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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管理蓬勃发展的当代，学术上对艺术机构尤其是传统艺术机构的发展
模式有了新的探究方法和方向。德云社作为传统艺术机构在企业管理上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并会
对以后的类似社团的兴起和传统艺术现代产业化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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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
作为北方市井文化的代表与传统文化的

主要分为 3 个部分：1.相声演出，一共有 4 支队伍：

集合，
融合多种曲艺、
叫卖等草根文化精髓，在一百

一二三队和青年队，主要演出场地是天桥剧场、张

多年的发展史中，
因幽默艺术不明显的时代特征和

一元天桥茶馆、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剧场、北京北

“笑眼看世界”
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也出

展剧场、三里屯小剧场、德云说书馆、广德楼茶馆。

现了诸多名家。相声的形式也从 30 年代的“撂地”

2.德云华服，主打以传统风格设计的中式服装。3.郭

发展到了茶馆中的相声大会并随着广播电视与现

家菜，主打郭氏私房菜和北京小吃。4.德云传习社，

代媒体走进千家万户。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声在中

该社是由北京德云社创办的曲艺、戏曲类专业艺术

国已经盛况不再，已经变为了晚会中的鸡肋节目，

培训学校。全社有现有演员 200 多人。

笑料越来越低俗、
落后、无趣，相声的嬉笑怒骂皆成
文章的精髓好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失。

该社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为 3 个阶段：北京相声
大会（1995- 2003），主要成员：郭德纲、张文顺、李

但到了 2005 年，一个号称“非著名”的相声演

菁、徐德亮、王文林、何云伟、邢文昭；早期德云社

员郭德纲和以他为班主的社团“德云社”因为他们

（2003 年 - 2010 年 2 月 20 日） 主要成员在前一阶

精彩的相声演出爆红于网络，并很快收到了大量粉

段成员基础上变为十几人；当今德云社，2010 年 2

丝的追捧，听他们的段子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潮

月 21 日，曾经以兄弟社团加盟德云相声联盟的“艺

流。在德云社之后，津京地区类似社团如雨后春笋

馨社”社员全部加入德云社，标志着德云社变成了

一般出现，
如满座剧场、嘻哈包袱铺、北京相声第二

独立的艺术机构。

班等，这些团体中的演员活跃在各类剧场中，为广

郭德纲，人民曲艺艺术家，相声和电视剧演员、

大听众带去精彩的演出。可以说，德云社的走红不

电视脱口秀主持人。1973 年生于天津，自幼酷爱民

仅仅是相声重新振兴的第一炮，更成为了一种模

间艺术。8 岁投身艺坛，先拜评书前辈高庆海学习

式，带领着广大类似的社团走向了市场。但是，在德

评书，后跟随相声名家常宝丰学相声，又师从侯耀

云社的发展与管理中，
出现了很多不可忽视的严重

文，得到多位相声名家的指点、传授。其间又学习了

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仅仅是今后相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剧种，辗转于梨园，这些经

声社团发展的有利经验，更是促进这一产业发展的

历对丰富他的相声表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

良药。

对多种艺术形式的借鉴，逐渐地形成自己的表演风

德云社是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简

格。2005 年底，在网络与媒体的相互作用之下，郭

称，成立于 1995 年，以
“让相声回归剧场”，做“真正

德纲借势风云突起，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磨打锤炼，

的相声”为旗帜，是以弘扬北方民族文化、培养曲艺

一跃成为现今相声界演员之中的佼佼者之一，现为

人才、
服务大众为主旨的曲艺演出团体。旗下业务

北京德云社的班主，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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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略。
一、德云社企业竞争策略的运用

这与德云社传统的家族管理方式和他们所做

（一）德云社的竞争战略应用

的艺术类别、演出环境以及受众有关。德云社采取

德云社在企业竞争战略的运用上所采用的是

的管理方式是传统而落后的由中国古代戏班流传

一种融合度很高的竞争策略，可以理解为差异化为

下来的家族式管理。郭德纲作为班主，所有收益统

箭头，
集中化和成本领先为左膀右臂的形式。

一由他一人支配，所有决策均由他一人做出。德云

首先，
德云社主力的差异化。

社内部存在着很严重的任人唯亲的现象，这也是由

德云社旗下的企业不仅有相声剧场学校和演

这种传统管理方式导致的。这样做的优势就是他们

出社团，还有两个极具特色的企业：郭家菜和德云

创作新的段子，举行演出，其成本是非常低的，只需

华服，
主打传统服饰和北京天津地方家常菜。同其

要负担演员的薪水和演出补贴出场费即可。由于郭

他后来跟上的相声社团（如北京相声第二班）相比，

德纲在管理中的特殊身份，他可以对创作时间和花

虽然在相声艺术的造诣上难分高下，但在市场竞争

费尽量压缩，但又可以对节目质量提出高要求，所

中，由于郭家菜和德云华服的存在使得德云社更富

以德云社新段子的创作成本是要比其他相声社团

有竞争力，
产品更为丰富，盈利方式也更加多样。郭

成本低很多的，并且这样的管理方式为企业带来极

家菜和德云华服也是区别德云社和其他相声社团

高的收益。但这样的管理也有更为可怕的负面影

最直接的方式，
这标志着德云社从一个传统的相声

响：德云社近几年新作品极其匮乏，由于他们以前

社团走向了产业化。而在广大相声听众的心中，由

的高质量演出导致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难以被满足；

于德云华服和郭家菜的出现以及他们极强的地域

社团内自身老一辈的艺术家相继离世，而与郭德纲

特色，使他们自己在听众心中的地位获得了提高：

平辈的具有一定相声造诣的和郭德纲的部分云字

从一个传统的艺人变身为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

辈学生，由于收入过于微薄相继离开德云社，关键

保护者、弘扬者。

演员的流失也是郭德纲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而

德云社做到了在产品设计销售和顾客服务上

北京另一些相声社团如北京相声第二班，为了在德

的差异化，
使得自身不同于其他相声社团仅服务于

云社庞大影响力之下求得自身生存，只能采用低票

演出市场的观众，而是将自身受众细分。在相声表

价战略，他们在前演出地广茗阁茶楼的演出，最高

演市场上，通过将社员分为 4 支表演队，在不同的

票价仅为 100 元，这和德云社动辄千元的票价形成

德云社场所演出，主打不同观众群，使其仅在相声

了鲜明的对比。

表演市场上就以“四手”迎敌，让其他社团尝尽苦

德云社的集中化战略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观众

头。通过 2008- 2009 年数据可以看出，那时德云社

上，由于多年的发展，德云社已经有了广大而稳定

表演队未作细分，
“嘻哈包袱铺”异军突起，在当年

的观众团体。百度贴吧中，德云社拥有老和部队和

的相声演出中，德云社的演出占了整个市场的

钢丝窝窝两个完全不同的粉丝团体，这还不包括在

55%，嘻哈包袱铺占了 35%，其他社团分享了剩下

其他微博和社交网站上关注他们和用其它方式观

的 10%左右的市场；而在 2010 年至今，德云社的演

注他们的粉丝，而在他们的粉丝群体中不乏传动艺

出虽然依旧占北京市场的 55%左右，但是他们在外

术曲艺的爱好者和票友。所以德云社现在的专场演

地商演的数量较 2007- 2009 年多了将近五十场，并

出中是有较强针对性的，不限于旨在满足观众要

且包括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出国演出；由

求，而是追求和培养观众的艺术品位和对传统文化

于北京相声第二班与满座剧场的异军突起，抢走了

的思考和兴趣。这样的方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

剩下 35%的份额，嘻哈包袱铺跌落到了与其他社团

又创造了市场，培养了观众，在无形中也让观众的

争演出的局面中。由此可见，德云社的差异化战略

用户体验得到了提升。

不仅仅将演员、观众和演出场地进行了细分，更是

（二）企业总体战略的运用

自身应对变化能力增强，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开

德云社在企业总体战略的应用上采用的是特

拓了新市场。
其次，德云社兼有成本领先和集中化两种战

别明显的同心多元化战略，郭家菜和德云华服作为
两个附属企业提升了德云社的企业竞争力，两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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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看起来不存在任何联系，但实际上都是以京津地

但是相比较于好处，更可怕的是它的缺陷，这

区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

一点可以从已经退社的一些元老的话语中发现一

式。

二。徐德亮在与媒体见面时曾透露过，德云社演员
总体而言。德云社在市场竞争中选择对了战

没有“三险一金”
,福利津贴极差。最荒唐的是郭德

略，多拳出击让他们独占鳌头，但是他们在人事管

纲曾让他们签订终身合同，不许接私活，而在这个

理上采用的模式却是传统又落后的，这样的管理模

合同上薪酬一栏竟然为空。他也曾算过：
“我和王文

式必然使德云社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遭遇各种各

林最高的出场是每场每人 150，而德云社一场演出

样的问题和闲置。

流水票价为一万元，给后台演员的费用加起来共

二、德云社的人事与经济管理制度

1000 多，扣除其他费用，郭德纲一场净赚七八千。”

（一）古典戏班“家长式”管理在当代所遭遇的

虽未证明但已经实际退出德云社的德云四少之一

经济与人事危机

相声界的每一代演员都是有着严格的排辈的，

曹云金也曾表示，他一场演出出场费是 500，一个
月收入 5000 元左右，在北京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

相声创始人朱绍文为第一代，往下传分别是:长字

活。而之前爆出的于谦退社坊间传闻也是因为出场

德字辈、
寿字辈、
宝字辈、
文字辈。德云社继承了
辈、

费一场仅 2000。

这种传统，德云社排辈由相声名师张文顺先生确

再看德云社的企业，德云华服一件普通衬衫就

立，德云社的排辈为：德字科、云字科、鹤字科、九字

上千元，定制一套衣服动辄上万。郭家菜一天流水

科、
天字科。而排辈的时间上则是两年一科。

就在十万左右，经常接待各种领导。可是这些利润

德云社不仅仅在排辈上严格传习了传统，并从

并没有实际回馈给演员。德云传习社的出现更加剧

古代京剧戏班继承了管理制度和开封箱制度。这两

了这种局面：进入传习社先花 5000 左右上学前辅

种制度在大多数京津相声社团中得到了推广。郭德

助班，才有可能进传习班，传习班学制三年，一年学

纲作为德云社的班主，
也自然成为了旗下企业老板

费两万。而据传习班学员小刘无奈的表示：
“进了这

和所有老少的
“带头大哥”。也可以把德云社的人事

个门大家都想找师傅，都在用各种办法打点，想师

管理制度称之为
“家长负责制”或“郭德纲负责制”。

从郭德纲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艺术机构内并没有十分严谨的人事管理规章制度，

与上面的叫苦连天和无奈相比，郭德纲的生意

而收益的分配和人事的任用处罚均有一人决定。德

做的是风声水水起，录评书、投资涉足影视、出书、

云社内部的人事关系也十分混乱，郭德纲曾在媒体

主持都有他的声音。2007 年郭德纲收入过千万，首

“我徒弟都是于谦干儿子，于谦干儿子都是
前说过：

次跻身富翁行列，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占有一席

我徒弟；
李菁、
高峰也是跟我多年的师兄弟；李菁的

之地。2008 年，郭德纲以 1570 万元的年收入排名

徒弟又是我干儿子。”
同时，德云社的经纪人王海，

第十三位，2009 年以年收入 1055 万元排名第 32

也是由钢丝变成郭德纲的兄弟再到德云社的经纪

位。而对于这些巨额收入，郭德纲从未正面承认过。

人。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是于谦的干儿子和学生，

长时间的家长负责制导致的后果却直接展现

于谦的儿子于思洋又是郭德纲的干儿子和徒弟。据

在了众人眼前：收入不均，没有保障直接导致了何

内部人士透露，
北京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云伟、
李菁、
王文林、徐德亮、曹云金、刘云天等具有

是郭德纲的妻子王惠；
总经理钟朝辉也是郭德纲的

一定相声表演造诣的元老级社员接连退社，德云社

好友。由于这混乱的横跨在管理上的由亲情和友情

遭遇了最严重的人员流失。而且正因这样的制度打

构成的关系，德云社变成“郭德纲负责制”也在所难

击了社员创作的积极性和社员的生活重心，导致他

免。

们的作品更新速度和质量也在下降。越来越多的观
这样的制度虽然混乱，但是有它的好处：在社

众发现：传统的和以前的段子多了，逗乐的新作品

团或机构成立之初，用友情和亲情维持的人际关系

少了。一个段子都得重复十几场演出。而且段子中

相对更有利于控制人员流动，保证机构的稳定发

通俗的成分少了，低俗和打公众底线擦边球的成分

展，容易使社员或员工产生归属感，有利于机构迅

多了。这种情况进而导致结果就是观众的流失和观

速发展。

众质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关注更贴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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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北京相声第二班和由曹云金主打的满座剧场。

展过程中，德云社带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经验：首

现在的
“钢丝”
聚集地：百度贴吧“老和部队”、
“钢丝

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针对自身相声团体制定合

窝窝”
中，
讨论相声演出的少了，越来越多的是受到

适的竞争策略是必要和有效的，尤其在一个类似团

了相声影响而愤世嫉俗的人。可用几个词来评价现

体刚建立并有了相对稳定的人员后，最好以多元化

在德云社的相声：粗暴、低俗、愤世嫉俗、浮躁和没

和差异化的方式对自己的观众群体和不同类型的

内涵。

节目受众进行细分，有利于观众的巩固和自身的发

（二）古典戏班“家长式”管理在当代所遭遇的
精神危机

比人员流失和经济问题更可怕的，是“家长制”

展。经过差异化的细分后，也对不同场合观众下作
品的创作有好处。其次，要建立起一套独立于社团
现有人员关系和演出外的人事与经济管理体系。现

背后的精神危机。郭德纲作为整个德云社一个庞大

在的类似社团中，
“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是一种普遍

企业的领导，
对于整个机构和人员精神上的领袖作

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社团成立初期有利于组织

用是更加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但不得不承认，他在

的发展，但到了一定阶段不仅会影响社团规模的扩

这上面的领导近乎于失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大，也会影响到人员流动、经济利益分配等事关社

出：1.在作品创新上，相声作为为大家带去欢乐的

团发展的关键方面。因此，当相声社团发展到 30 人

幽默艺术，
创新性和创意是不可缺少的。而德云社

以上时，可以邀请外界的管理机构对内部人员和经

大部分演出作品是以前演出过的和传统作品。而传

济进行管理，这样可以尽最大可能避免亲情管理和

统作品中做的创新也在日益减少，时代特征正在消

家长式管理，并通过他们运行一套行之有效、奖罚

失。很多段子是网络上大家已经流传过的过时笑

分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保持社团后台稳定有重要的

料。这种具有特色的原创作品的缺乏和他们每年大

作用。第三，保障成员基本利益和生活。一个没有任

量的演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郭德纲的相声正由

何保障的组织没有人愿意为其效力。且当相声社团

孔庆东所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沦为了浮躁的现代

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社员作为公众人物和社团形象

社会的写照，文字也越来越粗俗。2.越来越多的负

的代表，适当的利益分配和一定水准的生活一定要

面新闻和不合理的处理方式：从 08 年至今，德云社

保证。第四，领导对组织的精神领导不容忽视。作为

已经发生了两次打人事件。第二件更是被曝出德云

组织的核心，领导对成员的精神影响不容忽视。领

社的经纪人王海和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也有参与。

导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种行为都是对员工或演员

而每次他们打人事件后的处理方式却是通过演出

行为的暗示。所以领导者对组织的领导直接关系到

叫冤喊屈博取观众同情。这样的处理方式只能向广

成员的公众形象和这个社团的兴衰。

大德云社社员传达一个信息：凡事均可暴力解决，

德云社作为相声崛起的领军团队，在发展历程

只要最后在演出中叫屈博取观众同情就好，没有人

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并会对以后的类似

敢惹德云社。这也说明了在德云社发展至今郭德纲

社团的兴起和传统艺术现代产业化发展起到十分

的畸形心态：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具有万贯家

重要的推动作用。

财、管理着将近 700 人的企业老板，而是一个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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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小民。这样的心态和这样心态下的精神所领导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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