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民族戲劇」係指以少數民族戲劇為主的中外國別、族別傳統戲劇文藝形式，它不僅包括

廣義的人類戲劇文化遺產，亦包括狹義的世界各民族戲劇理論與作品；不僅包括歷史文物文獻

中用文字記載的民族戲劇文學，亦包括流傳於民間與活躍於舞臺的民族戲劇表演藝術。中華民

族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形式多樣，並以獨具風格的東方民族戲劇藝術形象屹立在世界文化藝林。

民族戲劇學是一門綜合了人類文化學、民族學、文學、藝術學的新興人文學科，自從它誕生起

就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昔日不僅是「戲劇戲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又成為「戲劇與

影視學」的中堅力量。中華民族戲劇學的最大優勢在於科學、有機地整合了古往今來中外戲劇

學科史地知識與方法，並且以傳統的文獻學、考據學與現代社會學、文化田野作業為基礎，全面、

系統、科學地反映了中國各民族戲劇文化的厚重歷史與學術意義。筆者與山西師範大學、陝西

師範大學諸位碩士、博士生共同合作，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藝術為基礎，歷時 8 年，

對全國範圍 56 個民族戲劇文化資源與作家作品進行認真、深入，富有成效的學術考察與研究。

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鮮明的色彩和重要的學術價值，來證實方興未艾的民族戲劇學

在中國、亞洲，乃至世界民族學、戲劇學中的崇高地位及其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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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戲劇文化 
 

張大新 

 
 
 
 
李強先生將其順利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國少數民族

戲劇實證與民族戲劇研究》結項成果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

項目《中華戲劇通史》分支課題《中國少數民族戲劇》階段性成果《民族戲

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專著電子文稿惠賜筆者，告知此部煌煌巨著將於今秋

由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隆重推出，懇切邀我作序。批閱洋洋近百萬字、體

制宏大、渾浩豐贍的書稿，敬仰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李強先生與我交往日深，意氣相投，心契神合。他長期執著於中國少數

民族戲劇文化、中外民族戲劇學的探索與研究，在方興未艾的「民族戲劇學」

這一具有開創性和前衛性的學術領域內跋涉耕耘，創獲殊多，常常令我歆羨

不已。作為推心置腹的摯友，應命寫序，理所應當；而面對如此高屋建瓴、

地負海涵的藝術史論高端建樹，自感瞻望弗及，倉皇之中，無所措手。幾經

思量，權且將閱讀書稿的淺薄感想率然道出，以就教於作者和前賢時彥吧。 
以中國少數民族戲劇實證為基礎和切入點，展開規模宏大的民族戲劇研

究，結晶為《民族戲劇學考察與研究》，可說是李強先生建構以少數民族戲劇

為主題的民族戲劇學大廈的「樁基」和材質。李強先生多年來傾心關注漢族

以外眾多少數民族的戲劇生態、文化內涵和藝術形式，富有獨創性地把珍稀

可貴的多民族戲劇文獻與實地考察調研所獲得的真知灼見融會貫通，綜合運

用民族學、戲劇學、宗教學、哲學乃至考據學、語言學、音樂學、舞蹈學等

觀點和方法，搭建起與前賢以漢族戲劇為主導的戲劇學迥然有別的民族戲劇

學框架，力圖在全球化視野下重新審視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戲劇活動的規

律和特點，佔據當下尚較少有人涉足的中外民族戲劇學的學術制高點。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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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人先的學術探索精神和宏闊開放的胸襟氣魄，以及為構建嶄新的民族戲

劇學體系所付出的心血智慧和創造性勞動，既是維護人類共有的精神文化家

園自覺的擔當意識的能動顯現，也使其理論發掘和追蹤考察具有了前瞻性和

開拓性的品格。 
遵循課題主持人把「民族學」和「戲劇學」作為民族戲劇學兩翼的主張

和思考路線，該專著設立了十一個具有密切內在聯繫的專章。冠於全書之首

的「導言」以充沛的激情展示出課題組成員投身民族戲劇學研究的強烈信念

和銳意開掘描述立體式的中華民族戲劇文化史的宏偉願景。 
第一章可說是導論或研究綱領，旨在闡述中華民族戲劇史研究的價值和

意義，揭櫫課題所依據的堅實宏大的理論架構，歸納課題所採用的行之有效

的研究方法與思維路徑，並特意介紹了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少數民族戲劇文

化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著對「民族戲劇學」的歷史、定義、類別、研究範

疇的學理性闡釋，給讀者以提綱挈領的引導和提示作用。 
第二章著重辨析民族史、民族文化與民族戲劇學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就

中華民族戲劇學的研究現狀和存在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對當下學術界忽視

少數民族戲劇和重文本而輕活態演劇事象的偏頗予以評判和規正。 
第三章從歷時性的宏觀立場追溯中華多民族古代戲劇孕育、產生和發展

的曲折歷程，並予以思辨性的梳理和歸納。 

第四章、第五章分別對古代和現當代各民族戲劇的代表作家和經典作品

做簡要的介紹述評，別開生面地就中古以來「胡部新聲」的傳入對華夏戲劇

音樂體系的形成及胡漢戲劇形態的整合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有力的論

證。 
第六章的著力點是辨析中華民族戲劇與少數民族戲劇的概念和範疇，綜

述歷代戲劇理論的貢獻和民族化特徵。 
第七章將著眼點放在了中華民族戲劇文獻史料的整理和評估方面，其中

對少數民族古代樂舞戲劇文本和南北方古代各民族戲劇文化交流的文獻史料

給予高度的關注，彌補了當下戲劇理論著述的缺失。 
第八章圍繞中華民族戲劇與中外民族戲劇學的關係，探討民族戲劇與民

族戲劇學的關係，廣義的民族戲劇學與狹義的民族戲劇學在內涵、外延上的

差別，進而延伸到民族戲劇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探討和對中外民族戲劇學的

交流與發展的關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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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由「絲綢之路」切入到中外民族戲劇藝術的交流和交融，其中對

東西方民族樂舞、宗教樂舞的輸入及由此促成的中外戲劇交匯的列舉和論述

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第十章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場出發探討邊疆少數民族戲劇文

獻史料的整理和保護問題，進而涉及到跨文化戲劇研究、少數民族戲劇在世

界文化中的地位及「民族戲劇」與「國學文化研究」的有機聯繫等前沿性問

題。 
第十一章帶有總結性地論述中華民族戲劇文化與民族戲劇學的關係，主

張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創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民族戲劇學理論體

系，使得該課題的研究成果及其學術預期具有了前沿性和建設性的意義。 
據筆者閱讀專著大綱和部分章節書稿的直觀感受，有這樣一些粗淺的印

象和認識：這部建立在系統的理論架構和大量科學實證基礎上的研究專著，

視野廣闊，體系宏大，理論根基厚重，研究方法新穎，田野調查廣泛細緻，

是「民族戲劇學」領域具有創新和引導意義的研究專著。課題主持人曾經開

宗明義地指出，他們創立的民族戲劇學體系，是以中國少數民族戲劇為主題

的，有意打破「歐洲戲劇文化中心論」與「漢族藝術中心論」的陳舊觀念，

由國內少數民族戲劇遺存史料搜集和活態生存現狀的調查為前導，探討多民

族戲劇互動共生的內在機制，採用多學科交叉乃至跨學科、跨國界的思路和

方法，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宏大民族戲劇學研究體系。這種立足高遠、

視野宏闊的膽識和魄力，是構建超越時空的宏偉、博大的民族戲劇學大廈的

巨大精神動力。 
筆者在閱讀「中華民族戲劇文獻史料與整理」一章時，深深服膺於該課

題組成員對中外古今戲劇文獻、研究專著的熟稔和理性審視的敏銳，無此則

不足以保證民族戲劇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本課題研究方法的新穎和獨特，

給同行學者諸多啟發和引導。在課題概括採用的八種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

中，建立資料數據庫、文獻考證、逆向歷史尋索、田野作業、比較研究、跨

學科研究等，是課題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也是值得推崇和效法的。 
僅就田野調查而言，成果附錄了 21 份田野調查報告，是李強先生帶領門

下的 25 名博士、碩士研究生實地調研考察的珍貴實錄、智慧與心血的結晶。

課題組成員跋涉尋訪的足迹幾乎遍及我國境內東西南北各個少數民族區域，

實地調查的範圍涉及到 20 多種列入國家非遺保護名錄的少數民族稀有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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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豐富的紀實性活態戲劇史料支撐起課題研究的骨架，為中國少數民族戲

劇乃至具有無限張力的民族戲劇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可謂功莫大焉。 
《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即將在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隆重付梓

出版了，我們向她的榮耀面世表示熱情的稱賀。這部原創性著作的研發完成，

為正在建構中的民族戲劇學大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她的發行和傳播，將在

中外戲劇文化領域產生廣泛、持久的影響，推動具有廣闊前景的中外「民族

戲劇學」健康發展，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戲劇文化，取得更大的突破和

更輝煌的成就。 

 
2014 年 4 月 26 日於河南大學 

（作者係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河南地方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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