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2096-3084
CN 31-2131/J





 

2

卷首语

20世纪，“全球化”研究的热潮风起云涌。虽然研究者的观点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但他们都将全球化视为双刃剑。同时，防御世界政治霸权、

资源掠夺、经济剥削、军事侵略、文化融合成为时代热点。人口倍增、食物

短缺、环境污染、能源不足，以及癌症和艾滋病等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加速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以生态学为典型代表，揭示生物的有机体

与生活场所的相互作用，即生存条件，以指导人与生物圈——自然环境间

的相互协调，从而促进两者和谐发展。

然而，在21世纪信息科学和高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之前留下的问题

尚未解决，充满人文关怀的生物学时代亦未真正到来。而政治霸权、资源

掠夺、贸易冲突、军事侵略、民族仇恨及人性的偏执引发的战争升级、恐怖

主义盛行，千百万难民流离失所；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2009年

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爆发的埃

博拉出血热，以及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吞噬着数

百万人的健康及其生命……社会和自然以双重的暴力夹击，大有以毁灭世

界之势，让人类生存陷入空前的危机……

显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已被压缩为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事务不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

的防御战，而是全球协作拯救世界的保卫战。

新冠病毒肆虐的地球，生命如何存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后的世界，

人类将走向何处？这些问题亟待自然科学突破，呼唤人文科学回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

靠我们自己！”千百万拯救地球的天使和勇士，正用生命将“仁”“爱”和

“善”“良”唤醒！让我们追随他们的身影，让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和谐

刃”亮锋，让人文关怀的旗帜飘扬，让《天下一家》的歌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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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召唤，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有人正在死去，是该向生命伸出援手了，这是最珍贵的礼物

我们不能终日耽于幻想，某人、某地都要尽快改变

我们都是上帝大家族的一员，事实早已明晓，人人都需要爱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人，让我们

开始奉献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正是你和我，真正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

献出你的心，让生命受到关怀，活得更加坚强与自由

正如上帝以神迹启示，我们都必须伸出援手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人，让我们

开始奉献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正是你和我，真正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

当你意志消沉、毫无希望之际，却要坚定信念，绝不放弃

噢哦，让我们懂得，只有当我们齐心全力，改变才能发声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人，让我们

开始奉献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正是你和我，真正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

……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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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正 礼不相袭 乐不相沿
—宋代大祀佾舞在中韩的传衍流变考

刘青弋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宫廷雅乐作为礼乐文明的代表，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要想完整地研究

雅乐，对于“乐之容”（佾舞）的研究就必不可少。宋代雅乐的“乐之容”究竟怎样？当笔者将宋《化成天

下之舞》《威加四海之舞》和清《释奠祭孔佾舞》进行活态复现，再将其与韩国佾舞的舞容进行比较，两者

之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地显现出来。中韩现存佾舞舞谱间的差异，不仅引起中国学界对韩国佾舞和中国

原型间关系的疑问，亦引发韩国学界对其现存佾舞真伪的争议。为解决历史的疑团，笔者通过史料考证和

舞谱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和韩国雅乐舞的发展，都遵守了雅乐的本质及传衍的传统，即“不相沿乐”与生

俱来——以古为正，以古为雅，礼不相袭，乐不相沿，既严格遵循古制，又不断进行改作，但万变不离其宗，

从而形成不同朝代的雅正之乐。

【关键词】 宋代雅乐；大祀佾舞；朝鲜朝佾舞

新中国“十七年”舞蹈剧场化动因探析

【内容摘要】 剧场化是新中国“十七年”舞蹈建设与发展的主旋律，即在民众化舞蹈向职业化舞蹈转型的

进程中，实现表演空间由广场向剧场的转化。回望历史，新中国舞蹈剧场化的成功实践，与“十七年”文工

团由综合性表演队向专业化院团的体制转轨、苏联人民歌舞和欧美舞蹈的技术引进以及“以团带班”与专

业院校教育模式的双轨并行等动力因素息息相关。本文将对新中国舞蹈剧场化的主要动因进行探析，以

追溯“十七年”舞蹈建设与发展的峥嵘岁月。

张玉玲



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ies

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ies

江  东

【内容摘要】 本文从文化交流与传播常态切入，概括地谈到了中印、中日与中韩之间古代乐舞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现象，以及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近邻各国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取得的丰硕成果。由此提

出：在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旧的文化获得了新的孕育和生长，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态，并且这种

交流与传播不断往复，持续推动着文化发展，最终为人类创生出灿烂的文化果实。

【关键词】 中外古代乐舞；文化交流与传播；常态

对中外古代乐舞文化交流与
传播常态化的审视与思考

“以舞战‘疫’”
—兼谈舞蹈的身心自愈

汪起正

【内容摘要】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席卷全球，中国抗疫初战告捷。本文从疫情期间中国舞蹈界“以舞

战‘疫’”行动、群众拍摄爱心战“疫”舞蹈视频，以及武汉方舱医院医护人员用跳广场舞的方式帮助患者

康复等事实材料出发，论述舞蹈在身体康复和心灵治愈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舞蹈在生活与生命

中的意义。

【关键词】 “以舞战‘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心自愈



非遗研究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非遗研究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哈尼扇舞 传德布道
—哈尼族棕扇舞的文化传承

石裕祖　额瑜婷

【内容摘要】 棕扇舞是流传于哀牢山红河北岸至元江中下游一带十多个县的一百多个哈尼族村寨中的具

有传德布道文化功能的代表性舞种。该舞种流传空间大、分布范围广，是一种具有持久性、普适性、文化渗

透性和历史传承性的舞蹈文化现象。本文通过对哈尼族的自然生态环境、棕扇舞中所包含的哈尼族传统

劳动生产和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观，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宇宙观和人生哲理等方面的阐述，揭示哈尼族棕扇

舞的物象表意、图像叙事所蕴含的深刻内 涵，及其灵魂不灭、恩德永续的文化理念和哈尼族所尊崇的德行

道义、至亲大爱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美德。

【关键词】 哈尼族；棕扇舞；传德布道；文化释意

动态时空下文化共享的身体
—谈“非遗”传统舞蹈的“再创造”

黄  海

【内容摘要】 “非遗”传统舞蹈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产物，对它的保护应放置于动态时空下，在挖掘相关文

化遗存的基础上，探寻保护的新理念与新实践；而对它的“再创造”，则应当尊重持有者或传承人的选择

权与话语权，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方式唤醒共同体、群体、个人这三重主体，使三者通过层层递进又环环相扣

的方式，让“非遗”传统舞蹈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下保持活态传承与“再创造”的活力。

“非遗”传统舞蹈的“再创造”需放置于社会与自然、身体与灵魂共存的场域中，平衡文化记忆中个人体验

与群体理解之间的矛盾，完成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形成一种文化的共享。表演的目的除了展示、展

演以外，最终应回归民间，鼓励全社会参与到“非遗”传统舞蹈的保护上，真正实现民族情感与民族技艺共

通共融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非遗”传统舞蹈；文化共享；保护；“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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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Education Studies

多元化的舞蹈教育理念探索
—以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舞蹈教育模式为个案

张先婷

【内容摘要】 在国际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下，英国综合性大学的舞蹈教育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其不仅

承担了培养多层次舞蹈人才的使命，也较为清晰地实践了舞蹈教育应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笔者将英国

综合性大学舞蹈教育中的佼佼者—罗汉普顿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及访谈等研究方法，论述其多

层次的教育结构与多元融合的教育模式，深入其舞蹈人才培养方向及定位、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总结其舞蹈教育模式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以供我国综合性大学舞蹈教育的特色发展进行参考。

【关键词】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综合性大学；多元化；舞蹈教育

非遗舞蹈进高校的教学方法之思

赵玉薇

【内容摘要】 近年来，非遗舞蹈以“进校园”的形式持续发酵，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非遗传承与舞蹈课堂教学

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从高校非遗舞蹈教学现状出发，通过对15省19所高校中非遗舞蹈教学现状的探

究，在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的视角之下，结合“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这一中心概念，探究由周边至核心循序

渐进的非遗舞蹈学习过程。从舞蹈理论知识的学习、专家艺人讲座的举办、田野调查活动的开展、专业课

堂组合的传习等多个维度，由浅入深地帮助学生重塑对非遗舞蹈的认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唤醒他们

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

【关键词】 非遗舞蹈；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舞蹈教学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从《野斑马》到《千手观音》
—关于张继钢大型舞剧创作的述评（上）

洪　霁

【内容摘要】 张继钢编创的舞蹈量多质高。虽然，严格意义上他创作的大型舞剧只有《野斑马》《一把酸

枣》《花儿》和《千手观音》四部，但他用舞蹈编创的理念使许多舞台艺术样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作为

“关于张继钢大型舞剧创作的述评”的上篇，本文从张继钢早期创作的民间舞蹈集《献给俺爹娘》切入，聚

焦于张继钢创作的大型舞剧《野斑马》，结合对历史评价和文献资料的考查，认为该舞剧除了延续张继钢

自小型舞蹈创作就已有的创作观念外，还以精准细腻的形象捕捉来创排精美绝伦的舞段，并以“视觉震

撼”的舞段编排引发观众的“心灵震撼”。

【关键词】 张继钢；舞剧创作；《献给俺爹娘》；“表现人”；《野斑马》

个人—民族：当代中国舞蹈创构观

田　湉

【内容摘要】 20世纪的中国舞蹈创作，带着某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规约感；舞蹈创作主体基于“民族—

国家”的叙事身份，趋于“民族—国家”的集体归属，致力于创造一种民族艺术语言以立足于世界舞蹈之

林。21世纪的中国舞蹈创作，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意志取代了寻求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舞蹈创作主

体不再付诸于对“民族身体”的向往与追求，“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艺术创作中被转化、和解。

无论是20世纪的“民族—国家”之诉求，还是21世纪的“民族—国家”之和解，创作主体始终在进行的是一

个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过程。在世界舞蹈文化的格局中，艺术家们已然不需要再扮演一种表面的、立即

生效的和所谓的地方差异性，而是应该超越某种僵化了的文化模式的局限，从自身的范围和封闭的状态中

走出，这正是当下中国舞蹈艺术创作的活力和创造力所在。

【关键词】 当代舞蹈创作；民族—国家；世界—地方；世界舞蹈；主体性



创作研究

Creation Studies

观《幻茶谜经》寻找传统东方身体

廖燕飞

【内容摘要】 国内现代舞创作日渐繁荣的景象背后是多部舞蹈作品的速生与速朽。除因现代舞创作的实

验性与先锋性外，其舶来的身体动作与国内观众接受间的隔阂也是众多缘由之一。本文以一部已上演8
年，有着较高复演率的现代舞作品——《幻茶谜经》为例，剖析以该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舞创作中重塑

“中国身体”或“东方身体”的趋势，并结合舞踏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找身体”的经验，探讨如何将现代舞

与传统身体动作进行有机结合，使其在当代生发出新的形式和意义。

【关键词】 幻茶谜经；赵梁；舞蹈动作；舞踏

从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看
舞蹈剧场的当代转型

吴羽婧

【内容摘要】 2019年8月，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在

此次“双年展”中，笔者参与了工作坊、作品展以及主旨论坛，在倾听了诸多专家的观点后，借助“双年展”

所提供的前沿的国际化视角以审视当代中国舞蹈的发展。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针对当代青年编舞者

的心态转变、舞蹈剧场中的交互性关系以及观众解读舞蹈剧场的视角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而提出舞蹈剧

场在中国的当代转型不仅体现在创作者、表演者、观者三种身份的多维互动上，更体现在观众回归评价作

品的主体地位中。

舞蹈时空的结构形态及其表意探析

何洋洋

【内容摘要】 面对当今舞蹈作品表意内容需要不断被拓展的现状，本文聚焦于更接近于舞蹈本体的创编

方式——舞蹈时空形态的建构展开论述。以《天路》《草原英雄小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例，探讨在

“单一时空”结构逐渐难以承载作品主题的丰富内涵时，“复合时空”结构如何通过“时间维系”向“空间

维系”时空结构形态上的拓展，为作品中复杂情节的跌宕推演建构了多维框架，并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

舞台叙事。

【关键词】 时空；结构形态；单一时空结构；复合时空结构；现实时空；心理时空；



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 Studies

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 Studies

舞蹈短视频传播的创新模式
袁梦洁

【内容摘要】 基于4G网络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短视频已经成为互联网传播内容的主力军，其中舞蹈短视频

成为短视频平台的主要视频类型之一。本文首先从短视频的发源和内容生产方式深入，以内容为分类标

准，将平台内的舞蹈短视频归为六个大类；其次运用5W理论分析舞蹈短视频的现状，即缺乏舞蹈短视频

内容把关人、受众被动接受传播内容、多渠道灌入的舞蹈短视频等问题的探究；最后，通过对以上问题的

梳理，总结出舞蹈从业者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比如新兴媒介对舞蹈的再创作、借助媒介打破两极壁垒等，

从而借助短视频平台对舞蹈艺术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关键词】 短视频；5W理论；舞蹈传播；创新

浅谈直播在芭蕾舞中的应用

翁耀昇

【内容摘要】 21世纪，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各种新颖的娱乐活动、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统的剧场观演

模式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本文简述了当今西方芭蕾舞界对于各式各样的直播的应用，以及近年来中国

芭蕾舞界对于舞蹈直播的尝试。笔者认为，借助新的传播技术，可以对芭蕾舞艺术进行更广泛有效的推广

和普及，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和欣赏芭蕾舞，从而为芭蕾舞的发展增添新时代的助力。

【关键词】 芭蕾舞；直播；应用



拉班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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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专题
Laban Project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and activities of the Dance Notation Bureau 
(DNB) and the values of dance notation. The DNB is one of the few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dedicated to the 
document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dances by using notation. The DNB uses Rudolf Laban’s notation system as 
its primary method for documentation. The DNB archive houses scores from important choreographers, such as 
George Balanchine, Vaslav Nijinsky, Antony Tudor, Jerome Robbins, Martha Graham, Doris Humphrey, José 
Limón, Merce Cunningham, Paul Taylor, William Forsythe, and Mark Morris, to name a few. In its 80-year life 
span, the DNB has acquired more than 10,000 donated scores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notation practitioners. 
Using these scores in staging allows choreography, especially historical dances, to be seen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ly, it makes the audience aware that choreography not only ref lects the events or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many works are also present in today’s world. The reasons for not using video 
recording as preservation method is discussed in the end.
[Keywords] Dance Notation Bureau, Ann Hutchinson, Rudolf Laban, Labanotation 

Dance Notation Bureau and Its Collection of 
Labanotation Scores

Mei-Chen Lu

浅谈直播在芭蕾舞中的应用

翁耀昇

【内容摘要】 21世纪，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各种新颖的娱乐活动、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统的剧场观演

模式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本文简述了当今西方芭蕾舞界对于各式各样的直播的应用，以及近年来中国

芭蕾舞界对于舞蹈直播的尝试。笔者认为，借助新的传播技术，可以对芭蕾舞艺术进行更广泛有效的推广

和普及，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和欣赏芭蕾舞，从而为芭蕾舞的发展增添新时代的助力。

【关键词】 芭蕾舞；直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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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的维度到思维的维度
—拉班—芭特妮芙动作分析的创造性表达

何　好　陈　洋

【内容摘要】 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其独特的动作模式，并可通过身体感知来连接周围的人与世界，从而形

成个体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本文基于拉班 — 芭特妮芙动作分析的理论，结合相关实践与应用，围绕身体

动作的体验，讨论如何优化与挑战身体动作模式，并提出在艺术“去中心化”的背景下，通过身体动作模式

的再创造来搭建思维模式，从而更好地引领个人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 拉班 — 芭特妮芙；动作模式；自我觉知；身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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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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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国标舞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世界国标舞大师理查德· 格里夫专访

［英］  理查德· 格里夫  刘少博

【内容摘要】 2019年10月23—27日，世界著名摩登舞大师理查德· 格里夫先生（Richard Gleave）和

安妮· 格里夫女士（Anne Gleave）再度受北京丹娜舞校邀请来北京讲学。在此期间，笔者有幸对理查

德· 格里夫先生，这位见证并参与引领了世界国标舞发展的老人进行了专访，访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访

谈内容涉及了国标舞的历史文化、形态演变、教育、表演、竞赛等方方面面，从他的亲身经历和博学睿智中，

带领我们重新解读国标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关键词】 国标舞；理查德· 格里夫；专访

身体的无尽探索
—青年舞蹈家谢欣访谈

谢　欣　潘凯玲

【内容摘要】 “身体最前沿”国际交流工作坊自2017年举办至今已有三年。本次工作坊展演列于2019年

“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的日程活动中，并在8月30日下午于上海歌舞团排练厅成功举办，现场反响热烈，

气氛高涨。而这次工作坊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谢欣舞蹈剧场，也离不开领路人谢欣。她个人的专业成长之

路和创作经验源于她对中国当代舞蹈的独特眼光，她对中国当代舞蹈的理解和对身体的感悟又使她成为

独一无二的存在。本文以一对一访谈的形式，从谢欣本人的专业晋升、实践历程和对中国当代舞蹈及身体

的看法等方面，揭秘“身体最前沿”国际交流工作坊三年来成功举办背后的点点滴滴。

【关键词】 谢欣；“身体最前沿”；中国当代舞蹈；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