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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北京东城区黄金地段的“东方剧
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喜剧院”，迎来它标志性的
新生。北京喜剧院由国家大剧院受约经营，大剧
院将联合东方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与北京
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国内首个
以喜剧为核心定位的专业剧场，不遗余力地推动
喜剧艺术在中国的创作与发展。

大幕揭起 笑声不断

北京喜剧院坐落在东四十条，建筑造型艺术
气息浓厚。远远望去，整个剧院仿佛一架伫立在
城市中的手风琴，只等精湛的剧目来按动它的
键盘，而观众们的笑声将是这幢手风琴般的剧场
弹奏出的欢乐颂。剧院内部现代感十足，明亮开
阔。整个剧场以金色为基调，配红棕色枫木地
板。梯田式的观众席呈扇形发散展开，充满艺术
气息。据悉，喜剧院的舞台面积为432平方米，两
层楼座共设 1186 席座位，整个建筑的声学系统设
计先进而科学，完全可以胜任国际一流的舞台演
出。

7月16日，北京喜剧院正式拉开大幕，引发了
社交平台上热烈的关注。许多观众表达了对于北
京喜剧院开幕的高度评价评价。不少网友用“不
容错过”“无法拒绝”这样的词语表达对于开幕大
戏的期待。更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很多具有深
厚艺术风韵的国家市中心都有一座喜剧院，这
次，北京喜剧院的建立填补了这一空白。开幕大
戏真的是业界良心，两个半小时无中场全是精致
的笑点，为陈佩斯、杨立新和北京喜剧院猛赞一
个！”

据悉，大剧院首次戏剧季将持续 110 天。开幕
演出季中，除了正在热映的《戏台》，还会上演意大
利喜剧《女店主》、英国喜剧《他和他的一儿一女》、
台湾果陀剧场的《五斗米靠腰》等。另外，《阳台》《托
儿》《闹洞房》等多台精品剧目，也将陆续和观众见
面。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李志祥表示，喜剧这种艺术
样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载体和形态。北京喜剧院
的喜剧演出，可能会以话剧为主，但是会呈现多样
的艺术风格，比如戏曲、喜歌剧等多种形态。

喜剧百态 源远流长

法国有法兰西喜剧院，俄罗斯有圣彼得堡国立
喜剧院、意大利有米兰小剧场……但在国内，真正
专业而纯粹的喜剧院还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此次北
京喜剧院的面世，则有望填补这一空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喜剧虽然不如悲剧一
般种类丰富，却也一直颇受民间欢迎，精品频
出。古有 《西厢记》《救风尘》《墙头马上》 等十
大喜剧，都是文人喜剧作品。中国古典喜剧承担
了现实主义的社会镜像，但是更多寄托了文人对
于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式情怀。而民间喜剧更注重
形式，插科打诨，将教化与玩闹相结合。两种喜
剧模式在发展中不断交融，又和西方的喜剧相碰

撞，产生了如今的中国现代喜剧。
基于大剧院在歌剧制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大

剧院方面对于北京喜剧院发展态度乐观。李志祥
指出，北京喜剧院即将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是国
家大剧院在歌剧制作方面已经遭遇过的。每年大
剧院都创作和推广 15部歌剧，今年歌剧节的平均
销售率超过 80%，“这些都表明，大剧院在歌剧创
作上的努力，赢得了老百姓和国内外同行的认同
和好评。喜剧也是如此，只要坚持做，一定能够
做好。”李志祥还表示，北京喜剧院的定位是成为
一个喜剧艺术荟萃、展示、创作、交流的巨大平
台，希望它带来的喜剧文化能给城市，给观众带
来滋养。

奉献精品 坚持格调

对于北京喜剧院的内容品质，大剧院方面表
示：“北京喜剧院所呈现的剧目将延续国家大剧院
一贯的品质标准与精品路线。它推出的每一部喜剧
都会像这部《戏台》，追求纯粹的喜剧风格、坚守有
格调的喜剧路线。不以媚俗迎合市场、不以低俗取
悦观众、不以恶俗攫取眼球。”同时，喜剧也应当传
达正能量，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正确引导观众，不为了效果而制造“笑果”。

由国家大剧院管理运营的北京喜剧院，不仅是
大剧院管理的外延，更是大剧院品牌的外延。未来，
它将作为大剧院的“第五剧场”，与歌剧院、音乐厅、
戏剧场、小剧场一起，共同构成大剧院的“剧场群”，
这也标志着大剧院在表演艺术功能上，得到了进一
步的丰富与拓展。

未来，北京喜剧院将每年为观众呈现 200 余场
喜剧。在北京喜剧院，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中国原创
的喜剧精品，一年一度的“北京喜剧艺术节”也将在
这里正式“落户”。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大剧院胸怀
祖国，放眼世界，将以更开放的胸怀、更多元的视
角、更专业的眼光，为广大观众“淘宝”，让全国
上下、世界各地的喜剧经典之作、精品之作源源
不断地走进观众视野。而在演出之外，大剧院艺
术普及“滴灌工程”也将延展到北京喜剧院这块
新的“根据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喜剧大师课、
喜剧工作坊将有望与观众见面。

5月的一个雨天，一群大学
生 赶 往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的 77 剧
场，他们要去参加第一季“家·
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
录发布会，来自 30 余所高校的
20 支大学生团队带来他们的故
事。

聚焦西安移民

2015年1月的一天，西安的
天空被雾霾紧紧地裹挟着，前夜
零星的雪已经融化，一部关于西
安移民故事的纪录片——《家·
春秋·铁路》 便出生在这样的日
子。

片子的主角是九旬高龄的宋
老爷子，1937 年随父亲从河南
沿着陇海线到达西安，现一个人
独居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从到这
里时起，宋老爷子一家的生活便
与西安火车站紧密联系起来了。
他的父亲在火车站从事货物搬运
工作，而他自己因为年纪太小就
先在火车站站长家里当起了小保
姆。

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
《家·春秋·铁路》 的主创人李小
东又采访了其他移居西安的老
人。马堃老人在支援大西北时期
来到西安，可是老人却不愿过多
地谈论移民的事，他所关心的是
解放后西安的建设。老人们记忆
最深刻的还是移居西安后，位于
火车站周围的家是如何艰难地建
立的，这个家是如何挺过摇曳的
风雨的。

铁路带宋老爷子、马堃老人
他们离乡背井又让他们在异乡生
根发芽。李小东将视线放在了
人、铁路、家的角度，他也逐渐
明白，也许，移民的历史不是一
段有关背景离乡的历史，而是一
段有关家园重建的历史。

关注抗战老兵

隔着 70 年的时光，李定斌

仿佛看到了抗战老兵们奋勇杀敌
的模样。2014 年寒假，他专程
去了一趟河南，走了 8 个地方，
为10位老兵拍了纪录片。《为了
抗日》由此诞生。

他们上战场的时候 20 岁左
右，风华正茂。李定斌说，“很
多人说这些人上战场是一个巧
合，因为他们刚好遇到了战争，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敬佩是李
定斌拍摄这个主题的由来： 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国家正处于危难
之时，再不上战场这个国家就要
灭亡了，正是这份保家卫国的责
任驱使着他们义无返顾地走向战
场。

片子里有一位叫史定坤的抗
战老兵，他是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上的一名警卫。“当时我正站在
那里，突然一个光头大个的日本
人进来了，一进来就哭。后来才
知道，那是日本侵华总司令岗村
宁次。”李定斌用画面定格了这
样一个历史瞬间。

感受历史温度

家乡、战争、铁路、宗教、
民族、建筑、爱情等内容构成了

“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
记录的对象。这群年轻人用拍摄
口述史纪录片的方式倾听普通人
的故事，亲身感受历史的温度，
了解了不曾熟知的历史，知道了
历史的多元与丰满。

本次活动虽然得到了北京
永源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
善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然而
有些团队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
的问题。

“其实我们国家和民族从不
缺乏正史，但很少有人在意普通
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彷徨，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恰恰才是最
真实的历史。”“家·春秋”大学
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项目总
监渠馨一说。

综艺节目又迎来暑期大战。6 月 28 日，央视的 《喜乐
街》第二季再度来袭，成为暑期综艺中最令人期待的喜剧节
目。去年，《喜乐街》第一季让观众大呼过瘾，各路明星在没
有剧本和台词的情况下，通过指令，现场即兴表演，打造出
喜剧节目的新概念。从《喜乐街》走出的常驻演员“四喜丸
子”甚至登上了羊年春晚的舞台，成为观众最受欢迎的爆笑
组合之一。这些无不让第二季节目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季更有看点

在呈现井喷状的综艺大潮中，《喜乐街》因独特的节目模
式、新颖的表演方式而成为观众所喜爱的综艺栏目。《喜乐
街》 第一季中，4位常驻嘉宾的表演深入人心，各自演绎的
角色非常接地气，他们也被观众亲切称作“四喜丸子”。在第

二季中，郭涛、谢依霖、袁成杰、张萌、王迅 5位新成员的
加盟，为节目注入了不少新的活力。

第二季节目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沙溢的家换成了郭涛
的家，另外新增了餐吧和公园等场景。新的嘉宾也有各自全
新的角色，比如郭涛饰演的是房东兼餐吧老板，谢依霖扮演
餐厅服务员，同屋的袁成杰则是一名婚恋网站的“红娘”。这
几个极具喜剧天赋的演员“凑”在一起，一桩桩爆笑的故事
将由此展开。

第二季《喜乐街》还调整了播出时间，从每周五晚 22点改
到每周日晚 18点播出，是首个进驻《新闻联播》前时段的喜剧
节目。业内人士表示，将《喜乐街》放置于此时间段，既是对此档
节目品质的认可，更体现了对于该节目能引领新一轮 18点档
综艺节目热的信心。近几年，18点档鲜少有全明星综艺节目。
继春晚后，《喜乐街》的品牌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调档后的新一
季《喜乐街》势必会在电视节目界引发不小反响。

打造“绿色”幽默

目前国内的综艺节目“泛娱乐化”现象严重。在“收视

为王”的指挥棒下，一些综艺节目为了博取观众眼球，一味
降低自己的底线，甚至通过“强吻”“基情四射”等一些较为
出位的话题，来达到提升收视的目的。

不同于其他卫视的综艺节目，《喜乐街》虽同为全明星的
真人秀栏目，却不以明星间的搞怪耍宝、游戏竞技为主，而
是请明星根据导演指令即兴表演，展现个人机智的应变能力
及深厚的表演功底。

以幽默为主的《喜乐街》，并不以恶俗取悦观众。作为一
档主流综艺文化节目，《喜乐街》充分反映现实生活，都市邻
里关系、城市养老、大龄青年择偶以及青年夫妻闪婚闪离
……节目里出现的话题无不紧跟社会热点。

对于制作团队来说，《喜乐街》能在众多喜剧综艺节目之
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一直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注重“人
文综艺”，通过喜剧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承载更
多的文化内涵，从而让节目超越单纯的娱乐属性，传递出深
层次的复合价值。节目组表示，第二季《喜乐街》将延续第
一季的宗旨，讲述“街”中小人物身上的正能量故事，将

“绿色幽默”打造到底，通过平凡人的身边事，引起观众共
鸣。

每一个妈妈，都是一个“传奇”。在日前收
官的东方卫视第三季大型女性励志节目《妈
妈咪呀》的舞台上，从全国妈妈们中脱颖而出
的八强妈妈绽放了她们的出色才艺。最终，来
自新疆的妈妈古丽皮亚赢得观众支持获得

“年度妈妈”称号。
舞台让形形色色的妈妈们收获了蜕变。

“年度妈妈”古丽皮亚赛后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参加《妈妈咪呀》我收获最多的就是自己
的成长，从不同的妈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
西，我比以前更自信。虽然我可能无法成为事
业上的女强人，但我希望能做一个成功的女
人，守护好我的家庭。”

《妈妈咪呀》没有明星唱主角，却一样赢
得了良好口碑，在竞争激烈的周五晚间创下
收视佳绩。不少网友在看完《妈妈咪呀》后，纷
纷在网上发表点评，被妈妈们的经历所感动，

虽然舞台上的主角不是明星，但看似平凡的
妈妈们却是生活中真正的明星。

相比前两季的节目，观察员金星表示，本
季节目随着“80 后”“90 后”妈妈的增加，变得
更加快乐，“她们是来展示自我，并不是来讲
述‘苦情故事’，她们怀揣对未来的希望，就算
暂时生活中并不尽如人意，但她们也相信总
能克服，这些妈妈让《妈妈咪呀》的舞台上充

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而观察员黄舒骏则认为，《妈妈咪呀》的

舞台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让所有当妈妈的
都知道，不管你处在什么年龄段，你永远可以
表现出自己最年轻、最少女的样子，为了自己
的目标而奋斗。

这也是节目组最初的本意。“我们不是选
秀节目，排名对于妈妈们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当她们回归各自的生活之后，能够得
到家人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能够得到更大的幸
福感，这才是我们打造这个舞台的主旨。我们不
是要选一个最佳女高音，或者最强舞者，我们要
做的只是呈现出妈妈们最美的那一刻，分享她
们的人生经历。”节目组编导表示。

“ 《妈妈咪呀》 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
目，在这里能聆听到那么多女性同胞的生活
经历，就像在读一本本的人生书籍。对我来
说是一种积累，也是一种启示，让我学会用
不 同 的 视 角 看 待 家 庭 、 工 作 中 的 各 种 问
题。”与金星一样，观察员程雷坦言，能够
参与到 《妈妈咪呀》 中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感受幸福的机
会。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妈妈，把她们的平
凡而又快乐的人生经历和我们分享，让更多
人知道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首届“毕业季”
在京拉开帷幕。作为毕业季核心内容的
201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于6月1日至30
日在校内集中展出，846名毕业生的近3000
件作品首次同时面向公众开放。

“今年首次把‘毕业展’变成‘毕业
季’，既是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也是社会
及文化发展的需要。毕业展不应该仅仅停
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内部观摩和评审层
面，而应该主动向全社会开放，接受社会
各方面的检验。”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苏
新平说。

本次毕业作品展打破了中央美术学院
多年采用的各专业轮流展示的一贯方式，首
次将各院系毕业生作品同时面向公众开放。
由于是集中展示，该院将各处公共空间都
辟为展陈地点，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多功能厅、教学展厅、图书馆等，甚至校园内
的操场上也搭起了临时展馆。

“我选择了植物花卉作为我的研究对
象，从具象的植物形象到一件充满着花卉
感觉的坐具。”临时展馆中，大四毕业生徐
小宁正在向观众介绍她的作品，她花了9个
月设计出了自己心中最舒适的凳子。“希望
别人看到这件作品能够喜欢。观众如能认
可一把凳子也可以长这样，用这样的结构
支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徐小宁
坦言，一开始知道展馆是建在操场上时，
她和同学心里都有些没底，但展馆建成后
的效果却让她们惊喜。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集中展
示毕业生作品改变了传统的毕业展方式，
将静止的、封闭的展览转换成立体的、动
态的、开放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利于全体
师生开展教学研讨，促进教学改革；有利
于毕业生增强艺术自信，走上创业创新的
人生道路；有利于让业界和社会了解中央
美院，拓宽央美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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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把镜头
对准普通人

尹晓宇 赵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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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美首推“毕业季”

近3000件作品亮相
周 鑫

《妈妈咪呀》第三季收官

没有明星唱主角
照样赢得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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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街》第二季录制现场

台湾果陀剧场《五斗米靠腰》 意大利喜剧《女店主》

北京喜剧院艺术总监陈佩斯

英国喜剧《他和他的一儿一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