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誤會

汪群超 2002.11
一個不像老人的老人家領著一群不像學生的學生, 在苗栗山區, 大龍之村, 日頂烈陽,
揮汗墾鋤, 練拳、 上課, 夜仰星空, 說古話今, 喝茶、 閒聊。 是瘋子帶瘋子, 還是道統傳
承的使命?

起: 從左掤轉攬雀尾掤開始
幾年的時間, 對實胯在身體轉正時不能抽回, 僅止於摟膝拗步、 單鞭、 左掤、 擠的最後
一動, 在這幾個地方 『聽話』 的做好。 用 『聽話』 的態度來形容, 表示其實不是真正了
解這個要求的實質意義。 儘管老師一再的說明胯在應用上的重要性, 卻是沒啥感覺!也
因為不是真的了解, 做起來難免會不夠確實, 甚至時日一久, 還會故態復萌, 許多老師
兄不也一再被老師提醒嗎!

直到有一次練拳, 在左掤轉攬雀尾掤的第一動時, 萬壽師兄從背後揪住我的左腰際, 不
讓它隨身體的右旋擺動。 當下不只是被揪住的左腰際不能動, 連右旋的身體也動不了,
整個人 『卡』 在那兒。 這一 『卡』 開啟了我對 『胯』 的認識。

實(虛) 胯在身體移位換形時, 其相對於腰腿的位置不能變

一般的毛病胯相對於腰腿的位置, 會隨身體的移位或換形浮起來。 堅持讓胯停留在原
先的相對位置, 所有的動作才會開始有 『對』 的感覺。 不只是摟膝拗步的最後一動,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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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移位、 換形都是如此。 不只是實胯, 虛胯也是一樣。
讓胯留在原來的位置, 讓我驚覺腰胯的鎖原來完全沒有鬆開, 這才找到鎖在哪裡。 這是
一片從未開發的處女地, 也才了解老師說的:『不該動的地方動了, 該動的地方就不會
動』。 原來腰胯之際, 看似狹小, 待開發 (可放鬆、 可挪動、 可旋轉) 的空間卻如此之大,
正等待我去 『鬆動』 它。
就這樣從左掤轉攬雀尾掤的第一動, 開始認識胯。 稍熟悉之後, 從左掤開始, 一動一動
去修正, 去體會, 進而發覺一個全新太極拳。 甚至連掂手、 纏劍、 靠山功、 鳥申、 起落鑽
翻、 寒芒衝霄..., 所有的功法也是如此, 真是感動莫名, 欲哭無淚。 過去幾年我在幹什
麼? 腰胯動了、 浮了, 連帶湧泉的根也跟著浮了。 一個換形便拔了自己的根, 何來 『湧
泉貼地氣有根』 呢?
與其說落胯, 不如說把胯留在原來的位置。 從預備式落胯開始, 自始至終胯相對於腰及
大腿位置就不再改變。 堅持不浮動, 則移位換形時, 整個身體才會如門板般的平整, 凹
凸缺陷之病方可除矣。 靠山功落胯向後倒, 也是要求維持胯的不變, 如此湧泉的勁方上
得來, 透過夾脊, 直達勞宮。 依此理, 則大乘法、 小乘法..., 所有的左家功法都將呈現不
同的風貌, 至此,『道不遠矣』。 一個小動作讓我重新認識太極拳, 並迫不及待的想 『翻
修』 所有的動作, 平日只稍一點時間, 我便不由自主的動起來。 心裡太期盼看到那全新
的拳架與左家功法面對全新的面貌, 也開始懷疑自己對 『理』 的認知。

落: 真真假假、 忘了誰、 誰被忘了
適逢春節過年, 沒有練拳的心情, 拾起 奧修 有關莊子的著作 《當鞋子合腳時》, 裡面談
的是莊子的哲理, 卻令人驚訝的發現, 處處充滿傳統太極拳的哲理, 裡面很深刻的一句
『達生篇』 的經文:
「忘足, 屨之適也; 忘要, 帶之適也; 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
(屨: 鞋子, 要: 腰, 帶: 腰帶)
對這段話的闡釋出現兩種不同的版本, 非常值得玩味。 一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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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腳, 鞋子就舒服了; 忘了腰, 帶子就舒服了; 若知道忘卻是非, 心情就舒
適了。」

奧修書上的說法:
「當鞋子合腳時, 腳就被遺忘了; 當帶子合身時, 腹部就被遺忘了; 當”心”是正
確的, 贊成與反對就被遺忘了。」

我比較認同奧修版的說法。『當鞋子合腳時, 腳就舒服了, 就不感覺腳的存在了』。 練拳
時不動手, 但手端在那兒, 卻要把手忘掉, 如何忘? 虛腳撐著, 卻要把虛腳忘掉, 如何
忘的掉? 我總是自欺欺人, 假裝忘掉手、 忘掉虛腳。 老師說這是 『假鬆』。
這也是一般對莊子這段經文的誤解:『把腳忘了, 鞋子就合腳了』。 穿了一雙不合適的鞋
子, 本能的反應會一直感覺腳在那兒, 而且不舒服。 如果要以忘掉腳的不舒服, 來接受
那雙鞋子, 實是本末倒置, 一點都不 『莊子』。 何不挑一雙合適的鞋呢? 穿上合適的鞋
子, 不就忘了腳的存在嗎。
練拳或發勁時要忘掉手, 必須先讓動作正確 (合身), 一切的重量自然會落到湧泉, 如
此, 何止手, 全身都會輕到忘了它的存在, 練拳方能舒服, 發勁才能接地之力。 正確的
動作正是那雙合適的鞋子。 基於這個對 『鞋子』 的認識, 加上老師、 師兄不斷調整我的
動作, 這才對 『真鬆』 與 『假鬆』 有更清晰的體認, 更讓我對拳架及功法上基本的小動
作發生極大的興趣, 自此貪多之病漸除。
當鞋子合腳時 (當動作正確時), 聽勁就靈了, 因為身體舒服了。 推手是練習聽勁, 進而
進入懂勁之階段。 初學時以為是兩人皮毛接觸的靈敏度練習, 盡量做到不給對方力量,
並以皮毛的壓力作為衡量的標準, 因此推起手來總是小心翼翼。 後來知道應該以湧泉
來接應對方, 皮膚只是前方的 『觀測站』。 推手時應該沾黏貼隨、 不丟頂斷抗, 但顧及
皮膚的觸覺感受, 往往練成以手上的觸覺為先, 意念全在手上。 所有的動作只為了造就
一個比較 『輕』 的觸感, 這也是為什麼練習的過程往往 『逃』 的成分居多。 以湧泉來接
對方是對的, 但是意念還是放在手上的想法卻是大錯特錯的。 腦袋裡面想的還是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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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勁』 的 『聽』 字。 從聽覺到觸覺, 似乎都不能解釋它。
莊子這段經文給了我靈感, 再加上老師不斷的提醒我們, 推手是練習以自己正確的動
作 (身體自然輕了, 不須意念灌注) 去找出對方不正確的地方, 並 「引」 以擴大。 我試
著對 「勁」 做這樣的註解:

聽勁: 以自身動作的正確來發覺對方動作的不正確。
懂勁: 引誘並擴大對方不正確的動作。
發勁: 將對方 『因不正確動作』 而失去平衡 (根浮) 的身體順勢送出去。
自從胯不亂動、 腰不亂擺, 也知道穿對 『鞋子』 的重要, 一切漸入佳境。 不過有些該發
生的 『現象』, 怎麼還沒找上我呢?

鑽: 一樣 『熊經』 兩樣 『情』
練一趟太極拳就像五臟六腑洗一次澡般的舒暢。 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但是你
做到了嗎? 體會出、 感受出那種感覺嗎? 當你認真的練拳, 想把每一個動作做好時, 你
可能已經錯失享受舒暢的機會!? 一趟拳走完, 呼吸急促了些、 心跳加快了些, 何來舒
暢之有呢?
每次安慰自己, 此乃功力未臻完善也, 只要孜孜矻矻勤練習, 假以時日, 必能體會享受。
繼續把 『拆開練』 的精神用在 『盤架子』 上, 真是個美麗的誤會啊!長此以往, 套句體
用拳歌的話: 力學垂死終無補, 恐怕永無舒暢的一日。 何為? 練拳與練功之別也, 或
曰:『拆開練』 與 『盤架子』 之別。
盤架子講究中定安舒、 動盪得宜、 綿延不絕、 呼吸順暢、 輕慢細長, 追求的是整體的美。
拆開練講究動作細節之正確與否、 體會湧泉丹田夾脊到勞宮的整勁、 細細品味內功與
動作的結合, 追求的是細部的完美與肢體潛能的開發。 兩者講究與追求的目標不同, 自
然在心理層面的對待也必須對應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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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架子必要時必須犧牲動作的準確度, 不能太在意細節的部分, 不管動作也好, 內功也
罷, 就像戲正上演, 已經粉墨登場, 一切按照既定的劇本演完, 對與錯只能用心觀照, 不
能在意!通常有七八成功力的展現就算不錯了。
拆開練著重動作的重複, 藉由重複, 去體會並檢測動作的對與錯, 此時對錯要很講究:
譬如, 膝蓋對腳尖, 不可晃動。 虛腳出去, 實腳聞風不動。 旋轉時, 實胯不能向後抽, 實
腳實手一貫之勁必須細細品味, 一遍又一遍。
從拆開練與盤架子的關係, 引申到其他功法的練習。 同樣練熊經, 可以依拆開練的態度
去練習, 旋轉時儘可能轉到極致, 甚至還想多一點點。 也可以依盤架子的心態去練, 旋
轉時只要到舒服自然的位置即可, 講究規律的節奏、 優美鬆柔的姿態、 輕鬆的神情, 如
失去動力的風車, 微風一吹, 慵懶的轉動。 同理, 一樣雲手兩樣情, 一樣的倒攆猴也可
以兩 『吃』。 只要分的清楚, 練起來各有所得, 相得益彰, 更不會起矛盾心, 經常在舒服
自然與動作正確間掙扎。 自此,『盤架子』 與 『拆開練』 成為我練拳練功的兩種心理模
式。
雖說如此, 我的個性、 過去接受的學術訓練, 比較著重 『拆開練』 的模式。 以致於練拳
時始終掌握不住那種輕鬆飄逸的姿態, 但這卻是應用上的關鍵。 既已明瞭, 於是開始加
強對 『盤架子』 的感覺。 我選擇從原地左右摟膝拗步開始, 以均勻緩慢的速度練習, 固
定的節奏, 不管對錯, 盡量做到綿延不絕。 久之, 蠕動的感覺漸生, 這是意想不到的驚
喜。 依此法, 再挑幾個動作合起來練, 直到熟練, 再慢慢加下面的動作進來。 一段時間
之後, 整個拳架產生了 『質』 變, 品質不一樣了。
發人於仞丈之外, 心中應該不著一物, 比較接近 『盤架子』 的模式。 不能想, 該怎樣, 就
怎樣。 心理想要怎麼打, 已經輸一半了, 接下去發生的事自然沒一件對的。 一般的習慣,
對於不懂、 不熟練的東西, 會以 『拆開練』 的態度去面對。 本該一氣呵成的東西, 肢解
的支離破碎。 心理已經 『支離破碎』, 形體如何 『節節貫串』 呢。 久之, 便不習慣以 『盤
架子』 的姿態去面對, 總是不能單刀破題, 不夠瀟灑, 變成用腦袋打人, 而不是用最直
接的 『心』 或 『下意識』。 如此惡性循環, 沒有對的一天。 甚至不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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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要求我們面對問題時, 去 『破題』。 問我們問題時, 更不准想。 這真是 『令人討厭』
的遊戲啊!不想, 怎麼回答呢? 總得讓我想一想啊!想一下不行嗎? 多想不是比較周延
嗎? 想清楚點再回答不是更好嗎?
當腦袋介入時, 什麼事情都變質了。 那已經不是 『本能』 的反應了。 下意識的本能原本
潛藏無盡的能量, 它一直在那裡, 等待上場的機會。 無奈腦袋作祟, 堅持自己上場, 結
果我們就這樣拎著腦袋 『動手動腳』 一輩子。
去 『破題, 不准想』, 這正是訓練 『剎那間發人於仞丈之外』 的功夫啊!
太極拳的功夫不光靠拳打萬遍學來的。 去除心理的魔障, 恐怕才是進步的要素。 所以太
極拳稱 『文人拳』, 這 『文人』 之名絕不是來自太極拳外表給人的慢、 鬆、 柔的感覺, 不
是文人唯一 『打得起』 的拳術, 而是傳統太極拳講究的 『思想、 哲理』。 太極拳要進步
需要在這個 『理』 字上下功夫, 這是源頭。『文人』 二字之誤解, 誤我多年, 真是美的冒
泡!
養成事事破題的習慣, 其實在於去除頭腦的干擾, 直接用 『心』 來面對。 把頭腦留在社
會人情世故的對待上便可。 用心不用腦, 其實也是一種 『內』 指揮 『外』 的延伸。 心在
『內』 頭腦在 『外』, 這自然不能表面理解而已, 也要從日常生活習慣去落實。
師爺與老師都不贊成上課時抄筆記或錄音或攝影或錄影, 但這違反一般學習的常道。
我曾不解其意, 不過如果瞭解傳統太極拳是屬於非常道的領域, 這也不足為奇了。 何況
老子有言:『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那是我錯用一貫的態度去面對所有的學習。 開始的
幾年, 縱然不解其意, 仍強迫自己放下紙筆, 光 『聽』 就是了。 每次上完課回家, 腦袋
也跟著回家, 但卻忘了打包。 不是腦袋不願意, 實在包 (記) 不住。 初期覺得有點沮喪
與不解, 近來讀莊子才豁然開朗, 莊子 『外物篇』 裡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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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者所以在魚, 得魚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大意是, 漁網是用來捕魚的, 當魚被捕到, 漁網就被忘掉了; 兔籠是用來補兔的, 當兔
子被捉到, 兔籠就被忘了; 話語的目的是要傳達概念, 當那個概念被捕捉到, 話語就被
忘掉了。
話語與漁網、 兔籠一樣都只是工具, 透過那些話語, 老師要傳達的是某種超出話語的東
西, 如果你試圖去抓住那些話語, 你將會錯過那個內在的傳達, 你分裂了老師要傳達的
整體。 一個肢體動作、 一個眼神與話語一樣都是整體的一部份。 用心去傾聽才能融入、
才能與老師合而為一, 這不就是發勁嗎!發勁者必須與被發勁者合而為一。 這個融合無
法全靠技法的訓練得到, 那關鍵的部分、 那臨門的一腳, 是心法、 是觀念的養成、 是頭
腦的去除, 是莊子說的 「得意而忘言」!練習發勁不一定要擺開架勢, 去享受老師與師兄
們的談話也是發勁的練習, 或許這才是關鍵。 別忘了那些無言的東西正無時無刻的傳
達給你, 你錯過了嗎? 你還在抱怨沒時間練拳嗎?
聽上課老師, 習慣得到 「言」, 錯過 「意」, 也難怪拳架與發勁都只停留在外形, 無法進
入。 這兩者看似無關, 實是息息相關。 印度修行者奧修對莊子這段話是這麼闡釋的:

... 如果你真的瞭解我,
你將無法記住我所說的。
你會抓住那個魚, 而將漁網丟掉。
你將成為我所說的, 但是你不會記住我所說的。
你將會透過它而蛻變, 但你將不會透過它而成為一個更有學問的人。
你將透過它而變的更空、 更不充滿,
你將在離開我的時候變得更新鮮, 沒有任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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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試著去蒐集我所說的話, 因為任何你所蒐集的都將是錯的。
蒐集就是錯的, 不要累積, 不要用我的話來填滿你的珠寶箱。
話語是排泄物, 它們是一文不值的, 將它們全部丟出去。
然後那個意義就會出現, 意義不需要被記住,
它從來不會變成記憶的一部份, 它會變成你整體的一部份...

有一個很美的故事, 我必須在這裡抄錄下來, 它非常的進入了莊子的這段話:

佛陀過世, 他的弟子們都覺得很困擾, 因為當他還活著的時候, 他的話語都沒
有被蒐集起來。 他們完全忘記要去記錄他的話語, 同時也沒有想到他會死得這
麼快、 這麼突然, 弟子們從來沒有想到師父會這麼快就突然消失。
突然有一天, 佛陀說:「我要走了。」 已經沒有時間了, 而他一直講了四十年。 當
他死後, 他的話語要怎樣才能夠被蒐集起來? 寶物一定會喪失, 但是要怎麼辦
呢?
摩訶迦葉沒有辦法重述佛陀的話語,「那是很美的」, 他說:「我聽到他, 但是我記
不住他所說的, 我非常融入他, 所以它從來沒有變成我記憶的一部份, 我不知
道。」 而他最後成道了。
舍利子和目犍連, 所有那些成道的人都聳聳肩說:「很困難, 他說了很多, 但是
我們記不住。」 這些就是已經成就了的弟子。
然後他們去找阿南達 (阿難), 當佛陀在世的時候, 他還沒有成道, 佛陀過世之
後, 他才成道, 他能夠記住每一件事。 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口授—他是一個沒有
成道的人!那看起來好像很矛盾, 那些已經成就的人應該記住, 而不是這個尚
未到達彼岸的人應該記住。 但是當彼岸被達到, 此岸就被忘掉了。 當一個人本
身變成佛, 誰會去管說要去記住佛陀說什麼?...
後世的人們受惠於阿南達甚多, 而他還是無知的, 他還沒有抓到魚, 所以他記
得漁網, 他仍然想要抓魚, 所以他必須帶著漁網。 即便是阿南達, 在尚未到達
彼岸前都還攜帶著漁網, 何況常人呢。 漁網還是得帶著, 但是要漠不關心的攜
帶著它, 不要執著, 更不要愛上它!
《奧修．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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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隨師爺五年, 師爺突然過世, 老師如何接下師爺的功夫與道統的呢? 跟隨老師五
年以上的師兄或許都思考過、 甚至研究過這個問題, 但是結論呢? 莊子的經文, 佛陀的
故事, 停止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 更享受每一次聽老師或師兄們的談話。 不去擔心記
不住寶貴的話語。

翻: 勁不要困在大腿上
寶貴的話語需要被不斷的重複。 然言者諄諄, 聽者邈邈, 即便用心頃聽, 也不知道那一
回才 『接的牢』。
勁不要困在大腿上, 胯多落一點, 身體往前晃一點
就是這麼一句話, 聽過次數不知凡幾, 卻始終得不到我心青睞。
『困』 字困了我好幾年, 不解其意, 總以為大腿必須軟如棉, 但無論怎麼調整大腿前緣
總是硬梆梆的。 心想是功力未臻化境, 火後未到、 不夠鬆吧!可是摸過老師、 師兄的大
腿也不是軟如棉啊!近日方知, 全身的重量下到湧泉的過程, 不能停留在膝蓋上方的大
腿前緣, 這個位置只能是重 (質) 量經過的途徑, 是中點站, 而非終點站。 終點站應該
是湧泉。
當勁不困在大腿前緣時, 美妙的事情開始發生了; 根更深了 (左掤第三動、 提手上勢最
後一動、 靠第一動、 白鶴亮翅第二動、 ...都更穩更瀟灑了, 也比較不容易斷勁)、 上半
身更輕了、 虛腳也比較名符其實得更 『虛』 了, 這些都不是勁困在大腿時可以體會的。
鞋子更合腳了。 唉, 要怪從小養成的壞習慣, 不旦沒穿過合適的 『鞋子』, 連什麼叫 『合
適』 都搞不清楚。
當勁不再困在大腿前緣時, 下功夫才能長功夫, 才了解不是 『拳打萬遍、 功夫自然來』。
太極拳長功夫, 必須建立在膝蓋以下的基樁上, 這時才確實了解老師所謂: 蓋房子的地
基不要蓋在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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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勁不困在大腿前緣時, 虛腳更容易鬆開, 而不是不明就裡的 『撐』 在那邊或假裝忘掉
它。 湧泉才旋得動。 湧泉的旋也才能帶得動虛腳的盪或腳尖觀正。
當勁困在大腿上時, 一切都將是一場誤會, 美麗的誤會。 沒有一件事是對的, 但卻一無
所知、 毫無所悉, 下功夫卻不長功夫。 長功夫首要 『長根』, 根愈深, 功夫也愈深。 當勁
困在大腿前緣時, 根浮氣浮, 一切都是空的。 舉 『白鶴亮翅』 的第二動為例, 實腳湧泉
旋, 帶動身體的左旋與虛腳的向中間飄移, 必須穩若泰山, 虛腳必須輕如鴻毛, 神態必
須優雅舒服。 而身體的左旋與虛腳的飄移到定位的速度與節奏必須均勻一致。 換句話
說, 必須同動同停, 一動無有不動。 如果胯浮了、 勁困在大腿上, 這一轉就辛苦多了, 光
為了維持身體的平衡, 就不知道要用掉多少不必要的力量? 何來輕鬆舒服之可能呢。
你的勁還困在大腿前緣嗎? 你必須講出來, 教拳, 演講, 去告訴別人你的想法, 你的心
得。 盡量找機會在老師、 師兄面前 『獻醜』, 祈望關愛的眼神幫你脫困。 不要悶在那兒,
把你有把握、 沒把握的東西都拿出來, 用 『比』 的、 用 『寫』 的、 用 『講』 的都可以。

流: 關於 『練時不想、 想時不練』 的兩個層面
有一句話老師也常唸我們:「不要想、 不要想」, 這正是我的罩門。 練拳時常若有所思或
空洞如行尸走肉。 不是過於執著便是落空。 『練時不想、 想時不練』 的觀念聽得懂, 但
做不來, 著實困擾我很久。 真希望如武俠小說描述的, 請老師往我頭上一拍, 立刻靈光
乍現, 瑞氣千條, 什麼困擾都消失了!

第一層
印度修行家奧修在他關於莊子演講中說道:

頭腦的本性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它依靠不平衡而存在, 如果你是
平衡的, 頭腦就消失了。 頭腦就好像一種病, 當你是不平衡的, 它就存在, 當你
是平衡的, 它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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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當你移動時, 其實你也正在累積往另一個方向移動的動量, 只是相
反的那一方是隱藏起來的, 不明顯。 鐘擺是個很好的例子, 當鐘擺移到右邊,
它同時在累積移到左邊的動量。 越是移向右邊, 它就累積越多要移到左邊的動
量。...
... 相反的東西總是比較有吸引力, 除非你可以透過了解而超越這一點, 否則
頭腦將會繼續從左邊移到右邊, 在從右邊移到左邊...

心理學家也說: 當你對一個人的愛意增加時, 在心理的另一層你也在累積恨意, 兩者同
時但不同空 (間), 一個顯現, 一個隱藏。 這也是為什麼 『練拳時不想 (思考)』, 是一件
很困難的事!練拳時, 如果對動作不熟悉或不正確, 通常會處於一種心理與身體都不平
衡的狀態。 此時, 頭腦不滿足現狀, 想要去改變那個事實。 一個小動作練不好, 頭腦會
自動的想去修正, 成為它認為好的動作。 頭腦是不停息的, 一直在兩極之間游走, 永遠
不滿足現狀, 從不停留在中間。 也因此當身心都交由頭腦主控時, 人永遠是不完整的,
總是只有一半!
當我們不了解頭腦的本質時, 容易上了頭腦的當, 隨著它在兩端游走, 處在某一端, 卻
一直在想著另一端。 緊張時便想到要放鬆, 放鬆久了, 又想要找些事來忙。 如此無止境
的反覆, 練拳時將無法神態自若。 神不鬆, 體自然不鬆, 偏沉之拙勁便起。 因此要克服
這個問題, 首要覺知頭腦的特性, 知道頭腦的詭計, 你就比較容易停留在中間。 停留在
中間也意味著主人翁在家, 不再漂泊, 心安、 神閒、 氣定。 不管動作是錯還是對、 好還是
不好, 在動作的過程中, 既沒有緊張也沒有放鬆的情緒。 讓自己處於一種無腦的狀態,
或師爺所言的 『夢遊般好玩好玩』 的狀態。 連試圖放鬆的念頭都是不好的,

放鬆不是一件要透過努力去做的事, 而是一件要去了解的事。

了解放鬆的重要性, 但不要試圖透過任何方式去達成它, 否則將再度陷入頭腦兩極化
的陷阱。 就像百足的蜈蚣, 用一百隻腳來走路, 多麼的不可思議啊, 但蜈蚣卻操控的很
好, 蜈蚣走路時從來不去思考一百隻腳如何配合的問題, 那是一個整體的問題。 當蜈蚣
認真去思考如何走路時、 當頭腦介入一百隻腳的操控時, 你將看到一隻不會走路的可

12
憐蜈蚣! 頭腦將它原來的整體肢解為 『二』 了。 走路原來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卻給頭
腦搞砸了。
頭腦本來就是一個分裂主義者, 專門製造分裂。 以發勁而言, 那一剎那間需要身體精神
多方面的配合, 與蜈蚣的百足間的配合有異曲同工之妙。 於是乎, 如果練拳或發勁時想
到如何做或如何放鬆, 就已經變成 『二』 了。 更別提想到其他東西了!但是有一種東西
可以讓頭腦消失...
它叫做 『熟練』
動作熟練, 頭腦便消失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但面對太極拳的學習時, 似乎很難適應。
西藏有一句很有啟示性的話:

禪定什麼都不是, 禪定只是熟習而已...
禪定只不過學習去熟習禪定的修行而已...
禪定不是苦求, 而是自然融入...
禪定不是 「做」 出來的, 而是當我們練習到完美無缺時自然發生的...
西藏生死書

就像老師說的:「熊經是練五心相通的, 但五心相通不是 「做」 出來的, 更不是 「想」 出
來的, 而是動作正確熟練後, 自然發生的。」 那是一種 「發生」 不是 「做作」。

第二層
熟練去除了頭腦的 「想」, 但另外一個問題產生了: 雜念叢生。 嘗試過靜坐或所謂禪坐
都知道, 剛開始時, 思想是狂亂的, 如萬馬奔騰。 西藏古代的禪坐教授法中曾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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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禪坐時, 念頭總是一個接一個出現, 從未停止過, 好像是峻峭的高山瀑布。
漸漸地, 禪坐功夫進步了, 思想就像溪流穿過深而狹的峽谷, 然後像一條大河
緩緩地蜿蜒流向大海, 最後, 心變得像平靜安詳的海洋, 只是偶然有漣漪或波
浪出現。
西藏生死書
腦海裡的思緒如大海中的波浪, 一波又一波, 一個接一個, 我們叫它雜念, 因為它絕對
是無厘頭的。 波浪是大海的本性, 思緒是心的本性, 既是本質的東西, 無法被消滅, 將
如何排除呢? 練拳時, 動作不熟習, 頭腦會 「想」, 一旦熟習了, 雜念四起。 頭腦還真是
個麻煩的傢伙。
奧修在 《老子道德經》 與索甲仁波切在 《西藏生死書》 中都強調, 頭腦依其本性, 生思
緒, 思緒之多、 之雜, 如綿絮般, 一個接一個, 幾無空隙。 我們無法控制思緒之生, 但卻
可以透過練習, 控制思緒不延續、 不執著、 不餵養它、 不緊抓它、 不迎請它、 不讓它具
體化。 要像大海看著它的波浪、 天空俯視飄過的雲彩一般。
思緒猶如一個起火柴, 一旦引燃會持續燃燒, 直到燒盡。 我們能做的只是不讓思緒延生
下去, 形成一齣連續劇在腦海中播放。 我們可以停止它, 這也是腦袋的功能之一, 利用
腦袋制服腦袋!只要不延續, 思緒將很快消失, 既之而起是另一個不能阻止的思緒。
許多的靜坐或宗教企圖想阻止思緒的產生, 但這會造成師爺所說的 『勞氣傷神』。 因為
那已經違反頭腦的本性, 不自然當然無法成功, 最後淪入幻想的境界。
當思緒不再延續, 下一個思緒將取而代之, 我們的心只能觀照, 送往迎來, 如此而已。
久之, 思緒與思緒的間隔將會拉長, 上一個思緒結束到下一個思緒生出, 這之間的空檔
便是一般所追求的 『空』 性。 透過這個手段達到空的境界, 比較自然, 而且平日即可為
之, 不須正襟危坐、 焚香肅穆。 這合乎太極拳乘廢時練習的原則, 也符合道家道法自然
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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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除雜念不在克制思緒之生, 而是不使其延續。 雖然思緒仍會一個接一個的出來, 但內
心只是觀照, 不做耗神的延續, 靈台自然清明一片, 也自然容易觀照到拳架的一舉一
動。 因為不做任何延續性的思考, 所以不會 『想』, 一切都只是用 『心』 觀照。 而這需要
從平日的生活中去練習, 當雜亂的思緒一起, 即刻斷了它!平日的練習終將回饋到拳架
的演練。 練拳架已是粉墨登場, 排除雜念嚴格來說也不能在此時練習了!
這樣的練習 『終將』 拉長兩個思緒間的距離, 西藏的禪修就是要讓思想慢下來, 讓間隙
越來越明顯 (《西藏生死書》)。 或許發勁的一剎那就是發生在這個間隙, 這個空檔越長,
越是從容優雅。
不管是分裂主義的頭腦, 還是喜歡延續思緒的頭腦, 都只會壞事, 做任何事都是如此。
記得筆者當年剛赴美念研究所之初, 英文聽力很差, 上課幾乎聽不懂洋老師的英文, 更
遑論上課的內容了。 剛開始有點緊張, 緊盯者老師嘴巴吐出來的每一個字, 立刻送進腦
袋進行翻譯, 幾乎是逐字處理。 但下場往往是, 字字聽懂, 句句不懂。 耳朵要聽, 眼睛要
看黑板、 腦袋要翻譯, 手上的筆要抄板書, 更重要的是, 還得要理解內容, 就整體而言,
這其實是件滿複雜的工作, 而我卻用支離破碎的方式來處理。 盯住每一個字, 卻失去全
部的意思, 不到 10句話就跟不上了。
這與練拳時去想每個細節有異曲同工之趣, 太在意細節反而失去全部。 當然這都是因
為對一個語言不熟悉的關係, 無法像母語一般從下意識來反應, 才會那麼在意細節。 等
到一切熟練之後, 上起課來, 即便聽得馬馬虎虎、 心不在焉也可以從容快速的抄筆記並
自然的理解艱澀的內容。 整個過程 「眼、 耳、 手、 心、、、」 已經變成一個整體, 一起運作,
是 「一」。 分裂主義的腦袋已經消失, 繼之而起的是 『雜念』。 上課不再全神貫注, 更放
鬆了。 但是此時繁雜的思緒開始乘虛而入, 一個接著一個。 我實在不能相信, 竟然有這
麼一天, 對於英文, 我可以耳朵聽、 眼睛看、 手上抄、 腦子理解、 還可以邊做白日夢...。
熟悉的後遺症是精神無法集中。 耳朵聽了、 手也抄了、 眼睛也看到了, 但心不見了。 開
始無法掌握老師要傳遞訊息, 這跟聽不懂其實沒啥兩樣。
『練時不想．想時不練』 對我而言仍是待克服的問題。 不過透過對 『想』 的兩個層面的
了解, 練拳時, 內心的觀照變的比較清晰, 漸漸地從 『想』 移向 『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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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合太極
美麗的誤會終究還是誤會一場, 再怎麼美都是令人遺憾、 傷感的。 自古多少英雄好漢
的豪氣干雲都葬送在許多的誤會裡。 這段時間對傳統太極拳的觀念 (心法) 與動作 (技
法) 有進一步的認識, 這才發現原來的錯誤都是誤會一場。 誤會何來?

誤會來自內心不能放下, 堅持既有的思維。
誤會來自不捨, 捨不下既有的習慣。
既有的思維、 習慣是 『常道』, 是日積月累而成的。 不管是自以為是的寶貝還是壞習慣,
都不是一天養成的, 而是在不知不覺的中、 似乎不花時間形成的。 相對於 『常道』,『非
常道』 難道就是當下頓悟的產物嗎?
頓悟是一個發生, 不是做作、 不是當下的努力。
它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結果, 不是手段、 不是過程。 那方法呢? 過程呢?

透過傳統太極拳是進入 『非常道』 的捷徑。
將傳統太極拳的心法融入思想, 技法融入生活是進步的不二法門。

無法將太極拳與思想及生活合而為一, 終將徒勞無功。『生活化的太極．太極化的生活』
惠我良多, 舉凡舉手投足、 說話、 寫字、 開車、、 都是練拳架與功法的替身、 練習場。 我
不再為抽不時間練拳而懊惱, 師爺的書法 『處處無鋒處處鋒』, 希望有一天我的拳:
『天天不練天天練』

後記
本文記錄作者自 2001年 9 月至 2002年 6 月間, 習拳的心得與體驗。 這段時間的心路歷
程歷歷在目, 在記憶仍鮮明時將這中間的過程做一個描述。 所有的文字記述都只是結
果的呈現, 並無法捕捉過程的原貌。 當文字被寫下, 原貌立刻被分裂, 變成了 『二』。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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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讀本文不需拘泥於文字用詞, 用心去捕捉文字企圖傳達的意涵, 並回想老師與師爺
的風采。
本文援引幾本書的原文, 實是對這些觀念並未明瞭透徹, 只好原文抄錄, 借用別人的話
語。 文中的插圖是為緩和文字流動的情緒, 其來源四處撿拾。 有老師及其他書上的, 有
超仁師兄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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