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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廣健日前獲頒香港演藝學院2018榮譽
院士，早前他曾多次親自帶領香港演

藝學院師生參觀北京國家大劇院，更數度在
演藝學院與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的師生交
流，主持工作坊，及於舞台設計系畢業作品
展中給予學生專業的意見。他對兩年前與演
藝學院學生通過工作坊交流《魔笛》印象深
刻，說：「香港的年輕人有一種特別好的狀
態，儘管未來的選擇可能不盡相同，但他們
都非常熱愛自己的專業，勤奮努力，語言基
礎好，且視野開闊，未來的發展空間會很
大。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實踐機會。」

舞美新科技發揮創意
舞美工作包含哪些範疇，具體又是怎樣做
的呢？高廣健表示，自己現時的工作既包括
管理層面，又會做項目監製或親自負責某些
項目，持續關注及調整項目中的細節，以免
最終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同時，舞美也需
要很強的應變性，預計與現場的實際情況未
必相符，需要隨時準備處理解決各個部門的
新的問題。幾個項目同時進行的情況也很普
遍，有的在執行中，有的正在落地，還要兼
顧原創劇目。據他介紹，舞美不只是指舞台
佈景，還涵蓋燈光、服裝、化妝等，隨工
作經驗的愈趨豐富，他所負責的範疇也愈來
愈廣。「一切觀眾看得見的東西，都算是舞
台美術」，他會告訴同事演出中燈光的角度
和風格，或者化妝的風格等，在舞美總監的
領導下，所有工作人員都會對這場演出的總
體效果有更直接的概念，「舞美不僅要集合
各個部門積極配合導演，更重要的是介入導
演的思維角度，與導演討論如何更好地使用
舞台空間，如何呈現新穎的視覺風格，這也
是有一些舞美人員會轉入導演行列的原
因。」
從如舊式照相館般使用木和布的單純佈
景，到現時隨技術的發展而加入更多的新

材料，全息影像、投
影、多媒體、LED、
甚至無人機，都成為舞
台美術的手段，技術進
步帶來了思維的不斷轉
變，觀眾對舞台美術的認
識同樣也在不停改變。他
說：「最初我們考慮的是畫
面構圖和形象，而現在的形象則
由技術和程序來控制，在不斷調
整中呈現。我們可以控制技術手段
的可行性，但在創作中注入智慧才
會產生更多奇異的效果，所以我們
每天的工作也是在尋找那些新鮮而
有價值的創意，有產生意想不到
新效果的成功，也有不似預期
的失敗，這也是舞美這份職業
最有魅力之處。」

京劇《赤壁》突破傳統
新元素的加入與否也與受眾息息相關，

「當國家大劇院開業時，我們希望所有的80
後、90後都可以來到劇場欣賞京劇，我們通
過舞台上的技術手段，使京劇走入歌劇的劇
場，帶來不一樣的體驗，也令年輕人有期待
感。歌劇院劇場是國家大劇院中科技水平最
高的，我們選擇的《赤壁》本身就帶有很強
的動作性與精彩橋段，在傳統演出中，借箭
一段可能是幾句話帶過，十萬大軍可能三支
靠旗就解決了，我便與導演商量，如何才能
在視覺上征服年輕觀眾？我們在舞台上做了
一千多支箭，不停從高處降下來，同時曹操
的大船和孔明的一葉扁舟在舞台上交替移
動，隨鑼鼓點的敲打，有九支箭一支接一
支地射在扁舟上，而最後我們則設計了一個
扮演稻草人的演員背很多箭出場，既包含
象徵意義，又有真實的視覺效果，對觀眾
來說絕不單調。」他說。

而《赤壁》中的另一幕同
樣別具匠心，當眾人聽聞曹
軍來襲時，舞台上的桌椅屏
風不變，背景卻有一百支旗
子隨風飄揚，呈現大軍壓境
的緊迫感。在這裡，他利用了
歌劇院劇場大幕背後的空間，
使紗幕在燈光映射時透出另一番
景象。同時，劇中還有可載十
幾人又可迅速解體的大船，利
用升降台做出的沉船效果……
「京劇講究寫意，我們知道這
些視覺效果並不是京劇中原
本應有的，但我們要打破禁
區，目的是吸引年輕人，
以意想不到的效果征服他
們，改變他們心中京劇乏
味的印象，使其對京劇產
生新的認識。這種工作方

式是我們現時不停在探索和去做的，也是我
們在利用自身優勢推動行業發展。」

《天下歸心》獲演出設計獎
高廣健30多年來設計過無數作品，題材

廣泛，風格多元，包括歌劇《蒼原》、《魔
笛》、《唐．帕斯誇萊》、《趙氏孤兒》，
舞劇《杜甫》、《粉墨春秋》，京劇《赤
壁》，民族樂劇《印象．國樂》，森林實景
劇《邊城》等。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歌
劇《圖蘭朵》是他代表作之一，曾於意大利
佛羅倫斯、日本、美國、北京紫禁城、法國
巴黎、德國慕尼克等地上演。而《圖蘭朵》
也是國家大劇院第一部自製西洋經典歌劇，
開啟了大劇院歌劇生產的藝術步伐。高廣健
憶述，早在1997年，自己即有幸與張藝謀
導演合作在意大利製作《圖蘭朵》，以京劇
寫意為靈感與歌劇對話，也是在用中國戲曲
的手法去解讀歐洲歌劇，演出在當地引起轟

動，在文化交流之中也將中國元素的信息播
種到歐洲，展現中國文化的魅力。當《圖蘭
朵》於翌年回到中國，以實景演出的形式出
現在紫禁城太廟，他在舞美設計中又加入了
更多想法，使其更具象徵性及儀式感。
「《圖蘭朵》的故事本身就與皇宮有關，這
樣的場地對我們來說有特別的意義，也從
來沒有這樣一種演出方式出現在文物古蹟之
中，開創了中國實景演出的先河。在太廟的
圍合院落中，我們設置了可容納3,500觀眾
的座位，並在大殿無法移動和改變的基礎
上，建造了兩間比例完全一致的偏殿，容納
演員之餘可利用軌道使其自由移動，達成了
獨特的視覺效果。」
而京劇《天下歸心》則出現在《赤壁》五

年之後，是國家大劇院推出的一部一反常態
的新編京劇，高廣健再與張藝謀導演合作，
既回歸「一桌二椅」的京劇本體，輔以獨具
匠心的多媒體投影技術，生發出一番別樣的
舞台意境，一桌二椅在多媒體技術的幫助下
「改變」了自身的大小比例，隨即「幻化」
成劇情所需的拱門、迴廊、宴客廳等場景，
而背景則以水墨輕描淡寫地勾勒而成。「舞
美設計源於傳統，同時卻又顛覆傳統。」
《天下歸心》取材於《左傳》「鄭伯克段于
鄢」，通過描述春秋時期一代賢君鄭莊公摒
棄前嫌與母親重歸於好的故事，表達出中國
古人「血濃於水」的孝道親情和非凡的智
慧。「當莊公到了黃泉，舞台桌椅退回，呈
現陰形，而當他回到陽間，桌椅再次被推
出，以此含蓄表達傳統中陰陽相對的關
係。」《天下歸心》於2015年在布拉格舉
行的國際演出與空間設計四年展（PQ）中
獲得演出設計金獎。

提攜後輩堅守初心
高廣健現任國家大劇院的舞台美術總監，

國家一級佈景設計師，文化部優秀專家，中

國舞台美術學會副會長。他於1981年畢業
於天津市工藝美術學校（現為天津工藝美
院），1988年取得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舞台
美術系設計專業學士學位。他畢業後在中央
歌劇院任舞台美術設計，其間聯合設計的作
品有歌劇《馬可．波羅》，獨立設計的歌劇
作品包括《馴悍記》、《弄臣》、《茶花
女》、《杜十娘》等，獲得多個重要獎項。
自2007年起，他獲委任為北京國家大劇院
舞台美術總監，一直至今，除了為劇院定期
設計外，也為各表演藝術團體設計佈景、燈
光和服裝，包括舞劇、話劇、戲曲、音樂
會、大型戶外演出、藝術裝置等，並成功策
展了2011年及2015年之北京舞台美術設計
邀請展。
在提攜後輩方面，他同樣不遺餘力，從不

吝惜分享自己多年的舞台製作藝術經驗。他
教身邊的年輕人從助理做起，在實際工作中
潛移默化地學習和理解，並促其加入與外國
設計師的合作之中，提高語言水平之餘也可
了解到新的創作思維方式，使其從剛畢業的
新人成長為如今可獨立完成大規模歌劇的舞
美人員。他坦言：「我讀書時信息閉塞，在
有限的信息下，所做的更多是踐行自己所學
的知識，在幕後專業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堅持
做下去。而如今的網絡時代使我們可以第一
時間獲取最新的國內外訊息，選擇太多，分
散的精力太多，如何堅定自己的方向和喜
好，堅持自己對舞美設計的初心，尤為重
要。」

2018年11月俄羅斯「北方之都」聖．彼
得堡康斯坦丁宮，「第二屆絲綢之路與歐亞
經濟論壇」暨「『一帶一路』五週年頒獎典
禮」在此隆重舉行。當聯合國世界絲路論壇
主席魯長軍宣佈，論壇決定成立藝術團，任
命于珈（劉美汝）女士為團長並親自將團牌
遞到于珈手裡。那一刻，如潮的掌聲頓時響
徹古老的康斯坦丁宮。
梅花香自苦寒來。于珈是中國鐵路文工團
女高音獨唱演員，曾榮獲過中國德藝雙馨歌
唱藝術家稱號。接過團牌的她激動不已，表
示將為「一帶一路」事業、為促進各國人民
之間的藝術交流全力以赴，不負眾望。她即
興演唱了歌頌「一帶一路」的主打歌——
《絲路輝煌》。甜美的歌聲迴蕩在涅瓦河
畔，在場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聯合國世界絲路論壇選中于珈女士為藝術
團團長不是偶然的。多年來，她經常深入國
內的敬老院、幼稚園，給社會上最需要關愛
的老人和孩子帶去歌聲和歡樂；曾九次參加
北京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首唱的《寄語》
一歌曾響遍大江南北。

俄羅斯之行愛上國際文化交流
近年來，于珈更投身到國際民間文化交

流之中。2018年4月，她組織了一個23人
的藝術團到「一帶一路」重要國家俄羅斯進
行演出。正是這次難忘的俄羅斯之行，使她
堅定了投身「一帶一路」各國文化交流的決
心。于珈回憶到，最令她和演員們難忘的
是，與世界聞名的俄羅斯亞歷山大紅旗歌舞

團進行藝術交流
那一幕：一走進
歌舞團大院，主
人為她們安排的
第一項活動，是
向紅旗歌舞團一
年前因空難犧牲
的烈士紀念碑敬
獻鮮花。接下來
的活動更是前所
未有，紅旗歌舞
團合唱團全體男
演員整齊列隊，
站在舞台中央的
梯形月台上，個
個軍容嚴整，精
神飽滿，歌聲雄壯。
中方演出團也在現場獻藝，共表演了七個

節目，有「青花瓷組合」的民樂演奏、「拉
風組合」的足球雜技表演、于珈與青年歌手
李暄之的二重唱《絲路輝煌》等等。中方藝
術家每表演完一個節目，俄方合唱團便演唱
一首拿手的俄羅斯歌曲，雙方的互動交流氣
氛歡快而熱烈。
令中國客人感動的是，俄方合唱指揮竟是

紅旗歌舞團團長兼藝術總監、俄羅斯功勳藝
術家薩切紐克。雙方藝術交流的高潮，是于
珈與紅旗歌舞團合唱團共同演唱中國歌
曲—《祖國，慈祥的母親》。于珈用俄羅
斯觀眾喜愛的美聲唱法與俄方男高音獨唱演
員傾情奉獻，在合唱團嘹亮恢宏歌聲的伴奏

下，使演出達到高
潮，掌聲經久不息。
而紅旗歌舞團演員所
表現出的真情、字正
腔圓的中文發音、高
度專業的演唱技巧令
中國同行讚歎不已。
在于珈看來，這是一
場實實在在的、不同
文化的熱烈互動；這
是一段震撼心靈的藝
術歷程。從這一刻開始，于珈已「芳心暗
許」，要全身心投入國際文化交流事業。
三個月後，于珈又隨團訪問了非洲國家

馬達加斯加，為當地華僑華人多次演唱《絲

路輝煌》。三個月
內的兩次出國交
流，對于珈和「寄
語未來（北京）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
都是一次難得的考
驗。在這一過程

中，她們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甚至也有
過灰心的時候，但都挺了過來了。
談及對未來的打算，于珈信心滿滿地說：

「作為聯合國世界絲路論壇藝術團團長，我

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因為論壇是經聯
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登記註冊、中國駐美紐
約總領事館認證的一個非營利性國際合作組
織，宗旨是站在聯合國的高度，以全球化視
野，全面推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
現，踐行『共用、共建、共商』的宗旨，致
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注定藝術團
是論壇活動的先鋒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
使。」
為此，于珈決定打破以往藝術團都有固定

演員的格局，演員主要是根據論壇活動及主
題需要，不定期從各國國家級專業團體及民
間優秀藝人中選調組成，沒有膚色差異，沒
有語言障礙，藝術團的每一場演出都要展示
出世界各國人民的獨特文化內涵，讓和諧而
動人的旋律在絲路上空飄蕩。

于珈歌聲在絲路上空唱響于珈歌聲在絲路上空唱響

高高廣廣健健：：

北京國家大劇院舞美總監高廣健，在現時舞美融入新科技

的趨勢下，既在歐洲歌劇中融入中國戲曲元素，促進文化交

流，又打破傳統京劇禁區，以震撼的舞台視覺效果征服了一批

又一批的年輕觀眾。高廣健搞創新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80

後、90後都可以來到國家大劇院欣賞京劇，我們通過舞台

上的技術手段，使國粹京劇走入歌劇的劇場，帶來不一樣

的體驗，展示舞美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及香港演藝學院提供

舞美融合新科技舞美融合新科技
打破禁區推陳出新打破禁區推陳出新

■■國家大劇院舞美總國家大劇院舞美總
監高廣健監高廣健。。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高廣健日前獲香港演高廣健日前獲香港演
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圖蘭朵圖蘭朵》》是國家大劇院製作的首部歌劇是國家大劇院製作的首部歌劇。。

■■高廣健與香港演高廣健與香港演
藝學院舞台設計系藝學院舞台設計系
主任陳志權討論舞主任陳志權討論舞
美細節美細節。。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赤壁赤壁》》中弓箭的設計極具視覺震撼力中弓箭的設計極具視覺震撼力。。

■■《《天下歸心天下歸心》》將京劇傳統道具將京劇傳統道具「「一桌二一桌二
椅椅」」的變換與高科技手段相結合的變換與高科技手段相結合。。

■■于珈等中國藝術家于珈等中國藝術家
拜會紅旗歌舞團拜會紅旗歌舞團，，向向
兩年前犧牲的歌舞團兩年前犧牲的歌舞團
烈士獻花烈士獻花。。

■■表演完合影表演完合影

■■聯合國世界絲路論壇主席魯長軍聯合國世界絲路論壇主席魯長軍
（（右右））向于珈頒授藝術團團牌向于珈頒授藝術團團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