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2096-3084
CN 31-2131/J





 

2

卷首语

编委会主任: 杨　扬

编委会副主任: 陈家年

主　 　　编: 刘青弋

副　主　编: 张　麟

编　　 　委: 陈飞华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家年

郭纯生

黄惠民

李海霞

刘青弋

辛丽丽

杨新华

张　麟

张天志

张伟令

郑慧慧

编辑部主任: 刘青弋

编　　 　辑: 李  曼

（以姓氏拼音为序）  林  男

王悦生

张玉玲

英文编辑 : 黄协安

特约编辑 : 唐青叶

Thomas Johnson

翻 　　　译: 黄协安

设　 　　计: 姜　明

暴虐的庚子鼠年初春，“新冠肺炎”猝然肆行，在神州大地引发了一场

当代“春之祭”。

英雄的武汉封城，英雄的中国抗疫，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为了世界的

平安，舍弃了小我的自由。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充分显现了中国

速度。用《火神山建设不完全手册》作者的话说，“哪有什么‘基建狂魔’，

只有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不用无谓的‘震惊、喝彩’，只要绝不放弃

的咬牙坚持。屏息，忍痛。全村的龙把最硬的鳞给你，哪怕自己也是伤痕 

累累”。

大疫中的神州，遍地是平凡而伟大的英雄。那群最美丽、最可敬、也最

让人扼腕心痛的国之殇，是用自己的命换生了他人的命……逝者壮烈，生

者奋勇，1 000多万在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坚守岗位的白衣天使和勇士，以

及成千上万“我以我血荐轩辕”坚守在抗疫第一线的无名英雄，用生命守

护生命，令人泪目；敢用生命以祭，催人警醒……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这场“春之祭”让世界认识了李文亮和

张继先的可贵。他们率先用善良和勇敢或提醒公众防范疫情或让领导对

疫情采取行动。“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 。”因此，在人类的科学和

文化领域，我们应该更珍惜有勇有谋的诤谏之士，而非让“莽夫”和昏庸者

的无知无畏，伤害我们健康的肉体和灵魂。而科研应“让民生赖之以兴”，

“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环球

人物》记者张丹丹曾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述，“中国

人一直是幸运的，他们总是被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她赞赏钟南山这

样的“无双国士”就是最勇敢的人之一。各行各业，让我们尊重、支持、推

崇这样最勇敢的人吧！把话语权交给他们，把舞台和资源留给他们，让他

们代表中国高度和速度……因为，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幸运需要最

勇敢的人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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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所有的舞台都

让位于救死扶伤的王牌之师。虽没有艺术家的舞台，却不缺少艺术家的

行动——捐款、捐物、献诗、献歌……广州援鄂护士在防护服上写下“胡歌

的老婆”的调侃，让病中的人们展露笑颜，就是艺术家的“在场”；封城、封

路、封门时，百姓能够在电视、网络中追剧、听歌、看表演，借此度过难捱的

日夜，就是艺术家的“在场”；方舱医院中医患共跳“广场舞”强身健体，天

津援鄂护士跳着《琵琶行》为患者庆生，新疆援鄂医疗队跳起《走黑马》为

患者打气，安徽宿州医务人员跳起“小天鹅舞”为康复病人送行……无不

充分显现了舞蹈美育的“在场”。

大疫中网络传有英国教授马丁· 雅克的观点：西方的帝国多如昙花

一现，很快烟消云散，而中国却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在强盛之后，

历久不衰，即使经过短暂的衰落但又能重新崛起。因为中国明明是文明，

却“伪装”成国家存在。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人民对于几

千年文明成果的认同，人民始终是炎黄子孙……那么，我们如何将举世羡

慕，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文明发扬光大？此刻，为了保卫人类的

生命，生命科学领域已在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我们不得不躬身自问：作

为滋养和疗救人类精神与心灵的文艺界，我们准备好了吗？应怎样做，才

能于大疫、大灾或大敌当前，不再束手无策？如何创作出与国之殇勇士们

精神匹配的艺术作品？如何抚平大疫带来的精神创伤？如何救赎迷失或

堕落的灵魂？如何在防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疫情”的战役中赢得最后的 

胜利？

时不我待，让我们出发！以雷霆般的行动……

——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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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及其
应对挑战的力量

—以南疆非遗舞蹈保护现状考察为个案

刘青弋

【内容摘要】 南疆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拥有在“丝绸之路”上闻名于世的歌舞，因此，南疆的非遗舞

蹈保护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笔者曾随“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非遗舞蹈考察团”走访了南

疆，耳闻目睹在恐怖主义暴力破坏之后，处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生态之中的南疆文化

艺术工作者们对非遗舞蹈保护的种种举措，引发了笔者对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与国计民生关系的思

考，由此探讨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模式在当代人民生活和时代的挑战中，应拥有的力量和功能。最终

深刻地认识到：生命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为了保障生命“活着”及其发展，遵循经济的原则，不

会为无谓的浪费付出代价。总之，只有进入国计民生领域、在时代和冲突的挑战面前具有强大的力量，对

生命“活着”做出贡献，非遗和传统舞蹈才能够真正活在当下。

【关键词】 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国计民生；南疆非遗舞蹈保护

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之我见

张　麟

【内容摘要】 本文从场域的视角，对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思考，提出非遗传统民间舞蹈就

是在特定场域下特定身份的人的特定行为，它涵盖了心理、空间等特定要素。基于上述非遗传统民间舞蹈

的界定，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对非遗传统民间舞蹈保护与资源利用的一些想法：在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保

护中，只有关注舞蹈发生的整体机制，关注蕴藏其中的思维、行为方式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才能把握非遗传

统民间舞蹈的实质；在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资源利用中，要注意区分非遗传统民间舞蹈和非遗传统民间

舞蹈资源再利用所产生的舞蹈，明确两者的不同层级与性质。

【关键词】 非遗传统民间舞蹈；场域；行为；资源利用



朝鲜王朝后期参考中国古代文献创作的
呈才文献考

［韩］  金英淑

【内容摘要】 韩国的宫廷舞蹈，又名呈才，有唐乐呈才与乡乐呈才之分。传承至朝鲜王朝后期的呈才共53
种，其中纯祖时期孝明世子提议创作、改编了4种唐乐呈才和18种乡乐呈才，部分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作

品名称相同。本文从呈才发展的历史切入，参考戊子《进爵仪轨》、己丑《进馔仪轨》等仪轨，探讨纯祖时

期呈才的创作背景，提出那些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作品同名的呈才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朝鲜王朝参考

《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中国古代文献创作的。

【关键词】 朝鲜王朝后期；呈才；中国古代文献；创作；孝明世子

韩国唐乐呈才伴奏音乐小考
—以《高丽史· 乐志》《乐学轨范》《呈才舞图笏记》

 《宫中舞踊舞谱》为中心

［韩］  朴一薰

【内容摘要】 本文以高丽王朝时期、朝鲜王朝中后期和现在韩国国立国乐院传承下来的国家编纂文献为中

心，具体通过对《高丽史· 乐志》《乐学轨范》《呈才舞图笏记》和《宫中舞踊舞谱》这4种文献中所记载的

唐乐呈才伴奏音乐的考察与比较，探讨韩国从11世纪后的高丽王朝时期在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引进唐乐后，

唐乐呈才伴奏音乐的传承与变迁状况，为进一步展开唐乐呈才伴奏音乐与歌舞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唐乐呈才；伴奏音乐；国家编纂文献；比较

论韩国15世纪朝鲜王朝时期
“会礼雅舞”的重现及意义

［韩］  宋惠真

【内容摘要】 韩国朝鲜王朝时期非常重视儒教礼乐的政治意义和作用。自王朝建立初期就确立了与中国

周代一样重视国家仪礼音乐的理念。“雅乐”在12世纪时由北宋传入高丽，韩国“雅舞”的历史也由此开

始。本文将以朝会及宴飨中的“雅舞”（简称为“会礼雅舞”）为研究对象，梳理朝鲜世宗大王时期仪礼乐

舞的制定及创作过程，进而探讨15世纪朝鲜王朝“会礼雅舞”的重现过程、内容及意义。

【关键词】 “会礼雅舞”；雅舞；文舞和武舞；《乐学轨范》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50

关于日本唐乐的历史考证研究
—以《陵王》为例

［韩］  朴泰圭

【内容摘要】 从5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日本通过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从中国、朝鲜半岛和中亚各国吸收

了各种各样的乐舞文化，最终形成了“舞乐”。本文首先对“舞乐”中属于唐乐的《陵王》进行重新的考

证，依据《舞乐要录》《乐家录》《教训抄》等文献，梳理出《陵王》在服饰、道具、面具、舞蹈动作、乐曲结构、

歌词等方面的记录。其次，针对学界争论的焦点—《陵王》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这一问题进行了论

证，通过对《北齐书》《资治通鉴》《旧唐书》《教坊记》《乐府杂录》等文献的相关记录的考证得出《陵王》

起源于中国的结论。最后，通过深入分析《舞乐要录》中有关《陵王》的表演记录，考察其内在的象征意

义，指出《陵王》与龙的意象相结合，具有彰显皇室威严，庆贺，祝寿，治理天下等多重含义。

【关键词】 《陵王》；《兰陵王》；舞乐；《教训抄》；歌舞戏；《舞乐要录》

弯曲的线条和变幻的笔画
—中国书法与舞蹈之对比

［德］  亚历山大· 舒万

【内容摘要】 在某种意义上，书法是发自于身体的运动，书法线条是身体动作的微缩和记录。而舞蹈也常

被认定为线性的运动，并可以被想象为动作线条的消逝和交织。本文将舞蹈与中国书法进行比较，两者对

比的关键在于书法和舞蹈两种艺术的审美规范和审美方式。我们观察永久写在纸上的书法，或者观赏在

空间中行进的舞蹈动作，我们的目光和身体都会跟随书法或者舞蹈线条而动，不管是真实还是幻象，这些

运动始终存在，始于我们浸入线条的舞动。从本质上讲，“编舞”就是一种“身体的写作”。本文从“对比

的前提”“规范和表达”“线条”和“相似性与浸入”这四个方面切入，对中国书法与舞蹈进行对比研究，旨

在得到有一定深远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舞蹈；书法；线条；浸入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观念冒险中的中国古典舞重建实践
—以汉画舞蹈重建为例

刘　建　张译文

【内容摘要】 当代创造的中国古典舞走到今天，应该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反思、判断与展望。于

此之中，观念的冒险是首要的，它会构成某种理论形态，由此展开对实践形态的探索—而不能再反向跟

在盲目实践的身后充当“后设理论”。本文基于中国古典舞“垂直传承”“重建复现”“综合创造”和“重

构创新”这四种建设方式的现有状态，提出：只有将“重建复现”放到日程上来，中国古典舞的建设才能找

到实然的节点，汉画舞蹈的重建就是节点之一；“重建”不同于“复现”，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且至

今依旧的“仿古”，它在每个节点上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艺术资源和技术资源，其重建过程不仅需要单项

资源的把握，还需要它们之间的整合。

【关键词】 中国古典舞；汉画舞蹈；重建

五台山金刚舞仪式的文化空间建构与解读

索美超

【内容摘要】 五台山金刚舞是一种集诵经、音乐、舞蹈为一体的具有完整仪式流程的藏传佛教舞蹈形式。

在镇鬼、跳鬼、斩鬼和谢土的仪式活动中，金刚舞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建构起世俗、庙宇、神圣及地狱的多

重空间，并随着仪式的进程使其在同一观演场的观演交互中不断发生转换。本文运用仪式文化空间理论

探讨金刚舞仪式多重空间的建构，并尝试对其在不同空间存在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关键词】 金刚舞；仪式；空间建构；文化

“海派”之于舞蹈，可行乎？
江　东

【内容摘要】 本文从“海派”一词出发，延展至“海派舞蹈”的文化现象，探讨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

的舞蹈流派在当今舞蹈市场的意义与价值。笔者从多个角度解析了“海派”文化和“海派舞蹈”的由来，

以及业界和大众对此概念的广泛认知，并更深一步挖掘了“海派舞蹈”的产生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和意

义。在“海派舞蹈”的方略中笔者将“海派舞蹈”和广东的“岭南舞蹈”进行了横向比较，并针对“海派秧

歌”“海派芭蕾”“海派舞蹈教学”三个被明确冠以“海派”的舞蹈实体逐一进行探讨和分析。最后，笔者

希望通过对该文化现象的研究，给中国舞坛的个性化发展带来些许思考与启迪。

【关键词】 海派；舞蹈流派；地域文化



专题研究

Special Studies

“海派舞蹈”的文化属性及特征简析

霖　雨

【内容摘要】 本文立足上海文化与上海舞蹈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海派舞蹈”的文化属性。笔

者提出：海派舞蹈是在上海社会文化场域的各种因素影响下，从心理空间层面对舞蹈群体和个体所形成的一种

制约，这种制约促使在上海的舞蹈人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审美标尺，从而又影响每个个体的舞蹈艺术行为，最终

产生独具风格的舞蹈艺术产品（创作、表演、教学等）。笔者也从创作、表演、教学、管理四个方面对海派舞蹈的

表征体现作了分析，并最终提出重提“海派舞蹈”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推进中国舞蹈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 海派文化；海派舞蹈；文化场域；心理空间；文化多元

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评析民族舞剧《尘埃落定》

庞小强

【内容摘要】 经典的文学作品能为舞剧创作提供相对成熟的文本和题材，但改编于文学的舞剧不应成为文

学原著的附庸，从文学到舞蹈，从文字语言到肢体语言，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改

编自阿来同名小说的民族舞剧《尘埃落定》没有局限在原著的历史语境中对故事情节进行重复叙述，而是

撷取原著的艺术精髓，选择其中的五个主要人物形象，通过“往复”“闯入”“选择”“崩塌”四幕重新组织叙

事线索，以简洁凝练的艺术结构、意蕴深刻的思想内涵、风格鲜明的藏族舞蹈语汇，写意式地揭示作品主题，

使舞剧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全新的艺术生命力。该舞剧用诗一般悠远深邃又充满藏族风情的意境引人

入胜，又以对人性和欲望的赤裸揭露而发人深省，让观众的情绪在其中往复回环，带来无限的韵味和哲思。

【关键词】 民族舞剧；《尘埃落定》；文学改编；舞剧评析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新”在哪里

王晶晶

【内容摘要】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红色题材的舞剧，其受到广泛称赞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

依托舞美、音乐等构建了复杂而富有特色的旧上海的社会环境；其二，运用多种叙事方式表现了充满惊险

的地下斗争；其三，以细腻的表演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无私无畏地坚持斗争

的崇高形象。该舞剧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给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教学研究
Education Studies

试论朱美丽的芭蕾教学之道
张雨薇

【内容摘要】 当今中国芭蕾舞事业的繁荣离不开芭蕾舞艺术家前辈们对芭蕾舞艺术的执着与传承，笔者通

过采访与课堂参与的方法，将芭蕾舞教育家朱美丽老师的课堂教学经验整理成文。文中通过朱美丽老师

教学上的课程安排和具体动作的组合编排，分析了她独特的教学方式，以及在其特殊的“因材施教”下，如

何让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在工作和生活中朱美丽老师不断学习，力求与国际前沿的

教学内容相融合，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中国芭蕾舞者。本文最后基于朱美丽老师的教学态度及其对芭蕾

事业的贡献，反思了当今中国的芭蕾教育现状，并希望将朱美丽老师宝贵的教学之道提供给后辈芭蕾舞教

师与学子进行参考与学习。

【关键词】 朱美丽；芭蕾教师；教学经验；奉献精神

浅谈舞蹈基训音乐的编创

林  龙

【内容摘要】 舞蹈基训音乐的编创对于舞蹈教学来说至关重要，它是舞蹈教学训练走向专业化、系统化、体

系化，以及提升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国内舞蹈教学工作中，舞蹈音乐编创不仅长期是一

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其理论建设与经验总结更是少之又少。鉴于此，笔者从数十年的伴奏积累与编创实践

出发，结合谱例与作品分析，从音乐本体（旋律、节奏）与作曲技法（和声、曲式等）的角度入手，总结舞蹈

基训音乐的编创经验，并试着从中探究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 舞蹈基训音乐；作曲技法；音乐本体；旋律个性营造；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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