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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国际马戏节

“我们到过世界很多国家表演或参
加国际性马戏节，珠海的环境、珠海横
琴长隆的马戏舞台都很棒，特别是中国
国际马戏节的组织非常优秀、专业，这
次选择来参加，真的来对了。”演出风靡
欧美30多年的意大利《兄弟对手》节目，
中国国际马戏节从第一届就向他们发
出邀请，无奈因为档期、伤病等种种原
因，直至今年才请来了，珠海横琴是他
们成员受伤后恢复演出的首站。中国
国际马戏节连续四届的成功举办，珠海
市政府和珠海横琴长隆的实力和行业
号召力，在承办中国国际马戏节过程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本届马戏节中带队参加的一位
副领队潘春元看来，马戏需要贴近大众
市场，走出早年专业的小圈子，需要市
场化、产业化运作。中国国际马戏节坚

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艺
术惠民”的办节思路，是对文化产业市
场体系改革的创新探索。潘春元等马
戏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际马戏节将各
方力量整合，重点探索节庆活动的市场
化运作模式，创新性地走出了不同于欧
美马戏流动巡演的产业路子。

杂技马戏文化市场，通过中国国际
马戏节的精心培育，在珠海已经成为永
不落幕的文化名片。从广州到珠海，长
隆集团匠心耕耘17年的国际大马戏，每
晚不停歇的精彩演出，累计已经超过
2800万人次到场观看。近两届马戏节，
办节方式更是与互联网新业态结合，许
多网络平台、文化名人通过直播、线上
活动等方式，将马戏文化向全世界有效
传播，形成一个互联网+的线上马戏节，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深入探索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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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中国杂技团团长）

“让更多人通过杂技的艺术语
言受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鼓舞，
我们来到这个国际舞台上就肩负
着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在第四
届中国国际马戏节上，中国杂技团
全新创编的杂技节目《九级浪-杆
技》登上舞台。在张红看来，于珠
海举办的马戏节为中外人文交流
搭建起重要的平台。而更多根植
于本土的优秀艺术作品正借助这
个平台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共同推
动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的杂技
艺术在难度技巧上毫不逊色于国
外的马戏节目形式，特别是在集体
力量创作上，中国的杂技更具优
势。”张红认为，虽然传统的杂技艺
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但国外
的马戏文化同样有值得借鉴之
处。中国国际马戏节这样的国际
人文交流平台正是兼收并蓄的重
要机遇。“比如国外演员善于应用
肢体语言进行二次创作，更自然地
传递节目主题思想，就非常值得我
们学习。杂技是一个包容性强的
艺术，戏曲舞蹈武术等民族元素都
可以融入其中，用艺术语言去讲述
中国故事。”从传统的民间“杂耍”
开始，杂技艺术家就致力于不断改
进艺术形式，使之登堂入室，走上
国际舞台。张红希望杂技艺术能
搭上马戏节等新型文化业态的快
车，不断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沉淀
提升，向世界展现东方艺术魅力。

声音：

期待马戏
精彩不断延续
安泽（拉脱维亚籍主持人）

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已经连
续3届以外聘身份担任马戏节的
现场主持。从开幕式到文化惠民
演出，安泽几乎场场不落，见证了
马戏节的举办带给观众的欢乐和
精神引领作用。她印象最深的就
是孩子们的笑容和全家老少共同
观赏马戏的温馨。“在我的家乡，
马戏可能平均两三年才能看到一
场，但是在珠海，大家太幸运了，
马戏节通过很多场文化惠民演出
让大家接触这项高雅艺术。大家
被节目打动，不停拿出手机拍照，
孩子们笑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就
是马戏带给大家的快乐和开展这
么多场惠民演出的意义。”安泽认
为世界顶级马戏表演通过走进郊
区、城市地标、学校，让市民家门
口就能零门槛欣赏马戏艺术，予
以人的精神鼓励作用是非常明显
的。“比如《彩陶情》这个节目，台
上表演的小演员才6岁就已经能
把动作做得那么好。把汗水留给
自己，把精彩奉献给别人。观众
很容易就被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所感染。”谈及对马戏节未来的期
待时，安泽说：“这几年观察下来，
不管是幽默还是惊险，多种元素
的融合让观众能通过马戏节看到
文化的多元，相信未来马戏节的
节目将越来越精彩。”

肖卓雅（澳门有线电视媒体从业
者）

作为一名媒体人，同时也是
第四届中国国际马戏节澳门文化
惠民演出的一名普通观众，肖卓
雅对马戏节有自己的观察。她粗
略统计发现，由于没有专业场馆
和演出团队，澳门市民几乎一年
都难以看到一次马戏。虽然当地
公益机构会和政府合作，开展一
定数量的大型公益性文艺演出，
但有影响力的公益表演一年也在
两次左右。由此可见，在珠海举
行的中国国际马戏节将文化惠民
演出延伸到澳门开展，不仅满足
了澳门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其公
益派票的形式更让社区的弱势群
体也参与其中，真切地体会到“珠
澳一家亲”。“澳门市民对于在珠
海举行的马戏节还是非常期待
的，不仅仅是因为澳门本地缺乏
相关的欣赏机会，市民都感到很
新奇。更在于把最需要关心的老
人家、小朋友都邀请到现场，让大
家都能有机会欣赏马戏艺术，澳
门市民对此评价都很高，报名都
很踊跃，希望以后节目能越来越
精彩。”

闭幕式当晚，参加本届马戏节的中
外马戏节目进行了汇演，国际化、高水
准的节目再次获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
掌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中国节目，更是让现场气氛到达高潮。
本届马戏节节目类型涵盖极限运动、空
中杂技、舞台杂技、特技表演、滑稽小
丑、魔术等，许多精彩的瞬间定格在珠
海市民、游客的记忆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
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杂技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中国国际马戏节连续四届的成
功举办，推动了中外马戏艺术界更为广
泛、深入的交流，使中国杂技艺术与国
际马戏文化共同发展，为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与合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许多
参演的中外演员提出，本届马戏节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节目——杂技艺术的大
放异彩让人印象深刻。

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抖空竹，成为中国故事在本届马戏
节上的生动例子。在北京杂技团表演
的《抖空竹的小妞妞》节目中，几个俏皮
可爱的小姑娘，数个“嗡嗡”作响的空
竹，将原汁原味的京味文化带到舞台，
又融合了现代艺术，重新演绎了惊险巧
妙的空竹杂技，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
带来独特的感官冲击。在幕后，这一节
目经历了几代演员的传承创新。

此外，《彩陶情-顶坛》节目将中国
千年传承的陶瓷文化与杂技技术顶坛
进行了结合，还创新融合了现代舞蹈等
艺术；《瑶心鼓舞-蹬鼓》将瑶族鼓舞与
杂技、现代科技结合，独创表演道具

——电动鼓车……“创新”——成为本
届马戏节上中国节目的主轴。

“中国的节目不仅技巧性强、难度
大，而且擅长创新。”乌克兰知名小丑
艺术家乔治说，中国杂技总是会尝试
以前从未有人尝试的高难度技巧、动
作和道具，不断推陈出新。入行 27
年、合作伙伴遍布全球18个国家的美
国火鸟娱乐有限公司总裁皮特·杜宾
斯基，作为全球马戏界资深专家，经常
出席各大国际马戏节。参加了五年四
届，皮特先生一路见证了中国国际马
戏节的进步与成长，他盛赞中国国际
马戏节的水平一届比一届高，无论名
气还是影响力，现在都已经数一数二，
可以跟世界最知名的蒙特卡洛国际马
戏节齐名了。而本届马戏节最令他惊
喜的就是，五个中国节目的质量都非
常高，整体而言不是复制以前的节目，
都有全新的创意。

业内专家也指出，本届马戏节上中
国杂技艺术创新发展，使杂技艺术焕发
出新的魅力和时代风采，向世界呈现了

“讲格调”“讲品味”的优秀社会主义文
艺创作；而在与国际杂技界学习交流、
切磋技艺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传统杂
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信地讲述了中
国故事，展示了文化软实力。

中国国际马戏节的另一大创新还体
现在中外马戏文化交流上。皮特先生举
例说，国外马戏界有“Chinese pole”的
说法，因为爬杆节目源于中国，本届马戏
节上，不仅中国节目《九级浪-杆技》在传
统技艺上有了创新，而且来自美国的《威
廉与海洛薇姿-爬杆》也在传统爬杆的基
础上升华，加入了他们自己的创意和元
素。这些“中学西用”、融入了新发展的
外国节目，再回到中国来表演，碰撞出全
新的火花，促进了世界马戏文化艺术的
共同发展和进步。

开放创新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

第四届中国国际马戏节正是对这一
要求的积极响应。连续成功举办4届以
来，中国国际马戏节不断对外开放、创新
节目、提高办节水准，始终将文化惠民放
在首位，让广大市民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世界顶级的马戏精品文化。从2013年
首届开始，中国国际马戏节精心挑选节
目范围就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受国际
业界好评。本届也是从世界上10多个
著名马戏盛会中的多个节目中，精挑细
选出25个中外顶级节目同台献艺。不
少世界马戏界的“明星”节目甚至放弃欧
美的重要商演，而主动报名参加中国国
际马戏节，很好地证明了中国国际马戏
节不断对外开放、办节水平不断提高。

不仅是节目质量，在演出地点、惠

及群体、派票方式等方面，文化惠民演
出也加大力度。4届以来，中国国际马
戏节共举办了约20场文化惠民演出，主
动深入到珠海的体育中心、各高校中小
学、民兵训练基地、西部地区等等，让学
生、官兵等不同群体十余万人次直接在
家门口就能观赏到世界一流的马戏演
出。本届马戏节更是在文化惠民演出
的硬件上追求创新，首次走进珠海新地
标——珠海大剧院举行，让老少咸宜的
马戏文化更雅俗共赏；同时还探索互联
网创新方式，推出了更便捷、更公平的
线上抢票方式，让更多市民更高效、贴
心地享受到精神食粮。

除了珠海，中国国际马戏节还把文
化惠民演出带到了澳门，先后走进澳门
大学、澳门综艺馆等地，让数万澳门市
民欣赏到世界文化盛宴。在澳门，通过
当地的社会团体，专门邀请到了残疾
人、学生、老年人等各个不同群体，实现
了对澳门市民的惠民全覆盖，同时也是
一次高规格的珠澳文化交流。

文化惠民工程
珠澳市民家门口尽享世界马戏盛宴

数据显示，珠海去年共接待游客
3901.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7.08
亿元，再次获得了大幅增长。

通过连续四届的成功举办，中国国
际马戏节已成为珠海与“中国航展”齐
名的文化盛会品牌。通过马戏节，珠海
不断探索引领中国杂技马戏文化向世
界传播。与此同时，马戏文化、马戏盛
事也有力促进了珠海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
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加快建设，港珠
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珠海正处在推动
改革发展上新台阶的关键时刻。不断
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城市竞争力，对于珠
海构建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创新高地和“一带一路”倡议支点，
必将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国际马戏节已连续举办四

届，沉淀出了一个属于珠海乃至中国
的闪亮文化品牌，既深刻展示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彰显了我
国民族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又加强了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为全球顶尖马
戏杂技表演团队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展
示舞台，再一次呈现了珠海开放引领
的国际化都市形象。

专家指出，近年来珠海先后成功举
办了中国国际马戏节等多项国际性盛
事，产生优势叠加效应，不断彰显出珠
海市开放之城、创新之城、生态之城、文
明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特质。中国国
际马戏节等国际盛事通过发挥区位优
势，利用黄金发展机遇期，将继续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为今后的创新
发展、开放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可能
性。

高端品牌活动
助力珠海建设“文化旅游之城”

11月25日晚，备受关注的第四届中国国际马戏节闭幕
式暨优秀节目汇演，在珠海横琴长隆举行，第四届中国国际
马戏节圆满落幕！连续8天以来，来自全球18个国家共25
支世界顶尖队伍同场献技，为广大观众带来了精彩的国际马
戏盛宴，促进了中外文化学习和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杂
技艺术与国际马戏文化共同发展，重构了世界马戏新格局。

中国国际马戏节立足珠海，辐射港澳，面向国际，经过五
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正在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
牌项目。据现场观察，本届马戏节的所有演出场场爆满，呈
现持续的热度。除了珠海长隆横琴国际马戏城里举行的12
场正式的演出以外，本届马戏节延续文化惠民传统，组织中
外精品马戏节目走近珠海和澳门市民，共举行了6场文化惠
民演出，为广大珠澳市民献上“家门口”的精神食粮，丰富了
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本届马戏节在舞台、节目、艺术创意等方面均进行创新
性发展，进一步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拳头文化名片，同时
也提高了文化软实力，彰显了珠海开放、创新、生态、文明、活
力的城市特质，加快珠海“文化旅游之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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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级浪——杆技

九级浪——杆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