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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witnes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drama, Chinese shadow play has been listed
as the wor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China is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shadow play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shadow play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ducive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Using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using space-time distribution and hot spo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read of shadow play in European cities from 1964 to 2017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hadow play is in Europe. The communication center is located near the Rhine River in
France, the border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hot cities include Paris, France, London,
Manchester Engl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Paris and London are the capitals and cultural cent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better
spread shadow play, we can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in the surrounding cities of these three cit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gradual infilt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provides a new
platform for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hadow image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shadow images in China also provide a new platform for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and has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shape of
the country. The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brought about by geographic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can easily lead to “cultural misreading” and fail to achieve good communication results.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shadow play cultur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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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的发展见证，中国皮影戏作为具有中国色彩的戏剧种类
代表，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我国正积极开展对皮影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促进皮影
戏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有利于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本文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利用时空分布、
热点分析等，对1964年至2017年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国皮影戏在欧洲城市的传播分析。经过分
析得出皮影戏在欧洲传播的大致方向为西南–东北走向，传播中心位于法国莱茵河附近，法国与德国交
界处，热点城市有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巴黎和伦敦是两个国家的首都，
也是文化中心城市，有利于对皮影戏的宣传。在以后的发展传播过程中，为了皮影戏更好的传播，可以
加强在这三个城市周边的城市进行宣传，从而达到逐渐渗透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皮影的跨
文化传播提供了新平台的同时，我国皮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广，在国家形态上有很大差别，地理区位的差异等带来的意识上的差别，容易造成“文化的误
读”，达不到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在我国皮影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就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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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每个国家不再是独立于其他国家单独发展的个体，而是在全球背景下，
形成了“地球村”的形式，各国之间相互联系、不断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
议，通过“一带一路”我国与 65 个国家相往来，这是一个涉及相当广泛的倡议，整个亚欧大陆板块基本
覆盖。“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和经济合作倡议，它更是一个建立在历史文化基础概念上
的文化影响力范畴，是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倡议架构[1]。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无形见证，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载体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载体主要是人，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动态的、活态的传播[2]。中国戏剧历史源远流长，是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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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视剧的前身，其中，皮影戏是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决定，把中国皮影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皮影成为继雕版印刷技艺、汉字书法、剪纸、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花儿民歌等之后新入选的非遗
项目。我国皮影戏目前面临严峻的状况，国家也加大对皮影戏的传播力度，使用各种手段保护和宣传皮
影戏，使其避免后继无人的艰难境况，目前皮影戏的传播不仅仅是国内的传播也包括跨文化传播。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逐渐增多，杨志芳提出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应该
借助官方和民间机构两种主体，学术交流和网络传播两种方式[4]。张雅莉以我国二人转为例提出，非物
质文化跨文化传播时应形成产业链结构运作，以达到文化传播以及商业兼顾的效果[5]。马春兰提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借助“一带一路”进行跨文化传播[6]。杨志芳、高红蕊等提出唐山皮影在跨文化传
播过程当中应该增加表演曲目与改善表演方法，从而消除文化体系当中的误解与不认同[7]。C. Karp 在
2004 年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整理并保存到虚拟博物馆中进行共享的建议。赵路平、黄琰秋
等人提出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受众的互动性和参与程度比较低，在传播和保护
过程中，可以采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可以
使其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化[8]。
欧洲犹如艺术的集聚点，吸引着全球的艺术向欧洲方向走去，各个地区的艺术文化也通过欧洲的传
送被其他地区所知晓了解。我国的皮影戏传播也需要借助欧洲这个平台传送至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
这一传统艺术，我国的皮影戏在欧洲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过去 50 年我国皮影戏在欧洲跨文化传播
的空间特征分析不仅能够了解我国皮影在欧洲的传播情况，还能够分析未来我国皮影传播的侧重点。

2. 皮影戏跨文化空间传播特征
本文研究对象在欧洲区域内的跨文化传播数据主要通过查阅地方皮影戏大事记，查阅人物传记，查
阅期刊论文、期刊新闻获取。选取 1964 年至 2017 年欧洲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文化在欧洲传播
城市点为数据，文化传播的形式包括表演、讲座、比赛等，要将传播城市的地理位置与传播时间相结合，
分析皮影戏文化在欧洲范围内传播的空间特征，并对其提出传播建议。
GIS 技术经过不断地发展，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现象的传播往往与地理因素密
不可分，空间分布分析就是将现象的传播以及地理要素相结合[9]，将传播的方向及强度进行可视化，从
而更加直观的观测到现象的传播效果。为研究我国皮影戏在欧洲传播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选取时空分
析、热点分析对传播城市的聚集离散程度进行分析，以 2000 年为界，观察 2000 年前后我国皮影戏在欧
洲传播的空间变化。

2.1. 基本情况
2.1.1. 国内情况
甘肃环县道情皮影与河北唐山皮影、陕西华县皮影三者捆绑成为“中国皮影戏”的主要组成部分并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成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环县道情皮影是目前国内保存较完
整的原生态艺术群体，采用戏曲表演的形式，使道情与皮影结合了起来，被称为“东方民间文化的活化
石”。环县地处甘肃高原腹地之中，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交通不便，文化封闭，使得目前的环县皮影
仍保持较为传统的面貌，而且当地人信奉牛是神圣的动物，所以环县皮影又名“牛皮影子戏” [10]。为
保护环县皮影，环县县内也设立皮影戏保护点、皮影博物馆等，不断的宣传环县皮影，使其避免“后继
无人”的结果。陕西华县皮影不同于其他皮影之处，主要是造型色彩方面，华县皮影造型小巧精致，注
重侧画人物个性特征之处，色彩运用大胆。华县皮影历史更为悠久，有“世界上最早的电影”之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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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早在 13 世纪初，华县皮影已经开始相继传入东亚、南亚等国家。河北唐山皮影和陕西华县皮影同属于
我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皮影主要以表现民俗民风以及宗教信仰为主题。
1964 年后唐山皮影首次大规模出现在欧洲舞台是在 1982 年，这期间唐山皮影参加了国际木偶学院
的讲学以及第七届国际木偶节的巡回演出，一共到访四个国家的 11 个地区，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在 1994
年至 1995 年，可以称为唐山皮影在欧洲出现的第二个高峰期，主要是团体巡演的形式出现于欧洲舞台。
2000 年至 2017 年，唐山皮影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演出主要以短期参演为主。不同于唐山皮影的大规模
演出，华县皮影的主要传播为民间艺人或是小型民间团体受邀参加活动为主，其次是民间组织的艺术交
流，鲜少以官方形式出现。相较于以上二者，环县皮影的出场率较低，从 1987 年至 2010 年共到访欧洲
五个国家的 8 个地区，其中包括两次大型艺术节巡回演出。
2.1.2. 国外情况
欧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欧洲的旧石器时代的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成就是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
文学史上的诗人作家很多也来自欧洲，以及文艺复兴后所产生的思想家都奠定了欧洲在世界上的艺术地
位，意大利的米兰在今日仍被称为设计师的“晴雨表”，由此可见，欧洲在文化方面的地位是不可撼动
的。对我国皮影戏在 1964 年至 2017 年以十年为间隔计算皮影戏在欧洲的传播次数进行统计，如图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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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ummary of broken lines in Europe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from 1964 to 2017
图 1. 1964 年~2017 年不同时间段皮影戏在欧洲演出汇总折线图

如图 1 所示，从 1964 年到 2017 年之间，1980 到 2010 这三十年间是我国皮影戏在欧洲传播最强的
时间段，其中 2000 年到 2010 年十年间在欧洲表演次数多达 19 次，在 2004 年我国与法国、波兰共同在
法国举办文化年，我国皮影表演艺术团作为表演者，参与此次活动，并且持续将近一年之久，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在欧洲表演次数也多达 15 次，仅次于 2000 年至 2010 年，主要原因是 1985 年的法国木偶
节及 187 年的意大利巡回演出，使得我国皮影戏在欧洲的传播加强。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与欧洲经济
开始联系紧密，在瑞士建立了合资企业，在经济交流的状态下，艺术交流也不断在增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前期，在全球地位有待提高，所以文化的传播也十分受限，我国皮影戏在欧
洲的传播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演出交流，如 1978 年，皮影戏艺人李占文在英国和德国进行皮影戏
的宣传及表演，在 1980 年以后，我国主要是以艺术团为单位参加比赛巡演等活动。
同时，本文对在 1964 年至 2017 年间，我国皮影在欧洲各国传播次数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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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al histogram of the frequency of shadow play spread in European countries between 1964 and 2017
图 2. 1964 年~2017 年间皮影戏在欧洲各国传播次数统计柱状图

为更加方便观察对皮影戏各国传播次数所占比例进行空间示意图的绘制，
结果如图 3 所示。由于 1964
年至 2017 年期间，本文所收集数据显示我国皮影在俄罗斯的传播次数较少，且俄罗斯疆域辽阔，图像显
示效果较差，故本文对我国皮影在欧洲的传播空间特征分析图像中将不显示俄罗斯部分。
如图 3 所示，我国皮影戏文化在欧洲国家传播最广的国家分别为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且这三个国家，
远高出其他国家。法国是全球世界遗产第四多的国家，法国也存在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国与
1964 年 1 月与法国建交，建交之初主要是政治经济上的交流合作等，随着不断发展，文化等方面交流合
作也不断增加。而意大利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意大利米兰被称为时尚之都，在艺术和时尚
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我国与意大利与 1970 年建交，2004 年开始意大利在原本的外交职能上增加了
经济职能与文化职能[11]，意大利逐渐增加对外文化交流。德国在历史上有“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德
国也有不少知名的美术家，德国的艺术型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1972 年，我国与德国建交，德国杂志曾
在 2004 年刊登一篇文章长达 55 页介绍上海及上海新文化[12]，
这说明我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在逐渐深入。
我国皮影戏在这三个国家传播效果较好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密不可分。但在瑞士、希腊、摩纳哥等国
家的传播，仍然有待加强。

Figure 3. Proportion of shadow play in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1964 to 2017
图 3. 1964 年~2017 年皮影戏在欧洲各国传播次数所占比例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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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分布特征
2.2.1. 热点分析
本研究对皮影在欧洲国家进行了热点分析，热点分析主要是用来识别具有显著性的高值或者低值的
空间聚类，Z 值的得分表示标准差的倍数，Z 值得分绝对值越高，都说明空间聚类程度越大，Z 值为 0，
说明空间无明显的空间聚类，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urban hot spots in Europe from 1964 to 2017
图 4. 1964 年~2017 年皮影戏在欧洲传播城市热点分布分析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位于中欧地区的 Z 值得分很低为负值，说明空间聚类程度大而且说明这区域的聚类是
一个低值的空间聚类。其次，在希腊的热点分析结果也显示出希腊的 Z 值是非常高的，说明希腊附近空
间聚类程度大且为高值的空间聚类。该分析主要说明中欧地区聚集程度期望值低，所以呈现出低值聚类，
但是在希腊传播效果比期望值高，所以呈现出高值聚类。我国皮影戏文化在欧洲东南部的传播仅希腊一
处，2000 年时我国唐山皮影到希腊参加文艺演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不仅在艺术方面，医学、
哲学等方面，希腊都有很高的造诣，对之后的文化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我国在 1972 年与希腊建交，两
国之间不断加强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1964 年至 2017 年之间我国的皮影传播说明在欧洲东南部地区，
我国皮影传播仍有待加强。
2.2.2. 时空分布
本文研究时空分析主要方法为方向分析，方向分布分析又称“标准椭圆分析”，本文是对皮影传播
的城市点进行标准误差椭圆分析，标准误差椭圆分析可用于分析城市点的分布关系、扩展关系、分布模
式等，椭圆的长轴和短轴分别表示传播最多很最少的方向，椭圆的面积大小可以表示传播的程度的离散
大小[13]，标准误差椭圆公式如公式 1 和公式 2 所示。

∑ ( xi − X )
n

S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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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i - Y )
n

SDE y =

i =1

2

(公式 2)

n

SDEx 和 SDEy 就是计算出来的椭圆的方差，总所周知，椭圆的大小取决于方差大小，长半轴表示最
大方差，短半轴表示最小方差，在空间统计上面，用 X、Y 的方差进行计算，得到长短半轴。
为观察皮影戏在欧洲传播的时间差异，以 2000 年为界限，利用 ArcGIS 的空间统计工具，分别对 2000
年前和 2000 年后进行方向分布分析以及中心分布分析，并结合欧洲城市分布图，结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Analysis of Urban Distribution of Shadow Drama in Europe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图 5. 不同时间段皮影戏在欧洲传播所到城市方向分布分析示意图

如图 5 所示，我国非物质文化皮影在欧洲的传播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传播的主要位置位于中欧地
区，传播中心位于法国境内，接近于法国、德国和瑞士三国交界处，传播方向大致为西南-东北走向，椭
圆略扁，说明皮影在欧洲的传播拓展逐渐朝西南-东北方向扩展，符合欧洲整体国家的走向，传播中心说
明皮影戏文化在法国的传播还是比较深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实行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双边”与“多
边”两种文化合作方式并行[14]，而我国作为经济政治迅速崛起的国家，是法国建立合作的重要目标，所
以法国与我国等多国举办“文化节”“文化季”“文化年”等文化交流项目，而作为我国非物质代表的
“皮影戏文化”则更是成为了这种交流的“常客”，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了解他国文化，也是我国文化传
播的好机会。三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播方向分布，三个时间段的中心分布分析结果显示，三个时间段的中
心大体没有产生变化，基本以法国、德国以及瑞士之间地区为主，位于莱茵河附近，在 2000 年以前皮影
戏在欧洲的传播方向分布大致是西北-东南走向，传播国家主要是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且传播的聚集程
度很大，到了 2000 年后呈现出明显的西南-东北走向，与整体时段的传播方向分布走向相一致，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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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后主要传播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葡萄牙，葡萄牙在 2000 年前是皮影戏没有传播到的
国家，所以 2000 年后标准误差椭圆有所改变而且聚集程度相对比 2000 年以前有所降低，传播范围较 2000
年以前相比较大。

3. 结论
由分析可知我国皮影戏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大致方向为西南–东北走向，传播中心位于法国莱茵河附
近，法国与德国交界处，热点城市有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巴黎和伦敦是
两个国家的首都，也是文化中心城市，有利于对皮影戏的宣传。在以后的发展传播过程中，为了皮影戏
更好的传播，可以加强在这三个城市周边的城市进行宣传，从而达到逐渐渗透的效果。在经济不断发展
的今天，我国皮影戏文化的传播也不应该仅限于原有几个进行艺术交流联系的国家，应该借助多种传播
手段，传播方式进行宣传，使我国的皮影戏文化得到更广阔的传播发展空间。
皮影戏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结晶，代表着我国的精神文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古代丝绸之路的资
源与现代经济建设发展，从而达到沿线国家共同复兴。“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经济合作，政治互信
和文化包容[1]。“一带一路”更加紧密地连接了亚欧非三洲，含括了 70 多个合作区，40 多个国家，在
“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文化是国家的代表，而皮影作为中国特色技艺，代表了中国文化，利用“一
带一路”倡议范围广的特点可以将我国皮影文化宣传范围增大，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创新的特点
可以使我国皮影文化的宣传形式不同于传统文化传播路线。“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皮影的跨文化传播
提供了新平台的同时，我国皮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加强文化的传播有利于
文化的交流和共同繁荣，有利于国家之间政治互信，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重要前提。传统文化
传播主要是以商业贸易和宗教交流两种方式为载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下，传播方式不断创新，“新媒
体”的加入，为我国皮影的传播增添新鲜血液[15]。在传播过程中，不同于传统传播的局限性，新型传播
可以采用“以点带面”的传播方式，逐渐覆盖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带。但是在“一带一路”为载
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误读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广，在国家形态上有很
大差别，地理区位的差异等带来的意识上的差别，容易造成“文化的误读”，达不到好的传播效果，所
以在我国皮影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就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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