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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漫步⋯⋯電影的任務 

張偉雄

起點：穿過博物館

電影節在定專題上有個配合影迷的思考，今年也

好好示範着：大師回顧（ 如「 冷調高歌：羅伊安

德遜 」）、作者肯定（如「保羅奇立遜：超八隨想

曲 」）、時代重溫（如「回到三里塚：小川紳介的

啓示 」、「市川崑 ：審美時刻 」）、國族成績分享

（ 如「 以色列新世代 」、「 德意志豐收年 」）等，

時地人一看就明。以相同理解去組織專題，去年

今年明年可以依循模式一直做下去。然而，今年

有一個「博物館解謎 」特輯，乍看是在紀錄片裏

再組合的次專題，三部走進博物館拍的影片難得

此間先後出現，地點專門，也是一看就明。這

個順理成章的結集，與其說是針對紀錄片影迷，

我倒覺得有個「意撩 」的心意，你自認有五十道

陰影的藝術愛好者就來集這三個郵罷。紀錄片是

手段，藝術品藝術館比名導或紀錄美學緊要。為

了維也納博物館，或林布蘭（Rembrandt）《夜巡》

進場的觀眾，應該會比慕弗德烈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之名而來的影迷多；當然，兩個身份

同兼一身就不用斤斤計較。我以影迷自居，也忽

爾重拾逛博物館的心情，像《十年一覺維新夢 》

（ The New Rijksmuseum-The Film，2014）這個有前

世有今生的荷蘭國立博物館紀錄片，我早已相約

不見不散了。

Rijksmuseum的畫量多得緊要，尤其是尼德蘭和

法蘭德斯的，回想我95 年那次一遊，九曲十三

彎的感覺比走羅浮宮更漫長，走到中段時大量的

生活畫叫我有點納悶，還有多少個彎才到終點

《夜巡 》呢？當時覺得Rijksmuseum像個局局促促

的迷宮。然而看彼德格連納韋（Peter Green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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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林布蘭的控訴 》（ Rembrandt's J'accuse，2008）

時我觸景傷情，後悔當年停留在這張鎮館之寶前

的時間不夠。輪到看《十年一覺維新夢 》的觸景

傷情，從那時到現在，驀然回頭，大抵找到點

滴，青春在身旁變了色，待修復⋯⋯

穿過博物館的車道我也漫步走過，當年給我介紹

這個設計的荷蘭人以之為榮。荷蘭人以畫為榮，

阿姆斯特丹人也以騎單車為榮，不知他現在還有

沒有這個驕傲想法。《十年一覺維新夢 》中記錄

到的單車權益人士面容上沒有一絲愛藝術之意，

也令原本幸福的設計師酸溜溜和黑面。十年磨

人，重建圖則改了又改，館長、建築師、工程

師、行政人員都愁緒以對，在崗位上捱着（或捱

不下去離職 ）。紀錄片終於出現，當然已是捱過

去了，我大概要計劃去阿姆斯特丹一趟。《十年

一覺維新夢 》要我相認的，還是在人身上散發着

對藝術的愛意。以保存藝術為任務，那是一份打

從心底的人生使命感。即使是收入不錯，政治不

得不搞，你也要證明你的人生認定藝術。負責亞

洲館的策展人去接收來自日本鄉間一對威武門神

像，策展人從接收、設計擺放，到親手撫一下

它們，為它們擺安家儀式，關懷愛惜的眼神未有

流失一刻。

藝術使命與藝術任務

次專題不能大量搞，尤其是次文化專題，那就讓

影迷自行配搭，自製精選集，各自表達個人口味

表現活潑思考吧。「我看我電影 」是新理解，不

是討好年輕觀眾的流行戲碼。今年有不少抗爭電

影，是這個時代的一種骨氣。殺人專輯也可以

做，畢竟在 trailer裏看到一堆接吻鏡頭，緊接着

開槍 — 還要是小女孩開槍哩 — 都是正路的

藝術片關注。那麼酒店戲呢？從《我是一隻小小

鳥 》（ Bird People，2014）到《 女僕與女王 》（ The 

Chambermaid Lynn，2014）到《歌舞伎町24 小時時

鐘酒店 》（ 2014）到《夏灣拿有間大酒店 》（ Hotel 

Nueva Isla，2014）⋯⋯駱駝戲又如何？這樣則是

《 駱駝的天空 》（ Nearby Sky，2014）、《 家在水草

豐茂的地方 》（ 2014）和《 沙漠小野狼 》（ Theeb，

2014）。將《 不死明星夢 》（ Star，2014）、《 二度

女星Go Go Go》（ Actress，2014）、《 墮落星圖 》

（ Maps to the Stars，2014）、《 舞吧！夜遊天使 》

（ Party Girl，2014）及最後部份的《 魔宮艷舞 》

（ The Tales of Hoffmann，1951）放在一起喚做一個

「問題女伶 」也好玩。我還是正經一點罷，順着

三間博物館溜達，去找一下電影怎樣成為承載藝

術使命的載體，不遜於博物館。我喚之為一個

「電影的藝術任務 」。

我承認是《人生也許 》（ Life May Be，2014）的獨

特性給我啓發，藝術對談從身份到身體，跨幅且

遠且近，令專題一下子「型 」起來。馬克卡辛斯

（ Mark Cousins）的動機純不純粹，我和喬奕思都

放他一馬，單看曼妮亞雅芭莉（Mania Akbari）的

心路歷程已夠瞧，喬奕思另專文（頁6）去談。

而《 蘇維埃的美麗任務 》（ Angels of Revolution，

2014）則讓我打開盒中之盒，承載及發現藝術的

樂趣，雖然它的本事是一個藝術強加於人的悲

劇歷史。阿歷斯費多真高（ Alexey Fedorchenko）

不說政治的事，從人的想像出發，從藝術的面

貌着墨。先跟着 Polina，她小時的表演已經瀰

漫「 西部 」開拓精神，遇上大時代就拿起槍桿

子，遇上 theremin之魔音卻忘記身在布爾什維克

（ Boshevik）前線上，她的一生就是一半革命一半

藝術。之後藝術家逐個追： Ivan搞構成主義動畫

音樂； Pyotr隨愛森斯坦遠赴中美洲到《 墨西哥

萬歲 》（ ¡Que viva México!，1932）拍攝現場搞攝影

一科，不知彼德格連納韋新片有沒有提及他，他

個人偏好是前衛派多過蒙太奇派。召集過程中

Polina懷念Zakhar，他的攝影作品要模特脫衣服，

約會Polina也是如此目的，終於在Sviyazhsk為不

倫不類的雕塑當模特羞憤自殺。還有Smirnov在

莫斯科的拉脫維亞人劇團夭折事件。他們都去到

美麗的卡濟姆（ Kazym）山區建立文化中心，給

《十年一覺維新夢 》 《蘇維埃的美麗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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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根底厚重的原住民灌輸蘇維埃精神，全程在

交片片斷斷的藝術功課。費多真高醉翁之意不在

酒，不指指點點說成一個 ignorance的事態。其實

藝術家根本獲得第二春，只是火花四濺後驚鴻一

瞥，完結在血泊裏；然而簡單的美術呈現，令我

憑弔。

一個人的藝術之旅

《蘇維埃的美麗任務 》的點滴時代印記，明顯跟

《紅塵百劫 》（The Colour of Pomegranates，1969）點

個頭打個招呼。那麼，談《雕欄玉砌應猶在》（La 

Sapienza，2014），我則先把它跟市川崑的《炎上》

（ 1958）作一個對照，東與西立場分明：在美麗

建築物前，一個是愛你愛到要燒毀你，不容於人

間，內心莫名衝動；另一個則端正站立在巴洛克

偉大的建築物前，重新激盪生命力，讓死灰復

燃。

博羅米尼（ Francesco Borromini，1599-1667）的一

生在《 雕欄玉砌應猶在 》一步步呈現着，由博

羅米尼的出生地Ticino作起點，偕同單純的建築

系學生Goffredo，到羅馬四噴泉聖卡羅教堂（ San 

Carlino alle Quattro Fontane ），然後到受博羅米

尼影響的建築物參觀。站在博羅米尼與貝尼尼

（ 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 合作 」的作

品面前，Alexandre從藝術取向出發，對Goffredo

承認自己是一個「 貝尼尼 」，做不成「 博羅米

尼 」，他不是說甚麼「既生瑜何生亮 」的事業競

爭通俗對白，而是說前者是理性的巴洛克，後

者則是神秘主義。這趟旅程，他要放低困頓着

他的理性。導演尤金格連（ Eugène Green）不止

要Alexandre尋找以前只是羨慕、不敢高攀的大師

靈氣，還小心放置鏡像，映對他們共同擁有的憂

鬱性格。Alexandre選羅馬大學聖伊華堂（ Chiesa 

di Sant'Ivo alla Sapienza）為朝聖之旅無言以對的

最後一站，之前一晚，對博羅米尼之死做憑弔。

而鏡頭呈現的方法，是布烈遜（ Robert Bresson）

式的局部呈現蒙太奇，從燭光，到臥床，到利

刃⋯⋯Alexandre以框外對白講述自殺經過，有一

刻，讓我覺得Alexandre在出演博羅米尼 — 說

到要領了，Alexandre是「博羅米尼 」又不是「博

羅米尼 」，作為一個怕憂鬱而終的存疑者，他高

攀靈性正式啓步。

Alexandre對博羅米尼的生平和作品耳熟能詳，卻

由年輕的Goffredo提醒着；他很想很想接近博羅

米尼的虛空境界，不是他出色的假透視魔術，不

是凹凸的精準運用，也不獨是由橢圓形走到圓形

的靈韻，而是簡單的採光。尤金格連借用布烈遜

的定鏡／蒙太奇，讓角色木訥收斂不過是表面理

由，對比展示建築設計精髓的移動鏡頭，就是

超驗性最簡單的說明了。藝術品之所以要好好保

存，就是它永恆地提供機遇，給藝術家好好打理

自己，然後回家去。

一個人的珍藏館

西西在《猿猴志 》的前言問道（其實不是問，是

抒發 ），如果美術館失火，千鈞一髮，你先去救

一幅名畫，還是救一隻貓？當年、現在或將來，

西西都會說，先救貓。你或許覺得西西的口吻

太絕對，想有些餘地去辯駁，會說，或許，情

況不那麼危急，貓與畫一起救；又或者救完貓後

安慰自己並自我解說，幸好這不是我心愛的林布

蘭。其實西西也有痛腳，在她的作品中有可能找

到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不貫徹，也請看看陳果

在《我城 》發掘了甚麼，看他受訪談拍這部紀錄

片的經過（頁 8）。

這樣子暫作總結吧。藝術館認定它的偉大任務：

處理、保存人性光輝，帶到人前及下一代。說是

一代又一代義無反顧的藝術任務，箇中也總是有

個人私心，如《十年一覺維新夢 》中Rijksmuseum

的副館長投一幅現代畫失敗後的失落表情，大

概顯示了人類執行資本主義私有制以來煉成的擁

有物慾：我喜歡的藝術品，就應該放在我的藝術

館啊。這篇以今屆電影節節目去找電影藝術任

務的文章就總結在《地窖天堂 》（ In the Basement，

2014）的世俗境界去罷。走進這些地窖，就像走

進他們在人間自設的祭壇、秘製登天之梯；拜的

不是無處不在的空靈神聖，而是物慾偶像，不論

是性虐待工具、密密麻麻彰顯打獵功績的動物標

本，抑或納粹的紀念品（ 正堂是希特拉像啊 ），

在那裏都可泡製車房龐克（ Garage Punk）、五十

道陰影、性與暴力快感，或追思一刻。不是真

正的靈性又如何？身體與心理的收穫，已好好藏

在世間一角落。因為這個行為，世間少一刻人與

人的衝突，少一場人為戰爭，總是好的。

《地窖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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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卡辛斯（ Mark Cousins）是電影《人生也許 》

（ Life  May  Be，2014）的發起者。幾年前，他碰

巧要為曼妮亞雅芭莉（ Mania Akbari）的20 Fingers

（ 2004）寫文章，心有觸動，於是寫出了第一封

信。接下來，便有了他與雅芭莉之間的五封電影

通信。馬克設定了電影信件的形式，也一如他做

過的許多訪問、電影漫遊式的創作，他負責引導

對話的走向，讓國家、身份、身體、性別等問題，

在他與雅芭莉之間逐一展開；然而，對《人生也

許 》這部電影來說，雅芭莉的世界才是意義的內

核。她的回應，也正像她的藝術風格，總能有

力地衝擊要害，對問題哪怕是對自己，也毫不手

軟。在我看來，《人生也許 》是以互動電影創作

形式完成的一次成功的採訪，雅芭莉對詩歌、音

樂的偏愛穿行其中，她的攝影和敘事，她的繪畫

和色彩，她演的電影以及導演的電影，她的個性

和思想，都被打開或再度打開了。

我們只說說雅芭莉吧。她曾於 2007 年辦過一個攝

影展，名為This is Mania-This is not Mania。在《人

生也許 》中，雅芭莉與馬克都談到了身份 —你

能確信你自己是誰嗎？很隱晦的，電影就雅芭莉

的身份，也玩出This is Mania和This is not Mania

的遊戲。馬克率先拋出雅芭莉的一系列身份：伊

朗導演，女性，流亡海外，曾在基阿魯斯達米

（ Abbas Kiarostami）的電影《 10》（ Ten，2002）中

扮演的士司機⋯⋯而雅芭莉則用攝影漫遊徐徐回

應，讓我們看到她的另一面：自幼學繪畫，對色

彩和構圖極其敏感的她；跨多個藝術領域的她；

攝影展照片上各自表述態度的她的身體部位；患

乳癌而不得不切除一邊乳房的她⋯⋯或許可以這

麼說：在各種標籤的是與不是之間，我們就能找

到真正的雅芭莉。

前後兩次，雅芭莉在吳爾芙（ Virginia Woolf）倫

敦寓所前，以同樣的姿勢拍了照片。一張她幾乎

全身穿黑色，另一張她裸體站着。從《人生也許》

開始時清且漣漪的對話，到結束時波瀾翻湧的情

緒，雅芭莉深諳敘述的藝術，為震撼的最終到來

選擇了莊重而又不造作的儀式。當馬克在第二封

信中含蓄地脫掉了衣服，身體這個話題就變得挑

釁起來。難道雅芭莉也要脫掉衣服嗎？那又會否

落入馬克的論述： Women cover their bodies because 

of men, and uncover their bodies because of men？且

看雅芭莉不緊不慢，既拿藝術作品中那些性別模

糊的形象來言說國家與文化，也讓鏡頭記錄她如

何打理自己的身體，以開啟更私密坦誠的對話。

儀式 —藝術的、日常的 —令身體獲得更廣

闊的語言，可以指向性別、戰爭和態度。面對

如此率直無畏的來信，馬克在第五封信中只能用

影像和交響樂予以回應，既是無以言對，也是已

經得到足夠豐富的答案吧。

身體對雅芭莉而言，是一切意志的最終戰場。

2002 年，她在基阿魯斯達米的電影《 10》中出演

的士司機一角。四年後，她被診斷出乳癌。基

於她與癌症戰鬥的經歷，2007 年她推出第二部導

演作品《 10+4》。當時要接受化療和乳房切除手

術的她，在鏡頭中與不同的人對話。最終電影坦

率、冷靜地呈現生命與死亡同體交戰，並毫不留

情地擊中社會、文化的軟肋。片中有這樣一幕：

剃光了頭的雅芭莉被一個男人強行扯下車，就是

要看看她到底是男是女。性別和身體之間的關

聯 —有胸就是女人，沒胸就是男人 —在這

個小小的情節中顯示出殘暴的面目。 2012 年，雅

芭莉在短短數分鐘的影像作品 In my country, men 

have breasts中就再度以身體為論說的主體。大海、

身體、駭然疤痕、黑色長袍，於簡約之中達到

意義的極致，自由、國土、戰爭傷痕和文化都

各自找到了表徵。

雅芭莉流亡海外，是因為伊朗的禁忌太多，也是

因為她看文化（不僅僅是伊朗文化 ）的眼睛太銳

利，而她的導演之刃又切割到人類社會某些虛偽

的骨頭。她贏得世界讚譽的首部長片20 Fingers早

就奠定了她的創作母題。片中一男一女在不同的

封閉空間中對話，就貞操、通姦、同性戀、墮

胎等展開爭論。身體由甚麼規限着？為甚麼？

雅芭莉就是那離經叛道的女主角，發出的聲音在

她其後的一系列創作，包括攝影與小說中，都

有迴響。最後，從20 Fingers回到《 人生也許 》。

雅芭莉與馬克， 也是一女一男的數次對話。態度

上，她來者不拒，百無禁忌，諸事坦蕩；思想上，

她佔盡上風，彷彿舉着長矛，把犬儒逼到牆角。

可她也預留了溫柔的空間，「人生也許 」這一標

題便來自她讀的詩句：人生許是長路，是繩索，

是歸家孩童，是燃點香煙。於是，我們可以延

伸開去：是在地，是流亡；是西方，是東方⋯⋯

打開或再度被打開的世界

喬奕思

《人生也許 》

左： Mania Akbari

右： Mark Cousin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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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獨是西西的《我城》：訪問陳果

日期：5/3/2015

地點：香港電影資料館

訪問及整理：張偉雄

攝影及錄影：朱小豐

紀錄：彭嘉林、曾詩琦

陳：陳果

張：張偉雄

在這一個島嶼寫作

張：可否談談你拍《我城 》這部紀錄片的來龍去

脈？

陳：這是三年前的事，那年我看過第一輯《他們

在島嶼寫作 》，覺得很好看，有人會花時間製作

一個有關嚴肅作家的紀錄片，心想香港很難做到

的，就算做到也是很個人或獨立的做法。沒多

久，竟然有人找上我。他們說想拍西西，這麼

多年來，我看過她一兩本著作，當時是為了資料

搜集。

張：哪兩本？

陳：《 哀悼乳房 》和《 我城 》。雖然我未拍過紀

錄片，但我立刻答應，我一直很喜歡看紀錄片，

很羨慕別人拍紀錄片，誰知答應了才知道拍攝紀

錄片並不是那麼簡單，放在紀錄片的時間比起任

何劇情片都要長。

張：那你怎樣去計劃整個作品？

陳：我最大的決定是怎樣拍一個本土作家的作品

又有我的 signature，即作為導演的一種風格。之

後開始看她的書，甚至找人一起看，因為太多

了，看不完，看到認為可以，才開始拍。拍西

西最難的地方是，紀錄片要發生一些事情，她是

已成名的文學作家，她會說不要問她，去看她的

著作去發掘；這是個難題，要在沒事發生下，找

些事情發生，但又很難找到，因為事情早已塵埃

落定。但這次拍攝最可貴的地方是，我一路拍，

一路了解西西的寫作歷程，香港原來有些人默默

耕耘，他們固執也好，對本土關心也好，結合了

我對本土價值某些堅持。我最大的投入或許是將

「我城 」變成「我們的城 」，因為《我城 》只是西

西的，若然我加了自己的觀點進去，或是由此啟

發更多東西，香港就是大家的香港。所以在電影

中我將它剪開來，將西西六十、七十、八十年

代久遠的小城故事放大一些，未必只是西西的。

我放置了一些觀點，例如香港近期的爭論，或是

多年來的身份問題。西西在多年前已經提出身份

這個問題，她很有遠見地知道、或是預料到這個

問題在某個階段會引起紛爭與討論。當年的想法

跟現在的社會是非常配合的，這種撞擊很奇妙。

張：你拍攝西西同代或是新一代的文學人，有一

些特別的處理，例如把攝影機置於很遠，又選擇

一些特別的場地做訪問，可否談談你的心思呢？

陳：我參考其他拍攝作家的片段，他們大多拍得

太嚴肅。當然他們確是很嚴肅的作家，這件事

情亦是嚴肅的；現在電影拍得不嚴肅也不全因為

我，西西本身是一個頑童，我多加了一點她本身

的個性，令這個嚴肅的作品有活力一點。在香

港，一說起嚴肅的話題，大家會「硬晒弶 」，甚

至談起作家的話題亦只會嘲諷香港沒作家。所以

我採取這樣的手段，讓電影具娛樂性之餘，亦配

合西西和我的個性。六十年代至現在，我們社會

一直進展，面對環保問題，政府無能，忽視生

態環境，我於是突出「香港製造 」的本土味，找

上一些有可能過幾年就消失的景觀去做訪問，強

調香港味，所以我故意帶西西到南生圍。通常訪

問的地點都是住處、圖書館、餐廳，我覺得這

樣很一般。幾年前已經聽過大財團進軍南生圍，

這個香港人喜愛的自然美景就會玩完，這是故意

去留下記憶。請原諒我的故意，這個計算是必要

的。

作家與西西之間

張：訪問香港新一代的作家，你會知道選擇誰，

台灣作家你選擇馬世芳和瘂弦⋯⋯

陳：我覺得台灣的觀點是要有的，尤其當西西是

成名於台灣 —說來也有點諷刺，很多香港文學

《我城 》



10 11

作家也於台灣成名。台灣市場、文化氣息又可以

容納得到，也是無可厚非的，大家都明白香港是

個怎樣的地方。瘂弦是台灣文學一個關鍵人物，

他很支持年輕人，是個伯樂，我初時都不知道。

他說起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與西西交往的事

也挺有趣的，那時西西還是背囊黨，現在可能叫

追星族。以前很羨慕一個人真的會去原作者或者

小說家的原居處尋訪。可是香港沒有這回事，我

那時聽完是感動的。

張：那馬世芳呢？

陳：馬世芳的觀點代表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他

說起自己第一次買《我城 》時的感受，那時是大

時代，剛好是 1989 年，他還是個中學生。

另一個（王浩威 ）也很厲害，他是心理醫生，也

是作家。他的啟發年代也是在七十年代初期、讀

中學時受啟蒙的。我特意選這兩個年輕人。

張：那莫言呢？

陳：那時莫言還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找他是因

為覺得西西跟他是有緣份，當年莫言的著作如

《紅高粱 》等是經由西西推薦到台灣出版，他們

之間有非常奇妙的關係。八十年代這種關係很

多，特別在一些嚴肅的文化人或藝術人之間，他

們受到一些香港的藝術人欣賞而幫他們去發展，

將他們的作品介紹給全世界的華人。當時頗容易

找到他，他也一口答應受訪。其實我們還找過很

多作家，初答應後來卻不成事，我們也錯過了一

些人，莫言是北京唯一一個被訪問的作家，其

實在上海也想過找王安憶，西西和王安憶的關係

也跟莫言相同，他們都經過西西的推薦而成功出

書，所以彼此的關係很好。

用童趣和魔幻去紀錄

張：在土瓜灣的片段，是關於遷徙也好、遊戲也

好，工作人員穿上奇裝異服或裝扮成動物在街上

走來走去，這個意思除了好玩，是不是啓發自

《我城 》？

陳：其實都是來自西西本身的魔幻世界，她有些

東西紮實，同時有些魔幻。魔幻是近代作家喜歡

用的技巧之一。你可以從某些與她相熟的朋友，

或者某些看過她小說的學者、作家去認識，他們

有分析能力、角度去講西西，這都是你必然會

用的方法。另外就是如何表達西西本身的性格，

你僅僅靠問問題是問不出甚麼來的，她講兩三句

就會停，跟着她會叫你不如去看書，不要問她，

所以我用了電影的手法，將她得意的東西，一些

魔幻、西西童心未泯的東西，開心地表達出來，

不是藉訪問問出來。這個紀錄片在最低程度上，

表達着西西的性格。很多作家紀錄片很冷靜的，

我完全不冷靜的，我要設計，找一些工夫去做。

張：我發覺她的童心反而是藏起來的，但生命力

還在。

陳：她有時心情好便跟你講得比較多，心情不好

便不怎麼講。這是很難的，大部份作家都是這

樣，不是只有我才遇到這個問題。我到台灣看

了關於瘂弦那部紀錄片，因為瘂弦本身是個很開

放、很喜歡幫人的人，所以我覺得瘂弦那部拍得

非常好。

張：拍攝過程有沒有一些趣事？

陳：有呀，西西在拍的過程中試過大發脾氣，說

以後都不拍了，不講了。

張：以後都不拍？那你怎麼辦？

陳：很多事情都是頭一個星期講得最多。因為整

個紀錄片一開始是沒怎麼設計的，都是一邊拍

一邊想，因為沒有劇本。當你接觸這個人多了，

看她的作品多了，你會發現作家本身跟藝人有點

相似，都會有脾性，不是很合作，會有點難度。

一開始的八至十天都還好，但到了後來，老實說

她不知道我搞甚麼，於是她就帶我到處遊街 —

其實遊街也是逼不得已的，既然西西甚麼都不

說，不如叫她帶我去她的地方，那就是尋找土瓜

灣地圖的故事，表達出她的世界。相對很多台灣

作家，西西的生活是很土瓜灣、很down to earth

的。

張：這個《島嶼寫作 》總會表達西西的某些文學

作品，你怎樣去選擇？

陳：我當然有參考其他人所拍的，他們有很多種

表達方法：有話劇，有動畫，有朗讀，而話劇是

最多的。這些我都不想做，我想要香港色彩更加

濃，所以我用了模型協會，就是那種做小玩具

的，將模型做得很細、很真的，我用了這種方

法去代表她所講的世界，甚至香港本身的世界。

玩具模型結合文本

張：你是先找模型協會，看過他們的東西，才再

《我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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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我城 》的文本找對應的東西？

陳：不，對應是先找小說的，譬如有沒有很金句

的東西。我覺得文字上這段是挺有趣的，就提取

出來。提取出來後我不知用甚麼方式去表達，你

可能用很意境的圖畫或景色去講出來，或者直接

讀出來。但我想如果用那種很土產、很香港的小

玩具，代表一種已經流失了的文化、小街坊的生

活，那就有很多選擇，也可以配合得到。

譬如你現在看到的九龍城打麻將，是一兩個人做

出來的，很真，做完以後他們會拿去比賽。不

是我叫他們做，是他們本身就有，而我又覺得很

能配合電影。又譬如《我城 》裏寫關於天線，剛

剛打完麻將就 focus在天線上面，因為阿果是做

電話公司的，以前的電話公司是拉電線的，所以

很巧合。這些都令到這部電影的趣味性、本土性

更多。

張：《我城 》以外其他西西作品呢？

陳：我選定了幾個她的代表作去拍。這恰恰就是

香港拆拆建建的社會氣氛，正正跟香港社會的發

展流程、城市建設很有關係，因為香港都是拆拆

建建的，所以我提取出來。你現在看這部紀錄片

提取的作品內容都挺有代表性的，唯一是把小房

子那部份剪走了。西西很喜歡小房子，那裏有一

部份 relate到香港的那些小模型，我保持了小模

型，也剪走了很多，但也ok吧。現在我反而覺

得三部曲長了一點，就是《縫熊志 》、《猿猴志 》

和《哀悼乳房 》。這三部曲其實是講她最後的變

化，講她如何放下筆做熊這個藝術處理上的變

化。很多讀者很喜歡她這方面，也覺得近年西西

已經不繼續寫了。這個變化多多少少跟其他作家

不同，其他作家可能會寫一輩子，但西西現在基

本上只偶爾寫一下副刊，不怎麼寫長篇。她的精

神保留在製作這些手工藝品上。這個變化好像她

不想用文字表達出來，而是用小動物來表達她的

文學性。

張：這很有趣，因為一個文學家有另一面，那一

面甚至不是文學的一面，當然你都可以視為文學

的一面，或者藝術的一面⋯⋯

陳：這種特質是世界少有的，我覺得也會有其他

藝術家或者文學家是很多方面的，譬如彈鋼琴很

厲害。以香港來說，西西的轉變非常特殊，因

為她是患病才發展這種興趣，才發掘出她做這些

藝術成品的天分。人的路程真是很意想不到的。

拍攝細碎

張：是不是你拍南生圍的時候，西西發脾氣？

陳：西西在那裏沒發脾氣。那天我差點走錯路，

兜兜轉轉花了個多小時才進去。她沒事，反而是

我身邊有人質疑究竟值不值得來這裏拍，你看過

電影後覺得值不值得呢？我覺得很值得。

張：你之前的片段都是生活片段，但這部份她是

講自己小時候發生的事，是一個特別空間。   

陳：在某個階段用某種景色去代表她的心情，都

是一種表達方法。其實有時我們去到那裏才知道

自己應該問她甚麼，雖然我們事前做了很多準備

功課，但不知她答不答。這部份在比較早期就拍

了，一開始的七、八天就拍完，那幾天她講的

東西最多。但是很奇怪，我拍白宮冰室（現在倒

閉了 ）那一段很長的 trackback（ 往後推軌 ），差

不多是拍攝完了之後才再去拍，可是她講的東西

也能 ralate到那件事。

張：她看來拍得很開心。

陳：其實她拍到最後的時候生氣，不想再說甚

麼，我就跟她說，西西，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

堅持你說，雖然你現在不說，但我答應你，我

不會再問你任何事情，但我在冰室問你的問題一

定要答。她說，為甚麼我要答？我說，那天你

所有喜歡的動物都會出現。一講到這裏她就非常

高興，連連說好。

《我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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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情 》《天堂異客 》

主角開車離去，往往是電影用來結尾的常見技

倆，然而公路電影卻以「上路」作為影片的起點、

「路上 」作為影片的內容、「無路可走 」或「走完

了 」就是電影的終結。敝會今年和康文署電影節

目辦事處合辦的「 影評人之選 」以「 人在旅途 」

為題，雖不局限於公路電影，但它的確與今年的

主題有着最大的重疊。

細看片目，你不難發覺最舊的一部「已 」是 1973

年的《 聖山 》（ The Holy Mountain），還有三部影

片來自七十年代，其餘兩部來自八十年代，但有

如此的年份傾斜不是意外。公路電影作為一個片

種，可以說是從《 雌雄大盜 》（ Bonnie and Clyde，

1967）及《迷幻車手 》（ Easy Rider，1969）奠下基

石。當然不是說這兩片以前沒有以公路及旅程作

題材的電影，但談它們之前，值得一看美國及歐

洲在它們以前的公路電影或疑似公路電影。

四十年代荷里活有兩部「 前類型 」的公路電影，

它們有公路的元素，但可以用更好的類型來歸

類。尊福（ John Ford）《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1940）改編自史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的同名小說，以經濟大蕭條作背景，主角一家

在奧克拉荷馬州的農場被銀行收回，他們只好帶

着家當，開着舊車前往加州尋找新生計。《憤怒

的葡萄 》是社會現實，Edgar G. Ulmer的《歧路 》

（ Detour，1945）則是黑色電影。主角從紐約截順

風車去荷里活，順風車司機死了，他奪去了司機

的身份，繼而被認識死者的蛇蠍美人威脅。這次

選映的《 過客 》（ The Passenger，1975）都有拿去

死人身份的一段情節。

旅程被延長

1954 年意大利出品了兩部經典影片，故事不同但

都有強烈的旅程成份。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

《大路 》（ La Strada）是個流浪藝人的故事，農民

少女被母親賣給街頭賣藝的大力士，兩人一起踏

上旅途。羅西里尼（ Roberto Rossellini）《 意大利

之旅 》（ Voyage to Italy）的旅程，令感情已淡的兩

夫妻重拾舊情。他們要從英國到意大利那不勒斯

處理一個房產，但他們不乘飛機（他們付得起 ），

而是開車穿過法國前往意大利。

《意大利之旅》帶出了公路電影的一個常見元素，

就是旅程刻意或無意被延長，所以才有故事可

講、陌生人能夠相識、或不熟絡的人在漫漫長

路走得更近。英瑪褒曼（ Ingmar Bergman）《野草

莓 》（ Wild Strawberries，1957）內的退休教授要到

小城領獎，他故意不坐火車，而是和媳婦開車前

往，途中經過少時故地，喚起一些回憶，亦解

開了兩人各自的心結。系列選映的《霧中風景 》

（ Landscape in the Mist，1988）的小姊弟，偷偷從

希臘到德國尋父，他們沒錢買火車票，只好徒步

或截順風車上路。火車去德國不過是一兩天，但

坐不到火車便遙不可及，花了很長時間，經歷劫

難，才只離開了希臘邊界。

逃亡及追尋

新浪潮的反叛精神及嶄新的電影語言，可說

是美國公路電影的催化劑。高達（ Jean　Luc-

Godard ）《狂人彼埃洛 》（Pierrot Le Fou，1965）及

《周末 》（Weekend，1967）有出走的元素，但《斷

公路電影：歐美的交滙點？

劉偉霖

《憤怒的葡萄 》 《意大利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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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氣 》（ Breathless，1960）也可視為一部未能成事

的公路電影。此外也有安東尼奧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迷情 》（ L'Avventura，1960》虛無的旅

程。《雌雄大盜 》及《迷幻車手 》在美國上映時，

被人覺得像歐洲片多過美國片，它們又怎樣界定

了公路電影？

首先公路電影類型的兩大方向、即是主角踏上

旅途的目的，可以分為「逃亡 」及「追尋 」。雌

雄大盜打劫銀行，在不同州份流竄，非走不可，

被警察追上便是旅途的終結。馬力克（ Terrence 

Malick）《 荒漠情 》（ Badlands，1973）、奧利華史

東（ Oliver Stone ）《 天生殺人狂 》（ Natural Born 

Killers，1994）或列尼史葛（ Ridley Scott）《 末路

狂花 》（Thelma and Louise，1991）沿着這個方向，

但各有變奏。《 迷幻車手 》的兩個主角〔 其中彼

德方達（ Peter Fonda）正是《 憤怒的葡萄 》男主

角亨利方達（ Henry Fonda）之子 〕從洛杉磯開電

單車到新奧爾良參觀嘉年華，即是「追尋 」的一

路。《霧中風景 》及《愛麗絲漫遊記 》（Alice in the 

Cities，1974）都有尋親的企圖，亦屬此類。

天涯任我行

無論是逃跑或趁墟，《雌雄大盜 》及《迷幻車手 》

都帶出了遠走高飛的自由。Bonnie Parker為了逃

出刻板的生活而踏上犯罪不歸路；《 迷幻車手 》

由積尼高遜（ Jack Nicholson）飾演的醉酒律師，

指出世人不敢活出自由，所以怨恨主角他們。不

受羈絆的反面，是想停都停不下來，《雌雄大盜》

的一夥人，在某處留長一點便被警察發現，《迷

《修女伊德》與公路電影

鄭政恆

人在公路的電影有許多，六七十年代是美國公

路電影的興盛期，重要例子有阿瑟潘（ Arthur 

Penn）的《雌雄大盜 》（ Bonnie and Clyde，1967）、

丹尼士賀巴（ Dennis Hopper）的《 迷幻車手 》

（ Easy Rider，1969 ）、哥 普 拉（ Francis  Ford 

Coppola）的《霧雨飄飄淚兩行 》（The Rain People，

1969）、泰倫斯馬力克（ Terrence Malick）的《 荒

漠情 》（Badlands，1973）和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曾經蒼海難為水 》（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1974）等等，透過公路和旅程，我

們看到新舊文化的轉折、美國新世代的精神狀

態。而其實文學方面，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作

品、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的小說《 在路上 》

（ On the Road）已在1957 年發表了，比《 雌雄大

盜 》早了十年。再往上一點追溯，當然還有史坦

貝克（ John Steinbeck）。

較近期的一部公路電影，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 修女伊德 》（ Ida，2013）。《 修女伊德 》是波蘭

電影，也是公路電影、宗教電影、藝術電影、

攝影十分出眾的黑白片。導演彭域高斯基（ Pawel 

Pawlikowski）生於 1957 年的波蘭，七十年代移居

西方世界，定居於英國，近年又回到華沙居住。

彭域高斯基說：「《 修女伊德 》講的是身份、家

庭、信仰、罪疚，音樂和社會主義。我想拍一

部講歷史的電影，卻不要像歷史片；一部道德的

電影，但沒有任何訓示。我想講的，是『人人有

自己理由 』的故事，一個親近詩而非情節的戲。

最重要的，是跟波蘭電影常見的一套修辭劃清界

線。《修女伊德 》的波蘭，是通過一個沒有私心

的『局外人 』，透過個人記憶與感情，童年聲音

與影像呈現出來⋯⋯」（ 參第三十八屆香港國際

電影節特刊 ）

幻車手 》的主角只能在外露宿，因為酒店不讓他

們入住。《男人之苦 》雖然不屬公路電影，但寅

次郎帶有「不能久留 」的性格特質，回老家住了

一會便會闖禍，這次選映的《男人之苦寅次郎芙

蓉花 》（ 1980），他本來有望在沖繩與歌女終成眷

屬，但他悶了便去溝女，壞了姻緣。

但自由又好、無處容身也好，公路電影的旅程

無疑是人生的浪漫極致，不坐飛機或高速火車，

開車慢慢走當然很浪漫。《 雌雄大盜 》及《 迷幻

車手 》的短期影響，是得到「電影學院世代 」新

世代導演認同，史匹堡（ Steven Spielberg）、哥

普拉（ Francis Ford Coppola）、史高西斯（ Martin 

Scorsese）的早期作品都有公路電影。影響還蔓

延至八十年代，占渣木殊（ Jim Jarmusch）《 天堂

異客 》（ Stranger Than Paradise，1984）、吉士雲辛

（ Gus Van Sant）《 迷幻牛郎 》（ Drugstore Cowboy，

1989）及《 不羈的天空 》（ My Own Private Idaho，

1991）都是公路電影與獨立精神結合的重要作

品。

另一種影響就是美國公路電影吸收了歐洲新浪

潮的衝擊後，將之傳回歐洲，雲溫達斯（ Wim 

Wenders）是這方向的代表人物，《 愛麗絲漫遊

記 》的故事主線，就是男主角帶着小女孩從美國

回到歐洲。《貨車 》（ The Truck，1977）的公路景

像，包括空曠的路旁、巨型超市、千篇一律的

大廈，是像美國多過歐洲的城市風景。《 過客 》

將積尼高遜帶到歐洲，其實積尼高遜的名字，出

現在不少七十年代的經典公路電影上，用他來做

一個公路電影專題也未嘗不可呢。

《迷幻車手 》 《狂人彼埃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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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伊德 》以六十年代的波蘭為背景。在開場

時，修女伊德復修教堂的耶穌基督像和唱聖詩，

人物在景物之中，而外在環境是神聖、整潔、簡

樸的，衣服亮白，光影與雪地黑白分明。女修

道院的院長要求伊德在誓願前見一見姨媽溫黛，

因為她是伊德唯一在世的親人，於是修女伊德暫

且離開修道院，展開了城市的旅途。

城市的景象與光影，都明顯比修道院複雜多樣，

姨媽溫黛是法官、世俗人，煙不離手，又似乎

性慾旺盛，溫黛向伊德揭露猶太人的背景身世，

當天二人就分道揚鑣。然而溫黛又將伊德帶回家

中重聚，翌日一起掃墓。於是溫黛駕車，二人

一起出發。其實《修女伊德 》有一些導演的自況

色彩，彭域高斯基是天主教徒，他到成年時才知

道祖母是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

《修女伊德 》中，溫黛和伊德尋找舊居，但舊居

已被他人霸佔，新屋主和溫黛有一些口角。電影

中兩個女子透過走訪不同空間的旅途，其實也是

時間的旅途，從六十年代的波蘭，發掘至五十年

代的波蘭，溫黛是國家公訴人，判過「人民公敵」

死刑，為共產黨在戰後建立威權。電影更加發掘

至二次大戰時的波蘭，當時猶太人面對德國納粹

黨巨大的壓迫，電影中溫黛參加戰事，伊德一家

就藏身樹林中，伊德還小被送到修道院，可是

溫黛的兒子受了割禮，結果與伊德的父母一同被

殺，殺人凶手在修女伊德面前懺悔，而溫黛與伊

德將三人的骸骨遷葬到猶太人的墓園。《修女伊

德 》的旅途展開了歷史傷痕，倖存者的求真意志

與戰爭歷史經驗，新身份與舊身份，縱橫交錯，

層次分明。

《修女伊德 》以旅途為主線，其中也必然刻劃同

行者的關係。伊德代表了宗教與軟實力，溫黛代

表了權勢與硬實力，但電影中伊德比溫黛更能夠

走近他人和查明真相。除此之外，煙酒不離口

的溫黛代表世俗，常常念經與祈禱的伊德代表神

聖，聖與俗二元對立，溫黛追求娛樂、刺激與

欲望的滿足，伊德卻心如止水。可是一趟旅途，

又打破了聖人與蕩婦的聖與俗二元對立，伊德進

一步了解世俗的世界，尋找身世以外，也窺探

世俗人的生活。片中更有一個年輕色士風手，代

表了青春的男性魅力，他逃避參軍，嚮往自由，

吸引了修女伊德。

《修女伊德 》不單是面向歷史，公路旅途也打開

了人物內心世界的心路歷程。在電影的最後部

份，伊德回到修道院，卻未準備好發誓願，而

另一邊廂的溫黛萬念俱灰，苦無出路。其實兩個

猶太女子都有離開塵世的衝動──內心虛無的溫

黛，家族事情了卻，跳樓自盡（共產主義的信念，

顯然解決不了人的精神困境 ）。

伊德再到溫黛的家，斯人已去，伊德嘗試過溫

黛的生活，了解溫黛的世界，走入世俗的生活，

甚至跟年輕色士風手一起，發生關係。可是，

伊德在世俗的倫理生活，以及神聖的宗教生活

之間，選擇了後者，她戴上頭巾，走路回到修

道院去，這時，巴哈《 耶穌基督啊，我呼喚着

你 》（ Ich ruf zu dir, Herr Jesu Christ, BWV639）的布

梭尼（ Ferruccio Busoni）鋼琴改編版響起（ Alfred 

Brendel 演 奏 的 1976 年 版 本 ），其 實 這 首 音 樂

作品的管風琴版也出現在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的《 星球梭那里斯 》（ Solaris，1972）

之中。實際上，《修女伊德》充滿音樂，有聖樂，

莫扎特的第四十一號交響樂、當年波蘭的流行

曲、John Coltrane的爵士樂作品Naima等等。

《 修女伊德 》貫注宗教思考，在視覺及內容上，

承接了德萊葉（ Carl Theodor Dreyer）、英瑪褒

曼（ Ingmar Bergman）、塔可夫斯基的傳統。反

之，《 修女伊德 》與過去的歐洲公路電影，如

雲溫德斯（ Wim Wenders）和郭利斯馬基（ Aki 

Kaurismäki）的作品不太一樣，跟伊朗公路電影

如基阿魯斯達米（ Abbas Kiarostami）的作品也是

迥然有別。

香港有沒有公路電影呢？香港第一部重要的現代

公路電影，大概是方育平的《美國心 》（ 1986），

後來有王家衞的《 春光乍洩 》（ 1997），最近陳

果的《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 2014），也有公路電影的元素，這三部

電影拍於過渡期、回歸前夕和本土意識興起的年

頭，都多少關於香港人的身份問題，而身份反思

也是《修女伊德 》的主題之一。

《雌雄大盜 》 《修女伊德 》

《修女伊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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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往東京一遊，正值吳清源、菅原文太等人

逝世的時間，報紙電視都是兩人的訃聞，雜誌架

上的封面則都是早些時間過身的高倉健。被巨星

逝世消息轟炸的行程，本來就計劃去探訪一些影

人墓所、故居，如今更是死亡氣息籠罩。本來

主打是「探訪」電影節正在做回顧的成瀨巳喜男，

怎知道，旅伴隨意挑選的老食店蓬萊屋，竟是

小津安二郎愛去的店，他的遺作《秋刀魚之味 》

（ 1962），更乾脆按這店佈置設計餐廳的佈景。

那，只好把小津的陰宅也列入行程，本來想見的

溝口健二、黑澤明等，只好留待將來。

1、成瀨巳喜男

成瀨巳喜男的墓地位於東京世田谷圓光寺。由

澀谷站西口的巴士總站坐 24 號巴士，行車大約

四十來分鐘，在NHK技研前站下車，轉入左邊

的小路步行兩三分鐘就到。圓光寺是個不起眼的

小廟，走着一不小心就錯過了寺前的巷口，直到

望到砧公園的大片樹林才發現走過了頭，回頭尋

望。寺廟空無一人，正殿也沒有開門。小小的

墓園由正門左轉，被住宅和學校包圍，是那種日

本隨處可見、混雜在住宅間的私人墓地。成瀨的

墓在第一排的當眼處，一進墓園就見到寫着成瀨

家的墓碑。碑前面插着碩大的兩支花，被冬雨打

得歪倒下來，把碑文都遮了一片。

成瀨巳喜男的電影總是讓筆者想到下雨，可能因

為最初得睹的成瀨作品是《亂雲 》（ 1967）。嘉禾

八十年代引入一批日本經典電影推出VHS錄影

帶，不知是市場考慮還是甚麼原因，只有《 亂

雲 》一部成瀨作品，片中加山雄三和司葉子在雨

中徘徊的場面讓人印象深刻。到後來看《浮雲 》

（ 1955），發覺電影中的雨更是下個不停，最後

女主角雪子更是在屋久島的淫雨中去世⋯⋯。於

是，探訪他墓地的行程附送細雨，倒讓人覺得親

切，十分之「成瀨 」。

2、林芙美子

一般認為，成瀨巳喜男最成功的電影是一系列改

編林芙美子小說的作品。其中最後完成的《放浪

記 》（ 1962）是改編林芙美子最初的小說，原著

是作家未成名前貧困生活的紀錄，成瀨版電影混

合了同名的舞台劇，加入她晚年生活的劇情，都

發生在她家裏。如今，林芙美子的舊宅已經成為

新宿區立林芙美子紀念館。和遊客們心目中人山

人海的熱鬧繁華街新宿不同，林芙美子故居所在

的新宿是個住宅區，由新宿站坐地鐵大江戶線，

在五個站後的中井下車，步行約十分鐘即到。

雖說是名作家，林芙美子的舊宅面積不大，和

東京常見那些大官巨富豪宅改建的景點不能相

比。舊宅內部平時不開放，每年只有幾天開放

數十人名額入內特別參觀。隨興而至的遊客，

只能從走廊望進起居室和書房，一窺作家生活、

寫作的場景，印證一下《放浪記 》的畫面。主宅

邊的展示室本來是林芙美子丈夫的畫室，除了她

生平的資料和遺物外，主要展示她的手稿。林

芙美子成了紅作家後多次訪華，和魯迅有來往。

同樣是寫窮困生活，她的文學路比小幾歲的蕭紅

幸運得多。

參觀那天早上東京還在下大雨，下午卻又出了太

陽，照着室外庭園的樹木，旅伴笑說裝作去京都

賞紅葉也有人信。

三、小津安二郎

坐 JR橫須賀線在北鎌倉站下車，一出站就見到圓

覺寺的大門。這座十三世紀時由扺抗蒙古入侵的

英雄北條時宗創立的大廟，是個熱門的旅遊點，

寺內有不少國寶級的建築和文物，像夏目漱石、

有島武郎（偉大演員森雅之的父親 ）等大作家也

留下了足跡。不過對於電影愛好者來說，這座廟

最有名氣的，還是其墓園內的小津安二郎墓。

圓覺寺周邊的墓園相當大，分散在山頭幾處地

方。到訪那天天朗氣清，遊人甚多，筆者離開

人群，跑上通向墓地的各條小徑，來回兩三次

才找到小津那著名的「無 」字碑。看到碑前面擺

着十多瓶各種類型的酒精類飲品，就知道這裏的

人氣有多旺。山下面的遊人對於古寺國寶是抱着

崇敬之心仰望，但探訪小津的影迷，在崇敬之

林芙美子紀念館的庭園，右邊是作家生前的書房

東瀛墳場影訊

行光
成瀨墓    《亂雲 》

小津墓    《浮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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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不忘為好飲的他帶上手信。相反，和小津

隔着兩行墓碑對望的木下惠介，墓前就顯得冷

清。對喜憑弔名人墓所的電影愛好者如我，圓

覺寺一次拜訪兩位松竹公司的電影巨匠，三百円

的票價認真超值。可惜的是，已經有點迷失方

向的我，最後還是找不到另一位巨星田中絹代的

墓碑所在。

4、尾道

講到小津安二郎，首先讓人想到的自然是《東京

物語》（ 1953）。連蓬萊屋的特餐也以「東京物語」

名之，雖然它出場的小津電影並不是這一部。而

《東京物語 》一片中，讓人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恐

怕不是東京，而是那一家人的老家，那個保留舊

日風情的尾道。

說起來，尾道最紅的名人其實是林芙美子。商店

街口就放着一尊她的雕像，刻上《放浪記 》的名

句：「看到海，看到海了。隔了五年，尾道的海

令人懷念 」。這個城市頗以這位在這裏讀書成長

的女作家為榮，除了四散的文學碑，還有一間小

小的芙美子茶室 —沒有特點，價格偏貴的餐飲

都以林芙美子小說來命名，四圍的裝飾都是她的

作品、手稿和照片。最大的賣點是庭園連着的古

老小屋，二樓是作家上東京放浪前的故居。《放

浪記 》中寫道，這是她出生那年建的房子，當時

這裏還是海邊。不像新宿的紀念館，只要幫襯芙

美子茶室，就隨時可以進入這間家徒四壁的舊居

參觀。

到訪尾道是幾年前一個下着細雨的秋日，和《東

京物語 》中那個萬里無雲的盛夏有很大的分別。

但到了淨土寺，還是忍不住想擺一個孤獨老人望

海的甫士，只是電影中那個風水位被整修的工

事包圍，只好訕訕地放棄。今天的尾道是一個

以旅遊為主的山城，台灣有人說這裏像《悲情城

市 》（ 1989 ）的舞台九份。但九份和電影的淵源

一定沒有尾道深，海邊舊倉庫改建的電影館展

示了小津那著名的低坐攝影機，二樓的小展廳

則在介紹從尾道踏上電影之路的新藤兼人，展

覽列出了過百部以這城為舞台的電影⋯⋯其實，

尾道火車站的大堂就放滿了大林宣彥電影的外

景地圖，外景地是這座小城的重要賣點。在這

些「電影景點 」之中，偶遇一標示牌，說是某韓

劇的外景地，看在眼中有點不是味兒 —甚麼

情情塔塔的玩意，敢和《 東京物語 》、《 裸島 》

（ 1960 ）、《家族 》（ 1970 ）和《放浪記 》站在同一

舞台上？

尾道的林芙美子舊居 尾道電影資料館展出的小津電影文物

特

寫

太平山的夜幕
──戰前聲影的研究啟迪

劉嶔

3 月 27 日 夜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露

天廣場接連戶外放映影片《 天上

人 間 》（ 1941 ）和《 蓬 門 碧 玉 》

（ 1942 ），銀幕後面是忙碌的維多

利亞港，其後是擁擠不堪的太平山

上下。兩部在香港淪陷前攝製的

粵語片，以當時瀕臨戰爭的香港為

時空背景，《 天上人間 》的主要場

景 ─天台 ─遠眺繪畫在佈景

板上的山景，山間點綴着疏落的洋

房。七十年前的聲影投映在 2015
年的實景上，這是令人百感交集的

安排。

《 天 》和《 蓬 》兩片是香港電影資

料館主辦節目「尋存與啟迪 ─香

港早期聲影遺珍 」的選片，其他

尚有《 女性之光 》（ 1937 ）、《 續

白 金 龍 》（ 1937 ）、《 太 平 洋 上

的風雲 》（ 1938 ）、《 血肉長城 》

（ 1938 ）、《 苦 鳳 鶯 憐 》（ 1947，

1941 年 攝 製 ）、《 南 島 相 思 曲 》

（ 1947，國語片 ）六部，應已數十

年沒有在港公映。1 這些電影得以

放映，源於近年由電影界名宿馮秉

仲先生協助，曾於美國三藩市經

營華宮戲院的方創傑先生捐贈拷貝

予資料館。 2 拷貝「出土 」回港後，

經清潔並掃描為先進的放映格式，

《 天上人間 》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特別再送到海外做數碼修復。此

前，香港電影資料館藏香港淪陷前

製作的劇情長片寥寥數部，如今加

上七部幾乎是倍增，除了可為國粵

語片影迷帶來驚喜，本人認為對於

電影史論述和研究者的影響非比尋

常。

戰前影片的收藏增加了，也帶來電

影類型和題旨的多樣。以前可看

到的《 貂蟬 》（ 1938，國語片 ）和

《 南國姊妹花 》（ 1939 ）算是比較

通俗，而 1939 年公映的《 孤島天

堂》、1941 年公映的《前程萬里》、

《 正氣歌 》（ 原名《 游擊進行曲 》，

1938 年攝製 ）及《 民族的吼聲 》，

固然全部屬「 國防電影 」類型，且

多對都市、階級、身份採尖銳的左

翼態度，宣揚抗戰外敵，同時做

內部意識形態的衝突，前三部份別

由來港從事電影及社會活動的左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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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的風雲 》和《血肉長城 》

是名副其實的國防電影，和《 正氣

歌 》一樣描寫游擊戰，但兩片顯

示編導侯曜強烈的個人特色。侯

曜向來從事多種文藝創作，閱歷範

圍包括影壇、政治、教育及新聞

等，兩片都為其狂恣浪漫的理想主

義駕馭。前者有美女間諜潛伏滿洲

國，後者有西化教授指揮打游擊，

其子流連舞場冶遊，此類情節無疑

渲染感官刺激。 3 事實上兩片混合

不少類型片的元素，奇趣的情節影

像，與一本正經的抗戰電影大不一

樣。內地和香港電影界三十年代中

開始攝製國防電影，直接面對國

家當下的危機，也擴闊了中國電

影的美學、題材、類型，舉例改

編真實抗日事蹟的如《 八百壯士 》

（ 1938 ）、《血濺寶山城 》，富鄉土

氣息的《壯志凌雲 》（ 1936 ）、《塞

上風雲》（ 1940 ），人物傳奇如《日

本間諜 》（ 1943 ）和日本戰俘參演

的《 東亞之光 》（ 1940 ），還有其

中一些包含重塑和擺拍鏡頭的紀錄

影片，「 寫實 」、「 現實 」成為電

影的一個重要風貌。侯氏兩片則是

追求濃厚戲劇的風格之作，在明顯

不充裕的製作條件下，盡量鋪陳劇

情變化，營造通俗吸引力，影像和

聲音亦見心思，有些頗藝術化的創

作，侯曜義憤填膺的表演，更可謂

真情流露。兩片便在平衡雅俗間傳

遞抗戰主旨，也讓我們領會國防和

抗戰電影能夠用各樣類型和方法來

拍攝。

國防電影既然是風格多樣的片種，

直接描寫正面戰場、游擊戰，或

滲透在平民生活的經歷和苦樂，電

影研究便要有備而來，以專業而開

闊的眼光觀察。而《 續白金龍 》、

《 苦鳳鶯憐 》分別由粵劇名伶薛覺

先和馬師曾擔正，唱演兼擅，影片

又都與他們的經典劇目有關，引起

粵劇、荷里活及香港電影的討論。

《 蓬門碧玉 》則是新文學作家侶倫

根據其小說編寫，侶氏在香港文學

史的成就，令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

關注他對劇本和影片的貢獻。面對

這些活動的文化遺產，使筆者思想

電影而為電影的本質、向來是獨立

學術和專業的電影研究的本質、電

影研究和香港的電影研究的關係。

香港具有電影研究的群體嗎？無論

是群體還是零散的個體，我們是否

具有學術和專業的宗旨、範圍和標

準？世界上無疑是有的。電影研

究屬於電影文化，但電影研究和影

評、資料整理的區別豈止毫釐，似

乎不容易以「 電影文化 」一詞模糊

彼此的標準和界線。只要有電影，

便無法否定它獨特的形式本體。電

影研究當然研究所有的電影，不會

因「改編 」、「轉化 」而卻步放棄。

電影研究與從其他學術、文藝或娛

樂研究的角度探討電影，也不是雜

亂無別的，是可以交流而不混淆

的。

維多利亞港前的銀幕，隨着《 蓬門

碧玉 》片末張活游在窗後的吟語沉

沒、電影完結而降下，商厦叢林遮

掩的太平山再次成為夜幕。自然的

夜幕，翌晨是另一種光景，思想的

夜幕，肯定不是幾個小時可以消退

的。

人士蔡楚生和司徒慧敏（ 1927 年

加入共產黨 ）導演。湯曉丹執導的

《 民 》片有過之而無不及，《 民 》

和《 前 》片中的香港不僅許多人不

知亡國恨，亦不乏本地社會的不公

和內地延伸而來的階級剝削。

今次戰前的七部與早年已藏影片

不無互相參考之處，《 天上人間 》

的難民生活境況可以和《 民 》相

比，主人翁最後回國服務和《民》、

《 前 》一樣。刻劃階級矛盾方面，

《 天上人間 》卻溫和得多，沒有代

表資本家和漢奸的大惡人，華僑子

弟和包租婆不過令人討厭，有產者

包租公、伶人、賣藝者、娼妓及

知識分子可以互助，選擇往南洋工

作而非回國，亦獲得祝福。林妹

妹飾演的應召女郎坦然自述皮肉生

涯，女教員賣身救母沒有悲慟。後

來不少五十年代的電影中，女性失

貞、賣淫是莫大的恥辱，象徵階

級剝削和無產者必然純潔無辜，此

與四十年代後期以來左派力量主動

影響文藝包括電影的關係，頗堪探

究。而直接以女性處境為題旨的

《 女性之光 》，也沒有在封建父權

和女性間安排暴烈的對立。片中男

性懦弱多於強橫，女性在失敗中總

可不斷實踐自己的追求，最後揚帆

出海，不知何去何從。同年代上

海電影多拍攝女性在現代都市中墮

落，《 女 》片涉及二十世紀以前華

南即有的「 自梳女 」傳統，作為當

下女子自主的可能來檢驗，而非純

然西潮湧入後都市環境的女子自由

觀。於是傳統和現代並不各自專屬

落後或進步，之間又有更多的複雜

牽連。出海的結局正正可見遠方未

必沒有開闊的世界，粵港地理上容

易乘桴向外奔逃求索，與內陸空間

的故事自然有不同的電影敘事。

1  《女性之光 》和《太平洋上的風雲 》則先於2014 年

2、3 月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節目「香港早期電影遊蹤

之電影先驅侯曜 」中公映。

2  見陳彩玉：〈 方創傑先生與他的時間囊 〉，郭靜寧

編：《 通訊 》，第66 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2013 年11 月，頁4。

3  因此舞女角色在影片中只是一個奇觀，而非嚴謹的

道德眼光中的受害者或品德敗壞的人，包括一個實

是偽政府特工。

劇照由香港電影資料館提供

《天上人間 》 《血肉長城 》 《續白金龍 》 《苦鳳鶯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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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關錦鵬應邀出席比較文學系工作

坊時留影。

首領親手畫給八爪魚的圖畫。

張美君博士為傑出的老師和學者，出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多年。研究及教學範圍包括香港文

化、電影、文學等，曾編著多部香港電影的學術論著。她亦曾編著關於閱讀城市的散文集《沙巴翁

的城市漫遊》，後於《明報》〈世紀版〉撰寫專欄，並出版個人散文集《寫在窗框的詭話》。張博士

於2015 年2月因癌病逝世。

從抽屜裏的記憶，尋找回歸生活的勇氣

—念張美君老師

蕭恒

「記憶從來都不是深鎖在抽屜裏沒

有生命的珍品，在我們尋回失掉鑰

匙的頃刻，開啓封塵的抽屜時，看

見的竟不是物件和人事的原貌，卻

是重新上路的你自己，在生死的悲

苦無奈裏尋找回歸生活的勇氣。」

張美君〈記憶的明滅〉

親愛的首領： 

為了安排你的追思會，我開啟了封

塵的抽屜，裏面珍品勾起的記憶，

恍如昨日。你好像還未曾告別人

間，只是有若你恒常言道：既遠且

近。

記憶，由我在大學的第二年開始，

後來才知道那也是你在香港大學任

教的第二年。我上了你教的「 Hong 
Kong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一

門課，初窺比較文學門檻的我，屢

次在下課後到你那位於老殖民地建

築的辦公室執疑問難，自始開展了

往後多年的師徒情誼。兩年間我把

你任教的四門課上全了，「 Hong 
Kong Culture 」的論文，更得到你

推薦在期刊和會議發表。

相信你曾經也希望在學術研究的路

上，把我帶得更遠一點。儘管你

也必然看透，我有交功課論文的小

聰明，而欠缺做學問研究的沉穩智

慧。我最終決定捨研究院而在工餘

修讀授課式碩士課程，論文以陳

果「 香港三部曲 」中的香港身份為

題。那時你正在做陳果電影的研究

（ 後來你寫成《 Fruit Chan's Made 
in Hong Kong 》一書 ），雖然那年

你沒有任教碩士課程，但由你指導

我的論文也是順理成章。那時我日

間要上班，你便把一些要我閱讀的

材料塞到我在學系的秘密信箱，讓

我下班後來取 ─那條鑰匙我一

直保存至今，倒是那個信箱抽屜在

學系撤出老殖民地建築時失掉了。

不過我仍保存着寫作論文期間你寫

給我的鼓勵電郵，讀來仍然溫暖如

許。

你的教學從來不只在課室裏，甚至

不囿於理論。《沙巴翁的城市漫遊》

就是你一個結合理論與創作的書

寫城市實驗，源於你任教的「 The 
City as Cultural Text 」課程。你帶

着我們八個小小沙巴翁，一起嘗試

創作，那一本夾雜城市散文、文化

評論、電影筆記、小說創作的小

書，成了我們師徒之間最寶貴的記

憶。你察覺到我沒有創作的才情，

寫得力不從心，仍然不離不棄。從

這本書開始，我一直叫你做「 首

領 」，你一直叫我做「八爪魚 」。

儘管我不擅學術、不黯創作，你

卻很懂得怎樣讓八爪魚發揮本領。

兩師徒經常強調，二人都是處女座

（ 因此我總不會忘記你生日 ），你

的完美主義、條理、整齊、效率，

我沒有十足也學了八九成，多年

來用在籌辦和推廣比較文學系的活

動。只是，我萬萬沒想到，八爪

魚的觸鬚發揮極致之日，竟然是安

排你的追思會。

為了追思會的展覽，我從抽屜找

出一幀照片，那是 2004 年關錦鵬

到港大參與工作坊時拍的。由你寫

〈 念你如昔，關錦鵬 〉，到後來主

編《 關錦鵬的光影記憶 》，我們都

曉得你有多喜愛關錦鵬的作品。那

個工作坊上一張我們的合照，今天

還貼在你在港大百週年校園那經已

人去樓空的辦公室裏。記得在比較

文學系危急存亡之秋 ，關錦鵬答應

借你《 長恨歌 》（ 2005 ）做首映，

你和我坐在又一城的餐廳裏，商量

可否藉此振興學系。最後首映籌款

成就了駐校導演計劃，關錦鵬也因

而應邀出任學系第一位駐校導演。

往後幾年，你更獨力延續了整個比

較文學系。

在比較文學系仍然資源緊絀的年

代，我們曾經並肩作戰。首領有的

是高瞻遠矚的目光和堅毅的信念；

八爪魚有的是「 無張利 」的「 周身

刀 」，湊合着解決大小問題。2002
年舉辦「 公共批評與視覺文化 」夏

季學院，我們一起把國際學者史碧

娃（ Gayatri Spivak ）、巫鴻等雲集

的兩週活動辦得妥妥貼貼； 2005
年與教統局合辦「 電影藝術與社會

文化 」課程，我們一同周旋在官僚

體制之間，在光影中提升中學生的

文化識見。當學系重上軌道之後，

你要我聯絡比較文學系校友、弘

揚學系聲名；當你重新編校也斯的

《 形象香港 》詩集時，要我去籌募

部份出版經費；你出版第一本個人

散文集《 寫在窗框的詭話 》，要我

去宣傳⋯⋯這一切一切，將會成為

我抽屜裏的記憶珍品，銘記一生。

我也開始出現在你的文章裏。那年

仲夏我情緒困擾求醫，你教了我

帕慕克（ Orhan Pamuk ）的一句：

「生活沒甚麼大不了的。」然後你便

在〈 紅影樹，你好 〉中提到看見校

園的紅影樹時想到我。同年隆冬，

我急病在深切治療部留醫，你因為

失去我的音訊而徹夜難眠，當我再

次出現在你面前，便有了〈 失而復

得 〉一文，紀念這一段共同記憶裏

大家不曾忘情。但其實我們十多年

來超越師生的情誼，又豈止《 寫在

窗框的詭話 》記錄的這兩段？

我替你工作，始於你主編《 香港文

學＠文化研究 》，要我翻譯阿巴斯

（ Ackbar Abbas ）的文章。終於我

們又回到翻譯的起點。一年多前，

你要我把你關於香港電影的英文論

著翻譯。但在諸事紛雜之中，工作

只開了個頭。我知道，你對於譯本

未能如期完成是失望的，而沒讓你

親眼看見譯作問世，是我一生的遺

憾。那些以英文寫成的論文，躺在

我的抽屜裏，但它們不會化為塵封

的記憶，而是給予我回歸生活的勇

氣。我答應你，我終必不負所託。

你說過：「 城市是歷史幽靈的匯聚

處。」因着你對城市的愛，我相信，

你仍然在如迷宮城市的某處，既遠

且近。且留待他日，當我成為城市

幽靈之後，與你相見。

思念你的

八爪魚

「思念是對缺失的補償，是在種種

無奈感中與現實討價還價的技倆，

是對死亡的一種抗議，是一種不能

自已的狀態。」張美君〈戀舊與鬼

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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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香港殘酷青春三部曲」第三部﹕《踏血尋梅》

翁子光

《 踏血尋梅 》，原名《 踏雪尋梅 》，

我的第三部電影，在 2011 年「 亞

洲電影投資會 」（ HAF ）的香港區

大獎，已經有投資者看了劇本後願

意投資，可是礙於我跟投資者在創

作、選角、片名、電影包裝上都

有不少分歧，當時我從第一部執導

的長片《 明媚時光 》（ 2009 ）一路

走來，仍算是一個滿腦子獨立電影

意識的新導演，對於商業電影體制

是有一定水土不服的，有不少堅持

和理想化想法，也可說是不知道對

商業市場的妥協為何物，在拍攝前

兩星期項目因投資者撤資而告吹，

當時已經定好了主要演員（ 郭富城

及金燕玲 ），還有攝影師杜可風，

更完成了勘景及劇本改編的工作，

故對我來說，那是我電影路上一個

很大的打擊。

此後，我一直努力重新尋找合適的

投資，可是因為劇本不盡商業化及

類型化，香港本土製作不符合內地

市場口味，還有「 江湖傳聞 」我是

一個很偏執的導演，所以久久未

能找到下一個東家，我也一直堅持

不二地希望開拍這部我寫了九個月

的劇本，不肯就範選擇其他投資者

提供給我的項目，致使我相隔兩年

才接拍了第二部電影《 微交少女 》

（ 2013 ）。《 微 》片對我來說是一

部重新適應電影製作環境的電影，

因為相隔我第一部電影已經接近四

年，深怕自己已經生疏，也怕自己

已經被「 電影 」遺忘，故希望透過

一部電影來重拾自己的狀態。

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

是向 1982 年香港寫實電影《 靚妹

仔 》致敬的本土電影。監製向我表

明這部電影不用顧慮內地市場，全

力做一部「 港產片 」，同時容許我

起用新人演員擔當主演，並邀請當

年《 靚妹仔 》的經典角色 Irene 溫

碧霞及「 長樂街 Peter 仔 」麥德和

參演，我也要求邀請我很欣賞的

《 天水圍的日與夜 》（ 2008 ）編劇

呂筱華合作，也請到了內地年青攝

影師史岳〔《無聲風鈴 》（ 2009 ）及

《 楊梅州 》（ 2012 ）〕掌鏡。結果我

只用了十五天時間完成了拍攝，三

位女新人（李靜儀、蔚雨芯、許雅

婷 ）的表現也讓我感到喜出望外，

可惜電影處於商業通俗及小懷舊文

藝之間的尷尬，本港票房也就只有

不到一百萬的慘淡收場，落畫後更

被「 局內人 」把播放權賣到內地網

站，在未經我同意下剪輯成支離破

碎的國語刪減版，比原版少了重要

的十五分鐘戲份，可算是一次沉痛

的教訓，亦是我在商業電影遊戲中

的第二節課。

直到 2014 年，在偶然的機會下，

《 踏血尋梅 》終於獲美亞電影的支

持，順利開拍，郭富城、金燕玲、

杜可風悉數回歸。在二十五個拍攝

天之後，電影順利完成，並獲得

「 香港國際電影節 」選為「 閉幕電

影」，這是我特別開心和榮幸的事，

因為我的處女作《 明媚時光 》正是

在「 香港國際電影節 」首映，繼而

才獲得了「 慕尼黑電影節 」及「 羅

馬電影節 」的青睞，「 香港國際電

影節 」可說是我電影路上的恩澤之

地。

《踏血尋梅》的拍攝我很慶幸跟「攝

影大師 」杜可風合作。從跟王家衛

合作的電影走來，現階段的杜可風

可說是一杯「 更醇的酒 」，追求更

樸實真摰的影像風格。其實相比為

王家衛導演拍攝的部部精緻作品，

我更喜歡他為泰國導演彭力雲坦拿

域安（ Pen-ek Ratanaruang ）拍的

《暗湧 》（ Invisible Wave，2006 ）、

為吉士雲辛（ Gus Van Sant ）拍

的《 迷幻公園 》（ Paranoid Park，

2007 ），還 有 為 占 渣 木 殊（ Jim 
Jarmusch ）的《 我係殺手，年中

無 休 》（ The Limits of Control，
2009 ），皆精簡而暗藏博大，以人

為本，更有精練味道，故此這次在

《 踏血尋梅 》中，他的攝影也是我

很喜歡的精準淡雅，對準了戲中每

個孤獨的角色，帶來了「 小傷感 」

的味道。

郭富城在戲中的演出更是令我驚

喜，在拍攝準備的前期，我已經

留意到郭富城近年表演風格的轉

變，從張狂激情過渡到更成熟的內

斂真實，《 父子 》（ 2006 ）、《 白銀

帝國 》（ 2009 ）及《最愛 》（ 2011 ）

裏他的演出就是見證。這次他很投

入去演出一個形象上平凡甚至帶點

愚笨，內心卻深思溫厚的五十多歲

警探角色，完全扔下了偶像明星的

包袱，成為了電影中的社會關懷代

表。跟他的私下相處裏，我發現他

其實是一個對人熱誠如純良青年的

人，有一種真切得不像天王明星的

氣質，某程度我是利用了他的這種

氣質，令他在片中的角色好像不止

是一個「角色」，而是一種「氣度」，

貫融全片。而金燕玲小姐，更是我

夢寐以求合作的演員，她多次在楊

德昌電影中的演出身影，對作為影

迷的我來說是別具意義，她在戲中

演出女主角媽媽的角色，更是如預

期一樣絲絲入扣，我也希望自己可

以像楊導一樣，可以多次跟 Elaine
合作，甚至為她寫下一些不同性格

的角色。

而片中我們大膽起用的電影新人，

分別飾戲中慘案的受害人及兇手的

春夏和白只。春夏是雲南人，在內

地曾參演電視劇集，卻是第一次正

式參演電影，而且是主角，是我在

芸芸一百八十個 25 歲下年青女演

員中挑選出來的，她獨特的輪廓及

憂鬱小女孩氣息，還有非專業表演

學院的背景，反而令我覺得她更真

實和貼切戲中新移民少女佳梅這個

角色，她的表現我相信會令很多人

對她刮目相看。至於白只，雖然他

有豐富的舞台劇表演經驗，但也是

第一次擔綱主演電影，他對角色性

格及心理的揣摩，有着舞台劇演員

素有的嚴謹，也特別要求跟不同對

手進行充裕的排演，令他對角色及

表演風格有更準確的把握，完全不

像是第一次正式演出電影的新人，

戲中親自剖白殺人過程一場看得人

既心寒又沉痛，我在拍攝過程中也

被這兩位新人感動不已。其他演出

如譚耀文、楊詩敏（蝦頭）、蔡潔、

邵美琪、譚炳文都是我第一次合作

的優秀演員，另外曾合作過的太保

（《 明媚時光 》）及陳麗雲（《 微交少

女 》），在戲中也貢獻了相當不俗

的集體演出，還有久遺了的香港新

浪潮時代小生艾迪，特別客串戲中

「 老差骨 」一角，短短的戲份，作

為對港片影迷的一份禮物。

行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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