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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的《 HKinema 》以「尋找劇作家的導演 」為主題，當然

是呼應踏入下半場的「影評人之選 2016 」，由七月開始，《豪

門巧婦 》（ Cat on a Hot Tin Roof，1958 ）、《 心中天網島 》

（ 1969 ）、《 淑女妖狐 》（ The Little Foxes，1941 ）三部作品

陸續放映。上一期的《 HKinema 》以「 莎劇與電影 」為主題，

如今將焦點從英國轉到別的地方。

率先有劇場編導甄拔濤的文章，作者討論電影與劇場的互動

關係，兵分兩路，以不少例子說明「 有電影感的劇場作品 」

和「有劇場感的電影作品 」。資深影評人紀陶帶我們回到香港

本土，以近期的《 暗色天堂 》（ 2015 ）和《 華麗上班族 》

（ 2015 ）為入手點，進而探討粵劇、京劇形式和舞台劇改編，

與香港電影之間的關係。紀陶在文章中已岔開一筆，點說劇

場與日本電影唇齒相依的關係，下一篇文章由另一資深影評

人登徒執筆，他是日本劇場與電影跨界奇才三谷幸喜的粉絲，

當我們要尋找劇作家的導演，順理成章，不能沒有三谷幸喜。

登徒的討論焦點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笑之大學 》。而另一跨

界奇才宮藤官九郎也值得注意，湯禎兆在新書《 殘酷日本 》

已有專文剖析，不妨參看，延伸閱讀。編輯專題內容期間，

日本的重量級舞台劇導演蜷川幸雄（ 1935 －2016 ）去世，我

約請了年輕學者李凱琳帶我們回顧蜷川的戲劇人生。蜷川幸

雄以執導莎劇聞名，這兩期《 HKinema 》連着看，彷彿繞了

一個圈，由莎士比亞出發，最終又回到莎士比亞。



電影與劇場是一對雙生兒，這個可能不是太多人認

同。探討兩個媒介的相似與相異之論著鳳毛麟角，足

證此言非虛。在香港，搞劇場和拍電影的老死不相往

來，同時涉足兩者的編、導、演少之又少。可是，在

英美影劇界，跨界例子不勝枚舉。如果再拓闊這個論

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有電影感的劇場和有劇場感

的電影作品。

日本鬼才寺山修司就是一個跨越劇場、電影的最好例

子。他的電影以非線性敍事、意象紛陳、考掘潛意識

等見稱，其導演手法深受法國戲劇家亞陶（ Antonin 
Artaud ）的「 殘酷劇場 」理論影響。亞陶認為，西方

基督教文明罩住了人類心靈深處最純真的一面，因而

提倡在受控制的戲劇環境中，以富意象的形體語言打

開人們的心靈與感官，釋放潛伏已久的情慾與激情，

得見一己罪惡、野蠻、肉慾、殘忍以及黑暗面，從而

徹底了解真實。所以，我們更能明白為何在寺山修司

的電影中，常常得見暴烈的、直觀的意象。另外，寺

山修司的劇場作品，也豐富多變，部份作品採用當時

流行的 Happening 手法，觀眾並非安坐觀眾席，而是

游走於表演空間。而他的《 身毒丸 》已經是恆常重演

的經典。

我看的《 身毒丸 》版本，是月前逝世的日本劇場大師

蜷川幸雄重新演繹的，並找來他的得意弟子、在《 死

亡筆記 》電影系列中飾演夜神月之演員藤原龍也任男

主角。蜷川幸雄的劇場美學亦很有電影感。我有幸在

現場看過他的《哈姆雷特 》（藤原龍也主演 ）及改編自

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海邊的卡夫卡 》（宮澤理惠、鈴木

杏、藤木直人主演 ）。兩齣作品節奏明快，頻繁快速

轉景，瑰麗奪目的場景設計，與看電影無異。例如，

在《 海邊的卡夫卡 》中，蜷川利用數以十計的、足有

四五米高的大型玻璃箱（或是膠板？），製造戲中不同

場景。劇中的兩個主角，田村卡夫卡及中田先生，分

別展開了兩段旅程，二人各自途經的地點包括圖書

館、通宵巴士候車室、神社、森林等。轉景時，後台

工作人員巧妙地推動這些大型玻璃箱，而不是使用舞

台的機械裝置（ 歐洲大型劇院大多配備這些裝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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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轉景不靠人手 ），卻無損流麗暢順的舞台調度。而

蜷川最厲害的地方，是在忠於原著、不加插自己文字

的前提下，說出一個和村上不同的故事。在村上的原

著中，卡夫卡父親作為亙古通今的邪惡化身，尤其重

要。因此，村上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命題是，個體抗擊

壓倒性的邪惡，延續自《 發條鳥年代記 》的關懷。在

蜷川的改編中，父親的角色給削弱了，反而突出卡夫

卡戀上佐伯小姐──即戀母情意結的主題，連帶輪迴

的暗示也淡化了。村上春樹說過，他從不觀賞改編他

小說的電影、劇場，因為那些影像早已在腦海完成了。

我們也可這樣理解：他放手予創作人自由發揮。明乎

此，劇場版《 海邊的卡夫卡 》就是蜷川通向原著世界

的私密小徑。不過，作品依然感動，是我有生以來看

過最好的劇場演出之一。

至於英美影劇界的台前幕後，不只經常互換身份，甚

至染指電視劇。且看以下一些例子。美劇《 紙牌屋 》

（ House of Cards，2013- ）的 男 主 角 奇 雲 史 柏 斯

（ Kevin Spacey ）就是劇場演員出身。值得一提的是，

《 紙牌屋 》是改編多年前英國一齣電視劇，其中的招

牌動作是，男主角會面對鏡頭直接向觀眾說話。這一

動作，十分具劇場性（ theatrical ），有幾分布萊希特

（ Bertolt Brecht ）的間離效果味道。而史柏斯藉由演

出電影《 美麗有罪 》（ American Beauty，1999 ）而聲

名大噪。《美麗有罪 》一片的劇本原本也是舞台劇本。

而史柏斯也沒有忘記劇場，在《 美麗有罪 》取得成功

後的四年，毅然出任倫敦 The Old Vic 劇院的藝術總

監，以一己之名聲挽救步向衰落的劇院。去年他重回

劇院演出 Clarence Darrow 更是一票難求。《 美麗有

罪 》的導演森文迪斯（ Sam Mendes ）同樣出身劇場。

他最近拍的 007 系列別樹一幟，尤其是《 新鐵金剛智

破天凶城 》（ Skyfall，2012 ），連我這個非占士邦迷也

神為之奪。而新版占士邦丹尼爾基克（ Daniel Craig ）

本身也是劇場演員，英國編劇卡爾邱琪兒（ Caryl 
Churchill ）的《一個數 》（ A Number ）首演男主角便是

他。說到英國，另一位立足荷里活的導演史提芬多爾

（ Stephen Daldry ），亦是出身英國劇界。他曾在倫敦

皇家宮廷劇院（ Royal Court Theatre ）擔任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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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過不少新文本作品。而他為人熟悉的電影《讀愛 》

（ The Reader，2008 ），改編劇本出自英國著名編劇

大 衛 海 爾（ David Hare ）的 手 筆 。海 爾 另 一 作 品

Skylight，就是男神黃子華一票難求的舞台劇《前度 》。

《讀愛 》的男主角賴夫費恩斯（ Ralph Fiennes ），亦常

常在倫敦演出舞台劇，現在 Almeida Theatre 上演的

《李察三世 》（ Richard III ），正是由他擔綱演出。至於

英國男神班尼狄甘巴貝治（ Benedict Cumberbatch ），

演罷《 新福爾摩斯 》（ Sherlock，2010- ）電視劇後大

紅大紫，同樣，他仍然常常在倫敦劇場演出。也有劇

作家親自操刀上陣拍電影，例如偏好凝視人類黑暗一

面的 Philip Ridley，便自己擔任電影導演。當紅劇作家

Simon Stephens，則從不沾手影視媒介。

亦有電影導演另闢蹊徑，以劇場手法拍攝電影，最為

人熟悉的例子莫過如拉斯馮提爾（ Lars von Trier ）的

《 人間狗鎮 》（ Dogville，2003 ），在此不贅。我想說

的另一例子是羅伊安德遜（ Roy Andersson ），自《 二

樓 傳 來 的 歌 聲 》（ Songs from the Second Floor，
2000 ）之後，確立其長鏡頭的美學風格。他的鏡頭常

常靜止不動，讓人物、故事慢慢發酵。稍不留神，以

為自己看的是一齣劇場作品。在其新作《 鴿子在樹上

反 思 存 在 意 義 》（ A  P i g eo n  Sa t  o n  a  B r an 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2014 ），有一幕尤其令人印

象深刻：一班黑人走進滾筒型的熔爐中，緩慢地遭火

烤。一班衣冠楚楚的老人家拿着酒杯靜靜觀看，男主

角為他們斟酒。男主角驚醒，原來是一場夢。他慚愧

地對友人說：「 為甚麼我會為沒犯過的罪行感到內

疚？（ 大意如此 ）」寥寥三個鏡頭，針砭了歐洲自殖民

擴張到集中營的歷史原罪，十分震撼。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說：「敍事是國際性、跨

歷史、跨文化的；簡單來說，像生命本身。」雖然劇場

素來被視為茅舍工業（ cottage industry ），電影的五

光十色更令人目眩神迷，但二者的相似相異之處，其

實還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鴿子在樹上反思存在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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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故事，電影與劇場會有不同形式的處理。總的

來說，電影主要是用視框來呈現戲劇，音效同時是重

要的輔助媒體；而劇場是以台（ 舞台 ）與場（ 演出場

地 ）為主，而且劇場中時常的即興是電影未及的活生

生處理。在劇場與電影之間，兩種媒體的表達形式既

可以有時只是差之毫釐亦有時可以謬以千里。之前在

復活節期間公映的《暗色天堂 》（ 2015 ）以及上年公映

的《華麗上班族 》（ 2015 ），都是先有劇場演出，然後

改編拍成電影的作品，而且在兩套電影版本的戲劇處

理中，以及拍攝形式都跟過往的劇場改編大不同，可

以作為我們香港電影當下的鮮活處理。

如今：劇場可以很電影，電影也可以比劇場更劇場！

《暗色天堂 》

《 暗色天堂 》改編自 2011 年推出的舞台劇《 法吻 》，

而且故事題材源自本港一宗真實的案例。原劇是由莊

梅岩編寫的二人演出獨幕劇，至電影改編時編導袁劍

偉將原劇改為電影故事的前設，作為戲劇的引發點，

然後利用電影回閃的手法（ Flashback ）作為劇本的分

段結構，將原本由兩個主角在事件發生之後五年重遇

時、雙方的零碎記憶片段作為爭辯，然後將故事重組。

電影既有用兩個角色的個人角度來作敍事點，亦加入

全知的鏡頭觀點提供給觀眾作為眼見，將故事的世界

立體呈現，但又可以保留事件沒有道出真相的旨趣。

由張學友飾演的杜牧師 Marco 與林嘉欣飾演的辦公室

女助理 Michelle，電影宣傳也刻意令人聯想之前二人

曾經合作的電影《男人四十 》（ 2002 ），前作亦是以兩

性的情感勾劃為題材，當中在宴會的書房兩人獨處之

戲碼，尤其是演員走位的處理，都有意令電影帶來與

《 男人四十 》（ 學友在家中被挑撥一場 ）作為戲劇對應

的意圖。

故事安排男女主角既是一所非牟利跨國機構的上級與

《暗色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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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屬關係，同時女主角亦介入成為杜牧師的宗教社團

的信友，辦公室與宗教社團之間雖然有很多人事上的

重疊，但在故事中早已申明處事要顧及河水與井水之

分。具體的實景拍攝處理，在視覺上表達出強烈的二

元對立，令電影將原本的戲劇提升至信仰與政治層面

的分歧。

故事除了由獨幕劇口述往事的零碎片段，轉為電影具

體視聽呈現之外，在戲劇發展的最關鍵場面，亦即是

五年前在飛鵝山上發生的「法吻 」事件（ French Kiss，

亦同時是犯法之吻的相關意思 ）一段，電影版的鏡頭

由山中的照明路燈特寫鏡頭開始，至女主角突然急忙

離去，然後再重述原來二人在之前犯禁過程之中，也

有語言的爭駁： 女人質問杜牧師與她之間是否存有

愛，過程中的氣氛轉變令杜牧師直斥回應，只當她的

勾引行徑等同是妓女行為。而且，在 French Kiss 時

的鏡頭描述，全段都以電影手法來推動劇情，以大特

寫及蒙太奇式的剪接鏡頭，利用視框帶出女主角心情

混 亂 的 心 理 描 述 ，與 之 前 及 隨 後 的 情 節 接 連 ，將

Michelle 由戲劇開始時引發的感情妄想，以至後來在

親身體驗時的心理矛盾，以視聽戲劇媒體呈現出來，

由此可強烈分別出電影與劇場之間的不同處理。

同時，電影版說出杜牧師這個人物前身是個「 改邪歸

正 」的蠱惑仔，在演出方面由五年前的趾高氣揚，至

退出教會五年之後與女主角重遇時的情理失控，都是

以張學友這個卡士（ Cast ）度身訂造的電影手法。還

有女主角 Michelle 不單只事後仍然留守在社區，而且

更與另一位牧師結為夫婦，成為一個超級的宗教信

徒，是伺機復仇或是向大家表示自己心安理得，戲劇

欲言又止建立一種曖昧，亦同時暗示現今不少信徒其

實是以教區作為療養院，以信仰作為護身符之心理描

述，是劇場未有提及的新加觀點，藉此擴闊故事的心

理性呈現。

《暗色天堂 》的電影改編，可以說是將舞台劇《法吻 》

進行一次戲劇上的進化工程。

《華麗上班族 》

原劇《 華麗上班族 》是一部類百老匯式華語歌舞劇，

改編成為電影版時，國粵兩語歌唱同場，由周潤發飾

演的大老闆何仲平，以及張艾嘉飾演的張威，加上湯

唯飾演的蘇菲，都以帶着本身以及出生區域的風土特

色來作卡士式演出。當中也借用西方經典電影《 大都

會 》（ Metropolis，1927 ）式的城市設計，將故事場景

概念化，並利用令人想起是建築用的藍圖，在充滿線

條的透視場景設計中，加上 3D 視像效果作出立體視覺

呈現，藉着舞台劇空間設計效果，將故事場景轉為不

受現實區域性的規限，成為一個可以是香港、亦可類

比成台灣或內地的港式文化的「 泛華人區域空間 」，

藉此配合來說一個華人世界面對企業崩潰時的故事。

電影由故事起首與落幕都以華爾滋音樂作為戲劇性主

題，除了保留劇場式的歌舞劇效果，也大膽利用攝影

機運作令視框也在起舞，同時用城市音效作出節奏式

音響剪接，令視像與音效也成為劇中的主角之一，比

原本舞台的金融企業多添了華人演藝企業面對現世代

《華麗上班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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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的意圖。

由老中青三代演員的演出，到台與場的表現以及鏡頭

調度，都發揮強烈戲劇效果。最有深意的戲劇改動是

陳奕迅飾演的王大偉的結局由原劇以跳樓作為終結，

改為再有下文，結局是他一個人激情地醉酒驅車進入

銀幕正中的黑暗中心（ 暗示撞車身亡 ），以配合全片

以路途作為視覺空間的主題。如全片以劇場形式的佈

景設計，公司內的層層疊疊可以一目了然，突出場景

之間的牆都以透明化方式處理，地鐵站的大場面，以

及蘇菲家的外面被強調是一條正在行人的公路等等，

都利用了一連串的視覺加音效提示帶出更多戲劇性的

內容，來配合電影及原劇所呈現的末路性主題。

香港的劇場與電影關係

大家都說觀影如夢。只是，看電影與劇場比作夢不同

的是，你要具備實在的處理。在創作階段時，是理性

與感情相輔處理，是理性的人工夢。夢如折子戲般，

在睡與醒邊緣才構建成為記憶，而且是片段式的，可

以不連續的，不具前文後理。從創作角度去看劇場與

電影作為人工夢的創造工程，戲劇表達有時可以是片

段式處理，但要建立前文與後理，就算毋須將故事的

來龍去脈百分之百表達出來，也要具備一個戲劇上的

全盤處理，毋須「畫公仔畫出腸 」式明明白白道出來，

但令看者意會有前文和後理，戲才算是成立。

香港電影在上世紀草創時期的敍事風格，也與其他地

區的電影發展一樣，都存有以當地傳統舞台劇表達形

式移植成為電影，如日本早期電影有用歌舞伎、淨琉

璃以及能劇的舞台處理植入電影，成為日本電影的獨

特形式。

在亞洲電影中，日本電影早就探索劇場與電影的唇齒

關係，也藉着電影來思考這種關係。日本江戶時候發

展出來的歌舞伎，以及四十年代戰後發展的寶塚歌劇

團，都成為日本電影特色的添加元素，及至其他如能

劇、落語及祭禮劇等都有移入電影媒體，將傳統文化

特色藉着電影來更生。六十年代的日本電影新浪潮，

更有意利用西方劇場以及日本傳統劇場效果作為當時

電影表達的新元素，在形式處理有尖銳的探討。不少

作者同時都有劇場及電影作品，作為創作上不同形式

的媒體表達。例如寺山修司以及最近仙遊的蜷川幸

雄，就是日本劇場及電影界別當中的表表者。至現世

代蜷川的天才承繼者（ 他的女兒，亦是知名攝影師及

流行設計師 ）蜷川實花，兩父女的電影甚有歌舞伎場

面特色；以及承接西方劇場派，在電影及電視劇都成

為創作頂尖兒的三谷幸喜，都對日本劇場界及電影界

發揮導航能力。日本六十年代的青春革命思潮，將傳

統舞台劇移入電影媒體。從時尚、戲劇視點，以及故

事中的時空場景處理，令舞台劇帶出電影感，同時電

影亦有舞台效果。

香港電影在上世紀初期亦有將傳統粵劇電影化，但都

是以紀錄形式為主，沒有太多心思將劇場效果與電影

特色融會處理，不過在李鐵導演的《紫釵記 》（ 1959 ）

的電影鏡頭處理（ 尤其是女角除下紫釵一段 ）亦可看

出當時有意作為電影化的考慮。反而在國語片系之

《紫釵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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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胡金銓的武俠電影大量採用京劇特色（ 其實亦有

日本武士道電影的成份 ），尤其是在攝影鏡頭的推動，

以及角色在現場的走位，利用京劇形式的音效節奏，

令武俠類型建立一套獨特風格，為香港武俠片甚至是

後來的功夫片建立一種表達基調。在胡金銓眾多經典

作品中，筆者尤其喜歡《 忠烈圖 》（ 1975 ）當中在賊

匪大本營內的動作場面。在演出方面，粵語電影系之

內，有不少演員是舞台劇與粵劇出身，如梁醒波或任

白等人，都是具備深厚的劇場以及電影的演出功架，

尤其是功夫演員如洪金寶為首的七小福以及袁家班等

人，都是劇場武班出身，在參與電影演出時亦留有不

少舞台的工巧特色。

電影媒體比劇場多樣化，但並不因此而百分百取代劇

場。上世紀的香港電影向來比較少用文學作品的故事

改編拍成，反而以舊經典電影以及利用成功舞台劇改

編拍成新電影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九十年代杜國威

及其劇社以香港情懷為題的舞台劇改編拍成電影就大

行其道，只是當時所用的處理都是傳統地保留舞台劇

形式，不同之前舉例的《暗色天堂 》或《華麗上班族 》

對電影帶出新意。不過因為杜國威的劇本寫出濃烈的

本港情懷，反而藉着電影的普及，令當年的劇場如雨

後春筍，直至現今仍然氣氛熾熱。

每當劇本先行時

當筆者由動畫編導轉為全職電影編劇時，正值香港電

影踏入九十年代初泛稱為港產片的全盛時期，那時候

的劇本有時會依傳統形式先行創作，亦有時候只要具

備一個完善的故事發展分場，就可以有信心的展開拍

攝階段。這種以「 飛紙仔 」形式的電影製作，對有經

驗的電影人來說反而有一種創作自由度，只要掌控得

宜，一如劇場演出時的即興化帶來戲劇鮮活效果。飛

紙仔式創作不等如我們常說的七日鮮製作，反而七日

鮮製作要依賴完整劇本進行快速拍攝。

現時在教授劇本創作時，我們都會教學員除了想好一

個故事之外，對一個故事在不同媒體的表達也成為重

點教材，而且想到一個好故事的編劇人，能將故事以

多媒體呈現也是一個現今生存的策略。例如一個原創

故事，你可以用文字小說出版或者網上小說形式推

出，至於舞台劇形式，電視劇形式，以及電影的長片

或短片形式，甚至成為電玩遊戲，以及播音劇形式等，

都可以成為你的不同形式的發表方向。

舞台劇及電影（ 視聽媒體 ）的故事表達形式都頗為相

近，我都會教學員以簡單的劇本形式先把故事寫出

來，可以先不顧及不同媒體之間的分別處理。這種稱

為「 初稿 」或者是「 定稿 」的故事劇本，目的是令故

事發展及戲劇表述的基本結構呈現出來，至正式落實

具體拍攝時，會依據定稿發展一個電影拍攝稿。有時

一個完善的劇本定稿，亦可以修改成為舞台劇本，以

劇場形式演出。這種推動原創故事的方式，已成為一

種故事擴展的方程式，可以藉不同媒體的發表平台來

為故事尋找發展空間。

《忠烈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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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之大學》：三谷幸喜藝術家自況，

難得在劇場，可貴在情操

登徒

三谷幸喜在九十年代從劇場進入電視，作品一直不脫

其劇場風格，尤以處境喜劇最擅長，《 笑之大學 》於

1996 年在劇場公演，早於其電影導演處男作《爆肚風

雲 》（ 1997 ），但要到 2004 年才由富士電視台出品，

由曾在《 古畑任三郎 》合作的龜山千廣監製，電視導

演星護執導。

三谷幸喜在 1983 年日本大學修讀時，組成了「 東京

Sunshine Boys 」，當時兩位主角便是一直合作至今的

西村雅彥和梶原善，三谷的創作一直以黑色幽默的喜

劇為主，直至 1990 年該劇團作品《十二個好日本人》，

才在 1991 年第一趟從舞台躍上大銀幕，導演是中原

俊，三谷順理成章地擔任此片電影編劇，首度參與電

影製作，雖然此劇本脫胎自《 十二怒漢 》（ 12 Angry 
Men ）。

《 笑之大學 》便屬早期舞台劇作品，它有三個特點，

充份表現了三谷幸喜的才華和世界觀。一，典型的處

境喜劇，場景很狹小集中，人物只有兩個，充份發揮

了於新宿等地的小劇場風格；二，環繞編劇心境和挑

戰，此主題久不久便在他的作品出現，但論純粹性則

以此為最高；三，劇場生態，非常道地，高度原創，

完全沒有放進他後來的荷里活黃金期的電影影響。

雖然沒有原作資料作比較，但電影版找來 SMAP 的稻

垣吾郎飾演笑之大學劇團的駐團導演編劇椿一，與役

所廣司演的審查官睦男，年齡差距無疑比劇場版大，

不變是雙雄對決的鬥智鬥力，互動影響，由對抗到惺

惺相惜的轉變。

導演星護相當資深，比三谷幸喜還要年長三歲，他執

導也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令全片雖在狹小空間進行，

惟常以椿一於淺草的笑之大學劇團所在地，每日帶着

觀眾穿梭，以期拉闊景觀，審查室內的對峙和對抗，

鏡頭變化多端，節奏明快，剪接也傳達了以快打慢、

「度蹺 」不能因循的訊息。

《 笑之大學 》以七日為期（ 像上帝創造天地？），編劇

《笑之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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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之大學 》

椿一為避免劇本被「 不許可 」公演而扭盡六壬，審查

室的睦男則自詡不懂戲劇，公事公辦，對引人發笑的

劇場深惡痛絕，這種矛盾本身就充滿戲劇性，更何況

是設定於二次大戰時的昭和十五年。

三谷幸喜構思巧妙，結構嚴謹，佈局峰迴路轉，設計

精準而有效，荒謬又爆笑，雖然他的作品一直都溫文，

《 笑之大學 》則野心極大，少有的批判性和火氣，對

扼殺創作的權威和制度的挑戰，這些在中後期作品中

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充滿了年輕人的銳氣和自信。

主軸是椿一的編劇，透過戲謔《 羅密歐與茱麗葉 》

（ Romeo and Juliet ）而創作了《 茱麗葉和羅密歐 》。

但面對睦男的諸多刁難，先後將故事背景改為日本，

又加入了愛國主義宣傳的「 以國家為重 」對白，甚至

淨化情慾（ 接吻場面 ）和爆笑設計，意圖製造沒有笑

位的喜劇。睦男的刁難不斷升級，椿一面對不可能的

任務，卻百折不撓，不亢不卑，竟造就了去蕪存菁，

將喜劇效果推至極致。

這是三谷鮮有全心全意寫出劇場創作和腦震盪的艱難

過程，椿一固然是其第一身經歷，在種種不合理要求

下，從壓力和逼迫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找到與

別不同的說故事方式，亦不再原地踏步，追求純粹的

喜劇，不理政治和其他創作框框，也就是追求藝術的

純粹。

睦男的角色，最初只是審批的執行者，慢慢變為不斷

「 踢蹺 」，從外行人的角度給予意見，但旁觀者清，

看到創作者不少的盲點；他也是觀眾的化身，以自己

喜好、口味和認知作依歸，笑與不笑，全看創作者能

否抓着群眾的口味；他當然也是權力和政府的化身，

在諸多理由下，給創作自由下了有形的框框。

三谷的構思相當精彩，當中涉及了兩個階層的角力，

兩種價值觀的對峙，也形成了互動而有趣的場面。它

藉此表現了創作者的無畏無懼，對政治審查、愛國主

義、市場需求的反應，尤其對喜劇的信念，輾轉被詮

釋得更清晰，引人發笑並不容易，它是一種絞盡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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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貼地而抓緊觀眾的共鳴，與掌權者控制意識

形態大相逕庭。

最妙是，睦男介入了創作，還親自演繹了戲中的警官

角色，不斷糾正角色的合理性，成了戲中兩人破冰的

場面。沒有睦男的狠批，椿一沒有如此的進步；沒有

椿一的劇本，睦男無法打開另一扇窗認識陌生的庶民

世界。睦男後來要求椿一寫個沒有笑位的喜劇，結果

卻是笑了八十三次！三谷藉着這妙趣橫生的一筆，寫

出了藝術對人的啟蒙，其情可鑑，真誠又直率，現在

看來，很懷念這陣子對創作仍抱近乎宗教情操的三谷

幸喜。

這令我想到，最近看《 銀河街道搞搞搞 》，經歷了幾

齣對電影語言實驗的電影〔《 Short Cut 》（ 2011 ）和

《 大空港 2013 》（ 2013 ）實驗一鏡到底 〕後，三谷回

到劇場式的世界裏，用自己從未創作過的類型（ 科幻

狂想 ），寫自己從未寫過的素材（ 男女情慾、夫妻感

情 ），細想他真的從未在電影中寫過男女感情和夫妻

情啊！三谷回到如小劇場的單一場景，十分誇張和舞

台化，同時間藥石亂投，可說是帶點藍調的憂鬱，也

顯得極之迷失！廿多年來，首度看他失準了，心裏也

難過得很，長年累月高水準高產量的結果，是全心為

市場服務而終於搾乾了自己。

於是，《笑之大學 》就更顯得難能可貴，簡單、流暢、

趣味橫生、人情味濃，同時充滿人生智慧。最後一場，

睦男和椿一惺惺相惜，睦男一改身份，囑咐椿一好好

活下來，並答允被召入伍的椿一看守着劇本，直至他

退役回來執導，椿一走在長長的巷子裏，多番回身鞠

躬，兩人關係在七日間逆轉，感情之深，精彩至極。

睦男與椿一都是三谷幸喜的化身 ，在一來一回的互動

和對話中 ，釋放了三谷幸喜對藝術家情操的嚮往和執

着 ，人有所為有所不為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

藝術家的孤獨可見一斑 ，喜劇也是悲劇 ，一切盡在不

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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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我們上彈吧！》

《蛇信與舌環 》

「 罵聲前先出手，出手前先有物件（ 特別是鞋 ）飛過

來。」是日本已故劇場導演蜷川幸雄最為被傳頌的事，

短短一句交代了他性急的脾性和嚴格的演技指導，還

有背後對於演員的水準要求。

這位日本戲劇巨匠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因肺炎離世。

在幾天後的告別式中，幾乎整個娛樂圈的大牌演員，

特別是劇團出身的演員都跑來送別這位當代戲劇大

師。蜷川幸雄的門生可不少，年輕演員有藤原龍也、

小栗旬、木村文乃、吉高由里子、成宮寛貴等，資深

的如宮澤理惠、勝村政信、松重豊皆畢業自「 蜷川學

校 」。這些出於蜷川教鞭下的演員，幾乎無一不成名，

並以演技站穩。

藤原龍也的出道是其中廣為流傳的故事之一。藤原龍

也十四歲時參與舞台劇《 身毒丸 》的試鏡，被蜷川發

掘出道，及後主演的《 哈姆雷特 》更為他帶來不少戲

劇獎項。在蜷川的葬禮中，藤原龍也最後致辭感激蜷

川的發掘，泣不成聲。

半輩子在劇場耕耘的蜷川亦曾涉足電影工作，在成為

劇場導演之前，他是演員，至七十年代開始劇場創作，

仍繼續參與電視電影的演出。蜷川幸雄一生只拍過六

部 電 影 。最 後 一 部《 蛇 信 與 舌 環 》（ 蛇 にピアス，

2008 ）為原著作者金原瞳親自點名，要求蜷川執導並

擔任編劇。蜷川找來吉高由里子當女主角，吉高在劇

中的全裸演出當時引來不少話題，而電影中極為尊重

原著對白和對比鮮烈的色彩使用，都突顯出蜷川幸雄

的風格。

日本人稱蜷川幸雄為「世界的蜷川 」，他之所以重要，

不僅因為他改編多種現代戲劇和莎士比亞的劇作，更

為着他成功把強烈的視覺元素引入劇場。正如他自己

所言，他的劇在法國一直未能獲得好評價，但他希望

讓巴黎人反省自己對日本的印象——日本不必然像小

津安二郎鏡頭下的優美靜好，他追求的戲劇是黑澤明

那種充滿衝突矛盾的效果。

他在晚年除了努力創作新劇，續演莎劇改編以外，也

投 放 心 力 在 埼 玉 金 世 代 劇 場（ S a i t a m a  G o l d 

嚎叫歸於沉默  回顧蜷川幸雄的戲劇人生

李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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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信與舌環 》

蜷川幸雄

Theatre ）。香 港 在 2014 年 曾 上 演 Saitama Gold 
Theatre 的《 烏鴉，我們上彈吧！》（ 鴉よ、おれたち

は 丸をこめる）。《 烏 》的內容談及一場長者佔領國

會，為求迎來改變，與當時雨傘運動有不少相合的地

方。他在當時的訪問裏回應：「 我想有很多應合的地

方。對體制不滿的人很努力地抗爭，我在別的國家也

希望能聲援。（⋯⋯）這舞台能連繫香港民眾些甚麼就

好了，因此我來到這裏。」

偶然地，蜷川來港演出時狹心症發作入院，及後身體

狀況一直惡化，或許這也算是蜷川與香港的一段因

緣。

最後的黃金劇場

蜷川幸雄在晚年於出身地埼玉縣川口市開設劇團 Gold 
Theatre，招募五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為演員。改名

Gold Theatre，因為日本的交通工具中的關愛座叫

Silver Seat，直譯就是「 銀髮座 」。蜷川直言不喜歡

Silver 這名稱，每每坐交通工具都會離那座位遠遠的，

免得有人因此讓座，讓他一坐下去就主張自己是老

人。因此改為「 Gold 」，變成金色的話，會有種閃閃

發光的感覺。

在一次訪談中，他提及創立劇團的緣起。年長的集團

跟年輕劇團不同，高齡者帶着各種人生經驗，縱然沒

有演戲經驗，卻能發揮以往的能力。他個人亦希望重

新審視演技，作出新嘗試。這可謂晚期蜷川的一場戲

劇實驗。

他亦提到：「 從某時起，我對沒演過戲的高齡人士很

感興趣。我是看着走過戰時的父母身影成長的。即使

遇上『 莎士比亞 』、『 海外公演 』，我也不想對父母這

樣的人擺出故作威風的姿態，我想我真正想做是讓他

們能明白，能享受的作品。」一直以來，蜷川幸雄的

作品不乏起用知名演員，把劇場、經典戲劇帶回到人

間，編成既富實驗性、亦能符合大眾口味的戲劇作品。

然而「 金世代的演員都不是專業的，沒有演技。排演

時非常辛苦。他們會吵架，又會耍脾氣，又任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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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信與舌環 》

蜷川幸雄

次謝幕，總會有人跑到中間來，我便會罵：『調位吧，

讓大家都有機會站在中間！』這種事情絕不可能發生

在專業演員身上。」面對這班高齡演員，蜷川的付出可

不少，更曾於排練期間因狹心症而倒下。由演員最初

推說不會演而退讓，到慢慢提出個人意見，並開始爭

論。不只是態度的改變，蜷川更從這班演員身上看到

戲劇的力量：「 金世代的成員之中，有一位曾經要在

輪椅上演戲，後來能奇蹟地重新走路，現在也步行來

劇場的。相信戲劇當中有令他因興奮而站起來的東西

吧。實際上戲劇是非常肉感的東西。我覺得這是相當

有趣的。」當然，也有高齡者全員存在的特點：今天記

得的事，明日就忘了；昨天說得好，今天說不出台詞。

蜷川排練時面對如此種種，漸漸接受這是理所當然

的。既然記台詞太難，便安排客席有幾個提示的人，

就算忘了台詞，到時告訴他們就好了。演出的時候，

觀眾聽到有人提示對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樣做可

能是一種干擾，也可能是新的發現。

蜷川認為黃金舞台有的並非受過訓練的演員而來的雄

厚而透徹的聲線，而是交錯、亂反射的聲音，能讓舞

台變得更多姿多彩。通過金世代劇場，我們能窺見以

嚴格聞名的蜷川幸雄，在晚年的一場戲劇實驗中如何

展示寛容的一面。

參考資料：

〈 蜷川幸雄さん　最後のインタビュー「 高齢者はもっと舞

台に」〉，《週刊朝日 》，2016 年 6 月 3 日號。

蜷川幸雄訪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cqv-
Yntw　

〈スタンディングオベーションで幕  蜷川幸雄氏演出の香港

公 演 〉，《 香 港 ポスト》，2014 年 12 月 19 日 。http://
w w w. h k p o s t . c o m . h k / i n d e x 2 . p h p ? i d = 1 0 7 1 5 # .
V2t3DLh96Uk 



15

黃志輝主編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叢書43  

香港電影 2015

即將出版

CC2016-HKinemaMart.indd   1 19/7/2016   下午4:39



16

長青李麗華

蒲鋒

先是台灣金馬獎，然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都頒了終

身成就獎給李麗華。我一直想詳細點談談李麗華的電

影生涯，正好借此機會寫一下這位傳奇女星。本文將

嘗試結合個人觀影所得，依李麗華不同階段的演出來

談論 1。

李麗華 1925 年生於上海，父親李桂芳和母親張少泉

均為京劇名伶，李麗華也自小接受京劇訓練，曾隨粉

菊花、章遏雲學藝，根底深佳。1940 年加入上海藝

華公司，處女作是《 三笑 》，影片賣座，她也成名。

當時上海正處於孤島時期，日軍攻佔了上海的華界，

但還不敢侵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成了不少中國

人的避難所，被稱為孤島。孤島時期有三大電影公司，

一家是張善琨的新華公司，另一家是戲院商人柳中浩

柳中亮兄弟的國華公司，最後則是嚴春堂的藝華公

司。李麗華成了藝華公司的演員，開始在影圈嶄露頭

角。李在藝華公司時的演出尚有一部影片存世，那是

1941 年的《 薄命佳人 》。電影公司顯然在利用她的京

劇背景，在戲中演一個京劇女伶，並有不少唱段。故

事說她由於母親不想到南方，拒絕南方富商嚴化的提

親，把她嫁給一個當地人，結果嫁錯郎，令她陷入貧

病交煎的絕境。當時中國電影的主流，是講女性淒慘

遭遇的苦情戲。李在《 薄命佳人 》的演出，便是一個

典型例子。只是影片製造淒苦情節的原因有點過份簡

單，拍得也很平凡。李當時僅十七歲，尚未成熟，雖

說已走紅，但演出其實比較稚嫩。

1941 年珍珠港事變後，日軍把上海租界也佔領了。

1942 年，在汪精衛政府的管轄下，由張善琨牽頭，

把上海的所有製片公司合併成一家中華聯合製片股份

有限公司（ 簡稱「 中聯 」）。1943 年，中聯改組成中

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華影 」），仍由張善

琨主理，從公司製片角度看，分別不大。很多孤島時

期的影人也就成了中聯和及後的華影公司的演職員，

李也不例外。她在中聯和華影演了不少電影，現時可

看到的是華影時期的《 秋海棠 》（ 上下集，1943 ）和

《 萬紫千紅 》（ 1943 ）。《 秋海棠 》是由秦瘦鷗的著名

鴛鴦蝴蝶派小說改編，今天看來有點濫情。李麗華在

《揚子江風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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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鳳虛凰 》

影片中分飾母親羅湘綺和女兒梅寶。但李的演出有着

過度着力、誇張過火的毛病，那時話劇式演出風格主

導了電影的演出，誇張是常態，合演的呂玉堃也有同

樣毛病。另一部《 萬紫千紅 》是歌舞片，由於有日本

人參與演出大段歌舞，一直被視作日本軍方的宣傳影

片。但正如這方面研究的專家傅葆石指出，那時華影

的戲有着一種曖昧性，由於中國影人的抵制，往往在

娛樂中把日軍的宣傳目的抵消了 2。在現存所見的刪節

本中，《 萬紫千紅 》是愛情喜劇，見不到明顯的侵略

宣傳。李麗華載歌載舞演出喜劇，比《 秋海棠 》自然

可人，但仍有待磨練。合演的嚴俊倒是十分生動而老

練。

抗戰勝利後，華影的影人在社會上受到漢奸的指責，

甚至因此而受審。雖然最終沒有判刑，但已令很多華

影的影人飽受社會指責和生活中受到他人侮辱，也影

響到他們在上海的電影事業 3。李麗華也在此行列。但

不旋踵間，她與石揮合演的《假鳳虛凰 》（ 1947 ），卻

在上海極之賣座。她和石揮演的男女主角，都是窮人

裝有錢求個富有配偶，結果正如粵人所謂「 光棍遇着

無皮柴 」，大家到最後才知道窮人配窮人，也依然登

對。李在本片中的喜劇節奏感十足，和石揮互相輝映，

足見她演技的成熟和多樣化。雖然觀眾接受李麗華，

上海影圈卻仍利用她不名譽的過去對她壓價。那時香

港開始穩定地攝製國語片，不少在上海因為華影拍戲

而有麻煩的影人，紛紛來了香港，李麗華也在 1947
年來過香港拍攝電影《 三女性 》，並終於在 1948 年演

罷上海製作的的《 艷陽天 》（ 曹禺唯一一部導演的電

影 ）後，便轉到香港演電影，從此再沒有回中國大陸

演戲。她定居香港的第一部電影是永華公司出品、抄

襲荷里活影片《 The Great Lie 》（ 1941 ）的《 春雷 》。

自此李麗華在香港落腳，成了香港的國語片女星。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旋起，香港亦成了一個爭奪電

影文宣影響力的重要地方。

共產黨對香港電影的策略，一方面延續過去上海時期

的成功方式，對商營公司潛伏滲透操縱以至奪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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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佳期 》 《說謊世界 》

如永華、長城和龍馬公司均如此，利用其商業資金拍

攝符合共產黨政治理念的電影。例如程步高為永華公

司拍的《海誓 》（ 1949 ）。最後勞資關係破裂，永華也

由於種種原因陷入財困，拖延數年後終解散。長城公

司原由張善琨成立，由於財困而被改組成親共的「 新

長城 」，也就是後來的長城公司。龍馬公司原是商人

吳性栽出的錢，後來卻成了左派鳳凰公司的前身。另

外，共產黨也由電影藝人以合作社形式組成製片公

司，著名的有南國、五十年代、大光明等。李麗華在

1950 和 1951 年這兩年間演了新長城、五十年代、龍

馬、南國、大光明等多家左派公司的影片，可說是甚

左派時期。那時中共已在大陸建國，正士氣如虹，其

支使下在香港拍攝的影片，在政治上也十分激烈富煽

動性，強調階級鬥爭中反動派的凶殘惡毒，被壓迫階

級的苦大仇深，而通常以善良的無產階級女性被剝削

階級（ 地主、漁霸、土豪 ）姦污，以鼓動階級仇恨為

主調，與後來長鳳新時期的和風細雨不同。李麗華在

《 冬去春來 》（ 1950 ）和《 血海仇 》（ 1951 ）便都是演

苦命的農民女兒，慘遭地主姦污，兩部影片她都以純

樸形象示人，演苦女的慘情角色，但角色寡味，反不

如她同期演純樸少女的喜劇《 誤佳期 》（ 1951 ）。《 火

鳳凰 》（ 1951 ）則講知識份子改造世界觀，要學習脫

離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學習做人民的藝術家。主角

是富家子劉瓊，李則是他純樸的教師女友，幫助改造

他。但李麗華的艷麗風情已難掩，也更出色。在《 說

謊世界 》（ 1950 ）中演拜金女郎，當中的風情和喜劇

感，在過去的中國女星中難得一見。李此期的最佳演

出應是朱石麟導演的《花姑娘 》（ 1951 ），改編自莫泊

桑（ Guy de Maupassant ）的《羊脂球 》（ Butterball ），

演一個眾人鄙視的妓女，卻是憑着她的犧牲救了游擊

隊員，有比較複雜的內心掙扎，不會簡單化了。

李麗華於 1952 年脫離左派陣營，開始演回可以在台

灣上映的「 右派 」國語片。五十年代的右派影圈中，

最紅的女星應是李麗華和林黛，白光和鍾情僅是曇花

一現，林翠、葛蘭、尤敏等尚在初冒起階段。李麗華

當時演的戲，主要是邵氏父子及新華兩家公司的製

作。她也一度自組麗華影業公司，出品了《一鳴驚人 》

（ 1954 ）和《萬里長城 》（ 1957 ）。

五十年代的國語片，主流是講述女性在愛情和婚姻上

淒苦遭遇的文藝片。李在此時期演出的影片中，也是

這類影片佔多數，像《 碧雲天 》（ 1953 ）、《 小白菜 》

（ 1955 ）、《茶花女》（ 1955 ）、《櫻都艷跡》（ 1955 ）、

《戀之火 》（ 1956 ）、《盲戀 》（ 1956 ）和《蝴蝶夫人 》

（ 1956 ）等。當中不少均是由中外小說改編，她都是

演命運坎坷的女主人翁，不是無法得到愛郎，婚姻不

如意，便是和愛侶一起飽受貧困煎熬。每部戲受苦的

程度不一，結局可以美滿，但是故事仍以傷感為主

調，彷彿在女主角淒苦的遭遇中，編導和觀眾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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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現實中的各種不如意借此得到宣洩。李此時已沒

有左派時期那種不施脂粉的演出，即使在《 碧雲天 》

演侍婢，仍是濃妝艷抹。李的演技在五十年代也日趨

成熟，她明艷既有明星風采，念對白聲音嘹亮，演出

也感情充沛，關心到細節，特寫時常能眉目傳情。就

像《茶花女 》可算是一部富代表性的作品。

由小仲馬原著的《 茶花女 》愛情故事，女主角為了愛

男主角，不惜自我犧牲，以假裝貪錢的面目，摧毀男

主角對自己的愛，以成就他的前途。這種對愛的描述

比為愛郎死還要深，深深打動近代中國人。小說自從

被林紓翻譯成《 巴黎茶花女遺事 》之後，一直成為中

國人最愛的一個愛情故事典範。小說也有個出名的荷

里 活 改 編 版 ，由 嘉 寶（ Greta Garbo ）和 羅 拔 泰 萊

（ Robert Taylor ）合演，在中國也有名。自傳入以後，

《 茶花女 》的各項情節被不斷翻抄引進中港台的電影

中。五、六十年代的港台國粵語愛情文藝片，最主流

的就是「 茶花女式 」故事及其各種變奏。一直到七、

八十年代的無綫電視劇，茶花女的情節仍被嫁接進其

中。李演茶花女也就是演一次文藝片的淒苦女主角原

型，演情郎阿蒙的是著名粵語片明星張瑛。張瑛那時

年紀已大，演入世未深的青年太過老成。但李麗華演

茶花女，雖然角色年紀也比她實際為小，但角色本身

有超乎年齡的風塵味，李麗華演來十分合襯。李既演

得出角色的風姿，也演得出故事複雜的感情。在重要

的催淚場面，例如著名的情郎為鬥氣而侮辱茶花女一

場，李演來也算克制，但反而更為動人。後來林黛演

的《金蓮花》（ 1957 ），也是一個「茶花女」型的故事，

林黛也憑影片獲亞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但演來實並

不如李 。五 、六十代的文藝片 ，常會穿插國語時代

曲 。很多女星像林黛 、鍾情 ，多是別人幕後代唱的 ，

姚莉 、顧媚便出名幫人代唱的 。李麗華除了能唱京

劇 ，時代曲也能唱 。《 魂斷藍橋 》（ 1941 ）中的著名

主題曲便是由她自己主唱 。《 戀之火 》中的電影歌曲

〈 第二春 〉也是由她主唱的名曲 。她演技出色之外 ，

也算是個多才多藝的女星 。

除了典型的文藝片，李在五十年代還演了多部歷史

劇。近代的有《 小鳳仙 》（ 1953 ）、《 秋瑾 》（ 1953 ）

和《 小鳳仙續集 》（ 1955 ）； 古代的有《 臥薪嘗膽 》

（ 1956 ）中演西施和《 萬里長城 》（ 1957 ）中演孟姜

女。這些角色均有點女中丈夫的剛強氣，雖然每部的

性格都有點不同。《 小鳳仙 》相當賣座，也是她再紅

起來的關鍵作品。她演的小鳳仙，原是心高氣傲的名

妓，但為了英雄人物蔡鍔，不惜為他作掩護。她既演

出小鳳仙名妓的風姿，後來因掩護蔡逃走而受到袁世

凱黨羽訊問一場，則是機智英勇，性格比較飽滿多彩，

是李一次很成功的演出。《 秋瑾 》中，秋瑾的歷史形

象比小鳳仙更為高大，影片也是用偉人的拍法，拍來

相當莊重。李舞日本刀而歌一段，拍得很有革命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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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虎嬌娃 》

教人難忘。《 臥薪嘗膽 》演西施，由西施尚是少女時

在苧蘿村初遇范蠡（ 張瑛飾 ）開始，她一方面傾慕於

范，但又為國甘心入吳宮迷惑夫差。李當時雖然已過

三十歲，但是演西施而作純真少女態仍然非常之有說

服力。

把李麗華地位推到高峰的一件事，應是她主演了荷里

活電影《 飛虎嬌娃 》（ China Doll，1958 ）。以往美國

電影，凡遇上主角是華人時，一律由白人扮演。最著

名的例子，是改編賽珍珠（ Pearl S. Buck ）名作《 大

地 》（ The Good Earth，1937 ），不用華裔女星黃柳

霜而用白人女星 Luise Rainer。五十年代美國曾有段東

方熱，曾試找亞裔女明星任主角。李麗華之前，已有

李香蘭（山口淑子 ）。李麗華演《飛虎嬌娃 》，應是首

位華人女星在荷里活大製作中任女主角。但正如李香

蘭闖荷里活失敗一樣，李麗華在荷里活也是一次「 齊

大非偶 」的失敗經歷。《飛虎嬌娃 》故事講抗戰時期，

一個在中國戰場助戰的美國空軍與一個中國少女的愛

情故事。影片中演李麗華愛侶的是域陀米曹（ Victor 
Mature ）。域陀米曹外形粗獷，演技生硬拙劣，演愛

情戲尤其硬邦邦像塊木頭，要李麗華與他談情真是委

屈。李在戲中也沒有甚麼發揮。影片用先抑後揚法，

先教她以一臉污穢中性打扮的女孩面目示人，中段改

裝成成熟美艷的女郎。角色不懂英文，所以全片對白

不多，感情也簡單，只要她擺出一副溫柔忠順的態度，

一個華人女性的 Uncle Tom。導演雖是默片名導 Frank 
Borzage，但影片成績甚差，李也無所發揮，之後再

沒有演荷里活片了。

李麗華有項成就，卻是後來的人少有留意到的。1958
年李演了武俠片《 呂四娘 》，這部影片相當賣座，而

由於它的賣座，引發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個小

小的武俠片潮流 4。李翰祥曾說過在張徹拍武俠片前，

他已拍過樂蒂演的《兒女英雄傳 》（ 1959 ）。林黛演過

武俠片《猿女孟麗絲 》（ 1961 ）和《燕子盜 》（ 1961 ），

均是這個潮流下的產物，雖然這批以女俠為主的武俠

片成就並不高，但《 呂四娘 》的影響實值得一書，只

可惜這部影片應已失傳。李早年已曾演過武俠片《 紅

粉盜 》（ 1948 ）。她出身京劇，曾隨粉菊花學藝，有

相當的舞台武藝底子。《 呂四娘 》雖然成功，卻沒有

為她開拓一條女俠路線。不過，六十年代武俠片興起，

她還是演了一些武俠片，包括隱名改編《 臥虎藏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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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裡紅 》 《武則天 》

的《 盜劍 》（ 1967 ）中演耿六娘〔 即《 臥虎藏龍 》

（ 2000 ）中鄭珮珮的碧眼狐狸，但已改寫成正面角

色 〕。最特別的是 1971 年在台灣演的《 大地春雷 》，

一部以北伐為時代背景的仿意式西部片。片首她女扮

男裝，拖着一副棺材上路，活脫是 Django 的翻版，

角色在戲中多番徒手搏擊。當然，李僅能在開打前擺

個姿勢，真打時要替身，而導演嚴俊拍動作場面實在

非其所長。

就我所能見到的影片，五十年代李麗華演得最佳的一

部影片，是李翰祥的導演處女作《 雪裡紅 》（ 1956 ）。

《雪裡紅 》雖然也可以算得上一部女性悲慘命運的文藝

片，但李翰祥基於自己的個人風格，把主角雪裡紅塑

造成一個完全脫離過去文藝片女主角窠臼的新類型角

色。過去的文藝片講的是好女人如何值得同情：女主

角的身份容或被人看不起，例如妓女、舞女、歌女，

但她們實際上擁有為愛犧牲自己的高尚品格，是好女

人。但李翰祥畢生要講的故事，是要講壞女人值得人

欣賞。他講的壞女人是真的心狠手辣 ，出手歹毒，可

以吃掉男人的母老虎。李翰祥要說的，是在一個男人

無能力保護女人的世界，往往倒過來倚靠女人來承擔

起保護自己及家人的責任，壞女人都有不幸的過去，

她們憑着堅強的求生意志，靠使壞終於存活了下來。

李既理解她們不幸的過去，更是着力描述這種求生存

的壞女人所展現的堅強性格魅力。李麗華演的雪裡紅

在戲中確在做破壞人幸福的壞事，但她也有自己心裏

的苦，更有自己的光輝。遇上這樣一個複雜的角色，

李麗華發揮出超越過去的複雜演技。時而凶狠，時而

不忍，時而不忿，既有難禁的熱情，也有冷酷的手段。

在李翰祥的精心編劇和導演、李麗華的傾力演出下，

成功創作了五十年代港片最複雜，藝術上最成功的一

個女性角色 5。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李翰祥後來為邵氏

兄弟公司導演歷史宮闈巨片《武則天 》（ 1963 ），仍然

起用李麗華飾演中國歷史上「 最壞 」的女人，講的依

然是一個女人被拋進人吃人的環境下，變得最壞才能

生存，她終能存活下來並成為強者。李麗華由年輕演

到老，把角色一步步變得心狠手辣，一點點地放縱欲

望，一步步現出睥睨天下的霸氣。李麗華的最佳演出

都是在李翰祥的電影中。但也只有李麗華，才能最圓

滿地演出李翰祥畢生都在描述的光輝「壞女人 」。

踏入六十年代，香港國語影壇是邵氏兄弟和國泰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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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雄期。李麗華這個階段多是和丈夫嚴俊共同進退，

在兩家公司中來回，但還是以演邵氏的影片較多。她

還有演歷史名女人，在《武則天 》之前，已曾演出《楊

貴妃 》（ 1962 ），但楊貴妃的故事實在沒有武則天的動

聽。六十年代初流行的是黃梅調電影，李麗華也演了

數部，包括《 楊乃武與小白菜 》（ 1963，邵氏兄弟 ）、

《 閻惜姣 》（ 1963，邵氏兄弟 ）、《 秦香蓮 》（ 1963，

國泰 ）和《 梁山伯與祝英台 》（ 1964，國泰 ）。《 梁山

伯與祝英台 》原是用來與邵氏兄弟公司打對台，但邵

氏的《 梁山伯與祝英台 》在台極度賣座，李反串演梁

山伯的這部自然被人忽略，而影片亦已失傳，今天已

無緣一看。其他幾部影片仍能看到，擁有深厚京劇底

子的李的身段自然較一般女演員都要好，但黃梅調電

影又不是純粹的戲曲片，她演的幾部都缺乏精彩的唱

段，成績平平。李為邵氏公司還拍了一些民初戲，《紅

伶淚 》（ 1965 ）重演了舊作《 秋海棠 》的羅湘綺，但

角色由女學生改為平劇女伶。另一部也是民國鴦鴛蝴

蝶小說名篇改編的《新啼笑姻緣 》（ 1964 ），令她憑該

片演出奪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但她演沈鳳喜實在嚴

重超齡，在特寫鏡頭下她真實年齡與角色的差距完全

暴露無遺 。她的演出也太過着力 ，我便較欣賞國泰版

中葛蘭較為自然的演出 。《 新啼笑姻緣 》實顯示李麗

華已進入她的尷尬年齡 ，已屆四十的她已不宜再演少

女 。在本片後 ，她的演出便多改為少婦或中年婦人 ，

像其後的《 紅伶淚》、《 萬古流芳》（ 1965 ）和《 盜劍》

均如此 。《 觀世音 》（ 1967 ）的妙善公主角色年齡雖

不大 ，但是觀世音在中國文化中是母親形象 ，也是合

乎她的年齡形象 。六十年代李雖仍保持相當有份量的

女星地位 ，但已不如年輕走紅的女星賣座 ，她的演出

也有點停滯 ，除了《 武則天 》，其他都不能算甚麼成

就 。

李麗華的明星生涯還有最後一次的成功，而且也是由

李翰祥導演。1969 年，李麗華在台灣演出李翰祥的

抗戰間諜片《 揚子江風雲 》。影片主角是由楊群飾演

的假漢奸真國諜「 長江二號 」王凡。李在影片中飾演

也是國軍間諜的卓寡婦，但她不知道王凡的真實身

份，而以王凡的姘頭及見錢眼開的客店老闆掩飾身

份，延續李翰祥愛描寫女性求存者風姿的作風。李翰

祥對卓寡婦有一些極大膽破格的描寫，包括明確寫出

《揚子江風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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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寡婦與王凡的肉體關係。畫面當然不大膽，那是王

凡在卓寡婦店內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畫面見被子

下二人赤身床上，卓寡婦披上衣服下床。愛國特務與

有婦之夫的漢奸（ 劇情未揭發王凡的真實身份 ）同床

這種畫面，是完全突破當時港台電影中女間諜永遠能

保持純潔的形象。李麗華以貪財面貌對付另一方特務

孫越，演得潑辣生動，也只有在李翰祥電影中，李才

能有這種突破性的演出。但可惜影片中這樣的戲不

多，之後的戲李又演回已成典型的英勇機智間諜，再

沒特別的性格發揮，但這樣的演出已足以令她第二度

獲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由於本片的成功，李在台灣

的《 一 封 情 報 百 萬 兵 》（ 1970 ）、《 長 江 一 號 》

（ 1970 ）、《 六福茶樓 》（ 1971 ）數部影片中都是演忠

勇女間諜，是她最後一次成為搶手女星。後來胡金銓

找李在《迎春閣之風波 》（ 1973 ）中演女掌櫃萬人迷，

也是利用《 揚子江風雲 》的風騷老闆娘實為忠勇間諜

的形象，只是時代搬到古代而已，李的演出也十分老

到，本片也是她最後一部重要演出了。

李麗華有「 長春樹 」的外號，那是形容她能長期維持

明星地位不墮的成就。如今回看，環顧香港大陸和台

灣，1949 年前成名的上海國語片女星中，似乎只有

她一個人能到七十年代初依然是擁有叫座力或影響力

的紅星。「 電影皇后 」胡蝶在五十年代已移民，偶有

演出也不是甚麼重要影片或角色。今年剛逝世的陳雲

裳五十年代初一度為新華復出，演了幾部戲便完全退

出影壇。陳燕燕五十年代中已要演老角。周曼華、龔

秋霞均已非主角之位，即使不演老角，也未如當年能

擔戲了。連抗戰後以《天字第一號 》成名的歐陽莎菲，

到五十年代中也要演中年婦人，甚至在《 戀之火 》中

演李麗華的奶奶。紅極一時的白光也僅紅了一陣子 。

至於留在大陸的 ，最有地位的像白楊 、王丹鳳 ，在

一個個政治運動下 ，到六十年代中已無電影可演 ，還

飽受摧殘 。時代巨變 ，對女星的電影事業結果也成了

一道極之難越過的門坎 。李麗華竟能跨越 ，真有點奇

蹟 。這既基於她的樣子和才藝出眾 ，也有點運氣使

然 。兩者之外 ，我相信也與她有着一種堅韌的個性有

關 。李翰祥也正是看到她這堅韌的一面 ，並加以發

揮 ，才互相成就了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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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聽不為真──

對《少年滋味》

被訪者的另類想法 

劉偉霖

張經緯繼《 音樂人生 》（ 2009 ）

後，再以《 少年滋味 》探討中學

生的內心世界。《音樂人生 》只以

一位人物做拍攝對象，《 少年滋

味 》則有九位人物，包括兩位小

學 生 、六 位 中 學 生 ，另 加 一 位

二十四歲、已進入社會的年輕人。

影片的起點是香港青年協會（ 青

協 ）於 2014 年 12 月舉辦，以打

破最多人在電台廣播中合唱《歡樂

頌 》世界紀錄的音樂會。影片由

青協出資拍攝，人物訪問大約在

音樂會後半年進行。

看過及聽過不少論者的評語，發

現觀眾普遍覺得影片披露了青少

年的理想被社會及長輩壓抑的現

象。可是打從第一位受訪者開始，

筆者便覺得自己的看法和普遍觀

眾的看法不同。

我不快樂，你不准快樂

第 一 位 受 訪 者 Brian 是《 音 樂 人

生 》觀眾的上佳切入點，因為該

片的黃家正都是有「 人生所為何

事 」的少年苦惱，很多觀眾及影

評人很注意那一點，不過他們多

數沒有留意到黃家正那些說話，

是一次在學弟們面前，被老師的

權威壓下去之後，心情極差而說

的晦氣話。

Brian 家 中 有 不 少 哲 學 及 宗 教 書

籍，可以相信他不是一時衝動講

人生意義。筆者認為相信「 人生

沒有意義 」的 Brian 非但不是一個

理性少年，更是一個感性強於理

性的人，才會陷入死胡同。他似

乎將人生「 沒有 」意義，理解成

人生「不能有」或「不會有」意義，

所以經常愁眉苦臉。他大哥說既

然人生沒有意義，所以他想追求

快樂，但被 Brian 駁斥這就是「有」

人生意義。

你喜歡自怨自艾是一回事，你大

哥的人生關你甚麼事？Brian 不准

人生追求快樂，誰會相信這種人

有可能快樂？筆者覺得他大哥更

能體會「人生沒有意義 」，因為他

的理解是人生「 本來無 」意義，

所以他可以照自己的意願過活。

相信大部份觀眾，都會像看《 音

樂人生 》一樣，覺得 Brian 很聰明

很有深度，但筆者有不同結論。

此 外 ，同 學 說 Brian 經 常 全 身 痕

癢，不時要塗潤膚膏，這一點顯

示出他有皮膚問題，有可能是「心

身症 」（ psychosomatic ）徵狀。

義工王是廢青王

二十四歲的「 義工王 」Paul，令人

覺得和其餘八位受訪者格格不入。

他是「青協 」義工服務時數的四年

冠軍，更破了時數紀錄。假如站

在影片出品機構的立場，藉這部

片表揚一下他，是把他包括在內

的合理解釋。不去猜度拍攝他的

動機，筆者仍覺得 Paul 是最值得

討論的人物。筆者嘗試用多數觀

眾的目光去介紹他：

「他每年做五百多小時義工，從中

學時就開始做，他真有善心！他

的願望是做教師，可是他報考過

香港教育學院兩三次，都在面試

後被拒絕，他盡了最後努力，找

過朋友、老師、教授寫推薦信，

依然無效，教育學院對這位年輕

風

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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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殘酷！他覺得自己的失敗原

因，是在面試時表現不到充裕的

創意。他現在的正職是教跆拳道，

看他對孩子的耐心，算是彌補到

他做不到老師的遺憾，但正正表

現了香港的教育制度，扼殺了這

位很適合做老師的年輕人。他的

母親卻嫌他走了歪路，最想他像

弟弟一樣，到英國留學。唉，這

些家長真的埋沒了兒子的理想。」

五百多小時的義工，即是平均一

星期十小時，等於一星期多上一

天班，對於很多打工仔來說很奢

侈，或很蝕底。後來見到他教跆

拳道，即是並非朝九晚五的生活，

工時不長，但收入同樣不會高，

因為見到家長交學費，只是一百

元，他沒有自己的道場，在「 香

港青年跆拳道協會 」任教。他班

內還有一位助教，學費扣除種種

開支及機構所得後，會有多少給

Paul？他的年紀應已大學畢業，

但影片沒有說他入不到教院，然

後讀了甚麼，不過母親說跆拳道

和他讀的科目無關。

未見到他教跆拳道前，筆者從「一

星期十小時 」延伸出的問題是「他

怎有時間拍拖？」以及「他有拍拖

嗎？」影片沒有去關注他的感情

事，不過有片段是他說想在三十

歲前結婚，然後生兩個小孩，要

有車，而且不想和爸媽同住。就

當他有拍拖，但他做這種工作，

怎可能達到這個成家目標？除非

父母出錢。但首先，他有女朋友

嗎？影片沒有問這個問題，導演

肯問，會問出更多事情來。戀愛

這一環可以見到他人生的失敗，

做跆拳道教練及「義工王 」本無不

妥，但他卻有三十歲成家立室的

願望，就如心裏想向東，腳卻走

向西。

接着就是三次面試，再加推薦信

都入不到教育學院。讀教院不用

很高的成績要求，也不像做表演

行業，幾百人爭一個角色，被拒

絕不一定是條件不足。讀完教院

去找教職，落選多次也很平常，

但現在只是想入讀教院。Paul 被
拒三次，筆者覺得較合理的推測，

是教院從三次面試都發現他有一

些致命缺點，認為他不適合做老

師。「老師要很有創意 」更加和一

般人對老師的印象相反，很有機

會是 Paul 在面試時太有創意，所

以失敗。

Paul 居然沒有從三次被拒，想到

自己有問題，以為自己欠的就是

推薦信，做了這一步再次失敗，

仍不接受現實，承認自己不適合

做教師，可見他對這個世界的運

行法則有着極嚴重的誤解。他想

有齊「 四仔 」（ 屋仔、車仔、老婆

仔、BB 仔 ），卻做着前景不佳的

工作，以及用大量時間做義工，

而不是裝備自己去達到人生目標。

從「 青協 」的位置看，Paul 可能

是一位乖仔，但只要心水清，會

看到 Paul 其實是個很好的病例，

去看青年人如何被自己，以及無

法為他們指點迷津的長輩誤了人

生。

怪獸核心是愚笨

好些為人父母的影評人，對影片

描寫怪獸家長，甚有切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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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未有子女，未能體會到他們

的 想 法 ，不 如 就 說 出 這 刻 想 到

的：影片中的家長蠢得令人非常驚

訝，他們已經不是低下階層，本

片顯示到一個有趣現象，怪獸家

長表面上極其現實及理性，實際

是可以非常愚蠢及脫離現實。

「 哲學家 」Brian 的父親送了一尊

老子像給兒子，從中可見父親是

認同他去鑽研哲學，即使未必同

意兒子的結論。不過父親說的話

卻令人懷疑他對哲學或宗教有多

少認識。父親說，佛學有說過人

生在世，是要為社會作出貢獻。

筆者不敢去質疑他從哪兒聽過這

種話，但派系再多，佛教終究是

接近「 出世 」多過「 入世 」。這個

父親會明白兒子想甚麼嗎？兒子

想歪了，父親能扶他一把嗎？是

否每個鑽牛角尖的孩子背後，都

有一個愚笨家長？到底是哲學令

人鑽牛角尖，還是鑽牛角尖的人，

就特別想從哲學找到理由，支持

自己繼續原地轉圈？

Vicky 的父母都是教師，但他們反

對女兒做教師，也反對她入娛樂

圈。影評人會注意到家中有不少

和八九民運有關的紀念品及書籍，

父母卻極力慫恿她讀醫，可見父

母在「民主 」方面自打嘴巴。

最令筆者稱奇的是他們的理據，

大意是：父母的家人都沒有從事演

藝事業的，媽媽的弟弟當醫生，

而演藝事業是很不可靠的，所以

女兒應該做醫生。演藝行業有很

大風險是沒錯，但醫生也不是唯

一出路，想做專業人士也有其他

選擇。母親還說過，做甚麼都可

以，就是不能當老師。既然除了

做老師，甚麼都可以，為甚麼不

能從事演藝行業？這些錯漏百出

的邏輯，比「 不民主 」更好笑，

而他們是做老師的，爸爸教物理，

母親教地理。

芷蓉是十歲的小學生，她已考獲

鋼琴八級，她的同學 Nicole（鋼琴

四級 ）說芷蓉的技術已達「 演奏

級 」。影片拍到媽媽全神貫注監督

她練琴，芷蓉想過日後讀音樂系，

但媽媽覺得讀音樂「 搵唔到食 」。

於是典型的觀眾又會說，女兒有

演奏級水平，這個母親又太過「虎

媽 」，打壓她的夢想太不該了。

筆者作為古典樂評人，看法並不

一樣。考完八級，再學下去所考

的一個考試俗稱為「演奏級 」，不

表示真有職業水平。她媽媽看着

她練琴這一段，她彈得不合理的

慢，仍彈到甩甩漏漏。媽媽表面

很嚴厲，其實知道女兒再學十年

二十年，都不會去到可以做音樂

家的層次。所以芷蓉不應讀音樂

系，不是因為「搵唔到食 」，而是

她的潛質差太遠，入到音樂系也

是前途黯淡。最笨之處，就是媽

媽既然覺得讀音樂「 搵唔到食 」，

為甚麼還要女兒繼續學，逼她練

琴，浪費時間？「演奏級 」對不會

在大學讀音樂的孩子有甚麼用？

《 音樂人生 》的黃家正才是音樂精

英的層次，他們絕大多數是十歲

前便被拔尖，到演藝學院給最好

的教師教導。考級對這種精英毫

無難度可言，他們的目標不是入

讀「 港大音樂系 」或「 中大音樂

系 」，而是去參加世界的頂尖比賽

及入讀最好的音樂學院，日後去

當世界級鋼琴家。其實《 少年滋

味 》全部九位被訪者，除了華仔

只看到他青海的外公家，看不到

有一個家庭是屬於低下層，但也

不似是精英階層，看來不及做專

科醫生的黃家正父親，九人都不

是接受最頂尖的教育。從現今香

港的社會來看，沒有那種精英條

件，是很難憑一般升學及就業途

徑出人頭地，讀醫算是最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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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但今日不知明日事。

沒有問的才是關鍵

凱婷客觀上真的很重磅，說她不

是「 肥妹 」只是自欺欺人。這一

段最令筆者感受到影片沒有去問

的問題，才是最引人入勝的，甚

至是解釋到受訪者何以變成片中

這般。不難注意到凱婷的二姐叫

她別跟朋友說家中的事，否則別

人會以為她博同情，可是筆者覺

得有趣的不是這個。

凱婷有兩個姐姐，二姐和她感情

最好，和她身形相若，表情也差

不多，眼神有時比凱婷看來更消

極。三姐卻是美人，不單身形標

準，眉清目秀，而且眼耳口鼻和

二姐及凱婷差不多，不存在一個

孩子像爸爸，另一個像媽媽的問

題（ 至於二姐之上是誰，影片沒

提，隨時和可以「 博同情 」的家

事有關，此外亦見不到爸爸 ）。

三姐不單是美人，而且雙目有神，

打扮得體，如果說她是高薪厚職

或是專業人士，也絕不令人意外，

但影片沒問過她做甚麼工作。二

姐上班的衣着並不亮麗，更露出

手臂顯眼的紋身，我們也不知道

是甚麼工種，不過遲到一點點就

會被責怪，相信不會是高職位。

三姊妹兩肥一瘦，背後應有故事，

去問問三姐的事（ 可以直接問她，

也可以間接問 ），一定會令觀眾更

了解凱婷的家庭。而二姐的經歷，

日後極可能在凱婷身上重演。

此 外 Vicky 父 母 的 年 紀 也 值 得 留

意，他們偏老，似是五十多歲，

說是六十歲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人

士也不過份，但見不到 Vicky 有兄

姊。筆者有興趣想知，他們是不

是很遲結婚？他們對「 六四 」有

這麼重的情意結，對於在九七後

生小孩有甚麼看法？這部紀錄片

實在偏短，但也未算節奏明快，

根本尚有很多篇幅可以發揮，很

多問題值得去問。

客觀變成引導？

世代之爭及青少年前途問題，是

香港重大的社會議題。筆者覺得

《少年滋味 》最有力的地方，在於

提供一些確實個案給大家思考，

不用再籠統地說年輕人怎麼樣、

中年老年又怎麼樣。本片雖然得

到相當注目，但反應卻是一面倒

地支持片中的年輕人，亦即是說

本片難以刺激到深入討論。

很多論者都欣賞《少年滋味 》沒有

去為被訪者的對錯做判斷，或者

提出一些答案，但筆者在不斷質

疑影片的表象時，發覺這種「 不

做判斷 」並不是想像般客觀，因

為人性本來就是自圓其說，多過

自我反省。訪問者不去質疑被訪

者的說話，而觀眾一旦有了成見，

例如認為青少年不是「廢青 」、社

會壓抑年輕人理想，就會很容易

同情被訪者的主觀想法，忽略客

觀事實及社會常理。

觀眾或會覺得被訪者的說話內容，

和紀錄片本身的價值無關，不值

得拿來做文章。筆者認為被訪者

的說話內容，在常識判斷下千瘡

百孔，反映到「不判斷 」及「不挑

戰 」被訪者的說話，做成觀眾一

面倒支持青年。讀者有需要知道，

崇尚「牆上蒼蠅 」拍法或「直接電

影 」的紀錄片中，往往連訪問都

故意不做，來保持絕對的中立。

所以《少年滋味 》未能示範得到在

talking heads 式紀錄片中，真的

可以任由被訪者自說自話而展現

社會實況。

影片對「佔中」及「六四」的處理，

似是偏向「 黃絲 」一邊，但筆者

看過這部影片後，想法竟然從「現

在的年輕人不是這麼糟 」（ 也是大

部份觀眾對此片的觀感 ），變成

「 現在的年輕人有問題 」。如果還

要嫌導演的政治訊息太過閃縮，

相信對影片出品機構的背景太不

清楚。青協的現任總幹事是董建

華政府中一名要員，現在仍是建

制派一位知名人士。不過筆者仍

相信青協沒有意圖去透過這部影

片宣揚「 現在的年輕人有問題 」，

但這部影片揭示出青協任由「義工

王 」透過做義工逃避現實，有份

令他磋跎歲月，令筆者懷疑這機

構還有這類人，以及青協有否用

錯方法去幫助年輕人，有否錯估

年輕人所面對的困難。

最後要提樂恩，很多人都讚賞影

片為她掩藏家事，但影片又留下

線索給觀眾去猜是甚麼事，那麼

跟不掩藏有多大分別？好像訪問

匿名人士，聲音經過特別處理，

但臉上不加馬賽克一樣。現在欲

蓋彌彰，便頗為偽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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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烏甸尼遠東電影節：

當香港電影遇上意大利觀眾

蕭恒

（ 2015 ）監製兼導演之一伍嘉良擔

任翻譯；「大佬 」們如杜琪峯、洪

金寶等，就交給更有經驗、每年

出席的 Sophia 了。

今年烏甸尼遠東電影節選來的香

港電影和中港合拍片，除了《 點

五步 》和《十年 》外，還有《樹大

招風 》、《 選老頂 》、《 陀地驅魔

人 》（ 2 0 1 5 ）、《 葉 問 3 》

（ 2015 ）、《 特工爺爺 》、《 十年 》

和三部「 鮮浪潮 」短片。電影節

有多位顧問，負責向影展推薦不

同地區的作品，香港主要由影評

人 Tim Youngs 負

責。大會很慷慨地

發 給 我 一 張 員 工

證，讓我自由出入

放映場地，觀賞這

些入選作品。 

我特別訪問了影展

總 監 S a b r i n a 
Baracetti，到底是

如何選片的呢？這

個 電 影 節 以 通 俗 電 影（ popular 
cinema ）為主，不過 Sabrina 也強

調：「 基本上，我們是要找好電

影。」她舉了幾部香港作品為例：

「 我們選了《 十年 》，因為它對香

港人來說十分重要。《 陀地驅魔

人 》呢，我們與張家輝很熟稔了，

很高興看見他轉型當導演。《點五

步 》是一個驚喜，寫得好也拍得

好，關於八十年代的香港，但也

是關於現在的香港，從中窺見香

港文化，是很有力的電影。」今年

的 電 影 選 單 ， 她 說 是 與 T i m 
Youngs 多番商討的結果。

每年四月在意大利舉行的烏甸尼

遠東電影節（ Udine Far East Film 
Festival ），是歐洲最大型放映亞

洲作品的電影平台。早幾年我擔

任鮮浪潮國際短片展經理時，曾

與他們合作，他們選了一些鮮浪

潮的得獎短片在當地放映，我也

協助安排導演到當地出席影展。

導演們回港後不少對這個電影節

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我也一直想

親身去感受一下，無奈過去幾年

的四月均因事務繁忙未能成行。

今年我終於有機會到訪這個位於

意大利古城的電影節，並在講座、

採訪等活動中，為有需要的香港

嘉賓擔任英語傳譯。一般而言，

大會在放映翌日才安排座談會，

比映後短短的答問環節能有更深

入的討論。與我一同擔任粵語／

英語傳譯的還有芝加哥亞洲躍動

電影展（ Asian Pop-up Cinema ）

總 監 王 曉 菲（ Soph ia  Wong-
Boccio ），我主要為《 點五步 》導

演陳志發、監製柯星沛、《 十年 》

我（中 ）與創立電影節的Sabrina Baracetti（右 ）和Thomas 

Bertacche（左 ）。

行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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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好奇，為甚麼意大利北部的

這個地方，會舉辦一個亞洲電影

的影展呢？原來烏甸尼遠東電影

節 的 起 源 與 香 港 甚 有 淵 源 。

Sabrina 本身對類型電影（ Genre 
Film ）一直興趣甚濃，她也說類型

電影一直是意大利的傳統。二十

年前的香港仍是生產類型電影的

重鎮，1997 年她來到香港進行研

究恍如「 發現新大陸 」，聯絡上一

些導演如杜琪峯等，他們也驚訝

意大利人為何會對自己的作品感

興趣。Sabrina 說：「 我們就是這

樣開始的。」時至今日，遠東電影

節 由 1999 年 至 今 已 辦 到 第 十 八

屆，今年更開始辦電影市場（ Film 
Market ）。她認為電影節也應該有

商業平台，讓這些亞洲電影有更

好的出路。

事實上與 Sabrina 這個短短十分鐘

的訪問也不易做，因為在影展期

間，Sabrina 幾乎沒有一刻是閒着

的： 放映前如有導演、演員、製

作人出席影展，她例必親自上台

介紹嘉賓出場，並請他們簡短致

辭；放映翌日會進行座談會，她亦

一定在座； 然後每晚也有交流晚

飯，邀請嘉賓們出席（我這個「員

工 」竟有幸叨陪末座！），她也會

待晚飯結束送客後才離開－－晚

飯一般到近午夜才完結，更聽聞

其中一晚大家玩樂到凌晨！

當然，這個電影節令我最難忘的，

除 了 是 S a b r i n a 與 影 展 策 劃

Thomas Bertacche 的無盡魄力之

外，就是觀眾的熱情。我相信要

凝 聚 這 一 群 觀 眾 ，殊 不 簡 單 。

十八年來，Sabrina 和她的團隊在

許多細節上，應該花了無數工夫，

才能營造出這種熾熱的氣氛。雖

然這個電影節沒有華麗的紅地氈，

放映場地也只有一個，但觀眾對

於電影熱情的能量，是其他電影

節罕有能與匹敵的。

電影節同一時間只放一部作品，

劇院內可容納上千人，但每部作

品也只會放一次。每次放映前，

劇院門外必定大排長龍；放映完畢

若果導演／監製／演員在場，觀

眾掌聲歷久不衰。大會在全場亮

燈前必先以射燈照向他們，名副

其實的讓幕後功臣也會活在鎂光燈

下，對電影製作團隊的重視可見

一斑。觀眾爭相和他們握手、索

取簽名、要求合照，甚至離場在

院外也會繼續合照和交流。

電影節也是一個讓我與其他影展策

劃交流的好機會，與熟悉香港電

影、卻又與我有着截然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討論電影，是相當有趣

的經驗，特別是電影當中有地道

的文化指涉、甚至是一種非土生

土長不能覺察的本土味道時，大

家因着文化語言的差異，帶來理

解的迥異、喜惡的差別，意見和

論點互相撞擊，於我而言，在提

升對香港電影理解的層次方面，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為此我再次

感謝大會的招待。

杜琪峯、游乃海等出席電影節開幕。 《點五步 》導演陳志發（右 ）與監製柯星沛（左 ）出席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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