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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四十, 見了人常忘其名, 開始擔心老來會得失智症。 雖然老師說練太極拳有助記

性, 但我看記性多半是天生的, 若擔心老來失智, 恐怕得讓記性多練習練習。

於是我開始背誦幾篇拳經拳論, 一方面讓經典常駐我心, 方便體會, 另一方面當然是預

防老年失智。 半年過了, 背了老忘, 那種忘的感覺是空無一物, 常常念了上句, 不知道

下句該接什麼? 令人有些許恐懼, 怎會如此? 連個蛛絲馬跡也沒有。 只好多背、 多練

習、 多朗誦、 多體會。 有時興起, 還提筆抄錄, 一字一字寫在隨手撿來的廢紙上

寫字可不能亂寫, 師爺說寫字要能 「橫平豎直,」 又說要 「藏頭護尾。」 但寫硬筆字, 沒

什麼頭尾可藏可護的, 先不管它。 那 「橫平豎直」 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原來的字不算

醜, 有時喜歡賣弄帶點行書又像草書的字體, 說穿了是不三不四, 還不會走路就想飛天

的四不像體。 一字字看, 還過得去, 但抄錄整篇拳經時, 卻意外發現一張白紙佈滿歪斜

的線條, 錯亂的 「景觀」 並不適合觀賞閱讀, 更配不上字裡行間的意義。 心裡的錯愕與

不解, 讓我決心試試 「橫平豎直。」

初試, 一筆一畫不敢馬虎, 非平非直不可, 寫不到幾行便覺得辛苦, 手有點酸也就罷了,

寫出來的字令人不敢恭維, 非但生硬見不著生氣, 整體而言並沒有比較好看, 或許是還

不順手, 掌握不到要領, 決定還是先練一陣子再說。 字紙簍裡漸堆滿抄錄的拳經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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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幹、 心煩時, 埋頭在經論的字裡行間總是沒錯。 幾個月後某天, 寫著寫著, 突然抬

起頭, 看到的是一幅井然有序的字。 紙張並未打格子, 書寫時也沒有特別注意對齊, 只

想著寫字要盡量 「橫平豎直、」 要 「上下相隨, 左右相顧。」 橫平豎直是意念, 不刻意在

字體上求平求直, 於是寫起來順暢許多, 下筆的心意是橫平豎直, 但下筆的結果可能有

些歪斜, 心思順著經文走, 不執著於不完美的每一筆每一劃, 一氣呵成。 結果, 固然不

能字字橫平豎直, 但是整體來看卻是令人滿意的, 呼吸 (行氣) 也比較順暢。 我覺得這

就是太極拳, 練拳像寫字, 套一句 「曼髯三論」 的話,

神行形活, 意到筆隨

變

長期以來, 我練拳並不太注意 「神」 與 「氣,」 始終在 「形」 上下功夫。 並非不知道 「神、

氣」 在太極拳的重要性, 但心裡抱持的信念是, 外形做對了, 身體鬆了, 氣自然會來。 於

是練拳特別注意外形與鬆。 在外形上, 又特別注意是否 「由腳而腿而腰行乎手指,」 注

意力是到位了, 拳架似有進步, 但應用上始終進步緩慢, 犯的毛病都是一樣, 氣餒之餘,

雖幾經思索仍不得其解, 難道只能歸咎練習不夠? 身形的進步不能轉嫁於應用上, 一定

是什麼地方錯了! 這個地方也一定是老師教不會的。

「體用全歌」 說:「... 體用相兼豈有他, 浩然氣能行乎手...。」「十三勢總歌」 說:「... 若言

體用何為準, 意氣君來骨肉臣...。」 特別是意氣君來骨肉臣這句話, 顯然我的做法違逆

了這個理。 幾年的執迷不悟總算累積了突破的能量, 終須一變。 於是練拳時, 我開始試

著將氣擺在第一位, 但是立刻面臨該怎麼練的問題?

「體用全歌」 開頭就說:「太極拳, 十三式, 妙在二氣分陰陽。」 平時拳架注意腳分虛實, 並

不代表手上會自動分陰陽, 怕意念太重動作濁了, 但沒有一點意念的催動, 卻始終也生

不出陰陽來。 因此手上陰陽二氣是否調得開, 必須在拳架的練習中, 分點心去注意, 即

所謂的勿忘勿助, 這味道與守丹類似。 開始關照之後, 手上陰陽二氣才得以慢慢浮現,

從幾個動作開始逐漸擴及其他, 很慢, 但卻感受得的。 以前最討厭站的單鞭定式、 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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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定式, 此時也變得可愛, 常站的結果使二氣的分別愈發明顯。

二氣分陰陽的體會引發另一個問題的思考: 為什麼有些動作容易分, 有些則不明顯?

是動作本身的差異? 還是虛實的差別? 或是中定的不定? 這個問題成了我日常拆開練

時的主要課題。 原來只是小小的疑惑, 卻衍變為我對太極拳的身形與氣探索。

過去暫將 「氣」 拋開一邊, 只重身形, 改來改起都在外形上打轉, 對錯多半憑外觀來看,

少部分依賴不太確定的虛實中定。 大家常問:「標準在哪裡?」「如何知道自己的對錯?」 否

則幾年下來, 改來改去還是沒完沒了, 心裡的挫折與不安可想而知。 什麼時候才能練到

老師說的: 當張三丰祖師爺站在旁邊說我的拳練錯時, 我可以自信的回答:「祖師爺, 您

開玩笑了! 我是對的。」 當開始思索手上的氣與身形的關係後, 這個問題的答案開始有

點眉目。 我更大膽的調整自己的身形來體會手上氣的變化。 從胯的 「怎麼落, 」 多落點

與少落點,1到鬆與不鬆, 實胯、 虛胯、 前胯、 後胯、 左右兩邊的髖骨位置, 到夾脊、 肩

膀、 肘與腕的旋, 一一挑出來與氣玩玩。

教不會的功夫

拿手上的氣來校正自己的身形, 讓我對胯的落與不落, 肩肘腕的旋與不旋, 更加敏銳。

湧泉與勞宮間的 「氣」 就像一條纖細的線, 穿過踝、 膝、 胯、 肩、 肘、 腕等關節, 這些關

節必須在身體靜止時保持略帶彎曲, 當身體動作時必須旋轉, 氣才能順利通過而行於

手指。 當其中有個關節旋得慢 (快) 了、 多 (少) 了或甚至不旋了, 這條纖細的 「氣線」

感覺好像被折斷一般, 後半段沒了氣的肢體便像枯木般的了無生氣, 自己看了也生氣,

老師說像鋼條、 像木棍, 嘴巴也只能不斷的提醒我們:「放輕鬆點, 放輕鬆點。」

氣是微弱的, 肌肉關節是笨拙的, 但是當肢體擺在恰當的位置時, 微弱的氣也能讓肢體

靈活旋動。 氣靠肢體關節順勢的旋動而能運行不滅, 這個旋動的指令不應該來自旁人,

什麼時候該旋更不是旁人可以指揮的。 所以老師不好教、 教不會的道理在此, 因為氣是

看不到的。 練習者必須自己細心的體會, 去聆聽氣的行動, 才能順勢放鬆肢體關節讓氣

1落胯是老師教不會的動作, 否則也不會每個人談起落胯, 總是滿腹的心酸史。 胯向內、 向下鬆開就

是 「落胯」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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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而不是漫不經心的掐死它, 一再錯過老師所說的 「小地方。」

練太極拳不注意氣的變化, 稱不上練太極拳, 只是緩和的肢體動作罷了。 有益健康, 但

無助武術應用。 師爺鄭曼青先生說:「發勁, 氣到而已,」 直接說明太極拳就是氣功拳, 藉

著氣的貫串,讓對敵的接觸點與湧泉間變成零距離, 一碰即跌出三步以外。 知道拳理後,

還要配合決心, 於是我著手 「修理」 自己的拳架, 忽地領會老師常說的一句話:「一根小

拇指的動, 都是從湧泉、 丹田、 夾脊帶動的。」 這就是氣動, 就是 「以心行氣, 以氣運身。」

忽然間, 我變得很忙, 練拳的次數變多了, 但每次練習的時間變短了, 因為這樣細膩的

練習, 無法持久。 我更細心的觀察老師與每位師兄的動作, 是氣動? 是手動? 還是根本

不動。 手的動作與高度擺在什麼位置才最適合行氣, 都要不斷的測試。 前胯與後胯的位

置更值得玩味, 試試這個位置左掤是否舒服點、 自在點, 試試那個位置雲手兩肩寬的移

位, 胯是否要旋得動? 胯該怎麼旋呢?

慢慢我發現了很多老師教不會的功夫, 難怪老師見我們進步慢, 也常思索不出癥結所

在。 該教的都教了, 學生就是學不會,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老師會不斷地重述相同的

「理,」 述說著一遍又一遍的故事, 想表達無非就是這一切老師教不會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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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鄭曼青先生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