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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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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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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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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名称

麦克疯不疯

亲切的凶手

非遗有范儿

派先生的咖啡馆

我心爱的

南华经

相声专场

最佳配角

鸡毛人生

趣谈国剧

二七风暴

青蛙王子

爱丽丝泡泡

王国历险记

小羊肖恩

剧目类型

话剧

话剧

曲艺

话剧

话剧

豫剧

相声

脱口秀剧

脱口秀剧

默剧+脱口秀

话剧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剧

演出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小皇后大剧院

小皇后大剧院

大卫城小剧场

喜乐铺子

大卫城小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小皇后大剧院

大卫城小剧场

喜乐铺子

小皇后大剧院

小皇后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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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剧目名称

熊孩子

山

飞

睡美人

小红帽

丑小鸭

白雪公主

锄禾日当午

勇敢的可可西

睡美人

花仙子的传说

丑小鸭

童话森林

奇遇记

剧目类型

儿童剧

儿童话剧

儿童话剧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杂技剧

百老汇儿童剧

3D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剧

儿童动漫剧

小皇后大剧院

大卫城小剧场

小皇后大剧院

禧仔亲子剧场

禧仔亲子剧场

禧仔亲子剧场

禧仔亲子剧场

禧仔亲子剧场

大卫城小剧场

小皇后大剧院

喜乐铺子

小皇后大剧院

小皇后大剧院

喜乐铺子

大卫城小剧场

喜乐铺子

喜乐铺子

大卫城小剧场

演出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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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剧场：
演绎“郑中心”的“文艺范儿”

郑州之秋，沃野绘丹青；黄河之

滨，文化吐芬芳。

每逢假日，抑或华灯初上，镶嵌在

省会郑州的一个个文化小剧场便热闹

起来。走进“非遗有范儿”曲艺小剧场

赏原汁原味的“非遗说唱”，或是到唐

人街喷空剧场，看一出咱河南人的“喷

空”喜剧；去大卫城剧场陪孩子看部精

彩的儿童话剧，或者在喜乐铺子的相

声专场中笑看人生……悄然兴起的小

剧场，不仅为市民带来酣畅淋漓的文

化体验，更成为郑州全域旅游和夜经

济的热点，提升城市气质、点亮文化夜空。

“郑州城市中要大力发展小剧

场！”10月 1日，郑州市文化旅游惠民

消费第四季暨郑州市首届“黄河杯”小

剧场艺术节将拉开帷幕。届时，历时

一个月的文化惠民活动，将有一大拨

儿戏曲、话剧、相声、脱口秀、儿童剧等

好节目轮番上演，一道道文化盛宴点

缀市民的缤纷假日。小剧场以其独特

的文化品位，正在赋予“郑中心”浓浓

的“文艺范儿”。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

求。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知

名的经济专家和文化学者郑泰森表

示，郑州发展小剧场是立足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拉动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品

位、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举

措。首届“黄河杯”小剧场艺术节的举

办，将有助于塑造中原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的省会形象，进一步彰显

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

文明之源”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

的独特魅力。

9月 18日，作为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献礼
之作，郑州本土创作的脱口秀剧《最佳配角》爆笑上演，独
特新颖的故事情节、诙谐幽默的舞台语言、深厚传统的本
土文化，再次倾倒了观众……近年来，具有本土文化特色
的省会小剧场紧紧追赶着流行文化的脚步，表达着都市
的文化时尚。

小剧场，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传统大剧场而言的，其特
点是表演空间小，一般设置几十至三五百个座席，演员与
观众接近，实验先锋性较强。作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
大众文化需求的文艺现象，小剧场已成为大剧场的互补
演出形式。

作为郑州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脱口秀剧《最佳配
角》的导演、主演，蔡志鑫认为，小剧场多藏于街头巷尾，
上演的话剧生活气息浓郁、大众化气质鲜明，能让观众在
快乐放松的同时得到艺术享受和思想共鸣。更为难得的
是，剧场观众与演员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举手投足间都是
面对面、心与心的互动交流。“这或许就是小剧场艺术的
魅力所在吧。”蔡志鑫说。

据悉，小剧场戏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欧洲。
1982年，导演林兆华首次将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搬上了
首都的戏剧舞台，成为中国小剧场话剧活动的开端。进入
上世纪90年代，“小剧场”戏剧席卷话剧界，在京、沪地区的
演出如火如荼。尤其是1995年北京人艺小剧场建成后，
一批“小剧场”艺术工作者脱颖而出，城市小剧场以其环境
独特性、行业先锋性和文艺独创性，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
和喜爱，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独树一帜的文艺现象。

伴随着中国演出市场的逐渐活跃，“到小剧场去”也成
为年轻人的文化生活新时尚。近年来，北京的“开心麻花”

“德云社”“戏逍堂”等成为首都文化的新名片；杭州木马剧
场、武林路小剧场是话剧迷们心中的“文艺地标”；成都8空
间剧场、彩色熊猫剧场成为时尚的现场艺术体验空间；长沙
的笑工厂讲的是方言相声，坡子街里的长沙民俗最接地气。

郑州的小剧场也将迎来春天。在一些新兴的商业综
合体、居民集聚区、书店、文化产业园区，各具特色的小剧
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郑东保利小剧场、金水区禧
仔亲子剧场、管城回族区河南文化大厦小皇后大剧院、二
七区大卫城剧场等相映成趣，《非遗有范儿》《喷空》《童话
森林奇遇》《麦克疯不疯》《最佳配角》《二七风暴》等一大
批戏剧、相声、脱口秀、儿童剧好戏连台。而这些小剧场
的从业者，不乏有着中戏、上戏等专业戏剧院校背景的年
轻导演、编剧、演员，他们创作的风格多样的小剧目，为郑
州本土文化市场注入生机和活力。

如今，在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进程中，文化越来越成为郑州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百花齐放、群芳竞艳的都市小剧场，与郑州大剧院、河南
艺术中心、郑州歌舞剧院、郑州艺术宫等大型剧场相得益
彰，共同装扮着更加出彩的魅力郑州。

郑州城市文化的新窗口——
从折射城市文化到塑造城市灵魂

“河南人最爱说‘得劲’，你心里要是不得劲，
来河南看看豫剧、听听‘喷空’，保管得劲……”
本周末，唐人街的喷空剧场座无虚席，汲取了
相声的包袱、评书悬念、脱口秀节奏的本土方
言“喷空”艺术，让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9 月 26 日，走进小皇后大剧院，儿童剧
《爱丽丝泡泡王国历险记》正在上映，沉浸其
中的孩子们在真人玩偶“爱丽丝”的引领下，
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探险之旅。

9月 24日，在郑州市金水区宏光百花里
商业综合体，喜乐铺子相声专场正被许多 90
后、00后的年轻人追捧。

一个个小剧场、一场场好剧目，不仅能伴
随着一座城市成长，还能见证城市的风雨与
故事。通过小剧场话剧的艺术形式，观众可
以触摸这座城市的艺术与文化，探寻城市真
正的灵魂，并与城市产生共鸣。

目前，郑州市首届“黄河杯”小剧场艺术
节开幕在即。我们仿佛看到，作为城市文化
的窗口，小剧场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郑中
心”“诗和远方”的向往。

小剧场，大舞台，演绎百姓多彩生活——
走进小剧场，我们不难发现，一幕幕妙趣

横生的话剧，一个个叫人笑抽筋的脱口秀剧，
演的都是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让人笑中带泪、
感受着城市发展的脉搏。河南九鼎德盛旅游
规划院院长张保盈表示，随着市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日趋多
元。百姓日常生活被搬上小剧场的演艺舞
台，一进入剧场，大家就能感受到跟城市息息
相关的气息，从而增强了获得感、满足感、幸
福感。

小剧场，大气场，折射城市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座城市的

独特气质和超级 IP。而在“郑中心”，蓬勃发
展的小剧场则代表着新一线城市的“文艺范
儿”。前不久，《在郑州遇见百花》宣传片刷爆
网络，连通南北东西的立体交通网，商贾繁华
的郑东新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精神饱满
的出彩河南人，无不展现着中原厚积薄发的
加速度。新时代的郑州需要更多的表达，郑
州市首届“黄河杯”小剧场艺术节的举办及一
批有筋骨、有内涵的都市剧缤纷绽放，不啻打
开了一扇感知郑州的窗户。

小剧场，大市场，拉动文化旅游消费——
夜幕降临，小剧场门前熙熙攘攘的人流

明示着城市文化市场的红火。喜乐铺子的
“粉丝们”看完相声，也不忘在沿街的店铺吃
个烤串、买个饰品再回家。“喷空”小剧场刷屏
了朋友圈，人们争相“打卡”的建业大食堂除
了“文艺范儿”，更少不了“烟火气儿”，各家小
吃店面生意红火，戏曲大舞台下的餐桌又在等
着翻台……新兴的小剧场不仅是对文旅传统
业态的补充，而且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
时，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旅游市场的繁荣。

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各式各样的都市
小剧场，将成为别具特色的文艺打卡地，融入
市民生活，为城市增添魅力。

传承黄河文化的新 IP——
从触摸古都文脉到品味时尚气息

现代文化生活的新时尚——
从小众体验到贴近百姓生活

推进小剧场发展和建设，郑州已经是快马
加鞭。

从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今年
内，郑州将依托现有资源条件，力争打造 10家
各具特色、功能完备的精品小剧场，欢迎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小剧场的建设和发展。

朝气满满的郑州小剧场市场，目前仍处于
起步阶段。按照“郑州城市中要大力发展小剧
场”的总体要求，依托厚重的黄帝文化、黄河文
化、商都文化，郑州市计划整合豫剧、武术、禅
宗等独特文化资源优势，融合现代艺术的文化
特色，打造史诗级非遗类精品表演内容，拟建
设和发展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丰富市民群
众文化生活需要、培养积极健康文化习惯、促
进文化消费”为核心竞争力的“品质、开放、创
新”精品小剧场。

当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本土小剧场该如
何加快推进，中原文化的 IP如何擦得更亮，是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黄河文化中汲取奔腾力量。中国曲艺
最高奖“牡丹奖”得主、喷空创始人陈红旭说，

“放眼中原大地，每一处精彩都浸润着黄河文
化的滋养。我们坚持于黄河文化中萃取精华，
用河南方言讲好新时代的‘郑州黄河故事’，把

‘喷空’小剧场打造成中原文化新名片。”异彩
魔方戏剧产创工坊创始人王艺瑾也表示，“是
黄河给了我创作的源泉。从 2012年开始，我
们团队创作出《我心爱的》《π先生的咖啡馆》
等一大批积极向上的优秀剧目，讲述着黄河岸边
动人的故事，也培养出一大批小剧场爱好者。”

在传承创新中厚植群众土壤。小剧场在
省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批好演员、好编剧、
好观众、好剧场。郑州市首届“黄河杯”小剧场
艺术节将是全民共享的盛宴，正如一座城市文
化温度的集中释放，百姓大众将成为文化的主
角。比如，话剧《二七风暴》的创作者们演生
活、演时代、演老百姓的酸甜苦辣，打造出反映
城市变迁的好剧。“非遗有范儿”深耕传统文
化，以更加时尚新颖的形式呈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郑大文创文化艺术研究院旗下的“名堂剧
社”立志打造本土剧场文化，《麦克疯不

疯》《亲切的凶手》等一系列原创话剧在全国范围
内累计演出上百场，粉丝积累超过5万人。

于激流奋进中唱响时代颂歌。文艺要描
绘时代的精神图谱，小剧场更要以优秀的作品
反映时代巨变。下个月，二七区倾力打造的

“郑好看”剧场将掀开面纱，一系列的“综艺串
烧”正在紧张地排练。近半年，传统豫剧点亮
郑州夜色，喷空剧场、大卫城小剧场夜场演出
日日爆满，良库工舍、华夏非遗馆成为文艺青
年“打卡地”，经典影片配音大赛、电影之声歌
手大赛、电影主题服饰秀等把郑州市群众文化
艺术节装扮得异彩纷呈。

郑州的生活既需要烟火气的弥漫，让人们在
卸下白天的疲惫之后可以找到一个开怀快意之
处；更需要一个文化小剧场，使饱受喧嚣的我们
有一个寻找精神慰藉的去处。郑州市首届“黄
河杯”小剧场艺术节将是文化惠民的有力尝试。

小剧场剧目创作、演出，必须有思想的先
锋、艺术的实验、观念的突破和实践的探索。郑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郑
州市将积极发挥市、区两级政府对小剧场演艺
工作的引导作用，按照公助民办、规范管理、市
场运营和引入奖励机制的原则，梯队培育和扶
持精品小剧场。同时，在精品剧目的引导下，倡
导专业院团、高校、社会团体等创作本土化气息
浓郁的剧目，鼓励小剧场运营单位引进优秀的
歌舞表演、相声小品、特色舞台剧等，通过不断
丰富业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在业界专家看来，郑州小剧场的魅力不仅
在于视听享受，更在于透过中原文化的窗口，
触摸古都的文脉，品味城市的文艺气质。

到剧场去看戏，就像到电影院看电影一
样，正逐渐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时
尚。小剧场正为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
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黄河历史文
化主地标城市建设增添更多光
彩，也让我们生活的城
市更加文艺、更有
魅力。

郑州市文化旅游惠民消费第四季
暨郑州市首届“黄河杯”小剧场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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