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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武术发展中的失序现象是社会转型的“背景底

色”与基层习武个体“肆意涂抹”共同建构的负面社会文化现

象，对于社会武术有序发展构成威胁。从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及

其所处的草根文化空间出发探讨社会武术失序的生成逻辑。认

为: 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失调与行为越轨是失序的具体表现; 武术

评价标准变迁造成习武个体自我身份感缺失而引发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驱动下的自贴标签实质是个体失调的行为表现; 草根

文化的缺陷诱发了习武个体的行为越轨，并呈现出无责任化、逐
利化、物欲化、虚假化的失序倾向。提出: 应推动社会武术行动

主体自治，提升社会权威管治能力，强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完

善武术发展协调机制，实现社会武术有序发展。

关键词 社会武术; 失序; 个体失调; 草根文化; 行为越轨;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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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dividual Disorder to Behavior Deviance:

Development Disorder and Correction of Social
Wushu∥HAN Qingsong1，ZHU Dong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disorder of social wushu is a negative
social cultural phenomenon，which was jointly constructed by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sorder behaviors of
grass － roots wushu individuals，and it constitutes a threat to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ushu．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disorder of social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 － roots wushu players and the cultural
space in which they liv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individual
maladjustment and behavioral deviance of grass － roots wushu
individuals ar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disorder． The lack of
self － identity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wushu evaluation standard
resulted in the identity crisis． The self － labeling driven by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is the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aladjustment． The defects of the grass － roots culture
induced the deviant conduct of wushu players and presented the
unregulated， depleted， materialistic， and spurious disorder
tendencie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ushu by promoting self － governance of social wushu
individuals，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social authority and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binding force of social norms，and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wushu．
Keywords social wushu; disorder; individual maladjustment;
grass － roots culture; behavior deviance; orderliness
Author’s address 1． School of Wushu，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多元转

变［1］，激发了社会武术的自有生命力，并在继承与革

新的发展话语中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茂景象，发挥

着厚植竞技武术、服务全民健康［2］、葆育民族文化的

重要功能。然而，面对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

需求，社会武术却出现了一些发展乱象: 2012 年“最尴

尬的武术大师”闫芳被中央电视台记者戳穿; 2013 年

“天山武林大会”被证明是一场武侠作秀; 2017 年“徐

雷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并演变成为公共事件等［3］。社

会武术发展乱象中所呈现出的行为混乱、负面舆论与

公众效应等失序表现，使本应发挥正向功能的武术成

为社会负能量的传播载体。失序现象的频发已然构成

对社会武术发展的严峻挑战，甚至会对基层社会秩序

的和谐运行造成一定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4］中明

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全民健身事业

与全民小康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连，客观上也对社会武

术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于国家与民众健康发展

的社会武术，应承载起助力国家战略的时代责任，以其

有序发展推动全民健康美好愿景的实现。因而，本文

拟寻求社会武术发展失序现象的生成逻辑与潜在影

响，思考如何推动社会武术发展由失序回归有序，对于

增强社会武术发展的管治能力，推进全民健康事业的

深化落实或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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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失序:释义与缘起

社会秩序作为反映社会生活有序性的基本范畴，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从社会哲学层面看，

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状态，其依存于社

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蕴含着社会运行和发展在一定阶

段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定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

交互作用的产物”［5］。因而，社会秩序是社会主体的

实践产物，良善的社会秩序是个体发展需求与社会控

制整合的辩证统一，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有序、失
序和无序均是社会秩序的具体表现且同时存在，失序

和无序并非社会特殊现象，而是客观存在于社会发展

的各时期和各阶段，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和各

层面［6］。谈及失序，并不是社会没有秩序，而是指:

“社会秩序因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失范所

引起 的 社 会 秩 序 在 一 定 程 度 或 一 定 范 围 内 的 紊

乱。”［7］当失序的演变超过社会控制的阈值时，社会法

律与公序良俗将会丧失对于社会成员主体行为的约束

力，失序便会演变成为无序。
社会转型与社会失序的产生有着密切联系［7］。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失落是在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

国后开始的［8］，其所遭遇的是全面性、异质化的转型

与改变，传统社会秩序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不断失

守而被迫放弃了对于社会现实的主导与控制。改革

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社会秩序从单向的、静态的向

相互的、动态的转变［9］，将外显性的法礼制度与内隐

性的约定俗成纳入社会秩序整体之中，并演化成为

一种“多元混合秩序”，其中包含法治、礼治、德治、认
知、宗法秩序的杂糅组合［10］。作为社会个体行为准

则的社会规范同样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更迭，在社

会规范的重构与再实施过程中由于“不能进行有效

而及时的‘对接’，形成了一定的秩序‘空白区间’或

‘真空状态’”［6］。社会失范的出现使社会规范的约

束力与控制力减弱，为社会失序的滋生与蔓延营造

了“温床”。社会主体在谋求自身利益时往往容易发

生个体失调与行为越轨，进而引发一定范围内社会

秩序的失衡。
以习武者为主体所衍生的“武术社会”混融于中

国社会转型之中，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武

术文化在以“现代化”为主题词的社会变迁下从辉煌

走向寂寥［11 － 12］:① 于外界，全球化浪潮之下本土传统

文化身份出现辨认危机［13］，固有的门户话语在现代武

术评价体系中发生重要转轨，从抽象的判定机制转向

具象的评价标准; ② 于内部，武术传承由伦理化的师

徒制向契约化的师生制转换，引发了民间礼俗文化传

承的断裂与淡化［14］，消费主义的物欲化倾向放大了习

武个体的利益诉求［15］，“己需至上”成为个体行为的价

值导向。外在制度更迭与内在行为方式转变之间的滞

差，使传统元素与现代范式的对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武术发展秩序的“空白区间”，部分民间习武个

体理性或非理性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所引发的个体失调

与行为越轨，造成假大师、自创门派、恶意炒作、比武私

斗等违背社会秩序甚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有发

生。屡禁不止的发展乱象致使社会武术基层秩序在一

定范围内、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负面社会影响。社会武

术发展中出现的失序现象看似是由一系列突发事件所

构成，但实际造成失序的成因是一条因果链条，是社会

转型的“背景底色”与习武个体行为的“肆意涂抹”共

同作用的结果。失序现象中所凸显的个体化特征也为

解读失序成因提供了“切口”。
2 认同驱动:“大师、门派”标签话语下的个体

失调

2． 1 身份认同:武术传承发展中的师之所需 传统武

术中的个体认同并非由国家权威所制定，而是来自于

血缘伦理与宗法等级制度的互动实践，体现于师徒日

常惯习 ( habitus ) 之 中，并 为 社 会 道 德 规 范 所 承 认。
“师”与“徒”的“二人”关系［16］是人伦秩序的外显，其

建立、维持与发展也体现着传统社会秩序的构序与运

转。若从个体认同需求审视武术的师徒传承，那么武

术在传承过程中既有徒之所求，亦有师之所需，师徒在

主体间需求互为满足下共同演绎着武术门户的“生命

交响曲”。“徒之所求”的根本目的在于习得师父的

“真”东西并被师父所认可; 而“师之所需”则希冀徒弟

承其所传，明其所宗，保持师父在门户之中的“向心

力”。
传统武术习武群体的自身凝聚力，首先建立于对

师父高度的价值认同之上。如果一个习武群体内部对

师父的价值认同开始动摇涣散，那么意味着这个群体

自身已发生裂变［17］。因而，在门户场域之内师父需确

立自身的“核心”地位，进而促进门户内部的空间建

设［18］，以增强武术门户的群体凝聚力。其次，当师父

在以师徒情感建立与门户归属感增强为标志的门户话

语形成之后，便是门户场域之外对于社会地位的需要，

即要求个人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认可，这亦可成为拓

展门户外部生存发展空间的话语策略。“师之所需”
所衍生出的门户话语贯穿着习武者的“生活智慧与集

体意志，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
神需求、价值体系等，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行为

规范”［19］。通过门户之内的“场域”影响、师徒之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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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理的约束，以及择徒拜师的仪式性活动，师父在传

承之中能够得到一种门户生命延续的主体满足，与门

户之外技艺播撒中个体社会声誉的获取。归根结底，

“师之所需”是师父获取身份认同的主体需要，“大师”
“嫡 传”“门 派”等 身 份 标 签 因 此 而 成 为 民 间 习

武个体独特的自我需求表达机制与自发生成的规范

力量。
2． 2 认同危机:评价标准变迁下的心理失衡 从“师

之所需”的话语解读中发现，习武个体对自我身份的

建构来源于其身处的门户场域和惯习［20］。然而，中国

社会变革转型的洪流打破了武术曾赖以生存的文化空

间，旧有伦理化的价值观念被消解，以血缘、类血缘为

纽带的传统武术群体横向联结体系与纵向传承脉络伴

随社会变迁而发生断裂。“师父”“门派”等传统武术

所崇尚的社会权威被现代性所削弱，师徒传承的伦理

建构功能日益屈从于现代社会规范的界定与制约。虽

然社会武术发展中现代武术评价制度占据主导地位，

但传统师徒、门户规范依然发挥作用，两者呈现杂糅共

生之态。传统武术门户及师徒关系建基于宗法体制与

人伦关系之上，强调师徒之间的“尊卑有序”与拳种传

承的“源 流 有 序”，徒 弟 身 份 则 有 入 室 与 非 入 室 之

分［17］，师父亦有门派嫡传与支系之别，总体呈现出主

观化类别判断与伦理化身份界定的特征。现代武术评

价体系趋向理性化、标准化、规范化，强调规则面前人

人平等，发展建构了包含: ① 竞技武术运动员等级制

度;② 传统武术比赛“一、二、三等奖”名次评比;③ 武

术段位制“三级九段”的习武者段位;④ 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认定在内的“四维”武术

评价体系( 表 1) 。从竞技性、传统性、标准性、文化性

等方面针对不同领域的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制定了相应

的评价 标 准，“重 构”了 社 会 基 层 习 武 个 体 的 武 者

身份。

表 1 现代武术评价体系的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modern wushu evaluation system

评价领域 面向群体 评价标准 评价依据 武者身份

竞技武术
竞技武术
运动员

竞技武术
竞赛规则 运动员竞赛成绩

国际武英级、武英级、一级武士、
二级武士、三级武士、武童

传统武术
传统武术
习练者

传统武术套路
竞赛规则 运动员比赛成绩

一等奖得主、
二等奖得主、三等奖得主

武术段位制 社会习武者
武术段位制
考评办法

习武者武术水平:
技术 + 理论

段前三级、初段位、
中段位、高段位

非物质
文化遗产 非遗传承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认定与管理办法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评选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综合看来，武术评价标准的变迁是由血缘化、伦理

化的“过去时”转向契约化与标准化的“现在时”。“现

在时”的武术评价体系偏重于社会权威的制度化规

定，“过去时”的社会规范则侧重于民间主体的自发性

传承，传统师徒伦理难以在现代化范式中获得话语权。
在此意义上，造成“传统”与“现代”2 种不同的话语体

系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可通约性，而“不可通约性”的存

在又为社会失范的发生制造了前提。所谓“社会失

范”是指:“当社会部分规范出现不自洽、不完整、不明

确、不稳定或不相容而不能向社会成员提供有效指导

的社会情景。”［21 － 22］当个体的规范需要难以获得满足

时，就会引起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失调。具体而言，武术

评价标准的变迁，使得习武个体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

为上均需要经历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才能对新的武者

身份进行接纳。面对众多的“武者身份”，习武个体一

方面留恋原有稳定的身份依赖，另一方面又期望获取

新的武者身份以扩大社会影响，故而处于顾此失彼的

心理失调状态。
与此同时，尽管现代武术评价体系建构了多样化

的“武者身份”，却缺少对于民间拳师( 传拳人或师父)

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界定标准与管理规范( 即无法满

足习武个体的伦理需求) 。具体表现在:① 在“规则面

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之下，师徒之间的伦理关系被忽

视。武术竞赛与段位考评中徒弟得分高于师父的现象

虽本无过错，但若回归传统门户场域又于“情理”不

合。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自身位置的“师之所

需”显然难以在现代评价制度下得以实现［23］。②“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虽能维护师徒关系的

原生态，但严格的评判标准又决定了这一评价体系受

众的有限性，难以囊括整个民间武师群体。显而易见，

武术评价标准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习武个

体自我身份感的难以获取，而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又会

导致个体认同危机的出现［24］。在此意义上，武术评价

标准变迁所造成的习武个体心理失衡，实质上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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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同危机的表现。
2． 3 行为失调:标签话语下大师、门派丛生 武术评

价标准的变迁，使得部分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处于丢失

已有“身份”的矛盾与忧虑之中，导致其处于一种被边

缘化的社会状态，转而寻求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不

难看出，在武术评价体系愈来愈制度化、标准化、规范

化的大趋势下，“师徒”“门户”等传统俗约仍坚韧地参

与社会武术基层秩序的建构当中。在社会发展中，人

们往往会借助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和象征表现、传播

自我身份认同［25］。当处于心理失衡的习武个体发现

传统身份标签所附着的话语权力可以为己所用时，

“大师”“嫡传”“门派”等此类已经深入习武个体日常

意识中的概念范畴，便被习武个体再次发掘、激活并重

新赋予其社会意义，以用于个体身份想象的建构之中。
一方面，部分习武个体出于自身利益诉求，通过自贴标

签的行为方式为自身创设一种“民间精英”的角色，实

现对生存方式、身份地位与社会形象的塑造，并在这种

社会角色的自我想象与扮演中获得主体利益的满足。
另一方面，基于身份认同之需，习武个体将“大师”“门

派”与现代武者身份直接对位，构成个体认同语境下

的“弱者抵抗”。当然，上述缺乏社会规范参与的主体

行为都体现出大致相仿的“失调症候”，本是争取自身

合法性以确立社会地位的主观取向，却在“自贴标签”
的话语泛滥中演变成行为失调。

上述越过社会规范的主观行为并不能实现正确的

自我定位，其直接后果便是社会武术领域中部分习武

个体或自封大师、或自立门派、或标榜嫡传的事件层出

不穷，传统武术中的话语标签在习武个体的行为失调

中变成谋取私利的价值工具。因而“自贴标签”实质

上是习武个体通过对旧有民间秩序的“自我再造”而

获得身份认同的非理性话语。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相

关社会规范的缺位，致使“大师、门派”丛生现象既难

以评价，又难以规约，更难辨真假，难免泥沙俱下而引

发传统武术发展的紊乱，无疑也会削弱社会规范的权

威性。同时，社会基层习武个体行为失调还会加剧习

武个体间关系的紧张。当同一拳种流派的多个习武个

体均冠以“大师”之名，孰为“嫡传”、孰为“正宗”的个

体矛盾与利害冲突便会产生。习武个体对于社会身份

及门户话语的维护，往往演化成为个体或组织之间的

互相攻讦与诋毁，造成社会武术基层秩序的局部失序。
3 追名逐利:草根文化影响下习武个体的行为

越轨

3． 1 社会武术中草根文化的勃兴 过分强调失序现

象的个体成因，容易陷入绝对主义怪圈，生硬切断习武

个体与其生存空间的关联，而轻忽了失序深处的文化

影响。“草根”作为舶来词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流

行语，并以其强大的渗透性活跃在社会基层。“草根”
一词所包含的与精英对立的意识形态意义已随着社会

发展大大削弱，更多呈现出基层民众的文化内涵［26］。
草根文化则是指社会基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交往活动

中直接或是间接、自发或是自为地为适应和改造其生

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具有主体独立意识

又需要话语权进行实践表达的文化体系［26］，其综合反

映了基层民众的现实意志和思想意识，呈现出风俗性、
相对区域性、大众性、民间性、自发性和顽强性等文化

特征［27］。亦有学者论证了中国武术的草根文化属性，

认为其在发展演变中描绘出由社会基层习武群体所创

造的蕴含生活共识、展示民俗文化、富于生发活力的文

化景观［28］，展 示 出“春 风 吹 又 生”的 社 会 武 术 生 存

图景。
社会武术中草根文化的出现既带有自身的必然

性，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延续性。① 草根文化主

体来自于基层习武群体，他们既是草根文化的创造者，

也是草根文化的享有者。其参与动机呈现自发性与能

动性，在参与社会武术活动过程中彰显自我个性、宣泄

内心情感与表达利益诉求;② 草根文化的传播内容具

有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包含延续至今的传统武术

文化与当代个体创新的拳种技术;③ 草根文化中的社

会组织是由基层习武群体组成的自上而下的民间组

织，除了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传统武术群体横

向联结外，同时也表现出以“趣缘”( 习武的共同爱好)

认同为路径的组织形式。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文化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社会武术中的草根文化的发展、
勃兴［29］。武术新技术、新拳种的层出不穷，武术门户

在现今社会的再次勃兴，一方面展现出草根文化富于

质朴性与创造性的鲜活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草根文

化“百花齐放”发展之原生态的真实写照［30］。社会武

术中草根文化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武术文化的发展繁

荣，也为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培育了展示自我的文化空

间，习武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表达。与此同时，

草根文化作为一种展示基层民众现实意志与思想意识

的文化共享媒介，也使得武术与当下社会民众的生活

需求联系得更加密切，强化了武术服务全民健康、丰富

社会文化生活的社会功能。
3． 2 草根文化缺陷诱发行为越轨 在草根文化传播

过程中，社会基层习武个体扮演着文化创造者与享有

者的双重角色。不断将自身的生活智慧与思想意志融

入草根文化，同时又以文化受众的身份深受草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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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塑造。因此“生于斯，长于斯”的特质表明草

根文化切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现实意志和思想意识，

而草根文化对于行为主体的依附性又造成草根文化相

对的封闭性与单一性［27］。如当前社会武术发展中既

有武术门户生产推陈出新的文化活力展现［7］，亦有传

统门户之争的岁月尘埃存在［31］。草根文化的缺陷无

疑对社会基层习武个体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自创

拳种、自封门派、恶意炒作”等诸多偏离社会规范的迹

象表明，社会基层习武个体的行为越轨与其所处的草

根文化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行为越轨”是指

超出常规的、违背一个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

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社会或文化体系的行为模式或社

会期待的偏离［32］。社会武术发展中的行为越轨是在

草根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习武个体所做出的超出社会

公序良俗、甚至法律法规的偏离行为。草根文化缺陷

对行为越轨的诱发，主要体现于以下 3 个方面。
( 1) 草根文化的原生态决定了其与主流文化价值

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的脱离，使得社会基层习武个体难

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认清草根文化的意义，更难以

根据草根文化准确定位自身的价值取向并形成自我约

束。习武个体往往将自身利益诉求的达成作为行动出

发点，而这种“己需为上”的价值取向会导致习武个体

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偏离，呈现出虚假化与无责任化倾

向。笔者以“武术打假”为主题词展开网络搜索，搜索

到 140 多万条相关网页信息，“假大师、假宣传、假门

派、收费敛财”等媒介标题频频出现。在习武个体追

求武者身份与社会资本的偏离行为下，“大师”“嫡传”
“门派”已不再是社会身份的象征，反而成为隐含嘲讽

色彩的边缘话语，加深了大众对于社会基层习武群体

的刻板成见。社会武术真假难辨背后则是习武个体价

值观的偏离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其影响的不仅是社

会大众对于民间习武群体的形象认知，还会放大失序

现象的示范效应。参与其中的习武个体置若罔闻的无

责任化表现，造成社会基层习武群体凝聚力的急剧下

降。习武个体对于群体认同的疏离又会进一步引发行

为越轨，形成消极循环的发展态势。
( 2) 当前草根文化的逐利化发展引发社会武术发

展的文化生态失衡，加剧了“重物质轻精神”的文化导

向，武术成为逐利者利用的工具［33］，通过“打擦边球”
的方式以营造声势或谋取经济利益。或堂而皇之地打

着“拜师收徒”“太极养生”的名义收费敛财; 或个体之

间、门派之间互相诋毁造成恶性竞争; 或发表夸张言论

吸引大众眼球，漠视社会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冠以

“武林打假”旗号的“徐雷事件”也并非单纯的约架私

斗行为，其背后牵涉俱乐部、体育赛事、直播平台等多

方利益［3］。史怀则［34］曾指出，人类文化的灾难在于其

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越了它的精神发展，两者之间的平

衡被打破。过度功利主义与物欲化追求会打破草根文

化发展的生态平衡，物欲化倾向又会裹挟着习武个体

的功利主义诉求，加剧习武群体间的利害冲突。逐利

化倾向中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无视，同时也与现实武术

管理制度形成了强烈对峙，不断削弱社会权威的管控

能力。
( 3)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助长了草根诉求的伸张与

草根文化的繁荣，但草根文化的媒介化扩张钝化了社

会基层习武个体的主体理性［35］，造成习武个体主体意

愿表达的“滥觞”。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了社会习武个

体的传播角色转换，使其脱离主流媒体依赖成为制造

热点的源头［36］，并强力激发了社会基层习武个体表达

利益诉求、展示自我风采的浓厚兴趣，进而改变了他们

的精神空间与生活方式。网络媒体成为展示拳种技

术、讲解技法要领、宣传教育培训的虚拟社会平台。然

而“零门槛”的媒介平台使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处于话

语表达权诱惑与理性道德观约束之中［37］，对话语表达

权的热切追求使其超越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所表达

的内容往往真假是非不分，使社会大众失去对于武术

“真善美”的辨别力与鉴赏力 。草根文化与新媒体的

融合，更使得个体越轨行为被几何倍放大，拘于一隅的

偶发事件迅速演变成为全民热议的社会焦点。“假太

极大师闫芳”“徐雷事件”“狮吼功再现”等失序现象的

网络热传，正突出映射了草根文化媒介化扩张的明显

弊端。相关事件中所呈现的无责任化、虚假化、功利

化、物欲化倾向，也在通过网络传播影响着社会基层习

武个体的行为选择，难以对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形成正

向引导。

4 回归有序:社会武术发展和谐秩序的构建

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演进的历史进化

过程［38］，失序走向有序恰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辩证状

态。如果武术发展中的失序现象不受约束与管制，就

会影响到其他习武个体遵守社会规范的动机和信念，

毁坏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规范的信任，使更多的人加入

到越轨行为者的行列［6］。因而，从失序走向有序既是

武术发展加强管理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代武术健康发

展的内在需求。社会武术发展失序尽管有其破坏性，

但同时也可以校正社会武术的发展方向，修正武术管

理与评价制度，发挥其反向激励性与正向建设性。推

动社会武术发展的“有序”图式实现，应建立在社会武

术基层合法性秩序规则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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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基础之上，保持习武个体与社会武术发展的双重

张力。基于此，从行动主体、社会权威、社会规范以及

社会协调机制 4 个方面［39］，对社会武术和谐发展秩序

予以结构描绘与策略解读( 图 1) 。

图 1 社会武术和谐发展的秩序构成

Figure 1 The order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wushu

社会武术发展秩序是个人行为表现、集体协同、社
会规范、政府干预的结果，任何一部分的失范、越轨或

功能失位都会引发发展秩序的紊乱。社会武术发展从

规范推行到良善秩序形成必然经历一个复杂的社会实

践过程，需要社会权威与社会武术行动主体的共同参

与与努力。
( 1) 推动社会武术行动主体自治。社会武术的行

动主体包括社会基层习武个体与社会武术组织，他们

共同构成了社会武术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武术运动

管理部门的服务与监管对象。社会武术发展行动主体

的自发性与“结缘性”( 根据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

便利自发结成武术爱好团体或社会组织) 使其具有旺

盛的生命力，但也存在利益冲突等潜在隐患。社会武

术发展的失序现象显示出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对于群体

认同的缺失，群体认同感缺失的更深刻意蕴是责任意

识的缺失［40］。因此，应树立与传播“民间习武共同

体”［41］的群体意识，唤醒社会武术行动主体对于民间

武术群体的责任感，使其明辨“群与己”的共生关系，

明晰“理与欲”的控制边界，维护习武个体与组织间和

谐发展的生存样态。同时，应强化自觉遵守社会规范

的主体理性，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维护社会秩序行

为准线，在参与社会武术活动时正确表达自我思想意

志与利益诉求，避免行为越轨的出现。
( 2) 提升社会权威管治能力。政府部门与武术协

会扮演的是社会权威的角色，通过对管理制度与评价

准则的确立，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发展失序行为施加监

督管制。身份认同驱动下的个体失调凸显出民间武师

评价标准与管理制度的缺失，而民间武师又是社会武

术中一股不可忽略的群体力量。武术管理部门应切实

关照民间武师群体的身份认同需求，增强现有武术评

价体系的包容性，寻求“礼制”( 现代评价标准) 与“乡

约”( 传统评价方式) 的对接，制订兼具师徒伦理与客

观规范的民间武师评价制度，消解习武个体认同危机

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社会武术有序发展的群体力量。同

时，需要充分发挥武术运动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功能

与武术协会的引领促进作用，联合相关政府机构进一

步明确社会基层习武个体的行为规范，针对失序现象

制订相应管理制度，以提升对于社会武术基层的治理

能力。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7 年 11 月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42］，对武术

发展乱象提出了加强管理的要求，为治理失序现象提

供了行政依据。
( 3) 强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社会规范是指对行

动主体和社会权威具有约束、限制作用的法律、道德、
宗教、风俗习惯及思想观念等组成的网状系统［39］，是

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发展转型期中社会规范的

弱化，使其对于社会主体的约束力下降，造成武术评价

制度变迁中的个体失调与草根文化缺陷诱发下的行为

越轨。因而，应加强社会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在习武

个体中的作用发挥，使其合理合法表达自我利益诉求;

创新以法治为主、武德为辅的社会武术价值目标与行

为规则，推动社会武术基层管理制度的完善，强化对于

社会基层习武个体、武术组织及政府部门的外在约束，

以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规范体系，修复和弥

补社会武术发展的失序偏差，推动社会武术基层秩序

稳态的重塑。
( 4) 完善武术发展协调机制。武术发展协调机制

是协调社会个体与社会权威相互关系的“缓冲域”与

“调节阀”，架构起“官与民”的交流渠道，使基层民声

上达行政部门，使发展规划进入社会习武群体心中，以

保障社会机制内部行动主体与社会权威沟通的脉络畅

通。应以现有武术运动管理部门与武术协会的网络体

系为基础，架设起科学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了解

社会基层习武群体的发展需求，合理引导习武个体与

组织的良性竞争，增强社会武术基层的文化创造活力。
同时也要顺应时代潮流，重视网络媒介对于推动社会

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针对社会武术发展中的突发媒

介事件，实现“及时发声、主动发声、勇于发声”，形成

合理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3］，构建和谐理性的社会武

术舆论环境。

5 结束语

社会武术发展秩序的建构与完善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武术的文化生产，服务于建设“体育强国”与“健

康中国”国家战略。无论是政府部门的专业性文化生

产，还是底层民众的非专业性文化生产，武术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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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都是以武术的身体语言和文化意义满足人的需要，

以消费的方式生产武术的文化意义［30］，归根到底社会

武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大众及社会对于“武术的

身体语言和文化意义”的切实需要。种种失序现象是

社会大众对于武术的“再生产”与“文化转换”过程中

的必然结果，但同时这种自发性的主观行为必然导致

社会武术发展的失序。探讨社会武术发展中的失序现

象，并非否定中国武术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成就。承认

武术评价监管的制度缺失与武术基层治理能力的弱

化，才更有利于反思和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进而呼

吁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和完善民间武师的评价监管机

制，将武术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基层习武个体凝聚成

一个和谐整体，重塑健康有序的社会武术发展图景，推

动全民健康事业的深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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