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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式太极拳“提手上势”攻防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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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杨式太极拳在文化建设中 

的作用，杨式太极拳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太极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党的指导思想之下，要将具有积极作用的杨式太极拳融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 

去，各个地区进一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基于此，文章从 

多个角度与层面就杨式太极拳“提手上势”的攻防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实现杨式太极 

拳的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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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的精神需求也求越来越高，太极拳成为了促进精神文 

明建设快速发展的助力之一。太极拳是群众文化生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极拳发展至今，分为很多流派， 

杨氏太极拳作为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拳种，成为当前 

老年人自我组织、自我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通 

过肢体语言或者面目表情来传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因此，文章就杨式太极拳“提手上势”的攻防技术进 

行深入分析具有现实意义，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1 杨氏太极拳概述

杨氏太极拳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拳种，是近 

年来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出现的一种文化表现形 

式，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杨氏太极拳是经合 

组织在确定素养与遴选过程中提出来的，当时主要应 

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与文化建设当中，随着杨氏 

太极拳的内涵不断发展与扩展，逐渐被应用到社会精 

神文明建设中。武术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与人们劳 

动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间 

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杨氏太极拳是群众文化生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特的技击动作和修身养性的功 

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喜爱。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较， 

杨氏太极拳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与群众性等特征。现阶 

段我国对于杨氏太极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还处于 

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平时的健身锻炼当中，人们对于 

拳架动作特征还不熟悉。拳架以立身中正、动作缓和 

和刚柔并存为主，杨氏太极拳内容与表达形式多种多 

样，不仅传承文化精神，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 

化表达形式，具有一定的观赏性。除此之外，杨氏太 

极拳练习场地不受限制，公园、广场、学校等公共场 

所都是杨氏太极拳的舞台，人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 

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当前社会， 

人们不断追求有利于身体锻炼的活动，杨氏太极拳进 

一步提升了的表演性与感染力，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 

杨氏太极拳锻炼的队伍当中。[2]

2 杨式太极拳“提手上势”的动作说明

杨式太极拳在群众文化中发挥着先锋作用。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 

富，杨式太极拳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逐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流行起来。古代的武术一 

般都是以技击为主，在对抗中招式千变万化，形式多 

种多样，也就是说并没有固定的方式来攻守。随着时 

代的发展与不断进步，很多招式也被遗忘，但是也创 

设出很多新型的动作。杨式太极拳的出现与发展其实 

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众多拳种中， 

杨式太极拳更加能烘托出广场的气氛，丰富着人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群众文化具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 

杨式太极拳只是其中一种，作为群众文化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杨式太极拳具有一定的先锋作用。杨式太极 

拳的练习主要是以方法和经验为主，套路动作都是从 

实践中编制出来的，提手上势在不同的套路中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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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动作形式，中国人讲究悟，由于人的悟性不同， 

提手上势的练法也就不同。提手上势作为杨式太极拳 

比较典型的动作，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受到广大 

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杨式太极拳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群 

众文化的进一步提升，也丰富了群众文化的内涵与表 

现形式，在群众文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

3 提手上势的攻防特点

首先，提手上势的开与合。作为杨式太极拳的经 

典动作之一，开合劲的体现与两臂具有紧密的联系， 

所谓“一阴一阳，一开为阳，一合为阴”。开既见人 

劲来时化开为劲，提手上势的开与合与身法、步法必 

须协调一致，距离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离得太近。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多种多样和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 

对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根据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 

与民族风情，在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对文 

化所蕴含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历史背景开发出来的一 

种文化交流和继承的文化产品。杨式太极拳作为我国 

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 

遗产之一，杨式太极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提手上 

势在化开劲中寓意着圆合的内劲，开时需用腰腿劲， 

也就是说身体各个部位必须协调，每个动作之间都是 

紧密联系的。由于杨式太极拳不能宜开宜合，运用时 

并不是单纯应用手臂，手臂必须具有螺旋式开化的能 

力，否则动作会发僵发钝。圆化开合劲需要多多练习 

提手上势，身体要中正、劲力要饱满、上肢伸展可以 

使气血运行通畅。杨式太极拳也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 

的着重关注，并得到快速发展。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和支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继承和发挥着 

传统群众文化的作用。对于杨式太极拳来说，人们不 

仅可以通过杨式太极拳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还可以 

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促进 

了我国群众文化的发扬和传承。[4]

其次，提手上势的提与沉。沉式表现在外形身体 

重心下沉，提手上势的“重心的后移，重心移于左腿”, 

这种在于保持自身的平衡。提即提上拔高的意思，用 

腰腿劲向上提，使其重心倾斜，如果手提重又笨，则 

整个动作就失去灵活性与柔软性。提手上势的提和沉 

是并重的，以人的身体为中心，在手法运用过程中， 

提起拔高对方的重心，通过动作姿势的改变与劲力的 

变化，破坏其中平衡的同时还可以使自身的重心随之 

改变，将敌手的平衡打破，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同时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人们面对着各种压力，无论是在工作、学习中还 

是日常生活中，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保证各项 

活动的顺利开展。俗话说的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健康的身体代表着一切将成为泡影。杨式太极拳 

是人锻炼身体、促进肢体协调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生 

活中适当地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人们通过杨式太极拳 

的提手上势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还可以 

改善自身肌肉的结构和力量，促进身体内部的新陈代 

谢，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运动能力。人们通过杨式太极 

拳可以减轻压力，对整个身体状态进行调整，减缓身 

体各方面的衰老，从而保持身体和心里健康发展，也 

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指数。[5]

最后，提手上势的拿与发。拿劲即抓拿、控制之 

术，拿劲的主动性在于意念的运用，要想将劲发到对 

手的身体，必须先拿住对方的手，如果不能拿，则不 

能发，所以在拿劲之前，要深入理解与掌握“动中取静、 

静中取动。”欲拿人不是用力拿，太过用力则会呆滞 

脱离，拿和发的掌控在于瞬间控制其对手，再瞬间放 

力于对手。提手上势中“左臂伸展、右臂屈至左臂下 

方，右手置左肘内侧，”在拿动作时必须要快且轻， 

拿与发配合一致，手的位置不可以过身体的中轴线。[7] 

杨式太极拳有利于培养人们健全的人格，有利于提高 

人们的思维能力。可以说，杨式太极拳在提高人们身 

体素质的同时，潜移默化里也提升了人们对美好事物 

的感知能力、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平。现代生活，人们 

面临着生活与工作压力，精神压力大、工作紧张，但 

是在杨式太极拳的熏陶之下，人们自身的精神世界得 

到升华，陶冶情操，从而培养人们真善美的健全人格， 

认识到心灵美的重要意义。固其实，杨式太极拳都是通 

过长期训练才可以熟练掌握和表演的，而表演者在训 

练过程中慢慢养成了克服困难、树立良好品质的习惯， 

形成了吃苦耐劳与持之以恒的精准和品质，这是一种 

可贵的精神与品质，对于开展其他活动和项目具有重 

要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杨式太极拳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 

当前传播范围比较广泛的一种拳种。中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杨式太极拳已经成为国内外交流和文化传播 

的重要项目和途径，同时也受到了当前广大群众的喜 

爱与认可。文章从多个角度就杨式太极拳“提手上势” 

的攻防技术深入分析。杨式太极拳不断提高人们精神 

文化水平，健全品质发展和思维的扩展，在未来精神 

文明建设发展中将会得到更好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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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artial arts ar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Yang Style Taijiquan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ole of Yang Style Taijiquan in promoting 
social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aijiqua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under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arty, and each region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its role Enrich people's spiritual wodd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ttack and defense technology of Yang Style Taijiquan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levels, so a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Yang Style Taiji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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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of Taijiqu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Countermeasures in 

Schools
Xu Junju

(Lijiang Teachers College, Lijiang Yunnan 674199,China )
Abstract: "Healthy China” planning outline proposed that the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should be widely carried out, and Taijiquan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lk sports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spirit of "healthy China**, 
the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has systematically refined and sorted out Taijiquan, compiled new Taijiquan routines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further standardizing and unifying the technical movements of Taiji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observ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ji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in 
schook. It is found that it is very rare to carry out Taiji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teaching in schools.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it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teach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pularizing Taiji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in schook. 
Keywords: Healthy China eight methods and five steps universitie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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