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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极娱乐球”到“柔力球”
———柔力球运动的概念流变与文化诠释

王圣焘,王　宏
(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研究柔力球运动的概念流变,揭示文化涵养了柔力球运动生存与

发展的意义.研究显示:柔力球项目研发于１９９１年,初名“太极娱乐球”;１９９２年正式推向社会,取名

“太极柔力球”;２００４年正名为“柔力球”,下位概念为“柔力球竞技”和“柔力球套路”;２０１６年柔力球下位

概念分别更名为“网式柔力球”和“花式柔力球”.研究认为:柔力球取名于民族文化建构、正名于中西文

化交融、更名于中西文化合璧的历史,演绎了柔力球项目创建于民族文化之根基、初建于中西文化交流、
兴起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其概念流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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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aiChiEntertainmentBalltoRouliball:
ConceptualChangesandCulturalInterpretationofRouliball

WANGShengtao,WANGHong
(SchoolofWushu,WuhanSportsUniv．,Wuhan４３００７９,China)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culturalforcesandconceptualchangesofrouliballthroughliteraturereview,expert
interviewandqualitativeanalysisinordertorevealthesignificanceofcultureinthedevelopmentofrouliball．Rouliballwas
developedin１９９１andwasnamed“TaiChientertainmentball”．Itwasofficiallyintroducedtothesocietyandnamed“Tai
Chirouliball”in１９９２．Itwasrenamedrouliballin２００４andclassifiedintocompetitiverouliballandroutinerouliball．Itwas
alsocalledprofessionalrouliballandartisticrouliball．Itcouldbeseenthattheconceptualchangesofrouliballreflectedthe
constructionoftheChineseethnicculture,thecombinationofthewesternandeasternculture,theharmonybetweenthe
westernandeasternculture．
Keywords: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TaiChi;rouliball;conceptualchange;sportsculture;culturalconstruction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１],是
逻辑推论的起点,也是每一门科学理论研究的先决条

件.柔力球运动项目自１９９１年发明创始以来,经过

３０年的普及与推广,已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运动项目

体系,成为一项集健身、表演和竞技为一体的体育运

动.２０１７年,柔力球运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但迄今为止,柔力球运动概

念流变及相关文化诠释理论研究工作仍然比较匮乏.
据此,梳理柔力球运动概念流变的历史,挖掘柔力球

运动概念流变背后的文化成因,是当前柔力球学术领

域的重要命题.

１　柔力球运动项目取名于民族文化建构

１．１　柔力球运动项目的研发与项目概念的雏形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山西省晋中市卫生学校白榕老师

成功 获 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太 极 娱 乐 球”(专 利 号:

９１２２５６４７．８)和国家发明专利“太极娱乐球拍”(专利

号:９２１０３４２６．１),标志着柔力球运动项目(初名“太极

娱乐球”)的正式诞生.１９９３年,由白榕、李健康、张
路、薛晓媛、李小斌、刑怀忠等组成的柔力球项目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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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北京向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报时取名“太极健身娱

乐球”,评审组建议把名称改短,白榕、李小斌等临时

决定改为“太极柔力球”.当时,虽没有同步界定“太
极柔力球”的概念,但富含民族文化气息的命名让人

耳目一新,并因弧形引化接抛球的独特运动表现形式

而让人对其产生了新奇、有趣的感觉,激发人们体验、
认识与参与.１９９４年,柔力球项目创编小组上报国家

体委,以弥补学校体育资源保障不足为由,申报新兴

体育运动项目,并获得立项.同年,项目获得了全国

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共体育组、全国中小学体

育教育改革指导小组在高校、中小学先行宣传推广的

建议,并在评定意见书指出:“太极柔力球运动是一项

不同于传统打击球方式的、以缓冲接球为特点的、具
有一定民族特色的新型体育项目.”[２]此表述便是柔力

球运动概念的早期雏形,代表着项目发明人及创编组

集体创编柔力球运动项目的初衷,承载着发明人白榕

老师及创编组寓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理念于柔力球运

动项目内涵,融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于柔力球运动项目

技术的思考与表达.
作为文化载体,柔力球运动项目的创立本身也是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构的表达.１９９４年,国家体委有

关部门给出“先行在大中小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中开展

太极柔力球运动”的建议批复时,时任国家体委科研

所主任李力研研究员也给予太极柔力球运动项目较

高的评价.他指出:“太极柔力球的问世,是我国民族

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使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协力共进,太极活动得以球类化.主要表现于«老
子»«周易»中的正、一、反等太极思想,较好地同现代

球类运动相融合,«孙子兵法»的‘诱敌深入’‘彻底消

化’等用兵思想及战略成功地运用于太极柔力球运动

竞技,为我们如何发掘、整理古老文化方面作出了良

好的示范.”[２]这种高度赞许的批复,反映了相关领导

人对柔力球运动文化的认同,也精炼准确地道明了柔

力球运动项目创编组的项目文化智慧.柔力球运动

项目是由中国人研究发明,源于世界上唯一拥有延绵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成长于国家改革

开放新时代的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由此而言,中华民

族传统哲学思想、传统优秀典籍及太极文化理论是建

构柔力球运动的文化源泉,柔力球运动外在表现及内

在蕴含“一气呵成”“化发一体”“整体合一”“引退蓄

势”“借力打力”“反其道而行之”“以虚化实”“以柔化

力,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等技术理念、战略思想和文

化根源.

１．２　柔力球运动项目的发展与概念内涵的拟定

１９９４年,柔力球运动具备了器材发明专利的立

项、项目名称的确立、获得国家体委相关职能部门的

充分肯定、概念雏形的确立四大条件,由此进入了推

广发展的新时期.同年,“首届全国太极柔力球培训

班”在山西省太原市成功举办,并跟进性地在湖北省

孝感市成功开展了“首届全国职工太极柔力球运动立

项展示赛”.１９９５年,四川峨眉山成功举办了“第二届

全国太极柔力球培训班”,成都成功举办了“全国太极

柔力球培训班暨教学公开赛”.１９９６年,湖北省武汉

市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全国工运会太极柔力球裁判员

培训班”,辽宁省鞍山市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全国工运

会太极柔力球裁判、运动员培训班”.伴随着这些全

国性的培训班和相关交流赛事的成功举办,多地也陆

续开展了多种省地县级柔力球运动的培训和交流赛

事.多家柔力球运动生产厂家顺应柔力球运动器材

市场需求之势,开启了柔力球运动产品多材质、多样

式、多品牌的专利申报与生产模式,并进行着更新换

代的研发和生产.１９９６年,柔力球运动入选第三届全

国工人运动会,全国１９个省市区的２８１名柔力球选手

参加了激烈角逐.赛会的圆满举办为柔力球运动的

大发展夯实了群众基础,并为柔力球运动持续发展积

蓄了后劲.
随后几年里,柔力球运动专项辅助练习的雏形

“套路”伴随柔力球运动竞技的推广而广为传播.特

别是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的全国柔力球教练员、裁判员

培训班上,除隔网竞技项目的主要内容外,“老体协

规定套路”也相继现身于培训班,并日趋稳固于竞赛

主场,现已推广至第三套[３].同时,中国老年体协太

极柔力球推广组依据柔力球运动发展的形势与需

要,出版并发行了«太极柔力球教与学»(２００２),对柔

力球运动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太极柔力球运动是

运动者手持一种特制的拍子,该拍子是由一个拍柄

和一个拍框组成,拍框内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带风

孔的橡胶软面,通过用弧形引化的方法将球抛来抛

去.”[４]这也是白榕、于新潞、刘家骥、宋延吉、郭迺莹

团队以书面的形式界定的“太极柔力球”概念,它满

足柔力球运动教学、游戏、竞技发展的实践需要,是
柔力球运动文化逻辑推论的起点和理论研究的先决

条件.借此,中国老年体协太极柔力球推广组立足于

民族传统文化,以球类运动为属概念,视手持能起缓

冲作用、带风孔的橡胶软面球拍做弧形引化抛接球为

种差,以二人对抛、单人独练、几个人互传或隔网竞技

为表现形式,以健身、娱乐、表演和竞技为运动功效,
建构了柔力球运动项目的名称与柔力球运动概念内

涵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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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柔力球运动项目正名于中西文化交融

２．１　柔力球运动项目的正名与项目形态的分化

２００１年,中国老年体育协会率先审定颁发了首版

«中老年太极柔力球竞赛规则»,以中老年太极柔力球

表演项目竞赛规则和太极柔力球竞技项目竞赛规则

两大板块,将柔力球套路和柔力球隔网项目予以分

开.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国老年体协太极柔力球推广组编

著«太极柔力球教与学»的教材,首次以章节的形式专

题论述了太极柔力球健身套路(第一套)内容,对柔力

球表演套路技术动作的规范和要求作出了系统性的

介绍,并对中老年太极柔力球表演项目竞赛规则和太

极柔力球竞技项目竞赛规则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为柔

力球运动的套路形态方向发展与隔网竞技形态方向

发展的分化奠定了研究基础.２００４年,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将太极柔力球正名为柔力球,下位

概念包括柔力球套路项目和柔力球竞技项目.随后,
中国老年体育协会响应柔力球名称的正名,并于２００５
年５月１日颁布实施«中老年柔力球竞赛规则»(老体

字〔２００５〕０５号),正式启用了柔力球概念.由此,中国

老年体协太极柔力球推广组更名为中国老年体协柔

力球推广组,一级目录内容正名为竞技比赛规则和规

定套路表演比赛的规则和评分标准.这标志着上位

概念柔力球的确立,和下位概念柔力球套路项目与柔

力球竞技项目的正名的确立.２００６年６月,中国老

年体协柔力球推广组印发«新编柔 力 球 套 路 教 与

学»,主体内容包括第一套至第四套柔力球规定套

路,柔力球运动迈入了隔网竞技与套路表演并驾齐

驱的发展模式.２０１２年３月,为适应全民参与的需

要,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印发了«柔
力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试行版),柔力球运动也正

式跨入了区分年龄组别式套路项目竞赛规则和竞技

项目竞赛规则,柔力球运动套路演练和隔网竞赛发

展进入快车道.
柔力球运动正名后的名称与概念问题一度成为

广大学者、专家讨论著述的重要议题.代表观点有白

榕重申了对太极柔力球名称的坚守和对中国传统太

极运动思想与中国太极阴阳理论的遵循,同时以“与
现代球类运动相结合”“太极化了的球类运动”表达对

现代球类运动人文思想精髓的吸收[５].王宏[６]认为项

目名称应遵守柔力球运动的正名,概念内涵应遵循白

榕的理念,运动技术特征表现“柔、圆、退、整”的个性

特色,运动形态强调套路形式和竞技形式的双维向

度.李恩荆[７]以弧形引化过程作为柔力球运动的本质

特征,描述以球在球拍上做缓冲退让性的弧线或圆的

运动特征,同时表达了重视民族体育项目的文化特

性.仝保民[８]坚守以太极柔力球运动为名称,强调柔

力球运动应以太极原理为理论基础,侧重表现迎、纳、
引、抛的技术特征,凸显套路演练和隔网对抗的双维

运动形态.奥博隆(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９](以下

简称“奥博隆”)坚守太极文化为运动灵魂的宗旨,强
调球拍和球的圆弧运动的特征,赞同区分套路与竞技

的运动形态.刘占峰[１０]秉承民族优秀文化精髓,以太

极阴阳原理为遵循,以“柔、圆、退、整”“弧形引化”为
运动特征,富含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和平圆满的儒家

思想等传统文化理念,阐释了柔力球运动文化归属的

民族特色(见表１).这些基于文化概念的争鸣、认定

与传播,伴随柔力球运动的开展与推进,而深刻影响

着柔力球运动的发展与传播.

２．２　柔力球运动形态的成型与西方文化的融入

在相关政策、制度的大力支持下,柔力球运动逐

渐成长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柔力球运

动的动作简单易学、趣味性强、有益人体健康,学界对

该项运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仝保民先后创

编了“三十六式太极柔力球套路”(２００７)、“二十四式

太极柔力球套路”(２００８)、“四十八式太极柔力球套

路”(２００９)和“十六式太极柔力球套路”(２０１１)[１１],以
杨建营为代表的学者基于柔力球运动蕴含的“太极”
内涵和“柔化弧形”特征,从技术要义、文化内涵、哲学

理念等多层面论证了柔力球运动与太极思想的关系,
剖析了柔力球运动的技术内涵及其文化根源[１２],推进

了太极风格类运动的发展.柔力球运动的发展推动

了柔力球运动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多家柔力球

运动的体育发展公司适时创立并进入蓬勃发展期,

２００９年成立的奥博隆就属于异军突起并发展壮大的

一个.２０１１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与奥

博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公司成为配合国家体育总

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推动柔力球运动科学健康发展

的重要合作伙伴.由此,规定套路创编工作踏入了规

范体系化的道路,«赶着马车去北京»(２０１３)、«中国范

儿»(２０１４)、«青花瓷韵»(２０１５)、«四季牧歌»(２０１６)等
一批优秀的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规定套路陆续闪

亮登场,引领全国柔力球运动套路项目的规范发展.
同时,这些富含民族文化的柔力球套路,在国家体育

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全国柔力球培训班”
“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全国柔力球大赛”“全国柔力球

大篷车惠民万里行”等舞台上发挥了示范柔力球套路

发展方向的重要价值.至此,最初作为柔力球竞技教

学训练的专项辅助练习脱胎换骨为柔力球套路运动,
标志着柔力球运动形态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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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柔力球运动概念演变信息统计

时间 作者 名称 概念 成果出处

２００９ 白榕 太极柔力球
中国传统太极运动思想与现代球类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

太极阴阳理论的结晶,是一种太极化了的球类运动.
«太极柔力球»[２]

２０１０ 王宏 柔力球运动

以太极原理为理论基础,以柔、圆、退、整为技术特征,以套路演

练和隔网对抗为主要运动形式,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注重内外

兼修的体育项目.
«柔力球入门与提高»[６]

２０１２ 李恩荆 柔力球运动
指练习者手持球拍,以球在球拍上做缓冲退让性的弧线或圆的

运动为主要技术特征的一项民族体育项目.
«对柔力球运动基本概念

的探讨»[７]

２０１３ 仝保民 太极柔力球运动

以太极原理为理论基础,以迎、纳、引、抛为技术特征,以套路演

练和隔网对抗为主要运动形式,具有民族特色、注重内外兼修

的新兴体育项目.
«太极柔力球运动»[８]

２０１３ 郑智伟 柔力球

又称太极柔力球,是以太极文化为运动灵魂,以球拍和球的圆

弧运动为物理学基础,以套路演练和隔网对抗为主要运动形式

的体育项目.

柔力球套路常用技术动作

教与学[９]

２０１５ 刘占峰 柔力球运动

是太极柔力球运动的简称,它是一项太极化的球类运动,以太

极文化阴阳原理为理论基础,以“柔、圆、退、整”和“弧形引化”
为技术特征,以套路表演和隔网竞技为主要运动表现形式,体

现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和平圆满的儒家思想,是一项具有中华

传统民族特色、注重内外兼修的体育运动项目.

«柔力球实用教程»[１０]

　　伴随柔力球运动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对外传播与

推广交流工作也日渐显效.宣传推广方面,日本太极

柔力球联盟创始人邹力女士和欧洲太极柔力球推广先

行者隋晓飞先生相继在日本、德国站稳了传播柔力球

运动文化的脚跟,白榕、王学军、仝保民、段全伟、刘淑

慧等老师成为对外培训、推广教育的主力.赛事推动

方面,２００６年９月日本太极柔力球联盟在大阪举办了

首届全国比赛,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７年９月,太极白

龙球总会分别在德国和奥地利举办了两届欧洲太极柔

力球锦标赛[６],开启了西方国家发展柔力球运动的先

河.文化交流方面,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２日,在北京菖蒲河

公园,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介绍柔力球的玩法,使这一典型

的“中国式的运动”发挥了推进两国的政治、经济交流

的作用,也为柔力球运动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契机.２００６年５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邀请赛,

２００７年６月在澳门举办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邀请

赛.套路内容方面,英文、俄文、日文口令配音的中国

规定套路相继发行,并且广为流行.套路风格方面,日
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西方柔力球界融本国传

统体育动作元素、音乐曲目于柔力球自选套路,绽放出

柔力球运动的异国风情.柔力球套路审美也因日渐融

入西方体育运动审美元素,重视艺术性且兼顾表现力

的外部展现,重视时代内涵且兼顾韵律动感,而日趋呈

现出自由体操健体之美、武术套路技击艺术化之美、艺
术体操律动之美[１３]的特征.

３　柔力球运动项目更名于中西文化合璧

３．１　柔力球运动项目的更名与项目文化的跟进

正名后经１２年的普及、推广和发展,柔力球运动

已然成为一项集多功效于一体的准体育运动项目,
具备了进入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大家庭的群众

基础.２０１６年,为适应并推进柔力球运动的进一步

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下发了

新修订的«柔力球运动竞赛规则»,将２０１２版«柔力

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更名为«柔力球运动竞赛规

则»,将柔力球套路更名为花式柔力球,将柔力球竞

技更名为网式柔力球.规范新时期花式柔力球技术

动作、挖掘后天津全运会时代柔力球运动文化等论

题成了广大柔力球运动爱好者讨论的新话题,花式

柔力球也成了人们热衷的新项目.其中,袁刘舒仪

参照艺术体操、花样滑冰与花样游泳项目概念界定

的规律,将花式柔力球界定为,“一名或多名运动员

在音乐伴奏下,手持柔力球拍,以柔圆退整为技术特

点,构成各种类型和不同难度等级的动作,并形成以

圆为核心、没有停顿和折点、优美流畅的组合动作和

成套动作”[１４].也有学者以２０１７年天津全运会群众

比赛项目花式柔力球项目决赛舞台为载体,提出了

“难度连接组合以及多种完成方式的创新”“不同技

术风格在艺术性和表现力发挥各有所长”等花式项

目新技术运用特征,展望了花式柔力球运动肢体和

器械技术的进一步融合、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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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作品艺术性和表现力的新型表现特征,跟进性揭

示了花式柔力球运动满足新时代民众鉴赏体悟而又

兼容并包地吸纳表演类运动项目技艺的新取向.
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据更名后的中国知网发

文刊载情况,以太极柔力球为主题的学术成果仍然

占据着优势.虽就坚守太极柔力球名称的文化研究

的学术灼见愈发少见,但也存有捍卫柔力球运动项

目民族文化归属自觉的见解.如徐福景[１５]提到:“柔
力球界对应不应该划归到太极中属于柔力球发展过

程中推广与普及的方法问题,不应成为其归属问题”
“柔力球竞技富涵‘人球天合一’的太极精神”,应该

通过柔力球的“圆弧思维、整体观念、阴阳变化”等太

极思想引领柔力球运动的科学发展.从践行文化层

面看,仝保民依然是社会群体坚守太极风格“花式柔

力球”的中坚力量.他创建并完善了太极柔力球九

大规定套路(８式、１６式、２４式、６式、４２式、４８式、５６
式、８８式、１０８式),并配套使用于其编制的三位九段

制考评.当前,三位(初段位、中段位、高段位)九段

式(每段一色:白、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黑色)段
位考核已经顺利开展了七届(创始于２０１７年).从

普通高校层面看,北京体育大学段全伟[１６]创编了３２
学时高等院校柔力球套路,并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２－
１６日承办的“２０１６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柔力球研修

班”上教授了相关教学大纲、教学进程、教案案例,适
时为富有民族传统太极文化气息的柔力球运动在普

通高校的推广、教学和规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适时树立了普通高校柔力球教学在有限的课时里

完成人文精神塑造、技术动作规范、竞赛规则与裁判

法学习等目标任务的样板.

３．２　柔力球运动概念的确立与中西文化的合璧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柔力球决赛秩序

册»,明确了柔力球运动的概念,“是以太极原理为理

论基础,结合现代体育健身理念,以迎、引、抛及弧形

接发技术为特征,以套路演练和隔网对抗为主要运

动形式,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兴健身运动

项目”.秉持柔力球运动新理念,探索柔力球运动技

术体系规范标准化、裁判规则体系科学化成为学界

丰富柔力球概念文化的新主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花式柔力球运动方面,官云申[１６]依据花式特点,
将花式柔力球运动的技术体系划分为动作元素和演

练元素,并分别界定性建构了动作元素和演练元素

的具体内容.同时,诠释性建构了正握拍法和倒握

拍法的新概念,区分性建构了摆绕类、捻翻类、摆抛

类和绕抛类四大基本动作,并提出依球与球拍之间

关系划分引化类和抛接类的难度动作分类法,依肢

体与球拍之间关系划分出身体类、器械类和器械配

合身体类难度的动作分类法.以中西文化融合的理

念,对破解花式柔力球运动的技术体系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１７]的问题提出了新思路.网式柔力球运动方

面,王莹秉持科技服务竞技体育的思想,在“２０１９年

全国老年人柔力球(竞技)交流活动”中探索引入智

能辅助裁判系统实验并提出,“智能辅助裁判系统具

备‘促使运动员在赛场发挥出更高的水平、使得比赛

更加公平公正、提高竞赛的观赏价值、有助于净化我

国竞技柔力球竞赛环境’”[１８]的应用效果,为探索柔

力球运动公平公正竞赛提供了科技服务的良好开

端.科技助力理念开始融入柔力球运动,现代球类

运动的平等参与、公平竞技、仲裁公正文化开始为柔

力球运动爱好者认可和追捧,也进一步推动着柔力

球运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太极白龙球总会、日本太极柔力球联盟、俄罗斯

区域柔力球协会 Virtuoz俱乐部、圣彼得堡太极白龙

球协会等多国专业协会是时下国外柔力球运动发展

的坚强后盾.欧洲太极柔力球公开赛、日本大阪国

际太极柔力球交流大会、俄罗斯 Virtuoz俱乐部杯柔

力球冠军赛等多点开花的赛事是西方文化注入柔力

球运动 的 重 要 载 体,促 进 柔 力 球 运 动 在 国 外 的 发

展[１９],也推进柔力球运动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养分.
在国内,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已经

开展了二届,山西晋中两年一届的晋中国际柔力球

大赛已经顺利举办了四届(见表２).历次赛会也承

载着国际柔力球运动爱好者交流、竞赛、互鉴、互赏

的使命,夯实了中外柔力球运动爱好者共建柔力球

国际友谊桥梁的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体育

标识,承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与吸纳西方羽排球

类、体操类文化理念的柔力球运动[２０Ｇ２１],也表征着中西

体育文化合璧化的时尚,符合世界文化大健康、大融

合、大传播的潮流,也符合中国文化自信“走出去”的实

质要求[２２].就国内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表现来说,欧
美新面孔选手愈来愈多,网式项目的竞技水平越来越

高,花式项目更是展现出“单腿支撑７２０度以上的旋”
“后举腿垂立拍绕环绕翻”“垂立拍腾空水平旋转绕翻”
等C类难度动作.在自选套路音乐底色方面,更是开

启了选用欧美民族伴奏音乐的模式,将西方形体美感

与欢快韵律感、音乐动感及旋转自由感融入花式柔力

球运动,合璧着柔力球运动自信文化的现代神韵.也

适时说明,柔力球运动愈发满足于增进更广域群体身

心健康的需求,柔力球运动生存的文化基础愈发呈现

中西文明合璧的印迹[２３Ｇ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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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内外较具影响力的柔力球赛会统计

组织名称 创办年份 举办地域 举办赛制 已办届数

日本大阪国际太极柔力球交流大会 ２００７ 日本大阪 两年一届 ７

欧洲太极柔力球公开赛 ２００８ 欧洲城市 两年一届 ４

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 ２０１２ 山西晋中 两年一届 ４

俄罗斯 Virtuoz俱乐部杯柔力球冠军赛 ２０１３ 俄罗斯城市 每年一届 ７

北京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 ２０１７ 北京 两年一届 ２

４　结语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基于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研究柔力球运动

的概念流变,揭示文化涵养了柔力球运动生存与发展

的意义.展望未来,柔力球运动仍将会面临再更名的

境遇.届时,无论是名称的再争鸣,还是概念内涵文

化的再跟进,亦或是概念内涵文化的再构,都将是柔

力球运动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幸事.柔力球运动也

将因服务于更广泛的参与受众和建构于更富饶的文

化土壤,而迎来更兴旺、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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