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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上海》尝试构建杂技剧创作新标准
姜学贞
由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
创作的杂技剧《战上海》，为第 21 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拉开了大幕。 这部以杂技刻
画战争、回望历史的作品，在杂技史上开拓
了一种全新形式，被认为是属于上海的“新
马戏”（国际所称“马戏”即国内通称的“杂
技”）。“新马戏”之新，不仅在于没有马等动
物参与演出、强调以“人”为中心，也在于舞
台审美更高雅、全面，思想意蕴更综合、丰
富。而《战上海》一剧之新，则更在于其所力
图构建的中国杂技剧创作新标准。

杂技艺术的突破
首先是戏剧故事和人物形象的饱满
内核。这是杂技艺术的关键性突破。过往
的杂技表演相对缺乏故事逻辑与人物塑
造，单纯展现技巧、追求感官欣赏的刺激
惊险。《战上海》打破这一惯式，将杂技融
于叙事，以技巧汇合表演，提炼场景，营造
氛围，关联起一整出属于舞台综合艺术的
故事。
《战上海》以解放上海的重大史实为
依托，围绕敌方毁灭城市、破坏电厂与我
方捍卫城市、保护电厂之间的斗争，在正
义与非正义之间展开智慧较量和殊死搏
斗。面对宏大主题，《战上海》匠心独运，从
小处切入，讲好了故事，塑造了人物。剧情
从解放军连长江华和恋人、地下党员白兰
相思而不得相见开始，序幕与尾声首尾相
顾，前者是近在咫尺中相隔战火而思念深
抑， 后者则天人永隔中徒有怀念无限。中
间则设计了《铁骨攻坚》《密谋炸厂》《智取
情报》等七个故事情节，史诗般再现上海
解放前夜的激战。
故事走向因人物命运而扣人心弦。江
华和白兰，作为剧中两条斗争线上的突出
代表，一个在烽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和战
友一起搏杀血战，一个在白色恐怖的都市
街巷内由市民们掩护着兜转突围。他们的
生死遭际，是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两条主
线的交替展开，高度契合了上海解放的壮
阔史实；他们的革命爱情，是角色丰满与
故事扎实的至真至情，反映着人民对幸福
与和平的美好向往。 内外一致冲锋陷阵、
相互应和而冲突不断，紧密扭结成一条故
事线，层层推进，直达故事的高潮。当然，
一部剧的立住， 不只在于主角的形象丰
满，还需要情节逻辑的合理、表现手段的
丰富、体裁本体与舞台整体的契合，以及
时代风貌的鲜活和现代审美的统揽。《战
上海》融会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
文化，以杂技艺术为命脉，将其承载的庞
大文化体量演绎得具体而生动。

杂技本体的蜕变
其次是杂技本体在该剧中的蜕变与
升华。
用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各种艺术体

杂技剧《战上海》

（上海杂技团供图）

裁来呈现这一故事，似乎都不难想象。唯独
杂技， 大概超出了不少观众的原有认知。因
为杂技不开口说话，也不歌颂吟唱，它只有
惊、难、险、奇、绝的各种肢体语言可供挥发。
以人之肉身形成非常造型，以短时而耗力的
肢体或动或静呈现，向来是杂技艺术的最高
表达。塑造角色形象、传达人物情感、发展剧
情走向，对杂技而言都是“破天荒”的艺术要
求。《战上海》一剧，让我们看到了杂技从单
一技巧节目向复杂语汇体系的进军：既不失
杂技浓郁鲜明的本体特色，又有继续生发再
造的无限空间。
客观说来，海派杂技富有张力、精于技
巧、锐在创意。这种精巧灵活的肢体语汇一
旦加注故事和情感， 自然会有更多感染人、
激动人、引领人的力量。该剧主创人员敏锐
抓住这一点，从全剧的主题脉络出发，寻找
与各情景相对位的杂技技术形式。立意格局
既定，固有的基础节目被重新审视，另做创
意设计，一一全面解构、再行熔铸塑造。两家
主创单位的杂技、魔术、滑稽等行当齐全，并
根据该剧需要遴选了 17 个保留节目打碎再
重组，技术原理不变而难度水准大增，表现
样式较之原初已换了一番天地。
第一幕《铁骨攻坚》是以江华为代表的
解放军战士浴血攻城。演员们腾挪、翻滚，互
为助力，艰难推进，各种掩体和装备都是长
于表现战火纷飞的利器。单人倒立、“双人组
合”造型、器械小跟头，在纷繁多变中表现出
高桥战役的惨烈。从天而降的绳梯，一如天
堑难以逾越，让人仿佛置身当年苏州河两岸
的最后激战。这是该剧为剧情量身定制的新
创节目，技术难度高，最终完成度也高。

第二幕 《密谋炸厂》 中的魔术效果完
整而夸张， 烘托出敌人炸电厂的阴谋。以
上海杂技团屡获国际金奖的 “八人造型”
为基础进行重新包装，八名演员围绕几张
桌子进行表演，动作高难，变化丰富，张弛
有度，带领观众迅速进入戏剧规定情境。而
在城市内部，地下党里应外合“智取情报”
（第三幕），转盘、柔术、双人爬杆等多种杂
技手法交错叠出。 其中男女双人爬杆的表
演最为夺目，将探戈舞与爬杆结合，完全颠
覆该节目的传统形态，以更高难度的技术
挑战，以别出心裁的人物关系调度，让这
项技巧的一招一式都传递出特定氛围下
的精致与惊艳。
第七幕《迎接黎明》一开始工人纠察队
的护厂，所持道具以及喊口号、群体动作编
排等表现相对薄弱，空中坐椅等技巧的固定
程式化表演也有炫技之嫌，尚需进一步寻找
更加贴合情境的手段。好在，之后解放军战
士的晃梯、长距离倒挂行走、蹦床等高难度
技术，接续起之前似乎断掉的那口气，淋漓
尽致地展现出每一步胜利的来之不易。直至
最后尾声《丰碑》，以多人“力量”造型塑造英
雄群体雕像，结合驯鸟技术，将神来之笔落
在了翩然而至的一只白鸽上。

杂技追求的多元
最后是舞台综合艺术之美成就了该剧
的整体呈现效果。该剧的成功，预示着当下
的杂技叙事已经脱离了基本的视觉观赏和
技巧拼装，也超越了简单的内容构建和意图
表达，而走上了追求多元共生、复合创新的

广阔大道。
扎实的文学台本为舞台二度创作提供
了无限可能，再造升华的高精尖杂技建造了
该剧的坚实骨架，然后是音乐、舞蹈、舞台美
术等多种艺术元素有机汇入，烘托了演员们
富有张力的表演，成就一场感人肺腑的走心
演出。这无疑是海派杂技智取其他种类艺术
而为我所用的一种开拓。
近年来，国际新马戏潮流涌动。其滥觞
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法国另类马戏运动，
形式上摒除动物的演出， 内核上聚焦人的
精神展现，舞台展示上则从大篷走入剧场，
引进声、光、电、效并以之作为基本技术支
撑。发展至今，既有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
创意之作，也不乏喧宾夺主弱化杂技之举。而
国内杂技业界则深有落差。究其根底，无外
乎我们的传统杂技多局限于高精尖技巧的
单一鹄的，相对忽视了对杂技也是一门现代
舞台艺术的综合考量。《战上海》一剧，可谓
海派杂技通过对 《时空之旅》《十二生肖》等
新马戏多年来的试水，厚积薄发的一次完整
和高水平的杂技戏剧呈现。 其制作经验、审
美把握，足可供多方面的艺术创作借鉴。
众所周知，一台成功的舞台剧演出凝结
着编导、舞美、演员、后勤等制作方多方面的
心血。必须指出，《战上海》制作方大格局招
揽各方人才参与创制与创新， 提升了该剧的
综合舞台艺术水准。 特别是该剧对专业技巧
和道具的全方位改制，与对声、光、电、影、
景等现代舞美科技的娴熟运用，合力给出舞
台视觉的澎湃冲击。在现场演出中，观众所
看到的这台杂技剧，是杂技与其他多种艺术
样式的有机结合，是多种艺术手段和舞台样
式的创新性融合，最终凝聚出该剧不同凡响
的艺术效果。
杂技叙事是否成功， 在所有演出要素
之中最直观地取决于演员身上的体现。这
一个“身上”，同时肩负着杂技剧兼具杂技
与戏剧的舞台艺术双重任务， 即集专业技
巧的展示和戏剧表演的人物塑造、 情感表
达于一体。对于杂技演员来说，后者显然更
为艰难：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改变长
期以来的表演习惯， 重新磨合形成技巧的
连接方式和表演程式；额外地，还要学习戏
剧表演、学会生活化的表演，在完成技术技
巧的同时表达出属于人物的内心。《战上
海》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近 80 人的演员团
队，已在演出结束后观众的掌声里，证明了
他们对上海杂技界这一新开拓的成功实
践。 而观众也由此刷新了对杂技的观感和
认知，甚至不吝赞美“杂技最为适合在舞台
上呈现战争题材”。
对上海杂技界的“开拓”而言，可以预见
《战上海》将成功跻身国际新马戏舞台，值得
祝贺。但艺术求索的道路上，历来都是永无
止境。“新马戏”贵在其新，因此，国产原创新
马戏尚需创作出更多更扎实的、更具创新性
的作品， 以对更深厚思想和内容的提炼，来
艺术再现更为广阔的生活。
（作者系上海市杂技家协会秘书长）

“难上加难”，红色故事拓展当代表达
“战上海”是一段真实历史，并不容易
进行艺术化的讲述； 杂技又不善于叙事，
以杂技的舞台样式来全面展现解放上海
的历史，看起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可在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红色故事“战上海”与杂技剧的相互选
择，却产生了神奇效果：合力突围，各有拓
展。
杂技剧表现空间的拓展

很多杂技剧虽以剧为名，但其实技巧
与故事是两张“皮”。《战上海》之所以能创
新节目编排和表演模式，将杂技与戏剧深
度融合，首先在于上海杂技团找到了“战
上海”这个适合的故事，同时主创团队进
行了创造性转化。
根据故事情节赋予杂技全新展现样
式。杂技有很多翻腾、攀爬等肢体动作，
展示了力量和技巧， 上海杂技团还有很
多在国内外获奖的节目， 很适合表现战
争的艰苦与惊险。但主创并不满足于此，
而是为了故事情景生产杂技。 此剧的导
演、编剧都是军旅艺术家，根据他们所熟
悉的军旅生活， 根据整个故事的发展脉
络， 对于杂技节目进行了大胆的解构与
重构。例如，在宴会厅一段，为了贴合情
景，演员们用跳探戈的形式去爬杆，虽然
核心技巧没变，但表演方式和节奏变了。
为了表现攻坚战， 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
马 戏 学 校 共 同 开 发 了 新 形 式——
—绳 梯 ，

进行了创新性的群体绳梯表演。 真实的历
史、丰富的剧情，无疑推动了主创人员的创
作。《战上海》 采用了 17 个保留和新创节
目，涵盖了杂技、魔术、滑稽等样式，创新了
9 种表现形式，杂技技巧、道具上也进行了
重大的改革创新。
根据现代观众审美需求调整演出节奏。
传统的杂技节目都比较单一， 一个技巧再高
超，表演时间一长就可能让观众疲乏。内行看
门道，外行看的是热闹。上海杂技团及时转变
观念， 主动研究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战上
海》首轮演出时，有一幕是一个老太太拿根竹
竿协助地下党逃脱， 扮演敌人的演员在竹竿
间上下翻滚、穿梭，虽精彩，但重复过多就有
雷同感。 编导在和演员交流中碰撞出了一个
新想法：融入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慢动作。事实
证明，这个反串角色的幽默表演，慢动作的手
法以及背后展现的力量与控制力， 都让观众
印象深刻。《战上海》中，在充满海派味道和生
活气息的舞台布景下， 弄堂晾衣竿下的滚地
圈、 外滩电话亭里的大变活人等表演， 辅以
声、光、电、影、景等现代舞美，不断提供新鲜
的视听觉体验，让观众既感受到高难、惊险、
精巧等技术之美，又享受到梦幻、柔美、滑稽
等艺术之美，满足了现代观众多元化的审美
需求。
红色故事讲述方式的多元

历史的长河里有太多浴血奋战的艰苦
历程，太多充满初心力量、闪耀信仰光芒的

故事， 如何让这些红色故事真实地流淌而
出，真正动人心魄，这涉及如何讲的问题。
群像式描述， 平民化视角， 以小见大。
“上海战役”是城市攻坚战中的奇迹，但杂技
由于自身特性的制约，承载不了如此复杂的
内容， 也不擅长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风格，
《战上海》 从小的切口选取了上海战役的几
个过程，集中表现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
保护发电厂等重要城市设施，与敌人展开险
象环生的斗争， 更注重抽象的精神内涵，是
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风格相统一。杂技剧中
很多的表演都是需要合作完成，《战上海》扬
长避短，选择了群像的方式进行展示，剧中
除连长江华、连长的未婚妻白兰、上海电厂
经理白庭洲、通讯员庆生等外，大部分都是
不知姓名的普通地下党员、普通百姓，这也
符合历史的真实，战役的成功背后除了重要
人物外，还有无数无名英雄。
浸入式的观感体验，拨动观众的心弦。
现下，不少革命题材作品让人敬而远之，难
以突破历史的隔膜让观众感同身受。而《战
上海》 利用舞台的现场感以及杂技的独特
优势， 让观众获得了一种浸入式的观感体
验。 杂技演员用身体完成常人不能完成的
技巧，以此来表现地下党不顾生死、艰苦攻
坚的过程，特别地契合，让人信服。绳梯表
演中绳梯是不固定的， 飞渡梅花桩中最后
一次跨越有 3 米多的跨度……对演员的要
求非常之高。 观众观赏时担心演员是否摔
下而受伤的紧张感， 与担心剧中战士受伤

胡凌虹

甚至牺牲的紧张感叠加在一起， 很容易情
不自禁地进入舞台情境之中。剧场里，不仅
是惊心动魄的表演抓住了观众眼球， 更是
敢于挑战自我、不畏困难的精神，时刻拨动
着观众的心弦。
“扎根都市”与“走出国门”

杂技如何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红色故
事如何打动人心、深入人心？这都是创作中
的难题，而《战上海》不惧“难上加难”，既开
辟出杂技作为综合舞台艺术的发展空间，又
拓展了红色故事在当代传承中的多元化艺
术表达。当然，它的探索意义还不止于此。
杂技曾一度面临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
尴尬。日益繁荣的演出市场中，杂技并没有
成为观众尤其是白领观众的文化消费列表
中的一项。而《战上海》“有筋骨、有血肉、有
温度”的舞台呈现，刷新了人们对于杂技以
及杂技剧的固有观念，推动了杂技的演出市
场。当然要长足发展，还需要多上演多出新
作，真正“扎根都市”，进入人们的日常文化
生活。
《战上海》成为今年艺术节的开幕大戏，
这也是艺术节举办以来首次选择杂技剧作为
开幕演出。 这个国际化的舞台可谓一个新的
起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杂技是
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既赢金牌又挣市场，而今
又有了新的期待。《战上海》有这个实力，以国
际化视野开启红色记忆之门， 在国际舞台上
传递中国的文化理念。

又逢一年一度的中国 上 海
国际艺术节，舞台旺季，佳作“盛
艺术节
放”。古典音乐方面的演出在艺术
周评
节第一周最为热闹， 名团大牌云
集， 节目美不胜收。 笔者以赶场
“速记”之，试勾勒形神一二。
艺术节的开幕阶段“音符”，
由 著 名 指 挥 家 里 卡 多·夏 伊 领
衔， 率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连演三场。
这个由世界乐坛众多乐团首席
精英组成的豪华名团，以演奏技
艺精湛著称，尤其在诠释交响乐
名作方面常有惊人之举，每每轰
动国际乐坛（尤其是在夏伊的前
任阿巴多时代）。这次，乐团出色
演奏的柴可夫斯基 《第四交响
曲》、 拉赫玛尼诺夫 《第三交响
曲》，彰显夏伊已顺利完成“交接
棒”，正率领乐团再创辉煌。我特
别属意第一场马勒《第六交响曲
（悲剧）》。 夏伊棒下的乐团气势
恢宏而又跌宕多姿，将通常的悲
剧演化成一曲壮怀激烈的英雄
战歌，令我联想到海明威的《老
人与海》： 英雄的肉体可以被击
倒，但英雄的精神不灭。我聆听
过许多“马六”的 CD、DVD 以及
现场演出， 这次给我感触最深。
这便是世界名团和著名指挥大
师的功力和价值，这也是经典音
乐常演常新的魅力所在。
本届艺术节联合新开张的
上音歌剧院， 推出一个重大举
措：全程引进闻名世界的意大利
斯卡拉歌剧院，上演两部莫扎特
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和《魔
笛》。上至艺术总监佩雷拉，下至
舞台工作人员， 全班斯卡拉 250
人，浩浩荡荡来到上海，在一周
内以两部歌剧各演三场。此种盛
况，在上海演出史上可谓史无前
例。其中，闪现出几个亮点。
任
两部歌剧的布景同时装台，
海
轮流切换上演，这在专业上的要
杰
求非常高。国际上一些著名歌剧
院都已具备这样的能力，以保证
在短时间内能上演多部歌剧，而
在上海， 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因
此具有其“历史性意义”。
作为世界顶级歌剧院，斯卡
拉不远万里来到上海，在专业呈
现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两部歌剧居然动用两个乐
—《假扮园丁的姑娘》采用古乐队，《魔笛》用的则
队——
是现代管弦乐队，以不同的音色音响和韵味，呈现出
两部歌剧各自的特色，极具专业精神，值得称道。
另外，斯卡拉这次在沪演出，让我们切身体会到
为什么该剧院能长期立足世界乐坛高端，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恐怕是得益于他们卓有成效的教育培养和循
环体系。也就是说，除了一线演员和乐队，斯卡拉体系
内的斯卡拉歌剧院学院不仅拥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
优秀年轻演员，还有自己的管弦乐队。在上音歌剧院
演出《魔笛》，就由斯卡拉歌剧院学院担当，表现不俗。
其实， 世界其他著名歌剧院也有这样的学院体系，如
英国皇家歌剧院、苏黎世歌剧院等。这已是大牌歌剧
院长盛不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不无
启发和借鉴。
说到演出本身，18 日笔者观赏的首演 《假扮园丁
的姑娘》是莫扎特 18 岁时的作品。舞台布景是古色古
香的巴洛克风格，采用目前国际乐坛流行的“一景到
底”，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最后到高潮时由演员撕
毁，极具表演张力和空间想象力。舞台上的七位主演
水平齐整，唱功和角色感俱佳，充分显示了当代歌剧
表演的美学理念，给观众以艺术盛宴的极致享受。
引进国际精华，与国内乐界强强联手，对提升国内
乐团的水平很有帮助。10 月 19 日，著名指挥家迪图瓦
携手国际一流歌手和日本东京爱乐合唱团， 指挥上海
交响乐团上演法国作曲家柏辽兹 （今年是他逝世 150
周年）的代表作之一《浮士德的沉沦》。这也是此音乐
巨著在上海的首演。音乐会高潮迭起，感人至深。刚
过 140 岁生日的上交与迪图瓦擦出惊人的火花。说
实话，如果要评选上交最佳外籍指挥，笔者以为非迪
图瓦莫属。 他每次执棒上交， 乐队的水平就焕然一
—这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的深厚功力。 上交近
新——
些年的进步， 与其广泛而深入地与国际精英合作是
分不开的。
本届艺术节的一大特色是声乐艺术演出丰富，除
了歌剧， 还有多场大牌歌手的演唱会。10 月 20 日，笔
者领略了世界著名男高音何塞·库拉音乐会在东艺亮
相。近 20 年来，世界乐坛涌现出不少一流男高音。他们
各有所长，谁是三大男高音接班人，则众说纷纭。若论
演、唱俱佳，舞台上最入戏、最形神兼备、刻画人物最淋
漓尽致者，首推阿根廷男高音何塞·库拉。他不仅唱功
好，还能指挥，近年还从事歌剧导演和舞美设计，艺术
修养超越常人。是夜的音乐会上，他独唱六首，重唱两
首，状态游刃有余，声音厚实辉煌，爆发力十足，呈现出
典型的戏剧男高音特色，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和
掌声。他还登上指挥台，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和爱乐合
唱团，展示了其全面的才华。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整
场音乐会的导演，音乐会中的一些细节处理、与现场
观众的互动等，将
他浪漫随心的性
格和横溢的才华
显露无遗。听过无
数大牌歌手的音
乐会， 何塞·库拉
这场演出别开生
面，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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