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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郑州魔术师连鑫，2002
年从警校毕业时，并没有按部就班
地穿上制服。打破他职业规划的
是，这一年世界著名魔术师大卫·科
波菲尔到中国巡演，刮起了一阵魔
术风。

当时，电视上大卫神奇的魔术
表演深深震撼着连鑫，他钻进网吧
找到一个魔术论坛，疯狂地回复帖
子赚取论坛币，以获知魔术背后的

“门子”。“门子”是魔术的行话，指的
是魔术背后的方法、机关。

连鑫学会的第一个魔术是展现
皮筋穿越的“美国枷锁”，随身揣着
两根皮筋练习，并第一次体会到“手
抽筋”的感觉。那段时间，痴迷的他
经常为练习一个魔术手法到凌晨，
以至于手臂麻木到失去知觉、手指
磨掉一层皮。

时至今日，魔术依旧是一门小
众艺术。中国古彩戏法的传承还多
是靠师傅的传帮带，而社会上的魔
术爱好者基本上是通过观摩网上的
魔术教学视频自学成才。

2009年的央视春晚，刘谦表演
的近景魔术一炮走红，几亿观众记
住了他的经典台词“下面，就是见证
奇迹的时刻”。一时间，魔术书卖到
断货，电视荧屏

上出现各种魔术节目，
掀起一场全民魔术热。

趁着这股风潮，连鑫
在学校集中的郑州市文
化路附近开了一家魔术用
品店。“魔术的价值不在道
具本身，而是背后的秘密
和方法。”连鑫需要连站五
六个小时为顾客表演魔术，
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成本
只有几块钱的魔术扑克牌卖
30元让一些顾客不理解，但
他都会解释：“魔术行内有两
条行规：一是不揭穿魔术，二
是不能无代价教魔术。每一个
魔术背后都蕴含着魔术师大量
的时间、精力。如果轻松得到
秘密会不珍惜，也是对魔术的不
尊重。”

连鑫经常在各种小型活动
中登台表演，爱上了舞台魔术
的成就感，逐渐成为职业魔
术师。在汇集了全国19个省份30
名年轻魔术师的研修班中，不少人
都有着类似的魔术从业道路轨迹。

魔术是假的 功夫是真的
核心提示丨正如美国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给魔术下的定义：让人产

生梦想的东西。提及魔术，总会给人一种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并在心头生出
一堆问题：魔术是假的吗？真的有“托儿”吗？“读心术”真的存在吗？魔术
是艺术吗？虽然这不是一篇揭秘魔术的文章，但或许能解答你的疑问。

扫二维码学习小魔术
“断指”、鼻“吸”皮筋

在央视春晚魔术最热闹的那几年，主持人董卿
一度被戴上了“托儿”的帽子。魔术中是否真的存
在“托儿”？

“听到‘托儿’这样的词，心里会有点硌硬，但
是不会真的介意。”王志伟说，关键在托儿的定
义，如果是帮助魔术师完成表演的助演，完全可
以接受，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样的托儿和道具没
什么区别，“都知道魔术是假的，但是我的表演
征服了你”。不过，从魔术专业角度来讲，比如
一个魔术师参加比赛，用扑克牌表演读心术，如
果真的是用心理魔术的技巧，猜出观众所抽的
扑克牌，是可以的。但如果请的观众是事先交
代好的，弄虚作假，这样的“托儿”是不允许
的。

伴随春晚魔术热，还出现了一阵热闹
的“揭秘风”，王志伟曾发声希望网友尊重
魔术的创作。不过，现在的他已经不担
心揭秘了，“其实时代发展到今天，单就
‘门子’而言，已经没有多少秘密，科学
原理就这么多，也就无所谓揭秘不揭
秘。魔术本身讲究的就是视觉冲击力，
不管猜得对还是不对，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魔术师在那一刻所呈现给观众
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不是到位。魔术
师的功力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不揭秘是魔术界的行规。不过王
志伟也表示，只要不影响魔术师的生
计，通过告诉人们一些小魔术的变法
来引起观众的兴趣、体会魔术的奥秘
是被允许的。如今，网络反馈已经成
为评判魔术节目是否足够震撼的一

个方面，如果在
电视上表演的魔术没有吸引
人们揭秘，客观上也说明勾起观众好奇心
的程度不足。

互联网时代，对魔术师来说，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有一些魔术师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影
响，获取更大的机会，网络直播平台上就有不
少魔术师直播魔术。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是
魔术神秘的属性受到冲击，一些常见的魔术
已经吸引不了人们的兴趣。

魔术这门古老的艺术，与生俱来的基
因里就带有“生变”与“神秘”的因子，因
而在今天更需要面向未来，在创新中

“鲜活”地向前发展。
“魔术最怕习以为常。”来自宁夏

银川的魔术师卢文建最近几年放弃
了变纸牌、变鸽子这些常见的魔术
形式，开始尝试心理魔术，并参加
过央视的《出彩中国人》。他坚
信“有术无道止于术”，将催眠
术和近景魔术结合，达到更震
撼的视觉效果，人体悬浮、玻
璃行走是他的拿手好戏。
开过魔术店的连鑫，则要
求自己的魔术道具不能
在魔术用品店里买到。
受到仙侠剧的启发，他
还将燕尾服换成了中
国风的古装，将常用
的扑克牌换成了叶
子。

歌德说过，任何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
使用表现形式，将幻觉造成较高层次的真
实。魔术更是如此。王志伟用“魔感”形
容成功魔术带给观众的心理反应，“魔术
的神奇，就是故弄玄虚地让你相信是超
能力，而不是认为是有方法”。

7月11日，在研修班采访的大河报
记者，受邀体验一个“读心术”魔术，结
果为琢磨原理当晚差点失眠。王志伟
让记者从一副牌中任抽一张，独自看
完后藏起来，然后将话筒搁置在额头
上，依次与30名学员对视，同时用手
指不停敲击话筒，对视结束后，学员
们竟集体喊出了记者藏起的牌面数
字。“不可能！”面对这不可思议的一
幕，记者脱口而出。难道是内心所
思和肢体动作有一定关系？对这
个猜测，魔术师们坚守着不揭秘的
行规，不置可否。

王志伟用一句话开导记者：
“魔术是最科学的，看似不可思议
的神奇表象背后，都是数学、物
理、化学、心理等科学原理。”

为此，王志伟又
准备了5对数字相同的扑克牌，分成
两组将牌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拿出四张
牌作为筹码让观众在两摞牌任意分配，之
后按筹码牌的张数分别对两摞牌进行轮
换。比如某一摞牌前的筹码牌是两张，就
将这摞牌上面的两张纸牌放到最下边。轮
换后去掉一枚筹码，对剩余三张筹码牌重
新分配，以此类推直到筹码用尽，桌上两摞
纸牌依次翻开，将会惊奇地发现是两两配
对的（读者可以按照此方法尝试）。他解释
说：“其实背后的规律是数学中的余数定
理。纸牌就是数字、序列，很多纸牌魔术的
手法，只是为了达成一种序列呈现出最后
效果。”

尽管都遵循一定的原理，但别忘了魔
术界还有一句流行语：“魔术是假的，功夫是
真的。”即使原理、门子都知道，但是魔术呈
现的效果却能分成三六九等，大师表演出来
的还是不一样。上述简单的余数定理纸牌
魔术，如果融入娴熟的洗牌手法
和创新形

式，将会呈现出更
多精彩复杂的魔术形式。

大河报记者连续多天参与了研修班的
课堂活动，发现魔术师们几乎都是橡皮球、
硬币、扑克牌不离手，橡皮球、硬币可以在
指尖自由滑动，纸牌似乎也附有魔力听从
指挥。

“把原理吃透，可以推导出很多创新的
魔术形式。”王志伟说，纸牌有观众会认为
是做了手脚，那就将纸牌换成明信片甚至
直接用真人表演。他见过有魔术师用同样
的原理，让观众走进明信片店里，随意选择
几张明信片当作道具，效果更加震撼。

上世纪80年代，王志伟在美国留学，和
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结识。1983年，大卫
当着众多现场观众及5000万电视观众，让
纽约自由女神像消失得无影无
踪，被称作

是“伟大
的错觉”。王志伟透露，
大卫的每一个大型幻术都是一项严谨的
科学工程。这个自由女神像消失魔术，仅
准备工作就持续了三年。傅琰东的央视
春晚魔术《年年有“鱼”》，从2009年开
始准备，花了两年才在春晚正式表
演。除了创意消耗脑力，魔术道具的
制作也同样需要不断调整。傅琰东
曾表演过一个穿越鱼缸魔术，光鱼
缸就做了五六个，只要发现问题
就废掉，每个鱼缸制作要数万
元。

天津杂技团魔术演员徐子正出生
于哈尔滨的杂技世家，母亲王丽彦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赵
世奎戏法”的第四代传人，也是中国杂
技金菊奖第二届全国魔术比赛金奖的
获得者。王丽彦擅长古彩戏法，她的

“仙人摘豆”变幻莫测，令人叹为观止。
徐子正从小耳濡目染，三连环、剪

手绢等传统节目看得多了，便悄悄学
到了手。八九岁时，一次随母亲慰问
演出，在他心里种下要当魔术师的种
子，“我忘不了观众看母亲表演魔术时
那惊奇的眼神。我也想有一天，有人
用这种眼神看我”。

待到真正入行后，徐子正并没有
沿袭母亲的舞台风格，而是有意地跳
出，加入有时代感的新东西。这是因
为80后的他亲历了古彩戏法和现代魔
术的碰撞。2005年，魔术师汉斯·克洛
克到哈尔滨表演，在现场观看的徐子
正被深深触动，“我从没见过那样的舞
美和音乐，魔术表演的节奏和背景乐、
灯光高度契合，浑然一体，极富感染
力”。从那以后，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思
考魔术该怎么演，道具该怎样用。

“比如我也会表演古彩戏法里的罗
圈献彩，但方式已经不一样了。”他在表
演中融入了舞蹈元素，动作相比古法也
更为直接，“哪怕最初排的效果并不尽

如人意，也要努力做到与众不同”。
古彩戏法如何创新，是摆在很多魔

术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担任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河南省魔术高级表演人才研
修班”班主任的王志伟，有学员在课余时
间向他请教“仙人摘豆”如何出新。他的建
议是，跳出原来的表演套路，并提议在古彩
戏法前加个“新”字。“老祖宗这套东西几乎
可以说到极致了，这个碗就得这么扣着，动
作就得这么做，没有缺陷，如果改动，改哪儿
都不对，那唯一的方式就得是跳出来。艺术
都有时代性，你所改良的新东西并不是对老
祖宗的背叛。”

王志伟表示，古彩戏法里饱含先人的智
慧，需要年轻魔术师“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地去吸收。他拿魔术上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手法

“错引”举例。“古彩戏法是一代代地往下传，每
一步都经过千锤百炼的实践，但是背后道理是什
么，很少人讲得了。但从理论上，每一步为什么
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全都是有‘错引’
的依据的。你要是理解了这个‘核’，形式就可以
发挥创造力去变化。”

2011年央视春晚，傅琰东表演的魔术《年年有
“鱼”》的创意，就源自于民间幻术里的“鱼分红黑”
“鱼跃刀门”。和傅琰东同一个工作室的王志伟说：
“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傅氏幻术第四代传人，肩负着
传承创新的责任。我们将很多古彩戏法，按照现代方
法改良了，但它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的方式。”

“大卫风”“刘谦热”
掀起全民魔术热

古彩戏法与现代魔术碰出新火花

“超能力”的魔术背后
是科学原理

魔术最怕习以为常
互联网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

让传统魔术焕发新的生命力

近些年，尽管中国魔术呈现
出良好发展势头，但高级魔术人才
缺乏，引起了业内人的思考。作为
杂技魔术大省的河南，素有魔术之乡
的美誉，更是主动担负起推动新时期
魔术发展的使命，向国家艺术基金申请

了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河南省魔术
高级表演人才研修班”。

河南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锦利在项目陈述中，梳理了我国魔术
艺术发展的现状：魔术从业人员大都处
于行走江湖、父子相传的初级阶段，缺少
系统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方面的专业培
训；没有专门的魔术院校，国内的艺术院
校课程及各类艺术培训，缺失魔术表演
课题；魔术从业人员众多，但缺少领军人
物，缺少在国际上有强大号召力的魔术

“明星”；魔术道具的革命与创新，魔术手
法的继承与创新，大型舞台魔术剧的打
造都有待探索和推动，比如中国的魔术
道具，许多还停留在纸牌、鸽鸟、鲜花、彩
带等阶段，缺乏创新。

在河南，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
“中国魔术之乡”的河南宝丰县，拥有魔
术、歌舞、杂技等民间魔术演出团体
1400多家，从业人员近6万人，团体数和
从业人员均占全国“半壁江山”，其足迹
遍布大江南北，但也同样缺少魔术领军
人物和拳头魔术节目。

现代魔术的表现是由多种艺术元素
组合而成的，其视听效果也不再是单一
的，而是呈现不同形态的技术融合趋

势。为适应现代魔术艺术的发展特
征，研修班邀请了

魔术、艺术理论、音乐、舞美、灯光、编导
等方面的专家作为主讲和授课老师，以
提高学员综合艺术素养。也许在不远的
将来，观众能看到更多富有时代感和创
造力的魔术节目。

“希望借助研修班在河南的举办，通
过和一流魔术行业人才的交流，促进本
土魔术事业发展，培育魔术中坚人才，让
传统魔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河南省文联
副主席张剑锋说，研修班把魔术的种子
播撒到各省，然后再辐射扩散，学员们将
所学分享给更多人，这样形成一张网，促
进全国魔术的整体发展。

自2014年9月起，上海戏剧学院开
设了魔术艺术课，由王志伟担任主讲老
师，这在中国高等学府开了先河。王志
伟认为中国魔术的发展，一定要借助于
现代的科技手段，并探索跨界的文化艺
术合作。譬如，魔术可以和戏剧、音乐
剧、话剧、歌舞剧融合，将戏剧结构、现代
多媒体技术与中国美学完美融合。

眼下，王志伟正在构思结业演出的
形式，他希望打破常见的一个个单独的
魔术形式，而是从情节上串联起来，形成
一台有戏剧观赏性的魔术晚会。

□策划 文体新闻部
执行 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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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刊部分内容将由《河南手机报·文化生活周刊》同步发送

古彩戏法（清代通草水彩画）资料图片

刘谦在央视春晚上的表演掀起魔术热
东方IC供图

卢文建参加《出彩中国人》表演读心术 受访者供图

徐子正在表演古彩戏法“罗圈献彩”

连鑫在表演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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