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

艺人

歌手 西单女孩

我听到以后特别激动，因

为有很多街头艺人都有梦想，

但就是没有舞台， 他没有办法

走出来， 能被大家所挖掘、所

关注，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

这么幸运。 最起码每天不用提

心吊胆了。

歌手 王旭

往通道里头一坐， 然后开始

抽烟，各种聊天，一听脚步来了，然

后给钱就继续唱， 不给钱停了，继

续跟人聊天就这种，很多那种我觉

得最起码是不敬业的，所以出台这

么一个政策，给他们演出证我觉得

可以去约束一下。

歌手 刘刚

我觉得这个证是有必要，这

样他也会安心，他也会踏实，他不

会为了每天为去哪个地方唱歌发

愁，你看国外街头艺人吹哨、手拉

小提琴、弹吉他的，都是让人非常

尊重，我相信对于国外来说，那是

一种文化，这种我们都了解过，但

是我觉得现在要是这么整， 对于

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一种文化。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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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上岗”

会破坏街头表演原生态

“持证上岗”除了会破坏街头

表演的原生态外， 还会剥夺大部分

街头艺人的表演权利。事实上，街头

艺术本是“草根艺术”，表演水平无

所谓高低，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

也罢，只要能让一个城市更有活力、

更具文化气息，大家都乐观其成。何

况对公民权利而言，“法无明令禁

止即可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每个人都有权在街头这种公共场

所展示才华。

据《江南时报》

上海为8名街头艺人颁发艺人演出证引热议，有关专家表示这样的试行具有破冰意义

白岩松：

您觉得其他的很多城市，要不

要很快学上海，包括上海自己也应该学自己

的试点？

金元浦

：在我看来，对于有些特大性的城

市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解决的， 我们也可能进

一步和世界各国城市的发展街头艺人的文艺

形式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不过

有问题：我们如何分类，如何确定哪些是属于

我们有技能的， 为我们市民所熟悉的这种街

头艺术，那么还有一部分，一批像乞讨的这些

人，还有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人，他们通过这

样一种方式吸引人， 但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

影响。这样的人是不能给证。

白岩松：

这个办证的权利应该交给谁？

金元浦

：我的意见，对于街头艺术我们

进行的是一种底线思维， 我们叫做负面清

单，他哪些事不能做，在这个不能做的基础

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文化具有一种多样

性，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尤其是有各

自独特的能力的这一批人要让他们展示自

己的才华，西单女孩等街头艺人已经走上了

自己的演艺之路。

央视新闻

1+1

获得许可持证上街表演的第一个周末，

两天时间，陆昕一在静安嘉里中心广场的表

演收入约为1300元。“很多人会把我那周末

的收入乘以15，得出街头艺人的月收入。”陆

昕一苦笑道，“他们不知道，周一到周五每天

表演的收入，往往只够我当天的来回路费和

一碗牛肉面。”

陆昕一告诉记者，街头艺人的表演受季

节性影响很大。“这次持证表演试行期只有

一个月，一个月后就是冬天，手会冻到僵硬，

怎么表演水晶球？”除了冬天三个月，夏季的

梅雨期、 三伏天都是陆昕一表演的低谷期。

他曾算过，如果街头表演是正职，尽管高峰

期月收入过万，但一年下来月平均收入大概

只有3000元。 “若要缴税， 是按月收入还是

年收入？” 陆昕一笑言：“我很愿意缴税，但

能不能也有相应的社保和医保？”在陆昕一

的潜意识里， 街头艺人应尽快纳入 “合法

化”管理，获得和其他职业一样的待遇。

就在去年11月，香港油尖旺区议会决议

旺角行人专区的街头艺人表演由原本一周

开放7天缩减至只开放周六、日和公众假期，

主要原因是旺角街头艺人的表演严重扰民。

那时， 香港中文大学2013级新闻学硕士生

Amanda� Yang及其小组成员曾对香港街头

艺人进行走访调查。她告诉记者：“香港地区

目前对街头艺人也没有持证制度，一位花式

足球表演者就自我比喻为 ‘过街老鼠’，表

演时间受限后，很多香港街头艺人都坚持不

下去了。也有议员将那次决议说成‘赶绝年

轻人的谋生方式’。”

陆昕一认为，街头艺人亟需合法化管理

的关键， 更在于街头表演水平的参差不齐。

“比如中国人常问， 街头艺人和乞讨者有什

么区别？拉着不着调的二胡乞讨、或在地铁

放音乐假唱算不算卖艺？” 陆昕一略激动地

说，“我觉得街头艺人的合法化至少应该有

一个门槛———有艺可卖。”没有管理门槛，街

头艺人的自由开放对陆昕一而言反而是一

场噩梦。“如果人人表演都可以算街头艺人，

那么那些坚持几年日积月累的艺人怎么办？

大家还会接受街头艺人吗？”

2014年11月15日，《孟庭苇的台北爱情故

事》 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在锦城艺术宫开唱。此

前全国巡演重庆站已成功落幕，重庆站的演出现

场更是热情爆棚、气氛热烈，演出堪称完美。本站

来到成都，相信成都的歌迷们一定对11月15日的

演唱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情歌天后：孟庭苇

时光流转，岁月静好。如

果你还记得风中那朵雨做的云，那你一定不会忘

记那个冬季约你来台北看雨的女孩。孟庭苇———

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声音之一，上世纪90年代的情

歌天后， 歌坛玉女掌门人。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

奖30年殿堂级歌手奖。因其嗓音空灵、清脆、收放

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被誉为继邓丽君

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地区女歌手，二十年来畅销

专辑女歌手，风靡80后十大女歌手之一。

情境还原 追逝年代的美好

“用记忆铭记

快乐，让岁月留下感动”，孟庭苇曾经用她甜美的

歌声慰藉了几代人的记忆，时至今日岁月流转，熟

悉的旋律唤起你我内心青葱的岁月, 在那个深埋

的记忆里,�有羞涩难忘的初恋情人,有异乡求学的

穷苦生涯,更有那艰辛创业的独自呢喃……

经典旋律 回归空灵和纯净

孟庭苇首首经

典金曲陶醉每一代人，我们在她的歌声中走过一

个辉煌多梦的年代，曾经我们以为跟她有关的回

忆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里，偶尔翻阅、聆听她的

音乐暂时离开这个现实世界。此次演唱会，完美

诠释心情的孟氏歌词再次席卷心灵！

神秘嘉宾助阵 超强视听盛宴

曲目编排以

孟庭苇经典歌曲为演唱会主轴, 届时有台湾地

区重量级嘉宾助阵，让入场的观众在2个多小时

的演唱会期间让眼耳的视觉与听觉都达到共

鸣，享受一场最完美的音乐盛宴！跟随孟庭苇和

她的朋友们相约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一起聆听

台北的爱情故事。

“月亮公主”孟庭苇 本周六亮相锦城艺术宫

《孟庭苇的台北爱情故事》全国巡演成都站即将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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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街头艺人可以

持证上岗，成都的街头艺人

有没有这样的上岗证？昨

日，四川省演出协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成都还

没有类似的举措。“成都市

相关机构也论证过让街头

艺人持证上岗，但是目前还

没有确切的动作。”据该负

责人透露，成都市的街头艺

人并不多。“和上海还不

一样， 成都的街头艺人原

来有不少，在街角弹吉他，

但现在越来越少。”

只不过， 省演出协会

联合相关文化单位， 在四

川省各地市州推行了“个

体演员资格证”。“拿到这

个资格证的个体演员，才

能在公共场合进行演出，

不然会被文化稽查单位勒

令停止演出。” 所提及的

公共场合，包括社区、街道

的演出资格。“个体演员

需要参加考试，节目主持、

声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类别， 考试成绩要合格才

能获得资格证。”据了解，

参加资格证考试的个体演

员人数众多， 可是从去年

到今年，全川不包括成都，

只有600～700人左右通过

考试拿到资格证。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话剧《蒋兆和》昨晚成都上演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王勤）

今年

是川籍著名画家蒋兆和诞辰110周年，昨晚，

北京一九九八国际青年艺术剧团担纲演出

的大型史诗话剧《蒋兆和》在锦城艺术馆上

演。话剧以蒋兆和在泸州、蒋兆和与淞沪抗

战、蒋兆和与萧琼、蒋兆和与《流民图》等故

事为重点，再现蒋兆和卓尔不凡的艺术人生

及其代表作、水墨人物画巨构《流民图》曲

折坎坷的传奇遭遇，深刻揭示了画家对苦难

百姓的悲悯之心和爱国爱民的火热情怀，现

场观众深受感染，无不动情。据悉，话剧《蒋

兆和》在蓉演出后，将在省内巡回演出。

蒋兆和（1904－1986）是20世纪中国现

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

风骚的艺术巨匠。融汇中西的鸿篇巨制《流

民图》是其代表作，他通过塑造101个难民形

象，直指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表现画家

对战争的愤怒，对正义、和平的呼唤，系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三大经典画作之一，是20世纪

中国人物画史里程碑式力作。

该剧主创阵容强大，编剧、导演王鹏博，

与莫言等剧作家同获2012年中国戏剧最高

奖金狮奖最佳编剧奖，连续三年获得北京市

戏剧创作一等奖。其中为北京大学创作的百

年大戏《教育就是兴国》手稿，被永久珍藏

于北京大学文史档案馆。蒋兆和的饰演者刁

成禹，曾饰演过话剧《四世同堂》祁老爷子

等35部作品，担任过张艺谋印象系列之舟山

“印象普陀”戏剧编导、那英演唱会《那样的

声音》总导演等。

记者了解到，蒋兆和的儿子萧和看完话剧

后十分感动，认为该剧真实地塑造了父亲的艺

术形象，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和人物并

不熟悉，希望这部剧能增加他们的了解。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蒋兆和一生的创作都与人

民站在一起，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艺术家。

时间：

11

月

15

日（周六）

20

：

00

地点：锦城艺术宫

票 价 ：

1280

、

880

、

680

、

580

、

380

、

280

、

180

元

电话订票 ：

028-66005050 400-

610-3721

官网订票 ：

www.damai.cn www.

piao123.com

早上六点起床跑步、跳绳，回来看书，下

午在家做无氧运动，到了晚上练习水晶球或

魔术，也动笔写写小说。这就是上海首批持

证街头艺人之一、33岁上海小伙陆昕一的一

天，他将之形容为“日复一日都差不多。”偶

尔，他也会在微信中分享某次聚会。“我没有

女朋友，不抽烟也不喝酒，依然过着比较清

苦的生活。”他告诉记者，做一个艺人一定要

忍受和享受孤独，“很多时候陪伴你的只有

水晶球。” 他想了想说，“尤其在练习的时

候，身边的任何人都是多余的。”

你自己看重你挂的这块牌子和发的那

个证吗？陆昕一回答说：“非常非常，仅次于

我的身份证。对于一个街头艺人，街头表演

不仅是收入的来源，还是人气的来源，以及

被经纪公司发现的可能性，以及获得更多资

讯的来源，所以街头艺人他的表演，除了收

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

机会。”

不过，因为“持证”，这段时间陆昕一的

日程上多了一条：逢周二、周四和周末下午

一点，背着一大包道具去静安嘉里中心广场

表演。他很庆幸自己在“没有盼头”的日子

里依然坚持每天健身、 保养皮肤和练习表

演。“一直以来，我的收入都是不可控的，但

我可以控制我的体重、体形和表演水平。”夜

幕降临时，他会在朋友圈截图路人给他的信

息。有人说：“在忙碌和烦躁的时候能见到你

的表演，给心里留下了印象之外更能缓解压

力，哪怕只有一瞬间。”还有人说： “今天本

来真的很不高兴的，本以为魔都的‘魔’是

魔鬼的‘魔’，现在觉得是magic（魔法）的

意思。”“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陆昕一感慨，

作为城市街头艺人，哪怕只有掌声，也不是

那么落寞。

在“持证”之前的日子里，陆昕一靠接

商演生活。一场商演的费用大概是1500元到

2000元， 但商演机会的来临毕竟是被动的，

有时一周里接踵而至， 有时一个月只有一

次。“更关键的是，如果我要静心练习，就没

办法经常商演。”而相较商演，街头表演在

陆昕一看来就自由得多。2012年， 他有一段

在马来西亚做街头艺人的经历，“时不时给

马来西亚的警察塞点小费”。 但回国后，别

说塞小费，他甚至不敢在上海的街道摆上收

小费的帽子， 只能做一些公益性的街头表

演。“我很理解在交通要道做街头表演会带

来困扰， 所以我尊重这里的秩序和管理。”

他叹了口气说，“但只要我能站在那里，我

就能生存。”

持证艺人之一、当了七年街头艺人的殷

凯也不排斥商演，但他坦言，生活中的大部

分收入还是来自街头表演。“现在起码没有

人赶你了，以前被赶是常态。”殷凯向记者形

容自己做街头艺人的日子 “冷暖自知”，一

方面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生存压

力。“可我也是自由的， 可以掌控我的时

间。”和陆昕一相似，他也遇到过令他感动的

观众。“我被城管、警察都赶过，但也遇到过

在一旁静静听我唱歌、还给我钱的警察。”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

员罗怀臻也告诉记者，在现代城市，管理对

于街头艺术与城市秩序的相融是必需的。

“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

提。” 早在2004年， 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时，罗怀臻就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

了一份议案。不过，具体的管理规划并不简

单。据《解放日报》报道，当时上海市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相

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

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

域。罗怀臻向记者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这次（八位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试行

具有破冰意义。之后的情况，也要看试行的

实际效果了。”

“未来的理想状态是，城市空间中凡是

可以艺术表演的地方，都能有真正的街头艺

术。”

《澎湃新闻》

以前被赶是常态

现在起码没有人赶你了

街头艺人合法化应该有门槛

有艺可卖

艺人

建议

业界

解读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具有破冰意义

如何界定街头艺人和乞讨者？

赞成与反对

街头艺人陆昕一在表演水晶

球杂技 刘瑾 摄

试点时间是一个月，位置

是上海市静安区嘉里中心附

近。周一到周五，每天允许两

个艺人表演，周末两天，

8

名街

头艺人可以集中献艺。而之所

以选在静安区，考虑到的是这

里白领较多，对街头艺术文化

的接受程度较高

。

试行周期

首批取得上岗证件的8名

街头艺人，还参加了一次街头

艺人职业素养的培训。这些艺

人涉及水晶球表演、 小丑气

球、易拉罐制作、拉小提琴、作

画、萨克斯、口技、草编工艺

品、弹吉他，非常具有城市街

头艺人气息。

8名艺人

8名街头艺人签订了从业

承诺书， 承诺书里明确规定了

在表演期间，不得转让摊位，不

得破坏道路秩序， 不得噪音扰

民等细节问题。“作为职业街

头艺人要准时准点出现， 不能

把上岗证借给他人用， 不能在

表演中进行买卖。”

上岗要求

白岩松：

您是怎么看待最初只是8个街

头的艺人上岗了，比您期待的多，还是少还

是怎么样？

罗怀臻

： 看起来8个， 其实它是一个破

冰，也是一个首创，我觉得有限度的尝试，逐

渐让市民熟悉， 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所

以8个人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白岩松：

你有没有看这8个人的表演？

罗怀臻

：我不仅也看了，我也和这些

艺人私下有接触，总的感觉，就是市民对

他们没有排斥感，欢迎比较多，另外艺人

也没有被歧视的感觉，他们觉得表演也比

较自由，也比较自如，甚至于他们的收入

也符合他们的预期，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

们还没有发现，我们所担心的，比如扰民，

比如影响到交通， 比如说市民会否反感，

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所以运

行的非常良好。

白岩松：

我相信全国很多城市也在关注

上海这样的举动，但我们怎么来界定他是街

头艺人，而不是一个乞讨者？

罗怀臻

：是，因为我们的确要把两类在

街头上卖艺的人区别开来，一类是我们偶尔

还是能看到的，以展示伤残、疾病、冤屈、这

个为目的，实际上用了一些很粗糙的表演手

段作为吸引行人的吆喝，这类的确不能给我

们带来美感，这类人应该进入城市，对弱势

人群的救助系统，而不能把他们看为街头艺

术和街头艺人，而我们所期待的这种街头艺

人，是和城市的环境，城市的品味，城市的这

种凭吊相匹配的一道城市的风景。

白岩松：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

是现在看来还比较谨慎， 上海毕竟是试点，

这个证只有1个月的期限， 一个月之后您觉

得是减少人还是扩充人？

罗怀臻

：我觉得实验的效果它是最好的

说明，到目前为止他实验的很好，也许我是

乐观，我相信他们可以继续表演下去，我也

相信人数会慢慢的扩大， 这是仅从上海而

言，我相信上海的这个破冰之旅，他对全国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白岩松：

也有人会提出疑问，这种办证

的权利要不要进一步下放？

罗怀臻

：办证，我觉得是一个形式，也是

一个手段，就是城市管理者当然要对城市流

动的这些人有一种管理措施。

四川各地市州

有

“

个体演员资格证

”

在上海， 早在6年前，

就一直有要规范街头艺人

持证上岗的讨论。

今年这些艺人是如

何拿到上岗证的？ 陆昕一

现身说法：

写信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给上海市文广局写邮

件： 问街头艺人计划的进

程，想在上海做街头艺人。

回复

今年十月初， 陆昕一

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

会的面试通知。 面试就是

表演，然后拍了几张照片，

没有当场回复。

培训

通过了面试， 陆昕一

又被通知参加了一次街头

艺人职业素养的培训，终

于在10月25日拿着上岗证

开始在街头表演。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管得宽还是管得好

艺人演出证

如何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