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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語

殖民地時代，香港人總被標籤為一群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但政治

從來就在身邊，由推翻滿清、支援民運，到聲援趙連海、艾未未，香

港從來是某種意義的「顛覆基地」，顛覆腐敗，顛覆不義。沿著香港

電影的脈絡，同樣有跡可尋。香港電影先驅黎民偉不是曾在《勳業千

秋》拍下了孫中山北伐的事跡？蔡楚生的抗日電影《孤島天堂》不正

是香港出品？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不就是影射六七暴動？《妖獸

都市》對六四的諷喻不也昭然若揭？還有後六四的《喋血街頭》、九

七前夕的《非常偵探》……連《麥兜．菠蘿油王子》亦出現了七一遊行

的影子。

在近十年合拍片制度下，審批制度彷彿成了電影創作人的緊箍咒，從

前臨場寫劇本改對白「飛紙仔」反而活力充盈暢所欲言，現在卻經常

失聲，主流電影拍「回歸十年」不是故作失憶就是跟隨主旋律落力唱

好，而合拍大片《赤壁》與《狄仁傑之通天帝國》皆突顯香港導演面

對政治權力核心的天真純情。然而另一邊廂，單看民間舉辦的「社運

電影節」，每年都有人拿起攝影機瞄準當下切身的社會議題，由天星

皇后、喜帖街，到菜園村。政治，從來就在身邊。

今期《HKinema》特此辦了一次討論會，邀請本會會員談談政治在香

港電影呈現的形態，觀察政治細胞於香港電影中的生與滅。另有紀

陶撰文，以「香港眼」看港片政治。黃志輝則以《新少林寺》為例，解

讀合拍片在「政商合流」大潮中的意識形態。周思中就把紀錄片放到

香港政治環境下檢視，道出紀實影像的重要所在。並有「香港動畫製

作人協會」專訪，從中可見民間自發推動本地動畫藝術過程中所遭遇

的政治拉鋸。

陳志華

香港電影向來很少正面去談政治，都用側性形式，很多時更志

在於回應。以市場作主導是港片傳統，如創製政治題材電影，是

需要率性投資，也就等同一次犧牲式的捐獻行動。查實，市場一

如政治，好比楊德昌的《獨立時代》（1994）所言，搞政治如同

搞一台戲，觀眾的戲票就等同於政治選票。港人反而喜歡《十月

圍城》（2009）的類政治形式表達，是一種百業共同表達，港

人樂於慈善捐獻，這也是港人對政治回應的一種支持行動。

港片政治點滴

在影片中尋找政治，會用意題，解讀，又或是作者有沒有理念等

來尋覓。由戰後至六十年代：有人認為華聯出品的電影很有政

治理念，但作用是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作出保留。龍剛的《廣島

廿八》（1974）以及唐書璇的《董夫人》（1970），以男女性別

之分作出一種態度的表述，在當時都存有一種自由式的政治意

圖。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香港電影孕育出都市眼，梁普智的《

跳灰》（1976）論及城市之毒，最關心是本土治安以及人格的

建立，歌曲《問我》中的「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

至今仍是最能表達港人性格的心曲。八十年代新浪潮電影最具

體呈現出至今仍存的港式眼光，最有代表性的三大（徐克、許鞍

華、譚家明）以及兩細（方育平、翁維銓），都反映出香港電影

香港眼看港片政治：港片深層政治學
紀陶

以及日後所謂港產片的主流精神與技藝性表現，他們的政治表

述形式，是香港式的。

香港電影一直將政治元素放在次位，又或者將其深層化。若當

政治放在表層時，都是一言堂式，而且大多只談議題，稀釋理

念，要多方解構，才能入到作者想表達的意圖。在移花接木，含

沙射影間的深層化表達中，港片中常以夫妻戲中以國為家來反

映出一種小家政治。另外是辦公室政治，以及黑社會電影的地

下政治觀最常為樂用。而過去的辦公室政治電影，亦最受內地

的新都市打工仔，尤其是OL電影採納。

駁春式政治表達

大多數港人是喜歡把政治放在口中，而不存放於心坎中。查實

最有香港特色的政治作品，是電台播音劇而不是電影。歷史最

悠久的商台播音劇《十八樓C座》是為代表，那種一如每年年尾

出版的通勝，揭開首頁的駁春童子之言就是這種吹水式典範。

在說了等於沒說，但是好像沒說之中細心察看時，卻發現原來

已經說了。七十年代的港台電視劇《獅子山下》也是承接這種

特色，但不及播音劇長命。黃玉郎的連環圖《臭香港》也是此類

文化產物。大概電影界就知道電台與電視能保留到就足夠了，

《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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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因市場問題，無需放大。

採用粵語作為主體時，也是政治取向的一種表達。七十年代以

後港片傳統有國粵語言兩個版本，純粹只得一個粵語版的，都

如同台語片般生出一個態度。粵語除了話音多樣，內容也可以多

面睇，這亦是港人最有保存價值的語言智慧，也是內地電影評

審最頂香港唔順的因由之一。《打擂台》（2010）在內地公映時

也用粵語版，也是無心插柳式成為一種表態。

關於駁春文化還有一點補充，在八九年的六四時期，在不少

港片的原裝公映版出現不少「李鵬這個契弟」等的電影情節，

不少電影如《省港旗兵第四集地下通道》（1990）以及徐克的

《笑傲江湖》（1990）等；加上九七前後的《港督最後一個保

鑣》（1996）以及《等候董建華發落》（2001）等，都是當時

香港主流片對世局來個駁春式回應。這種民間動力，如今俱往

矣。

類型電影有政治

內地的政治電影的最好看的是建國初期，文革之後曾出現過

小陽春。現在有政治元素的電影，尤其是古裝官場電影，都在

說《動物農莊》式加上一點厚黑式的管治術。查實在異曲同工

之中，杜琪峯的《黑社會》（2005）以及《黑社會2以和為貴》

（2006）中以黑幫類型片道出來的山寨式政治，在唯我獨尊之

中，踢爆現今搞政治的最大理念，就是純粹搵銀，現實世界也

如電影一樣，很多政客都是做戲咁做。

港式賭片也同政治有關，政治以及原來有政治理念的電影，都

是想給社會留下一些值得的東西，而賭片反而是說你（主角）如

何能夠帶走幾多東西。以前政客有七成都被揭發其實是賭徒，

如今應該比例是99點9，情況更糟的是，利益都被全部拿走，能

存下留給社會的，都是一個又一個計時炸彈。

在黑幫片，靈異片以及情色片這三類被內地列為禁片的題材，

在深層內都有政治意味。八十年代黑幫片的出現，都仍是忠義

劇形式，如《英雄本色》（1986）、《古惑仔》（1996）以及《黑

社會》完全可以作出政治解讀。徐克、林嶺東及杜琪峯的《鐵

三角》（2007）更是實黑式的政治電影。《Laughing Gor之變

節》（2009）利用的九七年出品五元作道具，你可以當是無心

插柳設計出來的。無論是有心或是無意，一個錢幣的兩面抉擇，

因九七之後，以及八達通的出現；現在製造出來的硬幣，擲起來

也無力感，這種可以作為抉擇的意像已經默默地失傳。

在黑社會電影隱藏著地下政治，同時在港片靈異電影中，也著

重以天地之理來描繪一種凌駕人間法律的天律。如《倩女幽

魂》（1987）的人間正道是滄桑，或者《陰陽路》（1997）（尤

其是第三集的《升棺發財》[1998]）的人鬼殊途同歸，以及始終

傳統社會的天網恢恢式的因果律仍然保存，來道出一種庶民式

的信念。

而在情色以及風月電影中，《唐朝豪放女》（1984）以及近期

《3D肉蒲團》也在鹽花中加點政治隱喻，《3D玉蒲團》更著意

寫出古代人挖苦書生秀才的禿驢文化，放在取笑現時的政壇眾

生，依然合用。《桃色》（2004）亞洲三小龍（港韓日）加上的保

殖意識，將香港由殖民地轉入特區時期的意識轉移以人鬼元素

作出借鏡。《金瓶梅》（2008）在突出西門家父子的淫之外，也

加上「門」的意義突顯，西門慶在出門離家時的性體驗，至後來

回家成立一個封閉式的性王朝，這種在鹽花之中留政見，也是

一種駁春式的表現。

政治浪族心聲

港片對政治縱使有看法，但大都不以理念作表面而行，而是

在電影中作出感應。例如嚴浩導演的《似水流年》（1984）以

及《滾滾紅塵》（1990），是最具作者味的個人對政治感言。

香港電影亦不時利用視覺意像來表達出對時代的看法，如徐

克向來在電影一直出現的紅旗映像，《倩女幽魂》和《青蛇》

（1993）以及《蜀山》（1983）紅旗，及兩部《蜀山》的血池

大陣，是對紅作出一種蕭索的表達。陳果《香港製造》（1997

），最後一場和合石墳場的普通話廣播，對未來作出一片死亡

徵兆。

港片對歷史的觀感多用非主流角度。表面具有強烈政治味的電

影多用主權眼或抗爭眼，都是雄性角度為主，但港片生出另一

種眼光，卻又不是女性眼光，是在二元性之外的，是一種具備

浪族人種的思維，而且對政治有宏觀的看法。如《再見中國》

（1974）道出大陸逃亡者最後也找不到安居之所，結果成為

宗教信徒來作心靈慰藉；這種對政治信仰的轉移，至今仍具劃

時代的透徹性。而《宋家皇朝》（1997）以一個愛錢，一個愛

情，一個愛理想，雖然通俗劇式處理，但至今直照內地的反常

現象。《淚王子》（2009）在借台灣眷村來反映大時代，除了

當中對東方倫理有獨特觀點，而提及在政治迫害時，不能出走

的人有另一種流亡，就是往內心深處回避現實，在虛擬的夢境

中尋找個人方式的蓬萊。《天涯海角》（1996）以及《甜蜜蜜》

（1996）也是九七期有政治隱喻的流亡意識。吳宇森在《赤

壁》（2008）兩集中，以周瑜及諸葛亮等人作為歷史的叛逆，最

後帶著初生之馬而離開中土。

港片由八十年代起，除了在視聽技藝顯著提昇，也將電影創作

置入多元層次，在與國際同步，也應自身處境當自強，建立有本

土思維的創作特色。這種優勢條件，在現時日漸消失下，個人的

理念也轉向更加深層化，只想在越來越狹窄的創作空間留下本

土思維的價值。港片的都市眼，在各地知識界仍能到知音者，只

是但本土主流市場水平下降，創作自由度已被稀釋。同時本土

教育政策亦大肆改動，新世代消費群連基本娛樂花費也低落。

在馬照跑舞照跳的情況下，現在馬仍然在跑，舞已少人跳了。

《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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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軸心」

雖然，從《新少林寺》（2011）的藝術成就來看，電影無甚驚喜，

但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新少林寺》還是可以讓我們來個多

層解讀。

比較表層的閱讀，當然是侯傑（劉德華飾）這個大佬從良的心路

歷程，極富教育意義（會不會是承繼了中聯精神？）但發生在主

角身上這種覺悟過程，卻是老掉牙的漢化了的通俗佛教故事。

在探討佛教思想上，明顯不及同樣由劉德華演出的《大隻佬》

（2003）。比較可取的是《新少林寺》「以武修禪」（或者叫「禪

武不二」）的境界，頗有看頭，但不是《新少林寺》創作人所說，

在過去電影裡從未描寫過 。「以武修禪」，其實在2010年初

上演的《蘇乞兒》已有觸及，片中蘇乞兒在夢中（或者是出神狀

態／或世人眼中的精神病）跟武神練武較技，從而逐漸提升自己

的武學修為，這已經是「禪」的其中一種境界。 

我們也可以把幾個主角之間的衝突，解讀為影射共產黨內的兄

弟鬩牆。侯傑、曹蠻（謝霆鋒飾）與宋虎（師小紅飾）之間的恩

怨，活脫脫是一群在政治權力核心或軍事權力核心的兄弟的權

謀遊戲。再穿鑿附會一點，更可解讀為是胡錦濤系統與江澤民系

統之間的角力。而這班平常為了利益和領地互相爭鬧的兄弟，在

受到外部敵對勢力侵擾時，會暫時放下權力圈內的恩怨，將槍口

轉為一致對外。

這也是近年一眾功夫電影（無論港產或合拍片）的思維方向，將

最終敵人設定為「外國」籍，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外國侵略後，

似乎一切都完滿解決了。最順手的代罪羔羊當然是「日本鬼子」

了。 

像《葉問》（2008）、《葉問前傳》（2010）和《精武風雲．陳

真》（2010），都把矛頭指向日本人。至於《霍元甲》（2006）

及其複製品《蘇乞兒》，其圈外敵人則是俄國大力士。簡而言

之，這不過就是新界圍村與圍村之間的領域紛爭，也跟美國小

布殊以製造所謂「邪惡軸心」來應付內部問題，沒有兩樣。

這種廉價的仇外情緒和民族意識，在香港電影中曾經得到很好

的反思而且被摒棄，像1994年由陳嘉上執導《精武英雄》，便

著力跳出「憤青」的窠臼，可惜的是，時隔15年再續前作，新版

的《精武風雲．陳真》竟然重新向民族意識投懷送抱。這種退

化性的行為明顯是為了符合合拍片規制的國情和國策而出現

的。    

「被授權」

「少林寺」，作為一個文化遺產，一直是個大眾共同擁有的概念

（至少在香港和台灣是這樣的）。七十年代功夫電影盛產時期，

張徹、劉家良及其他導演爭相以少林寺或洪拳為拍攝題材，也

常鬧出雙胞胎或搶拍或撞橋的情況，但都沒有人有將「少林寺」

概念（即廣義的）據為己有的意識。

現在大陸的真身重現江湖，香港影人反而要拿到少林寺（狹義

的）的授權，才能拍關於少林寺的題材。難怪《新少林寺》的創

作人很強調電影是繼1982年的《少林寺》後，首套正式獲得當

今少林寺主持釋永信方丈作出官方授權拍攝的電影。

我十分理解這種中國國情。在一個真假沒法定義的國度，惟一

能做的就是將所有事情都「被授權」、「被批文」，那怕這做法

會衍生更多做假行為。

「合流」

《新少林寺》的「被授權」，另一方面也反照出「電影」在大陸

面臨政治與經濟的上下夾擊的狀況。

合拍片，在大陸的審批制度之下，雖然名義上是合拍片，但電

影的基本意識形態其實跟政策片沒有分別。有些評論說國內創

作人（甚至包括大眾傳媒）比香港同行更有膽識去與官方對著

幹，近期大陸電影人擦邊球的最佳例子當然就是《讓子彈飛》

（2011）了。但問題的重點是，相對於大陸土生土長的電影人，

香港電影人因為不熟悉中國國情，想擦邊球也不知如何擦起，

只能如履薄冰地跟審批制度周旋。

至於《新少林寺》的「被授權」，說白了不外就是置入式行銷的

終極版，整部電影就這樣被包下來作為行銷投資者的載體、容

器。只是這一次，電影的包養人「少林寺」憑著其光環而讓觀眾

不那麼反彈。

由《新少林寺》說起……
黃志輝

而置入式行銷也不是新事物，大陸投資者從荷李活電影製造業

學習到這種銷售技倆。只是一切外國行為到了中國人手上，都

被推向極端，像被人批評為廣告大全的《唐山大地震》（2010）

，或者賈樟柯近期兩部作品《二十四城記》（2009）和《語路》

（2011），都在置入式行銷上走得很前，幾乎觸動了觀眾反感

的臨界點。

因此，重點不在有沒有置入式行銷，而是如何置入和去得有幾

盡，如何接近那讓人反感的臨界點。 

換個角度看，政策片可說是政治性或意識形態的置入式行銷，

商業贊助以至全資投入則是促銷形態的置入式行銷。而近期中

國大片的趨勢，則是兩者的合流。我不知道這個合流是有意或

無心，但卻是可以預料到的發展方向。如果說《讓子彈飛》是國

家主義和流氓主義之間曖昧的互動關係（請參閱安徒〈流氓盛

宴與國家機密〉，《明報》2011.1.16），《新少林寺》則是國家

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勾結。

而從香港角度看，《新少林寺》在這個「政商合流」大潮中，也

有一個特殊地位。皆因我們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少林寺」乃

公有財產，因而會在潛意識裡把「少林寺正式授權」閱讀為「受

到普世萬民加持」。與我有這種相同誤解的朋友，應該提醒自己

這個授權只是來自一間有限公司而已。我們也應該期待香港電

影界能再掀起新一波的「少林寺」熱潮，不要浪費了「少林寺」

作為公有財產而提供給我們的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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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這一期《HKinema》的主題很簡單：政治。範疇不會

像討論世界電影、歐美電影甚至日本電影的成熟地步，可

能是討論香港電影中的政治到了甚麼地步，和甚麼階段。

已經「後九七」十幾年，我們下一課是否就是政治課？我

覺得要先將政治事件擺開，至於政治審查也在以後才重點

討論。

恆：所以應該有三個層面：電影背後的政治，可能和五、

六十年代的冷戰思維有關。抑或是電影中的政治，還是反

過來說政治中的電影？

雄：先帶出一個東西：常常說香港電影政治不正確。我看

了今年兩部賀歲片，《最強囍事》（2011）最好笑的一

場，便是政治不正確的一場―打麻將。三個主角都有其

政治目的，而鄭中基則被三人圍攻。那場戲講黃百鳴要抽

出姦夫，那個姦夫就是古天樂，但鄭中基也有嫌疑，打麻

將時其實三人都在欺壓他。我覺得這場戲很有政治不正確

的快感，很好笑。《我愛HK開心萬歲》（2011）亦然，

因為去年太政治不正確，今年的笑位全在陰質的部份。

登：這是一部「中聯電影」來的，exactly直駁中聯傳統，

原來曾志偉 turn out 是「中聯人」―「人人為我，我

為人人」那種倫理、那種簡化的道德，以及還在懷緬一個

不存在的烏托邦。幾部由他掌舵的電影都有這種味道，而

且越來越濃。而這部在政治上好得多，很簡單，《72家租

客》（2010）最壞的地方在於它放在一個「小商戶」的

位置。《我愛HK》連小商戶都沒有了，全都回歸屋邨，做

回草根。全都不是有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這是很清楚

的。

雄：再說《我愛HK》最好笑的一場，在於用了屋邨的正義

感去調侃。由曾志偉買起了領匯，街坊們便開始說買下東

隧、港鐵，然後林雪再說買下TVB，大家便dead air……我覺

得這些都是政治gag。

登：當提到這個題目，我第一個直接印象便是電影中的政

治。譬如中聯、新聯出品的電影碰到六七暴動、反殖等意

識。甚至許鞍華幾次直接碰過這些政治事件，如《投奔怒

海》（1982）、《千言萬語》（1999）。我們是否該由

這裡開始，先講這五、六十年來香港歷史、電影歷史中的

政治脈絡發展。

紀：我有一個問題，政治有很多種，《18樓C座》算不算

政治廣播劇？

雄：政治有很多「兄弟」，關注社會民生、關注經濟……這

是一種有清楚界線的分辨方法，但現在這個世界是互相交

錯，虛線的分辨法。我覺得《18樓C座》只是關心社會

的程度。而且因為它的形式是每天一個題目，從來不會深

入，不會進化到政治層面。

紀：我這樣問因為我覺得政治電影有兩大層面，第一是作

者本身有一個政治理念，透過電影表現出來；第二就是事

後被評為有政治問題。剛才提到的是事後影評，將電影政

治化，這是兩回事。可能作者沒有這個意圖，但有時被上

綱上線，但這不是一個貶義，有時上綱上線會將電影變成

政治層面的討論。如果有一個清晰的界定，我們可以用政

治的眼光看到很多香港電影的相關元素。

登：但創作人的政治理念只有長鳳新時期的比較明顯。

紀：《18樓C座》那些其實比較像《港督最後一個保鑣》

（1996），也是《我愛HK》那一種。若說政治理念，

長鳳新比較接近。我個人認為桂治洪不算是，反而龍剛便

是。你會看到他觸及香港人、用香港眼的角度提出一些政

治理念。他會宏觀地看這個世界，而且藉著自己的政治理

念或者政治理想，化成電影留下來，而且有改造性。這樣

的香港電影並不多，但這是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原本創

作要守住的意義。長鳳新、中聯時期，大家都覺得創作便

座談會：觀察香港電影的政治細胞
日期：2011年2月27日

地址：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主持：張偉雄（雄）

出席：李卓倫（倫）、紀陶（紀）、喬奕思（思）、登徒（登）、鳳毛（鳳）、劉嶔（嶔）、鄭政恆（恆）

紀錄：朱小豐

《我愛HK開心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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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有這些意義，但未必會提高到成為一個政治意圖。

登：我同意，但不能直接跟龍剛比較，因為他比整個社會

走前了。龍剛所說的是香港人身份、政治觀的覺醒……。

雄：因為發生了暴動。

登：……跟上一輩電影人的世界觀很不同。

紀：為甚麼以龍剛作例，因為香港到目前還未有一個很好

的創作土壤去醞釀有政治意圖的電影，所以觸及政治層面

或者政治理念的作品並不多。

登：但徐克不是，徐克的電影沒有政治理念才怪。

紀：徐克不是，他跟桂治洪有點相似，利用一個時代去講

出像《18樓C座》那般的一個說法。桂治洪亦然，因為他

沒有一種理念去改動這個世界，他想藉著電影講出人在這

個世界的價值。繼續討論下去便會發覺現在大陸都沒有政

治電影，所謂的政治電影其實是管治電影，姜文拍的都不

是政治電影。

雄：早前朗天在星期日《明報》有一篇文章，其引發點為

唐英年說「民主是妥協的藝術」，梁振英附和，朗天引用

李怡的話，只聽過「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並指李怡其實

很厚道。然後又引用了Jacques Ranciere的書，指出政治

從來是無權者向特權者的鬥爭，所以八十後的一切都是政

治。而在高層的那班人不想有變更，其實是反政治的。我

看完這篇文章很開心，覺得它一針見血。將它放在香港電

影時，會看到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隱約覺得之前電影的

政治理念，並不是要投射到一個現實中可行的政治體系，

而是理想化的環境。我對長鳳新的電影並不熟悉，即使是

中聯也只是小時看過，未試過用一個critical的方法、很成

熟的去看。不知道是否成立。

紀：從電影中也可以看到其反映的社會現象。所以香港並

不多具明顯政治性的電影，電影人心目中許多關於政治的

電影其實也不太政治化。即使是內地的所謂政策電影，當

中的政策也不是宏觀而具企業性目光的方式。反映到香港

明顯地想搞政治的人也好像《Animal Farm》裡講政治的動

物，會在一個大前提下弄好一個自己的位置。其實會看到

管理學，而不是政治理念或者政治意圖的層面。所以很多

香港電影觸及政治的時候，像龍剛、桂治洪，並沒有一個

很大的理想，但在創作的時期會碰到民生或者社會問題，

而有一種政治的看法，這反而是一個關鍵。

雄：同期有一個重要人物―唐書璇。我並不喜歡《再見

中國》（1987），但《董夫人》（1970）就有些東西很

強烈的。

登：那麼許鞍華就不算是，她有牽涉政治的社會背景，但

個人很不政治化。《千言萬語》是最接近，但也很勉強，

你感覺到她不想政治化。她是很像七、八十年代那批導演

的關社形式。

紀：她會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那種……

登：她是誰？Sabina？

紀：……她是會出走的那一個。其實香港大部份的作者都有

一種「不行便出走」的心態，像《碧血劍》袁承志的那種

思維，不會留下來當一個建設者。

登：但是徐克卻越走越近。

紀：徐克其實是在討論去和留的問題，他本身可能有一個

政治看法，但他並沒有將之變成一種信念。政治電影有一

個很大的前提，所謂理念當中的「念」很重要。今年幾部

賀歲電影都有一個政治意圖，但沒有政治理念，因為創作

人都不信。

登：我覺得曾志偉是有的。

紀：那不是理念，那是一個希望。

登：曾志偉那個是信念來的，你可以笑他的政治立場，但

他是有政治立場。你可以不同意他，覺得這是街坊的政治

立場，但他是想改變的。到最後他不只是說說，而是真的

想動那些財團。

雄：我覺得七十年代是要談的。徐克等人都是從新浪潮走

出來，初時大家都有一種明確的態度，如果再走下去可能

會很政治化。

紀：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我認同新浪潮的發聲很重要。但

一開始長鳳新、中聯的粵語電影是在承接上世代的。

倫：「五四」的那種。

紀：這是不變的，要在社會上去找回這種價值，創作人亦

是有理念的。而龍剛卻在這個時代有一種前瞻性，很強烈

的說出來要建立一種屬於自己本土的「香港眼」。而這個

「香港眼」不單關心自己周遭面對的問題，譬如《飛女正

傳》（1969）和《英雄本色》（1967）是一男一女，香

港仔女如何看這個世界。《廣島廿八》（1974）便開始用

「香港眼」去看國際問題，這就是要建立一個「香港眼」

的理念。我覺得他開了一個浪潮，但若問他是否算成功便

不在我要討論之列。唐書璇的目的很清楚，對電影媒體和

技術也很清楚，她要拍一部政治片。《再見中國》和《董

夫人》都是，《董夫人》其實是古代世界男性和女性的政

治鬥爭。《再見中國》則很清晰講出，有一種流亡者來到

香港生根，影響到香港的文化。《再見中國》拍得不算太

好，但那個結局很重要。

雄：瘋了。

紀：不是瘋了，是入教，將他們的信仰轉移。一個政治理

念變成一種宗教式的信念，而抵消他的政治困惑。這比其

他政治流亡電影有一個很clear的角度，並在今時今日戳

破了很多投入政治的人的信念轉移。這是一部很直接的政

治電影，但我覺得它不是很「香港眼」。它是拉闊了，不

會用一個香港角度。但到了新浪潮，都是在這個「不想你

建立政治理念」的地方，用另一種方式去建立香港的政治

眼光。未必是國家的東西、社會建設的東西，而是你怎樣

去看人、男女之間、民生等。很多人開始想講政治，交出

一些「政治功課」，這在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但全都很難

看。其實「香港眼」未曾建立，政治眼光是用「看東西」

的方式。從城市到社會到國家，我們的眼全都是「埠頭

眼」，貿易港的眼睛。所以《宋家皇朝》（1997）的政治

世界，是肥皂劇式的。但若以肥皂劇的角度去看，這部電

影便有其價值。它講到香港人講國家講政治，都用了與其

他政治電影不同的眼光，現在搞政治的人其實都是這種眼

光。裡面充滿了激情，但理念不強。

雄：這幾年很有趣，剛才我們提到的都是近年可以重新發

掘的，龍剛、桂治洪，本來今年還有唐書璇電影的……這些

曾經做過政治方向創作的導演都重新發掘，還有中聯，長

鳳新全都是最近會放映的。因為這個timing，就有了這個座

談會。想回應紀陶提到的《宋家皇朝》，我反而覺得這是

一個果。在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我最有興趣還是看回新

浪潮的政治發展。紀陶已經歸納得很清楚，但現在再看，

最有代表性的是《似水流年》（1984）。很多香港人都

喜歡這部電影，那種香港角度。但它有很多地方其實是在

粉飾天下，甚至有些基本上的理解都錯了。舉例「一孩政

策」，電影中段有對夫婦生了一對孩子，但整個故事沒有

提及「一孩政策」對養育孩子的政治因素，將香港投射到

整個南中國，說我們香港很煩、照顧一班孩子會令整個家

庭變質。最先看到這種投射的不是《胡越的故事》（1981

），不是許鞍華，而是這部電影帶出的自我安慰態度。

嶔：這會否和女主角的生理狀態相關？我看到有很大對

比的，不是孩子而是整個環境。她打電話回來給妹妹，妹

妹應住在美孚新邨一個小單位，在狹窄空間還要照顧兩個

mixed的小孩，那種香港身份的表達，從對話中知道在香港

《廣島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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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得很不愉快……有這樣的對比。以及女子回鄉，到最後

離開時向兩個伯伯鞠躬，有那種所謂認祖歸宗的sensibility

在其中。這是政治或者個人身世、生理的變化，可能是很

個人的。

雄：因為新浪潮開始碰到所謂中國實體，唐書璇的《再見

中國》因為在拍攝上未開放，裡頭的中國是想像的。

恆：很難說，因為由六、七、八十年代的中國變代很大，

《再見中國》的中國實體是文革的實體。

雄：實體的意思是指visual，要拍的東西拍不到。而《似水

流年》、翁維銓可以回中國拍電影。

倫：剛才提到《似水流年》，其實在八十年代，沒有人

會在找一個心靈的安慰時向北望，當時哪有人會想過回大

陸。

嶔：這是導演的個人心跡。當然也可以想到本身製作公司

是青鳥，夏夢的電影公司，是左派走出來的人，再由上面

的領導表示支持開拍……我相信可以詮釋到政治方面的。但

這是一個參考，我更加接受這是嚴浩個人的心跡。

鳳：我看到一本書，陳家樂、朱立的《無主之城》，可

能和這個題目切合。第一章講到我們怎麼去探討政治電影

時，其實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電影是否涉及政治，另一個

是對於評論界和文化界怎樣對一部電影作出政治解讀。在

政治議題方面，以整個香港電影史來說，有關政治議題的

電影其實和香港的電檢制度政治審查有關。不同的時代，

由於電檢制度的政治審查，完全反映了香港對甚麼是政治

電影和甚麼是對香港人有政治性影響有直接的關係。1974

年開始，電檢處有一個條例劃分，就是能夠影響香港與鄰

近國家關係的電影便成了禁播的電影。其實香港一路以來

隨著政治情況的改變，甚麼電影被視為具有政治意識，不

同年代各有不同。五十年代，英國政府很反共，所以朱石

麟的《江湖兒女》（1952），或者宣揚社會主義的電影都

在香港被禁。但到了後來，台灣的反共電影又被稱為政治

電影，譬如《皇天后土》（1981）、《假如我是真的》

（1989），或者王童沒有在香港上映的《苦戀》（1982

）。電檢制度跟甚麼叫做有政治議題的電影，和香港社會

對政治的敏感度改變是息息相關。到了七、八十年代，之

前提到的《似水流年》和其他新浪潮電影，都開始回應香

港，講主權的問題。尤其是《投奔怒海》，當時有很多論

述，很害怕當時的峴港便等於將來的1997。所謂九七的問

題，或者將九七問題變成政治議題放在電影中，在八十年

代始現。到了九七之後，開始有很多電影講到回歸問題，

又或者八九後出現了幾部電影講到六四，最出名當然是《

喋血街頭》（1990），甚至用了坦克，出現了鎮壓、大屠

殺。如果從整體的大picture來看，如果討論的議題是政治

電影，我覺得跟整個香港如何看所謂problematic的電影，

和所謂政治議題的電影，這是其中一個方法。另一個是文

化人或影評人對甚麼電影，有政治性或時事性的解讀，這

是另外一個方法去討論。

紀：香港電檢因為政治問題而禁播的電影其實不多，《皇

天后土》那些是自我審查。其實之前已經討論過很多次，

有幾部電影經常會講，凸顯討論的問題。尤其是那句「影

響鄰近地區」，就是《再見中國》、吳思遠的《越戰僅存

者》（1980）。

恆：《似水流年》的時機也敏感，1984年的電影，剛好

是過渡期和中英談判的背景。剛才提到，它是夏夢的青鳥

電影出品，另一方面又在這個時機出現，美化鄉土。一般

鄉土電影常見的問題，將城鄉的對比拉大，然後將鄉土變

成一個烏托邦理想國，這是一個在政治角度上比較尷尬的

一點。但如果按照一開始我們討論的共識，由政治理念出

發，我看不到嚴浩有甚麼特別的政治理念。只是在那個時

機那個資金有政治色彩，對鄉土有這些看法。

紀：正如一開始所說，這是「18樓C座」式的政治電影和

個人的看法，導演還未建立自己的政治理念。

鳳：視乎你怎樣理解「政治」這個字眼。直接在講一個政

治議題、政治事件、政治人物，這是其中一種理解政治電

影的看法。另一種是透過比喻、隱喻，來反映政治時弊或

政治影響，也可以理解為政治電影。

紀：還有第三種，就是作者的政治理念。

雄：即使你說《似水流年》是「18樓C座」式，但它不像

《18樓C座》直接針對某個事件。我們說《書劍恩仇錄》

（1987），這是古裝片不能「18樓C座」，我們想搞清

楚，整個新浪潮是有點蠢蠢欲動。

紀：從中我們便找到香港人對政治這個題目的看法。為

甚麼會這麼少？作者的出發點，政治議題是有的，百家爭

鳴，很多人都講出了議題，而且觸及政治性的，由以前到

現在都有，各有不同。但建立到政治理念的人，譬如說岑

建勳走出來拍一部電影又如何？他很有政治理念但不會將

理念放進電影中。為甚麼這樣？可能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創

作環境不足，或者他個人選擇將之分開。這牽涉到作者的

創作和理念的問題。

雄：因為可以去到一個層面，政治不需要有事件，甚至不

是國情，是對人和人，尤其是女性主義，那些也是政治。

鳳：視乎你如何界定，一開始時說political issue的話，很

明顯《喋血街頭》在說相關事情，甚至有坦克的影像。我

贊成紀陶所說，香港人要講政治議題或事件時，不可以直

接講，這有很多因素，作者可能會用另外一種方法。還有

一種講法，正如之前所說，如何界定那個字眼，是一種政

治時弊，或者政治影響，或者紀陶剛才所用的字眼「政治

理念」。說到政治理念，即使拍古裝片也可借古喻今，就

像徐克。所以要看你怎樣用這個字眼，以及放到哪一種類

型片和哪一位導演，他們怎樣將政治理念融入故事情節和

人物關係，帶出另一種意思。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謂文化人

或者影評人去解讀哪些作品具有政治意識、政治影響力、

政治味或者政治訊息的一種方式。所以我一開始時說有兩

種意思，作者在創作時有一個政治議題，或者一個政治意

念，這是其中一種。另一種是文化人如何將一部電影閱讀

解讀為一個政治的issue，這是另外一種討論的方式。

雄：鳳毛說的那兩種，其實我們不大懂得第一種，我們都

是在用第二種去猜測第一種。所以我們都是從作品去看作

者的出發點，作品是否明顯講政治已被我們混為一談去講

其政治氣質。不要再用學院的工夫將事情劃分一層層，我

們可以成熟一點去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種。那麼，有沒有

人想為許鞍華補充一下？

鳳：我覺得許鞍華對政治時弊是特別concern的，由《投奔

怒海》到《千言萬語》，都有將其政治理念放進故事中。

別說得那麼大，創作者如何用創作手法來投射其政治理

念，我覺得《投奔怒海》是一部幾成熟的作品。這不單單

是因為當時很多人將電影解讀成恐共情意結，而是整部電

影，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如何在制度下被毀滅自由等

等，《投奔怒海》的控訴性很強。

紀：我提出政治理念的原因，就是想釐清政治理念，以及

個人對政治時刻一些說法的分別。譬如許鞍華，其實比較

像《碧血劍》的袁承志，或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

種，在一個政治漩渦中以作者眼光表達一種感情。我覺得

有些純粹政治電影，則會藉著作品釋出一種近乎信念的說

法。哪些電影是政治電影？納粹時期那些便是，很有政治

意圖。或者像中聯、長鳳新時期，都是藉著作品留下一些

宏觀性的元素，而不是表達一種感情……

嶔：意識形態的訊息。

紀：對，劉嶔用的字眼更加清楚。是將訊息流傳下去，那

個政治意圖相當明顯，而作者和整個製作都有這種理念。

將這種政治電影歸納來說，它們是要留下一些長遠性，帝

國式或企業式的訊息，而代表了那個時刻的社會需要或民

族需要。相對之下，香港電影便沒有這種類型，但有一種

和它剛剛相反，就是賭博電影。政治電影想在社會留下一

些東西，賭博電影則關於主角可以帶走甚麼東西離開。贏

了甚麼？有甚麼可以帶走？若從賭博電影這個類型去看《

似水流年》或許鞍華的《書劍恩仇錄》，電影中的主角可

《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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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隻身而逃……

恆：在賭局上留下小命已經很好。

紀：用這種方法區分便變得清晰了。為甚麼賭博電影和黑

社會電影在香港那麼成功？當中都牽涉一些政治因素，在

一個大思潮，大政局中，創作人都發覺現在這個社會，甚

至大陸的那些國策電影，基本上都是在說權術。在電影中

表達告訴大家怎樣做便可，你只要保存那個精神便可，沒

有一個建設。納粹當時的電影，在說我們會有一個美好的

未來，要鍛鍊自己身體，對國家的凝聚力要怎樣……那些便

是政治電影。我的說法便是這樣，從意識形態、凝聚，以

及放於整個族群的推動力。很有意念、很有意圖去做。回

到香港電影，因為有種自由性，人人到最後都「我點都要

賭多舖」，即使參政的也是「賭一舖」，賭完之後看看能

否逃脫。贏了便取錢，輸了也能夠逃脫，這是香港人對政

治以致整個世界的看法。

登：許鞍華其實是humanist的approach，一路都是。

紀：所以她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種。是在政局中

一個有理想的人，她不是一個建設者，而是感受者。

登：所以我意思就是說可能她有種錯覺，令我們覺得她

早期有某種政治信念，但二十年來，一直看便覺得許鞍

華是個幾pure的humanist。即使《千言萬語》已是最接

近政治，仍是回到李麗珍那種墮胎女……莫昭如也只是一種

gesture，一種街頭的gesture。

紀：用這種方法再去看《喋血街頭》，吳宇森所採取的角

度和眼光，也是用人道主義去看這個世界，不是要投身去

改變世界，電影中的角色也沒有這個意圖。電影只是說人

在其中，等於張偉雄說很多人對政治不了解，其實政治是

從民間，從下望上去。為甚麼要從下望上去？其實我們需

要這個政治環境和氣候，但很多時能夠做得很好很正面的

政治電影，都是從上而下，大家又接受的。

鳳：我同意你的說法，譬如大陸文革時期的電影、德國納

粹黨時期的電影、蘇聯社會主義的電影，都有一套由上而

下的政治理念壓下來。而香港理解政治電影其實並不政治

化，不過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我覺得許鞍華、吳宇森從

人道主義的角度，是講一個政治時弊的環境下，人如何自

處。用了humanistic的角度去講人如何感受所謂政治issue

或政治時弊而做出一個電影的表述。這正正看到香港獨特

性在於怎樣理解政治電影，和怎樣被解讀成具有政治意

念。我就是想帶出這種意思，那個「政治」不是grand的角

度，而是從humanistic的角度。「由下而上」是說人在一

個政治的情況，譬如面對九七，面對六四時，作為一個人

在這個政治議題中如何自處，無論悲觀樂觀也好。這正正

看到香港電影對的政治電影解讀的方式。

恆：有趣的是，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面對政治核心或權

力的漩渦時，往往都會變得很可笑，很幼稚，處理不到，

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只是一個對人和社會的理解，而不是

政治實況的理解。所以《書劍恩仇錄》最後要面對乾隆時

便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去處理權力的問題。在《赤壁》

（2008）中，當你將一個奸雄捉到手上，就只有說一堆廢

話然後放他走。我們要反省的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為何面

對現實政治時會用一種很可笑的方法蒙混過去。

嶔：或者是對現實的問題，政治或者社會民生問題，有一

種感觸和傷思，但並沒有政治理念或對政策的一種plan，

某方面是保持一個知識份子和人道主義的身份，而不是奉

獻。

登：因為香港有的人道主義跟西方很不同，不是經過社會

運動和思潮出來的產物，而是一種逃避，是一個非政治化

社會下的特定產物。因為我們非政治化了那麼久，唯一可

以抓住的就是humanist的approach。我們根本沒有其他，

不像內地、歐洲有左派思潮，接著又有軍閥統治，然後再

有民主思潮，才到humanist。我們沒有進程，特別是許鞍

華、徐克這批導演，他們可能真的不是深曉那個道理，只

是既然要面對社會，便找一種最易握住的東西。其實後來

有人做到，就是杜琪峯。兩集《黑社會》（2005、2006

）所說的就不是humanist的東西，而是在訴說自己的政治

觀、社會觀。儘管它未必像紀陶所說具建設性，但他就是

在說自己能夠看到這個世界，自己的政治觀通過一個黑社

會的選舉，那種不受意志轉移的大環境來告訴香港人，我

們在面對甚麼。完全是杜琪峯一個很少有的政治宣言，亦

是近二十年少有立場清晰的政治宣言，有點像麥當雄《上

海皇帝》（1993）那種。

紀：承接登徒的說法，這是杜琪峯的政治宣言。這就是港

式的政治立場，有理念在其中。但其理念在《黑社會》中

完全表現：要造第二個政治架構出來，是屬於民間的政治

架構。電影中所講，大制度出現了問題，民間會有一個制

度自我建立。有很多國家最怕你有這種自我的政治體系，

這種地下政治。而香港電影便反映到，一個屬於香港質地

的人看政治時，會對現實政治有經驗，是流亡者，是從對

國家失望的流亡潮走出來。從新浪潮到今時今日，許鞍華

的《書劍恩仇錄》，我不覺得它拍得差，它有一個理念，

但那是民間的而不是建設的。徐克、吳宇森全部的電影觸

及政治時，都會講出一點，連張藝謀都很受落的：「我知

道我改變不了你，但你要聽一聽我的說法」。去到高高在

上的人，只能夠做的就是「聽聽我講」，「諫」的元素由

《書劍恩仇錄》一直如此。

登：所以徐克、許鞍華是同一代，而杜琪峯不是同一

代，杜琪峯不需要諫。我覺得杜琪峯是完全用另一個

approach，新浪潮的長處和缺點，他完全避開。因為新浪

潮幾位主要的導演都不懂得deal with權力，每次去到權力

核心時，就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像《狄仁傑之通天

帝國》（2010）。但杜琪峯的《黑社會》最厲害不在於類

型片的concept，而是真真正正面對權力轉移這個課題，

去講一個自己的政治宣言。我覺得那並不是民間的，你可

以兩睇，他拍的時候有兩種意思任你解讀。但整部電影真

的直接面對香港一路沒講過的權力問題，政治就是權力分

配。

雄：剛才大家在說許鞍華、徐克都是humanist，我用另一

個角度看，其實他們都在承接melodrama，和中聯有關的

那種，曾經一開始最想做的就是反這種melodrama形式，

結果他們更加擁抱melodrama。新浪潮不是單一的，我們

最少提到的方育平，已經很反melodrama形式。現在已經

跳過九十年代，我想找出界線，其實新浪潮還有一個人，

剛才已經提到，《上海皇帝》的麥當雄。其實剛才所說的

新浪潮都是在說八十年代，因為我們也將吳宇森拉進來

說。反而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壞處出現，但我覺得當時有

幾部政治作品的閱讀性很精緻。不用多說，九十年代開啟

政治話題的就是《表姐，你好嘢！》（1990），接著《上

海皇帝》也是這個年代。還有《非常偵探》（1994），對

我來說是個奇章。這些電影都在態度上不走melodrama的

方式，甚至將melodrama最人性的元素不提，就更碰到所

謂政治議題的核心，才去到收成期。

鳳：我明白許鞍華、麥當雄、徐克在八十年代新浪潮的

貢獻，剛才說杜琪峯的《黑社會》是這麼突出地說政治轉

移，我發覺只是不同年代導演的政治議題不同。八十年代

是面對回歸的問題、香港人身份、何去何從的問題，所以

他們的電影透過melodrama的形式去講出人對制度的無可

奈何和當中的制肘。但到了《黑社會》，剛巧那個政治議

題就是特首選舉。到底導演是否有一個這麼強的政治理念

來講出權力轉移，我有一個doubt，可能電影的訊息很明

顯擺出來，但我反而覺得這是文化人和閱讀者的解讀，因

為電影契合當時很大的一個政治議題，提到選舉的問題。

反而杜琪峯是否有一個這麼清楚的想法去講權力轉移是甚

麼，我對這種解讀方法有所懷疑。

《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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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我覺得杜琪峯有他的說法，他的說法是山寨式的，「

你唔好理我」，黑社會便是黑社會。但他開始害怕，香港

政治可以擺平，香港警察可以擺平，但大陸擺平不了。這

是杜琪峯面對世界的危機，但他沒有建設的理念。杜琪峯

最關心的就是黑社會的逃亡五祖，上一代的五祖交到下一

代，新五祖是甚麼人？這是個逃兵世界，杜琪峯的政治氣

氛等同清朝時逃亡的少林五祖。而杜琪峯到了這個時刻就

是在說，香港裡面的全都是五祖的遺裔，他們可否承接上

一代再下去？這是杜琪峯的世界。許鞍華說的紅花會、徐

克說的黃飛鴻都是民間自立成街坊式的民團，他們遭受到

的壓力都是來自大主權裡出現的問題，而他們要諫上去。

而杜琪峯則拒絕跟你們溝通，只是想著自己如何接班，龍

頭如何接下去。他的最大特色就是講「根」，逃亡者的根

源，所以龍根最重要，徐克的那些便是口水。

登：徐克最近也拿了一根棒出來。

紀：那根是亢龍鐧，一直講民間可以做到的最大能力就是

諫。

恆：諫是士人傳統，讀書人的最高理想。

登：鄭政恆說得對，某一批人是有種士人的迂腐氣息，還

是站在你身邊輕聲告訴你。

紀：之前的導演做不到的，岑建勳做不到的，杜琪峯就在

嘗試去做，你要招安我跟你談判。另外還有一個小龍女，

來自台灣的張艾嘉，看看她做不做到，她現在開始要入

局。

鳳：無論如何，我覺得香港觀眾如何解讀這些電影，跟香

港的特殊性很有關係，如果將這個議題放在大陸和台灣便

會完全不同。香港正正是整個制度、人們的文化水平、對

政治的態度，以致創作人不會有一個大的理念。就算面對

大的政治時弊，我們便會很「香港式」的：由下而上、想

想如何逃脫，是一種不大中心化的表述方式。我覺得杜琪

峯是有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走另一個alternative的方

法。無論這是承傳，或者另外的對抗。其實整個香港精神

都是這樣，不是在走大統，而是另類的戳一下的方法。

恆：我想將登徒和紀陶的觀點match在一起，我認同杜琪

峯不是大政治而是小政治。大政治多數在說假民主，小政

治則在說真獨裁。

登：一個霸氣那麼重的人，每逢講民主和獨裁都很好看。

杜琪峯的電影那麼過癮就是因為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現在看到曾志偉這幾年在做的事，由八十年代新藝城

來到現在，沒有了戰友，或者像徐克那種之後，真的想

reconnect去六十年代的中聯世界。我不覺得他純粹因為要

拍一部電影，《72家租客》之後，我想他最大的反省就是

不夠徹底，以及核心思想不夠清晰。所以去到《我愛HK》

完全是一部彩色的中聯電影。他取了這個意識形態核心，

我覺得很「香港」，因為那是草根的，重視舊式的鄰里和

道德。一個虛幻的烏托邦，大家都知道不存在的，純粹讓

那個世界的人宣揚自己的信念，這完全是中聯的精神。

鳳：但我看《72家租客》和《我愛HK》是對理想無力挽

救的一種懷緬的香港精神。你也知道大中華在蠶食香港，

現在拼命說香港還有自己的東西也可以，但以一個更大的

context去看時，這是一個無力的呼叫。

紀：我認同登徒，想補充一下。我覺得在中聯精神的中間

還夾著一個官台的一種造就。香港電台有三件功績：教育

電視、《獅子山下》和廉政節目，而最重要的是《獅子山

下》。曾志偉是接著中聯和《獅子山下》的精神，來說出

這是香港。因為王為一《七十二家房客》（1963）的那種

世界，是南方省市人們守望相助的世界。但《72家租客》

著重想說工商業發展當中依賴的不是官，而是好心的地產

商。而《我愛HK》則是《獅子山下》的世界，這種屋邨世

界。以前香港的官台也不會告訴你有甚麼大的政治理想，

最好稀釋它，民生是最要緊的，我們都受到這些薰陶。

登：中聯和新聯有一樣和意識形態有關的，特別是新聯，

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有一種hatred。當然它不是鼓吹草根

的小市民去反資本主義社會，這也不可能。但它用一些醜

化的方法將資本主義某些特徵呈現，譬如中聯和新聯也有

一些大型地產商、商家收樓，現在《我愛HK》全都有了。

它就是這樣去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領匯無良，大地產商

加租，民不聊生……我想說除了那個精神本身來自中聯，這

種看社會的方法也是當時那批人的看法。就連那弊病也一

樣，就是太偏頗。一個這麼狹窄的世界觀，看不清楚世界

怎麼運作，連資本主義怎樣運作也不知道，只知道加租不

好，便買起它。它有一些update的東西，但世界觀一模一

樣，所以我覺得這是完全相通的。

紀：而且它也反政府，之前反封建，現在反政府。

鳳：這種就是大陸鼓吹的所謂社會寫實主義。由中聯的

電影到曾志偉，最終都是表達制度腐敗就是因為有錢人、

官，剩下來的價值觀就是那班守望相助的無產階級。不過

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表達，我覺得這種很懷舊。懷舊

的意思不是說它不update，而是這種表達方式還能否面對

現代這麼複雜的社會。

登：其實你看到曾志偉自己的conflict，我不是很喜歡《

我愛HK》，不過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電影。他知道這種

姿態是一種對抗，和中聯一樣，中聯就是利用這種理想去

凝聚一班新移民，怎樣繼續在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活下

去。曾志偉同樣是對抗，但他知道大陸已經在蠶食香港。

無論影視、整個社會，那壓力來自大陸。兩部電影的text

是這樣，而意識上，從製作到經營和所有東西，「本土意

識的核心是甚麼？」這就是最後的政治信念。如果能夠做

好它，便能對抗大環境的轉變、北面攻下來的東西。這是

很複雜的，這兩年我特別留意他的發展。當然電影不是拍

得很好，但這是有意義的，當我們討論得那麼闊的時候一

定要點出這個問題。

雄：還想拉闊一點，之前在資料館做影後談，我負責《酒

色財氣》（1957），那是馬徐維邦執導的，它剛好有一

個我對香港電影理解的link，當然是概念上―五四怎樣

影響三十年代上海，然後電影人來到香港，他拍的香港其

實是上海，但碰巧那個上海和香港去到的地步有吻合的地

方。尤其結尾那些來抓人的警察，是穿上海的制服。這是

刻意也好，漏洞也好，這也是演繹過來的。剛才說《我愛

HK》，它是一部賀歲電影，就算曾志偉如何從不醒覺到醒

覺，兩年之內突然接通中聯，這其實由沈殿霞、董標那時

已經在接。我反而想說《最強囍事》，它給我新的感覺，

之前說過那比較不好笑，因為它要說點東西。這是陳慶嘉

第一次拍賀歲電影，他就用了這個窗口訴說了一個政治

的立場。整部電影用二分法很易看，四個男主角全是香港

人，兩個打工兩個有錢，打工的兩個就是從《絕世好B》

（2002）、《絕世好bra》（2001）已經建立了，適應了

香港做不了大男人，不再用雄糾糾，由做bra生意到化妝品

生意，將兩個已經試驗成功的好男人角色，在電影中去教

兩個有錢人。那兩個有錢人，一個在大陸工作不懂如何應

付自己女朋友，另一個也是有個內地女朋友追到過來、不

知所措的有錢人。當然有些角色是拍電影本身所面對的問

題，但那個架構很清楚，整部電影就是在說香港人怎樣去

build up自己的自強、立場、態度。但最重要還是兩個女主

角，張栢芝和劉嘉玲，陳慶嘉和秦小珍很好心，在叫港女

不要眷戀過去。劉嘉玲的角色完全是拿來取笑的，是一個

out-dated的作家。而張栢芝如何去取回信心，突然間有一

部賀歲電影看到角色真的有一種自信問題是很好看，很清

新的。當然範圍都是自強不息，但將那個形勢放到現在對

應去看，是難得通過賀歲電影以有限度、新保守主義的方

式去做到政治的立場。但這是一個窄幅，因為這類電影每

年只留下這個位置。黃百鳴如果下年不找陳慶嘉，找另一

個導演，葉偉信也不行，也只會拍普通的「囍事電影」。

鳳：我會把《最強囍事》解讀成大中華的力量已經來到

《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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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終是在賣大陸的化妝品，最有錢最有權的都在上

面，無論劉嘉玲或者張栢芝，只不過在做香港人的輔助角

色。如果這樣看，我覺得黃百鳴在看的是一個大的系統，

或者一個大的中華其實已經開始取代香港的獨立性。如果

再講香港的獨立性或本土性，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講。

紀：講政治電影的時候，通常節日電影、拜年電影，這些

最放低政治的時候，反而會說更多民生。《黑社會》那些

便真的有些政治題目，而且觸及細節，你會覺得幾易觸礁

的，不會在拜年、聖誕的時候推出。

雄：所以我說那是一個範疇，而且現在我不再討論現在的

電影反映甚麼殺到埋身，陳慶嘉都看到，但不去理會，集

中講香港態度。繼續有人做大陸生意，他也是在做大陸生

意，已經不在悲觀中糾纏。

登：接受了現實然後繼續上路。

思：其實我覺得說了很多，到現在最要緊都是保住那個

頂，我們有自己傳統的價值，譬如家庭觀念、傳統的屋邨

文化這些。但對於大環境已經採取一種以和為貴，即是我

不犯你，但要保存一些東西。

倫：從來香港人都是這樣，我不犯你你不犯我。

鳳：香港電影在製作的狹縫中，從五十年代要避開大陸宣

傳化的電影，又要避開不要得罪台灣東南亞市場。所以香

港電影可能會接觸到政治議題，但一定要非政治化。可能

用隱喻式，借古諷今這些方法來說政治時弊，但它不會直

接講。香港的所謂政治電影其實是related to那個地緣關係

和政治情況。那個條例很特別，就是不能影響香港與鄰近

地區的關係。有台灣、大陸、澳門，還有以前的宗主國英

國，它不可以碰到殖民主義的問題，所以香港的電影要接

觸政治議題時要轉一個彎，正正它不是直接講，那個解讀

方法和樣式有很多種，也很有趣。

紀：最有趣的是從政治劇變成鬧劇，就是文雋那一部《港

督最後一個保鑣》，將一些政治人物惡搞。它取了中國人

的最大禁忌，西方也有這些作品，但它變了香港的最大形

式，名正言順的扮演陳方安生，等同於《18樓C座》的政

治題目。用民間的嘻笑怒罵角度其實是容許的，當變成這

種形式時，反而是香港發揮活力的時候。

鳳：因為電檢制度那個影響香港與鄰近地區的關係，一直

沿用到1994年，李柱銘在立法局廢掉這一條。以前我在

電檢處做volunteer的時候，有些電影被評為三級，特別要

人去看的就是這些，所謂有政治意識，《阿爾及爾之戰》

（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再見中國》那些。

有關這些問題時他們會比較敏感，因為直接衝擊具體的政

治議題。但香港電影面對所謂真正的政治議題，都是以非

政治嬉笑怒罵式、逃避式，或嘲笑、諷刺、隱喻等多種。

登：是不是應該說一說陳嘉上？《A-1頭條》（2004）有

也嘗試，只是不成功。

紀：《武狀元蘇乞兒》（1992）和《老鼠愛上貓》

（2003）已經是了。香港拍「包公電影」一定不會拍包

公，而拍展昭，陳嘉上就是專門拍「展昭電影」。等於杜

琪峯拍《PTU》（2003）的任達華，全都是公職人員、

下面做事的人。陳嘉上的上司代言人就是黃秋生，有我撐

著，你去做你的工作，那就是包公。他找到香港人面對政

治的時候，最好就是有個這樣的拍檔，《老鼠愛上貓》是

最明顯的。

雄：這個theme放在九十年代最恰當，用了這種方式才能

夠過渡。

紀：陳嘉上到大陸拍《老鼠愛上貓》的時候，這很明顯在

訴說這個大政治氣候當中，自己能找到一個處境，反映香

港人的角度。有理念的那個就是包公，但他不是主角。

鳳：大家看到《讓子彈飛》引起很多政治解讀，我不知道

在香港有哪部電影或哪種文化現象可以有這麼多聲音，應

該不多。我覺得在大陸理解政治電影、政治解讀的氣氛和

香港相比很不同，不單是多少的問題，方式也很不同。如

之前所說，香港的電影手法和模式不會這樣去說故事，包

括文化人對電影的解讀也不像大陸那般。

紀：姜文說過以前也不是這樣，所以他也說電影中所有政

治也與他無關。這是社會現象。

雄：當然，看完《讓子彈飛》就會發覺這些電影是香港拍

不出來，我覺得這不是政治，而是歷史，我覺得是歷史解

讀，香港是拍不到的。早陣子重看了《胭脂扣》（1988）

，當年真的有很多政治解讀，但電影好看在於千萬不要作

政治解讀。本身人和人的場景那些藝術解讀才是精粹，根

本我們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的影評人，很多是乘著王晶而

起，沒甚麼好講，便以政治解讀王晶。

登：Exactly，所以我們這班人已經不再走這些位置，不再

中《讓子彈飛》的計，反而將它tune回as一部電影去看。

電影可能有一些政治解讀，但更多是姜文解讀，或者類型

解讀。

雄：若說「點線面」，我們先處理「面」，「點」當然是

最多。只將「點」數出來，沒有線索去說出來的論述是失

敗的。

登：現在的社會甚麼也會爆發出來，哪還需透過一部電

影？看看曾俊華便知道。現在社會是人人都有自己的say，

去voice out自己的東西，不論成功與否。譬如反高鐵，是

真的在進行社會事件，電影已經不是這種功能，至少電影

已經不用再在這種層次提供這種作用，不需再轉彎抹角去

說話。香港如果真的有政治電影，應該向再高一層次，比

杜琪峯還要高的去探討多些問題。

雄：反高鐵之後，現在有很多人拍攝紀錄片，但現在未到

收成期，未知出來會怎樣。

登：羅永昌的《報應》有一個菜園村的context，那個黃秋

生站在地產商那邊。

恆：那就有報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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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r索性以字咭交代有雞農為巨型跨國企業提供雞肉而未

能出鏡（及只有決意不再做企業供應商而可以上鏡的雞農）的

《毒食難肥》（Food Inc.，2008）； 又或者本年電影節《呃錢

帝國》（ Inside Job ）前美國財務部官員對著攝影機請導演關

掉機器off-mic說幾句等，都是順手拈來的例子。

Kirby Dick 2006年的《本片尚未分級》（This Film is Not 

Yet Rated）就更指出了除了赤裸直接的社會政治壓力外，電影

工業內部在生產及發行環節的壟斷及封閉性，及其後果。荷里

活的電影工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由融資到製作到

發行到戲線放映，一概由幾間大片廠包辦。大片廠以外的製作

人即使湊夠資金把電影拍成，也要面對沒有電影院檔期放映的

問題。這種大片廠的垂直整合，把整個電影市場控制得滴水不

漏。美國最高法院於四十年代末裁決終止了這種壟斷，幾家大

片廠呼風換雨的時代看似窮途末路，但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於一九六八年成立的不具

法律效力、自願性質的分級制（成員來自六大電影公司），將院

線的控制權重新收歸。《本片尚未分級》一片，便紀錄了導演自

己聘用的私家偵探，調查美國電影協會的成員。電影把這以保

護青少年免受不良電影污染為名，實質卻是院線控制權如何借

屍還魂回到幾家大片廠的機制，暴露於公眾之前。

換言之，紀實影像可以是簡單的把out there的現實紀錄下來；

然而，在一個各種社會政治道德經濟勢力重重交錯的動態世界

裡，紀錄空白、被禁止被抑壓的事物，令觀眾了解到空白的原因

和脈絡，才是所謂「真實」更為生死攸關的維度。電影理論有二

十世紀初俄國愛森斯坦的一派，強調剪接上一加一不止於二的

創造力；也有法國戰後巴贊的一派，透過場面調度強調場面的

複雜性，意義／內涵的非單一性―電影的真實就是容納任何

情景內含著的不可預計、不明顯甚至被抑壓的元素。巴贊的說

法看似只觸及電影美學及風格，但引伸一下，若電影無可避免

是社會及文化的一種意義賦予的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

紀錄片難道不就是世界本身的場面調度、鏡頭運動甚或景深轉

移嗎？

又回到香港，以早前三月六日行動者反對財政預算案，堵塞星

期日晚的德輔道為例，要不是有行動者拍到警員連環拳襲擊女

示威者，和警員近距離向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發射胡椒噴霧，社

會大眾可能會還只能聽信警務處長批評有家長不懂教育小朋

友，或警方的胡椒噴霧是向天發射等單方面眼睜睜說的謊言。

日本六十年代有小川紳介在成田機場旁的農村一蹲八年，拍出

七部紀錄農民抗爭的紀錄片。香港也有影像行動者在菜園村運

動一蹲就是兩年多，並已發表兩部紀錄片，紀錄了村民在運動

中的轉化、護村及建新村等香港鄉郊土地運動與別不同的抗爭

性―種種電子傳媒及新聞機構認為不夠多汁震撼，或不信任

香港觀眾有興趣靠近的具普遍性及鋒利的題材。

正是在香港這種凡事和諧，政治、經濟和時事的商品盡情泛

濫，消耗性地搶奪和吸引所有人的眼球時，特別顯出把謊言和

假象無情地撕破的紀錄片的重要性。

朋友打趣說，今時今日寫報導好過寫小說。無他，雖然小學生也

知道，地球四分之三是水，但誰又曾想像到海水的力量能把房

子、汽車等穩健象徵無情沖走的景象？長長的海岸線上，大浪

掩至萬馬千鈞勢如破竹的場面，誰又曾經預視過？天災不計，埃

及、利比亞的當代革命，把現代性的基石之一的民族國家在沒

有戰爭的情況下，動搖得不忍卒睹（又或振奮人心清風送爽），

這又是何等想像力和學識才能構思出的劇情？回到香港，三位

曾姓的政府高官在財政預算案中出的洋相：警察對示威者的葉

問式連環拳、吝於實質公共開支又要講公民資格派錢，諸如此

類，又是怎樣的道德和管治水平才能設想得到的手段？

世界發生的事情，在幅度、強度、主題、荒謬和頻密的程度而

言，都已把虛構出來的故事狠狠拋離，觀眾已是勉力為之盡量

接收。論娛樂性，看新聞難道不是已綽綽有餘疲於奔命了嗎？向

來在香港不特別受歡迎的紀實影像，今天已幾乎暗渡陳倉為強

迫我們不斷觀看任為魚肉的暴君。這裡的問題是，紀實影像除

了提供所謂「真實」的資訊外，還有沒有甚麼理想？或者說，「

真實」除了是追趕浪奔浪流、超乎想像偶發事件外，還有沒有重

要性？一比一的地圖，或者「天眼」式的全景視角，是否就能取

代對「真實性」的追求？

例子由明刀明槍的虛構說起。自從二零零二年梁錦松在立法會

會議廳高歌一曲《獅子山下》後，這套香港電台片集的意義幾

近一夜間被轉化，化作了統治者及資本家控制香港人的無上律

令：世界就是如此殘酷，還抱怨甚麼；弱肉強食，鬼叫你窮呀頂

硬上。其時香港經濟低迷，這演繹令人不安，因為政府和資本在

真實的維度
周思中

已是既倒之勢，還明刀明槍作恐嚇式的宣言「食硬你」。問題還

不止於此，最惡劣的是這演繹把片集作抽離脈絡的扭曲。小人

物的遭遇有日常的一面有崇高的一面，有被動無奈的一面有控

訴批判的一面。七十年代末的《獅子山下》為人津津樂道，因其

把許多草根階層小人物的遭遇，以戲劇化的形式表達，當中不

少便是以把在（扭曲的）日常裡起作用的不合理元素抽出來加

以批判。以許鞍華導演的《橋》為例，政府把貫通民居及馬路彼

岸的行人天橋，在未有諮詢的情況下拆去，為居民帶來諸多不

便和危險；片中有缺乏抗爭經驗的平民百姓手足無措，亦有青

年路見不平，堵路（！）絕食與居民一起反對拆橋。

也就是說，《獅子山下》即使呼喚市民同心協力，但卻絕不是集

體地向權力和不公義下跪。當時梁錦松對《獅子山下》的詮釋

若是惹來公眾的不滿，其中因素大概因為這詮釋抵觸了片集在

當年所指向的社會真實：即把某種作為香港市民的權利或主體

性的自覺，無成本地轉化為（或回復為）向權力理所當然的投

降。當年的香港市民貨真價實地被殖民地的官威所壓，這便是

《獅子山下》有效傳遞的「真實性」；這種建基於壓迫的抵抗精

神，在零二年若被梁先生的演繹別有用心地埋藏，問題便不僅

是政權及資本家以外的價值受到壓抑，更是扭曲歴史，種下一

筆香港當代社會未結的帳。

把（曾）存在的事情埋沒或掩飾或包裝，若果是權力的技倆的

話，呈現未能出現或被禁止的事情，也許便是紀錄片的「真實」

的核心維度。無論是Errol Morris 1988年為Randell Adams殺

警案平反的《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或是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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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協力推動動畫

香港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文化往往慢幾拍，不及民間緊握時代脈

搏，那麼反應快。殖民地政府的確把社會精英或精英集團代表的政

治力量，吸收各界精英進入行政決策核心，希望能更快把準社會脈

搏，此乃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金耀基提出的「行政吸納政治」模

式。但始終，政府是一頭大笨象，行動緩慢，要他們來得及反應，

可能已經是三五年後的事。

如此，我們不能期望政府主動推動文化，他們不干涉民間組織，讓

民間自發推動，已經是最大的幫忙。推動文學尚且困難重重，推動

長期給看成次文化的動畫，簡直舉步維艱。然而，困難打擊不了一

班動畫人推廣動畫的決心，早於八十年代，盧子英等人已經組織動

畫會，推廣動畫，搞放映會、舉行講座、撰寫文章推廣動畫，政府

不做，他們便自己去做。

第一代「單格」：1981至1984年

盧子英表示，第一個民間動畫組織—「單格動畫會」在1981成

立。該會會員大部份都從事動畫製作，可算是網羅了全港大部份的

動畫人。當時香港還沒有動畫製作公司，動畫人均來自電視台：無

線電視、麗的電視或改名後的亞洲電視，以及香港電台電視部。麗

的或亞洲電視沒有動畫組，實際上只有無線電視和香港電台電視部

設有動畫部，合共約有廿人，當中有十多人是該會會員。他們不少

都年齡相若，頗合得來，聚在一起時總會交流動畫製作的技術。為

了擁有固定聚集的地方，他們租了深水埗的一個單位作會址，並出

版刊物，製作動畫。

「我們這班年青人，之前未有成立組織團體的經驗，久而久之，各

持己見，對組織的方向有不同看法，於是我們暫停了『單格』的運

作。」盧子英卻沒有因此而停止了他的動畫路，他與當時任職無線

電視附屬公司「翡翠動畫」，現為影評人的紀陶（原名：林紀陶）

繼續走其動畫路，他們不時聯絡日本的動畫人，定期交流。

動畫教育固然重要，跟外地的動畫界交流也不可少。每次電影節

或相關的動畫活動，盧子英都充當香港區代表，接待外國動畫代

表，藉此與他們暢談交往。他還記得「單格」運作期間，他們通

過香港商務專員公署向加拿大國家電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借了些動畫片，於1983年末為「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籌

辦一個名為「國際動畫展」的節目。

盧子英續稱，動畫展雖名為國際，其實不少為日本動畫。當時他

們只能從雜誌書報獲得日本動畫的資訊，卻鮮有機會欣賞，希望籌

劃一次動畫展放映日本動畫。那時沒有互聯網，他要透過朋友，才

能聯絡片主，舉辦動畫展比現在困難得多。當年日本著名漫畫及

動畫評論人小野耕世（Kosei Ono）來港觀賞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動

畫節目，同時想聯絡香港的動畫人，於是透過電影節認識了「單格

動畫會」，並在一些日本雜誌報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動畫節目和

香港動畫的概況，又向木下蓮三（Renzo Kinoshita）和木下小夜子

（Sayoko Kinoshita）夫婦、久里洋二 (Yoji Kuri)、古川卓（Suguru 

Furukawa）和川本喜八郎（Kawamoto Kihachiro）等獨立動畫製作

人，介紹香港動畫的發展。藉著小野耕世的鋪橋搭路，盧子英聯絡

了幾位動畫師和動畫片的片主。其中一名動畫師非常認真，除了動

畫片外，連同劇照也運來香港，此外亦為他們安排好放映日期，

最後動畫展得以舉行，他們當然邀請好幾位有份參展的動畫師來

港。

是次交流非常重要，沒有這次交流，香港動畫人與其他國家的動

畫人交流的機會，或許要再等幾年才開始。據他憶述，原來籌劃

「國際動畫展」的同時，日本的動畫界亦已花了兩年左右，計劃在

1985年舉辦「廣島國際動畫展」。當時沒有香港動畫師有足夠時

間製作好動畫片參展，然而，「廣島國際動畫展」邀請了他和另一

位香港動畫師程安傑，與台灣、中國、南韓、印度、馬來西亞和日

本本土的代表參加「接力動畫」活動。他們須根據上一張的畫稿，

自由製作約一分鐘的動畫，如接龍般串起故事，之後作為動畫節的

閉幕片，開幕片則由日本中學生合力製作。

「這算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動畫展，之後幾屆的『廣島國際動

畫展』（兩年一屆），我也有出席，因為參與動畫會，我才有機會

與不同國家的動畫師交流。」

第二代「單格」：1987年至1990年

時至1984年，「單格」雖然暫停運作，但盧子英卻沒有停下來，

仍舊向普羅大眾推動動畫，與此同時，亦繼續與日本動畫界保持緊

密聯繫。「進念二十面體的林奕華提議我不要放下動畫會的運作，

大可用他們的會址繼續組織動畫活動。他們有自己的場地，出版每

月會訊予會員，可以定時舉辦動畫放映活動，也可以舉辦講座，推

動動畫教育，加上當時我經常有一些設計工作跟他們合作，要常

常到他們的會址，於是我於1987年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單格』至

1990年。」

投放了資源等於「做咗嘢」

近廿年，盧子英等都不時出現大小動畫節目，單打獨鬥推動動畫。

或許人丁單薄，但漸見成效，大眾多一點認識動畫。政府方面，生

產力促進局（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作為公營機構，也

推動動畫，不過是從業界出發，動畫被單純地看成一盤生意，動畫

本身的理念思維付之闕如，在官方和業界的眼中，推動等於為動畫

爭取商機。

為了更大力推動動畫，一班有心的動畫人乘著參加了2009

年D i g i Con6大賞，傳媒廣泛報導的餘熱，與「創意香港」

（CreatHK）開會，商討合作推動動畫教育的事宜。當他們談及教

育時，當局即表示已投放了資源在教育上，香港動畫製作人協會的

其中一位創會會員黃麗明坦言，政府認為自己已經完成工作，心中

只視教育為他們工作的一部份，投放了資源便算。

「就好像成立了香港電影教育學院便等於推動電影教育一樣，他們

認為撥了款等於『做咗嘢』。他們表示如果你們想繼續推廣動畫教

育的話，大可與各大專院校聯絡。」黃麗明認為政府的做法非常僵

化，而且根本未理解清楚動畫，便急就章推行動畫教育。另外，在

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開會時，該部門的代表表示，香港是自由經濟

社會，他們不會參與任何事情，她感到非常無奈。

官方不濟  動畫人成立協會推動動畫

之後，2010年6月成立「香港動畫製作人協會」，希望推動及鼓勵

香港人積極創作動畫，以及推廣動畫欣賞，提高香港人對動畫的認

知及興趣。

如果沒有生產力促進局，黃麗明可能不認識其他志同道合的動畫

人。它是半官方機構，聯絡香港區的動畫師參加日本TBS電視台每

年一度舉辦DigiCon6大賞。2009年當屆的大賞，讓她在日本認識

了其他十二位參與大賞的香港動畫人。之後她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舉行放映會，放映當時她們參展的動畫。

生產力促進局的確為香港動畫界做了相當的事，然而，因為該局的

不濟，令她有覺得自己身為動畫人，可以做多點推動動畫的工作，

於是醞釀成立動畫會的想法。

近年政府推行三三四學制，為了在通識科引入動畫教育，生產力促

進局，曾經與黃麗明洽談設計動畫教材的事宜。但她還未深入瞭解

計劃的理念及想法，對方已經指派了一位導演，查問拍攝動畫的方

法，到她想深入說明拍攝的方法時，對方又再來問及完成整個計劃

的費用，好像設計動畫教材的方案根本未有全盤思索好方向，便匆

匆推行。

「我也曾經在商界工作，明白到每人都有自己的價錢，有自己的定

位。荒謬的是，我根本不清楚動畫教育計劃的理念，明明是一個龐

大的動畫教育計劃，預算無一百也有幾十萬，給設計教材的撥款卻

只有五千元。我有我自己的價錢，不是街市買菜，可以討價還價，

如此來來回回討論價錢，他們還辯稱訪問黃玉郎也不用收費，彷彿

五千元已經是非常大的數目。最後我沒有接受這項目。」她不憤當

局的做法。

概念錯誤教錯學生

之後，當局另找其他人免費設計了動畫教育的教材光碟，但其差劣

的內容，更令她和盧子英明白成立動畫協會的重要。「假如生產力

促進局推廣動畫教育，那麼我們這些動畫人應該怎樣自處呢？有

次恆仔（黃偉恆）發送了一條他們的網上鏈結給我，我一看，他們

對動畫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分辨動畫和漫畫的落後階段，而且更差的

是連動畫和漫畫的概念也分不清楚。難道懂得運用動畫軟件，畫素

描，訪問一些知名人士如黃玉郎等，便是動畫教育麼？大抵他們可

以訪問黃玉郎，但並非訪問他的成功而是失敗。香港漫畫書由九十

年代的全盛期，銷售量每期十多萬冊，跌至現時萬多冊，哪有成功

之理？假如小學老師根據光碟的內容來教學，很容易教錯學生。」

開始已經走錯了路

動畫會成立的經過除了是民間自發推動動畫的見證外，也同時側寫

政府處理文化時的尷尬：政府的思維永遠只是鐵板一塊，高鐵促進

經濟，西九發展促進旅遊，文化保育吸引遊客⋯⋯，任何與動畫有

關的事都是一盤生意，因此，將之納入生產力促進局和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的工作範圍。當局內人出謀獻策時，亦跳不出思維的侷限，

只慣常地運用商業及經濟的思考問題，往往忽視了動畫的理念和內

涵，結果推行政策時永遠隔靴搔癢，觸不及癢處，錢花了成果卻不

見，如同一開始便走錯方向的船，任你如何轉舵，也不會駛到目的

地。

求人不如求己，政府做不夠，還是民間自發推動動畫，君不見近年

政府對地產霸權坐視不理，任由地產惡霸肚滿腸肥？美孚居民惟有

自發組織起來對抗惡霸。文化推動還是靠民間吧！

「單格動畫會」到「香港動畫製作人協會」成立的政治和民間拉扯
  訪問：張偉雄、李卓倫

  文：李卓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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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遛達了大半天（―我又迷路了），在公

園朝向下午日光的一角，看到鹿特丹電影節的宣傳品（―對，

是時候要去看電影啦），我立時從《夜巡》與《向日葵》的藝術

靈光裡回過頭來，趕到中央車站去。一小時左右，就到鹿特丹

了。

今年是鹿特丹電影節第四十個年頭，我以年輕影評人的身份參

加了電影節的見習計劃，除了撰寫影評，參加工作坊，跟另外五

位分別來自俄國、英國、美國、阿根廷、哥斯達黎加的年輕影評

人交流外，就是要看齊十四部老虎獎（Tiger Awards）候選影

片，並參與國際影評人獎的討論。

1.虎！虎！虎！

我肯定自己在九天之內，看了超過四十部電影（短片未計）。每

一晚都要計劃好下一天的行程。最好是早上一部（第一部通常

是九時多開映，我已令自己不用鬧鐘也可以在八時多自動起身）

，下午兩部，晚上再兩部。如何分配呢？老虎獎候選影片當然優

先了。

候選影片來自世界各地，都是年輕導演的第一或第二部作品

（曾獲獎的導演有 Christopher Nolan、洪尚秀、李康生、

陳翠梅等）。我發現今年亞洲電影的水平特別高，遠超其他

地域的電影。伊朗導演 Majid Barzegar 的《雨季》（Rainy 

Seasons，2010）關注城市年輕人的失落和道德壓力，呈示由

失望到希望的人生轉折，由壓抑到個人的感情釋放，影片拍得

寫實自然和生活感。然而，南韓電影才是焦點所在，我們六位

年輕影評人在某一晚的深夜先行初選，結果兩個首選都是南韓

電影―《青春夜行》（Bleak Night ，2010）和《寡佬非人

日記》（The Journals of Musan，2010）。《青春夜行》以一

個中學生的死亡出發，他的父親想了解死因，由父親的尋訪開

始，慢慢揭示他的兒子和兩位同學友誼告終的殘酷事實，死者

生前的內心世界複雜，他以肢體和語言暴力待人，帶來他人的

恨意，背後也許是他的深深的孤獨和自傷自憐，終於友愛變成

殘局，《青春夜行》的調子挺沉鬱，風格成熟，難以想像影片是

韓國電影學院的畢業作品。

當然了，包攬國際影評人獎和老虎獎的是《寡佬非人日記》。在

國際影評人獎的決選會議上，本片所得的票數大幅拋開其他電

影，實在是脫穎而出，導演朴庭凡是李滄東的副導，在本片中

自編自導自演，飾演在一個從北韓茂山偷渡到南韓首爾的小人

物，透過他的視點，我們不單看到大城市的罪惡、剝削和生活

就業等問題，還有城市抹去了人的道德清白。影片成功地以一

隻小白狗作為象徵，配合寫實的風格，無言地探入邊緣者的內

心和處境。

另外，泰國電影《永恆》（Eternity，2010）是關於傷逝與回

憶，拍得含蓄、詩意而抒情，影片以思念、時間、人情關係為主

線，深具東方的恬淡神韻，影片最終更同得老虎獎。當然，也

不是所有亞洲電影都好，日本電影《80後速愛物語》（Love 

Addiction，2010）爛得離譜，實在不應參加比賽。印度片《圖

像線程》（The Image Threads，2010）和斯里蘭卡電影《飛

魚》（Flying Fish，2011）也是平平。

2.水虎客棧

在一月的時候，我們六個年輕影評人已被分配好關注領域，

好讓大家有個焦點，也能從對方得知其他範疇的概略。我的

分配重點是武俠片單元「水虎客棧」（Water Tiger Inn）和

Regained（包括復修影片、關於影人影事的紀錄片）。

「水虎客棧」選映了十九部武俠片，片目如下：《紅俠》（1929）、

《荒江女俠》（1930）、《黃飛鴻正傳上集之鞭風滅燭》（1949

）、《六指琴魔上集》（1965）、《龍門客棧》（1967）、《金

燕子》（1968）、《天下第一拳》（1972）、《流星蝴蝶劍》

（1976）、《洪熙官》（1977）、《醉拳》（1978）、《山中傳

奇》（1979）、《生死決》（1983）、《新蜀山劍俠》（1983）、

《群龍戲鳳》（1989）、《雙旗鎮刀客》（1991）、《方世玉》

（1993）、《東邪西毒》（1994）、《葉問》（2008）和《劍雨》

（2010）。當中，文逸民的《紅俠》為現存最早而完整的武俠

片，當中不乏情節劇的影子（尤其是片初兵荒馬亂、生離死

別），一力肯定人的氣節，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中的山寨王有一

群穿著暴露的女子，不知在當年是否十分大膽了，至於打鬥場

面其實很少而且簡單，Devil Music Ensemble的現場配樂則

比電影本身更為吸引，整體而言，《紅俠》已較神怪元素較多

的《荒江女俠》為佳。

除了電影，「水虎客棧」單元還包括了一個同名裝置，裝置其實

就是一間客棧，搭建用的竹子都由台灣遠道運來，觀眾可以身

老虎四十―鹿特丹電影節手記   
鄭政恆

《寡佬非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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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風格的客棧之中，吃喝談天（在年三十晚，我們一班華

人還在那裡打邊爐呢；翌日我就跟外國人去唐人街看燒炮仗），

回到電影之前的武俠世界，而且那裡每天都有由說書、京劇、南

管、木偶戲、武術組成的現場表演，故事情節當然跟武俠相關

了，片段已上載到網上，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策展人謝慶鈴說「水虎客棧」單元要做到「靜態看電影和演場

感受並重」，而且「不只對懂武俠片的愛好者說話，也要平易近

人，拓展推廣。」她說本單元的門票銷情不俗，觀眾覺得陳烈品

《六指琴魔》的Lo-fi特技有趣呢。我認識的一位工作人員看了

楚原《流星蝴蝶劍》後表示讚賞，另一位奧利地影評人甚至跟

我說，他個人認為胡金銓的《山中傳奇》是整個電影節最出色

的一部作品！

3.大師駕到及老虎回歸

捷克名導史雲梅耶 （Jan Svankmajer） 攜同新作《夢中

見》（ Surviving Life ， 2010）來到鹿特丹電影節（我當

然抓緊機會跟他合照啦）。除了影片，還有展覽配合，可是他

的新片水準平平，玩弄最顯淺的心理分析理論，值得欣賞的

還是視覺技術層面，拼貼與 Stop Motion 都運用自如。102

歲的葡萄牙導演Manoel de Oliveira 仍有新作，《再生奇

緣》（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2010）保持水準，

反思影像與生死的關係，一位俄國年輕影評人說有些夢幻場

面令人想起夏卡爾（Marc Chagall），我舉手同意。演而優則

導的馬修亞瑪希（Mathieu Amalric）帶來電視電影《喜劇幻

象》（L'illusion comique），作品改編自法國戲劇作家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的劇本，戲中有戲的結構獨特，但對白未

免過多。

眾多影片中，我最欣賞史高林莫斯基（ Jerzy Skolimowski）

的《極地逃殺》（Essential Killing，2010）。影片猶如一則現

代神話，表達了人與自然的角力關係、生存意志和宗教信仰的

力量。影片不乏史高林莫斯基的荒謬人生主題，今回更單純用

影像敍事（兩次用鳥瞰鏡對照自然之大與人之渺小，突顯出

主題），幾乎無對白、無音樂。影片到了後半部，加入一點點超

現實風格，配合主角產生的幻覺，走到瘋狂與死亡的邊緣，最

終無名的主角儼如末路的神人，也許要開展生命的另一旅程。

以荒野為題材的影片中，Danny Boyle的《127小時》（127 

hours，2011）和史高林莫斯基的《極地逃殺》都是佳構，不

相伯仲（兩片的簡單對照：靜止v.s.逃亡；幻象v.s.實感；自殘

v.s.殺人），教人印象深刻。

今 年是 鹿 特 丹電 影節 四 十周 年，所以特 設「老 虎 回 歸」

（Return of the tiger ）單元，放映過去老虎獎得主的新作

品，包括陳翠梅的《無夏之年》（2010）、張作驥的《當愛來

的時候》（2010）、河瀨直美的《玄牝》（2010）等共十三

部，而且特設獎項給當中的最佳作品，結果洪尚秀的新作《玉

熙的映畫》（Oki’s Movie，2010）獲勝。就我所看到的作品

中，《玉熙的映畫》確是最出色，電影起初略嫌累贅，但原來

一切是尾聲的鋪排，最後一段拍得太棒了，簡單而且深情，以

女主角玉熙與兩個情人的交往互相對照，帶出了點點滄桑和失

落。而有趣的是，片中運用了Edward Elgar的名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o.1作間場音樂，一位阿根廷年輕影評

人跟我說，這是她們當地結婚時奏的音樂。我答道，在我們當

地，這首音樂用於畢業典禮啊。

4.紀錄片、劇情片略談

紀錄片方面，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給卡山的

信》（A letter to Elia，2010）十分突出，影片情理俱備，史高

西斯由個人的少年經歷出發，進而分析伊力卡山（Elia Kazan）

的名作如《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1954）和《伊甸

園東》（East of Eden，1955）等，最後也談及二人的交誼。在

史高西斯的生命中，卡山的電影作為模範影響了他，言談之間，

不乏細緻觀察和感激之情。

《自由激進分子：實驗電影史》（Free Radicals-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Cinema，2010）也很好，是不錯的實驗電影

入門指南。影片也是有情有理，大可視為 Pip Chodorov 的A 

letter to Jonas Mekas。《剝削電影駐菲大本營》（Machete 

Maidens Unleashed!，2010）詳盡解說剝削片3B（Beast, 

Breast and Blood）的構成和文化內涵，好此道者不妨一看。

劇情片方面，《母親的告白》（Incendies，2010）獲得觀眾票

選最佳電影獎，南韓導演則大出風頭，包攬不少獎項（李滄東

和《詩》[2010]也來到鹿特丹，影片當然甚獲好評）。日本電

影相對失色了，《歡待》（Hospitality，2010）和園子溫的《死

魚》（Cold Fish，2010）風格迥異但都具荒謬感，同樣針對日

本中產家庭的保守面具（我跟來自海牙的記者一起看《死魚》

，燈光一亮，我們面面相覷，不禁一笑）。香港電影還幸有武俠

片充撐，新片只有《志明與春嬌》（2010）和《東風破》（2010

）兩部。

電影節裡，還有兩件值得一提的單元，一是「時裝與電影」，

二是「紅色西部片」（Red Westerns）。前者選映了《黑天鵝》

（Black Swan，2011）等片，配合不少短片和藝術展覽。後者

是指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出品的西部片，早期涉足此類型的是

蘇聯導演庫里肖夫（Lev Kuleshov），他在二十年代拍攝的電

影中有牛仔形象和淘金情節。到了三十年代，史太林大權在握，

而他本人原來深愛西部片，因此提出翻拍福特（John Ford）

的《沙漠斷魂》（The Lost Patrol，1934），由羅姆（Mikhail 

Romm）拍成《十三》（The Thirteen，1936），英軍理所當然

變成紅軍，阿拉伯人變成反紅軍的土匪。六十年代是紅色西部

片的黃金時期，就我所看，波蘭片《法律與拳頭》（The Law 

and the Fist，1964）就拍得相當不錯，直至七十年代末紅色

西部片終告式微。

5.實驗電影

鹿特丹電影節給我的感覺是活力，電影節平衡了大眾和小眾品

味，也多鼓勵年輕人拍攝及評論電影。而最教我感慨的是，不

少外國年輕人都喜歡實驗電影，教我訝異。我跟國內電影人古

濤談天，他說他的實驗短片《去大海的路上》（2010）在國外

的反應比國內好，我看過影片，覺得實在優秀，不應忽略。這

是一部關於大地震的短片，一開首就引述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詩句―Everything is a sacrifice to your 

memory（一切都為懷念你而犧牲），主題了然。古濤的表達跟

杜海濱的冷靜抽離和馮小剛的煽情堆砌完全不同，他顯然深受 

Stan Brakhage 影響，以詩意的手法、黑白的影片、快速的剪

接、意象的組合直探人的意識，並尋找燙印於人心中的災難回

憶。《去大海的路上》是詩意的災難片，外在的天然破壞與內在

的抽象感受疊合，古濤不冷眼旁觀也不宣洩感情，他回到人的

內省與原初感受，這才是真正由內心出發的含蓄的憐憫，做到

同此心同此理。

回頭一想，我跟各地年輕影評人和電影人交流，大家談論得

最多的竟然是美國實驗電影導演 Nathaniel Dorsky 。他

的作品在每天四時放映，Dorsky 也親自為每一影片略作解

說。Nathaniel Dorsky 的影片重視光影意象，無聲，不作敍

事，宗教味道和城市觸感強烈，他的影片都純粹、深沉而內斂。

實驗電影在香港及華語地區十分邊緣，很難找到同好者互相討

論，在鹿特丹電影節中我才發現我不一定是孤絕的極少數。

《極地逃殺》 《玉熙的映畫》 《歡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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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未歌（一首政治歌謠）

張偉雄

「你愛我未？」「愛你？我未愛你。」「你愛夠我未？」「愛我？愛我未？」「你愛未？」「你愛我夠

未？」「你未愛夠我。」「你未夠愛我。」

「我未愛夠你。」「我未愛夠。」「我未愛？」「我愛未夠。」「你愛？你未愛。」「我未愛你。」「你

未愛？」「你未愛我。」「你愛未？」「我愛未？未。」「愛我？未愛我？愛我？未愛我？……」

「愛，未到。」「愛，未見。」「愛，未必。」「愛，未完。」「愛，未知。」「愛，未來。」「愛，未明。」

「天未荒，月未老，愛，未有頭緒。」

「未曾深愛過。」「未愛過的愛。」「從來未愛你，綿綿。」「對不起，我從未愛過你。」「願我未

愛過。」「好像我從未愛過你。」「我從來未愛過，直至遇到你。」「未愛過我？okay，不用說對不

起。」「自你離開後，我再未愛過。」「未愛過我？okay喎。」

送給《半邊人》的許素瑩和《阿飛正傳》的蘇麗珍，以及都會說「究竟你有沒有愛（或鍾意）過

我？」這句話的香港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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