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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侠 DIM SUM 
WARRIORS® 

是⼀一部⼴广受好评的漫
画系列列，由吴荣平和
胡恩恩创作，由全球
最⼤大的漫画经销商

Diamond Books在美
国及国际销售。



当美味的点⼼心遇上中国功夫，“BOOM！”点⼼心变⼤大侠！ 

故事发⽣生在⼀一个未来的城市——点⼼心城，城⾥里里的⼈人物都是令⼈人垂涎

欲滴的东⽅方美⻝⾷食。蒸功夫学院，曾经是点⼼心城⾥里里最负盛名的武功学
校，却因前任院⻓长⼩小笼包的离奇失踪⽽而⼀一蹶不不振……“微服出游”的

叉烧包王⼦子，巧遇报名了了蒸功夫学院的虾饺、烧卖，邀请他们⼀一同
参加⺟母亲奶⻩黄包⼥女女皇的⽣生⽇日宴会。⽽而此时，怀揣着邪恶计划的⽅方便便
⾯面上校，带着特制的“能量量饮料料”前来祝贺。⼀一场保护点⼼心城与煎炸

派的抗争，在隐藏的功夫⼤大师⼩小笼包的带领下，慢慢拉开帷幕…… 

《点⼼心侠》⾳音乐剧的原型是国际畅销漫画系列列《点⼼心侠》，及其双
语IPAD APP。这⼀一部⾳音乐动作喜剧不不仅融合了了各种传统中国⾳音乐和

武术形式，还有极富未来感的其他创作元素。⾥里里⾯面有充满笑点的点
⼼心⻆角⾊色、家庭冲突和观众互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
魔幻和美味的点⼼心世界！ 



让⼈人⽿耳⽬目⼀一新。
- 新浪娱乐

可爱的⼈人物形象，
充满正能量量的故事。

- 搜狐

《点⼼心侠》⼀一定会受
到中国观众的认可。

- 中国新闻⽹网

真正意义上中国
⾃自⼰己的现代⾳音乐剧。 

- 新⺠民晚报

http://www.sohu.com/


《点⼼心侠》是上剧场及【表演⼯工作坊】持续⿎鼓励新
创作的最新展现。原创新作品是剧场的命脉，是我
们⼀一向推崇的。新的⾳音乐剧作品在创作上有其⼀一定
的难度，更更是难能可贵。我们很⾼高兴能⿎鼓励新⼀一代
创意⼈人，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创作环境来展现他们的
才华。《点⼼心侠》的主创者是我去年年年年初在纽约做
《如影随⾏行行》英语朗读会时认识的。朗读会的导演
就是张玫彦。前年年我的《暗恋桃花源》英⽂文版在美
国演出，玫彦是我的副导，⼀一直期待她能回中国从
事剧场导演⼯工作。玫彦帮我介绍了了胡恩恩和吴荣平
这⼀一对与众不不同的夫妻，《点⼼心侠》漫画的创作者，
还有⾳音乐家杜韵，我们很开⼼心的讨论着《点⼼心侠》
在上海海⾸首演的可能性，想不不到，梦想成真，观众有
福能在上剧场看到这特殊作品的⾸首演。希望⼤大家喜
欢《点⼼心侠》提供的狂想与欢乐，更更希望⼤大家⽀支持
原创的新作品。 

——赖声川  

艺术总监  赖声川



胡恩恩和吴荣平是《点⼼心侠》漫画的创作者和⾳音乐剧的编剧。《点⼼心
侠》最初的创作灵感是他们的⼥女女⼉儿。他们希望⼥女女⼉儿在美国成⻓长的过程
中可以更更深刻的了了解华裔⽂文化的创造性。 

⼆二位的作品横跨多个领域。他们编剧和导演的电影《美满⼈人⽣生》⼊入选
了了多个电影节，获得包括⻄西班⽛牙San Sebastian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和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美满⼈人⽣生》电视版权也被多国
电视平台采购，包括HBO。 
  

胡恩恩博⼠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现于⻓长岛⼤大学教育学
院担任副教授，授教关于课程发展、教育理理论和教师调研的课程。  
  

吴荣平本科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法律律系，硕⼠士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法学院，于纽约，英国及新加坡均拥有律律师资格。他还是⼀一个专业
漫画师。从17岁开始为报纸绘画四格漫画，并坚持达⼆二⼗十年年之久。他

的漫画在英国，美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均有发表，还为纽约时报畅销
书《Search Inside Yourself》和《Joy on Demand》创作了了插画。

编剧  胡恩恩和吴荣平



关于点⼼心侠  

有了了⼥女女⼉儿凯凯之后， 为了了有更更多为⼈人⽗父⺟母的时间，我们暂停了了电影 事业。另外，我们也想以

⼥女女⼉儿为灵感进⾏行行新的创作，由此⽽而诞⽣生了了 《点⼼心侠》系列列漫画。我们是希望凯凯在美国成⻓长

的过程中可以更更深 刻的了了解华裔⽂文化的创造性。 因此我们决定为她创作⼀一个结合中国 传统和

流⾏行行元素的作品——⼀一本关于点⼼心的漫画。这个漫画系列列结合 了了我们极其喜爱的两件事:家⼈人

朋友⼀一起的“饮茶”时光，和武侠 ⽚片。  

《点⼼心侠》想为⼤大家讲述的概念是“⼀一点⼼心”。我们想要提醒⾃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多⽤用⼀一点⼼心，

就像好的点⼼心也需要⽤用⼼心制作。在通讯和媒体琳琅满⽬目的当下，这个信念尤其重要。 

在《点⼼心侠》⾥里里，三个⼩小点⼼心，虾饺，烧卖和叉烧包，必须要⾯面对⽅方便便⾯面上校——⼀一碗邪恶

的⽅方便便⾯面。三个孩⼦子必须要学会“⼀一点⼼心”才能打败⽅方便便⾯面和他代表的“急于求成”。 

我们要感谢这个汇聚了了全球华裔创作能量量的团队。导演张玫彦的创意 让纸上这些可爱的点⼼心

活了了过来;作曲家普利利策奖得主杜韵，在创作 中融合了了中国传统⾳音乐和全球各种前卫的⾳音乐⻛风

格，这样的创新可谓 史⽆无前例例。来⾃自⾹香港的舞台和服装设计赖妙芝、来⾃自上海海的编舞Nunu 

Kong 和影像设计郭⾦金金鑫、和来⾃自台湾的灯光设计廖俐琪，让我们的 漫画充满了了笑意。参加这

次⾸首演的演员⽆无私地将各⾃自的技能和地⽅方⽂文 化带⼊入了了我们的⼯工作坊，让这部⾳音乐剧更更接地

⽓气。有快板和⻄西⽪皮散板 的⾳音乐剧，你⻅见过吗?  

虽然《点⼼心侠》诞⽣生于纽约，却⾮非常荣幸受到戏剧⼤大师赖声川⽼老老师和丁乃竺⽼老老师的邀请和指
导，与上剧场专业的团队合作排演。这部作品能够作为上剧场推崇的原创戏剧⽽而⾯面世，我们
⾮非常感恩。 

《点⼼心侠》是这个创作团队所有⼈人的“⼀一点⼼心”，希望能带⼤大家⼀一起“⾛走点⼼心”。 

——胡恩恩和吴荣平  



杜韵出⽣生于上海海，现常驻纽约，是⼀一位集作曲、演奏才华于⼀一身，活 跃于世界各地的作曲家、⾳音乐表演艺术家及⾳音

乐策展⼈人。⾳音乐形态丰 富多类，擅⻓长跨界艺术领域, 包括 歌剧、交响乐、⾳音乐剧、戏剧、 室内乐、艺术展览、现代

舞蹈、⼝口述⽂文化、公共装置、即兴表演、声 ⾳音艺术和电⾳音。被《纽约时报》称为”贡献纽约繁华⾳音乐现状最活跃 的

当代⾳音乐家之⼀一”;《伦敦⾦金金融时报》称之“⼀一位具有深意的作曲 家”， 2013年年并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一百位世界最具

影响四⼗十岁 以下的⻘青年年作曲家”。2015年年被选为意⼤大利利Civitella Ranieri学者。 2017年年荣获普利利策⾳音乐奖，成为⾸首位获此

殊荣的亚洲⼥女女性。 杜韵曾就读于上海海⾳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及⼤大学,并获得美国奥伯林林⾳音 乐学院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博⼠士学位。师承邓尔博先⽣生、陈钢先 ⽣生、Randolph Coleman, Bernard Rands 和 Mario Davidovsky。2004 ⾄至2017年年任教于纽

约州⽴立⼤大学，现任教于美国四⼤大⾳音乐学院: 约翰霍 普⾦金金斯⼤大学的⽪皮博迪Peabody⾳音乐学院。 2015年年为著名⼩小提琴家

Hilary Hahn委约作品由德国DG公司录制并发 ⾏行行，并获同年年格兰美年年度最佳室内乐专辑。 她的表演被《纽约时报》描

述她为“先锋派独⽴立流⾏行行乐⼥女女王”; 被 《芝加哥论坛报》⽤用“华丽不不羁”形容她的演出。 在话剧领域中和 著名华⼈人剧作

家赖声川、⻩黄哲伦均有合作。 主要作品委约来⾃自美国⻄西雅图交响乐团、底特律律交响乐团、卡内基⾳音 乐厅、林林肯艺术

中⼼心、加州伯克来交响乐团、费城表演艺术中⼼心、惠 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瑞⼠士当代⽂文化与新⾳音乐节、阿根廷电⼦子

⾳音乐 节、美国作曲家协会委约、美国弗罗姆基⾦金金会、美国室内乐基⾦金金会委 约、芝加哥现代美术馆、华盛顿国家美术

馆、伦敦南岸中⼼心、肯尼 迪中⼼心、洛洛克菲勒勒基⾦金金会。作品⾸首演于世界各⼤大⾳音乐节、交响乐团 及艺术机构，包括德国

达姆施塔姆⾳音乐节、荷兰Guadeamus、挪威 Ultima、法国亚维农艺术节、阿根廷国家艺术中⼼心、巴⻄西圣保罗现代 博物

馆、芬兰新⾳音乐节、洛洛杉矶交响乐团、Cabriollo艺术节,Ojai艺 术节等等。 近年年同时活跃于美术界。被邀参展作品:上

海海种⼦子、⻄西班⽛牙Bilbao古 根海海姆博物馆、费城美术馆永久藏品、⼴广东美术三年年展、沙迦双年年展 (阿拉伯联和酋⻓长国)、

澳⼤大利利亚奥克兰三年年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双年年展、美国国家艺术院及国家博物馆、上 海海外滩美术馆、东京现 代

艺术馆、孟加拉艺术顶峰会议、迈阿密现代艺术馆等。 杜韵现任纽约深具影响⼆二⼗十年年MATA艺术节的艺术总监，⽴立志

⼤大⼒力力推 ⼴广全球⻘青年年作曲家的作品交流和创作，开创并不不断探索新媒介与新艺 术的前沿。2017年年同时推动新型的泛亚

太跨界⾳音乐节，将于明年年三⽉月 启动于纽约，六⽉月开演于⾹香港，2019年年⼀一⽉月开展于伦敦南岸。  

⾳音乐创作  杜韵 2017普利利策⾳音乐奖获得主



我的意愿是⼀一定要做⼀一个贼酷的原
创⾳音乐剧。孩⼦子们⼀一定要有酷的⾳音 

乐，因为孩⼦子们⽐比我们⼤大⼈人更更有直
接的喜好和天⻢马⾏行行空的想象⼒力力。  

这部剧中，⼤大家将⽿耳⽬目共睹⾳音乐的
魔⽅方——从咱们中国的快板到街 

舞的变化，从⺠民谣到⺠民⻛风的衔接，
以及蓝调和劳动号⼦子的幻变， 

NeoSoul，surf，和dubstep曲⻛风的混

搭，然后还嵌着⼀一⼤大段巴尔⼲干 ⻛风

格的Rockabilly.哎，打住，最后那具

体是什什么?嘿嘿，我也不不知 道。其

实什什么是酷，我也说上不不来，但酷
肯定不不是讲⼤大道理理。总之， 在有

⽆无限奇妙可探性之外，有⾃自⼰己的⻛风
格就会很酷。做好了了，那么⼤大 家

都觉得酷。  

来， 打赌⼀一下:孩⼉儿们，⾛走起!  

——原创⾳音乐，杜韵  



Kenneth Warren ⊙⼩小号 

周懿⊙琵琶、古琴  

Nicholas Farrell ⊙ 

吉他、电吉他、⻉贝斯、Electronics 

张永⼒力力⊙唢呐、葫芦丝  

Hannah Thompson ⊙班卓琴 、吉他 

Brian Vegh ⊙⼩小提琴  

Cody Brown ⊙

⿎鼓、打击乐  

杜韵⊙原创⾳音乐 

点⼼心侠的乐队



导演  张玫彦

张玫彦是⼀一位活跃于国际的新加坡籍电影/戏剧导演，⽬目前常驻美 国。硕⼠士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导演系，曾于太平洋联合学院任教7 年年，现任教汉普郡

学院戏剧系。她的作品横跨多种⻛风格和领域，从经 典作品的重塑、实验性

的互动戏剧、多媒体⾳音乐剧、到纪实戏剧。她 近年年的作品专注于华裔⽂文化

和多种⽂文化的连结。 她导演及合作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演，其中包括⽐比利利

时列列⽇日节、爱 丁堡国际戏剧节、M1新加坡⻘青年年戏剧节、诺维萨德INFANT实

验戏剧 节、北北京国际⻘青戏节、布鲁克林林艺术节，上海海国际实验戏剧节。她

曾 在Goodman Theatre, Public Theatre, Berkeley Rep等各⼤大美国剧场参 与导演和

制作。她导演和制作的电影《Not Here》获得了了新加坡电影 基⾦金金会的资助，

并参与了了各⼤大国际电影节，包括旧⾦金金⼭山亚美电影节和 蒙特利利尔国际电影

节。 玫彦是纪实戏剧课程IfChina的创始⼈人，并于哈佛⼤大学，麻省理理⼯工学 

院，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院校均曾授课或举办⼯工作坊。 在俄勒勒冈莎⼠士⽐比亚

戏剧节，玫彦有幸担任赖声川《暗恋桃花源》的助 理理导演，她万分期待将

《点⼼心侠》带⼊入上剧场。  



在⼀一个孩⼦子的⽆无边想象⾥里里，事物的变化充满了了趣味，⼀一切皆有可 能——这就是《点⼼心侠》的创作源头。在这个魔幻

现实主义的⻝⾷食物世 界⾥里里，不不仅有美味的惊喜，与我们⼀一同冒险的点⼼心，还有扣⼈人⼼心弦的 鲜活⾳音乐。来⾃自全国各地

的出⾊色演员和获奖⽆无数的国际创作团队⻬齐聚 ⼀一堂，我们将带你⾛走⼊入点⼼心的世界。  

——导演，张玫彦  



吴艳丹丹(Nunu Kong)，是⼀一位基于上海海的独⽴立编舞家，制作⼈人及表 演艺术家。她毕

业于北北京舞蹈学院由中国现代舞先驱杨美琦⼥女女⼠士创 办的现代舞编导专业，之后与

数位多领域域艺术家建⽴立“组合嬲” 艺术家联盟进⾏行行共同创作实验肢体剧场，继⾸首

个合作作品于瑞⼠士 Theater Spektakel艺术节成果获奖之后，Nunu在2007年年创建了了⾃自

⼰己 的”brand nu Dance-不不乱扭独⽴立制作"，作为中国舞蹈界少有的实 验表演艺术交

流平台之⼀一，她制作并策划了了⼀一系列列⾼高质量量且别具⼀一格 地舞蹈专场发布，⼯工作坊

及演讲，并推⼴广本⼟土其它优秀的独⽴立表演艺 术家在国际艺术节中的展示交流。

Nunu独特的艺术表达特征来⾃自于 她多类别的实验性创作，她的作品⽆无论从视觉纬

度或是从剧作层⾯面， 都微妙地显现出与时空和错觉交织玩耍的诗意性，然⽽而观众

总能从中 嗅到她幽默⽽而倔强地天然⽓气质。她的最新作品包括《倒置于空中的喇喇 

叭》(系列列⾏行行为表演)，她将⾃自⼰己倒置于不不同⾼高度的特定环境并试图 把⼀一把⼩小号吹

响，以测试她身体的可能性和对声⾳音物理理的重新评估。 Nunu是荷兰Doen基⾦金金会于

2007年年北北京草场地⻘青年年编舞家创作发展 奖⾦金金的获得者，2008年年上海海⽂文化发展基⾦金金

会⽂文艺⼈人才奖⾦金金获得者; 她于2011年年和2013年年两度获得美国Gluck艺术及教育奖

⾦金金，同时也是 ACC(亚洲⽂文化协会)2014年年度赴美6个⽉月艺术研究基⾦金金的获得者。  

舞蹈编导  Nunu Kong



影像设计  郭⾦金金鑫

毕业于上海海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现于上海海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任 讲师。

⼀一直致⼒力力于舞台美术和多媒体艺术创作，多年年来在戏剧，装 置，⼤大型户外等

演出中不不断实践并完成众多设计作品。在实践过程中 提出了了多媒体线性与⾮非

线性交互演艺理理念。舞台设计及多媒体设计代 表作品有:新媒体诗《乐·影》、

新媒体舞蹈诗《⽂文明·图腾》、⾳音 乐剧《⻓长河》、⾳音乐剧《弘⼀一法师》、舞剧

《四季》、新媒体舞蹈 诗《极·境》、⾳音乐诗剧《鉴真东渡》、⾳音乐剧《昨夜

冰河》、越剧 《平安枫桥》、昆曲《宝黛红楼》、越剧《寇流兰与杜丽

娘》、越 剧《吴越王》、话剧《择天记》等。装置代表作品:《壹》，《恒 

星》。设计作品曾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作品⾦金金奖”、“中国戏剧奖 校园戏剧-优

秀剧⽬目奖”、“上海海舞台美术学会学会奖”、“上海海舞 台美术学会学会奖-优秀数

码影像设计奖”及“上海海市国际科技节 - 科学与与艺术创新奖”。  



舞台 / 服装设计   赖妙芝  

2008年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设计硕⼠士课程，2001年年获⾹香港演艺 学院舞台

及服装设计⼀一级荣誉学⼠士学位。2003⾄至2005年年间任职中英剧 团驻团设计师，

2005年年凭《⽕火之⻦鸟》获第⼗十四届⾹香港舞台剧「最佳化 妆造型设计」奖及「最佳

服装设计」提名，2006年年凭《孤星泪》获第 ⼗十五届⾹香港舞台剧「最佳舞台设

计」奖。2007年年获亚洲⽂文化协会奖学 ⾦金金，2007及2008年年获耶鲁⼤大学The Eldon Elder 

Fellowship奖学⾦金金， 并于2008年年获The Donald and Zorca Oenslager Fellowship Award in 

Design毕业⼤大奖。2012年年凭《李李逵的蓝与⿊黑》获第⼆二⼗十⼀一届⾹香港舞台 剧「最佳服

装设计」提名。 留留美期间，曾参与多个百⽼老老汇及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等制作的

设计。 回港后活跃于⾹香港多个表演团体，包括⾹香港艺术节、⾮非凡美乐、⾹香港 话

剧团、中英剧团、⻛风⻋车草剧团、⾹香港芭蕾舞团、⾹香港城巿当代舞蹈 团和深圳⼴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等。近期作品包括:中英剧团《红⾊色的天 空》、⾹香港话剧团《太

平⼭山之役》、英皇娱乐《杜⽼老老志》、⾹香港演 艺学院《SUOR ANGELICA & GIANNI 

SCHICCHI 》之舞台设计， 以及⾹香港城市室乐团《失虱室乐团》、⾮非凡美乐

《CARMEN》之服 装设计。赖⽒氏为《2011世界舞美⼤大师李李明觉舞台设计回顾展上

海海及宁 波》李李明觉之私⼈人助理理，2012⾄至2013年年曾为⾹香港演艺学院驻院艺术 家。  



灯光设计  廖俐琪  

  灯光设计作品包括:少林林之魂(百⽼老老汇)、仲夏夜之梦、Dead Dog Park，玻璃动物

园，Breakfast with Mugabe，Final Analysis, The English Bride, Years of Sky 和 Ethel Sings。

她在Brothers from the Bottom的灯光设计获得了了纽约市观众选择奖提名。除了了活跃

在美 国，廖俐琪在台湾、奥地利利、罗⻢马尼亚及中国⼤大陆均有作品。  



艺术总监⊙赖声川 

原创漫画/编剧⊙胡恩恩、吴荣平 

原创⾳音乐/声效设计⊙杜韵 

导演⊙张玫彦 

⾸首演团队演出⊙ 

杨易易 饰 说书⼈人、凤⽖爪、锅贴  

赖荻 饰 奶⻩黄包⼥女女皇 

王皓 饰 叉烧包王⼦子 

郭珍艳 饰 虾饺 

朱俐燕 饰 烧卖 

尉婧姝 饰 糯⽶米鸡阿姨、⼩小笼包宗师  

孙盈 饰 油条 

赵丹丹 饰 臭臭⾖豆腐 

湛嘉丽 饰 春卷 

司徒嘉伟 饰 ⽅方便便⾯面上校 (按出场顺序排列列)  

乐队(OK Miss)⊙  

Aakash Mittal: ⿊黑管、⾼高中⾳音萨克斯、次中⾳音萨克斯 

Kenneth Warren: ⼩小号 

张永利利: 唢呐、葫芦丝 

周懿:  琵琶、古琴 

Hannah Thompson: 班卓琴、吉他  

Brian Vegh: ⼩小提琴 
Cody Brown: ⿎鼓、打击乐 

Nicholas Farrell: 吉他、电吉他、电⻉贝斯、Electronics 

 杜韵: 键盘、合⾳音⼈人声、Electronics、领队  

原创漫画及平⾯面设计⊙吴荣平 

舞台/服装设计⊙赖妙芝 

舞蹈编导⊙吴艳丹丹 

灯光设计⊙廖俐琪 

影像设计⊙郭⾦金金鑫 

作词⊙ 

《开场快板》:杨易易 

《吃饱了了么》:胡恩恩、吴荣平  

《跟着我吧》:胡恩恩、吴荣平  

《我是⼥女女皇》:胡恩恩、吴荣平  

《靠过来》:杜韵、胡恩恩 (作曲: 杜韵、司徒嘉伟)  

《放屁歌》:胡恩恩  

《⼀一天就好》:杜韵 

《尘与灰》:胡恩恩、吴荣平 

《⼀一点⼼心》:杜韵 

《颤抖》:胡恩恩、吴荣平 

本场所有⾳音乐皆为原创  



舞台监督⊙陈祥纯 

舞台技术指导⊙沈沈昕晖 

灯光技术指导⊙萧丰明 

⾳音响技术指导⊙杨琪晟 

编剧助理理⊙彭形影 

⾳音乐助理理⊙Nicholas Farrell  

导演助理理⊙张博明、陆欣瑶、许幼珊  

舞台设计助理理⊙刘鸿平、陈芷颖 

影像设计助理理⊙胡晓海海  

舞台执⾏行行⊙朱海海⻰龙、常志鹏、翟朋冲、刘杰杰、陈芷颖、孙浩男  

灯光执⾏行行⊙陈斌达、刘伟伟、吴敏敏婕、李李振昊  

⾳音响执⾏行行⊙厉紫薇、刘畅  

⾳音效暨视讯执⾏行行⊙贺⽟玉婷、郭怡卿、邹俊烨  

梳化妆⊙ 韩洁、陈选娥  

服装管理理⊙林林珮君、谭娟  

剧本及歌词翻译⊙彭形影  

英⽂文字幕翻译⊙胡恩恩  

字幕执⾏行行⊙卢⽊木⼦子  

监制⊙丁乃竺 

制作⼈人⊙杨采薇、胡恩恩 

制作经理理⊙杨惠君、华琦 

制作助理理⊙邱叶静、丁孟佳 

排练助理理⊙王⼦子璇 

上剧场团队 

艺术总监⊙赖声川 

总经理理⊙丁乃竺 

总经理理特别助理理⊙杨采薇 

销售服务部经理理⊙李李侑洁 

销售服务部副经理理⊙张馨予 

票务销售专员⊙殷丽、王朱红、钟敏敏 

服务值班经理理⊙张琛琳 

信息⼯工程总监⊙张任余  

⾏行行销企划部经理理⊙季芳 

⾏行行销企划部专员⊙张淄涵、林林宇娇、徐燕琳 

英⽂文编辑⊙⽥田弘毅 

演出部及技术部经理理⊙杨惠君 

演出部副经理理⊙华琦 

演出部制作助理理⊙邱叶静、吕品、赵秀娟、卢⽊木⼦子、丁孟佳、封媛 

演出部编导助理理⊙葛礼艺、赵仪迪、韩笑、王⼦子璇 

演出部服装助理理⊙谭娟 

技术部舞台组⊙沈沈昕晖(组⻓长)、吕格⾮非、赵纯宇、刘杰杰、 李李佳虹、陈芷颖、孙浩男 

技术部灯光组⊙陈斌达、曾天笑、李李凯、刘伟伟、林林峥、吴敏敏婕、李李振昊、贺⽟玉婷 

技术部⾳音响组⊙杨琪晟(组⻓长)、厉紫薇、张家浩、姚雪⾮非、刘畅 

财务主管⊙杨茹、陆扬君、周娥 

⾏行行政⼈人事⊙杨雯琪 

法律律顾问⊙丁云凯、谭伟明 



原创漫画/编剧: 

胡恩恩、吴荣平 

原创⾳音乐: 

杜韵 

导演: 

张玫彦 
 

主办单位: 

出品单位: 

上海海表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联合制作: 

饮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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