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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伦舞作为锡伯族独有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表现形式,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重要
代表作,作为锡伯族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着锡伯族独有的民族认同感、审美特点、交际特
点以及娱乐等各方面的功能,然而,受到地域限制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冲击,贝伦舞在现当代的发展也逐渐
趋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其未来的传承、发展令人担忧。由此,本文以“锡伯族贝伦舞文化发展的意义与传
承路径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锡伯族贝伦舞文化提出可行
性建议,进而也为有效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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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nheritance Path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elem Dance
of the Xibe Nationality
Panpan Wang Qi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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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unique form of folk dance of the Xibe nationality, the Belem dance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
among the Xibe nationalit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Xibo
nationality, it shows Xibe’s unique national identity, aesthetic features, communicative features and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functions.. However,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belém danc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is becoming stagnant, and its fu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re worry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path of Xibo beren dance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hoping to mak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lem dance culture. Furthermore,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ly developing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Xibe nationality; Belem cultur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path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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