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艺美学研究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Art 
第 3 册，2004 年第 1 期；Volume3, Number 1, 2004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主办 

 

 

论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马龙潜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舞蹈以人的形体为媒介，表现人类主体的内在审美情感，舞蹈与雕塑、戏剧、音乐等艺术形态的联

系较为密切。舞蹈是活动的雕塑，雕塑是舞蹈的“亮象”；舞蹈和戏剧都诉诸观众的视觉形象，但舞蹈的动

作表演具有高度概括、宽泛的主观内在表现性，表现出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舞蹈的节奏感与韵律性

与音乐有内在的联系，世界上有脱离舞蹈的音乐，却没有脱离音乐的舞蹈，由偏于客观，充满摹仿、再现

因素，逐渐发展到借助形式美的程式化语汇，自由地表现主体内在的审美情感，是舞蹈艺术审美理想演化

变迁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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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是以人的形体为媒介，通过表情、姿态和形体动作的力度，

幅度与角度等的规律性变化，以表现人类主体的内在审美情感。将舞蹈与雕塑、戏剧，音乐

等艺术形态进行对比研究，也许更有助于把握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1 舞蹈与雕塑 

舞蹈和雕塑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虽作为相对独立的两种艺术形态，但在某种意义

上或许可以说，舞蹈是活动的雕塑，雕塑是舞蹈的“亮象”。 

舞蹈与雕塑作为两种艺术形态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两者都直接诉诸视觉，存在或活动

于三维空间之中。但是，舞蹈以其不可分割的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动作，让运动贯穿于流动不

息的时间过程，只是当它处于相对静止的短暂停顿时，才具有近似雕塑的某种审美特征。然

而，它那存在于一定空间中的造型性，绝对不能代替雕塑那种形体建构上的高度凝炼集中的

概括性，也缺乏雕塑那种动作的虚拟性所造成的逼真感受效果。舞蹈中的“亮象”也只能是

相对静止的一瞬，绝不可能象雕塑那样凝固为人们长期的观赏对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从另一种角度说，舞蹈这种以动示动的艺术形态，与雕塑相比，却更便于通过一系列人

体造型，表现人审美情感的内在韵味与旋律，能以强烈的气氛较迅速的感染观众，引起观众

的情感共鸣。正因为舞蹈与雕塑都以形体的空间造型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某些呈现舞姿的

雕塑艺术作品，可为久已失传的古代舞蹈艺术之复活提供极为宝贵的线索。舞剧《丝路花雨》

的创作者，就是深入到敦煌艺术宝库中去探寻唐代彩塑、壁画的舞蹈动态规律，将一个个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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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静止的舞蹈造型，变成了栩栩如生、别具一格的古代舞蹈体系。当然，就是此种舞剧

也不是雕塑形象的简单摹拟和组接，而具有与偏于客体结构的艺术根本不同的审美特性。 

舞蹈和雕塑艺术的共同点还表现在，舞蹈以表演者的身体动作来表现某种审美情感与意

象，因而必然带有雕塑艺术造型的再现与认知性因素，这使它成为偏于主体结构的艺术中客

观性因素 强的艺术。舞蹈 初是运动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运动的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家的加

工提炼、集中概括，取得了富有情感表现力的有规律的节奏感，这便发展成为专门的舞蹈语

汇。作为艺术形态的成熟舞蹈艺术，正是运用这种类似程式化的舞蹈语汇，去自由地表现某

种内在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意象。 

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性动作，再加之特定的

民族风俗与习俗、特定的审美理想与趣味的不同，因而所形成的舞蹈语汇也就有所不同。与

骑马游牧的生活紧相关连，蒙古族舞蹈腿部常出现外曲姿态。与久穿长袍的民族习惯联系在

一起，藏族舞的一些手势、步伐形成了特定的程式化。傣族的筒裙紧抱着身体，不便于大步

行走，其舞蹈步态碎小，以胯部为移动中心。与整个民族性格比较开朗外向有着内在的联系，

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比较奔放，情感色彩鲜明。汉民族长期受儒道思想的教化，性格偏于内

向，审美——艺术的理想与趣味追求温文尔雅，其舞蹈艺术便特别重视造型的形式美，体现

出诗情与画意，融会进幽深的意境。爱斯吉摩人的舞蹈与他们的狩猎活动，美洲印地安人的

舞蹈与他们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也都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欧洲中世纪贵族的硬领限制了他

们头部的左右自由移动，再加贵族一般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为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就

形成了芭蕾舞中贵族形象那挺胸昂首的特有姿态。 

但是，舞蹈形体动作一经固定下来成为某种程式化了的东西，经过长期的艺术创作和欣

赏实践过程，就成为特定的规范性的审美形式，成了富有意味与韵味的形式美。也就是说舞

蹈形体动作作为一种特定的人体动作造型，具有特殊的规律性，一旦为社会普遍认可，渗透

进人们的审美理想与趣味，再经过艺术家的审美——艺术处理，它就会成为极富有表现力的

舞蹈形式。因而，尽管舞蹈 初源于运动的现实生活，类似雕塑艺术渗透了主体在反映社会

生活时的客观态度，但又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现实生活动作的加工提炼。随着舞蹈艺术的

进一步发展，舞蹈艺术家虽仍需到生活中去捕捉形象，从现实生活中人们某些体现时代精神

风貌和新的审美趣味的动作中，进行艺术的加工提炼，但又要服从特定的舞蹈风格的程式化

的要求，否则就不能充分体现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对于舞蹈中的形体造型，又应当把它当成特定审美情感与审美意象的象征和符号来理

解。芭蕾舞中轻盈如飞的跳跃，令人目不暇接的旋转，脚尖的兀然站立，双人舞的双手托举

等，这些动作都是数百年来逐步形成的舞蹈艺术表现的专用语汇，属于比较确定的传统的动

作程式，具有较为确定意味的形式美，并非现实生活中动作的简单重复与照搬。而且，舞蹈

的身体造型主要是用作传情达意的，因此尽管舞蹈与雕塑在反映与表现人们的审美情感时二

者都具有某些客观性因素，但它们仍然属于艺术中两个不同的宗族。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偏

重客体反映性，贵在摄取现实生活中刹那间的印象，在审美观照中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抓

住 富有孕育性的那一倾刻自由地形成内在的审美意象。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它偏于主体

建构性，贵在对主体的审美情感进行高度集中概括，通过自由的形体造型去抒发表现主体的

情感。当然，当代某些雕塑作品充分借鉴了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雕塑与舞蹈作为两种艺术形态的不同审美特性。 

2 舞蹈与戏剧 

舞蹈与戏剧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态，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又有着某些内在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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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者都诉诸观众以视觉形象，在艺术传达（表演）中同样以人的形体动作作为重

要手段。中国古代偏于摹拟性的舞蹈（如《乐记》中所谓“象成”类的舞蹈），一般都具有

情节与故事性，这种偏于以客观的态度反映社会生活的舞蹈样式的发展，使它接近于综合艺

术形态——戏剧。至于舞蹈与音乐因素占了相当比重的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的芭蕾舞颇有

些接近之外，是一种将戏剧、音乐与舞蹈综合统一起来的特殊剧种。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

程式动作，是把戏剧动作与舞蹈动作结合起来的产物，它在本质上即是从属于较客观的反映

社会生活的一种舞台动作，同时又具有充分抒发主体内在审美情感韵味的舞蹈表演的性质。

在中国戏曲的表演中，戏剧动作被夸张而舞蹈化，它对内能足以表现主体内在的审美情感，

对外又能够合于音乐歌唱的韵律，力求符合戏剧剧情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戏曲表演中的

程式化动作，与一般戏剧动作和舞蹈动作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区别，既不能简单地从舞蹈

艺术的角度来要求戏曲的动作，也不能以一般的戏曲动作来要求舞蹈艺术。中国传统艺术偏

于主体内在的表现，因此反映一定人物活动的具有情节内容的戏曲，偏于诗、乐、舞的结合。 

但是，舞蹈的形体动作与戏剧表演中的形体动作毕竟有很大的区别。突出强调形式美与

程式化的戏曲表演，其形体动作的总的倾向是从属于戏剧冲突的，是服从于一定的人物性格

和规定的情景的；而舞蹈表演却不以表现这一切见长，它所服从的主要是主体情感的规律。

人们通常是把芭蕾舞剧当成音乐剧来欣赏的，却一般并不过分追求它的情节与内容，就是因

为它更富有音乐艺术的那种主体内在情感表现的节奏与旋律感。从审美理想的追求方面看，

目前我国的舞蹈艺术似可分为两大类别：一是通过人体动作的曲线变化，肌肉的收缩伸张，

来表现主体的内在审美感受；一是以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活动作为反映的客体对象，用

舞蹈语汇和哑剧式动作，交待或暗示故事发展的情节，提示人物之间构成的矛盾冲突及其发

展过程，从而表现人物性格的历史。就是后一类舞蹈也是偏重抒情表现的，而不是客观叙事

的，它只是为抒发某种较为具体的或特定的情感，而借助于简洁紧凑、单线发展的大体清晰

的情节安排，来提示内在审美情感发展演化的线索。 

舞蹈同戏剧在审美特征上之所以有某些相同的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属于一个艺术家

族。但它们又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所以它们又具有不同的审美特性。舞蹈的动作表

演具有高度概括、宽泛的主观内在表现性，这使之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舞蹈表演由于受着

人体动作的限制，不便于直接摹拟生活中的情节与事件，不便于客观地展示主体审美观照中

的具体感受，只能表现高度概括化了的宽泛朦胧的内在的审美情感与精神面貌，诸如昂扬、

低沉、舒展、压抑的情调，或者勇武、刚强、机警、豪爽的品格。这就是说，假若舞蹈以所

谓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为目的，对运动中的生活作机械的细节摹拟，那么它的艺术手段是贫

乏的、蹙足的。舞蹈的特点就在于表演动作的主观自由抒情性强，可以表现主体内在心灵的

语言，能够通过变化多样的幅度、力度、角度，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地抒发主体内心的丰富

审美情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曾说：“舞蹈比所有的艺术都优越的手段，就是它可用全

部的心血和每根神经和全部的智慧去舞蹈。在这一点上我是 羡慕舞蹈的。虽然我可以用我

的笔来想象，用我的思想来想象，可我不如你们直接用全部的心，用每根神经去表达自己要

表达的东西。”
1
 

3 舞蹈与音乐 

舞蹈与音乐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态，联系特别密切，世界上有脱离舞蹈的音乐，

却没有脱离音乐的舞蹈。这是因为，两种艺术形态都是偏于主体结构的艺术，舞蹈的节奏感

与韵律性和音乐有内在的联系。 

诚然，音乐主要诉诸听觉，舞蹈主要诉诸视觉，但是，伴有音乐的舞蹈表演，却既是空

间的又是时间的，既是视觉的又是听觉的，既是造型的又是表情的。舞蹈的内在情感抒发与

外在形体运动相结合，使心理与生理、美感与快感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往往具有一种其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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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态所没有的直接感染力。离开审美感受中视觉与听觉的和谐一致，即离开音乐的配合，

舞蹈很难取得动人情魄的美感效果。舞蹈与音乐的联系，不仅仅外在地表现于它随着音乐的

节奏与旋律翩翩起舞，尤其在于舞蹈本身就内在地融会与体现着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性。舞蹈

表演中的动作，不管是长线条的或短线条的，不管是空间的或是时间的，都有高低起伏、舒

缓急促，这就是主体内在审美情感活动节奏与韵律感的具体化，是它与音乐相内通的地方。

因为舞蹈是伴随音乐节奏与旋律来抒发表现主体内在情感的，节奏、旋律是体现力度、运动

和复杂情感的基础，所以只有准确地把握节奏与旋律，人体线条的流动和内在情感的舒展才

能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舞蹈艺术成为一种自由的审美——艺术形态。 

强调舞蹈与音乐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不能否定它们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态又

有着各自鲜明的审美特征。以音响作为表现手段的音乐，不受视觉形象的限制，可以充分抒

发复杂而强烈的内心情感。而舞蹈由于借助运动形态的视觉性特征，则较之音乐更便于把内

在的情感付诸外在形态，加强对所表现审美情感的具体感受与效果。当然，任何艺术传达方

式以及它借助的物质媒介，往往都不能全面而充分地表达人类主体的丰富审美情感和复杂精

神心灵。所以舞蹈和音乐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在实际上，我

们绝对无法寻找一种没有任何局限性的艺术形态，而只能 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

满足人类主体的审美要求。不同艺术形态之间可以相互借鉴融合，但是，所谓借鉴与融合绝

对不能导致否定或取消他们各自的审美特征。 

4 舞蹈艺术审美理想的历史变迁 

舞蹈艺术不同于用抽象线条进行表现的建筑与书法，它借助人类自由运动的形体去抒发

主体内在的审美情感，这便使之表演中的造型带有某种再现性的因素。使人在观赏中情不自

禁地自由联想到诸种有关的具体客观生活内容。然而，舞蹈作为一种偏于主体结构的艺术，

它是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长于达意而拙于再现的。正是此种内在的矛盾性，决定了舞蹈的

审美理想的历史发展。 

原始歌舞主要是一种处于原始蒙昧时期的人类主体的一种如醉如狂的巫术活动，除此之

外似也具有传授劳动技能，训练拼搏械斗，锻炼健康体魄，培育恋情，发泄剩余精力的功能。

我国的历史资料中曾有这方面的丰富记载。《尚书·尧典》中有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周官·司巫》中有所谓“若国大旱，则师巫而舞云”的描述。《吕氏春秋》中的描写则更

加生动，“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当然，就是在这种相当古老的尚不

能称之为真正审美——艺术活动的舞蹈中，洋溢着人类主体的某种内在的热烈的宗教情绪。

伴随人类审美意识的诞生，舞蹈活动中逐渐增加了活跃和表达人类潜在的情绪，消除劳动与

精神疲劳，进一步振奋人精神的功能。随着人类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舞蹈逐渐由偏于对图

腾的崇拜和宗教的迷狂，发展到对人们心目中英雄和自己的祖先的崇拜，由偏于表现巫术礼

仪（娱神）的内容，发展到偏于表现社会礼仪（娱人）的内容。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舞蹈表演的审美意义越来越占有主要的地位，舞蹈中渗透与融会了更浓重的艺

术意识，也许这时的舞蹈才真正作为人类主体的一种审美——艺术形态而存在。 

人类早期的舞蹈，一般偏重从客观的社会实际生活中，从具体事物发展过程所呈现的自

然形态中，摄取舞蹈艺术表演的素材。相对说来，这时的舞蹈多虚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动作、

事件、情形、景况，大都有情节性与故事性，表演中每个动作的手、眼、身法、一招一式都

努力复现生活中动作的原型，偏于以形传神。中国古代就颇多与音乐配合的“象成之功”的

舞蹈。 

西方自亚里斯多德始，就认为舞蹈的模拟只用其节奏，借姿态的节奏来模拟各种‘性格’、

感受和行动。但是，若舞蹈仅限于沿着模拟的方向发展的话，它的成熟只能是走向戏剧，而

不会是今天这种意义上的舞蹈。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应鲜明而又概括地表现人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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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的潜在审美情感体验，用人形体的自由动作表现主体情感活动的韵味，而不是具体逼

肖地复现某些特定的生活场景和发展演化过程，就是那些具有摹拟、再现、情节、故事性因

素的舞蹈，也主要是为着创造某种较为确定的意境。要说舞蹈也能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话，

也只是通过抒发和表现人们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来曲折地反映，而不宜呆板地再现客观生活

的形态状貌，不宜复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与繁细准确的场景。 

当然，舞蹈艺术要不断从社会生活中，要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动作姿态中，加工提炼，

捕捉形式美因素，高度概括出各种舞蹈语汇，革新旧的舞蹈语汇系统，更加宽广自由地表达

出植根于时代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丰富审美情感。因此 ，随着舞蹈艺术的逐步成熟，摹

仿、再现、情节、故事的因素日趋减弱，舞蹈语汇突出了比较稳定的形式美，日呈高度类型

化、概括化、程式化的趋势。芭蕾舞的托举、腾跳、旋转、倒踢紫金冠已根本看不出到底摹

拟了什么，艺术家借助这些语汇时也根本不曾去想它摹拟什么，主要是宽泛朦胧地表现某种

内在情感活动的韵味。然而，舞蹈艺术所借助语汇的程式化，又完全不同于体操、武术、杂

技等的程式，它重在审美情感的抒发，而不是显示技巧功夫。所以，仅仅掌握了一定的舞蹈

语汇而缺乏充沛的内在审美情感，也不一定能创造出鲜明活泼、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舞蹈艺术

形象来。 

综上所述，由偏于客观，充满摹仿、再现、情节、故事因素，逐渐发展到借助形式美的

程式化语汇，自由地表现主体内在的审美情感，是舞蹈艺术发展的客观过程，也是其审美—

—艺术理想演化变迁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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