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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彩霞是本报《湖南武术发现之旅》大型
系列报道采访的第一位女子武术家。11月24
日，当记者如约来到株洲市体育局，68岁的黄
彩霞“人如其名”，虽然年近古稀，但风采依旧，
可以想象，年轻时的她，就如同金庸笔下的黄
蓉，聪明、漂亮，还有一个武艺高强的父亲，“欺
负”同龄小男生是她的日常工作。

“从小父亲把我当男孩培养，特别是鼓
励我和男孩子打架。” 在黄彩霞记忆里，自
己8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学拳。为了锻炼黄彩
霞的对抗能力， 父亲黄德兴便让她经常到

湘江边的沙滩上与男孩子一起挑水、打架。
“父亲没有学武分男女的偏见，于是就放我
到河边打架试手，我经常是冲上去，一挑、
一拨、一背、一摔，几下就把那些男孩子摆
平了，那些男孩子都怕我，因此在那一带打
架算是小有名气的。 可能由于经常在河边
练习的原因吧，我慢慢地对打架上了瘾，不
过父亲倒是很支持我，他说，女孩也不要太
文静了，活泼一点很好。”黄彩霞边示范动
作边笑着说，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和小伙伴
对抗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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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彩霞， 女，1943年2
月出生， 自幼就模仿拳脚
功夫，8岁随父亲黄德兴练
习“汇宗拳”，其父一直把
她当男孩培养， 经常带着
参加各种武林集会， 并鼓
励她和男孩“打架”。初中
时，因患哮喘，不得不休学
一年， 专心习武， 强身健
体。一年后复学，并真正将
武术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
和爱好。曾拜“湘中棍王”
刘杞荣为师，刀、枪、棍、剑
样样精通，获得过全国、全
省的女子剑术冠军， 是太
空拳、汇宗拳主要传人，同
时，也是吴氏太极高手。

68岁的黄彩霞将武术作为一生的职业和爱好
年轻时的她聪明漂亮，爱欺负男生，有位武艺高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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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彩霞的父亲黄德兴， 今年已是94岁高
龄，身体依然康健，平时遇好武之人，谈得性
起，还会亲自指点一二。在黄彩霞眼中，作为当
年株洲武坛“三李一黄”中的一员，父亲就 是一
个模范武林人士：不但武艺高强，武德更好。

年轻时的黄德兴名声在外， 当地一些地
主乡绅和帮会的头子既怕黄德兴， 又想拉拢
他，但黄德兴软硬不吃，别人也拿他没办法。
1941年正月间，有个帮派头子名叫殷连生，长
期霸占他人之妻，并欲将其丈夫杀害，以遂私
欲。一天晚上，月色朦胧，黄德兴从河边收渡
回家，路过这人家门口，瞥见妇人丈夫跪在地
上，殷举枪欲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德兴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伸手抓住殷的麻筋（穴
位），顺手将殷的枪夺下扔到河里，接着一个
扫堂腿，将殷扫倒在地，上前将他按住，用拳
脚教训了他一顿， 直至殷连生讲好话求饶才
松手。这事发生后，殷连生当晚寻枪不见，于
是纠集同伙报复。黄德兴闻讯后，怕遭暗算，
第二天清晨，就坐船过河，背井离乡，一度流
落在南县、华容一带，靠教打过日子。

■记者 蒋玉青 实习生 冯宇翔

湘江边的沙滩上，黄彩霞经常“欺负”男生

1958年，15岁的黄彩霞迎来自己武术生
涯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她以二十四式太
极拳以及家传的刀法参加在株洲市举办的
省武术运动会，获得了二等奖，并被担任总
裁判的“湘中棍王”刘杞荣大师看中，带到省
队练习。在省队，也许是从小就和男孩子过
招的缘故， 黄彩霞是唯一一个敢进摔跤房、
敢跟男学员练习的女生。18岁的时候， 她还
作为队长带着一帮队员去青岛训练。出门在
外，难免遇到紧急状况，而多年的武术训练，
让她具备了化解险情的本能，“那次青岛训
练结束，回家途中，南方发洪水，交通瘫痪，
我去上海火车站退票。有个小偷将手伸进我
的左口袋，当时我没多想，右手迅速捂住口

袋，左手顺势出肘，一个转身，再出直拳，那
个小偷来不及躲闪， 被我击中胸口直退数
步，险些跌倒，吓得落荒而逃。”想起当年那
些事，黄彩霞依然很是得意。

转眼之间， 黄彩霞习武已是整整一甲
子，她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将恩师刘杞荣
用几十年心血创编的太空拳发扬光大，除
了日常向习武爱好者亲身推广， 她还着手
将太空拳汇编成套， 以适应国家武术竞赛
规则要求，以便向社会更直观地进行展示。
目前，这项工作也收到了成效，在去年香港
国际武术邀请赛中， 她带队拿下了集体拳
术铜牌和5块个人项目奖牌。

■记者 蒋玉青 实习生 冯宇翔

进入省队训练，她是唯一敢进跤房的女生

武林轶闻

黄老爷子武艺高，地主恶霸又恨又怕

华声健乐辞典·汇宗拳

汇宗拳为株洲武术家黄德兴所创，今年94岁高龄的黄德兴少年时因不堪忍受别人欺负，走上练
武之路，初学巫家拳，遍访名师，在上世纪株洲武坛享有盛誉，与李实华、李德健、李振斌同称为“三李
一黄”。后又虚心学习李实华的拳击、 李德健的摔跤和李振斌的套路，经多年演练，改进了拳术架式
及拳术套路，融南拳、拳击、摔跤动作为一体，创编一套“汇宗拳”。主要传人为黄德兴之女黄彩霞。总第23期 汇宗拳

鸣谢：湖南省体育局 湖南省武术协会 关于汇宗拳的更多内容见华声论坛《湖南武术发现之旅总帖》http://cs.voc.com.cn/thread-222320-1-1.html

体育·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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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7日，NBA官方正式公布
了2011-2012赛季赛程表。常规赛将从美国
时间12月25日下午3点（北京时间12月26日
凌晨）正式开打，持续战至美国当地时间4月
26日，每队有66场比赛。全明星周末将于美

国时间2月24日至26日在奥兰多举办。
NBA揭幕日焦点之战包括凯尔特人队

客场挑战尼克斯，热火客场挑战小牛，湖人
主场迎战公牛，雷霆主场对阵魔术，快船客
场挑战勇士。 ■胡昊

NBA常规赛圣诞夜开场

黄彩霞展示汇宗拳和太空拳。 记者 童迪 摄

黄德兴老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12 月 7 日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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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114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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