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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刀郎舞蹈的形成是维吾尔文化与蒙古文化的秉性,是草原牧猎与绿洲农耕融合的“活化石”。
本文将愿意作一块铺路石,追根溯源,深入探究对这一中国古老西域时期著名乐舞的历史沿革和形成过
程。并以麦盖提刀郎舞为背景,从艺术技巧角度对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表演形式、形态中的动态与动律、
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与传承现状等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考究,最终对麦盖提刀郎舞蹈的实际传承现状进行
了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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