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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音乐剧创制信息采集表（1980-2018）
（以演出时间顺序统计）

编号 剧 名 时间 创演团队 主创及其它情况

1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1981 中央歌剧院
编剧、作词：盛和煜、王荡平；

作曲：刘振球

2 风流年华 1983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王仁杰；作曲：商易

3 芳草心 1984 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
编剧、作词：向彤、何兆华；

作曲：王祖皆、张卓娅

4 台湾舞女 1984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王再习、许一韦；

作曲：庄稼

5 搭错车 1985 沈阳话剧团
编剧、作词：陈欲航、王延松；

作曲：侯德健等；导演：王延松

6 灯花 1986 广西民族歌舞团

编剧、作词：於贤太、何正宇、龙老

太、彭世贤、姚旭寰；作曲：蓝寿生、

朱诵邠

7 公寓·13 1986 湖南湘潭市歌舞剧团
编剧、作词：舒柯、冯之；

作曲：刘振球

8 十五的月亮 1986 广州白云轻歌剧团 编剧、作词：李水；作曲：王澄帛

9 小巷歌手 1986 株洲市歌舞剧团 编剧、作词：杨梁斌；作曲：李执中

10 水乡浪漫曲 1987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贾志良；导演：沈尚玖

11 特区回旋曲 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歌剧团

编剧、作词：阎肃、刘虹；

导演：金翼

12 雁儿在树梢 1988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李远渡、刘志康；

作曲：叶纯之；导演：茅君瑶

13 请与我同行 1989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舒柯；作曲：左焕绅；

导演：方红林

14 马兰花 199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任德耀、唐跃生等

作曲：邹野；导演：陈颙、尚鸿佑

15 山野里的游戏 1990 哈尔滨歌剧院
编剧、作词：王延松、徐立根；

作曲：李黎夫、彭川；导演：王延松

16 征婚启事 1990 南京前线话剧团 编剧、作词：邓海南

17 巴黎的火炬 1991 上海歌剧院 作曲：刘振球

18 鹰 1993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徐立根；作曲：刘锡津

19 青春涅槃 1994 南京前线话剧团
编剧、作词：姚远、蒋晓琴、邓海南；

导演：李建平

20 皇帝的新装 1995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小组

21 秧歌浪漫曲 1995 中国音乐剧研究会
编剧、作词：王正；作曲：刘振球；

导演：林兆华、王举

22 海风吹来 1996 南京前线话剧团
编剧、作词：姚远、蒋晓琴、邓海南；

作曲：印青

23 夜半歌魂 1996 上海市舞美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沈正钧；作曲：杨人翊；

导演：郭小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5%E6%AD%A3%E5%A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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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白蛇传 1997 制作人李盾团队
编剧、作词：赵小源等；作曲：三宝；

制作人：李盾

25 雪狼湖 1997
香港天星娱乐有限公

司（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钟伟民、陈少琪；

作曲：陈少琪等；

导演：张学友、钟伟民

26 白莲 1998 广州白云轻歌剧团 作曲：杜鸣；导演：张继刚

27 四毛英雄传 1998
珠海音乐剧团、

北京舞蹈学院

编剧、作词：张林枝；作曲：刘振球

（首部特区农民工题材的音乐剧）

28 未来组合 1998 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李亭；作曲：李海鹰

导演：熊源伟

29 西施 1998 制作人李盾团队 制作人李盾团队

30 羊城故事 1998
广东儿童艺术教育

基金会
作曲：石松；导演：王晓鹰

31 快乐推销员 1999
江苏省镇江市艺术

剧院

编剧、作词：张明媛；作曲：陆建华；

导演：冯昌年

32 秋千架 1999 安徽黄梅戏剧院
作曲：徐志远、刘振球；

（首部黄梅音乐戏剧）

33 桑兰 1999 宁波市儿童艺术剧团 编剧：王信厚；

34 中国蝴蝶 1999 河南大学音乐系
编剧、作词：居其宏；作曲：周雪石；

（河南省第一部音乐剧）

35 桃花谣 2000 总政话剧团 编剧：吴然；导演：胡宗琪

36 遇上 1941 的女孩 2000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周旭明；

作曲：钟志荣、张兆鸿 导演：彭镇南

（粤语音乐剧作品）

37 月光摇篮曲 200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作曲：邹野；导演：钟浩

38 边城 2001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彭镇南、陈敢权；

作曲：钟志荣

39 她从雪山走来 2001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成都市京剧团

编剧、作词：董雯、程悦、胡一飞；

作曲：陈磊、段永生；导演：胡一飞

40 小河淌水 2001
云南省昆明市花灯

剧团

编剧、作词：黄自廉、盛和煜、卢昂；

作曲：黄波、陈应祥；

导演：卢昂、卢珊、王亦工

（首部云南花灯音乐剧）

41 雁鸣湖 2001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奉培春；

作曲：刘振球、朱青；导演：陶先露

42 黑眼睛，蓝眼睛 2002 浙江省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沈正钧；作曲：翁持更；

导演：郭小男

43 唐山的龙年 2002 唐山歌舞团 导演：陈卫

44 围屋女人 2002 赣南采茶歌舞团 导演：王秀凡

45 恋爱轻飘飘 2002
演戏家族

（中国香港）

导演：彭镇南

（粤语音乐剧作品）

46 香格里拉 200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音

乐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欧阳逸冰；作曲：邹野；

导演：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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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赤道雨 2003
海政歌舞团

海政电视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周振天、冯柏铭；

作曲：刘彤、付林；导演：廖向红；

（海政歌舞团首部原创音乐剧）

45 地下铁 2003
台湾人力飞行剧团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黎焕雄；作曲：陈建骐

导演：黎焕雄（几米首部音乐剧）

46 日出 2003 中国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吴贻弓；作曲：金复载、

董为杰；导演：吴贻弓

47 五姑娘 2003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编剧、作词：何兆华、刘志康、金梅；

作曲：莫凡；导演：陈蔚；

（浙江嘉善田歌音乐剧）

48 冰山上的来客 2004 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

编剧、作词：姚承勋；作曲：努斯来

提·瓦古丁、肖克来提·克里木；

导演：陈蔚

49 风帝国 2004 中国国家话剧院
编剧、作词：张广天；作曲：张广天；

导演：张广天

50 花木兰 2004 中国歌剧舞剧院
编剧、作词：邱玉璞、喻江、徐瑛；

作曲：郝维亚；导演：王晓鹰

51 跑路救天使 2004 果陀剧场（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梁志民、蔡琴；

作曲：樱井弘二；导演：梁志民

（改编自电影《修女也疯狂》）

52 天堂边缘 2004
天作之合剧场（中国

台湾）

编剧、作词：王友辉；

作曲：冉天豪；导演：李建常

53 白蛇青蛇 2005
香港演艺学院

（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黄凯芹；作曲：黄凯芹；

导演：關颂陽；

（粤语音乐剧作品）

54 电影之歌 2005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

编剧、作词：罗启锐；作曲：李宗盛；

导演：张婉婷

（首部多媒体电影音乐剧）

55 金沙 2005 成都演艺集团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三宝、关山

（首部文旅融合原创音乐剧作品）

56 狂雪 2005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何冀平；作曲：刘彤；

导演：李铭森

（首部宏大战争题材音乐剧作品）

57 我为歌狂 2005
上海日出音乐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音

乐学院音乐戏剧系

编剧、作词：吴贻弓；作曲：彭程；

导演：钱正（根据同名卡通片改编）

58 星 2005 广州歌舞团
编剧、作词：许雁；作曲：李小兵；

导演：信洪海

59 幸运儿 2005
台湾人力飞行剧团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黎焕雄、夏宇；

作曲：陈建骐；导演：黎焕雄

（几米版权音乐剧）

60
一流大学
从澡堂抓起

2005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原创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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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白蛇新传 2006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彭镇南；作曲：高世章；

导演：彭镇南（粤语音乐剧作品）

62 大三峡 2006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编剧、作词：李穗；作曲：罗怡林；

导演：梅昌胜

63 世纪回眸·宋美龄 2006 音乐时代广场（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作曲：冉天豪；

导演：王友辉

64 同一个月亮 2006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编剧、作词：易介南；作曲：戴劲松；

导演：李雄辉

65 为了明天 2006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

学院

编剧、作词：赵玖玥、孙闯；作曲：

陈海音、赵玖玥；导演：陈海音

66 蝶 2007 松雷集团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吉勒·马鸣；

制作人：李盾

67
阿森与莎莉的花

far 世界
2007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彭镇南、梁荣忠；

导演：彭镇南、梁荣忠

（粤语音乐剧作品）

68 甘嫫阿妞 2007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

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

版局

编剧、作词：张朝、亢竹青；

作曲：张朝、亢竹青；导演：张朝

（首部彝族音乐剧）

69 隔壁亲家 2007
天作之合剧场（中国

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作曲：冉天豪；

导演：曾志远；闽南语作词：王友辉

（首部闽南语音乐剧）

70 六祖慧能（07 版） 2007 上海音乐学院 作曲：赵光、彭程

71 凭什么我爱你 2007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小柯；作曲：小柯；

导演：王婷婷

72 四月望雨 2007
音乐时代剧场（中国

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王友辉；

作曲：冉天豪；导演：符宏征

（剧中同时使用鹤佬语、日语与客语）

73 听见花开 2007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校园音乐剧

74 寻找乌托邦 2007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校园音乐剧

75 长河 2008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上海大剧院

编剧、作词：余秋雨；作曲：鲍比达；

导演：关锦鹏

76 大唐贵妃 2008 罗氏国际演艺公司 罗氏国际演艺公司团队

77 马路天使 2008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喻荣军；作曲：金复载、

王继伟；导演：周小倩

78 梦娃娃 2008 中央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颜嘉莹

79 向左走向右走 2008
台湾人力飞行剧团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黎焕雄、夏宇；作曲：

陈建骐、苏打绿；导演：黎焕雄

（几米版权音乐剧）

80 新白蛇传 2008 戏曲音乐剧 编剧、作词：邹静之

81 雪后 2008
演戏家族

（中国香港）
作曲：伦永亮；导演：徐琬莹

82 弘一法师 2009
上海玉佛禅寺

上海戏剧学院

编剧、作词：曹路生；作曲：安栋；

导演：熊源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A8%E8%BE%B9%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8E%BF%E6%96%87%E5%8C%96%E5%B9%BF%E6%92%AD%E5%BD%B1%E8%A7%86%E6%96%B0%E9%97%BB%E5%87%BA%E7%89%88%E5%B1%80/50139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A8%E8%BE%B9%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8E%BF%E6%96%87%E5%8C%96%E5%B9%BF%E6%92%AD%E5%BD%B1%E8%A7%86%E6%96%B0%E9%97%BB%E5%87%BA%E7%89%88%E5%B1%80/50139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A8%E8%BE%B9%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8E%BF%E6%96%87%E5%8C%96%E5%B9%BF%E6%92%AD%E5%BD%B1%E8%A7%86%E6%96%B0%E9%97%BB%E5%87%BA%E7%89%88%E5%B1%80/501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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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

83 白日梦 2009 开心麻花
编剧、作词：周申、周铁男；

作曲：刘洲、樊冲等；导演：周申

84 车你好有 2009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实验音乐剧

85 隔壁亲家 2009
台湾音乐时代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作曲：冉天豪

导演：曾慧诚、伍锦涛

（闽南语音乐剧作品）

86 花儿与少年 2009 甘肃省歌剧院
编剧、作词：李天圣、马少青、胡豫

川等；作曲：郭思达；导演：高立斌

87 空中花园谋杀案 2009 孟京辉戏剧

编剧、作词：孟京辉、史航、孙健

作曲：张然、王闯；导演：孟京辉

（孟京辉首部音乐剧）

88 天下云冈 2009 大同歌舞剧院
编剧：王晓岭；作曲：唐建平；

导演：赵明

89 未来组合 2008 2009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李亭；作曲：刘党庆；

导演：唐毓椿

90 我爱 laughing 妈 2009
演戏家族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实验音乐剧

91 杨贵妃 2009
西安秦腔剧院有限

责任公司
编剧、作词：罗怀臻；导演：李学忠

92 一路寻找 2009
中国武警

政治部文工团

编剧、作词：王宝社；作曲：孟卫东；

导演：陈蔚

（首部抗震救灾题材音乐剧）

99 英雄 2009 北京舞蹈学院
编剧、作词：张旭；

作曲：萨如拉赛汗；导演：张旭

100 渭水春风 2010
音乐时代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林华建；

作曲：冉天豪；导演：符宏征

101
茉莉花

（二泉吟）
20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政治部文工团

导演：张名河；作曲：孟庆云；

导演：王延松

102 愁女的幸福魔法 2010
北京太立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作曲：田丁；

导演：俞炜锋；制作人：梁卿

103 爷们儿 2010 开心麻花
编剧、作词：于川；作曲：郑一肖；

导演：吴昱翰

104 一屋宝贝 2010 演戏家族（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张飞帆、彭镇南；

作曲：高世章；导演：彭镇南

105 在那遥远的地方 2010 中国歌剧舞剧院
编剧、作词：冯俐、宋小明；

作曲：张宏光；导演：夏广兴

106 张爱玲 2010
北京洋之音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陶然；

作曲、导演：闫月；

（第二届国际女性戏剧节受邀剧目）

107 最后的瞬间 2010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马达；作曲：金复载；

导演：马达；

108 爱上邓丽君 2011
松雷集团、东方文化

集团、邓丽君文教基

编剧：王蕙玲（中国台湾）；

作词：梁芒；作曲：金培达（中国香

https://www.douban.com/location/drama/search?q=%E9%83%91%E4%B8%80%E8%82%96
https://www.douban.com/location/drama/search?q=%E5%90%B4%E6%98%B1%E7%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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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东莞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港）；导演：卓依·马可尼里（美国）；

制作人：李盾

109 德古拉之子 2011 上海戏剧学院 导演：马达

110 断桥 2011 杭州剧院
编剧、作词：田丁；作曲：祁岩峰；

导演：王晓鹰；制作人：梁卿

111 国之当歌 2011 上海歌剧院
编剧、作词：李瑞祥、石俊；

作曲：李瑞祥；导演：信洪海、石俊

112 鹊桥 2011
北京太立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田丁；

113 三毛流浪记 2011 保利院线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王婷婷

114 王牌游戏 2011 松雷集团

编剧、作词：张科民、詹姆斯·洛切夫

作曲：马克·艾伦；导演：托尼·思迪马

克（首部魔术音乐剧）

115 鲜花烈火 2011 上海高瞻音乐剧团
编剧、作词：钱正；作曲：金复载

导演：郁百杨

116 莎翁的情书 2012 繁星戏剧村
编剧、作词：方俊杰；作曲：张贝琳、

林子扬；导演：叶逊谦

117 爱在天际 20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编剧、作词：郁百杨；作曲：苏隽杰、

潘国醒、魏诗泉；导演：郁百杨、黄

雯（中科大首部原创音乐剧）

118 东区卡门 2012
音乐时代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作曲：王倩婷；

导演：伍锦涛

119 杜甫 2012 国家话剧院
编剧、作词、导演：张广天；

（音乐话剧）

120 告诉海 2012 宁波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王俭；作曲：董乐弦；

导演：邢时苗

121 昆仑神话 2012 华夏乐章音乐剧团
编剧、作词：刘静芸；作曲：刘洲；

导演：周申（原创中国神话音乐剧）

122 卖火柴的小女孩 2012
深圳市宝安区文化

馆、深圳市唐人原创

音乐剧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岳世果；

作曲：岳浩昆、张钢、张平；

导演：岳岭

123 茉莉飘香 2012 哈尔滨歌剧院
编剧、作词：马国发；

导演：栾岚

124 鸟巢·吸引 2012
北京鸟巢风采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

编剧、作词：贾清云；作曲：卞留念；

导演：陆川

（鸟巢水立方驻场大型魔幻音乐剧）

125 聂耳 2012 上海歌剧院 作曲：李瑞祥

126 任天堂 2012
北京天艺同歌国际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沈文帅；作曲：樊冲；

导演：沈文帅

127 太阳花 2012 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 大型羌族音乐剧《太阳花》创制组

128 天龙八部 2012 钱永强大型音乐剧 原著：金庸；作曲：金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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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钱永强（鸟巢首演）

129 天桥 2012 北京歌剧舞剧院
编剧、作词：旷达；作曲：廖勇；

导演：田沁鑫

130 文成公主 2012
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

编剧、作词：张仁胜、梅帅元；

作曲：张骁；导演：梅帅元、严文龙；

131 西关小姐 2012 广州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王军；作曲：石松；

导演：傅勇凡

132 咏蝶 20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政治部文工团

编剧、作词：张名河；作曲：孟庆云；

导演：王延松

133 仓央嘉措 2013 曹禅戏剧
编剧、作词：汪文勤、曹禅；

作曲、导演：曹禅

134 曹雪芹 2013
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

音乐剧研究中心

编剧、作词：王海平；作曲：周雪石；

导演：周映辰

135 大红灯笼 2013
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

音乐剧研究中心

编剧、作词：彭锋；作曲：捞仔

导演：周映辰

136 钢的琴 2013 东莞保利文化演艺团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王婷婷

137 简·爱 2013
杭州剧院

杭州断桥音乐剧剧团

编剧、作词：梁卿、王凌云；

作曲：祁岩峰；导演：王晓鹰

制作人：梁卿

138 流芳济世 2013
张卫健戏剧

（中国香港）
首部天主教音乐剧

139 六祖慧能（13 版） 2013 南方歌舞团
编剧、作词：冯俐、王晓岭；

作曲：温中甲；导演：谢晓泳

140 楼兰 2013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

剧系

编剧、作词：马达；作曲：赵光；

导演：马良

141 洛神赋 2013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编剧、作词：王海平；导演：周文军

142 螺丝小姐 2013 繁星戏剧村 作曲：林子扬；导演：叶逊谦

143 妈妈再爱我一次 2013

东莞塘厦文广电服务

中心、塘厦松雷音乐

剧剧团有限公司、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

编剧、作词：刘云；作曲：金培达；

导演：周可；制作人：李盾

144 魔幻阿凡提 2013
中国国家歌剧舞剧

院、北京华仁鼎承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李欣馨；作曲：杨秉音；

导演：李欣馨

145 纳斯尔丁·阿凡提 2013
北京意知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刘静芸；导演：肖杰

146 少年台湾 2013
音乐时代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杨忠衡；作曲：冉天豪；

导演：符宏征

147 王二的长征 2013 东莞保利文化演艺团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黄凯

148 稳稳的幸福 2013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149 我会爱你们很久 2013 上海戏剧学院 编剧、作词：安树；导演：孟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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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岳云 201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王翔浅；作曲：程进；

导演：赵宇

151 昨夜冰河 2013 上海戏剧学院 上戏音乐剧系 2009级毕业剧目

152 MRT 2014
天作之合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程伯仁、凯尔、王诗淳；

作曲：洪予彤、许哲珮、萧贺硕

153 PANDA 2014
北京阿提斯戏剧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赵瑞宁；作曲：吉鹏；

导演：赵瑞宁

154 冰川奇缘 2014 华夏乐章音乐剧团
编剧、作词：刘静芸；作曲：翟刘斌；

导演：周巍

155 等你爱我 2014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156 阿拉木汗传说 2014
上海戏剧学院

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

导演：雷国华

上海戏剧学院援疆原创剧目

157 河谷三号的故事 2014 KFS演艺工作室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傅国华

158 锦绣过云楼 2014 江苏省演艺集团
编剧、作词：叶建成、黄孝阳；

作曲：金复载；导演：陈蔚

159 梁祝的继承者们 2014
香港非常林奕华剧团

（中国香港）

编剧、作词、导演：林奕华；

作曲：陈建骐

160 聂小倩与宁采臣 2014 东莞保利文化演艺团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黄凯

161 热舞甜心 2014 魔码剧社 编剧、作词、导演：汪琨；

162 上海滩 2014 JDF金典工场 编剧、作词：杜国威；导演：原同

163 天天想你 2014 致敬张雨生经典歌曲
编剧、作词：刘毓雯；作曲：樱井弘

二；导演：姜富琴；制作人：王立民

164 幸运日 2014
上海褐眼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编剧、作词：夏天珩；作曲：彭飞；

导演：段妍男

165 又见桃花红 2014 苏州市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周罗；作曲：赵光；

导演：马达；艺术总监：谢寿宪

166 元培校长 2014
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

音乐剧研究中心

编剧、作词：王海平；作曲：王宗贤；

导演：周映辰

167 嘎丽娅 20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政治部文工团

编剧、作词：车行；作曲：李昕；

导演：腾爱民

168 啊！鼓岭 2015

东莞市塘厦镇文化广

播电视服务中心、东

莞塘厦松雷音乐剧剧

团有限公司

编剧：周可；作词：梁芒；

作曲：金培达；导演：卓依·马可尼里；

制作人：李盾

169 十年 2015
太原歌舞杂技团、杭

州剧院

编剧、作词：梁卿、王凌云；

作曲：祁岩峰；导演：王晓鹰；

制作人：梁卿、王剑

170 阿诗玛 2015
云南大德正智传媒有

限公司

编剧、作词：卢昂、马达；

作曲：张然；导演：卢昂

171 海上·音 2015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马达；作曲：赵光；

导演：周小倩

172 和平使者——抗战 2015 广州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胡筱平、陈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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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宋美龄 作曲：蓝天；导演：王青

173 黄四姐 2015 湖北省民族歌舞团
编剧、作词：文新国；作曲：方石；

导演：梅昌胜

174 火花 2015 山西省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杨硕；作曲：戴劲松；

导演：钟浩

175 或许明天属于我 2015 中国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赵怡轩；作曲：禹永一；

导演：陈蔚

176 寂寞玛奇朵 2015
天作之合剧场

（中国台湾）
作曲：冉天豪

177 假如明天是昨天 2015 华夏乐章音乐剧团
编剧、作词：孙小乐、许妍；

作曲：刘清；导演：孙小乐、国恩龙

178 狂奔的拖鞋 2015 至乐汇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樊冲

179 梦开始的地方 2015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舞

蹈系

编剧、作词：张然、田地；

作曲：张然、李海鹰；导演：赵艳

180 你是我的孤独 2015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喻荣军；作曲：王洛宾；

导演：周小倩

181
你说我容易吗-百

万约定
2015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182 苹果 2015 黑豹乐队戏剧
编剧、作词：张金克；作曲：张

琪（黑豹乐队主唱）；导演：易宏宇

183 撒娇女王 2015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李扬、马达；

导演：马达

184 天使合唱团 2015 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
编剧、作词：董芳芳；作曲：刘岳；

导演：易立明

185 小时代 2015 锦辉传播

编剧、作词：郭敬明、戴佩妮等；

作曲：祁岩峰、戴佩妮、唐汉霄；

导演：刘方祺、吴斌

186 寻找安贝尔 2015 KFS演艺工作室 编剧、作词、导演：傅国华

187 摇滚西厢 2015 新绎文化
编剧、作词：计文君；作曲：陈佐栋；

导演：陈刚

188 一千个春天 2015
北京音之华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陈香梅；导演：李利星

189 因为爱情 2 2015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190 因味爱所以爱 2015 缪时文化
编剧、作词：陈天然、张志林；

作曲：张志林；导演：Kim Moke

191 犹太人在上海 2015
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

部、恒源祥戏剧

编剧、作词：荣广润；作曲：金培达；

导演：徐俊

（中国&以色列联合创作大型音乐剧）

192 紫石街 2015
北京东方嬴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万军

193 不能说的秘密 2016
北京环球百老汇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Marc Acito、周杰伦；

作曲：周杰伦；导演：John Rando；
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点唱机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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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草原恋 2016
包头文化演艺有限责

任公司

编剧、作词：妮南、钟震宇；

作曲：刘彤；导演：韩杰

195 春暖花开 2016 杭州歌剧舞剧院
编剧、作词：徐镇等；作曲：王锦麟；

导演：刘薇

196 阿曼尼沙罕传奇 2016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

莎车分指挥部、上海

戏剧学院、上海音乐

学院

导演：谢迪

上海文化援疆重要项目

197 风中丽人 2016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喻荣军；作曲：赵光；

导演：周小倩

198 虎妈猫爸 2016
北京儿童艺术剧团、

中国爱乐乐团等

编剧、作词：苗九龄；作曲：张小柯；

导演：王泽

199 虎门销烟 2016

东莞东城区文化服务

中心、东莞保利文化

演艺团有限公司、北

京保利演出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关山；作曲：三宝；

导演：黄凯

200 家书 2016
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

术研究所（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张棱；作曲：郑帆婷；

导演：陈品蓉

201 交换生 2016 KFS演艺工作室
编剧、作词、导演：傅国华；作曲：

石灵；

202 律诗·雷经天 2016
缪时文化、华东政法

大学

编剧、作词：陈天然、张志林、陈赛

金；

作曲：张志林；导演：陈天然

203 麦琪的礼物 2016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编剧、作词：甄进；导演：敖晓艺

204
你说我容易吗-千

万留神
2016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205
你说我容易吗-万

万不能
2016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小柯

206
年轻的脚步（雄关

漫道）
2016 曲靖师范学院 编剧、作词：王印；导演：李利星

207 如果·爱 2016 上海戏剧学院

导演：朱峰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根据电影改

编）

208 石头·剪刀·布 2016 上海悦歌文化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Robert

Vicencio
209 泰迪爱冒险 2016 上海悦加文化 导演：姚淳

210
汤显祖

（梦临汤显祖）
2016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

府、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陆驾云、林在勇；

作曲：徐坚强；导演：周小倩

211 桃花笺 2016 苏州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罗周；导演：马达

212 天堂树 2016 北京舞蹈学院 导演：张永庆

213 微信 2016
音乐时代剧场（中国

台湾）、闽南大戏院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杨忠衡

214 小城之春 2016 上海现代人剧社
编剧、作词：陈新瑜、田辰明；

作曲：吴唯、马苏；导演：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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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MRT2 2017
天作之合剧场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王慕天、宋易勳、程伯

仁、天作之合创作团队；作曲：冉天

豪；导演：王慕天、程伯仁

216 阿尔兹记忆的爱情 2017

北京清心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福星全亚文

化传媒（上海）有限

公司

编剧、作词：田沁鑫、陈涛、韩红等；

作曲：韩红；导演：田沁鑫

217 繁华尽落的青春 2017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喻荣军；作曲：赵光；

导演：周小倩

218 非常·爱 2017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戴立然、崔恕；

作曲：徐豪；导演：赵宇

219 高手 2017 至乐汇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樊冲

220 国王游戏 2017 幸符梦工厂
编剧、作词：陆雅馨；作曲：徐唯尊；

导演：王国沣

221 酒干倘卖无 2017
东莞塘厦松雷音乐剧

剧团有限公司、深圳

聚橙

编剧、作词：周可、梁芒；

作曲：王宗贤；导演：Joey Mckneely；
制作人：李盾

222 你好·青春 2017
成都金牛区欢行公益

发展中心、四川音乐

学院

编剧、作词：秦坤、王小知；

作曲：周荃；导演：王小知

223
你若离开，我便浪

迹天涯
2017 中国国家话剧院

编剧、作词：赵淼、樊冲；

作曲：樊冲；导演：赵淼

224 千面恶女 2017 宽宏艺术故事工厂 编剧、作词、作曲、导演：黄致凯

225 牵手 2017
宁波大学白鹭林音乐

剧剧社

编剧、作词：梁卿、薛鹏；

作曲：祁岩峰；导演：俞炜锋

226 秋裤和擀面杖 2017
北京蚂蚁脚印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张文潇、李猛；

作曲：李猛；导演：张文潇

227 人言 2017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张轩豪；作曲：张博；

导演：张轩豪

228 生生 2017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上音 2015级音乐剧班

作曲：顾易、徐钧朔；导演：罗怡

229 生生不息 2017 厦门微风乐集艺术团 编剧、作词：伯殷

230 泰爱你 2017 缪时文化、天络行
编剧、作词：崔有善；作曲：张志林；

导演：陈天然

231 我是川军 2017
四川省歌舞剧院、四

川省交响乐团

编剧、作词：查丽芳；作曲：程远；

导演：王牁

232 我要对你说 2017
金普新区妇联、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

编剧、作词：王滨、周蔓萱；

作曲：刘晖；导演：初培林

233 我已经不再是我 2017

北京全服万合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和

光慕宸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刘璐

234 寻找声音的耳朵 2017 尔多儿童剧团
编剧、作词：张忱婷；作曲：徐肖；

导演：张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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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炎黄 2017 吉林市演艺集团
编剧、作词：朱彦峰；作曲：王和声；

导演：姜洋

236 隐婚男女 2017 新绎文化
编剧、作词：高瑞嘉、魏诗泉；

作曲：魏诗泉；导演：高瑞嘉

237 余子俊 2017 陕北媒海艺术团
编剧、作词：钱晓天；作曲：张巍；

导演：陈蔚

238 最美的一天 2017 C’Musical剧团 C’Musical剧团

239 燧石 2018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编剧：牛璐瑶；导演：葛袁亮

240 爱·文姬 2018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导演：李涛；

作曲：许舒亚

241 爱在星光里 2018

黑芝麻娱乐文化（北

京）有限公司、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

编剧、作词：陈少琪、甘世佳；

作曲：金培达；导演：马达

242 白蛇惊变 2018 上海徐俊艺术中心
编剧、作词：徐俊、梁芒；

作曲：房绍卿；导演：徐俊

243 白夜行 2018 染空间
编剧、作词：文雅、章明珠；

作曲：千住明；导演：长谷川宁

244
初心晨启·宣言
（党章守护人）

2018

宁波大学白鹭林音乐

剧剧社

（湖州师范学院音乐

学院）

编剧、作词：梁卿、薛鹏；

作曲：祁岩峰；导演：俞炜锋；

制作人：梁卿

245 存在与虚无 2018 北京舞蹈学院 北舞 2016级音乐剧系原创剧目

246 大钊先生 2018
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

音乐剧研究中心

编剧、作词：周映辰、拓露；

作曲：舒楠；导演：周映辰

247 风华正茂 2018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编剧、作词：李薇薇；作曲：周瑜；

导演：朱珠、刘书瑞、江慧

248 鼓浪如歌 2018 厦门歌舞剧院
编剧、作词：王俭；作曲：蓝天；

导演：王晓鹰、信洪海、王剑南

249
关于“我”的使用

说明书
2018 上海音乐学院

编剧、作词：田辰明、孙岳懿等；

作曲：孙晓丹；导演：刁旋

250 黑与白的证明 2018
乐普粒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编剧、作词：徒有琴、李林忆等；

作曲：徒有琴；导演：王嘉昂

251 花儿与号手 2018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

院

编剧、作词：李春喜、张宗灿、冯静；

作曲：温中甲、刘闻；导演：王晓鹰

252 吉它·吉他 2018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
编剧、作词：李岱恩；作曲：吕学东；

导演：李雄辉

253 家 2018 中央戏剧学院
编剧、作词：陈小玲；作曲：戴劲松；

导演：刘红梅

254 家书·爸爸的信 2018 中国台湾众剧团 编剧、作词：陈君芃；导演：谢念华

255 剑网 3·曲云传 2018
成都浣纱文化、西山

居游戏

编剧、作词：王非一；作曲：罗晓音；

导演：王冠汉

256 恋爱吧！人类 2018 开心麻花
编剧、作词：马达；作曲：陈祺丰；

导演：马达、于晓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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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马不停蹄的忧伤 2018 精英文创
编剧、作词：尹熙京；作曲：黄舒骏；

导演：吴世爀、刘晓邑

258 茉莉 2018
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

中心

编剧、作词：曹学文；作曲：卢荣昱；

导演：谢南

259 牵魂线 2018
准格尔旗漫瀚调艺术

展演中心
编剧、作词：王伟业；导演：陈二勇

260 情动哈尔滨 2018 哈尔滨歌剧院 作曲：朱彬；导演：赵宇

261 如果 2018
上海魅鲸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编剧、作词：松方川；作曲：徐唯尊；

导演：王作文

262 时光电影院 2018
台湾人力飞行剧团

（中国台湾）

编剧、作词：周伶芝；作曲：陈建骐；

导演：黎焕雄（几米版权音乐剧）

263 蜀女卓文君 2018
四川民族歌舞团、成

华区文广新体局

编剧、作词：林解；作曲：刘党庆；

导演：兰卡布尺

264 TA 不见了 2018 一台好戏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刘璐

265 太急 2018
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

编剧、作词：许锐；

作曲：程远、刘世虎；导演：陈曦

266 天地运河情 2018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

院、北京歌德永乐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李罡

267 我 AI 你 2018
北京哆巴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樊冲

268 我变了，我没变 2018 小柯音乐剧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小柯

269 我的青春我做主 2018
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

乐学院
编剧、作词、导演、制作人：章崇彬

270 我们这一代 2018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编剧、作词：杨元广、邓菡彬；

作曲：赵晓辰；导演：邓菡彬

271 西厢 2018 新绎文化
编剧、作词：朱凝、宋美桥、魏小童；

作曲：魏小童；导演：赵永斌

272 新的订单 2018 北京舞蹈学院 北舞音乐剧系 2015级毕业大戏

273 异己 2018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

戏剧学院
编剧、作词：陈星池；导演：林溪儿

274 一生有你 2018 娱人制造
编剧、作词：俞炜锋；作曲：卢庚戌；

导演：俞炜锋

275 饮食男女 2018
天作之合剧场（中国

台湾）

编剧、作词：陈彦廷、张芯慈等；

作曲：冉天豪

276 袁隆平 2018 湖南省演艺集团
编剧、作词：谭仲池；作曲：戴劲松；

导演：李雄辉

277 月亮与六便士 2018 缪时文化
编剧、作词：李然；作曲：张志林；

导演：张嘉静

注：本表主要信息通过调研访谈、文献翻阅、网络查询等方式，经核查、整理后而形成，如

有信息遗漏或不准确之处，敬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并及时告知须调整与增减的信息，以便再

版时勘误，作者邮箱：150010448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