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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舞蹈中,我们将身体视为一个动态结构,由未完成和未形成的潜力定义。舞蹈作为动态结构,
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和概念一直在实践创作中被不断革新。新的空间创作方法被认为是当今后现代舞蹈
的时代特点。本文通过采用舞蹈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以及“空间切割”的实践研究方法对创造力和舞蹈
空间进行探究,通过对舞蹈空间与舞者关系的研究,探索更多舞蹈与空间互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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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space slice" in choreography
—— Analysis of creativity and dance space

Yufei Zhe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Beijing Dance Academy
[Abstract] In dance, we regard the body as a dynamic structure, defined by unfinished and unformed potentials.
As a dynamic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cept between dance and space have been constantly innovated
in practical creation. The new method of space cre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dance [1]. This paper explores creativity and dance space by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of
dance anthropology an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method of "space slice", and explores more way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ance and space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ce space and d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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