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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一段时间以来，发端于国外的“浸没式戏剧”搅动起
一股国内戏剧争相仿效的“新潮”，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新
的戏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国内戏剧创作的方向。
但是，部分创作者面对“浸没式戏剧”的概念不加消化便
囫囵吞枣式地推出了一批仿制品，以至这种改变“演员在
台上演，观众在台下看”传统模式的戏剧形态在国内火了
一阵之后，便显露出“流于形式”的短板。并且这些创作者
对“浸没式戏剧”的机械复制还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的戏
剧舞台偏离了“创新”与“创造”的重心，形成新的藩篱。如
何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质的创新性戏剧，成为
创作者们亟待回应的现实难题。

日前，由王潮歌担纲总构想、总导演、总编剧，四川省
乐山市委市政府、峨眉山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与王潮歌艺术团队打造的戏剧《只有峨眉山》亮相峨眉
山。这座由“云之上”情境体验剧场、“云之中”园林剧场、

“云之下”实景村落剧场共同组成的“戏剧幻城”，不仅延展
了表演舞台，以极致的视听手段实现观众的“身体沉浸”，
还站在观众的角度进行内容呈现，用共情和感召实现“精

神浸没”，可以说是对“浸没式戏剧”发起的一次全新挑战。
目前国内大部分“浸没式戏剧”只重视观众的视听感

受，在价值传达层面乏善可陈，更有不少空洞臃肿、言之
无物的戏剧抱着收割市场红利的心态频频开演，《只有峨
眉山》将“戏剧幻城”建在峨眉山脚，一头扎进峨眉山千年
的人文历史之中，整台戏剧无处不释放着浓郁的地域特
色和寓于其中的东方审美观。

“城”，是王潮歌赋予该剧的新奇空间组合形式。这座
“城”是占地面积达117亩的大型剧场群，有着三大剧场、
50万片瓦片、395个房间、4355件老物件。其中，“云之上”
剧场通过勾勒出不同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展示人与信仰相
互贯通的“天上心法”；“云之中”剧场用搅乱时空边界、打
破神话与现实壁垒的方式呈现恍如隔世的“时光行走”；“云
之下”剧场以生活化的场景和故事向观众呈现出一座用来
修行的“人间道场”。在这座“城”中，舞台没有边界，演员身
份模糊，因为处处都是舞台，观众也成为表演者。通过这种
空间布局，“戏剧”本身的具象存在最大程度地淡化，它把
自己妆点成观众生活的一部分，缝合进观众的世界中，悄

无声息而来却又紧紧揪着所有人的注意力不放。
“幻”，则点透了这台戏剧的与众不同之处。三大剧场

组成了“天上人间”，也昭示着过去、当下和未来，当观众
置身其中，就会发现这台戏剧满载着的丰富灵魂：峨眉山
下的人们面对改革开放大潮向城市走去，又满怀着乡愁
回到这片土地；山上的背夫对他的下一代说，“其实我们
人人都是背夫，只是背的东西不太一样”；金顶上的老者
一语道破人生的真谛，“为自己活，就只能活一个角落，为
别人活，才能活出整个世界”……《只有峨眉山》用贴近
生活的剧目，呈现出一场场人生的“浮世绘”。

《只有峨眉山》的“城”之“空间”观照的是人的身体体
验，而“幻”之“感受”所指涉的则是人的精神宇宙。“身体”
与“精神”的结合，成就了“沉浸”的核心要义。更珍贵的
是，王潮歌进一步将解读戏剧的话语权完全让渡给了观
众，他们沉浸于时空、人物、故事的多重转变，将精神世界
完完全全地浸没到戏剧里，需要通过自主的思考去遍历
这台戏剧的每一个角落，发掘镶嵌其中的“宝石”，当他们
用这些“宝石”折射自身，就能够在这座“戏剧幻城”中和
自己的内心打一个照面。哪怕是短暂一瞬的触动，也足以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青推荐戏剧《只有峨眉山》

推翻“浸没式戏剧”的藩篱
■周飞亚

技术、技巧可以带我走到二十六七岁，
如果再往后走、往高走，一定要储备审美
的力量。

程 辉：约定了这次访谈后，就有两个影像一直在
我脑子里晃。一个是当年学院里穿着特别肥大的军装，
跟在队伍最后面的那个小孩；还有一个是《大饭店》里踏
着水花走向观众的健美小伙。

黎 星：好像说起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那会儿的
人,不管是中专、本科的同学，还是学校的老师，都对我
小时候印象挺深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样子。我自己
没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年龄小，是所有的同学里个头
最矮的一个小孩，尤其还是一个学舞蹈的孩子。

程 辉：你当初的条件不是特别优越，但后来又取
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努力，还是有特
别好的机会或其他什么原因？

黎 星：大学一年级，就是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
首尔国际舞蹈比赛。当时包括系主任也不知道这个小孩
行不行，结果直接从国际比赛拿了个金奖回来。从那时

候大家慢慢开始关注我。参
加这个比赛比较幸运，建立
了我的自信心。对于那时的
我来说，自信心建立了，练
功什么的都会特别有劲。

从事舞蹈这个行业，所
有人都知道，一定都得努
力。春夏秋冬得都扎在教室
和练功房。对于演员而言，
必须要面对这一切。在我看
来，如何努力没什么值得说
的，因为这是必须要做的
事。但是真要把舞蹈跳好，

“有感觉”是各种因素里面
最重要的。“有感觉”才能“有
想法”，也会让你在跳舞的时
候，慢慢形成自己的审美，这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孩
子跳得有点意思。比如，上学
那时候看了很多的舞蹈资
料，如果发现喜欢的，在跳的
时候我就会刻意往那个方
向去做，这也是建立审美的
过程。舞蹈演员想要长期发
展，一定要储备技术、技巧的
力量。然而，技术、技巧可以
带我走到二十六七岁，如果

再往后走、往高走，一定要储备有
审美的力量。

程 辉：是的，有好的艺术感
觉要难于或者说远胜于纯技术技
巧的培养。在我接触到的演员当
中，很多舞蹈演员一开始谈到的，
都是当年多么辛苦。你抓住了“感
觉”这个词，确实特别，也符合现
在我对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会
让你走得更高更远。

黎 星：《沙湾往事》是我真
正离开院团走到社会上做的第一
部舞剧，当时主创老师找我聊了
以后，我就感觉他们是做事的人，
他们的感觉、审美和我有共鸣，我
一定要去。我就对自己说了一句
话：“从今天开始，我要跳有品质
的东西”。当时选择这条路真是对
的，从那以后也更加坚定自己的
选择了。

当演员走到一定阶段，想做得更好，就得具备挑选
的能力。现在很多剧找到我，有一半以上我都会说不做，
只有少数我会因为喜欢而选择去做。因为做好了，你就
有这个主动权了，但这个主动权绝对来源于你所树立的
品质。并不是说我有多“牛”，而是说从一开始就对自己
想要的以及能呈现出来的状态有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从
小时候的感觉来的，审美能力直接会形成我自己的艺术
质感和品质。选择成为怎样的演员，会导致要做怎样的
事，要跳怎样的作品。“选择”和“审美”，这两个词是我觉
得最不可缺少的，走到哪儿都将会伴随着。

对生活有积累有感悟，每一个动作里的
台词感很强，这样的舞剧是饱满真实的。

程 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你选择让生命在
剧场里去有意义地释放，让大家看到它独特的光。做到这
一切，让自己始终有“感觉”、坚守艺术审美最重要。你觉得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当代舞者，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

黎 星：慢慢地好演员们就不见了，这是我在这行
看到的最大现状。我在想，已经把自己练就成了拥有钢
筋铁骨身体的舞者，为什么会跳着跳着就跳没了？我就跟
自己说，千万不能跳到20多岁还没迎来成熟期，就跳没
了。面对这个问题，我会慢慢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这是
一个坚持和树立自己艺术品质的过程。看上去的幸运，
不是随便就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会和坚持有很大的关
系。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决定你要走的高度。这个文化
不只是说要看多少书、学多少知识，还要不断地去阅历
和体验。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对作为表演和
创作者的我，都是很重要的。在创作的时候，心里能有
可支撑的空间，塑造人物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借鉴
依据。比如，舞剧表演的时候，我会想这个动作的内心
台词是什么？在对跳的时候，彼此动作的心理台词是什
么？这个方法看着很笨，其实很管用，会让我的动作极
有力量。

我在深圳新排了一部当代舞剧《追梦人》，表现从上
世纪90年代到今天30年的跨度里小人物的情感变迁。
我想让观众看到这些人骨子里的力量，人性本真存在的
一种气质。这群人或许是不成功的，但依旧选择在最艰
难的一场风暴过来时，那种迎着风浪前行的坚持感。即
使是面对命运的不公，他们依旧相信未来，保持顽强的
生命力状态。排练的时候我跟演员们说：“你告诉自己，
100米以外最高的楼、那一层楼里亮的灯，我要带着我的
老婆住进那个楼里面，那栋楼就是我的梦想。”我说你带
着这句话去指向那里，你指的时候那种力量和你心里面
的那个状态，与没有这句话是不一样的。对生活有积累
有感悟，每一个动作里的台词感很强，这样的舞剧是饱
满真实的。

《沙湾往事》我演了100多场了，里面有场被指婚的
妻子死掉时的悲情戏。戏中的我并不喜欢这个妻子，但

“她”为了“我”的乐谱，牺牲掉生命。这是全剧一个煽情
点，必须要把它及时准确地推到观众面前。演到第50场
以后，因为太熟悉那个音乐点，总在规定的行动里，慢慢
有时就做不到每次都用最本真的感动表达给观众，就必
须要储备各种能量。我每天就必须调用、储备各种生活
中和它近似的真实情感上的能量，再到表演中去释放。
每次借鉴不同的情感去演，倒觉得又有了一种新的体
验，在表演时反而更加鲜活。

程 辉：你强调的文化是阅读。这个阅读不仅仅是
读书，更是阅读人生，阅读社会。这种阅读带给你舞台上
的支撑。所以你常说你走到哪儿都去看画展，去博物馆
和美术馆，也是因为你觉得绘画、雕塑和那些历史的沉
淀对舞蹈演员特别重要吗？

黎 星：太重要了，舞台上的装置概念，其实就是美
术或雕塑。这里的色彩和结构感，对于编导有直接的关
系，来自于平时美术上的积累。要不停地去观赏、积累，
然后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和方向。美术馆、博物馆是
我出国超级爱去的一个地方，能带来很多直接的灵感。

有时候面对一幅画，面对那些遗存，脑子里就能产生一
个小的作品，真是这样的，很神奇。

创作舞剧《大饭店》，我自己最开心的是
找到了这种空间的戏剧语言。

程 辉：现代舞圈中常说“人的肢体不撒谎”，似乎
是指舞蹈尤其是现代舞的表达，就当是肢体最直接的、
本源的激情表达，不希望被更多的非肢体元素引导、覆
盖或支配。这和你的观点有没有冲突？

黎 星：现代舞的观念中，先行的一定是肢体，最直
观的肢体表达和变化。对于我来说，肢体如果没有加入
任何其他的元素，它的疲劳感会来得比较快。身体不撒
谎这件事情，我百分之百的同意。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在
做肢体的时候可以达到那种纯粹感？太难了。我认为，一
开始很多舞蹈者不可能直接建立起“我可以完全用肢体
去表达”这样的方式，而且这也很难更成熟、更充分地去
表达生命的某种东西，我喜欢纯粹的肢体表达，但我又
觉得不能不顾及观众，自己跳一个半小时，这样的后坐
力不够，无法建构起剧场的美学。

程 辉：也就是说这种身体不撒谎，必须建立在有
感触的基础上。是一种潜入深层后的有感而发，并不是
说不需要阅读，不需要理念，不需要思想。有些人把“身
体不撒谎”作为理由，作为遮羞布，来搪塞对作品徒有形
式、表达乏味的质疑，是值得警醒的。

黎 星：当自己对身体有一个很强烈的认识，对于
生活和周遭的经历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后，举手投足的
力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做《大饭店》的原因。我对于
创作肯定是有想法的，自己有想去编的欲望。演员是个
被动的职业，编导要的，我一定会最好地完成。因为这是
一个职业的、成熟的演员该做的事情。但如果自己成为
导演的时候，你就能把你最想表达的东西放上去。在做
演员和编导的事情上，我把它们划分得很清楚。

程 辉：心里还是有一种想表达自我的东西。这种
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自己有想过吗？

黎 星：说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开始并不是特别
明确。其实《大饭店》的立意，最早是想找几个演员来做
一个群戏。我觉得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很强烈，我又是
从小离开家的孩子。在艺术和北京这种双重环境中拼，
我想要有一个家的状态。家就像加油站一样，有一种补
给的功能。开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快想有个固定
住所，而且要舒服。后来我想，其实这种感觉就是我即便
跑出去半年，但回来哪怕只有两天，总会觉得北京这边
就有个家，这个概念挺重要。我经常出差，有时又感觉酒
店就是移动的家，家似乎也不一定是固定的住所。所以
有了《大饭店》这样一个固定的空间，让所有人到这个空
间里面来。酒店的每一间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和在大

堂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对真实的人与生活感兴趣
时，你会发现每个人在公众环境和私人环境里面，是不
同的两个人。大饭店门里门外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和交流，我觉得有舞蹈的空间去做。

《大饭店》在写了十几稿后重新整理的时候，我对于
前面十几稿里面的六七个人始终放不下。我就把这几个
人提出来，发现每个人通过一两个行为，都能有自己很
完整的、独立的状态。本身有自己完整的心路，但是又可
以进入到其他人的故事和心里面。找到人物以后会发
现，真实饱满带来的力量感是不同的，最后就出来了《大
饭店》。

程 辉：这次创作你最大的收获源自观察人，因观
察而看到生活中很有趣的东西。写人，让你抓住了最本
源的东西，而不是讲故事。当时看《大饭店》首演，特别意
外你第一部作品就表达出如此鲜明、与众不同的感觉。
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年轻舞蹈家对舞剧的个性诠
释。但还有点不满足，作为导演处女作，你是不是想要表
达的东西太多了？

黎 星：确定人物以后，我更关注的就是舞台空间，
也是我在创作里面最费心思的。《大饭店》的空间舞美装

置极其简单，但是它的空间产生了戏剧语
言。舞台装置不仅仅是环境和背景，也不光
是一般的参与剧情表达，它更多的是把一些
人的关系、人的心境，通过人和装置之间的
这种关系互动，产生出一种新的表达、新的
感觉。创作舞剧《大饭店》，我自己最开心的
是找到了这种空间的戏剧语言。不仅是针对
这个具体的作品，空间运用可能以后会成为
我作品的一个风格。戏剧空间能让我兴奋，
我之后要做的创作基本按照这个模式去探
索和积累。

作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不满足的
是这部剧本身的文学力量感不够。可能恰恰
因为文学力量不够，让我必须用一些形式去
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您觉得我想表达的东
西太多，可能是我的一种不知足。当我感觉
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想用另外的东西不断
去丰满，不知不觉中就溢出来了。还是经验
和底蕴不够，文学的基础不够扎实。

既然要做，我希望做一部掷地
有声的，而不是小打小闹的作品。

程 辉：你能不能举出几个人物，无论他们在哪个
领域，就是你特别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比如你跟随学习
过的皮娜·鲍什，作为你自己奋斗的目标。

黎 星：我喜欢的艺术家，一个是梵高。我觉得他极
度自由，这让我很向往。另外一个是做烟花视觉艺术的
蔡国强，他和梵高都是用色彩去表达自己的艺术家，又
可以极其克制。他们是我想成为的样子。至于皮娜，她做
成自己的一个体系了，她觉得“我悲伤，所以我跳舞”。曾
经有一度我对于这句话特别有共鸣。后来我觉得表达可
以是孤独的，可以是安静的，但不一定要那么苦。至少是
现阶段，希望在我的作品里看到生命力和阳光。

程 辉：在舞台表达上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在生
活中希望的。越是现实里得不到的，就越想在舞台上表
达。下一步你的重点将转到以创作为主，还是继续保持
现在这种创作和表演共存的状态吗？有没有想过尝试一
些更突破性的创作？

黎 星：我想共存，但是其实很难。对目前的我来
说，很难完全不用管别的事，纯粹去跳。到底做编导还是
做演员，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这部作品好，
需要我跳我就跳，不需要我跳，就可以去编。能呈现一部
好作品，就是我的初衷。而且当下要我抛下演员的身份，
我觉得还没那么容易。毕竟我还是很喜欢跳舞。既然要
做，我希望做一部掷地有声的，而不是小打小闹的作品，
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第一次做作品就在国家大剧院的
戏剧场来做。

程 辉：我听到有些朋友说，你也很会做商业。
黎 星：可能是因为《大饭店》节目册后面有十多个

赞助品牌吧？他们从不同的渠道给了我一些支持。不管
多少，我都感谢，因为这样我才能持续去做舞台艺术。除
了作品本身的力量以外，我还想让别人知道，其实舞蹈
艺术也是有市场的。

程 辉：在现当代舞创作中，我们在国外的声音还
不够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就是让自己能够走
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

黎 星：您刚刚问我是想继续当演员还是编导时，我
突然在想如果现在有其他各个国家的舞团邀请我，让我
做编舞家去给他们团做作品，然后慢慢地被世界看见，然
后通过被不停地邀请，就能成为一个国际的那种编舞家，
这让我兴奋。我的兴奋点是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程 辉：你是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你并不把梦
想构建在一个遥远的或者说过于空泛的目标上，你喜欢

“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将来是个什么样并不好说，
但力量是一点点产生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黎 星：对！中国有太多和我同龄的舞者，他们很辛
苦，但是他们又极其热爱舞蹈，哪怕日子艰难。我就想在我
有能力的时候，汇集社会的、更多的专业能量辐射到他们，
哪怕从一点开始先试一下，事情总得有人做，而且得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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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程 辉（戏剧评论家）

黎 星（青年舞蹈家）

《沙湾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