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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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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武术作为我国体育、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有机组成，其研究的科学化、纵深

化、体系化水平不断提升。回顾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武术“学、练、赛”产出研究成果，科研意识

普遍形成；改革开放后至 90年代中期，武术教学训练研究持续纵深，历史文化与教育研究兴起；90年代末至北京奥运

时期，武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传播与发展成焦点主题；北京奥运后至新时代的当下，武术研究更多融入国家战

略，学术体系架构逐步完善。在此过程中，学科借鉴与理论融合向广向深，但特色学科理论融入尚不充分；凝练形成主

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但系统学术理论研究尚不深入；研究范式与方法持续创新，但学科特质和标识性尚不鲜明；理论命

题与成果契合时代诉求，但转化与运用时效性尚不够强。其间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意志为根本导向，紧随社会变革

发展进程；以实践困境为基本反馈，加快应用性理论的研究；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导向，推进学术研究系统发展；以文化

自觉为内生动力，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展望未来，武术研究应着眼 2035年远景目标，提升研究决策质量，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需求；着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标识话语体系，弘扬中华民族独特精神；致力彰显固有学科特质，深化

学术体系建设，提升武术研究中国特色；深入探索武术发展规律，创新武术发展方式，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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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作为我国体育、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有

机组成，武术研究的科学化、纵深化、体系化水平不断提

升，为武术融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多维支撑。

70 年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方针的提出、国家战略规划的出

台，不断为武术研究与发展提供历史契机和前行动力。与

之相应，武术研究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回应党和国家期

待，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立足新时代，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研究做出系统回顾与梳理，客观

总结成就与问题，深层分析发展逻辑，着力提出未来展望，

对加快构建武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好服务

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人才强国建设，

以及面向新时期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具有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研究回顾与梳理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武术“学、

练、赛”产出研究成果，科研意识普遍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在变

革与阵痛中谋求发展、砥砺前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在此历史进程中，武术研究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

组成部分，随之起落沉浮。从 1956 年刘少奇同志作出“研

究其科学价值，采用各种方法，传授推广”（张山 等，2001）

的指示，到“文革”期间被划入“四旧”而发展受阻，再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逐步恢复，武术研究围

绕教学、训练、竞赛产出科研成果，科研意识普遍形成。

1）制订竞赛章程，编著院校教材，规范武术竞赛制度

和武术教学内容。1959 年，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

研制并颁布首部《武术竞赛规则》，并分别于 1962 年和

1963 年编制拳、剑、刀、枪、棍 5 个项目的甲、乙组竞赛规

定套路，初步构建了武术竞赛体系。为兼顾武术教学、竞

赛协同发展，体育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以原有系列《武术

教材参考资料》为基础，重新组织编写了武术课程系列本

科教材《武术》，涵盖武术基本理论、规定套路、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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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部分专业院校根据教学需求，自主编写了一批

讲义与教材，如上海体育学院蔡龙云、王菊蓉等编著《武

术》，北京体育大学张文广等编写《长拳对练单刀对枪》，

成都体育学院郑怀贤主编《正骨讲义》，武汉体育学院温

敬铭等编著《中国式摔跤》等。这些讲义与教材内容虽较

简略，但却具开创性意义，为后续武术教材编写提供了范

例和参照。围绕武术竞赛、教学，温敬铭（1962）、江百龙

（1966）、温力（1979）等就竞赛项目、竞赛规则、教学体会、

教学方法等形成有益思考，关照武术发展实践，推动武术

研究向前。在这一时期，为进一步推广学校武术，壮大习

练群体，还形成了《中学武术操试编（六套）》（冯时伟，

1964）等成果，丰富了武术“学、练、赛”内容和形式。

2）发表学术成果，探讨学练问题，引发武术基本理论

和习练方法的思考。如我国著名武术家蔡龙云提出武术

“击”“舞”关系和“四击八法十二型”（蔡龙云，1963），成为

武术经典理论，对日后武术教学、训练、科研产生深远影

响。各体育院校专家学者从专业角度为武术学练建言，

如温敬铭（1961）针对初期武术教学提出“少而精”的策

略；习云太（1979）则指出，节奏是直接影响武术竞赛成绩

与演练效果的关键因素。国家体委运动司武术科汇编

《武术运动论文集》，亦多从武术技术切入，耙梳历史源

流，提炼改革思路，提出发展方向。相关专家学者也就武

术内容、价值、功能等，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性、

科普性文章，深化大众对武术的认知。

3）培养科研人才，开阔研究思路，着力提升后继人才

的科研意识与能力。如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

1963 年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张广德，采用近代体育理

论方法对“腾空飞脚技术”进行助跑、踏地、腾飞、落地等

环节的细化分析（张文广，2002）157-158。1978 年，北京体育

学院招收 4 名硕士研究生康戈武、林伯源、冯胜刚、郭志

禹，分别以《八卦掌源流之研究》《明代武术发展状况之初

探》《武术训练中运动损伤某些规律的研究》《武术“动迅

静定”技术特点的初步探讨：长拳“弓步冲拳”之研究》展

开学位论文研究（张文广，2002）194-195，对深化武术历史、文

化、技术等认识有学术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武术

基础理论研究。

这一阶段，武术研究主要依据教学、训练、竞赛开展

的实际情状，进行教学方法、训练手段、竞赛规程等的研

究，虽然相关成果较少，但科研意识普遍形成，为后一时

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改革开放后至 90年代中期：武术教学训练研究持续纵

深，历史文化与教育研究兴起

改革开放后至 90 年代中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路线，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武术

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氛围。这一时期，武

术代表团频繁出访、武术挖整工作启动、世界武术联合会

成立、武术列入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等重大事件，迅速提

升了武术的国内外影响力，不仅推动武术教学训练研究

持续纵深，也兴起了武术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视域。

首先，武术教学训练研究不仅出版多部代表性著作，

也涌现大量创新性论文。《武术运动小知识》（张文广 等，

1978）、《中国武术新法训练》（习云太 等，1980）等著作，兼

具学术性、科普性、知识性，从理论和技术的不同维度阐

释了武术学与练问题。同时，传统武术套路和散手相关

教材、著作陆续问世，为武术的大众普及和学术研究提供

了丰富资料。在论文方面，武术教学研究逐渐开始引入

教育学理论（郭志禹，1984），探究基础教学规律（高光文，

1986）。武术训练研究则从起初技术动作训练方法的探

讨向多学科互融发展，开始结合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生

物力学等理论知识，围绕力学分析（王培锟 等，1980）、认

知心理（李德绪，1992）、专项耐力（赵光圣 等，1992）等形

成科研成果，推动了武术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从 80 年代

初开始，随着武术散打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散打训练方

法（夏柏华，1983）、技击风格（孙豹隐，1987）、实战技巧

（马世坤，1994）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产出，为散打运动发

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武术历史文化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如习

云太（1985）以历史梳理与专题整理相结合的形式出版通

史性著作《中国武术史》，为武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武术专题史研究主要以人物史、拳种史、地域史为主，如

《明末武术家石敬岩事迹考述》（马明达，1988）、《少林尚

棍渊源论——兼析少林武术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程大

力，1990）、《梅花拳考略》（周伟良，1992），以及《沧州武术

志》（沧州武术志编纂委员会，1991）、《广东武术史》（曾昭

胜 等，1989）等。专题史研究中，少林武术史研究主要围

绕渊源考释（栗胜夫，1982）、僧兵抗倭（邱丕相，1983）、南

少林寺（林荫生，1995）等展开，对少林武术的史料和史迹

有所丰富和明晰。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义和团研究一

度成为热点，义和团运动中的武术活动也得到学者关注，

如武术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李成银，1993）等成果，为义

和团研究提供了新发现。武术断代史研究相对较少，但

对武术通史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如宋代（帅培业，1983）、

明代（林伯原，1982）的武术史迹寻踪。近代武术史研究

内容相对丰富，如关于武术社会组织（吴绪，1990）、学校

教育（林思桐，1992）、“精英群体”（林伯原，1996）等相关

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对武术历史研究进行评述，如旷文

楠（1995）对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相对而言，武术文化研究更加多元，或着眼于武术文

化内涵的阐发 ，或结合国外理论进行诠释。如温力

（1993b）从传统哲学“知行合一”学说出发，对武术技击与

理论特点进行阐释；阮纪正（1996）则认为武术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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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另有学者在论及武术之美时采借国外相关

理论，如武术的艺术性（俞建社，1982）研究等。《武术科学

探秘》（徐才，1990）按照武术与中国文化、武术与中国古

代哲学、武术与美学、武术的历史与源流、武术健身康复

机制、武术教学与训练、武术发展战略的探讨、武术定义

的探讨、新兴学科在武术中的应用及其他主题，汇编了

1987 年、1989 年全国武术学术研讨会的 106 篇论文，不仅

反映出当时武术研究的多元视野，也为此后的武术研究

指引了方向，为研究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武术

教育研究开始兴起，武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优秀民

族精神品格的能力受到认可，如有学者提出，应正确阐释

武德内涵，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张志勇，1997）。

这一时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武术研究内容走向

纵深，也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尤其更为注重武术历史

文化研究，使武术研究的历史文化根基更为坚实。

1.3 90年代末至北京奥运时期：武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

硕，传播与发展成焦点主题

改革开放至 90 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取得长

足发展。世纪之交，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中国在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融入经济全球化，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亦使武

术研究步入快车道，如 1996 年国务院学位办在上海体育

学院批准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武术理论与方法”博士学位

授权点，推进武术研究迈向更高水平；2000 年，武术领域

第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标志武术研究迈进

更高层次。

这一时期，武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涉及武

术文化研究、武术哲学研究、武术传播研究、武术历史研

究、武术概念研究、武术产业研究、武术美学研究、武术健

身研究、武术发展战略研究等。作为人们认识武术的一

种理性活动，武术基础理论研究较之前领域更为广泛，内

容更有深度。如有学者结合历史学、文化学理论（邱丕

相，1997），或以层次分类方式（曾于久 等，2008）深化武术

概念认知，并立足整体观将武术体系框架分为理论体系

和技术体系（邱丕相 等，2001），对学科专业建设和武术事

业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郭志禹（2006）从地域文化视

角，提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构想，着力构建地域武术

研究范式。历时 10 余年，郭志禹培养的数届博士分别以

齐鲁、荆楚、关东、秦晋、闽台等地域为对象展开武术文化

研究，为地域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说剑丛稿》（马

明达，2007）涉及古代兵器、武艺及相关问题，具有较高史

料价值和历史文化含载。还有学者专注于武术套路“美”

的研究，认为武术套路主要通过形式美、意蕴美表现其艺

术性（邱丕相，2004）。诸多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整体推动

武术基础理论不断纵深发展。此外，《武术理论基础》《中

国武术史》《民族传统体育概论》等教材的出版，对构建和

规范武术理论体系及深入相关研究储备了理论资源。同

时，这一时期产出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武术基础理论

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使研究视野不断开扩、研究格局

不断拓展。

另一方面，武术传播与发展主题在此时期成为学术焦

点，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审视相关问题，对中国武术的未来

走向进行再思考（李朝旭，2000），产出较多高水平成果。

1）形成以《中国武术传播论》为代表的，系统引入传播学

理论展开武术研究的著作，推进武术传播研究形成学术

范式，不断产出学术成果。2）围绕传播与发展主题，立项

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如《我国武术发展战略研

究》（栗胜夫，2000 年）、《中国武术：应对体育全球化的发

展研究》（王岗，2006 年）、《中国武术国内国际传播的理论

与对策研究》（郭玉成，2016 年）等，体现出国家对武术传

播发展的现实关切与理论诉求。3）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

举办，对武术研究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武术

传播与发展研究蔚然成风，学者们从“入奥”、教育、文化

软实力、文化输出等多角度建言谋策，并认为武术需要革

新，这既是技术性问题，也是政治性问题，但更是理论性、

思想性问题（马剑 等，2007）。

整体而言，90 年代末至北京奥运时期，武术学科专业

建设的完善、武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勃兴，以及学界对武术

传播与发展主题的关注，综合推动了武术研究进程，较前

时期实现了大跨度发展。

1.4 北京奥运后至新时代的当下：武术研究更多融入国家

战略，学术体系架构逐步完善

从“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到

“十二五”规划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十三

五”规划对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重

点关照，再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中华文化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以及《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

颁布实施，为武术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的理论命题，不仅推动了武术研究成果产出，也促进了武

术学术体系架构日趋完善。

北京奥运后至新时代的当下，武术研究主动对接国家

发展战略，积极回应时代课题，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历史姿

态。如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专家学者纷

纷从“文化”的不同角度探讨武术发展问题，如文化“走出

去”视角（孟涛 等，2013）、中西文化差异视域（王岗 等，

2013）、文化学视野（王鸣骏，2013）、传统哲学维度（闫民，

2015）等，为武术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繁荣形成有益启示。

同时，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的国家形象相关研究广泛

开展，武术能够塑造国家形象也在学界达成共识，并形成

系列原创成果，为武术传播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供实践依

据（郭玉成 等，2013）。再如，“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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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提出以来，以之为理论命题的武术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吕韶钧，2018），并获批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武术研究也随之拓

展出新的思考空间，如以新时代为背景，研究成果涉及武

术的国际话语权（徐磊 等，2020）、体系化传承（杨建营，

2018）、生命塑造（陈青 等，2016）、课程思政建设（杨祥全，

2020）等，旨在阐释武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自身价

值和功能，回馈国家与社会。此外，党的十八大提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后，有学者提出通过重构武术形象

来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关怀世界人文建设、服

务于世界人民的观点（李卓嘉 等，2020）。进入“十四五”

开局之年，武术积极回应时代之问，针对乡村振兴（杨青

等，2021）、“入奥”路径（周义义 等，2021）、产业发展（芦胜

男 等，2021）、文化传承（王智慧，2021）等问题展开研究。

总之，武术研究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话

语上，更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发展大势之中。

在学术体系构架方面，从《武术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008—2011 年）》到《武术学科发展研究报告（2012—

2015）》，再到《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2016—

2019 年）》，武术研究在学科融合与理论借鉴中，逐步凝练

出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传播、武术竞技、

武术健康、武术产业、民族传统体育其他项目等 8 个研究

方向，学术体系构架日趋完善。每个分支方向虽各擅一

面，但合而观之，便勾勒出当下武术学术构架之全。同

时，不同分支方向亦延展触及多个主题，如武术文化方向

兼及伦理学研究，产出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历史形成（李

守培 等，2016）等研究成果。每个分支方向不断发展的过

程，体现了武术研究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

系统性、专业性，也体现出其显著独立性和发展性。由

此，武术研究将更加深度融入新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

断完善分支方向，深化各方向研究，提升服务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能力。

2 武术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2.1 学科借鉴与理论融合向广向深，但特色学科理论融入

尚不充分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全息影像，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产

生活和思维结构。因此，以多学科理论融入理解武术多

元价值，一直是武术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早在民国时

期，马良借鉴西方兵式体操在学校开展“新武术”（郭玉

成，2019）325，刘殿琛（1984）13-14 则借助西方解剖学和力学

知识对传统武术劲力原理进行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四五十年间，随着武术进入国家正规学历教育，科

研成果大量产出，武术理论体系得到纵深发展和横向延

展。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武术研究不断引入人文

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学科理论知识，逐步与历史学、传播

学、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生理学、生

物力学、医学等进行跨学科融合，构建起以人文社会科学

类理论、运动人体科学类理论、教育训练学类理论为主的

武术理论体系（邱丕相 等，2001）。北京奥运会后至今，跨

学科理论融合进一步发展，极大拓宽了武术研究视域，以

多视角辩证思维和科学研究范式，产出有价值、有深度的

理论成果，如将武术的传播普及研究与深层的民族文化

认同研究相关联（陈振勇 等，2012），以挖掘武术生成、发

展和演变的规律，推进武术理论从文本阐释到实证研究，

从简单价值批判到融入人文关怀等，这些都成为新成

果的重要生长点。太极拳实证研究，已经展现出武术对

步态与平衡（姜娟，2012）、糖尿病（Lee et al.，2015）、帕金

森（Song et al.，2017；Li et al.，2012）以及失眠、抑郁、焦虑

（Wayne et al.，2018）等疾病的健康促进功效。

然而，在对武术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对特色学科理论

的把握和认识仍有欠缺，导致其在武术研究中的融入尚

不充分，一些研究呈现出理论阐释过度复杂或明显受限

的两极分化特征。如在诠释传统武术发展特征时，部分

研究为了标新立异而牵强套用西方社科理论；在阐明传

统武术健身机理时，仅采借简单的中医概念进行对接，其

核心理念并未恰当融入。同时，以现代医学理论为基础

展开的太极拳健康研究也存在一定方法局限，尽管已经

关注到身心层面，但仍缺乏对武术所强调的心、神、意、气

的配合在健康意义上的深层探究。整体而言，尽管武术

研究在特色理论上存在融合不充分的问题，但不可否认

这些理论和概念的融入丰富了武术基础理论，扩展了武

术研究领域，为其纵深发展和逐步完善提供了诸多尝试

思路与参考。

2.2 凝练形成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但系统学术理论研究

尚不深入

伴随武术研究对武术认识、武术解读、武术实践的逐

渐深入，武术研究分支方向更加凝练。1949 年以来，应社

会和时代发展之需，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学训练、历史

文化等已形成学术传统的方面。2007 年，上海体育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学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提出武术历

史、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传播、竞技武术科学化训

练、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 6 个学科方向。其中，武术文化

至今仍是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武术传播、传统体育与

健康促进为新兴方向。2012 年，在《武术学科发展研究报

告（2008—2011 年）》中，武术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在此

前基础上新增传统武术和国外武术两个方向。2019 年，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编写了《民族

传统体育学学科发展综合报告（2016—2019 年）》，主要分

为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传播、武术竞技、

武术健康、武术产业和民族传统体育其他项目 8 个方向，

覆盖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社会、武术拳种、武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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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武术段位制、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武术与

健康、太极拳与健康促进、武术产业、民族传统体育与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凝

练，是学界对学科元问题和时代趋向的思考结晶，体现出

武术发展与时俱进的特质和研究视域的聚焦，为武术研

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保证。

虽然，武术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逐渐明晰，但系

统学术理论研究尚不深入，使武术的深度研究受到阻碍。

武术研究所凝练出的不同方向，在一定意义上是武术研

究基于核心问题与其他学科深度融汇的具象化结果。但

系统学术理论不深入，导致武术研究在学科融合程度上，

缺乏触及规律层面的深度探索，限制了武术学术的整体

发展，使武术学术研究整体水平与主流学科相比仍存在

一定差距。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研究阵地之

一，其理论体系构建仍需回归武术本体（康戈武，2018），

应该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理论前瞻性，以体现出“求理”

的系统学术理论和“致用”的服务社会实践的二重辩证统

一。一方面以发展的眼光发掘、阐释武术中凝结的智慧

和创造力，揭示武术的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另一方面展

示中华武术世代赓续、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构建起具

有学术话语权的武术系统学术理论体系。

2.3 研究范式与方法持续创新，但学科特质和标识性尚不

鲜明

学术范式的创新性尝试，以及交叉学科方法的创造性

引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托

马斯·库恩，2003）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社

会发展的需要，武术加入竞技体育行列，并得到长足发展

（肖红征 等，2004）。改革开放后，理论与技术共举的研究

范式，使武术成为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唯一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项目，并通过 1987 年开设独立专业实现了由

专项课程向技术与理论并重的专业课程的转化（邱丕相

等，2020）。90 年代后，学者们尝试突破武术传统研究范

畴，展开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论研究（周伟良，1993），提出

武术研究应基于自身特色，融合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研究方法构建理论体系（温力，1993a），并逐渐发展为

以中国文化阐释武术的“以中解中”和以西方社会科学及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武术的“以西解中”两大跨学科研究范

式。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持续创新，拓宽了武术理论与研

究范畴，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和视域发现武术“新大陆”。

如武术家是武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对该群体口述史

范式的构建，可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武术的真实社会形

态和发展现状，还原当代武术发展的真实历程（郭玉成，

2018）。再如民族志研究范式，为传统武术研究提供了一

个完整呈现武术群体内部微观互动和日常生活的视角，

为武术理论框架下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事实注解（龚茂富，

2018；黄聪 等，2018；谭广鑫 等，2014）。同时，科学技术

进步与时代发展诉求，为武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

间，如应用 Citespace（杨亮斌 等，2018）和 Meta-analysis

（Chen et al.，2016）等方法进行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

对武术具体研究领域进行深度挖掘和脉络梳理，推进了

武术理论研究的精细化发展。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武术研究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学

科的主体，学科特质和标识性尚不鲜明。如由于民族传

统体育学科建立时间较晚，存在缺乏学术积淀、理论架构

尚不成熟等短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研究的融合能

力，使得武术研究在融入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时，往往

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尤其在与国外相关研究融合时表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由于武术研究尚未建立起具有学

科特质的方法论体系，导致借鉴型成果过多而原创型成

果不足，理论研究过多而实证研究不足，归纳过多而演绎

不足等问题。武术研究的学科特质和标识性话语不鲜

明，实际上也就是该领域特色性、标识性的学术范式和学

术标准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该领域学术共

识的形成、积累和积淀，进而影响研究的深层探索。

2.4 理论命题与成果契合时代诉求，但转化与运用时效性

尚不够强

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武术以深厚的民族

特色和文化内涵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

一（郭玉成 等，2012），也被视为系列国家战略的有机组

成。武术研究者与时俱进，以时代诉求为视域，主动对接

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后至今，形成大量主

动对接国家发展需要的理论成果，武术价值也在持续深

入挖掘中，成为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有力助推。

如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塑造好中国形

象，著作《中国武术与国家形象》（郭玉成，2015）的出版，

为武术文化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提供理论支撑。武

术理论命题与时代诉求的契合，一方面体现了武术自身

所具备的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武术专家

学者准确把握现实需要，将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作为武

术研究发展的责任担当。

武术研究虽然结合时代诉求，围绕不同主题形成大量

成果，但其转化与运用时效性却仍不够强。如武术的健

康促进作用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但其体医融合依旧停留

在理论层面，医疗机构极少将其纳入临床诊疗体系，或对

武术实际的“防未病”和“治已病”效果认识不足；有关武

术非遗传承保护的成果层出不穷，但实际保护效果仍旧

堪忧。究其原因，1）武术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意识不强，

与成果应用主体缺乏联动，致使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层面，

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2）文化、教育、体育等主管部门间

的共建机制不完善，行政资源整合不充分，致使成果转化

服务体系不健全，延滞了运用时效性。3）武术产业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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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小，难以承担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大量资金投入和

转化风险。此三点综合构成了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与运用

时效性尚不够强的现实困境。

3 武术研究的发展逻辑

3.1 以国家意志为根本导向，紧随社会变革发展进程

国家意志是人民意志的理性集合体，直接反映在国家

的政策之中（宋德星，2014）。武术作为“生活”在特定国

家政治框架内的文化形态，其发展实践与理论研究必然

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相协调。纵观武术研究 70 年，国

家意志导向与社会变革进程是促其发展的主要动因

之一。

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武术的功能和价值有着不同

层面的诉求，武术学术研究也与不同阶段的国家意志和

社会进程紧密关联。武术的多元功能和价值不断被挖

掘、阐发并能够融入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是相关研

究深析国家方针政策、把握社会发展进程的集中体现。

国家主导与社会进步，始终是武术研究不断前行的根本

导向（林小美 等，2020）。如“文革”结束后，为抢救遭到破

坏的武术历史文化遗产，最大限度避免“人亡艺绝”，在国

家体委主导下，武术研究工作将重心转移到武术遗产的

挖掘整理上，不仅为武术传承保护奠定了基础，也为武术

研究重点从教学、训练、竞赛转向历史文化提供了契机。

90 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及深化体育

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国家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新研究、

形成新认识。依托国务院颁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武术研究围绕大众普及、科学健身等领域展开，为推进和

发展全民健身事业贡献智慧力量。步入新时代，《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战略规划相继出

台，其中诸如“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

入奥运会”“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

传统运动项目”等关键性表述、具体性要求，成为武术研

究产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重要推动。武术研究正

是通过聚焦服务国家发展以及积极地自我价值开掘，使

自身学术空间不断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升。诚如马克

思等（1960）544 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

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需要是指导事物发展的缘起，国家意志与社会变革在历

史前行中所积累的经验、产生的诉求，不断指导着武术实

践与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与之相应，1949 年以来武术

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亦离不开学者群体自觉对国家意志

和社会变革的敏锐洞察。

3.2 以实践困境为基本问题，加快应用性理论的研究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研究，需要从实践出发，

进而提高到理论，然后再验之于实践。只有行之有效，才

能真正正确地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黄宗智，2005）。

实践困境是产生问题的最直接来源，对理论指导的需求

也最迫切、最紧要。同时，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

的动力源。基于实践困境提出问题，以理论创新服务实

践应用，是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武术研究立足武术

传播、教育、竞赛等实践问题，加快应用性理论研究，在繁

荣学术研究的同时，指导武术事业健康发展。如 1982 年

12 月，国家体委明确提出“要积极稳步地把武术推向世

界”，但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体育文化在中国

人民心中出现主客移位（王岗 等，2006），武术在国内国际

的发展均面临重重困难。如在国内教育普及方面，基于

学校武术教育令人不甚满意的现状（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研究院，2008）17，相关学者围绕教育理念（王岗 等，2008）、

教学内容（邱丕相 等，2006）、教材编写（吉灿忠，2020）等

展开研究，努力探索合乎现代教育规律，符合当下时代发

展的武术教学改革新思路，为国内学校武术教育困境的

破局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在国际传播方面，基于

武术评判的难以量化性所致的武术对外“传播力”不足的

情状（白晋湘 等，2018），相关研究从武术传播者、传播受

众、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传播效果等方面渐次拓展，有

关武术段位制（蔡仲林 等，2002）、传统武术技术体系（李

守培 等，2015）、术语命名原则（刘韬光 等，2016）等的标

准化应用性理论成果相继产出，推进武术诸多优秀特质

以最为简便、直接、清晰的方式呈现给世界。武术的文化

阐释、技术传承、健身功效发掘等系列研究，均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出发点，事实上也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挖掘出

更贴合实际、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产出经得起历史

检验的理论成果。

关注实践困境是学术研究关怀现实的行为逻辑。以

实践困境为基本问题，不断有效推进应用性理论研究成

果的产出，是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同时，

武术研究对现实困境的指导性及其对现实问题反馈的灵

敏性、科学性，或将成为武术研究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着

力点。

3.3 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导向，推进学术研究系统发展

学科专业建设是学术研究系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历了从

项目发展为专业再演进为学科的历程，既推进了相关学

术研究的系统发展，也从中得到积极助益。自 1958 年北

京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相继设立武术系，到 1984 年上

海体育学院在全国率先获批武术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再到 1996 年上海体育学院设立全国第一个“武术理论与

方法”博士学位授权点，武术学科、专业完成了学士、硕

士、博士高等教育体系的完整建设。武术项目、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之间，也构成了一个

18



郭玉成，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术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相互衔接、逐层递进的整体（邱丕相 等，2020），既为武术

学术研究系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之搭建了学术

平台。

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专业建设中，武术领域逐步凝

练形成历史、文化、教育、传播、健康促进、科学化训练等

研究方向，并产出大量科研成果，在繁荣学术研究的同

时，也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专业建设形成有益反哺。反

之，则不可能实现两者的共益互助，协同发展。如若缺乏

武术历史研究，就无法掌握武术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规律，

不利于合理把握学科专业建设的未来发展走向；缺乏武

术传播研究，就无法掌握受众需求和传播环境，不利于准

确认识武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素质需求；缺乏武术教

育研究，就无法实现现代教育理念与武术教学的深入融

合，不利于学校武术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由此可见，学

科专业建设一方面为武术学术研究提供了致思方向，不

断推进理论命题与时俱进，契合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将

武术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方法

（倪依克 等，2003），对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具有指导和规范

作用。

70 年武术研究发展，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导向，不仅使

武术学术研究方向日益细化、深化，体现出从宽泛性、浅

表性到学科性、系统性的升华与发展，同时也推动武术研

究与相关学科持续融合互鉴，拓宽了武术研究领域。学

科建设、专业建设与研究方向的完善，共同为武术学术研

究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应用方法和学理

规范。

3.4 以文化自觉为内生动力，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

武术承载着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凝结的生存智慧和

健康智慧。在以文化自觉为内生动力的武术研究发展

中，一代又一代学者立足中国实践解读中国武术，在加深

对武术自身认识的同时，也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中逐步

促进相关概念、方法与命题达成共识。

自 19 世纪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学习、引入西方

社会科学系列理论，经历了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

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严重失衡（王学典，2019）。习近

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

结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指出：“当

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

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

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道

路的翻版。”回观 70 年武术研究历程，其在与文化学、历史

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融合互动中，初

步形成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根基，并逐步完善着自身的概

念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这些理论的产生在借鉴、

吸收、融合外来理论的同时，依然能立足武术文化实践，

自觉从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出发，创新

武术学术话语（张银行 等，2019），提升武术理论原创力，

具有“昌明国粹，融会新知”的特征。如基于拳种考察展

开的武术人类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外学者较高认可的太

极拳健康促进研究成果等，均是以文化自觉为内生动力，

在“引进来、走出去”中进行学术实践的积极体现，为未来

武术研究更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做出贡献。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理性认识，旨在承继精华、创新

发展。武术研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诸多

成就，尤其是奠基武术理论、阐释武术文化、推动武术发

展的研究成果，均离不开文化自觉意识作用下的兼及中

国性与世界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学术实践。武术研究

的蓬勃发展也只有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在自身历史及

其他文明传统中汲取知识资源（郭台辉，2019），才能为解

决当下及未来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贡献武术

智慧。

4 武术研究发展走向前瞻

4.1 着眼 2035年远景目标，提升研究决策质量，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需求

武术研究经过 70 年发展，基本理论渐达共识，研究方

向渐趋聚焦，学术话语渐成体系，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意

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

明确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

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对此，武术蕴含的丰富资源

有待学界深入挖掘、合理利用，武术研究的更高旨趣依然

要着眼国家发展战略，落脚社会发展实际，通过聚焦目标

与问题，为党和国家进行相关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面向未来，武术研究应在大有可为的时代中争取大有

作为，全面提升决策能力和质量。1）坚持问题导向，攻坚

重点难点。结合时代需要与武术自身发展，在着力解决

现实问题中，检验和提升决策能力与质量。如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是当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

措，武术作为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塑造品质的文化、体

育、教育科目，课程思政建设尚未在“青年兴则国兴，青年

强则国强”的时代感召下焕发应有价值，相关研究应以此

为抓手，在回应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针对武术教育

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前瞻性、系统性研究，形

成时效性高、应用性强的研究成果。2）坚持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整合各民族、各区域特色武术资

源，落实到其发生、发展的“乡土”民间，在不同受众所处

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是否存在着供需错位等现实

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着

力探索更为切合实际的武术传播方案，使之更能贴合民

生所需。3）坚持跨界协同研究。决策面临的问题总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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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一系列问题同时出现，由此需要多元且丰富的学科理

论知识的支撑。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和构建

实践，创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誉。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作为疫情中得到广泛宣介

的健康促进方式之一，武术的教学科学性、锻炼实效性、

传播有效性等有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综合验证

与提升，以使之在健康中国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

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4.2 着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标识话语体系，弘扬中

华民族独特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绵

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

的深厚基础。只有深刻领会、生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才能从根本上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弘扬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文本

叙事与学术研究，更离不开特定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表达。

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等为主要考量，另一

方面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相吻合，

兼顾民族立场与全球视野，融通中外、纵贯古今。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再至

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

积累了丰富的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知识与智

慧，这些熠熠生辉的知识体系蕴含着强大的诠释能力，是

武术标识话语体系构建的“源头活水”。诚然，对于中国

特色的强调，并不抵触对于世界典型话语样式的融合。

应立足中华文明，融通世界文明，以全球视野阐发武术思

想及其蕴含的中国智慧，从中提炼具有武术特点、中国特

色、世界意义的标识话语元素，并形成标识话语体系，为

弘扬中华民族独特精神奠定武术话语基础。

1）相关研究应确立武术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

立足武术本体特征，构建武术标识话语，并通过对武术相

关典籍、考古资料等古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创新武术呈现方式，丰富武术社会形象，促进当下民众对

武术的认识与理解。2）相关研究应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增强话语力度。武术基

础理论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应在进一步规范话

语表达的同时加以简明化处理，对实践成果进行通识化

处理，以便推进全球共享。如可着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传播，立足中国武术独特的文化蕴含、技术表现，

充分融合哲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理论成果，借

鉴国内外同类项目的传播发展实践，致力提炼武术多样

化形式和多重性内涵，着力塑造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凝聚

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们共识的武

术符号，使之在古今与中外交流日益常规化的当下，进一

步提升标示性、影响力。3）武术研究应深刻认知继承与

创新、以我为主与开放包容的辩证关系，用发展的眼光审

视武术，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武术思想文化成为构建和强

化武术话语的重要研究领域。如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

民国时期的尚武思潮等，均可成为构建武术标识话语体

系、弘扬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的重要支点。

4.3 致力彰显固有学科特质，深化学术体系建设，提升武

术研究中国特色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学

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

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谢

伏瞻，2019）。武术学术体系建设，是伴随武术从项目到课

程、专业再到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武术学术体系建

设的深化，应与体育学学术体系相呼应，同时也要体现出

与其他体育研究的差异，凸显其鲜明特征与独特价值。

中国特色武术研究，不仅要符合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

设的要求，更应彰显其固有学科特质。1）着眼于武术技

术特征，对技击理论、训练体系、教学方法等进行研究。

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对技击技术的研究理应是武术学术

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以与已取得丰硕成果的文化研究

协同发展。同时，深刻领会中西哲学对身体、运动、体育

认识之不同，可更好从比较中挖掘阐释武术技术特色，如

武术技术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2）扎根于武术文化

特性，对武术的哲学思想、历史源流、价值体系等进行深

入阐释，相关研究是武术学术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如

可着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对中国文化产生决定性作

用的方面，从根本上推动传统武术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

合、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立足于武

术发展规律，对武术传播、竞赛竞技、产业开发、健康促进

等进行思考。这些以应用为主的研究，对于指导武术发

展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是武术学术体系从实践出发不断

创新的重要桥梁。如针对武术产业经济价值开发不足、

武术之乡旅游产业开发程度不够、武术文创产品种类较

为单一等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现实意义。

总之，相较于西方体育的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研究成果，中国武术的未来研究更应以其发展的具体境

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避免学术研究出现概念、理论、方

法的简单套用等问题，在融通中外、纵贯古今的视野中守

正创新，完善武术学术体系。在此过程中，亦应深刻学习

并融通中国先贤的哲学智慧，若能在“晓经典之意，明经

典之理，通经典之神”中创新理论成果，将更好体现武术

研究的中国特色。

4.4 深入探索武术发展规律，创新武术发展方式，更好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列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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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人类文明价值。武术研究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

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入探索武术发

展规律，注重武术理论的实践转化、运用的时效性，既需

从宏观层面进行系统、全面、整体的研究，也要注重中观

层面承接、转化、动态的研究，以及微观层面深入、细致、

充分的研究，增强武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

1）深入探索武术发展规律。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之

一是对人的深刻关切，这也构成了其得以数千年不断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因。对规律的认识即是对本质的把握和

对未来的指导，相关研究应进一步聚焦共性规律，“以人

为本”地细致梳理发展脉络，认真提炼发展逻辑，深刻总

结发展经验，为更好服务人的发展做出贡献。如在国际

化传播研究中，应结合大量实证数据分析武术传播得失，

以适应不同年龄阶层人体的武术技术内容开发和应用为

基础，围绕如何使人在武术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进行针对性研究、过程性实践和试

点性考察。2）对接时代发展，拓宽传播渠道。时代需求

是武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武术研究应从理论准备、实践

困境、社会塑造等多维度，以武术所具备的功能事实为前

提，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的全面发展为进路，逐步拓宽传播渠道。如人们在物质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日益关注精神生活、关切个体

生命。作为一种身体行为，武术如何更好地关怀生命、塑

造生命，达到身心一统、内外兼修的目的，既需要做出契

合时代的理论阐释，也需要形成顺应潮流的发展方式。

3）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武术发展。从历史

深处走来的武术，成就与问题并存，人们对此往往褒贬不

一。如竞技武术曾一度被冠以“失真”“异化”之名，但武

术的体育化发展已使其成为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

大（中）学生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为全球各地青少年

强体健魄、交流文化、增进友谊搭建了平台，也为在更大

时空范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总之，未来武

术研究应着力创新武术发展方式，丰富优质实用的文化

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

史中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武术研究不断

增强学术自觉，从“走出传统”到“发现传统”，但这种发现

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螺旋上升，是从原生性到现代

性的向前发展。70 年来，武术研究始终以阐释武术、传播

武术、发展武术为旨归，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明确了

武术研究的对象、性质和任务，凝练了主要研究方向和领

域，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研究主题，建立了跨学科的研

究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初步实现了与现代学科

的融合发展，促成了武术学科、学术、话语发展的突破。

基于此，本文以“世界眼光、历史维度、中国战略”贯穿武

术研究 70 年的回顾与前瞻，通过梳理历史脉络，总结成就

经验，寻绎发展逻辑，提出发展走向，为武术研究更好以

史为鉴及服务中国未来发展做出应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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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e than 70 years ago, Wushu as a part of China’s sports, culture,
education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its science, vertical deepening and systematic level of research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retrospect,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ushu’s research produced results on
“learning,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was generally form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mid-1990s, Wushu’s research on teaching and training developed continuall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emerged. From the end of 1990s to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 research of Wushu’s basic theory was fruitful, and the theme of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had become the focus. From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to the new era, Wushu research is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is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is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
reference and theory is wider and deeper, but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subject theory is not enough. The main researching
direction and fields are formed, but the systematic academic theory research is not in-depth.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continue to be innovated,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re not clea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achievements fi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but the timelin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t strong enough.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is to follow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national will as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take the
practical dilemma as the basic feedback to speed up the research of applied theor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system guided b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mot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it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Looking ahead, Wushu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long-term goal of
2035,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and serve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ild a sign discourse system, and carry forward the uniqu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ushu research should strive to highlight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ystem, and enhance the Wushu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promot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we
should explore the law of Wushu development, and innovate the way of Wushu development.
Keywords: wushu; wushu research; retrospec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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