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卢凌煜  敖⽟敏
整理：卢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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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当代⻘年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触

感实验室创始⼈、编舞、演员，毕业于北京舞蹈学

院。导演及编舞作品包括《战⻢》（中⽅木偶导演）

《小兵张嘎·幻想曲》《小星球》《怪物》《春之觉
醒》（中⽂版）《悟空》《南唐后主》等。曾获得北

京⻘年周刊“⼯匠精神”年度导演奖，多部作品受邀

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伦敦南岸艺术节 、乌镇戏剧
节、北京国际⻘年戏剧节等。

观众亲切地称呼刘晓⾢为“宝藏戏剧⼈”，他的宝箱

内外似乎有着数不清的标签和技能⸺会制作、操作木

偶，还会跳舞、编舞；是国内知名的⾳乐剧导演，⼜

是国内少有的⺠营⼉童剧团的创始⼈；他说⾃⼰是天

⽣的艺术家，也说⾃⼰是敢于冒险的制作⼈。他让我

们看⻅戏剧⼈及其⽣活的丰富⾯向，既看⻅孩⼦般勇

敢而纯粹的艺术梦想，也看⻅成熟创作者在适应与和

解的过程中依然闪闪发光。让我们⼀起通过这次对谈

走近这位“宝藏戏剧⼈”的艺术与⽣活。

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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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近⽇，您担任导演、编舞的⾳乐剧《南唐后主》重启全国巡演。这部
剧在此前演出中获得很好的口碑和票房，这次巡演也备受期待。您认为

⾳乐剧《南唐后主》能够得到市场认可的原因是什么？

A：⼀个事情的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各种因素积攒的爆发。我个⼈做
了好多年⾳乐剧，⼀直在积累和学习。在伦敦⼯作时学到了⾮常好的⼯

作⽅法。《南唐后主》的幕后团队也都是⾮常专业的创制作⼈才，都是

正当年的创作者。国内⽬前也很少有⾜够优秀的原创⾳乐剧能够脱颖而

出。我⼀直不喜欢做版权引进剧，因为这对于创作者和演员来说都不是

⼀件好事，会让你丢失掉从0到1的核⼼过程，只能做从1到99的劳动。观
众也需要这样好的题材，这个作品本⾝也确实好看，是个⼤悲剧，⼜有

家国情怀，同时符合当下年轻⼈的审美。⾳乐剧更容易让现阶段的年轻

观众轻松地走进剧场，因为它不是那么复杂、需要⻔槛的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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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加⼊团队之后，您对《南唐
后主》进⾏了三轮孵化。可以具体

介绍⼀下孵化过程吗？

A：第⼀轮，我们会把剧本和⾳乐
做⼀次捏合，试试⾥⾯的结构。第

⼆轮，找演员把它排演出来。这很

重要，因为传统的创作⽅式是⼤家

各⾃拿着⽂本开始创作，但是每个

⼈依据⽂本所想象的画⾯是不⼀样

的。孵化最⼤的好处就是把⽂本可

视化，让演员演出来，我们⼀起确

认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样⼦。

之后再进⾏舞美、服装、道具的设

计，再进⾏编剧的⼆轮修改。在这

个过程中，所有⼈的参照标准是⼀

致的，而不是停留在各⾃的脑海

中，创作出来放在⼀起才发现不太

符合各⾃的想象。

刘晓⾢导演⾳乐剧《南唐后主》（2022）

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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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导演⾳乐剧《悟空》（2020）Image © thepap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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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就团队⼯作而⾔，您采取了什么⽐较好的⼯作⽅法？

A：⾳乐剧的编剧、作曲、导演、编舞，四个⼯种是要⼀起⼯作
的，这就需要有⾮常好的⼯作⽅法，我最擅⻓的就是捏合团队⼯

作，让团队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效团结地产出更优质的内容。我

是导演，要“激发”“带领”和“包容”。你得包容这帮艺术

家，他们才能信任你；如果不能彼此建⽴信任，他就⽆法在你⾯

前敞开⼼扉去创作。这有赖于我是⾃⼰公司的⽼板，很早就创

业，学习了很多管理上的经验和⽅法。要做好⼀个巨⼤的盘⼦，

最重要的就是平衡⼯作，平衡所有⼈的创作。我⼀直认为艺术的

案⼦很容易，商业的案⼦才是最难的，最需要科学⽅法，同时还

要有很好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且还能把更多的观众包进来。

Q：在⼀部戏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会有⽆边⽆际的创造⼒，采⽤
多种多样的表现⼿段和创作⼿法，您也很强调集体创作的⾃由

度，这些都意味着⽆限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作为导演、作为商

业项⽬的统筹管理者，要使⼀部戏最终成形，总归需要找到⼀个

⽀点、⼀条主线来把这些⽆限可能性收束、串联起来。您是怎么

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找到那个⽀点或者主线的？

A：这就是判断，是经验，你要常年训练⾃⼰的直觉。当你看到众
多结果的时候，你的第⼀直觉就会判断，第⼀时间就会捕捉

到：“哎呦，就是它了，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艺术家的能

⼒，这就是好导演。这也不是那么好训练的，也很痛苦。你得说

真话，当你⼼⾥被触动的时候，你第⼀时间能够把感受表达出

来，而不是毫⽆感觉或者不敢说出来。常年如此对于⽣活来说也

不是⼀件很好的事情，有可能得罪⼈，所以好的艺术家在⽣活中

都不怎么爱讲话。



Q：如果您个⼈的直觉与团队或者外界的观点产⽣冲
突，您会怎么处理？

A：这会在合约⾥⾯写得很清楚：以谁为中⼼。总有
⼀个⼈要去要做决定，导演的⼯作就是这样。我们

不可能满⾜所有⼈，戏剧没有对和错，只有最准确

和最合适。它是遗憾的艺术，只有在这⼀刻上演

了，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舞美、⾳乐，是这⾸歌、

这句词了。导演越⽼越值钱，正是因为我做了⼗⼏

⼆⼗年，小剧场都做了⼆三⼗部了，我有⾜够的经

验在有限时间和⾦钱的条件下做出判断。

Q：近年您都是以导演和编舞的双重⾝份加⼊多部⾳
乐剧的创作。请您具体谈谈两部原创⾳乐剧《悟

空》和《南唐后主》在舞蹈和肢体动作⽅⾯的创

作。

A：⾸先，⾳乐剧的舞蹈不能脱离⾳乐⻛格。同时，
要考虑故事中的动作和⾏为，加以⻛格化处理。

《悟空》的⾳乐⼤都是Hip-hop和摇滚，舞蹈动作
就会更具现代性、暴⼒性和开放性，完全是放射性

的线条，要彰显荷尔蒙和⽣殖崇拜的能量。但在

《南唐后主》⾥⾯，即使是特别疯狂的时候，动作

也还是内敛的。这种疯狂更极致，因为在其中有极

⼤的克制，这种克制会让观众疯掉。

我在《南唐后主》中运⽤了⼤量的朝鲜舞，其中有

种叫“贤郎”的⻛格，也就是书⽣拿着扇⼦跳舞，

⾮常符合⼈物的⽓质。朝鲜舞分北朝鲜和南朝鲜，

前者是⾮常市井的、狂野的；后者是⾮常宫廷的、

⾼雅的。我们把这个区别⽤在了李煜⾝上：当他写

完词，或者国破家亡的时候，⼗分癫狂地跳北朝鲜

舞；当他是皇帝时，跳南朝鲜的宫廷舞蹈。

刘晓⾢导演⾳乐剧《悟空》（2020）Image © thepap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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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在谈及创作时，经常强调对⾝体⽓质和肢体语⾔的
关注。

A：我觉得好的作品都⾮常强调⾝体。因为舞台艺术、剧
场艺术就是⾝体的艺术，而不是语⾔的艺术。⾝体是不会

骗⼈，语⾔是会骗⼈的。特别在当代剧场⾥，如果没有⾝

体表达，那么⼤⼀个镜框舞台，观众离得那么远，如果看

上去就是站桩式念台词，那我何不去听⼴播剧呢？剧场之

所以是剧场，就需要创造很多现实⽣活和电影⾥⾯完成不

了的东西。剧场只有⼀个⽅块、⼀个舞台，要在⼀个舞台

上要玩出不同的空间，在有限空间⾥⾯玩出⽆限的东西，

这就是剧场最有创意、最抓⼈的地⽅。

Q：我们了解到您在排练过程中会安排⼀些戏剧⼯作坊或
者课程，这是不是与“解决⾝体”的问题有关？您是出于

什么考虑来采取这种形式进⾏排练的？

A：⾝体是演员表演的本体，包括铃木忠志、贾克·乐寇、
梅耶荷德等等都强调对⾝体的训练。如果⾝体没有解决，

就不能产⽣很⼤的共鸣体去让观众感觉到你的能量。我们

的演员都是没有被训练好的，你得重新给他好好训练。好

的导演也是好的教练，要让演员更⾃由地、科学地运⽤⾝

体和器官，调动思想和情感。剧场表演是需要技术的，因

为剧场每天要重复同样的演出，要定时定点地打动观众，

这就需要你的⾝体和⼤脑有强⼤的控制能⼒。如果演员是

僵硬的、僵死的、不⾃由的，就⽆法创作鲜活的⼈物。

你得给演员⾜够的武器，让他⾃⾏成⻓。我最喜欢的是给

演员⼀些很好的训练，告诉他们“你可以”，帮他们建⽴

这种创造的⾃信，告诉他们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错

误”。这都需要演员和创作者⼀起去冒险。

你得给演员⾜够的武器，让他⾃⾏成⻓。我最喜欢的

是给演员⼀些很好的训练，告诉他们“你可以”，帮

他们建⽴这种创造的⾃信，告诉他们你可以去尝试各

种各样的“错误”。这都需要演员和创作者⼀起去冒

险。

Q：可以请您具体介绍⼏个最常使⽤的训练⽅法吗？
有采访提到，您会让演员⾃⼰去探索⻛是怎样舞动

的，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具体的动作。

A：这是其中⼀个很好的训练。不是让他去模仿⻛的
样⼦，而是让他的⾝体更没有节奏，打破固有的习

惯。⼈的情感都不是⼀个节奏，所以需要给演员各种

的能量去运⽤，需要找到⻛的质感、⽕的质感，找到

泥⼟的质感，⼤地般的苍凉和夯实的态度；找到像⽔

⼀样的⾝体，去慢慢地流淌。其实就是⾝体或语⾔的

能量与节奏的变化。演员不可能每天晚上都有这么饱

满的情感，但是他只要能想起这阵⻛、这场⽕，他的

情感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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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认为巡演对于⼀部剧、⼀个剧组或剧团的意
义是什么？

A：我个⼈做演出能坚持到今天，最重要的⼀点
是，我很喜欢巡演，我每周都在巡演。我会迫不及

待地想去⻅到各个城市的观众，想去看看在不同的

⽂化、经济和教育背景以及不同的阶层之下，他们

对于⽂化的态度，对于⽂化的接受和反馈。这对于

我来说是最好的学习和吸收的能量，我更知道我要

怎么做作品，在不同的城市去会给出不同的内容。

Q：您有不少作品都做到了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兼顾
平衡，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

A：我并没有故意地去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第
⼀，在专业上就是要不断学习，让⾃⼰的专业性、

艺术性越来越⾼，好的艺术品⼀定也是好的商品。

你⼀定要把艺术做得⾮常⾼，你才有可能去选择你

在哪⼀个段位去做作品。第⼆，你⼼中要有观众，

对⼼中要有观众，需要有更多的奉献的精神和宽⼴

的胸怀去包容更多的观众。

⼤众的故事不能太偏激，要做⼤多数⼈能接受的故

事。这种判断来⾃于⼤量的驻演经验，才能了解⽬

前观众的欣赏⽔平。⾳乐剧的表现⼿段决定了它必

须是⼀个完整、简单的线性叙事，不能是很复杂的

多线性或⾮线性叙事。简单就是伟⼤，因为简单让

更多⼈进⼊剧场，让更多⼈先读懂你的作品，这才

有可能所谓的商业和艺术的平衡。

导演舞台剧《怪物》（2012）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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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剧的发展，最难的是⽣产⽅式。我在伦敦

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产⽅式，这些⽅式需要⾦钱、

时间、⽅法，在我的团队⾥可以⽐较良性地运作。

这不光是物质性的，更需要⼼法⸺你如何和艺术家

⼯作，如何组建⼀个⾜够包容和坦诚的团队，彼此

在第⼀时间吐露出⾃⼰看完这场排练之后的第⼀直

觉，才能⼀起留住最精彩的部分，让精彩⼀直存在

于舞台上。

Q：在中国的语境下，您能够发现和捕捉观众⽬前
有能⼒欣赏的故事。但您有很多作品也会到国外去

演出。在这种跨⽂化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对作品进

⾏重新诠释？对于国外观众而⾔，是否总会存在某

些⽆法通达的层⾯？

A：⾸先，我本⾝的作品都是更偏向于通识性的，在
创作的时候是带着国际视野去做的，而且肢体本⾝

就是⽆国界的语⾔。第⼆，我相信如果我喜欢，那

绝⼤部分⼈⼀定会喜欢。因为我在创作时就是和观

众站在同⼀个⽴场上的。但是⽆论是否处于跨⽂化

的背景下，每个演出基本上都会有超出观众通识的

部分。我会花时间在舞台上，慢慢地帮观众去建⽴

认知，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温柔地接受我

带给你的新鲜信息。我们要唤醒观众的好奇⼼，而

不是要在观众⾯前显摆“我⽐你厉害”，这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

导演舞台剧《怪物》（2012）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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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创办的触感实验室是集创作、制作、演出、教育培
训等多种艺术戏剧功能于⼀体的全能团队，原创作品常年

受邀在国内和欧洲各地巡演。您创办触感实验室的初衷是

什么？

A：最初创办触感实验室真的是为了挣钱，这是我当时能
挣钱的唯⼀⼿段。虽然这个剧团⾄今营收状况也不是很

好，但现在我们团队演员的⽣活都很好，起码能有尊严地

⽣活，因为我们的演出量⾜够⼤，还在出售原创作品的版

权。做亲⼦剧、⼉童剧，让我每天都在剧场⼯作，为我做

商业戏剧做了⼤量的实践和储备，同时为⾏业培养更多的

基础性技术⼈才和运营⼈才。

Q：为什么想要给孩⼦们创作戏剧、教授戏剧课程？

A：我觉得我本⾝就是个孩⼦，我就没⻓⼤。我是单亲家
庭⻓⼤的，童年有所缺失，艺术成了我的情感出口和寄

托。如果不创作，反而会感觉到很危险。同时，我的童年

也很美满、很快乐，没有挨过打，还学了很多东西，学钢

琴、国画、根雕、篮球、⾜球……这对于我的童年是很重

要的，而且这些选择和决定是我⾃⼰做的。我的每个⼉童

作品，也是对我⾃⼰童年的⼀次回忆、阅读、弥补和成

⻓。这些作品每年会修改，随着⾃⼰当了⽗亲以后，我对

孩⼦的理解也产⽣变化，会更豁达地去理解⾃⼰的童年。

我也喜欢孩⼦。孩⼦的戏更难做，孩⼦的作品更需要简单

和包容，需要更具艺术性，不能有太多的铜臭味。我们需

要给孩⼦看很好的艺术品去启蒙他们，通过作品悄悄地走

到孩⼦的内⼼深处去，播下⼀个种⼦，然后再悄悄地离

开。

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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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会产⽣“⼿提箱迷你剧场”的创意？

A：我巡演过很多城市，去了很多演出不愿意去的
地⽅，⻅过很多⼈没有⻅过的演出的样貌，所以我

更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曾去过⼀个连剧场都没有

的城市，当地有个⽼板包下⼀家夜总会，⽩天围上

布、摆上小板凳，我们就给孩⼦演戏。他说他在北

京看到我们的戏，想让他们城市的孩⼦也能看到。

全国还有那么多城市和乡村的孩⼦是没有看过演出

的，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但是我看⻅了，我

在想办法。

当时我就想做⼀些街头的、公共空间的、不受剧场

限制的表演，让更多⼈感受和享受到艺术带来的快

乐和滋养。艺术拯救了我，我相信它也能拯救很多

⼈。

Q：从导演的视⻆和经历出发，以《做翅膀的⼈》
为例，⼀出以“偶”为主⻆的戏剧是如何被创作出

来的？“⼈”与“偶”的关系是什么？

A：主⼈公⽼头是专⻔给小朋友做翅膀的。对于我
来说，⼈和偶的关系是来⾃于我在这个国家、这⽚

⼟地上⽣活了这么多年，从我内⼼深处⾃然而然流

露出来的情感。⼤家都不喜欢这个古怪的⽼头，但

是他很喜欢他⾃⼰，这也是我的写照。我觉得现在

的孩⼦缺少梦想，这个⽼头就能够很好地走进孩⼦

们的内⼼。

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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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木偶的表演是由三者完成的：木偶设计师、
木偶制作师，把木偶的形态和关节做得活灵活现

了；操偶师，他的性格、态度、对⻆⾊的理解，会

赋予木偶新的⽣命。同样⼀个木偶，虽然⻓得⼀

样，但是在不同的操偶师⼿⾥表现出来是不⼀样

的。如果⾃⼰会做木偶，再⾃⼰操偶，这个偶的所

有⽣命都是由我赋予的，我能完全体验到它从木头

变得有形态，我的⼿再让它变得有呼吸、有⼼跳、

有视线、有动作，它就真的活了。

Q：木偶设计师在设计⼈物和故事的时候，可以说
倾注了很多的感情或价值观在“偶”⾝上；同时我

也很好奇，在操纵木偶进⾏表演的过程中，演员和

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导演舞台剧《小星球》(2014)

我有位⽼师曾经说，在操纵木偶的时候，你要忘记

你⾃⼰。不是你在操纵它，而是感觉木偶带着你

走。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去学习木偶，这对于

演戏也是⼀个⾮常好的训练和理解，增加了⼀个新

的维度⸺是⻆⾊带着你，不是你在操纵⻆⾊。

Image © Xiao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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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皇家国家剧院

合作舞台剧《战⻢》中⽂版（2015）

Image © Xiaoyi Liu

“⻢的三个演员在表演中是不能通过语⾔

或眼神相互交流的，他们的配合完全依靠
⻢⾃⾝的动作和反应发出信号。⽐如⻢头

抬起时，⻢的⾝体要⽴刻做出呼吸上的变
化，这个时候⻢腿也要⽴刻做出反应。操
控时，任何⼀个⼈都可以发出信号，三个
⼈整体的反应时间为0.1秒。”       

                                                                 

 ⸺ 刘晓⾢

⻢偶演员

要“像⻢⼀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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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不少观众是通过《戏剧新⽣活》
认识到您，这个节⽬让我们看到了戏剧

⼈的某些⽣活状态。在之前的采访中您

说过，“你必须要⾯对⽣活，你最后站

起来那⼀刻，你会给很多观众带来勇

⽓。”作为戏剧⼈，当您的个⼈⽣活⾯

临困难的时候，您的⼒量来⾃哪⾥？

A：可能因为是射⼿座吧，我⾯临困难
的时候从未倒下过，而且每次遇⻅危机

都会让我更好。我会迸发出⼀种奇特

的、强⼤的求⽣欲和英雄主义，⻛浪越

是⼤，我越有⼀种想去牺牲、想去对抗

的勇⽓。同时，我是很悲观的⼈，这会

让我更加敏感，会提前做准备。

就像这次上海的疫情，在第三个⽉我让

团队很多成员离开上海，提前回到各地

隔离，随时准备好开始巡演。另外，我

们知道今年演出很难，于是做了新的决

定，主动去跟各地曾经合作的剧场联

系，做新的合作模式的演出。因为如果

不演出，演员就活不下去了。作为剧团

的⽼板，我会站在新的⾼度看到全局，

我要付出更多、牺牲更多。去克服和控

制恐惧的过程，也就是你站起来的过

程。

戏剧⼈的⽣活与

⽣活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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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艺术家在创作、⽣活乃⾄⽣存上都
会遇到危机。如果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依然还存在很强烈的创作欲，要如何找

到出口？如果在渡过危机、⽣活得很好

的时候，是否以及如何继续艺术创作？

A：我觉得艺术家⼀定要⽣活得很好，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活

能够过得更好。我⽣活得很好的时候，

才能够更专⼼地去搞创作。2017年我就
已经不愁吃喝了，有⼤把的钱可以⽤来

做创作，有⾃⼰的⼯作室和⼯场，想做

什么道具转⾝就可以在⼯场做完，拿来

隔壁排练厅就可以⽤。艺术家如果太苦

了，他创作出来东西就是很苦的。我们

需要批判现实，但是我们更希望做纯艺

术。我们现在的作品也有⼀定的批判

性，但更重要的是找到与现在对话的关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