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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Hkinema以「 政治‧佔領 」為題，當然是要回應當下香港的現實，專題有四篇文章，

其中有黃飛鴻第四代傳人彭志銘，講講雨傘和黃飛鴻電影，用雨傘打奸人堅，也有一番武術學

問，用得雨傘或者盾牌當然是為了防禦，真要打的話早就用更大殺傷力武器了，正正因為手無

寸鐵，才要用雨傘，更想不到的是，雨傘成為了這場佔領運動的主要意象。

蒲鋒和我都談2014 年去世的香港重要導演龍剛。拙文概述龍剛電影與政治的關係，可作入門

導覽。蒲鋒的長文聚焦電影《 廣島廿八 》（ 1974），討論相當深入全面，可見作者分析文本的

功力。我們可以想像明年會有一些香港電影，牽涉到佔領運動，而蒲鋒的長文正好說明電影關

懷政治以外，也需要反思立場，面對歷史，細節和人物刻劃用心，展現真誠而有說服力的藝術

力量。《廣島廿八 》似乎是一個反面教材，教我們明白電影介入╱涉及╱反映政治問題，要小

心跌入誤區。文章面世，正好合時。

張偉雄的文章，將我們帶到佔領區現場，反思佔領區放映的經驗、意義和形式，可以給參與佔

領的市民參考。

時局變化太快，新一代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和本土關懷抬頭，相信香港電影也會因時而變，因地

制宜。專題文章多回望舊的電影，但跟我們面前的路也是息息攸關。天佑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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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那般敢言。

一位鄉紳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在立法會議事廳裏，

高聲直指雨傘為攻擊性武器是基本常識，還可用

來打狗，並列舉嶺南著名拳師，廣東十虎之一

的洪拳大師黃飛鴻會用雨傘作武器，更從電影得

悉，黃飛鴻確曾用雨傘來格鬥奸人堅喎！

這樣質素的立法會議員，除大陸的人大和政協有

此人才外，相信，全球只剩得香港特區還未絕種。

中國功夫與外國武術之分別處，是中國功夫的多

元化特色，尤其在器械方面，不單只正規的殺敵

武器，如刀槍劍戟，即使隨身物件，也能衍生一

招半式，作傍身自衛之用，例如紙摺扇、長煙斗、

筷子，甚至木屐、毛巾或腰帶，連樂器的笛簫、

鑼金查，皆能編滙成套路練習，還有，寺院方丈大

和尚的禪杖、廟觀主持道長的塵拂，也是中華武

術兵器榜上顯赫有名的護體神器，這才是中國人

最基本的普通常識！

梁議員終日游走新界村落，相信，也見過武林好

漢耍木製長橋櫈功夫吧！喂！萬萬勿說長橋櫈是

攻擊性武器呀！它的殺傷力怎也比不上一男子的

一支筆、一本簿及那黑幫公認最強的十大武器之

首的圓面齊心折櫈啊！

梁議員提及黃飛鴻以雨傘作武器，格鬥奸人堅的

電影，相信是由演員關德興飾演黃飛鴻的黑白電

影，1969年攝製，王風導演的《黃飛鴻浴血硫磺

谷》吧！那場在山頭對打的戲份，關德興所用的

黑布雨傘，嚴格來說，並非能夠呈現出洪拳器械

套路中的「龍虎傘」之招式，因劇中黃飛鴻的雨

傘破損後，只捲成一支長棍使用，沒丁點「傘功

夫」味道。

洪拳之「龍虎傘」（套路名稱，也叫做「鐵布梅

花傘」或「梅花傘」），招式動作多樣化，有像刀、

棍的劈、格、托、掃；也如劍的刺、撩、點、圈、

截；此外，還有兩個特點，就是利用遮柄手挽的

彎角，做出打、勾、撞、頂、扣的招數，其二，

攝： Ronnie Szeto

黃飛鴻的雨傘龍虎鬥

彭志銘

世情之荒謬，來自做出荒謬傻事的人不知自己做

了荒謬絕倫的傻事，還理直氣壯地荒謬失常下

去。另一種更荒謬之荒謬怪事，就是明知荒謬得

無朋友的，仍扮作若無其事的如常演活下去。沒

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

上述的，本是戲劇原理之荒誕術，殊不知，活生

生的現實世界裏，有人可一次過同一時間內做齊

這兩大極端荒謬事，難度超高，但卻輕而易舉地

圓滿成功！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誌銘。」中國詩人北島如斯說。

香港人爭取全民投票的政改運動，由本來原為一

小區的本土「佔領行動」，變為響徹雲霄的「雨

傘革命」，其偶然不預知的荒謬，全因為擋風擋

雨擋着香港警察暴力劣行的雨傘。

2014年9月28日，香港特區警察向手無寸鐵的和

平示威者炮轟三小時八十七枚催淚彈（警方用語

是「催淚煙」），令全球譁然，Time雜誌以封面

故事報道此乃「Umbrella Revolution」，頓時，「雨

傘革命」蜚聲國際。

香港遊行示威者屢遭警方用強力胡椒噴漿迎面招

呼，早已懂得自備潛水鏡，或用薄裝透明的保鮮

紙護眼，及戴上封鼻口罩，土法抗暴，卻仍被差

人強搶扯奪，再兜眼兜鼻狂射灼面噴漿；示威者

遂想出用雨傘作遮擋，雙重自我保護。嘿！警方

居然在記者招待會上，解釋用「最低級武力」的

胡椒噴霧（「噴霧」，又是警方用語），是源自示

威者以雨傘作為襲擊警察的武器，警方為防禦才

使用胡椒噴霧⋯⋯這麼顛倒是非的荒唐偽語竟由

維持法紀的執法人員口中說出，立刻引來網民回

應，說為保護差人安危，倒不如將巿民的攻擊性

武器之雨傘，與警方防衛用具之胡椒噴劑互調使

用吧！

警方黑白混淆的恥語，每每總不及尊貴的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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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開合傘布，以大面積擋格攻來的暗器和遮擾

對手視線，這是其他兵器所沒有的！

但必須講清楚一點，以雨傘為器具與敵對打，全

屬防禦自衛備用，因若立心準備械鬥開片，要擸

之架生，不是利刀尖劍，也應取粗長的棍棒吧！

不管真實的或銀幕上之黃飛鴻，都講求「武德」，

強調習武者要「以德服人」，不許「以武欺人」，

這正正是香港黃飛鴻電影能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破

紀錄的精神導向，也體現香港核心價值的仁義風

貌！

論黃飛鴻電影中，使用雨傘搏鬥，招式設計精采

悅目，又合符真實洪家功夫的，應算是由李連杰

首次扮演黃飛鴻，1991年，由徐克執導的《黃飛

鴻》。那場在二樓茶居打鬥，李連杰施展的「傘

功夫」，幾乎有齊「洪家龍虎傘」套路的招式，

像刺、掃、點、劈、格等基本動作外，以柄頭

的勾、打、標、撞也十分到位，甚至有開傘遮

擋潑來的沸熱水，用盡雨傘之功能，最後，更有

神來之筆，就是李連杰手持張開的雨遮，當降落

傘使用，從二樓躍下，講到這裏，要認真提醒梁

志祥議員，此乃電影武術設計咋！請勿真的以為

打開雨遮，便可成為降落傘跳樓用呀！謹記！

無知的人，在一個荒誕虛偽的社會內，是很容易

迷失的，尤以欠缺品格德行的政客，往往連看一

部電影的能力，也分不出虛構與現實的區別，真

擔心此類怪胎睇完曹達華的黑白長片《如來神掌》

（ 1964）後，又在莊嚴的立法會內，動議禁止武

館傳授「萬佛朝宗」囉！

現今，香港特區內，最多兼最大殺傷力的攻擊性

武器，不是黃色雨傘，而是「一籃子廢柴」，禍

港不在話下，禍國才是罪無可赦！

《如來神掌 》

《黃飛鴻 》

龍剛導演逝世，我曾在《明報》談他在粵語片的

特別地位，本來也想寫篇文章談他的國語片的，

為了想掌握富爭議的《廣島廿八》（ 1974），於是

跟進了一些資料，發覺單是《廣島廿八》已可獨

立成篇，因為這關乎一個很複雜的戰爭回憶問

題。

《廣島廿八》以人道主義的同情角度講述廣島原

爆受害人的慘痛遭遇，並引伸至宣揚反戰反核，

陳義甚高。但在香港公映時惹來很強烈的批評，

不少論者均覺得影片成了替日本侵略者說話。１

龍剛對這些批評極之耿耿於懷，覺得日本侵華和

他反核戰的主題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更引

述了一些斥他為「漢奸」的較極端說法以證明當

年評論對他如何不公道。２

影片主要故事是以廣島成長的女主角今井芳子

（蕭芳芳飾）原本聰明美麗而積極，在談婚論嫁

階段，父親今井榮作（關山飾）才向她坦白說出

她是原爆第二代。她隨即意志消沉，自我放逐，

跟着便出現白血病，最終病死。芳子的好友小野

義行（金川飾）是患有遲鈍症的原爆第二代，一

個連小孩子都欺凌他的成年人。芳子妹妹京子

（李琳琳飾）在發現自己是原爆第二代後，也由

一個小可愛變成仇恨芳子（因芳子原來非父母親

生）、反叛家庭及加入暴力抗議團體的可憎角色。

在與主題有關的情節外，影片還有很多通俗劇的

情節設定，例如女主角的身世之謎，芳子母玉芬

（焦姣飾）不願提及的前夫岡田正夫（唐菁飾）

等。

《廣島廿八》講的是所謂「原爆第二代」的不幸。

影片中原爆第二代指親歷原爆的人（原爆第一代）

生下的子女。據影片所說，「原爆第二代」會出

現遺傳病。戲中借芳子以旁白方式呈現說：「患

有原子病的人，最初是嘔吐下痢，繼而脫髮，患

白血病，或者是突然死去。而最殘酷的竟是能遺

傳和傷及到第二代！」影片的劇情，也以芳子的

白血病、小野義行的遲鈍症，來展示原子彈對原

爆第二代的嚴重傷害。

《廣島廿八 》

《廣島廿八》和戰爭回憶

蒲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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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本人拍攝原爆，從自己的經歷出發，不

談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只談日本人所受的受害經

過，不足為怪。例如新藤兼人的《原子彈下之廣

島》（原爆の子，1952）。而由於中國人受到日

本人的侵略欺凌以至屠殺，一個中國導演拍攝原

爆遺害問題，便很難不想到這段殘暴的歷史。儘

管龍剛當時備受批評為日本人說話，但從影片內

容看，龍剛在《廣島廿八》中也沒有忘掉自己的

中國人身份，很明顯他也有一種中國人的自覺，

在關懷同情原爆下的日本人同時，不可以迴避日

本人戰爭罪行的問題。於是，我們見到他在《廣

島廿八》中加入了一些中國角度。其中最主要的

是芳子的中國母親玉芬，這個中國女子第一任丈

夫，是曾阻止日軍屠殺中國人的日本軍人岡田正

夫。岡田好友今井榮作也是反戰軍人。二人因反

戰而被帶到後方受審，坐牢一年後釋放。岡田另

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原爆時今井與岡田均在後方

廣島。岡田嚴重受傷毀容報稱死去，而岡田的日

本太太懷了孕，生下芳子兩年之後也跟着死去。

芳子由改嫁今井的玉芬收養了。玉芬與今井又誕

下女兒京子。

玉芬這個中國人角色的存在，最明顯的作用，是

通過這個中國女性對戰時遭遇的回憶閃回畫面，

呈現日軍在中國的殺人強姦暴行，作為一種平

衡。好在講日本人的慘痛遭遇時，也提到日本人

對中國的加害。另一個作用，是讓她的悲慘遭

遇，道出原子彈不單傷害廣島的日本人，也傷害

廣島的中國人。

除了玉芬之外，電影還有其他這樣的平衡處理。

例如龍剛親自飾演的香港記者李克強與芳子談廣

島時，芳子便曾說：「我們對過去的戰爭，感到

非常的抱歉，可是不停地製造大量核子武器，總

有一天，人們會炸毀了自己，跟所有的文化。」

算是用日本角色為日本的侵略設計了一句道歉的

對白。此外，後段也有影片講一個組織頭目長崎

先生（馮毅飾）用仇恨號召原爆受害人，遭到李

克強憤而指責：「他在製造第二個廣島。」

但從藝術角度出發，這些平衡處理全都是敗筆，

不單對影片毫無幫助，反而令影片平添一種虛假

的感覺。說這些平衡情節是敗筆，是因為龍剛對

於這些平衡而設計的相關內容，缺乏任何調查認

識，於是也沒有產生任何真情實感。

這裏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今天編劇的基本功，

會為重要角色建立一個虛擬的傳記，這個傳記中

很多設想，最終未必會在影片中用得着，這樣做

是為了幫助建立角色的完整以及生活質感，更有

助多層面的發展主題。這裏試用此來衡量重要角

色玉芬：玉芬這麼多年在日本，應沒有掩飾自己

中國人的身份（今井依然以她再中國不過的名字

「玉芬」叫她）。她一個人嫁到日本這麼多年來

過得怎樣？她這麼多年在日本，曾否見過以往加

害她或她親人的日本軍人？這些人甚麼狀況？她

怎麼看他們？今井作為反戰軍人，戰後這麼多年

來，他與舊同袍是不相往還，還是尚有聯繫？他

會介紹這個舊同袍給玉芬認識嗎？而他在舊同袍

眼中，是一個當初被誤解今天已當作真英雄，還

是仍被視為一個背叛者？更加重要的，芳子和京

子應該一直都當自己是中日混血兒。她們有沒有

混血兒常有的文化認同難題？正如芳子既有一半

中國人血統，她會覺得有能力代其他日本人向一

個香港記者道歉？龍剛對於這些重要角色的重要

前設，顯然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於是我們見到角

色的設定只有功能性考慮：作為原爆第二代，便

讓她們受苦；要有一個中國人角度，便讓兩個主

角有個中國人母親。而沒有想到，為這角色這些

設定建立角色的完整生命。

說到純從功能性考慮為人物作設定，卻不賦予相

關血肉，因而令到角色蒼白空洞，再沒有比玉芬

兩個丈夫是所謂「反戰軍人」更適合的例子了。

芳子和京子父親俱為反戰軍人，從功能角度，是

玉芬角色的合理延續。既然玉芬代表了中國受害

人，她又必須有個丈夫生下女兒，以年齡計，她

的丈夫在戰時當是精壯之年，難免會是個軍人。

但假如這個中國受害人是委身下嫁侵略者日軍，

會削弱角色原本的受害人感覺。同樣，假如芳子

和京子父親沒有洗掉侵華罪行，她們發現父親的

侵華罪行，便要有較複雜處理，擾亂到龍剛想塑

造的純粹受害人角色。當然，他們是反戰軍人，

也可以加重原子傷害的譴責，因為原子彈不會分

辨善惡，壞人無辜甚至好人都會波及。

影片先後三次提到岡田和今井的反戰。包括今

井向芳子道出自己非其生父時：「你父親是個英

雄，是個反戰者，是原爆犧牲的人。」還有兩次

玉芬分別向京子和真宗說：「你的爸爸跟另外一

位叔叔，就是為了反對那場戰爭，被抓去坐牢。」

「芳子的爸爸，是個很好的軍官，以前在中國的

時候，為了反對屠殺中國平民，給解回後方去審

判。判獄一年之後，她再娶了個日本太太。」而

玉芬的回憶閃回片段，則見到岡田向天開槍制止

日軍暴行及遭去掉肩章的場面。

《原子彈下之廣島 》 《廣島廿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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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功能需要而設定角色不一定造成缺點，很多好

作品都曾這樣做。《廣島廿八》的問題，是龍剛

為兩個角色，創作了不尋常的反戰身份後，沒有

再跟進去了解所謂日本的「反戰軍人」是甚麼。

「反戰軍人」本就是一個非常籠統不清晰的說法。

「反戰」究竟是原則上反對戰爭？是原則還是策

略上反對日本侵華或攻美？還是在戰場上反對屠

殺別國人民的行為？影片中龍剛不過是用戰爭和

反戰來機械地製造好人壞人角色，卻沒有想到

「反戰軍人」擁有甚麼理念，在軍隊內會有甚麼

遭遇等等。看畫面，岡田是在中國戰場上制止日

軍屠殺平民，但是制止屠殺平民和反戰是兩個層

次的事。龍剛則基本上把兩者等同。再者，他

們被送到後方是以甚麼罪名受審？連準確交代一

下也付之闕如。我也非常懷疑以當時日軍連老弱

都送上戰場的情況下，二人坐完牢後竟可以安穩

在後方生活，岡田甚至可以安樂地娶妻生子的可

能性。對反戰的日本軍人，龍剛的認識根本就是

一片空白，這種認識的空白造成了一種角色的空

洞，也自然影響到影片的成績。

此外，龍剛顯然對中國人遭日本人凌辱殺害的情

形也沒有怎樣認真研究過。那些中國人被殺的畫

面看得出只是很浮泛的想像。《廣島廿八》畢竟

立意是講原爆傷害，我不會期望龍剛花同等的篇

幅來講日軍對中國人做成的傷害，而是他既然

想用這做平衡，那他應認真對待，即使只用一

場戲，也可以很震撼。問題是如今對日軍的暴

行，情節或畫面都有，就是沒有真感覺。觀眾應

可感受到編導對原爆受傷害者是有深刻的關懷和

同情，對於中國受難者卻只有一種很概念化的關

心。對龍剛來說，前者是着墨着力都深，顯得龍

剛是「因情而造文」。後者則概念化一般化，毫

無感染力，看來龍剛沒有從現實中了解箇中的細

節，憑空想像，因而顯得「為文而造情」，只是

概念上覺得有需要才加上去。

《廣島廿八》出現的首先不是立場問題，而是藝

術問題。正是因為他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自覺，

遂加入了一些他沒有感受的平衡處理，補充一些

從中國受害人的立場來設計的人物情節，但偏偏

由於沒有感受，所以這些平衡的情節處處顯得缺

乏真情和虛假，嚴重地破壞了影片的水平。這

樣一來，反而不如一些日本導演純從自己體驗出

發，只談日本人在二次戰爭所受的傷害來得直接

自然。好像高畑勳的《再見螢火蟲》（1988）、市

川崑的《緬甸竪琴》（ 1956），甚至新藤兼人有點

過度感傷的《原子彈下之廣島》，儘管中國人從

民族主義角度，看這些只談日本人戰爭傷害的影

片，可能會感到不是味兒，但總得承認他們是藝

術上自足的作品，相當有感染力。《廣島廿八》

卻由於龍剛想兩面兼顧，而失去真誠的藝術力

量。

以上是由藝術的角度來談《廣島廿八》，但跟着

我還想談談影片提出的戰爭受害者的議題。由於

影片本身提出了一些對現實世界的議題，並加入

了很鮮明的立場，因此對影片的評價，也就不限

於電影內的藝術世界，也關乎作者對現實世界的

掌握和視野。要深入點討論，需要補充一點戰後

日本人如何回憶二次大戰的認識。

我很久以前在《電影雙周刊》介紹過由美國人 Joe 

Joseph寫的一本著作《奇異而不陌生的日本人》

（ The Japanese: Strange But Not Stranger，1993）3，他

已提到戰後日本人對二戰的回憶，最主要的策

略是把日本人塑造成二戰的最大受害人。這是

一個很尖銳但又極之準確的觀察。最近我看了

一本在這方面比該書調查更深入，資料更詳盡，

看法也更深刻的著作，那是荷蘭「日本通」Ian 

Buruma（一般譯作伊恩布魯瑪）的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4，書初

版於1994年，已有二十年，不是新書。此書研

究的是德國和日本如何回憶二戰。此書的其中一

個主要論點，也是提出日本人 5把自己塑造成戰

爭的最大受害人這個現象。日本人把自己當作戰

爭最大受害人的最大的重點，就是廣島。因為廣

島和長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受過原子武器攻擊

的地方。日本人執着於這個獨特性，把原子彈的

破壞力描寫為幾乎是一種絕對邪惡。假如德國人

記得的二戰是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對猶

太人的滅種大屠殺，日本人則把廣島變成世人對

日本的戰爭記憶，足以比擬於奧斯威辛。但奧斯

威辛是侵略者德國人的罪孽，而廣島卻是日本人

的受害。在廣島的原爆紀念公園，每年的紀念儀

式，在在都是要世人記得日本在這場戰爭所受的

摧殘和傷害。日本人甚至把死難者刻劃成烈士的

形象，他們的受難成了要和平不要核戰的警告。

但這種和平形象是非常空泛的，並不會討論到在

現實中和平面對的難題 6。我們看《廣島廿八》的

主題及很多細節，莫不與這個日本人建構的敘述

相契合，自會明白到龍剛是如何受到這個敘述的

感召。

Ian Buruma除了知道這個建構的敘述，也找到這

個敘述的裂縫。這裏舉一些最能說明問題的例

子：二戰時，由於韓國是日本的殖民地多年，所

以日本把不少韓國人移到日本作強迫奴工，原爆

時廣島便有很多。因此，廣島也有上萬計的韓國

人在原爆中被炸死。1952年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

立了「原爆死沒者慰靈碑」，碑下藏有原爆死難

者的名字。但這些名字只有日本人，並不包括韓

國人的。1970年，在廣島的韓國人建立了韓國人

的慰靈碑，但這塊「韓國人原子彈犧牲者慰靈碑」

建立時，並不是放在如今廣島和平公園內的位

置。當時廣島和平公園的管理者不讓這塊碑進入

公園內，只能設在公園外，韓國人在七十年代多

番爭取，均無法成功。這塊碑要到1999年經過

《再見螢火蟲 》 《緬甸竪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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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人多年爭取才能進入公園 7。日本人一方面把廣

島塑造成以其犧牲來倡導世界和平的崇高地位，

訴諸普遍人類的高尚情操，但和平公園卻容不下

韓國犧牲者，只有日本人的犧牲才當一回事，相

信任何人都能見到是多麼自相矛盾的一件事。當

知道了這個故事，看《廣島廿八》結局，芳子的

遺言請記者把廣島人的和平訊息帶給世界，難免

想問，這裏的「廣島人」，依日本人的邏輯，是

否單指廣島的日本人？

另外一處裂縫，是日本人叫世人及日本人不要忘

了廣島，以表明日本人在二戰受了多少傷害，但

日本人卻不會提及日本人在二戰時對其他人的傷

害。其中最能顯示的例子，就是戰爭博物館或紀

念館的設置情況。一直到1992年，在日本，除

了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及九州南部一間細小的神

風特攻隊博物館外，只有一個地方有日本戰爭歷

史的博物館，那是位於靖國神社內的博物館。而

博物館裏的戰時展品，仍是用戰時的那套軍國主

義用語來解說，對於日本在侵韓侵華攻佔東南亞

對當地人民做成的傷害，這間博物館是完全沒有

這方面的內容。由此可以見到在七十年代日本的

二戰回憶是如何偏頗。8

以上兩個例子和《廣島廿八》沒有直接關係，這

裏舉一個比較直接地與影片有關的事實。影片

中京子曾質問玉芬：「你們（她不知道玉芬是中

國人嗎？）不打仗，人家會來炸你們嗎？」玉芬

向京子解釋：「發動戰爭，不一定是由人民來決

定，你的爸爸跟另外一位叔叔，就是為了反對那

場戰爭，被抓去坐牢。」這個解釋訊息是清楚的，

戰爭及其相關罪行應該只歸咎發動戰爭的國家上

層，與大部份侵略國的人民無關。這裏先講一件

事實才再討論。恐怕今天中國人很多都不知道發

生於1945年的「花岡事件」。事件發生於1945年

6月30日，僅在日本投降前個多月，地點是日本

本州北方的秋田縣花岡。在戰爭後期，日本由於

壯年男性都上了前線，本土勞工缺乏，於是將大

量中國人帶到日本強迫做奴工，其中花岡一地的

鹿島組便有一批中國奴工，日本人只提供極差的

生活環境給這群奴工。終於在6月30日晚有八百

多名中國奴工殺掉四名守衛逃走進入深山，由普

通人組成的日本民兵幫助日警到山中把他們捉了

回來，人人上身赤祼雙手反綁跪在鄉村空地被毒

曬，三日三夜不給東西吃不給水飲，多人被各種

方式虐打，有人被打死，也有人捱不了死去。村

裏的教師把小學生召集起來，叫他們人人向中國

人吐口水，然後每個學生拿棍打他們。事件共

死了419人。到了九月，日本已投降，秋田縣仍

然審訊沒有死去的奴工，並以他們在戰時騷亂破

壞國家安全的罪名把他們全都判處終身監禁。此

事本應被深深埋在日本地下，無人知曉。幸好美

國佔領當局在鹿島組僱員想起屍掩藏證據時發現

了此事，事件才得以曝光。那些判終身監禁的

中國人才得以釋放，盟軍也以戰犯的罪名控訴了

多名鹿島組的僱員。9看到以上史實，大家會明

白，要製造地獄一樣的殘忍和恐怖，不一定要用

原子彈的。而殘害被侵略者，也不是只有發動戰

爭的那些上層領導的專利。「發動戰爭，不一定

是由人民來決定」這樣的話，把一切都歸因於首

惡，龍剛或許是用以展示自己崇高的寬大為懷，

但聽下去簡直像狡猾地為日本人開脫的遁辭。龍

剛當然不知道花岡事件，或許當時很多反對《廣

島廿八》的人也不知道，但當時離日本侵華只有

三四十年，很多受過日本人苦的中國人尚在人

間。相信他們從自身的經歷，都感受到他們的苦

難沒有普通日本兵日本人的層層參與，單憑幾個

所謂「發動戰爭」的人是無法做成的，我們也就

想像得到當他們聽到這句對白時會有多憤怒，不

難理解當年為何這麼多人強烈批評《廣島廿八》

了。

龍剛拍《廣島廿八》時，當然The Wages of Guilt這

本書還未出版，他沒有機會拿來參考。事實上

日本很多侵略史實，都要在以後的日子才不斷曝

光，包括廣島附近，如今以兔子眾多聞名的大

久野島，戰時原來是製造化學武器的基地這一史

實，要到八十年代才曝光；花岡事件也是在九十

年代才較為廣傳。但是像廣島韓國人慰靈碑、日

本只有紀念廣島原爆的博物館卻沒有講日本侵略

的博物館等事實，在七十年代是有可能知道的。

龍剛對這些事的一無所知，是因為他沒有想過要

往這方面調查。他做不到的，Ian Buruma卻做到

了，並非由於 Ian Buruma調查得比他遲，而是 Ian 

Buruma比他懂得去調查。從《廣島廿八》可見，

龍剛完全依從日本人對廣島的形象塑造，去設定

影片的議題及方向來創作。由始至終，龍剛都只

見到日本人希望他見到的事實，問日本人想他問

的問題，而不識得問需要的問題，找自己應該知

道的資料和答案。因此隨着日本對戰爭態度的扭

曲和偏差，《廣島廿八》也就跟着出現了種種認

識上的錯誤偏差，顯得天真、幼稚和膚淺。

《廣島廿八》還有個更根本的錯誤。我這裏要介

紹另一本參考書，是由美國遺傳學專家William J. 

Schull著的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A Half-Century 

of Studies from Hiroshima And Nagasaki。William J. 

Schull曾任「原爆傷害委員會」（ 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遺傳部門的負責人。龍剛在

《廣島廿八》中也提過這個機構，指責它是個不

容許說原爆有遺傳，是個隱瞞事實的機構。事實

原爆傷害委員會戰後不久成立，一直致力於研究

原爆對人造成的傷害，是統合這方面研究的唯一

機構，並一直有日本專家參與（影片中他們也這

樣答龍剛）。它在1975年3月31日解散，並改組

成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美日兩國

以對等關係繼續研究原子彈做成的遺害。William 

J. Schull延續過去的工作，是這個機構的重要

成員。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A Half-Century of 

Studies from Hiroshima And Nagasaki於1995年出版，

總結五十年原爆研究的歷史和成果，是這方面極

有地位的著作。

《廣島廿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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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先介紹書裏一個在醫學上有重要意義的分類

概念。在原爆那一天以後出生的嬰兒應該分作兩

類。一類是原爆那一刻它們已是胎兒（ in utero）

存於母體內；另一類是父母起碼一方是曾經歷原

爆的第一代，他們原爆以後任何日子性交生下的

孩子。普通人也應可看出兩者的分野，那些在

原爆後出生的胎兒，也應算作原爆第一代，因

為他們是直接感染到原爆輻射，只是他們身處

母體而已，在Schull書中稱為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實際由於原爆賠償問題，產生法律需

要，在法律上他們與任何身歷原爆的人是一樣

看待的。《廣島廿八》中，清楚說芳子原爆時已

成孕，事後出生，那麼她屬於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金川飾演的小野義行劇情雖沒交代，

但也應與芳子一樣。而李琳琳演的京子，則是真

正的原爆第二代，原爆那一刻她並不存在，她

是父母在原爆後某個日子性交才成孕出生的。在

《廣島廿八》中，龍剛很明顯把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及原爆後第一代性交生下的子女混為一

談，統稱為「原爆第二代」，以為兩者受了同樣

的遺傳因素影響。這個混淆導致了對事情完全錯

誤的認識。影片由始至終都不斷陳述原爆會破壞

遺傳，導致貽害下一代的遺傳病，但以片中的情

節衡量，影片中的兩個病發的人，均應屬於第一

代倖存者。

那麼胎兒感染和倖存者下一代在醫學上會出現

甚麼疾病，Schull詳細分析後在書後作了簡短的

總結：「 Although the number of survivors involved 

is small, the most poignant of the effects seen is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iminished cortical function 

among the prenatally exposed. Their handicap, which 

can manifest itself in a variety of ways, persists from 

the moment of birth throughout a lifetime. Finally, no 

epidemic of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occurred following 

the bombing nor is there evidence that the health or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of the survivors has been 

measurably impaired.」（ p273）根據Schull的說法，

胎兒感染會導致嚴重的智障，也影響到大腦皮層

的功能。至於第二代，則沒有找到可驗證到的影

響。

如果我們接受Schull的研究結論（以我的水平，

我找不到Schull這個講法已被推翻的文獻或資

料。），則《廣島廿八》中，小野義行的遲鈍症應

較有根據，但他應算作原爆第一代。芳子的白血

病與及戲中大聲疾呼的原爆第二代遺傳病，都是

不存在，基於錯誤認識下的想像虛構。所謂原爆

第二代所受的遺害是一個認識錯誤，《廣島廿八》

全片就是建立在由基礎開始的無數錯誤之上。

總括而言，龍剛創作《廣島廿八》時無論原意是

多麼美善，但他強行加入自己不了解的中國角

度，反因欠缺真摯而破壞了影片的感染力。對原

爆的認識由於受了別人引領而不自知，於是顯得

偏頗，當年惹來的嚴厲批評並非無因。而他對原

爆第二代的遺傳情況的無知誤解，更令影片完全

脫離現實，它所講的指責教誨均成了虛幻的無的

放矢。

這裏還補充一個電影以外的討論。儘管 Ian 

Buruma的研究點出了日本人廣島原爆敘述的裂

縫，讓我們見識到在廣島一事上日本人某方面的

偽善。但是全書求真的態度，擊破日本主流社

會建立的假象的同時，又提供了一些努力不懈追

求日本戰爭罪行真相的日本人故事。花岡事件很

多重要史實，就是因為一位名為野添憲治的日本

人多年堅持的追尋才得以保留。他在追尋真相的

過程受盡自己同村人的冷待和排擠。他就是當

年奉教師命向中國人吐口水的小學生。看了 Ian 

Buruma的深入調查分析，我們不單知道了史料，

也知道日本人是如何思考這些問題。他筆下野添

憲治的贖罪精神真實而動人，追尋過程更是需要

犧牲個人利益，飽受自己人的排擠壓迫。這樣的

形象，便遠比《廣島廿八》中空洞的兩個「反戰

軍人」角色更能消解我們對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

的憤怒。以 Ian Buruma的著作和《廣島廿八》相

比，我們當會明白到求真遠比空談同情寛恕更為

有意義和價值。

就是在這些野添憲治這類日本人（我相信 Ian 

Buruma的這本著作也有相當影響）不斷的努力，

日本人對自己過去的歷史看法也有一定扭轉。

2009年在花岡便興建了花岡事件紀念館，讓人們

可以知道這件事情。以我看日本電影的經驗，過

去一提到二戰，往往都只會回憶日本人苦況。但

看近年的日本電影，會較多看到日本人加害其他

人的情況。例如若松孝二的《慾蟲》（ 2010）和

山田洋次的《東京小屋》。又如青山真治的《共

食家族》（ 2013），也借田中裕子的角色呈現她們

對昭和天皇的怨恨。看得出即使日本人也在變，

當中世代的轉移看來也有影響。七十年代的日本

仍是由戰爭一代掌握大權，今天戰後受民主教育

的一代不少已成社會的中堅，他們的心態和上一

代已有很大不同，我們也不能一成不變地看日本

人。

注釋：

1. 例如三蘇在專欄說：「龍剛好似係蕭芳芳的辯護律師，蕭芳芳係戰犯，在佢引導之下作供，替日本侵略中國，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辯護，高唱和平，暗示把製造戰爭

殘酷的責任推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身上，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並無正面譴責⋯⋯」（盛安琪、劉嶔編：《龍剛口述歷史 》，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頁262。

2. 同上，頁68-74。

3. 《奇異而不陌生的日本人 》（林君彥譯，1994）。

4. 本書有大陸和台灣兩個譯本。大陸版譯作《罪孽的報應：日本和德國的戰爭記憶與反思 》（戴晴譯，2006），而台灣版譯作《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林錚顗譯，

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有台版供借閱，而由於本書有些地方對中共政府有所批評，估計大陸版會有刪節。

5. 這裏說「日本人 」只是概括主流，實際當然有很多日本人有其他想法，亦是在不少日本人的努力下，日本很多侵略細節及其殘忍，才得以為世所知。Ian Buruma寫本書便得力

於很多日本人的訪問及提供的協助。

6. 以上的簡介，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Hiroshima」一章，pp 92-111。文章後面的引例，如不特別標明，亦是來自此章。

7.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成書於1994 年，當然沒可能提及韓人慰靈碑入到公園一事，1999 年韓人碑入公園一事是根據網絡資料補充。

8. 這裏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Memorials, Museums, and Monuments」一章，pp 219-228。

9. 這裏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The Normal Towns」一章，pp 275-291。書中有些記載不準確，如事件發生的日子，原書說7 月30
日，我參考了多份網上資料作了修訂。

《慾蟲 》 《東京小屋 》



1514

龍剛電影和政治

鄭政恆

六十年代粵語電影中的失落、徬徨、虛無心態，

挺能夠形容龍剛及楚原的部份作品，但從龍剛

的《播音王子》（ 1966）、《英雄本色》（ 1967）和

《窗》（ 1968）三部電影中，角色也許經歷失落和

徬徨，但電影本身的中心思想並不流於虛無，我

甚至認為三部電影的主題是透過道德上的修正和

力量，以及聖徒一般的宗教奉獻精神，去奮力拒

抗虛無。

1972年後，龍剛與女性小說作家孟君一導一

編，合作拍成的《珮詩》（ 1972）、《應召女郎》

（ 1973）、《廣島廿八》（ 1974）、《她》（ 1976）、

《哈哈笑》（ 1976）、《波斯．夕陽．情》（ 1977）

是另一批風格殊異的創作，但《廣島廿八》和《哈

哈笑》也有明顯的人道關懷和宗教精神。

從《 飛女正傳 》（ 1969）、《 昨天今天明天 》

（ 1970）、《應召女郎》和《廣島廿八》，可見龍

剛的轉變。緊接着《窗》之後的《飛女正傳》，

有濃厚的虛無心態。盡心的教育也不能抗衡家庭

的疏離與社會的不公道。龍剛更在片中飾演飛女

的後父，一個歹角，而不再是司法的探長。

《飛女正傳》之後，龍剛的國語片《昨天今天明

天》改編自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瘟疫》

（The Plague），描寫瘟疫之下，香港不同階層人

士的反應和生活，但本片因政治壓力而重剪成

七十二分鐘的版本，片名《瘟疫》也改為《昨天

今天明天》，我們未能得窺真貌，例如劇本第68

至69場歹徒計劃作亂一段刪去了，尤其可惜是第

84至94場新聞工作者林博（張冲飾，電影中改

名為保羅），在電視節目中直言社會是我們的社

會，香港是香港人唯一的容身之所，他願意挺身

而血戰，這一段大幅刪減了；第114至119場另

一新聞工作者靜儀（丁紅飾），在節目中悼念林

博，差不多全部刪去。

甚麼政治壓力呢？因為左派報紙輿論攻擊龍剛，

指控電影以搗亂的歹徒影射六七暴動參與者，又

以一位新聞工作者林博，影射因抨擊暴動而遭殺

害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有人甚至介入影片的

剪接，於是林博具本土色彩的「香港是我家」信

息刪去，影片甚至沒有仔細處理林博之死和犧牲

精神的社會效應（龍剛的劇本手稿寫道：「上天

利用一個人的死，去打動無數人的心」），相當

可惜。

除此之外，李醫生（文妮飾）一角的修女背景被

略去了，連帶宗教信息也大為淡化了，例如序幕

的《啟示錄》典故抹去、第120場李醫生和導遊

小姐Rose（林婉貞飾）的宗教討論、第122場李

醫生的祈禱刪去了，但125B的祈禱還在。《昨天

今天明天》具有寫實性、批判性（瘟疫緣於勞資

糾紛，錢是原因，也是傳染的媒介）、大量實景

拍攝、信息豐富（從劇本可見龍剛做了不少調查

《昨天今天明天 》 《昨天今天明天 》

《英雄本色 》

《飛女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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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召女郎 》

攝：何慧玲

研究）、崇尚博愛精神、知識分子良心和人道主

義思想，拍攝水平頗高，但由於社會和宗教信息

刪減，整體略為欠缺說服力。龍剛在片中飾演一

個白粉道友黎松，被爛仔欺負，打算出賣女兒給

龜婆，他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下接《應召女

郎》的相似形象。

《應召女郎》也具有社會控訴一面，但沒有出路。

神父（喬宏飾）一角只能夠消極地發揮正義力量，

皈依天主的妓女惠英（陳曼玲飾）只能血腥地向

始亂終棄的有錢人王佐治（唐菁飾）報復，貧病

夫妻（龍剛、金霏飾）一家大小服毒身亡，將楚

原《可憐天下父母心》（ 1960）的情節推向極端的

宿命悲劇。

《應召女郎》之後的《廣島廿八》，關注戰爭與和

平、核爆的災劫、戰後的創傷（創傷情景重複閃

回），影片在日本實景拍攝（包括廣島原爆紀念

館），是針對冷戰時期全球核子威脅的作品。

《廣島廿八》中的導遊芳子（蕭芳芳飾）向龍剛

飾演的香港作家介紹廣島的景點，最後問道：

「一個垂死的人，除了信念之外，還能有些甚麼

呢？」片中的信念倫理，體現於反核子戰爭的信

息，而片中的現實，是原爆生還者和第二代活在

陰影中。芳子是第二代，加入了和平工作團體摺

鶴會，因白血病而死（芳子之死用了剪接手法，

效果像一個個定格組成，感染力比較強），妹妹

京子（李琳琳飾）也是第二代，她以武力手段抗

議並爭取賠償，芳子生父在女兒死後，切腹而

死，養母發瘋，溺水而死，留下相當悲劇的結

局。可是電影的問題太多了，詳參本期蒲鋒的長

文〈《廣島廿八》和戰爭回憶〉。

龍剛在《昨天今天明天》和《應召女郎》所飾演

的角色，再不是探長般的探索者，而是感受者、

失敗者，表明他同情居於生活底層的普羅大眾，

但由此他感到絕望的無力感，無法接受及面對現

實，《昨天今天明天》中還有樂觀的態度，至《應

召女郎》已一掃而空。而《廣島廿八》中，現實

和理想有差距，龍剛將探索者和感受者的角度結

合，留下文藝的社會責任，不單純樂觀，甚至

有點悲愴。後來的龍剛，展現出的虛無感與批判

性，表明一個「上帝已死」的局面，再沒有希望，

就唯有絕望地反抗。

電影的佔領任務

張偉雄

10月4日下午，我坐在政府總部前空地的圓柱，

拿出電腦寫一篇遲交的稿，身旁一群年輕人坐在

地上將破雨傘的布料縫紉為小布袋，而指導他們

的，是我認識的曾小敏，於是上前跟她打招呼，

她相告除了這個廢物利用事項，還正聯絡一對伊

朗兄弟導演，希望取得他們作品的版權，在這期

間獨立放映，她把影片的資料傳給我，影片名字

是《進擊的日常》（ Everyday Rebellion，2013）。幾

天後我坐在夏愨道佔領區路邊休息時，邵家臻經

過，他是雨傘廣場晚會的主持人，我之前不認識

他，當我幾天前在政總拍攝一個處理垃圾回收的

人物訪問時，他走入鏡頭約我的被訪者到大台分

享心得，一面之緣，怎料隔天就在地鐵碰上，才

上前正式介紹。他跟我說已開始於每天晚會後放

電影，想我接力下周的選片，我一口應承，我們

都覺得《七月》很適合，我又想起《進擊的日常》，

於是簡單的統籌，執行了這個佔領片單：

19/10   《進擊的日常》（2013，華雅殊兄弟導演）

20/10   《七月》（2004，張虹導演）

23/10   《問》（2005，張虹導演）

25/10   《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

1970，史都華海格曼導演）

27/10   《那年‧春夏之後》（2010，盧鎮業導演）

29/10   《公民不服從》（2013，陳育青導演）（註：

當我在網上翻了拷貝，正努力聯絡陳導演

時，陳小萍告訴我她應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邀請已從台灣到港，會順道帶片到金鐘

來。）

遇上天雨、原定集會時間過長，放映都會延後一

晚；到了11月，大台的權威性更備受挑戰，壓

力下增設公民自由上台發言時間，不是全盤早選

定「資格」講者，有人上台質疑金鐘（比起旺角、

銅鑼灣）搞文藝，精神遲緩，於是電影欣賞淡出

佔領區。在旺角，我目擊過一次爭論，幾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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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日常 》  《七月 》 《烈火暴潮 》 《公民不服從 》  《那年‧春夏之後 》

在旺角佔領區有歸屬感的女孩在信和門外兩條巴

士站柱子之間掛起白布正準備放映《千言萬語》

（ 1999）的DVD時，區內一名男生過來持反對意

見，說不是時候，提出侵佔版權等等理由；當時

聚合了很多本地獨立電影人，他們為放映據理力

爭；《千言萬語》雖然放映了，我覺得主流立場

還是清晰：佔領區不太需要電影，佔領時刻不需

要娛樂。

視像創作是我們佔領運動其中一個特色，主要是

以平面及裝置的形式，達到諷刺口吻與理念宣

稱。活動影像在戶外投射有一定標準規格及空間

設定，是不方便的發聲媒介，在質量及效果上也

偏於間接和軟性。之前的徹夜抗議集會，作為集

會節目一環投射過電影。然而在這次香港最大規

模的持久抗爭行動裏，電影的「放映合法性」成

為一個小小的爭辯議題，我認為是一個對於已被

製成DVD或Blu-ray錄像產品的電影「消費身份」

考察。雖然實際上不牽涉金錢消費，電影被接納

為流動課堂的教材，但我仍然看見負面考量高於

正面肯定。在旺角備受警方及挑撥者激烈衝擊過

後，主流的防衛意識是警覺，有意無意將電影跟

零散的消閒事件如燒烤、打邊爐放在一起，被認

為是輕率、忘記初衷的娛樂，我發覺彌敦道馬路

上的音樂表演亦由不鼓勵（勿用揚聲器）發展到

歌聲絕跡。音樂及電影還可以在夏愨道碰上；然

而比起冒日曬雨淋的手工藝／平面／文字的佔地

創作，音樂只有快閃的片刻抒情，電影則是可有

可無的游擊娛樂。

當電影離開電影院，不立刻進入家居，或到手機

屏幕上去，而是所謂的落區放映，其實是以簡陋

的屏幕、投影機、凳椅，代替舒服營造的暗黑

環境，基本上是一種針對戲院霸權，挑戰「 FBI 

Warning」，有自由理念的侵佔行為。受版權法保

護的一條龍密封商業流程，有利益過多、保障過

度之嫌，對自由視聽生活、權益說法，有無形權

力的監控。佔領人士坐在傾斜地下，行人通道在

旁，遠一點試聽都不行，在落區的基本規格上，

是很不理想的，然而起碼是在學習、引發討論、

分享跟進，啓發多於娛樂，砥礪猶勝教化，是自

由生活、自主精神的體驗。

我藉此機會檢閱本地社運紀錄片，將《七月》、

《問》，和《那年‧春夏之後》帶到大台前，對

香港紀錄片不熟悉，席地而坐年輕的觀眾，人事

對照直接產生在地思考。當年七一遊行是反對基

本法廿三條立法，十一年前難得洶湧；青年爭取

保衛皇后碼頭及反高鐵鬥爭亦未敢忘記，影像溫

故知新地呼吸着，在佔領現場以不一樣的能量接

通。當我告訴張虹要放《七月》時，她建議《問》，

誠然她對自己作品心水清，知道自己當年在做辯

證，記錄行動之後輪到垂詢訪問，歷史在場與平

台製造，觀察一遠一近，在兩個層次下進行；

六十多個被訪者，有政治人人物，有普通市民，

十年前的香港心聲，可在當下碰上，或只成記

憶，而認同不認同則陌生及不陌生地時空接力。

當中一個觀點是：本地年輕人政治冷感，八年前

的意見、成見。陳育青的《公民不服從》由2008

拍到2013年，是太陽花運動前的抗爭紀錄，有

被訪者也說台灣新一代對改革社會的心，認知多

於熱情行動。時代現在進行中，時代的紀錄片寫

定、改寫，亦在投射、憧憬、見證⋯⋯

不是舊片重溫而是新片登陸，《進擊的日常》和

《公民不服從》來到雨傘廣場橋底，實在是命運

安排的警醒。從佔領華爾街的街頭吟誦，到西班

牙、伊朗、歐洲種種藝術或自省理念的鬥爭形

式，也在台北立法院前人身擋水炮，我以為是向

國際學習，其實地球量子流通，抗爭者非暴力理

念早在空氣分子裏接通；抱持和平理念的示威者

努力勸誡激動的示威者不要衝擊警察盾牌防線，

已是我們在 9月28日那個下午通識自明的實踐。

村上春樹的雞蛋高牆論，我居然夠膽演化，不只

看成是永不言敗的比喻，當雞蛋勇敢撞牆同時擲

出正氣、溫柔和坦蕩，終有一天，回復高牆水泥

後原本雞蛋搭砌的模樣。我也實踐着，在軍器廠

街與一名封鎖線內的警員四目接觸，初段，我心

存兇惡要贏他，隨即想到要令他服，不是咄咄逼

人，我遂快速抽走恨意，最後閃開眼的不是我，

我知道當中還有負能量，也給自己及格分罷。

《進擊的日常》在小敏的推動下，到過其他佔領

區，又到大學、藍屋、油街、電影文化中心等，

發揮電影流轉之美態。華雅殊兄弟遠在他方，通

過 facebook，傳給她慰問：

“ Dear Loretta, that is amazing! This is what we made 

this film for. To empower the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fighting for a better world. Send out greetings to the 

protesters and send us some more pictures and we put it 

on Facebook and the website. Greetings.”

—Arash and 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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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已經走過十年，這個協議當年發布對當時

已經跌入低谷的香港電影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

機會。尤記得當年這項協議簽署後，就有媒體稱

這一協議最容易看到受惠的行業便是電影業。於

是在這十年間，香港導演在合拍片道路上，從起

初的小心翼翼，適應審查和遊戲規則，到後來大

步向前，駕輕就熟，從起初不適應審查，抱怨

遭遇電影局剪刀手和「一片兩版」，到後來玩熟

規則，全面融入內地市場，香港導演也拍起內地

故事題材。對CEPA十年的香港電影，評論界大

致的方向總離不開較為宏觀的中港話題，近年港

片又有一批回歸本土性，於是關於香港電影主體

性、本土討論也較為熱烈，但是對導演個人作品

系列放在CEPA十年中來研究評價似乎較少，所

以本文把林超賢CEPA十年來創作的電影拿出來

探討就是希望它能成為CEPA十年導演研究的一

個例子。

我認為林超賢是CEPA十年來最值得研究的香港

導演之一，因為在眾多北上香港導演中，他的作

品無論從類型還是內容題材都相對統一。同是中

生代導演，林超賢不像麥兆輝和莊文強遊走在各

種類型，甚至拍攝內地題材〔《關雲長》（ 2011）

和《聽風者》（ 2012）〕，他也不像鄭保瑞加入銀

「影評有度徵文比賽 2014」長文組大獎：

林超賢的香港本土性和個人標籤建構

—談林超賢 CEPA 十年的作者探索

歐志彬

河映像，成為銀河映像第二梯隊的主力，還拍

起中國特色大片《西遊記之大鬧天宮》，也沒有

陳木勝在這個機制下有所迷失〔如《全城戒備》

（ 2010）〕。林超賢在這十年走的路是穩紮穩打，

製作過硬，無論產量（基本保持一年一部），和

質量都保持住一定的水準，通過《証人》（2008）、

《綫人》（ 2010）、《火龍》（ 2010）這類很香港的

警匪片探索出自己的作者特色，悲情都市、鏡頭

捕捉在舊區、挖掘人性陰暗和宿命，已經成為了

林超賢的作者標籤。

香港導演如何在北上拍戲中探索作者特點或者說

發揮自己所長值得思考，縱觀北上香港導演，他

們有的主動接觸大陸題材，個人投身觀察大陸大

環境來拓展（或者是延續）自己的作者特色，如

陳可辛把擅長處理文藝和細膩的情感帶到內地題

材，把作者特點延伸到大陸的故事，最新作品

《親愛的》（ 2014）關注的是大陸拐帶兒童問題。

有的對大陸環境仍保持一定距離，他們仍是用香

港視角來創作，唯獨是資金和某些演員來自大陸

而已，像邱禮濤的《高舉愛》（ 2012）、《葉問—

終極一戰》（2013）都有與邱禮濤以往不同的作者

特色，但這兩部都是有大陸資金的合拍片，而本

文談的林超賢同樣也是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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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社區：《証人 》—北角 《綫人 》—油麻

地、深水埗

《証人》可以說是林超賢表達悲情都市下的人性，

敘述破舊社區中的悲情角色故事的首作。林超賢

在取景方面，集中在一些充滿街坊味的舊區市集

和街道，和角色的陰暗、孤僻形成對比，又或者

是高密度的樓宇和舊屋邨，這些社會邊緣角色就

匿藏其中。

《証人》的片頭是一片香港旺市的景象，有元朗

墟市民的來來往往，輕鐵如常運作，也有北角英

皇道的繁華熱鬧，和大型的廣告牌，當「證人」

二字出現的時候，是鰂魚涌密密麻麻的樓宇，幾

個鏡頭記錄着香港的日常生活景象，而故事就從

這種日常生活景象下開始。

《証人》除了開場沙展唐飛（謝霆鋒飾）和眾同

袍追捕犯人張日東（姜晧文飾）是在元朗市中心

取景，在發生車禍，唐飛誤殺小女孩之後，影片

的主要取景又回到了港島的北角。林超賢把許多

情節都安排在北角到鰂魚涌一帶，構成電影的舊

區景象。洪荊（張家輝飾）是一名殺手，家裏還

有半植物人的妻子（苗圃飾），兩人就居住在春

秧街某棟舊樓中。「電車走在市集裏」的奇景是

春秧街的特色，這條以福建商人郭春秧命名的街

道也早就是北角的旅遊點之一，而街道旁邊的樓

宇住宅都已經有數十年樓齡。在《証人》中，為

了生存，而且還有一大筆債在身，洪荊只能接黑

道單「幫人解決問題」，洪荊和妻子匿藏在這個

幾十年舊社區中，他的身份注定是生活在這個社

會邊緣的人物，也與這個舊社區的老街坊形成差

別。所以戲中有幾幕安排了樓下的婆婆上來投訴

廁所「爆渠」，一方面表現了這種舊區的老齡化

和內部設施系統的破舊，另一方面也表現洪荊這

個邊緣人與舊社區的人情格格不入。

唐飛為尋找被洪荊劫走的檢察官高敏（張靜初飾）

的女兒，透過電話追蹤到範圍就在北角一帶。唐

飛置身白天熙熙攘攘的春秧街仍沒半點頭緒，而

後又在鰂魚涌的天橋上，望着海山樓，問新爺

（廖啟智飾）：「這裏那麼多招牌怎麼找？」唐飛

要找到小女孩被綁架的房間窗外的廣告牌。鰂魚

涌的海山樓是這一區建築密度的體現，英皇道

上看到這一片密密麻麻的窗口和一塊塊積木似的

冷氣機也是頗為有地區特色的景觀。德國攝影師

Michael Wolf曾在香港拍攝過一組關於香港建築密

度的作品，其中一幅拍的也是海山樓。林超賢就

是通過這些地區的特色景觀和情節、角色串聯在

一起，完成他的電影「個人標籤」。

到了《証人》的姊妹篇《綫人》，林超賢把鏡頭

拉到龍蛇混雜的九龍油麻地和深水埗，廟街這個

充滿傳統文化特色的地方成為《綫人》的主要場

景之一。廟街在港產片中出現的頻率相當高，也

有不少電影在片名就出現廟街，廟街在港產片中

大多數被描寫成充滿犯罪的地方，以最近的港片

為例，《掃毒》（2013）開場追捕毒販的戲正是在

廟街取景。

與之前在廟街取景的港產片不同，《綫人》中的

廟街既有龍蛇混雜和犯罪的一面，又有廟街平民

情懷一面的捕捉。剛剛出獄的細鬼（謝霆鋒飾）

得知因欠債，妹妹在廟街的永星酒店被逼為娼，

想把妹妹從裏面救出來，戲中場景是油麻地的廟

街和永星里。永星酒店在現實當中是大陸自由行

比較熱點的住宿選擇，因為毗鄰廟街多處主要特

色景點。而廟街的平民情懷，在《綫人》當中是

廢噏（廖啟智飾）流連的平民夜總會。廢噏因做

線人行跡敗露，被砍成精神病，沒家的他流落在

廟街的陰暗角落，還有常在一家平民夜總會中聽

歌。經典歌曲〈每當變幻時〉最後在夜總會響起，

除了有一份對廟街、對香港情懷，也有對世事變

幻無常的一聲嘆息（線人都逃不過悲劇宿命，無

論廢噏、細鬼）。

林超賢的鏡頭往往還會對準日漸老齡化的舊屋邨

社區，在《綫人》中體現是情報科警察李滄東（張

CEPA十年之初的林超賢：迷茫的類型多

面手

香港電影的中生代導演被認為是最後一批由工業

培養出來的電影力量，林超賢、陳木勝、羅志

良、鄭保瑞、葉偉信都是中生代的佼佼者，他們

都經歷過做電影工業各個位置，最後成為導演。

可惜當他們正式入行當導演的時候，港片已經走

下坡路，而且一年不如一年，他們出道都顯示出

一定的銳氣，但市道不好，也讓他們發揮空間有

限，難以樹立個人特色，風格也飄忽不定。林超

賢的拍攝戲路可以說是中生代導演發展的一個代

表。林超賢入行時跟隨陳嘉上做幕後，當過動作

設計、副導演，陳嘉上編劇出身，在片場的時候，

陳嘉上負責文戲，林超賢就負責一些動作戲（林

超賢曾在去年陶傑《光明頂》中談到入行早期的

經歷），所以林超賢後來的電影往往畫面先行，

動作場面凌厲。

1997年，林超賢首次執導以九七大限的警隊部門

轉變為題材的警匪片《G4特工》（ 1997），第二

年，和師父陳嘉上聯合執導《野獸刑警》（ 1998）

便獲得金像獎最佳導演。自此之後到CEPA的前

夜，市道不景氣，林超賢不斷在各種類型中轉

變，有最具自己特色和擅長的警匪片《重裝警

察》（ 2001）；也有讓人有意外之喜的《江湖告急》

（ 2000）；有《千機變》（ 2003）的主打動作；甚至

偏喜劇的作品，像和陳嘉上再次合導拍攝《至尊

無賴》（ 2006），還有較為現實的三級片《豪情》

（2003）。林超賢成為了一名類型多面手，儘管從

工業中走出來，師從陳嘉上，讓他在所有類型中

都應付自如，但類型繁多，難以從中看到林超賢

在作品中看到他的作者追求，個人覺得這一時期

的林超賢有種為拍戲而拍戲，在這種市道下只為

有工開。

CEPA簽訂後，林超賢和大多數香港導演一樣對

前路迷茫，他在《光明頂》的訪問中就提到，像

他比較擅長警匪犯罪題材的導演，在一開始沒法

摸清上面的審查遊戲規則，所以在CEPA的早幾

年，林超賢製作起動畫片《風雲決》（2008），甚

至還有紅色動畫《閃閃的紅星》（2007）。

以《証人 》撥開迷霧  「作者 」林超賢初現

《証人》毫無疑問是林超賢一次高調的回歸，可

以說，《証人》是一部一鳴驚人的作品，它讓林

超賢撥開CEPA機制早年的迷霧。這部電影類型

是林超賢最擅長的警匪犯罪片，但在創作上，它

在主題和影像表達方面卻超越了過往一般的香港

警匪片，它更注重角色中的人性刻劃，還有宿命

感，敘事上講求用心經營，這些都是林超賢入行

以來最大的變化。《証人》也奠定了林超賢往後

作品的風格和基調，也漸漸看到又一位「作者導

演」的出現。這部電影儘管林超賢只提名了最佳

編劇，但卻成就了張家輝第一座最佳男主角，還

有廖啟智第二座最佳男配角。林超賢專注在警匪

片中發掘人性，所以在他的演員班底中，無論

主角還是配角的演出都能令人十分難忘，給演員

的空間和挑戰都相當大。在林超賢這幾年的作

品中，《証人》讓張家輝初嚐最佳男主角滋味，

《綫人》把謝霆鋒送上影帝寶座，到剛結束的第

三十三屆金像獎，張家輝拍林超賢電影二度封

帝，而正在上映的新作《魔警》，吳彥祖的絕望

崩潰的演繹也有人看好明年有實力角逐最佳男主

角，林超賢儼然成為了影帝發動機。

在類型片的格局之下去探討人性，在電影圈並不

是有多麼新的嘗試，但林超賢電影在探討人性的

時候是有其個人獨特之處，那就是緊貼香港，即

所謂港味。從《証人》開始，林超賢近年的這些

作品的故事〔除《逆戰》（2012）遠赴馬來西亞，

《激戰》（ 2013）主要在澳門〕都發生在香港，更

確切的說是一個很舊區的香港。林超賢把不少情

節安排在香港的一些舊區，如舊的唐樓、屋邨中

發生，角色人物也不少是生活在這些舊社區中。

林超賢對舊區的捕捉往往是真實、破舊，冰冷，

這種影像風格和故事中的人物特點都融合在一

起，營造出一幅悲情都市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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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文組
紀陶：

林 超 賢 的 香 港 本 土 性 和 個 人 標 籤 建
構—談林超賢 CEPA 十年的作者探索：
能清晰點出導演林超賢在CEPA十年期間，從六

部作品之中提取不同論點，提出林超賢利用嚮往

港產片的創製思維，如何在兩地市場配合的考慮

中，尋到保留港片應有的本土風格特色。 

談《胭脂扣》時空交錯敘事方式所建構
的多層空間：
以細緻場面論述來提出《胭脂扣》的生死時空戲

劇對比，藉以提昇主題，以及藉着電影反映香港

城市的時代變遷，以及其視覺引伸出來的電影意

義。 

從葉問看被消費的符號：
歸納近期推出的五部《葉問》電影拍攝潮，有條

理提出近代歷史真實的武術人物如何被流行電影

塑造成消費符號化，亦與外地相關題材作出對

照，以及簡評各片成績。 

香港鬼片與大廈空間的探究：
利用三部不同時期不同創作班底的港式恐怖片為

通例，反映本土居住空間的轉變，立論點簡約易

明。現在甚具初探式影評，若再加多電影作品舉

例及深化題目，可成為一篇精闢探究之專評。

短文組
登徒：

中國？合伙人的可恥！：
觀點辛辣，結構清晰俐落，雖有立場主導的問

題，總體一針見血，風格暢快淋漓。

吸引力電影的回歸：《哭喪女》的中國藝
術美學面向：
文筆流暢，結構完整，評論採取仔細的文本結合

文化研究的分析，心思值得肯定。

黃愛玲：

《一代宗師》：肩負中華文化傳承重責的
香港：
有看法，但有些地方過分解讀了。

Dark side of the moon —《墮落
天使》「消失」的語言：
集中語言這個元素，論述清晰明朗，文字表達暢

順。

家輝飾）和細鬼碰面的安全屋是石硤尾的南山

邨。李滄東選擇此處做安全屋，是因為「這裏是

連黑社會都不會來的老人邨」，一句對白道出區

內的老齡化。李滄東從石硤尾地鐵站出來，還經

過大坑西邨和大坑東邨，這一帶是當年石硤尾木

屋區，當年的大火後政府建徙置大廈安置居民，

也開始在此建屋邨。

《火龍 》、《魔警 》植入的傳統習俗

除了用舊區做場景達到林超賢電影所具備的港味

外，林超賢的另一種香港表達就是香港傳統習

俗，《火龍》便是把大坑傳統習俗中秋舞火龍和

林超賢的人性警匪片結合的嘗試。關於大坑的舞

火龍傳統，根據維基百科，說在1880年的中秋

節前夕的一晚，颱風吹襲大坑村，有一條大蟒蛇

吞食村裏的家畜，給村民合力打死於破屋。颱風

過後，大坑村發生瘟疫。當時有道士說此大蟒蛇

原本是龍王之兒子，因此要降疫症懲罰該村，報

復殺子之仇恨，而村中又有一位老翁，聲稱有神

仙打救報夢，指海龍王最怕是火龍，火克制水，

所以在中秋節連續三晚，即是農歷八月十四至

十六，  三日舞火龍，就可以解此場災難，村民照

辦，並且沿襲至今。

《火龍》講述兩名有陰暗面的警察，文方（黎明

飾）因為妻子在電車上意外被害，常動用私刑

懲罰罪犯，紀少群（任賢齊飾）因為自己財政問

題鋌而走險犯罪。這兩個人物都有揮之不去的

心魔，文方走不出妻子被害的陰影，脾氣暴躁，

紀少群在犯罪路上愈陷愈深，文方看似是正義

一方，但正如紀少群說：「你不過是下一個我而

已。」兩人的心魔就像是一場內心的瘟疫，所以

戲中結尾引入大坑舞火龍就有一種試圖照亮兩名

警察的內心，驅散心中瘟疫之意。

植入傳統習俗在林超賢最新的作品《魔警》也有

出現。戲中的匪徒以魔鬼面具示人，自稱鬼王

黨，影片開始他們還拜鬼王大士爺，這是掌管中

元節亡靈上人間享受香火的神，而這幫匪徒在平

時竟然是做殯儀業務。但《魔警》中的這些元素

是展示多於意義的表達，頂多以魔鬼比喻這幫匪

徒凶悍恐怖，接二連三製造街頭槍戰打劫。它不

像《火龍》對舞火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驅散心魔

的主題表達，韓江（張家輝飾）也並非是王偉業

（吳彥祖飾）的心魔，而是撕開他心魔（童年陰

影和經歷）的關口。

綜述：林超賢的本土性和作者標籤建構

CEPA十年的林超賢用五六部類型片建構起自己

的作者標籤和本土性表達，場面經營上我們毋須

置疑林超賢的功力，無論是槍火戲還是冷兵器的

動作戲早就成為個人特色，不過近年他似乎更喜

歡用冷兵器經營動作場面（《逆戰》除外），像

《綫人》的結尾就是直接、殘酷的砍人戲就拍得

十分出色。在主題上，我們已經從這幾部片中看

出林超賢較為清晰的創作方向就是人性。有評論

認為，林超賢已成為為林嶺東的接班人，但林超

賢在部份主題和影像上繼承了林嶺東基礎上，也

創作出自己的特色。比如風格化的調度是他的特

點，比如他的作品很多都出現夢境和幻覺，《逆

戰》的兄弟相救、《魔警》王偉業走不出父親教

誨的陰影、《神槍手》（2009）凌靖（黃曉明飾）

對女友的幻象。其次就是林超賢香港情懷，用故

事和情節編排把舊區的畫面、社區的傳統習俗和

本土文化特色串聯在一起。

在近年香港熱衷討論CEPA合拍片與香港電影本

土性議題之下，要麼刻意煽情地講述香港過去如

何，要麼在粗口和低俗口味上喋喋不休地打嘴

仗，而林超賢沒過分強調自己電影有甚麼本土性

賣點，粗口儘管在他的電影中也常有，但並沒被

放大其作用。林超賢的本土性是用紮實的類型片

製作的故事，自然地把本土元素融入當中，林超

賢無疑是CEPA十年裏一名低調的香港電影本土

性踐行者。

評審意見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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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男女 2》：Why so Cruel ？銀河映像的殘酷人生

登徒

杜琪峯、韋家輝第五齣合拍片《 單

身男女 2 》，再續 3 年前《 單身男

女 》（ 2011 ）的前弦，然它雖沒改

其城巿愛情喜劇的調子，卻如銀河

映像主題的大匯集，喜劇處境更刁

鑽，韋家輝獨家的急促節奏，逢蹺

扭蹺的精密布局又回來了！

三年下來，雖杜韋二人組仍屬主

創，但幕後新人輩出，編劇兼長

期拍檔游乃海退下火線，換上了

余曦〔《 盲探 》（ 2013 ）、《 毒戰 》

（ 2013 ）〕，攝影由老拍檔鄭兆強換

了陶鴻武，更有執行導演麥啟光在

名單之上，但風格、調子和主題都

絲毫不變，可見杜韋對這類城巿浪

漫喜劇仍是得心應手。

它精采處在，既是故事真正的延續

（雖擺明有再斬三両的商業動機 ），

卻以相若處境迥異的情況，重探三

年前的火星男和地球男的「 選擇 」

主題，在商業類型片中「 反向操

作 」，將偏鋒和主流高度整合，淺

入深出，藉瘋狂而殘酷的選擇來探

問人生，一如早年的《 嚦咕嚦咕新

年財 》（ 2002 ）通俗抵死、《 辣手

回春 》（ 2000 ）的踩界幽默，《 我

左 眼 見 到 鬼 》（ 2002 ）的 唏 噓 深

情⋯⋯至於抗拒宿命，兩個只能

活一個，就更是一眾銀河經典的縮

影。

究其原因，乃杜韋兩人雖打着商業

片的旗幟，卻完全沒有怠慢，細

緻、精到、微妙，錯摸連連而層

層互扣，帶點歇斯底里的荒謬深

情，配起大刀闊斧的節奏，乃銀河

的招牌記印。幕前人物由兩男一女

擴展至三男二女，呼應上集蛙兄而

添的「 燈神 」，形成了相互糾纏的

六角關係（ 可惜香港海報八爪魚燈

神完全缺席 ），人物關係既是延續

（ 張申然、方啟宏、程子欣 ），亦

是重構（楊鴦鴦、保羅、張申然）。

簡單如處境的重現亦不盡相同，片

首楊鴦鴦泊法拉利不果，今趟張申

然早着先機，保羅來遲一步；細緻

如歌曲亦有跟進，上集採用陶喆的

〈愛很簡單〉點喻張程方三人關係，

至今集藉黃小琥的〈沒那麼簡單〉，

暗示這六角愛情的不容易。表面上

是男追女、女追男的愛情攻防戰，

核心矛盾乃突出了性格和命運的錯

置，人生偏執的喜和悲。

最明顯是新添的燈神八爪魚，跟周

渝民飾的保羅，二為一。楊鴦鴦靈

感來自《 最愛女人購物狂》（ 2006 ）

的方芳芳，但卻不盡相同，杜韋

將她推得更極端，完全選擇迷失，

偏執好勝（ 無法駕馭法拉利卻偏要

駕駛 ）！於是，燈神／保羅是她的

明燈（ 亦是反向操作，每次都選錯

的 ），負負得正，指點迷津。

玻璃幕牆大廈的運用，互望挑逗

調情，表錯情溝錯女的荒謬處境，

從 上 集 浮 誇 的 示 愛 形 式（ Marry 
me ），擴展為大型的錯摸（ 鴦鴦的

驚喜生日燈飾，戳破申然與五空姐

的糾纏，程子欣被電暈了 ），最後

卻化成了鴦鴦、啟宏、子欣和申

然的表白和救贖，申然攀登摩天大

風

景

區

樓，突出了那份地球男的執着，大

樓內外咫尺天涯，真情激盪。

是故，韋家輝的巧妙，表面是選

擇重臨，重新揀過，內裏卻是擺

脫單邊導向，重新配入了以張申然

角度，「 我試過搶，但搶唔到，以

為返地球冇事，點知晚晚都瞓唔

到！」面對宿命的無奈和偏執，戛

然而至。

4A／4B 兩單位的處境鋪排，言簡

意潔，全由影像主導（ 鴦鴦先後開

啟兩扇門而恍然大悟，全身而退，

再由申然子欣門前偶遇作結 ）。韋

家輝式的 role play 以一梯兩伙對調

了思念和留戀，無言無語，卻已了

然於心，屬全片畫龍點睛的設計。

至此，但杜韋的「 選擇 」卻往往

有 其 反 諷 ，若 非 太 多 ，就 是 too 
good to be true，有得揀是否就是

老闆？抑或每一個都沒完美，真正

的絕配根本不存在，無論 Plan A 或

Plan B，張申然都跟幸福無緣（ 他

的偏執，鐵定要贏得美人歸，與楊

鴦鴦強駕法拉利無異 ）。《 單身 2 》

以滿足公眾的浪漫期望告終，卻明

顯置這性格懸殊的兩人（ 張程 ）於

更大的悲劇 。

這趟六角關係，擴展了地球和火星

所暗示的，中港融合一步之遙的難

題，而在相互間各有期望下（ 你揀

人，人揀你 ），情況更複雜難纏。

那末，結局張申然勉力攀高樓的偏

執和毅然，剛好與楊鴦鴦穿回高跟

鞋，頹唐之中退場，情況各走一方

〔《 柔道龍虎榜 》（ 2004 ）應采兒和

《 毒戰 》葉璇裏的高跟鞋，所代表

人生僅剩的尊嚴 〕。張申然和楊鴦

鴦的選擇，難道是港人在中港融合

上的兩種走向？

事實上，《 單身男女 》於 2011 年

揭櫫銀河映像的合拍片階段，兩集

之間的三年內，先後完成了：《 毒

戰 》單挑內地對類型片和審查的底

線；《 高海拔之戀 II 》（ 2012 ）完全

自成一角的高概念作品，在內地僭

建的港式創作遊園地；《 盲探 》黑

色幽默愛情探偵，盲摸摸食住先。

五齣電影形成銀河合拍片的三種模

式，在極端挑戰規範，跟極端高

概念之間，三齣愛情喜劇無疑最能

見步行步，持續發展。去年，杜

韋幽自己一默，問路於「 盲 」，拿

下了至今最高票房的回報（ 逾二億

人民幣 ）。經歷此起伏，《 單身 2 》

要回應的理想和現實抉擇，於是不

僅是浪漫的空中樓閣，選擇的濃厚

黑色悲劇味，遂又在作品中蔓延開

來，喜中藏悲，更勝上集。

觀眾在《 單身 2 》最愛是誰的折騰

中 ，找 到 歡 娛 浪 漫 ，不 斷 錯 摸 ，

笑得人仰馬翻； 我卻從 4A／4B 的

場景對調開始，直至方啟宏重啟其

劉伶生涯止，一直難以釋懷！高樓

和高跟鞋之間，究竟有沒有其他選

擇，Why so Cruel？是我反向操作

過了頭，抑或人生真的太殘酷，逼

得我難以直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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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 》 《軍中樂園 》

金馬 51

陳志華

八月到了台北一趟，為第五十一屆

金馬獎擔任劇情片類初選評審，可

算是一次相當有趣的經驗。

首先要解釋一下金馬獎的競賽和評

選方法。金馬獎跟香港電影金像獎

不同，採取的是報名制，即是有

意角逐獎項的電影均須事先報名及

寄上影片拷貝。入圍名單及賽果由

評審團決定。評審團的組成方法，

近年幾經修改，可能由於報名影片

數量日增，兩岸四地連同星馬的

華語電影皆可報名，今年報名參加

金馬獎的劇情長片就有一百三十八

部，而主辦單位又希望盡量安排評

審在決定入圍名單及賽果時，看的

是菲林或 DCP 數碼拷貝。因此最

近兩年的做法，都是把評審團分

成三輪，第一輪初選，由影評人、

電影學者、製片及編導擔任評審，

先從 DVD 淘汰沒有機會入圍任何

獎項的影片。今年淘汰過後，剩下

四十多部。第二輪複選，由業界

人士組成評審，在試片室看菲林或

DCP 數碼拷貝，從這四十多部影

片裏，決定每個獎項的入圍名單。

第三輪決選，在複選評審團加入知

名電影工作者，投票決定賽果。

擔任初選評審雖然要長時間密集看

片，是最辛勞的工作，又沒份參與

決定每個獎項的入圍名單，然而過

程還是有意思的，可以率先看到不

少尚未公映的華語電影，比其他人

更早注意到其中的佳作，如《 一個

勺子》、《殯棺》、《東北偏北》等。

在評審過程中，也可以跟劇情片類

其他六位來自台灣和大陸的初選評

審交流意見。而我作為來自香港的

評審，當看到拍得還不錯的香港電

影，像黃浩然的《 點對點 》、邱禮

濤的《雛妓》，我都盡量遊說拉票，

讓它們進入複選階段。

今 年 金 馬 獎 最 佳 劇 情 片 的 五 部

入 圍 影 片 裏 ，我 個 人 比 較 喜 歡

《 KANO 》。它在商業和藝術上能夠

做到平衡，不單純是熱血的體育電

影，也有用心去經營那個時代的氛

圍，講究場景和服裝設計，如果拿

它跟台灣賀歲檔的賣座電影《 大稻

埕 》比較，這方面就高下立見了。

而電影處理日據時代，也非常聰

明，沒有簡化為「 打倒日本鬼子 」

的濫調，也沒有美化日本，永瀨正

敏的角色塑造相當立體，而電影設

定由 1944 年日本士兵到訪嘉農發

源地來敘述故事，亦多了一重針對

軍國主義侵略的思考。

陳建斌首次自導自演的《 一個勺

子 》，對當下中國的情勢與人性敗

壞，作出了既荒誕又尖刻的諷刺，

讓人眼前一亮。最佳劇情片入圍名

單出現了《白日焰火 》和《推拿 》，

不知是否柏林影展效應，前者曾奪

柏林影展金熊獎，後者奪傑出藝

術貢獻（ 攝影 ）銀熊獎。不過我嫌

《 白日焰火 》的冷峻壓抑來得太刻

行

蹤 （左起 ）《冰毒 》製片兼男主角王興洪、《冰毒 》導演

趙德胤、本文作者、《迴光奏鳴曲 》導演錢翔。

意，背叛的主題也不算深刻，好在

男主角廖凡的氣場非常強大。倒是

《 推拿 》的導演風格強烈，情緒飽

滿，的確比婁燁前作《 浮城謎事 》

（ 2012 ）來得有味道。至於《 黃金

時代 》，這次許鞍華兵行險着，以

三小時篇幅，運用間離效果，多次

預敘情節，而且人物眾多，都在挑

戰一般觀眾對於華語大片的想像。

趙德胤的《 冰毒 》只入圍最佳導演

一個項目，我認為是太少了，電

影以非常低的成本、冷靜的鏡頭，

拍出了看來樸素卻相當有力量的作

品。

最佳男主角的入圍名單裏，《 一個

勺子 》的陳建斌和《 白日焰火 》的

廖凡都在電影裏非常奪目。我比

較喜歡陳建斌的演出，他在最佳

男配角的入圍電影《 軍中樂園 》

裏，亦演得非常出色。永瀨正敏在

《 KANO 》裏也交出了影帝級的表

演，令角色更有血肉，令故事更有

感染力。《 繡春刀 》的張震勝在帥

氣。劉青雲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好的

男演員，不過《 掃毒 》有三位男主

角，他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這電影

也說不上是他的代表作，得獎機會

略遜一籌。

最佳女主角的入圍名單裏，我最

喜歡陳湘琪在《 迴光奏鳴曲 》的演

出，她飾演更年期女子，以極少的

對白，非常準確地演繹出角色被困

在枯槁生活裏的複雜情緒。趙薇在

《 親愛的 》飾演農村婦女也突出，

電影在她出場之後才好看起來。

《 歸來 》幸好有鞏俐（ 還有男主角

陳道明 ）的演出，稍為加強了故事

的說服力。桂綸鎂在《 白日焰火 》

裏的角色始終保持着神秘感，是以

氣質取勝吧。湯唯在《 黃金時代 》

亦是以戲中散發的倔強氣質取勝。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闖入者 》飾

演老太太的呂中沒有入圍。

觀乎得獎名單，《 推拿 》獲最佳劇

情片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六個獎項，

算是合理的結果。《 白日焰火 》只

得最佳美術設計，亦合我意，此片

拿柏林影展金熊獎，本來就有些過

譽。然而《 KANO 》只能得到國際

影評人費比西獎，及最佳觀眾票選

獎，卻是有點可惜了。陳建斌和陳

湘琪果然奪得了最佳男、女主角，

而陳建斌更囊括最佳男配角與最佳

新導演。最佳女主角獎的競爭據說

相當激烈，但一如所料，討論都聚

焦在陳湘琪、鞏俐和趙薇身上。這

一屆金馬獎，如果把合拍片《 黃金

時代 》也算進來，得獎的香港電影

就只有《 黃金時代 》（ 最佳導演 ）、

《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

埔的紅 VAN 》（ 最佳視覺效果 ）及

《 救火英雄 》（ 2013，最佳動作設

計 ）。如果說台灣電影在金馬失

利，已有人提出台灣電影業界需要

反省自強，那麼香港電影更是應該

反躬自問因何落後於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