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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高人
乃武乃文

———梅山武术掌门人晏西征传奇

■链接一

梅山武术
梅山武术，发源于古梅山中心地域

新化县，流传于湖南、湖北、广西、贵州、
云南、四川等地，属南拳系。

在中国武术流派中，梅山武术以古
老神秘而著称。说其古老 ，因为梅山武
术是当今中国武术中历史最为悠久的
流派之一 ， 可上溯至远古氏族部落时
期，且很好地保留了古传武术功法与技
击精髓。说其神秘，因在练功中，除了常
用的“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 ”外 ，尚
有神秘莫测的“铁牛水”“雪山水”“化骨
水”“神打”“药打”等巫术色彩，其文化
传承有着浓郁的 “梅山教”“师公教”等
梅山原传宗教色彩。

梅山武术的特点是古朴无华，勇猛
刚烈，一招一式非打即防，桩稳势固，防
守严密，结构紧凑、灵活多变。

■链接二

古梅山
古梅山是一个历史文化地域名称，

过去主要指湖南中部的新化县 、 安化
县。后来行政区划调整 ，现在的古梅山
地区应包括新化县 、 安化县 、 冷水江
市，以及隆回、新邵、涟源、溆浦各一部
分。这里自古以来 ，流传着一种古老的
文明文化形态 ，似巫似道 ，尚武崇文 ，
杂糅着人类渔猎 、 农耕和原始手工业
发展的过程。

目前 ， 为很多人肯定的一种说法
是，春秋战国时期 ，湘中地区是楚王部
众居住地，楚为芈（音Mi）姓，楚人居住
地为芈山。而到秦汉时 ，梅鋗因助汉高
祖灭秦有功，故封侯 ，所封之地即为湘
中山地（今新化、安化一带 ）。人们把他
所据之地称为梅山，这又恰好与当地Mi
之音吻合。之后，积习成俗，这片土地就
被称为梅山。

（周俊 整理）

周俊 刘明

前不久，据中国武术协会发布的消息，湖南武
术家晏西征升为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 实现了
我省中国武术最高段位零的突破。 这次被评定为
九段的武术家，全国仅5人。

晏西征，1947年出生于武术之乡娄底新化，
自幼习武不辍，现为中国武术协会特邀副主席、中
国武术八卦掌传人和梅山武术掌门人， 中华武林
百杰之一。以晏西征为扛旗者，历时60多年发展，
梅山武术从一个被人忽视的流派， 发展成为南方
武林重要门派。2014年,梅山武术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中国武术协会原
主席徐才称赞晏西征是“武品高深、诗品高雅、人
品高尚的高人”。

5月29日清晨4时30分，新化县城处于一片宁
静中。在城东一栋简陋民房内，晏西征依循几十年
雷打不动的习惯，早起练拳。虎啸山林、狮子张口、
天王托塔……出拳有力、桩马沉稳、转身迅猛，从
动作根本看不出，练拳者已是一位七旬老人。

梅山拳讲究勇猛刚烈，攻如猛虎下山，穷追不
舍；守若磐石泰山，寸步不让。一招一式，或快如
风、或慢而猛，绝无花哨，绝不拖泥带水。晏西征
说：“我们打拳的有句话，叫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
天不练行家知道，三天不练大家知道。说的就是要
坚持，刻苦勤练。”说话间，晏西征来到书房，铺开
宣纸提笔挥毫，“守志”二字一气呵成。

“师傅没什么爱好， 除了打拳
授徒就是读书写字。”晏西征的弟
子周太和说，晏西征喜欢自称“旧
知识分子”，自号“书蠹”，“虽是一
介武夫，却也勤读圣贤之书、执传
统仁义道德”。

晏西征曾祖父为清末知县，外
祖父为同盟会会员， 舅舅为大学教
授，母亲也深受传统文学熏陶。晏西
征自小热衷于品读四书五经、 诗词
歌赋、《三国演义》、《岳飞传》 等。练
武之余，他有《东方风采》《我选百家

诗词漫评》(与熊东遨合著)《晏西征
诗文集》《传统诗词快速入门》 等多
部诗文集问世。

2008年北京奥运后，为弘扬体
育精神， 晏西征决定为国家历届
168位奥运冠军各撰写一首赞美
诗。 他白天入诗入境， 夜晚也在思
考，有时做梦都在写诗。诗稿完成，
晏西征突发奇想，采用书、画、印形
式，请国内名家大师融诗、文、书、
画、印于一体，既宣传体育精神，又
展现国之精粹。 他携所写诗作上北

京、下广州、去上海，沈鹏、李铎、孙
轶青、邹传安、韩天衡、石开、颜家龙
等大师纷纷呼应，欣然提笔挥毫。最
终制作成一本《历届奥运中国金牌
颂》诗文大册页，在各地展出。

晏西征有个心愿，将《历届奥运
中国金牌颂》 上所有书法作品刻成
碑文， 建一座书画碑廊， 供世人参
观，以弘扬体育精神。同时，号召建
立“续写活动”，向全球华人征诗征
书法作品， 为伦敦奥运以后的中国
冠军续写诗词，刻入碑林。

梅山武林有个规矩，叫做破场，
就是踢馆。只要开馆授徒，别人都可
以来踢馆。“场主”赢了，多收一个弟
子；输了，就要离开，并由获胜者接
管武馆。

1982年，晏西征在新化开办了
改革开放后湖南第一家武馆———兴
武拳社。

至今， 还流传着晏西征单枪匹
马打败上百人围攻的故事。对此，晏
西征笑着摆手说，这事被夸张了，当
时确实来了100多人踢馆，但大部分
是跟着起哄看热闹的。 本来说好一
对一比试，点到为止，但对方仗着人
多，见师傅吃了亏，就一拥而上。迫

不得已，他只好出手应战，打倒了为
首的10来个，其他人一哄而散了。

晏西征反复教导弟子“学武先学
德，练功必练忍”，只有以仁义服人，
才能使人口服心服。 面对上门挑衅
者，始终要遵循“一忍，二让，三吓，四
打”原则。他认为，武学的精髓在于保
家卫国、除暴安良、强身健体，出发点
都是善意的， 并不是争强斗狠的技
艺。由此，晏西征一生低调、谦逊、和
善，在国内武术界有口皆碑。

多年前一个傍晚， 有一个叫吴
大伟的大汉来势汹汹， 执意非“切
磋”不可。无奈之下，晏西征只能应
允。 他向上屈起右臂说：“你如果能

将我的手扳下来，就算我输！”大汉
蛮有把握地伸出右手， 抓住晏西征
的手腕，使劲往下扳。相持数分钟，
无法扳下。换成双手，仍未成功。晏
西征又伸出右手食指说：“这样吧，
我伸出一个指头， 让你扭， 扭弯也
行，折断也行。”大汉使出浑身解数，
大汗淋漓，终究无果。

最后，大汉耍赖，摆好架势誓要
武斗。晏西征顺手拿起木凳，站好桩
马，气沉丹田，一掌将凳面破了个对
穿。 他告诉大汉：“刚才单指叫金刚
指，这掌叫柳叶掌。”

吴大伟当即请求拜师学艺，成
为了晏西征的弟子之一。

新化属古梅山地区，是我国著名的武术之乡。
新化王爷山地区的“打”（武术），是武林中响当当
的旗帜。以往，这里民风强悍、正直纯朴，家家户户
皆有练武之人，为外界所赞誉。

晏西征5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生活非常
艰苦。母亲曾赋诗示儿：“含辛茹苦育西征，望尔修
成文武身；岳母情怀鹦鹉句，精忠报国建奇勋。”受
母亲教诲， 晏西征自强不息， 立下文武兼修的志
向。

“第一次学拳，倒不如说是偷师学艺。”回忆与
梅山拳术结缘， 晏西征话语间透着意味深长。8岁
那年，“把式”（拳师）肖德福在村里“教打”（教授徒
弟），家庭条件好的小孩都去报名，晏西征只能偷
偷在远处模仿。几天后，晏西征的行为被肖德福发
现了，按梅山规矩，“偷拳”是要受到严厉惩戒的。
但肖德福却问他：“你学会了吗？ 打一路给我瞧
瞧！”晏西征随即演示了一番。见他拳法比其他人
更有路数，肖德福啧啧点头：“你很有天赋，来跟我
学拳吧，不要你交钱。”

就这样，晏西征踏入了梅山“把式”这片传奇
江湖。

后来，在肖德福推荐下，晏西征拜入当地著名
拳师游本恒名下，研习梅山拳术。为博采众长，提
高武术技能，晏西征跑到武汉，拜师丁洪奎学习八
卦掌；后又师从当代武术十大名师之一赵子虬，学
习峨嵋拳；再师从中国武协副主席蔡龙云、亚洲拳
王蒋浩泉，苦练华拳和中西技击。经多年努力，晏
西征在八卦掌、铁尺、虎拳、板凳拳、掌断砖石、铁
罗汉气功等诸多方面深有造诣， 修得一身上乘功
夫，尤其精通三十六路梅山拳。

梅山武术注重“桩稳”，有“三年学打两年扎
桩”之说。“我们首先就是站桩，以一炷香为时间，
头顶、双肩、双膝各顶一碗水，不能动更不能洒出
来。能撑过一炷香，才有资格学新的路数。”晏西征
说，梅山武术最强调基本功，要有一股子蛮劲才能
坚持下来。

偷拳求艺，苦学不辍终成大器

江湖比武，仁者无敌扬威武林

来到晏西征创办的东方文武学
校， 隔着街道就能听到浑厚的练武
之声。 走进大门，1000多名学生整
齐划一操练着梅山拳法。晏西征说：
“这里是我传承梅山武术的摇篮，从
娃娃抓起，文武兼修、崇德尚义。”

通过30多年办学，晏西征已培
养出数万梅山派弟子。 如今,�这些
弟子遍布世界各地， 或参加比赛竞
技、或进行梅山武术表演、或开馆授
徒， 为传承和发扬梅山武术贡献着
力量。

晏西征不仅系统总结梅山武
术，保留和继承其精华，而且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丰富其内涵。他常带领
弟子，在各类大型活动和电视节目中

演示梅山武术的拳、棍、铁尺、板凳等
各种套路，借参赛、表演、访问、演讲、
发表论文来弘扬梅山武术。

2001年， 在美国著名武术家
哈哥德邀请下 ,晏西征率梅山武术
代表团赴美访问交流， 震惊美国
武术界。日本的胜吕崇史、内腾真
次， 法国的嘉志以及美国、 西班
牙、 马来西亚等国的洋弟子纷纷
慕名前来投师。

2012年, 受文化部和湖南省体
育局委派， 做为中澳文化友好交流
年重要节目， 晏西征组织弟子赴澳
大利亚进行了25场表演， 在澳掀起
“梅山功夫”风暴。

梅山武术的推广也并非一帆风

顺。晏西征的弟子周佐清告诉记者，
有一次，晏西征在西欧宣讲国术，并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体育馆演示梅
山武术。当时，一个西班牙拳击教练
突然上台，执意要求切磋武艺。对方
一上场，就发起猛烈进攻，一阵阵快
拳如闪电般打来。没有进攻机会，晏
西征如狡兔飞燕般巧妙躲闪。 对方
求胜心切，几个回合拳脚落空，便心
浮气躁起来。一记重拳打来，抓住难
得的出拳空档， 晏西征侧身一招力
劈华山，直劈对方手腕，同时右脚迅
速跟上一招“隔山打牛”，直击对方
下巴，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两招制敌
取胜。马德里体育馆顿时沸腾起来，
大家竖起大拇指喝彩。

力扛大旗，梅山拳法声名大振

精研国学，著书赋诗续写传奇

� � � � 2006年10月12日，晏西征指导国外弟子嘉志
打梅山拳。（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 � � � 2014年8月7日，晏式宗祠第一期青少年武术培训班暑期开班。（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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