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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夫妻 台上有戏 台下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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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燊杰和徐山淇对艺术工作与夫妻感情交融的这种特殊生活模式，处之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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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伴》每月一期，为你讲述艺术人相识、相爱、相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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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艺术人结成伴侣，在生活或创作中，会不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艺术夫妻谢燊杰和徐山淇2012年共同创立九年剧场，两人首度同时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讲述相恋和相处点滴，以
及戏里戏外人生。
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联合创办人谢燊杰（44岁）和剧团总监徐山淇（38岁），团内是同事，团外是夫妻，他们坦言这
个关系一开始并不太好拿捏，但这几年，剧团渐上轨道，婚姻生活也在孩子慢慢长大后进入平稳期，两人对待艺术工作与
夫妻感情交融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生活模式，有了一份恬然自在。
两人首度同时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讲述相恋和相处，这对艺术夫妻，台上有戏，台下有情。
采访当天，徐山淇因要处理一些事，所以要晚到一会儿，谢燊杰先跟记者聊开来。
两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长和学妹，谢燊杰高徐山淇两届，谢燊杰修戏剧和汉学，徐山淇修戏剧和汉语文，两人在
学校里并不太认识，直到2001年底，两人因在实践剧场的TTP Studio参与印度尼西亚导演执导的《棺材太大洞太小》，才
走在一起。
“可能是有共同点，我们都喜欢戏剧，辅修都是中文相关的东西，比较谈得来。”谢燊杰话锋一转，“我们俩私人生活中
都讲中文，只有吵架的时候才讲英文，哈哈。”
看起来有些“静态”的他们，事实上动静皆宜，交往后，两人常跟同好去做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攀岩、背包旅行等。他俩
第一次一起出游，是去中国，“我们的汉学和汉语文都发挥了用处，也在旅途中培养出感情来。”谢燊杰说。
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2004年，两人结为连理。之后约有七年时间，谢燊杰奔波在各院校教课，徐山淇在家中带孩子。直到2012年，共
同创立了九年剧场，徐山淇重回剧场，两人的专业合作和家庭生活自此紧密黏合在一起。
“很难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得很开，有时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还是会讲起工作的事情。”谢燊杰说：“尝试过尽量不
要在家里谈工作，比如几点过后就别谈，但常常突然想起团里什么东西，怕忘记，说着说着又进入话题，越讲越深。”
这对夫妻偶尔疑惑：怎么三更半夜还在公事里绕不出来？
“既然不能不说，我就提醒自己要稍微观察一下，不在她很累或没情绪的时候，语气那么硬。”谢燊杰笑说身兼导演和丈
夫身份，对待既是演员又是妻子的徐山淇，得察言观色一点。
说到这时，徐山淇风风火火开门进来，到谢燊杰身边坐下。“明白你们在聊什么，”只听了几句话的徐山淇很能进入状
况。
“当然有时谈到表演，谈到戏剧艺术，很起劲，兴趣来了，我们还会起身示范一下，试试这种方法，做做那种练习之类
的。”徐山淇说。
她接着说：“我们毕竟是很‘人’的，像我刚才在家要先准备好晚餐才出来，就煮裂了一个锅，全部的汤流出来，也是自己
求快心切。”
相比谢燊杰的儒雅和温吞，徐山淇有一种可爱的直爽。
艺术人的生活从来就不是那么“高眉”，推出多部真诚的人性的戏剧，九年剧场这对掌门夫妻，人如其戏，是让人感觉到
亲切和没有距离的。
视剧团为孩子
谢燊杰控管剧团的艺术方向和创作，徐山淇除了演出，兼管行政。

徐山淇说：“我相信他对这样的职责分配超满意，但以前我从没想过要营运一个剧团，对行政、经营没有多少经验，忽
然得扛起这个担子。不过人就该是这样，一旦决定要担当，就得担当。”她受访前，刚在家忙完了剧团的年报。
“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她，怎么设立账户，怎么报账，这些琐碎的事都是她自己去摸索的，竟然把很多东西做出来
了。”谢燊杰说，“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剧团行政方面多一点人，由她负责监督，毕竟她是剧团总监。但我们亲力亲为，是因
为视九年剧场为我们的孩子，它不仅是一个公司那么简单，它包含了长期以来我们两个人共同分享的对艺术的理念。所
以，即使辛苦，在初期，还是要自己来把握团里的一切。”
成团四年，两人满意剧团按部就班的发展，也感激各方投以的支持。
不是追求分数的父母
剧团是孩子，当然现实生活中，他们有一对今年小六会考的双胞胎女儿。
“觉得孩子以后不一定要像我们一样从事艺术行业，不过我们了解艺术在人的生命中的作用，都尽量让孩子接触艺术，
看演出、说相声、学钢琴等。”谢燊杰说，“钢琴学了好几年，从来没参加过级别考试，艺术是这样的，自发接触和喜欢，最
重要。”
徐山淇赞同：“对，这也反映在我们作为家长在孩子学业上的态度，不追求分数，重要的是要尽力，不能不及格，并不
用超级好，能力以内办到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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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植物园和园景路接连发生树倒，酿成死伤。对你有什么影响？(2017年2月17日开始投票)
造成心理阴影，出门都害怕树倒
靠近古树会担心，下来会提高警惕
不会过于担心，但希望当局加强检查
生活照常，这类事件防不胜防
【点智慧】不不论是在社会上或家庭之中，我们总是被⼈人群包围着，⽽而如何正确地待⼈人处事真是⼀一⻔门艺术。 http://bit.ly/2lkNlbc ------------------ 想阅读更更多订户专区新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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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he Wanbao 联合晚报今⽇日新闻】吸毒犯法本就不不对，怎么还持⼑刀挟持⺟母亲！真是太不不孝了了！http://bit.ly/2lZLF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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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下午5时左右，勿洛洛⽔水池路路⼀一间组屋单位失⽕火。⽬目前⽕火势已扑灭，⼀一名男⼦子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http://bit.ly/2lmr5O8 ------------------ 想阅读更更多订户专区新闻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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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多吃⽆无益 【吃出健康】很多⼈人都知道，⼤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尤其对感冒有很好的杀菌作⽤用，⽽而且它具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功能。
可
是，⼤大蒜虽好，但却不不能⻓长期多吃喔！
俗话说，蒜有百利利，唯有⼀一害，伤⽬目。⻓长期过量量⻝⾷食⽤用⼤大蒜，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不不清、视⼒力力明显下降。此外，多吃⼤大蒜会
使胃组织在强烈烈刺刺激下受到损坏，可能引起急性胃炎。
此外，有五类⼈人是不不宜⽣生吃⼤大蒜，即患有眼疾、癌症、肝病、腹泻及重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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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金金正男⼉儿⼦子⾦金金韩松正⻜飞往⻢马来⻄西亚，预料料今晚8时许抵达⻢马国机场！
⾦金金正男被揭发于邻国身亡后，其⼦子⾦金金韩松的下落⼀一直成谜，《中国报》刚在⾯面簿
电子报 (http://www.zaobao.com.sg/epapers/)
上载消息，指⾦金金韩松今⽇日傍晚将⻜飞往⻢马国，并于晚上7时50分抵达，如今⼤大批媒体已纷纷赶往第2吉隆隆坡国际机场守候。
⻢马国副警察总⻓长丹丹斯⾥里里诺拉锡昨⽇日召开记
订阅者会强调，警⽅方⽬目前促请死者家属请尽快与警⽅方联络，让警⽅方进⾏行行脱氧核糖核酸对⽐比，以确认死者身分，相信这也是⾦金金韩松来⻢马的主要⽬目的。
(http://www.sphsubscription.com.sg/esho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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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本地今天下午出现七彩云！ 许多读者也分享七彩云照，表示他们是在⻢马⾥里里⼠士他路路、罗弄弄泉和本地⻄西部地区看⻅见七彩云。 （感谢读者分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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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案即时】
政府将在今年年给予20%的个⼈人所得税回扣，顶限为500元。 政府将因推出个⼈人收⼊入税务回扣⽽而减少将近4亿元税收。 == 有关财政预算案的完整报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zb.sph.zaobaosingapore)
道，请看明⽇日的《联合晚报》

报业控股网站 (http://www.sph.com.sg)

网络条款 (http://sph.com.sg/legal/website_tnc.html)

个人资料保护 (http://sph.com.sg/legal/pdpa.html)
亚洲网 (http://www.asiaone.com)

全检索 (http://newslink.asia1.com.sg/)

海峡时报 (http://www.straitstimes.com)

隐私政策 (http://sph.com.sg/legal/sph_privacy.html)
报业控股数码新闻 (http://www.sphdigital.com)

商业时报 (http://www.businesstimes.com.sg)

新加坡报业控股版权所有（公司登记号：198402868E）
提醒：新加坡网络业者若未经许可，擅自引用本网内容将面对法律行动。
第三方公司可能在早报网站宣传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不过您跟第三方公司的任何交易与早报网站无关，早报网将不会对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负责。
在中国的用户请游览 zaobao.com (http://zaob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