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民戏迷的幸福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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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小梨园剧场清幽淡雅， 常有票友
品茗小聚； 后SARS剧场玲珑剔透， 多
有业余剧团倾情互动； 行动剧场庄重
规整， 适合传统大戏的演出； 凹剧场
粗犷简约 ， 为爵士乐提供 livehouse空
间……在京城小剧场演出圈里， 隶属
于朝阳文化馆的9剧场， 一定算得上京
城东部文化夜生活的戏剧地标。

提起9剧场， 很多戏剧爱好者都知
道， 可以把它理解为 “9个剧场”， 它
是一个小剧场群， 并对剧场的名字如
数家珍： 行动剧场、 小梨园剧场、 后
SARS剧场 、 TNT剧场 、 凹剧场 、 非
非小剧场……然而 ， 却鲜有人知道 ，
这些或格调高雅、 或恢宏大气的剧场，
是被改造、 整合的。

“这些剧场其实都是盘活资源的
产物。” 9剧场经理樊欣颖谈到， 现有
的这些剧场， 只有行动剧场在整合前
跟演出沾点儿边， 是专门做旅游演出
的场地， 其余的， 都是与演出 “八竿
子打不着” 的。 比如， TNT剧场原先
是一个使用率并不高的台球厅； 凹剧
场的前身是一个少有人 “捧场” 的乒
乓球室； 非非小剧场前身是领导会客
的贵宾室； 后SARS剧场的 “来历” 更
具传奇性， 是用文化馆屋顶设备间的
一个活动板房 “变” 出来的。

不介绍你可能不相信， 年仅14岁
的 “9剧场”， 年均票房总额现在每年
都能超千万， 演出场次千余场， 年均

15万人次的观众量， 占北京市小剧场
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强。 这不， 今年
以来， 多项精彩系列展演活动轮番上
演， 例如 “2017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
展演”“2017北京青年戏剧节” “2017
北京喜剧周” 等展演活动， 经典剧目
也十分令人期待， 例如10月下旬上演
的 “英国书屋剧院 《傲慢与偏见 》”，
11月份将上演的大戏———英国TNT剧
院经典话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下班后， 吃过晚饭， 位于东三环
京广桥东的9剧场门口， 开始陆续赶来
一些观众， 而这其中， 大部分是年轻
人， “上了一天班， 特别期待晚上能
和女友或者朋友一起看场演出， 觉得
这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 ” 在
CBD上班的宋晓辉说自己是9剧场的
常客， 经常关注剧场的最新剧目预告，
只要是感兴趣的一定约上女友或者朋
友来看。

记者了解到， 和宋晓辉一样， 9剧
场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 ，
而让年轻人走进文化馆———正是朝阳
文化馆当初开办 “9剧场” 的初衷。 不
同于一般文化馆遵循着朝九晚五的上
下班作息， 朝阳区文化馆每天固定的
开馆时间长达13个小时， 从上午9点到
晚上10点。 “这是为了配合观众看剧
观影的时间而设的。” 9剧场经理樊欣
颖介绍。

樊欣颖介绍， 朝阳区文化馆是全

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 近年来 ，
文化馆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大概念，
希望让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从退休人士、
家庭主妇、 外来务工人员、 残疾人等，
扩大到艺术家、 专业院团、 国际友人、
时尚青年等。 最终， 文化馆选择了戏
剧这个突破口， 通过开办剧场形成一
个融入年轻人的消费平台。 如今， 依
托 “9剧场” 建设 “京东戏剧基地” 的
目标已初具规模。

作为9剧场的忠实观众， 宋晓辉觉
得9剧场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 “平民
剧场”。 例如9剧场特别推出的非职业
非商业戏剧展演项目 “非非戏剧演出
季”， 以免收演出场租和低价位售票的
方式鼓励非职业戏剧爱好者投入戏剧
创作和排演中， 降低了戏剧在大众心
中的门槛。

“票价低不等于剧目品质低。” 樊
欣颖介绍， 从初始阶段演出的良莠不
齐， 经过几年市场的选择， 到如今活
跃在北京话剧市场上所有的热门演出
团体， 有实力的演出公司、 艺术家工
作室、 戏剧中坚团队都与9剧场有着良
好合作 。 这些非专业院团优秀的表 、
导、 编戏剧人才也在 “9剧场” 的培育
下脱颖而出， 成为了北京话剧事业的
一支最有潜力的生力军。 9剧场也成为
了培养戏剧观众， 推动戏剧市场发展、
建立戏剧创作团队的孵化器。

“这个城市的白天是忙碌的， 奔
波的， 进入夜间， 剧场一定是一个城
市文化的体现， 希望北京可以有更多
像9剧场一样的平民剧场， 让走进剧场
成为城市夜生活的风景线。” 宋晓辉期
待着说。

清新环境为夜跑者加分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白河穿密云城区而过， 沿河的公
园和绿地是密云城区老百姓休闲健身
的重要场所。 每天傍晚， 这里都非常
热闹， 散步健身的人群川流不息， 各
种健身器材在人们手上合理使用， 随
着天色渐暗， 入夜的密云城区华灯初
上 ， 沿河亮起的彩灯犹如一道长虹 ，
蜿蜒着伸向远方。

“好美的夜景， 每天我都忍不住拿
着手机， 拍下身边的夜景。” 刘云芳今
年32岁， 居住在白河东岸的某小区内，
她告诉记者， 每天晚饭后， 她都会和
爱人一起出来沿河散步， 随处可见花
团锦簇、 绿树成荫， 让人赏心悦目。

对于刘云芳这个上班族来说， 每
天的散步 ， 就是最简单的健身方式 ，
也是工作之外最有乐趣的夜生活之一，
她告诉记者， 从去年年初开始， 她已
经坚持每天散步超过一年半时间了 ，
沿河的美景她早已领略了四季变化 ，
“入秋以来， 散步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但每天擦肩而过的人， 还得多达数百

个 。” 刘云芳说 ， 城市环境越来越优
美， 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
到室外来。

今年， 密云区下大力气完善城市
居民运动健身环境， 他们在奥林匹克
公园铺设彩色沥青跑道1251米， 在白
河两岸共铺设7854米。 提起新更换的
跑道， 夜跑者 “小虎” 竖起了大拇指，
“这种跑道对于跑者来说非常安全， 大
大降低了跑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绝
对算得上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工程。” 小
虎坚持夜跑两年多时间了， 对于他来
说， 白河畔不管是景观变化， 还是健
身器材、 健身环境的变化， 他都算得
上是见证者。

“以前感觉夜跑的人并不多， 但随
着硬件条件的不断完善， 如今身边夜
跑的熟面孔越来越多了。” 小虎说， 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夜跑健身队伍
中来， 弘扬体育精神， 倡导积极健康
的夜生活模式。

当然， 除了安静的跑者和三五成

群散步的人， 华灯下的夜晚， 城市生
活也充满了热闹的节奏感。 沿白河两
侧的公园内， 设置了不少的广场， 而
广场上夜生活的打开方式就是载歌载
舞。 采访中， 记者发现， 公园内的广
场舞队还真是不少 ， 规模或大或小 ，
既有两两起舞的交谊舞人群， 也有节
奏明快、 规模庞大的广场舞队伍， 他
们共同把生活的节奏融入到音乐当中。

“舞动奇迹舞蹈队” 就是活跃在
广场上的一支自发性的广场舞队伍 ，
成员中有职工， 也有农民， 每天晚饭

后， 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跳舞， “晚
饭后跳舞， 用运动打发了时间， 既和
朋友们交流了感情， 又达到了健身的
目的， 两全齐美。” 成员刘书凤是一名
家庭主妇， 跟白天工作的上班族一样，
她白天也要忙着操持各种家务， 而到
了傍晚， 广场舞就是她最喜欢的夜生
活打开方式。

夜晚， 走在白河河畔， 微凉， 但
健身的人群热情不减， 在彩色华灯的
照耀下， 他们将蓄力开启更具活力的
明天。

朝阳文化馆9剧场

密云白河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