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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班《世界工厂》
2014年6月5日晚7:00

              西安美术学院

2014年6月8日晚8:00

    兰州花儿剧场

2014年6月13日晚7:30

    西宁小桥市民中心

2014年6月15日晚7:30

    银川种太阳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4年6月21日晚7:30

    呼和浩特时光简影咖啡馆

2014年6月22日晚7:30

    北京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

2014年6月25, 26日晚7:30

    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

2014年7月6日晚7:30

              上海外滩美术馆

2014年11月21, 22日晚8:00

    OCAT深圳馆

2014年11月28, 29, 30日晚7:30        上海古美文化活动中心
2014年12月6, 7日晚7:30               南京艺术学院当代剧场青年邀请周

<来自现场>

消费时代的情感
从2009年起，我陆续开始筹备《世界工厂》这出戏。起因是那年去曼
切斯特，了解到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那里就被称为“世界工厂”，进
而联想到它与中国当下“世界工厂”地位的关联。并且，我们今天的社会
制度，与曾经席卷那里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运动也一脉相接。但经历二百
年的种种社会变革和技术变迁，资本主义进入消费时代，当年的理想和
随后百多年的实践，显然没有根本改变臭名昭著的世界工厂。它们只是迁
出了富裕的欧洲。但在别处，工人的生存环境依旧恶劣，事故频发。

夺了工人的劳动技能和荣誉感。但人们往往忽略这点，以为多赚点钱或
去消费就能弥补。2013年孟加拉国一栋制衣业的大楼倒塌，酿成1129人
死亡和失踪。欧洲不乏大品牌在这栋环境恶劣的大楼里代工。
“良心消
费”的说法，一时间在不再做低端生产的欧美，似有点高大尚的意思。但
改善些的工作环境和提高点的报酬，真能给予那位女士尊严和归属？况
且，光凭“消费”就能给予吗？
这几年因为筹备这出戏，让我颇多投入和思考。并因此看到自己在
这类问题上的情感取向，和相信这套剧场方式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消费
至上的时代里，这种情感和方式可靠吗？我怯弱地自问，它有多大的力量
和坚韧性？但肯定，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想要吸引外资，西方及其他资本
想要寻找更廉价劳动力，发达国家的人民喜欢因此获得更大消费优势和
更高生活水准……在这些当口，
“良心”早没法成为一种基础。
那天晚上，那位妇女还讲过另一个小时侯从书上读来的古希腊故
事。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居高临下，对哲人第欧根尼说，你需要什
么，我会满足你。第欧根尼回答，你让开，别挡住我的阳光。那位妇女想
借此强调，她要求的尊严，虽特殊但也简单。
我想第欧根尼的力量，来自他对人跟世界的关系，另外有了一套与
亚历山大大帝和周围许多人不同的看法。现在，面对如世界工厂这种困
境，我们除了坦承以往种种实践的失败，是不是还应该情绪饱满地回到
原初问题：是否有比眼前更好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且继续追问，并且
回到实践里，去迎对这些问题。
赵川

四 五 年 间 我 阅 读 、访 谈 和 走 访 ，开 始了做 戏 以 来 最 漫 长 的 筹
备。2014年中，与草台班同仁们一起，我们将这个关于工业和工人的题
目，发 展出一部集体创作的戏《世界工厂》，并随即在西安、兰州、西
宁、银川、呼和浩特、北京和上海七个城市巡演。
在戏临近结尾前，有个疯疯癫癫、戴了面具的匿名人，从舞台跑向
观众。她挑衅地说：
“哈哈，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你们还有iphone用吗？
你们还能穿名牌出去装逼吗？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你们的生活就要改变
啦，害怕了吧，你们愿意吗！你们害怕吗？你们愿意吗？！”然后她狂笑
着消失。匿名人口中的“他”，是指戏里有个角色，他探讨世界工厂的未
来，宣称一套企图改变现有生产模式的新设想。比如说“要鼓励非雇佣
式的，非消费型的社会合作模式；要鼓励不超过100人的生产模式；要
鼓励生产完整的产品，不鼓励分解为零部件的制造……”
在我称之为演后剧场的演后谈里，有位观众站起来说，
“我就是喜
欢消费，我就是喜欢那些牌子，那有什么错……那些农民工，如果他们
不去工厂，那我们该把他们往哪儿搁，他们该去哪里呢？”这位感觉优越
的观众，在我们努力呈现血汗工厂之困境后，他在自己、他人及物质之
间的情感取向，仍然没动摇。
在这些年的调研和筹备中，我充分感触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阶层之
间形同陌路，差距太大。一位声称爱读书的农民工在演后谈上说，
“我们
不怕吃苦，但我们缺的是尊严和归属感”。她讲的当然有背后制度层面
的不公。再则，今天的生产，高度细分的工序和流水线作业，大规模地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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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OCAT表演：
《世界工厂》——作为一种社会研究和实践的剧场

2014年11月20日
晚20.00-22.00，OCAT图书馆

主旨

讲座：作为国际互动的《世界工厂》，主讲：赵川，西蒙·昂(Simon Daw)

本项目以民间戏剧团队草台班2014年新戏《世界工厂》和英国剧团
METIS在同一题目下的相关创作为基础，介绍和探讨创立已近十年的草
台班，如何将剧场改造成进行当下社会研究和实践的现场，并催生出生
动的国内和国际互动。

经历数年的跨国筹备，民间戏剧团队草台班创作出立足于中国工人和工
业现状的《世界工厂》；相关议题的讨论及创作思路，也引来英国METIS
剧团的参与和合作，并推出他们意在揭示消费资本主义的创作构想。这
个讲座将是2014年OCAT表演项目一系列内容的基础。草台班的赵川和
METIS的西蒙.昂将讲述《世界工厂》创作的源起、社会调研、国际合作
和多层次拓展的历程，尤其介绍各自将研究和实践结合的工作方法。

背景
已日益引起关注和形成影响的草台班，2005年初在上海成立，由作家、
戏剧工作者赵川主持活动和创作。草台班激励普通人投身剧场和创作，强
调艺术活动与生活的关联；成员每周聚会，讨论议题，做表演工作坊、个人创
作和集体创作等。多年来草台班不拘一格地利用各种场地，进行非牟利的
排演、讨论和举办“文化站”等活动，他们的剧场成为了不同人群参与的聚
会场所，不断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赵川曾撰文写道：
“如果设想一种剧
场……首先，它肯定不是出于形式主义艺术革新的需要，而是想要完善一种
对剧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社会生活是这种剧场主要关心的对象，关心的
方式不是反映，而是着力于穿透和更实质的介入，像是追问，甚至逼问。这
真实决不是自然主义式的模拟、贴近或仿造。这种剧场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去逼近自己的、个人的和社会群落的真相，逼问的过程便是戏剧。它成为反
省生活，以及其中种种问题的途径。”(赵川〈逼问剧场〉，
《读书》2006.4)
十九世纪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兴起，以及与那些相伴随的激进思想和
社会运动，为探讨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急速变化提供了一个起点和映
照。工业革命至今，世界经历无数社会变革，而今天的工人是怎样在延续
着“世界工厂”的历史，并且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草台班的《世界工厂》
，从最早世界工厂的出现，到目前在中国的大规模存在，探索全球化制造
业中的时间、空间和政治层面，尤其是工人的生存环境。该戏的创作源
于赵川2009年的英国曼切斯特之行，筹备阶段长达四、五年。2014年，立
足于草台班近十年来积累起的创作传统及相关剧场美学，他们将讨论、
调研、纪录和工作坊等的成果融入进集体创作，于年中完成《世界工厂》
的创作并去了中国西北部城市巡演。该戏在漫长的筹备期间，除与一些
工友机构和学院互动，亦将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影响波及海外，因此建立
起合作关系的METIS剧团，在它的主持者Zoe Sve nd se n和Simon Daw的
推动下，也随后以同一题目进行调研和构想创作。英国视角的下的世界
工厂项目，以纺织工业为切入点，意在探讨中英两国与消费资本主义之
间的关系。METIS剧团是在英国剑桥的一个表演艺术剧团/网络，致力
于创作基于严谨研究的跨学科的表演项目。对地图、空间、科技、旅行和
历史的热爱激发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不同媒介的作品。

11月21日
晚19.00，OCAT展厅A
互动展示“世界工厂：衬衣”，METIS
为了调查全球生产系统，并为最后表演提供研究基础，METIS通过在一
家中国工厂里定制衬衫,参与到全球的纺织业生产中来。同时，他们与剑
桥的网页研发者团体“The Fusion Work”一起开发了一套数码系统。他
们来中国定做的每件衬衫上都印有一些条码，用智能手机上的定制软
件来扫描，就可以激活特别的数字内容，看到衬衫背后的人和其制作过
程。它们会展露潜藏在一针一线背后的劳动面孔，以此连接穿衣者和生
产者。这件衬衫因此不再仅是一件产品，而成了对这个消费社会组织方
式的展现。
概念和影像：Simon Daw，Zoe Svendsen
音效：Matthias Kispert
制作人：Rachel Parslew
翻译：张菁（Gigi Chang）
晚20.00-22.00，OCAT展厅A
演出：
《世界工厂》及演后谈，草台班
工业流水线、女工的恶梦、雾霾、新一代工人的理想……草台班进
入各种不同的环境，搭建起他们的临时剧场，演出这部关于工业和工人
的戏。中国成就“世界工厂”的大发展，改变着自己也改变了世界，看
似令人骄傲，但也不应回避它恶劣的劳工处境和对环境的破坏。工业革
命至今，世界经历那么多社会变革，我们如何能理直气壮地解释这种“
世界工厂”经济的继续？草台班2014年新戏《世界工厂》，由赵川导演，
立足于草台班近十年积累起的创作传统及相关剧场美学，通过讨论、
调研、纪录和工作坊等方式集体创作而成。它从追问真相出发，容纳了
多种面向的思考、碰撞和情感，形成的戏剧也因此不拘形式。他们将剧
场，看成是对通向未来生活的期待。
出品：草台班
集体创作并演出：吴梦、庾凯、许多、吴加闵、于玲娜、
吕律、Christopher Connery、丁博、贾瑛、李子轶、马佳炜等
集体创作参与者并包括：王毅飞、袁炼、秦冉、刘念、温海哨、陈婧劼、
王仁和李梦曦等
剧本执笔、导演：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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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音乐：许多/李子轶
（《和这世界谈恋爱》、
《工业区》、
《不干了》歌曲原创：许多）
影像设计：吴梦
（纪实摄影：安哥、徐铮；序幕短片编导：吴梦，演出：三三德、MajaStina Wang、刘念、王毅飞、赵川）
空间、灯光设计：赵川
舞美助理：王仁
执行制作：吴加闵、丁博
舞台监督：刘念

研讨会主要参与者：汪晖（清华大学）、Chritopher Connery（加州大
学圣克鲁兹分校/上海大学）、许多（北京新工人艺术团），郑波（香港城
市大学），Shannon Steen（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庄稼昀（北卡罗莱纳
教堂山大学），Brian Walters（伦敦国家剧院），赵川（草台班），及METIS
和草台班成员等。

11月20日-23日，OCAT展厅A
2015年“打工春晚”节目选拔不定时举行
主持：许多/北京皮村工友之家

11月22日
下午14.00-15.30，OCAT图书馆
世界工厂情景工作坊，主持：METIS
METIS的工作坊将以情景纸牌游戏的方式，与参与者一起考察产品
背后的工业生产如何形成。工作坊参与者将分组成为服装厂的管理阶
层，为设定的故事情景做决定。他们要管理工人和生产，赚取利润。这
往往会激发有关道义、商业和劳动者的热烈争论。工作坊的第二阶段，
是邀请参与者对游戏本身作出回应，修改故事线索和提出建议。
参与者不超过24位，成年人，背景不拘。参与者需预先报名。
下午16.00-17.30，OCAT图书馆
讲座：草台班的社会剧场之路，主讲：草台班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日常生活是怎样每天挥发出戏剧
性，令我们无法不置身于社会剧场之中。始於2005年春的上海民间剧
场团体草台班，多年来不拘一格地利用各种场地，进行非牟利的排演、
讨论和举办“文化站”等活动，他们的剧场成为了不同人群参与的聚会
场所，不断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草台班的演后谈，更往往出人意料
地成了戏剧的发生现场。他们名為“拉练“的巡演，是成员们整整一个
月乘火车旅行、演出、做讲座和工作坊……草台班成员将跟大家分享在
社会剧场道路上的记录和思考。

晚20.00-22.00，OCAT展厅A
演出：
《世界工厂》及演后谈，草台班

11月23日
下午13.00-17.30，OCAT展厅A
公共国际研讨会：探索成为社会研究和实践的剧场
——以《世界工厂》为例
不仅艺术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在近些年里正重新成为紧要话题；更
重要是，我们正经历的由中国变革所推动的生产和生活的变迁，应该怎
样回应？本研讨会将以活跃已近十年的民间剧场团体草台班的创作历
程，和他们筹备近五年后集体创作的《世界工厂》为出发点，通过剧场
和表演研究、文化批评、社会运动和社会学等视角，探讨艺术如何撞击
时代的硬核；剧场如何可以寻找到契机，生动地成为进行当下社会研究
和实践的现场，并催生国内和国际积极互动的改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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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安哥
Photographer: An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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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OCAT表演项目主要参与艺术家及研讨会嘉宾

家，生活动荡不安却从未放弃追求梦想。喜欢人与人在场的真实相遇，
无论是在咨询室里，还是在舞台上。

策划人
赵川，作家、艺术项目策划人及剧场导演，生活在上海。他是从2005开
始的中国重要民间剧社“草台班”的主创者之一及主持者，创作边缘但
社会性极强的当代剧场，力致于推动新的社会剧场和非牟利公共空间。
赵川获得的文学奖项包括台湾的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2001)。他受邀参
加过许多国际文学、艺术和戏剧节及相关活动，并于国内外数间有影响
的大学访学、讲学。
草台班《世界工厂》
吴梦
艺术家、剧场工作者、自由撰稿人。草台班2005年初创成员之一。参与
草台班多数作品创作和演出。自己的创作和表演关注户外空间和公共
话题，受邀在多个国际艺术节做行为艺术创作和表演，作品在中国大
陆、香港、韩国、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地演出。
刘念
1976年生于重庆，任职建筑设计公司等，职业经理人。中国大陆最红火
的戏剧博客“当戏剧撞击流星…”的创立者之一，致力于中国大陆民间
戏剧的推广。草台班初创成员之一，主要的幕后工作者。
庾凯
草台班成员。2006年至今，参与从《狂人故事》到《世界工厂》等多个
剧目和单人作品的创作演出。在上海、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多地，
及香港、台湾、澳门、韩国、日本、印度的剧场与公共空间演出。曾受邀
参演日本DA·M剧团的剧目。作为驻节艺评人参加澳门城市艺穗节。主
持“身体与感知”等工作坊。
许多
浙江海宁人，新工人艺术团创始人之一，民谣歌者，戏剧编导。1999年到
北京学习吉他，后打工、街头卖唱，2002年劳动节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
（新工人艺术团前称），后发起成立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2005
年开办同心实验学校，2008年创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吕律
40岁，心理咨询师，参与草台班第二年，参与创作、演出。
丁博
商业咨询师、译者，爱丁堡大学理学硕士，2014年加入草台班。此前，他
曾以不同身份参与过多个当代艺术展览。2014年，他发起了独立机构
Artiology，致力于研究和实践“艺术作为一种联结”的可能性。
李子轶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音乐表演（歌舞）专业及戏剧戏曲
学专业。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江苏省朗诵协会会
员。
贾瑛
上海人，77年，职业经历房地产行业从业十余年，目前为自由状态。
王仁
80后，出生于上海。曾任化学教师，后转业广告人，插画师。
马佳炜
1984年生人，复古机车爱好者，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汽车设计相关的工
作。目前职业状态可以称为独立摄影师及自由撰稿人。
安哥（彭振戈）
摄影家，策展人。1947年生于大连市。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
命。1968年2月从北京到云南西双版纳当农垦工人，种橡胶，当“知青”
七年。1975年到广州做了四年工人。1979年4月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任摄影记者。2001年单位鼓励退休，自由职业。
徐铮
1982年生于湖北沙市，1999年来上海读书，随后便工作生活至今。2006
年因为有了一台相机开始拍照。
METIS剧团（英国）

克利斯多夫·康納利（Christopher Connery）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文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起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自强教授”。他的研
究包括:全球六十年代社会运动、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地理、现
代中国政治经济、东汉思想和文学史，也担任boundary2和Postcolonial
Studies（学术季刊）的编辑。2010年起加入中国民间戏剧团队草台班，
参与创作及演出。
吴加闵
90后生人，2009年来上海读书期间参与校园剧社的创作和演出。2011年
起进入草台班，参与多部戏的创作和演出，并担任执行制作人。
于玲娜
80后，曾为自由撰稿人、编辑、书店策划、翻译，现为心理咨询师，加入
草台班第三年，心灵和身体共同变化成长。18岁以 后每年至少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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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昂（Simon Daw），艺术家、舞台美术和影像设计师，参与许多剧场
项目的舞美和装置设计。METIS剧团主要成员。
布赖恩·沃尔特斯（Brian Walters），伦敦国家剧院的副文学经理，这一
职位主要负责发展剧本、与戏剧作者合作以及为国家剧院提供可供制
作的剧目。此外，布赖恩也创作了不少短剧，并与许多戏剧人合作，担任
创意戏剧的戏剧构作。
佐伊·斯文德森（Zoë Svendsen），戏剧构作、导演和研究者。作为戏剧
构作，她曾参与了多个经典文本的重排，包括《换子》
（新维克剧院），
《爱
德华二世》
（国家剧院），
《法弗舍姆的阿尔丁》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话
剧团）；参与的跨学科项目包括《3rd R ing O u t》，
《四个男人与纸牌游
戏》，以及最近正在进行的《世界工厂》。佐伊在剑桥大学教授戏剧与
表演，同时也是伯克贝克当代戏剧中心荣誉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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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际研讨会嘉宾
汪晖，清 华 大学人 文 学 院 教 授，清 华人 文与社 会 科 学高等 研 究 所所
长。1988-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996-2007年间，担任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史、现代中国文学及社
会理论等，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4卷本）、
《文化与政
治的变奏- -一战与中国的“思想战”》、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声
之善恶》、
《去政治化的政治》等。许多作品被翻译为各种文字。2013年
获“卢卡帕西欧利奖”。
夏侬·斯蒂恩（Shannon St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斯蒂恩教
授的写作与教学主要是关于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世界里的种族和
表演问题。她是最近出版的《种族几何：黑色大西洋、亚洲太平洋与美
国剧场》。她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图书项目——“太平洋世纪”分析了太
平洋高科技三角，包括了硅谷、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东京的表演文化；该
项目关注关于创意、劳动和速度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斯蒂恩曾任教于
旧金山的美国音乐戏剧学院表演硕士课程和西北大学英文系。
庄 稼 昀 ，于 洛 杉 矶 加 州 大 学 获 得 戏 剧 和 人 类 表 演 学 的 博 士 学
位，Andrew W. Mellon研究基金获得者。现受聘于北卡罗莱纳教堂山大
学戏剧系，担任助理教授，所教授课程包括西方戏剧历史与戏剧文学，
剧本分析，人类表演学理论等，并在PlayMakers Repertory Company担
任戏剧构作。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纪录剧场、身体理论、表演与都市空
间、中国民间剧场、亚际文化研究等。
郑波，从2003年至今，他一直专注于新公共艺术的创作、研究与教学。他
和北京同志活动中心、香港菲佣团地等社群合作进行创作，作品曾在中
国及海外多地展出。他亦撰写理论文章，探讨致力于参与性实践的艺术
家如何通过作品创造公共体和反抗性公共体。他是英文期刊 Journal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的编委。他在美国罗杰斯特大学视觉与文
化研究专业获得博士学位，2010-13年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2013年至
今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任教。

<继续中……>

金钱是将消费者在生产者面前隐去的面纱。
——乔治·多德，
《工厂的日子》
（1843）
2 010 年 我在 上 海 与赵 川见 过 面，聊到了工 厂，共 产主 义，和纺织
品。我立刻就想到了今天我们衣服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而赵川讲的
却是发生在英国，特别是在曼彻斯 特的工业革命。19世纪时，那边工
厂里的工作环境激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忽然
间，我发觉自己与“世界工厂”的关系变得不同了：我不再仅仅是一个
消费者，
“ 世界工厂”的生产制造之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世界
另一端一个其他文化里的地方；世界工厂直接与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联系了起 来。这次谈话促 成了草台班和ME TI S的合作。最近，草台班
的赵川和吴梦来英国待了10天，期间我们就一直在交流各自的想法，
探讨不同的戏剧形式。我们在英国和中国做着从形式和美学趣味上看
非常不同的项目，但却有着极其相似的出发点：对所关注主体的尊重
和与观众沟通的欲望。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对“世界工厂”的现
状——不只是工人们的苦难遭遇，还有里面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
能有所感知。意识到以前标准化的研究并没能让我们足够靠近我们要
了解的对象，我们决定通过参与“世界工厂”当中来研究世界工厂。在
过去的六个月之中，我们商谈了一种会在上海生产的衣服的设计和做
工。这既是一种艺术成品，又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用智能手机扫描衣
服上的条码将会触发相关的数码内容，同时这件衬衣也在网上买到。
2015年4到5月在英国上演的剧场作品的核心是一个互动情景卡片
游戏。观众在游戏中经营一个位于中国的小服装工厂。他们会组成最
多每队6人的16支队，在虚构的12个月之中做一系列困难的决定，并从
而决定他们的故事情节走向。游戏将基于先进的科技手段：观众通过
扫描卡片上的条码做出他们的选择。这影射了现实中英国超市里的自
动扫描与付款机，使得人们在购买食物的过程中不用进行任何人际沟
通。
“世界工厂”以这种形式呈现出复杂的主题——世界上的每个人是
如何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到别人的经济系统之中的。
但 为什么选择游戏的形式？我经营的表演艺术网络/团队 METIS
常常 制 作 讨 论当代 议 题 的 跨 领 域 项目。我 和艺术家、设 计 师 S i m o n
Daw一起创作的上一个大型项目，在舞台上呈现了在未来气候危机情
形下的紧急部 署练习，是针对 气候 变化的一次“演习”。我们发现能
让人们最强烈体会到这种未来可能的威胁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放到那
样的情境和活动当中去。除了眼看着其他虚构的角色们处理这样的境
况，观众被迫为自己做出事关重大的抉择。由我们和作家以及文艺经
纪人Brian Walters共同创作的“世界工厂”情境卡片游戏，也是将观众
设身处地的放在情境之中，并激 励他们讲述各自的价值观。什么对于
工厂运营最重要？你能把工厂管理好同时又善待员工吗？来自内部与
外部的压力都有些什么？在这个没有绝对的黑与白的世界，没有一种
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在面对灾难的情况下责怪某个人行为恶劣是过
于简单仓促的。但你会否做出同样的选择？没有人是完美的，而整个
体系鼓励的是每个人打规则的擦边球并对眼前的情形视而不见：赚钱
就是这个体系下的主要目标。
外来劳工的待遇，他们权利的缺失，给“世界工厂”的问题更添了
一层。所谓自由而由市场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制造体系是依赖于
人和人之间愈发固化的不平等，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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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造成的结果就是切身参与“世界工厂”生产制造的人极长的工作时
间和艰苦甚至是危险的工作环境。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在全球体系
之中处于消费一端的人来说无法察觉，但我们早已不再亲手生产任何
东西。我们“知道”他人的处境，但我们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也可能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对此做些什么——所谓消费者的力量就像幻觉。
英国这边的项目如此安排并非是想给这些问题一个单一的答案，
而是想更加突出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从而让人们去进行探讨。
我们想让 观众们——不管他们从何处 来，都能看到“ 世界工厂”这一
现 象和我 们 所有人都息 息相关，而 就 算 我 们真的 一 起去思考这一 问
题，我们也仅能刚刚开始去设想一些不一样的体系。草台班关于演出
主题的“演 后谈”给了我们英国项目一些启示；作为我们研究 项目的
一部分，我们已经在一些非正式的场所，比如咖啡馆，开展了一些与专
家的对话。在“世界工厂”演出之前，一个大规模的研讨班项目会让各
个背景的人们参与进来，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参与性戏剧。这样的
研讨班组成了我们艺术活动的一块核心部分，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检验
我们的工作，聆听观众的反馈，从而反过来再影响到我们这个项目的
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在通过这个研讨班试图创造一些公共空间，使得
人们——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聚在一起，相互发问，探讨现况。
所以我们的“世界工厂”也是对话的触发点：我们已经把许多的讨论
都放进了这个演出项目的最核心之处。
佐伊·斯文德森 (Zoë Svendsen)
主      办：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深圳馆
支      持：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原创支持：上海古美文化中心
鸣谢
网庭影音机构、新工人艺术团、杭州草根之家、苏州工友家园、重D音工
人文化中心、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打工者中心、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
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原小小草）、新工亿工友服务中心、清湖学堂、
深圳友联公益书屋、当戏剧撞击流星…戏剧博客、南京艺术文化产业学
院、当代剧场青年邀请周（南京）、古美文体联合会、五月话剧社、徐晓
轶、颜晓东、谭悦敏、陶庆梅、黄佳代、傅琳、Dagmar Schaefer、Michael
Powell、Colin Dilnot、Adam Daber、Lena and Gary Johnanderson、高
明、吴同、刘建洲、余亮、三三德、Maja-Stina Johansson Wang、王德志、
陈平、仲蔚昕、江厚祥、廖科碧、徐晓勇、詹志远、张翔、施瀚涛、佟姗
珊、潘洁华、陈秋炳、杨雪群、陆云国、臧宁贝、黄小娜、Lennet Daigle、
湛领、陈燕娣、陈茂、张治儒、张玲燕、吴贵军、李长江、祝强等
Organizer: OCAT Shenzhen
Support: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Corporation Ltd.
Theatre Production Support: Shanghai Gumei Cultural Center
Our thanks to:
WTi Video-Audio, New Worker Art Troupe, Hangzhou Grass-root Family,
主      办：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深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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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actory by Grass Stage
June 5, 2014, at 7:00 pm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June 8, 2014, at 8:00 pm

Flowers Theatre, Lanzhou

June 13, 2014, at 7:30 pm

Xiaoqiao Community Centre, Xining

June 15, 2014, at 7:30 pm

Zhongtaiyang Youth Centre, Yinchuan

June 21, 2014, at 7:30 pm

Ashes of Time Café, Huhhot

June 22, 2014, at 7:30 pm

New Workers Theatre, Picun, Jinzhan,
Beijing

June 25 + 26, 2014, at 7:30 pm

Nanluoguxiang Theatre Festival, Beijing

July 6, 2014, at 7:30 pm		

Rockbund Art Museum, Shanghai

November 21,22, 2014, at 8:00 pm OCAT Shenzhen, Shenzhen
November 28,29,30, 2014, at 7:30 pm Shanghai Gumei Cultural Center, Shanghai
December 6,7 2014, at 7:30 pm

Contemporary Theatre Festival for
Young Practitione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From the scene>

Sentiments in the Age of Consumerism
I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World Factory since 2009.It
started when I learned in Manchester that Britain was referred to as
the ‘world factor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prompted me
to think about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present-day World Factory status
of China.In addition, our current social system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radical thin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that once inundated the UK.
But as capitalism entered the age of consumerism after two centuries
of social changes and technical evolutions, the ideals of yesteryear and
the ensuing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100-odd years haven’t changed the
infamous World Factory. It simply relocated out of the affluent Europe.
Elsewhere, workers still live in destitution, with fatal factory accidents still
occurring routinely.
For four, five years, I read, interviewed, and travelled, which has become
the longest preparation in my career in theatre. In mid 2014, together with
my colleagues of Grass Stage, we made this subject of industry and worker
into a collective work World Factory, and soon began touring in Xi’an,
Lanzhou, Xining, Yinchuan, Huhhot, Beijing and Shanghai.
Towards the end of the play, a masked, anonymous, seemingly lunatic
character runs to the audience from the stage, heckling, ‘Haha! If his case
turns out to be real, will you still be able to have iPhones? To prance about
in designer brands? If that is what will happen, your life will all be changed!
Aren’t you terrified? Do you want that? Aren’t you scared? Do you want
that?’ Then she fades in guffaw. The ‘he’ to whom she referred is another
character who speaks of the future of World Factory.He proposes a new
production mode attempting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one, for instance, he
proposes ‘to promote non-employment, non-consumption modes of social
cooperation;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mode of less than 10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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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深圳馆
支      持：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原创支持：上海古美文化活动中心
鸣谢
网庭影音机构、新工人艺术团、杭州草根之家、苏州工友家园、重D音工人
文化中心、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打工者中心、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萤火
虫工友服务中心（原小小草）、新工亿工友服务中心、清湖学堂、深圳友联
公益书屋、当戏剧撞击流星…戏剧博客、南京艺术文化产业学院、当代剧
场青年邀请周（南京）、古美文体联合会、五月话剧社、徐晓轶、颜晓东、
谭悦敏、陶庆梅、黄佳代、傅琳、Dagmar Schaefer、Michael Powell、Colin
Dilnot、Adam Daber、Lena and Gary Johnanderson、高明、吴同、刘建
洲、余亮、三三德、Maja-Stina Johansson Wang、王德志、陈平、仲蔚昕、
江厚祥、廖科碧、徐晓勇、詹志远、张翔、施瀚涛、佟姗珊、潘洁华、陈
秋炳、杨雪群、陆云国、臧宁贝、黄小娜、Lennet Daigle、湛领、陈燕娣、陈
茂、张治儒、张玲燕、吴贵军、李长江、祝强等

Organizer: OCAT Shenzhen
Support: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Corporation Ltd.
Theatre Production Support: Shanghai Gumei Cultural Center
Our thanks to:
WTi Video-Audio, New Worker Art Troupe, Hangzhou Grass-root
Family, Workers Home of Suzhou, Power Bass D Worker Cultural Center,
Hand-in-hand Workmates Activity Centre, Workers Centre, Chunfeng
Labour Dispute Services, Shenzhen Yinghuochong Labour Service Center
(formerly ‘Small Grass’), Xin’gongyi Labour Service Center, Qinghuxuetang,
Shenzhen Youlian Reading Room, When Theatre hits meteor…theatre
blog, Colleg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f Nanjing Art Institute,Contemporary
Theatre Festival for Young Practitioners (Nanjing), Gumei Cultural
Center, May Drama Club, Xu Xiaoyi, Yan Xiaodong, Tan Yuemin, Tao
Qingmei, Huang Jiadai, Fu Lin, Dagmar Schaefer、Michael Powell、Colin
Dilnot、Adam Daber、Lena and Gary Johnanderson, Gao Ming, Wu Tong,
Liu Jianzhou, Yu Liang, San San De, Maja-Stina Johansson Wang, Wang
Dezhi, Chen Ping, Zhong Weixin, Jiang Houxiang, Liao Kebi, Xu Xiaoyong,
Zhan Zhiyuan, Zhang Xiang, Shi Hantao, Tong Shanshan, Pan Jiehua, Chen
Qiubin, Yang Xuequn, Lu Yunguo, Zang Ningbei, Huang Xiaona, Lennet
Daigle, Zhan Ling, Chen Yanti, Chen Mao, Zhang Zhiru, Zhang lingyan, Wu
Guijun, Li Changjia, Zhu Qiang

Grass Stage

book.indd 28-29

16/11/2014 14:00

book.indd 30

16/11/2014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