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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片有一個祖師爺帶出一大幫師兄師弟師姐師妹的傳

統。祖師爺，親暱一點，人稱師父。香港人說師父，當

中包含的敬意、親近、尊重，甚至害怕，比北方文化中

逢人稱師父（在大陸，對不熟悉的男人只有兩種稱呼，

理工科行業的，由司機到廚師，統稱「師父」，其他

的，一率稱「老師」），是截然不同兩種文化。

尊師重道，師父如父親的中國老傳統，是在香港透過流

行文化體現並保留（文革年代，師父與父親反而成為小

紅兵的批鬥對象）。師父有點過時，但他代表了一個時

代的執著。一日為師，終生為師。師父與徒兒的關係，

濃縮了種種可能的戲劇衝突。師父與師叔爭權，師徒決

裂，師父被出賣，為師報仇。

師父是父親，但師門不是家庭，於是師兄弟反目，愛上

小師妹的情節，還是可以方便發生。所以，師父是一種

劇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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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將這個師父文化場面化，你會記得「黃飛鴻系

列」中（關德興版），一眾徒師兄弟吵鬧，黃師父咳一

聲行出來，所有人都退開兩步恭恭敬敬的叫聲師父，然

後聽從指示或講道理（師父講話一般要慢和悶，同時保

持一種永遠不會過時的道理）。師父作為一個道德倫理

的守護人，這是黃師父。

金像獎頒獎中，一五一十細數洪拳代代相傳，像有十輩

子的故事經歷要和人分享。師父作為一個說故事的長

輩，這是劉師父。

師父作為一個過去的年代艱苦拼鬥生存然後春風化雨徒

孫滿城的祖師，這是于師父。

動作功夫片拍到無大師可拍，連李小龍師父都要一出江

湖，英雄不夠用，就得要把英雄的師父都拉出來。這是

葉師父。

打到唔夠打，要急call back up。這是請師父。

當然，肚餓口喝，都可有康師父。 

師父有時被認為是out了，但我們仍不時要提起他，因為

我們對師父，還是存有一種傳統的恭敬，對其某一種手

工技藝的尊重，這包括了髮型師、裝修、大廚、整車，

你可能位高權重賺得比佢多，但你就是不能取替他的手

工藝。到最終，你還是要稱他一句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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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是輩份。長輩，最大的功能，不是好打（邊個可一

世都咁好打），而是用來監督行規維持家法制止鬼打鬼

偶爾才打擂台。

所有這些師父功能，都只因為一個原因：人家俾面。

師父不會隨便出馬——先由師兄出，講手。師兄不行，

才師弟出馬，也不行，出叔父，大家出來慢慢傾（黑社

會電影中，出現了經典皇族奪權故事的結構：一眾叔父

在「父王」即師父不在之時，就會挾太子或者另覓新人

扶持上位——皇叔通常是用來謀朝散位的。叔父在電影

中的塑造也是最搖風擺柳的一群，講多過做，《葉問2》

（2010）也有一場典型叔父戲。師父與叔父的典型：師

父是關德興，叔父是王天林）。叔父傾唔掂，才叫師父

出馬。

師父先是大陣仗出場，叫大家俾幾分薄面。到真正講不

過去，實非得已，才摺衫袖講手。但通常打完，還是要

講一下武德。這才是真師父。

所以師父不僅關於功夫，而是一套傳統行事的標準規

範，一個最高的裁判者。它維持遊戲規則，但常常因規

則都過時而至自己也不能倖免。故此，他通常也是個悲

劇英雄。

如果回到說故事，師父的故事或者也是最動聽的故事：

他是日落西山站在夕陽下最後的一人。心中清楚時代已

不在自己那邊，但仍勉強裝出了一個師父的模樣。 

師父的名字
李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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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第一關踏著布匹向前行，對手扯著布匹妨礙

其前進，每踏前一步，都顯示出腰馬功夫。這種用

「文鬥」的比試方式，不用在武場上較技，而是在

生活細節上比拼顯出身手高低，本身便是一種獨特

的中國觀念。

這種在生活細節上表現武術高低的方法，還體現在

五花八門的練功戲上。李小龍沒有練功戲，他在影

片中永遠都是技藝已成的武術家，無需再提昇。開

創練功戲作主要情節的，是張徹導演的《洪拳與詠

春》（1974）。影片中講少林弟子為要破旗人高

手的絕技，先練鷹爪功，後學洪拳和詠春。其中麥

漢（唐炎燦）練的大力鷹爪，是到河中徒手捉魚，

到他能一手抓出條魚，他的功夫也已有小成了。陳

保榮（戚冠軍）練詠春，集中在講他怎樣練短勁，

天天用手指敲鐘，練到手指痠疼，吃飯時連拿筷子

夾雞蛋都困難。《洪拳與詠春》的導演是張徹，而

武術指導則是劉家良和唐佳。張徹其後還有《少林

五祖》（1974）和《少林寺》（1976）都是大拍

各種練功設計。《少林寺》中幾個年輕一輩弟子，

也是在日常生活中鍛練出絕技，像朱都（唐炎燦）

在石筍上曬經練成輕功；黃松漢（李藝民）日常為

寺僧攪粥而練成棍勁都是。練功戲的敘事作用，除

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出其所練武功的特色，還

起著把角色性格鍛練成熟的效果。練功戲容或由張

徹開創，但是劉家良卻將做到最精緻的地步。劉家

良是在不愉快的情況下與張徹分道揚鑣自任導演，

因此他拍的影片，不少都與張徹新舊作品題材相近

但卻要拍得更好。張徹拍《沖霄樓》（1982），

劉家良則有《御貓三戲錦毛鼠》（1982）。張徹

拍《少林與武當》（1980），劉家良亦以「功夫

良」的名義監製了《少林與武當》（1987）。張

徹導演了《殘缺》（1978），劉在《爛頭何》

（1979）中拿「殘缺四怪」來取笑，還笑及張徹

的成名作《獨臂刀》（1967）。張徹拍了多次少

年英雄的方世玉，劉家良則拍《洪熙官》，拍出洪

熙官（陳觀泰）剛毅成熟的英雄氣概。更為明顯的

是劉《少林三十六房》之於張徹的《少林寺》，影

片同樣講日常生活中的練功，但其繁複豐富，可說

是集練功戲的大成。單是第一房吃飯時要過水池一

段，便已更為微妙。另外，腕力房用長竿敲鐘要與

木魚聲相和做到用聲音來表現。眼房要在兩枝香中

看著燈光閃現，則以光的明滅來表現，都是在由設

計到拍攝，都更富電影感。部份原因，是劉家良是

真正練過功夫的人，對武者練功時的感受無疑有著

張徹所無的真切感受，並以之發揮為練功設計。張

徹對類型的開拓性有其眼光獨到之處，但劉家良無

疑是個較仔細的風格家，把張徹開拓的一些故事模

式加以豐富甚至轉化出另外的趣味和魅力。

劉不少題材都受張徹影響，但是二人的情懷卻幾乎

是南轅北轍的。張徹在電影事業上沒有甚麼師父，

全都是無師自通，單憑自己觀察和判斷學回來的。

與前輩交往的經驗也不大愉快，多番受到上一輩的

導演壓制和排擠。因此其電影充滿反叛精神，戲中

英雄幾乎都是沒有師門來歷的人，所謂老前輩，

不是大言炎卻顢頇無能，便是陰險地打擊壓制下一

輩，主角對抗的，正是這類人。劉家良則不同，其

武術由黃飛鴻－林世榮－劉湛到他四代傳承，是洪

拳正宗，系出名門。因此影片中展示出深刻的師門

傳承之情。《五郎八卦棍》（1984）講的是師門

五郎八卦棍的來歷；《洪熙官》則講如何創出虎鶴

雙形拳；《武館》講鐵線拳的威力；幾部都以傳奇

化的情節，講述師門一門技藝的來歷。有些電影則

講述洪家拳的傳承：《少林三十六房》講少林寺如

何由三德和尚開創收俗家弟子的規矩。《洪熙官》

講出洪拳怎樣代代相傳以達到打敗白眉的目的。即

使《瘋猴》（1979）不講洪家拳，但對師徒的承

傳關係仍然是極之強調的。小侯（小侯）與陳師父

（劉家良）相濡以沬，像一對朋友。到拜師之後，

便要完全接受其權威，才能獲得其武藝真義。《陸

阿采與黃飛鴻》（1976）和《武館》主角是黃飛

鴻，實質都含有自傳色彩，在講自己當年武館習藝

的感情。《陸阿采與黃飛鴻》中，很多動人的少年

本屆金像獎的終身成就獎得主是劉家良，劉家良當

年外號「功夫良」，以功夫片聞名，不像袁和平、

成龍或洪金寶，以功夫片成名之後都有其他方面

的發展，劉家良導演的作品幾乎都是功夫片。雖然

他後來也拍過挺賣座的時裝動作片《老虎出更》

（1988），但我們仍然記得的是他的功夫片。

劉家良開始其導演生涯之時，已是李小龍逝世數年

之後。李小龍以簡捷的打鬥動作；充滿爆發力的

拳腳；刺激無比的連環踢腿；展示出至剛至強的

人體極致，產生出無人能及的實戰說服力。但其

功夫是集合了各國的武術蛻變出來的，與中國傳統

武術有淵源，但卻已面目全非，他在《猛龍過江》

（1972）中便說：「無所謂門派，只要能夠無限

制去運用自己的身體，使到在劇烈的動作上能夠從

心所欲，一心一意盡量表達自己。」他在《精武

門》（1972）的功夫，沒有觀眾會覺得那是霍元

甲傳下來的迷蹤藝，大家都很清楚那是李小龍現代

化了的功夫。劉家良的功夫片，卻是深深承自國術

名門正宗—劉家良的電影情懷
蒲鋒

傳統，用豐富的電影技法和設計描述出傳統武術的

特色，在不失剛勁下又強調到當中的巧與妙，動作

漂亮像舞蹈，但又有一定實效性。更重要的是，在

講功夫克敵制勝之餘，也活生生地描述了這些功夫

背後的文化理念。

我們可從劉影片中對「馬步」的豐富描寫可見一

斑。《少林三十六房》（1978）中三德和尚（劉

家輝）被陸阿采（徐少強）暗算，陸阿采破開三

德站著的竹排，但三德馬步穩固，一點不因而站

不穩，反而腿勁一收，便把陸阿采緊緊壓著，簡單

一個小情節，便見到馬步在打鬥時起的作用。另一

個精彩的設計，是《洪熙官》（1977）中，方詠

春（李麗麗）用二字拑羊馬與洪熙官（陳觀泰）鬥

氣，洪用盡力氣擘不開，無法洞房。情節來自《江

湖奇俠傳》〈弱女子兩腿暗運功〉一節，用在這

裡，既巧妙地道出二字拑羊馬的威力，又成為有

趣的喜劇設計。最能體現馬步之用的，當屬《武

館》（1981）中黃飛鴻（劉家輝）在敵方武館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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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像曾行（鄭康業）和黃飛鴻（劉家輝）的友

誼；黃對世叔袁正（劉家榮）提點學藝的感激之

情；以至陸阿采（陳觀泰）教待人要寬容一點的道

理，都表現得很深刻和真切。同樣，在《武館》

中，起初黃飛鴻（劉家輝）還是個到處惹事的年輕

人，但後來功夫練得深了，其風度自然出現。《武

館》第一場的叠羅漢採青固然是排場十足。到結局

時，與王龍威的比試，是功夫片中鮮有不講鋤奸而

是講兩個武術家的公平較量的場面。劇情由文比到

武比，打鬥在一條長巷由闊打到窄，無論氣氛和

設計，都可說是劉家良影片的代表作。在武館的世

界，有著劉家良最深刻的個人情懷。即使不太成功

的《掌門人》（1983），也是以八十年代香港環

境下，一間武館的生存困境，述說在現代新潮（新

藝城的時裝動作加喜劇）衝擊下，抱殘守闕難以維

持，改變新作風又感到適應困難的個人困局。也正

是出於這種對師門的重視，令他無法在《黃飛鴻》

（1991）與徐克合作，對劉來說，要黃飛鴻像李

連杰那樣跳起來連環出腳而稱為「無影腳」，完全

違反洪拳拳術的風格，是怎樣也無可能接受的。

劉家良影片的情懷，卻又不獨只在武館的世界，他

多年來在片場的武師和武指生涯得到的感受，也

點點滴滴地滲在他的電影中。他很愛在影片拍攝

用真功夫裝神弄鬼或假功夫騙人的場面。處女作

《神打》（1975）中蕭千（汪禹）到處裝神弄鬼

去騙人，扮齊天大聖、扮關公等等，雖然天神上身

是假的，但背後卻是五形拳和猴拳等真功夫，再配

合假刀等道具配合，才能裝甚麼像甚麼，這活脫就

是一個電影中武術設計的比喻。其後，在多部影片

中，劉家良都大搞裝高手的笑話。《十八般武藝》

（1982）中，騙子毛大少（傅聲）在長街上扮作

神打壇高手雷公，在手下的配合和各種道具的相助

下，把鐵猴（小侯）騙倒，過程中幾乎是一次電影

特技大揭秘。同樣，《少林搭棚大師》（1980）

中，周仁傑（劉家輝）扮少林高手騙旗人打手，也

是一次電影武打特技的展覽。劉的影片，不斷都有

這種自揭行業秘密的場面。更為有趣的是《爛頭

何》，勤親王（劉家輝）腿傷無法使出十足功夫，

於是找何真（汪禹）作徒弟聯手對敵，過程總是何

真在前，親王在後，一招一式，由親王在後面控

制，何真只是在前面執行，終成功闖過敵人設下的

各個關卡。只要想深點，這個設計正是來自一個經

驗武指的體會－台前打的漂亮，其實都是幕後指揮

得好的功勞。

劉家良不斷拍各種以假作真的打鬥，也在像訴說，

這些幻像，都是一個幕後大師父在精心策劃，才能

有這樣引人入勝的台前效果。劉家良雖是一個片廠

導演，但他對其所拍影片的全面控制及個人色彩，

完全達到一個電影作者的水平。

（編按：本文作者蒲鋒現正埋首撰寫一本武俠電影研究

專書，預計本年冬季出版，敬請留意）

 鳴謝：天映娛樂有限公司、香港電影金像獎、

            CK @ Secret 9 Productio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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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傑
打擂台（合導）、東風破（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

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Philip Yancey ~ 教曉我為何痛苦是禮物、恩賜及才能。

耶穌基督 ~ 帶領我走向道路、真理、生命。

Quentin Tarantino ~ 激發我拍電影的衝動。

周星馳 ~ 讓我體驗到原來電影真的可以令人笑到甩肺。

Mike Myers ~ 令我知道善良都可以笑到甩肺。

黑澤明 ~ 令我明白電影沒有商業不商業，只有好看和不

好看。

Clint Eastwood ~ 令我了解何謂「盡其在我，簡單是

美」。

孫家雯 ~ 教識我做電影都可以溫柔豁達，心胸廣闊。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每當孤獨時都會想寫劇本，每想寫劇本時都會感到孤

獨，跟著便會找那安放於層架上數千位的師父開解！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在入行時，父親告訴我他曾經寫了一個劇本，但他怎樣

也不給我看，說甚麼時候到了便會交給我。我最希望能

夠拍到他的劇本！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

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好幾次在Video Assist 前看著演員們念著自己的對白，感

覺卻好像不是自己寫的，竟然感動得哭了出來！ 

很久之前替一套電影拍攝製作特輯，站在導演旁看著

Video Assist 看得入神，突然上了身般大聲叫CUT，全

場所有人望著我，一片死寂，之後回家時羞愧得哭了出

來！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都不敢羨慕，只是聽說Francis Coppola有自己的酒莊，希

望與他燒燒烤，喝喝酒。說不定他會賞識我，邀請我一

起合作釀酒。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最羨慕正在讀電影的大學生，因為當時我無讀！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可以！但先要儲錢買酒莊！

得我不是自己，每一刻如打了麻醉劑受極刑，極端的痛

苦，卻又感受不了痛楚！好像有一隻怪物在身體內遊走

各處，想破身而出，但身體卻像穿了極牢固的盔甲，怪

物怎都走不了出來，卻在吞噬著皮下的血肉！

很不想說話但又要說很多話，很不想動但又要不斷的跑

來跑去，我無法坐在「mon」前，很睏、全身無力，完

全不會肚餓，於是時常忘記放飯，只想要抽煙，一天會

抽三包或以上，平時我一喝咖啡就會心跳頭暈，但一開

工我要喝很多很多，還要特濃特甜，喝到整個人極不舒

服就舒服！

整個人情緒極易波動，會突然發瘋罵人，但又突然很安

詳，時刻都想痛打別人，包括工作人員、自己和演員，

總之見人就想打！每一刻都想馬上死去⋯⋯若再以這種

狀態去拍電影，我應該也命不久矣！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不能說羨慕，我沒有羨慕前輩的資格，但我很景仰韋家

輝！他是神！

有很多已故的前輩我都覺得與他們有隔世緣，如李小龍、

桂治洪、李翰祥、張徹，很想與他們合作弄一頓晚餐！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最羨慕泰迪羅賓，他常迫我視他為同輩！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可以！但要先戒煙！

他們談師父

如今是回到《師弟出馬》（1980）所說的光景嗎？片中師父年紀老了，麻煩找上門，大

師兄玩失蹤，唯有，師弟出馬。據說小師弟還未學滿師，硬著頭皮下山，邊走邊學，幸好

路上不少師父關照，終於學得一身好武功。

這就是當下香港電影的情況嗎？

行動最實際，《HKinema》覺得多問未算無謂，嚴選了七個問題，廣發給千禧後，拍不過

三部影片的香港電影新一代導演，看他們對自己小師弟／小師妹身份的一些想法。收集回

來的，是由Derek到Derek（由郭子健到曾國祥），共13人的心跡分享。

郭子健
野．良犬、青苔、打擂台（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

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我少年時有背對白的癮，《英雄本色》（1986）、

《秋天的童話》（1987）、《喋血雙雄》（1989）、

《監獄風雲》（1987）、《龍虎風雲》（1987）、

《阿飛正傳》（1990）我都有背過，當中《英雄本

色》我到現在還是能從第一句對白唸到最後一句對白

的，還與幾個朋友互演戲中角色錄成錄音帶！外語片方

面，我背過《虎膽龍威》第一、二集（Die Hard I&II，

1988；1990）、《第一滴血續集》（Rambo: First 

Blood Part II，1985）、《洛奇》（Rocky，1976）、

《危險人物》（Pulp Fiction，1994）、《鐵甲威龍》

（Robocop，1987）、《宇宙威龍》（Total Recall，

1990）、《未來戰士》（The Terminator，1984）

和《回到未來續集》（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1989），但因為英文欠佳，所以外語片背的都是中文字

幕！

中學期間曾經在LD機和錄影帶機流行之年代瘋狂複製影

帶作珍藏及外借給朋友之用！涉獵的層面甚廣！日本動

畫、咸片、歐美大師、日本巨匠，片目不能盡錄，大師

不計其數！

入行後，有偷劇本的習慣，每到一家電影公司或編劇朋

友家都會秘密找當家的劇本來偷！其實問都可能拿到，

但不知為何就愛偷！當中以韋家輝的劇本最為珍藏，小

弟視為隔世師父（隔世感來自完全絕對地無法把距離拉

近的感覺），我與他完全不認識，也沒有工作關係，

但他劇本中的對白我大部份也背了！機緣中偷到《大

時代》其中一集劇本，我把丁蟹自辯的對白完全背了起

來！還有很多名家作品，但不敢在這裡開名，我怕會被

追究！韋家輝夠膽開名是因為司徒錦源，若被追究我說

從他那裡得來便可推得一乾二淨！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每次寫劇本或拍攝電影我都極度乾涸，這個時候我就會

走到我家供奉著的影碟聖壇，全靠每位位列神台級的大

師師父賜我靈動力，再孤獨地把眾神聖之精華整理湊合

和消化，再看看當日之狀態如何，能否順利吐出一堆嘔

吐物在電腦的鍵盤上！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有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風格的《虎膽龍威》、

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式的《第一滴血》、黑澤明

（Akira Kurosawa）味道的《未來戰士》！

也很想重拍《中國超人》（1975）和《關公大戰外星

人》（1976）！

也很想拉攏余文樂和葉偉信作演員拍攝一部名為 《兄

弟》的電影。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

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每在拍攝現場時，我都有一種狀態，那個狀態令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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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子光
明媚時光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

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我在電影文化路上有幾個啟蒙者，不知道是否

能用「師父」來形容﹕孫家雯、邵家臻、林奕

華、許鞍華。這四人我真並不能虛妄得用我師

父來形容，但啟蒙自己的人，也是特別令自己

不能忘懷的，不特別因為自己崇拜他們，而是

因為在他們相處的時間裡發現了一些自己沒有

看到自己的部分。 

對我來說，師父的重要性不是告訴你你有多了

不起，而是讓你發現其實你很糟糕；他也不會

告訴你你應該怎麼做，而是跟你討論這個世界

也許需要人去做什麼。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

狀態？ 

我也很希望會有個師父，可能是我將來的伴侶

或孩子。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其實我也不是什麼專業導演，不過是個讀書寫

字的人。我最想拍的電影是成瀨巳喜男那種

歲月悠悠的生活劇，而我造夢也想拍、卻一

輩子也拍不到的是像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電影。如果我有機會繼續拍

戲，我會以拍攝有關趙紫陽的故事作為我的畢

生最後心願。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明媚時光》（2009）裡太保飾演的陳錦，

在深圳的卡拉OK情不自禁地親了跟自己兒子

同齡的陪酒女郎臉頰一下，其實這是我的一場

夢，從對白、場面及人物情緒，都是由我的一

場夢而來的。 

還有，我拍《明媚時光》的時候是真的深深喜

歡上了戲中女主角李子涵（還是戲中的角色小

月？），所以戲中發生在內地的「所謂愛情」

故事是我最喜歡的段落，於是我認為我人生裡

每個我將愛上的人都會是我的師父。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沒有特別羨慕誰，不過很想跟蕭芳芳或周星

馳合作，不過可能性太低，我喜歡香港的喜劇

演員，例如我會覺得張衛健會是個很好的文藝

片演員，其他演員裡，我特別想跟黎明合作，

我覺得他有點怪裡怪氣的儒雅，感覺很安靜。 

另外香港有很多出色的性格演員，有的比較受

注意，有的卻還沒被好好發揮，例如張兆輝、

林家棟、杜汶澤、潘燦良、譚耀文、連晉、謝

君豪、陳麗雲、盧海鵬、黃子揚（常演壞蛋小

混混那個）等等，太多了，我很欣賞他們，也

想合作。年青演員裡我最喜歡王亦藍，最討厭

的是王祖藍。 

內地演員我最喜歡張豐毅、王志文和范偉，蔣

雯麗又漂亮又有內涵，迷死人，很想拍她。 

前輩導演裡面我特別想跟李志毅合作，而我現

在正跟鄺文偉合作，他也是個很有趣、很特別

的人，我覺得他能發揮的創作力是有待併發，

裡面是個很深的洞。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同輩導演裡我最羨慕郭子健，因為他可以不斷

拍戲。最欣賞的是畢國智，我覺得他的編劇及

導演手法都很成熟。最想合作的是曾翠珊，因

為我很喜歡知性的人。 

我曾跟麥曦茵說我想幫她寫劇本，但她沒有理

會我。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應該不太可以。

陳國輝
全城熱戀熱辣辣（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在紐約讀電影時，曾在電影節碰上黑澤明大型回顧展，我每天都走去戲院，名正言順告訴老師走堂去看，於一個月之內看

盡他大部份作品，在大銀幕上看，並且是順著時間由早期黑白片看到後期的《影武者》（1980）和《亂》（1985），那是

非常滿足的經驗。一個大師的轉變，他的正義感、哲學、電影感，以至人生的堅持，給我看到一個真實的電影理想，如何

在世間實現出來。那時黑澤明還未去世，感覺是他通過他的電影，在教授後輩如何拍好電影寶貴的一課。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我認為創作的最終目的是去尋找自己的作品，當我自己寫自己的劇本時，我就知道那是沒師可循，而是去自我發掘：自己

的故事、自己的style；路是難行的，是孤獨

的，但亦可看成是自我追尋。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我想，中國籍的男導演，不論是來自那個城

市，怎樣的背景，拍怎樣類型的片，總會渴望

有朝一日，能拍到起碼一部武俠片。我也有這

個夢想，不要認為我是番書仔，不懂武俠片是

甚麼，小時候我也看了不少金庸的啊。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看著文字對白變成有演員演出的畫面，到現

在還給我美妙的感覺。《全城熱戀熱辣辣》

（2010）有兩場戲在現場時令我拍得神往，首先是Angelababy跑向火車站，與喜歡她的男生離別一場，之前他們每一場

我都傾戲，獨這一場我沒有，只叫他們自己來，Angelababy當天的情緒掌握得剛剛好，她跑了幾次，我看著，就覺得眼前

一個自己孕育的角色在自行長大。其次是張學友與劉若英在火車站外的行人天橋上初約見面，「方程式車手」遇見「鋼琴

家」，很簡單的反應，沒太多對白；我也沒有解說太多，由得他們自己去演，他們的表情很自然很豐富，每一take都很有

趣，我有捨不得把戲拍完的感覺。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最羨慕杜琪峯和馮小剛，有朝一日有他們拍戲的自由度就好了。這一刻最想跟梁朝偉和周迅合作，他們對我而言已經是

legend，當然會有人羨慕我拍張曼玉那一場戲，與她合作是一種享受，與legend交流的感覺很好。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喜歡跟不同出身，不同背景，來自天南地北的同輩合作，在國內拍戲時，遇上不同崗位的電影人，沒有合作過的，但一

旦打開電影的話匣，就會很投契，就有想合作的念頭。目前我很想找《風聲》（2009）的原作者麥家合作劇本。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你看現在這個世界這麼多天災，海嘯和地震，人其實是非常渺小的，而拍電影對於很多人來講是奢侈的事情，為了生活，

從未奢望過。我為了生活，不做電影當然可以。現在我做著我最喜愛的工作，我會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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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
愛得起（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

的，談一下你的「師父」父對你的影響。 

應該是從小到大於身邊出現過的人。有剛借完

十萬元但夠膽在巴士小睡失掉了，卻又在同一

架巴士上拾到一張六合彩，當晚中了三獎，獎

金又差不多十萬的朋友。又有樣子醜得不得

了，對女孩子又差得不得了，沒才華沒金錢，

但卻又同時在與數名美女拍拖的朋友。他們都

是我的師父，因為他們都在不停的提醒我，好

戲大多數是估你唔到的。不過通常不信這會發

生的都不是觀眾，是你向他賣橋那個......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

狀態？

根據上題的答案，師父我應該不用尋找了。不

過我認為我都不是在孤獨奮鬥的狀態，因為這

個訪問告訴我，起碼有很多個新晉導演朋友在

陪我一同奮鬥。我猜我們在現今電影圈中，最

怕不是孤獨，最怕的應該是沒機會奮鬥。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很簡單呀這一題。我最想拍的電影，就是一套

觀眾看完之後，會說：「港產片其實好正！」

的電影。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應 該 是 在 拍 第 一 套 獨 立 短 片 《 高 踭 》

（2006）時，由於自資兼少錢，所以跟所有

參與的幕後甚至演員，大家由場務、打燈到推

軌，提收音咪都是誰有空就誰做，這個演員這

個鏡頭沒有他時，他就收音。那個鏡頭我可抽

身就去推軌。這種熱情，我認為若不是鬼上

身，是做不出的。當然最後看到拍完超支條數

時，就更加知道什麼是「上了身」。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如果說羨慕，我最羨慕王家衛導演和王晶導

演，因前者好像都是可以拍自己喜歡的戲，

後者則無論時代怎變化，他都是不停開戲的 

......其實這題可不可以直頭叫妒忌??

最想跟韋家輝導演合作，因為我真的很想問他

的腦袋內裝著的是什麼？我認為歷史上所有用

腦搵食的人死後都不能投胎，因為都被吸進他

的腦袋內。我經常覺得，如果你有幸潛入韋導

演的腦袋，你可能會見到莎士比亞在和愛因斯

坦鬥地主。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個個我都羨慕，包括自己。老套點說，在這時

勢仍能拍戲，是一種福份。有這福份對香港電

影出一分力，羨慕到不得了。所以當我有幸拍

了第一套電影時，我以從前觀眾的身份，看著

海報羨慕了自己整整一個小時。唔怕醜講，真

的。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梗可以㗎，唔通跳海咩？不過嗰種狀態應該痛

苦過道友戒毒.......其實唔使唔做電影人㗎，我

哋等緊開下一部嘅過程入面，都已經吊緊癮

啦，你估有幾多個新導演因為咁而家流緊鼻涕

吖嗱？！

鄧漢強
b420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

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所有曾經合作過的人，或者我看過他們作品的

人，我都向他們偷過師，成功的電影固然獲益

良多，而一些失敗例子其實是更難得的老師，

因為從錯誤中學習是很好的鍛煉。

這班「師父」對我影響是一輩子的，可是我想

我也一輩子說不清到底他們具體影響了我那一

方面，因為他們都是在不同時間從四方八面和

我一起成長，而隨著時日已融入了我的血脈當

中，分不出來了。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

狀態？

正如我上面所說我每天都碰到師父，可我也認

為所有創作人也每天在孤獨奮鬥，我自己當然

也不例外。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我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是有娛樂性，可以讓大

部份觀眾一起笑、哭或是想一陣子，主題最好

能深入淺出，看到的就看到，看不到的單單享

受那段觀影時間也很好。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我希望，但還沒有真正遇上這種可貴經驗。

比較接近的例子，可能是多年前拍《重案組》

（1993），兩組人輪流連續拍了40小時，可

因為我是第一副導，所以不能換班，結果加起

來前後工作了42小時，完全沒有睡過，但收工

時還興致勃勃的去喝早茶。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羨慕的人太多了，其中徐克是印象最最深

的，因為他是我工作過的數十導演中最全面的

鬼才，可惜我對於他近年的作品有點失望，但

我始終覺得他的creative mind是最厲害的。 

最想合作的是 Pixar 的團隊，我認為他們是現

今最好的電影創作人。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入行比較久才當導演，同輩中凡是出了好作

品的我都羨慕，因為時間有這麼長，所以羨慕

的人也就太多了。不過說到底，我最羨慕的應

該是能完全自主自由創作的人，但沒有參與一

個製作的話，很難知道內情，所以這人具體是

誰其實我不知道。

說實話，在創作上我是個相對單獨行事的人，

所以這方面沒有想跟那一個同輩合作。但是在

不同範疇，我很想跟攝影師關本良合作拍一部

電影。我們是好朋友，他幫我拍過一部Nike的

網上短片，但我還是期待著由我去執導一部真

正能發揮他對光影和故事的敏感潛質的電影。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可以。看看別人的電影，寫寫自己的東西我也

會很開心。

不過我只懂拍電影，所以不做電影可能生活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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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珍
內衣少女（合導）、撲克王（合導）、人間喜劇（合導）、翡翠．明珠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在我從事香港電影製作之前，總以為好的電影，我喜歡的電影，就是我的學習對象，入行以後，擔當

副導演工作的我，便以每個合作的導演為學習與偷師的目標，沒有經他們的允許，也暗地稱他們為師

父。

吳宇森導演、爾冬陞導演、梁栢堅導演、陳慶嘉導演、陳嘉上導演、林超賢導演；他們都有各自的風

格，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手法，在他們身上除了學會關於電影理論與技巧外，最重要的是，也學懂做

人對事的重要。儘管我在電影路上的表現還是很糟，但作為一個愛電影的人，我在他們的理念裡真的

學會了很多。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縱使現在不停鞭撻自己努力作戰，要有自己一套特色，但我仍是覺得若能遇上可學習的師父，當然更

是可喜了。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我最想拍的是關於人的故事，人生的過程和經歷，我相信世界每一角落，不多不小都有點相像，喜亦

是、哀亦是；能拍一齣令人感動和共鳴而留下記憶的電影，我已很開心呢。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有好幾次在拍攝過程中，現場的環境與氣氛，演員與工作人員的舉動，和我自己的反應都似曾經歷

過；就好像我們已預演了一次，驟來的感覺彷佛是某些師父出手幫助我啊！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沒有羨慕誰，我相信那些成功者，除了天賦外，全都要付出努力的。

我最想跟許鞍華導演合作，我很喜歡她的電影作品，若能跟她合作，相信定可更深入了解與學習。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也沒有羨慕誰，亦相信成功的他們皆是天份加

努力得出來的成果。

最想跟黃精甫導演合作拍一齣強烈影像的動作

電影。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一日能做電影人，我仍會堅持下去。

雲翔
無野之城、永久居留、安非他命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

識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我人生其中一個遺憾是缺少Mentor， 一路

摸索過來走了不少彎路，不過倒也慣了。我

是看歐洲電影大的，Pasolini對我影響很大，

特別是其遺作《沙努》（Salo，1975）當年

看完後震驚之餘想了好久：已經這麼偉大的

導演，為何要拍一部明知會被世人唾罵的電

影？然後我明白了：就因為只有他能拍，那

是一種犧牲，一種奉獻。我希望有一天能像

他那樣為自己的電影而死，我不喜歡別人說

我（的作品）像誰，除了Pasolini。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這答案已不言而喻。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像Almodovar的《慾望的規條》（Law of Desire，1987），第一幕已讓人喘不過氣，最後一場盪氣迴

腸，令人無法自已。只有令人難忘的電影才值得去拍。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我想無所不能的「命運」是在一直觀看我們的，好幾次碰上驚人的巧合，我會理解為吉兆，而遇上看

來很大的問題時我會想：如果天意要我拍成這部片，就會解決的；果然如此。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沒羨慕誰，因為每個成功者背後都是無盡辛酸。我反而會可憐現

在那些靠父母輩裙帶關係入行的「明星」，只能活在虛假的光環

裡。最想跟白先勇合作。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最想拍郭富城，撕破他多年的包裝，打碎那苦心經營的形像，為他

找回不為人知的自我。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現在不行了，電影和我的生命已經分不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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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惡男事件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下你的

「師父」對你的影響。 

一次當副導演時，和道具手足們研製特別道具，聽到他們的對話

中，常出現「以這個做『師父』，那個做『師父』...... 」，原來

是他們的術語，如他們要對齊鑽洞，對齊上螺絲，對齊這樣、對

齊那樣時，要對齊的目標，他們都稱它為「師父」。所以，「師

父」到處都是，就在身邊，好的、壞的、應學習的、不應學習

的，都在身邊，只要多加留意消化便是了。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時有良師指點迷津，有時孤獨奮鬥，說不定。自己心裡面當然也

有「師父」這樣的人物，遇上問題也會找他們請教的。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沒有固定的預設，無論題材，類型和概念等都沒有框框。但其中

非常欣賞的電影之一，就是阿倫柏加（Alan Parker）的《我要高

飛》（Fame，1980），欣賞他的人物設計，非常立體和細緻，

所以自己在創作上也特別注意人物設定。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驗嗎？

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畢國智
海南雞飯、戰．鼓、囡囡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下你的

「師父」對你的影響。

我回到香港第一個教我做事的人，是香港舞台劇界的「壞孩

子」：黃浩義。每一件事我都會問他，他是教會我最多事情的

人。比如，我會問他什麽是藝術，然後他就會說兩個鐘，而且，

不論我問什麽，他都如此。我接觸了這麼多做藝術的人，他是唯

一一個可以把所有事情都講得深入淺出，簡單而直接，同時又很

有深度。我在他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講故事。他講

故事可以講上兩個鐘頭，很動聽，大家都聽得特別入神。其實他

沒認過我做徒弟，不過我一直當他是師父。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目前沒在尋找師父，我處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下一部電影就是我將來想拍的電影，還有下一部之後的下一部。

我想拍好多不同類型的電影。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驗嗎？

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其實拍戲拍到「上身」每天都會。因為如果不拍到「上身」的狀

態，就很容易失去集中力。拍戲時有好多事情不停的變，只有

「上了身」之後才能應變得到，可能這也是香港拍戲的特色吧。

《惡男事件》（2008）中有兩場戲涉及小型的動作設計，當時

預算有限，莫說副武指，就連一位武師也請不起，最後唯有頂硬

上，充當「武指」一職。幸跟隨徐克導演時候，看見他事事親力

親為，也跟著他直接參與動作場面的設計和執行，總算偷了點

點師。那兩場所謂動作戲，其實沒甚麼大不了，但也真有「上了

身」的感覺，哈哈......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真的沒有特別羨慕誰，但確實很多也非常值得欣賞和學習。在這

裡想談談，我在香港電影圈工作了十個年頭，自覺個人成長和學

習了不少，實在要非常感激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們，我對他們是非

常敬佩，也非常欣賞他們的精神，所以最想和他們一直合作下

去。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

合作？ 

不好意思......同上....hahaha。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我本身就是從別的行業轉過來的，

不做電影人是可以的，但是不會不

做......頂到最後一刻......希望做得到...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香港的前輩中，我最羡慕的可能是爾冬陞和張艾嘉。

兩位都是演員，兩位都是明星，兩位都是導演，兩位都是編劇。

我最欣賞的就是又能演、又能寫、又能導，因為做導演需要文武

雙全。做不成演員，是我的一個遺憾。無論是想故事，還是想

idea或是concept 的時候，都會去想怎麼去實現，怎麼落實到演

員表演，那麼，如果你是個演員，就容易控制這個範疇，找到實

現的方法。

而且，他們拍的戲一直都很有質量。

其實我最想拍三、四個女人的電影，不是女孩子的電影，是女

人。蕭芳芳、張艾嘉、馮寶寶，我時常都會想這樣的一個組合。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最羡慕的啊，好像沒有啊。

我想和所有同輩導演合作。

我們每人至少都拍過兩部戲，個個都拍過自己想拍的電影，所以

我們現在都可以放下自己的包袱，開始去拍一些面對市場的電影

了。我在想，如果能夠把我們這些年輕導演集中在一起，就像以

前八十年代的導演們，你幫我補戲，我幫你剪片，大家互相幫

助。比如彭浩翔、黃真真、郭子健、麥曦茵，如果我們這些人組

合在一起，可以去創造一個新的新藝城，碰撞出一種香港電影新

力量。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不拍電影嘛⋯⋯那就回家種田啦！

曾翠珊
戀人路上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我沒有師父的概念，也許還沒遇上這樣的一個人吧！但影響我的前輩朋友細心想也有一兩個，認識的

有鄭智雄及張偉雄，他們二人於我剛開給始錄像創作時給予不少鼓勵及支持。

我的早期錄像作品是於鄭智雄坪洲的工作室作後期製作，那時候我們談電影談生活，他讓我了解到紀

錄片創作裡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尊重的重要、同時他對周遭社區的關懷也影響了我看待周遭。跟張

偉雄認識於電影學院時期，那時候他教我編劇，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我的第一部劇情短片便找他做監

製，他對藝術的追求及對電影的熱誠也感染了我。

另外大師有Eric Rohmer ，他讓我了解到電影可以很簡單，只要真誠便可。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狀態？

我想我永遠也不會找到一個師父，這也不太重要，因為人生不同階段都會有不同程度影響你或你欣賞

的人，從不追逐，只待時候與各位大師結緣。創作路途倒也孤獨，不過途中也有人支持及相隨，那是

重要的。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我此刻心裡最想拍出是一部人類學電影，非虛構及虛構混合，能觸動人們心靈的電影。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吧。

拍到「上了身」的情形反而是早期的一部叫《陳秀珍》（2001）的紀錄片，明明由拍攝者的身份拍

到成了被拍攝者，最後《陳秀珍》成了一部關於我和陳秀珍婆婆的作品。那些計算不來意料之外的發

展是此紀錄片給我最大的快樂，而那隨心不假思索的行為現在很難做到。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我羨慕香港新浪潮時期的一批導演，那時候電視台及電影圈都有很多機會及創作空間，當中想同許鞍

華導演合作。另外從編劇到導演的岸西也是我十分喜愛的電影工作者，早前跟她因工作而走近，發現

她真的「很懂事」，由文學到生活小知識都難不到她，她是一個很感性又不離現實的智慧女性，希望

日後有機會與她作更進一步的合作。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同輩中Heiward麥曦茵很順利，現已拍了兩部長片，這麼年輕要面對那麼多的人和事很不易，回想起

自己25歲時還在校園裡漫遊。我最想和尹志文Jimmy合作，我倆是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他先知先覺

我後知後覺，畢業後他一直於電影圈工作，Jimmy多年來對電影的堅持及努力令我很佩服。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不做電影人當然可以。只要一天你倦下來不做電影然後好好生活便可，做電影本身對我來說其實是一

種對世界／生活關懷及在乎的行為，所以一天改用另一方式看待世界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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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祥 
戀人絮語（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

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要說到啟蒙老師，我想第一位讓我開始發現電

影藝術的可能性的人，應該是我在中學時候的

英文老師吧（雖然聽說他最近因為跟一個女學

生搞上而被捕了）。 還記得他在課上播放了

很多當時完全看不明白的電影，但就是因為不

明白，才讓我開始了解，原來除了娛樂大家以

外，電影也可以是一種能啟發多方面思考的媒

體。試想想一個正值青春期的十五歲男生，竟

可以公然地在課堂上看着Pasolini的《沙努》

（1975），電影對他來說是多美妙的事呀！

就是因為這位老師，我學會了怎樣去欣賞很多

不同類型和不同國家的電影。而現在要我說那

一位導演或演員影響到自己最深的，已是很難

說得凊了，畢竟自己喜歡或欣賞的電影人實在

有太多。 

但真正教會我最多關於電影製作的實際情況的

人肯定是許月珍，因為從我入行到陳可辛的電

影公司裡工作的三年多裡，所有製作、發行、

或宣傳上大大小小的事也是由她來把關的。在

她身上我體會到一個全面的電影工作者應有的

條件和執著。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

狀態？

沒有刻意去找「師父」，當然如果有前輩願意

指點我的話，我是很樂意聽取的。但也不覺自

己在孤身作戰，反而覺得我們一班新導演正一

起努力，令香港觀眾對香港電影能夠有更多信

心。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作為一個新導演，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都

想要嘗試。其實也是一種摸索吧。我只能說我

想拍的電影是能夠打動觀眾的作品，不論是笑

的、哭的、讓人思考的、只要是能讓看過的人

能記得和討論的，我已經滿足了。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整個拍攝過程就已經是「上了身」似的，屋企

人、朋友、女朋友都變成陪襯的地位。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沒有特別羨慕誰，想要合作的人也太多了。只

是很遺憾再也沒有機會能跟「哥哥」合作。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同輩導演裡也沒有特別羨慕誰，因為我相信沒

有那一位新導演的日子是特別好過的。不過很

希望能跟郭子健合作，最好能夠合作兩次，第

一次我演他導，下一次他演我導，因為據我所

知，他也很有表演慾的。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想分享一句奇斯洛夫斯基

說過的一句悲觀話：「除了拍電影以外，我已

不會做別的事。 」

從很多角度來看，拍電影的確是一件很荒謬的

事；一班自以為在做很重要的事的人，把整條

街道非法霸佔，為了讓幾個人重覆地說着同一

句話。但有時候，這件事也能夠變得異常地美

妙，能讓大家一起沉醉於一個美麗的謊話。

我希望能夠一直為大家編寫這謊話。

尹志文
戀人絮語（合導）

1）師父是誰？

由廣義到狹義，由中到外，由認識的到不認識

的，談一下你的「師父」對你的影響。

很有趣，感覺認識「師父」這個詞語，彷彿就

是從微時看過的一套電影、電視，又或是從純

粹某一個「故事」中學會的。

在我的理想化角度上來說，能夠說故事的人都

已經是我的師父，這種廣義的說法又確實未

免太廣；但如果要我狹義地去指明誰是我師

父，老實說，自愧不如任何前輩的徒弟，自問

「未夠班」。「師父」這尊稱對我來說真是

非常的位高道重，我只能說，中外各國藝術

大師的作品都是我藏經閣裡的本本「秘笈」，

以前特別愛看的，是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和侯孝賢的秘笈，慢慢越看越多，

王家衛及王晶又愛看，彭氏、高安、比利時的

Dardenne兄弟也愛看，近年多翻看活地阿倫的

秘笈。

「師父」對我的影響？就是令我愛上電影這條

不歸路！ 

2）自我分析

你覺得你正處於找尋師父，抑或在孤獨奮鬥的

狀態？

孤獨，可能只是漫長的創作裡的一刻感覺。過

後回想，一點都不感覺孤獨；前輩、後輩、同

輩，總之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是一班愛電影

的熱血份子，又怎會孤獨，簡直開心到飛起！ 

3）理想作品

你心目中最想拍的電影，到底是怎樣子的？

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專一的人，遇上這條問

題，我承認，我是一條花心蘿蔔。任何類型、

題目的電影都好想試，希望自己永遠沒有一部

滿意的作品，這樣才不會令我停止創作；更希

望每一次過後，腦袋又會湧現下一個更新鮮、

更想拍的故事。 

4）師父到？

在拍戲的經歷裡，試過有任何形式拍到「上了

身」的經驗嗎？好的與不好的，都跟我們談談

吧。

我想是有的，但自己可能不自知，身邊的朋友

和家人可能看得到，因為有時從他們的眼神，

感覺到他們的潛台詞是「佢撞邪！快啲攞對筷

子嚟夾佢中指！」。

拍電影的人，大部份都好像撞邪一樣，不顧一

切地投入，這可能就是我們陶醉這個圈子的原

因；我相信，看電影的人，除了看到故事外，

也看到電影人背後的熱誠耕耘。 

5）偷師時刻

這麼多前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真的沒有羨慕誰。我也很遺憾沒能跟「哥哥」

合作，但記得在《阿飛正傳》（1990）裡，

他演的旭仔跟咪咪的一句說話，「我喺下面等

妳。」希望到時他也會等我吧！ 

6）互相切磋

這麼多同輩，你最羨慕誰？最想跟誰合作？

沒有羨慕誰，只希望盡快能夠跟他們合作，因

為各人都充滿熱血和各有特色，最好可以來一

次雜交，一同拍一部電影。 

7）人生問題

不做電影人，可以嗎？

其實並不是沒想過。人大了，最難受的就是已

經發現，自己投放在電影的時間和心思實在不

少，很多時都自覺愧對家人和朋友。還記得一

次與家人聚餐，母親眼見皮黃骨瘦兼熊貓眼的

我，都不禁心酸，跟我輕聲說：「做你呢行，

手停心不停，辛苦！」我倒吸口氣，輕掃母親

的背，用一個「放心吧」的笑容向她搖一搖

頭，直至獨自一人上了公車，兩道眼淚終忍不

住狂放出來⋯

希望人人緊記，愛自己的愛，亦要珍惜愛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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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也是由2010年香港國際電影節說起吧。 

電影節裡有九部港產片世界首映，其中一個

有趣現象是在外國比較少有，但在香港已是

見怪不怪的「雙導演制」或「合導模式」，

我並不是指許氏兄弟和彭氏兄弟的導演及製

作組合，而是由兩個不同專長的導演聯手之

合作模式。兩名導演多數一個長於影像調度

和執行、一個長於編寫故事和創作，又或是

一個相對比較資深，夥拍一個相對年輕的導

演。前者的便利在於分工，各施所長；後者

的好處是教育和提攜後晉，例如，這兩年的

「情人節電影」先後有馬偉豪夥拍舞台劇編

劇火火的《愛得起》（2009），以及夏永

康與新導演陳國輝合作的《全城熱戀熱辣

辣》（2010）。在這種拍攝模式下最成功

的電影，當然是2002年劉偉強和麥兆輝的

《無間道》，而直至去年頗獲好評、麥兆輝

和莊文強的《竊聽風雲》（2009），麥兆

輝近年有份執導的七部作品，全部都是合導

的，反而莊文強今年終於有個人作品《飛砂

風中轉》（麥兆輝擔任監製）。 

今年，陳慶嘉和秦小珍推出新作《人間喜

劇》，教人想到二人已是繼《內衣少女》

（2008）及《撲克王》（2009）後第三次

合導，秦小珍據說已自立門戶拍個人新作

《翡翠．明珠》，而陳慶嘉再加上之前與梁

柏堅及林超賢多次攜手合作，陳慶嘉很可能

是香港的「合導王」！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芸芸港產新片中，郭

子健和鄭思傑的《打擂台》最受稱許，鄭思

傑曾是編劇兼副導，跟郭子健的出身比較相

似，他曾任郭子健作品《青苔》（2008）

其中一個編劇，在《打擂台》之後，鄭思傑

跟《蝴蝶》（2004）導演麥婉欣合作拍攝

《東風破》，電影還未上映，不知二人分工

如何。而郭子健自從藉《青苔》奪得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殊榮，成為近期最受

注目的新世代導演，新作《打擂台》cult味

甚濃，水準也上乘，懷舊中見新朝氣。郭子

健和鄭思傑這一次合作擦出火花，往後的發

展如何都有待觀察。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柯

星沛是郭子健目前全部三部作品的攝影指

導，一以貫之，而柯星沛也在麥曦茵的新作

《前度》中擔任攝影。 

麥曦茵應該是現在

香 港 電 影 界 的 大

紅人，2008年的

《烈日當空》令人

擊節讚賞，不讓台

灣 的 《 九 降 風 》

（2008）專美，今

年麥曦茵不單單擔

1. 三種模式 

就由2010年香港國際電影節說起吧。 

電影節裡有兩個焦點華人名導，詩人導演費

穆和作者本色龍剛的回顧。費穆在1949年

南來香港，籌組龍馬影片公司，可是1951

年他就逝世於香港，遺作交由朱石麟及齊聞

韶聯手完成，費穆的儒家倫理思想，有同行

者朱石麟繼續發揚，至六十年代不止。 

至於龍剛，他可算是香港粵語片最後的高

峰之一，他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新近出版的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六：龍剛》一

書中稱邵氏粵語製片組主任周詩祿為師父、

光藝的領導者秦劍為第二個恩師（楚原也曾

跟隨秦劍，而吳回是帶他入行的人，見《香

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三：楚原》），昔日

各行各業走師徒制，傳承謀生知識是社會中

的常道，後來知識普及化，就不必要花幾年

光陰貼身親炙師父了。而眾所周知，龍剛對

吳宇森有比較明顯的影響，新舊版本的《英

雄本色》（1967；1986）都是香港的上等

佳作，《喋血雙雄》（1989）借取龍剛作

品《窗》（1968）的一些情節也是顯而易

見。 

吳宇森吸納了龍剛電影中的宗教意識和終

極關懷，另一邊廂又繼承了張徹的電影中

的浪漫思維和陽剛俠義精神，至於梅維爾

（Jean-Pierre Melville）電影中深沉的獨行殺

手形象、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的暴

力美學、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

的黑幫世界和宗教意識也烙印在一些吳宇

森作品中。後來，吳宇森又影響了塔倫天

奴（Quentin Tarantino）、羅拔洛迪格斯

（Robert Rodriguez）和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等大導演，這些都是後話。 

在吳宇森之前，有足夠國際影響力的香港電

影人，當然要提本年電影節也有全面回顧的

李小龍。由七十年代至今約莫四十年，在他

巨人的陰影下，憑一拳一腳打出名堂的有成

龍、洪金寶、李連杰、甄子丹及周星馳等

人，大師父就有這一份長久的影響力，教人

仰視。 

從以上的粗略回顧可見三種影響模式，一種

是費穆和朱石麟之間橫向地同門攜手並進，

另一種是秦劍與龍剛、張徹與吳宇森之間的

直線傳承關係，最後是李小龍或吳宇森的大

宗師形象。如果將這三種影響模式對照今時

今日的香港影壇，可有甚麼觀察？ 

2. 回到目前 

同門‧師徒‧大宗師—香港導演的關係圖譜初探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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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獅獎，為首位華人得此嘉許。）九十年代

香港有王家衛冒起，成功搶佔了海外市場，

為世界電影愛好者所熱烈追捧，而最近十

年，最有實力擔當宗師的人馬，大概只有杜

琪峯。 

雖 然 杜 琪 峯 仍 未 在 三 大 影 展 中 獲 得 重

要 獎 項 ， 但 十 多 年 來 ， 他 憑 《 鎗 火 》

（1999）、《PTU》（2003）、《黑社

會》（2005）、《放．逐》（2006）、

《神探》（2007）等片一步步確立個人位

置，在歐美市場取得重視，去年新作《復

仇》反映狀態下滑，但地位依然無損。另一

方面，杜琪峯打造了銀河映像品牌，扶持了

游達志、游乃海、羅永昌和鄭保瑞等年輕導

演（在銀河映像成立前，杜琪峯也扶掖過陳

木勝），他更在《文雀》（2008）中更關

心世代與傳承的問題，將自我投射到任達華

飾演的老大阿祺，側寫銀河映像團隊中兩代

人的關係，片中阿祺愛護三個徒弟，更憑一

己實力擊敗老文雀，最終又語重心長提點想

要做「老正」（首領）的年輕文雀：「成不

成？不成就謙虛一點，多學幾年功夫。」。 

令人納罕的是銀河映像第二梯隊的導演如何

說師徒及團隊關係呢？游乃海在《跟蹤》

（2007）裡的師徒傳承尚算順暢，新手最

終也能夠獨當一面，成功接棒。羅永昌的

《機動部隊——同袍》（2009）中兩team

警察自己人不妥自己人，最終才在共抗外敵

的前提下衷誠合作，互相欣賞。鄭保瑞加盟

銀河映像，首作《意外》（2009）未見其

利，作者色彩轉淡，徒具還算不俗的攝影剪

接支持場面，當中團隊關係不和，互相猜

忌，也許反映出一些問題的端倪了麼⋯⋯

任彭浩翔新片《志明與春嬌》的編劇、拍攝

短片《偏偏》。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閉幕

電影是麥曦茵的新作《前度》，另一閉幕電

影是雲翔的新作《安非他命》，麥曦茵還擔

任《安》的剪接呢。雲翔更在《安非他命》

首映前上台致辭，嘉許麥曦茵是香港電影的

未來希望。也許大家對她期望甚殷，麥曦茵

又太多工作，《前度》不單未能跟《烈日當

空》比擬，水準也明顯下滑了，焦點比較渙

散，但願電影正式上映前，《前度》能在創

作和技術上作出修正吧。 

彭浩翔是第一個獲金像獎表揚的最佳新晉導

演，黃精甫是第二個，他們一度受到許多人

的期許，黃精甫近年幾乎沒有新作，彭浩翔

卻長拍長有，新作《志明與春嬌》更擺脫

了之前《公主復仇記》（2004）、《AV》

（2005）、《伊莎貝拉》（2006）和《出

埃及記》（2007）的矯揉造作，取得較大

認同（雖然有些女性觀眾不以為然，而較

後上映的《維多利亞壹號》令人覺得過於極

端）。彭浩翔、黃修平、麥曦茵、郭子健和

黃精甫都是曾志偉發掘出來的新導演，然而

今時今日的新人並未如往時跟隨幾年，像秦

劍與龍剛般有緊密的師徒關係，他們大多在

幾年之間就轉趨成熟，以個人姿態投身電影

工業，例如彭浩翔與曾志偉自《大丈夫》

（2003）以後就一拍兩散。郭子健和曾志

偉在《野‧良犬》（2007）中合作，反而

郭子健跟另一前輩泰迪羅賓的關係卻一直密

切。另外黃精甫自《阿嫂》（2005）後一

蹶不振，最近又傳出有新戲《剖術者》。黃

修平自《魔術男》（2007）後蟄伏至今，

沒有甚麼新作，不見踪影。另外，曾國祥幾

年來一直在影圈打滾，在幕前幕後不同崗位

工作，可見他沒有借助父蔭，而是一手一腳

實幹（相似例子有多才多藝的畢國智，期望

新作《囡囡》挽回《戰．鼓》[2007]的頹

勢，回到《海南雞飯》[2004]的水平），

曾國祥與尹志文二人合導首部劇情長片，

片名《戀人絮語》不知與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沒有關係呢？ 

3. 宗師杜琪峯  

還是由2010年香港國際電影節說起吧。 

在電影節裡隆重首映的《火龍》是林超賢繼

《証人》（2008）後又一力作，有火氣又

有迫力，當中的陽剛氣勢，至少可以追溯到

張徹、吳宇森與杜琪峯等大導演。李小龍、

胡金銓和吳宇森分別是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

崛起的宗師級人物（李小龍的影響有目共

睹。許鞍華曾跟隨胡金銓拍片，而胡金銓對

徐克的影響十分明顯，二人合作的《笑傲江

湖》（1990）卻以分道揚鑣告終。至於吳

宇森將在今年九月獲得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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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先談一談《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原

版有一副題為〈Story and Style in Modern Movies〉，加洲大學

柏克萊出版，2006年初版；國內中譯本叫做《好萊塢的敘事方

法》，白可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中提及的編劇指南，這

類書藉你和我或多或少都翻過一下，大衛博維爾說

這一類書在美國七十年代末開始廣泛出現，初時有

人擔心會造成洩露荷里活說故事的商業秘密，然而

這是必然一次電影文化的內在自我分析，學院出身

的編劇不寫劇本時，去教寫作班，把這些教學筆記

整理成書，像三幕劇、英雄旅程、神話結構這些都

在編劇書提出著，對很多香港的編劇和觀眾，這些

分析已是一點也不陌生。香港電影在這方面好像還

未展開我們對自己故事結構的整理，只是一直在借

用，現在我們約在一起去談這本荷里活道理的書，

我的目的也是先借用，看看它一些環宇性的道理，

能否也能將香港電影代入去，而我最希望的，並不

是以博維爾的見解去引證我們也有差不多的成績，

而是去刺激我們自己專心去發展香港電影的敘事研

究。我們說香港片折衷主義、全知／線性結構、行

動主導、政治不正確等等的說法，都是借來的，好

像有道理，亦可能是莫衷一是，說到底我們未開始

去統合一個大香港敘事的說法。

光：荷里活這方面的經驗之談，是由他們的片廠制

基礎開始，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但我們的片廠光

輝年代是七十年代的邵氏，到今天都只是四十年，

並且沒有好好承繼，發展上極不穩定，我們從來沒

有如荷里活的豐富經驗。2010年我終於認清到今

日的香港電影發展一邊是超級大片，另一邊應該是

很有自信的獨立電影，製作上去看可以是合拍片和

本地片的說法，大衛博維爾在此時機去寫這本書，

正是美國也是一邊超級大片，他說的「後經典」年

代，另一邊亦是超級獨立片的時代，博維爾去追蹤

這一條必然承傳的脈絡，回到片廠制這個曾經的聚

合點，即使你的潛意識的出發點從來不去跟從，是

反其道而行，那個承傳是不容否認的，引用到我們

去，就可以看到邵氏之後是嘉禾，嘉禾怎去不跟邵

氏，怎樣以衛星公司制去反邵氏。嘉禾之後，又有

電影人（UFO），接下來又有寰亞等，製作態度一

直在修正。

雄：對，這個看法很重要，我們還未開始這個自我

認證工夫，主要是受到邵氏不公開的延誤，到天映

近年DVD發行邵氏片，我們才有條件去接軌出一幅

電影的承傳圖鑒。

大衛博維爾的敘事方法

光：這本書不是文本分析，不獨是編劇指南的歸

納，亦不純粹是歷史分析，不單是市場學，而是上

述這些全部被博維爾有機地運用，指出它們互相影

響的微妙關係；由比利懷德（Billy Wilder）片廠制類

型成熟的年代，到新荷里活的學院導演興起，他們

在B級片中長大，影響也有來自歐陸的藝術片，有

異於比利懷德和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在穩

定得多的片廠環境一部一部來。這個模式是環球性

The Way Bordwell Tells Us 

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的《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 》終於抵達我們的公共圖

書館，與此同時，將博維爾喚為波德維爾的國內中譯本亦在書店出現；看慣簡體字電影書

的影迷這次也絕對是個挑戰，《法國販毒網》你會感應到是《密探霹靂火》（The French 

Connection，1971），但會想到《再見愛莉絲》是《曾經滄海難為水》（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1974），《漢尼拔》是《沉默的殺機》（Hannibal，2001）嗎？無論是怎

麼形式的閱讀障礙，但一旦克服了卻是樂趣無窮。

博維爾被Roge r  Ebe r t譽為當今美國最好的電影書寫作者；他堅信的新形式主義

（Neoformalism）評論方向，這次藉美國荷里活電影的場域，獲得更豐美的書寫成績，比起

他寫香港電影，在推論和示範上都發揮得更體貼、全面。

張偉雄和翁子光原來都是博維爾的忠實讀者，他們都有跨界的評論員／獨立電影人身份，

以下是他們對《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 》的讀後對談紀錄。

雄：張偉雄

光：翁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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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考察所有想法。我以前聽過麥嘉說類似一、五、

七、九本片，要有甚麼甚麼的plots，要發生怎樣

的情節，很多影評人會嗤之以鼻，你麥嘉不算是甚

麼藝術家，這只是商家佬片面之說，沒有藝術指標

的，但博維爾就細心去聽，檢查每一個人的作法，

與及其確實對市場工業的影響，一個說法說了出來

就有人聽到，就有作者去考慮，重新去制訂拍攝策

略。博維爾指出三幕劇，指出弧線角色，不是說有

這些就一定拍出精彩作品，而是它的實際功能和貢

獻，不是理想主義的稱道，而是客觀地去找演變的

脈絡，看電影人怎樣在限制中自我打磨、沉澱。

雄：他說方程式是一個事實，經常存在的，只是人

負面去用這個詞。許冠文也說過三分鐘一小笑，十

分鐘一大笑類似的說話，你當他是藝術家還是商家

佬？博維爾的方法就是不理會說的人的權威性，就

還原到方程式本身，舉的例有我喜歡的影片，也有

我覺得不入流的，然而奇妙是他指出它們有差不多

的結構，共認在相同的方程式裡。你說這樣子是不

是很機械化？很犬儒？high art 跟 low art 沒分別？

但博維爾很重視方程式的透明度和共存性。

光：我覺得這個中性角度是博維爾精髓所在，他說

如果《甜心先生》（Jerry Maguire，1996）能夠

啟發其他人，一如比利懷德的《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1960）啟發金馬倫高爾（Cameron 

Crowe），那麼高爾一定會很開心。情況是有一群

影迷／導演在古典荷里活去尋找商業成功的方程

式，但他們未必是先知先覺，金馬倫高爾拍《甜心

先生》時腦海裡只想著挪用方程式，在模仿的過

程，學到就學，學不到就立刻去想方法解決問題，

必然地作出修正；只是事過境遷，博維爾才去視

《甜心先生》為一部超經典（hyperclassical）敘事

作品，在歷史脈絡裡有絕對性的探討意義。

雄 ： 這 工 夫 一 點 也 不 賴 ， 如 《 教 父 》 （ T h e 

Godfather，1972）、《甜心先生》、《沉默的羔

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又或

者如《虎膽威龍》（Die Hard，1988），看上去

何其不同的影片，然而卻不止符合姬絲汀湯普森

（Kristin Thompson）五幕結構的經典性，亦於故

事敘述上呈現多維度理解。

光：博維爾沒有像正統電影研究書去做《桃色公

寓》和《甜心先生》的文本結構比較，在其他例子

也是，一來是荷里活太多，二來是大前題他就相信

著它們幾時都互相影響，營造隨手拈來的氣氛，但

就指出《甜心先生》通過所有古典並多維思維的考

察，如前指母題（forward-pointing motif）和有意

思流行曲的配樂。對於非影迷或看戲不多的讀者這

未必是user friendly的工具書，但就能令投入的讀者

重看《桃色公寓》和《甜心先生》。

全方位的電影教室

雄：說到讀者，在前言中，博維爾說他寫這本書的

其中一個目的，是去跟那些相信超級大片是領導荷

里活未來的有關行政人員，或批評者交流，要求他

的，我們以前有相類似的片廠環境，出了李翰祥這

類導演，即使他後來獨立去製作，龍剛也有類似發

展，但製作方式基本上是嚴謹，不容失去大方向；

然而到了《大白鯊》（Jaws，1975）後，電影的

神聖地位開始改變，有錄影帶、原聲碟出現，之後

又會出玩具，在擴大著電影的消費觀念，電影又在

電視頻道播放，電視片集又與電影互相影響。觀眾

的複製行為也由此開始，我想說的是，原來生存環

境變遷，影響人拍電影的想法，這本書的基本眼界

就是這樣子寬闊，多維度理解這生態演變的結構和

脈絡。

雄：博維爾的主要關注和切入還是歷史角度的，電

影和荷里活的歷史現在去說，當然再不是單線，

或簡單的因果事態就可以說清楚，博維爾精彩處

是以歷史為一個物理現象；不是唯物，是物理，

任何既有的學術切入，由歷史學、社會分析、文學

美學觀點等，首先他在它們身上去找一個物理性，

然後放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找出影響脈絡；像書的

第一部分，是關於電影敘事，第二部分是關於電影

的表現技藝，在其中物理互動，就可以無所不包去

談，不論讀者有甚麼取向，有甚麼的電影人身份。

博維爾提出編劇書的歷史意義，就是這種融會貫

通，編劇書企圖解構歷史軌跡，但又成為歷史文化

的一部份，它曾經擁有過分析荷里活的正統性，但

當這些分析由權威理論變成基本工具，它的見地，

或不足，又會自行辯證發展，始終，博維爾這本荷

里活歷史現象報告書以大敘事，大形式之名，將美

國電影經驗還原為平等物理基礎的歷史軌跡解讀。

這其實是很科學化的，很多依附單一學科的傳統電

影研究，很快就以自己已有的架構去斷言一種因果

分析，譬如說今天的電影比起從前快速密集，從而

有不同價值觀斷層的歸納，博維爾的工夫很簡單，

先把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電影放到電腦去數一

下平均鏡頭長度（ASL：average shot length），

從前六、七十年代是6至7秒，卻找到像《頭》

（Head，1968）這部迷幻片是2.7秒，八十年代連

正劇也加快，一齣片鏡頭多達3000個，ASL卻在

3秒以下。今天平均數值還在發展，還是在等觀眾

消化呢？博維爾寫書時還未發現有一部ASL在1.5

秒以下的長片。這量度鏡頭的工夫的而且確引證了

快速剪接的趨勢，然而他提供更廣大的畫面，看見

《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2003）在6至

7秒間的沉穩，《人鬼情未了》（Ghost，1991）

的平均5.0秒卻在對白對剪時有快速剪接的感覺，

還有波蘭斯基的放棄長鏡改變，活地阿倫（Woody 

Allen）和奈特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的長

一點鏡頭的堅持。

不容抵賴的方程式

光：他不是純統計的學究味道，亦不以一種說法，

譬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說法去貫穿感

染讀者，情緒上它是乾淨的，去保持一種啟發而不

是導向出動情的結論。雖然他還是陪伴電影走fine 

art之路，但亦知道大部份電影創作從來不想去成

為藝術作品。《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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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反英雄的身世

光：也不能漏去羅拔阿特曼（Robert Altman）。

博維爾其實見到歷史軌跡起碼地在兩邊開，限制形

成，有人在有限空間內拓展，亦有人試圖走出限

制，以此去看獨立電影的精神，你可以看成為是一

種反限制的精神，但就不是決絕的偏離。阿特曼

不止令我們見到結構在辯證，人物的質地亦因此進

化。在那一邊是英雄，這一邊就是反英雄，之後傳

統英雄要退後，現在反英雄與問題英雄，已充斥於

所有超級大片中。這是時代的觀察，一切由尋找相

對性架構開始。

雄：我很認同，說到反英雄的討論，我心目中會

出現《手足情未了》（Rain Man，1988）這齣影

片，湯告魯斯（Tom Cruise）代表著正面英雄的危

機，而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就是天生

下來的缺憾人物，沒社交能力的，影片就由這兩個

不常規的人物相處帶動出新感受的劇情。在〈一

個真實故事〉的第三章〈主觀故事與網狀敘述〉

（Subjective Stories and Network Narratives）中

就出現過〈反英雄和精神空間〉（Antiheroes and 

Mental Spaces）的小段題，我自己向來覺得，無

論是古典荷里活，新荷里活或後荷里活，人物角色

都很依仗心理分析的，說荷里活是佛洛伊德的兒子

也不過分，根本有可能是，荷里活體現了我們人類

在上一個世紀自我考察內心世界其中一個重要的軌

跡，宏觀去看是很有集體方向，去英雄化、去理想

化，內容和形式都是。

光：我認同你的說法，但我不想太宏觀去看這個不

同年代的承傳的必然軌跡，因為在香港，還未如荷

里活般有這個共識和自覺，遲到者的身份危機，還

是很實在的，千禧後才拍到第一齣長片的香港導

演，會不知不覺回望前輩，呼應歷史，但未必是相

同的焦慮，相同的自信，拿今天的環境去對比新

浪潮，或《香港製造》（1997）後的陳果、葉偉

信，有高攀的關係，但隨時又找不著那種自我重

視感。博維爾給我的啟發是，這個歷史繼承不是純

粹文本上的影響，不是之前在某類型的突破，現在

就往相同方面去發掘，《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追尋出來的結構性的內容對我而言是很有趣味

的，但不是書本上的學習，他說出的道理，令我很

想去回應，不是出於焦慮的回應，「你是遲到者，

還不趕快學習」，不是這一種，他很舒泰的寫作方

法，不曾給我壓力，反而說遲到者實在是幸運的，

在承繼著一份有意義的任務。在理解了編劇指南以

來對電影故事的結構性分析後，對我最大的得著，

是我對自己的創作方法有多一層理解，處理情節時

更有信念。之前，我會在擺放一個情節（plot）時

考慮它是否老生常談，又或者很想用反情節（anti-

plot），即又去懷疑它的效用，然而通過博維爾全

面的引述，我就知道反情節亦是在處理情節，跟進

下去還有連鎖的複雜性問題，等你精益求精。我不

會再騙自己說我在反情節，在破壞觀眾意願，做到

了，然後閃人。

遠距離的學習和運用

姬絲汀湯普森在《好萊塢怎講故事》

（Storytelling in the New Hollywood: 

Understanding Class ica l  Narrat ive 

Technique，1999）中不但歸納三幕劇

的形式發展，並進一步深入十部當代荷

里活代表性作品，指出七十年代新荷里

活於電影敘事上的承繼和開發。

們也為他們不將荷里活電影整體連著互動去理解的

說法提供證據，我當然不認為博維爾就是這樣功能

性，只局限於美國國內辯論。這本書放射性強，它

可以即時反映出讀者的身份和出發點。是我找你替

這本書寫書評，你卻反提議不如我們一人一篇，到

現在變成我們一起去談。我們都似乎心底知道，自

己覺得這本書很值得向人推薦，但又懶去做介紹

時，找誰做較適當。我們都有影評人的身份，也有

獨立拍攝經驗，更相似是我們都是自己寫自己拍的

故事，也因為獨立片的原故，監製、行銷的工夫也

要去懂。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為我們這類人寫的，

而是，作為一個影迷，你一定已經累積了一定經驗

和知識，會由創作動機、作者／類型，和工業製作

角度去看電影，你會明白你自己一些取向，譬如，

想像自己是個策劃，是個顧慮或不顧慮市場的導

演，會關心美術和攝影，是你的性格了，也是一個

全方位學習的影迷的性格。《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就簡單去分做兩大部分，前半是關於敘

事、策略、方程式等結構性問題，後半部是去到視

覺形色，簡單去說主要是攝影和剪接引發的美學問

題。不理你是思維派文字派影像派或行動派，你的

性格愈強烈，就能與博維爾談著的電影世界同步感

應，你的態度愈開放，就會覺得博維爾在激發著你

不大想過的角度；你的身份和性格都被刺激顯化出

來，好像影迷才是看這本書的最終身份。看完了這

本書，我想說它是給電影學生看的：廣義的電影學

生，不理你的正職是導演、電影公司的CEO，還是

幹完全無關的工作。

光：那麼我最想以編劇學生的身份去讀這本書。在

三幕劇的基礎出現之後，在美國的討論是繼續深

入下去的，在時間比例的分配，或者在結構上再

去細分，我尤其感受良多，是對人物思考方面。

《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的第一部份〈一個

真實故事〉（A True Story）去歸納又好，去中性

引述又好，像角色弧線、潛台詞、潛動機，都在說

一個故事人物應該有的支撐，出來是好片或壞片，

這都是一個結構，到頭來是結構影響內容。故事怎

樣有一條路跟著發生，看上去很不夠真誠，不是

由人緣基礎、生活感受出發，然而這卻是一直存

在的結構思考，我覺得這是面對現實的，就算莎

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易卜生（Henrik 

Ibsen），也在一個當時社會共認的模式裡創作，

都在有限空間，去發展他們認為是真實的人物。

雄：我會很簡單去看這個模式，就是外在與內在兩

個層次的結合，即使落到演員手，也可以通過技巧

或簡單共識，去結合外在和內在。史坦尼斯拉夫斯

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簡單去理解也是這如

此架構。

光：其實指出三幕劇、 弧線角式只是起步，還有

大把工夫跟進，當荷里活有了此腳踏實地的結構分

析，才見到它的主流局限所在，也看見其他的可能

性，好像多線與多角色的模式，一直佔有空間。

雄：像《大酒店》（Grand Hotel，1932）、《人

生交叉剔》（Magnolia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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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見，去看電影自我成長的威力。

苗金已走
I got cutlery, got napkin, saltshaker pepper spray

You got a head

Gets you ahead

You got a head

A see-through head full of.... Whoo!

You thought you had it made

Wining and dine in bed

You thought you had it made

You wanna cut a piece of cake, you gotta have a bit of blade

I'm not so easily lead

You pick up but the line is dead

I'm not so easily lead

You always end up losing 'cause you got a see-through head

                                              See Through Head - The Hives

很想擲雞蛋，很想講粗口，給香港政府，給這一個頭。

師父忠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師父忠告：一將功成萬骨枯。

師父忠告：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

師父忠告：不要衝動，要忍，方為人上人。

師父忠告：不要忍，所謂「佛都有火」。

師父忠告：你跟我講話嗎？

落落大方的政治家萬中無一，小器的政治家跟本算不上是政治家⋯⋯，這是我說的。

因為這一個頭，我們為下一個盛世播下幼苗的黃金時機已錯失了。

編輯室

雄：真的，顛覆類型說出來真的很有型，說自己的

創作出於真心、出於直覺更有型，但事實可能很

土，一點也不有型。我曾經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們創

作要憑直覺，創作時腦袋不要有大師，我真的要收

回這句話，在現場出了問題，隨時大師能打救你。

因為拍攝本質是很複雜的，互動性和變數都大，你

對結構、形式愈多理解，你的直覺才更強，理性和

感性共存，才是更高的創作狀態。

光：最近看了一些電影人的訪問，我也有些感觸，

被訪問者去解釋創作的目的性一定要放低，要有清

空、一塵不染的理想心態，要邊走邊投入，去問電

影是甚麼的大問題。我感到這樣刻意去抹煞目的

性，到頭來目的性很強，覺得是本末倒置，反映著

一份焦慮。現代的影迷／導演，當然有不少與經典

大師作品心靈接觸的經驗，很個人亦很純粹的，然

而若只通過對這份純粹的膜拜，不問方法，去達到

純粹的追認，可能性不太大，本身就有二元性，難

以融合，我覺得要克服它首先去承認這個二元性，

你要承認所謂純粹的結果實際來自刻意形式的打磨

和提昇，這樣才有機會去到結構的末端，從而有機

會突破它。用這個滲透性的方法，反而能打破焦

慮，令你更接近純粹。

雄：或者你說的訪問者是知道接近純粹的實際功

夫，只不過要把自己包裝得有一個藝術態度。倒過

來當有記者問你你的表現手法時，你跟他說：沒有

甚麼，本來是一二三四的排列，我改為二四三一。

這樣說會令人對你有甚麼想法我不談，但對你自己

可能就是一份自信，和真誠得表白，承認自己的

東西裡有個技藝層，沒有純粹的幻想，有目的，有

步驟。我想起我在威禾的日子一個見聞，那時嘉禾

的剪接室就在隔鄰，我和鄺文偉一有空就走過去，

站在張耀宗身後看，他真是個師父，從不趕我們

走，有一次在剪一段動作戲，導演說行了，他說

不，說兩個鏡頭中欠了一點東西，但已經沒有鏡頭

用，他找來找去，找到一段棄用片，為了強調動感

和力度，他將膠片面底反過來接上去，形成視覺的

衝突，這個「不對」的做法，用慢速去看是會穿

崩，疏離效果的，但以常速整場戲去看，這十幾格

膠片，令兩個鏡頭，和整個動作都加強了。張耀宗

這樣做，我相信徐克、程小東也會這樣做，那個年

代的電影人也一樣這樣子做，是一個我們的untold 

storytelling。對，我是在曝露某些香港動作電影的

目的性剪接的秘密，但如今已是後編劇指南的年

代，我覺得是時機去洩露這些商業秘密，不讓這

個想法埋沒；同時，這確實令我自重，《The Way 

Hollywood Tells It》在美國片以外的舉例上，除了

一些歐洲片，也特意舉了一些香港片為例，我們的

電影特色，在電影美學史上有沒有位置呢，博維爾

用行動說是有的。

光：我會說這叫做「cutaway主義」，這是一種信

念，客觀相信現代電影有一種合法性，去蠱惑觀

眾，有人看不起它，認為會令人純粹官能化，會失

去知性的思考，這當然是二分觀念，不相信人的官

能和知性其實可以維繫，博維爾就叫我們拋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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