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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戏剧资源最丰富

42岁的蔡女士每年都要从福建
到北京来看戏，她并非戏剧从业人
员，只是一名爱看话剧的普通白领。
她最爱看北京人艺的话剧，《四世同
堂》《骆驼祥子》《茶馆》这些经典的
人艺剧目，她都看过。她对各大戏剧
节的时间表也很清楚。“在戏剧节期
间来，可以更密集地看戏，非常棒。”
蔡女士说。

拥有全国最好戏剧资源的北
京，不仅吸引本地观众，也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迷。有数据显示，
2015 年北京演出市场话剧观众为
173万人次，同比增长17.6%；戏剧类

演出票房为 6.2 亿元，比 2014 年 5.2
亿元增长21%。

戏剧扎堆的北京，戏剧节也年
年扎堆。2016年，北京戏剧节的数量
让业内人士也难以计数：首都剧场
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中国原创话剧
邀请展、国际青年戏剧节、南锣鼓巷
戏剧节、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金
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国际女性戏剧
节、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北京
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大学生
戏剧节、北京喜剧艺术节、百姓戏剧
展演、环保戏剧展演……

国内戏剧生态迸发生机

不只北京、上海，放眼全国，各
类戏剧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内
的戏剧生态迸发前所未有的生机。

3年前异军突起的乌镇戏剧节，
让大家看到了阿维尼翁戏剧节中国
版的效应——乌镇一夜之间从江南
水乡变身为文艺的戏剧小镇，也成
为区域性戏剧节成功的标杆之一。
与其他地方展演性的戏剧节比，乌
镇戏剧节最大的特点在于参与感和
节日感。

在天津，经过连续两年的良好
运营，天津大剧院打造的天津曹禺
国际戏剧节也成为国内戏剧市场一
个令人瞩目的新品牌。今年，有着举
足轻重地位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也正式移师到天津。克里斯蒂安·陆
帕、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格日什托

夫·瓦里科夫斯基、格热戈日·亚日
那等代表当代国际戏剧界最高水准
的最强力量，组成集团军式“超级阵
容”荟集津门，在业内引起震动。

在深圳，“戏剧节”的概念则被
创造性地延伸成“当代戏剧双年
展”。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戏剧为主题
的双年展，它基于深圳的新兴移民
城市的特质，突出先锋、前卫，关注
当代、城市，为观众呈现出“戏剧”的
无限可能，也为区域性戏剧节的发
展提供了全新的探索平台。

作为北京青年戏剧节、乌镇戏
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深圳当代戏
剧展的艺术总监，孟京辉对比了这
几个“节”的不同：“北京青戏节，更
年轻，也更无序，你可能看到有一个
小戏，它真好，再看另外一个，怎么
这么烂，但这些都没关系。杭州的，
是比较柔软。乌镇则是像梦一样。深
圳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是
多元化，是宽阔的。做戏剧节得尊重
这个城市的脉络和呼吸。”

戏剧节给城市带来改变

“在戏剧节里，各种能量在一个
短时间里释放，是按照每个人自己
内心的节奏。戏剧节应该要多一点，
要是每天过节多好啊。”孟京辉说。
对于戏剧人来说，戏剧节是一次嘉
年华，也是一次凝聚各地戏剧力量
酝酿下一次戏剧新浪潮的机会。而
对于城市与民众来说，戏剧节是一
个窗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李六乙
曾经说过，一座没有戏剧的城市是
没有生气的。不论是民间戏剧节、商
业戏剧节还是官方举办的戏剧节，
戏剧正在展示它的能量，既能给城
市增光添彩，也能带去“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短短3年，戏剧节已经让乌镇拥
有了崭新的文化生态。“文化的多样
性提供给游客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乌镇戏剧节主席、发起人、乌镇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向宏表示。戏
剧节、艺术展让乌镇不再只依靠“小
桥流水人家”，而在乌镇长大的孩
子，如今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艺术
的熏陶。

相比于乌镇戏剧节的商业化
运作，天津的戏剧节则主要由当
地政府拨款贴补。2013 年，天津
市财政设立 1500 万元专项经费，
支持高端演出、展览及公益文化
普 及 活 动 。 第 二 年 ， 经 费 增 至
2500 万 元 。 补 贴 不 是 财 政 直 接

“输血”，而是补贴票价。假设观
众掏 300 元买一张票，价值实为
600 元，市财政负担了另一半。票
卖得越好，补贴越多。这种“政
府补贴、降低票价”的方式大大
培育了戏剧市场。

“曹禺国际戏剧节堪称天津戏
剧的盛大节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导演丁小平说。对此，中国青年艺术
剧院院长林克欢也表示认同。他认
为，通过戏剧节不但可以引进国外
的优秀剧目，还能够了解国外的思
想史、艺术史，以及艺术家是如何构
思创作的。能做到这些，戏剧工作者
就能进一步培养、催化本土的舞台
艺术，观众也能进一步提升艺术品
位、欣赏习惯。

在世界戏剧界享有盛誉的“柏林戏剧节”将首次亮
相国家大剧院，于6月至7月间，为国内观众带来《共同
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多》3部甄选佳
作，为首都戏剧文化生活增添绚丽色彩。

提到德国戏剧，其多产与活跃程度在国际戏剧舞台
上令人瞩目。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德国每年举办的艺术
节活动多达70多场，这其中，创办于1964年的“柏林戏
剧节”则是德国、乃至德语地区最重要的文化盛会之
一，也是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爱丁堡艺术
节”齐名的“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

“柏林戏剧节”每年5月在德国举行。在为期两周的
时间内，戏剧节将德语戏剧界“最值得关注”的新老作
品集中呈现给广大观众，并邀请7位戏剧专家组成专业评
审团，从近 400 部剧目中，挑选出 10 部“最值得关注”
的作品。

对于“最值得关注”剧目的评选标准，柏林 《每日
镜报》 的资深文化记者、戏剧评论家冯贝克教授表示：

“戏剧节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评委选出的作品也不
一定是最好的戏，但一定是在某一个方面非常特别，而
且有独到性的戏，对戏剧的探索和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除了表演出色、表现形式多样的戏，如果某一出戏正好
契合了当时的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也有可能得
到评委的青睐。戏剧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其艺术表达随
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柏林戏剧节就
是要让大家了解并促进戏剧的丰富性。”

由此可见，戏剧节的“最值得关注”剧目，正是契
合了当下德国戏剧的创作特点和创作追求，一方面，在
舞台效果以及表演语言上积极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创
作与当下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作品，以关注现实生活、
向观众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反思与思考。

今年 6 月，“柏林戏剧节”将携 3 部“最值得关注”
剧目 《共同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
多》 首次登陆中国，加盟 2016 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
据了解，这3部戏均是由柏林戏剧节总监以及国内戏剧专
家组成评审团，从第52届“柏林戏剧节”中甄选出的最
适合中国观众的作品。

其中，由柏林高尔基剧院带来的 《共同基础》 是以
移民问题为题材的当代德国现实主义佳作；由汉堡德意
志艺术剧院带来的 《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 重新演绎
了易卜生鲜为人知的晚期代表作；由柏林德意志剧院带
来的 《等待戈多》 则以先锋的舞台设计和独特的表演语
汇重塑贝克特的荒诞派经典。

柏林戏剧节总监伊沃恩·布登霍泽表示：“将柏林戏
剧节带到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机遇，同时也是一次
大胆的尝试。我们很高兴向中国观众介绍这3部剧，并且
很好奇中国观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德语戏剧作品
的。” （郑 娜）

“爱，还是不爱？”恐怕每个人的
生命中都曾出现过这样折磨心灵的问
题，在两难处境下的纠结和挣扎，也
是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成长考验。

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创作的舞剧
《仓央嘉措》，就把诗人仓央嘉措面对
这个问题时的煎熬展现在舞台之上。
这是该团建团 60 余年来创作的首部
舞剧，没想到自去年年底公演后连获
观众好评，不断加演，先后登台民族
文化宫大剧院、保利剧院。5月27日
至 29 日，该剧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
舞台，开始第四轮演出。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历史上一
位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集神性、
人性和诗性于一身。舞剧 《仓央嘉
措》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家一
级导演丁伟带领一支年轻的编导团
队，与国家一级作曲李沧桑、著名舞
台服装设计师麦青等联袂打造。全剧
讲述了仓央嘉措人性的一面，以他的
诗歌文本、诗意为基础，选取其童年
至 20 岁这一时期的生活片段，通过
精美的舞蹈语汇、细腻的人物内心音
乐，以及独具雪域风采的服装、舞
美，将主人公对故乡、母亲以及爱情
的真挚情感展现在舞台上。

该剧自去年 12 月诞生，半年之
内连演四轮，这在近年来的原创舞剧

市场上极为少见。更少见的是，有观
众自掏腰包一共看过6场。这位叫王
丽艳的观众说：“在浮躁的社会，我
也有浮躁的时候，可是在剧场看这个
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很纯净。
为了寻找这份安静，我一来再来，我
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来自文艺理论界的评价则更为
理 性 。“ 这 是 一 部 内 容 为 王 的 舞
剧，碰触了爱还是不爱，或者说人
生中的两难问题。”中国舞协主席
冯双白说：“一直以来，演员常常
是完成导演意图的载体，很难成为
真正的角色，但这部剧，仓央嘉措
成为核心吸引力，而这位演员很好
地塑造了这个形象。”

仓央嘉措的扮演者是解放军艺术
学院的学生黄琛迪。在剧组一次深入
藏区采风的过程中，他主动留在甘南
的拉卜楞寺，和僧人们同吃同住了5
天，“我坐在佛堂外，静静听他们念
经，心里觉得好安静。”这些内心的
体验后来都被他融入舞蹈。

缭绕的藏香、飘香的酥油茶，清
风吹动明黄的经幔，一首诗、一段
舞、一番娓娓道来的悠远意境……当
面对这样的舞台，到底爱还是不爱，
这个问题，也许有的人已经找到答
案。 （李 洋）

“这档中国综艺节目叫 《非凡搭
档》，它是周播节目且拥有 7000 万观
众。”荷兰主流媒体如此写道。短短几
天的录制，江苏卫视综艺节目《非凡搭
档》 在荷兰当地掀起了一股关注热潮，
不仅周围居民纷纷用手机记录下拍摄画
面，更是引发报道热潮：主流报纸整版
新闻、重要门户网站头条……荷兰媒体
将这档节目的到来，视为中国文化的一
次强力输入，再度促进了中荷两国之间
的文化交流。而 《非凡搭档》 也以专
业、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荷兰人民与
媒体的一致称赞。

对于 《非凡搭档》 的第一印象，荷
兰媒体如此描述：“12 位中国明星，他
们分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员、电影明星、
电视明星和流行歌星。好多中国摄影师
和音效师……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
着一部对讲机。他们看上去有些匆匆但
有条不紊。最后一个完成任务的团队将
被淘汰，就像电视节目中一样。整集录
制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和
其周边拍摄。一个上百人的团队从中国
飞到这里，再加上一个上百人的荷兰团
队一起参加拍摄。总制片人易骅女士介
绍说，中国的观众也是喜欢看到一些当
地的特色文化元素。”

《非凡搭档》 的节目设置与形式引
发荷兰媒体的关注。同时，录制过程中
制作团队的高度专业精神也获得交口称
赞，在荷兰录制期间，《非凡搭档》 整
档节目无论是任务的设置还是人员的言
行举止都严格在荷兰当地人文风俗及法
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例如在来荷兰录
制之前，节目组了解到当地人对于动物
权利保护非常重视，而游戏设置中恰巧
又需要动物参与，因此提早与荷兰的地
接团队沟通办理了相关申请和证件，避

免了误会的发生。
荷兰媒体也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在阿姆斯特丹外围的一个小村庄，中
国明星们手拿树枝将一群鹅顺利安全地
赶过小河，穿过教堂。一辆警车开了过
来。‘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警官说：

‘有一群鹅和中国人在这儿。’节目制作
经理友好地解释说：‘我们这里有动物
专家，并且我们填写并递交了所有的该
申请的表格。这些中国人不会伤害鹅
的。对于在河沟里的两只鹅，我们都是
看得很紧的。’警官点了点头，然后离
开了。”节目组的细致与严谨，获得了
当地人民和媒体的称赞与欢迎。

《非凡搭档》 不仅引发国外主流媒
体的关注，在国内，也以好口碑与高收
视成为关注焦点。这档江苏卫视在第二
季度周五黄金档所推出的全新综艺节
目，以“奥运”为主题，成为2016奥运
年内地荧屏的一大亮点。

在节目中，《非凡搭档》
的12位艺人明星和奥运冠军从
北京出发经 6 个国家、12 座城
市，探访世界各地的奥运名
城，比拼最具特色的奥运项
目，努力传递着奥运精神。节
目特别邀请奥运冠军李小鹏、
滑冰名将王濛、九球天后潘晓
婷、黎明、林依晨等12位知名
文体明星成为常驻嘉宾，以

“ 寻 找 非 凡 搭 档 ” 的 独 特 模
式，在美国的洛杉矶和阿拉斯
加、英国的伦敦和爱丁堡、荷
兰的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的罗
马、日本的东京和京都、韩国
的首尔等12座体育名城展开一
系列动人心魄的竞技PK。易骅
表示，这档节目的诸多元素均

是在全程响应里约奥运会的口号“点燃
你的激情”。

《非凡搭档》 自播出后，可谓收视
口碑双丰收，平均收视率已经破“1”，
在竞争激烈的周五10点档杀出重围，成
功位列收视榜前三名。截至发稿前，相
关微博话题#非凡搭档#阅读量已达5亿
多，引发众多网友热议。

此番推出原创版权模式节目 《非凡
搭档》，相较于引进模式，易骅坦言：

“与纯韩式户外真人秀相比，《非凡搭
档》更具备竞技感和真实性；与纯欧美
式户外真人秀相比，它则增加了娱乐和
综艺感，也有更多的故事讲述人物的情
感和变化。”节目在海内外获得好评，
让人们相信中国电视人的才华与智慧并
不弱于国外电视同行，中国完全具备制
作具有国际化视野并兼顾当下热点、同
时适合中国电视观众口味的大型电视节
目的能力。 （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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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戏剧人的狂欢季，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戏剧节将于7

月在法国的一座南方小城举办，这就是
以该城市命名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因为戏剧

节，阿维尼翁闻名于世。同样的故事如今也正
在中国上演。3年前异军突起的乌镇戏剧节、天
津曹禺国际戏剧节，举办了4年的杭州国际戏
剧节，今年新生的深圳当代戏剧双年展，让许
多人看到，“戏剧节”这个概念正在被国内

观众接受，而在戏剧重镇北京、上海之
外，更多的城市与戏剧的关系

亲密了起来。

▼以《假面·玛丽莲》和《伐木》震撼了中
国观众的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今年带着

《英雄广场》再次到天津大剧院，参加曹禺国际
戏剧节暨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乌镇戏剧节每年都
会有不少来自国外的表演
艺术团队在水乡的街巷表
演。

▲北京青年戏剧节于2008年创办。从第一届举办至今，青
戏节共推出了 317部戏剧作品，有近 6000名青年戏剧人参加了
戏剧节的创作及制作，近 27万人次观看了演出，近 4万观众参
加了由北京青年戏剧节组织的各项公益戏剧教育活动。

舞剧《仓央嘉措》
半年连演四轮

﹃
非
凡
搭
档
﹄

荷
兰
之
旅
获
盛
赞

▲ 《非凡搭档》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
启第9期非凡之旅。在最新曝光的一组照片
中，明星嘉宾们齐齐化身向日葵，这个有
趣造型引来一众路人的围观。

戏
剧
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