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婪。与当下常见的政治上的滥用行为相比，
这些才是真正的病根。
我自己曾经也是难民，我是曾经的灾难性的
政治环境的受害者。我在1968年离开了我
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我来到在荷
兰舞蹈团（NDT）担任艺术总监时，我确保
舞团要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大陆、不同种
族的舞者，我们的剧目要尽可能的多元化。
我确保我们的团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愿意
接受我们的国家去演出……
朋友们：
能够受邀为此次即将在上海举办的2017国
际舞蹈日活动写一点东西，我感到非常荣
幸。
在我从事的艺术活动中，
“跨越界限”一直
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动机。打破障碍、推
掉高墙和壁垒，这是我们的使命，尤其是在
当下，不同种族、人群以及宗教群体之间的
高墙正在被筑起。
很不幸，我们所抵达的时代，正在滑入危险
的深渊。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令人忧
虑，不仅如此，就连我们的精神领袖说话
的口吻也渐渐带着敌意、封闭、令人难以忍
受。处处充斥着政治，然而这并不是需要治
愈的疾病，这只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这
些问题便是偏狭、无知、民族主义以及贪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坚信，如果政客
们不再对话，那么艺术家们便应该肩负起
这个使命，让对话继续。而音乐家和舞蹈艺
术家们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艺术形式
不需要翻译，是心灵与心灵的直接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尽情享受分享带来的乐趣
吧，这会让你的灵魂获得自由，也会让你自
己以及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富饶、有趣和自
由。

Jiří Ky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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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巍及 Tobias Biancone 的欢迎辞
“我们，一起舞”，这是由国际戏剧协会、
上海戏剧学院和复星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2017国际舞蹈日的活动主题。
将“我们，一起舞”作为国际舞蹈日庆典系
列活动的主题，体现了舞蹈艺术的包容性。
国际舞蹈日于1982年由国际剧协舞蹈委员
会发起，全世界于每年的4月29日共同庆祝
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它邀请所有的舞者、编
舞家、学者、教育家和广大民众跨越各种界
限和障碍，如国籍、种族、年龄、性别、专业
和业余的差别，以及舞蹈能力高低之分，共
建沟通交流的桥梁。
舞蹈拥有一种特有的力量，它应属于所有
人，而在当今的时代，却日趋成为一种少数
人的艺术。因此，全世界人民应敞开心扉，
相互交流，团结一切力量，并享受舞蹈艺术
所赋予我们的力量。
为期三天的庆典系列活动包括会议、工作
坊和演出，国际舞蹈日当天的庆典晚会将
把活动推向高潮，致敬已故的知名舞蹈家、
编舞、教育家以及2017国际舞蹈日献辞人
崔莎•布朗(Trisha Brown)。来自中国和世
界各地的舞者将受邀参加此次“我们，一起
舞”庆典系列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

及美国的残疾人舞者，他们将用他们的舞
步展示舞蹈的包容性。

欢迎参加上海2017国际舞蹈日庆典系列活
动。

此次活动的大门向来自全世界的舞蹈家、
编舞、教育工作者、学者、舞蹈专业人士及
业余人士打开，我们希望大家能齐聚一堂，
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

楼巍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
托比亚斯•比昂科尼，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

荷兰海牙
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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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舞蹈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为国际舞蹈日活动所作的贺词 （中文翻译
件）
2017年4月29日

1982年，国际戏剧协会ITI旗下舞蹈委员会
成立国际舞蹈日这一艺术节日，日期定在
每年的4月29日，这一天也是现代芭蕾之父
Jean-Georges Noverre (1727-1810)的
诞辰日。设立国际舞蹈日的目的在于庆祝
舞蹈这一能够跨越政治、文化、种族障碍，
能够将人们聚在一起的全人类共通的艺术
形式。

国际舞蹈日由国际戏剧协会舞蹈委员会于
1982年创立，其目的在于庆祝舞蹈之美以
及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包容性，凸显
舞蹈在全人类范围内加深对话、构建尊重
以及理解互信的独特作用。在当今这样一
个充满社会变革及不稳定的时代，舞蹈的
这些作用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这便是此次在上海举办的2017国际舞蹈日
庆典系列活动的重要之处。此次活动打破
常规，呈现了一个持续三天、包含演出、讲
座和工作坊的系列节庆，所有这些活动，都
彰显出舞蹈之所能：将观众、艺术家，包括
不同身体条件的舞者和编舞，齐聚舞台，呈
现一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舞蹈演
出。
“我们，一起舞”这个主题很好的反映了国
际戏剧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合作
秉持的共同理念，借助舞蹈艺术的共通性
和包容性，鼓励人们的参与，促进人与人之
间的理解从而推动和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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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国际舞蹈日ITI舞蹈委员会及ITI执委
会共同选出一位杰出的舞蹈界人士为当年
的国际舞蹈日撰写献辞。献辞将会被翻译
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国际戏剧协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8
年在巴黎成立，如今落户上海。通过举办舞
蹈日庆典活动，向全人类推广和分享舞蹈
艺术的人文力量，这是国际戏剧协会从成
立之初以来一直在推崇的理念。崔莎•布
朗，这位今年离开人世的伟大舞蹈艺术家，
也正是用她独特的舞蹈艺术代表着这样的
理念。她是今年国际舞蹈日活动的核心。

带着同样的信念，我衷心祝愿全球、全人类
能够享受这次出色的国际舞蹈日活动。

伊琳娜•博科娃
Irina Bok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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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Trisha BROWN, 美国
2016 Lemi PONIFASIO, 新西兰
2015 Israel GALVAN, 西班牙
2014 Mourad MERZOUKI, 法国
2013 林怀民，中华台北
2012 Sidi Larbi CHERKAOUI, 比利时
2011 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 比利时
2010 Julio BOCCA, 阿根廷
2009 Akram KHAN, 英国
2008 Gladys AGULHAS, 南非
2007 Sasha WALTZ, 德国
2006 King Norodom SIHAMONI, 柬埔寨
2005 Miyako YOSHIDA, 日本
2004 Stephen PAGE, 澳大利亚
2003 Mats EK, 瑞典
2002 Katherine DUNHAM, 美国
2001 William FORSYTHE, 美国
2000 Alicia ALONSO, 古巴; Jirí KYLIÁN, 俄罗斯;
Cyrielle LESUEUR, 法国
1999 Mahmoud REDA, 埃及
1998 Kazuo OHNO, 日本
1997 Maurice BEJART, 法国
1996 Maya PLISSETSKAYA, 俄罗斯

国际舞蹈日献辞摘选
1995 Murray LOUIS, 美国
1994 戴爱莲，中国
1993 Maguy MARIN, 法国
1992 Germaine ACOGNY, 贝宁及赛加尔
1991 Hans VAN MANEN, 荷兰
1990 Merce CUNNINGHAM, 美国
1989 Doris LAINE, 芬兰
1988 Robin HOWARD, 英国
1987 舞蹈委员会董事会
1986 Chetna JALAN, 印度
1985 Robert JOFFREY, 美国
1984 Yuri GRIGOROVITCH, 俄罗斯
1983 空缺
1982 Henrik NEUBAUER, 斯洛文尼亚

“人们总是喜欢模仿
彼此，但是只有在他
们舞动起身躯时，他
们展示的便是最诚实
的自己。”

“舞蹈为我们带来了
愉悦，让我们自由。
舞蹈治愈了我们，开
拓了我们的世界。舞
蹈能使我们像鸟儿一
样，翱翔在天空，触
摸神圣与永恒。”

Julio Bocca, 2010

“舞蹈是对生命的
诠释，舞蹈是一种蜕
变，舞蹈让魂有所依，
舞蹈让躯壳有了灵
魂。”

Sasha Waltz, 2007

Sidi Larbi Cherkaou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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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舞蹈日献辞人

“舞蹈离我最近，每
天只有舞蹈的活力和
丰富性才能带给我
力量，诗意盎然的舞
蹈让我感到无比惬
意。”

“让舞蹈 舞动起爱
舞动起正义 成为真
理之光”

Lemi Ponifasio, 2016

Mourad Merzouki, 2014

“对我来说，舞蹈就
是一种思考方式。通
过舞蹈我们能将那些
抽象的概念形象化，
舞蹈展示了我们无法
看到的、无法唤出的
东西。”

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
2011

“这个数字时代充斥
着各种动态的图像，
它们个个炫目迷人，
但是它们无法取代舞
蹈，因为图像无法呼
吸，舞蹈是对生命的
礼赞。”

“我意识到舞蹈的治
愈功效，就想一剂灵
药，助我摆脱孤寂，张
开心扉。”

Israel Galvan de los Reyes, 2015

林怀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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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布朗第一周期作品——“不稳定分子结
构”的完成。

photo credit : © Bart Michiels

崔莎•布朗，艺术总监、编舞家，生于美国华
盛顿州阿伯丁市并在那里长大。 1958年
毕业于加州米尔斯学院。1961年前往纽约
市，随即全心投身于后来成为后现代舞蹈
现象级的杰德森舞蹈剧院的事业。在那里，
她精研肢体动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非同寻
常之处。布朗与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一道，
挑战现有的表演艺术观念，打破了编舞的
局限并改变了现代舞蹈的面貌。
20世纪70年代，布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并推出受环境启发创作的《在墙上行走》
（1970年）以及《屋顶》（1971年）。也是
在此期间，她开始和罗伯特•罗森博格合
作。20世纪80年代她推出了很多创意作
品，如标志性的《设置与重置》（1983年）
。该作品音乐由劳里•安德森原创，视觉设
计由罗伯特•罗森博格完成。该作品也标志

这一周期的作品是流动而又不可预知几何
风格的典范，也是她的标志性作品之一。随
后布朗开始了她运动风格的“勇敢系列”
，让她的舞者挑战身体的极限，探索特定
性别的动作。之后是优雅而神秘的“重新
归零”周期。布朗不再追求外在的精湛技
艺，转而研究无意识的动作。她最后一次
与罗森博格合作完成了《如果你看不见我》
（1994年），在演出中，她整场舞蹈均背对
着观众。
布朗不仅全心投入到创新和实验中，也把
主意力投向古典音乐和歌剧作品，推出了
她的“音乐周期”作品。她对巴赫的不朽名
作《音乐的奉献》编舞的作品，被《纽约时
报》的安娜•基赛尔霍夫赞为“大师之作”
。这也使她更多地投身于歌剧的作品创作，
在编舞之余还导演了众多高质量的歌剧作
品。
布朗继续进行新领域的探索，还对一些新
技术进行了尝试，与日本艺术家、机器人设
计师Kenjiro Okazaki合作推出了诙谐又老
练的《我爱我的机器人》（2007年）。她最
后一部作品，2011年完成的《我扔出我的手
臂,谁接住它,它就属于谁》，是与视觉艺术
家伯特•巴尔合作完成的。

崔莎•布朗所作献辞
布朗不仅是多产的编舞，还是颇有成就的
视觉艺术家，这一点在她2002年的《这是
平局》中可以展现出来。她的绘画作品也屡
见于世界各地的展览、画廊以及博物馆。

我选择做一名舞者，因为我渴望飞翔。超脱
于重力的感觉总是带给我不断的感动，并
让我为之不懈努力。在我的舞蹈里没有秘
密的涵义。它们只是一种借助形体进行的
精神体操。

自1961年以来，崔莎•布朗共完成100多部
舞蹈作品，并成为首个获得麦克阿瑟基金
会“天才奖”的女性编舞家，这是令无数人
梦寐以求的荣誉。她还获得很多其它荣誉，
包括五次国家艺术基金奖。1988年，布朗被
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人文骑士勋章”, 并
最终获得“司令勋章”。应比尔•克林顿之
邀，她在1994年至1997年在美国国家艺术
委员会任职。2003年，布朗获得国家艺术
勋章。她还荣获很多荣誉博士头衔，也是
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荣誉会员。2011年，她
获得“多萝西/丽莲•吉许荣誉奖”，表彰她
对“世界之美、人类愉悦以及生命理解”做
出的杰出贡献。

舞蹈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增进交流，创
造快乐、启迪美感并推动人类知识进步。舞
蹈是关于创造力的，在构思中，在创作中，
在舞蹈中，在表演中，均是如此。我们的身
体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而非再现的媒介。这
一观念解放了我们的创造力，也是艺术创
作中基本的经验和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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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莎•布朗 — 国际舞蹈日献辞人

正如有些评论家坚信的那样，一位艺术家
的生命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终结。舞蹈是
由人来完成的，由舞者和创意组成的。作为
观众，你可以将这种创意的脉动带回家，并
将其应用于你的日常生活。

崔莎•布朗于2017年3月18日因病逝世。作
为她所在时代的最具代表性以及影响力的
编舞家以及舞者之一，崔莎•布朗的极具创
造性的作品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印象。她
的离去对于舞蹈以及表演艺术而言无疑是
巨大的损失。

注：今年的世界舞蹈日致辞摘自崔莎•布朗的著作和发言，
由其亲密的合作伙伴苏珊•罗森伯格以及国际剧协舞蹈委
员会主席Machi Lindahl共同整理。崔莎•布朗于2017年3月
18日逝世，本致辞也是对她的致敬和纪念。

photo credit : © Bart Michi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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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际舞蹈日
2017国际舞蹈日
4月27日（星期四）—29日（星期六）

“我们，一起舞”是2017国际舞蹈日的主
题。这一主题包含着对舞蹈的高度包容性
的赞颂。在这个主题之下，2017国际舞蹈日
欢迎来自全球的舞蹈专家、学者前来参与
讨论；舞蹈是对全人类开放的，无论舞者的
肢体是否健全。2017年的庆典活动邀请了
来自中外的特殊舞者们与享誉国际的舞蹈
家们共同参与，以庆贺舞蹈这一极具包容
性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每年的4月29日为国际舞蹈日，这是一个由
国际戏剧协会舞蹈委员会创立的全球性的
舞蹈节庆日。今年，著名舞蹈艺术家崔莎•
布朗（Trisha Brown）被选作舞蹈日的献辞
人。这位杰出的编舞家、舞蹈家以及舞蹈教
育家已于今年3月因病离世，今年舞蹈日系
列活动中的“庆典之夜”，将会有专门的环
节表达对崔莎•布朗的追思。

2017国际舞蹈日包含以下系列活动：

2017国际舞蹈日
4月27日（星期四）—29日（星期六）
论坛
4月27日，周四
全天

工作坊
周四至周六
4月27日至29日
全天

演出
周四至周六
4月27日至29日
晚上

专家发言

工作坊展示

上海之夜
来自上海舞蹈院团的演出
4月27日周四晚

圆桌讨论

不同类型的工作坊
国际之夜
来自布基纳法索。印度、日本、斯洛
文尼亚的舞蹈演出
4月28日周五
庆典之夜/致敬崔莎•布朗
来自中美艺术家的舞蹈演出
崔莎•布朗献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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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4月27日（星期四）
主题：全球化时代的舞蹈多样性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文化的对
话与融合亦步步推进；然而，如何避免世界文化
走向趋同，保持世界舞蹈文化的多样性亦成为世
界性的话题。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文化形
态，承载着人类文明中不同民族的生命经验和文
化积淀，为人类生存提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我
们以当代的视野和国际视野，以2017•上海“国际
舞蹈日”为平台， 一方面展示世界著名舞蹈学者
和舞蹈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一方面进行
广泛的学术、艺术方面的交流和对话，为当今世
界舞蹈领域思考如何守住自己民族舞蹈的文化传
统与个性，同时跟进时代的发展实现创新提供学
术和艺术启示。
论坛将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 开幕
• 专家发言（第一部分）
• 专家发言（第二部分）
• 圆桌讨论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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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活动

9:00-9:40

开幕式

主题

Moderator

Speaker
Susan ROSENBERG
Cecile GUIDOTE
ALVAREZ

9:50-12:20
主旨发言

于平
欧建平

Alito ALESSI
冯双白
罗斌
刘青弋

《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如何创作真正的舞蹈》
《舞蹈艺术的包容与转化：团结、治愈以及信心建立》
《身体可以发声，人人皆可舞蹈》
《中国当代舞蹈的创作与发展态势》
《中国当代舞蹈的“非遗”代表作的保护》
《舞蹈的身体哲学与舞理基础》

午餐
Andromachi
DIMITRIADOU LINDAHL

13:30-16:00
专题发言

王云幼
张麟
潘志涛
赵汝蘅

《古希腊舞蹈之神的体现：从古希腊戏剧以及现代舞中探寻》

Carmen RUBIO

《西班牙舞蹈“命运的俘虏”的创作介绍》

Marion MUZAC

《青少年舞蹈艺术项目“女士优先”介绍》

Renat MAMIN
Rosana HRIBAR &
Gregor LUSTEK
Salia SANOU

《舞蹈与戏剧表演》
《舞蹈美学和形式的个人体验与对话关系》
《布基纳法索难民营中的舞蹈艺术项目“难民在行动”介绍》

吕艺生
赵铁春
16:10-17:10
圆桌讨论

陈家年

刘 敏
蒙小燕
应萼定
David Steel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主旨发言人

合影

郭磊
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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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论坛，4月27日（星期四），复星艺术中心

如何推动全球化时代舞蹈多样性发展

Alito ALESSI, 美国
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方法创始人，特殊舞
者机构DanceAbility®创始人。在过去30年
里，Alito一直在从事着推动现代舞发展的
工作，在接触即兴(contact improvisation)
以及残障人士舞蹈领域，Alessi以一位开拓
性的教师及编舞者的身份享誉全球。2007
年，Alessi被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事务局
授予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身份；2006
年，他被授予香港年度编舞家称号；2005
年，他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此外，他还曾
多次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以及其他多
个机构的资助并被授予奖项。Alessi自1997
年开始使用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方法进
行教师的培训，旨在使各学科教育者的课
堂对残障人士而言更加开放可及。这其中，
尤其是在舞蹈教学及训练方面，Alessi创
造性地将普通人和残障人士结合起来进
行普通水平以及专业水平的舞蹈训练。此
外，Alessi还曾以文化使者的身份被美国国
务院派往蒙古、菲律宾以及印尼等国。
演讲主题:
蹈》

Susan ROSENBERG, 美国
崔莎布朗舞蹈团的资深顾问，纽约圣约翰
大学博物馆管理专业研究生导师，艺术史
专业副教授，
《崔莎布朗编舞的视觉艺术》
一书的作者。曾任费城艺术馆现当代艺术
助理馆长、西雅图艺术馆现当代艺术副馆
长，与艺术家Gabriel Orozco 、Christian
Marclay
以及崔莎布朗等艺术家有过合
作。Susan Rosenberg与崔莎布朗有着多
年的密切合作经验，作为崔莎布朗舞蹈技
术方面的专家，她曾在美国MoMA艺术馆
等艺术场所多次举办讲座，介绍相关内容。
作为崔莎布朗女士的同事，她接触了大量的
崔莎布朗相关资料，并采访了多位布朗的合
作者，这使得她可以从其特有的角度审视
崔莎布朗的辉煌艺术生涯。她的著作及文
章在全球范围内的多个著名学术刊物上发
表。
演讲主题: 《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如何创作真
正的舞蹈》

《身体可以发声，人人皆可舞

Cecile GUIDOTE ALVAREZ,
菲律宾
“雷曼•马格赛赛杰出亚洲人士奖”获得
者，该奖项以菲律宾已故第七任总统雷曼•
马格赛赛命名，表彰那些在各自领域做出
杰出贡献的亚洲人士，Cecile
GuidoteAlvarez是菲律宾历史上该奖项最年轻的获
得者。Cecile
Guidote-Alvarez创办特殊
艺术团体，成员为残障人士、辍学儿童以及
土著青年，凭借极高的社会责任感，2003
年Cecile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
家称号。Cecile是菲律宾教育性戏剧协会
（PETA）的创始人，她同时也是艺术及环
境保护组织Earthsavers的负责人，该组织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全球第六个“
梦想中心”（UNESCO Dream Center）
。2010年，她以国际戏剧协会ITI代表身份参
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教科文组织文
化发展高端圆桌会议。
演讲主题:
《舞蹈艺术的包容与转化：团
结、治愈以及信心建立》

Photograph Jad Nammour copyright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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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弋，中国
博士，上海戏剧学院特聘教授、舞蹈研究院
院长、《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主编，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解放军
前线歌舞团舞蹈队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共
同课部门主任；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学
系主任兼舞蹈研究所所长。主持撰写的5套
十余部教材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国家级
教材，2部为“北京市精品教材”。曾荣获教
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被北
京市评为首批“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创新
标兵”；中国舞协授予“有突出贡献的舞蹈
家”称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
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演讲主题: 《舞蹈的身体哲学与舞理基础》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主旨发言人

论坛发言人

冯双白，中国
博士、中国著名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编
剧、大型晚会策划人和撰稿人，中国舞蹈家
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长
期以来，冯双白从事中国古代乐舞思想史、
近现代舞蹈史、当代舞蹈史及艺术思潮、舞
蹈应用理论的研究工作。先后创作了《咕哩
美》、
《妈勒访天边》等多部舞剧剧本。
演讲主题: 《中国当代舞蹈的创作与发展态
势》

罗斌，中国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秘书长，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主任，舞蹈
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南京师大音乐学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客座教授。代表作品：舞蹈诗剧《鹤鸣湖》（
编剧）、舞蹈诗《天域天堂》（编剧）、舞蹈
诗剧《大北川》（艺术总监）、舞蹈诗《延安
记忆》（策划）、舞剧《王羲之》（编剧）、《
女娲》（编剧）、《传丝公主》（编剧）、《东
坡海南》（编剧）、
《丝绸之路》（艺术顾问）
、
《杜甫》（艺术总监）等。
演讲主题: 《中国当代舞蹈的“非遗”代表
作的保护》

Carmen RUBIO, 西班牙
著名西班牙弗拉明戈舞专家，穆西亚舞蹈
学院西班牙舞系主任，穆西亚西班牙芭蕾
舞团创始人。同时创立卢比奥西班牙舞蹈
团，至世界各地巡演。现担任马德里胡安卡
洛斯大学阿隆索舞蹈学院教授。卡门卢比奥
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及世界级的舞蹈奖项，包
括2011年西班牙国际舞蹈奖项Culture Viva
Siglo XXI、2017年COPE女性表演艺术家奖项
等。
演讲主题: 《西班牙舞蹈“命运的俘虏”的
创作介绍》

Marion MUZAC, 法国
法国舞蹈艺术家，学古典舞蹈出身，曾在法
国图鲁斯舞蹈发展中心学习，并赴纽约随美
国著名舞蹈艺术家Merce Cunningham学
习技巧。玛里昂现是一名现代舞教授，2013
年她担任法国图卢兹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
长一职。自2001年开始，她自发组织了多个
舞蹈相关的教育活动。她与视觉艺术家、戏
剧艺术家以及歌剧导演等人士合作，对图
鲁斯国家剧院的演员开展培训。2008年，
玛里昂创办舞蹈及音乐二人组合“Hero,
H e r o ”，频 繁 地 在 小 学、中 学为 学 生 演
出。2010年，玛里昂与Rachel Garcia合作
编排“Le Sucre du printemps”，这是一
个由27名当地舞者参与的舞蹈项目。该作
品经过改编，于2013年在巴黎夏约宫国家
剧院演出，最近刚刚在巴勒斯坦演出。
演讲主题: 《青少年舞蹈艺术项目“女士优
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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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machi DIMITRIADOU
LINDAHL, 塞浦路斯
舞蹈艺术家、编舞家和舞蹈教育者，国际戏
剧协会舞蹈委员会（国际舞蹈日的创办者）
主席，塞浦路斯舞蹈团Asomates Dynameis
的创办人。Machi毕业于雅典雅典国立舞蹈
学校，后付美国Merce Cunningham舞蹈基金会
学习舞蹈，在美期间，与Nancy Topf以及崔莎•
布朗舞蹈团的舞者共同研习舞蹈技法。后
在 瑞典 斯 德 哥尔 摩、塞浦路斯的 艺 术院
校内任职。其视频舞蹈作品曾获得UNESCOAschberg基金会的支持。受到其希腊血统的影
响，Machi的作品中进场会对古希腊神话、
戏剧有所体现，有趣的是，通常都是以现代
舞的方式体现。
演讲主题: 《古希腊舞蹈之神的体现：从古
希腊戏剧以及现代舞中探寻》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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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发言人

圆桌讨论专家

© Antoine Tempé

Renat MAMIN, 俄罗斯
1971年生于莫斯科，7岁开始学习舞蹈课程，
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舞蹈团独舞。过去多年，
雷纳特曾在著名的伊戈尔•莫伊谢耶夫民间
舞蹈团(Igor Moiseyev Folk Dance Ensemble)
担任独舞。2000年，雷纳特以优秀毕业生
的身份毕业于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GITIS)。
作为一名舞蹈编导，他为迪士尼公司创作过
多部作品。雷纳特曾在他的母校俄罗斯戏
剧艺术学院教授芭蕾舞剧表演及导演课程，
他执教过的戏剧院校还包括莫斯科普希金
剧院、莫斯科戏剧艺术学院等。现在雷纳特
在莫斯科拉尔金戏剧学校进行教学工作。
他的最新肢体戏剧作品《卡门的幻想》融合
了西班牙民间音乐、弗拉明戈舞蹈等元素，
并在2016年参加上海大学生戏剧艺术节。
演讲主题: 《舞蹈与戏剧表演艺术》

Rosana HRIBAR 和 Gregor
LUSTEK,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著名现代舞舞者及编舞家，过
去15年中，曾与几乎所有斯洛文尼亚国内诸
多鼻祖、重量级的现代舞编舞家合作。在
进入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舞蹈剧院卢布尔
雅那舞蹈剧院（PTL）后，二人开始创作带
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双人舞，这些作品与他们
二人之间的职业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密不
可分。二人是斯洛文尼亚国家级艺术奖项
PREŠEREN’S FUND AWARD 2015年度获得者。
演讲主题: 《舞蹈美学和形式的个人体验与
对话关系》

Salia SANOU, 布基纳法索
1969年出生于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编舞
者，舞蹈家。80年代中期，Salia Sanou 进入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国立警察学校学
习，但是入学不久后的他决定选择转向戏剧
方面的课程，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非洲舞蹈
之路。他曾追随Drissa Sanon, Alasane Congo
等非洲舞蹈专家学习，1992年，Salia结识法
国编舞家Mathilde Monnier，并与他共同编
排作品《为了安提戈涅》。1993年，他应邀
来到法国蒙彼利埃市的国立编舞中心，成为
了Mathilde Monnier舞蹈团的舞者。1995年
成立了自己的舞蹈团Salia nï Seydou。2008
至2009年Salia担任法国国家舞蹈中心非
洲及印度洋地区舞蹈艺术节活动的艺术总
监。2006年，萨立亚与好友Seydou Boro在
瓦加杜古共同创办非洲第一个舞蹈发展中
心：La Termitière，该机构每年都会举办舞蹈
艺术节活动。

吕艺生，中国
中国著名舞蹈理论家、舞蹈教育家。教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北京
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担任《中
国艺术教育大系•舞蹈卷》主编兼作者，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委托项目《素质教
育与舞蹈美育研究》、主持哲学与社会科
学“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舞蹈编导理论
与实践研究》。著有《舞蹈学基础》、《舞蹈
学导论》、《舞蹈美学》、《舞蹈学研究》、
《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
究》等学术专著。

刘敏，中国
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她所表
演的剧目在当代舞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塑
造了一大批时代不同、性格各异的舞蹈人物
形象。受到国外舆论和观众的高度赞誉。她
在军队舞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刘敏，中国

赵铁春，中国
教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专家。曾任北
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中国舞
蹈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舞蹈学院研究
生部主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现任国家
大剧院副院长

演讲主题: 《布基纳法索难民营中的舞蹈艺
术项目“难民在行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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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小燕，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教授，硕士
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舞蹈教育研究与教
学。著有多部学术专著，承担国家级、市级
多项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舞
蹈教学及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显著成果。

论坛主持人

王云幼，中华台北
世界舞蹈联盟亚太主席，台北艺术大学舞
蹈学院院长。为“云门舞集”创始团员，在
团9年。于1985年完成纽约舞谱局之教师
及读谱者双资格证书。1996年获拉邦动作
分析资格证书。担任美国伊利诺卫斯里大
学，乔治亚大学，柯罗拉多学院舞蹈专任教
授共20年，现任菁霖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
长。

应萼定，中国
著名舞蹈艺术家，原澳门演艺学院舞蹈学
校院长。现任澳门艺术节咨询委员会委员，
澳门文化局艺术指导，创作大型舞剧《玉卿
嫂》、《黄土地》、《诱僧》、《女祭》、《如
此》、《深圳故事》、《澳门新娘》、《卡尔米
那》、《布拉拿》、《奔月》等。曾获多个文化
奖项。

陈家年，中国

于平，中国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芭蕾舞专家，教
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任上海戏剧学院舞
蹈学院院长、附属舞蹈学校副校长、舞蹈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芭蕾舞学会理事，上海警备区
文化顾问。他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现已成为
芭蕾明星并多次在国内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大
奖，如谭元元、李佳贝、孙慎逸、亚历克斯•王、
塞 拉瓦尼等。创作了大量的芭蕾作品多次在国
内及国际的比赛中获得大奖，连续九年荣获加
拿大温哥华艺术节编导一等奖，连续三年获得
上海市文艺人才奖，获上海市领军人物和文艺
家的荣誉称号，成为目前唯一有影响力的从事
芭蕾舞创作的舞蹈编导

艺术学博士，中国著名的舞蹈理论家，曾担任北
京舞蹈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
术司司长、科技司司长。现任南京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舞蹈史纲》
、《中国古典舞与雅士文化》、《中外舞蹈思想

英文，在海内外出版专著与译著28部、36种(包
括在台湾再版的8种繁体字版本)，代表作有：《
舞蹈概论》、《舞蹈美学》、《舞蹈鉴赏》、《舞
蹈美学鉴赏》、《当代西方舞蹈美学》、《外国
舞坛名人传》、
《西方舞蹈文化史》、
《世界艺术
史•舞蹈卷》、《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现
代舞》、
《现代舞欣赏法》、
《现代舞术语词典》
、《现代舞的理论与实践》、《东方美学》、《印
度美学理论》等。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圆桌讨论专家

概论》、
《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
《舞蹈文化
与审美》、《舞蹈形态学》、《高教舞蹈综论》、
《舞台演艺综论》等。

郭磊，中国

欧建平，中国

教授，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国家教育部高等教
学指导委员会音乐、舞蹈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委员，著名的民间舞教育专家。多年来从事
民间舞教学、创作与文化研究工作。编著《中国
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教程》等教材，创作了《雪域
鼓风》、
《红河鼓的拉姆》、
《离太阳最近的人》
、《那一别》等作品，并主持“江西赣南采茶舞
蹈保护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中国著名的舞蹈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现为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
士研究生导师，外国舞蹈研究室主任。他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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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中国民族民间舞学院派教学的奠基人
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民间风格舞蹈》、
《中国艺
术教育大系•舞蹈卷》、《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
与教法》文字和DVD教材、《为“学院派”中国
民族民间舞正名》、
《大地之舞——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作品赏析》、《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典
型组合渊源与分析》等教材和学术专著。

江东，中国

张麟，中国

舞蹈理论家。舞蹈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舞
蹈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现当代中国舞蹈发展史研究、中外舞蹈文
化比较研究、非遗公约文本研究，是中国唯一
一位非遗公约国际教官。先后发表出版百万余
字的专业文章。全面考察世界舞蹈文化，足迹
遍及五大洲40余个国家，出席各种国际舞蹈活
动，并担任各舞蹈大赛评委工作。

副教授，现为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党支部副
书记。近年来，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舞蹈创作
理论以及舞蹈美学。学术论文《在艺术化的进
程中》、《主体意识与创新思维》等多次在国内
外舞蹈学术论坛以及“桃李杯”舞蹈比赛学术
论文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研究之余从事舞蹈创
作，创作《月影婆娑》、
《长歌行》等6部作品。

潘志涛，中国
教授，中国著名的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
会教学学会委员，原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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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论坛主持人

工作坊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至29日（星期六）

赵汝蘅，中国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原团长兼艺术指导，国家
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
主席。在她的带领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2004
、2008年获得英国舞蹈评论界世界最佳舞团提
名。2008年及2009年她率团赴英国皇家歌剧
院、法国巴黎歌剧院演出《天鹅湖》、《大红灯
笼高高挂》、《红色娘子军》和《希尔薇亚》为
剧团赢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曾先后应邀在莫
斯科、赫尔辛基、洛桑、纽约、杰克逊、名古屋、
瓦尔纳、以及韩国光州、首尔、香港等国际和地
区芭担任国际比赛评委。2010年她创办了晓星
芭蕾艺术发展基金会，2011年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创办了北京国际芭蕾暨编舞比赛。2008年，
她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
章”。

2017国际舞蹈日期间将要举办的工作坊便是此次
活动教育性的标志。来自约10个不同国家（布基纳
法索、中国、法国、印度、日本、波多黎各、俄罗
斯、西班牙、英国、美国）的14名工作坊专家将在
三天的时间内总共开展约40场设计不同主题的工作

坊。这些工作坊的专家具备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
工作坊的内容设计到芭蕾、传统舞蹈（弗拉明戈、
太极、雅乐舞蹈、印度库奇普帝传统舞）以及现代
舞。每一个工作坊的受众都会有所区别：有针对舞
蹈专业人士的，有针对舞蹈专业学生的，也有针对

舞蹈初学者、爱好者、青少年舞者等等。由于大部
分专家都会举办2-3场工作坊，这些工作坊的内容
由一定的连续性，我们希望参与者能够完整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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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9:30–11:30
27日
周四

14:00–16:00

9:30–11:30

28日
周五

14:00–16:00

专家

目标观众/参与者

主题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1

[美]杰瑞米 尼尔森

专业, 学生

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1

[中]郑淑姬

专业, 学生

太极导引⑥-1

[日]三田德明

专业，爱好者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2

[美]杰瑞米 尼尔森

专业, 学生

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2

[中]郑淑姬

专业，爱好者

[日]三田德明

专业, 学生

[美]艾里托-阿莱塞

专业，爱好者

[法]马里昂 莫扎卡

青少年舞者

[俄]雷纳特 玛米恩

演员, 专业, 爱好者, 学生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3

[美]杰瑞米 尼尔森

专业, 学生

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3

[中]郑淑姬

专业，爱好者

[日]三田德明

专业, 学生

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3

[美]让娜、艾姆瑞

舞蹈教育人士

针对青少年舞者的DanceAbility 舞蹈教学法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4

[美]杰瑞米 尼尔森

专业, 学生

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4

[中]郑淑姬

专业，爱好者

[日]三田德明

专业, 学生

2017国际舞蹈日 工作坊，4月27日至29日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日期

时间

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1
9:30–11:30

太极导引⑥-2
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2
DanceAbility 舞蹈教学法
青少年舞蹈艺术项目“女士优先”③-1

29日
周六

戏剧和舞蹈表演③-1

太极导引⑥-3

14:00–16:00

太极导引⑥-4
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4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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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目标观众/参与者

主题

[布]萨利亚 山诺

专业, 学生

探访难民营后的舞蹈创作过程分享②-1

[印]桑特拉 西娃琳嘎帕

专业, 学生, 爱好者

印度传统舞蹈代表作“库契普蒂”②-1

[法]马里昂-莫扎卡

青少年舞者

青少年舞蹈艺术项目“女士优先”③-2

[俄]雷纳特 玛米恩

演员

[西]卡门-卢比奥

专业, 学生

西班牙传统舞佛拉明哥②-1

[西]丹尼尔-赫尔南德斯

专业, 学生

演员的身体训练①-1

[西]格劳丽亚

专业, 学生

舞蹈家或演员的接触即兴①-1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预期：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5

[美]杰瑞米 尼尔森

演员, 专业, 爱好者, 学生

[中]郑淑姬

专业, 学生

预期：太极导引⑥-5

[日]三田德明

专业, 学生

预期：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5

[布]萨利亚 山诺

专业, 学生

探访难民营后的舞蹈创作过程分享②-2

[印]桑特拉 西娃琳嘎帕

专业, 学生, 爱好者

印度传统舞蹈代表作“库契普蒂”②-2

[法]马里昂-莫扎卡

青少年舞者

青少年舞蹈艺术项目“女士优先”③-3

[俄]雷纳特 玛米恩

演员

[西]卡门-卢比奥

专业, 学生

西班牙传统舞佛拉明哥②-2

[中]林美芳

专业, 学生

预期：芭蕾艺术技术训练⑥-6

[美]杰瑞米 尼尔森

专业, 学生

预期：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6

[中]郑淑姬

专业, 学生

预期：太极导引⑥-6

[日]三田德明

专业, 学生

预期：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迦陵频》⑥-6

戏剧艺术与舞蹈表演③-2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2017国际舞蹈日 工作坊，4月27日至29日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预期：当代舞蹈身体运动开发⑥-5

戏剧艺术与舞蹈表演③-3

工作坊成果展示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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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芳，中国
著 名 芭 蕾 舞 教 育 家 ，上 海 市 舞 蹈 学 校
学 术 委 员 会 副 主任，培 养 了谭 元 元、赵
磊、Sarawaney、Alex Wang、王名轩、于航等
众多在赫尔辛基、瑞士洛桑等国际芭蕾舞
比赛中获得金奖的学生。本人也多次获得
国际最佳教师奖等荣誉称号。
工作坊: 芭蕾艺术技术训练
通过不同动作和技术的组合来实现对身体
潜能的挖掘，与此同时通过不同的组合，解
决动作与音乐、动作与情感、技术与技术表
现等的关系，提高学生在舞蹈过程中对于动
作质量的准确把握、对动作规范的准确领
会，最终提高学生的舞蹈艺术表现力，让他
们真正的去融入舞蹈的过程、身体和心灵
投入到舞蹈的过程中，享受舞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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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工作坊专家

工作坊专家

郑淑姬，中华台北
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专任副教授。曾任台
北艺术大学舞蹈系系主任，舞蹈研究所所
长。为“云门舞集”创始团员，和云门合作
的16年间曾担任主要舞者，编舞者、排练指
导，并参加云门的多个舞蹈作品。1991年获
得台湾中华文艺奖章，1994年参与创立台北
越界舞团，演出至2010年。
工作坊: 太极导引
以熊卫大师原创之「太极导引」招式为教
材，企图让学员可以打通身体九大关节的柔
软、韧度和肌力，同时运用呼吸和导气来达
到按摩内脏的功效，使体内充满能量和血气
畅通有如为体内进行动作针炙，并可以达到
精神的放松和内敛，使精气神可以合一。

Jeremy NELSON, 英国
杰里米•尼尔森是一位舞蹈家/编舞，曾是伦
敦的西沃恩戴维斯舞蹈家和第二步舞蹈公
司，及纽约的史蒂芬佩特尼奥舞蹈公司的成
员。他还在米娅•劳伦斯、大卫•赞布拉诺、
苏珊•瑞特霍斯特、路易斯•劳拉•莫瓦西亚
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中跳舞，并与即
兴表演家克斯蒂辛姆森一起表演。2004年
他获得了纽约舞蹈与表演“贝茜”优秀表演
奖，以及古根海姆编舞奖。
工作坊: 由内到外：在当代舞蹈实践中融入
身心技法
受尼尔森30年持续学习躯体方法的影响，该
门课程包括芭芭拉•马勒和苏珊•克雷恩的
作品，以及最近几年关于亚历山大疗法®、身
心平衡技巧®和费登奎斯法®方面的研究。
课程的重点是将这项学术研究和调整工作纳
入更为正式的结构化舞蹈技术种类。通过进
入深层支撑肌肉，并获得表层肌肉的灵活性
和柔韧性，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的骨骼结构
作为力量和稳定的源泉，来加强调整并建立
联系。该课程着重于与场地的连接和使用;并
激发整个身体的深化意识，作为学习和开发
动态、明确和有表现力的舞蹈的一种方式。

三田德明，日本

Alito ALESSI, 美国

Marion MUZAC, 法国

日本雅乐研究会代表、学习院大学讲师。日
本“雅乐”表演大师。代表作品《兰陵王》和
《纳曾利》，曾在世界各地进行表演。

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方法创始人，特殊舞
者机构DanceAbility®创始人及艺术总监。（
更多关于Alito ALESSI的介绍见论坛部分）

法国舞 蹈艺 术 家，法国图卢 兹 艺 术学院
舞蹈学院院长 一职。（更多关 于 M a r i o n
MUZAC的介绍见论坛部分）

工作坊:
日本雅乐唐乐《兰陵王》、
《迦陵
频》
“雅乐”在日本已传承了1300多年，是在宫
廷、神社、佛教寺院上演的表演艺术。雅乐
的许多舞曲、乐曲都是经由波斯、印度、越
南、中国、韩国半岛等古代亚洲各国，传入
日本列岛，之后用于正式的宫廷活动。雅乐
包括数种公演形式。
“舞乐”是其中的一种，
是随着雅乐乐器伴奏而翩翩起舞的舞蹈。

工作坊: DanceAbility 舞蹈教学法（总览）
作为该舞蹈教学法的创始人，阿里多将和
他的助手艾穆瑞以及让娜一起，向观众展
示：
• 发掘舞蹈的共通及包容性
• 运动即兴的基本理念，基于所有身体条
件者都可参与的动作：快、慢、静止，以
及对动作的讲解
• 对于自我感觉的探索与发掘
• 与合作者的非语言交流以及肢体接触
的即兴发挥：关系处理
• 超出可预测范围外的行动：时间的把握
• 更广意义范围内的沟通与表达：如何设
计

工作坊: 青少年舞蹈项目“女士优先”介绍
“女士优先”项目是一个约有20位来自法
国各地的少女参加的舞蹈创作项目，该项目
旨在向世界舞蹈大师致敬，并通过其中的创
作过程，表达对于她们自我的肯定。此次工
作坊中，Marion将再现项目参与者在其中
的工作过程。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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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ch Handler D.C.

Renat MAMIN, 俄罗斯
舞蹈编导，莫斯科拉尔金戏剧学校副教授。
（更多关于Renat MAMIN的介绍见论坛部
分）
工作坊: 舞蹈与戏剧教育
俄罗斯戏剧教育非常注重舞蹈训练，也许
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在俄罗斯，几乎所有
的戏剧演员都要学习古典、当代、历史和民
间舞蹈。雷纳特• 迈明将详细描述这些舞
蹈类型中的每一个有助于在戏剧演员中发
展怎样的技能。他还会讲述俄罗斯这个多
种舞蹈文化并存的一个国家，并结合芭蕾舞
和戏剧艺术。

Jana MESZAROS 和 Emery
BLACKWELL, 美国
Jana MESZAROS 是一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
的编舞、舞者以及舞蹈动作教育者。毕业
于俄勒冈大学，过去10年里在美国西海岸
职教、演出。2014年，让娜成为一名认证
DanceAbility教师，现担任DanceAbility舞蹈
机构排练导演，并职教数个DanceAbility培
训课程。

© Jenny Graham

Emery BLACKWELL 是一名集舞者、编舞、
音乐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以及舞蹈教
师等多个身份于一身的艺术家。作为一名
大脑性麻痹患者，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参与
各类活动，维护和推动残障人士以及所有
人的权利。从1989年开始，艾穆瑞就成为
DanceAbility舞蹈机构的主要舞者，他这样
评价自己的舞蹈作品：
“比起在立法机构里
的不停游说，我通过舞蹈结实到了更多的
人。”

工作坊: 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法（针对舞蹈教育者）
针对舞蹈教育者，该工作坊将展示如何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DanceAbility教学法，以及依托舞蹈
的包容性，开展面向各类身体条件的人群的舞蹈教育：
• 发掘舞蹈的共通及包容性
• 运动即兴的基本理念，基于所有身体条件者都可参与的动作：快、慢、静止，以及对动作的讲
解
• 对于有身体缺陷的儿童进行的舞蹈动作训练
• 如何把握课程内容，以吸引最大程度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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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专家

© Christophe Ruiz

Salia SANOU, 布基纳法索
1969年出生于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编舞
者，舞蹈家。（更多关于Salia SANOU的介绍
请见论坛部分）
工作坊:
对于此次工作坊，萨立亚这样介
绍：
“基于我最中意的主题——孤独与排他、
个体与集体以及对于地域、根除、放逐、边
界内容的发问，而进行即兴创作。此次工作
坊，我将关注回忆和转变这两个概念，对于
历史性的悲剧事件，无论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还是在遥远的国度，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回
忆。让这个主题引导着我们舞动起身躯。”

Shantala SHIVALINGAPPA, 印
度
香达拉Shantala Shivalingappa，印度传统舞
蹈库奇普蒂(Kuchipudi)舞者。香达拉出生
在印度，在巴黎长大，她将自己定义为“东
西方的孩子”。
香达拉师从印度传统舞
蹈大师Vempati Chinna Satyam，在职业生
涯中，Shantala有着与诸多艺术大师合作的
经历：贝嘉、彼得布鲁克、Bartabas 、Ushio
Amagatsu (天児牛大)、皮娜鲍什等。香达拉
在世界各地演出，推广库奇普蒂(Kuchipudi)
这一优美的舞蹈形式。
工作坊: 印度传统舞蹈Kuchipudi教学
Kuchipudi 是一个古典的印度舞蹈形式，精
致，复杂，优雅并充满力量。工作坊将集中
在Kuchipudi的一些基本要素：步法，手势，
身体姿势和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和情节表
述。每个元素将单独讲述，然后我们将探索
所有细节并同步到一个和谐的整体。

Carmen RUBIO SEGADO, 西班牙
著名西班牙弗拉明戈舞专家，穆西亚舞蹈学
院西班牙舞系主任，穆西亚西班牙芭蕾舞
团创始人。（更多关于Carmen RUBIO的介绍
请见论坛部分）
工作坊: 西班牙传统舞弗拉明戈技巧
此次工作坊中，Carmen将重点介绍西班牙
传统舞蹈中的一些手势动作，以及与佛拉
明戈相关的大量技巧，如步伐、转身等。由
Carmen创作的西班牙舞蹈作品“命运的俘
虏”中的片段也将被作为教学片段。希望通
过此次工作坊，参与者能够对西班牙舞蹈
的一些基本技巧、步法、移动等内容有一定
的认识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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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GARCIA ARAMBARRY,
西班牙
格劳丽亚生于波多黎各，现居马德里。教
授、博士。国际戏剧协会西班牙中心秘书
长、胡安卡洛斯大学阿隆索舞蹈学院研究
教授。作为一名舞者，格劳丽亚出演过多个
不同风格的舞蹈作品，包括现代舞、芭蕾、
爵士舞蹈等。现在她以研究者身份在其所
在舞蹈学院开展对现代舞的研究。此外，
格劳丽亚还担任了多部舞蹈作品的艺术总
监，其中就包括马德里卡马拉芭蕾舞团的作
品《舞蹈印记》。
工作坊: 舞蹈家或演员的接触即兴
该工作坊将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曾任马德里卡马拉芭蕾舞团首席舞者，参演
多部作品至世界各地巡演，其担任首席舞者
的作品包括《火鸟》、《胡桃夹子》、《爱丽
丝漫游仙境》等。丹尼尔现担任马德里胡安
卡洛斯大学阿隆索舞蹈学院古典舞专业的
教授。
工作坊: 演员的身体训练
此工作坊旨在鼓励演员以轻松的心态面对
舞蹈，通过教授参与者一些有序的舞蹈技
巧，最终达到自由移动身躯的目的。
“尽全
力发掘身体的潜能，探索身体的柔韧性，提
高躯体的感知力，从而开始自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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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星期四）- 29日（星期六）

2017国际舞蹈日期间将会有多个来自世界各地
的顶级舞蹈团体为观众奉上精彩的舞蹈演出。

Daniel HERNÁNDEZ
FERNÁNDEZ,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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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专家

上海之夜
4月27日，星期四
演出单位为上海的多个演出团体
•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一抹红》、
《雷蒙
达》片段、
《龙飞凤舞》
• 上海歌舞团：《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慢
慢》、
《夜深沉》
• 上海市舞蹈学校：《轮》、
《隔壁沙丘》、
《如
来如去》
•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夜巷》、
《浔阳遗韵—
丽人行》、
国际之夜
4月28日，星期五
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舞蹈团体：
• 《湿婆颂歌》，Shantala SHIVALINGAPPA，
印度
• 《兰陵王》，三田德明，日本
• 《渴望地平线》，Salia SANOU，
Mouvements perpétuels舞团，布基纳法
索
• 《16》，Rosana HRIBAR 和 Gregor LUŠTEK，
卢布尔雅那舞剧团，斯洛文尼亚

庆典之夜演出
4月29日 (国际舞蹈日)
• 《如果你看不见我》，崔莎布朗舞蹈
团，Leah MORRISON，美国
• 《第三只轮子》，DanceAblity
International舞蹈团，Alito ALES
SI、 Emery BLACKWELL、Jana
MESZAROS，美国
• 《妙手生花》，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舞蹈
团，中国
• 《爱莲说》，邵俊婷，中国
• 当晚的庆典还将包括来自国际戏剧协会、上
海戏剧学院、复星基金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相关领导的致辞
• 由国际戏剧协会舞蹈委员主席对崔莎•布朗
进行介绍
• 由Susan Rosenberg阅读崔莎•布朗的献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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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 上海之夜

4月27日 — 上海之夜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演出单位：
上海市歌舞团有限公司
编导：
吴欢
表演：
方光、朱洁静

《戈壁沙丘》
演出单位：
指导教师：
演员：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
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
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
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一抹红》
演出单位：
编导：
表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李丹、李赟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表
演系中国舞表演专业学生

该作品表现了苗族新娘出嫁时脸上抹红的喜悦
心情，向往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轮》
演出单位：
编导：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雷鸣
安楠、赵永强等

在沙漠化的苍茫草原上，一群热爱故土的蒙古
青年，手捧酒囊，回想曾经富饶美丽的草原.......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方舟

热巴，源为藏族苯教的祭祀及图腾舞的道具。
作品借用藏族热巴鼓为寄托，来表达朝圣者的
一种信仰，以及对于美好的向往……
《漫慢》
演出单位：
编导：
表演者：

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
谢欣
张引

时间，慢慢，似水慢漫，波纹里倒影着自己的影
子。水波动着身体，一切的发生都柔软而松弛，
从波动水的主动到被水控制的被动，只是时
间上涨的距离……放慢的时间，放大的敏感，
慢漫漫延开一些记忆，一段只属于自己的记
忆……

《夜巷》
演出单位：
编导：
表演者：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
马涛
陈涵 杨晶晶

暗香是悲伤的翅膀，悲伤是爱情的晚装。谁是
谁的配角，谁是谁的替身。也许游离是最美的
浪漫，也许沉沦是最后的狂欢。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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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 上海之夜
《夜深沉》
演出单位：
编导：
领舞：

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
佟睿睿、邵未秋
朱洁静

4月27日 — 上海之夜
《浔阳遗韵—丽人行》
演出单位：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
编导：
马涛
表演者：
闵燕 周杰 任可 谭一梅
张帅

《龙飞凤舞》
演出单位：
编导：
表演：

疏帘漫卷浔阳月，纨扇锦裳江水谣。
湖上烟痕宜人梦，花羞容色柳输娇。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李源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
表演系中国舞表演专业学生

舞蹈采用乐器——鼓为伴奏，其目的在于更好
地展现中国古典舞的“形、神、劲、律”，使舞蹈
在动、静中尽显张弛之美，闪、转中宛若龙飞凤
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院古典舞系的审美
取向。

长夜漫漫，琴声如诉，京胡行云流水，京胡如胶
似漆。女性曼妙的肢体，水袖妩媚的飘逸---千
古京剧曲牌，意境如此幽远……古为今用，京为
舞用 ，
“ 京舞联袂，相得益彰。”

《雷蒙达》选段
演出单位：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表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
表演系芭蕾舞表演专业学生
《如来如去》
演出单位：
编导：
表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徐 礼、李 源
王振洲

浮尘好像幻相变化，而一清净则无相无我……
如梦、如幻、如风、如电、如日、如月、如空、如
来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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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颂诗》
舞者：
香达拉（Shantala
Shivalingappa）
词：
Sri Narayana Tirtha（十七世
纪）
音乐：
J. Ramesh, M.S.Sukhi,
N.Ramakrishnan, K.S.Jayaram
作品原名“Shiva Tarangam”，Shiva即印度主
神之一“湿婆”，印度的舞蹈之神。Tarangam
在梵语中原意为“波浪”，后特指印度传统舞蹈
库奇普蒂(Kuchipudi)的创始人之一Narayana
Tirtha所作的用来赞颂诸神的歌曲。在歌声中，
库奇普蒂舞者舞步变化多端，舞者在一铜制圆
盘上舞动起身姿，这也是库奇普蒂舞蹈的特色
之一。

4月28日 — 国际之夜
《兰陵王》
表演者：

三田德明

“雅乐”在日本已传承了1300多年，是在宫廷、
神社、佛教寺院上演的表演艺术。雅乐的许多
舞曲、乐曲都是经由波斯、印度、越南、中国、韩
国半岛等古代亚洲各国，传入日本列岛，之后用
于正式的宫廷活动。雅乐包括数种公演形式。
“
舞乐”是其中的一种，是随着雅乐乐器伴奏而
翩翩起舞的舞蹈。
《兰陵王》是舞乐中最有名的一个节目，是从古
代中国传入的。北齐的兰陵王长恭容貌俊美，
他的军队都为他痴迷，导致他们无法专注于战
斗。因此长恭总是戴着庄严的面具，站在阵前亲
自战斗，军队也最终取得了胜利。根据这个英勇
故事，在中国创造的作品就是舞乐《兰陵王》。
如今也只有日本传承了这首舞曲。
“兰陵王”可
以说是跨越时代和国境，最具人气的舞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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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 国际之夜

这部作品中歌者口中唱出的是一首赞颂舞蹈之
神湿婆的诗歌。
“噢 湿婆，伟大的神灵，愿你永驻我心。
你头上戴着美丽的新月，你的头发上流过的是
圣河恒河之水。
你是宇宙之守护者。
你住在神圣的凯拉萨山。你的微笑足以毁灭邪
恶的恶魔。
你颈绕长蛇，胸戴骷髅，你是至高无上的苦行
者。
你的舞蹈带来无尽的欢乐，充满带走悲痛的力
量。
向你致敬，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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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地平线》
舞团:
Compagnie Mouvements
perpétuels
编舞:
Salia SANOU
舞者:
Asha THOMAS, Ousséni DABARE
在非洲难民营中的经历以及创作启发了Salia，
这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舞蹈艺术家。这部作品
是他对于放逐这一主题的扪心自问。
在《渴望地平线》这部作品中，Salia选择了他最
钟爱的主题，那就是孤独和差异、个体与集体，
以及对于地盘、根除、放逐、边界内容的发问。
Salia说，
《渴望地平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
是一部纯粹讲述难民营的作品，你并不会在作
品中看到那些记录性的内容。它更多的是在用
舞蹈语言去理解和反思难民这一问题的微妙处
境，而这种处境却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产生共
鸣。Salia给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一部由舞者表
演的单纯演出，他更是在提醒我们审视我们每
个人内心之中的放逐，它是我们力量、挣扎以及
欲望之中的一个很微小却又永不消逝的颗粒。

4月28日 — 国际之夜
《16》
演出团体：
卢布尔雅那舞蹈团（PTL）
编舞及演出： Rosana Hribar, Gregor Luštek
制作：
Živa Brecelj
《16》讲述的是一个跨度16年、发生在两位现
代舞者之间的故事。舞者罗萨娜、戈雷高, 通过
舞蹈在舞台上讲述了他们自己的经历。
“And yet it moves!”这是伽利略对转动不息
的地球的评价。对于舞动不息的舞者，同样适
用。
一段未能开始的感情、一支还未迈出步子的舞
蹈、一个没有说出口的词语，虽未实现却似乎就
在指尖、脚尖和胸前环绕徘徊，这些不存在却又
存在的事物我们该如何去体会？过多的话语压
低了我们的身体、拖慢了我们的步伐，这样的
语言我们该如何理解？幸好我们还能舞动，每
时每刻，用不同的方式舞动！在《16》这部作品
中，集创作和演出一身的Rosana Hribar, Gregor
Luštek组合以绚丽的芭蕾双人技巧和刚柔并济
的舞步为他们之间的共同创作打开了新的一
页。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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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 国际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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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 庆典之夜演出

《如果你看不到我》
舞蹈团：
崔莎布朗舞蹈团
视觉呈现、服装设计、音乐：
Robert Rauschenberg
原灯光设计：Spencer Brown 以及 Robert
Rauschenberg
表演者：
Leah Morrison

崔莎布朗舞蹈团
由著名舞蹈艺术家崔莎布朗女士创建并担任艺
术总监的崔莎布朗舞蹈团成立于1970年，旨在
诠释、演绎以及传承崔莎布朗女士的后现代舞
蹈理念。舞蹈团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全球
观众及舞蹈爱好者带来了诸多具有超越时代意
义的舞蹈作品。

关于演出
《如果你看不到我》这支10分钟的舞蹈最开始
是崔莎布朗亲自表演，后来又演绎为双人舞，如
今由Leah Morrison再次回到独舞的形式，但不
变的是表演者在整只舞蹈的表现中都是面向后
台，背对观众的。我们无法看到表演者的面孔，
但是通过这只舞蹈，观众便可以感知到为什么
崔莎布朗在当代艺术中可以占到一席举足轻重
的地位。正如这只舞蹈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一
种情绪的概念化以及将最基本的元素进行艺术
的演绎，也是她最为著名的表达方式：动作的行
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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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 Brown
灯光设计师Spencer Brown在崔莎布朗舞蹈
团随团巡演10余年。在他任职期间，他设计了
崔莎布朗的多个舞蹈作品，其中“For
M.G.:
The Movie”是他最喜欢的设计之一。1998年
他回到盐湖城，固定在犹他州西瓦利城黑尔中
心剧院任职。他参与了Rice-Eccles奥林匹克
体育场的大型焰火晚会Red Hot 4th的灯光设
计。 Spencer拥有犹他大学的作品设计的学
士学位和马萨诸塞大学的灯光设计的艺术硕士
学位。在纽约，Spencer与多个现代舞团和外
百老汇的剧院合作。2002年冬季奥运会火炬
之夜活动在盐湖城市县大楼举行，Spencer共
同参与了灯光设计，活动转播至150多个国家。
Spencer现在在盐湖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教授
灯光和舞台管理，同时继续为黑尔中心剧院和
盐湖大剧院进行灯光设计。Spencer把他对剧
院的热爱归功于他的父亲，父亲对工作成就感
的不断追求深深的影响了他。钓鱼是Spencer
的业余爱好。

Robert Rauschenberg
视觉艺术家Robert Rauschenberg出生在德
克萨斯州的阿瑟港。1945年从美国海军退伍
后，他在堪萨斯城艺术学院、以及后来的北卡
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开始接受正式的艺术教
育。他于1949年搬到纽约，1951年在贝蒂•帕
森斯画廊举办了第一次个展，19 63年在犹太
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回顾展。1964年，他在威
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绘画大奖。自1950年代
以来，他专注于表演艺术工作，集服装造型，
照明设计与编舞一身，合作的艺术家有崔沙布
朗，梅尔斯坎宁安和保罗泰勒。位于华盛顿特
区的史密森学会在1976年举办了一次中期回顾
展，Rauschenberg作品得以选中，用作庆贺美
国建国二百周年纪念。他的作品也被邀请参加
1997年古根海姆博物馆组织的一次大型旅行回
顾展。2016年，Rauschenberg追溯回顾展在
的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举办，之后巡展到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他的艺术生命中，Rauschenberg以创新精
神以及对新材料，新技术的想法和好奇来推进
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Leah从2005年到2013年间集中参与崔莎布朗
舞团的各类演出，近两年以参与舞团不同的项
目为主。Leah 曾凭借崔莎布朗编排的独舞《
如果你无法看到我》获得纽约舞蹈及演出奖项
Bessie
Award。并且Leah也曾与戴剑、Kota
Yamazaki一同合作，与Elena
Demyanenko
、Kensaku Shinohara等艺术家共同表演。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4月29日 — 庆典之夜演出

Leah Morrison
Leah Morrison 是一名来自纽约的舞蹈家、
教育者以及一名颅骶动力学的理疗师。她的
舞蹈与对身体的研究深受Bonnie Bainbridge
Cohen 对于身心一体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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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轮子》
舞团:
DanceAbility International
编舞:
Alito Alessi
表演者:
Alito Alessi, Emery Blackwell,
Jana Meszaros

这是一支由残障人士与普通人合作表演的舞
蹈。由Alito Alessi编舞，
《第三只轮子》是在
1989年双人舞“Tango Tangle”基础上进行
的再次创作，演出节奏明快，幽默诙谐，Alito在
演出中脚穿溜冰鞋，大脑性麻痹症患者Emery
在他的轮椅上忽坐忽立，再配上女舞者Jana，
整个舞台上闪烁着欢快的气氛。Emery虽然

要借助轮椅才能移动，但是速度惊人，甚至让
Alito和Jana都不敢模仿。轮椅的移动划出优
雅的线条，与溜冰鞋的自由与速度相得益彰。
演出打破了普通人与残疾人士之间的障碍，以
舞蹈进行沟通与交流；那些无谓的标签和轮椅
一样，都被打翻在地。

DanceAbility International
DanceAbility International 舞蹈团大部分演出
项目都是教育性质。Alito Alessi为舞蹈团艺术
总监。舞团从1989年开始演出，它是世界上第一
个普通演员和残疾演员混合表演并进行全球巡
演的舞蹈团。舞蹈团至今每年举办针对舞蹈教
育者的培训活动，对合格者颁发DanceAbility
培训师资格证书。舞团所制作的纪录片《共同
点》获得多个奖项。舞团已经在20余个国家巡
演，演出场所从万人体育馆到瑞士的山区。

Alito Alessi
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方法创始人，特殊舞者
机构DanceAbility®创始人及艺术总监，富布莱
特（Fulbright）学者，古根海姆奖学金获得者，
香港年度编舞家称号获得者。Alessi自1997年
开始使用DanceAbility舞蹈教学方法进行教师
的培训，旨在使各学科教育者的课堂对残障人
士而言更加开放可及。这其中，尤其是在舞蹈
教学及训练方面，Alessi创造性地将普通人和
残障人士结合起来进行普通水平以及专业水平
的舞蹈训练。此外，Alessi还曾以文化使者的身
份被美国国务院派往蒙古、菲律宾以及印尼等
国。

患者，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参与各类活动，维护
和推动残障人士以及所有人的权利。少年时，
他是最早几位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的大脑
性麻痹患者之一。Emery还是Oregonians for
Independent Living机构的主席，为了确保俄勒
冈州所有残障人士拥有在普通社区而非护理机
构独立生活的权利，该机构促成了相关法案的
通过。Emery是俄勒冈州老年及残障人士服务
机构以及其他多个类似州立机构的顾问，协助
他们为这些特殊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从1989
年开始，Emery就成为DanceAbility舞蹈机构
的主要舞者，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舞蹈作品：
“比
起在立法机构里的不停游说，我通过舞蹈结实
到了更多的人。”在华盛顿特区肯尼迪表演艺术
中心，成百上千的观众领略过他的表演。他作为
一名舞蹈教师的身影出现在十多个国家。

Jana Meszaros
Jana
Meszaros是一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
编舞、舞者以及舞蹈动作教育者。毕业于 俄
勒冈大学，过去10年里在美国西海岸职教、演
出。2014年，Jana成为一名认证DanceAbility
教师，现担任DanceAbility舞蹈机构排练导
演，并职教数个DanceAbility培训课程。2015
年，Jana受到俄勒冈州Oregon Opportunity
Grant基金会支持，在Alito Alessi的指导下对
普通及残障人士的混合舞蹈进行编舞。近期她
参与了Alessi最新作品《不要离开我》的全美巡
演，该作品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支持。Jana
还是来自俄勒冈州尤金市的Pop Up Dance
Boutique舞团的共同创始人以及舞团Dance in
Dialogue的理事。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4月29日 — 庆典之夜演出

4月29日 — 庆典之夜演出

Emery Blackwell
Emery
Blackwell是一名集舞者、编舞、音乐
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以及舞蹈教师等多个
身份于一身的艺术家。作为一名大脑性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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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生花》
演出团体：
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编导：
赵力民
辅导：
董晶晶、马上
这是一群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孩子们，他们身著
黑色服饰，只有一双手臂是鲜红色的。这种红
色是那么的鲜艳，像火焰，像花朵，像霞光。通
过手语这种具有生命温度、生命灵动的鲜活语
言，表达出他们丰富的情感、美好憧憬和热切
的渴望，构建起跟更多人心灵沟通和交流的彩
虹——这就是《妙手生花》。该舞蹈曾获第五届
中国舞蹈节、第九届“荷花奖”现代舞当代舞比
赛铜奖，并荣获2015年央视“出彩中国人”年度
总冠军。

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舞蹈《妙手生花》的演员均来自郑州师范学院
残疾人艺术团，郑州师范学院是目前全国唯一
一所开设聋人舞蹈本科专业的大学。这个团队
里只有7位是学舞蹈专业的，其他都是美术、计
算机专业的。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听不见
声音也不能说话。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岁，其
中最大的26岁，最小的20岁。身为聋人的他们，
都十分的聪明和勤奋。在舞蹈排练的日子里，
严格要求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舞蹈做到
最好。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乐观和对舞蹈的追
求。在私下里，他们是开心果，总是带来快乐。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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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

4月29日 — 庆典之夜演出
《爱莲说》
编导：赵小刚
表演者：中国青年舞蹈家 邵俊婷

莲花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清新脱俗的气质。该剧
目创作来源于宋代诗人周敦颐的诗《爱莲说》
：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作品不是将诗词外化成动作，而是根
据诗中对莲花形态与气质的描述，将“莲花”刻
画成具有中国传统美的女性形态。

邵俊婷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获硕士学位。邵俊 婷
2007年获第四届全国CCTV电视舞蹈大赛古典
舞“一等奖”，2009年、2012年两次获得文华
艺术院校奖第十届桃李杯舞蹈比赛“园丁奖”。
代表作有舞蹈作品《江枫渔火》 、
《爱莲说》
、
《洛神赋》 ，舞剧《梁祝》、
《唐琬》、
《长恨
歌》、《洛神赋》、《桃花坞》、《一画开天》、《
情缘》等，舞蹈诗《坊巷春秋》、
《汉颂》。

www.international-dance-d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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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戏剧协会，简称ITI，是全球最大的表演
艺术组织（戏剧、舞蹈和音乐剧）。在全世
界拥有超过一百个中心和合作伙伴。ITI在
艺术、教育和人文有着目标。通过国际合
作，ITI推动着来自不同国家和洲际的艺术
家及其作品之间的交流。自从成立以来，ITI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界限，使得文
化得以传播，艺术及艺术家得以交流联系。
起初，ITI帮助戏剧艺术家们在部分不可能
之地施展拳脚。今天，ITI也将涉及在战乱
地区设立艺术项目, 例如，在ITI的协助下，
印度的剧作家们的作品能够在巴基斯坦展
示。ITI在教育方面的成果包括大师主讲课
程、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及
发达国家中寻找并培养优秀表演艺术人
才。ITI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共同完成
许多人文方面的项目，它们通过舞蹈与戏剧
来改善社会，达成理解上的共识并创建和
平。ITI同时也为那些需要自我实现和表达
的人们创建了一个分享并交流表演艺术魔
力的平台。
ITI创建了世界戏剧日（3月27日）国际舞蹈日
（4月29日）,这两项活动充分彰显了戏剧与
舞蹈的丰厚内涵。

国际戏剧协会舞蹈委员会
国际舞蹈委员会(IDC）提供了一种用于全球
舞蹈界的合作框架：创造、展示、教、学、保
护和升华舞蹈；加强舞蹈在文化、社会、政
治和教育等各方面的特质，促进舞蹈成为
一个不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
国际戏剧协会ITI、舞蹈委员会与世界舞蹈
联盟（WDA）以及世界其他舞蹈机构通力
合作。

International Dance Day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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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是中国著名的演艺类综合艺
术院校，成立于1945年。建校以来，学院培
养了近万名文艺专门人才，在国内和国际
的戏剧、电影、电视、戏曲、舞蹈、设计、美
术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社
会影响。上海戏剧学院拥有三个校区：分别
位于华山路、莲花路和虹桥路；设有四个系
（表演系、导演系、戏剧文学系、舞台美术
系），八个学院（舞蹈学院、戏曲学院、创意
学院、电视电影学院继续教学院等）。

复星基金会
两个附属中专（附属戏曲学院。附属舞蹈学
院）。本科专业包括表演（戏剧和影视、戏
曲、舞蹈）、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美术
设计、艺术设计、导演、广播电视编导、播音
与主持艺术、舞蹈编导、文化事业管理等。
研究生教育包括文学硕士、艺术硕士、博士
学位课程，以及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
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与世界十余
所艺术院校和文化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

系。五十多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留学、研
修。在国际交流方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剧协拥有多年的密切合作关系。

复星基金会于2012年9月复星集团成立20
周年庆典之际正式成立，秉承集团“修身、
齐家、立业、助天下”的文化理念，助力企
业“新起点、再创业”战略起步。2016年
基金会累计捐赠40余个公益项目，共计约
4500余万元人民币。

基金会的宗旨为：传承文化、支持教育、鼓
励青年创业、传播健康理念、赈灾帮困等。
自成立以来，复星基金会始终怀有感恩之
心，与员工、与社会分享成长，在关注自然
生态的同时，努力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正向能量，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国 际 舞 蹈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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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是中国高等舞蹈教
育一流院校之一，以培养专门的高级舞蹈
表演人才、舞蹈编导人才、舞蹈教育人才
为目标。囊括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办学层
次。
学院围绕舞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探索，不断在专业布
局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改革。目前学
院下设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三大
专业，同时学院拥有“上海青年舞蹈团”，
作为舞蹈教学实践的基地。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专家及教授占总师资
的22%，教师构成集舞蹈表演艺术家、专
家教授和青年教师为一体，建立了一支既
具有丰富舞台实践经验，又有较强教学能
力和创作能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
伍，并聘请国内外知名艺术院校和艺术院
团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为客座教授。学院
还拥有一个市级重点艺术创新工作室——
舞蹈艺术创新工作室，以及两个市级教学
工作室——芭蕾舞精英教学工作室、中国
舞教学工作室。三个工作室业已成为学院
教学、创作、演出、学术研究的有利补充。

上海市舞蹈学校
上海市舞蹈学校创建于1960年3月18日，是
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也是瑞士洛桑国际
芭蕾舞比赛合作学校。学校设有芭蕾舞、中
国舞、歌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等五个专
业方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舞校人的辛勤
耕耘，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人才培养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和良好的学风、校风，创建了良好
的办学传统和育人环境，培育了大批杰出
的舞蹈人才，已有300多人次在国际、国内
重要舞蹈比赛中获奖。上海芭蕾舞团、上海
歌舞团、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都是以我校
毕业生为基础成立的，可谓桃李满天下，并
享有“舞蹈家的摇篮”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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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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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汇聚了上海芭蕾舞团、
上海歌舞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
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4家业主单位，并拥
有2个面向市场运营的剧场。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将汇聚全球舞蹈优质
资源，引进、推广国内外顶尖舞蹈项目。通
过“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
“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等一系列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专业舞蹈赛事、活动和演
出，精心打造国际、国内一流的舞蹈专属剧
场。通过引进国内外舞蹈艺术名家、大师入
驻，将最前沿的艺术理念、最精彩的舞蹈作
品带到上海，精心打造舞蹈艺术人才聚集
的高地。通过开展全方位的舞蹈艺术的培
训，推出高端讲座、舞蹈沙龙、艺术培训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心打造舞蹈艺术的公
共服务平台。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作为集舞蹈文化创作、
孵化、交流、展示、教育、培训、研究、交易
于一体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舞蹈艺术
高地，将全力促进文教融合发展，以“多出
人才，多出作品”为己任，深化上海舞蹈教
育综合改革，传承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为上
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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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于2015年6
月开始筹建，同年10月9日正式成立。基金
会由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海戏剧
学院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
校四家业主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由上海市委
宣传部主管，性质为非公募类基金会，负责
统筹舞蹈中心内部公共事务、筹募经费资
助舞蹈艺术活动与创作等工作。

基金会以“传承上海城市文化艺术底蕴，
打造舞蹈人才汇聚、艺术水平卓越、公共教
育一流、管理模式先进的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舞蹈艺术高地”为宗旨，通过筹募社会资
金、资助舞蹈艺术活动与创作、扶持重点项
目、组织公益活动等举措，调动统筹社会各
方力量积极参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建设，
提升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国际知名度、影

响力和品牌价值，促进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上海舞蹈事业的繁荣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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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Dance Organizations

中国舞蹈家协会于1949年7月在北京成
立，是中国各民族舞蹈艺术家和舞蹈工作
者自愿结合组成的人民团体，是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在全国拥有3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舞协及产业文联舞协
的团体会员。中国舞协目前拥有8000余名
会员，包括：舞蹈表演、编导、理论、教育、
编辑、管理及在群众舞蹈组织活动中卓有
成就的舞蹈家
中国舞协的宗旨是：维护舞蹈艺术工作者
合法权益，促进和活跃舞蹈艺术创作，进行
理论学术研究及作品评论，举行专业舞蹈
比赛，发掘培养舞蹈人才，开展群众性舞蹈
活动，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组织中外舞蹈文
化交流，繁荣和发展中国舞蹈艺术事业。
中国舞协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一系列全
国性和国际性舞蹈活动，如中国舞蹈“荷花
奖”、中国舞蹈节、
“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
蹈展演、全国舞蹈创作研讨会、国际街舞比
赛等。中国舞协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舞
蹈组织和舞蹈团体保持着联系，常年组派
舞团和舞蹈家出访或参加国际艺术节的演
出，同时接待相应的外国舞蹈家访华。

上海芭蕾舞团
上海芭蕾舞团成立于1979年，前身为大型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白毛女》作为尝
试芭蕾民族化的重要作品之一，为上海芭
蕾舞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上
海芭蕾舞团国内一流的地位。
历经30多年，上海芭蕾舞团从《白毛女》
起步，到如今拥有了《天鹅湖》《罗密欧与
朱丽叶》《葛蓓莉娅》《仙女》《胡桃夹子》
《吉赛尔》《堂•吉诃德》等世界经典芭蕾
舞剧，《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花
样年华》《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
简•爱》《长恨歌》《哈姆雷特》、上海大剧
院版《胡桃夹子》等原创舞剧以及《清风舞
影——巴兰钦芭蕾舞蹈诗》《欢乐颂——
芭蕾精品晚会》以及《舞之魅——现代芭蕾
精品》等保留剧目，形成了上海芭蕾舞团优
雅细腻、博采众长的“海派艺术风格”。

上海歌舞团
上海歌舞团，成立于1979年6月，自建团以
来，上海歌舞团积累了众多艺术精品：大型
服饰舞蹈剧《金舞银饰》、舞剧《闪闪的红
星》《野斑马》《霸王别姬》《花木兰》《舞
台姐妹》《一起跳舞吧》《朱鹮》、舞蹈诗剧
《天边的红云》等十余部舞剧作品；中华鼓
舞《龙之声》、舞集《满庭芳》《这些年，我
们跳的舞》《在路上》《天地人》以及《心中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是中国久负盛名的专业
舞蹈团体。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中，舞
剧团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发展谱写了辉煌的
业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剧目。其中，民
族舞剧《小刀会》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奠
基作之一。《宝莲灯》、
《半屏山》、
《奔月》
、
《凤鸣歧山》等一大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
的优秀舞剧，造就了李仲林、舒巧等成就卓
著的艺术家。近年来，舞剧团相继创排了
海派舞剧《周璇》、舞蹈专场《城舞•今典》

的歌》《乘着歌声的翅膀》《相约春天》等
数十台专场作品；
《根之雕》《当代节奏》《
夜深沉》《秀色》《大地》《听见身体》《上
海往事》《雁北归》《傣家的女儿傣家雨》《
蒲公英》《天浴》《漫慢》《此时彼刻》等百
余个舞蹈节目。
荣获中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入围奖、中国文化部“文华
奖”、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作品/表演
金奖、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比
赛金奖、中国华东六省一市专业舞蹈比赛
评委会大奖、上海文艺创作精品等众多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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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家协会

等，还创作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舞
新作《卡尔米那•布拉那》、
《天空下的这些
人》、交响舞蹈《列宁格勒交响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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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队

纪念崔莎•布朗（１９３６－２０１７）

总策划: Tobias BIANCONE, 楼巍
策划 陈仲文 陈家年 刘青弋
项目执行
学术统筹: 张麟
演出统筹: 杨新华
工作坊统筹: 李海霞
会务统筹 :范进明, 宋群华, 汤益明
宣传: 张麟, Malory Domecyn, 包立峰, 高
雅
外事统筹 : 张云蕾, 汤益明
舞台技术: 翁正辉, 孙蕾 ,Nicolas Bouffin,
唐一飞
舞台监督: Nicolas Bouffin, 陆才根
志愿者统筹: 薛嘉

国际戏剧协会
UNESCO 办公点
UNESCO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Info@iti-worldwide.org
www.iti-worldwide.org
国际戏剧协会
总部
中国上海市新闸路1332号
200040

国际戏剧协会
上海戏剧学院办公点
中国上海市华山路600号
200040

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上海市华山路600号
200040
www.sta.edu.cn

Photo by Mark Hanauer
www.fosun.com

„我选择做一名舞者，因为
我渴望飞翔。超脱于重力
的感觉总是带给我不断的
感动（…）“
崔莎•布朗 2017年国际舞蹈日献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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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一 起 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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