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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院团战“疫”
进行时

开心麻花：提高储备 捕获舞台外的市场机遇
剧场推荐

一场疫情的出现，让开心麻花
原计划的数百场演出相继取消，并

国内首家综合性剧场

天桥剧场

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危机中
也存在着契机，据开心麻花演出事
业中心版权与产品中心总监洪晔
透露，疫情发生以来，开心麻花在
保证线下演出作品剧本创作工作
持续推进的同时，还尝试推出了线
上剧场以及短视频与直播等不同
形式的线上产品，不仅积累了新的
创作经验，也让开心麻花决心在未
来进一步探索线上线下打通的模
式，挖掘更大的发展可能。

加入与观众的交互感，并以适当的方式实
现在演舞台剧IP视频化。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认为，不只是
舞台剧，其他形式的线下演出在迁移至线
上平台时均会面临多种挑战，包括镜头、灯
光、声效的使用均会有所差异，尽管此前已
有部分从业者进行过尝试，但对于整体行
业而言更多还处于探索的阶段。

特殊时期特殊对策

对于喜爱开心麻花舞台作品的观众而
言，在空闲时间去线下剧场观看一场演出
已成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但新冠肺炎疫
情的出现，令开心麻花不得不相继取消旗
下的线下演出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截至4月底，开
心麻花在全国取消了数百场演出，其中既
包括《贼想得到你》《瞎画艺术家》《窗前不
止明月光》《乌龙山伯爵》、音乐剧 《爷们
儿》、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在
内的十几部开心麻花原创剧目，也包括开
心麻花原本预计要从国外邀请的演出《胶
带很忙》等。这不仅给开心麻花带来了直接
的票房损失，一些围绕演出开展的宣传、活
动、商务合作的延期和取消也带来了间接
的损失。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开心麻花在第
一时间为观众提供了退票服务，同时也根
据疫情的情况随时调整接下来的演出安
排，而演出的暂停也并未让开心麻花停下
手中的剧本开发工作。
洪晔表示，线下演出产品创作阶段的
剧本开发工作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所
有的剧本开发工作都在线上进行中。“我们
一共有几组主创，在进行2020年新的舞台
剧产品的创作，以前主创都是见面开会讨
论，现在变成了线上会议讨论创作，虽然讨
论时长会受到限制，同时大家的创意可能
会沟通得没有那么明确彻底，但主创都在
努力克服，并且逐渐习惯了这样的创作讨
论。疫情过去后，我们的演出新产品都会逐
步地进入到制作阶段。”

延展产品线谋多赢

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步被控制，
同时国内多地也相继发布指引，帮助演出
行业在未来能够逐步有序实现复工复产，
此时的演出从业者也在思考着下一步的发
展，并事先进行着各项准备。
据了解，现阶段开心麻花也正在为后
驻品牌，以2019年底推出的年底大戏《贼想
得到你》为基础推出的衍生产品《贼想得到 续的工作进行着准备工作，其中在新舞台
你前传》于3月14日正式上线。除此以外，开 剧产品的创作、储备方面，开心麻花一边筹
—开心麻花年底
心麻花在短视频及直播领域也进行了相应 备每年最重要的新产品——
的尝试，不仅与微博一起开展了花样宅家挑 大戏，一边也在寻找优秀的主创，一起开拓
战，同时《瞎画艺术家》剧组以及《醉后赢家》 新的产品线。与此同时，开心麻花还正在筹
中的音乐剧演员也都在抖音、一直播等平 备青年戏剧节，按照计划，该戏剧节预计于
2020年下半年推出，涵盖邀请单元和新人
台，直播分享剧目的内容和幕后故事。
在洪晔看来，与线下产品不同，这些体 单元，届时开心麻花会通过戏剧节寻找优
量较轻的线上产品的创作周期更短，产品 秀的新人主创，并在资金、创作、制作上给
更新迭代的速度比线下更快，内容比线下 出支持，孵化新人新作品。
在剧评人蒋颖看来，此次疫情的出现
产品更需要与观众的交互感，是这个特殊
令演出行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探索新模
阶段的产品需求。而这些线上内容的尝试，
一方面能让开心麻花的观众在疫情期间看 式、拓展新空间的重要性，短时间内调整上
到新作品，也能通过播出平台为开心麻花 线的新产品和新合作也让从业者能够通过
吸引更多受众，且这也能促使开心麻花去 亲身体验感受到其必要性，并进一步明确
探索更多演出产品的盈利模式，创作者也 今后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率先做好布局。
洪晔表示，“这次疫情中我们的大胆尝
在这个特殊阶段积累了新的创作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把线下演艺内容搬上 试也获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对我们来说，
视频平台，并不是简单平移就可以做到的。 一是之后要增强线上产品的制作和储备，
洪晔表示，以现场感、即时性见长的舞台剧 这种储备包括了多种产品类型下创作团
打通线上攒经验
演出形态直接搬到线上，效果显然不能和 队、制作团队、演员、渠道的储备等等；二是
在线下演出作品创作工作持续推进的 针对镜头语言制作的影视作品比较，因此 要积极探索线下线上打通的模式，而不是
同时，开心麻花也在探索更多演出新模式， 怎样才能“扬短避长”成为首先要考虑的事 简单地复制已有的线下产品到线上，探索
并在线上实现多种产品类型的尝试。
情，比如如何将舞台作品用光区切换表演 线下演出的多元盈利模式。降低风险，发掘
首先不可不提的便是开心麻花作为西 场景的叙述方式与镜头语言相结合等。而 可能”。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伍碧怡
瓜视频、今日头条、抖音线上“喜剧场”的入 在创作上，则要考虑内容与表演如何适当
图片来源：官方供图
背景链接

成长中的中国话剧
话剧是指以对话方式为主的戏剧形 力于将其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洪深命名为
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中国。与传 话剧，以示与依靠唱、念、做、打，手段注重
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话剧主要叙述手 对生活进行程式化表现的中国戏曲相区
段为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但 别。话剧在“五四”运动前后已臻成熟。此
可以使用少量音乐、歌唱等。1928年，导演 后，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
洪深提议将其定名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 标志，分为现代当代两个时期。中国现代
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 戏剧以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戏剧的众多流
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 派为起点，在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浪潮
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
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话剧形成于20世
上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话剧涌现了
纪初，由在美国学习西方戏剧，并毕生致 《战斗里成长》《红色风暴》《万水千山》《茶

馆》《马兰花》《蔡文姬》《关汉卿》《霓虹灯
下的哨兵》等一大批成功的剧作。其中的
一些优秀作品，成为某些剧团的保留剧
目，甚至成为民族艺术的骄傲。
据了解，中国话剧经过上百年的融合
创新，已经凸显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有
思考、有态度的话剧形式。目前，首都剧
场、人艺实验剧场、东方先锋剧场、人艺小
剧场、八一剧场、蜂巢剧场、朝阳9剧场、木
马剧场、北演·东图剧场等都是观众喜欢
前往的观赏话剧场所。

天桥剧场始建于1953年，是新中
国成立后我国兴建的第一家综合性剧
场。其位于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南端，
—天坛公
东临市内最大的森林公园——
园，与自然博物馆隔街相望，天桥剧场
被誉为新世纪首都北京南城的一颗璀
璨的文化明珠。
1991年，国家投入巨资，在原址上
按照国家大剧院的标准重新翻建了天
桥剧场。新天桥剧场于2001年3月落
成，是首都唯一的一家专业歌剧、芭蕾
舞剧场，高质量的建筑声学、灯光、电
声设计足以满足任何大型歌舞、戏剧
和交响乐的演出要求，英国皇家芭蕾
舞团、帕瓦罗蒂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团
体和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演出。剧场自
东向西分为文化广场、前厅和休息厅、
观众厅以及舞台化妆间和演员公寓四
个部分。建筑造型庄重典雅，内部装潢
华丽，舞台灯光先进，并设有中央空
调，保安监控和楼宇自控系统，可称为
北京最为豪华的观演剧场。
剧场观众厅分上下三层，一层和
首都剧场

风格独特闻名中外

首都剧场于1954年建造，设计者
为林乐义，是隶属于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的专业剧场。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
的第一座以演出话剧为主的专业剧
场，同时可供大型歌舞、戏剧演出和放
映电影之用。
在建筑风格上，首都剧场借鉴了
欧洲与俄罗斯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东
西方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给人以庄
重、典雅之感。该剧场占地0.75公顷，
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舞台深19.5
米，宽26.5米，高18.5米，台口宽13
米，高8.5米，有电动活动台口。两侧
有副台，基本台中央有我国当时在剧
场中自行设计施工的唯一转台，直径
16米。
公开资料显示，首都剧场的音响、
灯光及一些其他设备均已更新为较为
先进的控制系统，可以接待大、中型的
话剧、歌舞、戏曲、会议以及其他艺术
活动。而剧场的观众席则分上下两层，
现设有927个坐席，每个坐席都经过了
特殊的消音处理；剧场内壁采用了进
蜂巢剧场

二层各有贵宾休息室一间，包厢配有
包厢休息室；三层还配有多功能厅可
容纳50人，装修典雅气派，适合小型新
闻发布会和酒会、庆典仪式等。剧场的
灯光音响设备大部分采用美国和德国
的产品，不仅品质优良，而且装备充
足，适合各种演出的要求。剧场公寓部
分配有客房100余间，标准间、单人间
和套间规格齐全，三楼为特色餐厅，为
演出团体，同时也为庆典、会议和酒会
提供服务。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2路、7路、
20路、35路、105路、106路、110路、120
路等至天桥站下车。

口的强吸音板，可最大限度还原演员
音色，加之一流的扩音系统，确保了最
佳的音响效果，使观众坐在剧场的任
何一个坐席内，都能清晰真实地欣赏
到来自舞台上的语言和音乐。
1955年，首都剧场正式交付于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使用，先后上演了如
《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一系列
中外名著，为我国的话剧艺术的发展
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104路、108
路、111路至灯市西口站下车，步行即
可到达。

当代戏剧的地标性建筑

位于东城区新中街北端的蜂巢剧
场是导演孟京辉特意为《恋爱的犀牛》
重新改建的新剧场，作为这部话剧的一
个常态演出，而之所以叫做“蜂巢”，不
单是每个细节都有蜂巢的图案设计，更
多是暗喻那些像蜜蜂一样，不辞劳苦艰
辛、为了戏剧理想不断努力的人们。
公开资料显示，蜂巢剧场大约有
300多个座位，孟京辉亲自为新版“犀
牛”设置了特殊的舞台装置。改造后的
蜂巢剧场舞台宽度达到了15.8米，舞
台台高6.3米，舞台台深达到了12米。
由于常规大剧场的可用舞台宽度为
14.5-15米之间，所以这次在蜂巢上演
的“犀牛”将一改小剧场戏剧“简陋”的
旧印象，在蜂巢，观众可以看到多变、
精致的视觉空间。
截至目前，包括《恋爱的犀牛》《一
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只狗的生活意
见》《你好，忧愁》《空中花园谋杀案》等
多部话剧作品均已在蜂巢剧场多次登
台上演，吸引不少观众前来观剧。在业
内人士看来，蜂巢剧场有望成为当代
戏剧的地标性建筑，且今后除了先锋

戏剧演出，还会有许多特殊的舞台装
置将在那里呈现给观众。
蜂巢剧场除了常规戏剧演出之
外，还会举办画展、摇滚音乐会、戏剧
沙龙、戏剧大师班、当代诗歌朗诵会等
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且蜂巢剧场
是国内首个由艺术总监、文学总监直
接参与运作的剧场，能够保证剧场演
出的整体艺术品质。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24路、117
路、123路、413路、635路、850路、916
路、935路、966路等至东直门站下车，
或乘坐地铁2号线、13号线至东直门站
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