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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现代舞蹈发展评说

陈 申

云南传统舞蹈在20世纪初期的转变和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加上“现

代”两字，即云南现代舞蹈发展。何以这样？这是把云南这时期的舞蹈变

化放进了整个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艺术发展的大背景、大视域下的审

视与思考。

追溯历史，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思想的传

入，中国传统艺术观向现代艺术思想的嬗变，经历了最为纷呈异彩、复杂

曲折，同时也最为波澜壮阔而屈曲前行的蜕变与抗争。20世纪成为中国传

统艺术形态向现代艺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时期，即西方艺术理论、马克思主

义艺术理论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形态相互碰撞、摩擦、对话，又相互结合

的时期。这种变革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传统舞蹈形态，也对云南传统舞

蹈产生了新的变化，并延续进后来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发展中。主要体现在

几个方面：

1. 从民间表演形式（全民参与）向舞台演艺形式（观赏性）的过渡；

2. 从民间置身于多种功能性质（祭献、生殖、丧葬）向舞台呈现个性

化风格的过渡；

3. 从民间“自生自灭”的舞蹈传承方式向由国家扶持并以创作为发展

特色的专业型剧团模式的过渡（1949年以后）。这些转变，无论从表演特

点、审美取向、价值鉴赏、创作思维、功能意义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巨大变化。

本文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现代舞蹈的生发状况。因而，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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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现代舞蹈产生的实际背景，就有必要做一些梳理，以获得一个较

为全面的认知和把握。

一、现代“艺术”概念的传入

汉语中，“艺术”一词古已有之。《后汉书》卷五十六《伏湛传》记

载：“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

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晋书》卷九十五

《艺术传·序》中也有“艺术”一词的记载。中国古代所谓的“艺术”，

大体是天文历法、医巫卜筮之类的技艺。然而，这种“艺术”概念与今日

所谓艺术，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外延，均相距甚远。可以说，在中国古

代文化体系、语言系统中，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中国现

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是在近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受

到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乃至现代艺术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a是从国外移植

过来的术语。

据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最早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引进的，

并不是“艺术”一词，而是“美术”一词。康有为、梁启超曾先后对“美

术”作为现代广义上的“美的艺术”概念的理解，做过不同的描述，而且

两人使用的“美术”一词，都从日本移植而来。真正明确地把“美术”一

词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来使用的，当首推王国维。或者说王国

维所使用的“美术”术语，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研究者认

为，“由于王国维在1904年频繁、明确地在‘美的艺术’、艺术一般的意

义上使用‘美术’概念，我们不妨把1904年看作中国现代艺术概念真正开

始形成的一年。”这一过程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艺术”一词作为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而将“美术”作为专指造型艺术的概念，这种术

语上的明确分工才被确定下来并得到了知识界较为广泛的认同。五四运动

后的20年代，“艺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获得了确立，成为20世

纪中国艺术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关键词。由此，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

a　李心峰：《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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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是古典艺术论向现代形态的艺术理论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至

此，作为现代艺术理论的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为现代艺术理论建构在一种

全新的、科学的、现代形态的概念、范畴的基础之上，奠定了一块最原初

的基石。

二、中国现代舞蹈的兴起与云南现代舞蹈的出现

随着西方近代艺术体系的不断影响，中国艺术体系开始了由传统形

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a其中，中国舞蹈艺术作为艺术体系的构成部分之

一，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才伴随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实现了由传统形

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中国现代艺术体系。b同时，这种从西方传来的现代

艺术思想形态，又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也带来了全面革新。

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舞蹈转型的具体实践者，即传播西方现代

舞蹈艺术思想的主要人物是裕容龄、吴晓邦、戴爱莲三位先驱。其中，裕

容龄时期（10～30年代中期以前），正是西方现代艺术概念在中国传播、

形成的重要时期。她于1901在巴黎向邓肯学习现代舞并入巴黎音乐舞蹈学

院学习芭蕾，1903年回国。她对中国舞蹈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是在1907

年出宫后到1935年出任中华民国北平总统府女礼官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际

员之前的20多年之间。有关她的舞蹈研究，刘青弋认为：

她留下的《菩萨舞》（1904年）的剧照，从其布景、装置、服装设计

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成熟的现代舞蹈舞台艺术的面貌。她所创造的中国

现代民族舞蹈的基本模式至今还在被沿袭……作为中国现代舞开创的先

驱，裕容龄的舞蹈形成了中国现代舞蹈生长的基因，它像一个缩影，让人

看到20世纪中国舞蹈的发展趋向……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生活，

裕容龄铺就了中国现代舞蹈的第一块基石。c

a　李心峰：《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b　这方面的贡献，是丰子恺“一打艺术”体系的建立：1. 绘画；2. 书法；3. 金石；4. 雕

塑；5. 建筑；6. 工艺；7. 照相；8. 音乐；9. 文学；10. 演剧；11. 舞蹈；12. 电影。

c　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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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邦则于1929年春至1936年10月，先后三次赴日本学习芭蕾舞和西

方现代舞。1932年、1935年两次回国，并在上海创办晓邦舞蹈学校和晓邦

舞蹈研究所。从30年代开始，便致力于“新舞蹈”a艺术的传播。戴爱莲

生长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4岁时赴伦敦学习芭蕾。30年代后期考入

西方一些现代舞剧团，魏格曼剧团学习现代舞。1940年返回祖国，开始传

播西方舞蹈思想。她不仅广泛传播西方芭蕾舞、现代舞艺术，还积极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受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影响，云南现代舞蹈出现的时间，即传统舞蹈

向现代舞蹈的转变，大致可以从30年代中期算起，主要人物是王旦东。40

年代后，又陆续出现了胡宗澧、梁伦、邓弼、高粱等一批人物。他们都接

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王旦东表现在戏剧方面b，胡宗澧则进入夏衍

领导的“中国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参加宣传工作，并与梁伦先后学

习过“新舞蹈”艺术，高粱曾向戴爱莲学习西方芭蕾舞。因此，他们时下

的艺术思想，不仅应明显带有西方现代艺术的痕迹，而且对于当时的云南

来说，也属于比较先进、新颖的，视野也较开阔。

不过，有了这些新思想、新技术的学习，如何看待先辈与时下社会局

势相结合，或者说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手段进行客观、合理的艺术创造以反

映并服务于社会现实，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目的和意义。伏尔泰说：“了

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因为，在事件的背

后是思想，至少可以说，思想是事件的重要组成因素。c

a　吴晓邦被誉为“中国现代舞之父”。所谓“新舞蹈”，即西方现代舞蹈思想的中国

化转变与发展。刘青弋认为，“新舞蹈”作为中国现当代舞蹈历史发展出现的特定“类

属”概念起自于吴晓邦。并认为吴晓邦最初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二是德国与日本“新舞蹈”的影响——当时德国、日本的现代

舞蹈家都称自己的现代舞为“新舞蹈”。 刘青弋：《中国当代舞蹈类型学思考——兼论

“当代舞”与“现代舞”》，《舞蹈》2003年第1期，第18-19页。

b　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变革也非常大。五四运动前，西方话剧被移植了过来，未获成

功。五四运动后，文学革命带来的变化使得话剧活动在一些大城市的学校非常活跃，例

如天津的南开学校等。

c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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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历史中进行思想“原点”的检索，成为认清这一事件真相的

又一重要途径。

三、“阶级性与人性”论争下的云南现代舞蹈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事件发生的重要标志和起点。运动引发的思

想解放浪潮中，李大钊率先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由

此开始在中国传播、讨论和运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政治革

命出现新的转机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此后，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北

伐。受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一批认定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

增多。文艺界出现了“革命文艺”的主张和实践要求，例如“革命文学”

中出现的郭沫若、沈雁冰、鲁迅等一批革命文艺作家。

1 9 2 7 年 ， 正 当 北 伐 军 打 到 长 江 流 域 时 ， 蒋 介 石 发 动 震 惊 中 外 的

“四一二政变”，在“清党”中肆虐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引起

了社会的极大动荡。至此，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了实行文化上的专

制主义。除了开展“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外，还利用政权镇压革命文艺运

动。是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不仅以独立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而

且也需要有为自己代言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目的的文艺，以适应无产阶级革

命的发展。1928年，《文化批判》杂志创刊，为“革命文学”作了舆论上

的准备。a由此，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开始了对时下文艺的

意识形态性、阶级性、阶级意识和宣传作用提出了要求。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已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宣传工作，

已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问题的主要观点：“一是文化属于上层

建筑，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文化也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

二是在阶级社会，文化是有阶级性的。”b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文化观

的理论基础。这时期，“革命文学”成为这一基础的最早建设者。

a　李心峰：《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b　胡光宇：《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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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中共酝酿成立新的左翼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首先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a其后，各文化战线也相继成立“社

联”“剧联”“影联”等左翼团体。30年代最先从“人的觉醒”到“阶级

觉醒”的，是左翼文学，这是当时文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左联”成立

前后，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国民党右翼文艺）之间已出现有关“阶

级性与人性”方面的论争。b至于这次论争，正如研究者后来认为的，

“左翼作家在这次论争中坚持了文艺阶级性的观点，而把人性论作为资产

阶级的反动的文艺观加以批判，对后来左翼创作中强调人物的政治性，而

往往忽视了向人物性格多样性、丰富性开掘，造成了深远的影响。”c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已逐渐被运

用到文艺理论中，并成为分析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作品的重要方法。随

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对20世纪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影响的深入，

与阶级性相关的重要理论命题也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文艺的阶级性

与共同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是其中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并直接影

响、指导着后来的中国文艺发展。30年代初，中国文坛由于已处于国民党

右翼文艺与无产阶级左翼文艺之间的激烈对峙，因此，双方就“民族意

识”“阶级意识”展开了各种不同的讨论。d

30年代深受左翼文学影响的是话剧（戏剧）。此时的中国舞蹈，还没

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更多融入在戏剧中。“重视戏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

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个传统”。e这时期，以曹禺戏剧作品《雷

雨》《日出》的诞生，标志着话剧这一舶来品在中国土壤扎下根并达到成

熟。而以夏衍的淡泊风格反映动荡时代的多幕剧《上海屋檐下》，则标志

着左翼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的成熟。f云南这时期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王旦

a　“左联”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同人组织，而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带有政治团体特征

的文艺组织，必须贯彻执行当时中共的政治路线。

b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8页。

c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21页。

d　李心峰：《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5页。

e　董健：《启蒙与戏剧》，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f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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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他曾参加“左翼联盟”，并导演过苏联作家特列季亚科夫的戏剧作品

《怒吼吧，中国！》。同时，与著名演员白杨共同出演苏联进步话剧《第

四十一个》的主角。由此推断，王旦东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已接受

“左翼”思想和西方戏剧艺术思想的影响，为其后来回到云南开创新的现

代艺术形式——戏曲花灯及花灯歌舞，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在

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紧迫的情况下，出现了救亡文学运动。文艺界相

继成立救亡团体，提出创作、演出救亡题材作品。然而，蒋介石政府依然

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但调集兵力围攻中共领导的苏区，还对

左翼文艺运动进行镇压。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才标志着国

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开始让位于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同年，中共发表

《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各党派联合的国防政府，一致抗日。“左联”也

鉴于时局变化，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a得到广泛响应。同期出现

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

“七七事变”（1937年）后，随着大量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激增。戏

剧界走在了宣传的最前面。由崔嵬等17位剧作家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

卢沟桥》于8月初在上海演出，轰动一时。于是，各种“街头剧”成为时

下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此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成立了十三个

救亡演剧队，分别在上海或奔赴国内各地宣传抗日。其中五个队于1939年

在武汉与别的戏剧团体合编为“抗战演剧队”。年底，全国性的中华全国

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这是文艺界较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云南这

时期由王旦东组建的“农民救亡灯剧团”（1937）b，可以明显看出时风

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形势，再次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8年2月，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

抗日宣传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经过国共双方协商，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

a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b　“灯剧团”这时期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题材的花灯作品，例如《张小二从军》

《茶山杀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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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a。“文协”发表宣言：

“团结一切不愿做日本帝国主义者底奴隶的文艺作家，从文艺的道路上参

加这个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由此，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战线的最终

形成。

30年代前后的云南舞蹈是什么状况呢？中国舞蹈又如何？研究认为，

起码从1912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中国舞蹈的整个现代转型还处在一个大

量学习西方舞蹈形式b的时期。20至30年代是西方“舞台舞蹈”（现代舞

蹈形式）大量传入我国的重要时期。c至于中国的传统舞蹈，从1928年6月

由唐杰编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跳舞的艺术》“序言”，可

以简要看到它的实际状况：

我们虽然也可以找到我们本有的跳舞艺术的材料。然而很可惜，除了

发达变成戏剧中及其他几种专门艺术以外，在民间流行的中国式跳舞，要

是有，也着实近于鄙野了。今后如果真是有人去专心研究和发展中国的跳

舞，则我们本有这种艺术将来会成为大有可观也是意中之事，然而这却有

待于读者和来者之努力了。d

因此，不难想象，云南时下的传统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也应处于

“鄙野”状态中。如想谈及舞蹈艺术作为一种具有阶级立场的思想宣传工

具或进入到城市作为美育教育，起码在30年代中期以前，是不可能的。从

逻辑上看，也不可能出现。但是，留存民间的传统舞蹈，却无处不在，而

且无比丰富。

然而，一个事实是，当时的云南戏曲却处于高度发展态势。一个独

a　1945年10月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b　歌舞厅舞蹈、舞台舞蹈和西方舞蹈教育思想（舞蹈美育）的较为稚嫩的婴幼儿时期。

c　据考证，西方舞蹈开始传入中国，是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20世纪20至30年代则是

西方“舞台舞蹈”艺术形式大量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中国现代“美育”及其舞蹈美育

的兴起则由外来教育思想的影响，开端于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

d　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

22页。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412·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412·

特存在于地方戏曲中的花灯歌舞，已随着戏曲花灯的繁荣走出乡村，迈向

了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民国时期，云南各种灯会、灯班已星罗棋布，例如

昆明官渡区“晓东村灯班”、昆明呈贡区“可乐村灯棚”、玉溪“上山

头灯会”、玉溪“莲池灯会”、蒙自“辛乙孔太平灯会”、建水“白云灯

会”、开远“红果哨花灯班”、楚雄“以日夸太平花灯社”等。a

正是时下中国范围内广泛发展的戏曲艺术，为云南现代舞蹈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障，从而在高度发达的地方戏曲中，找到了可以转型

的重要素材。因而，云南现代舞蹈的发生期，可以从王旦东1935年回到昆

明时算起。

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学者张世令把王旦东创作的花灯作品时间：

从1937年起，界定为云南“新舞蹈”艺术萌发的开始时期，这是从作品的

创作时间认定的。b然而，从历史发生看，实际有很大的商榷余地。这并

非真正的“新舞蹈”。称为受现代艺术思想影响的舞蹈可能会更准确、合

理。因为，把王旦东在省外的艺术成长经历与中国时下的西方现代舞蹈艺

术的传播对比，可以发现，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是裕容龄。所谓“新舞

蹈”概念，如吴晓邦所说：“1935年，我把这种现代舞蹈引进中国，我想

通过这种新型的舞蹈形式去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新舞蹈是一种无声的语

言……”。c而这一年，王旦东已回到云南，未必会对吴晓邦提出的“新

舞蹈”概念，有足够的认识。

因此，王旦东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新舞蹈”艺术？首先，逻辑上说

不过去，可能性很小。其次，从现有史料看，他并没有接受过“新舞蹈”

（西方现代舞）d训练的记载。但或许见过类似作品的演出并在以后效仿

（应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与后来胡宗澧、梁伦等人创作的“新舞蹈”，

a　张桥、陈复声（执笔）编著：《花灯》，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37页。

b　张世令：《试论云南四十年代新舞蹈运动》。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

舞蹈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96页。

c　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

62页。

d　吴晓邦1929年春至1936年10月，先后三次赴日本学习芭蕾和西方现代舞。1932、1935

年曾两次回国，并在上海创办晓邦舞蹈学校和晓邦舞蹈研究所。吴晓邦这时期的“新舞

蹈”艺术，并没有广泛传播。而1932年这个时期，王旦东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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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一定差别（因篇幅限制，这里不讨论）。因此，如果严格区分，云

南“新舞蹈”的产生，是40年代以后的事。但是，云南开始出现或产生这

种具有现代艺术思想影响的舞蹈，即反映现实生活，可以从30年代中期算

起，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混淆呢？或许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是一致

的，即都以“抗日”题材为主，并都有着“左翼”思想影响下的现实主义

艺术表现的特征。

故而，张世令把王旦东创作的作品：花灯剧《张小二从军》等归为

“新舞蹈”艺术，实应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影响后创作内容上体现出的某

种相似。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总体特征，反映到各门类艺术时，会呈现出

共性的一面。更何况，时下的中国，话剧成为最重要的宣传形式。因而，

王旦东创作的花灯舞蹈，可能主要突出于戏剧的表现形式，而非“新舞

蹈”艺术。“新舞蹈”已属于一种类型化的舞蹈，即“现代舞”。

我们也看到，1937年以后的云南舞蹈作品，几乎都与“抗日”有关，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具有抗战题材类型的作品系列，表现出强烈的“左

翼”色彩。

除了这类作品，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抗战进入40年代后，受中国共

产党文艺思想核心——延安文艺的影响，云南掀起了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的发掘热潮。如果说，之前王旦东、胡宗澧、梁伦等创作的舞蹈类型，更

多是借用了外来的艺术表现形式外，那么，后来对传统舞蹈的发掘，则是

建立在了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一次新的再认识上。

1931年，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管理国家的实践，并将文艺工作纳入自己的管理

系统。因此，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根据地时期的文艺中心。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开展

“整风运动”。成为“当时为了抗日的胜利，需要文艺界的思想统一，以

便步调一致地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且中共当时已经成为一定地区的执

政者，必须有一套系统性的对待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眼前以及

将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a毛泽东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作《引言》和《结

a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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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次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公开发表。《讲话》的中心问题，一

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二是如何服务的问题。《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共

产党“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理

论、方针和政策，对当时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界积极传达《讲话》精神，文

艺整风全面展开。1943年春节，延安出现秧歌运动热潮，一时对发掘、利

用、改造北方农村旧的民间群众歌舞形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云南也在

吸收、学习秧歌热潮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戏曲花灯中花灯歌舞和各民族

民间舞蹈的发掘工作。a很快，便以其形象鲜明生动、通俗易学的舞蹈形

式，流行于昆明。1948年“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后，由于全省斗争的

需要，大批师生、工人输送到游击队地区和各地州城市，于是秧歌传遍全

省，得到极大推广与传播。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群众扭秧歌极为不满，曾

有人建议：

一如足以诱惑学生出走之秧歌等，可否设法制止。二请考虑学校内所

谓思想前进的教师，予以解聘。

对此，云南《观察报》刊登《秧歌·解聘》一文。讽刺性地说道：

“伟哉？秧歌”，想不到天天在街头巷尾都可看见小孩子扭着玩的秧歌，

还有“足以诱惑学生出走”的伟大作用。“但数年前尚未有秧歌时，广大

人民战线上的战士，又不知是受什么诱惑了去的”。对于秧歌的宣传报

道，化名“峰刃”的作者在报上写道：

扭秧歌，学舞蹈，不分工、农、学生，不分男女、老少，一齐都在舞

着健美的步伐。手一伸，脚一踏，扭起秧歌来就年少，唱起秧歌来就没有烦

恼。没有希望的有希望，失去青春的找回了青春，流泪的不再流泪，痛苦的

找到了快乐。伸起了健康的手，迎接明天，召唤黎明。扭动着壮健的身躯，

a　云南当时把陕北秧歌叫大秧歌，把云南花灯改编的花灯舞蹈叫小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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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新的活力，是集体的创作，是群力的表现。自私的见了会感到不安。落

伍的见了脸会发红。反动者见了会发抖。秧歌扭在广场上；秧歌扭在山野

里；秧歌扭在自由之花怒放的地方；秧歌扭在充满希望的人们心里。a

云南秧歌运动的发展贡献，最突出者是胡宗澧。他在推广秧歌舞蹈普

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给合唱团、歌咏队、学校等排演从延安、

重庆传来的《朱大嫂送鸡蛋》《兄妹开荒》等舞蹈，还创作了一些易于群

众学习的舞蹈，例如《唱出一个春天来》《金凤子开红花》《农家苦》

等。这时期，云南的花灯舞蹈，在创新、普及上获得了极大发展，成为一

个高潮期。有关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掘、改编，也开始被关注。b这以后，

各民族民间舞蹈逐渐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一支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

重要的现代艺术形态影响下的舞蹈类型。只不过，这类舞蹈由于产生年代

的特殊性，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确立了自己明确的阶级立场。例如40年代

较早出现的彝族舞蹈作品《撒尼跳鼓》《阿细跳月》（1945）等。

至此，我们看到，云南传统舞蹈的现代转型，是20世纪初以来，在

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渗透后，伴随着30年代前后执政党出现的有关艺术如

何反映“阶级性与人性”的论争；同时，在深受“左翼”思想的影响下，

在抗战过程中开始的。如果用今日眼光对那个时期的舞蹈艺术提出更多评

判：艺术是以抒发感情、陶冶性情为主，还是以承担起认识社会、唤起民

众或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的武器为主？那么，时下的舞蹈艺术，恐怕在对有

关“艺术”问题的认识上，明显处于比较浅显的层面。思想内容方面，也

还不具备像文学那样可以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所可以达到的深度思考。而

是以自己坚定的立场和姿态，直接展开了对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延续进了

“国共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

因此，云南三四十年代的这批重要舞蹈家，是在踏着硝烟、冒着生命

a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云南民族舞蹈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

页。

b　从现有可查资料看，30年代的云南舞台艺术只有花灯舞蹈，没有他少数民族舞蹈。

40年代后，各种少数民族舞蹈才开始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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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为寻求新中国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

同时，也正是这种充满了爱国热情的时代背景下，成就了他们把所学的技

术、思想，转化成实时的战斗武器，在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无产阶级斗争的

意识形态引领下，在这一思想的鼓舞、带动下，使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

了历史的声音，为云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卓越的贡献。

综观三四十年代云南现代舞蹈呈现出的大规模发展态势。可以分理出

三种主要类型：

一是汉族花灯舞蹈的发展。这时的花灯舞蹈已从戏曲中脱离出来，开

始用独立的舞蹈形式进行创作、表演。如果说30年代是云南花灯舞蹈转变

的雏形期，那么，40年代则是蜕变期或发展期。

二是“新舞蹈”艺术的广泛传播。云南“新舞蹈”的发生期，严格意

义上说，应该是在40年代初期。即1944年演剧五队奉命前往云南参加远征

军时开始。吴开婉在回忆云南“新舞蹈”发展时，曾提道：

“抗战时期云南有影响的老一辈工作者还有胡宗澧、钱风等人。1941

年钱风参加演剧五队后，一方面加强演员舞蹈基本训练；一方面排练了一

些反映人民生活的舞蹈。1944年演剧五队奉命调赴云南参加远征军。1945

年戴爱莲弟子周令芬、奚立德、赵国英参加五队，原演剧五队的骨干胡宗

澧也在此时归队。”a

这里说到的钱风，即吴晓邦的学生。曾于1935年至1937年进“晓邦舞

蹈研究所”师从吴晓邦学习“新舞蹈”。1941年至1944年，先后在新中国

剧社、抗敌演剧五队、抗敌演剧九队等担任演员。1945年春至1946年夏，

再次在育才学校任教员。这些信息使我们获知，钱风于1944年到过云南，

但时间不长。胡宗澧的“新舞蹈”学习，极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在演剧五

队学的。至于向谁学的？因材料不足，无法考证。但胡宗澧、钱风两人进

入演剧五队的时间分别是1940年1月和1941年，由此推算胡宗澧是在进入

a　吴开婉：《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新舞蹈艺术》，《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1期，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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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剧五队后才受到“新舞蹈”的影响，则极有可能。因而，演剧五队中的

胡宗澧、钱风等，应该是真正意义上进入云南的第一批受过“新舞蹈”艺

术影响的最早人物。其后，胡宗澧留在了云南。因此，他成为云南“新舞

蹈”第一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a胡宗澧于1946年曾在昆明建民中学

用“新舞蹈”的“自然法则”带领学生做早操，在理解上，就不奇怪了。

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会把此前学习过的“新舞蹈”技术、思想，贯穿、融

汇进他的舞蹈作品，也可进一步加深、了解胡宗澧在艺术创作上的特点。

只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1945年梁伦来到昆明以后。胡宗澧b后来

转向了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研究。

三是“舞台型”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40年代以前，这类舞蹈不见

史料记载。此后，开始向“舞台型”转变。代表作有彝族舞蹈《乐穿花》

（1944）等c。这些作品都直接取材于民间，改编后，从农村走入了城

市，并以崭新的面貌获得了新的认识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三种主要舞蹈类型，在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过程

中，“新舞蹈”艺术没有获得更多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花灯舞蹈

却在后来的发展中，融进地方戏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民族民间舞蹈

则在共和国时期逐渐结出了丰硕果实。让云南这株深藏千年的舞蹈奇葩，

在世人惊艳、赞叹的眼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总之，以上三类舞蹈，生成背后的共同因子，实际都受到了西方现代

a　吴开婉：《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新舞蹈艺术》，《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1期。

b　胡宗澧于1940开始工作。历史文献中，其1944年以前创作的舞蹈作品没有记录。最

早作品是1945年创作的《农家苦》：1941年由何宏年、廖学明、范家乐根据云南石屏民

歌创作。胡宗澧1945年编舞。1946年建民中学首次排演。此舞在云南反对内战中，起到

积极的作用。从该作品的构成因素判断：音乐取材于红河石屏民歌，舞蹈动作因没有记

录，估计会取材于当地民族舞蹈，也可能不会。但是，表现手法则极有可能会借鉴“新

舞蹈”技术。这时期的作品，相类似的很多，例如《饥饿的人民》（1945）、《我曾漫

游整个宇宙》（1945）、《希特勒还在人间》（1945）、《金元券》（1948）等。从时

下作品的特点，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创作环境。而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与吴晓邦开

创的“新舞蹈”艺术及创作作品，在“血缘”上明显有相似的关系。

c　此外还有1946年的一批作品：彝族群舞《阿细跳月》和表现战斗场面的舞蹈《跳麟

甲》《跳叉》《跳鼓》，以及表现生活情趣的舞蹈《猴子掰苞谷》《鸽子度食》《架子

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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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思想（西方现代舞蹈）的影响，并在伴随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以坚定

的立场，站在了左翼阵营的队伍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云南舞蹈的全

面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