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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今年办得最好的一件事”

3 月 15 日北京时间晚上 10 时采访艾杰西时，中国
疫情已渐趋平稳，美国疫情逐渐蔓延。身在美国波士
顿的艾杰西明显觉察到人们的变化：比如开始非常注
意洗手，大型体育比赛延期，影院关闭。他有一个住
在波士顿市区的朋友确诊感染，还有很多人想做检测。

1月刚回波士顿那会儿，艾杰西了解到中国比较缺
乏抗疫物资，非常着急，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

“当时美国这边不但没有人谈论疫情，而且仿佛没有人
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或者可能知道，但并不重视。”艾
杰西觉得，自己主要的能力就是演出。于是，他开始
安排现场演出，准备把现场票房捐给武汉。

艾杰西用8天左右时间积累和收集素材，并把素材
组织成故事性框架。最终，中国人宅在家里乐观抗疫
的视频总共约 25分钟，艾杰西又用半个小时讲了相声
说、学、逗、唱等内容。演出过程中，现场观众不断
发出笑声；演出视频在网络平台被中美观众大量转发。

艾杰西透露，演出其实差点没办起来，因为他曾
担心：“如果只能卖50张票、捐几百美金，对中国的疫
情没什么帮助。”谁知，演出的影响远比他想象的大：他
在中学母校的第一场演出就有 600观众，部分捐款来自
票房，也有人看完演出又写支票捐款。最终，3场演出总
共募集到1.5万美元，还有六七十箱物资。“虽然不算多，
但对我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个不错的数字。”后
来，演出视频在网络走红，媒体争相报道，包括美国国家
公共电台也做了采访。“这些真的都是惊喜。”他说。

脱口秀视频在中美两国都很受欢迎。以往一些人
以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幽默点、笑点不一样。艾杰西认
为，其实两个不同的人的幽默点、笑点也不一样，一
件事好笑或者不好笑，不一定是因为国家不同，“我觉
得，美国观众肯定能理解视频里因疫情暴发宅在家的
中国人的心情”。

艾杰西的抖音号一周就涨粉70万，他自己收集到的
网络总点击量超过400万。这让他感到欣慰：“我的目的
是让很多人笑，这个目的达到了，特别有成就感。”

记者问艾杰西，这3场援助中国的脱口秀，是不是
他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标准有很多，不
过这肯定是我今年办得最好的一件事。”他说。

在中国从事喜剧表演多年

艾杰西以往形容自己是“有作品没点击，有段子
没平台，有积累没关注”。这次公益演出视频火了，点
击量、平台、关注度都有了，连中国曲艺家协会也关

注到他。但艾杰西很冷静：“我并没有感觉现在我已经
火了，成名人了。”

能有收入，对艾杰西其实很重要。他在北京小经
厂胡同运营了 3 年的小剧场，已经于今年 1 月中旬关
闭。50人小剧场周末两场演出的票房，撑不住四合院
每月 3 万元人民币的房租。但艾杰西说：“我们 3 年半
举办了 1000场活动。我获得了很多经验，各方面的能
力都提高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他也很
高兴和朋友做起了一个社群：有 60名中外演员，都可
以表演脱口秀、相声、默剧，还是中英文双语的。

公益演出视频的火爆，得益于艾杰西7年在中国脱
口秀、相声等喜剧类节目园地的耕耘，得益于他在中
国各地从一线到四线城市的演出，更与他最近在东方
卫视 《欢乐喜剧人》 第六季节目中的优异表现有很大
关系。

该节目总制片人潘明说，节目这一季特地针对新
兴的喜剧形式扩容，艾杰西对中美脱口秀的融合具备
试验特质，他的外国喜剧人身份会让节目呈现多元
性，所以获邀参演。在潘明印象中，艾杰西很敬业也
很乐观，始终笑对生活。他表演的 《美国东北人在中
国》《中美饮食那些事》 两个节目，“从自身对中美两
种文化、两种社会的个人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见
解，是一种非常值得倾听的声音”。潘明说，得知艾杰
西在美国举办脱口秀援助武汉的事情时，非常感谢他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为中国的付出，也为美国同行所
展现的职业素养和社会担当感到骄傲。

期待早日见到中国观众

艾杰西认为，中国专门面向喜剧的节目以及能接
受西方表演形式的节目还不多。他今年的目标是多做
一些网络作品，积累更多粉丝。不过他也认为，虽然
发一条抖音可能会有数万个评论和几百万点击量，给
很多人带来乐趣，但是，“没有人在我面前笑，还是很
难让我感觉自己成功了”。他说，在美国编段子和发视
频最大的问题是接触不到观众。“给其他人讲段子，叫
喜剧人；给自己讲段子，叫疯子。”艾杰西语气里明显
流露出落寞,“在这里，我没有中国的制作团队，也没
有中国的导演，更没有中国的化妆师，也测试不了我
的段子。”所以，艾杰西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自己什么时
候可以回到中国，能进剧场、进录音棚。

在艾杰西曾经的小经厂胡同小剧场墙上，写着英
国生物学家简·古道尔的名言：“你所做的事都是有影
响力的，而你要决定你想拥有何种影响力。”艾杰西
说，这是他选的一句话。记者问他为什么喜欢这句
话，他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坐在同一个剧场、同一条
短视频前一起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笑容可掬的击鼓说唱俑，手上的鼓槌变成了
温度计；重檐单阙下的东汉人躬身而立，戴着口
罩、举着手机隔墙交流；正在聆听“六经”讲解
的学生，面前支起了电脑，而老师则对着手机讲
个不停，俨然都在远程授课……在赵震的 《复工
防护指南》 系列漫画中，文物个个化身“表情
包”，提示大家复工莫忘防疫。

赵震是一名文物摄影师。1997 年，他来到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 （时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与
文物打交道已经超过 22年。平日，他通常会扛着
相机扎进文物堆，一拍就是一整天。工作之余，
赵震最大的个人爱好是画画。“既然平时有机会一
窥文物的精美细节，何不将工作和爱好结合在一
起？”赵震告诉笔者，从 2013 年 10 月，他就开始
将创作的文物漫画上传到个人微博。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也随之闭馆。待在家里给了赵震更多的创作时
间。他决定将文物和疫情防控结合起来，用漫画
的形式号召大家重视疫情，及时防护。

1 月 22 日，赵震上传了第一幅和疫情相关的
文物漫画。在这幅作品中，赵震将现藏于故宫博
物院的 《雪夜访普图》 中的人像用猫头代替，每
只 猫 脸 上 都 罩 着 口 罩 ， 桌 上 的 酒 则 被 标 上 了

“75℃”。漫画下方写着“怕酒精，不耐高温，要
戴口罩”，提示大家用酒精、高温和口罩抵御新冠
病毒。

中国的文物遗存相当丰富，要从其中提取合
适的形象用作防疫宣传，需要对文物有相当的认
识和了解。赵震凭着多年的文博从业经验，让文
物在他的头脑中“活”起来，进而有了笔下的漫
画创作。

每天，赵震用在创作上的时间超过 8 小时，
“几乎就是上班时间那么长”。他告诉笔者，一天
可以画出 3-4 幅漫画。赵震的创作方向主要有两
个：科普和宣传。前者的代表是 《执盾护卿——
口罩的历史》，是他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的系
列漫画，漫画以 《伏羲女娲图》 引入，从西周时
期人们交谈侧头、避免口鼻飞沫说起，结合中外
历史，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从古至今人们由来已久
的防疫意识。宣传类漫画包括 《复工防护指南》

《复工防护提示》 等，每则漫画从不同的角度切
入，提醒大家复工中的防护要点所在。

为保证漫画中历史知识的准确、丰富，赵震
不仅个人查找了大量资料，还联系了专业的历史
类编辑交叉核对。很多时候，文物背后蕴藏的含
义远比表面图像丰富。比如，《执盾护卿——口罩
的历史》开篇的《伏羲女娲图》。原图里，伏羲手
中执矩，女娲手中执规，所谓“不以规矩，不成
方圆”。“这是藏在我们的民族性里的基因。我们
须遵循大自然的规矩，才能一直繁荣地生存下
来。”选用此图，也隐含着赵震对大家遵守规矩、
重视疫情的期望。而在 《复工防护提示》 中，赵
震改编了西汉的文物长信宫灯，灯罩上画上了

“医疗废物”4个字及其标志。赵震将长信宫灯称
为古代的“黑科技”，燃烟会通过宫女的袖管导入
灯座底部，沉积油烟，因此不会污染环境。这和
漫画里倡导的“规范废弃口罩和医疗垃圾收集，
及时清运处理”一脉相承。

在微博上，这些漫画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和好评。“有趣又有意义，可以抱走图片吗？”“画
得太可爱啦！”“大家都要平平安安。”……赵震觉
得，这是自己参与这场疫情防控战的方式。“这些
反馈对我来说都是鼓励和鞭策。我把创作看作分
内的事，其他由观众来评定。”未来，赵震希望继
续推出更多有内容的文物文创作品。

当婚姻遭遇“滑铁卢”，当亲情遇到信任危机，当事
业停滞不前，我们如何以积极的态度，相互鼓励，用年
轻的心态重新出发？这是占据当下荧屏主流的婚恋生活
剧着重表现的内容。从以往的 《过把瘾》《结婚十年》

《金婚》《父母爱情》，到近年来的 《恋爱先生》《我的前
半生》等，婚恋生活剧每每播出，总能引发热议。

目前，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热播的 《如果岁月
可回头》，同样引起了关注。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程皓、
张铭阳、邹北业三个遇到不同婚姻情感问题的男人的角
度，直面当代“老男孩”群体的生活困惑与缺憾，从

“不惑之年的生活之重”这一社会热点切入，以温暖的笔
触，讲述了三个男人笑泪交织的悲喜生活。

《如果岁月可回头》讲述三个男人经过一番努力最终
找到另一半，同时也收获成长的故事，用轻喜剧的方式
回答了都市中年男女许多不可预知的“人生之问”：人到
中年离婚了怎么办？婚姻只剩亲情该如何维持？父母离
婚该不该告诉孩子……

在 《过把瘾》《金婚》《恋爱先生》 以及这部 《如果
岁月可回头》 中，剧中的角色无不经历分分合合。这个
过程中交织着情感的困惑、纠葛与追寻，经历着难得的
爱情、暖心的亲情与珍贵的友情。《如果岁月可回头》
中，三个男人的婚姻问题个个戳心，所幸他们在彼此的
鼓励和支持下，学会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守护
了家庭，重拾了幸福的生活。

婚姻生活里最难做的是人，最考验人的是事，人
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情。《恋爱先生》《我的前半生》

《如果岁月可回头》 等剧呈现了婚姻之道，引导观众重
新认识自己、认识家庭、认识责任。婚姻是人类永远
的话题，如何以新的视角和表现手法探讨婚姻，激发
观众的共鸣，这些作品将对未来婚恋生活剧的创作提
供思考。

美国小伙举办公益脱口秀——

讲述中国人乐观抗疫的故事
本报记者 苗 春

美国波士顿小伙儿、中英文双语脱口秀演员艾杰西字正腔圆、表述精准
的中文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他甚至可以精确运用“硬核”这个词。但他明
确表示：希望更注重他表述的内容，而不是中国话。

14岁在中学登台表演脱口秀，2010年到清华大学做交换生并爱上中国
喜剧，艾杰西后又拜相声演员丁广泉为师，在北京创办中美喜剧中心。

1月23日，他趁中国春节假期回到波士顿，计划待七八天就回北京，却
因疫情一直滞留至今。2月，艾杰西在波士顿举办了3场援助武汉的公益脱
口秀。相关视频在海内外网络平台异常火爆。中国人乐观抗疫的态度感染了
观众，他也一跃成为“小名人”。

文物化身“表情包”

提示复工莫忘防疫
林子夜

漫画《复工防护提示》之一 受访者供图

春日觅书香

婚恋生活剧引发共鸣
苗 春

漫画《复工防护指南》人物篇之一 受访者供图

艾杰西此前在《欢乐喜剧人》第六季中表演的剧照
节目组供图

2月12日，艾杰西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公益脱口
秀现场 视频截图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实体书店、城市阅读空
间、公共文化场馆等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恢复开放。市民走出家门阅读、选购书籍，充实文
化生活。图为 3 月 21 日，江苏省南通市一书城内，
小朋友在选购图书。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欢乐喜剧人》第六季中播出的艾杰西公益脱口
秀画面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