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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reamble

2017 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建立第 22 个年头，因为下半年度话剧大厦与三个剧场面临停业
大修局面，我们将会走出安福路，计划在上海、北京等地陆续上演过去多年积累与新创作的 46 台优秀
剧目，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演出季和戏剧节，包括：主推“原创演出季”、“欧美当代戏剧典藏演出季”、
“后浪·小剧场新运动演出季”、“经典戏剧·上话重绎”系列等，继续举办“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
“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上海当代戏剧节”四大戏剧节。
生命的瞬间再精彩，那一页终将翻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事业追求永远
的价值选择，为此，上话全体同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精神，以诚恳的态度、拼搏的精神、辩证的思维、极致的智慧，努力实践习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微信号 随时服务

寄语的四点希望：一、处理好文化开放包容与坚定文化自信的关系，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二、处理好
发扬艺术个性与坚持服务人民的关系，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三、处理好继承文化传统与勇于创新创
造的关系，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四、处理好满足市场需求与坚守艺术理想的关系，用高尚
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2020 年上海城市规划目标要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为具有现代文明内涵品格的话剧表演艺术提
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与想象空间。我们将把握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机遇，跟踪当下戏剧演艺市场审
美分众的需求变化，坚持发展上海人文戏剧品牌，落实主流戏剧创作、发挥行业引领示范作用的同时，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与健康的文化生活需求，均衡市场经营与社会公益两方面工作，繁荣上海话剧
演出市场，继续创新实验戏剧，配合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国际戏剧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话剧表演
艺术走向世界。在此，感谢每一位热爱话剧的观众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继续并肩前行、开创美好的明天！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剧场，是赋予戏剧生命的殿堂。在走进剧场的那一刻，戏剧艺术的魅力就悄然萦绕左右，时而令
人心生敬畏，时而让人心动不已。当生活的种种让人累了，倦了，或者烦了，厌了，记得有一扇大门

ACT 上 海 当 代 戏 剧 节
微信号“ sdacactfest”

搜索微信公众号“看话剧”
或搜索微信号“seeaplay”
关注看话剧微信公众平台

永远向你敞开，我们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来寻找一种慰藉，一种信念，一种力量，寻找你我内心深
处恒久的共鸣。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扫一扫二维码 抢先预知
2017 第十三届上海当代戏剧节演出信息
购票方式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 在线购票：sdac.taobao.com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官方淘宝店）
• 票务咨询热线：021-64730123（周一至周五 9:00-17:00）

2017 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因此，今年也注定是充满精彩的一年。在这里，我们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一如既

• 团体订票热线：021-54656200（周一至周五 10:00-18:0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往的喜爱，也希望给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创排出更多更优秀的舞台剧作品，让更

• 现场购票：虹桥路 1650 号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1F 售票处

多的人走进剧场，让看话剧成为更多的人的生活方式。还是那句话，无论过去多少年，“演员——观众”

• 在线购票：打开手机淘宝 APP，搜索店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在线购买
• 咨询热线：021-52990372

密不可分！“演员——观众”我们共同努力。

1933 微剧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

• 1933 老场坊售票处（溧阳路 611 号 1 号楼 1 楼，工作时间 9:00-18:00）
• 东方票务售票：021-962388
• 淘宝购票：1933 文化左岸 01 http://1933drama.taobao.com/
• 热线电话：4008881933
• 团体订票咨询：65147649
Book your tickets here: https://www.247tickets.com/ac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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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话 About SDAC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上海唯一的国家级话剧表演艺术剧院，也是代表中国

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

丰富的编剧、导演、演员、舞美等专业人才聚集在旗下长期从事话剧表演

最优秀的话剧团体之一。不仅有着一大批代表着中国顶级艺术水平、经验
艺术创作；还拥有三座大小各异、功能齐全、观众席位总数一千个的专业
演出剧场；每年上话自主创作、交流、引进及巡回的各类演出八百多场次，

创意
·
品质

吸引国内外观众三十余万人次。依据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定位，坚持国家
核心价值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发展宗旨是：追求行业发展的引领示范
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建设成为
具有国际声望、且与上海这座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化剧院。
追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历史渊源，翻阅中国话剧的历史。中国话剧起源

艺术剧院

1933 空中剧院

位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厦一楼的艺术剧院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舞台剧演出场地。高雅、专业、

空中剧院位于 1933 老场坊四楼，面积超过 1500 平米，

人性是艺术剧院所要展现给热爱舞台艺术的每一个观众的。舞台灯光、音响、吊杆设施齐全、

8 米挑高的空中舞台中央 600 平米悬空而设，地面全

专业，相应的灯光、音响操作间配有一流的操作台和各种操作设备；位于一楼的服装间和二

部用钢化玻璃制成，透明炫目，宛如置身于空中的舞台，

楼的化妆间为每一位来这里的演员们提供了一个良好、舒适、温馨的休息场所。剧院共可容

圆形穹顶结构增加了视觉冲击，更具空间感，艺术效

纳 530 位观众，观众席的人性化设计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在最舒适的座位上获得最好的视觉

果绝佳。整个剧场可容纳 600 名观众，圆形的舞台设

和听觉效果。二楼 7 间豪华包厢，更是给观众提供了舒适幽雅的观赏空间。剧场外的大堂宽敞、

计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观剧体验。

ARTS THEATRE

SKY THEATRE

明亮，大理石和花岗岩在设计师精心的设计下尽显优雅，这里也成了各类新闻发布会和酒会
举办的理想场所。

·

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文明对上海的流入，它成长初期文化秉性的

1933 微剧场

先进性就得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动拥抱。20 世纪 30 年代，在老一辈无

1933 MICRO THEATRE

多元

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及左翼联盟领导下，上海活跃的话剧活动就与祖国共
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伐，揭露黑暗与讴歌光明，诞生了《上

戏剧沙龙
DRAMA SALON

1933 微剧场位于 1933 老场坊二楼，剧场完美地融入

戏剧沙龙位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厦三楼，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先进的小剧场演出场所。“变

空间感，缩短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打造出不同一般

化”、“贴近观众”是它本身最大的特点。剧场面积 450 平方米，全黑的剧场设计适合各

的演出和观剧效果。剧场可容纳 120 人左右，并可根

类小型演出。四周可移动的隔音板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设置通道位置，场内高科技可移动的观

据演出需求搭建三面式结构。精致而不失创意的空间，

众席可以根据剧目本身不同的特点自由组合，最多可有 200 个观众席。舞台也可以根据演

为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观剧享受。现代化的剧院、一

出需要有单面、双面、三面、中心舞台等多种样式的选择。剧场内的各类设施、设备是国内

流的设施、配套的服务使得 1933 文化左岸成为沪上

同类剧场最先进的，为您打造理想的剧目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剧场外有专门的吊龙方便了景

最受欢迎的演绎中心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建筑结构，

片的运送。另外剧场还配有综合化妆间，配套设施有热水盥 洗台、演员专用卫生间等。

更是深受各界人士的喜爱。“苏州河北·创意左岸”，

了 1933 独特的建筑风格之中。舞台与观众席的亲密

海屋檐下》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优秀话剧作品，并在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不可替代作用。共和国建立后，在原中共领
导的抗敌演剧队和华东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以上海
戏剧学院优秀毕业生为主体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具有优秀艺术传统的两家
国家话剧院团成立之初，分别由戏剧大师夏衍、黄佐临和熊佛西先生领导，
起步就致力于中西方经典名著的推广介绍及制作上演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
原创话剧作品。

老建筑中的戏剧新天地。1933 文化左岸正在逐步打造

1995 年 1 月 23 日组建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是由上述两家走过半个
世纪历史的话剧院团合并而成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一代上海话
艺术剧院

剧人秉承与弘扬先辈光荣传统，不断进行着戏剧表演艺术的拓展与革新，
努力构架戏剧表演艺术通向观众的桥梁，并在剧目、编剧、导演、演员、
舞美各方面多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

戏剧沙龙

D6 空间

独树一帜的文化地标，这座位于北外滩的艺术殿堂正

D6 空间

构架起一座属于上海创意园区的艺术桥梁！

STUDIO D6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家文化部文华奖、中国剧协梅花奖、曹禺剧本奖、中国话剧金狮奖、白玉

“D6 空间”位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六楼，是以时尚性、 先锋性、多媒体为特点的多功能演

兰表演艺术奖等全国性和省市级艺术奖项。除此之外，上话还十分注重扩

出交流场所。其总面积超 500 平方米，由宽敞明亮的互动剧场和格调高雅的休闲厅组成，

大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学习世界各国先进戏剧创作理念，制作具有国

并配备设施齐全的灯光音响操作间和演员化妆间，除适合举办中小型的戏剧和其他文艺类演

际视野的戏剧表演艺术作品。上话成立二十二年，近 300 台中外作品，超

出外，还可作为各类会议和公关活动的理想场所。休闲厅装修高雅时尚，设有吧台区及两间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过 700 万观众走进上话剧场。上话的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百余座

半开放式小型会务厅，适合演出前观众交流、嘉宾休息及小型聚会。互动剧场空间宽敞，可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坐落于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城市，并与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新加

容纳近 200 名观众，观众席可自由排列，场内设有先进的音响灯光设备及可自由组合的中

号，建筑包括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海戏剧

坡、罗马尼亚、奥地利、意大利、韩国、爱尔兰、埃及、德国、土耳其等

心舞台，操作灵活简便，可适应多样化的演出需求。先锋，以现代流派剧目、实验剧目、多

学院附属舞蹈学校、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用房、大

50 余个国家开展戏剧演出交流，参加过“莫斯科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新

媒体戏剧演出为主，突出剧目的创新性。互动，以直观体验拉近表演者与欣赏者的距离，实

小剧场等，总建筑面积约 8.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加坡国际戏剧节”、“首尔表演艺术节”、“英国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

现观众与表演者互动感受。多元，除戏剧演出外，还可举办各类大型文艺演出和公关展示活

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3.9 万平方米。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埃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等数十个

动（歌舞秀、发布会、艺术展览、拍卖会、时装秀、 大型聚会等）。

本次委托经营范围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内大小两个剧

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引进了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6 台优秀戏剧来到上海

场，总建筑面积为 16326 平方米。其中：大剧场建筑

演出。“上话二十不止”的努力，获得了海内外戏剧艺术同行业界的高度

面积 12396 平方米，座位数 1074 个；小剧场建筑面

评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赞誉回馈。上话已在上海培养起了稳固的话

上海大戏院

剧演出市场，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戏剧团体前来演出。

NEW SHANGHAI THEATRE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依托 SMG（上海广播电视

安福路的话剧演出已经成为上海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看话剧去安福路、做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大戏院位于复兴中路 1186 号（近陕西南路），是上海话剧艺术中

艺集团雄厚的实力，借助文广旗下兄弟院团与剧场丰

话剧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一种时尚文化，一种生

心继艺术剧院、D6 空间、戏剧沙龙之外的另一个剧场空间。2017 年起，上海大戏院将上

富的资源，经过标准竞标流程，争取获得上海国际舞

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习惯。

演以欧美经典为主的各类戏剧，同时也将成为观众交互新空间。其东南角是文化广场，东北

蹈中心大小两个剧场首个 5 年经营管理权，并由文广

角是国泰电影院，沿着百年复兴路的时光隧道穿越而来，正以独有的姿态成为申城又一个艺

演艺集团与上话共同注册成立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

术坐标。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剧场的运营进行独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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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930 平方米，座位数 291 个。

07

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文广演

新剧前瞻 Front Stage
* 演出信息以当日公示为准

2017 第十三届上海当代戏剧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荣誉出品

名誉会长

须永克彦 吴孝明

组委会

杨绍林 吕凉 张惠庆 田水 钱跃

总监

喻荣军

节目总监

黄佳代 陈理

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

运营总监

吴嘉 张博文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2017 年原创演出季】

市场总监

陆莉萍

项目主管

刘立 郭令纯 赵媚阳 顾韡 李皖婧 肖瑶

媒体宣传

陈理 王蓓尔 赵彦翔 张芊 丁宁 李阳阳 韩辰艺 郭紫霏

市场营销

朱江 杨军 庄漪 周喆 沈诗莹 陈颖

编剧 : 李扬丨导演 / 作词 : 马达丨作曲 : 姜清华 / 施佳阳丨编舞 : 李奇丨舞美设计 : 焦燃

公共关系发展

蔡碧野

演出时间 2018 年 1 月 4 日 -1 月 6 日 19:30、1 月 6 日加演下午场 14:00、1 月 7 日仅下午场 14:00

活动

杨丽娟 赵金晶 萧悦天

舞台技术

蔡思颀 刘祺 钱宥辰 武佳 沈亦麟 韩传旭 吴雷 葛陶缘 朱佳伟 傅伟聪 杨嘉烨 张兆米 冯佳骅 李阳扬 张曦 邵振东

协调合作

汤泳 赵立仁 蔡雁群 潘佳 倪雯萍 费雪

场务

徐忆 施中伟

礼宾

姚承颖 姚佳妮 李琪 洪妍瑾 高文娟 姚蕾 朱丽佳 吴蓓蓓 杜斌 胡亦云 曹雷
刘平 詹振银 戴丽莉 季晓宁 励颖 施丽娟 朱丽 忻璐 王嘉仪

实习生

陶钧婷 徐心怡

【2018 “后浪·小剧场新运动”演出季】
大型话剧《国际歌》
写给你的爱情音乐剧《撒娇女王》

编剧：唐栋 | 导演：傅勇凡 | 副导演：吕睿 | 舞美设计 : 史军亮
演出时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19 日 19:30
演出地点 美琪大戏院
演出票价 80/180/280/380 元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地点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黄浦区人民大道 300 号）

特别鸣谢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演出票价 180/280/380 元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新文本孵化演出】

百老汇爆笑音乐剧《两个人的谋杀》
编剧 / 音乐 : 乔·基诺锡安 [ 美 ] 丨编剧 / 歌词 : 科伦·布莱尔 [ 美 ] 丨导演 : 田水

话剧《行心》

复排导演 : 王海鹰丨音乐总监 : 姜清华丨舞美设计 : 焦燃
演出时间 2018 年 1 月 10 日 -1 月 17 日 19:30、1 月 13 日 -14 日加演下午场 14:00

编剧：田弘毅｜导演：徐紫东｜舞美 / 灯光设计：朱雨双

演出地点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黄浦区人民大道 300 号）

演出时间 2017 年 11 月 9 日 -11 月 19 日 19:30（周一休息，周日仅 14:00 下午场）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票价 100 元（学生票区域指定 60 元）全场不对号入座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单位 上海话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剧目名称 Program

演出时间 Date&Time

演出地点 Venue

《上升》
Rising

11.16 - 11.18 19:3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合伙游戏（升级版）》
Komplizen-Reloaded

11.24 - 11.25 19:3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莎士比亚经典喜剧《驯悍记》
编剧 : 威廉·莎士比亚 [ 英 ] 丨导演 : 保罗·斯特宾 [ 英 ] 丨复排导演：王海鹰

【2017 第三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参演剧目】

音乐指导 : 姜清华丨舞美监制 : 桑琦
演出时间 2018 年 7 月 4 日 -7 月 7 日 19:30、7 月 7 日加演 14:00、7 月 8 日仅下午场 14:00
演出地点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黄浦区人民大道 300 号）

荒诞喜剧《家客》

演出票价 120/180/280/380 元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喻荣军 | 导演：周小倩 | 作曲：赵光
演出时间
演出地点
演出票价
制作出品

演出 Performances

演出票价 平日（周一至周四）150/200/250/380 元 ; 周末（周五至周日）180/280/380 元

演出地点 1933 微剧场（溧阳路 611 号 1 号楼 2 楼）

2017 年 11 月 10 日 -11 日 19:15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425 号）
80/180/280/380/580 元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一个人的舞蹈史》
Condanced Histories

田纳西·威廉斯经典话剧《欲望号街车》
编剧 : 田纳西·威廉斯 [ 美 ] 丨翻译 / 导演 : 王欢丨舞美设计 : 桑琦

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春》

演出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日 -7 月 14 日 19:30、7 月 15 日仅下午场 14:00
演出地点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黄浦区人民大道 300 号）

编剧 / 作词：喻荣军 | 作曲：赵光 | 导演：周小倩

12.1 - 12.2 19:30

12.3 14:3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歌剧蹦跳碰》
Hopera

12.9 19:30

12.10 14:3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Grand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关于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
About M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12.9 19:30

12.10 14:00

1933 微剧场
1933 Micro Theatre

演出票价 180/280/380 元

演出时间 2017 年 12 月 7 日 -12 月 10 日 19:15（12 月 9 日、12 月 10 日加演 14:00 下午场）

《小珍珠》
Perle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地点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城）丁香路 425 号 ]

12.13 - 12.14 19:30

1933 微剧场
1933 Micro Theatre

演出票价 580/380/280/180/80（公益票）元
制作出品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法国 | 诙谐 | 悬念 | 喜剧《真相》
剧本翻译 : 孙怡婷丨编剧 : 弗洛里安·泽勒 [ 法 ] 丨导演 : 田水丨舞美 / 灯光设计 : 朱雨双

扫一扫二维码

演出时间 2018 年 7 月 19 日 -7 月 22 日 19:30、7 月 21 日加演下午场 14:00

关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出地点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黄浦区人民大道 300 号）

微信公众平台

演出票价 180/280/380 元

即可查询最新演出信息

《奔马与骑士》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12.14 - 12 .16 19:30

《啥？没有鱼！！》
Wot? No Fish!!

12.16 - 17 14:00

12.16 19:3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933 微剧场
1933 Micro Theatre

特别活动 Special Projects

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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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未来》
Lookout

12.8 - 12.10

上海当代艺术馆
MOCA Shanghai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In Good Hands

12.8 - 12.10 11:00/13:00

TAO Hair

www.china-drama.com

关于上海当代戏剧节 About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
AC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十二年为一轮。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经过了十二年的历程，在 2017 迎来了新的挑战。一直以安福
路为核心场地的这个戏剧节，随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楼进入大修，第一次没有了主场。与此同时，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新近落成开幕的两个剧场加入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负责管理的演出场馆队列，我们的视
野再一次拓宽，舞蹈和戏剧并肩前行。
虽然安福路三个充满时光记忆的剧场暂时淡出，我们依然决定照常举办 ACT。这是十几年来和大家
不见不散的一次约会。今年 ACT 的主题是“无界”。一方面，剧场空间的缺乏让我们打破传统剧场四堵
墙的束缚，把戏做到城市的社区，做到非常规剧场的空间，让上海这个美丽城市里一些日常不起眼的空
间变成戏和人、观众和艺术家相遇的地方（《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或者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去寻
找来自我们这座城市未来的讯息（《望向未来》），即便是像《奔马与骑士》这样依旧在剧场里进行的
作品，也将带来一种不同于传统观演方式的体验。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表演艺术世界里，舞蹈、戏剧乃
至于更为宽泛的“表演”概念，越来越难以划分边界。但是又何必划分呢？今年 ACT 带来了一系列打破
固有戏剧 / 舞蹈类型或创作方式的节目：在《上升》中，印度古典舞训练的身体和当代编舞语汇融合成令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简称：ACT）是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组织承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戏剧盛会，

人惊叹的美；《一个人的舞蹈史》是关于从古至今舞蹈发展史的精彩讲述和示范，也是一场有话要说的

是上海每年向国内外观众介绍国际当代优秀剧场作品的重要平台，也是了解国际当代表演艺术发展的窗

戏，甚至一场充满欢笑的脱口秀；在 1933 微剧场可以找到戏剧和绘画 / 动画打破界限之后全新的讲述方

口。

式（《啥？没有鱼！》和《小珍珠》）；回到舞蹈中心，歌剧和现代舞在《歌剧蹦跳碰》里的无缝结合
自 2005 年举办首届起，每一届的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都设有不同的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

艺术团体来沪演出。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参与，戏剧节的观众达到数十万人次。

则让人脑洞大开。还有更多剧目等待大家的发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ACT 和来自英国的大篷车展演共同制作了部分剧目。大篷车展演和 ACT

努力推介具有时代精神的当代戏剧创作、展示当下的表演艺术创作前沿趋势是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的

一样，拥有相同的国际视角及帮助艺术家发展的使命。感谢其主办方法翰莫汀，更要感谢 ACT 各主办协

宗旨。

办及伙伴单位的大力支持。

每一年的戏剧节除了集中展示演出之外，还设有工作坊、演后座谈会、国际论坛、新剧本朗读会、

界限虽然打破了，我们的（非官方）口号依旧：妖戏出没。看戏愉快！

公益板块等外延活动，使专业人士之间、观众与专业人士之间有机会面对面地交流。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 节目总监 黄佳代

AC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ACT), hosted by 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 (SDAC)
in its various venues, is an annual platform presenting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in
Shanghai. It not only introduces exciting contemporary theatre productions and performan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local audiences, but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arts professionals home and
abroad to discover inspiring international works.
Starting in 2005, each edition celebrates a unique theme and welcomes international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Shanghai. In the past decade, works from over fifty countries or areas have been
presented at the festival, reaching near half million audiences in total.
Besides the main programme, ACT Festival also organises outreach activities such as workshops,
post-show talks, seminars and community events, all of which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artists and
audience to exchange ideas and to get inspir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elve years form a cycle. After

Indian dance body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choreography;

twelve years since its birth, AC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heatre

Condanced Histories is both choreographic and pedagogical,

Festival sees a new challenge. With the renovation of our main

both a dance show and a talk show; while Hopera is a humour

building on Anfu Road, the festival temporarily lost its beloved

moment when hip hop meets opera. There are more to be

base in 2017. Meanwhile, with the newly-opened Shanghai

discovered.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re joining line-up of venues managed
by 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 the horizon becomes even

Last but not least, ACT2017 has co-produced part of the

bigger.

programme with Caravan Showcase in the UK. The two
teams share the sam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focus to artist

We decide to continue ACT in 2017, for the first time without

development. Sincere thanks to Farnham Maltings and all our

its usual venues. Under the theme of LIMITLESS, we are

supporters!

determined to take audience into non-theatre spaces in the
city (In Good Hands, Look Out) despite of many obstacles

Enjoy the show!

here in China, and to introduce new experience of looking and
participating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On the other hand,

Ophelia Huang

ACT is always introducing boundary-breaking performing arts to

Programme Director, AC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Shanghai audience. For example in Rising you will see classical

图为 2006 年版《秀才与刽子手》剧照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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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

上升
汇集三大编导量身定制殿堂级舞作。
演出剧团：阿卡什·奥德加舞团 [ 英国 ]
演出时长：7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1 月 16-11 月 18 日 19:30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号）
演出票价：80/180/280/380 元
* 演出由四段 15 分钟独舞组成，迟到观众在第一段独舞结束后方可入场。

Modern dance

Rising
No Dialogue·No Surtitles

Three directors tailor made.
Aakash Odedre Dance Company [UK] Presents
Duration: 7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Nov 16th-18th, 2017
Venue: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650 Hongqiao Road)
Price: RMB 80/180/280/380
*The performance consists 4 solos of 15 minutes each. Latecomers will
NOT be admitted into the auditorium until the end of part 1.

◎故事梗概
《上升》是阿卡什·奥德加舞团成功上演的开山之作。它由阿卡
什演绎的四支作品组成，探索了与众不同的技艺和美学，意图创
造一种全新的个人语汇。阿卡什的四支独舞作品由罗素·马列芬特、
希迪·拉比·彻卡欧、阿库·汉姆及他自己编创，麦克·霍斯和威利·塞
萨任灯光设计。阿卡什的卡塔克舞和婆罗多舞基础被主创充分利
用，使之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现代舞作品。

Synopsis
Rising is the successful debut production of Aakash Odedra Company.
It features four works performed by Aakash, exploring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aesthetics to create a new personal language.Aakash
performs solos choreographed by Russell Maliphant, Sidi Larbi
Cherkaoui, Akram Khan and himself and featuring lighting by Michael
Hulls and Willy Cessa. All use Aakash’s background in Kathak and
Bharatanatyam to create a distinct flavour of contemporary dance.

◎演出团体介绍

Nritta (Kathak)
Choreographer: Aakash Odedra
Music arranger: Aakash Odedra

闪电与雷鸣，光亮与声响，在看似恒定的天空中营造出咫尺、天
涯的幻象。阿卡什·奥德瑞舞团着迷于这些声光营造出的迥异影
像，而它们往往又同根同源。他试图渲染不同音效、不同光源，
这些声光碰撞出星座，这个星座体系中的物质在各自的重力场及
相互的作用力驱动下保持悬动，受流光溢彩驱动，受来自黑暗的
声音驱动，受其周而复始的初衷驱动。伴随、借助阿卡什的妙手，
所有这一切赋予了星体各自的韵律及光芒。

◎演职人员
卡塔克舞

在男人的阴影背后

片段

星座

编舞：阿卡什·奥德瑞

编舞：阿库·汉姆

编舞：罗素·马列芬特

编舞：希迪·拉比·彻卡欧

选曲：阿卡什·奥德瑞

灯光：麦克·霍斯

灯光：麦克·霍斯

灯光：威利·塞萨

音乐：约瑟琳·朴克

作曲：安迪·考敦

作曲：奥佳·沃捷霍夫斯卡

排练导演：侯赛·阿古多 / 刘易斯·梅哲

排练导演：刘易斯·梅哲

排练导演：保罗·奇维科维奇 及 刘易斯·梅哲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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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Group’s Introduction
Lightning and thunder. Light and sound. The illusions of distance and
nearness they convey in a sky that deceptively appears a constant.
Sidi Larbi Cherkaoui has been fascinated by the different images
these convey, while their source is often one and the same. He seeks
to highlight different patterns of sound and different sources of light
that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a constellation, a system where things
are kept suspended and in movement by each others’ gravitational
fields and contending forces. By the flow of light and sound emanating
from darkness and their return to that state. All this with and through
Aakash as the locus, the astral body generating its own rhythms and
lumin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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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hadow of Man
Choreographer: Akram Khan
Lighting: Michael Hulls
Music: Jocelyn Pook
Rehearsal Directors: Jose Agudo and
Lewis Major
CUT
Choreographer: Russell Maliphant
Lighting: Michael Hulls
Music: Andy Cowton
Rehearsal Director: Lewis Major
Constellation
Choreographer: Sidi Larbi Cherkaoui
Lighting: Willy Cessa
Music: Olga Wojciechowska
Rehearsal Directors: Paul Zivkovich and
Lewis Major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舞蹈剧场

无对白·少许低语·无字幕

合伙游戏（升级版）
疯狂奶奶组团搞事情。
演出剧团：跃动时空舞蹈团 [ 瑞士 ]
演出时长：6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19:30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号）
演出票价：120/180/220 元

Dance Theater
当一群拥有共同目标的人走在一块，一个团伙便逐渐形成，

Komplizen-Reloaded

他们跟合谋打劫银行的团伙没有两样，合作无间，但又各

No Dialogue·Murmur·No Surtitles

◎故事梗概

怀鬼胎，互相配合，但又找茬谋算。《合伙游戏》由瑞士

The crazy grandma takes you to rock the world.

著名编舞梅列特·施莱格尔亲自担纲，探讨一个群体的潜
在关系。施莱格尔是团伙头领，也像个鬼魅，操控着团伙

Cie zeitSprung [Switzerland] Presents
Duration: 6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Nov 24th-25th, 2017
Venue: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650 Hongqiao Road)
Price: RMB 120/180/220

的动向。三个活力四射的舞者，伴着现场音乐起舞，幽默
搞笑，还带点黑色电影感，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带观众走
进一个合伙游戏。

◎演出团体介绍

◎演职人员

跃动时空舞蹈团由梅列特·施莱格尔和基利恩·哈斯切贝
克于 2013 年共同创立。首个合作作品《如何活下去》在
瑞士首演引起极大反响。二人于是将作品发展成为专场作

概念 / 编舞：梅列特 • 施莱格尔、基利恩 • 哈斯切贝克

Synopsis

戏剧顾问：安德烈亚斯 • 斯托洛姆

Komplizen is an investigative exploration of what defines communities
of people with a shared goal.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community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gang who accomplishes to rob a bank. Meret
SCHLEGEL, the mature dancer, is a ghost, a hostess and the gang leader
centering the dance piece that is full of youthfulness, stoic composure and
70’s funk. The community is created and mixed together through elements
of slapstick, silent movies and a celebration of breakdown. It empowers the
audience to start their own gang and invites them to search for their own
accomplices.

排练顾问：西蒙尼 • 特鲁昂

品《活下去如何》，作品再次受到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巡演，

灯光：大卫 • 鲍姆格特纳

并于 2015 年荣获瑞士舞蹈大奖。梅列特在舞蹈界资历深

服装：尼克 • 蒂勒尼

厚，影响遍及舞台内外，横跨欧美。基利恩从嘻哈入门，

现场音乐：內洛 • 诺韦拉
舞者：梅列特 • 施莱格尔、基利恩 • 哈斯切贝克、

后接受芭蕾及现代舞的正统训练。二人于 2013 及 2014

马内尔 • 萨拉斯 • 帕劳、蔡冠伶

年分别获颁瑞士苏黎世舞蹈年奖。

看话剧 SEE A PLAY

14

15

Group’s Introduction
Cie zeitSprung was founded in 2013 by Meret Schlegel
and Kilian Haselbeck after successfully touring their
works To Be or Orthopadie and the subsequent full
length work Orthopadie or to be, both of which were
met with critical acclaims. Meret has had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dance both on stage and off,
performing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Kilian started
dancing with Hip Hop and was subsequently trained in
ballet and contemporary dance. Meret and Kilian were
receivers of dance award from the City of Zurich in 2013
and 2014 respectively.

Credits
Concept / Choreography: Meret Schlegel, Kilian
Haselbeck
Dramaturgy: Andreas Storm
Rehearsal Advisor: Simone Truong
Lighting: David Baumgartner
Costume: Nic Tillein
Live Music: Nello Novela
Dancers: Meret Schlegel, Kilian Haselbeck,
Manel Salas Palau, Tsai Kuan-Ling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Performance

Condanced Histories

Credits
◎故事梗概
拉班，玛丽魏格曼，福金，库宁汉，崔莎布朗，皮娜鲍什，
在 20 世纪的美妙世界里，包含着许多关于舞蹈的杰出的名
字，如果你对这些名字不熟悉
或者觉得信息量太大，不

English Dialogue·Chinese Surtitles

C o n ce p t , tex t a n d
performance: Foofwa
d'Imobilité
Lighting designer:
Jonathan O'Hear
Producer: Neopost
Foofwa

A choreographic and pedagogical one-manshow about his/stories of dance
Neopost Foofwa (Swiss) Presents
Duration: 120mins (No Intermission)

要惊慌。这个演出将为你

蹈史的舞蹈 / 讲座 / 脱口秀，同时也展示了一些特定的编舞

Date: 7:30 pm, Dec 1st-2nd & 2:30 pm, Dec 3rd, 2017
Venue: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650 Hongqiao Road)
Price: RMB 180/280

发展趋势是如何帮助塑造了当代艺术的。其中充满了趣闻轶

Kindly supported by Pro Helvetia Shanghai, Swiss Arts Council. Jointly

事，提醒着所有人舞蹈和人类历史一般古老。符瓦用他的方

supported by the City of Geneva, the Republic and Canton of Geneva.

提供最好的帮助。该演出由灯
光艺术家乔纳森·欧海尔创作，是一个关于 ( 某个人的 ) 舞

式解码了过去 125 年里创造出来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无数

Synopsis

舞蹈形式。他在表演中亲自哼唱伴奏、描述舞台和服装设计，

The wonderful world of 20th century dance is packed with illustrious names,
such as Loïe Fuller, Rudolf Laban, Mary Wigman, Michel Fokine, Martha Graham,
Merce Cunningham, Yvonne Rainer, Trisha Brown, Pina Bausch. If this is too much
information for you to digest, don’t panic! Help is at hand. This show, created with
the light artist Jonathan O'Hear, subtitled A choreographic and pedagogical one
man show about his/stories of dance, demonstrates how certain choreographic
trends have helped to shape contemporary art. Bursting with anecdotes, which
serve as a timely reminder that dance is as old as humanity itself, Foofwa d’Imobilité
rumbustiously decodes the myriad forms of dance that have been created over
the last 125 years and that are still being used today. He literally walks the talk by
singing the music himself, describing the costumesand stage design and proving
that the history of dance is alive and kicking.

并且证明舞蹈的历史充满了活力。

◎演出团体介绍
静 止 的 符 瓦 1969 年 出 生 于 日 内 瓦， 原 名 Frédéric
Gafner，幼时在日内瓦舞蹈中心学习舞蹈。1987 ～ 1990
年作为全职舞者加入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1991 ～ 1998
年在纽约跟随库宁汉工作，库宁汉称他为“冒险者”。他的

舞蹈剧场

英文对白·中文字幕

作品非常国际化，充满艺术性和教育意义。
1998 年他开始了自己的独舞生涯，并且获得了多个奖项。

一个人的舞蹈史

包括 1998 年的纽约贝丝奖，还有 2006 年的瑞士舞蹈及编
舞奖。符瓦作为舞者，在世界各地的顶尖剧场演出。包括法
国的巴黎歌剧院、意大利威尼斯的菲尼斯剧院，还有纽约布

一个关于 ( 某个人的 ) 舞蹈史的舞蹈 / 讲座 / 脱口秀。

鲁克林的音乐学院。2000 年，他回到瑞士创办了静止的符
瓦舞团，并且从 2002 年开始，每年都会收到日内瓦和瑞士
的政府资助。他的作品注重对“自由的活在当下“的概念的

演出剧团：静止的符瓦 [ 瑞士 ]
演出时长：12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19:30、12 月 3 日 14:30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号）
演出票价：180/280 元
此项目由瑞士文化基金会上海办公室、日内瓦州及日内瓦市政府共同支持

探索和实践，这也让他的作品具有不可预测性、自发性和真
实性。

Born Frédéric Gafner in 1969, Foofwa d’Imobilité trained
at the Ecole de Danse de Genève. From 1987 to 1990, he
danced with the Stuttgart Ballet in Germany, and then
with the Merce Cunningham Dance Company in New
York from 1991 to 1998, where Cunningham called him a
“risk-taker”. His work crosses international, artistic, and
pedagogic borders.

乔纳森·欧海尔 1980 年代在温哥华接受了电影导演的教育
和培训，在此期间他发展出了对于对灯光、音效和视频等多
种内容的品味。乔纳森出生于英格兰，从小在瑞士等地长大，
在 2007 年之前，他四处游历。2007 年之后定居瑞士，目
前主要专注于室内设计和灯光设计等工作。他的作品主要围

◎演职人员

绕三个主题：“光之语”“科技与人类的冲突”以及“照明

策划、文本、演出：静止的符瓦（瑞士）

设备”。2013 年，他加入了静止的符瓦舞团，在舞团中担

灯光设计：乔纳森·欧海尔

任艺术和管理上的指导角色。

制作 : 符瓦舞团

看话剧 SEE A PLAY

Group’s Introduction
About Foofwa d’Imobilité - Choreographer
and dancer

16

Since 1998 he’s embarked on a solo career, and along
the way has won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a 1998
New York Bessie and a 2006 Swiss Prize for Dance and
Choreography. Foofwa has performed as a dancer around
the world, notably at the Paris Opera, the Fenice Theater
in Venice, Italy, and at the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in New York. In 2000, he founded the Neopost Foofwa
company in Geneva and has received the financial backing
of the Geneva and the Swiss authorities every year
since 2002. His work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actice
17

of “being present and free”, which allows the works
to be permeable to unpredictability, spontaneity and
authenticity.

About Jonathan O’Hear - Scenographer and
lighting designer
Jonathan O’Hear trained as a film director in Vancouver
in the 80s, where he developed a taste for light, sound
and video in various contexts. Born in England, he grew
up in Switzerland and elsewhere, living a rather nomadic
lifestyle until 2007. He currently lives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mostly works on designing space and light for
shows. His work revolves around three main themes: “the
language of light”, “technology and human interference”
and “lighting objects”.
I n 2 0 1 3 , h e j o i n t ly u n d e r t o o k t h e a r t i s t i c a n d
organisational direction of Neopost Foofwa, sharing the
post with Foofwa d’Imobilité.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故事梗概
意大利既是歌剧的诞生地，又是潮流的引领地。此次意
大利编舞选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如威尔第、
莫扎特、亨德尔、罗西尼和莱翁卡瓦洛的著名咏叹调，
将现代舞的肢体语言恣意发挥，通过一系列高效的、有
情节的、或无厘头甚至疯狂的动作语汇与音乐旋律互动，
在歌剧的浪漫与情怀中平添了一份诙谐幽默，让观众忍
俊不禁，其乐融融。《歌剧蹦跳碰》是一个适合家庭观
众的现代舞剧，将传统与创新巧妙结合，与你一同踏上
一段梦幻般的音乐之旅。

◎演出团体介绍

Hip Hop Modern dance

艾斯普瑞蔓蒂舞蹈团由加林贝蒂、维吉利斯和迪卢齐奥
美、亚洲多国巡演，并多次代表意大利参与文化交流演

Hopera

出，受到广泛赞赏。三位创团艺术家来自不同背景，作

No Dialogue·No Surtitles

三人共同创立，并同时兼任编舞及舞者，过去十年在欧、

品融合了不同风格而显得有趣及多样化，他们的肢体语

When Hiphop meets Opera.

言丰富独特、充满魅力，加上与现实生活及经历息息相
关的主题，特别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E.sperimenti Dance Company [Italy] Presents
Duration: 6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Dec 9th & 2:30 pm, Dec 10th, 2017
Venue: Grand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650 Hongqiao Road)
Price: RMB 80/180/280/380/480

Synopsis
嘻哈现代舞

无对白·无字幕

歌剧蹦跳碰
当歌剧遇见嘻哈。

◎演职人员
舞台及编舞组总监 : 费代里卡·加林贝蒂

演出剧团：艾斯普瑞蔓蒂舞蹈团 [ 意大利 ]
演出时长：6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9 日 19:30、2017 年 12 月 10 日 14:30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号）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 元

音乐 :  威尔第、莱翁卡瓦洛、罗西尼、亨德尔、莫扎特                                         

Credits

音乐顾问 : 马可·施阿沃尼
服装 : E.D.C.

Group’s Introduction

灯光 : 迪亚哥·萨基                                                          

E . s p e r i m e n t i D a n ce C o m p a n y w a s co - fo u n d e d b y
GALIMBERTI, VIRGILIIS, and DI LUZIO，who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for 10 years, performing throughout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including presentations in several
Year of Italian Culture expeditions. Being co-founders,
dancers and choreograph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ith varied experiences, the ensemble exhibits strong
individuality and harmony at the same time and create a
special dynamic that speaks to the general public.

演出团队 : 艾斯普瑞蔓蒂舞蹈团
推广及策划：伊凡娜·茨宾
制作 : 帕翠西亚·萨尔瓦托利

看话剧 SEE A PLAY

Hopera is a dreamlike journey in the melodies of famous
Bel Canto. The choreography is composed of a high energy
movement language that is drawn from different genres and
styles. Sprinkled with gestural plots, nonsense and a touch
of madness, the arias by Verdi, Leoncavallo, Rossini, Handel
and Mozart are re-interpreted in the dance piece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filled with subtle humour and youthful
vigour.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re knitted nicely together
and make this work appealing to audience both young and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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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 Choreographic Team Director：federica Galimberti
Music：verdi,Leoncavallo, Rossini, Handel, Mozart
Music Consulting：marco Schiavoni
Costumes：e.d.c.
Lights： S.s. Service Di Marco Giamminonni – Diego Sacchi
Dancers：e.sperimenti Dance Company
Promo & Programming：ivana Cibin
Production：gdo – Patrizia Salvatori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Documentary Theatre

◎故事梗概

◎演出团体介绍

这是一部采用纪录与研究方法而制作的戏剧作品，它所关注的是国

易卜生国际促成艺术家之间的创意火花。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策展，

内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张力及相互的预期。 项目包括研

制作和巡演高质量的表演艺术作品。我们相信跨文化交流下的潜力，

究采访过程和舞台呈现两部分，第一部分主创走访国内五个城市，

我们推动世界各地艺术家之间不限国籍、性别或信仰的合作。表演

采访了十多位来自中国的二三十岁青年及他们各自的父母。这个项

艺术站在人性的核心部分，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进行传递。我们的

目试图通过父母与孩子们之间深刻的交流，而找寻“家庭”这一个

创作基于亨利克·易卜生作品的灵魂价值而来，这些价值在当代社

About M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社会单元在两代人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家庭观念”又发生了如

会依旧具有强烈的关联和意义（比如易卜生作品中关于性别平等、

Chinese Dialogue·Chinese and English Surtitles

何的改变，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生养孩子是否还是实现人生完整

环境保护、抵制腐败、全球化的积极趋势等的话题）。易卜生国际

的目标？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传统所残留下的影

欢迎表演艺术圈内外的创意交互。我们鼓励不同类型之间的合作（包

响有哪些？

括戏剧，舞蹈，歌剧）以及不同学术领域的交流（学术研究，媒体
和教育）。因从事表演艺术，所以我们深深了解表演艺术家们所面
临的难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支持创意制作的全过程，从创意概
念的一开始到最终成形都一路跟随并支持。

Who are my parents? Am I their Child?
Ibsen International [Norway/China] Presents
Duration: 90 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Dec 9th & 2:00pm, Dec10th, 2017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2nd Floor Building#1, No.611 Liyang
Road)
Price: RMB 120

Synopsis
"About M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is a documentary-theater wor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China,
its dynamics, tensions, mutual expectations. The project departs
from interviews made in five cities across China with young people
(aging 21-38) and their parents. The project attempts, through
an in-depth dialogue with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find out the
changes underwent by the institution of family throughout the
span of 2 generations. How are "family values" changing, and why?
Is having a child still the ultimate life-fulfilling purpose? How is
modernization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what's the residual
influence of tradition?

Group’s Introduction

纪录剧场

中文对白·中英文字幕

◎演职人员
导演：马蒂亚斯·约赫曼
演员：王海林、邹雪平、张加怀、朱苏洁

关于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

导演助理：刘雪萌
戏剧构作：薇尔玛 ·斯托夫
视频采访：邹雪平、范坡坡
纪录片拍摄：范坡坡

我父母是谁？他们的孩子是我吗？

视频设计：马蒂亚斯·约赫曼、邹雪平
灯光设计：苏鹏、董钊猛
平面设计：王江

演出剧团：易卜生国际 [ 中国 / 挪威 ]
演出时长：9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9 日 19:30、12 月 10 日 14:00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虹口区溧阳路 611 号 1 号楼 2 楼）
演出票价：120 元

摄影：王黑白、章斌
制作人：丰翼
执行制作：张萃
出品：由易卜生国际（易卜生在中国 2016）委托创作

Ibsen International promotes the creative meeting of artists. We
curate, produce, and tour highquality performing art worldwide.
We believe in the potential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of artists worldwide, without restrictions of
nationality, gender or faith. Performing arts stand at the core
of our humanity and can communicate across al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ur projects depart from the core themes of Henrik
Ibsen’s works, as they address topics of extreme relev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e.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positiv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bsen International welcomes creative
interaction within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beyond them. We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across different genres (theatre, dance,
opera ) as well as different disciplines (academic research,
media, education). Being from the performing arts ourselves, we
appreciate the difficulties performing artists face. That is why we
support the whole creative process, following the creative team
from original concept until the final form.

联合制作：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 中国 )、
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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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Director: Matthias Jochmann
Performers: Wang Hailin, Zou Xueping,
Zhang Jiahuai,Zhu Sujie
Director Assistant: Liu Xuemeng
Dramaturge: Vilma Štritof
Video Interview: Zou Xueping, Fan Popo
Documentary: Fan Popo
Video Designer: Matthias Jochmann, Zou Xueping
Light Designer: Su Peng, Dong Zhaomeng
Graphic Designer: Wang Jiang
Photographer: Trixie Wang, Zhang Bin
Producer: Fabrizio Massini
Executive Producer: Jennifer Zhang
Commissioned by: Ibsen International
Co-Produced by: Goethe-Institut China,
Nanluoguxia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Commissioned by Ibsen International as part of
Ibsen in China 2016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默剧

默剧 • 少量中文字幕
◎故事梗概

小珍珠

《小珍珠》是一部具有深刻漫画风格的剧目，由一名
表演者和一台电视机撑起了整个演出，大胆的将卡通
和实时肢体动作融合，呈现出了《小珍珠》的整场演
出。故事基于最古老的英文诗歌“珍珠”，讲述了一

关于“痴迷”的现场连环漫画演出。

个年轻的父亲失去爱女的故事。这个全新的版本把经
典的文本重新编辑成了一本活的漫画书，运用了动画、

演出剧团：托马斯·艾克勒谢 [ 英国 ]
演出时长：6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13 日 -12 月 14 日 19:30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虹口区溧阳路 611 号 1 号楼 2 楼）
演出票价：120 元

默剧和原创的电子音乐共同呈现。

* 建议 12 岁以上观众观看

舞动砖块是来自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剧团，擅于创作

◎演出团体介绍
大胆的、诗意的、视觉化的戏剧。剧团作品在全英及

此项目为致力于介绍英国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之英国大篷车展演的系列演
出之一，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英国法翰莫汀
公司和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联合制作。

全世界巡回演出，并且被两次提名最佳戏剧奖，赢得
卫报主办的艺穗节最佳戏剧奖。舞动砖块是法汉姆 •
莫廷的合作艺术家。《小珍珠》的作者托马斯·艾克
勒谢获得了伦敦皇家宫廷剧院评选并颁发的多个编剧
奖项。

Theatre/Mime
◎演职人员
托马斯·艾克勒谢
瓦伦丁纳·茜茜

Perle
Mime Show ·Little Chinese Dialogue

A live comic book about obsession.
Thomas Eccleshare [UK] Presents
Duration: 6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Dec 13th-14th, 2017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2nd Floor Building#1, No.611 Liyang Road)
Price: RMB 120
*Best for 12+

英 国大 篷 车展 演 剧 目

Part of the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Group’s Introduction
Dancing Brick is a theatre company based
in the South East of England that makes
bold, poetic, visual theatre. It’s work has
toured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has been nominated for two Total Theatre
Awards, won the Arches Brick Award and the
Guardian’s Best of the Fringe. Dancing Brick
are associate artists at Farnham Maltings.
The writer of Perle, Thomas Eccleshare, is
a multi-award winning playwright currently
on attachment at the Royal Court in London.
www.dancingbrick.net

Synopsis
Perle is a poignant and comic show told by one performer and his television
through a bold mixture of cartoon and live action. Based on one of the
oldest poems in English, Perle tells the story of a young father coming to
terms with loss. This new version re-imagines the classic text as a live
comic book using animation, mime and an original electronic sound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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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Thomas Eccleshare, Valentina Ceschi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Dance
英文歌词·无字幕

舞蹈

奔马与骑士

◎故事梗概

◎演出团体介绍

《奔马与骑士》是寂静之屋的最新

丹·克汉姆带领他的公司寂静之屋，

舞蹈作品，寂静之屋是由制作人 /

用包括舞蹈、剧场和影视的形式，

编舞丹·克汉姆和助理导演罗拉·丹

创作出了很多在视觉上充满诗意的

妮可成立的演出公司，其作品大多

作品。

English Song Lyrics·No Surtitles

是舞蹈、剧场和电影的跨界产物。
他在现场演出中主要承担编舞和舞

一场发自肺腑、激动人心的舞蹈作品，源自寂静之屋。

《奔马与骑士》是从民间活动中取

者的工作，他的工作核心是让演员

六名女性舞者与一个现场乐队，不禁让人联想到古老舞蹈的复兴。

材的舞蹈活动，公共空间、夜晚、

在聚光灯下探索真实的经历和故事。

引人注目的节奏和愉快的舞步，让观众情不自禁的想要加入其中。

现场音乐、仪式以及被赋予的“现

寂静之屋创造出了一种氛围，让观

你将跟随舞者走上舞蹈中心的舞台，用艺术家的视角，感受空间

代感”，激进的情感和舞蹈语言，

众和演员可以有机会在演出期间融

共同融合成丹独一无二的作品。

为一体，试图用演出作为理解世界

和音乐。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A stirring and visceral dance event by Still House.
Female dancers and a live band conjure a new
kind of old dance, An insistent rhythm, a joyful
step into what it means to move together.

的一种方式。去探索与我们处在同

演出剧团：寂静之屋 [ 英国 ]
演出时长：5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14 日 -12 月 16 日 19:30、12 月 16 日 14:30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长宁区虹桥路 1650 号）
演出票价：180 元
* 不对号入座
此项目为致力于介绍英国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之英国大篷车展演的系列演出
之一，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英国法翰莫汀公司
和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联合制作。

◎演职人员

《奔马与骑士》最吸引人的地方在

一空间的人，创造机会让我们可以

于原创的、令人振奋的、且与日常

和陌生人会面。最重要的是，抱持

生活完全不同的观众体验。慷慨的、

着喜悦的心情去做，这是一场即时

充满雄心的城市公共空间动画；注

的探索性表演。

重仪式，用超越一般剧院内容的形
式吸引观众。从当前的风格引发出

奔马与骑士是寂静之屋第一次尝试

的灵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现代民间

大规模的探索舞蹈的本能，出乎意

舞蹈，蹦跳的风格、自由的脚步和

料的收到了非常多来自观众的肯定

浩室舞蹈等等。

和评论，在英国进行了巡演并且欢
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参与演出。

Still House [British] Presents
Duration: 5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7:30 pm, Dec 14th-16th & 2:30 pm, Dec 16th, 2017
Venue: Experimental Thea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1650 Hongqiao Road)
Price: RMB 180
*General Admission
Part of the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总体来说《奔马与骑士》是一个令
人激动的作品，它彻底挖掘和探讨

丹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独舞作品 30

了运动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它代表

Cecil Street 仍然在进行国际巡演，

了几个关键词：舞动、当下、群体。

之前曾经在欧洲多地以及加拿大、

导演：丹·克汉姆

澳大利亚演出过。他最近的一部作

副导演：劳拉·丹妮可

现场音乐是《奔马与骑士》剧目的

品也广受观众和戏剧评论家的欢迎，

作曲／乐手：卢克·哈尼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委托著

并且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进行巡回

作曲／乐手：山姆·哈马瑞克

名音乐家山姆·哈马瑞克和作曲卢

演出。除了创作自己的作品，丹还

制作人：MAYK

克·哈尼共同创作。

曾在英国国家剧院的项目中担任肢

舞者：安娜·卡祖巴

体导演和舞蹈指导。

舞者：欧蒂利亚

它狂野、美丽，具有实验性却容易

舞者：缇丽·韦伯

触及，它会让所有观众松弛而快乐，

舞者：斯蒂芬妮·迈克麦恩

忍不住想要加入互动。

Synopsis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is a new project from Still House, a
performance company making work across dance/theatre and film,
led by theatre-maker and choreographer Dan Canham with Associate
Director Laura Dannequin.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is an dance event which takes the raw
ingredients of a folk event; public space, the night, live-music and
ritual and imbues it with the ‘modern,’ progressive sensibilities and
choreographic vocabulary so distinctive in Dan’s work.
Fundamental to the heart of this project is an original, exhilarating
audience experience that disrupts the everyday; a generous and
ambitious animation of unusual space; a focus on ritual that is
seductive to audiences from beyond a theatre context. The movement
material draws inspiration from current style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a kind of modern folk dance: jump-style, free step and
house dancing among others.

舞者：罗比奥·米莉
服装设计：比安卡·沃德
剧团经理：伊森·哈德孙

Group’s Introduction
Through his company Still House, Dan Canham makes
visually poetic work within a variety of forms that includes
dance, theatre and film.
Primarily engaged with live performance as a
choreographer/dancer;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work is an exploration that puts the felt experience and
presence of the performer(s) at its core. Still House creates
opportunities in which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can join
as a temporary communit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event
and uses performance as an attempt to make sense and
meaning of the world; to discover the people with whom
we share it; to facilitate the meeting of strangers in the live
moment. And to do that with joy. It is performance that is at
once exploratory and immediately felt.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is the company’s first foray
into a larger-scale exploration of what these choreographic
instincts conjure. It has been met with considerable
critical and audience acclaim, touring throughout the UK to
audien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Dan’s first piece 30 Cecil Street (a solo work) continues to
tour internationally, having previously toured throughout
Europe and to Canada and Australia. His verbatim dance
work Ours Was The Fen Country has also delighted
audiences and critics alike and has tour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the UK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contexts.
Alongside his own practice Dan regularly works as
movement director, devisor and choreographic dramaturg
for the National Theatre and across a range of different
projects and is a New Work Associate Artist at the National
Theatre.

Credits
英 国大 篷 车展 演 剧 目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is an exhilarating and thorough
excav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music whereby
each informs the other.
Live music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piece, with a score created by
acclaimed musicians/composers Sam Halmarack and Typesun (real
name Luke Harney).
It is wild and beautiful, experimental in endeavour and accessible in
reach. It disarms and delights. You will want to jo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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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Dan Canham
Associate Director: Laura Dannequin
Composer / Musician: Typesun (Luke Harney)
Composer / Musician: Sam Halmarack
Producer: MAYK
Performer: Anna Kaszuba
Performer: Odilia Egyiawan
Performer: Tilly Webber
Performer: Tanya Richam-Odoi
Performer: Robia Milliner
Costumer Designer: Bianca Ward
Production Manager: Ethan Hudson

剧目介绍 About Programme

Theatre· Solo Performance
舞台剧 / 单人表演

Wot? No Fish!!

英文对白·中文字幕

English Dialogue·Chinese Surtitles

啥？没有鱼！！

"A show about love… made with love."
Lyn Gardner, the Guardian

“一部用爱做出的关于爱的剧！”
——琳恩·加德纳《卫报》

Bread & Circuses [UK] Presents
Duration: 8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2:00 pm, Dec 16th-17th & 7:30 pm, Dec 16th, 2017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2nd Floor Building#1,
No.611 Liyang Road)
Price: RMB 120

演出剧团：面包和马戏团 [ 英国 ]
演出时长：8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16 日 -17 日 14:00、12 月 16 日 19:30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虹口区溧阳路 611 号 1 号楼 2 楼）
演出票价：120 元

*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below 13
Part of the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 建议 13 岁以上观众观看
此项目为致力于介绍英国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之英国大篷车展演的系列演出
之一，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英国法翰莫汀公司
和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联合制作。

Synopsis

◎故事梗概

A true story of love, art, history and fish balls.

一个用艺术方式表达的关于爱和历史的真实故事。
2013 年 在 爱 丁 堡 艺 穗 节 首 演 备 受 好 评。《 啥？ 没 有
鱼！！》讲述了一个住在伦敦的犹太家庭在 20 世纪的真

Credits

实故事，从陷入爱河到为了鱼丸争吵，观众将随着演员

Collaboration:
Danny Braverman & Nick Philippou
Playwriter & performer:
Danny Braverman
Original direction:
Nick Philippou
Technical Manager:
Simon Jackson-Lyall
Technical Coordinator for China:
Jonah Braverman
International Tour Producer:
Charlene Lim

的讲述进入一段有趣又感人的旅程。
1926 年，鞋匠阿伯拉罕·所罗门在工资袋上画插画送给
他的新婚妻子西莉。在他们的整段婚姻中，阿伯拉罕每
周都在工资袋背面画插画送给他的妻子，直到 1980 年
代死亡将他们分离。这些插画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也见
证着他们起起伏伏共同经历的人生轨迹。
很多年后丹尼·布莱曼发现了他的祖伯父阿伯拉罕留下
来的艺术品们，3000 多个有插画的工资袋。丹尼带着这
些插画和背后的故事来到舞台上，和观众们一起沉浸在
这段引人注目的犹太家庭的悲欢离合中。

英 国大 篷 车展 演 剧 目

◎演职人员
丹尼·布莱曼和尼克·飞利浦共同创作
编剧、主演：丹尼·布莱曼
导演：尼克·飞利浦
技术经理：西蒙·杰克森
中国演出技术支持：约拿·布雷弗曼
国际巡演制作人：林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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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ing to critical acclaim at the Edinburgh Festival
2013, Wot? No Fish!! tells the true story of a Jewish
family living in 20th century London. From falling in
love to quarrels about fish balls, audiences are taken on
a funny and moving journe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changing city.
In 1926 shoemaker, Ab Solomons, drew on the wage
packet he gave to his new wife Celie. Throughout their
marriage and into the 80s, Ab drew or painted on his
wage packet every week for her. These illustrations
depict, with remarkable honesty,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ir life together.
Years later Danny Braverman discovered the lost art
of his Great-uncle Ab on over 3000 wage packets. Now
bread&circuses bring his story to life on stage in this
captiv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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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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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to-one Performance

Lookout

教育项目 / 一对一表演

Chinese Dialogue·No Surtitles

中文对白·无字幕
◎演出团体介绍

望向未来

安迪·菲尔德是一名常驻伦敦的艺术家、作家和策展人。

An encounter between one adult audience member
and one child performer,
looking out on the city.

安迪创作了很多严肃却不寻常的项目，邀请观众思考人与居住空
间和身边的人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样的思考已经通过一

一位成年观众与一位儿童演员在高处邂逅，
俯瞰整个城市，共同探讨关于城市的未来。

系列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体现出来。包括街头游戏、竞技
游戏、装置艺术、互动邂逅、工作坊演出和一对一表演。
安迪的作品已经在包括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雅典 BIOS、墨尔

演出剧团：安迪·菲尔德 [ 英国 ]、爱菊小学学生 [ 中国 ]
演出时长：3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8 日 -12 月 10 日
演出地点：上海当代艺术馆（黄浦区南京西路 231 号人民广场 7 号门内）
特别项目，详询 021-54656200

本现场艺术节、布莱顿大篷车展演、纽约 abrons 艺术中心、奥
斯丁 Fusebox 艺术节、特尔尼艺术节、韦尔科姆收藏馆、香港
新视野艺术节、广州时代美术馆、首尔博姆艺术节、布里斯托尔
阿诺菲尼画廊在内的多个艺术机构演出过。
除了艺术实践外，安迪还在包括《卫报》、《当代戏剧评论》、《明

* 不接受迟到观众入场
* 建议 15 岁以上观众观看

Andy Field [UK] and Aiju Primary School [China] Presents
Duration: 3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Dec 8th-10th, 2017
Venue: MOCA Shanghai (Gate 7 People’s Park, 231 Nanjing West Road)
Special project. Pre-booking needed. More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No latecomers
*Suitable for audience members over 15 years of age
Part of the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日报》、《舞台》等媒体上发表过文章和评论。文章包括：地点
实验剧场案例研究（2013），观众革命研究（2016），剧院构想：

此项目为致力于介绍英国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之英国大篷车展演的系列演出
之一，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英国法翰莫汀公司
和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联合制作。

理论阶段（2017）。2016 年，安迪还作为一个泛欧洲项目《城

Synopsis

市热杂志》的专栏作家，探索艺术、激进主义和城市空间。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school children, Lookout is a oneto-one encounter between one adult audience member and one child
performer taking place somewhere overlooking the city.

安迪是 Forest Fringe 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由艺术家组成的
联合体，在爱丁堡艺穗节以及世界各地举办艺术节及相关活动。

◎故事梗概

安迪·菲尔德个人网站：www.andytfield.co.uk

该项目与上海爱菊小学学生共同创作，《望向未来》让一位成年观众与一位儿童

lookout 项目网站：aplacetolookout.co.uk

演员有机会一对一相处，来一场在高处俯瞰整个城市的邂逅。
儿童演员和成人观众一起看着城市的天际线，想象城市的未来。眼前的天际线和
街道引导着他们一起回顾城市的历史，探讨城市的现在，展望城市的未来。

◎演职人员
艺术家：安迪·菲尔德

通过想象乌托邦建筑和可能会在城市中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希望和恐惧，未来的

制作人：贝蒂·达令顿

时尚潮流，真实的以及想象中可能会发生的进程，他们探讨他们共同居住的城市

音效设计：汤姆·帕金森

的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未来。两个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相遇的人，交换了他们

戏剧构作：西比勒·彼得斯

Together performer and audience member look out at the city and
imagine its future. The conversation they share is a quiet journey through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uided by the streets and landmarks laid out
before them.
Through dreams of utopian architecture and possible catastrophes,
hopes and fears, future fashions, proposed demolitions and progress real
and imagined, they explore two ver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city they
both inhabit. An exchange between two people who might not normally
meet, about a future world they may or may not share.
Lookout is an attempt to consider big questions in a small way. Developed
through a series of workshops with local children, each new version of
the piece is unique to the city it is created in and the people who call that
place home.

对未来可能共享的世界的看法。
《望向未来》试图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探讨和考虑一些很大的社会议题。通过和
当地的孩子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坊，每一个城市的版本都是和当地孩子一起创作的
独一无二的特别定制版。

Group’s Introduction
Andy Field is an artist, writer and curator based in
London. He has created performance work on his own and
with a variety of collaborators since 2007.
Andy creates formally unusual projects that invite us to
consider our relationships both to the spaces we inhabit
and the people around us. Over the last decade this has
manifested itself across a range of forms and disciplines,
including street games, event scores, installations,
interactive encounters, studio theatre shows and one-toone performances.
Andy’s work has been presented by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BIOS
(Athens), Festival of Live Art (Melbourne), the caravan
showcase (Brighton), Abrons Arts Centre (New York),
Fusebox Festival (Austin), Terni Festival (Terni),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New Visions Festival (Hong Kong),
The Times Museum (Guangzhou), 1933 Contemporary
(Shanghai), Festival:Bom (Seoul) and the Arnolfini Gallery
(Bristol).
Alongside his artistic practice Andy has written about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for a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Guardian, 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
This Is Tomorrow, The Stage and Exeunt magazine.
His writing has been included in collections including
Programme Notes: Case Studies in Location experimental
theatre (2013) Audience Revolution: Dispatches from the
Field (2016), Imagined Theatres: Writing for a Theoretical
Stage (2017). In 2016 Andy was writer-in-residence
for Urban Heat, a pan-European project exploring art,
activism and urban space.
Andy is the co-director of Forest Fringe, an award-winning
artist-led project creating festivals and events at the
Edinburgh Festival and across the world.

Credits

英 国大 篷 车展 演 剧 目

Artist: Andy Field
Producer: Beckie Darlington
Music and Sound Designer: Tom Parkinson
Dramaturgy: Sibylle P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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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Theatre·Site-specific·Musical

In Good Hands
English Dialogue·Chinese Surtitles

公益活动 / 互动 / 音乐剧场

It is an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英文对白·中文字幕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演职人员

Catherine Ireton and Grace Kiely [Ireland] Presents
Duration: 60mins (No Intermission)
Date: 11:00 am & 1:00 pm, Dec 8th-10th, 2017
Venue: TAO Hair (93-2 north xiangyang road)
Special project. Pre-booking needed. More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编剧、表演：凯瑟琳·埃尔顿和格蕾丝·凯莉
音乐指导、编曲：艾德·布里格斯
导演：加文·斯莱德

沉浸式的互动剧场。

Part of the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演出剧团：凯瑟琳·埃尔顿和格蕾丝·凯莉 [ 爱尔兰 ]
演出时长：60 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间：2017 年 12 月 8 日 -12 月 10 日 11:00/13:00
演出地点：TAO Hair（襄阳北路 93-2 号）
特别项目，详询 021-54656200

Credits
Playwriter & Performer:
C a t h e r i n e I re t o n a n d
Grace Kiely
Musical direction &
Arrangement: Ed Briggs
Director: Gavin Stride

此项目为致力于介绍英国最新表演艺术作品之英国大篷车展演的系列演
出之一，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英国法翰莫汀
公司和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联合制作。

◎演出团体介绍

Synopsis

凯瑟琳·埃尔顿 - 作家、演员

◎故事梗概

凯瑟琳·埃尔顿是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的戏剧工作者和作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由两位演员在真实

词人。她擅长于创作特定的非剧场空间作品，在这种空

的理发店空间里进行的互动音乐表演，灵感来源

间里音乐可以迅速地与观众建立关联。她独立创作了两

于理发师的世界—充满了秘密、信任以及人类需

个剧目，在英国、爱尔兰、韩国和中国都进行过演出。

要连接和倾诉的特性。

In Good Hands is a two-person interactive musical
performed in a working salon. It is inspired by the
world of hairdressers - of secrets, trust and our
human need to connect.
The story is set in the fictional Irish village of
Ballybracken where hairdresser Julie has recently
taken over the salon from her grandmother. Julie
is trying to modernise the salon by offering ‘virtual
haircuts’ to all her loyal clients. Meanwhile loudmouthed regular, Lisa, is waiting for her hair to
set for her big night out tonight. But as Lisa flicks
through the trashy magazines she finds that she has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she needs to get off her
chest. Throughout the show Julie and Lisa sing songs
that tell stories of the salon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connection and touch. The small audience of thirty are
cared for and treated as valued customers, they’re
given cups of tea, magazines to read and some lucky
audience members even get their hair done. All the
while passers-by on the street outside can hear the
music through a live PA and stop to watch the show
through the salon windows.

2016 年获得布莱顿艺穗节最佳音乐剧奖。她以往音乐剧
合作过的人包括 Belle and Sebastian, God Help the

故事背景被设置在一个虚构的爱尔兰小镇里，理

Girl 和 Go Away Birds。凯瑟琳的作品由法翰莫汀出品。

发师茱莉刚刚从自己的祖母手中继承了这家理发
店。茱莉试图通过向所有的忠实客户提供“虚拟

格蕾丝·凯莉 - 作家、演员

理发”的手段来实现美发沙龙的现代化。与此同时，

格蕾丝·凯莉会演奏多种乐器，是一个演员和戏剧工作者，

一直以来都大嘴巴的丽萨正在等着为今晚将要参

拥有数十年在爱尔兰专业剧场创作和表演的经验。

加的重要活动做头发。但是当丽萨在翻阅八卦杂

获奖颇丰的著名爱尔兰剧团 moonfish 的联合创始人。

志时，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一些藏在心里的重要的

曾和 Mephisto, Fibin 以及 Branar 一起创作，2013 年

话应该说出来。在整个演出中，茱莉和丽萨唱歌

获得爱尔兰时代剧院最佳女配角提名。

并讲述关于理发店以及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宝贵价
值的故事。现场的三十位观众将被当作最尊贵的

英 国大 篷 车展 演 剧 目

艾德·布莱格 - 声效设计

客人，被用心的照顾和对待，他们将会被提供茶水，

艾德·布莱格为音乐、电影、雕塑和现场演出等设计声效。

可以翻阅杂志，另外还会有一些幸运的观众还会

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苏塞克斯大学音乐专业，并以优

得到完美的发型。与此同时，路过的人将会通过

等成绩拿到硕士学位，他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在世界各

理发店的窗户观看表演并且通过外放的喇叭听到

地演出，也跟随剧目进行巡回演出。他的装置作品在英

歌声。

Over the course of 60 minutes – the time it takes
for a wash, cut and blow dry - the small dramas
of this rural Irish village unfold. Through original
songs and playful storytelling in a familiar and
ordinary setting In Good Hands celebrates the
ritual of hairdressing, everyday intimacy and
the things that connect us.

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展出过，他刚刚拿到苏塞克斯大
学的博士生奖学金，未来他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

在 60 分钟的时间里 - 当然还有一些时间用在洗

究音乐和声音科技。

剪吹上，通过原创歌曲和有趣的故事，在一个熟
悉且普通的场景中，《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加文·斯莱德 - 英国法翰莫汀公司联合创始人、制作人

带着你一起经历和体验理发、日常的亲密互动以

法翰莫汀公司是多位独立艺术团体（小灯泡，维多利亚

及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Group’s Introduction

麦乐迪等）的制作方和支持者，而加文在过去的 30 年
里一直担任各种新剧目的导演和制作人，主要的作品都
是在非剧场空间进行，面向新的观众。他曾在伦敦、格
鲁吉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剧院工作，他的作品《独
立人》入选雷克雅未克欧洲文化之都庆典活动。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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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IRETON - Writer, performer
Catherine Ireton is a theatre maker and
songwriter based in South East England.
She specialises in creating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s in non-theatre spaces

where music can have an immediate connection with
the audience. She has created two solo shows, and
has performed across UK, Ireland, Korea and China.
Winner of the Brighton Fringe Best Music award 2016,
her previous musical collaborations include Belle
and Sebastian, God Help the Girl and Go Away Birds.
Catherine’s work is 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GRACE KIELY - Writer, performer
Multi-instrumentalist, actor and theatre-maker Grace
Kiely has ten years experience creating and performing
professional theatre in Ireland. Founding member of
award- winning Irish Theatre Company, Moonfish, she
has previously co-devised and performed shows with
Mephisto, Fibin and Branar, and was nominated for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in Ireland in 2013 (Irish Times
Theatre Awards).
ED BRIGGS - Sound Designer
Ed Briggs works in music, film, sculpture and live
performance.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with a first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music and an MA
in composition with distinction, he has performed
internationally both as a solo artist and as part of
other touring projects. His installation work has been
exhibited both in the UK and in Europe. He has just
been awarded a funded phd scholarship at University
of Sussex to explore music and sound technology.
GAVIN STRIDE, Farnham Maltings - Co-Director,
Producing Company
Farnham Maltings are producers and developers of
new independent theatre (Little Bulb, Victoria Melody)
and Gavin has spent the past 30 years as a director
and producer of new theatre, predominantly in nontheatre spaces for new audiences. He has taken work
to the National Theatre in London, Georgia,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his production of Independent
People was selected for the Reykjavik 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Caravan Showcase [UK]

大篷车展演［英国］
大篷车展演单元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资助，由法翰莫汀和 ACT 上

Caravan Showcase of new english performance. Co-

■ Tour Theatre

海当代戏剧节共同制作，为上海的观众呈现英国最新的表演艺术作品。

produced by Farnham Maltings and ACT with investment

They tour their own work and that of their associate

from Arts Council England and British Council.

companie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upport a

大篷车展演是法翰莫汀长期运作的一个国际项目，旨在将英格兰的艺术家及团体介绍给
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和合作伙伴。其内容包括在英国布莱顿艺术节每两年一次的展演，
在一些国家开展的合作，新剧目的国际巡演以及为艺术家提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作为
2017 年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的一部分，英国大篷车展演将为观众带来来自英格兰的
最新创作。

network of rural venues across Surrey, work with rural
Caravan is the international strand of Farnham Maltings'

touring schemes across England and Wales and are

work, designed to better connect artists and companies

continuing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small scale theatres

based in England with partn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rt centres. They run house, a programme designed

This work includes a biennial showcase in partnership

to meet the ambitions of venues to increase audiences

with Brighton Festival, producing multi partner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range, quality and scale of theatre being

in particular countries, touring new work internationally,

presented across south east and east England.

机构介绍

and delivering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artists. As part

法翰莫汀是一家位于英国萨里的艺术机构，不但注重在英国本土的发展，还具有国际化

of ACT 2017, They are presenting a programme of new

■ International

视野。他们支持艺术家的创作，并给予资金支持，通过制作新剧目等方式不断拓展观众

performance work made in England, designed to reach new

Caravan is Farnham Maltings international strand

群体，使艺术家获得关注与支持。

audiences in new places.

of work. Their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re designed to
encourage England based theatre makers to think and

■ 新戏剧作品的制作

About Farnham Maltings

work internationally. They produce a biennial showcase of

法翰莫汀主要为英格兰东南部的观众制作戏剧作品。这些作品通常在非剧场空间演出，

Farnham Maltings is an arts organisation based in Surrey,

England's most exciting artists in partnership with Brighton

例如社区礼堂等等。法翰莫汀也是一个支持独立艺术家及剧团的制作公司，旗下艺术家

England and working on a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n-going and one-off projects with international

包括凯瑟琳·埃尔顿、小灯泡剧团、维多利亚麦乐迪等。他们还经常同合作伙伴一起为

level. They support, collaborate with and invest in artists

partner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o make new theatre and reach new audiences in the

artists. Current projects include showcasing England based

following ways:

artists at PuSh Festival in Vancouver and ACT Festival in

特定项目进行委约创作，如针对低龄观众或者乡村庆典的特别作品。

Shanghai, a series of collaborative residencies in Seoul

■ 巡回演出
法翰莫汀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及相关剧团在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组织巡演，以萨里为中
心搭建起一个小型演出场地的网络，支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巡演项目，同时不断的扩展

■ Produce Theatre

and producing a UK tour of Factory Girl by South Korean

They commission, produce and make work for the

company, Yangson Project.

audiences of south east England. The work they make

合作，和更多的小型演出场地以及艺术中心建立合作关系。法翰莫汀旨在通过他们的项

ourselves tends to be new theatre for non-theatre spaces

目，帮助各场馆增加观众数量，并且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提升巡演戏剧剧目的覆盖范

such as community halls. They produce the work of a

围、质量和规模。

number of independent companies including Catherine
Ireton, Little Bulb Theatre, Up in Arms and Victoria Melody.

■ 国际化

They also commission work, often with partners, for

英国大篷车展演是法翰莫汀的国际项目，旨在鼓励英格兰地区的戏剧工作者创作更为国

particular audiences including work for early years and

际化的作品，培养他们的国际化视野。法翰莫汀联合布莱顿艺术节合作举办两年一次的

village fetes.

展演，展示英格兰优秀艺术家的最新作品。他们也与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单次或是持续性
的项目合作，为艺术家们提供专业的发展机会。现阶段的项目包括和温哥华 PuSh 艺术
节以及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的合作，在首尔的一系列驻地创作以及英国巡演等。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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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each Program

ACT- 延伸活动
讲座及演后谈

LECTURE & POST-SHOW TALK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的每个演出项目的首场演出之后，都设有演后谈环节。欢迎参与！
Post-show talk of each ACT project will be arranged after the first performance at the festival.

11.16 11.24
《上升》

《合伙游戏》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实验剧场
<Rising>
Venu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Experimental Theatre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实验剧场
<Komplizen>
Venu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Experimental Theatre

12.01 12.09
《一个人的舞蹈史》

《歌剧蹦跳碰》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实验剧场
<Condanced Histories>
Venu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Experimental Theatre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大剧场
<Hopera>
Venu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Grand Theatre

12.09 12.13
《关于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

《小珍珠》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
<About M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
<Perle>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12.14 12.16
《奔马与骑士》

《啥？没有鱼！！》

演出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实验剧场

演出地点：1933 微剧场

<Of Riders and Running Horses>

<Wot? No Fish!!>

Venu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Experimental Theatre

Venue: 1933 Micro Theatre
看话剧 SEE A PLAY

工作坊

11.18 ◎ 12:00
《上升》（Rising）大师工作坊
主讲人：阿卡什·奥德加舞团
场 地：上海戏剧学院·排练厅

12.09 14:00
纪录剧场和《关于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
艺术家座谈
主讲人：马蒂亚斯·约翰曼
场 地：1933 老场坊会议中心
（溧阳路 611 号 4 号楼）
在本次谈话中，该剧导演会与主创团队一起分
享纪录剧场的创作过程。从前期对中国的几组
父母和孩子的影像采访到与视频艺术家的合
作、再到排练进度中的集体创排。我们邀请大
家，希望能一同探讨这个折射出每个人心声，
涉及普世话题的多元文化、跨艺术类别项目。

WORKSHOP

工作坊参与方式：请关注 ACT 上海当代戏剧节（微信号：sdacactfest）和上海

《上升》（Rising）是阿卡什·奥德加舞团的开山之作，由

国际舞蹈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最新推送

Aakash 演绎的四支作品组成。工作坊意在探索与众不同的技

Please follow ACT official wechat (sdacactfest) or wechat account of

艺和美学，意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肢体语汇。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for workshop updates.

<Rising> Workshop
Facilitator: Aakash Odedra Dance Company
Venue: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 Rehearsal
Room
<Rise> is a staple of Aakash Odedra Dance Company,

12.03 ◎ 19:00
《一个人的舞蹈史》工作坊
主讲人：演出团体“静止的符瓦

consists of 4 of his famous works, workshop aims to

每位参与者将在艺术家的指导下尝试《一个人的舞蹈史》里表现的舞蹈发展史上的

explore the art and aesthetics, different intentions, to
create a new body vocabulary.

体，以及从民间舞到芭蕾舞步，早期现代舞和当代舞蹈之间的不同。

<Condanced Histories> Workshop
Facilitator: Foofwa d’Imobilité

11.22 ◎ 16:00 ｜ 11.25 ◎ 11:30
《合伙游戏》工作坊
主讲人：跃动时空舞蹈团
场 地：11.22 上海商学院
11.25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 · 排练厅

Each participant will try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dance in the <Condanced
Histo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rtist. The workshop is rich
in knowledge, simple and full of pleasure, helping everyone to feel
their bod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modern dance and

工作坊将表现人们在群体中的习惯表现形式。人们不断面临新
免费活动，无需预约。

不同舞蹈风格。工作坊知识含量丰富，简单而充满愉悦，帮助每个人感受自己的身

contemporary dance from folk to ballet.

的挑战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并立即做出反馈和应对。这形成了
一种永恒而灵动的舞蹈形式。伴着现场音乐起舞，幽默搞笑，

Artist Talk/ About M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Artist: Matthias Jochmann
Venue: 1933 Conference Center
(Building#4, No.611 Liyang Road)
In this talk, the director and creative
team will share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is performance. From the interviews
carried out with Chinese parents and
sons/daughters, the collaboration with
video-documentary artists, and the
collective creation during rehearsals. We
invite everyone to know more about an
intercultural,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 that

游戏。

12.08 ◎ 19:00
《歌剧蹦跳碰》（Hopera）工作坊
主讲人：《歌剧蹦跳碰》编导费代里卡

<Komplizen> Workshop
Facilitator: Compagnie zeitSprung

《歌剧蹦跳碰》起源于一个现代年轻人无意间开始的对歌剧传统的探索，它的工作

还带点黑色电影感，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带观众走进一个合伙

坊将带领观众们踏上一个感受意大利和欧洲美声唱法中各种美好旋律的旅途。

Venue: 11.22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
Rehearsal Room 11.25 Shanghai International
Dance Center Theatre · Rehearsal Room

<Hopera> Workshop
Facilitator: Producer of <Hopera>, Federica

The workshop will show the way people behave in

<Hopera> originated as a modern young people unwittingly began the

groups. People are constantly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its workshop will lead the audience on a

the change of the objective of cattle, and make feedback

feelings of bel canto in Italy and Europe all kinds of beautiful melody in the

and response immediately, formed a kind of eternal and

journey.

clever with live music, dance, dance form humorous,
also with a black film, with rich body of blind, bring the
audience into a game, a partnership.

brings everyone together about a truly
universal topic.
Free Entry, No Registration Needed.

论坛

FORUM

本次戏剧节特设行业内交流及酒会。仅限受邀者参加。
An industry discussion and networking event will be organised during ACT2017. Invita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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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延伸活动报名渠道：发送您要报名的“延伸活动题目 + 报名人数、姓名、手机号”
至 sidc_membership@sina.com 报名，收到短信确认后即报名成功。

西洋镜 What's On Stage Overseas

剧评：
《阿尔比恩》

（阿尔梅达剧院）

由维多利亚·汉密尔顿主演的迈克·巴特利特新作，
剧场里通常没有花园，但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几乎总是以
某种方式代表着英国。所以在这里，在阿尔比恩，一棵生
长在荒凉贫瘠之地的橡树，在那时，在我们的眼前，植物
开花、生长、死亡。这也暗示着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以
及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民的种种经历。

翻译 _ 李子林

Miriam Buether 所设计的朴实的舞美

来帮助年老的园丁（Christopher Fairban

暗了，他仍然保持语调的幽默感。保罗点亮

场景，包括舞台上真实的植被和雨水，都是

饰演），他对写作的热情和梦想被外来者鼓

了奥黛丽的生日蛋糕，代表着她的梦想破灭

迈克·巴特利特新作的一部分。这部作品标

励，又同时被他们冲击。奥黛丽认为花园是

了，这一幕场景将会在我的记忆中停留很久。

志着他在写出引起世界轰动的《查尔斯三世》

属于她的私人财产，不是公共空间，这让当

和扣人心弦的电视连续剧《福斯特医生》后，

地人非常生气。

重新回归阿尔梅达剧场。

这个作品可以看出鲁伯特·古尔德精准
的判断力和典型的风格，所有的演员都非常

更重要的是，奥黛丽发现自己和已经去

出彩。Nicholas Rowe 对于丈夫这个角色

一个带花园的乡村别墅代表阿尔比恩，

世的儿子詹姆斯的女友安娜发生了冲突。她

的塑造可能比所有观众想象的更加谦恭和无

曾经被称为“所有英国花园的典范”，由最

的儿子詹姆曾经是一名陆军上尉，被路边的

趣，Charlotte Hope 和 Vinette Robinson

理想的花园设计师 Weatherbury 建造，他

炸弹炸死。奥黛丽和安娜不同的信仰和她们

将女儿和准儿媳妇的绝望诠释的非常精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幸存，决心要纪

对于詹姆身份抱持的不同立场，让她们两人

Helen Schlesinger 则是演绎出了被误解的

念他死去的战友们。在剧目开场时，我们可

争锋相对。而奥黛丽希望能独自占有关于儿

朋友的顺从和烦恼的双重情绪。

以瞥见设计师穿着制服坐在橡树下，艾尔加

子的所有记忆。

的音乐环绕着他。

至于汉密尔顿，她把控着整部剧的节奏，

一个希腊悲剧在原始的力量中发生了，

掌控整个舞台，她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她

但是所有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奥黛

而这个花园逐渐变成了各种各样事物的象

是怪物也是霸气的统治者。《福斯特医生》

丽·华特（维多利亚·汉密尔顿）吸引了。

征：控制混乱、养育自然、掌控生死。奥黛

中邻居的角色让她得到了更多的公众关注。

她是一个精明且成功的女商人，她买下了这

丽决心将来自其本能的控制冲动及消磨人的

不管是在《福斯特医生》，还是在《阿尔比恩》

个庄园，为的是让庄园恢复她儿时记忆中的

悲伤强加于周遭和其家人之上。

中，她都能把每一个复杂角色的最细微的差

昔日荣光。她带着自己充满愤怒的女儿、深
爱的丈夫和一个小说家朋友，以及各种各样
的行李出现了。

这是一个非常棒但是略松散的剧，即使
场景保持不变，这部剧也有自己的丰富纹理。
在《福斯特医生》中，巴特利特揭示了

乡村生活给她留下的影响仿佛一支除草

他创造家庭传奇的能力，充满了巨大的情绪

剂，从前的家臣被解雇了，她的位置被一个

和高度的感情。这些人并不是完全真实的—

波兰人迅速接替了。一个满怀梦想的当地年

作为人来说他们太过极端—但是一种力量却

轻人加布里尔（Luke Thallo 饰演）被雇佣

从剧情中迸发出来。即使剧情的基调变得黑

看话剧 SEE A PLAY

别从微小的动作中展现出来，例如肌肉收缩
的动作，或是从地面上捡树叶的动作。你会
钦佩奥黛丽，也可能会恨她，但是你一定会
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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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 What's Happened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

校 的 21 部 短 剧 参 加

直注重培养未来的戏

评比。在“鼓励原创

剧新势力，尤其致力

校园戏剧”方针的倡

于青少年戏剧文化的

导下，今年绝大部分

发展；希望通过戏剧

剧目均来自学校师生

的力量，提升学生的

的原创作品，越来越

综合素质及人文素

多的学校剧社开始发

养；让艺术走进校园，

出自己独到的声音。

繁荣学生的学习文化

他们将在上海话剧艺

生 活。 在 校 园 戏 剧

术中心的舞台上展开

日益发展的当下，自

角逐，争夺最佳男主

2013 年 开 始， 上 海

角 / 女 主 角、 最 佳 男

话剧艺术中心每年定

配 角 / 女 配 角、 最 佳

期举办 " 上海市中学

导演、最佳编剧、最

生 话 剧 节 "， 通 过 这

佳原创剧本、最佳改

个关注青少年梦想、

编剧本等个人奖项及

展示青少年风采的平

一等奖、二等奖、三

台激发上海中学生对

等奖、优秀演出奖、

戏剧的热情和认知。

最佳综合实力团队等

五届以来，上话共收

团队奖项。最终结果

到 了 来 自 上 海 市 90

在 10 月 22 日 的 闭

所学校的 103 部作品

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

参加竞演，台前幕后

晓。

参与的师生更是多达

我们都曾年少懵懂，可“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
——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

由

上千人；获得了全市

为了增强活动的专业

多所学校的积极响应

度，本届中话节特别

和热情参与，受到了

邀请了上海话剧艺术

相关媒体和全社会的

中心演员、制作人孙

广泛关注和好评。

宁芳，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演员、资深戏剧教育导师孙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何彦淇，

为进一步繁荣中学生的学习文化生活，“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钱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导演蒋可，

剧节”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 22 日在 1933 微剧场举办。本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子规血》编剧许静波

届中话节的主题为“我的世界”，希望在此次中学生话剧节的舞

这几位涵盖编、导、演三方面的资深人士担任评委，以给予每个

台上为中学生们提供一个自由发声、安全并充满想象力的戏剧世

参演节目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大人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世
上海戏剧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10 月 17 日拉开帷幕。上

界里自信表达、自由创作——我的世界我做主，我的未来我创造！

海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戴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钱跃，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主任、团委

除了话剧比赛之外，本届中话节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中还将分别带
来精彩的开幕秀和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戏剧进校园巡

书记陆莉萍出席开幕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钱跃致开幕辞，他表示：“这是一次上海市中学生期待

今年共有来自上海市新大桥中学、上海市宜川中学、上海市市西

已久的戏剧交流盛典，是属于青少年的戏剧狂欢节。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剧社，每一位同学，都在为这次戏剧的盛会积极

中学、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洋泾中学东校、上海市西南位

准备。你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看到你们用戏剧来表达自己，搭建青春的舞台，

育中学、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市广中学校、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在这个独立致力于发展中学生戏剧的平台上，愿更多的中学生能

走进属于你们的世界！”

上海市位育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中学、上海市闵行

够有机会通过戏剧的方式表达自己、展示自己；让学校领导、家

区君莲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上海外国语

长及关心他们的人了解他们的状态。未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希

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上海市格致中学、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

望更多的学校能够加入其中，通过戏剧点燃学生的创意思维，帮

中学、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复旦大学

助他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附属中学、上海中学国际部以及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的 21 所学

看话剧 SEE A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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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演出《我的世界》。

艺档室 Art Archives Room

信息指南 Information Guide

购票
信息
如何购票
1、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 在线购票：sdac.taobao.com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官方淘宝店）
◆票务咨询热线：021-64730123（周一至周五9:00-17:00）
◆团体订票热线：021-54656200（周一至周五10:00-18:00）
2、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 现场购票：虹桥路1650号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1F售票处
◆ 在线购票：打开手机淘宝APP，搜索店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在线购买
◆ 咨询热线：021-52990372
3、1933微剧场
◆ 1933老场坊售票处：溧阳路611号1号楼1楼（工作时间9:00—18:00）
◆ 东方票务售票：021-962388
◆ 淘宝购票：(1933文化左岸01) http://1933drama.taobao.com/
◆ 热线电话：4008881933
◆ 团体订票咨询：021-65147649

交通
指南
历届 ACT 海报

1933微剧场

如果您对我们的演出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
请与我们联系：
seeaplay@china-drama.com

老照片
地址 上海市安福路 288 号七楼

扫一扫
邮编 200031

艺档室｜艺档查询 田菁菁 021-64738483

传真 021-64738667 网址 www.china-drama.com

E-mail drama@china-drama.com

《话剧》编辑部｜剧本投稿、杂志广告投放 李古川 021-6473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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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微信公众平台
即可获得电子版演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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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话剧杂志
@上话演员发布 SDAC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会员俱乐部
@戏剧教育SDAC
@SDAC志愿者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创意·品质·多元
www.china-dram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