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間、 毫秒之差與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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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 「說不出來」 惹的禍
「道」 在何處? 道德經第一句 「道可道, 非常道」 已經明白揭示1 。「道」 既說不出, 求道
者要往何處探尋呢? 得道者常慨言:「授道」 比 「學道」 還難。 學道者聞此言常不能領
受, 自是學道過程四處碰壁, 這也不對, 那也不行, 嘗思以科學之昌明, 竟無更有 「系
統」 且 「步驟分明」 的方法習道? 學識愈高, 愈有成就之士總會禁不住往這方面想, 鑽
研愈深, 反而離道愈遠。 識者, 感慨道之深不可測。 不識者, 自封大師另立宗派闡釋以
自己所學。 坊間大師、 達人 「林立」 可為證。
太極拳之為 「道」, 以其宗易理、 法老莊、 尊儒術、 尚兵法, 可惜傳承至今多淪為肢體的
緩和運動、 競技的鬥牛比力氣比技巧, 或唯美的肢體表演。 太極之理已不復多見。 更有
甚者, 以 「太極」 二字做為行銷的利器, 管他貓拳虎拳老鼠拳, 有氧無氧瑜珈靜坐, 只
要冠上 「太極」 並詮釋以陰陽, 身價立刻翻上兩翻, 吸引忙碌的上班族, 無助的怪病族
盲從致死, 不知所練所學與太極何干。 這些大師們多自稱採各家之長, 融合成為更適合
現代人的養生運動。 觀其所言察其所行卻氣死各家明師, 每見數十年純功, 遭如此輕率
扭曲, 如蜜蜂採蜜般被 「採」 走, 卻因 「道」 之難以啟口, 駁之無力, 聽之無人, 還是歸
返山林, 當空谷的幽蘭, 自然自在散發悠悠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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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 非常道」 的闡釋可見諸多種版本, 意為 「能說出來的便不是常道。」 常道者恆動之道, 所謂
「天道恆動, 諸法無常。」 第一個 「道」 亦有 「路」 之意, 路是給人走的, 不是(適) 用來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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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普羅大眾如何分辨真偽呢? 信手翻閱手邊數十本近二十年來國內外神龍太極學
會師兄師姐寫的文章, 發現大家在 「理」 的認知與研究都有相當的水平。 心裡不禁暗暗
推敲, 這二十多年來當有數百位 「依理如法」 練成的武林高手? 但實際數字卻遠低於
此。 這一想, 心更驚, 我自己不也寫了一些學練太極拳的心得? 若干年後, 我能成為
「體用相兼」 的高手嗎? 還是也淪為寫了一手好太極或講了一口好太極, 卻不能落實到
手上的 「大師?」

藏寶遊戲的通關密語
太極拳難道如此深不可測, 讓多少英雄豪傑從為之 「心儀、 亢奮」 到 「氣結、 失望」。 寫
了一手好太極或講了一口好太極, 卻不保證能落實到手上! 是 「理」 的不精進, 還是對
「理」 的執行出了問題? 嘗問老師, 卻答以:「沒有鑽進去。」 我們共同的納悶是 「要鑽到
哪兒去?」「怎麼鑽呢?」
「道」 者 「路」 也, 路是給人走的, 路上的絕色景致總是讓人窮於言詞, 非親自走一遭不
能窺其原貌。 因為 「道」 的囿於言詞, 師父的教導通常充滿隱喻、 暗示、 處處佈樁等比
較禪門的方式, 生怕學習者錯過, 一直兜圈子, 甚至漸行漸遠。 於是當學生的必須仔細
的從老師的言談或著作中尋找自己的 「通關密語,」 才不致錯過這一路上的絕景或誤將
風聲當歌詠而不自知。 有回再讀老師的第一本著作 「太極拳道幾,」 驚覺 「道幾」 二字
是乎是 「鑽進去」 的通關密語? 「道幾, 謂道在動變之始, 或道在幾微之處。」 老師也不
止一次說:「我的功夫只是在每個小地方比大家好一點點、」「發勁不多的, 只是每個關節
都同時旋一點點。」 聽起來好像是老師自謙之詞或鼓勵我們的話, 其實卻是道盡玄機。
那些說不出口的 「道」, 都盡藏在這細微之處, 等著我們 「路過」 時自己發現。 但這微小
的一點點到底是什麼呢? 難道講不出來嗎? 不是具體的表徵嗎? 老師常以品茗為喻;
這茶有多甘甜, 得自己喝了才知道, 正所謂筆墨難以形容。 這一路的自問自答, 引發我
對太極拳所呈現出來的 「慢,」 有了自己的詮釋。 思考的過程也不斷的起身 「鬼摸鬼摸」
兩下, 直到滿意。

3

練太極拳一定這麼慢嗎?
「慢」 早已成為太極拳的招牌形象, 也是一般人對太極拳最大誤解的來源, 時至今日甚
至被醫界歸類為 「緩和運動」 或適合老年人的運動, 只因為它慢。 與其說太極拳是 「緩
和運動,」 不如說是 「注重全身協調的運動」 來得貼切些。 所有太極拳所講究的要領都
是為了讓身體很協調的動起來(這有益於健康自不在話下, 對於武術的應用更是基礎),
包括 「鬆、」「含胸拔背、」「鬆肩垂肘」、...、「一動無有不動」。 但全身上下關節, 加上肌肉
群、 骨頭, 還有後天養成的壞習慣及一顆懷疑不安分的腦袋, 想讓這些身體裡裡外外的
部位完美無瑕的合作, 共同完成每個動作,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初學非得 「慢」 才有機會做到, 也唯有在慢慢的移動與旋轉當中, 才能感受身體
動變之初的真實景象, 是如拳經所說由腳而腿而腰的完整一氣, 還是因循後天習慣的
先動手。 因為慢練, 才有機會觀照身體的動是否是 「以心行氣, 以氣運身」 的動, 那肢
體微微的旋是氣旋還是帶了拙勁的力旋。 這一切都只能從慢中去體會與品嚐。 從慢練
去體會太極拳的真諦, 漸著熟後, 快慢都能做到一樣的要求, 在散手應用時方能緩來緩
隨, 急來則急應, 方為太極拳應用的開端。
這層道理並非新鮮事, 隨師兩年以上的從學者多已耳熟能詳, 但付諸實行時, 卻耐不住
寂寞的慢不下來, 一再錯過 「動之初」 的體驗與觀察。 一開始的微動錯了, 緊跟的動作
就很難對得了, 一錯再錯, 一路都錯。 改來改去, 都改在末端或中間的錯, 倒果為因, 殊
不知這些錯都是來自錯誤的 「初動、 微動。」 沒有找對源頭, 難怪徒勞無功。 從每回老
師要求我們推手一寸一寸的練, 不消幾分鐘大夥自動快起來, 甚至鬥起牛來了, 可見老
師的苦心與學生的愚蠢。 這其實是快速變動社會的通病, 一切講究效率、 抄短線不務實
的風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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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再慢一點
其實用心觀照不難發現 「下指揮上」 與 「上指揮下」2 的對錯之間只是一線之隔, 稍有不
慎, 卻是天堂到地獄之別。 只要不急著 「出手,」 讓 「上半身」 多等 「下半身」 零點幾秒,
不要先 「跑」, 拳經拳論及老師所描述的情境才有可能呈現。 簡單的說, 這是讓身體動
得更協調的不二法門。 更有甚者, 在太極拳的應用上, 這不只是別人眼睛看到的動作協
調而已, 更是能發人於仞丈之外的協調, 是真正的全身上下裡外一致的協調。
走在求道的路上, 一開始最好慢慢走細細的品味, 別行色匆匆, 低著頭猛趕路, 對錯之
間 (叉路) 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不仔細分辨或大而化之, 便錯過了真理。 這一條分界
「線」 從初學時的很寬, 到後來會越來越窄, 分辨起來更加困難, 非勤學苦練將正確的
動作練到下意識的反應, 否則永遠在對錯之間徘徊, 甚至力學垂死未曾做對過。 所以老
師才常說, 練太極拳要先改習慣, 一舉一動都是由下指揮上, 內指揮外。 道理懂了, 執
行是否徹底就在學習者的一念之間, 讓毫秒的等待分清一線之隔的對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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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指揮上」 指 「太極拳經」 所謂 「其根在腳, 發於腿, 主宰於腰, 行於手指; 由腳而腿而腰, 總須完
整一氣」 的簡稱, 身體動作的順序與後天先動手動腰的 「上指揮下」 習慣相反。 除此之外, 應配合 「內
指揮外」, 即 「十三勢行功心解」 所言:「以心行氣, 務令沈著, 乃能收斂入骨, 以氣運身, 務令順遂, 乃
能便利從心,...。 先在心, 後在身...。」 每個動作都是內氣先行, 帶動身體, 而非身體先動才催動內氣 (變
成 「外指揮內」)。 「十三勢總歌」 亦言:「... 若言體用何為準, 意氣君來骨肉臣...。」 「體用全歌」 更明白指
出:「... 體用相兼豈有他, 浩然氣能行乎手...。」 因牽涉 「氣」 的問題, 「內指揮外」 更細膩更不易體會, 需
有明師指點, 否則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