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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高尔夫球早在我国宋金元明时期就十分流行。 通过文物与文献考证， 高尔夫球源自中

国古代的 “捶丸”。 从文献的记载可以考证古代捶丸在我国唐、 宋、 金、 辽、 元、 明、 清时期十分盛

行， 是王公贵族、 公主仕女、 平民百姓均爱参与的一项娱乐活动。 其渊源可从汉唐时期盛行的马球、

步打球中找到踪影。 再从其比赛的规则、 比赛方法、 球的制作、 球杆的分类等与现代高尔夫球进行对

比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现代高尔夫球与中国古代捶丸之间有着同源不同流的血脉关系， 这为更充分地

论证高尔夫球源自中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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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戏也称鞠戏， 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是一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从

《史记》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第九、 《战国策·齐策》 等文献中就可以引证我国自春

秋战国时期就已十分盛行 “蹴鞠” 最早用足踢球的记载。①另外， 后秦释道郎 《涅槃经·
现病品第六》 有 “拍毱掷石， 投壶率道， 八道行成， 一切戏笑悉不观作” 的记载。 毱

同鞠。 唐释玄应 《一切经音义》 卷二十三 《瑜伽师地论》 中也提到了 “拍鞠” 游戏。②

这说明当时的球戏活动已比较丰富， 人们有用木棒、 木杖、 戈戟进行击、 拍、 踢、 打球

等多种形式， 并逐步形成一种游戏， 以欢愉自己， 从而得到自身心理的满足。 如文献记

载春秋战国时有人有用棒击球的游戏。 汉唐时期盛行的马球， 唐代的步打球， 宋金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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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捶丸等①。 尤其对捶丸的记载更有宋代魏秦的 《东轩笔录》、 元代的 《丸经》，
明人杨士奇的 《文渊阁书目》 中的 《捶丸集》 等文献和敦煌文献 Ｐ ３６０８ 《寒食篇》，
金代 《续夷坚志》， 唐诗、 宋词、 元曲文学作品中的描写。 以及庙宇壁画， 民间绘画等

文物中也有对捶丸活动形象生动的演绎。 这些都说明了， 捶丸作为休闲娱乐活动在我国

唐、 宋、 金、 辽、 元、 明、 清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寻绎马球、 步打球与捶丸的关

系， 从中可以窥见捶丸源于马球、 步打球的痕迹。

一、 捶丸的产生与形成

捶丸的产生与马球、 步打球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捶， 即击打； 丸， 即球。
通俗地讲， 捶丸就是以棒击球入穴的游戏。

追溯其渊源还应从汉唐时期所盛行的马球活动中探寻捶丸形成的踪影。 随着唐宋时

期马球开展的越来越广泛， 为了满足更多的人能参与此项游戏， 人们通过改变马球的比

赛规则、 玩法， 以及器械等， 演化和创造出一种驴鞠游戏和步行打球 （步打球） 的游

戏， 除了玩者不骑马之外， 其它均与马球相似。 无论是骑驴击球， 还是步行打球， 其难

度和竞技性都降弱不少， 危险性也大大减弱， 这样更受文人、 妇女、 儿童青睐， 从而为

捶丸游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并发展成为当时人们的一项主要娱乐活动。
唐宋时期我国非常流行的步打球游戏， 据文献 《新唐书·百官志三》 载， 按唐代

习俗每年寒食节， 由少府监在宫中组织献球的娱乐活动， 包括各种球戏， 如蹴鞠、 击

鞠、 驴鞠、 步鞠等。 唐代诗人王建所作 《宫词》 即有 “殿前铺设两边楼， 寒食宫中步

打球。 一半走来争跪拜， 上棚先谢得头筹。”② 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宫女们在寒食节那天，
在宫殿前表演步打球供皇帝欣赏欢愉的情景。 《唐音癸签》 卷十四 《杂舞曲》 载： “打
球乐： 舞衣四色， 窄绣罗襦， 银带簇花， 折之中， 顺风脚， 执球杖。” 著名诗人鱼玄机

也十分喜爱步打这项游戏， 她写有一首 《打球作》： 坚圆净滑一星流， 月杖争敲未似

休。 无滞碍时从拨弄， 有遮栏处任钩留。 不辞宛转长随手， 却恐相将不到头。 毕竟入门

应始了， 愿君争取最前筹。③ 诗中描写了步打球比赛时球杖击圆球， 球在空中划过似流

星， 以及拨球和击球入门等精彩场景。 敦煌变文中发现有两句有关步打球的残诗： “打
球汗透罗裳， 令舞酒沾半臂。”④ 描写了打球之后饮酒跳舞的情景。 步打球除了女子喜

爱之外， 当时许多男子也参与步打球的活动。 据文献 《北梦琐言》 记载： “洎僖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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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蹴球、 斗鸡为乐， 自以能于步打， 谓俳优石野猪曰： ‘朕若作步打进士， 亦合得一状

元’。”①

步打球虽然是以杖在奔跑中击球进门得筹， 但一般儿童或女子在庭院中进行步打

时， 也有设穴为得筹的赛法。 步打球运动大大不如马球那么激烈， 但仍然属一种直接对

抗性的竞技游戏。 步打球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始终沿着自己发展的轨迹前

行， 并逐渐演变， 为现代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捶丸始于唐， 成熟、 普及、 鼎盛于宋、 金、 元三代。 它是由马球和步打球发展而来

的， 把马球、 步打球的直接对抗比赛改为非直接对抗比赛， 把 “打球入门” 改为 “打
球入穴”。 从文献记载中可得印证马球比赛中也有打球入穴而得筹的。 敦煌文献

Ｓ ２０４９、 Ｐ ２５４４ 《杖前飞·马球》 中就有： “求 （球） 四 （似） 星， 仗 （杖） 如月，
骤马随风充 （直） 冲穴……。”② 的记载。 这说明当时的马球比赛不仅有射门得筹的规

则， 也有击球进穴的赛法。 从文献和壁画中可以得知， 唐时期有 “街里打球”， 有 “坊
内打球”， 有 “林下打球” 等， 如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发掘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

贤墓时， 在墓道两壁绘有一幅反映唐代打马球的壁画， 打球的地点选择了狩猎的青山古

树间的一块空地上进行， 场上无门， 推测当时比赛得筹方法是挖穴为门。 这从敦煌文献

中所载的 “骤马随风直冲穴” 中可得以印证。 另从辽代画家陈及之创作的 《便桥会盟

图》 画卷， 系纸本白描， 纵 ３６ 厘米， 横 ７７４ 厘米， 现藏故宫博物院。 画面以唐太宗李

世民和突厥可汗颉利， 在武德九年 （６２６） 于长安城西渭水便桥进行了唐辽两国进行马

球比赛的生动场景。 这是一场在野外举行的球赛， 推测场上也是以穴为门。 金元时期的

马球比赛， 球场也设球门， 即在木板墙下端开小小洞孔， 加网为囊， 球入网为胜。 明代

画家商喜绘的 《明宣宗行乐图》， 其局部 “观打马球” 中的球门， 只是一彩绘板壁下端

开有一尺大小的洞穴， 入穴为胜。 捶丸就是一种在花园或野外自然地带以棒击球入穴定

胜负的比赛方法。 由此， 为我们提供了捶丸很有可能源自马球和步打球的影响。 另外，
捶丸所使用的球杖前端是月牙形的， 称之 “曲杖”， 它与马球、 步打的击球杖基本是同

一款式。
捶丸使用的球杆有长有短， 前端弯曲， 其分撺棒、 杓棒、 朴棒、 直杖、 翻杖、 撺棒

斜插花、 倒棒斜插花、 皮塔斜插花、 燕尾斜插花、 棒上安偏棒、 棒上安正棒、 雁点头、
单手、 鹰嘴等多种类型。 一套球杆， 根据数量不同分为全副、 中副和小副， 依次为 １０
根、 ８ 根、 ６ 根， 供捶丸活动者在不同条件下选用。 捶丸的场地设置在庭院或野外， 地

形有平者、 有凸者、 有峻者、 有妨者、 有里者、 有外者， 球场上设有穴、 窝、 发球台、
标志旗、 障碍物等； 发球台和球穴的距离， 以及穴与穴之间的距离， 近者有几步， 远者

有 ５０－６０ 步， 最远不超过 １００ 步。 捶丸的竞赛方法分为团体和个人。 捶丸比赛之前，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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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者须到 “关牌” 处领筹。 筹又叫牌， 每人五筹； 团体赛以满 ２０ 筹为胜， 中赛以 １５
筹为胜， 小赛以满 １０ 筹为胜。 个人赛每将球丸击进穴得一筹， 积全部进穴所得筹的多

少定胜负。 比赛规则也较完善， 规定比赛的队员在场上不得大声喧哗， 不允许弄虚作

假， 不得有意阻挡影响对手击球等共 ２６ 种违规条例。 唐宋以来， 流传的文物中， 有宋

代陶枕中绘的 “童子捶丸图”， 枕面绘有一孩童手执球杖， 正聚精会神地做击球游戏。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山东泰山市博物馆专业人员在维修岱庙城墙遗址时， 在地下发现了由 １４
幅画面组成的宋代日刻图。 其中一幅 《捶丸图》 尤其引人注目， 图中一儿童右手拿着

一个球， 左手持棒上举。 棒端呈弧状弯曲， 棒柄自上而下逐渐变细， 球棒整体呈 “Ｌ”
形， 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有关捶丸游戏的图像记载。 敦煌榆林窟中唐第 １５ 窟南

壁， 绘有一幅童子击球图。 还有宋代佚名 《蕉荫击球图》。
元代是捶丸游戏更为盛行的时期。 首先， １２８２ 年出现了关于捶丸的专著 《丸经》。

该书由一位托名 “宁志老人” 所撰， 全书共 ３２ 章， 不仅介绍了捶丸的起源、 意义、 内

容和方法， 也提出了捶丸的规则等。 其中， 因地章、 择利章、 正仪章介绍了捶丸游戏的

场地标准； 试艺章、 权舆章、 制器章、 取材章介绍的是捶丸游戏所用的器械球具的制

造； 审视章、 取友章、 运筹章等介绍了捶丸游戏选时、 分组及资金如何筹集； 定基章、
记止章、 决胜章、 击奇章、 守中章等介绍了捶丸游戏的比赛技法和规则； 还有承式章、
崇古章、 玩心章、 贵和章、 知人章等介绍了捶丸游戏对参赛者思想道德品行的要求以及

如何利用游戏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丸经》 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游戏规则， 是一

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除 《丸经》 之外， 还有一部专为高丽人来华使用的汉语教科

书， 讲述了元代民俗中的 “捶丸” 游戏， 书名为 《朴通事谚解》。 此外， 现存山西省洪

洞县广胜寺水神庙中的一幅绘有捶丸的壁画， 图像不仅展示出多人进行捶丸游戏的生动

画面， 同时也反映出元代民间捶丸游戏形象真实的写照。 除此之外， 在元曲中也有不少

描述捶丸的情景。 如无名氏杂剧 《逞风流、 王焕百花亭》 第二折中王焕的游戏都会，
包括捶丸、 气球、 围棋、 双陆等。 关汉卿杂剧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第二折康进之杂

剧 《梁山泊李逵负荆》 第二折也有捶丸的描述： “打一棒快球子”、 “打干净球儿”。 张

可久有二首同调小令 ［南吕·金字经］ 《观九副使小打》 分别描述了捶丸中的撺棒打

法。① 元曲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捶丸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成为当时社会上颇具影响力

的文化现象。
清代， 由于战争连绵不断， 加之经济的衰退， 致使捶丸活动日益凋敝， 逐步跌落

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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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捶丸是高尔夫球发展的基础

据文献 《东轩笔录》 可知我国自晚唐 （９４３－９７５） 就有了儿童进行捶丸游戏的记

载。① 而 《大英百科全书》 认为， 高尔夫球源自苏格兰， 但 《日本体育大辞典》 和美

国的 《标准百科全书》 却依据在荷兰考古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绘有一幅打高尔夫球的画

像， 认为高尔夫球应源于荷兰。 但我国的捶丸远在公元 ９４３ 年就已经开始流行， 它比荷

兰 １４０１ 年才开始流行的高尔夫球足足要早 ５００ 年。 更何况 《丸经》 一书于 １２８２ 年就面

世， 其内容与高尔夫球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完全可以推断高尔夫球应源于中国捶丸这

一事实。
高尔夫球在中国古代叫 “捶丸”， 又叫 “击丸”。 它自晚唐开始就流行于民间， 宋、

元、 明时期， 捶丸已成为我国古人的重要游戏娱乐活动。 帝王权贵可以击丸、 宫庭仕女

可以击丸、 市井小贩可以击丸、 平民百姓也可以击丸。 捶丸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

的欢迎， “或许与此项活动自身价值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在于这类活动给当

时的人民带来了强烈的感观刺激。”② 它不需经济门槛， 更不是现代所谓的贵族运动，
而是真正适宜全民性的体育活动。

元人撰著的 “丸经” 一书， 其中 《权舆章》 《制器章》 和 《取材章》 对球与球杖

制作有详细说明。③ 制球材料通常选用赘木， 即树木的瘤结部分， 材质坚实而有韧性，
上面必须要有一些自然形成的洞眼， 古人认为 “球无眼者不可用。” 这说明古人已经认

识到球面光滑的球击在空中会遭遇到湍流阻力， 只有球体表面的凹痕或洞眼来分离湍

流， 减少阻力， 让球能打得更远。 现代使用的高尔夫球则用橡胶制成， 球面布满凹凸的

洞眼呈波纹状， 极不光滑。
古代的球杖与高尔夫球杖十分相似， 都是直杆下端有个弯曲的弧， 长约 １ 米左右，

以有利于击球， 球杆有长有短， 有轻有重， 可以让人自由选择， 球杆一般不超过十四

根。 捶丸使用的杖也分为多种， 有长有短， 有轻有重。 杖头采用秋冬之木， 杖杆采用南

方之竹， 外有牛皮包裹。 球杖的使用是根据击球的远近， 击球的姿态， 打高飞的空中

球， 打入穴之球选用不同的球杖。 如 《明宣宗行乐图》 中明宣宗手持两根杖头大小明

显不同的球杖， 站立的前方有一小圆球， 大小近似高尔夫球， 球场两侧站立有持球杖的

１８１“捶丸” 与高尔夫球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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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儿童时， 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宁陈夫人言： 江南有国日， 有县令钟离君与临县令许君结姻。 钟离女将

出适， 买一婢以从嫁。 一日， 其婢执箕帚治地， 至堂前， 熟视地之窊处， 恻然泣下。 钟离君适见， 怪问

之， 婢泣曰： ‘幼时， 我父于此穴为球窝， 道我戏剧。 岁久矣， 而窊处未改也。’ 钟离君惊问： ‘而父何

人？’ 婢曰： ‘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 身死家破， 我遂流落民间， 而更卖为婢。’ 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 复

质于老吏， 得其实”。 ［宋］ 魏泰 《东轩笔录》，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３８ 页。
丛振 《敦煌游艺文化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６４ 页。
［元］ 宁志老人 《丸经》， ［清］ 陈梦雷编撰 《古今图书集成》 第 ４８７ 册 ８０３ 卷，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１９３４ 年， 第 ３２－３４ 页。



侍从， 左侧摆有一只方形朱色桌案上有一只木架， 置放着几十根球杖。
古代的捶丸场地远远不如现代高尔夫球场规范。 “丸经” 的 《因地章》① 中， 对捶

丸场地选择地势带有凹、 凸、 平、 峻、 阻的旷野之地。 随便挖几个球洞， 并插有标志

旗， 就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 而现在的球场必须有十八个球洞， 各球洞之间为首尾衔接

的球道， 长 １００－５００ 余米， 以球道长度不同而把球洞分为长洞、 中洞和短洞。 还必须

为这些球洞划分出十八个场地， 每个球洞之间设有天然的障碍、 沟坎、 水濠、 丛树、 长

草区、 沙坑区、 小径、 大路等。 因从现代高尔夫英文含义是： “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

美好生活”。 这从高尔夫的英文单词 ＧＯＬＦ 可以看出来： Ｇ 代表绿色； Ｏ 代表氧气； Ｌ
代表阳光； Ｆ 代表脚部运动。 而现代的高尔夫比赛一般采用 ７２ 穴制。 而古人对球洞数

量没有规定， 五个、 八个球洞都可以， 最多也不得超过十个球洞。 球场面积更为灵活，
“远无出百步之遥， 近必盈丈之外。”② 由此可见， 古人的捶丸场地不需要专用的场地。
只要有一片空地， 就很容易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

现代高尔夫的开球点为平坦的草地。 呈长方形， 前端和两侧以两个发球标志的外沿

为界线。 开球应在发球区内， 每洞有几个距离不等的发球区， 发球时可将球置于球座

上。 古人把发球台称 “基”， 用泥土堆成， 约一尺见方， 发球时直接把球放在 “基”
上， 用杖击出。 由此可知， 古人建的捶丸场， 根本不需要什么护养费， 人们打球也不需

要花钱， 任何人都可以进场内挥几杆， 不象现代高尔夫球， 打一场球需花数千元， 买张

会员卡得数十万， 真可谓是项高门槛的富人运动。
古代捶丸的比赛规则共有二十一条， 而高尔夫球的比赛规则有三十四条， 但两者基

本内容一致。 古代捶丸与高尔夫球计算成绩的方法都是以杆数定输赢。 现代高尔夫球比

赛分为 “比洞赛” 和 “比杆赛” 两种。 计分方法有赛规定洞穴的总击球数以少者为胜

和赛每个洞穴的击球数以击数少、 洞穴多者为胜。 比赛种类有单人赛、 三人赛、 四人赛

等。 古代捶丸的比赛种类也同样分二人为单赛， 三人、 四人为一朋， 五人六人为小会，
七人八人为中会， 九人十人为大会。

至于击球姿势， 捶丸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现代高尔夫球都是站立姿势， 双脚分开，
用双手挥杆， 而古人击球的姿势， 有立势， 有蹲势。 若打大力球， 采用站立姿势以便发

力； 如果打近球则用蹲式； 击球既可以双手挥杆， 也可以单手挥杆， 采用什么姿势都不

违规， 甚至还出现有双手各持一杆击球的。

三、 结语

捶丸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游戏项目。 文献 《东轩笔录》 记载了公元 ９４３－９７５ （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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