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王郎创世螳螂拳以来，螳螂拳一直在寺院等小范围内习传， 

Zì wáng láng chuàng shì tángláng quán yǐlái, tángláng quán yīzhí zài sìyuàn děng xiǎo fànwéi nèi xí chuán 

直至升霄道人学得此艺将其带出寺院，螳螂拳才开始在民间流传。 

zhízhì shēng xiāo dàoren xué dé cǐ yì jiāng qí dài chū sìyuàn, tángláng quán cái kāishǐ zài mínjiān liúchuán. 

并在历经了长时间的累代传习后，逐 步繁衍出“七星、梅花、六合”  

Bìng zài lìjīngle cháng shíjiān de lèidài chuánxí hòu, zhúbùfányǎn chū “qīxīng, méihuā, liùhé” 

三大派系以及“摔手、鸳鸯、精手、八步、少林、太极”等流派， 

sān dà pàixì yǐjí “shuāi shǒu, yuānyāng, jīng shǒu, bā bù, shàolín, tàijí” děng liúpài, 

其中，尤以“七星、梅花、六合”三大派系的影响最大。 

qízhōng, yóu yǐ “qīxīng, méihuā, liùhé” sān dà pàixì de yǐngxiǎng zuìdà. 
 

一、有关梅花螳螂派系的传承情况 

关于梅花螳螂拳的文献记载始於清代的李秉霄。李秉霄，清乾隆年间

莱阳赤山史家河人，也有人经考证后认为他是大赤山人，据莱阳县志

记载，李秉霄是清朝顺治年 间兵部右侍郎李赞元的后人，官宦人家

出身。椐传李秉霄曾在乾隆年间随父宦游南中，恰逢有一大盗在狱中

得了大病，病很重，已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典狱官正准备 报告官府

将昏死不醒的大盗抬出监狱。秉霄通晓医理，见到此情景，便要求让

他看看，他试过大盗的脉博后认为有救，马上开出方子，赎来汤药让

大盗饮服，不久大 盗果然浑身出汗并苏醒了过来，到了夜里还趁人

不备“伺隙潜循”，逃跑了。过了一段时间，大盗又潜回到李秉霄的住

处，为得是当面感谢李的救命之恩，两人谈得 十分投机，李秉霄书

房的灯也是彻夜未熄，大盗为报答李的救命之恩，还将生平所学的武

功悉数传授给了李秉霄，其艺正是王郎所创的螳螂拳。等李秉霄将武

艺学会 以后，“李艺成而盗不复至”，大盗就此杳无影踪再也没有出

现过。李秉霄原从文，曾考取贡生，后弃文从武，苦练经年成为螳螂

拳一代宗师。李的武功十分高强， 尤其是使起双钩来出神入化，变

化莫测，武林人称“李二钩”或“二钩爷”。根据莱阳县志和螳螂拳谱的

记载及有关传说，李秉霄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有明确记 载的螳

螂拳传播人。之后，李秉霄将自己的武艺传授给了同乡人赵珠。 

赵珠、字起禄，清嘉庆年间莱阳赤山村人。关于赵珠的传说很多，有

的说他是李秉霄家的书童，因自小聪明伶俐而深得李秉霄的喜爱。也

有的说赵珠出身小康，家道 丰厚殷实，其本人自小攻文习武，文才



横溢，武艺超群。因尽得李秉霄真传，赵珠演练其螳螂拳来，动作环

环相扣，招术招招相连，恰似梅花朵朵，瓣瓣相连，故后 人将赵珠

所传的螳螂拳称为“梅花螳螂拳”。另据莱阳县志记载：“大赤山赵珠，

其（李秉霄）高弟子也。珠年老，尝跌坐床上。盗卫三素耳其名，遽

入爪探其睛， 珠手挥之，跌床下，不敢少动”。可见直到晚年赵珠的

武艺都是十分高强的。赵珠传艺於梁学香。 

梁学香，字书圃，（1810—1895）海阳县榆山夼人，至今其家乡仍保

留有梁当年练武传技时的拳房。据传梁学香身材瘦小，但动作极为灵

敏，又聪明勤奋, 练武又肯下苦功夫，故武学造诣非凡。梁打起拳来

速度奇快，出拳劲沉力足，拳重骇人，江湖人称“梁铁锤”。梁学香的

前半生以保镖为业，凭螳螂拳旗号闯荡江 湖。梁曾在一次护镖战斗

中，以寡敌众，鏖战不止，辫子打散了，辫梢一次次甩到梁的脸上、

眼睛里，梁全然不顾，直至打跑了强人。梁的眼睛也在这次战斗中严

重 受伤，以至后来又得了个“梁一眼”的绰号。梁学香不但精通螳螂

拳，对太极拳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将螳螂拳的主要技法与太极拳的技

击精要相融合，创编出新的套 路，取名叫螳螂“摘要”拳，摘要拳是

螳螂拳的技击精华所在，是注重实战的训练方法，所以历代拳师都十

分珍密“摘要拳”，轻易不外传。从那时起，“梅花螳螂 拳”又称为“太
极梅花螳螂拳”或简称“太极螳螂拳”。 

梁学香不但将“梅花螳螂拳”的技法加以创新，还在理论上不断总结，

写出了《拳棍枪谱》、《可使有勇》和《内功谱》等螳螂拳专著，其

中，《拳棍枪谱》又称 《螳螂拳谱》，内容除了论述螳螂拳理论外，

主要收录有三套拳谱，就是（崩补）、（乱接）、和（八肘），从中

可以觅见到螳螂拳的一些发展过程和痕迹。梁学香 家中堂号“德顺

堂”，故在他所整理的螳螂拳书籍中，都署有“德顺堂印”的字样。 

梁学香对于螳螂拳的传播与发展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是他首先打破

了拳术单传的旧习惯，先后在海阳、莱阳、栖霞、黄县、文登、芝罘、

荣成、牟平等地广泛授 徒。使得螳螂拳在山东地区广为流传，培养

了一大批确有所长的武林精英，例如：梁敬川（梁学香之子）、郝宏，

姜化龙、孙元昌、祝永修、修坤善等人，都是后来 叱咤武林的风云

人物。 

1、关于郝宏一脉的流传情况 



郝宏，字莲茹（1865年-1914年），山东烟台人，师从梁学香，郝宏

同梁师之子梁敬川的关系十分密切，交情笃厚，后结拜为兄弟。梁学

香赴京传艺时，郝 宏与梁敬川等人随师抵京，不离左右，一面助教

一面继续随师深造。郝精通拳械，尤以枪术出名，被武林界誉称为

“神枪郝莲茹”。 

郝返回烟台后，一生以授拳为业，他在烟台设拳房，招徒弟，传授螳

螂拳。在他的严格教练下，六个儿子，个个了得，都继承了父亲的衣

钵，成为威震武林的著名武术家，被武林界盛赞为“郝家六虎”。 

郝恒义（1885年-1923年）自小随父练武，艺成后先后到过北京、哈

尔滨、济南等地传教螳螂拳，也曾在张宗昌部队任武术教官，培养了

大批的武术人才。 

郝恒禄（1887年-1948年）郝家老二，其艺在郝家兄弟中最为出众，

恒禄先后在烟台、青岛、哈尔滨、蓬莱地区传艺、还曾到北京教拳，

在吴佩孚军队里当武术教官，担任过登州府国术馆馆长，后来因王子

平力邀，来到上海，在上海山东会馆传授螳螂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

逝世。 

随恒禄习拳的人很多 曹德坤、纪忠德等都是他的学生，不少人成为

学有所成的大家。如曹德坤（1885年-1959年）在1915年到哈尔滨传

艺，成为东三省螳螂拳的主要传人。 

郝恒信（1890年-1959年）郝家老四，艺成后，先后在牟平、文登、

烟台等地传艺，曾任烟台国术馆馆长，恒信长时期在家乡开馆授徒，

一培养了一批后来 威震武坛的名家高手，人称“上海滩小霸王”的纪

忠德，年青时就随郝恒禄、郝恒信在家乡练武，以后到上海，在山东

同乡会等处教拳。 

郝恒坡（1904年-1957年），恒坡练武十分刻苦，功底扎实，演练拳

术精妙老到，先后在青岛、烟台、济南、蓬莱等地传授螳螂拳，据说

东北军的张学良，烟台的孙振先等人也都随其练过螳螂拳。 

郝恒祥（1906年-1943年）主要在其家乡教拳，也传了不少的传人。 

郝斌（1906年-1984年）字善卿，是郝家老二恒禄的儿子。郝斌自幼

随家父习练家传太极梅花螳螂拳，曾参加山东省国术比赛，在决赛中

获笫一名，后任山 东牟平县最后一任的国术馆馆长。1948年定居青



岛，培养了曲滋君、钟春德等一大批有造诣、有影响的传人，为螳螂

拳在近、现代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2、姜化龙一脉的流传情况 

姜化龙，字云生（1855年-1924年）山东莱阳黄金沟人，为梁氏一脉

螳螂拳的主要传播者。据莱阳县志记载“化龙身不满五尺，又痴肥，

若无能者。及试其 技，则灵巧若猿”。真可谓“人不可以貌相”。姜化

龙不仅全面继承了梁师的武艺，在传艺的方式上也仿效梁师的做法，

其足迹遍及胶东半岛。姜还曾在张作霖的军 队中传授过拳脚。他的

武艺十分高强，特别能实战，被当时的武林界称为“打得硬的姜化龙”。
姜与当时的莱阳首富宋子德和武术名家李丹白交往甚密，并结拜为兄 
弟。宋子德的文才很好，姜与宋合作研究螳螂拳技术，总结了不少的

理论与心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字资料，对该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姜为梁氏一脉螳螂拳 的重要传播者。姜传艺初期，仍直呼自

己所传之拳为“螳螂拳”。姜还与八卦掌的王中庆、形意拳的陈德善武

师一起创编了“八步螳螂”并传授给了冯环义。 

宋子德（1855年-1926年）字耀坤，莱阳赵格庄人，清末莱阳首富，

人称宋二爷。宋与姜化龙是同时代人，武学主要由姜化龙代师所传，

宋的文化很好，曾与姜化龙一起对历代拳谱加以整理，形成了较为完

整且系统的螳螂拳谱。宋将自己所传的螳螂拳称为太极螳螂。 

宋与姜的传人中，数李昆山、崔寿山和王玉山等人最为出名。 

李昆山，字进玉（1890年-1982年）李丹白的侄子，师承姜化龙，

1931年出任山东国术馆武术教官，李在1933年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术

国考中获长 兵笫一名，主办方曾赠其“半世英雄传天下，一支干戈震

东瀛”的条幅，据说此条幅系蒋介石亲笔所题。1933年，李任莱阳国

术馆馆长，后又任西北军武术教 官。李昆山1948年去台湾，为当代

台湾螳螂拳的开宗人物，台湾始有螳螂拳，自李昆山始。 

崔寿山，字彭年，号寿山（1890年-1969年），宋子德的外甥。1905
年，崔随姜化龙、宋子德习练螳螂拳，1912年开始设馆授徒。1933年
在莱阳国术馆任教，1935年又到烟台发展，开设过寿山拳坊，曾著有

《螳螂拳谱》留世，主要传人有纪春亭、寿洪照等。 

王玉山，又名王珍（1892年-1976年）山东莱阳团旺镇崔疃村人，师

承姜化龙、宋子德，1933年参加山东省擂台赛获笫一名。同年10月，



与师兄李昆 山一起代表山东省参加中央国术考，王玉山获优胜，李

昆山获长兵第一名。王玉山长期在家乡传授螳螂拳，培养了大批武术

精英，其子王元亮、王元乾师承家学，均 得其真传。武术家张炳斗、

刘宝民得其衣钵。 

王元亮（1926年-2002年），王玉山之子，1983年获全国武术遗产挖

掘整理“金狮奖”。历任登州武术馆总教练，烟台螳螂拳学校总教练，

青岛崂山文化研究会武术委员会主席、顾问，元亮先生为螳螂拳的传

播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传人李飞林得其真传。 

王元乾（1935年-2002年）王玉山笫四子，秉承家学，1985年发起成

立“琴岛武术社”，2000年成立青岛太极螳螂拳俱乐部，元乾传人众多，

元乾子王勇得其衣钵。 

袁子（址），字绍周，师承姜化龙，是“梅花螳螂”传播东北三省的重

要支脉。主要传人有李端禄以及女儿袁侠。现今辽宁省丹东一带传人

众多。 

3、孙元昌一脉的流传情况 

孙元昌（1857-1935）,朱吴镇杨格庄村人，梁学香早期的学生。据说

孙元昌出身富贵人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衣食无忧的孙元

昌从八岁的时候 就跟随其爷爷学文习武，十一岁时，拜梁学香为师

学习螳螂拳。他跟随梁学香苦练五年，不离梁师左右，艺成后洒泪拜

别恩师，回归故里。开始了设场授徒的生涯。 杨格庄村当时有八家

拳房，武风浓厚，习武者甚众。孙元昌凭真本领站住了脚，还在海阳

的高家、古现、下院口、郭城等地传艺，孙元昌的弟子比较多，传人

中，任 凤瑞、迟守进等得其真传。再传弟子赵竹溪,还将螳螂拳传播

到了香港和海外。 

任凤瑞（1878年-1947年）朱吴镇下院口村人，因孙元昌在其家乡设

拳房，故随孙习练螳螂拳。任在三十来岁时，挟技到烟台闯荡谋生。

任自信自己的实力，不按当时的江湖规矩去其他拳房递帖拜访，凭真

本领在烟台站住了脚。任的传人中数苏克斌最为出名。 

苏克斌（1914年-1996年）早年随客居烟台的武师习练武功。任凤瑞

来烟台设馆后，苏仰慕任的功夫，乃从任凤瑞习武。苏习武肯吃苦，

又肯下功夫，先天条件也好，故少年早成，25岁时即开场授徒，培养

了不少名家好手，他的五个儿子和弟子程显明得其真传。 



二、关于七星螳螂派系的传承 

七星螳螂拳的首创人可追溯到山东平度县崔家集李家庄的李之箭 

(1780-1870)。李 之箭得遇异侠传授螳螂拳，武艺学成后在济南设镖

局。李因出手奇快，故有“闪电手”和“快手李”之美誉。李还曾在闽候

抚台任护卫。光绪十三年，李告老还乡。 李公因晚年无嗣，归乡途

中，沿途不断寻朋访友，以期寻觅贤能之人来继承其技，后见福山人

士王云生为人敦厚，且武功功底扎实，便将自己一生的武功悉数传授

给 了王云生。在此期间，李常寄宿在好友贺家，贺家公子贺顺昌亦

喜好武技，故也学习了李的螳螂拳。贺练起拳来注重正反势的均衡习

练，以至后人将他传下的螳螂拳 称为“鸳鸯螳螂”。 

李之箭和梁学香是同时代的人，李师承何人？门内流传的说法是得之

“云游道人”、“异人”，据罗光玉说是传之“升霄道人”，是由升霄道人

这一脉传承下来的， 至于是不是由升霄道人直接传授给李之箭，这

一点仍需进一步考证，但我们要注意到两点，一是李之箭所习之拳术，

已明确称为螳螂拳，说明这时期称为螳螂拳的武 术流派已经非常成

熟，二是李的师承与梁的师承不同，也说明螳螂拳在那时已经是很有

影响的武术流派了。 

王云生，又名王永春（1828年-1920年）,1856年随李义春道长学华山

派弥祖拳，1860年随李之箭学螳螂拳，王 云生得此绝艺后静心演练，

悉心研究，集百家之长，将螳螂拳发展成内外兼修，刚柔相济，动作

舒展大方，手法贯串紧凑，快速多变的新流派。王云生家的堂号称 
“魁德堂”，“魁”字除了有“第一”的含义外，还有作“魁星”解，指北斗

七星中的第一星，故后人也有把王云生所传的螳螂拳称作“七星螳螂

拳”。王系富家子 弟，并不以授拳为业。同时，王生活的年代正是螳

螂拳发展的高峰时期，螳螂门内可以说是高手如云，强手如林，可就

在那样的环境中，王云生仍以宽厚的人品、高 超的武艺和雄厚的实

力，赢得了武林同道的尊敬，当时有声望的武林人士，如姜化龙、杨

敬堂、迟学洛、贺顺昌等八十多人曾特地制作了题为“绝技勿论”的横

匾赞 誉王的武功。 

王云生将此拳法传给了大弟子“古育黎”范旭东。 

范旭东（1830年-1925年）字翔生，山东烟台“育黎”地方人士，这“育
黎”实为古地名，其位置在今烟台市福山区西北约十里的地方，故范

公亦自称“古 育黎范旭东”，就如山东名人张桐人自称“家在山东古育



黎”一样。范公精铁砂掌、罗汉功，武功十分了得。又因生得高大，

乡里人称“范巨人”。相传范的两臂有 千斤神力，曾以臂力扳开两头

正在相斗的蛮牛，并在蛮牛袭击他时将牛扳倒在地。清光绪年间，沙

俄在西伯利亚霍地市摆下擂台，讥笑我堂堂中华国弱民渺，无人敢 
应战，范公闻言，义愤填膺，奋勇前往应战，结果，范公以娴熟的螳

螂拳技，连连挫败俄拳击家数十人，捧得锦杯而归。大张了中国武术

的威风。 

范旭东口传身授，学者甚众。主要的传人有大弟子郭嘉禄（莱阳人）、

二弟子杨维新（蓬莱人）、三弟子林景山（莱阳人）、四弟子罗光玉

（蓬莱人）五弟子王传义 （王云生之孙）。五大弟子中除大弟子郭

嘉禄早卒故而传人不多外，其余诸弟子都继承了范公的衣钵，并都为

螳螂拳的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弟子杨维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山东同乡会教螳螂拳，后

来，上海精武会租借了位于城南吕班路上（今鲁班路、重庆南路）山

东同乡会的部分屋舍办起了 精武三分会，并聘任杨维新为精武会教

师，杨便开始同时在上海山东同乡会和精武体育会教授螳螂拳。杨还

在一九二九年与弟子陆青萍一起注册创办了“螳螂拳研究 会”，这是

在螳螂拳发源地山东以外最早成立的、以传授、研究螳螂拳为宗旨的

武术社团之一。杨的弟子陆青萍后成为上海地区螳螂拳传播人。杨的

另一位弟子肖树 斌后到大连教拳，传给了张庆和、傅有贵等人和几

个日本人，这几个日本人又将螳螂拳传播到了日本。 

陆青萍（1908年-1976年）山东黄县人，杨维新的入室弟子，上海地

区螳螂拳的主要传人，曾在1929年与老师杨维新一起创办“螳螂拳研

究会”，并长期在山东会馆、复兴公园等处设场传教螳螂拳。陆先生

的传人很多，张世正、侯长信、沈祖安等，都曾随陆习练螳螂拳。   

三弟子林景山，山东莱阳人，（1884—1971）继承范公在烟台的武馆

留在了家乡教拳，还曾在天津赭玉璞手下任教官，培养了大批武术人

才，其中的代表人 物有：胡永福、邵华亭、王春山、林春生（林师

长子）、牟傅祖、凌华堂、于天路、于天堂（于海）、钟连宝等人。

胡永福后在大连四杰武馆任教，其传人有李占 元、李瑞年、徐洪勋、

王清刚等人。李占元后在青岛传教螳螂拳，刘崇禧等得其真传。王清

刚在大连传教螳螂拳。林师另一传人王惠兰又名王小飞，曾与林师同



在赭 玉璞手下任教官，与林师半师半友，其传人王庆斋在沈阳传教

螳螂拳。 

王庆斋（1906—1993），传霍瑞亭。 

四弟子罗光玉，山东蓬莱人（1889—1944），罗于民国八年（1919年）

受聘于上海精武总会任职。罗光玉是南下传授螳螂拳的第一人，在上

海任教的十 多年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武术人才，其中，数马成鑫

（又名马建超）、陈震仪、和丁儒侠最为出名，被誉为罗氏三大弟子。

一九三二年，罗光玉先后到广州、佛 山、港、澳等地精武会任教，

门徒遍及东南亚及海外等地，在海内外影响非凡，其主要传人有：马

成鑫、丁儒侠、邹喜功、于乐江、林伯炎、范永振、、崔魁三、崔 
寿亭、张宝厚、迟伦之、郭祖强、黄汉勋、黄锦洪、潘永昌、郭子硕

等。 

马建超又名马成鑫，江苏南京人，牙科医生，精武会早期会员，师从

罗光玉，为罗在精武会早期培养的优秀学员。1928年，中央国术馆在

南京举行国术考，马以 螳螂拳出场，过关斩将，最后获得最优秀奖，

遂使罗光玉和螳螂拳的名声大振。马以后又专攻搏击术，成为民国时

期很有影响的技击家。 

陈震仪，广东佛山人，上海精武会早期会员，专习罗光玉先生的螳螂

拳，曾随师兄马建超一起赴南京参加国考并取得优异成绩。在精武高

级班学习结束后，聘为精武 会武术教师。1932年罗光玉先生赴广东

佛山分会教习螳螂。不久，罗又要赴香港任教，陈震仪受总会委派，

赴佛山精武分会担任教师，之后一直在佛山和香港精 武会传教螳螂

拳，培养了大批有影响的武术人才。 

丁儒侠（1905年-1962年），上海浦东杨园乡龙梢村人，精武早期会

员，罗光玉先生的入室弟子。丁先生擅练内功，一生坚持习练螳螂门

秘传功法“十八罗 汉功”、“分筋绝脉法”，是颇有建树的螳螂拳名家。

丁先生传艺主要在浦东高庙庆宁寺一带，浦西老西门和先生工作过的

博仁中学中亦有一些学生。丁师的主要传 人有曹根福、于永福、沈

海根、陈纪南等，其子丁学伟亦秉承家学，现为伤科医生。再传弟子

有顾长青、沈兴益、马鸿云、张建方等。 

郭子硕、精武早期会员，罗光玉先生的学生，专习螳螂拳，后成为广

州市武术协会主席，为螳螂拳在南方一带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8年出版的《少林武功》一书中，就收录了由郭子硕提供的罗光玉

传螳螂崩步拳，其拳势古朴，拳风淳厚，具有鲜明的罗氏风格。 

五弟子王传义乃王云生之孙，曾在上海精武会和山东会馆任教八年，

一九五二年开始在大连设馆任教。其弟子有：王茂生、马广友、王文

章、迟学元等。迟学元后来将螳螂拳传到了辽宁一带。 

范旭东的三个弟子，罗光玉、杨维新、王传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上海精武会教授螳螂拳，为螳螂拳的南下传

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关于六合螳螂派系的传承 

六合螳螂的传承，可一直追溯到魏三魏德林（1780年—1873年）,魏
是清乾隆年间人士，山东莱阳城西魏家沟人，魏因先天一只手五指相

连，故又称“鸭子 巴掌魏三”。有资料说他的武功传之六合门一个叫

金叶的武师，后来魏与当地名拳师李某相遇（李绰号李二巴狗，自称

为王郎三代正传），二人多次交手未分胜负， 后结为好友，魏向李

讨教拳法，李也邀魏教其子孙和学生，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交流技

艺，丰满自我，使李的螳螂拳，魏的六合拳相互融合，在形式和内容

上都有 发展。魏三的经历十分坎坷，据说他曾参加农民起义军，屡

遭官府的追缉，一生浪迹江湖。魏平时就很少说话，但谈起拳来却是

滔滔不绝，别人要是插嘴提问，会使 魏三气恼不已，甚至拂袖而去。 

随魏三学艺的人中得其真传的数林世春名声最大。魏九十三岁时，无

疾而终。灵柩由林世春等弟子护送回莱阳故土安葬。 

林世春（1826年—1912年）山东招远市川林村人，自幼习武。幼年时

受祖父影响，曾随寄养在家中的一个军汉学习罗汉拳（六合短拳），

后经人介绍，拜魏 三为师，林为人忠厚，尊师如父。学艺数十载，

不曾有丝毫懈怠，遂大成。林学有所成后，成为当时鲁东“三府”（登

州府、莱州府、胶州府），首屈一指的武林高 手，名扬鲁境。 

林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艺成后，被当地首富“丁百万”聘为护院，因

林的武艺高强，护院有功，丁家对林十分尊重，还帮助林娶了家室，

林为感激丁家，将其螳螂 拳传授给丁百万之子丁子成。其他弟子中

有赵同书和黄县的王吉臣。赵同书的嫡孙赵春合，后成为抗日大刀队

的武术教官，亲刃敌寇多人，成为著名的抗战英雄。 



丁子成（1880—1957）山东黄县人，家境殷实，一生以习武为好。丁

的武艺得于林世春，林为丁家护院，可丁一直视林为师父，对林十分

尊重，习武也非常 认真，得到林的真传。一九二三年，丁为了推广

螳螂拳，出资成立了黄县武术馆，丁自任馆长，聘请精螳螂的曹作厚、

八卦拳名家宫宝田、大枪李书文等为教师，为 传播六合螳螂拳作出

了重要贡献。 

随丁子成学艺且确有所长的有张祥三、赵乾一、单香陵、刘云樵等人。 

单香陵（1906年-1984年）山东黄县人，当代著名的武术家，六合螳

螂的一代宗师。 

单自幼好武，初习长拳，师从著名拳家吕孟超，前后历时八载，后随

黄县人丁子成习练六合螳螂，单有武学功底，又肯下功夫，深得老师

的喜爱，得到丁师之真传。 

1933年单参加华北武术擂台赛，力挫群雄，夺得冠军。以后，单致力

于六合螳螂的传播，培养了许多人才。马汉清、李秉慈、刘敬儒、张

道锦等都是当代武林界有影响的著名人物。 

刘云樵，河北沧州孟村人，当代著名武术家。孟村为八极拳的发源地，

刘为学武曾把李书文接到家中教拳达十年之久。刘的螳螂拳得于丁子

成的六合螳螂，另外刘还 从宫宝田学习尹氏八卦拳，从张骧伍学习

太极拳。刘后去台湾，历任侍卫队的武术教官。后专致传统武术的传

授，其弟子中比较著名的有梁纪慈、徐纪、苏昱彰、黄 文男等人。 

张祥三，山东黄县人，自幼随丁子成习练六合螳螂，前后二十余年，

终得真果。一九二六年丁子成创办了黄县国术研究会，并在各学校中

推广武术，希望学校把武术作为正课来教。张祥三受命担任武术教师，

到各学校教习螳螂拳。以后张还成为青岛市国术馆武术教授内容的审

定人。 

张祥三后去了台湾，曾任台湾省国术会理事，张与其传人著有《六合

螳螂拳》、《七星螳螂拳》、《子母连环拳》、《纯阳剑》等问世，

为台湾地区螳螂拳的主要传人。 

卫笑堂，山东栖霞人，自幼学家传武艺，后从冯环义学八步螳螂。八

步螳螂是姜化龙与八卦拳的王中庆，形意拳的“陈大鼻子”陈德善一起，

从各自所习的拳种中抽 出的一些重要的技击技术并加以整理，又经

过反复研习后才创编定型的，因特别突出下肢步伐的训练，且又以螳



螂拳的风格为主，故取名称“八步螳螂”。冯环义是 得到姜化龙八步

螳螂精髓的主要传人。 

卫笑堂自青年时期起就以授拳为业，先是在山东福山教拳，后又到军

队当武术教官。1930年卫到上海，在山东同乡会教螳螂拳，当时，人

们把卫所习练的螳螂拳 称为“光板螳螂”，在上海地区很有些影响。

卫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各大学中教学，陈国钦、苏昱彰等人都是随

其学螳螂拳的学生。 

卫笑堂著有《实用螳螂拳》和《续实用螳螂拳》两本专著问世，为介

绍推广八步螳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卫还著有一篇“访友歌”，客观记

录了当时许多武术名家和武林趣闻。 

除了上述三大流派，螳螂拳还有许多很有声望的流派，螳螂拳流派辨

识歌诀云：“太极螳螂辟阴阳、梅花运柔而成刚、五峰两点是七星、

五毒俱全为光板、心意源出 六合拳、混元一气精手传”。这歌诀中的

“混元一气精手传”一句就是指代清林老先生所传的莱州精手螳螂拳法。

“精手”、又称“诘手”、“勍手”螳螂，招法架 势古朴简炼，多明刚劲。

拳法以“插捶拳”为母拳与根基，说到这“插捶拳”，还得从清末烟台五

老说起，烟台五老是指清末烟台五位武术老前辈，他们是：少林门 
的李英德、七星螳螂的王云生、鸳鸯螳螂的贺顺昌、梅花螳螂的张文

清和姜化龙。五老互为换帖兄弟，“插捶拳”便是五老为纪念结拜之情

而共同创编的。其门下弟 子也都可以通学五人的功夫。 

四、关于区分螳螂拳流派时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同宗同源，互相交融 

目前所流传的各种流派的螳螂拳，都信奉王郎为开宗始祖，认为各个

流派的螳螂拳都是从一个源头发展而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

七星派还是梅花派，也无论 六合派还是鸳鸯派，大家都有类同的传

世拳谱，有着许多相同的理论和套路，例如：螳螂崩步拳，就各个流

派都有，动作结构也大同小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 时也印证

了崩步拳系有螳螂拳始祖王郎所创的传说。有人说，流派不同，要求

不同，打得拳也就不同，各个流派不能混同。对此种观点笔者认为不

能认同。因为即使 是一个老师所教的学生，由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条件不同，体质不同，打出来的拳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怎么能因此就

说他们不是一个门派呢？所以说，所谓流派， 尤其是一个相同门派



武功的不同流派，主要是指传承的脉络，是随着传承脉络的延续而渐

生渐长的积累过程。各个流派之间存有基本相同的东西是再平常不过

的现象 了。 

2、不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在螳螂拳各流派的传世资料中，还有许多目前我们尚未破解的疑题。

例如：为什么在王云生所传的七星派系传人罗光玉、杨维新所传的螳

螂拳中，有名叫“梅花拳” 和“梅花螳螂拳”的套路？以至在年轻时随罗

光玉学拳的学生都把自己所学的螳螂拳称作“梅花螳螂拳”。为什么在

梁学香所传的梅花派系传人姜化龙的学生中有人 坚称自己所习的螳

螂拳为“七星螳螂拳”？ 

面对如此诸多的疑问，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的是螳螂拳流派的概念，

切不可人云亦云。不同的流派固然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在

区分同一门武功的不同流 派时，风格和特点并不是划分和确定流派

的唯一依据，不同的传承和繁衍的脉络，才是区分和判定流派的标尺，

今天我们之所以把李秉霄、李之箭和魏德林所传下来 的螳螂拳分别

称为“梅花螳螂”“ 七星螳螂”和“六合螳螂”，主要还是依据不同的传承

和在不同传承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风格与特点综合起来作为判定

的标准 的。其次，笔者还认为，流派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梅
花”“ 七星”和“六合”螳螂流派名称的出现，绝非是在李秉霄、李之箭

和魏德林在世时的称谓，都是 后人依据不同的传承脉络以及在传承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风格与特点，慢慢地集约而成的。所以，我们既不

能把名称为“梅花拳”的螳螂拳笼统地归结为“梅花螳螂 派”，也不能把

自称“七星螳螂拳”的都归结为是李之箭系或王云生所传的范畴。更不

能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犯形而上学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