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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艺 之 变
■ 本报记者 吴桐

这个 6 月，刚刚复苏的上海演艺市场充满变化。一位观众刚抢到一场演出票，过了几天又接到延期的消息。一位停工已久
的演员，忽然间收到纷至沓来的演出邀约。剧场大幕已经拉开，但在防疫要求下，目前上座率仍限制在 30%。出于安全、成本、

效果的种种考虑，演还是不演？如何演？都是难题。

上座率从 30%到 50%，再到 100%，需要多长时间？没人能说得清。等待不是解决之道，有创意的艺术家、有担当的剧场
管理者正在逆势而为。他们主动适应创作、制作、演出、传播的“新常态”，危中寻机。

当然，特殊时期，演出行业最大的“新常态”就是变化———一切都充满变数。这要求他们必须随机应变，做出“最积极的准
备”和“最坏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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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级”成制作新趋势

6 月 14 日， 全球著名的古典音乐网站
medici.tv上线了莫扎特歌剧 《唐·乔万尼》，由
英国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执棒， 瑞典广播交响
乐团及合唱团演绎。 这是疫情中的全新制作，

乍一看有点“简陋”：花花公子唐·乔万尼穿的
衣服，好像是从演员自己衣橱里随便拿了一件
套上的。几乎没有舞美，只在舞台四周环绕了
一圈小小的屏幕。

无独有偶，在上海，另一个版本的《唐·乔
万尼》正在制作中。这个版本由上海歌剧院和
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包含线上线下两个
版本。线上版在上海歌剧院典雅的小洋楼实景
拍摄，线下剧场版舞美风格极简，服装也省了，

因为唐·乔万尼在剧中摇身一变， 成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摇滚歌手。

歌剧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制作投入大、

耗时长。一部“重量级”的《图兰朵》，往往要投
入数百万元，但上海歌剧院的《唐·乔万尼》，成
本只有十分之一。过去一个多月，指挥家、上海
歌剧院院长许忠， 导演康斯坦丁·科斯蒂联手
中外艺术家“云合作”，促成了这部疫情下的独
特作品，下个月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30%上座率的限制下，‘轻量级’将成为
疫情中歌剧制作的‘新常态’，因此歌剧制作会
更多采用简约的音乐会版或‘半舞台’版形式。

但‘轻量级’不意味着降低艺术标准，我们相信
这版《唐·乔万尼》不会让观众失望，甚至会带
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艺术
家越是要去创造，在有限的条件下激发出新的
灵感。”许忠说。

许忠认为，《唐·乔万尼》的制作模式，将成
为一段时间内经典歌剧制作的“新常态”。一方
面坚持与国际一流机构“云合作”，保证水准，一
方面控制好成本，渡过难关。《唐·乔万尼》之后，

上海歌剧院还计划用类似模式制作 《费加罗的
婚礼》《乡村骑士》《丑角》等经典。“轻量级”的制
作，也让未来国内外的巡演更加方便可行。

全球规模最大的演出机构“太阳马戏”在疫
情中陷入破产危机，裁员 95%，高昂的演出成
本和单一的盈利模式让这个娱乐“帝国”不堪一
击。在当下环境中，演出机构需要具备“风险意
识”，在演出市场恢复期的创作和演出中，更多
地思考，如何用最少的东西表现最多的内涵。

除了歌剧，其他行当也涌现了不少“轻量
级”制作。“小而美”的音乐剧、室内乐演出、现
代舞表演都在复苏。30%上座率限制， 对许多
剧目来说，是越演越亏。不少剧场主动策划、引
导一些原本计划在小剧场演出的 “轻量级”项
目置换到大剧场。 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 “止
损”，但在置换场地前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
巧妙的设计，灯光舞美的辅助，让小剧目适应
大剧场，避免造成“水土不服”，损失观演体验。

当然，“轻量级”的制作，有一天也有可能
变成“重量级”，发展的眼光十分重要。未来，当
剧场上座率恢复如常时，可以追加投入，升级
制作，实现新的创意。百老汇许多音乐剧的制
作模式就是如此，不求一步登天，而是在漫长
的周期中，由小到大，一步一步孵化成长。每一
步都脚踏实地，不断接受观众检验，才能降低
风险，提高成功率。

线下+线上成观演新方式

疫情中，音乐家谭盾完成了作品《武汉十
二锣》的创作，先后演了两场，一场线下，一场
线上。有意思的是，两场演出大不相同。

2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全球首演时，海外
疫情还未蔓延， 谭盾指挥大乐队在台上表演，

台下坐着 1800个观众。首演后，谭盾在接受本
报专访时说， 他最大的心愿是盼疫情早日平
息，带着《武汉十二锣》回家。两个月后，武汉解
封，谭盾在上海直播了这部作品。彼时，国内剧
场暂未开放，演出现场没有一位观众，但吸引
了 7000万人在线观赏。

这是一场真正的云上交响，表演者加在一
起只有 10 来个，却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日本、保加利亚、法国、韩国、挪威等不同国
度，他们于武汉、上海、纽约三地，通过 5G 技
术在线联袂演奏。环形舞台上只有“十二锣”

中的六面锣，另外六面在“云”端，透过舞台上
的屏幕呈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创意？谭盾说：“限制
恰恰是创作的源泉。”排练时，音乐家们被隔离

在不同地方，只好“这里弄个手机，那里弄个网
络，这里弄个录像，那里用个实况”。本是无奈
之举，反而成就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表演形式。

随着剧场逐步恢复营业，“线下”“线上”同
步，成了观演“新常态”。谭盾即将参演的上海
夏季音乐节，计划今年所有演出全部“上线”。

夏季音乐节主办方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

“疫情中我们演了太多 ‘云’ 音乐会， 当 6月 13

日，上交重新与观众见面时，音乐总监余隆指挥
乐团奏出第一个音符，我和许多观众都感觉眼泪
要掉下来： 线下高质量的聆听是不可替代的！但
30%上座率限制下， 能有线下体验的观众太少

了，线上直播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虽是线上线下同步，但周平认为，线上演出
不能仅仅把线下内容原封不动“搬”上去，因为看
直播的观众不可能像在剧场内一样，注意力不受
干扰，需要通过“增量”和“互动”，让观众留得住。

6月 13日那场音乐会的直播，就在曲目间隙增加

了旁白，介绍作品背景。“我们设想，未来在直播
中可以跳出各种信息， 观众可以一边听音乐，一
边长知识。比如演出结束后，演奏家可以直播带
货，卖‘贝多芬’T 恤、‘莫扎特’马克杯等文创周
边，让观众可以买买买，这种形式我们已经有过
尝试。”

夏季音乐节艺术教育品牌，也都从“线下”走
到“线上”，玩起新花样，融入新概念。往年，学生
节日乐队每年都会线下报名，现场甄选，最终组
成一支乐队共同排练，登台演出。今年，学生们将
在网络上参与“海选”，通过网络投票“晋级”，他
们还可以自己组队，进行“云合奏”。“这样一来，

参与的人数更多了， 而且全球学生都可以来，有
助于提升音乐节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同样是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
的追求。《唐·乔万尼》 线上版本在 7月制作完成
后， 计划在澳大利亚歌剧院、BBC卡迪夫国际声
乐大赛及其他海外艺术机构歌剧频道播出。 许忠
说：“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平台上聚集了大量歌
剧迷，面向他们播出，将弥补疫情中暂时无法赴海
外巡演的缺憾，让世界看到上海正在做什么。”

户外舞台成演艺新空间

音乐人罗威一直有个梦想：举办一场“邂逅
日落”户外音乐会。观众在草坪上坐着或躺着，吹
着风看着日落听他弹钢琴。他可以从傍晚弹到夜
里，然后大家各自散去。而这个梦想即将在 7 月
实现，“罗威的治愈小馆” 将在宝山智慧湾开幕，

他将在那里举行一场草坪祈福音乐会。

过去几年，罗威写了 200 多首“钢琴随笔”，

其中超过 150首是写给上海的“情书”。这些曲子
最短的只有两分钟， 最长的也不过 5分多钟。赶
上互联网音频自媒体的浪潮， 全网收听数亿次。

2018年上海进博会期间，罗威创作了一曲《外滩
漫步》，外滩第一次响起属于自己的主题音乐，让
漫步其中的人流连忘返。在那以后，罗威就一直
希望能把音乐会开到城市不同角落———如果能
在外滩、在浙江路桥上开音乐会，演奏跟这些地
标有关的曲子，那该多好？

疫情新常态下的演出行业复苏， 从空间上
看，户外演出越来越多。5月 30日，辰山草地广播
音乐节首先登场，上海歌剧院、上海爱乐乐团接
连献演，与等待已久的观众相见。上海的街头艺
人，如今也已纷纷复工。一年一度的“表演艺术新
天地”已经拉开帷幕，街头表演丰富多彩。7月的
夏季音乐节，也将继续在城市草坪音乐广场开户
外音乐会。

除了已有的户外演出品牌，一些剧场和演艺
机构也在积极开拓户外“新空间”。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宣布，将在 7 月正式开放户外舞台，在主
剧场之外探索多元的演艺空间。演出将利用绿地
资源，打造周末户外休闲音乐节的概念。在双休
日傍晚场和晚场， 举行音乐剧演员双人音乐会、

音乐剧版音乐会、 戏剧体验和时尚跨界活动。文
化广场还将户外舞台开放给各大演出机构和个
人，目前，报名者十分踊跃，作品经过甄选后上
演，将丰富户外舞台演出内容。

疫情中， 脱口秀演员走上伦敦街头表演，德
国一家戏剧表演团体开始在停车场演出，观众可
以开着车过来，一家人坐在汽车里欣赏一部戏剧
作品，就像去汽车电影院一样。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疫情之下，缓解公众对于
聚集性密闭空间的顾虑，户外舞台或将成为中间
缓冲带。”

相对于室内剧场，户外舞台相对简陋，也有
一些新挑战有待探索。没有吊杆、没有机械系统，

如何让一场小型音乐会有声有色， 并不简单。费
元洪希望，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演出空间，更是一
个生活休闲空间。文化广场目前正在招商，在户
外空间形成“市集”，同时把乌镇戏剧节上受欢迎
的户外演出项目请来，与观众互动。

夏天正是户外演出的好时节， 但也易受梅
雨、台风等天气因素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罗威的
“邂逅日落”音乐会，原本计划 6 月进行，因为天
气原因被迫延期到 7 月。因此，户外演出很有必
要做好预案。每年的夏季音乐节，主办方都会为
户外舞台的观众备好雨披和防蚊产品， 如遇大
雨、台风，则第一时间发布演出取消通知。

费元洪说：“目前，户外演出没有 30%上座率
的明确限制，但这不意味着演出方可以在防疫方
面有所松懈。设计好观众席的间隔，避免人群聚
集，做好实名制登记和场地消毒等，都十分必要。

此外，户外演出不只是热闹，应当找准定位，量身
打造最适合的节目内容， 在艺术品质上把好关，

才能真正吸引观众。”

云场景的智慧剧院是未来方向
解放周一：演艺行业复苏，更重要的

是外部刺激，还是自身蜕变？

林宏鸣（上海大歌剧院运营筹备组组
长、巴黎索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优胜
劣汰、涅槃重生的案例在演艺市场并不鲜
见。但在灾难面前，的确需要着眼于未来，

给予演艺机构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
和实际帮助。

3月下旬， 德国政府推出的价值 500

亿欧元的一揽子针对该国艺术家和文化
企业的援助计划，受到广泛关注。但我更
关注的是德国文化部长莫妮卡·格鲁特斯
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
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去为未来创造美好
的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艺术家’，不但
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特
别是当我们置身于现在这样一个危急关
头。”渡过疫情难关、走向演艺春天，从根
本上来说还是要靠自身转变和升华。人类
正面临一场全球危机。艺术，应该为时代、

为未来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

解放周一：疫情中，我们通过网络听
到了伊朗的洗手曲， 看到了法国的口罩

舞，感叹于意大利的阳台音乐会。艺术和日
常生活的联系正在变得更加紧密吗？

林宏鸣：疫情中，艺术教育发生了从辅
助角色到基础作用的转变。我的一位长居美
国的朋友，夫妇俩加两个儿子，趁疫情宅家
的机会，天天排练四重奏，不亦乐乎。

演艺行业的未来要做强、做大，需要承
担起学校还不那么重视的艺术教育的重担。

关键是实行两个转变，一是从丰富但并不连
贯的艺术讲座、艺术活动中，精心策划和安
排系统的艺术教育课程。二是更加注重艺术
教育的有效性，针对现状，尽可能做到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解放周一：云技术会重塑演艺行业吗？

林宏鸣：云传播在改变演艺新趋势，云课
堂在重新定义演艺新空间，云剧场成为演艺
新景象，云技术在重塑演艺新格局。面对演
艺未来的各种“云”可能，我们不能“陶醉”于
网络流量的表象，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受众从
线上“云观”到线下体验的转换，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手段和目的的本质区别。

演艺机构不妨在平台建设、 渠道拓展、

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在线互动等各方面多

做些探索和努力，在激活受众观演需求过程
中， 把握好垂直深耕与水平扩充之间的关
系。高等院校也可创造条件为艺术管理专业
的学生，开设拍摄、编程、剪辑、特效等方面
内容的讲座甚至课程。

解放周一：剧场的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改
变？

林宏鸣：很多人在忙于眼前的工作，不少
人在忧心未来的前途。 其实我们更需要
思考的是，今天我们做什么、怎么做才有
未来。

演出最大的魅力在于现场感和互动性。

作为演艺市场平台和中枢的剧院，单一的演
出功能已经难以满足演艺的发展和民众的
需求。以城市文化客厅的发展导向，着眼于
新理念、新定位、新功能、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能源和新体验，结合信息化和智能
化手段，通过时时在线连接多媒体、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末端动态感应等高科
技终端，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以及人与物之
间的智慧连接和资源共享。

能够实现云场景的智慧剧院是未来发
展的方向。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专家把脉

2020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现场。 韩奇 摄

上海歌剧院演员与海外语言指导“云排练”。

上海歌剧院提供

谭盾《武汉十二锣》“云”首演，歌唱家、演奏家在“云”端。

谭盾工作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