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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追踪热点

脱口秀剧场来了

脱口秀进驻实验剧场
多了个可以放肆欢笑的地方
1月23日晚，天津人艺实验剧场

迎来了这里的第一场脱口秀演出。
与以往不同，今天来看演出的观众大
部分都是年轻人，舞台上没有过多的
布置，只有一支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
中央。演出开始了，周围的灯光都暗
了下来，只有一束光直直地打在舞台
上，表演者走上台，用最幽默的语言，
最轻松的语气，讲述着属于他们自己
的故事。

这是记者第一次观看线下脱口
秀表演，这样的体验却带给记者意料
之外的惊喜。在座的所有观众包括
记者，都被台上表演者的语言牢牢吸
引，整场演出看下来，已经数不清笑
了多少次，鼓了多少次掌，只记得这
次看演出居然破天荒地没有分心玩
手机，因为生怕稍一走神就会错过哪
个好笑的“梗”。

演出结束后，记者见到了这次演
出的主办方之一，天津脱口秀club
的创始人李优，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些
年来做脱口秀的体会与感悟：“在天
津做脱口秀其实压力挺大的，但我很
有信心。”

今年年仅24岁的李优虽然年轻，
但绝对算得上是天津脱口秀届“元老”
级的人物。还在上大学的李优，是综
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的忠实观众，也
让她深深爱上了这门独特的小众艺
术。一次去上海学习脱口秀的经历，
让李优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天津
创立一个本土的脱口秀俱乐部，“我在
学习期间就注意到好多省市都有自己
的脱口秀俱乐部，天津却没有，我觉得
不行，天津怎么能缺这个快乐呢？”

2018 年 3 月 12 日天津脱口秀
club成立了，3月31日第一场“开放麦”
正式开演。让李优意外的是，第一场演
出的票很快就全部卖出去了，演出的效
果也格外好，这给了李优很大的动力。
随着几年的努力，“津脱”越做越好，也
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进来。

作为天津脱口秀club的创始人，
也是俱乐部唯一一个能够登上商演舞
台的女演员，李优的压力来源于多个
方面，创作、运营俱乐部、招募演员、
维护“粉丝”群体……虽然很辛苦，但
在李优看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些年做下来我的体会大概就是感
动加难，感动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上
台，跟自己不愉快的经历和解，而且
对喜剧和生活都充满了热情。难是
脱口秀在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津脱’
在天津的知名度还不够，仍缺少优秀
的演员和更多的观众，并且在做俱乐
部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经营或场地上
的困难，经常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停演，
两年来走得很坎坷。但脱口秀的发展
前景在我看来是很乐观的，我对未来
充满期待，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快乐
和拒绝带给别人快乐。”

此次，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和天津脱口秀俱乐部联
手打造的线下脱口秀剧场，也是对于
天津脱口秀发展的一次大胆尝试。天

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演艺票务分公
司副总经理任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新冠疫情笼罩下的演出行业，经过了半
年的‘闭关’刚刚开始有序恢复，很多演
出还不能巡演，观众可选择的演出形式
和场次还非常少，经常进剧场的老观众
又没有太大的冲动看这些老戏，所以我
们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推动一下脱口秀这
种演出形式在天津落地，同时也是把欢
笑、乐观主义的精神注入天津的演出圈
子。我们更希望通过把脱口秀这种受年
轻人高度热捧的演出形式孵化进天津，
从而吸引一大波年轻人走进剧场。”

脱口秀一炮而红
欢乐的外衣下是更深层次的思考
脱口秀这门艺术实际上已有上百年

的历史。脱口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
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集会，在集会
上人们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然而，脱口
秀得到真正的发展，是在美国。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脱口秀节目占
到了电视节目总量的40%。比如美国
最老牌的“深夜脱口秀”《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今夜秀》首播于1954
年，它的创举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第一
档真正意义上的“深夜脱口秀”，更为后
来的同类型节目设立了经典标杆。

在西方，脱口秀的内容大多与政治
相关，以最轻松的话语讨论着最严肃的
问题。2009年，奥巴马拜访《杰·雷诺今
夜秀》，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拜访深夜秀的
在职总统；2012年，正在争取连任的他
又做客《吉米·肥伦深夜秀》。在奥巴马
之前已经有数不清的总统候选人、第一
夫人、前总统、参议员等政府前任或未来

要员做客过深夜脱口秀节目，包括罗姆
尼、小布什、克里、克林顿、尼克松、肯尼
迪等。足以可见，脱口秀节目在西方国
家的分量。

脱口秀节目在国外的成功发展，也
为中国引进这一类型的节目奠定了基
础。在中国，脱口秀这个曾经的小众文
化，这个被称为是“舶来品”的表演形
式，如今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从最
开始主持人和嘉宾的访谈类节目，到现
如今“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
形式的吐槽类节目，脱口秀也成为了一
种记录文化与社会巨大变化的载体，节
目内容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
展密不可分。

然而脱口秀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那
么一帆风顺。以“含蓄为美”的中华文
化，似乎和这种言辞犀利又满是吐槽调
侃的“外放型”风格格格不入……2010
年3月17日，在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工作
的生化博士黄西受邀在美国白宫举办的
记者年会晚宴上表演脱口秀，那场秀的
视频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回了国内，黄西
因此在华人世界一炮而红。黄西回国后
成立了笑坊(Joe's Club)脱口秀俱乐部，
这是一个国内全新的脱口秀俱乐部，致
力于为国人呈现原汁原味的美式脱口秀
表演。但或许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关系，
这种来自西方的语言艺术来到中国后，
在线下却没有掀起想象中的热潮。

相反，脱口秀与综艺节目的结合却
擦出了“火花”。2009年，周立波的《壹
周立波秀》开播，火热的氛围，加上他时
不时的经典语录，成为了上海民众的“开
胃小菜”。当时这档节目多次获同时段
收视率第一，观众已经开始认可这类个
人风格十分鲜明的语言类节目。虽然后

来陆续有《金星秀》《是真的吗？》《今晚
80后脱口秀》等节目，但国内脱口秀一
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至2017年，随着一档网络综艺节
目《吐槽大会》的爆火，脱口秀一炮而红，
让大众再次看到了这种好玩又好笑的艺
术模式。后来姐妹档节目《脱口秀大会》
的出现，更是将脱口秀这门艺术推向了
新的高潮。就在去年年末刚刚结束的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更是火出了圈，不
仅收视率屡创新高，单期平均视频点击
量破亿，远远超过其他语言类综艺节目；
关于节目的话题讨论更是频频登上热
搜，带火了“宇宙的尽头是铁岭”“明明那
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北上广爱来不
来”“人生没有撤回键”等金句，也让人们
记住了“北大网红李雪琴”。
《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节目的成

功，让越来越多的脱口秀人看到了希望，

但同时我们也渐渐发现，脱口秀进入中
国后已逐渐进入本土化，转型后的“中国
式脱口秀”已脱离了脱口秀最初的时评
特质，而渐渐走向娱乐化，因此也有人提
出担忧，如果脱口秀仅仅成为一个造
“梗”运动，那么它如何能与传统的单口
相声区分开来，它又如何能避免自己因
为形式单调、笑点雷同而可能带来的审
美疲劳？这样的“中国式脱口秀”能否长
远地走下去？

把生活写成段子
脱口秀给了更多人宣泄的出口
脱口秀一人一麦的演出方式，和单

口相声极为相似，自然会让很多人对这
两种艺术进行比较，但在脱口秀业内人
士看来，脱口秀与相声其实有着很大的
差别。“脱口秀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因
为不是即兴表演，所以才导致它的艺术
浓度非常高。”《吐槽大会》制片人邱越认
为，与中国本土的单口相声相比，“单口
喜剧”脱口秀的节奏更快，笑点更密集，
同时，它需要跟观众有很强的互动性。
“开饭喜剧”运营负责人戴维对此观

点表示认同，在他看来，脱口秀与相声在
本质上就存在差别，“相声更重视作品，
外表上模糊表演者间的差异，脱口秀更
在意讲喜剧的人。”戴维解释道，脱口秀
演员的段子大都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段
子要求原创，演员在不断地试演中找到
自己的喜剧节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市场对脱口秀的认可，实质上是对演员
本人的认可。

近年来，随着脱口秀综艺节目的成
功“出圈”，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脱口秀，
并愿意加入进来。2020年，全国新增脱
口秀厂牌数量已近50家，“85后”年轻
人是这一表演形式的主要受众，他们大
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熟悉新鲜事物、富
有娱乐精神且愿意包容争议。

在脱口秀行业中，90%以上的演员
都是兼职，他们的本职工作有企业老
板、大学老师、在读博士、程序员、银行
职员等，大多数和娱乐行业毫不相关。
天津脱口秀俱乐部成员裴习就是一名
公务员，上大学时他参加了学校的相声
社团，可惜毕业后就很难再有演出机会
了。当他得知还有脱口秀这门艺术时，
一下子找到了可以继续坚持爱好的方

向，他立刻报名参加了北京单立人举办
的脱口秀公开课，后来又参加了天津脱
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并在去年年底
举办的天津“蹦豆儿”脱口秀喜剧节比
赛中夺得冠军。

脱口秀带给裴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快
乐，“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最享受的就
是把今天发生的有趣的或者荒诞的事写
成段子，似乎也成为了我记录生活的一
种方式。做脱口秀让我认识了很多年轻
的朋友，演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其他人
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很有趣。”

舞台上的脱口秀演员大多以吐槽为
主，难对付的客户，刻薄的老板，“不长
心”的老婆……他们选择把这些“不快
乐”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讲出来，让听的人
快乐，也是给自己一个释放压力的通道。

生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
们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信息让我
们更加了解世界和身边的人，却在同
时又带给了我们更多的焦虑和压力。
我们需要有宣泄情绪的出口，需要时
不时被幽默来释放生活的压力，更需
要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另一种看待世
界和自己的方式。脱口秀恰恰为我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当你听着台上
的脱口秀演员用轻松的语气说着令人
心酸的话题，你是不是也觉得原本戳心
窝子的话，换一种方式说出来，似乎也
不觉得那么刺耳了。

在任博看来，脱口秀在中国还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也是风口红利期，祖国各
地的脱口秀厂牌不断冒出，有的还是自
娱自乐，有的已经开始逐渐商业化。随
着资本的介入，观众的不断成熟，以及市
场对脱口秀需求的改变，脱口秀市场必
然会在风口过去后经历洗牌，未来经过
剧场沉淀的脱口秀演出也许会有更多的
可能性出现，“举个例子，现在许多美式
脱口秀在短视频平台受热捧，而我们这
么热闹的市场上还看不到这样的脱口秀
演员，这或许就是一个缺口。”

不管中国式脱口秀未来会经历如何
的转变，但至少在现在仍然需要传递价
值和能量的喜剧，而只要依然有着一群
有态度、热爱说脱口秀并且把脱口秀当
成事业的优秀演员，这门艺术就会一直
发展下去。让我们对这个行业多一分耐
心，多一分期待，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喜
剧还是一股轻柔的抚慰人心的力量。

一个人，一支麦克风，短短的几句话就能让人捧腹大笑，
连连喝彩，究竟是什么艺术能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它就是现
下年轻人最为追捧的一种新兴语言喜剧表演形式——脱口
秀。脱口秀不同于小品，它无需任何成本，仅靠一个人一张
嘴就能完成；它也不同于相声，它的表演门槛很低，只要你有
表达的欲望，都可以上台一吐为快。
而这样一个由西方传入的“舶来”艺术，它来到中国究竟

是会焕发新的光彩，还是会“水土不服”？脱口秀留给人们的
难道只有欢乐吗？在未来，单一表演形式的脱口秀面临的命
运是审美疲劳还是无限可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脱
口秀剧场，请“脱口秀人”聊一聊他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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