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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东方百老汇演出季《42 街》巡演城市项目负责人确定 
 
东方百老汇近日确定了《42 街》演出季巡演各站区域经理负责人的安排，并明确了区域经理

的职责和权限。曹洋洋负责杭州站事务，陈少泉负责南京站事务，杨玉龙负责宁波站事务，

王志刚负责合肥站事务，刘雨佳负责武汉站事务。 
 

西安和天津相约东方百老汇演出季《42 街》 
继上海、杭州、宁波、南京、合肥、武汉、北京之后，东方百老汇演出季《42 街》增添了新

的巡演城市。近日，西安和天津成为全国巡演的第八和第九个城市，2007 年 11 月 23 日-11

月 28 日在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厦演出，12 月 4 日-9 日则在天津大剧院演出。请关注后续报道。 

 

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女士会见东方百老汇一行 

 

2007 年 9 月 8 日，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女士专程前往杭州剧院会见了百老汇音乐剧《42 街》

的全程承办方—北京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一行，并与大家亲切交谈。葛副省长

表达了对来访人员和《42 街》的欢迎，她告诉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董事会负责人倪德伦

父子，倪德伦先生是音乐剧专家，同时也已经是杭州和杭州人民的老朋友了。早在 70 年代老

倪德伦先生就曾访问杭州，后又带领学者团研究杭州文化市场，90 年代倪德伦先生还在美国

大使的陪同下再度访华。葛副省长感谢他能把《42 街》带到中国，带到杭州，带到中国观众

的家门口。 

倪德伦先生说，倪德伦是美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家族企业。他和儿子小倪德伦先生都非常注

重与中国的友谊，也非常高兴能多次访华并把《42 街》带进中国。他相信中国的观众会喜欢

这部经典的音乐剧，也相信它会大获成功。他认为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文化中心，注重文

化交流。并说明艺术演出对青少年发展的非常重要。他表示公司已着手制订中国剧目走出去

的长期规划，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将中国剧目引进美国是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他也很荣

幸能够为中美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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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副省长感谢倪德伦先生为推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她表示，浙江省政府在致

力于经济发展同时也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她相信东方百老汇和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一行来

访能对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最后，葛副省长表示会支持东方百老汇此行，

并预祝音乐剧《42 街》取得成功。 

 
合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项贤峻女士 

9 月 15 日在美国百老汇音乐剧《42 街》合肥开票盛典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为了促进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

荣，提升合肥人民对音乐剧的认知性、满足合肥人民对高品质文化享受的需求，合肥众缘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从美国百老汇

引进音乐剧《42 街》。 
 

《42 街》音乐剧用动感激情的现代舞蹈、多元化的音乐风格、超前的舞台技术征服了全球数

以百万计的观众，是音乐、舞蹈、表演、灯光、音响、服装、舞台制作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的完美结合。本次《42 街》巡演在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合肥、武汉、北京等中国七大

城市举行。其中在我市安徽大剧院的演出时间为 10 月 27 日至 30 日共六场。 

 

《42 街》在合肥的演出也是合肥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下一项重要

活动，该剧的内容健康积极，激励年轻人奋发图强，拼搏进取。它不仅繁荣了我市文化市场，

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弘扬了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提高市民的

文明素质。 

 

本次演出人员由 80 位美国出色的演员组成，演出规模是空前的，希望承办单位做好接待工作，

将合肥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美国友人。《42 街》在合肥的演出也是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首次登陆

合肥，各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演出期间恰逢第八届高新技术资本对接

会开幕，要将两个活动配合报道，让合肥市民和众多海内外客商对合肥的对外开放度和接待

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42 街》巡演首站上海已经连演 10 场，反映非常热烈，预祝 10 月 27 日合肥站的演出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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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追踪 

上海  一票难求 记者不得不“靠边站” 
《42 街》上海演出过半，票房、口碑双丰收。全国媒体对该剧交口称赞，同时演出门票也格

外抢手。北京媒体前往上海进行后续报道时，被告知由于演出票非常抢手，他们有时不得不

占用媒体预留位，部分媒体只能采用站票形式进场。 

 

杭州  营销新载体和团体包场齐头并进 
杭州与浙江华数传媒有限公司结成长期战略同盟。华数传媒在杭州拥有巨大影响力，覆盖电

视，电台，网络，电讯等多个领域。东方百老汇演出季与之签约，华数为《42街》播出每天

288次广告宣传，在旗下华数在线网站首页安排宣传连接和订票服务，并开通96345市政便民

热线，为广大市民购票提供服务，这是市政便民热线首次为演出提供服务。华数在线为《42
街》开辟的演出专版：http://www.hzcnc.com/ad/200709_42/index.html
 
杭州演出日前进入冲刺阶段和观众购票的高峰期，杭州剧院全体员工在柯朝平总经理部署下，

借助各方优势，使得票房每日直线飙升。而团体票和包场则成为总票房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京 携手强势媒体，启动宣传攻势 
 

南京新闻通气会暨新闻开票仪式举行后，南京承办方传世传媒有限公司积极展开推广销售工

作，除了已包出场次之外，公司正积极接洽其他包场。南京方面还邀请到江苏影视频道，文

艺电视台，金陵晚报，这三大强势媒体作为媒体协办单位，全面启动演出宣传攻势。 

 

宁波  正式开票，广泛争取社会资源  
9 月 17 日，《42 街》举行宁波演出新闻发布会和开票仪式。东方百老汇董事长陈纪新、总

经理董方思、宁波承办方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陈建方和当地媒体，企业嘉宾出席了发布会。市

民胡先生成为第一个获得当地《42 街》演出门票的宁波观众。他听说《42 街》到宁波演出

后，立刻预订了全家人的票。按照东方百老汇演出季惯例，这首笔票款 2 万元将捐赠给宋庆

http://www.hzcnc.com/ad/200709_4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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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基金会音乐基金。发布会上，宁波艺术学校的学生与东方百老汇总经理董方思切磋踢踏舞

和中国民族舞，通过舞蹈展开了文化交流活动。 
 
宁波大剧院近日在剧院邀请宁波的文化公司、娱乐演艺公司、广告公司代表召开《42 街》推

广见面会，冀望利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资源为 42 街演出销售而服务。 
 
宁波大剧院将其办公用车喷涂成 42 街的广告车。而宁波大剧院的几千名会员将有望与东方百

老汇会员制对接，并享受针对《42 街》推出的会员优惠条件。 
 
合肥  《42 街》开票，点燃城市激情 
 
“激情四射，让我们跳起来”百老汇经典音乐剧《42街》全国巡演合肥站开票盛典于9月15日在

合肥隆重举行，安徽电视台金牌女主持马滢主持开票盛典。合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林存安、

合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项贤峻、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东玲以及合肥市有关主管部门领

导、东方百老汇董事长陈纪新、总经理董方思、合肥众缘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谭虎元、合肥

所有新闻媒体以及企业嘉宾近百人出席。 
 
合肥众缘公司是与东方百老汇就《42街》进行合作运营操作的本地文化演出机构，这样的模

式在全国是首创。由于筹备比较充分，合肥在开票前就率先获得了本地企业支持。现场，众

缘公司领导接受了深圳新科装饰有限公司等单位购买团体票的支票。而合肥第一张百老汇音

乐剧个人门票，被在合肥工作的美国朋友特里夫-里查德-莱普先生抢先购得。他在接受记者

现场采访时说：“实在没有想到我在合肥也能看到在美国百老汇的《42街》，太感到意外了。” 
 
合肥的少年活动中心的小朋友跟随着《42街》的音乐为嘉宾表演欢快的踢踏舞，展现了这座

飞速建设、充满希望的城市的活力。 
 
武汉 “剧场版的美国大片” 《42 街》正式开票 
 

9 月 19 日上午，《42 街》武汉演出新闻发布会暨开票仪式在武汉剧院隆重举行，获得巨大成

功。东方百老汇董事长陈纪新，副总经理托尼，武汉市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国家一级编剧安

荣卿，武汉剧院王斌总经理，武汉剧院战略合作伙伴道森广告公司杨皆红总经理，武汉市作家

协会主席董宏猷以及武汉各主流媒体出席了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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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开幕大戏，《42 街》受到省文化厅和各知名企业的高度关注。王斌

表示作为年度文化盛事，《42 街》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他相信通过有效运作，能实现“一票

难求”的目标。杨皆红发言呼吁企业应该更多参与文化演出事业，为文化事业和企业形象搭

建平台。托尼在发言中称，作为美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之一，音乐剧一直娱乐着观众，他很

高兴在上海看到当地观众和世界其他地区观众一样因为欣赏演出而快乐，也相信武汉观众也

能在欣赏过程中享受快乐。 

 

开票仪式上确定了《42 街》—‘剧场版的美国大片’这一富有煽动性的宣传口号。而当场有

企业提交了购买团体票的 29 万元支票。 

 

北京 《42 街》全国宣传造势，京城预热  
 
9 月 20 日，北京 10 家平面、电台媒体记者组成的媒体小组奔赴上海，报道上海演出实况，

提前两个月为北京演出宣传造势。 
 
北京展览馆剧场是《42 街》北京的演出场地，设立在北京展览馆广场的户外广告牌以及展馆

两侧道旗广告也于本月初安装投放。九、十月是北京展览馆举办国际和全国性大型展会高峰

期，也是北展剧场演出高峰期。此广告的提前投放将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具有实效性。 
 

运营动态 

全国和各地招商信息 
MSN的全国赞助合作积极洽谈中。 
《42街》纪念品（帽子和体恤）将在杭州首演当晚亮相，并由承揽该业务的企业公开发售。 
 

各地票务政策和信息 
针对全国巡演城市不同档位的小团体门票销售以及回报的办法近日出台。敬请关注。 
 
全国团体票总代理：新纪元票务 4007060688 
全国团体票总代理：爱玛娱乐 TICKETMASTER 4007079999 
上海售票热线：021-62678753  62172426  62173311  61418429 
杭州售票热线：0571-85109939 85177801 
南京售票热线：025- 83204683  8441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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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售票热线：0574-87661111 87661333 
合肥售票热线：0551-3698368  3698369  3698370  2884660 
武汉售票热线：027-82802188  82841618 
北京售票热线：4007060688  4007079999  010-51288888 
 

音乐剧宝库 

音乐剧《42 街》的时代背景 
生机勃勃的 20 年代，美国经济似乎正在高速发展；从日益扩大的股市赚取源源不断的财富；无限发

展、繁荣的美好前景触手可及。然而，国家的财政结构并非像表面上那样合理、健全。华尔街的腐败

比比皆是，这导致了股价虚高——众多公司的资产仅是纸面上的。银行业秩序混乱，大小银行随处可

见，许多投资都不明智，无充分担保的借贷随处可见。其他国家从美国借出巨额资金，其中多笔贷款

不具有偿还能力。无形中扩宽了财富分配的鸿沟。这意味着很多工人没有钱来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 
 
1929 年 10 月 24 日，股市开始遭受重挫。投资者在对市场失去信心后，开始快速抛售自己手中的股

票（仅 24 日一天，狂抛股票 1300 万股）。10 月 29 日，1600 万股股票抛售殆尽——疯狂的抛售使

股市崩盘。银行无力收回贷款，在卷走了客户全部存款后，关门大吉。商业一蹶不振，工资一落千丈。

失业保险和福利计划已不复存在，（失业）工人一无所有。 
 
为了稳定动荡的经济，世界各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希望以此来推动内需。与此同时，许多国

家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本国产品对进口货物的竞争力。通货膨胀日益加重。生产的商品销售不出去，

商业大幅停滞，致使失业的工人身无分文，无力购买任何产品，导致恶性循环。 
 
使其雪上加霜的是，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卷了大部分美国农场，将其变成灰盆地带；珍贵的表层土被烘

烤、蒸干；漫天刮着的沙尘暴使庄稼枯萎，农业产业几乎被摧毁。 
 
赫伯特·胡佛总统为首的政府也发现财政收入减半。股市的百万富翁蹲在街角卖苹果，以挣得一枚五分

镍币的收入。而成批失业的无家可归者在“胡佛村”（贫民区）里寻找落脚之地，瑟缩在“胡佛毯”（报

纸）之下。胡佛并不同意政府通过资助市民来制造美国“繁荣似锦”的假象。 
 
1933 年，美国人陷入极度窘迫。购买面包的队伍在街区内延伸的状况预示着人们的普遍贫困。这种

景象在 5 年前的美国绝对想象不到。许多人甚至被逼向了绝路：在整个 30 年代，自杀率节节攀升，

仅 1931 年一年，就有 20,000 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www.NNCBroad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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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音乐剧受到欢迎。人们逃避到歌舞升平的虚幻世界，麻醉自己，暂时遗忘现实的困境。其中优

雅的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珍姬·罗杰丝、文弱的鲁比·凯勒、强壮年轻的迪克·鲍威尔成为了票房明星。凯

勒和鲍威尔在 30 年代出演了一系列音乐剧（最早一部是《42 街》）。这些音乐剧都在讲述着相同的

故事：年轻男女歌手、舞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赢得了财富和爱情，而在这些众多奢华的剧目中，

以由巴斯比·伯克利任编舞的音乐剧为最知名。直至 1940 年，肆虐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萧条才得到抑

制。富兰克林·D·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使经济复苏，为人们提供了救助。这些措施（如失业保险和银行整

顿）的实施确保类似的破坏性事件不再发生。 
 

 
通讯联系人 
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周吉 
电话：010-65682899 转 12 
传真：010-65685198 
电子邮箱：curlyzhou@nncbroadway.com 
官方网站：www.NNCBroadway.com 


	音乐剧《42街》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