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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世界的太极也曾濒临失传

陈家沟原名常阳村。 明洪武年间，
山西泽州人陈卜举家搬迁到这里,因为
村中有3条南北走向的深沟， 随着陈氏
人丁兴旺， 改为陈家沟。

明末清初， 陈家沟陈氏第九世陈
王廷在家传拳法的基础上， 博采众家
之长 ， 结合 《易经 》 太极阴阳之理 ，
融汇中医经络学说和道家导引吐纳术，
创编出一套阴阳开合、 刚柔相济、 内
外兼修的新拳法， 命名为太极拳。

太极拳在陈家沟经历了百年传承，
到第六代传人陈长兴和陈有本时， 二
人分别创编出陈式太极拳大架和陈式
太极拳小架套路。 太极拳第八代传人
陈鑫著 《陈氏太极拳图说》， 全面总结
了陈氏数代宗师所积累的太极拳传承
实录和实践心得， 为太极拳的传承与
弘扬，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中后期至民国， 太极拳开始
对外繁衍传播。 但这一切都在一场变
故后发生剧变， 甚至一度到了多年无
人练拳 、 传承中断的境地 。 1941年 ，
河南遭遇了前所未见的旱灾和蝗灾 ，
陈家沟也未能幸免 。 不光天灾肆虐 ，

更有人祸横行。 当时的 “皇协军”、 日
本鬼子 、 土匪等各股势力轮番滋扰 ，
民不聊生， 自然无人再去练拳了。

1946年温县解放， 陈家沟也迎来
了春天。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 饱受
颠沛流离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
乐业， 但太极拳却仍旧没人练了。 分
析原因有两个： 一是会拳的人生存能
力强， 多数在外面立住了脚， 回来的
少； 二是当时整天忙于政治运动， 群
众不知道练太极拳符不符合政策， 没
人习练。 直到1953年， 当时江湖人称
“铁捋神靠” 的王雁， 担心太极拳失传
暗中物色弟子， 每晚偷偷在村里小学
教拳。

1958年， 陈式太极拳第十代传人
陈照丕回到村里。 针对群众对当时政
治形势的顾虑， 陈照丕搬出毛主席的
话来应对 : “毛主席说过 ， 爬山 、 游
泳、 散步、 打打太极拳都可以强健身
体 。 你看 ， 毛主席也号召练太极拳 ，
太极拳是国粹， 是老祖先留下的宝贵
财富， 为啥不敢练呢？” 在王雁和陈照
丕的坚守下， 太极拳的习练在陈家沟
开始如星星之火重新燃起。

1968年， 70多岁的陈照丕为了让

太极拳的宝贵财富能传承下来， 他挑
选出陈小旺、 王西安、 陈正雷、 朱天
才4人重点培养， 也就是今天的陈式太
极 “四大金刚”。 然而， 随着陈照丕的
去世 ， 陈家沟学拳的人包括陈小旺 、
王西安、 陈正雷、 朱天才在内， 仍未
能掌握太极拳的精髓， 太极拳真功夫
的传承又一次中断。 直到1982年， 陈
家沟太极拳学校成立， 开始大规模招
收学员教拳， 自此太极拳传承的危机
才真正解除。

外国人把太极拳当作“贵族文化”

1971年出生的陈炳是陈小旺的侄
子， 他的武馆在陈家沟的最南边。 陈
炳自小就在两个叔叔和姑姑的督促下
刻苦习练太极拳， 后来考上了上海体
育学院， 在实战基础上又全面提升了
理论水平。 毕业后他回归家乡开馆授
拳， 生源不断。 在他的引领下， 村里
更多的人开馆授拳。 如今， 这个3000
人的中原小村庄竟分散着30多个家庭
拳馆。 俗话说 “喝喝陈沟水,都会跷跷
腿”， 村里耕田种地的、 修理家电的也
许就是自小习练太极拳的行家里手。

陈家沟是太极拳的火炬， 陈家沟

的拳师走到哪里， 就把太极拳带到哪
里。 如今在西安开馆授拳的拳师近百
名之多， 仅陈家沟老拳师、 年过九旬
的陈全忠一家， 就先后有数千人跟随
其拜师学艺。

1981年，日本太极拳爱好者三浦英
夫到访中国太极拳的发源地———陈家
沟。 自此，陈家沟封闭的大门完全向世
界打开，先后接待了日、韩、法、澳、意、
美等国来访和学习的团队逾百批。

自20世纪80年代起， 走出国门传
拳的陈家沟拳师多达100多位， 除了著
名的 “四大金刚” 外， 还涌现了一大
批较为优秀的陈式太极拳传人， 如陈
庆州、 陈小星、 陈照森等， 传播范围
多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推广太极
拳做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 全世界习练太极拳的人数
已达数亿。 陈炳说， 对太极拳文化感
兴趣而自发来学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
不少外国年轻人想把教授太极拳作为
职业。 如今也有不少国家的社会主流
人群都把太极拳作为 “贵族文化” 来
学习， 他们会很自豪地向别人讲: “我
会打中国太极拳。”

摘自《中国文化报》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
自天涯。” 这是 “诗豪” 刘禹锡写的
诗句。 然而夹带大量泥沙的黄河一

出陕西进入河南， 尤其是流淌至平
原地带， 那奔腾激荡的河水就变得
舒缓柔和起来。 当黄河流经河南温
县， 南有古称洛水的伊洛河汇入。
洛水清， 黄河浊， 一清一浊的两股
河水在此交汇、 融合， 形成一幅天
然的 “太极阴阳图”， 这就是 “天下
太极出河洛” 的由来。

而太极拳的发源地温县陈家沟，
恰好处于黄河北岸距河洛汇流处几
公里远的清风岭上。 南临黄河， 北
依太行， 阴阳相和， 太极天成。 这
里的人相信:天下之大， 太极拳兴于
陈家沟却是必然。 数百年来这里大
师云集、 英才辈出， 成为举世闻名
的太极圣地。

笔者去世界各地都会特意搭地铁，
就是为了看地铁的细节， 每天迎来送
往， 承受巨大客流的地铁， 自然得运
用更多的创意。

香港： 最漂亮的地铁字体

在使用汉字的城市中旅行， 我会
仔细观察地铁系统内所使用的汉字 ，
最爱香港地铁的字体， 采用了比较罕
见的宋体字， 古朴却不古板。 所有使
用汉字的城市和地区， 包括日本、 中
国和新加坡等， 地铁内都习惯性选用
端正且辨识度高的黑体字， 唯独香港
是个例外。

自创且改良过的宋体字被称为港
铁宋， 笔画里有不少尖角， 比黑体字
活泼有个性多了。

港铁还采用颜色作为标识。 现在
我还记得旺角是红色 (这里最为热闹)，
黄大仙理所当然是黄色。 看不见地铁
外的站名也无所谓， 看颜色就知道自
己是否到站了。

东京： 魔力在细节里

东京为何是一流城市？ 在高峰时
段搭地铁， 你就知道答案了。 人山人
海却能井然有序， 人群能被有效疏散
及分流， 除了因为日本人守规矩， 肯

定也和设计有关 ， 比如清楚的标识 、
标识上运用的字体、 字间距、 色彩等
都经过考虑。 月台上还有一张有趣的
列车图， 清楚标明哪个车厢距离转换
站或出口的扶梯最近， 赶时间的人就
懂得如何对号选车厢。

墨西哥城： 不一样就是勇气

墨西哥城十分庞大， 拥有2000万
人口， 来到这里自然得使用地铁才能
避开路面上背负骂名的交通。

地铁票价也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
的， 无论远近， 车票都一个价， 约合
人民币5角钱。 我发现地铁车厢里的路

线设计， 和其他城市不同， 地名结合
了当地地标图案， 对旅行者而言更为
直观。 能和别人不同， 就是一种创意
和勇气。

莫斯科： 男声女声， 向哪儿走

走入莫斯科地铁， 就是走入了一
个华美的博物馆。 市区内有不少地铁
站的设计会让你不由感叹： “有必要
这样美轮美奂吗？” 有必要， 莫斯科地
铁启用于1935年， 在那个年代， 地铁
除了满足居民需求， 也要向世界彰显
国力。 这个历史悠久的地铁系统， 就
算今天看， 一点也不过时， 一些设计
还是颇为贴心的， 比如男女声的报站
员，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方向， 最有名
的环线就是用男女声来区分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 摘自 《环球时报》

■环球风情

地铁细节藏着城市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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