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国宝级相声大师 马季先生从艺 60 周年 

《笑留人间》2016 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   
  
[ 缘起 ] 

1. 马季大师是中国相声界的代表人物，中国国宝级相声大师，表演艺术家。 

      马季大师为中国相声艺术事业以及马来西亚相声艺术的推动与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奈天忌英才，他于 2006 年 12 月 20 日在北京因心脏病逝世，终年 72 岁。 
 

2. 马季大师的离去，对表演艺术界而言是一巨大的损失；对我们这班多年与之合作 

在马来西亚推动相声艺术的同仁而言，除了深感惋惜之外， 

                                           更多的是---深深的怀念。 
 

3.  为了缅怀和表扬，决定发起策划，联合多个华团与文化艺术团体，共同举办 

     纪念中国国宝级相声大师马季先生从艺 60 周年   

                     《笑留人间》2016 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   

      表扬他对相声界的卓越贡献，也纪念他从 1990 年至 2007 年， 

      这长达 17 年来在马来西亚各城镇努力推动与发展相声艺术所做出的无私奉献! 
 
[ 日期／时间／地点/  演厅 ]   
 
日期 时间   演厅 / 询问 
2016-03-31 

(星期四) 

07.30pm-09.30pm 新山宽柔第二小学礼堂 
询问 :07-2231 878(宽柔二小) 
     012-2825 693 

2016-04-02 

(星期六) 

03.00pm-05.00pm 吉隆坡天后宫大礼堂 
询问 : 03-6188 0393  
      012-6183 511      

2016-04-03 

(星期日) 

10.30am-12.30pm 霹雳州政府多用途礼堂 
询问 :  05-2548 015 
       017-5577 769(温先生) 

2016-04-03 

(星期日) 

07.30pm-09.30pm 槟州大会堂 
询问 : 04-2611 342 

 

[ 演员 ]   中国    -- 刘伟、赵伟洲、刘全刚、刘亚津、张国峰、刘金霏、陈曦 

          台湾    -- 叶怡均、侯广宇 

          马来西亚-- 苏维胜、姚智祥 
 

[主持人 ]  中国名主持人-徐涛 
 

[大会组织] 
 

大会联合主办 : 马中文化艺术协会、马来西亚儒商协会、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 

大会联合协办∶ 中国 -东盟商务协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 

               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   

               华总-全国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   嘻哈包袱铺 

   (台湾)     台北曲艺团、                 

   (马来西亚) 飞蒲文化艺术中心、   《说学院》相声艺术中心 



[ 承办单位 ]  

                (新山区)  

          联合主办  ：大会全体 联协及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新山宽柔第二小学 家教协会  
              （吉隆坡区） 

         联合主办  ：大会全体 联协及协办单位 

           联合承办  ：马中文化艺术协会、马来西亚儒商协会、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 

                       雪隆海南会馆、雪隆广西会馆    
               (怡保区)  

          联合主办  ：大会全体 联协及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霹雳中华大会堂 

                        霹雳州政府非回教事务局   
               (槟城区)  

          联合主办  ：大会全体 联协及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 

  
 [大会筹委会] (无排名之分)   
大会顾问团  ：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拿督何国忠、丹斯里林玉唐、 

              丹斯里方天兴、丹斯里郑福成、丹斯里郑金炎、 

              拿督戴良业、拿督李斯能、拿督胡瑞连、拿汀林秀琴、 

              拿督林建南、拿督陈良民基金会、拿督林建廷、 

              拿督郭家骅、蔡伟强、陈春德局绅、陈凯希 

大会主席    ：(正) 丹斯里古润金局绅 

署理主席           邱维斌 JMW 

              (副) 拿督斯里李锦贤、拿督陈志勇、拿督曾玉英、准拿督郑荣兴、 

                   姚迪刚, 余金艾、张雅诰、叶啸 

     大会工委会主席    ： (正) 叶素茵    

                          (副) 沈彦毅、谭志江、姚丽红、 

                              陈万铨、丁才荣、李照凡 PJK 、吴家本   

     大会行政协调       :  (正) 黄翠凤  (副) 张小章、陈楷枢  

     大会财政           :      施锦福、阙菘辉、黄金水 

     大会演员接待       :      余金艾、阙菘辉 

     大会特刊           :  (正) 沈彦毅   (副) 谭小红 

大会文宣/宣传      :       陈楷枢、黄素珍 

                         ( 大会行政助理: 杜雪芳、黄素珍、曹月祎、李佳卫) 

     大会委员          ：     组织单位各理事成员  
 [吉隆坡区工委会]  (无排名之分)   

     工委会主席    ： (正) 叶素茵    
                      (副) 沈彦毅、谭志江、周若鹏、黄良友、杨天生   
     总务          :  (正) 张小章   (副) 周进发 
     财政          :      施锦福、阙菘辉、黄金水 
     票务          :  (正) 沈彦毅   (副)曹月祎 

             前台         ： (正) 黄翠凤   (副)刘哲韵、莫媚茵、曹月祎、杜雪芳 
             观众接待      :  (正) 张小章   (副)黄素珍、杜雪芳、周倩云、林耀祖 
             舞台设计/布置： (正) 周进发   (副)黄宝福、李佳卫 
             灯光音响     ：     符气和 
             摄影、录影   ：     刘天才 

    委员         ： 组织单位各理事成员 
     ( 行政助理: 杜雪芳、黄素珍、曹月祎、李佳卫、黄宝福、周倩云、林耀祖 ) 

 

大会特刊尚欠: [新山区工委会] , [怡保区工委会] 及 [槟城区工委会] 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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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表 ] 02-29 

 
1。**马来西亚-- 苏维胜、姚智祥 

汇演节目名称： 《相声玩很大》 

节目简介： 
马来西亚相声继承了中国传统相声的精神与结构，加入了更多的本地色彩。这个段子是

融合了本地色彩与生活的相声段子，通过两个本土演员应用相声说学逗唱的技巧，以嬉

笑怒骂的冷眼旁观角度，看马来亚看人民的喜怒哀乐！  
2。**中国--- 金霏、陈曦 

汇演节目名称： 《打灯谜》 
节目简介： 

一段经过改变的传统相声，形式沿用甲乙相互斗智斗勇的表现手法，通过一个又一个机

制幽默的问题，把观众带入甲乙演员的竞争中来。增加观众互动。节目新鲜好玩。引人
入胜。  

3。**中国--张国丰 
汇演节目名称：《丑末寅初》( 京韵大鼓 ) 

节目简介： 

《丑末寅初》，传统作品。反应的是黎明的清晨，气象万千。忙碌的人们开始了他们新一 
             天的劳作。  

4。**中国-- 刘全刚、刘亚津 
汇演节目名称： 《开心十分》 

节目简介： 

节目通过一个又一个幽默小故事组成，即滑稽可笑，又发人深省。起到让人们善良、有
爱的功效。需要表演者扮演不同角色，非常挑战演员表演功力。是一个利用广泛传播的

优秀作品。  
5。**台湾-- 叶怡均、侯广宇 

汇演节目名称：评书《阴阳眼》 

演出：叶怡均     音乐伴奏 : 侯广宇 

节目简介： 

台湾首创，音乐伴奏传统评书演出。跨越阴阳两界、贯穿百年、在生死轮迴间阐释人性的真

善美！一段让你惊到发暖的鬼故事！被大陆曲艺大家薛宝琨誉为说唱界中罕见兼具文学、美

学、诗学与哲学的精緻之作。 
 
6。**中国-- 刘伟、 赵伟洲 

汇演节目名称：《 数字与生活》  

节目简介： 

节目通过两位演员对 生活中数字的运用有不同的观点 展开 ，一个 说生活中离不开数字，
一个说离得开。进而产生比赛的性质，现场的观众都是评委 ，甲通过一个个的问题，使乙

一次次的陷入困境，用幽默的方式回答。节目包袱密集，浅显。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主持人 ] 

       **中国—徐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空中笑林》特邀主持人；北京晓攀传媒副总裁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北京曲艺家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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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  演员行程表 ] 02-09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2016-03-29(二) 台湾演员团莅马 
MH367,15: 05-19:55,  (7.55PM 抵达吉隆坡) 

夜宵 
(下榻吉隆坡) 

中国演员团莅马 
CA871,16:40-23:10,  (11.55PM 抵达吉隆坡) 

休息 
(下榻吉隆坡)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车队到机场) 

2016-03-30(三) 吉隆坡黑风洞,云顶之旅/午餐/休息 
              (另行安排记者专访) 

晚餐: 7.30pm 客家饭店 
 (下榻吉隆坡) 

接待者 : 余金艾 

2016-03-31(四) 吉隆坡早餐後,  
          ➡新山 

新山午餐/休息 
 

7.30pm-9.30pm, 
宽柔第二小学礼堂公演 

          (下榻新山)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大巴车) 

2016-04-01(五) 新山早餐後, ➡吉隆坡, 休息 **欢迎宴** 7.30pm 
                (下榻吉隆坡)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大巴车) 

2016-04-02(六) 自由活动  
      午餐/休息 

3.00pm-5.00pm,  
天后宫大礼堂公演 

晚餐後➡怡保, 夜宵  
(下榻怡保)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大巴车) 

2016-04-03(日) 10.30am-12,30pm,
霹雳州政府多用处 
礼堂公演 

怡保午餐後 
        ➡槟城 

7.30pm-9.30pm, 
槟州大会堂公演,    

(下榻槟城)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大巴车) 

2016-04-04(一) 槟城早餐,光观, 槟城午餐後➡怡保, 怡保之旅,       
                       ➡怡保晚餐後回吉隆坡(下榻吉隆坡)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大巴车) 

2016-04-05(二) 吉隆坡早餐後 ➡飞丁加奴,  AK6228,11:50-12:45  
                 丁加奴, ➡乘船至热浪島     (下榻热浪島) 

台湾演员团回台北      ≈≈珍重. 再见≈≈ 
MH366,09:10-14:05,  (2.05PM 抵达台北)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车队到机场),  

另, 台湾演员团≈送机 

2016-04-06(三) 热浪島之旅                                  (下榻热浪島) 

  

2016-04-07(四) 热浪島午餐後➡乘船至丁加奴,  
丁加奴➡飞吉隆坡,   AK6227,05:15-06:10 (晚餐) 
吉隆坡➡北京,CA872, 00:20-06:30, (8 号早上 6.30 抵达北京) 
                   ≈≈珍重. 再见≈≈ 

接待者 : 邱维斌, 叶素茵, 余金艾率团(车队到机场) 
 



[2016 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  演员简介 ] 

 

 

    中国-- 刘伟 

刘伟中国广播说唱团中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刘伟自幼喜爱相声表演艺术，十六岁拜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为师。 

刘伟多次在相声大赛中获奖，80 年代末获首届中央电视台相声邀请赛优秀表演奖。 

1986 年首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代表作：相声『虎年谈虎』 

1987 年『春晚』代表作：相声：『五官争功』『巧对影联』 

1988 至 2010 间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并有相声作品『送别』『三顾茅庐』『老少乐』等。 

除『央视春晚』外，每年数十次参加完成全国地方电视台的『春晚』及大型文艺演出的录制。 

上百次参加慰问灾区及社会公益的演出、艺术交流、出国访问数十个国家。 

他还拍摄影视作品数十部：『笑破情网』『赵百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光明使者』『红娘子』

『媳妇是怎样练成的』『花招』『全家福』等。 

并多次客串各种晚会主持人，是一名走向成熟的中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中国-- 赵伟洲 

赵伟洲出生于相声世家，四岁拜相声大家苏文茂为师。1960 年进入天津曲艺团，得到相声前辈

张寿辰、马三立、赵佩如、朱相臣等艺术家指导。1993 年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任相声演

员至今。他从艺五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表演和创作经验，并创作了一大批观众喜闻乐见，极具

影响力的作品，如<<枯木开花>>、<<聘文书>>、<<超级明星>>、<<三顾茅庐>>、<<卖

枕头>>、<<皇袍加身>>等数十段相声作品。2005 年入选中国年鉴人物，曾同获第三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和表演奖两项大奖，并获得第二届 CCTV 全国电视相声大赛最佳捧哏奖。 

 

汇演节目名称：《 数字与生活》  

节目简介： 

节目通过两位演员对 生活中数字的运用有着
不同的观点 展开 ，一个 说生活中离不开数

字，一个说离得开。进而产生比赛的性质，现

场的观众都是评委 ，甲通过一个个的问题，使
乙一次次的陷入困境，用幽默的方式回答。节

目包袱密集，浅显。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42327/5566564/0/ac0acf139fc16f505aaf53a1.html
http://tupian.baike.com/a2_53_07_01300000165486121509073841325_jpg.html
http://tupian.baike.com/a3_42_07_01300000165486121509077111930_jpg.html


                   中国-- 刘全刚  
 

刘全刚，男，天津人，回族。中国第八代相声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书记，国家一级演员。

根据部队生活的特点，刘全刚创作并演出了相声《猫耳洞-特区》《牡丹之歌》《夸内助》等，并

获全军区表演创作一等奖，全国相声评比一等奖。1986 年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同时，刘

全刚得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姜昆之青眯与邀请，转业到该团工作，并得到马季、姜昆等名

师的指点，先后与李金祥、李建华、刘惠合作，表演创作了大量的相声、快板作品 2004 年参加

春晚并表演相声《十二生肖大拜年》。并多次出访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刘亚津 

刘亚津 1959 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市，国家一级演员。自幼开始学习相声、京剧等传统艺术，1978

年进入天津市曲艺团。1992 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与张国立合作小品《卖老鼠药》。1995

年，刘亚津调入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工作。 

 

汇演节目名称： 《开心十分》 

节目简介： 

节目通过一个又一个幽默小故事组成，即滑稽可笑，又发人深省。起到让人们善良、有爱的功效。

需要表演者扮演不同角色，非常挑战演员表演功力。是一个利用广泛传播的优秀作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5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90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63/5917372.htm


 

中国--张国丰  

张国丰，女，汉族，国家二级演员。1980 年考入天津市曲艺团，从事曲艺表演，师从著名曲艺

演唱家小映霞、骆玉笙。专长京韵大鼓。代表作《赵云截江》、《战长沙》、《大西厢》等。 

 

汇演节目名称：《丑末寅初》、《重整河山待后山》(每场选一) 

节目简介： 

《丑末寅初》，传统作品。反应的是黎明的清晨，气象万千。忙碌的人们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

劳作。 

《重整河山待后生》，是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可谓家喻户晓，反应的是在军国主义

的铁蹄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他们顽强抵抗的英勇气节。 



  

中国  嘻哈包袱铺  简介 

成立于 2008 年，它在弘扬中国传统相声的同时，兼顾曲艺、话剧、演出等多方面文化经营
活动。 
嘻哈包袱铺自成立至今不断的发展，在京城拥有四家小剧场，分别为：鼓楼广茗阁剧场、安
贞剧场、西直门剧场、崇文剧场。从起初单一的相声演出，发展到如今相声、相声剧等多种
表演形式共存。先后自主经营了相声剧《超级新白娘子传奇》、《灰姑娘》、《有相有声》、《时·空》、
《山了寨了》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嘻哈包袱铺是一个以幽默为主, 全力打造幽默艺术形式的相声团体。 
把看似只属于中老人喜欢和从事的曲艺艺术用自已鲜活的方式呈现给更多青年人, 从而延续
中国传统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 培养相声表演艺术的接班人。 
 
 

[ 演员简介 ] 
 

中国--- 金霏 

青年相声演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师承快板书表演艺术
家李少杰及相声表演艺术家王谦祥(相声大师马季之徒)。 

代表作品有：  传统相声《劳动号子》《对坐数来宝》《学评
书》等；  快板书有《武松打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长
征》等；现代相声《学歌剧》《跟风》《差不多》等。 

获奖经历：天津首届少年曲艺大赛一等奖、侯宝林杯曲艺大
赛二等奖、李润杰金像奖快板大赛二等奖、天桥杯曲艺大赛
一等奖、全国快板精品邀请赛贡献奖、  南开杯第二届全国
（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优秀表演奖、上海东方卫视东方笑
星奖、北京首届“博思雅”杯（华北）曲艺邀请赛专业组一
等奖、2012 年北京电视台喜剧幽默相声大赛荣获全国十大
笑星、2013 年北京电视台《8090 说相声》一等奖、第四届
青年相声节传统相声邀请赛一等奖、2013 安徽卫视《超级
笑星》全国十大笑星。 

 

 

中国---陈曦 

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相声演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 

代表作品有：  传统相声《劳动号子》《对坐数来宝》《学评
书》等； 现代相声《学歌剧》《跟风》《差不多》等。 

获奖经历：上海东方卫视东方笑星奖、北京首届“博思雅”
杯（华北）曲艺邀请赛专业组一等奖、2012 年北京电视台
喜剧幽默相声大赛荣获全国十大笑星、2013 年北京电视台
《8090 说相声》一等奖、第四届青年相声节传统相声邀请
赛一等奖、2013 安徽卫视《超级笑星》全国十大笑星。 

  

汇演节目名称： 《打灯谜》 

节目简介： 

一段经过改变的传统相声，形式沿用甲乙相互斗智斗勇的表现手法，通过一个又一个机制幽默的

问题，把观众带入甲乙演员的竞争中来。增加观众互动。节目新鲜好玩。引人入胜。 

 
 



台湾  台北曲艺团  简介 

成立于 1993 年 8 月，自 1998 年起，连年获选为「文化部(文建会)优良扶植团队」迄今。 
本团坚持说唱正统传承，故承继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创新发扬而不跳脱规范，重视基本功
之养成，不断推出结合时事新作。 
团员中不乏以曲艺为题完成硕士论文并攻读博士者，充分将理论与实务经验结合，希望达到
将曲艺根植于台湾的目标。 
至今本团出版论文、教材、书籍共 12 册，影音产品 15 套。 
目前拥有专职行政团员六名，专职演员十二人，合作演员四十人，义工群达到九十位，被曲
艺前辈及大陆、星、马等地艺术专家视为台湾最重要的堡垒。 
自 2005 年起成立教学部并开设少儿练功房，採三年制系统式教学，现已有六届毕业学员，
此外并开办成人培训班、出版教学书籍五本、光碟四套，为曲艺在台湾培育人才的基地。 
 

[ 演员简介 ] 

 
 

台湾-- 叶怡均 

台北曲艺团团长，相声师承陈逸安先生、评书名家田连元门下，

为台湾唯一评书、相声两门抱的专业演员; 现为中央大学博士

候选人。 

曾获「广播综艺节目主持金钟奖」，出版着作《有趣的说唱-大

陆系说唱在台湾》、《说相声》、《说唱玩国》、《艺曲趣教游》……

等。被誉为「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曲艺家」！ 
 

 
 

台湾--侯广宇 

笛子演奏名家。曾任北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笛子首席; 现为台南

艺术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本次应邀为《阴阳眼》设计音乐，巧

妙运用笛、埙等吹管乐的独特音色，将传统乐曲与现代派音乐

的张力溶入评书做了完美的结合。 

 

 

汇演节目名称： 

评书《阴阳眼》 

演出：叶怡均    

音乐伴奏 : 侯广宇 

节目简介： 

台湾首创，音乐伴奏传统评书演

出。跨越阴阳两界、贯穿百年、

在生死轮迴间阐释人性的真善

美！一段让你惊到发暖的鬼故事！

被大陆曲艺大家薛宝琨誉为说唱

界中罕见兼具文学、美学、诗学

与哲学的精緻之作。 

 

 

 

 



马来西亚  飞蒲文化艺术中心  简介  

由马季徒弟、被誉为大马相声之父的姚新光创立，以推动大马华人文化发展为其长期核心业务。 
在大马相声发展上，它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拥有馆藏令马季叹为观止的全马唯一的相声图
书馆，协调举办多届“全马相声公开赛”，更长期与海外曲艺团体保持良好联系，培养了无数大
马相声新秀、演员，使相声在大马遍地开花。 
二〇〇〇年后，姚新光又让飞蒲扮演“资料收集与相声理论研究”的角色，拟出出版《聚笑集》
丛书计划，并于二〇〇三年杪与二〇〇四年初出版《聚笑集一》与《聚笑集二》，把大马相声发
展提到更高层次。 
二〇〇四年八月，姚新光过世后，他的两个徒弟——纪庆荣和苏维胜，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以飞
蒲的名义，推动大马的相声发展：出版《聚笑集三、四》、《文化新光——姚新光纪念特辑》等；
独自或与不同华团联办“完全马来西亚玩相声”、“百年相声，起艺吧！”、“笑友会”等相声
专场演出、全马中学生相声赛和相声营等。 
二〇〇七年，有感于网络科技对于推动相声发展有策略性的作用，飞蒲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了“马来西亚相声网”，
后又成立“马来西亚相声论坛”，为马来西亚相声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 
   
马来西亚 《说学院》相声艺术中心  简介 

成立于 2010 年，宗旨为在大马推广相声艺术。主要活动是培训相声演员，提升说唱技巧，参与
相声演出，并组织筹办相声专场演出，曾参与《笑友会》系列巡回相声专场，以提供平台让新进
相声演员参与实践相声演出。同时《说学院》也是国内少数提供相声师资培训的单位之一，于
2012 年参与《小学生相声艺术教育师资培训营》，使得多位华小老师更深入认识相声艺术教育
的功能，从而在校内推展相声艺术教育, 补助五育的教育目的。 

[ 演员简介 ] 

 

马来西亚-- 苏维胜 

苏维胜，马来西亚飞蒲文化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新加坡新风相

声学会理事。师承姚新光，为中国相声名家马季海外再传弟子。

他积极投入相声表演与创作。近年来以社会民生为题，创作多

段讽刺性段子，获得新马观众共鸣与认可。如讽刺贪污的《承

包记》，讽刺选举怪象的《选我准没错》，讽刺医疗歪风的《名

医》，讽刺辐射问题的《超人不会飞》，讽刺教育制度的《孔子

说》《老子说的》《春风化蝶》等。在指导表演之余，他也创作

了适合中学生的相声段子，如《求分记》《会考不会考》等等。 

 

马来西亚-- 姚智祥 

高中时期参与相声演出，1988 年获得马来西亚全国相声表演

赛冠军；之后多次获得全国相声表演赛各奖项；后多次受邀参

加马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相声邀请赛，也赢获冠军等奖项；

1992 年参加马季在马来西亚开办的相声课程，之后于同年在

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开办相声小组，担任相声老师及演出顾问

至今；2008 年参加北京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相声大赛，获得业

余组优异奖；目前经常受邀在国内担任相声课程讲师及比赛评

委；2010 年成立《说学院》相声艺术中心，持续参与相声演

出及授课，演出时擅长于捧哏艺术。 

 

汇演节目名称： 《相声玩很大》 

节目简介： 

马来西亚相声继承了中国传统相声的精神与结构，加入了更多的本地色彩。这个段子是融合了本

地色彩与生活的相声段子，通过两个本土演员应用相声说学逗唱的技巧，以嬉笑怒骂的冷眼旁观

角度，看马来亚看人民的喜怒哀乐！ 

 



[2016 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  主持人简介 ] 

 

中国—徐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空中笑林》特邀主持人； 

北京晓攀传媒副总裁 、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 

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 、 

曾参与 

2014 年“北京电视台喜剧幽默大赛”冠军 、 

2015 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 

2015 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 

2015 湖北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