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历史文化积蓄的一次激活与提升

最近，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戏曲编剧张静到“演艺
大世界”中的中国大戏院看戏。一进入剧院所在的建筑，她
就被中国大戏院里面那种“很上海”的气质震撼了。

“这种自然流露出的气质背后， 是上海戏剧艺术繁盛
期留下的深厚积淀。” 在英国留学的她联想到伦敦西区，

“伦敦西区几乎是英国文化产业的代名词。‘她’的繁盛，正
是以一系列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剧院为节点，带动整个英国
文化产业的繁荣。”

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剧院，也是“演艺大世界”兴起之基
石。早在上世纪初，环人民广场区域就被誉为中国南方最
大的“戏码头”，是剧院云集之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特质都曾深深根植于环人民广场演艺发展史。目
前，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
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
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

黄浦区历届区委、区政府都高度重视环人民广场区域
的发展，过去十多年来，制定与实施了一轮轮专项规划和
行动计划，环人民广场地区迎来较快发展。拥有近百年历
史的黄浦剧场、中国大戏院、长江剧场等先后完成修缮、改
造并逐步投入运营，全市首批地方戏曲展演中心天蟾逸夫
舞台、大世界与舞台艺术排练中心“白玉兰剧场”活力显
现，国内外优秀剧目逐渐集聚。背靠着环人民广场区域的
资源，黄浦区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过一条马路看一场
戏”的口号。

对文化大都市来说，演艺空间的密度是硬条件，空间
的热度与活跃度则是软实力。2016年， 黄浦区对环人民广
场区域的演艺产业发展出台了 《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
“十三五”规划》（在“演艺大世界”定名前，环人民广场区域
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这一规
划站在“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演艺活力区、推动上海‘亚
洲演艺中心’建设”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以激发环
人民广场区域的活力。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动上海的演艺创作从高原走
向高峰，环人民广场区域是一块资源优渥的土壤。去年“演
艺大世界”定名的同时，黄浦区联手市委宣传部对环人民
广场区域出台了《演艺大世界三年行动计划纲要》，为这片
土壤注入新活力。

如今，“演艺大世界”已经成为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
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演艺大世界’并非一个生搬硬
套出来的事物，它有传承、有发展，既是对现有历史文化积
蓄的一次激活与提升， 更是对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梳理、挖
掘后的再出发。这是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该有的方
向。”张静说出了她的专业观察。

通过全球征名、邀约，集聚更大影响力

“纽约有百老汇， 伦敦有西区， 上海有了 ‘演艺大世
界’！”去年 11月 1日，对环人民广场演艺区被定名为“演
艺大世界”的一则消息，不少媒体用了这样的标题，从中可
以看出社会各界对“演艺大世界”寄予了厚望。

当一座城市的文化空间集聚到一定数量、演艺产业发
展到一定阶段，势必需要更大的开放、连接、活用，从而释
放更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环人民广场区域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向上突
破需要更大的助推力；另一方面，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也
需要具有鲜明标识度的承载内容，厚积多年的环人民广场
区域最具代表上海文化的潜质。

作为最能体现“上海文化”品牌特色的项目之一，“演
艺大世界”建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宣传
部、黄浦区成立了“演艺大世界”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和演艺、品牌、综合协调 3个工作组，整合各方资源，全
力推进“演艺大世界”建设。

去年 8月， 市委宣传部与黄浦区联手对环人民广场区
域进行“全球征名”。“我们共收到名称投稿近 1200个，投稿
者来自全国 25个省市及海外（越南及澳大利亚），其中年龄
最大的 89岁。”黄浦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在此基础
上，经反复讨论并报市委同意，去年 11月 1日，最终确定为
“演艺大世界”。“演艺大世界”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新征程。

定名只是第一步。市场化程度高不高，专业运作能力
强不强，才是衡量“演艺大世界”发展好不好的重要指标，

也是对标国际一流演艺集聚区的重要参数。今年 2月，“演
艺大世界”向全球广发“英雄帖”，邀请全世界范围内的优
秀制作人、导演、演出团体、演艺经纪等来此进行演艺项目
制作、交易、演出，携手推进“演艺大世界”的健康、持续、快
速发展。

“纽约百老汇、 伦敦西区等早已形成了完整的演艺产
业链，都通过社会化、市场化运作，在这方面，‘演艺大世
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黄浦区委书记杲云点出“全球邀
约”的要义，即加快培育和集聚优秀剧本创作人员、制作
人、导演、经纪公司、票务公司等，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协调发展的运营模式，成为全国演艺产业发展的风向
标和领航者。

名家名剧名团来了，首映首展首秀频繁

不久前，著名戏剧家、导演陈薪伊向她的朋友们和观
众们报告了一个消息：“我要成立艺术中心了。”她说，你们
会觉得有点奇怪吧？NO，其实我刚刚准备好！没有观众就
没有戏剧，没有演员就没有戏剧，没有剧场就没有戏剧。我
现在都有啦！有了观众、有了演员，还拥有一座演艺大世
界。俏皮口吻背后是这位 81岁老人难抑的兴奋之情；今年
4月，以陈薪伊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落户“演艺大世界”核
心区域的上海人民大舞台。

“‘演艺大世界’正是要发挥剧场群核心效应，吸引名
家、名剧、名团，鼓励首映、首展、首秀。”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说。

他们来了！陈薪伊正是响应“演艺大世界”“全球邀约”

而来的大咖导演。在“演艺大世界”中的另一个历史剧场，

著名导演田沁鑫也来了。去年，她扛起中国大戏院艺术总
监的“大旗”，为每年举办的“演艺大世界———国际戏剧邀
请展”策划、引剧、培养新人。

他们也来了！今年一整年，首演、首秀、首展，在“演艺
大世界”更是不间断。2 月，获得托尼奖、剧评人奖等的百
老汇原版音乐剧《摇滚学校》亚洲首演，选择了上海大剧
院；3月，9次格莱美获奖艺术家、 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爵士新作全球首演，在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奏响；4月，英

国 Bamboozle剧团制作的特殊儿童戏剧 《月亮上的歌》，在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行了亚洲首演……仅第二季度，“演
艺大世界”内剧场与展演空间就贡献了 151 部、超 700 场
演出，其中中国首演、亚洲首演剧目达 18个。

贯穿全年的上海国际音乐节、国际戏剧邀请展、上海
国际喜剧节等“演艺大世界”三大节展，更是高品质的首
演、首秀剧目的“大本营”。如今年 6月起在中国大戏院上
演的 “演艺大世界———2019年国际戏剧邀请展”，16部中
外作品绝大部分为中国首演、亚洲首演、全球首演，将让观
众获得耳目一新的观演感受。“演艺大世界”正向今年实现
1.5万场高质量演出的目标努力。

频繁密集的高品质演出背后， 最大的受益者是观演
者。在“演艺大世界”，不但“过一条马路看一场戏”，如今
“观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正是“演艺大世界”建设的
愿景。在“演艺大世界”中文名确立后，其英文名“SHOW

LIFE” 也已发布， 寓意就是 “把观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ENJOY SHOW，ENJOY LIFE”。而这一切正在逐步实现。

对标国际，做宽广度、做厚深度

今年 5月，黄浦区域内上海大世界、林肯爵士乐上海
中心、外滩 22号、大隐精舍、读者书店、思南公馆等 10家
单位签约，成为上海新一批演艺新空间，加入“演艺大世
界”展演空间“队伍”中。

上海有各类演出场馆 100多家， 而纽约有 420家，伦
敦约有 214家，巴黎有 353家，东京有 230家。对标这些国
际一流演艺集聚区，上海差距不小，创新思路拓展演艺新
空间势在必行。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一定同时具有“码头”

与“源头”的特质。前者决定了文化影响的广度，后者决定
了文化影响的深度。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让其成为金字
招牌，需要进一步做大码头、做强源头。在黄浦区与市委宣
传部推动下，“演艺大世界”一方面做宽广度，另一方面也
致力于做厚深度。

“看戏不止在剧场”，这在黄浦区早已司空见惯：思南
公馆每年举办的“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新天地每年举办
的“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仿佛一个个露天剧场；林肯
爵士乐上海中心是国际大师级爵士乐手登陆上海的首选
地；上海大世界拥有中国戏园子、戏迷俱乐部、业务剧社等
看戏、演戏、学戏、说戏等一系列活动……接下来，“演艺大
世界”还将进一步挖掘利用世博演艺的资源。

做厚深度，离不开优秀人才。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演艺大世界”将发挥优质演出项目的牵引作用，实现对稀缺
演艺人才的引、培、训。让国际、国内顶尖人才汇聚上海，让有
潜质的青年人才加速成长，发挥人才优势，推动“演艺大世
界”建设，并为上海加快亚洲演艺中心建设做好人才支撑。

不知不觉间，“演艺大世界”已成为激发本土原创作品
创作与展演的“土壤”。田沁鑫作为总导演、汇集上海戏剧
学院青年主创演员班底的原创话剧《红白玫瑰》，今年 7月
即将在中国大戏院上演；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今年 5 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不少观众“一刷”、

“再刷”；资深导演陈薪伊“放言”，未来 5年要每年制作出
品一台原创大戏……

“串珠成链”，进而放射出成倍光芒

1号线人民广场站，是上海人流最密集的地铁站。颜色
鲜艳、装帧精美的演艺大世界《观剧手账》被整齐地摆放在
最显眼的位置。“演艺大世界”内剧场与展演空间近期会上
演的剧目、活动资讯与购票优惠都能在里面找到。这样的
《观剧手账》， 黄浦区制作了中英文版， 配送进了 17家剧
场、17个展演空间、10个社区文化中心、31个三星级以上
酒店、10 个旅游集散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上海虹桥站、1号线人民广场站，供不应求。

在上海大剧院看完演出，还想去看看周边文化场馆的
活动？过去，有这样需求的市民、游客只能亲自走到周边文
化场馆了。如今，在“演艺大世界”内的 14 家剧场、3 家展
演空间都有了“演艺大世界剧场群联动宣传展示架”。通过
展示架，市民、游客不用走出这 14家剧场、3家展演空间，

就可以了解到其他十多家剧场空间的剧目与文化活动信
息。在展示架的醒目位置还印上了二维码，市民、游客只要
拿手机扫一扫，就能进入十多家演出场馆的购票通道。

“演艺大世界” 一个个剧场与展演空间， 如一颗颗珍
珠，但过去过于静态，相互之间缺乏互动，黄浦区打破原来
条线、行业中的壁垒，加强联动，使这些剧场与展演空间成
为动态、开放、全方位嵌入公共生活的“空间”。“串珠成链”，

进而放射出成倍的光芒。

“演艺大世界”首批 3个线下中心也将开放，市民、游客
走进服务中心， 不但能获得上海市各类商旅文资源信息，还
能了解到“演艺大世界”正在上演的剧目信息，并可在现场购
买“演艺大世界”内剧场与展演空间的剧票。

纵观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等一流演艺集聚区，都经历
过以承办艺术节庆活动扩大影响力、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成
长的过程。在中国最高规格群众艺术节———“十二艺”节举办
期间，黄浦区引导“演艺大世界”内的展演空间与剧场牢牢抓
住这一机会，推动自身建设与发展。

“努力让‘到上海看戏’成为市民、游客来到上海、喜欢上
海的理由，让更多的剧场和演艺空间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
地、必游地，让城市文化气息在这里‘活’起来。”黄浦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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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珠成链”，“演艺大世界”熠熠生辉

过一条马路看一场戏 ，全球
大戏首演在黄浦 ，观众打着飞的
来看戏 ， 观演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这些场景正在 “演艺大世
界”成为现实。

去年 11 月 1 日， 环人民广场
演艺区被定名为“演艺大世界”，自
此 “演艺大世界 ”的发展步入了新
征程 。过去半年多 ，在 “演艺大世
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

首映、首展、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
的服务将剧场 “串珠成链 ”……一
个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
应、最“强 ”协同合作 、最 “广 ”市场
空间、最“优”服务环境的演艺活力
区正呈现在眼前。

她，是怎样一方“大世界”

人民广场有上海大世界，这个上海人乃至绝大部分
游客都知道；但是还有“演艺大世界”，知道这个的人可
能会少一些，至于两者之间是啥关系，可能许多人还不
太清楚。这就需要帮大家捋一捋了。

问：“演艺大世界”与上海大世界是一个地方吗？

答：“演艺大世界”是以人民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
集聚区。现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展演空间 39个，初
步形成活力中心以及外滩、创意码头、世博滨江、新天
地、复兴路集群的“一中心、五集群”发展格局。其中，活
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公里区域内，正常
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 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
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国内剧场演
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去年 11月 1日，

人民广场演艺区正式定名为“演艺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是位于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交叉口的一
幢历史老建筑，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名的娱乐
场所，2016年修缮后重开， 定位于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平台。“演艺大世界”的得名，从当年上海大世界包罗万象、

百戏汇集中获得灵感，而如今的上海大世界是“演艺大世
界”中的一个重要展演空间。

问：“演艺大世界”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

答：“演艺大世界”既传扬经典海派文化，延续同名建
筑“大世界”百年历史、百戏纷呈的传统；又凸显区域演艺
特质，构建各类剧场、剧团、剧种协同联动、融合发展的氛
围；更展示未来发展雄心，努力成为演出资源最集中、演出
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世界级演艺集聚区之一。

问：“演艺大世界”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答：市委宣传部与黄浦区在去年 11月 1日发布了《演
艺大世界三年行动计划纲要》。《纲要》提出，围绕加快建成
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引领区、亚洲演艺中心核心示范
区的战略目标，坚持以追求卓越为取向，以多元融合为基
础，以开放创新为主线，努力建设最“高”剧场密度、最“大”

集聚效应、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
环境的演艺活力区。

■ 本报记者 唐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