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日程

2021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

（6 月 21 日版）

10 月 14 日（周四）

09:00-17:00 交易会注册报到
静安洲际酒店

大堂

13:30-17:00 儿童剧专业平台 待定

15:00-16:30 2021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年会
静安洲际酒店

3F 琥珀厅

18:30-20:30 中外嘉宾欢迎会 待定

10 月 15 日（周五）

09:00-17:00 交易会注册报到
静安洲际酒店

大堂

09:30-12:00 主旨论坛
静安洲际酒店

3F 大宴会厅

14:00-16:30 亚非演艺论坛
静安洲际酒店

3F 大宴会厅

16:30-17:00 推介演出
静安洲际酒店

沁园

19:15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

演出
待定

10 月 16 日（周六）

09:00-17:00 交易会注册报到
静安洲际酒店

大堂

09:00-17:00 交易会展厅开放 静安洲际酒店 B1

09:30-11:30 “时空门”虚拟展厅（北美时区） 静安洲际酒店 B1

10:30 交易会签约仪式
静安洲际酒店

B1 珊瑚厅 1



11:00-12:00 交易会开幕推介
静安洲际酒店

B1 小剧场

14:00-16:00 “时空门”虚拟展厅（欧洲时区） 静安洲际酒店 B1

14:30-16:30 境外项目视频选拔推介会
静安洲际酒店

B1 小剧场

10 月 17 日（周日）

09:30-11:00 专业研讨会
静安洲际酒店

B1 珊瑚厅 1

10:00-11:00 线上聊天室 静安洲际酒店 B1

14:30-16:30 国内“走出去”项目视频选拔推介会
静安洲际酒店

B1 小剧场

19:30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 待定

20:00-21:30 演艺大世界论坛
静安洲际酒店

B1 水晶厅

10 月 18 日（周一）

09:30-12:00 制作人论坛
静安洲际酒店

B1 水晶厅

13:00-14:00 线上聊天室 静安洲际酒店 B1

14:00-16:30 艺术科技论坛
静安洲际酒店

B1 水晶厅

19:30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 待定

*具体日程安排以十月份正式公布为准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
部分境外参会机构简介

1. ISPA国际演艺协会

ISPA国际演艺协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演艺交际圈，拥有来自

全球185个城市超过500名演艺界权威人士。该协会每年举办两

次大型盛会，旨在展现不同文化的演艺表演，并为出席的艺术

家及经纪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其中，Pitch New Works向全

球征集原创新作，选出10部向国际演艺机构集中视频推介，引

人瞩目。陶身体剧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作品杨丽萍现

代舞《春之祭》、视觉艺术家马良大型木偶装置戏剧《爸爸的

时光机》都曾入围。

2.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成立于1947年，是一个汇集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观众和艺术家的世界级文化盛会。每年八月，艺术节在

苏格兰的首都举办。艺术节的表演嘉宾由来自舞蹈、歌剧、音

乐和戏剧界最优秀的表演者和合奏团组成。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致力于覆盖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并为爱丁堡和苏格兰的文化和

社会生活做出贡献。

3.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的文化

活动中心，于1971年正式对外开放。表演艺术中心内设2759座

音乐厅、2334座歌剧院、1200座艾森豪威尔剧院、513座梯形

剧场。该中心曾多次策划、制作亚洲各国主题文化节，曾于2014

年邀请田沁鑫话剧《青蛇》参加世界戏剧艺术节演出，反响热

烈。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致力于展示来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

古典和现代音乐、歌剧、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促进和

维持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作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地位，并履



行其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使命。

4.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剧团之一，致

力于创作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并让这些作品以斯特拉福德为起

点走向世界。剧团表演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的戏剧，委托当

代作家创作各种原创作品，在英国和世界各地进行巡演和驻留，

并广泛开展教育工作，惠及了530,000名儿童和年轻人。

5.英国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

英国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自2007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是

世界知名的原创和新作品艺术节。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以曼彻

斯特工业革命的历史先驱性地位推动塑造曼城艺术先锋的新

形象，遵从以艺术家为主导，融合了各类表演艺术、视觉艺术、

流行文化等跨界艺术作品。该艺术节委约、制作和首演的作品

包括由 史蒂夫 •麦 昆（ Steve McQueen）、罗 伯特 •威尔 森

（Robert Wilson）和维恩•麦克格里格（Wayne McGregor）等

在内的各界知名艺术家的创作。

6.美国乔伊斯舞蹈剧院基金会

美国乔伊斯舞蹈剧院基金会是舞蹈表演的国际领导者。作

为仅有的由舞者为舞蹈而建造的剧院之一，乔伊斯剧院因培养

和表彰新兴和成熟的舞蹈艺术家而赢得了国际声誉。自1982年

开业以来为400多家国内外公司提供住所，并提供每年45至48

周的舞蹈季，让超过15万名观众体验多元、流行和具有挑战的

表演。

7.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包含了世界各国顶尖艺术表演

的荟萃，是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文化盛会。阿德莱德艺术节始

于1960年，于每年三月举行，届时来自澳大利亚及世界各地的



音乐、戏剧、舞蹈和视觉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家都将在阿德莱

德汇聚一堂。除演出外，艺术节期间还会举行作家周、画展和

诗歌朗诵周等活动。

8.加拿大国际表演艺术交易会

自1984年起，加拿大国际表演艺术交易会在蒙特利尔举办

两年一度的演出交易会，有来自54个国家的1900位代表参与，

其中包括433位业内最重要的买家。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交

易会呈现170多场来自魁北克、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精彩演

出，同时还组织各类工作坊、交流会及展厅。交易会至今成功

举办了18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演出交易会之一。

9.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始于1993年，是欧洲最具有影

响力的戏剧节之一。锡比乌市亦于2007年当选欧洲文化之都。

每年艺术节期间都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艺术

家参与，通过舞蹈、杂技、歌剧、音乐、座谈、展览等多种形

式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爱好者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演出与

活动。

10.英国阿库·汉姆舞蹈团

英国阿库·汉姆舞蹈团成立于2000年，如今已成为全球最

具创新性的舞蹈团之一。其旨在为国际演艺界带来具有思想深

度和震撼性的舞蹈作品，在以印度传统舞蹈与现代舞相结合的

舞蹈语汇呈现作品的同时，也注重融入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元

素。舞团曾获得多项国际大奖与殊荣，其中包括2012年的奥利

弗奖以及受邀献演当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阿库·汉姆舞蹈

团与伦敦沙德勒之井舞蹈剧院等国际知名剧院与艺术节有着

广泛合作，也曾与中央芭蕾舞团合作舞剧《相遇》，并参与制

作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布里斯班国际

艺术节的联合委约作品——杨丽萍的现代舞《春之祭》。



11.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于2002年正式落成，是新加坡首屈一

指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其占地面积超过八万平方米，每年举

办3000多场演出，并举办华艺节等多项节庆活动。滨海艺术中

心的音乐厅的舞台可容纳120至170人，大厅本身拥有9500立方

米的空间，可以容纳近1800位观众。艺术中心另有1950个座位

的剧院，多个可容纳200多人的表演室、小剧场和音乐室。

12.德国卡塞尔国家剧院

德国卡塞尔国家剧院于1909年建成，拥有德国最大的舞台

之一。剧院拥有歌剧、音乐会、戏剧、舞蹈部门，作品涵盖了

从古典曲目到现代戏剧的广泛范围。每年大约有30个不同流派

的节目在这里上演。剧院以艺术、直觉、反思和自由为精神，

着眼传统与现代，为实验和跨学科项目创造空间。同时，剧院

重视教育，以戏剧和音乐会教育计划致力于让所有人参与表演

艺术。

13.南非国家艺术节

南非国家艺术节是非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节。每年6

月底7月初在马坎达举办，11天内在90个场地举办600项活动

2000场演出，展现非洲当地与国际精品力作。

艺术节包括主单元和艺穗节单元。主单元需经由艺委会严

格选拔，涵盖音乐、舞蹈、戏剧、各类表演艺术、视觉艺术，

除优秀国际作品外，还有南非顶尖艺术家最新创作。同时，主

单元将演出上一届艺穗节最佳演出奖作品，还有电影节和“学

生剧场”项目。受疫情影响，2021年的艺术节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马坎达现场音乐节、在线音乐节和在南非各城市举办的系

列展演。

14.美国纽约公共剧院



美国纽约公共剧院是以艺术家为导向、具有包容性和民主

性的剧院。剧院已有60多年历史，是美国最早的非营利性剧院

之一。纽约公共剧院获得了众多知名奖项，包括59项托尼奖、

184项奥比奖、55项纽约戏剧委员奖、6项普利策奖等各类奖项。

15.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文化

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土耳其全国委员会大会的成员。自

1973年成立以来，基金会致力于丰富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艺术

生活，并通过在其节庆颁奖、委约作品、参与国际和本土联合

制作等方式促进艺术和文化发展。

基金会定期组织各类节庆，如：伊斯坦布尔音乐节、电影

节、戏剧节和爵士音乐节，以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设计双年

展等，不仅如此，还为儿童和青少年策划创意活动。

16.德国“古典未来”音乐高峰论坛

德国“古典未来”音乐高峰论坛有来自45个国家1000多

名专业人士参与，为所有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古典音乐和艺术

音乐的全球网络和交流中心，包括艺术家、经理人、出品人、

管弦乐队、唱片公司、教育工作者、媒体、出版商等。高峰论

坛包括互动性会议、项目推介、音乐类推介演出、博览会、创

新奖和社交网络。

17.当代表演艺术国际网络 (IETM)

当代表演艺术国际网络集结了全世界超过500个当代表演

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涵盖了戏剧、舞蹈、马戏、表演、跨学科

现场艺术、新媒体艺术等。网络成员包括各艺术节、演艺公司、

制作人、剧院、研究及资源中心、大学和教育机构等。他们每

年会在欧洲不同的城市举办两次大会，并在世界各地组织各类

小型聚会，促进信息交流和传播，宣扬表演艺术的价值。



18.新西兰文化艺术委员会

新西兰文化艺术委员会是新西兰国家级艺术发展组织，由

新西兰文化遗产部与乐透基金会提供经费来源，旨在为本国艺

术家、演艺团体、艺术机构和文艺从业者提供资金支持、专业

培训和推广宣传服务。该组织也与各国演艺机构有着长期互动

与合作关系，通过推介、巡演、项目合作等方式为国际演艺市

场和全球观众呈现高水准的新西兰演出节目。

19.芬兰艺术节协会

芬兰艺术节协会是服务于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一个非营利

组织，容纳了芬兰最优质的节庆，并精彩呈现各种音乐、舞蹈、

戏剧、文学、视觉艺术、电影和儿童文化活动，致力于通过与

制定相关公共政策的各方建立密切联系，以改善节庆的运营并

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20.新西兰塔拉纳基艺术节

新西兰塔拉纳基艺术节始于1991年，是一个充满活力、现

代感和标志性的节日，为塔拉纳基举办最好的、世界级的节庆

活动。艺术节为塔拉纳基的观众带来激动人心的节庆体验，包

括塔拉纳基花园节、皇家歌舞节、冬季节、明镜节等活动。

21.阿曼马斯喀特皇家歌剧院

阿曼马斯喀特皇家歌剧院位于阿曼马斯喀特，其愿景是成

为全球文化交流的卓越中心。剧院跨学科的作品展示了来自阿

曼和世界各地艺术创作的多样性，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

空间，并通过创新节目培养创造力、培育文化活力，促进文化

和旅游，推动文化外交，重振全球多学科合作交流。

22.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剧院协会

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剧院协会有着悠久的历史。

协会于2020年成立了基金会，旨在以多种形式传播表演艺术，



包括戏剧、音乐、舞蹈、马戏、电影和视听；同时关注公众的

成长和培训，特别是新兴艺术和小众艺术；支持成员开展活动

传播戏剧文化；并于国际推广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节目。

23.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艺术节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艺术节源于1953年，是斯洛文尼亚

以及周边地区、甚至整个欧洲范围内，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

要的夏季艺术节。艺术节于每年夏季举行，期间举办70至80场

文化艺术活动，范围涵盖各个艺术领域，每年的卢布尔雅那艺

术节都可吸引逾八万人次的国内外观众。

24.亚洲文化推广联盟

亚洲文化推广联盟成立于1981年，是一个旨在促进亚洲内

部文化交流、并与全球艺术界对话的非政府组织。它为艺术从

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和讨论亚太地区最新行业趋势的平

台。到今年为止，联盟吸引了超过12个国家、1000位行业领袖。

联盟还旨在增加更多亚洲成员城市，促进亚洲文化在西方的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