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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极一派拳术, 系前贤根据易

理创作而成。其动作姿势之美,以及修

养后的气质之美, 是一种耐看的永恒

美, 一种异于西方的东方美,笔者将其

取为素材, 编为舞蹈,是舞蹈创作的实

例; 因撰文就正于同好先进,以期有抛

砖引玉之效果,有助于发扬我国固有

优良文化。 太极拳前面两字“太极”一

词, 源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经典《易

经》。由于它的一套抽象符号系统和深

邃言辞, 启发出许多奥妙哲理和思想

模式, 千百年来, 它对我国固有经学、

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兵学、民俗,甚

至自然科学, 一直产生极大的影响。而

特别对我国特有的人体科学, 如针炙、

气功或导引及心灵科学的贡献尤大;

太极拳就是由它启发出来的一种兼具

外表的肢体运动及内在的气功导引,

有强身、医疗及心灵修养作用的科学。

易经对我国历代思想, 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自先秦包括儒家的诸子,外

来的释家, 到宋明理学或新儒学的各

家, 都不能例外。不但在国内有如此的

发展, 就是在国外现代科学、艺术方

面, 也产生惊人的影响。世界有名的德

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 (C o t tfried

W ilhe lm Le ibn iz 1646- 1716)从六十

四卦的圆方图 (先天六十四卦图 )中,

竟然发现和他在数学上发现的二进位

记数制 ( b ina ry no ta tion), 即用 “ 0”与

“ 1”能够记出一切数的原理完全相合。

因有此记数制的发现, 电子计算机的

发明才有可能, 产生了今日电子计算

机的时代。

马丁· 斯科诺伯杰在《生命的奥

秘》一书中, 述及生物遗传密码与易经

六十四卦的对应关系 (谭晓军: 漫画周

易,页 20)。丹麦诺贝尔奖得主丹麦物

理学家波尔教授 (N ie ls H en rik D av id

Boh r 1885- 1962)在其论“相生相克

原理”中, 自称得之于《易经》启示, 有

趣的是他把太极图做为他自己的徽

章, 在庆祝会上赠人 (陈建军: 中华周

易,页 73)。

五十年代美国后现代舞关键人

物, 默斯 · 坎宁汉 (M e rce Cunn ing-

ham 1919— )与现代音乐家约翰· 凯

奇 ( John Cage 1912— 1992)也在《易

经》的思想启发下, 从机遇 (C hance )得

到灵感,创作了一种音乐界翻成“偶然

音乐”, 舞蹈界翻成“机遇编舞法”的艺

术,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艺

术家, 而“机遇”这种思想和方法竟成

了欧美前卫艺术中舞蹈、音乐、美术各

个领域的基石,使中国文化精神, 一跃

成为主宰西方现代艺术最高准则。 (欧

建平:西方舞蹈鉴赏, 页 180)

一部《易经》产生“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的作用, 尽管各人的领域背

景、知识、志趣的各不相同, 但每每都

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得到领悟、得

到启发。

一、太极拳的起源、发展

我国拳术中境界最高的太极拳,

就是从易理启发而发明的一种拳术。

是典型的中国式运动, 它蕴含哲理、兵

家武学和传统的养生法 (唐豪:太极拳

研究, 页 1、 5)。 配合呼吸, 使肢体活

动、血脉流通、心境平和、呼吸匀畅、阴

阳平衡,从而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

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套“以

心行意”、“以意行气”、“以气运身”透

过神经呼吸领导运动,以达到艺术境

界的拳法。 其运动大部分都在圆圈中

进行, 周而复始, 是一套历久不衰,深

受中外人士喜爱的健身、修心、养生的

运动。

太极拳的创始者, 据考证是创陈

家太极拳的陈王廷。此派拳术的特点,

系以柔化刚的螺旋式缠丝劲, 进行螺

旋运动著称。动作绵绵不断如抽丝,自

然流畅、轻软、圆柔、灵巧、稳重。 是一

套结合易理经络学说创出的拳术,世

界上绝无仅有, 达到全身内外运动,且

具有舞蹈美的拳术。

太极拳除陈家外, 尚有杨家、吴

家、武家、孙家, 都有各自的风格和奥

妙, 各家虽然架式各有不同,但其锻炼

的原则均主张由松入柔, 运柔成刚,刚

柔相济, 只有陈家第二套路,尚保留鼠

蹦跳跃、发劲和震足的动作。

先贤为我们留下一份丰厚宝贵的

身体文化遗产, 各家均有拳论,足供后

学研究,加上近年公家和私人的提倡

和推广成为全民体育项目之一。 可是

笔者发现这么一套完美的养生、健身

运动, 各地好像只是中、老年人的运

动, 年轻人参加的并不多,我们应不断

给太极拳新的活力。除了继承外,还应

该促其发展, 使这套祖先送给我们养

生、健身的运动更加生动、更加活泼、

更加优美、更加丰富,从而能吸引我们

的年轻人一起加入。

二、现代舞发展简介

现代舞 (M o rden Dance)起源于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是一种注重

自然、自由美的,创造性舞蹈。 启蒙者

伊莎多拉 · 邓肯 ( Isado ra D an con

1878- 1927), 她反对古典芭蕾僵硬、

刻板、形式化、而不自然的技巧和肤浅

的主题。认为人体本来就是自然的、自

由的、美的,为什么要违反人体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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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 穿上硬鞋 ( T oe S hoe s俗称脚尖

鞋即现在的芭蕾硬鞋 )与束缚身体的

衣裙呢?她的舞蹈艺术,得力于童年充

满了音乐与诗歌的家庭生活, 以及对

自然界各种运动的观察: 如大海的波

浪、风中云的行动、雀鸟的飞行、树叶

的摇曳、花儿在清晨微风中的颤动

……。 大自然本来所呈现的动态。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自然

为师”, 唐代诗人王维也说: “师法自

然”。 可见自然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宝库。 邓肯称自己投向大自

然, 认为自然动作是舞蹈最佳方式,也

是身心有效的活动教育。 主张借人体

的走、跑、跳跃、旋转等来做自然的运

动与表现。

邓肯为二十世纪的舞蹈, 开创了

一条崭新的道路, 让人们充分讨论那

以往不敢讨论的事。 她纯然以独特的

见解来研究舞蹈的动作。 她认为舞蹈

应该是和谐简单, 能跟一切美的事物

相调和而富有韵律。 她不幸于四十八

岁那年死于车祸, 未及把自己的理想

完成一个体系,所以她留给人们的不

是技巧和法则, 而是她对舞蹈的观点。

那崇尚自由和自然的精神, 对后世产

生很大的启发作用, 影响深远。

其实这位迷人、浪漫 、天真, 具有

叛逆个性, 一生充满诗意与神秘色彩

的舞蹈家, 留给后人的,还有她那本生

动的自传《M y L ife》。 “两脚踏东西文

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著名学者林语

堂先生, 在他的小品文集中,对这位娇

小、美丽、才气过人的奇女子的文笔赞

赏不止! 最使后人敬佩的是莫过于邓

肯将所有的钱财积蓄,办了一所舞蹈

学校, 完成她的艺术理想,而使自身在

晚年时陷入穷困潦倒。

二十年代的晚期,打开美国新现

代 舞 纪 元的, 是 玛 莎 · 格 兰姆

(M ar tha G raham 1894- 1991), 她是

一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对舞蹈贡献最

大的大师。 对玛莎而言, 舞蹈是“深具

意义的动作”, 她要动作饱含内在意

义、刺激,像奔腾的巨浪 (张学美译:赤

足女王玛莎格兰姆, 页 1、 2、 38)。她的

舞作, 旨在唤起人对生活的觉醒,深入

人性精神层面的本质,而不是模仿日

常生硬的动作。她抛去传统的老套, 认

为任何依附旧有形式的美学条规都必

须毫不犹疑的抛弃。 她企图从一切束

缚中解脱出来: 削去装饰性的僵化的

技巧和风格; 追求新观念、新价值, 而

以新形式来表现。舞蹈对她而言, 是一

种“内在情感的经验”。内在的世界, 更

能使她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悦。

繁荣迎向玛莎强调呼吸, 她的收

缩与放松技巧就是根据呼吸的自然节

奏。但她的技巧虽也从呼吸开始, 却与

我们的太极拳大为不同。 太极拳的呼

吸注重深、长、绵、匀, 能引导神经、畅

通气血、产生安神静虑、物我两忘的效

果。 而玛莎的,是透过呼吸, 导致身体

的伸张与收缩,着重呼吸的动力, 灵活

运用人的肢体,吸气时身体伸张, 吐气

时腹部收缩,使身体做出跌落、旋转等

的动作,再化成各种复杂的肢体语言,

达到表现所要表达的感情与思想。

美国现代舞五代技术体系中, 论

影响要以玛莎建立这一套以呼吸为动

力,以脊柱为主干, 加上地板动作的训

练体系最为深远。 全世界很多的舞蹈

学校与舞团, 几乎都用这套技术训练

学生或舞者。 伦敦艺术中心主任威廉

· 史储曼 (W illam S chum an)说: “玛

莎· 格兰姆在舞蹈运动上, 创造了原

始的词汇,这些原始词汇扩展了舞蹈

创作表现。”

作为一个美国人, 她的作品也表

现了美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美国开国

时期, 移民充满冒险犯难、拓荒的精

神。如她早期的作品“边疆” (F ron tier )

意味着对西部广大原野的征服, 表现

有力、自由奔放、勇猛往前, 向西开垦

的不屈不挠精神。 在“阿帕拉钦的春

天” ( Appo lachian S pr ing )一舞中, 也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在二十世纪文化

的冲击之下, 她也接受了近代西洋心

理分析学说, 特别是弗罗伊德与杨格

的影响。她也从希腊神话、古希腊戏剧

及人生中取材。 玛莎认为人生有光明

的一面,但人也会嫉妒、哀伤、害怕、憎

恶、挣扎、仇恨。 她的作品如 “哀悼”

( L am e ta tion)中, 舞者用身体形象客

观表达人类的痛苦、焦虑、悲愁。 另一

舞作 “心灵的 洞穴” ( C ave o f the

H ear t)以蜜底亚的传说与心理剧交互

编成, 探讨占有、嫉妒, 活在仇恨中,与

毁灭性的爱, 揭示人生的阴暗面。她喜

欢面对事物, 勇敢地探讨、发掘问题。

玛莎强而有力的作品,使人体做为现

代的精神内涵, 动作干净利落、空间性

大、感情性强,使舞者与观众感到出神

入化。她总是透过不同的题材,来阐述

她个人对人生与人性的看法及对生命

的一种肯定 (林怀民: 云门舞话, 页

93、 94)。 一位评论家说: “赴玛莎· 格

兰姆的公演, 不是去享乐,而是接受心

灵的震撼。”

半世纪的努力, 玛莎编出将近一

百八十部作品,留下了一套坚实的技

巧。西方舞蹈史中,以个人的力量做如

此庞大的贡献可说是空前的! 也是舞

蹈界绝无仅有,能与现代美术家毕加

索 ( P ab lo P ica sso 1881— 1973)、音乐

家斯特拉 汶斯基 ( Ig o r S trav in sky

1882- 1971)并驾齐驱成为二十世纪

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的人。

出自玛莎门下第三代的默斯· 坎

宁汉 (M erce C ann ingham 1919— )在

玛莎舞团做过主要的舞者。 他认为舞

者所关心的应该只是纯粹的动作、速

度、空间、线条。 他不喜欢玛莎那种文

学性、心理分析的舞蹈,默斯认为应该

从舞蹈的本质来探索。

其创作的方法深受音乐家约翰·

凯奇 ( John Cage 1912- )及一些达达

派、超现实派、新造型派、前卫艺术家

的影响。从偶然音乐、数学、序列音乐、

绘画结构着手,让日常生活动作出现

在舞台,这便是他以动作为本质的纯

舞蹈 ( Pure Dance)。动作就是动作,舞

就是舞; 舞蹈既来自于动作,就不要有

情节或感情的结构 (林怀民: 云门舞

话, 页 163、 104)。

五十年代他研究《易经》在易学思

想启发下, 他跟现代音乐家约翰· 凯

奇的创作观念相合。约翰· 凯奇的“偶

然音乐”用掷铜币来决定“音响”段数

及演出先后顺序, 再合成一个作品。默

斯· 坎宁汉后来更进一步,将 “机遇”

渗入他的编舞观念中, 在编舞过程,将

动作、舞句、舞段、结构,……运用《易

经》中的六十四卦来布局,一切动作都

·17·



可以互相连接,只要把握时空中对比

“变化”的规律, 形成新的舞台构成观

念, 不根据音乐编舞,舞蹈和音乐各自

在自己的领域发挥, 同时演出、同时结

束, 与音乐家的合作仅止于观念的沟

通。打破了舞蹈依据音乐的节拍,做起

承转合的传统编舞法,启发了现代舞

者的创新, 在舞蹈界他是毁誉参半的

艺术家, 但风靡了美国与欧洲的年轻

人 (参见欧建平: 舞蹈名人录, 页

240— 243)。

六十年代后现代舞以崔莎· 布朗

( T r ish a B row n 1936— )为代表, 在观

念上, 他们认为一切都可尝试,没有任

何禁忌, 这种实验性的观念,使后现代

获得更大的自由, 有效拓宽创作资源

的利用, 为现代舞的观念、方法和技术

的更新, 提供了更多的方向。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后后现代

思潮, 表现更是随心所欲,他们只在乎

一件事,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

世界、对时代的看法。另外他们表演的

方式早已走出剧场:走向街头、广场、

湖边、草地、公园、森林、美术馆、博物

馆等一切公共场所。 以上是美国的情

形。

美国以外, 先是在德国有舞蹈理

论家拉班 ( Rudo lf V on Laban1879—

1958)和他的学生玛丽 · 魏格曼

(M a ry W igm an 1886— 1973)首创无

音乐舞蹈。在现代舞蹈教育家方面,还

有库特尤斯 ( Jo o ss K u rt 1901— 1979

“绿桌”的编舞者 )。其中拉班最大的贡

献之一是“拉班舞谱” ( L abano ta tion),

它是一种像乐谱一样的 “非文字符

号”, 将舞蹈动作、时间、轻重, 甚至情

绪起伏……等质与量的变化, 记录下

来, 使后代可以根据舞谱的记录,使原

舞再现。 是一套目前世界上采用最广

的记录方法。

中国人第一位在伦敦大学舞蹈系

Laban Cen te r得到舞蹈博士学位的刘

凤学教授, 就是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唐

· 宋的乐舞 (手稿保存于剑桥大学唐

代音乐研究部门 ),以及新疆舞和台湾

的山地舞。 其次是拉班的动作分析

( E ffo r t S hape M ovem en t A na ly sis),

e ffo r t是指动作内在的精力, 它可以

帮助与引导我们从动作的外形, 探索

动作的内在与心理表现的关系; 而

shape是指身体的造型或外在的形

状;配合 effo rt一起分析,描述舞者的

身体在空间所使用的力量; 与动作进

行时, 在空间运行的角度和不同的角

度所产生的不同动势, 能扩大动作空

间的范围。拉班的这套系统理论分析,

不仅提升了舞蹈教学、创作、表演的层

次,也提供了舞蹈工作者更广大的研

究空间, 有助于国际间的同道相互交

换作品研究和创作的观念。

由于拉班对人体动作发展的可能

性,作了深入的探讨, 因而产生了抽象

舞蹈 (A bstrac t D ance)。也提出“三度

空间”为创作的方式, 所谓三度空间

(长、宽、高 )就是立体的构成, 一个动

作透过三度空间,产生同类系, 但不同

动作的变化, 再加上强弱和时间的处

理,构成现代抽象舞蹈基本的技法, 使

舞蹈真正摆脱了说明式、故事性的表

现范畴, 步入只以动作变化来塑造气

氛和感觉的境界 (刘凤学: 现代舞蹈的

发展,台湾新生报第九版 )。

在台湾,对舞蹈教育和表演艺术,

有着极高贡献与深远影响的刘凤学教

授,把拉班的创作方法, 在她的舞作里

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九七八年, 发表的

作品“幂零群” (即一群, 任何数之幂为

零均等于一 )气势雄伟, 令人震慑, 对

动作的空间性和动作的集团性, 发挥

到极点。在这一个舞蹈中, 透过三度空

间的运用及主题动作的变化, 利用生

理学与力学的原理, 和“非对称”多于

“对称”的美学运用,处理得非常好, 是

抽象舞蹈的上上品。

抽象艺术是二十世纪的产物, 是

人类对世界的另一种新的创造, 新的

贡献;唯有新的创造, 才能带给人类新

的精神生活与希望!

二十世纪的现代舞, 已走到后后

现代,是仍在发展中的舞蹈, 尚有许多

较不闻名及新兴舞蹈家的系统, 但限

于篇幅,不能一一详细介绍。 从邓肯、

玛莎……等九位舞蹈大师对现代舞的

观点及创作理念中多多少少能了解什

么是现代舞。 这里笔者引用《纽约时

报》舞评家约翰· 马丁 ( John M a rtin

1893— 1985)的话: 现代舞是一种观点

( P o in t o f V iew ); 是为了“将个人真实

的经验形象化”所做出来的动作。台湾

舞蹈界的泰斗刘凤学教授说: 现代舞

是一种尊重个性表现的舞蹈。 它已不

再全是几百年传统的形式、舞步、故事

性的“再现艺术”, 而有许多是新观念

和新方法处理的创作性舞蹈了。

三、太极拳与现代舞创作

创作 (C rea tion )是从探索到发现

的一种历程。舞蹈创作,自然也指舞蹈

方面从探索到创新的一种历程。 模仿

完全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创造实际上

可能发生于任何活动中。 大部分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一旦碰到需要解决

问题的时候, 都会发现自己富有机智

和创造的才能而感到惊异。

艺术的创造是相当煞费心神的,

但没有一样艺术, 像舞蹈那么艰辛,它

不但“劳心”而且 “劳力”, 如果没有极

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层层的困难, 舞蹈

创作的工作, 常常会半途而废。任何一

个舞蹈工作者,在创作时不但经过极

大的困难与努力, 而且需要经过长时

期的知识吸收与经验的累积、技巧的

练习。他必须客观而冷静的,用理智的

态度去仔细安排和沉着经营, 才能获

得作品的完成。

我们常说, 舞蹈是舞蹈家所作的

美的感情表现,并予欣赏者以美的感

受; 当然就是说:舞蹈家由美的冲动到

具体的将作品表现出来, 与欣赏者接

触的这一历程, 是舞蹈的整个过程。假

如将这个过程区分一下, 便可知道舞

蹈家的感受是内在的思想及感情与外

在的自然人生相结合时, 心中产生美

的意象。 所谓“意象” ( im age),亦即先

由内在之 “意”, 然后再构成将诉之于

外界的“象”。 这种意象构成一般美学

家称之谓 “内创品” (虞君质: 艺术概

论, 页 105)。 如将“内创品”以身体的

动作具体表现出来, 便称之为外创品。

“外创品”是必要的, 因为欣赏者必须

从 “外创品”方能接触到舞者美的“意

象”。虽然“意象”的完成,在学理上讲

便是“内创品”的完成, 但如要成为“外

创品”时,仍然要透过技巧 (身体的动

作 )。如无技巧的素养,虽有再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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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仍旧无法表现出来。 所以说,一位

舞蹈家, 在其作品的创作完成前,蕴蓄

与培育的过程是否把握的好, 关系到

作品的成就甚大。

我们谈创造, 应该了解创造力的由

来,有人以为创造力完全是受天才灵感

的驱使; 有的人以为创造力源于时代思

潮的影响;有的以为源于想象亦即透过

知觉、记忆、推理、思考的运作。当然这

些说法都有它的根据。因为任何一个有

创造力的人都有其新思想、新观念, 不

甘安于现状的特性,当舞者对现实人生

或自然界现象, 激发出情绪意象时, 便

会本着创造的特性, 运用其技巧, 透过

身体的动作,发出创作表现。

舞蹈创造的工作, 不一定要全新

的, 它很可能只是对旧材料的重新安

排,或许仅仅只是表现他自己的一种新

奇的经验或观念而已,宇宙间也许原无

新事物, 过去未来的一切, 本来早已存

在。所谓创造也许不过是创造者在神秘

的顷间, 透过了时光的隧道, 将过去或

未来的东西抓到现在来表现而已。

在邓肯所谓 “未来的舞蹈”, 现在

所谓“现代舞”, 即从邓肯本人到玛莎

· 格兰姆都从九千年前希腊神话文学

和艺术寻找创作的源泉。 因为“精神”

原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有

“物质”部分的肉体才永远无法打破时

空的樊笼。现代舞要以身体为工具 (保

罗洛夫在现代舞定义中谓: “在技术上

说, 运动是现代舞的本质,身体则为其

工 具。” C hu joy and M anchester, 页

635),来表现观念,是要以“有限”来表

现 “无限”, 其工作的艰巨是可以想见

的。 但像邓肯那样在舞蹈中把身体和

表现的精神合二为一,徜徉千古与造

化同游, 能扩大人的胸境是可以想知

的, 所以现代舞在教育上应是一种很

好的“陶冶”教材。

在舞蹈的发展上, 创作活动和技巧

练习同样重要。 它们的不同之点, 创作

活动是比较不能预期,比较偏重于依赖

感觉、情绪和思想, 其目的在于表现一

项观念或新艺术形式 (“艺术形式”笔者

采用了“现代舞是以运动为表现媒介的

一种艺术形式”的说法。 M arge rJ.

T urne r页 1)。而练习技巧的目的, 在于

使身体听从支配, 得心应手 (体 )。 因此

舞蹈必须透过身体的动作, 来表达人类

的思想与感情。 所以“动作是舞蹈的生

命”。 由此可知动作在舞蹈中的重要性

了。而太极拳,几百年以来,发展了一套

严谨、精确的自有动作与体系。

它提供了很多训练肢体语言的素

材, 另外有套路中的动作如: 白鹤亮

翅、手挥琵琶、斜飞式、单鞭、金鸡独

立、退步跨虎、仆步穿掌、独立挑掌等。

静止时, 造型优美、姿态沉稳, 富有雕

塑性,随手拈来, 是舞者取用不尽的源

泉,这些都是前辈经过几世纪的智慧

与经验的累积,和无数次改革而来的。

最令人佩服的是前辈发展这一套

动作训练系统与姿势,对人体骨骼、肌

肉功能都有精密的研究, 对人体所能

担任的动作与功能也都能考虑周详。

并且融会贯通了养生法 (导引术和吐

纳术 )、呼吸法 (吸取汉代名医华佗所

编的五禽戏: 以呼吸运动结合仿效动

物的动摇、屈伸、顾盼、跳跃等动作的

健身法 ), 经络学说 (是指布满人体的

气血通路,有沟通表里, 运行气血, 以

意导气,以气运身 ),并以腰脊为轴心,

微微转到带动四肢进行有节奏的运

动,畅通气血, 达于手足端,等等。要求

意识、呼吸、动作三者密切配合, 达到

“内外合一”。 将运动生理学、心理学、

医学、哲理融合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独特运动方式。

但是,编舞者采用太极拳动作, 宜

从中选出与主题有关的,形象鲜明、生

动,能产生视觉美的动作, 做为主要动

作,使这些动作成为整个舞蹈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太极之美》一舞中, 笔者

即从杨家太极拳八十八式中, 选出几

个笔者认为优美、生动又与所要表现

的内容能密切配合的动作, 如 “揽雀

尾、单鞭、白鹤亮翅、搂膝拗步、手挥琵

琶、金鸡独立、下势等作为主要动作,

然后透过空间 (前后、左右、高低 ),韵

律 (快慢、强弱、长短 )、动力 (跳跃、旋

转、放松、收缩、倒下 ), 再加上一部分

动作变化和造形编成的。

太极拳的动作在舞蹈上讲, 就是

一种肢体语言。 其绵绵不断的缠丝劲

动作, 所带动的气韵和节奏,蕴含了一

种极为严谨的内在秩序与美感, 产生

视觉的新境和心灵的心象。 这种肢体

语言, 充满了新的组合可能,充满了无

限发展的前途,尤其当笔者看到著名

雕刻艺术家朱铭先生一系列纯粹的、

自由的、神形兼备的《太极》作品时,除

了赞叹、感动莫名外,自忖用舞蹈来表

现, 更应能比雕塑传神,更富生命力。

现代知识的发展是一种知识与另

一种知识的结合, 使两种知识发挥更

大的作用。所以现今学界,也都做跨学

科的研究。所以在本舞中,把太极拳动

作从既定的形式中释放出来, 融会西

方文化和肢体语言艺术, 赋予新的内

涵、新的精神表达,扩展到美学等的领

域, 使它从拳术中走出新的生命。

舞蹈除了独舞 ( So lo )之外, 还有

双人舞以及群舞。透过舞群的表现,更

能看出舞者的主张和思想。 《太极之

美》本次采用独舞的部分,仅能传达流

岩回荡的气势和神韵。 但如果透过群

舞, 便更能表现多元的立体空间构成,

形成一个新空间感觉, 它丰盈、繁复、

纯净。 其美的旋律以及延续不断的流

动线条, 传达出传统与现代、世界性与

民族性、具象与抽象的艺术效果。

每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负有对

文化承先启后,使人类文化趋于更丰

富的责任。笔者希望透过舞蹈的创作,

使具有健身功能的太极拳, 融合新时

代的精神, 提供更复杂、更宽广、更新

的主题和内容,以适应新社会和新人

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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