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 「練習不夠」 之外

汪群超 2007.03
練太極拳若練習不夠, 會引發許多疑問, 學習者常會去想問題的原因與解決的辦法。 這
種因練習不夠產生的問題, 其實不必多問也不必多想, 只要依理如法經過一段時間足
夠的練習, 這些問題通常都能迎刃而解。 但學生們如何判斷哪些問題是因練習不夠而
產生的? 這些問題理應是不該問、 不必問的、 不需耗費時間多想。 相反的, 有哪些問題
才是需要老師解惑的? 練太多反而是傻練、 錯練。 本文試著列出這兩種問題, 特別是
那些並非練習不夠引發的問題。

好好地聽
金剛經被視為一部很難理解的經典, 因為它不合一般的邏輯, 它是智慧者的經驗談。 透
過經驗、 透過對智慧者的誠服, 才有機會一窺究竟。 過年期間, 拾起購買已久, 卻始終
不敢親近的金剛經解說 (作者: 奧修), 想透過這部經點與奧修式的見解, 幫助自己突
破太極拳的瓶頸。 裡面有一段佛陀提醒弟子須菩提的話, 深深吸引我的注意, 現將書內
的這段文字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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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對須菩提說:「所以, 須菩提, 你要好好地聽, 注意地聽。」
佛陀真正的意思什麼?
好好地聽通常意味著以一種具有接受性的心情來聽, 在一種深深的接受
當中來聽。 當你在聽, 如果你在爭論、 在判斷、 在內心說:「是的, 這是對
的, 因為它適合我的觀念, 而這是不對的, 因為就邏輯而言, 它並不吸引
我。 或者, 這是對的, 這是不對的, 這個我能相信, 這個我不能相信...」 如
果你繼續在內在挑挑選選, 那麼雖然你有在聽, 但是你並沒有好好地聽。
當你在聽的時候, 你用你過去的頭腦加以干涉。 是誰在做這個判斷? 它
並不是 「你,」 它是你的 「過去,」 你讀了一些東西, 你聽了一些東西, 你在
某些事情上面受到了制約, 它是 「過去」 一直在干涉,「過去」 想要延續它
自己, 它不允許任何能夠打斷它的東西, 它不允許任何新的東西, 它只允
許適合它舊有的東西, 那就是當你在判斷、 在批評、 在內在討論和辯論時
繼續在做的。

這是佛陀對著一個菩薩講話, 可見菩薩也有不能 「好好地聽」 的問題, 更何況是我們一
般人。 學習太極拳的過程中, 我們聽老師講課是否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老師說:「聽懂
了到練會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過連聽都不能好好地聽, 練好太極拳要等到哪輩子
呢?

務實與務虛
須菩提已經是菩薩了, 內心對佛陀敞開已是無庸置疑, 但佛陀所謂 「好好地聽,」 不但
要聽之以心, 還要能聽之以身體。 佛陀觀察到須菩提過於沈醉在他內心的喜悅, 他必須
多做一些努力才能力行於身體, 裡外一致才是最終的。
就練太極拳而言, 老師常說我們練習不夠, 拳理知道的很多, 卻不能落實在手上 (身
體), 雖然心裡接受了太極拳理, 但還是空的, 這叫做 「務虛。」 積極的去實踐、 去落實
知道的拳理, 才是 「務實。」 一般學習者習於 「務虛,」 忽略 「務實,」 以為懂了就是會了,
其實還差很遠。 電影 「魔戒」 裡敘說也是這個道理, 拿到魔戒後, 還得走到 「魔多」 才
達到目的, 而這趟路的曲折與險阻才是電影最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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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虛」 也是我常犯的毛病, 太極拳練得不好的地方喜歡鑽研, 想盡辦法找出原因, 分
析原理, 再透過一些學理的認知想出改善的理論與方式。 如果將此問題求教老師或練
得好的師兄, 得到的常是 「做得太少, 練習不夠」 之類令人不能理解的答案, 總覺得除
了 「持續練習」 外, 應該還有更便捷的解決之道, 心裡面的著急讓人懷疑練習的成效。
前陣子練太極拳陷入瓶頸, 帶著有點沮喪的心情就教某師兄, 在說出自己的疑惑與思考
後, 得到一個這樣的回答:「答案就在練習之中。」 乍聽仍不解其意, 後來有回讀國中的女
兒拿數學問題問我:「我為什麼老是做錯?」 我很清楚女兒學習數學的情況, 便回答:「妳
練習的太少。」 女兒堅持:「我覺得我會啊, 只是不小心常做錯, 不是練習不夠。」 或說:「老
師太機車, 出的題目拐彎抹角。」 或:「剛才會做錯都是電話鈴聲害的, 分心了」 或:「這題
太麻煩, 根本不想做, 做了沒意義, 反正我會了。」
數學考不好, 女兒的理由很多, 就是不相信我說的 「純粹是練習不夠,」 沒別的原因。 就
我對數學的認識, 我清楚的知道她做錯的部分, 該教的都已經教過了, 她也聽得懂, 只
要經過足夠的練習, 便可以從中得到演算的技巧與經驗, 錯誤就會降低, 如此而已。 與
女兒爭論的過程中, 突然也領會我的瓶頸也來自同樣的情形:「練習不夠。」 這個體會總
算讓我的腦袋停頓下來, 不再愁困在那些 「想出來的問題與答案。」 我已經拿到這階段
的 「魔戒」 了, 正搜索枯腸如何取得寶藏, 百思不解之際, 旁人說:「走到魔多就知道了,
何必想呢。」

過與不及
鬆肩難體會, 老師說好像肩膀斷了似的, 只剩下皮還連著。 肩未鬆, 實難體會, 鬆與不
鬆常常搞不清楚, 只好放任它, 期待假以時日自然慢慢鬆開。 但多少人直到放棄太極拳
了, 還沒等到這一刻的到來。 究其因, 鬆之不及, 以致不知不覺。 倒不如誤會為沈肩, 刻
意用點力脫開, 這個方法雖然做過了頭, 但只要將脫開的力量逐漸放掉, 也可以做到鬆
肩。 這個藉由錯誤的方式下修回到正確, 或許時效上更好。
正如走鋼索的技巧, 利用不平衡的左右兩端遊走, 產生動態平衡。 如果只是盡力想修正
自己來靠向中間, 反而不會成功。 圖 1 顯示過程中呈現 「過、 不及、 過、 不及...」 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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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會短暫的經過正確的體驗 (中定), 且過與不及的幅度將逐漸縮小, 正確的體驗將
更頻繁。 太極拳論上說:「無過不及,」 過與不及都不對, 卻是一種為了達到中間的平衡
點的手段。
所有的方法都是權宜之計, 就像佛陀的教誨:「乘船過了河, 就得將船拋棄, 繼續旅程,
不能為了不可預知的下一條河, 一路背著沈重的船。」 方法可以因時因人因地而變, 往
往昨是今非。 所以說 「過」 也是一種方法, 對於習慣處於 「不及」 而不敢逾越犯錯的學
習者而言, 或許是一種突破現狀的方式, 勇於犯錯, 再來改錯可能是捷徑。

圖 1: 遊走在 「過」 與 「不及」 之間取得平衡, 並逐漸逼向中定。 註: 右圖擷取自網路,
若已侵犯著作權, 請來信告知 (ccw@mail.ntpu.edu.tw)

眼光要遠, 腳步要近
在學習的過程, 老師常要我們做超過我能做到的動作或意境, 我心裡總是抗拒。 心想,
之前的要求都尚未做到滿意, 進一步的要求應該等一等。 就這樣延遲再延遲, 眼前的東
西似乎永遠做不好, 老師的要求遂一再地被我擱置。
譬如要求 「以心行氣, 以氣運身」, 每個動作由內指揮外。 打從跟著老師練拳就經常聽
到, 直到過了好多年, 我才開始認真的將它當一回事。 為什麼當初不能即知即行呢?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做不到, 試幾下做不到就不做了, 總想著等身體鬆些再來、 等內功熟
練些再來練、 等 xxx 再來練, 等了一年又一年, 時間蹉跎了, 功夫可沒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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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常說 「你們的拳架已經不錯了, 應該多注意裡面的東西。」 我還是常在拳架動作上
摸索再摸索, 要求再要求, 始終不滿意而忽略了該多注意其他 (裡面) 的東西, 總是一
再地延遲等待。 延遲擱置都是沒有必要的, 老師也常說 『凡事沒有一百分的。』 一個動
作做好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 老師要求我們練的各種動作與內功, 都是整體的一部份,
所謂 「化生千億,」 待熟練之後才能 「歸抱一。」
儘早將老師的要求放進自己的練習菜單裡, 或許初期練不出所以然, 然時日一久, 便能
豁然貫通。 好像發勁的要領:「目標 (落點) 要遠, 動作要切實。」 遠大的目標不能延遲,
要即知即行。 舉幾個練習來說明我的延遲:
觀察一: 練習走化時 (如圖 2 ), 老師要求將對方的手當刀。 這個練習常見兩種令老師
嘆息的景象:
1. 甩肩膀, 認真將對方的手當刀, 卻忘了動作的要求。
2. 依然故我, 承受對方的力量, 堅持動作要正確。
我屬於第二種, 我所理解的觀念告訴我, 唯有確實的做到下指揮上、 內指揮外的要求,
才能走化對方的攻勢, 不論快或慢。 在自認還未達此境界, 真將對方的手當刀時, 容易
變成逃。 為了不願意犯 「逃」 的錯誤, 只好違背老師的要求,「按部就班」 的做, 不管對方
是手還是刀。 這當然也是 「不及」, 不敢 「過」。 老師的要求與我想法有衝突與矛盾, 幾
年下來我一直困在這個矛盾中, 走化的功夫自然也進步緩慢。
王宗岳太極拳補論上說:「動急則急應, 動緩則緩隨。」 這是老師為走化練習設下的目標。
老師的要求便是做到

「動急則急應」

的方法,

我卻

不買帳, 依然故我, 真是大錯特錯。 我的目標太短淺、
太保守了, 應該直接依老師的意思, 將對方的手當刀,
急來則急應,

緩來則緩隨, 如果因此做錯了 (沒有依

理如法來走化), 老師或師兄們會告訴我, 再透過慢練
來修正,

快練來測試,

斷的重複練習中,

快快慢慢,

對對錯錯,

正確與錯誤交替中,

在不

相信慢慢會有

圖 2: 走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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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體會,

這個體會也是老師常說

「不可言喻」

的部

分。
觀察二: 推手時手 (肘) 要旋。 這個缺失被老師糾正過無數次, 已經到了很不好意思的
地步。 不論是 「履、」「按」 還是 「化」, 手都必須隨著對方接觸的輕重不停的旋, 才能沾
連貼隨。 但老師都覺得我旋得不夠, 會抓著我的手幫忙旋, 嘴裡還說著:「要這樣才夠。」
天啊!依理如法我根本旋不了那麼多, 只能靠手自己旋, 但這又違背拳理, 讓我著實困
擾多時。 這也是如同觀察一的矛盾。
老師指出目標, 我們才能走到那裡, 而我卻將低目標, 忽略了其實目標要遠大, 行事要
依理如法, 多嘗試, 不怕犯錯, 足夠的練習自然會化解那個百思不解的矛盾, 實在沒有
必要降低目標。
這種矛盾的事情常發生在生活之中。 譬如小孩子學騎腳踏車, 初學者常因身體的動作
不協調, 無法保持車子平衡而摔車, 此時如果讓車子保持一定的速度, 車子較容易平
衡。 要讓車子有速度, 兩腳必須踩踏板, 但是一腳踩踏板卻容易讓緊張的身體傾斜, 於
是一踩即摔。 學騎車的過程便在這個矛盾中進行, 但是我們從來不去研究如何克服這
個矛盾, 就只是不斷的練習, 盡量保持放鬆身體要正 (依理如法), 不怕犯錯摔車, 跌倒
了爬起來再騎, 不就是如此嗎? 最多就是有人幫忙推著車, 給點速度、 維持平衡, 鼓勵
摔倒的小孩再接再厲。 幸運的是, 我們練拳的過程也有扮演這個推車角色的人, 那就是
老師與師兄姊們。
觀察三: 以心行氣, 以氣運身。 圖 3 ) 是去年 (2006 年) 老師希望我能多注意 「裡面」
的東西, 一舉手一投足都要能以氣運身。 怕我不能體會, 要我用手輕貼肋骨, 感受肋骨
微微疊動與身體轉正的過程。 很可惜的, 我延遲了幾個月才認真的正視這個困擾我很
久的問題, 決定不管做到與否, 我都要在自己的動作中試著先行氣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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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氣運身

解開進步不夠快之謎
老師常說我們進步不夠快, 除了練習肯定不夠外, 依我自己的經驗與觀察, 列出幾個重
點項目, 套一句 「十三勢總歌」 的話:「若不向此推求去, 枉費功夫貽嘆息。」
觀察一: 關門的動作 (見圖 4)。 即身體轉正時利用實腳湧泉帶動虛腳腳尖轉45度。 常
見的錯誤有三:
1. 虛腳腳尖自己轉 45度。
2. 虛腳膝蓋自己轉, 帶動腳尖轉 45度。
3. 腰轉正, 帶動整個虛腳轉 45度。
我自己則停留在第三個錯誤相當長的時間, 實是搞不清楚腰旋與胯旋的差別, 旋胯練
成轉腰, 腰是轉正了, 可是胯卻只能轉一半, 難怪虛腳大腿外側會比較緊, 整個虛腳鬆
不下來, 腳踝也容易翻。 所謂 「實腳湧泉帶動虛腳」 其關鍵在胯, 是整個胯的旋轉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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胯要鬆落, 後胯要迎上來)。 胯的位置比腰低, 英文叫 Hip Joint 是連接臀部的關節。
這個關節容易與實腳湧泉呼應, 所以關門的動作是實腳湧泉帶動 (虛) 胯, 胯旋動了,
整個虛腳跟著一起旋。 如果虛腳原來是鬆的, 旋轉後還是保持原形的鬆。 關門關門, 是
整扇門關, 可不能扭曲門板, 不但轉不過去關不緊, 時日一久還會壞掉。
身體轉 45 度都已經將虛腳轉僵了, 更何況是 「單鞭、
雲手、 倒攆猴、 玉女穿梭」 等更大角度的動作。 難怪
老師每次回國來驗收我們練拳的成果, 進步多少看這
幾式就知道了, 也不斷的叮囑我們這幾個動作要多
練。 以前不懂練不出味道, 自然練得少, 現在懂了, 可
得拼命練囉。
觀察二: 是胯轉正 (胯轉腰隨), 不是腰轉正。 當身體
向左或右旋時, 虛腳需保持原來的龍形三折。 過去一
直不能理解, 譬如斜飛式, 當重心在左腳身體向右旋
時, 右腳如何能保持原來的龍形三折? 當身體旋轉
時, 連著身體的大腿勢必跟著向後, 如此一來整條虛
腳豈能不伸直些? 雖然老師及師兄們糾正過我很多

圖 4: 關門的動作

次, 但終究瞭解不夠清楚, 所以還是經常性的犯錯 (伸直些), 這是老師覺得我們進步
不夠快的一大關鍵 (小地方做不好)。 現在總算分辨清楚, 知道應該是胯旋 (下半身旋),
不是腰旋 (上半身旋)。 養成習慣後, 自然鮮少犯錯。 見圖 5
觀察三: 夾脊是否被帶動。 下半身的胯旋是靠實腳湧泉帶動, 因此湧泉丹田夾脊可以
連動。 反之, 上半身的腰旋, 則無法做到由腳而腿而手的完整一氣, 斷在腰, 夾脊必然
感覺空蕩蕩, 手自然不能於圓活有趣。
觀察四: 旋轉時實胯容易向後抽動。 原因是上半身的腰先動, 身形已散亂, 一貫之勁已
失, 實胯抽與不抽都已經不重要也無法感覺對錯, 向後抽反而感覺舒服些, 為了錯誤後
的舒服, 實胯豈有不抽之理。 正確的動作應如觀察一所述。 實腳湧泉帶動胯旋正, 虛腳
後胯迎上來了, 實胯便不會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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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胯轉 (右圖) 非腰轉 (左圖), 虛腳龍行三折不可改變。
觀察五: 重虛實, 輕中定。 練太極拳虛實分清是第一要務, 但急於分清虛實的結果, 常
讓自身偏離中定而不自知。 這當然也是由於虛實比中定具體, 掌握虛實比中定來得容
易些。 但是失去中定的太極拳, 就算苦練實練, 卻一點也不能用。 長期下來, 挫折感很
重, 常有不如不練的念頭。
對中定的認識初期需要靠老師或有經驗的師兄幫忙, 在拳架中尋找, 逐漸掌握後, 任何
的動作要領自然不會偏離中定, 如此才能在持續的練習中進步。 拳架中有幾個動作特
別容易失去平衡的, 譬如白鶴亮翅、 搬攔捶、 玉女穿梭、 金雞獨立到轉身蹬腳, 從這些
地方去體驗中定的味道, 是否能如 「十三勢行功心解」 所言 「立身須中正安舒, 支撐八
面,」 或更進一步的如鄭師爺所言 「定無常定不失中定」。 就我個人而言, 圖 6 展示我對
中定掌握的三個時期。 左圖: 不識中定, 一心一意只管腳分虛實。 中圖: 略懂得找尋中
定的感覺, 但動作有誤 (實腳膝蓋沒有對腳尖), 虛實較差。 圖右: 經過老師幫忙, 修正
動作, 不但保持中定的感覺, 虛實變得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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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虛實與中定的體會

背誦拳經拳論
方法可變, 不變的是 「理」, 即前人的拳經拳論。 太極拳要突破, 老師的話要聽。 譬如老
師建議過很多次, 幾篇經典的拳經拳論最好背起來, 每次提及, 我總是不能理解背誦這
些文字對練拳有何幫助。 而問題就出在我不能只做我能理解的事, 不能理解的部分或
許才是寶, 特別是老師強烈建議的。
前陣子練拳陷入空前的瓶頸, 從來沒這麼無助過, 只覺得一舉手一投足, 無一不是錯。
正愁眉不展苦無對策時, 突然想到何不背誦拳經拳論呢。 老師不會無緣無故推薦的, 甚
至老師還背得勤快, 睡覺前都還會默唸。
凡是起頭難, 當然從最簡單的做起, 我便依序背了 「打手歌、」「體用全歌、」「十三勢總
歌、」「太極拳經、」「太極拳補論、」 與 「十三勢行功心解」 等六篇收錄在 「道幾」 一書的
拳理。 大約一個月時間便全裝進腦袋。 這段時間我隨身攜帶影本, 有空就拿出來背幾句
或抄寫, 剛開始像背書, 只是強記下文字, 慢慢的熟稔後轉為吟頌, 忽快忽慢, 偶而還
會停下來仔細品味, 甚至練兩下掤履擠按, 時有所得。 這些文字經常會利用腦袋空檔跑
出來透氣, 這種感覺絕不是偶而正經八百看著書本上的拳經拳論所能比擬。
當拳理自然流露時, 才驚覺原來拳理強調的多是 「意、 氣、 神」 這些我體會較少的東西,
光是這一句:「凡此皆是意, 不在外面」 便讓我沈思良久。 這句聽過無數遍的話, 從來沒
有在心裡停留太久, 卻在某一次的背誦中, 停了下來, 不經自問:「凡此皆是意的此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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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呢?」 往前一句句推, 竟推倒了自己認為的瓶頸, 整裝再出發。
強調 「頂頭懸」 或 「虛靈頂勁」 是這幾篇經典另一個令我驚訝之處, 譬如,
太極拳經:「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 尤須貫串。」
太極拳補論:「虛靈頂勁。 氣沈丹田。」
十三勢總歌:「尾閭中正神貫頂。 滿身輕利頂頭懸。」
十三勢行功心解:「精神能提得起。 則無遲重之虞。 所謂頂頭懸也。」
體用全歌:「御風何似頂頭懸。」
「頂頭懸」 或 「虛靈頂勁」 之重要可見一斑, 我們練習時能不謹慎看待嗎? 這也正是我
目前比較不足的。
看看這一段話多麼關鍵:
以心行氣。(還不夠)。 務令沈著。 乃能收斂入骨。 以氣運身。(還不夠)。 務
令順遂。 乃能便利從心。 (還不夠)。 精神能提得起。 則無持重之虞。 所謂
頂頭旋也。(還不夠)。 意氣需換得靈。 乃有圓活之趣。 所謂轉變虛實也。

我為這段話加上四個 (還不夠), 是在瞭解一些進步不夠快的關鍵, 加上我熟背拳經後,
不經意之中嗅出這段經典的味道。 就算只是一點點, 也令人興奮不已。
熟背這些文字後, 讓我覺得這件事做得有點晚。 以往偶而翻閱或聽到一兩句, 便常因太
極拳的進步有不同的體會。 現在熟記在腦子裡, 隨時浮現, 更容易激盪太極拳的進步,
這個結果倒是始料未及, 更證實不能只做自己理解的事, 應該誠服於真理。 也進一步瞭
解古人教育孩子熟讀 (背) 四書五經、 論語孟子、 唐詩宋詞... 等雋永絕美的文字, 這
些智慧真理與美麗的詩篇常駐在腦海裡, 伴隨孩子成長, 融入其生命, 等待機緣發光發
熱。

結語
囉哩囉唆一大篇, 其實只是希望將自己用時間換來的經驗呈現出來, 好讓後面的人可
以記取教訓, 太極拳進步快一點。 簡單說, 練太極拳最好能將問題盡量控制在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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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與 「練習」 兩項因素, 才能安步當車慢慢走, 這樣練太極拳一定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