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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敏：

⼤家好，欢迎参加“当代剧场艺术”系列讲座之⼆⸺艺

术的合作与跨界。我是哥廷根⼤学东亚系的研究员，同时

也是嘤鸣剧社的发起⼈和《嘤鸣戏剧》⽉刊的主编。这个

题⽬怎么去解题，我觉得可以正向也可以逆向去思考这个

问题。   之前在与导演王翀、  傀儡师李鋆天（Shasha

Li）的交流⾥也提到，合作、跨界其实不是对于艺术家提

出的⼀种硬性要求，合作与不合作、越界与不越界，都由

艺术家⾃⼰来决定，这体现了创作的⾃由和艺术家的主体

性，我们希望充分尊重艺术家。当然也可以做出反向思

考：在当代剧场艺术的语境下，所谓的艺术创新是否⼀定

得合作、跨界？如果合作和跨界，需要使⽤什么样的⽅

法？两位以前曾有过合作，所以想请你们分享经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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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王导的⼀些创新⼿法⾮常感兴趣。最

近因为疫情，没办法进剧场看戏，但在线

看了不少。   德国的艺术氛围还是很好的，

因为制度的保障，德国的各⼤剧院包括邵

宾纳、塔利亚等会把他们的⼀些保留剧

⽬，甚⾄是⾸演剧⽬放到线上，所以我们

还是有机会看的。我最近看了好⼏部 Katie

Mitchell的作品，她在 2012 年的《海浪》

之后做了⼀系列结合即时影像和舞台呈现

的戏剧，包括《朱莉小姐》《奥兰多》

《禁区》。我想先问王导，Live Cinema

Theatre 现在在中国没有⼀个确定的翻

译，你在⽂章⾥使⽤“舞台电影”这个

词，对于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界定它的？

今天⾮常荣幸邀请到两位艺术家。⼀位是戏剧导演王翀，⼀位是傀

儡艺术家李鋆天。我对两位先做⼀个介绍：王翀毕业于北京⼤学和

夏威夷⼤学，他带领薪传剧团在 2012 年开创了“戏剧新浪潮”运

动，他观察当代社会，诠释经典，探索戏剧和影像的结合之路，是

中国最具影响⼒的  80 后戏剧导演之⼀，被誉为“最具实验⽓

质”，“中国实验戏剧之希望”，“改变中国戏剧之⾯貌”的⼀位

新⽣代导演。他的作品巡演过17个国家，多个作品获得国际委约和

投资，他以《雷⾬ 2.0》《样板戏 2.0》《茶馆 2.0》开辟了新的戏

剧经典道路，其中 2013 年《地雷战 2.0》获得东京艺术节⼤奖，

2016 年《⼤先⽣》被新京报评为“年度最佳华语戏剧”，2020 年

线上戏剧《等待⼽多》吸引了将近 30 万观众，打破了华语戏剧单场

观众⼈数的纪录。王导特别强调，他没有⼿机、脸书、微博和微

信，我们可以问⼀问为什么。

李鋆天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是⼀位傀儡艺术家和书画艺术家。她

在上海创办并主持了“傀儡师⼯作室”，并于 2008 年和 2012 年两

度荣获傀儡界⾦狮奖最佳表演奖，2011 年曾获得傀儡艺术奖最佳表

演个⼈⼤奖，2013 年她接受洛克菲勒亚洲⽂化协会的邀请，前往纽

约，作为驻地艺术家进⾏访问和创作活动。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她作

为傀儡指导、和王导合作的《⼤先⽣》，她在上海木偶剧团“传统

与创新项⽬”作为领衔主演，还有她在美国期间创作并主演的⼀些

傀儡戏，包括《霓裳⽻⾐》《木兰》，以及她今年独⽴制作的⼀些

作品，如《⼭兽》《⼭⼈》《稻草⼈》。刚才提到，她同样也是⼀

位书画艺术家，作品参加了画展、并发表于⼀些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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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翀：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今天的话题是“跨界”，在疫情时代从戏剧和影像的关系讨论“跨界”⾮常直

观。毫⽆疑问，Katie Mitchell 是年轻⼀代的集⼤成者，我也看过她的这三个作品，受益匪浅。确实如

你所说，对“舞台电影”这个艺术形式没有特别统⼀的认识，也没有特别统⼀的翻译，使⽤类似⼿法的

更具开创性的⼈毫⽆疑问是⼀些前辈，⽐如卡斯托夫、伊沃·范·霍夫，他们都是 Mitchell 师⽗辈的前

辈。他们⽤的⽅式，每⼀个⼈都不太⼀样，有的⼈作品与作品之间⼏乎也是不⼀样的。在接触到这样⼀

种形式之后，我希望能⽤我的⽅式对这种形式做出贡献，进⾏不同的尝试。

我做过接近传统电影语⾔的，也做过⽤⼀个镜头拍摄整个⼈

的⼀⽣的故事，⽐如《⼀镜⼀⽣易卜⽣》，也做过影像与傀

儡跨界的戏剧，就是和李鋆天合作的《⼤先⽣》，我还做过

没有摄影师的舞台电影，《平⾏宇宙爱情演绎法》，我们⽤

13台摄影机环绕着舞台，仅靠演员的走位和后台的剪辑师呈

现出⼀个电影，但其实它是违背电影逻辑的，因为当没有摄

影师的时候，它还是不是电影……这些都是我在艺术内部特

别想提问并且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最近的线上戏剧《等待

⼽多》，也是基于即时拍摄逻辑，理论上来讲也可以称为舞

台电影，虽然它没有传统的舞台，但其实它的逻辑是根植在

我⼀系列的探索⾥⾯的。

我做这⼀系列的作品，其实有⼀个⼼路历程。每⼀步都希望

⾮常内在地从戏剧艺术、戏剧本体、戏剧导演的⻆度找到⼀

个坚强的理由，让我能够走出这⼀步。这个理由，不是我对

作品的⽂本、故事、⻆⾊本⾝的理解，除了这个理解之外，

我个⼈需要有⼀个我出于导演⻆度的强烈理由，和故事、⻆

⾊、⽂字进⾏碰撞、对接、或者呼应。如果跳出来看，这个

形式本⾝其实是⼀个未被界定、但⼴为实践的形式，但它也

只是诸多跨界中的⼀部分。现在想想，我和李鋆天的跨界，

在中国戏剧领域是⼀个极为少⻅的跨界合作，但是它本质上

都不应该称为跨界，因为傀儡戏本来就是戏剧⼤家庭的⼀部

分，给成⼈看的傀儡戏本来就应该是傀儡戏艺术的内核，但

是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国内戏剧壁垒森严、过于封闭，在⼀种

⾮常逼仄的路径上⾏走和⾃我复制，所以《⼤先⽣》似乎成

为了⼀种艰难的、勇敢的跨界⾏为，但其实这种⽅式都不应

该称作跨界。反而，我感兴趣的是李鋆天⾝为⼀个傀儡艺术

家、戏剧导演和演员，她最近开启了⼀条书法和视觉艺术的

道路，我⼀直好奇她做这个尝试的动因是什么，我也总是幻

想着书法和傀儡这两种依赖⾝外之物进⾏表达、同时⼜⾼度

和⼿的控制联系在⼀起的艺术，我特别期待这两种东西能碰

撞出⽐现在⼤得多的⽕花来。我想听听李鋆天对这两种东西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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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鋆天：

其他⼈可能不太了解，我学习的傀儡表演是传统的杖头傀儡，它需要⻓时间的训

练，⾮常传统的操作技法，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相⽐于我们在西⽅看到的⼀些横

杆的、桌⾯的傀儡的操作技法要复杂得多。但是我觉得我从传统的表演训练中获

得了⼀种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傀儡师⾝份。虽然“傀儡师”在整个中国的⼤环境

⾥是没有⼈去这样定义的，但是傀儡师其实需要⼀个很强的概念，即在操作傀儡

的⼈和傀儡之间建⽴起⼀种关系，我觉得我的表演技能是在传统的练习中逐渐形

成的，再加上我去纽约看不同的戏剧，混合形成的对它的理解。

书法这个⽅向，本⾝我对传统⽂化就很感兴趣，只是说我在学书过程中遇到了我

的⽼师⼀了先⽣，开始了我对书法的深⼊学习和了解。从书法讲到书法与傀儡的

结合，可能会是⼀个漫⻓的过程。我真正开始书法创作是 2015 年，但是从 15

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书法与傀儡之间会产⽣的合体可能是⼀个逐步的过

程。我现在的感受是这样的，傀儡和书法都是在本⼟⽣⻓出来的古⽼艺术，它们

有⼀个共同的点是巫术、祭祀活动，所以是在祭祀中巫师⼿上的道具。巫师有两

只⼿，⼀只⼿是道具，傀儡或是⾯具，或是⼀个具有仪式感的需要⽤它去施展⼒

量的⾝份，另⼀只⼿产⽣的就是早期的图像、绘画或是符号，它其实就是书写的

原因。当然这个问题在书画圈也⼀直在探讨，但是不⻅得每个⼈都在思考。王翀

感兴趣的这个点也是我⾮常期待的，我希望接下来去做。从哪个⽅向去做？⽬前

我正和⼀位叫陈量的 80 后书法家合作，我会根据他研究的⽅向，从纹⾯、祭祀

的⻆度去整理⽂本，希望做出来的是有⾮常强烈的本⼟⽂化的作品，我也逃离不

了受西⽅戏剧的影响，所以想试⼀试能不能从本⼟⽂化找到⼀条路径进⾏表达。

© 李鋆天摄
春之祭-⼤地苏醒-⼭西贾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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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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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敏：

你们刚刚谈到《⼤先⽣》，确实这种成⼈傀儡戏就不多⻅，王导以戏剧的呈现⽅式和傀儡戏的结合，⾥⾯有很多的

创意。我有⼀个技术性的问题，你戏剧⾥的现场表演、现场拍摄、现场剪辑，这个“现场”是你追求的⽬的还是你

的策略？如果是你的策略，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策略？这⾥⾯的两件事：戏剧的表演、借助电影的拍摄，两种不同的

呈现⽅式，如何被⼀个逻辑⽀配，⼜同时保持相对的独⽴呢？我们从⼊场看戏到看完，表演中舞台上/舞台下的观

演关系，始终会被⼀种张⼒贯穿和影响，⽐如这种疏离感、辨识、连续和断裂的张⼒。相对于以前我们对情节和⼈

物的关注，这种张⼒是否可以作为⼀种新的美学？对此，您是怎么思考的？

王翀：

你其实提了好⼏个问题，我争取能够回答。 ⾸先，刚才李鋆天说的祭祀中傀儡和书法的关系，是让我⾼度兴奋

的。我感觉她已经站在⼀个特别重要的节点上，⼿⾥拿着两种化学药物，把它们合起来可能会爆炸。这是我⼀个很

直觉的感觉，这种跨界有可能会诞⽣徐冰那个级别的艺术能量。

回到敖⽼师的问题，如何定义“舞台电影”这种形式，或者说这种形式当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对我来说，它重要

的东西就是你第⼆个问题⾥提到的，现场性。 我希望它是即时的，现场的，就是它在观众⾯前表演、拍摄、剪

辑、投影、成为⼀个影像，这个影像拍摄和表演的⾏为都是在观众⾯前发⽣的，都是同步的。这个形式的变体可能

是摄影机进⼊了后台的楼道，有⼀整场戏都是在后台表演的，⽐如《⼀镜⼀⽣易卜⽣》，当剧场没有后台空间的时

候，我们也会把戏剧⾼潮的那场戏放在剧场空间⾥，但是我们会把它遮起来，由于那⼀个⻓镜头的连续，观众知道

表演还在继续，他们的注意⼒就在幕布后⾯，所有的注意⼒都放在投影上。这其实是⼀个小的变体，这种⽅式⼤的

粗的线条其实是即时的、现场的、连贯的形式。

这个形式本⾝也是在回答你的第⼆个问题：在剧场⾥到底看什么？当然我们⽆法避免地去看故事、看⻆⾊、拼台

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我来讲，在有的故事⾥它只是⼀个基础，而不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搭建出表

演逻辑、剧场逻辑，或者说现场拍摄、现场表演、现场放映的这⼀套玩意⼉，这⼀套组织构成的⽅式我们叫“剧场

性”。“剧场性”其实是当代剧场的看点。 ⼤陆的中⽂喜欢叫“戏剧”，我被叫作戏剧导演，但是按港台的译

法，其实应该叫“剧场”，我叫当代剧场⼈/当代剧场艺术家，因为它的⽬的不是话剧讲个故事、塑造个⼈物就结

束了，⼤家所有⼈都躲在剧作家⾝后，我们只是他的奴仆，不是这样的结构了。我们强调的“剧场性”，它其实是

剧场艺术家、我们的团队玩出来、架构的⼀个空间、时间、道具、台词构成的⼀套逻辑。那套逻辑本⾝对我来说是

审美的重点，尤其是导演艺术审美的重点。当然，导演艺术依然包括解读台词、帮助演员塑造⻆⾊、整合故事的结

构这些传统技法，但对我来说不是重点，也不是当代艺术主攻的⽅向。重点对我来说就是剧场性的东西。

你看我 2013 年的作品《地雷战 2.0》，在那个作品⾥我们没有⽤摄影机，而是⽤了 30 个小喇叭，这个喇叭有⼀个

功能就是能录 7 秒的声⾳，并且能够循环播放，就是你在⼤街上小卖部能看到的那种喇叭。我们就⽤这 30 个喇叭

塑造⼈类发展武器的历史，把不同的声⾳录进去，它就变成了⻜镖、⼿枪、坦克、轰炸机、导弹、原⼦弹……喇叭

的玩法就是《地雷战 2.0》这个作品⾥的剧场性，我们的规矩就是每⼀个声⾳都是从喇叭⾥出，每⼀个声⾳都是在

舞台上录制的。这个就像我们拍舞台电影的时候，规定每⼀个镜头都是在剧场⾥拍摄的，每个镜头都是现场的，错

了也没关系，都是通过现场的剪辑、现场的表演，演员的表演是为了镜头，而不是为了观众。这其实就是⼀种定义

我们这个作品中的游戏规则，这个⽅式本⾝可能有跨界的属性，也有可能完全没有。很多时候，我作为导演创作的

开始，在意的不是故事有没有趣，⻆⾊有没有意思，这些对我来讲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个作品独特的剧场

性在哪，我们⽤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出发，这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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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敏：

你说到了“游戏”的概念，游戏规则发⽣了变化，玩出的东西也就有变化。你提

到了“镜头”，镜头这种电影元素的介⼊，其实⼀定程度上解构了我们习以为常

的剧场呈现⽅式。从艺术合作和越界的⻆度来看，即时摄影剧场不仅仅是⽤镜头

语⾔弥补原来剧场空间的某种缺憾，⽐如说多视⻆的转换、对细节的捕捉、内⼼

独⽩的视觉外显，我想问镜头给创作者带来的最⼤惊喜是什么？另外，我印象很

深刻的是 Katie Mitchell 导演的《禁区》⾥和影像设计的合作。你能不能谈谈

你和影像设计的合作，还是你⾃⼰就是影像设计？相对于传统的剧场，这种剧场

对于演员和舞台⼯作者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王翀：

其实每⼀部作品的要求是不⼀样的，游戏规则的设计，在《⼀镜⼀⽣易卜⽣》⾥

我们说，有没有可能⽤⼀个镜头把故事拍完。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的

故事⾥有梦境、有回忆、有现在，有⽼中⻘三个⼈饰演⼀个⻆⾊的设置，在这个

前提之下我们说⽤⼀个镜头去拍这个故事，这是那个游戏的出发点。在后来的

《平⾏宇宙爱情演绎法》⾥，我们有 13 台摄影机，我们的出发点是就靠演员的

走位可不可能，每场戏就是⼀个固定机位的⻓镜头，在这个固定机位的⻓镜头

⾥，仅靠演员的走位，靠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靠演员在⼀场戏⾥走

出这些不同的景别，来表达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这是它的任务。 在《⼤先

⽣》⾥，我们通过运⽤傀儡，摄影机在舞台上是⾃由走动的，但你要处理鲁迅与

傀儡之间的关系，是超现实的、想象的、梦境式的、噩梦式的、浪漫回忆的，但

鲁迅的对⼿戏全都是傀儡，这些如何处理？这个时候，⾸先要处理鲁迅和傀儡的

关系，⼈和傀儡怎么⼀块⼉演戏。这是不同戏的任务。

具体到你说的，我和影像导演怎么合作，⽐如说《⼀镜⼀⽣易卜⽣》⾥，我们有

⼀个特别有才华的影像导演叫梁安正，在《平⾏宇宙爱情演绎法》⾥我有⼀个特

别好的联合导演叫梁帆，这两个⼈都是⾮常熟悉镜头语⾔、能够在镜头上给作品

提供很多贡献和灵光的合作者。这种剧场的⽅式，对演员来讲最⼤的挑战就是他

需要打破⾃⼰认知的审美和局限，这不是小事，因为在我们现在主流舞台上很多

演员的审美和认知依然是完全沉浸，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沉浸就是爽就是艺

术、不沉浸就是低级的艺术。在我们的作品⾥⾸先就不是沉浸，我们的演员需要

⾃⼰操纵摄像机，需要⾯对别的演员操纵的摄像机进⾏表演，需要⼀边感受背后

的观众、⼀边⾯对摄影机进⾏表演，有的时候是⼀边⾃拍、⼀边表演，⽐如《群

⻤ 2.0》，演员⾚裸裸地⾃⼰掰着镜头对焦，两个⼈拿着摄影机相互拍，⾚裸裸

地暴露在观众⾯前的拍摄⾏为和表演是融合在⼀起的。 还有 《地雷战 2.0》

⾥，先⾚裸裸地在观众⾯前录⾳，录炸弹爆炸的声⾳，把这个喇叭放下，再拿起

来喇叭配⻜镖的声⾳、放下，这种⾏为的展⽰本⾝是我们规则的⼀部分，在这⾥

我们的演员毫⽆疑问不是沉浸的，而是有操作功能的。在《⼤先⽣》⾥可能是把

这条线在原始意义上走到了极端，你会看到有⼀个⼈是摄影师，⼤部分演员是傀

儡师，他需要操作傀儡进⾏表演。不是说操作傀儡的同时给傀儡配⾳，而是像⽔

袖舞⼀样，⼈和⽔袖是⼀体的，你在表演⼀个东西， 这在傀儡戏⾥是⼀种极

端。 不论是舞台电影，还是玩喇叭，还是傀儡戏，它⾥⾯都有演员的操作成

分，演员在⻆⾊之外的存在作为⻆⾊的⼀部分展⽰给观众，其实它⽐沉浸式表演

要更复杂，在我们今天的⽴场上可能是更后现代、 更当代的、 更剧场的⼀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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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敏：

我在慢慢体会你刚才提到的游戏规则，包括演员如何介⼊到整个制作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表

演。你提到⽤喇叭的例⼦，它表现不同的爆炸的声⾳、场⾯，其实也调动了观众的想象⼒，观

众不是直观地看，而是需要去参与、去想象，这个⾮常有意思。

王导2.0系列的作品，我的强烈印象是你⽤⼀种⾃⼰的⽅式去重现经典；我同时也观察到，“当

代”是你研究的⼀个核⼼。我想问，揭⽰当下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你选择从经典⽂本出发？你

是否对同时代的编剧创作者有什么期待？还是说暂且没有更好的剧本，所以选择经典剧本，但

是⽤⾃⼰的⽅式和当下产⽣关系？

王翀：

反思⼀下，⾸先我使⽤经典最早的理由是⼀种思维惯性，我们学西⽅和中国经典学多了，我们

认为经典是好东西，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有了最初的想法和创作。但这种想法深⼊之后，感觉

就完全不⼀样了，能看到经典按照它本⾝的演法，⽐如1999林兆华的《茶馆》，林兆华是导

演，⼏年之后再演出的时候，舞台美术替换成⽼版的了，林兆华也从导演变成了复排导演，虽

然演员还是原来那波演员。这个细节其实⾮常⽣动，这是⼀种对当代价值的否定，认为当代⼈

的价值不如经典本⾝，这⾥“经典”的价值不只是⽂本，其实是在⼒图⽤博物馆的⽅式去想象

⼀种经典，1950年代的《茶馆》我想谁也没看过，那版其实是被禁演的，想象是⾮常靠不住

的，顶多我们现在的徒⼦徒孙顶礼膜拜的也就是1980年代复排的⼀个版本而已。这⾥的问题其

实是⾮常多的，不仅仅是厚古薄今，不仅仅是木乃伊情结，它有⼀种⾮常奇怪的对戏剧艺术的

⽂化想象，基本上认为就是具有政治权威性的、表达了那个时代最政治正确的话剧才是最好的

话剧，你们现在的艺术都只是不那么完美的新艺术。

这是对经典的⼤致看法，所以其实我⼀开始去做《雷⾬2.0》《茶馆2.0》，就有这种⻓期计

划。从2012年排《雷⾬2.0》到2017年排《茶馆2.0》，⽤了6年时间⾥才把最想做的这⼏个东西

给做完了。当时我做这些有⼀种进攻传统艺术“桥头堡”的⼼态，那么腐朽的舞台样式需要重

新阐释，从我们当代⼈的⽴场尝试着复活⼤师。其实这种东西在西⽅戏剧⾥都是最起码的基本

款，你作为⼀个导演拍《哈姆雷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常强势的个⼈解读和新的舞台⻛貌

的话，你根本不好意思出来混。这是对戏剧的认识发达到⼀定程度之后，艺术家⾸先应该质疑

的是⾃⼰的合法性：我凭什么当导演？我凭什么做《雷⾬》？如果我没有⾜够多的的个⼈贡献

的时候，怎么好意思去浪费这个钱、浪费⼤家的时间和经历呢？这是⼀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到

现在在中国都没有达成⼀种共识。所以有必要通过2.0系列去不断重申，不断宣讲，说剧场性到

底是什么、导演艺术可能是什么、我们如何和经典发⽣关系，不是“唱卡拉OK”才是经典。

下⼀个问题。⾸先我觉得我⽋对中国当代编剧的敬意，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其实我是⾮常

尊重中国当代编剧的，作为⼀代⼈的精彩剧本，那么多艺术家的埋头苦写和努⼒，有必要感谢

他们在努⼒地把⼀个⽆⼈问津的艺术⻔类的⽕种继续传下去，也是欣赏他们对中国当代⽣活的

描述，确实有很多好的剧本。但是我依然认为，在整体⾯貌上中国当代的戏剧环境不是⼀个有

利于编剧艺术的状态，它很难成为⼀个编剧艺术的时代，我会⾃负地倾向认为它可能是⼀个导

演的时代，因为其实我们有⾮常严苛的戏剧审查制度，它决定了戏剧的表现是⾮常缩⼿缩脚

的，不管是从情节、主题、⻆⾊层⾯，还是小到语⾔层⾯，我们都看过1990年代欧洲的“扑⾯

戏剧”，欧洲当代的剧作家是如何表达的，如何⽤脏话去书写政治对⼈的倾轧，如何建⽴在左

派的⽴场上批判当代⼈的⾃我毁灭和制度对⼈的倾轧，如何去直⾯全球化的现实，如何直⾯个

⼈的问题、性、暴⼒、药物、传染病，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创作语境⾥是难以表达的，它太

多地限制了剧作家的努⼒。当听觉不发达的时候，也许特别依赖视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

通过《茶馆2.0》去书写中国的校园，我对当代中学⽣的思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之

⽯”，是躲在经典背后对现实进⾏艺术上的介⼊，当你⽤嘴不能说话的时候，可能⽤导演的⼿

去说话的⽅式。这在世界的范围内，绝不是全新的东西，东欧的艺术家做过很多这样的艺术作

品，只是说我们在当代找到了⼀种我们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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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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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同时代的编剧创作者有什么期待？还是说暂且没有更好的剧本，所以选择经典剧本，但

是⽤⾃⼰的⽅式和当下产⽣关系？

王翀：

反思⼀下，⾸先我使⽤经典最早的理由是⼀种思维惯性，我们学西⽅和中国经典学多了，我们

认为经典是好东西，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有了最初的想法和创作。但这种想法深⼊之后，感觉

就完全不⼀样了，能看到经典按照它本⾝的演法，⽐如1999林兆华的《茶馆》，林兆华是导

演，⼏年之后再演出的时候，舞台美术替换成⽼版的了，林兆华也从导演变成了复排导演，虽

然演员还是原来那波演员。这个细节其实⾮常⽣动，这是⼀种对当代价值的否定，认为当代⼈

的价值不如经典本⾝，这⾥“经典”的价值不只是⽂本，其实是在⼒图⽤博物馆的⽅式去想象

⼀种经典，1950年代的《茶馆》我想谁也没看过，那版其实是被禁演的，想象是⾮常靠不住

的，顶多我们现在的徒⼦徒孙顶礼膜拜的也就是1980年代复排的⼀个版本而已。这⾥的问题其

实是⾮常多的，不仅仅是厚古薄今，不仅仅是木乃伊情结，它有⼀种⾮常奇怪的对戏剧艺术的

⽂化想象，基本上认为就是具有政治权威性的、表达了那个时代最政治正确的话剧才是最好的

话剧，你们现在的艺术都只是不那么完美的新艺术。

这是对经典的⼤致看法，所以其实我⼀开始去做《雷⾬2.0》《茶馆2.0》，就有这种⻓期计

划。从2012年排《雷⾬2.0》到2017年排《茶馆2.0》，⽤了6年时间⾥才把最想做的这⼏个东西

给做完了。当时我做这些有⼀种进攻传统艺术“桥头堡”的⼼态，那么腐朽的舞台样式需要重

新阐释，从我们当代⼈的⽴场尝试着复活⼤师。其实这种东西在西⽅戏剧⾥都是最起码的基本

款，你作为⼀个导演拍《哈姆雷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常强势的个⼈解读和新的舞台⻛貌

的话，你根本不好意思出来混。这是对戏剧的认识发达到⼀定程度之后，艺术家⾸先应该质疑

的是⾃⼰的合法性：我凭什么当导演？我凭什么做《雷⾬》？如果我没有⾜够多的的个⼈贡献

的时候，怎么好意思去浪费这个钱、浪费⼤家的时间和经历呢？这是⼀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到

现在在中国都没有达成⼀种共识。所以有必要通过2.0系列去不断重申，不断宣讲，说剧场性到

底是什么、导演艺术可能是什么、我们如何和经典发⽣关系，不是“唱卡拉OK”才是经典。

下⼀个问题。⾸先我觉得我⽋对中国当代编剧的敬意，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其实我是⾮常

尊重中国当代编剧的，作为⼀代⼈的精彩剧本，那么多艺术家的埋头苦写和努⼒，有必要感谢

他们在努⼒地把⼀个⽆⼈问津的艺术⻔类的⽕种继续传下去，也是欣赏他们对中国当代⽣活的

描述，确实有很多好的剧本。但是我依然认为，在整体⾯貌上中国当代的戏剧环境不是⼀个有

利于编剧艺术的状态，它很难成为⼀个编剧艺术的时代，我会⾃负地倾向认为它可能是⼀个导

演的时代，因为其实我们有⾮常严苛的戏剧审查制度，它决定了戏剧的表现是⾮常缩⼿缩脚

的，不管是从情节、主题、⻆⾊层⾯，还是小到语⾔层⾯，我们都看过1990年代欧洲的“扑⾯

戏剧”，欧洲当代的剧作家是如何表达的，如何⽤脏话去书写政治对⼈的倾轧，如何建⽴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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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性、暴⼒、药物、传染病，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创作语境⾥是难以表达的，它太

多地限制了剧作家的努⼒。当听觉不发达的时候，也许特别依赖视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

通过《茶馆2.0》去书写中国的校园，我对当代中学⽣的思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之

⽯”，是躲在经典背后对现实进⾏艺术上的介⼊，当你⽤嘴不能说话的时候，可能⽤导演的⼿

去说话的⽅式。这在世界的范围内，绝不是全新的东西，东欧的艺术家做过很多这样的艺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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