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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人生如飞矢，昨日空霄彻鸣镝
邱华辰

箭运动组织主要有 2015 年成立的

“学生礼射研习会”和 2016 年成

立的“学生弓箭社”，前者主要

推广中华传统射艺，后者则为现

代竞技射箭。2017年，射箭队成立，

定位为大学的 C 类体育代表队，

选拔两个社团中射艺精湛的同学

成为队员。同年，大学开设了射

箭选修课。成立之初，两个社团

和代表队的指导老师均为郑丽君

老师。到了 2019 年，郑老师即将

退休，指导老师换成了郭振老师。

最初印象

初入协会，每周六上午，礼

射研习会为会员提供零基础教学。

记得刚开始的前三周，我们在听

涛园西侧的广场上练习基本动作，

同时还有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

中心的韩冰雪老师给我们讲解传

统礼射文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射箭不

只是狩猎的工具与杀伐的兵器，

更是体现君子之德的载体。早在

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后，

射箭便成为天子选拔诸侯、地方

官员举荐贤良的考察项目。所谓

“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

外体直。”射以观德正是如此，

这也是我加入礼射研习会所学的

第一课。这种将狩猎生产和征战

卫国的技艺与个人的德行相结合

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深深吸引了

我。孔子将“礼乐射御书数”作

为君子六艺与当代教育所提倡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意义

相通的。训练过程中，作为零基

础的新人，由于相关的肌群平时

没有发力过，在几轮拉弓之后会

感到体力不支，但经过几次练习

从小到大，体育运动对我而

言都是为了达标或锻炼身体，从

未遇到一项因兴趣而投入无限精

力的运动，直到来到清华，接触

了射箭。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但

我能感到清华射箭留在心中的烙

印将伴随我一生。

由于工作需要，上大学后的

十年中，我每天都需要有充足的

耐力和力量训练，虽然练就了健

康的身体，但并未太多体会到运

动的快乐。直到 2016 年报考了清

华大学研究生，并于次年 9 月进

入航天航空学院学习。

在清华园里，虽然学习科研

的压力巨大，但我并没有放弃想

要发展一项业余爱好的愿望，“百

团大战”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最好

的机会。清华大学的社团很多，

其中一个放满了中国传统弓箭的

摊位吸引了我的注意。哪个男孩

小时候没有跨马弯弓的梦想呢？

当时我甚至省去了咨询，直接填

表报名。从此，我硕士三年中除

科研外的一切时光，几乎都与“礼

射研习会”联系在一起。

射箭最早作为大学的体育课

程可追溯到上世纪初，可惜因为

种种原因中断。清华园现在的射

2017 级航天航空学院硕士，

2018 年加入清华大学射箭

队，2020 年 毕 业 离 队。 入

学前任解放军某部助理工程

师，现任武警某部讲师。

邱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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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肌肉的不适感就慢慢消失了。

三周后，新会员就可以进入

场地训练了。于是我接触到更多

射艺精湛的老会员，比如钟诚（11

级历史系）、万剑锋（15 级历史

系研）等。我们的社团讲究礼与

射结合，老会员们都十分彬彬有

礼，令我们倍感亲切，对社团也

产生了归属感。说来也巧，在之

后的几年中，社团骨干以及射箭

队传统弓的主力也多是我们这一

批入会的同学，比如陈汉瑜（17

级建院研）、邓雅夫（17 级历史

系）、贝承熙（17 级历史系）等，

这是后话了。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弓箭

射箭的要领是保持动作的一

致，除此之外由于训练用弓长期

使用后，实际磅数与标称磅数之

间也有差别，因此拥有一套属于

自己的弓箭能够更快的提高成绩。

考虑到新手并未完全掌握发力要

领，且安全意识还不牢固，协会

一般要求训练一学期后才能购买

并携带私人器材进行训练。

入会一学期后，协会会组织

大家以团购优惠价购买器材。虽

然我平时花销比较节省，但却毫

不犹豫地选了最贵的一种弓箭。

等待了大概一个月的工期，终于

拿到实物。我刚收到自己的弓箭

时，虽然有些兴奋，但表面上还

是控制住了。马小璇（15 级航院）

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弓时，兴奋地

抱住亲了一口。后来她跟我们说，

每天晚上弓就放在床边，没事就

要抱一下。

加入射箭队，首次出战，铩

羽而归

2018 年暑期学期时，会长张

逸轩（16 级历史系）邀请我加入

社团骨干。不久后，又正式加入

了射箭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目前全国注重礼射的高校并

不太多，首先射箭技术性和安全

性要求很高，本身是一项小众运

动。传统弓射箭又是射箭运动的

一个分支，礼射又是传统弓射箭

的一个分支。真正推行礼射的高

校除了清华，仅有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江苏建院和河北警官学校。

前些年，上海外经贸大学举办过

多次“大学生射艺锦标赛”，仅

设置传统弓项目。钟诚、万剑锋

和陈九诚（14 级工物系）等协会

骨干均参加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 年秋季学期，比赛的主办方改

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并加入

竞技反曲弓项目，更名为“中国

大学生射箭（射艺）锦标赛”，

承办方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当时，钟诚、万剑锋、陈九诚等

优秀射手都因各种原因相继退役

了。剩余的主力选手中张逸轩、

邓雅夫、贝承熙等又因为课程时

间冲突，无法参赛。为了保证最

初推广礼射的清华大学的参与，

最终决定我和陈汉瑜去参赛。尽

管我们当时的水平参加比赛完全

是陪练，但郑老师和韩老师没有

给我们太大压力。最后，传统弓

派出了我和陈汉瑜，竞技反曲弓

派出了韩新宇、张震离和陈冠男

三人，加上郑老师一共六人组成

了清华射箭队参加比赛。虽然老

师们没有给我们压力，但自己这

关是很难过去的，毕竟代表清华

大学参赛，自己水平不够还是因

礼射研习会 2017 年秋季学期新会员第一次训练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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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练习不到位。不过转念一想，

毕竟传统弓的现役队员都没有参

赛的经验，而竞技反曲弓更是第

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因此不管成

绩如何，重要的是积累经验为以

后的全国赛做准备。怀着这种自

我安慰的心理，我们踏上了前往

上海的旅程。

射箭比赛一般分为排位赛和

淘汰赛，选手们通过排位赛确定淘

汰对决的顺序，因此排位越靠前，

对决时候遇到的对手就越弱。我

当时不出意外的排到了后边，在

淘汰赛第一场便出局了，于是开

启了观摩学习的模式。大致了解

了各学校的训练水平，也为下一

年大致规划出了合理的参赛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赛场上一贯沉

稳的竞技反曲弓选手韩新宇获得

了个人淘汰赛第五名的好成绩。

秣马厉兵，苦练一年，终有

收获

从上海大败而归后，我们总

结了经验，发现归根结底还是训

练量不足。由于科研任务本来就

很重，除了射箭训练外，我停止

了几乎一切课外活动。同时，原

本训练时间分开的礼射研习会和

弓箭社也尽最大可能把训练时间

合并，使两个弓种都拥有更多的

练习时间。

我与其他几位队员平日训练

时，也常常切磋、比赛。为了增

强娱乐性，我会为大家设立一些

彩头。但与正常比赛不同，射艺

是“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君子

之争，采取“求中以辞爵”的竞

争方式。所以我们的日常小比赛，

均是胜者请输的人喝饮料。我们

都争相竞取请大家喝饮料的机会，

不仅提升了自己技艺，也在无形

间凝聚了大家的感情。

时光流转，转眼过了一学期。

2019 年 3 月份，北京大学生体育

协会在北大举办了一场首都高校

射箭锦标赛。比赛面向竞技反曲，

传统弓亦可参加，但不单独设立

排名。我们本来不打算参加，不

过考虑到竞技反曲缺少女队员。

于是，陈汉瑜和马小璇与竞反的

徐子琪（15 级美院）组成了清华

女队。我当时也去观看了比赛，

虽说是首都高校比赛，但大多数

高校的射箭运动都处于起步阶段，

真正有实力对决的只有清华和北

大。北大男女队各有一名竞反高

手，因此最后的结果中第一都是

北大包揽，第二大多数是清华，

仅有女子团体一项清华是第三，

因为传统弓在精度上无法与竞反

训练间隙获胜者请客喝饮料，左起：陈汉

瑜、邱华辰、李霁宣（18级美院）、佘

柱呈（18级经管）、李君妍（14级热能系）

邱华辰在 2019 年春期末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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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

2019 年春季学期末，礼射研

习会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期末

比赛。邀请了其他高校和部分中

小学爱好礼射的同学参赛，也算

是给当年的大学生比赛热身了。

当天北大来了两位高手，一位是

王子鹏，是类似箭痴的同学，据

说在北大时练习特别努力。还有

一位是汪伟，硕士期间在清华，

也是清华礼射的一位元老，后来

博士去了北大。一开始本以为这

次比赛的冠军应该是北大的了，

并且排位赛中汪伟第一、王子鹏

第三，第二是陈汉瑜，我只排了

第五。但第一轮淘汰赛过后，排

位第八的马小璇居然打败了第一

的汪伟。于是半决赛就变成了我

对阵王子鹏，也就是说这一场只

要我赢了，冠军就是清华的了；

如果我输了，汉瑜和小璇不论谁

获胜，都将面临巨大压力。当时

我的心态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好

像每射出一支箭，都要用尽全身

的力气；每一支箭落入红心后，

都有高考交卷的感觉。前两番发

射后，我领先了 6 分，但这时压

力仍然很大，因为对手比我多中

一的，如果第三番对手满分，而

我有两支未射中满分的话可能就

会输掉。因此前两支箭我们射得

都很谨慎，都是满分，而且我多

中一的。此时我的心已经放下了，

因为只要我不射出黑色区域就能

获胜。而对手的心态此时已经快

绷不住了，因为他必须两箭都是

满分且我产生严重失误才能取胜。

此时我放慢了节奏，等对手先发

出最后两支，果然两支均没中红

心，此时我已经获胜了。不过由

于体力消耗很大，最后两箭我也

只是草草射出。冠军争夺并不激

烈了，我侥幸获胜。季军争夺更

为精彩：马小璇对阵去年赛场惜

败的王子鹏，而她是属于心态加

持型选手，在季军赛上发挥了全

部实力，最后惊险地战胜了对手。

这次比赛，我获得了一张由传统

弓制作艺人孙玉怀先生赠送的竹

木弓。

校内比赛热身后，准备参加

大学生比赛的阵容也基本定好了，

郑老师给我们申请的室外射箭场地

也开始正常使用，大家训练都很刻

苦，暑假训练结束后都晒黑了不少。

新学期，出国交流了一年的礼射元

老级会员李君妍（14 级热能系）

回到了清华。毕竟基础深厚，虽然

出国一年没有射箭，但她的状态恢

复得很快。最终参加在徐州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大学生射箭（射艺）

锦标赛”时，射箭队基本派出了完

整的阵容。传统弓方面，男子是我、

张逸轩和邓雅夫，女子是陈汉瑜、

李君妍和马小璇；竞技反曲弓方面，

男子是韩新宇、周恩永和罗诚（14

级航院），女子是徐子琪和徐亚斗

香（19 级苏世民书院），带队老

师是郑丽君老师和郭振老师。这

次射箭队比一年前的底气要足得

多，即使夺冠没什么希望，但在

赛场上留下姓名是肯定没问题的。

我个人在排位赛中排名 18，

还算比较靠前。淘汰赛的第一轮

也轻松过关了。第二轮遇上了内

蒙古大学的选手，虽然排位赛成

绩仅比我高两分，但在淘汰赛距

离上的成绩比我高很多。可能是

我第一番发挥较好，再加上校服

加持，给了对手一定压力。在第

二番时，对手的心态明显动摇了，

而我正常发挥。到了第三番，我

也有些紧张，于是就放慢了节奏，

等待对手先发射。果然对手比我

更紧张，还有脱靶箭。于是我的

心态逐渐平稳，正常射出四支箭。

这一轮我侥幸赢在了心态上。第

三轮是 16 进 8 赛，我遇上了排位

赛第二名的选手，我能感觉到这

次是凶多吉少。不过和上一轮类

似，对方也出现了心态问题，频

频失误。而我基本正常发挥，但

也仅仅是不相上下的成绩，直到

最后一箭射出前，都无法猜出结

果。遗憾的是，我最后一支箭没

有射出满分，没能晋级下一轮，

个人赛算是画上了句号。男子团

体赛 32 进 16 中，我们险胜了实

力相当的上海外经贸大学队。但

在下一轮中遇到了老朋友江苏建

院队，我们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实

力，结果是我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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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侧的女子比赛更精彩。

三位女生在排位中名次都不错，

但可惜的是淘汰赛第一轮，李君

妍与对手高分战平，因少了一个

黄心惜败。第二轮 32 进 16 的淘

汰中，陈汉瑜和马小璇意外相遇，

二人都打出了 50 以上的高分（满

分 60），最终马小璇进入了下一

轮。并且顺利地赢得了 16 进 8 比

赛，但由于前几轮过度紧张，最

后心态不稳，止步在了 1/4 决赛。

不过女队最精彩的是在团体赛 16

进 8 的附加赛中，两队比分相同，

每人各射一箭定胜负。由于当时

我们男队刚刚在 16 进 8 的比赛中

失败，于是都过来观看女子的附

加赛。我拿着手机录像，本来只

想录一场普通的附加赛，不过李

君妍射出第一支箭正中黄心。我

当时眼前一亮，感觉很精彩，就

在这时马小璇的第二支箭射出，

同样落在了黄心，我当时下巴都

要惊掉了，周围观赛的其他人都

在赞叹。最后一箭由陈汉瑜发出，

但这一箭酝酿了很久，因为前两

箭正中黄心，第三人的压力可想

而知。最后一箭与前两箭基本组

成一个正三角形，也落在黄心内。

我当时拿着手机录像，没有因激

动而欢呼，但听到周围的人群已

经沸腾了，都在感叹：“清华的

女生太厉害了！”

竞技反曲那边，男队的表现

十分抢眼，获得了团体亚军的好

成绩。最终，清华射箭队共获得

了竞反男团淘汰赛第二名、男女

混合淘汰赛第五名、男子个人淘

汰赛第七名，传统弓女子淘汰赛

第五名、男女混合淘汰赛第六名、

女子个人淘汰赛第八名的成绩。

这样的成绩对于年轻的、非专业

的射箭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了。

欢乐的集体

在刻苦习射的同时，我们礼

射研习会也经常组织趣味活动来

搞团建，主要是练习一下正常靶

纸以外的目标。比如清明射柳（靶

纸背面画柳枝）、端午射五毒（白

纸上画五毒）以及六一射气球等。

有时可以因为一项爱好结识

一群朋友，也可能因为朋友而爱

好一项运动。对于我而言，在礼

射研习会遇到的朋友和礼射这项

运动本身是相互正反馈的。我因

礼射而遇到他们，又在相处中更

爱礼射。

张逸轩、邓雅夫、贝承熙和

刘技鑫被我们戏称为“经学四子”，

是社团的文化担当。陈汉瑜射艺

精湛、动作洒脱帅气，是社团的

形象大使，宣传活动的海报多选

她的照片。

李君妍是社团的元老，射艺

功底最为扎实。马小璇是我的同

院师妹，视彭林老师为偶像，是

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学习压力巨大的同时经常熬夜

为社团出优质推送稿。佘柱呈（18

级经管）也是一位礼射的痴迷爱

好 者， 钱 怡 君（18 级 外 文 系）

则是社团的搞笑担当，据说当年

入会是因为被汉瑜的帅照吸引。

2019 年春加入的李霁轩（18 级美

院）同学动手能力极强，捡根树

枝抓一把草就能做出一支玩具弓，

后来他开始负责开展手工活动，

带领大家做个皮扳指，用废旧箭

杆做笔等。此外，他还尝试过复

原历史中出现过的诸葛连弩、三

弓床弩等，尽管做出来只是玩具，

但其中的工艺不减。

很庆幸在清华园里遇到一群

可爱的人。在这个走路上课都是

浪费时间的园子里，能够为了学

习以外的目标聚在一起努力，大

家对礼射是真爱无疑。千言万语

也难以记录三年中全部的点滴，

只 希 望 多 年 后， 我 们 还 有 机 会

聚在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

女团附加赛三箭皆中黄心后，队员合影，

左起：马小璇、李君妍、陈汉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