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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我们要做中国乃至世界最好的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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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市场、管理、品牌和创新”
这是沈阳杂技团的“4+1”战略，已过耳
顺之年的安宁可以说把自己人生最好
的时光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沈杂。

这70年里，沈杂拿奖拿到手软，从
国内拿到世界，说起未来三年安宁定下
来的目标，首先是2022年要冲击国内的
杂技金奖，2023年制作一台“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晚会节目，也是
安宁眼中必然要做的精品项目。

“我去年得了癌症，我当时想，我没
了，也希望这个团还在，20多年前，给我

开800块钱的时候我玩命干，现在给我
开得多了，我还是玩命干。”安宁患病之
后，感触也多，“我希望这三年里引进人
才，教师和演员制度改革，我希望我们能
一起做点事，拿一些奖，让员工多赚一些
钱。当年入这行要学很多，现在感觉我
终于能够打通，能够让沈阳杂技走向世
界，这些事情就这么绕在我脑袋里，现在
是我最好的时候，我希望这样的经验和
能力别白白浪费了。”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刘臣君
图片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提供

在很多人眼中，安宁是个敢吃螃蟹的人，在担任南湖大
剧院经理期间，他打造了沈阳首个公益电影演出场、首个新
年音乐会，从1997年5月16日走进沈阳杂技团（沈阳杂技
演艺集团）那天开始，安宁的命运就和沈杂捆绑到了一起，
再也没分开过。

2021年，因其对沈阳杂技和中国杂技的贡献，60岁的
安宁被延聘3年，将继续带领70周岁的沈杂前进。

从曾经的全国五大杂技团，到1997年的满地垃圾，满
墙电线，满院子杂草，仅剩下18名演员的沈杂，安宁用了20
多年时间，带着沈杂重回巅峰，打造出世界杂技演出市场知
名的“天幻”品牌，巡演南美、北美，多次成为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

1951 年，沈阳杂技
团成立，沈杂建团之初
由五个私家班子组成，
其中一个就是带领沈阳
杂技团火爆全国的蔡少
武，他以“飞车走壁”的
独门功夫享誉全国，这
令沈阳杂技团得以与北
京杂技团、上海杂技团
等院团并称全国五大杂
技团，并且是最有名的
一个，要知道在自行车
都不多的年代里，能够
开着汽车在大木桶里飞
车是多么令人惊掉眼球
的绝活。

更令人惊羡的事情
是 1973 年，沈阳杂技团
在 美 国 演 出 。 1 月 16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
松在白宫会见了沈杂76
名演职人员，并称赞沈
杂奉献了轰动世界的人
民艺术。

这次行程标志着沈
杂成为第一个赴美演出
的艺术院团，整个行程
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以五集纪录片的形
式记录下来，沈杂将之
作为院史的一个重要部
分收藏了起来。

但这也是沈杂改制
前最为辉煌的时刻了。

从此之后沈杂一路
走低，一直等到安宁的
到来。1997 年，当时担
任南湖剧场总经理的安
宁被叫到了局长办公
室，安排他去沈杂主持
工作，“让沈杂活下去”。

安宁回忆起迈入沈
杂 的 院 子 的 那 一 天 ，
1997 年 5 月 16 日，院子
里杂草丛生，老楼内电
线密布，到处可见，像密
布的蜘蛛网。如果说外
部环境恶劣，那么沈杂
的“内伤”更重。安宁刚
到沈杂时，团里账面上
只有一千块钱，外债却
有九十多万，仅有的 18
名演员不仅无法组织像
样的演出，而且当时的
沈杂被外界打上了“杠
子团”的标签，因为他们
只能演飞杠、抖杠和爬
杆。

这样的窘境安宁至
今记忆犹新。他作为一
名行政干部，给自己定
下了一个任务：尽快进
入状态。

世界巡演
让中国杂技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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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时间里，安宁走遍了中国
最好的杂技团，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上海杂技团，他们的驻场演出长达
27 年，年亏损达 700 万元。这种亏损
金额在安宁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为什
么明知道演出赔钱还要演？

当时上海杂技团的负责人告诉安
宁，占住杂技的阵地，保不住阵地，留
不住演员，没有好节目，演出的阵地就
会被别人占领。

他随后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留在
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不断去学习、观
摩演出。他感叹说：“以当时的眼光
看，这些杂技、马戏的舞台艺术比电影
还要震撼，比大片还要精彩，这才是杂
技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考察
期间，他结识了一批演出商，这些演出
商成为未来沈杂世界巡演赚美元的重
要触手。

在厘清脉络和思路后，安宁确定
了必须要干，而且是大干，造大船，做

“大节目”。
“首先是搞到钱和人，没有钱，无

法请到最好的主创人才，没有好演员，
也无法演出好节目。安宁一面搞钱，

一面挖人。可以说从 20 世纪末期之
后十几年间，安宁在杂技圈里都是以
性格强硬、经常被告的面貌出现的。

“不挖人怎么能行？一定要有好
演员，才能编创、演出好节目，再说那
个时代的演出市场和院团就是一路这
么拼过来的，可以说我当了很多次被
告，也告过别人，不过，从来都是我赢，
我能挖来人，别人挖我的人不行。”为
了好苗子，前不久沈阳杂技演艺集团
还与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签约，实
现优质人才的输送。

为了“天幻”，他请来了全中国最
好的主创团队。这台前所未有的晚会
在 1999 年 1 月 18 日首演后轰动全国，
被当时的中国杂技圈称为“震动中
国”“中国杂技史上的里程碑”。后来
中国文化报称“天幻”为“现代杂技的
代表”，那一年演出 118 场，所到之处
无不迎来满堂彩。

“声光电”加上“力与美”，《天幻》
的艺术性开启了中国艺术杂技的先
河，也打出了沈阳杂技团的品牌效应，
就是靠着先声夺人，沈杂一步步走上
了正轨。

创新
《天幻》成中国杂技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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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董事长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
辽宁省杂技家协会主席

沈阳杂技团是文化体制改革第一
批试点单位，团长安宁首先放弃了事
业编制，变成了完全的“企业人”，然后
开始想怎么带这些演员赚钱的事。

从《美丽的传说》说起，当时是丹
麦庆祝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得知这
个消息后，安宁立即争取了赴丹麦庆
祝演出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沈阳杂技
团找到了一种新方式，让自己更好地
存活、发展下去。

以前演出团体的生存模式是政府
有需要就掏钱，演出团体来排练，然后
演出。即使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演出
团体保持这样的模式。

沈阳杂技团抓住纪念丹麦作家安
徒生诞辰 200 周年的机会，赶排以安
徒生童话故事为主题的大型杂技童话
剧《美丽的传说》，所需200万元费用，
实行项目公开招商。最后，安徒生基
金会出资30万元，两家房地产企业出
资 90 万元，杂技团自己出 80 万元，四
方投资共担风险，而对国外观众的投
其所好，让这场演出“赚翻了”。

这次赚钱成功，就像管道工去疏
通堵塞的下水道，等有人通过一次，思
路立即通畅无比。

借着这次成功的思路，向更广阔
的天地去，成了沈阳杂技团的必然选
择，认识更多的演出商，如香港的演艺
公司，以及南美洲最大的 CIE 演艺经
纪公司，在打过几次交道后，他们认可

了沈阳杂技团的实力，并视为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在 2020年之前，每年
都要去南美赚一圈钱，如《天幻Ⅱ——
太阳鸟》南美洲 800 场的商演合同就
是证明。

有个例子非常能够说明外销模式
对沈阳杂技团的改变。1999年在制作
包装《天幻》时，舞台在当时已经算得
上华美无双，美轮美奂，为了壮观更是
求大求全。在国内外演出都非常受欢
迎，然而这时候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
题：并非所有的剧场都能够容下这么
大的舞台，很多装备在国外剧场没了
用武之地。最后很多演出不得不忍痛
削减。

而《天幻Ⅱ——太阳鸟》的设计过
程中，安宁特意强调的是，所有的装备
都能够拆卸走，所有的装备必须能够
在所有的剧场演出，不管是七八百人
的还是上万人的剧场。2010 年 11 月

《天幻Ⅱ——太阳鸟》亮相，所有的舞
台设施、道具统统叠加起来，正好能够
装满两个集装箱。“运到哪里都可以，
装在哪里都可以，这就是我们所要适
应的标准化。”安宁说。他给记者拿出
一个标准化图册，里边规定了跟沈阳
杂技团相关的所有标准内容，比如车
辆上 LOGO 用图，比如信纸、比如服
装、比如道具……所有的一切都要标
准化，都要有沈阳杂技团的 LOGO 标
志，让人一望即知。

蔡少武表演的汽车走壁

目标
多拿全国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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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华年》剧照 《忆华年》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