崔的老师,这证明李崔皆不是好手。 

 

6. 有人练太极拳如其它门拳一样,弄些着法招法，想些用法，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练太极拳的，胸中是

混然一气的,是无所为的，是泰然的，不能专想某一手一势的作用。如一想每手每势的作用，那就用意不

均匀了，那拳意也就始终不会上手了，不会发现了,拳意不上手,灵感没有,将来在用的时候，就不能听劲

，听不了劲,也就取不了胜。 (六五年八月九日悟) 

 

7. 按我今日之练法,是松净的运动，心想内部，心里才感觉有些意思,如往日练功,多在表面上用功,未往

内心里去体会，那是不对的。 

 

8. 在初练功时,一定要按规矩,每练必须顶起头来，拔起背来,蹋下肩去，垂下肘去，周身布满意思，五指

贯上意思,气势充满布匀，日子久了，就可打下基础,李香远就这样练出来的。 

 

第二步的练法，是注意周身关节的放松放软，无论是腰膝或肩肘，甚至指节,腕节,脊骨的每一节部,都要

以思想之力慢慢的将其松开了来，这步功夫不易作到,但如日子久了,以思想力慢慢灌输，是绝对可以作到

的。 

 



 

 

9. 每练功务要以腰脊为轴，带领着四肢而动,如感觉两臂、两手松软软沉甸甸的,才是练对了，在这个时

候，两脚两腿是很柔弹的，很扎实的蹋在地面上，这样子才对。 

 

10. 在练时要随时体会腰脊上的源动力，它是如何的劲带动,挑动着两臂两手而动转的，是柔劲,还要有弹

力。 

 

11. 杨师打拳，推手练功的一切神气动态细微的味道,要平时多多的想想,多多的悟会，功夫就会大大进步

。 (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12. 练功夫第一要紧是提起虚灵的神气来，一身的神气要充满,但又要收藏在内心不使外露锋芒,又要以灵

机灌注，不能呆板，神气极稳，浑身是意，这才是好的练法。(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13. 一定要在大松大软上，两臂如在掉下来一样沈甸甸重砣砣的一手一势去练，否则就练不出好的身势来

。 

 

在练时,气宜鼓荡，神宜内敛，舒舒畅畅的去用功,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的不绝之势，如不如此,练不出好

身法来,此道理要好好想想。 

 

14. 最上乘的练法，是练神，练意，练气,练虚无，不能死死的练筋骨肌肉为主也。 

 

15. 如发劲不入内，这是未放松的关系。如在对手时拳不管用,这是动作无变化的关系。 

 

16. 在练功时，要时常想当年老先生是如何一个练拳的神气，今多久不想这些事,所以练拳不进步。 

 

杨师练拳时，其全身及两臂是如何松沉的样子,要时常多想想。他是如何的又稳又静又松又沉，又软又弹,

又灵动的样子,要时常多想。 

 

17. 在老先生与人推手时，对方感觉寻常恐惧，时时有惊心动魄之感 ,这是如何一回事，要时常想想,如

此功夫久了,就会大进步的。(六五年五月十八日晚) 

 

18. 无论练拳或推手,总要以脚下松沉稳固踏实为第一，否则一切全谈不到。千要紧,万要紧,是身势松软

，脚下有根为最要紧。 

 

19. 太极拳也要有些基本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柔的力量，而不是僵的硬力。有了基本上的力量，再有柔

软，再有松沉沉,再有灵巧,再有轻妙,这才够完全，如是脚下浮漂的，那就练不出实用的功夫来。 

 

有了基本上的力量，然后注意练灵感，一步一步的把灵感充实起来 ,然后在推手时才能作到蝇虫不落,寸

草不粘的地步。 

 

20. 太极挚的功夫,还不能死死的在沉劲上下功夫，因为有沉劲,只可是用于友谊的推手沾粘，如是用之于

对付比斗，是非有蝇虫不落、寸草不粘，轻妙绝伦、变化神奇的功夫才行。所以说太极拳总要在轻灵变化

,神气灵感等方面下功夫才对。 

 

21. 练柔是初步的功夫，然这种初步的功夫的练法很要紧，因为柔是练筋骨上的力量的，这是根本上的东

西，有了这种东西，然后才能练大松大软，以达到轻灵虚无等上层的功。 

 

22. 如是再深进一步的练法，是找紧要，不宜在大伸大展找了，因为紧凑才能含蓄，才有收藏，才长内劲

。松是紧凑的松，不是以放大、放长、放伸、放远才叫松，切记。 

 



 

 

23. 每练功一定要把劲沉在丹田，如能丹田沉下劲去，人的气度一切就要改变，如沉不下去，那一切的神

态气度都是浮的，所以练功须练到气沉丹田这一步。 

 

24. 无论如何说，练拳的功夫是在松软沉重，舒适大方上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

练法上下功夫才行。 

 

25. 练功夫必须刻刻留意在腰隙，也要刻刻留心是在用意不用力，如到了最上乘的功夫，是要纯以神行。 

 

26. 练功以松沉软弹为对,每练时要细细的思悟这个味道。 

 

李某某的练法，我认为沉着有余而软弹不够,他是柔而不灵的功夫。以这种功夫练出来的手，只可对付初

步或中乘的功夫人，而不是以对付高手上乘功夫的人，因为上乘功夫的人,其动作是用神，用神的动作才

来的快，才能打人于不知不觉之中，灵机的动作，是用神意修练出来的,如只是用气用柔，就练不出轻快

灵机的功夫来。 

 

27.在练功时，全身各部如松的均匀舒适了,便会感到掌心指肚之间发泡发胀,泡松松、胀鼓鼓的感觉,灵觉

无比，清醒无比。如此天天用功,把这种灵感清醒充实起来，以后在推手打手之中，它这种灵感就会发挥

极好极妙的作用。 

 

28.当然老论上所说的主宰于腰，形于手指，这是练太极拳功夫的至理名言,不过要加上每练功细细的体会

掌心指肚之间的这种松泡泡 ,胀鼓鼓的灵感味道,其功夫的进步当更迅速些。 

 

以上这些道理,是要静下心来练功，才体会得到,如粗心浮气的着手是体会不到的。 

 

29. 练太极拳其最重要的,是要稳静在静极默笃之后，才能体会到很多的道理，如粗心浮气，多动妄动，

那就错了，怎样才能作到静?一要身桩中正，二要呼吸舒适，三要心性放稳,四要一身松净、松匀。如能长

久持此思想，就能一点一点的作到真的稳静了。 

 

太极拳是内功，什么是内?筋骨肌肉统统是外，人的性灵才是内，入稳静着练拳,就是为了培养这个性能，

如忙练、快练、多动、妄动是不能培养人的性灵的。人的性灵培养好了,就一切修身致用皆有之。 

 

30. 练拳要空空的摸。空空的摸，才容易捉着拳意，万不可在手法上去找，盖太极拳是个虚无的,是灵通

的，是个玄妙的,须空空的去找 ,不可以手法去找也。 

 

其妙处全在虚无,如用实质手法去找,必致愈找离太极拳愈远也。 

 

有形的功夫不是高手，无形无踪的功夫才是上乘。 

 

(六四年六月四日星期四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