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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杭州盛大首演 
大幕徐徐升起，只看到一排脚，踩着音乐的鼓点，不停地快速变换着舞步。昨晚，美国百老

汇大型音乐剧《42 街》在杭州剧院上演，开场一段热情奔放的踢踏舞就吸引住了所有的眼球。 
 
“《42 街》真是大手笔，演出服带了几千套，装台工作都要忙三天。自从 9 月 24 日晚上 11
点道具进场后，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舞台上布置，到 27 日中午才全部完工。”昨天，杭州剧院

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这样感叹。虽然还没机会看一眼《42 街》的表演，但杭州剧院不少工

作人员这几天已经被豪华的道具震住了。可以铺满整个舞台的地板，一面巨大的镜子从舞台

上空悬挂下来，打开来有 8 米长 6 米宽的 10 层台阶，比大型演唱会还多的灯光……这两天，

《42 街》的奢华道具陆陆续续从十卡车上卸下来，一件件搬进剧院，杭州剧院舞美工作人员

一边在旁边给剧组做协助，一边互相惊叹，《42 街》真是太奢华了。 
 
《42 街》舞蹈占据很大的比例。舞台上演员穿着钉上铁钉的高跟鞋，时不时就会秀一段踢踏

舞。不停甩动的双腿，发出一阵阵充满节奏感的“踢踏”声，再配合浓郁的百老汇风格的音乐

唱段，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 
  
不断变换的服装，也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低胸紧身衣，超短裙，缀满的亮珠片晃得人眼晕……
一场演出下来，每个演员差不多要换五六套衣服，一位观众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边数

着。而为了保证演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换好衣服，后台被布置得像一个小型的服装商场。上

千套演出服分门别类地悬挂在衣架上，鞋子全部放在篮子里，每个篮子还都编着号码，方便

演员取用。“光整理这些衣服、鞋子，大家就忙了一下午。”北京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

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杭州开演，票房也在呈现飙升之势。“几次路过票房门口，都看见有人在排队，这种现象可真

是难得见到。”浙江省演出公司的小尤说。 
 
一些企业也加入到了团购的队伍中来，打算把《42 街》门票作为“十一”黄金周礼物赠送给员

工。“来和我们洽谈的企业还挺多的，9 月 29 日那场演出，已经确定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

公司包场了。”杭州剧院总经理柯朝平说。 
 
“开演前一个小时，差不多卖出了六七万元门票。”晚上 7：30，当剧场灯光熄灭，大幕拉开的

时候，票房里工作人员一边清点着账款，一边对记者说。杭州人一向习惯要临近演出时才去

买票，不过，昨天慢性子的观众有点懊悔了，因为来得晚，自己想要的位置都拿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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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郁闷的还有围在剧院门口的“黄牛”，手里捏着一厚叠百元大钞，逢人就问“有没有票”。一

位“黄牛”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来打听票的人倒是有不少，可是自己也是手里只有钱拿不到

票啊。 
  

武汉站新闻发布会 
 
9 月 19 日，《42 街》武汉站演出新闻发布会暨开票仪式在武汉剧院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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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会现场是武汉剧院幽雅的咖啡厅。托尼首先发言，他说，美国对世界文化有两大贡献，

一个是音乐剧，一个是爵士乐。他很荣幸的能够参与到向拥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介绍

美国音乐剧的活动中来。尽管美国音乐剧在全球范围内只有 20%是成功的，但其娱乐大众的

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感染力。而《42 街》正是一个为观众带来快

乐的，典型的百老汇音乐剧。他说，在上海演出现场，他看到上海观众和世界其他地区观众

一样，因为欣赏《42 街》获得了乐趣。他觉得自己 40 年来为音乐剧的奉献非常值得。他赞

赏了武汉剧院引进音乐剧，丰富武汉文化生活的举措，并将剧院总经理王斌先生称为中国的

音乐剧未来之星。 
 
董主席赞赏了武汉剧院对文化事业做出的努力，表示王斌先生从演奏家转变为文化产业人的

过程是充满艰辛的，但他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对文化产业有积极作用的。 
 
王斌总经理发言表示很荣幸能签约东方百老汇演出季，这一举措给了他更好的机会实现他在

文化产业的理想。他说，在签约后第 10 天，他就成为了一家剧院的总经理，40 天后又得到

了管理另外一家剧院的机会。他也一直致力于打造优秀的本土剧院，他认为武汉剧院是这样

一个剧院，它具有花园式风格，环境幽雅，有较高品位，是上演《42 街》这样一部优秀音乐

剧的上佳地点。他也相信，作为年度文化盛事的《42 街》，在有效运作下也将可以实现“一
票难求”的目标。杨总经理表示很高兴能与武汉剧院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化产业是

企业形象推广的重要平台，他呼吁企业应更多参与文化产业。 
 
发布会获得巨大成功。 
 

www.NNCBroad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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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追踪 

杭州  首演一炮打响 
 
“青春立志大片，年代华服秀场，所有故事都用脚尖说话，所有情感都用音乐来表达。”----《都

市快报》评价。“踩着音乐的鼓点，不停地快速变换着舞步，吸引住了所有的目光。”---《钱

江晚报》。“繁华的大街，林立的剧院，梦幻的百老汇舞台，激情的踢踏舞，还有那充满梦想

的人生”---新华网浙江频道。 

南京  企业校园宣传展开  
东方百老汇总经理董方思拟前往南京各知名企业、大学进行宣讲。传播音乐剧知识，培养观

众群。将着重针对南京艺术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和国际学校等具有潜在音乐剧消费群体的地

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宣讲。 

宁波 平面媒体深入报道 
联合 6 大广告公司全面带动《42 街》宁波站宣传。他们包括宁波移动电视，今日广告传媒，

英雄文化传媒，都市生活周刊，纽仕企业咨询，五环体育。宣传覆盖电视，报纸，杂志，全

方位，立体化。9 月 27 日，6 家宁波媒体奔赴杭州进行前沿报道。《42 街》热浪已到宁波。 
 
北京 搭载多层次媒体宣传 
公交宣传扩大规模，欲扩大到 50 辆车车身广告。音乐之声专题节目已开始进行播出，《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重要媒体开始立体报道演出情况。董方思校园巡讲活

动已经开始筹划。 
 
武汉 宣传稳步进行 
报刊、杂志硬广已铺开，《长江日报》，《长江商报》，《大武汉》杂志，剧院外墙广告以

登出，其余户外广告正在制作中，10·1后正式投放，电台节目，电梯，路牌广告同时推出。 
     
西安 2007 陕西·西安国际音乐节 主打《42 街》 
陕西西安国际音乐节由陕西省政府、陕西省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化厅批准，神采演出艺术

公司连续 6 年承办的西安艺术盛宴。本届艺术节将以《42 街》为主打，还包括香港先锋舞

台剧《包法利夫人们》、话剧《天上人间》、意大利佩斯卡拉交响乐团音乐会、贝九儿童音

乐专场和梵呗新年祈福音乐会。形式风格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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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暨《42 街》承办单位神采演出艺术公司以合作形式参与东方百老汇演出季，是继合

肥以后第二个合作的演出城市。凭借西安承办方和东方百老汇的通力合作，《42 街》有望

在 10 月中旬举行开票仪式。相关网站：http://www.wawuu.com/2007yyjinfo.asp?jiemu=a
 
 

运营动态 

全国市场营销动向 
强调示范效应口碑效应，用前期确认包场消息带动后续包场。 
希望各地采用在演出前三天的明星记者会上请省里和市领导出席以增加媒体参与的暴光度。 
建议让演员参与中秋，国庆游行宣传，搭载当地文化活动，由媒体跟随报道。 
学生是音乐剧潜在消费群，希望各地与各大学建立联系，培养未来消费群。东方百老汇演出

季非常注重此项活动，将诚邀东方百老汇总经理董方思担任讲座主讲。 

 

各地招商动向和建议 
建议各地首演结束后举办首演晚宴，邀请演员参加，可借此进行招商回报和会员回报。希望

各地能够早做准备，联系当地餐饮赞助，提高晚宴活动档次。 

 

各地票务政策和信息 
针对巡演城市不同档位小团体门票销售以及回报的办法近日出台，请咨询全国营销中心。 
 
全国团体票总代理：新纪元票务 4007060688  51288888 
全国散票总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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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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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awuu.com/2007yyjinfo.asp?jie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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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售票热线：4007060688  4007079999  010-51288888 
西安售票热线：029-85211993 83711958 88028555 88500673 
天津售票热线：022-23248588 

音乐剧宝库 

42 街，不仅是一首歌曲，一部音乐剧，还是纽约市剧院最集中的街区之一，那里每天都有数

十场如音乐剧《42 街》搬经典的演出上演。揭开它华丽的面纱，背后的故事就如音乐剧本身

一样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请看 42 街之传奇 
 

 42 街，梦想大道的传奇 
 
1980 年，百老汇巨头大卫·麦瑞克将他最新力作《42 街》的首演安排在冬季花园剧院（一个

以只演出富有生命力音乐剧为经营口号的剧院），与该剧同名的传奇大道恰好就在往北再过

几个街区的地方。 
    
早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纽约 42 街周围，剧院大批落成，到了 20 世纪二十年代，第七大

道和第八大道之间 42 街上短短一个街区的距离成为世界上剧院最集中的地方。抒情剧院、新

阿姆斯特丹剧院、阿波罗剧院、自由剧院、塞尔温剧院和胜利剧院是这片剧院区最受欢迎的

演出场所，马克思兄弟、佛瑞德·埃斯塔和阿黛尔·埃斯塔、W.C.菲尔兹、吉米·杜兰特、巴里

莫尔家族和 Florenz Zeigfeld 都曾在这些剧院演出过。42 街见证了美国音乐剧诞生之初的辉

煌。 
 
然而，1929 年华尔街的股市崩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三十年代，随着大萧条的逐渐

蔓延，42 街上的所有剧院都越来越不景气。三十年代，杂耍滑稽剧和二轮电影院取代了曾经

的“正统”剧院。1934 年，只有新阿姆斯特丹剧院还继续上演正统剧。几乎没有制片人和剧院

老板能在大萧条时期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的都将自己的剧院往北迁了几个街区。42 街的人行

道上，皮条客和妓女公然混在一起，这条街很快就臭名昭著。到了四五十年代，这里曾经辉

煌的剧院都变成了黄色电影院和成人用品商店，毒品贩子们对警察视而不见，公开做买卖。

六七十年代，由于百老汇音乐剧的势衰，整个剧院区的不景气，加重了 42 街的腐化，第七大

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西 42 街成了一个充满危险和恐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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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国音乐剧在迪斯尼带领下的复兴，42街获得全面新生。出台了一系

列剧院重建计划。首先修复的是胜利剧院，改名为新胜利剧院，于1995年12月重新开张，是

纽约市首家儿童和家庭剧院。新时代美国音乐剧巨作《美女与野兽》进驻42街。 
 
1997年春，由沃尔特·迪斯尼公司重建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重新开张。自由剧院和帝国剧院合

并，组成一家包括一个多屏幕多观众厅电影院和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综合娱乐场所。塞尔温剧

院经过重建后于2000年七月重新开张。并排的抒情剧院（1903）和阿波罗（1920）剧院损

毁太严重，只好将整个建筑全部拆除，在此基础上修建了福特中心剧场。福特中心剧场共有

1821个座位，拥有百老汇面积最大的表演场所和舞台。福特中心剧场的建筑师、设计师和建

造者们非常注重对原来建筑的抢救和修复，并将一切能用的部分应用到新建筑中，其中包括

原阿波罗剧院39×28英尺的拱顶和抒情剧院的四层的赤陶正面建筑，上面饰有悲剧和喜剧的

外观。42街复兴过程中，最新添加的建筑便是2000年七月落成开张的新42街工作室。这座十

层高的艺术建筑耗资3300万美元，办公室、排练场一应俱全，还有一家有着199个座位的剧

院—42街公爵。  
 
2001年5月2日，当复排版音乐剧《42街》在42大道上福特中心剧场拉开帷幕时，主题曲的歌

词又重新飘扬起来，这才是音乐剧真正的庆典，而这一庆典终于完美回归。经历了6年的复兴，

42街终于回到了20世纪初华灯齐放的夜之辉煌。因为它曲折的历史和发展轨迹，以及不可磨

灭的生机，42街成了百老汇音乐剧的象征，成了梦想腾飞的代名词，42街本身就是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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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