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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次方 = 无穷
天下驿站通讯将以《5 n 》
为刊名，寓意中国现代舞
发展生生不息、潜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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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艺术排练场，致力于木星文化旗下的“音乐剧”实验基地、木星舞团
排练场、为“天下驿站”现代舞网络呼和浩特站点、沈阳音乐学院学历教
育联合招生办事处以及内蒙古·战旗乐队 SULD 等公立、民办单位的联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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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木星文化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内蒙古卫视、国内外文化节、
艺术节等媒体平台构建实践演出作品的推送，在日常教学、创作、实践
中提供给孩子们、伙伴们优质的“学与演”，扩充多方位、多层面、多视
角的综合类艺术实践平台，在文化艺术行业中切实地做好艺术普及教育、
真切创作好每一部关于你我他的作品，有效率地结合多专业领域的技术
技能，秉承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心让团队与伙伴们长长久久。

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舞蹈教学、创作是经过教
育局行政部门批准的一所专业的舞蹈教育公司 , 同时也
是济源市最早从事现代舞、体育舞蹈教学普及的权威学
校，主要对现代舞、体育舞蹈、中国舞等舞蹈普及工作，
并参加各类艺术活动展演，每年开展舞蹈编排，作品展
演，以及文化活动，艺林舞创是基于济源“愚公移山”精
神，进行的舞蹈文化交流，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活动，其
目的以舞蹈推动文化、以舞蹈讲述济源故事，济源精神，
传递愚公移山中国文化。

四川遂宁菲儿艺术培训学校由青年编导、四川省第十二届省运会
优秀导演、遂宁市首届春晚执行总导演——陈蕙洱于 2012 年正式
创立。目前共有北门车管所、南门浅水湾、河东奥城花园 3 个校
区，在册学员 800 余人。开设了中国舞、儿童创意舞蹈、拉丁舞、
播音主持、少儿模特、成人素养、创意美术、书法、跆拳道等专
业艺术课程，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艺术门类丰富的专业化艺术
培训学校。
本着“做圣洁的艺术天使，育快乐的艺术精灵”的办学宗旨，菲儿
艺术的师生们常年活跃在遂宁、成都、重庆、北京、上海、香港
等各大舞台，努力将我们对艺术的热爱内化为生活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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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华艺艺术培训学校是经山东省东营市教育局批准设立的专业艺术培训
学校，地处东营市中心地带，是东营舞蹈教育第一品牌，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舞蹈教育机构。华艺创建于 1996 年，是以青少年舞蹈艺术培训为主要内
容，承接各类电视节目、大赛组织、国际演出交流及教材编创等工作。

DONGYING

本机构主要是面向社会各个年龄层的舞蹈爱好者，主要从
事舞蹈教学、创作、演出策划以及舞蹈信息的交流推广。
也为专业舞者的创作演出、举办工作坊、为与艺术有关的
活动、沙龙提供合适的场地和场所。

SUINING

LUZHOU

带着觉知
怀着敬意
我们相约起舞

“莲” 乃莲之清明
“一” 如 一心一意

一

Xiamen

华艺，是北京舞蹈学院定点考级单位，中国舞蹈家协会五星级教学单位，
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定点考级教学单位，东营地区的中国舞教师培训基地。

源艺舞蹈艺术空间诞生于疫情后艰难的这段时期，办
学初衷有三：其一，希望带给学员们更科学的舞蹈训
练方法和更系统的舞蹈内容教学；其二，邀请国内外
优秀的舞蹈老师来到源艺舞蹈艺术空间传播先进的舞
蹈思想和艺术交流；其三，成立自己的舞蹈小团队，
做一些公益的舞蹈分享，促进舞蹈学习交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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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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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影像《旅人》首发

《这么近·那么远》首演

《我本楚狂人》首演

《与夏加尔对话》

与「四维空间」联袂作品《梁
祝 之 四 次 方 》 及《 身 体 忆
想——献给时间的舞谱》展演

环境演出《我们以生活的方式跳舞》

获“培青计划 2019”委约，二高及创作组成员创作舞蹈
影像作品《恭喜发财 N+》

二高影像声音装置《融合 分裂 - 原生》展览于意大利
跨媒體当代舞蹈项目 ItaliaMuseo dell'Altrove

《舞动传承》：
《囡囡》+《Happy Birthday to You》

《背影 – 黄纯军从艺
三十周年现代舞专场》

现代舞剧《十三月》全国巡演

现代舞剧《句章》演出

舞蹈实验“飞花令”系列及专场演出

与沈阳 K11 合作现代舞剧《共生 SYMBIOTIC》

现代舞剧《浮流》于厦门及深圳展演

现代舞作品《絮语·忘言》巡演

浸没式现代舞剧《五个女人》

舞蹈作品演出《ALONE 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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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大师课

现代舞技术集训课

现代舞公益讲座（曹诚渊）

二高获选日本东京艺术倡议组织 AIT，北海道 BETHEL
HOUSE 以及广东时代美术馆联席驻地艺术家，在东京
及北海道驻地 7 周

2020“大理舞游”系列活动

大理舞蹈季

现代舞大师班（曹诚渊）

一
汨马解锁工作坊

疫期系列公益工作坊

七天舞理由集训营

身体探索营（侯莹、
李玮艺、党培龙）

澳门当代舞展及交流平台本地及国际展演

宁波现代舞季

山西舞蹈高校云端毕业秀舞蹈影像

一

现代舞六小时训练营

一

现代舞大师班（曹诚渊）

金秋舞季 2020

一

国庆现代舞工作坊
（肖智仁）

八月现代舞集训营
（许一鸣）

“伽舞寻”现代舞工作坊计划

张涛现代舞工作坊

蜂鸟青年舞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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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驿站 - 本觉剧场

“本觉剧场”成立于 2016 年，原名“本觉实验舞蹈剧场”。

一直以来致力于儿童肢体开发、创造力培养和舞台素养

的养成 ，以现代舞创作为方向。迄今为止创作了《从前

有 9 只毛毛虫》、《石头的歌》、《礼物》、《海的钥匙》、

《童年的相册》等作品。曾受邀或入围参加丝绸之路国

都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不爱舞

蹈。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自己

际艺术节、马其顿舞蹈节、北京舞蹈双周。

多灿烂的舞蹈文化，为什么我们

他 们（ 小 舞 者 们 ） 在 舞 台 上 自

余 : 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

然、不讨好不夸张，眼睛里有星

采访及整理：余学文 受访：高杨 图片：家长小染、佳木

而我认为现代舞非常适合舞蹈启

辰。他们曾经问我高老师为什么

蹈不享受它，你的观众也无法从

蒙是因为现代舞在入门之初必

我们演出不化妆，我说因为你们

不可以循着前人的足迹，为我们

的 太 棒 了。 因 为 我 做 一 线 教 师

须要习练身体的意识，要求身体

本来就很美，不需要。

契机决定开始针对儿童的感知

十几年了，我觉得现代舞比传统

和意识必须合一，而这一点对于

你的表演里获得任何悸动。

舞蹈更适合做为儿童舞蹈启蒙课

舞蹈启蒙的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

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找到和创造属

程。我们看到全社会都在考级，

于他们的舞蹈呢？

考级并不是不好，考级是对孩子

的， 因 为 他 会 知 道 自 己 在 跳 什

觉、肢体和现代舞训练呢？

“他们眼里有星辰”
——对话本觉剧场高杨老师

学习成果的肯定，可是问题出在

么，知道自己的头、肩、膝盖、

花瓣的脉络，感受大地的呼吸、阳光的灼热，觉知各种各样的人，孩子们在感悟这个世界
的美丑和悲喜时，去历练。在这个过程里，去接纳别人、去联系自我察觉，跟自己相遇，

高：最初是因为我觉得现代舞真

“不管《从小有九只毛毛虫》还是《石头的歌》，对我、对孩子们而言只是一种经历，不管

家长们的发心和陈旧的教材和教

背部肩胛骨下的那一小块皮肤正

它去到哪里，它也只是一个平台，孩子们通过舞蹈作品这个平台去触摸树皮的质感，观察

学法，那些舞蹈和题材离这个时

在发生什么。经过这样的训练，

拥抱在一起，这便是我认为的舞蹈之于孩子的意义。”

课的方式是不是适合他的孩子。

子，他们一看就知道分辨这样上

们都不傻，有很多都是高知识分

话，课堂质量是第一位的。家长

高：家长那里，首先要用课堂说

者困难呢？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顾虑或

舞教育的价值，而在与他们沟通

老师您是怎么向家长们传达现代

练，一级一级地往上考。那么，

子接受一些比较传统的艺术训

都是目标导向，倾向于自己的孩

余 : 但正如您所说，家长们许多

代孩子的生活和心灵都太远了。

孩子会享受舞台，享受自己的舞

—舞蹈作品《礼物》创作题记

《礼物》排练照

既然前人可以采风提炼创造那么

高杨
2016 年在乐山创立本觉实验舞蹈剧场，致力于儿童现代舞发展至今。曾于
2014-15 年期间任教于加拿大温尼伯的长城舞蹈学院，并创作《清风微雨》、

《草原上的小骏马》等作品。编创的儿童舞蹈作品《礼物》、《海的钥匙》、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曾获评全国特教园丁，并获市政府颁发沫若文艺奖。

《石头的歌》、《river》分别曾入围北京舞蹈双周、荷兰舞蹈节、马其顿舞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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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需要积极地去解释舞蹈、

另外，毕竟隔行如隔山，肯定
艺术鉴赏这些学科是用来干什

生没有习得，不然音乐鉴赏和

偏重技术技巧的训练，所以学

力发展出独特的气质或特质？

余：您认为儿童现代舞是否有潜

痛哭、在海边狂奔，这些经历都

聋人学生们在排练场、后台抱头

但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过程很

子，让他们设计游戏来玩，在游

哒的感觉，就在地上贴了很多格

又比如我们想让他们呈现雨水蹦

很大的空白，需要更多专业比我

于他们自己的舞蹈。但这还是个

舞，长大后继续舞蹈事业吗？

驻 班 底， 您 会 期 待 他 们 坚 持 跳

余：我知道有不少小舞者都是常

持。或许他们会成为舞者，但更

高： 我 当 然 期 待 他 们 能 终 生 坚

有可能她们将成为最会跳舞的医

的艺术，尤其是做儿童的。

人如果不存有天真的话很难做好

是天真吧！我觉得我们做艺术的

的会去跟它玩耍。而这种相信就

你说身体里有一颗小球，他就真

铺满了白雪，他就真的会去滚；

就觉得自己是个气球；你说地面

他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气球，他

高：真实，还有就是相信。你跟

在小舞者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余 : 在舞蹈方面，您觉得我们能

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

丰沛的情感和温度会让他们未来

美，因为一个呼吸而感动。这样

如皮娜· 鲍什所说，要学会因为

事。因为舞蹈就是美好的礼物，

子 们 也 能 这 样， 真 的 是 幸 福 的

棒，也具有舞者的精神。如果孩

是 舞 者， 因 为 他 们 跳 舞 真 的 很

士，但最初我都以为他们的职业

多人，有足球运动员、物理学博

律师。我在美国舞蹈节遇到过很

生、画家、银行职员、科学家、

余 : 可以分享一下您最有成就感

由舞蹈作品《石头的歌》衍生的绘
本册，也是孩子们的集体创作

肖叔华老师起立致敬，我跟我的

次带《石头的歌》在西安演出，

自一人去往美国舞蹈节；我第一

以再使用，给美国大使馆写信独

他们修好那些破破烂烂的道具可

好成绩。还有在加拿大的学校为

赛，为我们华人夺得三金一银的

领那所学校的孩子参加省舞蹈比

刻；我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带

和普通孩子一起站上领奖台的时

感的时刻是我所工作学校的孩子

高：跟舞蹈有关的话，最有成就

的时刻，或者最难忘的经历吗？

尝试，去做，一定会非常棒。

更好的舞者和舞蹈老师沉下心去

很难忘，也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身体、创作。也需要花心思培

复杂，因为很多因素互相交织，

戏里发现舞步和灵感。再比如在

高：当然，孩子们本就应该跳属

么的呢？所以，还是回到教学

得非常好，就让他们都学，他们

养家长，找机会让他们看世界

也开心得不得了。在北京演出的

上来。如果一个老师希望她的

余 : 我对这个过程特别感兴趣。

时 候， 我 特 别 留 意 到 在 那 个 地

各舞团优秀的剧目，也鼓励他

举个例子，比如当发现了一个

方，观众都咧嘴笑了，我就特别

小舞者在编排新作品《云》

特别适合的题材，您是怎么去

满足，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童年

需要不停反反复复地回头去重

啊。

视，再尝试再提炼再否定又再

很甜。

现在也还是不理想，但这个过程

的是很难，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往天空升腾只为汇聚成云。但真

颗水滴，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方

自己是地球上哪一片流域里的一

也不停地在训练时引导他们想象

多很多办法来训练这样的质感，

雾气升腾的质感，我们就想了很

师需要他们的身体在舞台上呈现

《云》的中间有一段，李玮艺老

非常滑稽的爬行的动作，我觉

课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做了一个

三个动作来学习。后来，在回

看，要求每个人从它们身上选

和米老鼠》动画片给他们回去

就找了两集最老版的《唐老鸭

眼 里 的 那 种 儿 童 化， 于 是 我

常儿童化，但是又不是成年人

特别滑稽的小动作，它需要非

比如在《礼物》里我需要一段

试新的。

高：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

和孩子们沟通，并且带领他们

学生是什么样的，她就要想办
法去够到。因为每一位学生在
年龄、性别、成长环境、艺术
感受和学习能力上的差异都要
求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对
待他们。这没有千篇一律的办
法，真的只有靠老师自己去寻
找，所以就是认真教学。
余 : 在编创以孩子为主要演员的
现代舞作品的时候，您又是如
何选择主题和考虑编舞的呢？
高：我就是有时候突然有了触
动，而主题又适合孩子，我就
想用舞蹈的方式记录下来。我
总想留下一点纪念和痕迹，想
给他们的童年多一点的色彩。
我觉得舞台真的不用只说故
事，不一定要有所谓的起承转
合和冲突才好看。这个跟每个
人的审美和习惯也有关系。比
如当我们在窗前看一朵云，真
的看不腻，我就觉得我们可以
把它搬上舞台，用身体去呈现
它。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就叫
《云》，这个剧是讲述一个五
岁的孩子看到的云，是跟李玮
艺老师一起创作的。
余 : 孩子们有加入到创作当中
吗？
高：当然，我们的创作都是跟
孩子一起的。我会给构架，而
很多时候是孩子们在即兴。动
作都是孩子们自己编的，我编
的很少。我尝试过编动作给他
们跳，但觉得很奇怪，不像孩
子的舞蹈，就放弃了。所以，
就是从他们的编舞里去提炼。

共同完成创作的呢？

们进剧场。
余 : 在平时的课堂上，您是怎么
去设计孩子的舞蹈学习的呢？
高：跟舞者的课是一样的。但
要放慢步调，分得很细碎去教
课。想办法把你知道的和身体
得到的都努力地给予他们。这
个是实话，就像我们触摸到了
现代舞，真正地了解了它，就
会爱得一发不可收拾。美好的
东西大家都会爱的。不要死教
技术。

余：现代舞具有相当高的自由
度和个性魅力，您会怎么去开
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领悟呢？
高：认真教课。
余 : 记得我小时候的小提琴老师
曾批评我的演奏缺乏感情，照
本宣科。不知道孩子们在学习
这更强调感知及领悟的现代舞
艺术的时候，是否也会遇到我
的这种情况呢？
高：我觉得那不是你的问题，
是老师的问题。可能她平时的
教学就忽视了感受这一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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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乐园》时代美术馆 © 小羽

与小身体的初见
第一次接触小身体舞蹈团是在
高表演学习现代舞，课后看到

两年前的初夏，那时我正在二

广州驿站 • 二高表演 EDPG

小身体舞蹈团
MiNi Ergaoer

小身体舞蹈团由二高表演于 2018

年成立于广州，张典凌任艺术总

监，二高、Lisa Bardin 为艺术顾问。

小身体舞蹈团自成立以来，通过游

戏式的舞蹈训练，启发小舞者了解

自己的身体、身边的人和事，专注

参与性与创造性，学会如何使用自

己的身体进行表演，并发掘他们的

特长，共同搭建和设计这个“小身

张典凌

二高表演驻团编舞，小身

体舞蹈团艺术总监。10 岁开始于

上海远东芭蕾接受古典芭蕾训练，

随后毕业于重庆大学现代舞专业，

之后游学法国一年，对她有着很

大的启发和提示——舞蹈的思考

和创作应更多的赋予身体性。尤

其关注身体对个人经验的记录、

总结以及提炼，反映到当下的身

体感受，转换出不同意象的表达。

创作作品《桂花园新村》《此时此

刻》《怎么回成都》《无聊的发生》

看见了日常生活以外的更多可能

过艺术进行自我关照的过程让我

的对舞蹈的热爱和想象。这种通

奇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沉睡已久

子身体里汩汩而出的对外界的好

所以深受触动，是因为那种从孩

变得愿意表达了，因为这里没有

家庭生活中隐藏自己的孩子开始

慢地，那些曾经习惯在学校或者

自己的意见和给予他人帮助，慢

典典在课上会要求小朋友们发表

的前提是学会聆听和与人沟通。

如何表达自己，而表达

上说就是知道

体王国”。

第三、四季总策划人。参与及创

《不上下》，社区项目《舞者广场》

作作品分别于北京舞蹈双周另类

平台、重庆十方艺术中心、乌镇

国际戏剧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

节、澳门艺穗节、香港城市当代

舞蹈节、重庆 ODD 艺术空间演出。

并先后与编舞二高、音乐人白水、

挪威籍画家梁丽娜、重庆 LP 艺术

空间等合作。2019 年 3 月，参与

性，而这正是艺术公共性的体现

《假如我是你——植物》。

艺术家沈瑞筠首个动画表演作品

之一。

迫感，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

变得更自信了。自信在某种意义

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他们

!"

对话的关系。何谓平等对话？当

也有意识地培养和孩子之间平等

被鼓励的。另外，典典在教学中

的观点和看法，而且这种行为是

来自家长或者其它角色权威的压

事实上，艺术教育是一个潜移默

化的过程，小身体的成员们在一
尽管内涵不相称，但这种黑暗

季的课程结束后都有了不同程度
中循光的意象是契合的。我之

手里那撮光源的好奇和珍视。

行走、在旋转，脸上写满了对

个明晃晃的灯泡，在凝视、在

熄了，我看到他们手握着一个

乐园》，当时工作室的灯全都

时代美术馆展示的作品《光之

小朋友们在排练不久后于广东

蹈社群。

同社会场域之中舞动起来，集体构建一个舞

情”，重点关注舞蹈的参与性与创造性，让舞蹈在不

蹈公共教育，推行“舞蹈，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事

份与性 / 别等诸多问题。同时，积极推广多元化舞

创作方式、荒诞且严肃地阐释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身

核”在于以身体做为审视焦点和主要介质，以多元的

舞蹈电影与社区艺术，打造青年创作者平台。“内

社群及小身体舞蹈团。舞蹈制作致力于舞蹈剧场、

立，由潘雄、张典凌组成，包括舞蹈制作、Ergaoer

舞者 / 编舞二高 @ 何其沃于 2007 年在广州创

循光而来：
小身体舞蹈团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文：Huafei

二高影像作品《恭喜发财 N+》
培青计划 2019 委约 © 张璐

张典凌 ©WA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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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典典，给小身体上课时是
否会采用和给成年人上课不一
样的教学话语，比如刻意地采
用一些相对简化、在小朋友理
解范围内的语汇，她的回答完
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二者是
一样的。这种反差让我突然发
现，这或许是我们长期以来的
思维误区，即大人们总是认为
小孩子应该做符合他们年龄阶
段的事情，通俗点来说就是要
有孩子样儿，可是这无形中给
孩子的成长设置了很多条条框
框，而他们与大人之间交流的
距离也被拉大了，最后孩子往
往因为不敢表露真实的自己而
逐渐退缩回坚硬的保护壳里。
在二高表演这个舞蹈社区里，
孩子们其实是被当作成年人来
看待，他们会被邀请参加成年
人的活动，比如工作室之前举
办的圣诞蹦迪，并交比自己大
的朋友。当孩子们感到被尊重，
他们才会愿意去表达自己，并
逐渐形成自己理解和与外界对
话的方式。

关于艺术与自我表达的实践
虽然孩子们的自由抒发和任性
表达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包
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
为 所 欲 为。“ 孩 子 们 的 边 界 意
识很重要，二高表演不是他们
发泄多余的精力和能量的地
方。在这个舞蹈社区里，人与

《MiNi 的夏天》© 天空

人之间的互动是良性有序的，
特别是在集体创作中，孩子们
如何在不越界的前提下与他人
合作，如何合理地表达自己。
同时，我希望他们学会聆听老
师的指令，要意识到老师也是
有要求的，否则他们将很难抗
压。”“加入小身体的孩子，我
会形容他们是一群敢于挑战标
准，有很多奇思妙想的人。他
们刚开始可能比较尖锐，甚至
破坏力比较强，但后来慢慢被
软化了，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
他们逐渐向我敞开心扉的过
程。”当一个孩子尝试向他人敞
开心扉的时候，信任的种子就
开始发芽了，他会很乐意地向
别人分享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比如学会了一首新曲子，还有
画画、乐器以及手工作品等，
甚至有一次，一位住在工作室
附近的小朋友兴致勃勃地邀请
大家去家里参观他的新显微
镜。于是，在一堂常规的舞蹈
课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孩子们
生活中完整的样子。“最让我觉
得欣慰的是，这些孩子们完全
可以 DIY 小身体舞蹈团的公开
日活动，他们除了自己要表演
外，还负责迎宾、导览、放音
乐、监场等，我反倒成了甩手
掌柜。”典典说到这点时满脸自
豪，而作为听众的我却在内心
暗自惊讶。这样一个看似简单
的公开日活动背后其实反映了

日常训练汇报 © 春丽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孩子的自律和
自觉，而这种组织策划和实施能
力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前面提到的
规则和边界意识。那么，回到一
开始家长们的困惑和焦虑，孩子
们并非一无所学，相反地，我们
从中可以看到小身体舞蹈教育模
式的蛛丝马迹，无论这些孩子们
将来想要做什么，他们都需要这
些思维训练，这也正是艺术教育
的精髓所在。

当家长们在焦虑地询问自己的孩
子 究 竟 跳 得 好 不 好， 以 及 好 在
哪里时，小朋友们其实已经自然
地萌发出对自我的要求，特别是
在他们接受了一定时间的熏陶，
对身体的认知被初步激活，而且

为《 时 间、 年 龄、 我 》 的 课 程
中， 老 师 结 合 数 学、 生 物 学、
艺 术 等 多 门 类 知 识， 让 孩 子 们

以多接触来自其他领域的小朋
友，彼此多交流和借鉴，让知识
流动起来，否则无法产生真正的
化学作用。另一方面，她也希望
有相似经历和热忱的老师可以加
入团队，“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师资紧缺”。这里的师资指的
不一定是专业的舞蹈老师，也可
以是交叉学科的老师。这让我想
起曾经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中接触到的来自芬兰的“现象教
学”模式，即基于生活真实话题，
融合各学科知识，培养孩子融会
贯通的思考能力。比如在一门名

谈及小身体舞蹈团未来的发展，
典典的眼神中既有担忧也有期
待。一方面，她希望小身体们可

未来的样子 ...

想要输出的欲望。而且十分可贵
的是，在二高表演这个空间以外
的 生 活 和 学 习 中， 他 们 也 开 始
尝试用身体和舞蹈进行创作的实
践。“比如之前有几个小朋友去
参加在景德镇的夏令营，他们突
然想用舞蹈去表达关于制陶的过
程，于是和我视频开会讨论制定
排练方案。”这说明他们在没有
老师的督促下，已经自发地去思
考和策划，最终还自觉地付出了
舞蹈实践，这种创作的热情自然
来源于热爱和对自我的高要求。

MiNi Ergaoer 观看二高作品《恭喜发财》© 春丽

身体对我们而言越来越陌生，如
果不是因为病痛，我们几乎都忽
略了身体的反应。舞蹈这时候恰
恰提醒我们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
身体，感知它的一呼一吸，它的
节奏与律动。在小身体的舞蹈课

掌握了一些舞蹈世界的符码后，
会开始思考什么样的舞蹈是好看
的，怎么样利用身体去表达自己
想要表达的意象。也就是说，孩

来。另外，他们也关注身体与空
间的关系，如果每一位小朋友都
是一块颜色不同的积木，那么我
们的身体该如何搭建成一座房子
等等。孩子与成年人的身体想象
力最大的不同在于，成年人的思
维和动作都是基于经验主义之上
的，因此会不自觉地倾向符合常
规审美，而且成年人总是习惯并
擅长于对事物进行归类。但对孩
子而言，事物之间的边界还很模
糊，他们的感官是整体的、全方
位的，因此更能感受舞蹈创作过
程中纯粹的自我表达。“第四季
小身体舞蹈营的其中一个主题是
盆栽植物的生长，有一个小朋友
的表演是一株千年不死的藤蔓，
躺在水里随波逐流，被剪断了又
顽强地生长起来。很神奇对吧？
有时候我只需要给他们几个关键
词，他们就能调动出惊人的身体
想象力。”

程中，典典会和小朋友们一起进
行身体与日常物件关系的探索，
他们会走出工作室观察身边的自
然环境，感受物件的质感，比如

子们在舞蹈中感受着速度与力量
在身体内部博弈之后，他们会有

除此以外，我们或许会发现在其
他一些艺术类课程如戏剧课中孩
子们也会得到相似的思维训练，
那么小身体的特别之处在哪？或
者说小身体的艺术性何以体现？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得回到
舞蹈本身。舞蹈是一门以身体为
媒介的艺术。在高科技突飞猛进
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地
经历着去身体化的过程，很多时
候技术完全可以替代人力，于是

植物是如何跳舞的，我们如何运
用肢体语言将这个过程表达出

第 28 届日本 Bethel festival© 里脊

理解时间的意义。老师还会带他
们到康复中心，和老年人一起互
动、画画、做游戏，从而直观地
感受和思考时间在人身上留下的
痕迹。回到小身体的舞蹈教育模
式，将来的老师或许可以思考，
当我们在教授舞蹈时，也要涉及
它的外延性，让舞蹈与其他学科
包括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等产
生 联 系， 让 舞 蹈 与 文 化 产 生 联
系，让舞蹈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
生联系。毋庸置疑，这对老师的
要求很高，意味着他们既要有深
厚的艺术修养，也要有丰富的教
学经验，更重要的是擅长和小朋
友打交道。他们在自身领域游刃
有余的同时，还要懂得如何使用
身体，如何掌握课堂。其实，在
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不同
学科之间的壁垒早已打破，跨学
科交流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十分
必要。“我的舅舅是一名空间和
建筑设计师，他曾经说过建筑其
实跟音乐和舞蹈很相似，那些棱
角、圆滑的弧度就像跳动的音符
和变幻的节奏，所以其实不同学
科之间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我其
实很怕小身体往后会发展到只听

到我一个人的观点，只接触到我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那样是很可
怕的。我希望他们能自由生长出
五彩斑斓的样子，而不是最后变
成二十多个张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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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雷动天下 _ 天下驿站
(+86) 185-1355-6595
cds@beijingldtx.com
18513556595 /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田园构想现代舞团
吴波
(+86) 186-8460-6266
413474834@qq.com
18673628282

半山舞人
周格特力加
(+86) 186-7318-2456
371154713@qq.com
18673182456 / 半山艺文空间

原树当代舞蹈艺术空间
邱韵
(+86) 136-8817-5440 /
(+86) 185-8187-3812
scmdweek@163.com

重庆晗菲舞蹈艺术空间
张皓
(+86) 188-7539-7072 /
(+86)(23) 6305-3527
642086447@qq.com /
65701230@qq.com
HFDanceArt

奥赛空间 云舞蹈剧场
姜云哲
(+86) 188-8727-1386
314017986@qq.com
/ 329760137@qq.com
wmjcdance / orsay-space

华艺艺术培训学校
田旭
(+86) 185-6206-6444
156343442@qq.com
东营华艺舞校（公众号）/
18562066444（联络人）

阜阳市舞林大会舞蹈学校
李梅
(+86) 150-5588-2212
3081095233@qq.com
hxjy-5555

福州创想舞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文聪
(+86) 152-8009-0237
71498788@qq.com
lj7399061

二高表演
潘雄
(+86) 181-4482-1015
ergaodance-benson@qq.com
ergaodance / ergaodance1 /
ergaodance2

乌舞团
乌宏志
(+86) 156-9271-9162
476506842@qq.com
xieshun891124xs

涂一舞品
李世焜
(+86) 181-3107-2117
tuyidance@163.com
tuyidance

夏衍艺术院
刘瑶
(+86) 138-0574-0488 /
0571-86994771
670844659@qq.com
lyzyy787878 / Hzhsballet

内蒙古木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钟伯明
(+86) 181-0471-5747
86450128@qq.com
MuXingArt（公众号）/
13555777280（联络人）

香港风临山海现代舞公司
余学文
(+86) 132-6693-3029
clement@hkflsh.com

菲凡文化传播
窦天图

(+86) 187-0432-8775
153025500@qq.com
18704328775

济源市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靳骅
(+86) 151-0119-9257
136247325@qq.com
136247325@qq.com /
jinhua12371

无言舞语艺术创作
闫潇潇
(+86) 138-8816-5659 /
(+86) (871) 6583-1111
wuyanwuyu812@163.com
Wuyanwuyu812

巴特尔舞蹈艺术中心
巴特尔
(+86) 139-1979-4886
36050230@qq.com

巴特尔舞蹈工作室

本觉剧场
高杨

(+86) 186-0833-3203
7239595@qq.com
sunshineyangyang2011

西藏廓瓦舞台艺术工作室
贡嘎次仁
(+86) 135-1899-1885
3417500245@qq.com

最后的净土

飞天舞蹈学校
杨飞

(+86) 153-0539-5099
693103889@qq.com
YF260572958 / FTWD8201599

舞之韵艺术培训中心
朱俊华

(+86) 150-5789-6600
645732994@qq.com
15057896600

源艺舞蹈艺术空间
宋炀

(+86 183-0830-2020
1173581456@qq.com

源艺舞蹈艺术空间

诗篇舞集
何雅诗
(+853) 6300-6009
stellanartists@gmail.com

那个时代现代舞团
徐水亮

(+86) 186-7905-7925
xushuiliang2008@163.com

逆行舞蹈剧场
吕思思

(+86) 139-1381-4022
RDT-dance

谷舞点典舞蹈中心
谢艺海

(+86) 186-7716-8771
42482819@qq.com
42482819

宁波当代舞团
陈键

(+86) 133-8660-0861
11655374@qq.com

宁波当代舞团

爱艺思艺术空间
阿拉腾苏和

(+86) 158-9496-3233
1718242906@qq.com
1026447325

新之梦文化传媒
吕媛 LU Yuan
(+86) 158-3699-7967
358941378@qq.com
15836997967

一舞一生舞蹈工作室
赵建瑞

(+86) 139-0249-0225
jerryyell@163.com
jerry250

三亚卯的真文化传媒
张乜

(+86) 183-8959-7465
2568464047@qq.com
18389597465

上海荣誉文化传播
傅宁

(+86)(21)-6225-5807
frank@art-club.cn
18918121088

玖拾舞蹈工坊
邱寔

(+86) 176-2400-4545
ninetydance@126.com
JSdance2018

深圳市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
蒋晨光

(+86) 135-0289-6020
373291102@qq.com
jiangchenguang053885

石家庄舞观行云文化传媒
李翔

(+86) 159-3106-7716
249206757@qq.com
18632147768

四川遂宁菲儿艺术培训学校
陈蕙洱

(+86) 136-7825-0887
23085118@qq.com
gh_909fe68d060a ( 公众号 ) /
13678250887（负责人）

张家港市舞蹈学校
查本源

(+86) 138-1285-2220
94611615@qq.com
13812852220 / Zjgdance

边走边舞
朱东革

(+86) 139-3511-9704
454807818@qq.com
zhu_dongge

津天起舞
马越

(+86) 137-5231-6384
jintianqiwu@sina.com
jintianqiwu

新疆领航艺海文化艺术传媒
薛亮

(+86) 186-9017-5999
119317998@qq.com
liangliang6920216

跳 - 舞翰
刘畅

(+86) 139-8604-0482
tiaowuhan@163.com

莲一舞集
林珊

(+86) 135-2161-0339
931782872@qq.com

莲一舞集 ( 公众号 )

唐朝身体剧场
许珍

(+86) 158-2990-9043
458952699@qq.com

唐朝身体舞蹈剧场

伽巴拉舞蹈剧场
雍飏鹤

(+86) 139-0950-9292
Jinam61@163.com

河南渚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洪儒

(+86) 187-0367-0721
2900271127@qq.com

一起跳啦

珠海对白剧场
高慧婕

(+86)183-0005-1811
327893532@qq.com

珠海市演出协会

!&

PRESENTER

Cultural, Radio, Television and Sports Bureau
of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Cultural Hall of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ORGANIZER

BeijingDance/LDTX

粵
港
澳

CO-PRESENTERS

Cultural Center Management of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Round House Dance Company

HKDance/FLSH

www.dancefestival-cn.com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粵
港
澳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FORUM
MAIN STAGE

WORKSHOP
鏗鏘論壇
璀璨舞台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SHOWCASE

伶俐學坊
繽紛展廳
ENQUIRIES
BeijingDance/LDTX
dancefestival-cn@beijingldtx.com
+86 (10) 6405-4842 x8001
No. 16 Xiadianchangpo Village
XiDaWa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ostal code 100022

100022

Greater Bay Dance Festival

(Next to Beijing National Advertising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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