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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4日,笔者探访了字
门拳宗师习艺高故里——黄坳乡岩
咀村。盛夏八月，烈日似火，寂静无
人的马路上，似乎有一片透明的蒸
气在升腾。我们来到了习艺高继子
余小春家，他与习师傅的最后一个
徒弟陈德焕热情接待了我，并接受
了访谈。经了解，岩咀村习宗师的
徒弟有陈德焕、彭先业、余于良、陈
庆新、涂遂方、余于寿等 40余人，这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习艺高传教的
最后一批门徒。其时习师傅已近 80
岁高龄，一个外地人在此落户，常以
打抱不平、救死扶伤为著，得到当地
人尊敬。所以习师傅也就毫无保留
地将手艺传授给了岩咀村的青年小
伙子。

听说我的到来，十来分钟，习师
傅的七八个门徒就聚集在厅堂。在
我的提议下，他们表演了字门拳的
刀、枪、拳、棍、叉、鈀、尺，流星、锤斧、
舞龙狮。他们龙腾虎跃、奔雷闪电，
威猛拳脚，快速出击，准确出手。出
拳就像猛虎下山，伸缩自然；使械挥
洒自如，配合是那么默契和协调。他
们个个身怀绝技，高超的武技令人叫
绝。

据家谱记载，习艺高，字义高，祖
籍江西清江（今樟树市），生于光绪三
十一年（1905），殁于1992年，享年88
岁。生子二，习立元、余小春，孙习志
红、习志春，均得家传字门拳术。

相传清朝末年，江西清江有名的
拳师教头吴鸿鸣遇到云游到当地的
客家人罗明而获得真传。此后，他们
师徒二人共带了不少的徒弟。最著
名的要数硬门拳代表清江义城乡清
泉人邓金龙、字门拳代表清江义城乡
清泉人郭子龙、法门拳代表新余人朱
子龙。此三人号称“赣江三条龙”。
这三门拳当中又属字门拳最厉害。

习艺高 12岁开始习武，就是师
从号称“赣江三条龙”之一的字门拳
代表郭子龙。二十多岁时习艺高已
功夫超群，字门八法、推拿接骨、气功
点穴等一会贯通，可谓是身心并练，
医武相济，体用兼蓄。正在这个年
代，习艺高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
刘云龙 (1885~1975年)，刘云龙江西
省永新县人，师承南岳衡山铁佛寺主
持王超英，擅长铁砂毒掌，此时正好
来向郭子龙学习五佰钱点穴术，习刘
成了师兄弟。一位是涂公遂（1905~
1991年），涂公遂父亲涂容九此时正
在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樟树中学）教
书，涂公遂随父读书习武（涂公遂毕
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并整理《孙氏太
极拳全部图解》），习涂年轻时结拜为
老庚。

1928年，张之江在李烈钧的倡议
和帮助下于南京韩家巷组建成立中
央国术馆，“央馆”首任理事长为李烈
钧。中央国术馆举办“教授班”，张之
江曾请来江西刘云龙拟任“首期教授
班”班长。一时全国省市县开办国术
馆成风，江西更是盛行。“首期教授
班”毕业时国民政府的政要们纷纷邀
请教授班成员或做自己的侍卫、秘
书，或做所辖军、政部门的武艺教官
或秘书室、机要室官员。而刘云龙毕
业后回到江西省国术馆担任教授，
1936年刘云龙邀请习艺高担任江西
省国术馆教习。

1939年 8月，经“中华民族解放
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老成员、
第一行政区专员李林(李小青)推荐，
何序东为修水县“县长”。在赴修水

之际，何序东在泰和与肖秉国、王少
南、张自清、程泽民 5人正式组成“解
委会江西核心小组”，何序东任组长，
并带领解委会成员 20多人前往修水
上任，核心小组即随之从泰和迁至修
水。与此同时，何序东要了一名保
镖，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设计委员的涂公遂推荐了习艺
高。就这样习艺高来到了修水。
1943年，习艺高因一地方恶霸的儿子
逞强，失手将其误伤，差点引发官司
而未能同行。涂公遂出面摆平，并劝
请习艺高离开衙门，到修水县桃里坪
田山里，帮侍奉年老孤身的涂母石新
慧兼涂家护院。一来可让习义高隐
居避难，二来可以让自己安心投身工
作。这事一举两得。

1944年，国民党王陵基部驻扎在
桃里附近某营连有 20多个士兵，荷
枪实弹来到涂公遂母亲家抢劫，护院
习艺高武艺再高也敌不过枪炮子弹，
因此他带着涂母离开了涂家，流落到
当时更偏僻的修水县黄坳乡岩咀村，
继续侍奉涂母。据说涂公遂因此状
告了王陵基，与王结下了冤仇。从此
以后，习艺高在岩咀村落户，结婚生
子，收徒传艺，救死扶伤。

1978年，习艺高参加在广州举办
的全国武术大赛（南派）选拔赛，获甲
等奖，时任修水县委书记王汝丰敬酒
祝贺。

1981年4月，习艺高在江西省武
术观摩表演赛中，荣获一等奖。

1982年出版的《江西字门八法归
总》一书，就是由习艺高演练的，全套
共计三十八势，其中包括了字门拳的

“残、推、援、夺、牵、捺、逼、吸”等八大
技法，十大手法，五大腿法。该套路
风格古朴，节奏明快，充分体现了字
门大前提刚柔相济、圆转活泼、招势
连环、快慢相间的风格特点和软粘硬
靠、连消带打、冷弹暗踹、低踩边挂的
技击特点。其劲力虚灵巧妙，深透五
脏，制敌神魂，用法上妙理环生，从容
中道。《江西字门八法归总》全书发行
一万册。

1990年，习艺高受聘为九江市武
术协会顾问。

习艺高武功高强，饮誉武坛，威
镇一方，在地方上无人可比。特别是
一手单刀（一百零八刀），舞弄得水都
泼不进去，他舞刀时，只见地上一个
黑白影子在滚动，一伙人围着他同时
投掷萝卜，萝卜被单刀削在地上成一
个圆圈，收刀后脸不改色气不喘。他
的字门拳的“残、推、援、夺、牵、捺、
逼、吸”八大技法，字字出神入化。六
十四片手更是精益求精。“五百钱”的

打穴、闭穴、点穴、摸穴、拿穴，穴穴精
准无误，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收
手解治，功有奇效。推拿接骨，跌打
损伤，手到复原，药到病除。

习师傅不但自身武艺超群，他所
教的徒弟大多是武林高手。

习师傅的第一个门徒是黄坳人
涂长顺，武艺略逊习师傅。此后几十
年中，在修水县的黄坳、桃里、庙岭、
三都、何市、上杭、县城及武宁县的石
门、清江，铜鼓县的带溪、大塅等乡镇
带有徒弟以百计。

习艺高继子余小春 2013年在九
江市第二届传统武术锦标赛中荣获
字门拳、字门单刀两个金奖，习艺高
最后一批徒弟组队（黄坳岩咀武术
队）参加 2015年全国“龙腾狮跃闹元
宵”江西大联动修水县龙狮大赛获三
等奖，参加国家武术段位制修水县考
评点 2015年段位制考试暨协会、馆、
校联谊活动大会获优秀表演奖。

习艺高徒孙、涂长顺徒弟李木荣
2018年参加修水县第二届传统武术
大赛获第一名。

习义高师傅传艺特别讲究个
“德”字，他认为手有手规，手有手
德。恪守门规中的三传，三不传，六
律，六诫。他收徒入门时，让其跪地
拜祖，对天焚香发誓：艺成后绝不为
非作歹，乱伤人命，不传非人，如有
犯，天诛地灭。因此，在他经多年的
审视德行后才予传授绝技，特别是

“五百钱”点穴术。
习义高一生尽做好事，村里街坊

有跌倒损伤的，他会急速救治，从不
收人家一分钱。据徒弟陈德焕、徒孙
李木荣介绍，1972年有一次晚上大队
开群众大会，一个老戏台踏了，当场
压伤 50多人，有的生命危险，大队派
人请来习师傅，习师傅与徒弟涂长顺
忙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上午十点，推
拿接骨敷药，将 50多号伤者救治脱
险，没有收要群众一分钱，大队给他
抵了一天义务工。1981年的一天，公
路旁一装松木料的司机被木料压得
不能动弹，习师傅闻信后，三步并作
两步走，赶到出事地将伤者救治痊
愈，没有收取分文，只是叮嘱司机在
跑车时遇上老弱病残人，停下来带他
们一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许多武术
戏班走江湖卖武艺，来到修水卖艺的
班主总会带上礼品上门拜访启动武
功盖世的习义高，习师傅从不收受他
人礼物，更不会砸班拆台，逞强找茬。

习义高师傅具有高强的武艺和
高尚的武义，可谓德艺双馨，是武林
界大师，修水字门拳的一代宗师。

“灵芝号”原名“鳞字号”，是八宝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渡口。因为是解放江南第一渡，被誉为红色渡口，老百
姓昵称“灵芝号”。

八宝洲地处小孤山下游，是长江中心一大冲积洲。面
积 100多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是江北有名的鱼米之乡。
民国时孙中山先生称其为粮洲，现更名棉船。

八宝洲南临滚滚东去的大江，与马当要塞遥遥相望；
北抵安徽，中间只隔一条宽 1200米的支江，“灵芝号”就是
八宝洲北面支江的一个渡口。

江南解放前夕，国民党为划江而治做垂死挣扎，在长
江南岸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精锐部队分布在南岸一线，
并在江对面的八宝洲构筑阻止解放军南渡的第一道防线，
守军就是国民党68军的119师和143师。

1949年春是国民党在江北统治最黑暗时期。为支付
八宝洲守军的日常开支，他们在八宝洲加征苛捐杂税，“自
古未闻屎纳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是八宝洲百姓当时处在
水深火热中的真实写照。

八宝洲有王氏三兄弟，老大叫王吉、老二叫王祥、老三
叫王顺。三兄弟以打鱼为业。自从八宝洲进驻了守军，三
兄弟就没到长江打鱼，因为八宝洲到马当的渡口设了哨
所，属军事重地，再者，江面上有舰船巡逻，动不动把你抓
起来当共军探子处理。三兄弟只好去北面的支江上撒
网。他们打上来的鱼规定要送进军营，而军队连军饷都开
不出，即使有钱也不付，与抢劫无异。

打鱼没挣到钱，乡长还带军队上门收税。三兄弟经常
被冠上抗税的罪名遭受各种处罚。

三兄弟中老大胆小怕事，老二忠厚老实，息事宁人，唯
有老三桀骜不驯，每次留少量鱼送去军营，余下的偷偷拿
到北岸去卖。虽然要走很远的路，每天乐此不疲。北岸是
共产党的地盘。王顺亲眼见到解放军爱护老百姓，军民一
家亲，更加厌恶国民党军队。

到了阳历四月，刚过清明节，洲上风传解放军要渡江，洲
上守军害怕打仗，人心惶惶。外强中干的国民党为了给守军
壮胆，为他们更换先进武器，白天加强对支江渡口巡逻，渔船
以外的船只不允下水，渔船也不能接近北边，而且上岸要严格
盘查，防止共军探子化装成渔民混进防区。困难再大也难不
住三兄弟，他们对支江两岸的地形了如指掌。经常把船藏在
芦苇丛中，老大老二守船，老三王顺把鱼拿到那边去交易，晚
上才把船划回渡口。巡逻的乡丁都是本地人，抬头不见低头
见，又都得过王顺的好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顺在江北认识了和泰饭馆的老板老葵，他是六安
人，在当地招亲。王顺带上岸的鱼有一半送给和泰饭馆。
老葵人热情，就在昨天还请他喝酒。当然免不了打听八宝
洲的情况，见王顺叹气，安慰他说:“老弟苦日子熬出头了，
解放军不日渡江，蒋家天下已经完蛋！”

王顺说:“那就借葵老板吉言。”
入夜下了一场雨，王顺吃过晚饭，忽然有人敲门。

“谁？”
“是王顺老弟的家呜？”
王顺听声音耳熟，打开门，是老葵！吃惊地说:“江上没

船，葵老板是怎么过来的？”
“我水性好，这尿长的江还拦不住我！”
王顺两位哥哥就住在隔壁，怕惊动他们，小声说:“葵老

板过江是为鱼吗？”因为今天王顺没去江北。
葵老板亮明身份，说他是二野13军37师109团一营营

长。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先要拿下八宝洲，为大军渡江扫除
障碍。他就是奉命来八宝洲侦察的。

王顺早就盼着这一天。当夜带着老葵先到乡公所附
近侦察，然后让老葵换上渔民的衣服，以送鱼为由，去了马
当渡口的哨所和附近的军营。老葵把地形、人员装备、火
力分布等情况画成了草图。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老葵再次过江。这次是做王氏三
兄弟的工作。解放军109团三个营组成三支突击队，突袭八
宝洲，一营担任第一突击队，他亲自带领尖刀排打先锋，需要
借王顺他们的渔船过支江。老葵向三兄弟讲解放全国的大
好形势及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前景。三兄弟听
了热血沸腾，当即答应接应解放军过江。王顺还答应联系
洲上的老百姓，多准备船只，竹排帮助大军横渡长江。

四月廿一日晚，渡江突击队隐蔽在江北岸的江堤下，
王氏三兄弟下午就把两条渔船隐藏在对岸的苇丛中。当
晚老葵带领尖刀排首先渡过支江，冲上沙滩，分两路包抄
乡公所。老葵大喊一声:“不许动！”军队和乡丁都吓破了
胆，自动放下武器。他们活捉了乡长。尖刀排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拿下了哨所，控制了马当渡口。三支突击队在
王氏兄弟及老百姓的帮助下迅速通过“灵芝号”占领八宝
洲，全歼守敌。失去八宝洲，对岸敌军完全暴露在解放车
的炮火之下，实际上无险可守。次日凌晨，江上大雾，解放
军大部队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全线渡江，江南解放。

这次渡江战斗中，解放军109团夺取了渡江杀敌第一功，
“灵芝号”作为解放江南第一渡也被载入史册，成了红色渡口。

□ 谢小明

红色渡口“灵芝号”
□ 洪应龙

部分徒弟合影部分徒弟合影

义重艺高习字门
——探访字门拳宗师习艺高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