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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东汉医学家华佗（公元145—208年）创制的华

佗五禽戏，是我国优秀民族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

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流传时间 长的健身方法之一。它 初的

动作主要是由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的生活习性、活动方

式、神态通过模仿这五种禽兽中虎的雄壮 猛、鹿的轻捷舒展、

熊的憨厚刚直、猿的灵活敏捷、鸟的轻盈潇洒组编而成的一套动

作，同时又把呼吸吐纳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的一套锻炼身体的方

法。此法不仅能强壮四肢的筋骨，而且还能调息五脏六腑。中国

自古就有一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意思是

说，活动是保持健康 有效的方法。经常通过肢体的运动活动，

便可加快食物消化，使血流循环畅通无阻，疏通了脉络。华佗五

禽戏就其保健强身、祛病延年的功效而论，历来都为广大群众的

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发展到今天，它以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

式，不但可以强健人的体魄而且可以健全人的身心。经常练习可

纠正人们的心理障碍及心理疾病，调节人的情绪，改善人的性

格，提高人的意志力，增强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对人保持良

好的心态，健康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益处。

一、对心理障碍等心理疾病具有纠正的价值作用
心理障碍是各种不良刺激引起的心理异常现象，对许多不同

种类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失常的统称。是指一切不健康的心理以

及倾向，它是由于心理压力和心理承受力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平衡

而导致的结果。其特点就是心理病状严重损伤了个人的能力。而

通过华佗五禽戏锻练可以使人们克服心理障碍，树立自信心是使

人们克服心理障碍的有效途径。华佗五禽戏动作难度不大，学习

华佗五禽戏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使人们有了我能学会与学

好的自信心，通过练习还能练使习者的力量、协调性、柔韧性、

灵敏性等基本的身体素质增强，技击能力提高，能体会到成就感

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更增加了自信心。有了快乐、兴趣、自信心

还有什么心理障碍不能克服的呢。另外平和的心境对心理障碍

有缓解作用。心理障碍中常常出现焦虑、抑郁、紧张不安，心烦

意乱，忧心冲冲，郁郁寡欢，情绪持续低落等症状，而通过华佗

五禽戏中调吸的练习，可以起到控制呼吸急缓，放松机体，降低

焦虑功效，有助于使人达到入静的境界从而使人的心境得到了改

善。心理障碍疾病得到缓解。

二、改善性格调节情绪提高意志力
1、改善性格
性格是人格的具体表现，是个人对客观现实稳定的态度和

与此相适应习惯的行为方式。性格是组成个性的重要心理特征。

其特点是性格的后天社会性；从态度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内心深在

性；从行为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外在表露性。孔子提出的“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 的性习说。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及比孟子

稍晚些的荀况提出：人生来就是“恶”的，环境与教育可以去恶

育善。这些理论都强调了环境与教育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作用。同

时性格还具有理智、情绪、意志等特征。通过华佗五禽戏的练习

可以改善练习者的性格。首先、持之以恒是培养坚韧性格的 好

方法。坚强的性格体现了意志的坚韧性。有坚强的意志就会有坚

强的性格，这从人们在华佗五禽戏的习练的过程中克服动作的单

调乏味，追求习练时间的持之以恒可以看出。它需要习练者不仅

要有吃苦耐劳精神, 还需要有坚韧不拔意志。其次、心绪的调节

是塑造性格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华佗五禽戏的练习可以使人们

从练习中获得身心的愉快、在观赏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培养了人

美的情感、陶冶了人高尚的情操、使人的心绪得到调节。

2、调节情绪
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伴随着认识过

程而产生的。它产生于认识和活动的过程中，并影响着认识和活

动的进行。它是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

的体验。情绪的调节具有引起和维持人的行动，有排除障碍功

能。好的情绪更能使人集中注意力，提高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做

出 佳成绩。会对身体的健康，智力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常

练五禽戏可以调节人的心绪，使人产生良好的情绪。首先调控呼

吸是调节情绪的一个重要手段。五禽戏调吸呼吸法可以降低肺换

气的次数 控制呼吸急缓，有助于使人入静 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地

消除焦虑情绪从而达到放松机体 降低焦虑 促进身心健康目的。

其次五禽戏有用意念指导动作与呼吸相配合的功能，如意动形随

以意导体抑制思想杂念，过度的情绪无不来源于人的思想 即源

于杂念 通过五禽戏的意念调节使练习者排除各种杂念，达到入

静的境界从而使人的情绪得到了改善。 后运动享受改善情绪，

通过五禽戏练习使人即刻感受到运动带给人的乐趣和享受，心定

神明，全身轻松、舒悦， 动作轻灵、活泼、流畅在这种状态中

能够使锻炼者进入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状态 从而改善他们的情

绪。

3、提高意志力
通过五禽戏练习可以提高人的意志力。习练五禽戏的初级阶

段是非常乏味的，习练的过程是比较枯燥的。每个动作都需要努

力地记忆, 反复练习。这就要求习练者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精神, 

还需要常年持之以恒。这不仅能够培养练习者勇敢无畏的意志品

质, 而且能够磨练坚韧不拔意志。从而提高意志力。

三、增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人与社会的和谐有促进作
用：

1、五禽戏的和谐理念
五禽戏具有重和谐的思维特点, 这种思维特点表现在五禽戏

形、神、意、气、中对动作的和谐、协调追求，即“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 肩与胯合, 肘与膝合, 手与足合”。这实

际上是要求由内在的心、意、气到外在的四肢、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达到相互协调，使动作达到完美。进而提升为健康的体魄与完

美人格的和谐。

2、五禽戏对人与自然和谐的作用
恒久以来人就有崇尚自然的传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促使

人们去探索自然, 亲近自然, 开发自然, 终实现天人之间的和

谐与统一。人作为自然环境中的一分子, 只有顺应大自然的发展

规律, 才能安于生息。五禽戏运动中, 从各种动作名称中都可感

受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和谐起促进作用。表现

一可在华佗五禽戏具体的动作名称和动作术语上。如虎戏的猛虎

撕食、鹿戏的麋鹿欢跳、熊戏的怒熊拔树、猿戏的白猿献果、鸟

戏的飞鹤展翅等，读起来朗朗上口, 听起来引人入胜, 思起来耐

人寻味。把人与自然间的美好情韵注入套路动作中, 闪烁着人与

自然相互交织的美好图景。二是通过结合调吸、意念、呼吸等组

成的完整套路练习。可把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华
佗 五禽戏”的健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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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华佗五禽戏健心功能、阐述了其对身心的作用价值。即经常练习可以强健体魄、纠正人们的心理障碍及心理疾病，调节人的

情绪，改善人的性格，提高人的意志力，增强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对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益处。
【关键词】华佗五禽戏、健心、价值

幻又是憧憬“极乐世界”的中介空间——佛寺园林空间。

中国佛寺园林文化兼容印度佛教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专类园

林，是佛学、玄学、世界观、人参观、认识论、本体论文化，和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兼容而产生的一个园林文化空间。五台

山碧山寺有一对联“佛门常会龙门客，禅林时集翰林人。”“龙

门客”指居官之人，“翰林人”指读书之人。佛寺园林是古代皇

朝官员和古代士代夫阶层文化与佛教文化共筑的大厦。佛文化与

儒、道文化互补，佛寺园林空间与皇家园林、私家宅院互补，使

古代上层社会与下层劳苦民众共享一个“佛陀”空间——一个颇

具“民主”意义的空间。

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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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克的自然变化与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腹互助互辅的关系对人体的

祛病养生作用释绎的清澈明透，有利于提高人的思想追求及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

3、五禽戏对人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
社会呼唤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和谐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佗五

禽戏具有既属于健体又高于健体的特点, 即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

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注重健身同时, 把

健心立德教育视作是贯穿整个习练过程的生命线。从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进而追求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从形式上体现了中华

民族和谐美的传统风格, 从内容上体现了习练之人的道德品质促

进了人自身的协调发展, 对人与社会和谐具有促进作用。

结论：习练“华佗五禽戏”，必须把握好“形、神、意、

气”四个环节。意随形动，气随意行，意、气、形合一，进而达

到疏通经络、调节畅气血的目的。同时它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积

极、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投身

其中,发展到今天，它以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不但强健了

习练人的体魄，而且还纠正了习练人的心理障碍及心理疾病，调

节了人的情绪，改善了人的性格，提高了人的意志力，增强了人

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对人们拥有良好的心态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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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通过人们形态、神态进行传情达

意的一种艺术形式。舞蹈可以使人在抒发自己精力和情感的过程

中，在精神上达到极至的境界，获得心理上快乐和满足。在漫长

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舞蹈始终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并在

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曾被周总理誉为“东方芭蕾”的安徽花鼓灯是淮河两岸劳

动人民在继承汉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创作和发展起来的民间歌

舞形式。它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兼融南北风韵，是中国汉族民

间舞蹈文化的代表之一。千年流尚的淮河水滋润着它，两岸的乡

音、乡情、民风、民俗熏陶着它，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

烈的乡土特征。每逢节日或农闲，淮河儿女们便自发地汇集田

间、地头、广场、街道，敲锣打鼓，追逐起舞。那催人欲舞的锣

鼓，那吉祥如意的岔伞，那健美奔放的舞姿，那上下翻动的彩

扇，那恰似流云的手绢，无不蕴含着东方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审美

情趣。花鼓灯的演出舞蹈语汇、锣鼓演奏、灯歌唱腔，无不散发

着淮河沃土的馨香，表现着淮河儿女热情强悍、坚韧不拨、质朴

奔放、热爱生活的性格和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

一、用形体表现文化的特征

花鼓灯舞蹈的主要部分有翻扑精彩的“舞岔伞”欢腾热闹

的“大花场”和“风趣细腻”的“小花场”，它是植根于农村，

在自娱性的艺术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基本以农村男女青年为主，扮演角色男的统称“鼓架子”，女的

统称“兰花”。由于淮河经常性的泛滥历史上元明以来的兵灾，

使淮河两岸的生活极为恶劣，劳苦大众既要付出极艰辛的劳动又

要练武防身才能得以生存。故而在鼓架子的动作中既有农民耕田

打弯的动作发展而来的“单拐弯”，有出自挑担子姿态的“扁担

式”；又有于武术的“缠丝腿”、“打虎式”、“摆帘子”及

“怀中抱月”等。兰花的动作中摸拟筛粮食的“簸簸箕”，恰似

农妇纺织的“双扯线”，尤如摘棉花的“拾棉步”和从插秧劳动

中提炼的“插秧步”、“拨泥步”等，无不体现了江淮儿女勤劳

勇敢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

花鼓灯艺人们创作了极为多彩又富于变化的扇花，手巾花，

如“端针匾”、“搭荫蓬”，各种“绕扇”、“翻扇”、“里翻

花”、“外翻花”等，巧妙地配合步伐、翻身，使平凡简单的生

活动作得以升华。不仅表现劳动还有表现对大自然热爱的“风

摆柳”、“风吹荷花”、“凤凰三点头”、“燕子出水”等。扇

子和手巾的运用，成为人物造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动

作、动律和形态，组成花鼓灯自成系统的“语言”规律，被人们

理解并与之共鸣，起到近似语言的交际功能，为研究江淮儿女的

民族精神、审美心理、探究其文化意境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在一定环境中进行传承的特征

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人们只有在特

定的环境与气氛中，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本质，准确

掌握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

旧时花鼓的演出，没有专业的团体和演员，都是老百姓中花

鼓灯爱好者临时凑起来的灯班子，俗称“玩灯”。这种典型的群

众性活动，参加者即是表演者，人们在舞蹈的进行中互相学习、

相互激励，即兴创作。通过共同的提炼，使这一民间舞日趋规

范、兴盛，并形成流派，并在传统的节日祭祖中，一代代的流传

下来。各种节日中的特定环境，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场地，使参

加者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教育。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单一的庙会又成了集

市贸易的场所，集宗教、祭神、娱乐、贸易三位一体，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受重视的大事。每年这时，花鼓各路流派技艺纷呈，

相互竞争，引发了“抵灯”活动。每个班子都以自己 优秀的演

员、 漂亮的服饰、 拿手的绝活参加竞演，树立 望。有时甚

至几个县知名的人和班子汇聚一地竞赛，可持续几天几夜。这种

自发性活动，使一大批有影响的艺人脱颖而出，推动了花鼓灯在

演出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普及了传统节目促进了花鼓灯流派的

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锣鼓一响，终年劳累的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灯场，歌唱呐

喊、尽情欢乐，想跳的跑“大场”，跳的好的演“小花场”，不

唱不跳的打锣鼓，再不行的鼓掌助 。热烈的鼓乐，精彩的表

演，欢呼助兴的观众，交织成令人陶醉的景象，使每个人的情感

都得以表现、宣泄，充分显示这一艺术的自娱性、通俗性。在这

种特定的情景中，表演者的舞蹈形象，即刻成为一种影像，深深

地印入所有在场者的脑海，不论在学时，还是在以后的表演中，

这些影像都会鼓励人们去摸拟与再创造。这正是花鼓灯舞蹈的文

化特征与艺术魅力，也是它得以代代相传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

一。

三、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文化生活的改变，民间舞蹈的社

会功能也起着明显的变化。丰富多彩的花鼓灯艺术，在历史的长

河中，顺应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推陈出新，逐

步充实和完善自己。

解放前，花鼓灯的女角“兰花”均由男性扮演，脚下踩“衬

子”，这是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在艺术上的反映。随着妇女争取自

由的呼声，花鼓灯表演逐步取缔了踩衬子。至解放，有些文艺工

作者参加演出，结束了花鼓灯被男性垄断的历史。花鼓灯有了第

一代女演员。在表演程式和内容上，花鼓灯也逐步摈弃了原来那

些扭捏作态、不健康的东西，吸收了姐妹艺术，放大舞蹈动作，

增进了积极内容，提高了审美情趣。

六七十年代，在广大花鼓灯研创者的努力下，涌现出一批优

秀作品，如《江南春早》、《月夜练兵》、《小球迷》、《划龙

船》等，以丰富的花鼓灯舞汇，不拘一格的形式，反映了火热的

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侧面，使花鼓灯舞蹈创作上又上了一个台

阶。到了八十年代，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大奖的《花鼓

灯锣鼓》和在全国广场民间舞蹈演出中人们为之倾倒的《欢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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