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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形象的产生
——浅谈舞蹈编导、舞蹈演员与观赏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 林 琳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舞蹈教研室主任（３６１０００）
□ 李 伟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０６ 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一提到舞蹈形象的产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舞蹈作品的展出过程，即舞蹈演员抒情达意于人前
的状态。观赏者便是在这种状态下寻找同他们内在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并在这种契合的过程中，去感受
生命力的张扬和激情。本文力图以演员为中心，以心理学为辅助，从不同角度来探求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观
赏者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给观赏者呈现出好的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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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舞蹈形象的产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舞蹈
作品的展出过程。
即舞蹈演员抒情达意于人前的状态。
这是观赏者的一般思维惯性。
按照观赏者的观赏心理，
他们需要的是通过体验舞蹈演员展示出的舞蹈情感，
使他们的内在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契合。他们在这
种契合的过程中，去感受生命力的张扬和激情，感受
情感的慰籍和洗礼。观赏者无需意识到舞蹈作品中情
感的来源，因为舞蹈的形象是整体性的。舞台的灯光、
音响、布景等是舞蹈编导辅助舞蹈演员完成情感表达
的手段，目的是使观赏者在欣赏舞蹈作品时，让舞蹈
演员的表演更好地成为观赏者映照自身的手段。一部
好的舞蹈作品，首先就要弄清楚这个道理。
一部舞蹈作品的形成过程，
大致可分两个方面：艺
术创作过程和艺术传达过程。
艺术创作侧重于幕后，
是
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不断磨合和完善的过程；艺术传
达过程侧重于舞台表演，其传达的结果是舞蹈演员用
肢体语言表现出来的整体效果。
从观赏者角度来看，
首
先是感受艺术传达过程的情感体验，然后是思索艺术
创作的过程，他们看重的是艺术传达的体验；而从编
导和演员的角度则恰恰相反，对于他们而言艺术创作
过程尤为重要，他们之间的角色是不断转化的，只是
分担的任务和职责不同，但彼此之间心灵相通。这种
心灵相通的结果正是迎合观赏者需求的桥梁。
换言之，
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完成的艺术作品是他们生命力呈
现的载体。观赏者观看舞蹈的过程是体验、重组和吸
收生命力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
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
舞蹈编导构思 → 舞蹈演员表演（舞蹈形象）→ 观赏者欣赏、
体验舞蹈作品

这里我们以舞蹈演员为中心，
以心理学为辅助，
对
舞蹈编导与舞蹈演员、舞蹈演员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
来进行梳理。

一、舞蹈编导眼中的舞蹈演员
对于一部舞蹈作品来说，
舞蹈编导是第一创作者，
他是舞蹈作品的灵感来源和始作俑者。舞蹈艺术和其
他任何艺术一样，所有的行为都必须从属于一个活动
中心。舞蹈编导就是这个活动中心最初的构思者和策
划者。他运用人的躯体作为题材取得形状和运动，因
此他要选择合适的舞蹈演员，因为所选的演员在编导
眼里首先是编导的物质材料其次才是作为有思想的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他们的关系：
（一）舞蹈编导在构思整个舞蹈作品的过程中，首
先要做宏观的整体把握。舞蹈演员作为“物质材料”而
存在。
胡尔岩先生曾经说过“舞蹈创作是一个由外（客
观生活）到内（主观感受）再到外（形象外化）的多
次反复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将客观生活的现
实时空，转化为舞蹈编导主观感受的意向时空，再运
用专业技能及特殊的物质材料将意向时空外化为舞台
上直接可视的审美时空”
。１ 这三种时空形态的两度转
化过程是舞蹈编导的舞蹈思维过程。舞蹈是一种综合
的表演艺术，
舞蹈编导在构思的过程中会考虑到音乐、
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等舞台美术的作用。作为舞
蹈的辅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烘托人物丰富、细
腻、深刻的思想感情和人物性格特征，或者提供情节
事件发展关键时刻的对比气氛和鲜明的色彩，以及推
进情节的发展，衬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在舞蹈编
导眼里音乐、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等舞台美术作
为物质材料而被创作出来，选择舞蹈演员也是这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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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同的舞蹈演员具有绝然不同的艺术气质。民间
舞演员不会被编导安排在芭蕾舞场，反之亦然。同样
的民间舞演员，因为自身技巧、体质的不同亦适合不
同的民间舞种。编导一般会“使未来的人物在头脑中
‘活’起来，并以此为标准，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活
素材的仓库中巡视、寻找各种物质材料。然后创作出
此时此地此人所有的‘这个’舞蹈形象”。２ 总之，编导
选择合适的演员就是在选择合适的“那块料”
。

形式。
（这涉及到舞蹈演员与观赏者之间的交流问题，
本文将在后面加以详细论述）
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
舞
蹈编导首先会将自己先融入到想象中的角色和情境当
中。默罕默德·黎达曾说过：
“不是每一个优秀的舞蹈
演员都能成为舞蹈编导，但是每一个舞蹈编导必须是
４
技艺高超的舞蹈演员。
”
因为当他在创作时，
他已经具
备了解舞蹈演员表演动作的能力的限度以及忍耐力的
潜力的那种能力，以便在真人表演时进一步想象出舞
蹈动作，即创作出新的舞蹈动作语言。
（二）舞蹈编导在选择舞蹈演员的过程中，其实是
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种交流中，舞蹈编导
在观照生活，是在寻找一种情感外溢的载体。
是起主导作用的。
演员会在编导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这时舞蹈编导眼中的舞蹈演员是“非人非物”的。
形象创作，
同时编导也会诱导舞蹈演员进行独立思考，
舞蹈演员只是抽象的形式，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一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使其情感感知先于动作感知，
个充满节奏感和律动感的移动的“活”的情感载体。每
进而强化动作技术上的感知，以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
个舞蹈编导的任何独特情感，都是通过不可重复的形
形象。因此，舞蹈编导不能仅仅把舞蹈演员当成某种
象为对象，且为其他个体所共同感受，舞蹈编导创作
的舞蹈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是通过各个不相同的形式 “工具”来进行机械的模仿，反而要启发性的使舞蹈演
员具有再创造的欲望和积极性，
也就是舞蹈演员的
“二
感，变成了所有人普遍体验的同情感。换言之，舞蹈
度创作”
。众所周知，一部舞蹈作品的好与坏，取决于
编导的构思过程中，
舞蹈演员作为抽象的形式存在，
这
舞蹈演员的演绎才能，舞蹈编导的美妙构思最终是由
种抽象形式与舞蹈编导的思想异质同构。
舞蹈演员体现。
（当然，对于目前出现的自编自导自演
舞蹈编导的思维要有逻辑性，他创作作品的过程
的编导不乏其数，但由舞蹈编导构思到舞蹈演员表演
应该是理性的。宏观的把握整体，构思整个作品的内
的形式却是不会消失的。这里不作探讨）那么，舞蹈
容，寻找适合的题材都需要理性思维支撑。因此编导
演员对舞蹈作品的二度创作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善于将自己的天才、灵感、创作，纳入自己的总体
此时舞蹈编导眼中的舞蹈演员不仅是节奏感和律动感
构思的轨道中来。当编导在设计舞蹈的时候，时刻都
的移动的“活”的情感载体，而且成为了具有情感性、
不忘记人物的情感和行为的逻辑，并用它来检验自己
创新性的人。
编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造型、每一个舞蹈技巧。编
导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要求编导看待自己的演员要客
二、观赏者眼中的舞蹈演员
观、公平。演员既是作品中情感的载体，也是作品的
元素。演员虽然是舞台上的中心，亦是编导整体构思
观赏者与舞蹈演员的关系是观赏者与整个舞蹈作
品之间关系的纽带。从一方面看，
观赏者的态度是检验
的一个环节。
舞蹈作品成败的关键。
从另一个角度看观赏者的态度是
（三）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
检验舞蹈编导创作能力的最终裁决者。
观赏者在观看舞
流，是情感的注入和互动。
蹈演出的过程中，
一般是把焦点聚集在运动着的舞蹈演
编导创作作品的过程是感受生活，筛选生活的过
员身上。这也符合人的正常审美需求。
因为舞蹈是运用
程。编导不会盲目地把自己的情感注入作品，他会在
舞蹈演员的肢体作为媒介。
在观赏者的眼中舞台的设置
日常的生活中、在排练的过程中，站在观赏者的立场
使他们的内心存在了一个精神释放的力场。
这个力场以
客观的检验和把握作品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用荣格
音乐、
舞美、
道具等为外围，
以舞蹈演员为中心。
舞蹈
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寻找观赏者心理的无意识集体原型。
演员的肢体表达，
凝结了舞蹈作品的精神，
承载了观赏
荣格认为“人的大脑在历史中不断进化，长远的社会
者的共同情感。
不同的观赏者会在舞蹈演员身上找到与
（主要是种族）经验在人脑结构中留下生理的痕迹，形
其情感的共鸣点。
正如有一千个观赏者就会有一千个哈
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它们不断遗传下来，成为生而
姆雷特。
舞蹈同绘画、
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利用结
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它们是超个人的。艺术家就像
构和内容的搭配来表现内在的张力。
只不过舞蹈的内容
炼金士一样，要将人们头脑中这种隐藏着而强有力的
３
和形式是舞蹈演员本身而已。
原型唤醒，使人们感受到这种种族的原始经验。
”例
观赏者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对于舞蹈演员的认
如，当编导在排练过程中，看到演员在演绎一段舞蹈
识有所区别，一般可分为两个层面：
不足以表现人物所需要的情感力度时，也就是无法将
（一）观赏者眼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本身，而是演员
观赏者心理上的原型唤醒时，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必
所创造出的那个人、那个形象，用苏珊朗格的话说就
然进行交流，从而充分地把握形象，寻找理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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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要想创造出好的作品就要在生活中拥有一双善于发
是“幻像”、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舞蹈
现美的眼睛。一部好的作品的诞生来源于生活，来源
幻象是怎么构成的呢？苏珊朗格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
个问题。
首先从舞蹈的角度看，
“它来自于演员的表演， 于情感交流。我们通过对舞蹈编导、舞蹈演员和观赏
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舞蹈编导在
但又与后者不同。事实上，当在欣赏舞蹈的时候，你
创作舞蹈作品时考察舞蹈演员和欣赏者心理的重要性。
并不是在观看眼前的物质物——往四处奔跑的人、扭
现在的中国舞蹈创作基本上是根据１９世纪后期发展起
动的身体等；你看到的是几种相互作用的力。正是凭
来的一种现实主义戏剧运动的基本概念——斯坦尼表
借这些力，舞蹈才显出上举、前进、退缩或减弱。”５ 舞
演体系“第四堵墙”７ 发展而来，这样就使观赏者和舞
蹈幻象是由力的图示结构组成的。从主观方面讲，组
蹈演员、舞蹈编导之间产生了屏障。显然很难创造与
成这些神秘力量的动态结构时作用于我们的知觉，
“是
６
观赏者心灵契合的好作品。舞蹈编导在创作作品时要
专门为知觉存在的” 其次，舞蹈幻象从根本上讲，并
学会站在观赏者的角度构思，舞蹈演员在演出的过程
不是舞台上的那个或那些实际的人体及人体动作，而
中尽可能激起观赏者对演出的情绪，使表演与欣赏融
是主观知觉的再创造。对于舞蹈语言的认识不仅是从
为一体；即演员需要打破隔在与观赏者之间的屏障，
也
客观角度出发，而且还要看到主观的积极活动，没有
就是说推翻 “第四堵墙”
。那么，观赏者在这种表演的
主观活动介入，舞蹈形象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正如亨
，把自己也融入到情节中去，在
利·詹姆斯所说的，艺术品就是“情感生活”在空间、 氛围里，就会“入境”
舞蹈的世界里体验人之为人的畅快和自由。
时间火种的投影。因此，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
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认识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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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隆荫培、徐尔充著：
《舞蹈艺术概论》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为这些情感伴随着观赏者的经验产生，促使经验中模
１９９７
年版
糊的记忆痕迹得到重新梳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生
４．【美】Ｃ．Ｓ．霍尔、Ｖ．Ｊ．诺德贝著：
《容格心理学入门》
，三联
出来需要一面镜子观照自身。对于我们而言，艺术品
书店出版
就是一面镜子。
对于产生心理倾向性的观赏者来说，
他
５．【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
《艺术与视知觉》
，四川人民出
所仰慕的演员就是他的心灵之镜。

三、结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来源于生活，所以舞蹈编

版社

（责任编辑：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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