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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戏剧传播模式新思考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实体经营造成巨大冲击。具体到戏剧行业，美国百老汇、伦敦西区、中国各大中

小型剧场先后宣布闭门歇业，传统戏剧传播模式被按下暂停键。瑞典病理学家福克 · 汉斯肯（Folke Hen-
schen）⑴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

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根本——人类

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⑵欧洲大陆 14 世纪肆虐的黑死病就曾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存的

意义和价值，人文主义思想逐渐萌芽，文艺复兴序幕揭开，人类迎来新的启蒙时代。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新

冠疫情”摧毁了很多实体，但也催生了行业新思考。疫情的特殊性触发戏剧生产及传播模式的改变，给戏剧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一片焦灼之中，“线上”放映以一种强势姿态回归人们视野。对戏剧人来说，英国国家

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 以下简称 NT Live）如一阵清凉剂暂时抚慰焦虑。

　　NT Live 是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以下简称 NT）2009 年 6 月 25 日发起的一个开创性演出项目，

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将原本只在英国国家剧院现场演出的剧目以荧幕放映的形式呈现给全球观众。第一部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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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德拉》（Phèdre），知名演员海伦 · 米伦（Helen Mirren）出演，在英国 70 多家和全球 200 多家电影院放映，

超过五万人观看。⑶特殊的传达形式引发了“NT Live 是戏剧还是电影”的争论，矛盾点存在于传统观演关系被

打破，戏剧的现场感被缺失。

　　很多抵触“Live”的观众认为，剧场的现场性和特有的观演关系才是戏剧最本质要素，应得到忠实地捍卫。

“Live”破坏现场舞美的立体感和现实感，受此实质性影响的演出会让观众产生失望情绪。然而，戏剧的现场性

使其非常脆弱，无法像电影拷贝可以同时在全国或全世界得到许可的影院同时播放，受众群体受到很大局限。因

此也有观点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戏剧的定义也可以是流动的，并非局限为剧场现场。“Live”采用数字媒体技

术手段向影院大荧幕、电脑和手机端等小屏幕传播，远远大于剧场现场的传播面，一定程度上是对戏剧脆弱现场

性的弥补。一定范围内的折损但是经典戏剧作品得以被更多观众在更长时间范围观赏，也不失为戏剧发展的权宜

之计。

　　“新冠疫情”发生后，NT Live 开放更多经典剧目资源为公众所享，数字化实践及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到云

端输出产品这种戏剧传播模式，带来特殊背景下线上推广是否打破传统观演关系，“云上的日子”是否打击了传

统戏剧艺术的神圣性以及对戏剧传播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考。从大荧幕到电脑、手机小屏幕，在美学上，还需

要回应由于复制技术而导致戏剧“灵晕”消失的问题。

一、NT Live ：戏剧还是电影？

　　“Not making a movie”⑷，曾担任 NT Live 制片人和监制的英国国家剧院前数字媒体总监大卫 • 萨贝尔

（David Sabel）开宗明义对 NT Live 进行了定位。从 NT Live 官网上标注的宣传语可窥得其创作主旨和美学精

神 :“National Theatre Live is an exciting initiative to broadcast live performances of the best of British theatre to 
cinemas in the UK around the world（国家剧院现场致力于给全世界影院最好的英国戏剧直播）。时代发展到今天，

越来越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消费文化盛行，加速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跨媒介生产传播。舞台艺术“戏剧”朝着

“数字”和“影像”方向迈进，NT Live 便是产物之一。由于借助了数字媒体技术和电影化荧幕，NT Live 被看

做是戏剧“拾起电影的拐杖”进行的全生态发展。⑸在这个意义上，NT Live 有效避免与电影硬性嫁接而水土不服，

“舞台”与“荧幕”之间的跨媒介生产传播兼顾“舞台”“荧幕”双重观演关系，试图构建平衡有效的生产传播机

制。

　　NT Live 项目启动伊始就强调还原现场感，明确 Live 只是传播手段，类似于体育比赛实况转播或录播。NT 
Live 没有取代剧场的意图，而是希望通过线上放映让更多观众意识到戏剧的魅力，从而更加主动走进剧场。NT 
Live 发展十余年来，在剧目创意、推广运营、布景、服化设计等方面依旧保持专业出色的水准；到实体剧场看

戏的观众数量也没有因为线上放映项目的推广而减少，每年仍有百万观众被吸引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剧场看

戏。NT Live 初衷是“艺术公平性”，而不是探索一种新的名叫 Live 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是说，Live 的形式是

为了“艺术公平性”的初心服务。一些巡演无法兼顾安排主力阵容或者原版 cast，并且从实际操作上来说也比较

难做到世界各地巡演都是原版 cast 阵容，这其中就涉及到“公平性”问题。站在观演关系之中的观众角度来说，

NT Live 为戏剧观众提供了多样性选择。除节省花钱买戏票的开支之外，还可以欣赏那些平时很难看到的剧目，

尤其是不再巡演的经典剧目，有机会接触到一般情况下没有意识去接触的艺术类型或剧目，比如歌剧等，由此带

来一种新的视野。例如，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一剧即是 NT 
Live 先行线上放映之后，取得口碑和票房成功，经过谈判，在 2018 年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引进中国，结果一票

难求，成为一时热点。此剧布景设计用到 890 个 LED 灯⑹，高科技和多媒体的加入，不仅烘托剧情，满足创作

──────────────────────────────────────────────────────────

⑶　引自英国国家剧院官网 http://www.nationaltheatre.org.uk。
⑷　Not Making a Movie: The Livecasting of Shakespeare Stage Productions by The Royal National Theatre and The Royal Shake-

speare Company. Stone, Alison.Shakespeare Bulletin; Baltimore Vol. 34, Iss. 4, (Winter 2016): 627-643.
⑸　张阳：《“拾起电影的拐杖”——NT Live 戏剧影像跨媒介生产传播的三个思考维度》，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18 年第 3
期总第 179 期。

⑹　引自《你在银幕上看到了一堆英国戏剧 这背后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2015 年 12 月，

https://www.sohu.com/a/50169738_13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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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创作诉求，也为观众带来震撼视听体验。如果没有前期市场推广普及和观众培养，对于这个没有经典文本和知

名演员背书的剧目，国内剧场方是否有魄力和信心引进是一个问号。从这个角度看，NT Live 的本体还是戏剧。

　　关于“NT Live 是戏剧还是电影”，下面从剧目和传播方式两方面具体考察。

　　（一）剧目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演剧，剧目都是发展的基础和依托。笔者整理了 NT Live 自 2009 年启动至 2019 年十年

间的演出剧目⑺，从中可以一窥 NT Live 在剧目选择方面的表达诉求和美学追求。

剧　　目 时间 剧　　目 时间

《淮德拉》（Phèdre） 2009 年 6 月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2009 年 10 月

《文艺趣向》（The Habit of Art） 2010 年 4 月 《哈姆雷特》（Hamlet） 2010 年 12 月

《消失数》（A Disappearing Number） 2011 年 《一仆二主》（One Man，Two Guvnors） 2011 年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2011 年 3 月 《地方治安官》（The Magistrate） 2012 年 1 月

《Travelling Light》 2012 年 2 月 《人民》（People） 2012 年 3 月

《深夜小狗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
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2012 年 8 月 《The Last of the Haussmans》 2012 年 10 月

《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 2012 年 11 月 《人》（People） 2013 年 3 月

《This House》 2013 年 5 月 《女王召见》(The Audience) 2013 年 6 月

《麦克白》(Macbeth) 2013 年 7 月 《奥赛罗》(Othello) 2013 年 10 月

《英国国家剧院 50 周年庆典》(50 Years on 
Stage) 2013 年 11 月 《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 2014 年 1 月

《战马》（War Horse） 2014 年 2 月 《李尔王》(King Lear) 2014 年 5 月

《A Small Family Business》 2014 年 6 月 《天窗》(Skylight) 2014 年 7 月

《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2014 年 9 月 《美狄亚》(Medea) 2014 年 9 月

《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2015 年 1 月 《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2015 年 2 月

《难题》（The Hard Problem） 2015 年 4 月 《凡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 2015 年 5 月

《Everyman》 2015 年 7 月 《完美计谋》(The Beaux’Stratagem) 2015 年 9 月

《哈姆雷特》(Hamlet) 2015 年 10 月 《简爱》(Jane Eyre) 2015 年 12 月

《刽子手》(Hangmen) 2015 年 《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2016 年 1 月

《桥头风景》(A View from the Bridge) 2016 年 4 月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2016 年 4 月

《蔚蓝深海》(The Deep Blue Sea) 2016 年 9 月 《三分钱歌剧》（3 Penny Opera） 2016 年 9 月

《无人之境》(No Man’s Land) 2016 年 12 月 《莫扎特传》（Amadeus） 2017 年 2 月

《圣女贞德》(Saint Joan) 2017 年 2 月 《海达·加布勒》(Hedda Gabler) 2017 年 3 月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2017 年 4 月
《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Are Dead) 2017 年 4 月

《迷情记》（Obsession） 2017 年 5 月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2017 年 5 月

《彼得潘》(Peter Pan) 2017 年 6 月 《莎乐美》（SALOME) 2017 年 6 月

《天使在美国第一部：千禧年降临》（Angels 
in America PartI-Millennium Approaches） 2017 年 7 月

《天使在美国第二部：重建》（Angels in 
America PartII-Perestroika） 2017 年 7 月

──────────────────────────────────────────────────────────

⑺　数据来源于 NT Live 官网，http://www.nationaltheatr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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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尔玛》（Yerma） 2017 年 8 月 《富丽秀》（Follies） 2017 年 11 月

《青年马克思》（Young Marx） 2017 年 12 月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 2018 年 2 月

《裘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 2018 年 3 月 《麦克白》(Macbeth) 2018 年 5 月

《朱莉小姐》(Julie) 2018 年 9 月 《李尔王》（King Lear） 2018 年 9 月

《疯狂乔治三世》(The Madness of George 
III) 2018 年 11 月 《哈利路亚！》(Allelujah!) 2018 年 11 月

《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Antony & 
Cleopatra) 2018 年 12 月

《理查二世》(The Tragedy of King Richard 
the Second) 2019 年 1 月

《我相信的事》(I’m Not Running) 2019 年 1 月 《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 2019 年 4 月

《我的儿子们》(All My Sons) 2019 年 5 月 《乐在当下》(Present Laughter) 2019 年 6 月

《小岛乱世情》（Small Island） 2019 年 6 月 《雷曼兄弟三步曲》(The Lehman Trilogy) 2019 年 7 月

　　NT Live 十年间制作放映了七十多部剧目，以经典戏剧为主。既有《麦克白》(Macbeth)《哈姆雷特》（Ham-
let）《奥赛罗》(Othello)《李尔王》(King Lear)《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理查

二世》(The Tragedy of King Richard the Second) 等莎士比亚经典，又有《一仆二主》（One Man，Two Guvnors）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深夜小狗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女王召

见》(The Audience)《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战马》（War Horse）《美狄亚》(Medea)《简爱》(Jane Eyre)
《莎乐美》（SALOME)《雷曼兄弟三步曲》(The Lehman Trilogy) 等上映爆款。剧目的选择与创意策划是戏剧演出

制作流程的源头，也是排演和推广的基础，这从内容层面体现出 NT Live 通过 Live 的形式实现戏剧文本表达。

　　另据大卫 • 萨贝尔（David Sabel）说，”It felt theatrical. People had dressed up. They were reading pro-
grammes. Despite the sense of occasion, no one was sure the format would work for theatre. Opera is always opera. 
You’ve got the music and you can’t escape the artform. Our concern was that once you point cameras at a play, you 
bring the expectations of a film-goer. But we’re trying to capture a theatrical event.” ⑻与电影院的标配爆米花、可

乐不同，NT Live 的放映场所以及观剧氛围仍然荡漾戏剧剧场式的庄严与神圣。观众观看时，感受的依然是戏剧

的卡塔西斯（Katharsis）净化功能。NT Live 通过“卡塔西斯”给予观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升华与以娱乐消遣和

休闲放松为主的电影具有本质区别。

　　（二）推广传播方式

　　NT Live 在英国的制作与推广主要为国家重视、政府支持、资金投放、多渠道融资等自上而下的方式。英国

文化产业发展有个很重要的概念——“一臂之距”，国家对文化发展的管理通过“中间商”艺术委员会实现，政

府与艺术组织保持一臂的距离。这个“距离”有效避免了一些常态问题，例如政府直接干预艺术组织造成剧目和

市场脱节、剧院发展滞后等。Broadway’s British invasion: history of a centuries-old transatlantic rivalry⑼一文指

出，戏剧在英国历史由来已久，国民普遍具有看戏观剧的习惯和传统，戏剧推广、戏剧教育、观众培育有国家和

政府资金支持。行业从业者不仅仅以票房衡量戏剧好坏，更愿意挖掘戏剧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实验性、开拓

性的尝试。NT 拥有政府资金及公共资金支持，接受的政府资助主要由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拨付和管理。基于此，

NT 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五大目标相契合：卓越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质、让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艺术资源、良好的

可持续发展、技能多样性的高质量团队、重视戏剧教育与文化推广。国家自上而下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分担

了艺术尝试和项目创新的风险和压力，利于文艺团体和艺术家制定更加宏达的发展目标，为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

──────────────────────────────────────────────────────────

⑻　The surprise success of NT Live，https://www.theguardian.com/stage/2013/jun/09/nt-live-success，2013 年 6 月 9 日。中译：当

观众到放映场所观看 NT Live 的剧目时，常常自觉着正装，并且认真观看剧目介绍和宣传册。具有仪式性的观剧使得 NT Live 与

传统剧场演出的氛围相差无几。因此，NT Live 的观众还是将其定义为“戏剧事件”。

⑼　Broadway’s British invasion: history of a centuries-old transatlantic rivalry（《百老汇的英伦入侵：大西洋两岸一个世纪的较

量》），The Guardian（英国《卫报》），201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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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普及提供便利。企业捐赠、慈善捐赠是政府资金支持的有力补充。除资金支持外，政府还注意到网络通讯

技术对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创意与文化企业系主任杰拉尔德 · 利德斯通（Gerald 
Lidstone）说，“在英国，两百多个剧院具备完善的院线转播系统，它们可以放映经由英国国家剧院授权的演出

影像，观众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即可购票线上观看。这就是人们熟知的 NT Live 项目。NT Live 很好地解决了观众

跨区域观看演出成本高昂的难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便携经济的选择。这背后依托的，是国家层面在网络通信建

设事业上的积极支持和运作。”⑽

　　与英国国家层面资金支持、拥有强大销售网络、同可触及更大范围观众群体的资深“院线”合作并直接拉动

不同，NT Live 目前在中国的推广主要由民营公司运营，尚处于摸索磨合阶段。NT Live 首次进入中国是 2012 年，

由文化组织拿督黄纪达基金会（KT Wong Foundation）引入，在北京当代 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映了

National Theatre Live: 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⑾。NT Live 早期在中国带有周期短、单个剧目点

映、聚焦明星、文化交流性质的特点，并且由于未被有关部门认定为电影，无法在常规电影院放映，只得在中国

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影院、上海话剧院、中国美术馆、各类艺术高校剧场等文化场所放映。但 2020
年“新冠疫情”以来，NT Live 在中国加强了推广频率，大有流行发展趋势，是体悟市场之后做出的有效传达。

　　“这不是新的艺术形式，而是新的戏剧推广方式。”⑿北京奥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琮洲这样定义

NT Live 在中国的推广。也就是说，NT Live 只是补充，不是替代。目前中国的受众多为戏剧专业从业者、戏剧

爱好者、英剧迷，推广方式也就采用有别于电影“大面积撒网式”而为“靶点式”。面对疫情的现实情况，北京

奥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着重开发线上推广模式，例如“新现场”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介绍英国剧场文化及

NT Live 发展历程等内容，再自然带出上演剧目的信息。如此，站在观众角度为观众考虑，缓和的过渡有效避免

了观众接受尴尬等不良情绪。此种推广方式为特殊时期 NT Live 在中国的常态发展加码。“NT Live 与场馆的合

作方式，在中国所付出的成本（市场推广费用，外加在英国进行电子拷贝的成本、翻译和运输成本），基本也和

一部优质的小剧场话剧差不多。所以还是更愿意将 NT Live 定位为戏剧产品，它有近似戏剧的内容，以戏剧观

众为目标受众，并且商业操作方式更像戏剧”。由于没有进入电影院线推广，NT Live 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仍与戏

剧推广方式更为接近，这也与 NT Live 的本体是戏剧相符合。

二、戏剧数字化：在机械复制与灵晕之间

　　“戏剧数字化”是 NT Live 剧目制作的主体思路。戏剧影像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在安德鲁 · 劳埃德 · 韦
伯（Andrew Lloyd Webber）制作和创排的音乐剧中成熟运用体现，成为戏剧影像的活教材，并且出现戏剧影像版、

电视直播版、舞台演出 + 影视特效剪辑版、纯电影改编版等各种形式。随后英国艺术委员会发表并声明“通过

数字技术让更多人受到艺术的启发”十年愿景，优先支持艺术组织进行数字创新。NT Live 是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于戏剧专业领域的深刻表述。

　　戏剧数字化的技术难点在于将剧场演出的即时性与电影语言戏剧性结合，这为制作团队和演员带来新考验。

最大的挑战是用镜头捕捉剧场舞台动态演出的细微精妙之处。⒀为了避免荧幕镜头产生不良观剧体验，最大限度

保留丰富性，NT Live 搭建了“剧场演出 + 线上放映”模式的演制团队，除传统舞台演出所需工种外，还需懂得

数字媒体技术、掌握镜头运动原理的技术人员，包括镜头导演、摄影师、技术人员、音乐声音导演等“线上”工

种。其中，镜头前的视觉导演不仅懂技术还需懂戏剧。现场布置多角度机位，安排负责摄制和切镜头的摄影和导

演，目的是让观众不觉得荧幕上放映的是电影，而是此时此刻正在英国国家剧院上演的戏剧。

　　数字化的镜头运用和拍摄方式非常重要。NT Live 的镜头是对舞台的强化，将观众带入舞台上的假定世界，

──────────────────────────────────────────────────────────

⑽　杰拉尔德 · 利德斯通（Gerald Lidstone）：《从政策到实践，从实践到技巧》，为其在“第六届国际剧院团管理大师班——中英高

峰对话》上的发言，《戏剧管理》第十期集结刊印。引文为作者使用中文发表的原文。

⑾　《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即《弗兰肯斯坦》，2011 年在伦敦首演。2012 年作为中英文化交流项目引入中国时被译作《弗兰肯斯

坦的灵与肉》。

⑿　引自《你在银幕上看到了一堆英国戏剧 这背后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好奇心日报》，2015 年 12 月，https://www.sohu.com 
/a/50169738_139533。
⒀　引自 https://www.telegraph.co.uk/theatre/national-theatre-live/everything-you-need-to-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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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和超越求实的镜头对舞台虚拟性和戏剧假定性的伤害。剧目类型和主题节奏也对录制方式提出要求，悲剧、

喜剧、闹剧则需分别定制录制方案。在平面秀和颁奖典礼的直播方面经验丰富的 Tim van Someren 这样描述他的

工作，“使用停在 NT 外的两辆广播货车工作。摄影师在这里指挥。6 个供稿，16 个麦克风和配乐混合在一起，

并添加了字幕，全部为现场直播。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每个广播都有两次排演的奢侈机会，并进行私人放

映以解决问题。……机位进行适当调整，照明柔和还是阴影和投影变亮还是调暗依据剧情需要操作。朱塞佩·坎

纳斯（Giuseppe Cannas）和他的化妆团队重做了每一顶假发，用更自然的、‘对机器友好’的材质代替了坚固僵

硬的编织。坎纳斯说‘高清极为挑剔，一切都需要调整：眉毛，嘴巴，轮廓，粉底的厚度’。对于演员来说，排

练也是一个与摄像机交流适应的机会。劳伦·奥尼尔（Lauren O’Neill）说，‘NT Live 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紧张感’。

演员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哪个摄像机在进行何种技术操作。”⒁此外，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
speare Company，简称 RSC）、伦敦西区“西区剧院”、百老汇“百老汇高清”、爱丁堡“Summerhall 免费线上

放映”、德国戏剧梦之队“柏林邵宾纳剧院线上放映”、法兰西喜剧开展线上（云端）输出演出产品，都是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于戏剧传播的体现。

　　NT Live 在传达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块“荧幕”。这里的“荧幕”成了舞台与观众之间实实在在存在的“第

四堵墙”。“第四堵墙”，原是指镜框式舞台演员所在的舞台与观众所在的观众席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这个戏剧

术语随着现实主义戏剧的出现而建立。二十世纪初，契诃夫的剧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在这个过程中，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运用对“第四堵墙”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管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还是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第四堵墙”似乎成了戏剧演出中一道关键的锁扣。第四堵墙使得观众和演员之

间保持一定距离，演员在舞台的表演实际上是“模仿”，是对生活的再创造。而观众就是在看这个“模仿”。在传

统镜框式舞台剧场，场灯暗下来之后的几秒钟间隔，实际上舞台演员和观众之间已经在发生传达和演绎，观众被

带入演出，产生一种全神贯注的静观。布莱希特希望推倒第四堵墙，观众不要沉浸剧情，需要有抵制净化和幻觉

的能力，舞台演员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角色”，希望演员和观众都知道这是在表演，然后反思表演、反思生活。

“第四堵墙”是十九世纪经典戏剧和现代戏剧的重要分界线，在这个概念指导下，而 Live 戏剧采用录像直播方式，

将一个剧场正在上演的戏剧以电影荧幕的形式展现在另外的荧幕观众面前，到底更接近经典戏剧还是现代戏剧？

　　我们或可考虑一下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艺术以及这一艺术导致“灵晕”衰退的阐述。本雅明⒂认为，“艺术

生产作为一种创造实践活动，同样受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艺术生产本身也有生产力（即艺术技巧）

和生产关系（即艺术生产者和接受者通过艺术形成的社会关系）。复制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体现，特定的技术所

体现的艺术生产力与原有艺术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就会引发艺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复制技术不仅仅是艺

术生产力的，也是艺术生产关系的革命力量。对复制技术的考察要放在这一技术的现实生产关系中，一个是对‘灵

晕’的凝神关注，一个是对机械复制作品的消遣浏览，发现艺术作品效果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艺术品在其中

生产的体制”。⒃本雅明谈到，传统自律艺术是对“灵晕”的凝神关注，而现代复制艺术是对作品的消遣浏览。

他还指出机械复制艺术——在他那里指电影——明显的剪辑、拍摄，可以打破幻觉，打破静观，打破全神贯注地

投入，做出推倒传统戏剧第四堵墙的突破。相反，本雅明对十九世纪自律艺术的思考中，指出它继承了更传统的

艺术的“灵晕”（aura）。“灵晕”具有神秘性、模糊性、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特点，似乎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感觉，可以打动心灵，使人陷入沉思，也就能帮助产生观众和艺术的距离，产生幻觉效果。按照本雅明的理

论可以推断，有第四堵墙，就会有灵晕，产生的媒介便是尊敬舞台的神圣性。而我们看到 NT Live 并没有推倒

第四堵墙的企图，它保持着和电影的距离，主要是和电影的“机械复制”方面的距离，它一直在强调用荧幕建立

一堵墙，同时也强调“Live”所带来的灵晕效果，因此区别于电影而维护了戏剧的观演关系。

　　灵晕，是一种存在于舞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将两者距离拉远从而制造一种神圣高贵感，并且只特定

开放于特定级别的观众。因此，戏剧剧场坚决反对戏剧被数字化通过荧幕传达给任何观众。本雅明认为，将戏剧

作品以数字媒体技术拍成电影，就是要废除戏剧的观演关系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戏剧作品被

──────────────────────────────────────────────────────────

⒁　The surprise success of NT Live，https://www.theguardian.com/stage/2013/jun/09/nt-live-success，2013 年 6 月 9 日。

⒂　瓦尔特 · 本迪克斯 · 舍恩弗利斯 · 本雅明（德文：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对艺术现代性

的思考是本雅明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其研究涉及哲学、艺术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

⒃　［德］瓦尔特 ·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年，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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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灵晕从而成为一种纯艺术、一种仪式，戏剧形成了一种非大众的、资产阶级的幻想文化。然而，新时代的

艺术是大众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便宜的，是娱乐和可消遣的——新的艺术形式应是机械复制的。本雅明站在机

械复制基础上反对灵晕艺术，站在大众电影上反对剧场艺术，希望通过机械复制的方式使得戏剧被更多人接受。

在这一点上，本雅明的“机械复制”与布莱希特的“间离”以及在布景中插入幻灯片等新技术如出一辙，都是打

破艺术的灵晕（幻想），打破戏剧传统。另一方面，从剧场到“线上”的时空转换，也可以理解为机械复制推倒

了第四堵墙。

　　本雅明对机械复制艺术的阐释针对电影，而用“灵晕艺术”的理论指向传统戏剧。不管是在传统剧场，还是

NT Live，观众对“灵晕艺术”的反应通常是聚精会神。NT Live 采用电影化的传播方式传达戏剧文本，在这个

意义上，NT Live 是处于机械复制艺术和灵晕艺术之间的存在，但这个之间并不是均分点。具体来说，机械艺术

是复制的、大众的、廉价的，取消观演关系导致的距离；而灵晕要求距离，要求原创性、独特性。NT Live 借助

数字传播推广戏剧本体剧目，目前的发展趋向及自身制作传播模式特性偏向“灵晕”，如果用光谱来形容，NT 
Live 靠近于戏剧端而远离电影端。比如，强调对机器友善，强调不用蒙太奇，强调演员接触摄影机的压力，就

是试图克服真实影像化带来的纯机械复制以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NT Live 通过数字媒体技术传达戏剧剧目的实践，根本来说没有跳脱戏剧本质范畴，反而是一种适应经典艺

术生产关系变革做出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先锋小剧场或者后戏剧剧场，NT Live 的大荧幕直播方式还

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纽带，现场（Live）感很强，没有对传统观演关系造成实质性冲击，并且随着 NT Live 的推

广还加深了传统戏剧剧场。“ Live”成为剧场和观众达成的一份关于舞台的契约，一方面剧场突破局限，获得更

广阔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求观众依然像看戏一样看“Live”。4K 的标准录制需要 4K 参数标准设备放映，才能

最大限度还原剧场的真实感。当伦敦的英国国家剧院上演剧目时，英国其他城市加入了 NT Live 的剧院单位或

电影院进行现场直播，观众即可同步在当地影院荧幕上欣赏。因此，NT Live 起初拒绝在折损程度较高的电脑或

手机屏幕放映。

　　剧场和数字技术的亲密联合也正在带来一场戏剧传播方式的巨变，已通过这“另一种剧场传播方式”形成了

新的观众群、并且不断拓展。如果 NT Live 坚持在大荧幕播放现场戏剧表演，并且强调观赏的仪式感，那么它

就依然是在坚持“聚精会神”而非“注意力分散”。但“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观众无法在场馆内聚集，

甚至无法出门。NT Live 不得不考虑转向个人电脑、手机屏幕，并且随着 NT Live 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电脑和手

机屏幕上传播流行，除了本身的损耗，还具备可随意快进后退、倍速播放的功能，以及足不出户、在家中熟悉的

环境、以任意姿态看剧，造成影院的仪式感丢失，很多在剧场不存在的干扰破坏了观剧专注力、剧目的完整性，

使得观众比较难真正与剧目产生链接感，“聚精会神”大打折扣，那么 NT Live 就可能朝向“机械复制艺术”——

数字化造成“注意力分散”——方向发展。注意力分散是本雅明感到的机械复制艺术的特点，即一部分向戏剧反

方向牵引的反作用力，区别于指向“活”的、生动的“灵晕艺术”。所以未来数字化的衍生发展，尤其是对“灵晕”

的挑战将面临新的考验。

　　如何解决观众从“新鲜感”转入“疲惫”甚至“抵触”，是“Live”传播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也

带来票务营销方式的变革，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典剧场的票房。此外，NT Live 的会员制和部分经典剧目免

费线上公开，不失为疫情期间戏剧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但疫情结束后，生活转入正规，NT Live 线上放映的推广

传播与实体剧场“买票观剧”之间还需探讨平衡点，获取相得益彰的发展。

结语

　　普及性、观众参与性对艺术的卓越性、管理的有效性提出新要求。“戏剧数字化”是时代发展的文化指向；

屏幕化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观剧习惯。因势利导、思考如何利用好这种已经出现的方式进行更好的戏剧传播成为新

课题。NT Live 的符号意义体现于迎合更多不能走进实体剧场看戏的观众需求，进而帮助戏剧艺术更好地传播，

业已成为剧院吸引和培养观众的新手法。疫情特殊背景引发对 NT Live 此种戏剧传播新范式的关注，尽管存在

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其长远来看具有强劲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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