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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危机、去全球化运动、意识形态差异、科技发展让世界村开始⽡解。在这种崩塌之下，

各个⽂化都更迫切想要找到⾃⼰独⼀⽆⼆的⼀座防空洞。然而，我们也到了反思的时刻：在这场防

御⼯事的修筑中，是否⼜过于激进地在捍卫“传统”而抵抗“融合”？在此刻的当代剧场图景⾥，

我们该如何将各⾃的“传统”以有效的⽅式应⽤于剧场构作呢？在剧场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有些

原因需要去拥抱不同的艺术形式、传统、经验？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不感受到这些变化：社交在孤

岛化、⽂化在封闭化、剧场艺术在空巢化，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家。因此我们需要回归“剧场是什

么”这⼀初始（终极）问题，从而更好地思考该如何举⾏这个与世俗相对抗（直⾯）、与习惯对抗

（直⾯）、与记忆对抗（直⾯）、与时间对抗（直⾯）的⼈类仪式。

《不可说》（Beyond  Words）是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写的⼀个剧本的名字，佛⽈：不可说,不可
说,⼀说即是错。这次疫情影响全球，⼈与⼈之间从物理空间到⽣理空间、⼼理空间都是隔离的、
孤⽴的，社会也呈现出⼀种极端撕裂的状态，⼈与⼈之间的沟通本质上变得更加困难。⼈们⾯对扑

⾯而来的来不及具体分析的各种信息措⼿不及，在知识和信息的海洋⾥遨游而没有⽅向是⾮常危险

的。我们不仅是百层⾼楼⾥孤独的居⺠，我们还变成了尼莫，那只踏上冒险征程希望回家的小丑

⻥，因为我们跟它⼀样，都被洪流般的信息打得措⼿不及，都来不及喘息，只是不断游动，却没有

明确的⽅向。⼈们变得兴奋、执着，甚⾄变异，从而失去了思考和认知的能⼒。世间万物有许多都

是只可意会而不可⾔传的，真正的真理是要靠⾃⼰的⼼灵去感悟的，而不是被教导或宣告。今天，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们像是回归到了⽣活的⽇常，可是有⼀些变化却是潜移默化的，疫情的影

响慢慢地露出狰容，当代戏剧交流⾯临的困境亦是如此，我们变得越发的封闭、紧张与恐惧，看上

去⻛光依旧，却早已成为⼀座座孤岛。

 
因为疫情、政治、科技以及⽂化的原因，关于全球化当代戏剧的交流与融合正在或是即将发⽣深刻

的改变，这些改变有的是我们可以切⾝体会的，有些却是我们不所知的，我们熟知的状态和习惯的

交流形式正在消失，我们可能会⾯临⼀个崭新的未来。

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活⽇常，⼈们的⽣活习惯也正被这些改变所束缚。疫情发⽣的时候，全世界的

剧场全部关掉了，我们的观众席是空的，但是舞台上的灯是亮的，我们期待观众再⼀次走进剧场。

彼得·布鲁克说过，在观众的注视下，⼀个⼈走过舞台便是戏剧。 戏剧不能没有观众，现在线上演
出特别热闹，但是戏剧注定是属于线下的，也许，有些⼈会认为，在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剧场⼜

怎么样呢，在这个社会⾥⾯没有戏剧⼜怎么样呢，也不会发⽣什么，在社会的体系⾥⾯，戏剧是外

延的外延，但是对于⽣活本⾝来说，这样的场景是⽆法想象的。

曾⼏何时，科技的发展让交通更加便利，不同⽂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益频繁，地球变成了⼀个

地球村，⽂化之间的融合和影响也给各地的⼈们带来许多新的收获。戏剧亦是如此，因为不同的⽂

化、观念、历史以及习惯等原因，戏剧的交流与融合也越来越趋同。⼀直以来，在⽂化交流之中，

我们秉承着“不要妄⾃菲薄，不要狂妄⾃⼤”的原则，我们要打开⾃ ⼰的视野，从而能看得更远、

更⼴，才能在了解别⼈的基础之上吸收外来的营养，也让⾃⼰的⽂化变得更加的丰富⽴体。如果我

们总是谈论⽂化差异，谈⺠族⾃信，过分地调强各⾃的特征，被碰撞所吓倒，那哪⾥来得融合，有

的时候难免就会变成⼀个毫⽆建设性的⽐较，⼈们只肯定⾃⼰的⽂化。其实，东西⽅⽂化之间早就

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现实⼯作中，更不能割裂开来谈，尤其是对于我们做

⽂化演出的⼈来说，有哪些东西需要我们从思考化为⾏动，要⽴即去做的，这才是关键。有的时候

我们在谈学术，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演出，但如今，我们更要把理论、学术、教育、科技和演出等讨

论结合起来共同进⾏探讨，要加强不同⽂化艺术之间的融合与沟通，才能更好地⾯对未来，要

⽤“确定”来⾯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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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来，在⽂化交流之中，我们经常强调各⾃的“传统”，但是传统不是判断剧场艺术的标准，

也不能成为征服现代剧场和现代观众的前提。有时候，“传统”甚⾄会成为⼀个“陷阱”，会让创

作者⽌步于复制，让观众陶醉于⾃⼰的趣味。对于剧场艺术而⾔，“传统”的意义只在于它能否作

为创作资源而被当下合理地使⽤，能否点亮当下的剧场空间，激活当下的剧场观众，创造属于当下

的活⽣⽣的艺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常变常新， 因为观众已经变了，不能以“不变应万

变”，而是要“万变不离其宗”。中国话剧从西⽅而来，也不过只有百余的历史，中国话剧历来都

尝试着走⾃⼰⺠族化的道路，也有不少的收获，它从中国戏曲⾥借鉴、继承和发展，但是它们运⽤

的⽅式是不同的。中国戏曲⾥⾯，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要通过话剧来进⾏继承和发展，是戏曲

特有的审美、意境、价值观，还是戏曲的空间、诗词、故事，亦或是戏曲表演的⾝体、⾳乐、舞

蹈，或是戏曲的想象⼒、思维⽅式、张⼒，还有戏曲当中的思想和⼈⽂背景。对于在中国⽂化⾥共

同发展百余年的两种舞台演出样式来说，这种融合与发展是如此的艰难，那可以想像，当我们中国

的戏曲⾯对西⽅的语境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它⼀定会⽐⻋祸现场更加惨烈。

在中国，疫情发⽣之后，整个演艺⾏业也发⽣了很⼤的变化，变化最⼤的⻔类，除了脱口秀、沉浸

式演出之外，还有⾳乐剧，因为疫情，许多国外的⾳乐剧没办法进中国，而经过多年的培养，尤其

是以国外原版引进⾳乐剧的集中轰炸，国内的⾳乐剧市场开始慢慢地形成，可是因为疫情，这些剧

⽬突然都来不了了，这就给国内的原创⾳乐剧留下的巨⼤的空间，市场对⾳乐剧的期待依旧巨⼤，

观众对⾳乐剧也特别期待，所以突然之间，⾳乐剧尤其是原创⾳乐剧创作成了⼀种井喷的状态，在

2021年，仅上海全年就有148台⾳乐剧在演出，这在疫情之前是不可想像的。

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观众。这是中国曾经有的观众，从乡村到城镇，到⼤都市⾥的观众。这是现在

的观众，90后的观众是数字化成⻓的⼀代，而00后出⽣的观众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外星⼈⼀样。同

样，疫情也改变了观众。观众为什么要看戏剧，为什么要走进剧场？看戏是⼀种仪式感，是在特定

的时间、地点去共同经历和体验⼀次活动，剧场是社交场所，是⼀个思想可以碰撞的地⽅。如今，

看戏变成了⼀种⾮常奢侈的⾏为，要花精⼒研究剧⽬、要提前选择和购票、还要预留好时间、票价

往往也很贵，到了要看的时候，还要提前准备好、以不同的⽅式赶到剧场，进剧场也要提前，观看

时更要正襟危坐，剧场有着各种不适和规定，不准喝饮料、不准弄出声响，还要要求你聚精会神、

保有礼节，不能打扰别⼈， 剧场有着各种不适和规定，不准喝饮料、不准弄出声响：不准吸⿐⼦，

打呵⽋，尤其不准打鼾。戏不好看，你却不能睡觉，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别⼈会鄙视你。有时候遇到

⼀些戏你看不懂，你也不能说不懂，因为你不懂，别⼈会diss你。可是这⼀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就

是为了经历剧中⼈物在极端的情境下如何去⾯对⾃已，是为了我们⼈格的修养和塑造。看戏可以短

暂地与⾃⼰的⽣活隔离，从而陷⼊到另外⼀种情境之中，不管是逃避、⼊定还是审视、思考，打开

⾃⼰丰富的想象，放松⼼情，进⼊慎独的状态，返观内⼼，从而内省，因为⾃我感知而有所获得，

其审美也会获得提升，更多的时候，看戏可以跟创作者⼀起，共同去经历，共同去体验，共同去想

像，共同去冒险，共同去探寻，从而更加能认清⾃⼰，达到⼀个未知之境。戏剧可以开阔我们的视

野，我们的⼼胸有多开阔，我们就有多⼤的可能去开拓未知领域。每次看戏都是这样，我们在剧场

⾥⾯共同攀越能达到的地⽅，我们探索⾃⼰的边界在哪⾥。⼈类的⽣活需要有物质的享受，精神的

陶冶，更需要灵魂的激荡，也许这才是⼈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我们需要彼此思想的碰撞和灵魂的

交流，而戏剧提供了这种可能。

疫情对于观众的影响是深刻的，观众对于观看演出变得更加的珍惜，小⼼翼翼，以前上海话剧艺术

中⼼的观众曾可以提前⼀年买票，现在⾄多提前⼀个⽉，因为害怕演出取消。新⽣代的观众是在互

联⽹时代⻓⼤的⼀批观众，他们能熟练地运⽤电脑、互联⽹和新媒体，他们既对线上演出有兴趣，

也更有表达与交流的欲望，他们的⽣活容易孤独与隔绝，因而更加渴望现场的交流。就拿上海话剧

艺术中⼼来说，⽬前，我们的⼥性观众已经占⽐76%左右，她们区别于以前的观众（2015年前这样

的⽐例还基本是50%），⼥性观众⽐例的⼤幅度增加也影响到实际的剧⽬制作，包括题材、内容、

形式的选择等，⼥性观众会追星，于是饭圈⽂化和流量明星也逐渐从影视界影响到现场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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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次经历过的⼤灾⼤难其实都给了⼈们思考和创作的机会，这是灾难带给⼈类伤痛之后的意义

所在，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这次疫情让中国整个演艺⾏业的⽣态和业态发

⽣了巨⼤的改变，⾏业重新洗牌，资本极⼤地影响到创作与演出，不管是国资还是⺠营，前者聚焦

于宣传，后者聚焦于市场，没钱的基本被清理出⾏业。

在中国，我们常说：演戏的是疯⼦，看戏的是傻⼦，写戏的是骗⼦。这是给予与接受的问题。戏剧

要改变世界，它可以触动那些敏感的⼼灵，与有智慧的头脑产⽣共震。真正的戏剧总是要想⽅设法

地去改变⼀个社会必然的内置的惰性⸺就是那种总想拒绝改变和痛苦的惰性。我们知道的是已知

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是未知的世界，已知有多⼤，未知就会更⼤，因为它指向着我们的边界，戏

剧即是如此。戏剧可以让我们的胸怀变⼤，从而未知的领域也就越⼤。而戏剧艺术就是带领着我们

向着未知的领域狂奔，⼈类在狂奔的过程认知⾃我，戏剧艺术的根本是发现⾃⼰。如今，物质越来

越丰富，⼈类对于精神的需求越来越⾼，科技越来越发达，⼈们的精神却变得越来越空虚。就像⼈

们的营养越丰富，可⼈的⽣理功能却越来越衰弱。全媒体的时代，碎⽚的信息唾⼿可得，⼈们对于

⽣活的体悟反而越来越不敏感，戏剧可以让我们变得敏感而清醒。

戏剧艺术就是从⽣活中的点滴开始，慢慢地汇聚成思想的洪流而奔腾于我们的⼼灵与脑海。⽼⽣常

谈的价值判断当然是不适合于戏剧的，它们可以到流⾏⽂化中去尽情表达，⽼百姓可以百看不厌，

也可以尽情地参与。但戏剧的⻓处却是能够振聋发聩，甚⾄需要与世俗相对抗、与时间对抗，甚⾄

与我们的记忆、习惯对抗，这就是思想性。

如今是全媒体的时代，⼈们因为⽹络而联系在⼀起，因为⽹络而互相沟通，原本我们说⼈们就像是

井底之蛙，因为跳不出井口，因为知识局限与视野狭窄，所以他们觉得天空只有井口那么⼤。现在

有了⽹络，我们想像着他们终于可以跳出井沿去发现和探索世界 ：啊，世界原来那么⼤！然而，事
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井底之蛙们是通过⽹络相互达成共识⸺天空真的只有井口那么

⼤。他们不愿意跳出井口，而且容易形成共识，于是乎世界和社会都被严重地撕裂。在中国，我们

利⽤微信这种沟通⼯具，每个⼈都会在不同的群⾥，这样群体往往都会价值趋同，容不下异已，从

而形成⼀个个信息茧房，越发的封闭而固执，于是，越来越多的⼈们因为⽹络而变得越来越不能交

流和沟通，也许，戏剧艺术可以弥补，可以打破，通过⼈与⼈之间的现场交流，可以让更多的⽂化

再度融合。⼈⼈本是孤岛，而⽂化艺术会是到达彼此的船，戏剧尤其。

⼀直以来，在任何国家，艺术都要处理它与政治、资本与市场（观众）的关系。政治的蛮横、资本

的诱惑和市场的挤压曾令多少艺术家丢掉了⾃⼰最初的艺术梦想，中国的艺术家们也不例外，他们

正经历着这样的苦痛。我曾经对这三种关系写了三个戏，⼀个是《吁天》 （Cry to Heaven） ，
讨论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个是《资本论》 （Das Capital），讨论艺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个是《乌合之众》（The Crowd），讨论艺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各国的⽂化都是独特的，不同
艺术的发展也并不均衡，曾经的天下⼤同和全球化正在被政治家们破坏与摧残，那种协⼒共存的经

济体系正在崩蹋，各国的⽂化交流变得停滞不前，所有的⽂化艺术都被疫情、政治或战争所牵制，

⾯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我们往往会感到很⽆⼒，这时也只能寄希望于⽂化艺术了，⽂化艺术是桥

梁，是纽带，是润滑剂，更是沟通与理解的必备。

 
曾经⼈⼈都是孤岛，全球化以及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相互理解与融合。可是疫情、去全球化、意识形

态和⾼科技却再次让我们体验隔绝，⽂化交流也变得更加的困难，⼈们⼜回到各⾃舒适的 “茧
房”，但是，艺术家们还在不断地努⼒，创新与创造还在进⾏，剧场依旧存在，这样的会议还在召

开，相信，不久，我们就会相互拥抱彼此，感受彼此的呼吸与温暖，于是⼈⼈就不再是孤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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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有近⼋⼗余部舞台作品(包括话剧、⾳乐剧、歌剧、戏曲、舞剧、肢体剧和翻译剧本等)被国
内外⼏⼗家剧院翻译成⼗⼏种语⾔上演，并荣获中国戏剧曹禺剧本奖等国内外多项专业奖项。主要

话剧作品有《去年冬天》《WWW.COM》《天堂隔壁是疯⼈院》《谎⾔背后》《⾹⽔》《活性
炭》《浮⽣记》《资本论》《简爱》《1977》《钢的琴》《推拿》《基督⼭伯爵》《红楼梦》《⽼
⼤》《乌合之众》《家客》《觉醒年代》《不可说》等，⾳乐剧作品有《⻢路天使》《⻛中丽⼈》

《烽⽕家书》《你是我的孤独》《I Love You》（翻译改编）等，并有⼗⼏部作品应邀参加国际性
戏剧节演出，出版中⽂、⽇⽂、英语、⼟耳其语、西班⽛语、罗⻢尼亚语、意⼤利语、韩⽂等作品

集数种。

喻荣军，主旨发⾔⼈，第⼀届当代亚洲戏剧国际研讨会（2022年12⽉8⽇-9⽇）
Rongjun YU, Keynote Speake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Asian Theatre (Dec. 8-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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