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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学视野下的杨丽萍舞蹈

梁戈逻

杨丽萍早已从一个普通的舞者成为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师，而她的肢

体语言也早已从舞蹈动作成了符号，她的舞蹈作品则已经超越了作品本身

成为一种现象。今天，整个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之下，我认为把杨丽萍作为一个舞蹈艺术大师来进行研究与分

析，其中的重点不应该再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法、现象的层面，而是应该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符号学、社会学、美学乃至哲学的层面来进行研究与

分析。从她的作品中提炼理论，从理论中找寻属于这片土地的，可以昂首

走向未来的文化艺术基因。

时代路口的选择

“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

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

——杨丽萍

中西方的艺术史或者说美学史在这里就不展开去说了，大家可以自行

搜索相关书籍资料，我想说的是，中西方除去在原始阶段基本相同之外，

在后来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不同。这是有相当多的因素综合

形成的，包括地理、历史、政治、人文等诸多因素。甚至，我觉得简单地

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也是不够严谨的，这里仅仅只是沿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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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惯的传统说法。

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相同，文化的差异也在日渐变小。而

世界要存在，就需要多样性和丰富性，唯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能构成“生

态”，才能形成循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原来的单一的单向的流

动不存在了，变成了中心点式的涟漪波动。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突然

会发现以前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变得格格不入或者说出现了巨大的疑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舞蹈，尤其是学院派的舞蹈无论是教学、创作还是

普及推广几乎都是建立在西方舞蹈，或者说西方艺术，或者说西方科学哲

学的体系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全面地否认这种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种借鉴学习极大地帮助了我们，但时至今日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我并

不是绝对地说以科学为基石的芭蕾体系不好，西方学院派教育不好，我只

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是的，别的可能性。在我看

来，杨丽萍及其舞蹈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舞蹈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别的可

能”。由此，至今都还有争议，那就是还有人认为杨丽萍不会 “跳舞”，

因为她不会像芭蕾那样大跳或者转圈；还有人认为杨丽萍不会“练功”，

因为她并没有在排练厅扶着把杆压腿擦地。我不禁在想，到底什么是舞

蹈？赵飞燕练过芭蕾基训吗？杨玉环上过“古典舞”身韵课吗？公孙大娘

学习过玛莎葛兰姆的技术技巧吗？所以，她们不会“跳舞”吗？！也许，

反而是那些学院派中的循规蹈矩制约了舞蹈，尤其是制约了中国舞蹈的传

承与想象，模糊了舞蹈的灵魂，尤其是模糊了这片土地上的舞蹈的灵魂。

更何况，舞蹈艺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种类，因为舞蹈艺术的载体

就是人体本身，而人体，东西方何其的不同。古典芭蕾舞的灵魂是以基督

教为基础的对于天堂的向往，她的审美是以古希腊发展而来的几何对称一

脉相承的审美标准，这真的完全适合东方的身体吗？怎么可以用一个西方

的古典芭蕾的标准就能将全世界的身体都囊括进去了呢？所以，后来西方

世界自身有了现代舞的反叛与反思，而中国也出现了例如古典舞学院派中

“身韵”的思考、汉唐古典舞的思考、敦煌舞的思考等。

青出于蓝真的不一定能胜于蓝，这在于标准，如果永远是以“蓝”

为标准，那青将永远无法获胜。这就好像你让一个外国人来学京剧，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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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好，也不过就是票友的级别，也不过就是文化交流的级别，他永远只

能是一个学得很好的“徒弟”。同样，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从芭

蕾舞到现代舞，我们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好“徒弟”，我们也永远只能是很

“像”老师，而我们自己呢？更遑论这些训练体系是否真的适合我们？还

是那个问题，就算适合，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近现代以来，各种主义

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但是，停！在这里

面，我们在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干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的选择？

杨丽萍作出了属于她的选择，这选择就是——不同，不仅与国内的众

多作品、艺术家不同，放在世界范畴内，她和她的作品也是卓越不群的。

在她后来的舞蹈剧场作品，例如与京剧、装置艺术合作的《十面埋伏》，

例如以西藏元素为主改编自世界名曲的《春之祭》，都因为这种强烈的不

同惊艳了西方的世界。目前西方以科学为基础的发展似乎也遇到了一个瓶

颈期，人们突然发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法，这个时候，很多人都

把目光投向了曾经在近现代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东方，在各个方面他们都突

然觉得眼前一亮，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还存在那么多的可能性。是的，

原本世界就存在那么多的可能性。

杨丽萍从自发到自觉地找寻到了一条关于继承发展东方智慧、东方

审美、东方哲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从创作到教学到理论都值得我们认真

深入研究，因为这条道路能够带领我们去往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能够创

造更为丰富而不同的文化。当然，杨丽萍的选择就是她的选择，她的选择

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西方的体系也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一样，有自己

的选择才是当代艺术家应该干的事。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这样写道：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时代的潮流瞬

息万变，是随波逐流，还是依然故我？是亦步亦趋，还是另辟蹊径？是永

远跟随，还是大胆引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唯美是从

“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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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怎么凝结，花儿怎么开的。”

——杨丽萍

说起杨丽萍，我想有一个词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美。但是不要

误会“美”绝不仅仅是“漂亮”，美兼容漂亮，但其内涵要丰富得多。艺

术与美的关系一直是从古到今争论不休的话题。艺术发展到现代，由于哲

学思想、工业技术、自然科学、传播媒介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使艺术也产生了很多对于传统艺术观念的疑问，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或刻意矫枉过正，这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新的文化现象和时代特征。其中，

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分裂艺术与美之间的固有关系，甚至反向寻找“厌

恶、屈辱、恐怖与恶心”等“强烈刺激”，以此来建立与传统截然相反的

“崭新美学范畴”。美，似乎早已经不再是现代艺术的唯一标准，艺术开

始呈现多元的态势。

如果完全彻底地否认了“美”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又在哪里？也许

有人会说，现当代艺术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但

“没有标准”在我看来还是“没有标准”，这还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我

并不拒绝探索，甚至我们自身也在现当代艺术的潮流中贡献着属于我们的思

考，但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彼岸的时候，我依然坚信的是古典的“美”是最高

标准。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我们对价值是会茫然的。举一个简单的假设来

说，目前，有两件东西，你可以收藏，我们假设他们的市场价值（能卖出去

得到的钱）是一样的，那么请问，你是愿意收藏一件北宋汝窑？还是杜尚送

到美术馆去的那个小便池？不用着急做出选择，这个假设的问题也没有所谓

的“对”与“错”，这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已。

再次说明的一点是对于美的拥护并不是对于无限可能性的拒绝，只是

我依然认为现当代艺术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值得我们继续。同时，对

于所谓“古典”所谓“传统”的态度，我也并不认为只是盲从，相反，我

认为更为合理和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式的，欧

洲文艺复兴的本质并非是要一成不变地“复辟”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而是

要借此表达当时新兴阶级的观念与诉求，所谓以古典为师，而非单纯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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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

在这个多元化探索的当代，在一切未有阶段性定论的当代，艺术家需

要有自身的选择，杨丽萍借由她的生活，一开始也许是出于本能地选择了

“美”这条道路，而后在历经万千之后，我认为她在内心坚定了这条以美

为最高标准，唯美是从的艺术之路。这是我认为今天，当我们研究中华文

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案例。未来，

对于现当代艺术的实验与探索，可以有西方的各种反思各种主义，那么，

可不可能也有对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文艺复兴”呢？这，何尝不能成

为影响甚至是引领未来世界艺术潮流的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通过杨丽萍

的艺术，答案是肯定的。

如鱼得水

“艺术要有根系，它像一棵大树一样，绝对不是一个盆景。”

“当双脚站在土地上的时候，就，如鱼得了水。”

——杨丽萍

杨丽萍的艺术生活美学，在我看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其一是根

源，其二是形式，其三是哲学内涵，第一根源，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生命

力”。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在哪里？杨丽萍说：“它像一棵大树一样，

绝对不是一个盆景。”这是什么？这，就是根源，这就是持续不断的生命

力的源泉。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杨丽萍在云南创排她的第十二部大作品——

云南音乐剧《阿鹏找金花》。这些年来，她就好像没有缺乏过灵感，大家

心生羡慕之际探寻她的成功之道，却又发现竟然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就

是生活，就是扎根在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之上。她的灵感往往就是一棵

树、一条河、一朵花、一只鸟、一滴甘露、一朵白云，奇怪了为什么她看

得见，为什么你看不见？她的灵感往往就是一杯酒、一首歌、一个放牛的

娃、一个蹒跚的妪、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段月光样的心事，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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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她感受得到，为什么你感受不到？我想这就是热爱吧，我想这就是

深爱吧。热爱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上万千的生灵。

当年我一度以为她转行了，当2003年版《射雕英雄传》里那个梅超风

惊艳全国的时候，我还在文章里心情复杂地说：“恭喜杨老师找到了晚年

正确的职业。”我扼腕叹息一个传说的落幕，却不曾想到这竟然是另外一

个传奇的开始。所有人都不知道她回云南干什么去了，急流勇退，策马入

林，金盆洗手？当然都是情理之中，甚至都是正确的选项。她的的确确是

到山野中去了，却不是归隐，而是酝酿，而是重生。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光十色的现代都

市就是慢性毒药，毒害的又岂止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他毒害着自

由，毒害着创造力，毒害着我们的灵魂。离开了所谓现代都市，离开了名

利场，离开了那些贪嗔痴，卸掉了尘世的铠甲，杨丽萍重新变成了自由的

精灵。她，当然是有觉悟的人，她说：“当双脚站在土地上的时候，就，

如鱼得了水。”好一个如鱼得水，好一个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

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幅画面，一个赤了脚的人，长发飘飘，白衣袅袅，向林

中奔去，这不就是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吗？这不就是电

影《飞越疯人院》的最后酋长砸碎玻璃窗，奔向远方的那个镜头吗？

三年的时间，她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然后她回来了。

只是这次不是她一个人回来，这次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一群人，这群人有

一个名字叫——农民，这群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纯粹。没有压过

腿，只有压过腿才能跳舞？没有擦过地，只有擦过地才能跳舞？不会转

圈，不会技术技巧，就不叫舞蹈？就不能跳舞？呵呵，舞蹈何时变成了一

座只能仰望的象牙塔？舞蹈何时变成了一座有了栏杆禁止入内的雷池？舞

蹈，何时变成了一种只属于某些人的特权？笑话。

时至今日，当代艺术和现代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不一定越是民族的就越

是世界的，但越是世界的一定是越有文化背景文化根源的。所以，根源何

在？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应该仔细思考的重大问题，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便

能够盛极一时，也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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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简单

“如果哪一个人他要热爱一个东西，他把它当成一种信仰，当成他生

活的一部分。在这纷乱的世界里，坚信一点，我们民族属性感强的东西，

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东西，我从始到终没有把它丢掉，事实证明了，它就是

我的法宝，是我成功的一个法宝。”

——杨丽萍

关于杨丽萍的艺术生活美学的第二个层级是形式，而她的形式的一

个核心关键词是——简单。但这个简单，并不简单，所以我称之为复杂的

简单。在东方的哲学中，生命乃至万物都是一个循环，生—死—重生，所

谓轮回从图像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圆。这是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生—死，

西方世界如果用图像的角度来说，往往是一条直线，生——天堂，或者

死——地狱。这种哲学观念的不同也导致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艺术形式

乃至审美的不同。东方的理论更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他缓慢流动却

又从未停息，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定格的局部，他始终追求的是一

种整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最初的那个“一”

和历经万千之后的那个“一”是不同的，这好像生命的历程，这也好像杨

丽萍的艺术历程。

杨丽萍早年的经历是一个从一到万物的过程，无论是她少年时代的云

南带给她万物有灵的丰富，还是从西双版纳离开去到文化中心北京的大千

世界，还是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都给予了她一个从单一到复杂的过程。

而在她的创作过程中，当她从一无所知到接触了万事万物之后，她并没有

急于服从于那些浮华，而是静下心来思考，而她思考的结果是化繁为简，

返璞归真。

所以，早期她的作品在我看来是做“减法”，《月光》把一切简化成

为一个轮廓一个剪影，《雀之灵》把一切简化成了一只孔雀手，她把舞蹈精

炼简化成为一个个“符号”，而这些符号化的存在其实就是杨丽萍用艺术为

观众设计的梦中的密码。我相信从符号学的观点和理论来深入研究杨丽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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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一定会是一条收获颇丰且充满乐趣的道路。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认

为，在中国美学中存在着“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两种不同的美，它们

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面貌。杨丽萍早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繁花似锦

的舞蹈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这简洁所导致的“清水出芙蓉”之美。

相比而言，她中期的作品则使用了“加法”，如果说早期的作品主

要呈现的是一种“写意”的抽象的话，那么中期的作品则是“重彩”的写

实，而这种浓墨重彩形成了宗白华所言的另一种“错彩镂金”之美。有意

思的是这种加法并非简单地叠加与堆砌，而是汇集交融最后形成质变，最

为典型的作品就是《云南映象》。

《云南映象》的舞台视觉是浓墨重彩的，是来源于生活，根植于土

地的，但仅仅如此，又是不够的。因为只是匍匐在大地上，只是深陷于生

活中，没有灵魂的重彩容易变成年画，难免雷同，难免匠气，难免艳俗。

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国民间舞的创作中，我们多半看到的都

是些程式化的情绪，都是些工业化的表情，《云南映象》是什么？是彝族

吗，是傣族吗，是哈尼族吗，是藏族吗？是云南风情吗？是，但是为什么

和以往的那些那么的不同？

奥妙就在这“映象”二字上，映射的什么象？不再仅仅只是表象，而

是形象，更是心象。如果说杨丽萍在民间舞蹈的视觉上是从重彩之风开始

的话，那她超越一般匠人之处就在于，她从未止步于此，她从重彩转变到

了印象。19世纪世界出现了印象派绘画，从此影响了整个近现代绘画史，

而后又衍生出印象派音乐、印象派文学、印象派摄影，甚至印象派电影。

在我看来，杨丽萍的舞蹈和舞台，就是由此一脉相承下来的印象派舞蹈，

或者叫印象派剧场。印象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重学院派的技法而重那一

瞬间的灵感，正是中国诗词所言“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佛经所言“醍

醐灌顶”。抓住了那一瞬间的顿悟，心领，而神会；得意，而忘形，就抓

住了舞蹈的灵魂，民族的灵魂，自由的灵魂。

从《云南映象》到《藏秘》《云南的响声》等作品一直来到了《平潭

映象》，在这个作品中杨丽萍找了一条新路——魔幻，其根本还是延续其一

贯的舞台美学思路——寻找一种是与不是之间的感动。其实魔幻的风格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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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杨丽萍的作品中，只是在她早期的作品中这只是一抹独特的色彩，到

了《平潭映象》则进一步成为一种结构作品的方式。为什么要用魔幻的手法

来进行创作，在我看来，有两个层级的原因，第一个层级是简单的表象的层

面，为什么要魔幻？为了神奇、为了好看。不再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生活，

而是多线性地讲述，将生活变形，将生活涂抹上一层神秘神奇的色彩。

而第二个层级则要丰富和深刻得多，这个层级正如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一样，“往往采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

的手法。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显著特点是：给现实生活变形；加

入神秘、神奇甚至古怪诡异的内容；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矛盾内涵和现

实关联”。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则是以

比喻的手法成为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虽然它蒙罩着一层神秘的外壳，但仍

然是要描写现实世界。只不过，它没有采取写实手法，而是采用夸张、讽

喻的方式。这正是杨丽萍与其他编导的不同之处，魔幻中的现实，与现实

中的魔幻。使得她的作品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也正

因此给予了观众更大的空间。

第一阶段的《月光》《雀之灵》是做减法，第二阶段的《云南映象》

《平潭映象》是做加法，那么杨丽萍目前阶段的维度是在做乘法，东方乘以

西方等于什么？等于未来。从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开始，以及后来的舞蹈

剧场作品《孔雀之冬》《春之祭》让我们看到东方乘以西方，杨丽萍乘以世

界的魔力：全球巡演，所到之处观者无不惊艳，媒体好评如潮。细想下来，

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也逐渐步入瓶颈期，千篇一律

的样式也让观众疲倦，这些与现有的西方舞台有着极大不同的作品能够让他

们眼前一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从这些作品在

全球范围内的成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无限可能性。

杨氏美学最大的价值在于她是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是历经了我们的

历史的，是有可能代表我们向世界发出我们的文化声音，形成专属于我们

的，可以向世界输出推广的文化符号，她的作品、她的美学观念是站在这

个时代的路口的我们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简单又复杂，值得我

们不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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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丽萍开始

“我的灵感来自于一切，风吹树叶摇能给我灵感，村民牵着老牛在田

间犁地能给我灵感，我看蚂蚁爬行也有灵感。在我的作品里，很多队形的

变化就是和蚂蚁学的。大自然是我最好的老师，我的很多疑问都是在自然

中找到了答案。

“我一直说真实情况是《云南映象》，包括像孔雀舞，都不是我创造

的，它根本就是民间的，只不过我是它的代言人，我是传递者。我不是以

一种编导的姿态去编孔雀舞，我是在传承我们的民族舞蹈，只是我不限于

某一个民族。”

——杨丽萍

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有着全国最为丰富的植物资源、动物资

源；地理地貌变化万千包罗万象；这里也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云

南还有多达83种的曲艺品种，为全国之冠；宗教信仰繁多……纵观云南的

历史更是百转千回跌宕起伏，一言以蔽之，这里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地方，

这里也是一个无比包容的地方。当代社会各种思潮各种文化的涌入更加丰

富了这个地区，近现代以来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也出生于此，今天云

南更以他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家云集于此，所以，我认

为云南未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块中国文化的试验田，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国文

化对外输出的实验基地。

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一种美学观念离不开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正所

谓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传承一方美。杨丽萍的艺术、生活、观念、美学都

离不开云南这片土地，都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正是因为从小和自然和谐相

处，所以万物有灵的观念从小就深植于她的内心，而这与典型的中国哲学思

想：“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更是一脉相承。在当今全球陷入环保危机，

陷入由于极端科学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这

些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智慧中国哲学，不由得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这就

是我前面多次提到的文化的平衡性，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复杂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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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是应该依仗科技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还是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我

想这需要多维的思考模式。在西方有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美学基础，有主

要来源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也有来源于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而东

方世界同样拥有我们运行了千年的哲学、美学、宗教体系，这两者或者说更

多者共同构成了整个世界。然而近现代以来的长期现实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我认为是时候让世界听到更多更丰富的声音了。

李泽厚先生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道：“西方了解中国，跟我们了解他

们是不成比例的。我们找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基层干部或者是其他

什么背景，让他从古到今举出20个外国人的名字，都能说得出。我想在德

国，除了搞汉学的教授，有多少人能举出20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什么？就

是他们认为不需要了解中国……不需要，是因为它的存在与我们没关系。

现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的存在对世界开始有影响，因此西方慢慢开始感

觉需要了解中国了。但要到一般外国老百姓的层面，还早得很，他们顶多

了解些经济情况，文化上还早。一幅梵高的画卖多少钱？我们一幅最好的

画卖多少钱？相差太远了。在国外，《红楼梦》有几个人在看？没兴趣

的。”所以，西方了解中国还要很长时间，但我相信，文化将会是一个很

好很便捷更持续的开始。

杨丽萍不知不觉中肩负起了这个使命，正在以她的方式完成着这个任

务，一方面她在挖掘整理属于我们的文化元素，并且像播种一样探索着这种

文化元素的当代存活可能。她的演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通过艺术培训不仅

实现了生活上的脱贫，更实现了精神上的自信。另一方面她用艺术作品的形

式不断前行，在全球化的文化浪潮中，她越来越多地代表着中国大踏步地走

向世界。为什么说她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研究价值，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从表

演到创作到教育到传播的全过程，已经形成了从创意、生产、销售、概念的

全体系，这为我们探索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并且，我认

为从中提取出来的中国文化基因，可以继续提炼、复制、强化，可以成为一

把帮助我们打开世界的钥匙，成为一种平衡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力量。

（作者系舞蹈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