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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HKinema》的主題是「經典解密」。我們嘗
試從香港及華語電影的專題跳出來，和大家一起看
看「永遠不能明白的經典電影」─當中有去年「說
影生花」放映活動的延伸文章，也有「電影評論工作
坊」的學員作品選，我同意導師之一家明的總體評
語：「水準不錯」，學員也挺有眼光，例如陳梓桓談
去年我最喜愛的（其中）一部電影《非常戇男離奇
失婚》（A Serious Man，高安兄弟真棒！），拈出不
確定（Uncertainty）這點，一矢中的。
去年底，康文署電影節目辦事處主辦了緊張大師
希治閣的回顧展。今年初，香港電影資料館會放
映薩耶哲雷的「阿培三部曲」修復拷貝。我個人認
為，Robin Wood的希治閣和「阿培三部曲」解讀始
終比較出眾，另外Dennis R. Perry的Hitchcock and

01

第十三號

篇首語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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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放完之後，還留住「男人的正義感」
張偉雄

「說影生花－影評人之選」出街時，評論學會站在節目策展

該是性情不同啩，我未感覺到代助遺世自立的一面，以他為

匾並非單方面（甚至不是）對封建之儒家當權者作諷刺，它是

愛之名的殺人罪。你可以一走了之，你可以說（謊）不再是感

和推介的一方，自不然緊張起來，好一陣才覺得真的落實。我

反時代之道而行的孤高英雄抬舉，我覺得森田芳光也未必認

代助一直藐對的忠言逆耳：我去檢閱他幾許忠於自己，發覺離

情事，友情事而已，你當然可以私奔或殉情，但最自私無情，

們要做的事情是沿途關顧，寫東西倒不成問題，不善詞令卻

同。雖然有點「奸茅」，容我此刻才去交我經典課的功課，遲

一點也不合自然。

莫不如給人家假希望：這是我現代說法的道德判詞。

要頂硬上，一直在腎上腺高企的戰兢狀態中。然而，到了電影

來的。

代助的悲劇，或他一手造成的悲劇，從來不單純是當年那一

極可能是我性情使然，忍不住猛力去逮住無能的代助，我相

代助獲知千代子死訊後，終於向平岡說出真相。真相是與平

個「男人的正義感」的決定使然，進一步的無知更讓悲劇繼續

信《其後》經得起時代的優美，不是一味批判筆觸，是森田

岡相宿相棲、經歷喜樂的妻子，心底喜歡的人居然不是他；蒙

擴展出去，就在於他不貫徹去履行這個「男人的正義感」。

芳光以不言盡的文學韻味，呈現一個時代的盲目蠢動和拖泥

放映時刻，聽到不准攝影及錄音的廣播，布幕拉開，心自然沉
著下來，腦袋放輕鬆著，身體細胞像向日葵般安靜地陸續轉
向銀幕。對於策展的影評人可能還是放心不下，那麼，就要指
望經典電影的力量了；做了這麼多，就是為了往下兩小時多雕
刻時光的純粹漫遊，當然還怕見到字幕錯亂，錯了字還好，下
一場放映還可以改，字幕錯了位投射員追得很尷尬，還有錯了
本的可能……手指打十字。此一刻，經典正在眼前閃耀，即使
看了十多遍，我們已不是有特殊地位的幫護，甚至不是影評人
了，跟慕名而來頭一次看的鄰座陌生人一樣，乖乖還原為一個
影迷。
我也慕名而來，這樣安頓好心情下，第一次看《其後》。
登徒在策展的位置上訴說著他鍾情《其後》的理由，讓我覺
得像個電影系課堂，碰上熱情的講師。他說補充一兩句，不
知不覺就多說了三十分鐘，差點令我趕不上世界盃德國對英
格蘭開賽時間；登徒實在示範了一次如何將心愛的電影擺渡
過河，由人煙杳渺的昔日殿堂帶到今天的觀眾面前。主題解
讀、影像含義，少不了對照原著，他和嘉賓講者紀陶都肯定著
代助看穿時代俗世的傲骨，置身其外不同流、不參與，孤獨一
人無聲抗議，多得登徒和紀陶的引伸閱讀；非關第一次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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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者代助以「男人的正義感」代替於他已是難於啟齒的「君子
之道」。是平岡先表白他喜歡千代子，代助遂作出「君子不奪
人所好」、「君子成人之美」這種高尚人格實踐罷，但到頭來
只是令他痛苦一生的決定。帶著閃爍其詞的況味，在「男人的
正義感」前頭代助再加上「所謂的」註腳，他自責之餘，也企
圖自嘲，對年少無知思想簡單的自己作出疏離的批評。當天企
圖迎合時代意識、符合社會傳統規範的自己，其實是幹著違
反個人心性的事情來。這個半帶懺悔的自我批評道出後，除了
嫂子外，《其後》中所有有關的男性角色，包括平岡、哥哥和
父親，沒有一個原諒他，都要與他斷絕關係；表面上又證明著
社會的陽性規範意識，無從理解代助那無法被壓抑過去的真
實情感，可是，我並不能以之延伸為一副傲骨頭以不滅愛情心
對抗家族、社會所代表的無情制約的說法。選笠智眾飾演老
父，我看來並非是森田芳光去顛覆小津安二郎的儒雅父權，
相反，他要以笠智眾形象所代表一定程度的開明，去反映代
助的人生困境，正正在於他拒絕成長，只懂與世界劃清界限，
從來不曉得去建立關係。那個「誠者天之道非人道也」的牌

為友誼好，為所愛的人好，他義不容辭一次又一次對平岡和千
代子伸出援手，雖然經濟上他也是拮据的一個。表面上發乎
情止乎禮，每次與千代子都是守禮的見面，然而，在水瓶、百
合花與榻榻米靜默的家居間，情感早已出軌著。沒有不君子
行為又如何，對於平岡，代助已經橫刀奪愛。保持距離去遠思
和近望他人妻子像個方案，根本地滿足於一己的「在」，背後
無大志無情操，並且慢慢地浮現出迂腐人性。原著千代子提出
殉情的情節被森田芳光棄用，令我更見到這個由松田優作氣

帶水。看「說影生花－影評人之選」第六個節目《心外幽情》
（The Age of Innocence）時，我內心自動去作個對比。Ellen
和Newland（米雪菲花與丹尼爾迪路易斯分飾）一响貪歡過
後，為自己謀慮，為對方著想，愛情勇氣縱使困於時代無形的
框限，到頭來是與個人真實靈魂自處的考證。當人生告一段
落，Newland來到Ellen樓下還是決定轉身離開，他心中同時萌
生著自重和自省，忽然明白，愛一個人，有時是不計距離，要放
手。

質體現出來的代助，是帶機心去設定禮度以內的往來，表面

《心外幽情》是凡俗人遺恨的頌慰語，而《其後》則顯現一種

上是真切情感的維繫，實在是出於深思熟慮的介入和操控的

失格魂魄的消磨狀。兩部經典影片，我覺得，是給戀人路上參

有條件「地下」關係，可以的話，讓它紋風不動的存留，既不君

考的兩堂課，教你日後應付得好。

子成人之美，也未有為愛奮鬥（或犧牲）的準備；這並非不息
的愛意，而是乏勇氣的依戀，沒有半點愛人的器度。千代子絕
對不甘於這狀況，那是與日俱增，心靈與肉體每日都割裂的痛
苦狀，自我中心的代助顯然沒能力察覺由他一手造成，給千
代子一個沒有出路的慢性折磨。讓我狠狠的給代助判刑：「所
謂的男人的正義感」是一種隱瞞內心真相的託辭，這是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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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戈薩的手稿》的敘事連環套與榮譽信仰
陳雲

故事 的 背 景 是 十八世 紀 的西 班 牙 的 莫 理 諾 山區（S i e r r a

《薩拉戈薩的手稿》的敘事歷時六十六日，有一百多個故事，

迷惑歸迷惑，層層故事之中，最重要的文化根基，是榮譽與血

道對方正值盛年，而且驍勇善戰。對方在一輪讓賽之後，終於

Moreno），主人翁阿芳素（Alfonse van Worden）是佛蘭德斯

內容有些哥特式（gothic）、奇幻式（picaresque），但其敘述

脈（honour and inheritance），最重要的文化衝突，是書寫與

一劍了命，給老爵士為信譽而殉生的榮譽。阿芳素屢次被宗

（Flanders）的華龍（Walloon）僱傭兵家族，要到西班牙的馬

結構，卻可謂是超現代的，是多中心的、重疊網絡式的敘事

口述（writing and telling）。阿芳素的父親在一次危難之中祈求

教裁判所的人以異教徒的嫌疑逮捕，次次都獲得秘密幫會救

德里赴任，期間遇到層層阻攔。故事裡面的主人翁，不斷遇

（concurrent narrative webs），必須從頭讀起，而且要經常從

一碗水，他發誓說，誰給他一碗水，他便改信他的神，結果給

駕，又次次使他歷險，就是要考驗他的武士勇毅，以便承繼父

到各路人物，各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主人翁也在不斷在途中做

頭讀起，以便理順敘述的次序和追查敘事人的來歷— 儘

他水飲的是伊斯蘭教團，於是他這位天主教徒便要娶伊斯蘭

親的封號。

夢，夢中的人又各自在講述故事，形成一個多中心的、幾個蜘

管這對於理解故事無甚幫助。格之以筆者有限的比較文學知

女子為妻，生下阿芳素。阿芳素的母親既是伊斯蘭教徒，伊斯

蛛網交織的真假敘事世界。故事一個接一個，如除不盡的無

識，這種敘事文學，是當時獨創的孤例，可謂空前絕後。之所

蘭教長便要阿芳素追認他的伊斯蘭血統，並且要在山洞宮殿

理數。

以空前絕後，是由於小說獨特的歷史環境，可以令這種迷幻故

之內與兩名伊斯蘭女子交合，直至生產血裔為止，然而交合彷

事發生得合情合理。

彿永無止境…。基督教與伊斯蘭可以產生一次意外的子女，卻
無法世代融合，這是弦外之音了。

玩世不恭的連環套
故事開始的時候，是敘述者在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期間
發現西班牙文的繪圖故事書，俘虜不識得西班牙文，俘虜他

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啟蒙時代，歐洲人的理性除了在本土的科

的敵軍將領翻閱之後，趣味盎然，卻將之一段一段翻譯給俘虜

學與人事上應用之外，也伸延到異族信仰、吉卜賽人、秘密幫

聽，大家讀得津津有味，敵軍的兵卒要將俘虜五花大綁，將領

會、猶太隱士的神學與密教（mysticism）、南美洲部落的奇異

竟然將之斥退。敵我不分，大家進入幾十年前的故事世界，忘

風俗等，形成理性的外延。外延的理性，有將困惑的現象列為

記了今夕何夕，迷失了自身所在。故事之中，也出現了那本故事

百科全書，條分縷析來解破的，也有將之原封不動，整體錄存

書，猶太隱士說，阿芳素可以自己寫結局的，但每次執筆的時

的，波蘭作家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的《薩拉戈

候，都被別的事情岔開……

薩的手稿》做的，是錄存，將理性遇到的困惑現象用敘述的迷

《薩拉戈薩的手稿》與《十日談》、《一千零一夜》都是講故事
的記錄，但後兩者都是聯綴式的簡單敘事（episodic stories），
故事是獨存的，雖然一個接一個講述，但可以調亂次序，選擇
而讀，也不礙理解。《十日談》的背景是中世紀的瘟疫，《一
千零一夜》是說故事的人被君王扣押，都是生命受到威脅的
狀態下講故事續命的，《薩拉戈薩的手稿》的講故事卻是敵
軍將領解讀西班牙文，向俘虜講述複雜無比的連環套的故
事，作者一開頭便有玩世不恭的解嘲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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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的異族，遺留的中世紀

宮的方式記錄下來。故事說得沒完沒了，無始無終，隱約呈現

是一般人類學家、民俗學家的通性或通病。許多人類學家到了
中年或晚年，都有一段時間患上輕微的精神病。人類學家要參
與異族文化，方便觀察，他們的精神病，其實是跨文化參與者
的人格分裂，是價值紊亂和迷惑，茫茫然不知所措而已，風俗
誌（考察筆記）寫完之後，便會自我痊癒。

爵士合夥做菲律賓的遠航貨運，後來老爵士認為生意無望而
退股，摩羅還他二百萬。誰知後來貨運生意大發利市，獲利三
倍，摩羅要以三倍的股息歸還爵士。爵士認為他既已退股，兩
無拖欠，不肯收受巨額股息，但商人卻認為投資已用來訂貨，

十八世紀是歐洲由口述時代進入書寫時代的分水嶺，也是傳

股息是合夥人有份賺的。兩家各執一詞，相持不下，竟然斷絕

統榮譽與工業理性的分水嶺。故事選擇的地點是西班牙，保

往還。後來摩羅想了一條妙計，就是設下圈套，使他的兒子戀

存歐洲中古文化之國，這些衝突的文化元素就在此地發生。

上貴族的嬌女，兩家聯姻了，兒子繼承家產，股息用作聘禮，

秘密社團和隱士密教用的方法是口傳，是面對面的、人與人

也就算歸還給爵士了，然而，爵士又將給了女兒巨額嫁妝，算

之間的權威，保證權威的是內心榮譽感，而不是訴諸文書的

是將股息歸還夫家。這是一個蛇咬尾巴（ouroboros）的信譽

法令或合約。這些人便將阿芳素到馬德里的赴任文書擱置下

連環套。

來，拉他進入口傳時代的文化世界。那裡，有很多詐騙和假
裝，沒有絕對要遵守的王法和權威，但又有令人肅然起敬的行
事責任。

一些文化價值，卻未有定論。波托茨基自身是一位旅行家和民
俗學家，通曉各地部落風俗，故事中的文化價值之迷魂陣，也

商人也講榮譽。一位猶太商人摩羅（Moro）與馬德里一位老

這些都是早期商人行事的榮譽感，只是與武士的會計觀念不
同而已。觀念有衝突，聯姻是解決的方法之一，也是最常見的
喜劇元素。兩家合夥，是沒有文書憑證的，也沒有投資合約，
靠的是口頭保證和各自的榮譽感。這是文書時代之前的事了。

蛇咬尾巴的信譽連環套
故事呈現的道德是榮譽感，顯示亂離之世的行事責任，一絲
不苟，以身殉其信譽，這是作者對口述年代的追憶了。例如一

《薩拉戈薩的手稿》的文本，唯一未有令讀者迷惑和暈眩的
地方，就在於中世紀人與人之間的信譽，這是連環套疊故事
的唯一落腳點，猶如茫茫人世的定海神針。

位老爵士誤會了途中碰撞他的僕人是匪類，拔出了劍，向他
的宗主挑戰，後來知道是一場誤會，然而劍已出鞘，就必須赴
會。對方原諒了老人家的莽撞，但決鬥是必須的，老爵士也知
5

「電影評論工作坊」優秀學員作品選
家明

影片中女性面對的羞辱可謂多層次。首先要跳出影片的敘事，

受寵幸的，惟有忍氣吞聲。每晚當別人搥足的聲音傳入耳中，

從時代大背景去看。當時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而外患不

羞辱感可謂無法躲避（打麻雀時除外）。

止。五四運動剛剛過去不久。頌蓮有否參與抗議？我們不知
道。但她作為大學生，必定享受到比較自由的學術氣氛，甚至

頌蓮很快發現，最大的屈辱是沒法生男丁。只有男丁能接受教
育，承繼父業，反過來確立姨太的地位。整個姨太太圈子的政

電影評論工作坊舉行了兩次，每次四節，四位導師鄭政恆、

明口味港式；有人詮釋影片的象徵含義，道理說得頭頭是道；

戀愛（影片中的笛子是很明顯的暗示）。可惜在這個晦暗不明

小偉、登徒及我從不同方向探討影評寫作。在最後一節前，

也有人評析早陣子的話題影片《潛行凶間》，看了兩次才敢下

的大時代，她必定感受到國家人民的苦難和屈辱。

學員須呈交一篇約千字的影評作交流。本來的想法是學員

筆。不少人在文章中提及電影的手法，從敘事、剪接或色彩元

看同一部首輪影片，這樣可突顯不同的觀點，選首輪片的目

素（碰巧兩次都有人寫張藝謀早年的影片，見《大紅燈籠高

如果國家的苦難不是個人問題，那麼父親的死呢？生意失敗

男丁，對頌蓮其實沒甚麼敵意，何況跟高醫生也有一手，但最

的是把「看電影」規範在「影院」內。後來發現學員未必熱

高掛》一文），看看技巧如何令一部影片更有看頭。

後，她父親不久就過身。對頌蓮來說，生活迫人，屈辱就在眼

後被老爺知道並且吊死。二姨太不幸只生了個女兒，而且色相

前，她只好聽從繼母的哀求，嫁了給這個陳老爺。

漸衰。她表面慈眉善貌，其實心狠手辣，利用丫環對付頌蓮。

衷，有些因為事忙無暇進影院，有些不大喜歡指定的影片。
到了九月第二次工作坊，乾脆由學員自選影片，新舊中外皆
可。
八、九月兩次工作坊，我合共收到十五篇影評，說實話水準不
錯，文句基本暢順。有學員寫自己最喜愛的影片，侃侃而談；
有人比較作者系列，說明新作如何異曲同工（見高安兄弟一
文）；有人試從平庸的電影發掘趣味，更以茶餐廳作譬喻，說

學員來稿時，亦在電郵中提出一些寫影評的問題，比如從自
己的印象出發可以嗎？主觀與客觀如何平衝？影評一定要包

這場出嫁，又是另一個羞辱。進了陳家宅門，一面刻着金色大

括故事簡介？影評人要看很多電影嗎？影評的未來怎樣？……

字書法的大牆，令她的身影顯得更加孤伶。金色代表財富，書

在最後一節我們約略探討，這裡不贅；事實上我們可以不斷

法代表學問。兩者放在一起，把她這個有學問但窮困的大學

問下去，給喜歡電影，關注影評生態，甚至有意加入影評人行

生比下去。沒有歡慶，沒有爆竹，沒有喜宴，甚至幾乎沒有人

列的朋友加入討論。

招呼她，只有一個老僕人和很不友善的丫環。

兩次短暫的工作坊，謹以幾篇較優秀的學員文章作一總結。

新婚十天後，頌蓮才知道姨太太每天都要集合，等待陳老爺

黎偉廷

羞辱，可幸她生了個長子。三姨太醋勁十足，但她也生了一個

在這情況下，加上久久沒法生子，頌蓮很快也變得暴戾，後來
竟然要假裝懷孕來換取寵幸，結果被識穿，被重罰獨守閨房。
大宅之內，禮儀周周，是禮儀維繫人的感情，還是人為禮儀而
活？妻妾成群，那一個沒有瘋？其實好像一個也沒有。燈籠注
定要搬走，只是遲早問題。
註：Nancy Chodorow, The Enemy Outside: Thoughts On The Psychodynamics

當眾宣佈當晚寵幸誰人。這是一場恩寵和羞辱的「公審」。不

誰搬走了她的燈籠？《大紅燈籠高高掛》的
禮儀奏鳴曲

治生態，可以說由此帶動：大姨太每天都要忍受不被寵幸的

Of Extreme Violence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Men And Masculinity 一文, 收錄在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書中,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edited by Judith K. Gardiner（2002年）: 頁235-260

誰人有權上座，誰坐那個位置，誰人點菜，統統都有規矩。
相反麻雀檯就自由得多。這裡男女可以平起平坐，沒有誰比
誰大。連傳入耳中的搥足聲也不會引起正在打牌的姨太太妒
忌。一邊是禮儀的角力場，另一邊是逃避禮儀的一小片伊甸

高安兄弟 uncertainty 再進一步
陳梓桓

園。兩者映襯出一幅令人窒息的大宅圖譜。
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改編自1990年蘇
童的小說《妻妾成群》。電影背景是中國混亂的1920年代。十
九歲的女大學生頌蓮（鞏俐飾），在父親去世後，被迫嫁給一

由《血迷宮》（The Blood Simple）開始，到表述得較為淺白的《綠帽離奇勒索》

誰搬走了她的燈籠？

Old Man）和《CIA光碟離奇失竊案》（Burn After Reading），uncertainty一直是

個姓陳的富有人家作四姨太。這裡我想先看看張藝謀所描繪

這問題是指姨太太不受寵幸，尤其是最後被終身「封燈」的

高安兄弟電影的motif，高安兄弟深入地對角色命運作出探討，他鏡頭下描繪的角

的這個禮儀世界，再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探究年青標緻的頌

頌蓮。答案很明顯，是姨太太們的丈夫陳老爺。更正確地說，

色，不難找到一連串的人物與命運上的共通點。「The more you look at it, the less

蓮，為何這麼快變得像其他姨太太一樣陰沉險惡？

是受陳老爺命令的家丁們。「封燈」行動，固然合乎陳宅禮

you really know. 」《綠帽離奇勒索》中的律師費迪提過的的不確定論（Uncertainty

儀。但如果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去看，可以得到一個更立體的

Principle），貫徹始終地解釋着高安式主角的命運—以為已經或可以了解和掌握

圖像。

一切的主角，最終在不確定的命運下迷失。新作《非常戇男離奇失婚》（ A Serious

禮儀奏鳴曲─桌上「禮儀」
陳家大宅禮儀繁多，令人窒息。張藝謀充分利用電影的特性，
用影像和聲音構造了一個貌似民初中國，其實頗為超現實的
世界。影像方面，和周遭的冷藍色調相比，橙紅色的燈籠自然
顯得份外宜人；聲音方面，搥足的清脆節奏，像一首敲擊樂
章，傳遍大宅。姨太太得到這些「禮遇」，看似令人羨慕。觀眾
很快就知道，這些「禮」都不過是「儀」式，沒有人性，只有程
序。

開創心理分析這門學問的佛洛伊德（Freud）對人性中侵略行

Man）的主角Larry也同樣很uncertain 地面對這種命運。

為（aggression）的原因有所研究。他認為這是動物天性，與

Larry是一個猶太物理教授，在故事中面對家庭（妻子要離婚）和事業（終身教職的

生俱來。另一個心理分析家南西查德羅(Nancy Chodorow)反

申請、學生的賄賂、經濟上的困難）的種種問題，特別在妻子要離婚的問題上，他始

對這種說法，認為人的侵略行為其實由外來威脅所誘發（註）

終不能弄清楚因果，在一種物理教授的信條（找答案）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的教

。例如暴力就是一種外來威脅。更加常見的是「羞辱」。我們

訓（要做個serious

每天都可能在言語（包括身體語言）上得罪人或者被人得罪。

父親解釋賄金時用的一個字）尋找答案。最後當然他沒有弄清因果，勉強地接受了

查德羅舉了一個例子，人人都會明白，就是希特拉如何利用德

mystery。

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敗仗的羞辱來作為發展納粹主義的
餐桌和麻雀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餐桌最重視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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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Who Wasn’t There），再到近作《二百萬奪命奇案》（No Country For

強大動力。

man）的驅使下，他努力地為這種mystery（韓國學生Clive和其

從Larry約見的Junior Rabbi（拉比是猶太人中的一個特別階層，是老師的意思，智
7

者的象徵）到「高呢」一點的Rabbi Nachtner，到後來兒子
Danny見的，人人所稱頌的老智者Rabbi Marshak的話語，
我們更確實地了解到「The moreyou look at it, the less you
really know.」Junior Rabbi嘗試用perceptio的解釋讓Larry放
開心胸，但當然說不對嘴；Rabbi Nachtner說了個沒有結論的
牙醫的故事；Rabbi Marshak沒有接見Larry，也只跟Danny說
了幾個樂隊成員的名字。這不是知識和階級上的反比，而是
愈有知識和經歷的人，愈知道自己在命運下的無能為力，愈是
接受mystery，也知道愈是解釋不了世界，講多無謂。Larry的
哥哥Arthur，是個大聰明若大笨蛋的人，和老Rabbi不同，他努
力去寫一本notes試圖解釋世界所有定律，但他的聰明總為他

《潛行凶間》─電影與夢境的組合

引來大禍（如和人賭博贏錢引來警察捉拿），也令他每天痛苦

阿艾

地生活着，這或許就是他要笨下去的原因。
高安兄弟主題上繼續他一貫作風，但在講故事上就有一點

《潛行凶間》(Inception)故事主人翁Dom Cobb是一名神

趣味性的改變，以更配合他的母題。以住高安兄弟電影多以

偷。他專門趁目標人物在睡夢狀態時，潛入夢境盜取機密資

觀眾比電影角色知道得更多，即希治閣崇尚的那一種講故

料。Dom的技術使他能活躍於商界的間諜活動，也令他失去

事方法，明顯例子有《血迷宮》（Frances

McDormand的角

所愛，成為國際逃犯。Dom接受了一項新任務：潛入目標人物

色都最後也不知來龍去脈），《CIA光碟離奇失竊案》（角色

的深層潛意識中，植入一個意念。如果成功，他便能重返家

們錯縱複雜的因果關係，CIA高層都不清不楚），觀眾在全知

園。但是，這項任務，危機四伏，困難重重。這套電影涉及夢

（omniscient）下去審視電影角色的命運發展，從而出現了驚

境，又有不少動作場面，視覺特效大派用場。

心動魄和黑色幽默等高安兄弟電影的常有元素。《非常戇男
離奇失婚》與前作大為不同的便是在說故事上，導演不再讓
觀眾很certain地了解故事的發展，角色的命運，反而用一種

及需要目標人物，有身處現實的感覺，畫面不能只顧虛幻。
真實與夢幻正式對碰：看似平常的城市，可以對接起來，上
題之處，一顆小小的陀螺轉呀轉呀，掀動着觀眾的心思：這表

止的層層影像；Dom站在其中，望着重重倒影，可知自身是哪

示Dom在現實，還是在夢境？觀眾們講來講去，帶出茶餘飯後

一層意識的投射？在夢境中甚麼界限、上下左右，沒甚麼客觀

不少話題。

準則，純粹由主觀立場斷定。

路上的車輛在他身旁駛過。這比哈利波特電影系列中，倫敦

但是，影片有一個清晰完滿的句號嗎？還是有一堆令人費解

沒有時間、空間等規律約束的，不只是夢境。弔詭的是這也是

King’s Cross車站的9又3/4月台更為震撼。這裡不需大費

的問號？在一重又一重的娛樂之中，究竟還有甚麼？在影片

電影的特色。例如，這個鏡頭裡的是日本夜晚，下一個鏡頭可

周章，調配甚麼變身藥，Eames已是Peter了。魔法！？相形見

中，Paradox（字幕譯矛盾空間）以看似向下卻是向上的樓梯

以是巴黎清晨。電影影像的播放與夢境的影像，有異曲同工

當看到Danny的over the shoulder面對着龍捲風，直接跳

絀……一間平常的酒店，上演了一幕很不簡單的動作場面。當

作比擬，甚有荷蘭畫家M.C. Escher作品中那份似是而非的感

之妙。難怪電影行業有夢工場之稱。《潛行凶間》營建了一個

到 c re d i t時，觀 眾都留有一大問號（也許不同於《潛 行凶

年Wachowski Brothers的電影《二十世紀殺人網絡》（The

覺。Escher其中之一項作品便是Paradox Staircase。《潛行凶

迷宮，並加入了一些既相對又似是而非的夢幻情節。電影裡一

間》[Inception] 或《不赦島》[Shutter Island] 的那種open

Matrix），影片中Trinity由地面走上牆壁去作出攻擊，動作有

間》處處充斥着這種矛盾相對的概念：Dom說他把「死亡能

層又一層的空間，就像一環套一環的圓型迷宮，豈會讓人簡單

ending，因為《非常戇男離奇失婚》的ending沒有給觀眾

型有格，已覺她是能人所不能。這裡來個三百六十度的旋轉

從夢中醒來」這概念植入Mal的意識中，導致她以死亡去返回

走出？電影中那些是角色的遭遇，那些是他們的夢境，不是三

很 大的討論空間，e n d i ng反而是另一個u n ce r ta i nt y的開

走廊交戰，之後又來個《2001太空漫遊》（2001:

Space

現實。Dom在凌亂的酒店房地上破碎的玻璃杯旁，發現一個

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這個夢幻迷宮，玩味十足，實是有趣。

始，uncertainties still go on）。所以我說高安兄弟在其新作

Odyssey）般的景況。平實的酒店，漆上一份太空站的感覺。

小小的陀螺圖騰，而Mal在對面跳窗自殺。Dom說這個圖騰可

上有驚喜的原因，是因為不止是電影中的角色，連觀眾也經

鏡頭一轉，在白皚皚的山巒上，展開一幕《鐵金剛勇破雪山

以分辨「現實」和「夢境」，而這圖騰方法是Mal提出的。若然

歷了一場uncertain的觀影經驗，觀眾看完電影後，也不明不

堡》(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式的追逐戰。這裡

是這樣，為何Mal不用圖騰求證？Dom說Mal不能分辨「現實」

白的要接受mystery了。

Dom 會再遇見那位神出鬼沒、洞悉他一切計劃、比起占士邦

和「夢境」。在夢境中找到Mal時，她反過來說他一直在夢中，

任何敵人都難纏的對手─Dom的太太（Mal）。電影尾聲，

所以不時被人追捕。Mal（Dom潛意識的投射）在質疑Dom自

角色們要在時限內、層層緊扣的夢境中醒來，就像火車扣着一

己。Dom把不受控的火車投射入夢境。那麼圖騰真的可順着

卡卡的車廂到站，進入劇情高峰。影片最後一個鏡頭更是話

他的意，在夢裡不停旋轉？正如兩面相對的鏡子，反映出無休

限制型敘述（restricted），寫信給學校委員會批評Larry的是
誰？Danny 被沒收了的唱片機（是唱片機嗎？）去了那裡？最明
顯和最挑戰觀眾期望的就是結尾，沒有resolve，導演拋出了幾
個新的問號，Danny得回了唱片機，龍捲風卻來勢洶洶，Larry
接受了mystery（賄金）解決了經濟問題，也獲得終身教職的申
請，醫生卻打來似乎要告訴他一個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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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世界裡的影像素來可以天馬行空，但此套影片劇情題

下左右純粹由主觀視點所斷定……兩面相對的大鏡子，反映
出無窮無盡的影像，那個是哪一個的反照已無從稽考……下
着雨的鬧市街頭，Dom駕駛着汽車。此時，一輛火車推開馬

A

電影一開始，Dom與Saito見面時，他凝望桌面上的圖騰。一
個大特寫鏡頭，只有那個不斷旋轉的小小圖騰。電影裡，Dom
說這個圖騰能分辨「現實」和「夢境」……電影結束時，始作
俑者Dom在桌面上轉動那個圖騰。此時，孩子們呼喚着他走
了過來。Dom頭也不回地往屋外去，留下那個不停旋轉卻又
似乎搖搖欲墜的圖騰，像對觀眾開了一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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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大師的「抒情」─我最心愛的希治閣影片
李歐梵

編者向我約稿，寫一篇有關希治閣文章。在眾多影評高手面

外景取自加拿大的魁北克（Quebec），是一個說法文的天主

與倫比。這位大師顯然對彩色攝影深有

前，我不敢獻醜，只能從一個影迷的主觀角度略書己見。

教城市，而片中主角就是一個神父。我覺得蒙哥馬利克里夫

研究，畫面之美簡直和水彩畫一樣，每一

（Montgomery Clift）把這個角色演絕了。他在遁入空門前曾

景都是精心營造的，一絲不苟，而且在構

有一段戀情，而偏偏又接受了一個兇手的告解，但不能洩露真

圖上達到一種空間的平衡，和片中人物心

相，自己反而被懷疑是兇手。我認為希治閣的手法在此片中

理的不平衡恰成對比。而把這種對比連成

是反高潮的，並不特意製造懸宕，卻處處不忘以黑白片的攝影

一氣─變成一個「情痴」主題─就是

技術表現這個宗教城市的街景和氣氛─它是一個古老的城

Bernard Herrmann的音樂。這位影壇的名作曲家出類拔萃，與

《美人計》中的奸人克勞德雷恩斯（Claude Rains）的造型和美

市，似乎現代世界遺忘了。這種氣氛恰可「懷舊」，勾劃出神父

希治閣合作多次（包括最著名的《觸目驚心》[psycho]，此片我

臣在《奪魄驚魂》中如出一轍，也是希治閣中期影片的特色之

希治閣一向被譽為「緊張大師」，是製造懸念的高手，他又是玩

當年的一段不了情，過往的回憶從現今的陰影中湧現出來，顯

反而不太喜歡）。為了欣賞畫面和聽音樂，我不惜購買此片的所

一（晚期的作品中歹角就有點猙獰了）。然而他對英格烈褒曼

弄攝影技巧的巨匠，不少電影學者往往更從心理角度探討他對

得特別溫暖。內中男女主角在郊外避雨，一夜溫情（而未及於

有版本─從VCD到DVD，現在正在找藍光碟，值得珍藏。

（Ingrid Bergman）的情痴幾乎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而格蘭演

於女人─特別是金髮碧眼─的特殊心理，卻似乎沒有太多

亂）的戲，令我這個當年剛演二十歲的大學生感動不已，幾十

人研究他的抒情手法。

年後重看，依然感動，至今我還記得片中「畫外聲」的主題音

我幾乎看過所有希治閣的影片（少數他早期在英國拍的不
算）。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從書架上取出四部自己最喜歡的
作品：《奪魄驚魂》（North by Northwest，1959）、《迷魂記》
（Vertigo，1958）、《懺情記》（I confess，1953）和《美人計》
（Notorious，1946）。為甚麼我獨鍾這四部戲？

抒情（Lyricism）也是一種電影的敘事手法，它不僅講一個愛情

少結尾男女終成眷屬（片尾火車進山洞一場的象徵意義盡人皆
知）。但情痴者卻是女主角伊娃瑪麗仙（Eva Marie Saint）飾演

故事，而且知道如何推動氣氛，製造情緒。一般來說，抒情片的

《迷魂記》堪稱希治閣的抒情傑作。初看時我意亂情迷，金露

的金髮女間諜─聯邦調查局（FBI）的臥底密探。她為甚麼

節奏較為緩慢，在剪接技巧上沒有突兀的跳接，而以「溶入溶

華（Kim Novak）的金髮髮型，成了我魂牽夢縈的對象！自己當

如此迷戀加利格蘭（Cary Grant）？故事卻沒有交待，也不必交

出」、「淡入淡出」為主，演員則必須全神貫注或全情投入。最

然完全認同占士史都華（James Stewart）飾演的角色。這是一

待，芝加哥旅館中那場戲足夠了，她默默含情的眼神，在前段

重要的是片中對於男女戀情關係的描寫，不能注入暴力，而更

個「Study in obsession」，而這種「情痴」，又使他陷入一個騙

餐車對話中的一場戲早已有了暗示，後來則順理成章，彌補了

重內心感情的微妙波動。

局而不能自拔。因此觀眾和男主角一樣，完全被玩弄在故事和

情節的不足。

這一切可能和我的文學專業有關。用淺顯的比喻來說，就是從
散文式的敘事中感受到一股詩意─特別是抒情詩。且容我稍
作演繹。
《懺情記》被公認為希治閣的「小品」，並不出色，也沒有太
多高潮，然而為甚麼我那麼喜歡？看過的人一定知道，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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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奪魄驚魂》表面看來和《迷魂記》截然相反，喜劇收場，至

導演的指掌之中。妙的是片中的兩大高潮─一在片子中段，
一在片尾─地點又是一個教堂！宗教（天主教）在此變成一
個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和《懺情記》異曲同工，但婉轉得多。

片中另一個情痴則是占士美臣（James Mason）飾演的奸人，
他溫文爾雅，情欲全壓抑下來了。但拍賣場中他隨手撫摸女主
角頸的那場戲，卻展露無遺，是導演刻意安排的，用意十分明

多次重看此片之後，我發現希治閣用的也是一個和《懺情記》

顯：她就是他的玩物。片中的這個三角關係為一波波的高潮鋪

類似的方式，但節奏更緩慢，三藩市的街景在片中當然美得無

墊了一個抒情的背景。

的還是格蘭，只不過他和褒曼在前段的調情戲更有風格而已。
全片更是一種抒情風格的展現，表面上是間諜鬥智，實際上卻
是糾纏不清的情愛關係。希治閣遇到好編劇家（如此片的 Ben
Hecht）會比較尊重「原著」情節，但其後期作品劇本皆不甚理

想，所以導演故意展示「噱頭」，如《鳥》（The Birds，1963）中
鳥群的突襲或《奪命狂兇》（Frenzy，1972）開頭一鏡到底的長
鏡頭，但抒情意味已蕩然無存─《艷賊》（Marnie，1964）中
的金髮尤物（希治閣甚為器重的Tippi Herden）已無甚風情，與
《迷魂記》中的金露華有天淵之別。我不太喜歡希治閣1960年
以後的作品，就是因為其驚險有餘而抒情的韻味不足。
也許我自己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浪漫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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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治閣的死後與前生
陳嘉銘

間諜自獄中逃出，打算接過妻兒，遠走高飛；可追捕他的

事實是，追隨希翁的人極多，法國的杜魯福與查布洛就可

（1959）的微型膠片，無關痛癢而不用由故事解釋其重要

戒，關困於犯人牢房，以至感覺無辜，至長大對含冤者故事

人，捷足先登，巧遇他的妻子，更與她相戀。間諜從後趕

謂非常投入的一員，像前者由評論到與希翁訪談的結集，

性─當下導演，不少或因迷戀希翁所拍的鏡頭，以至失

的身同感受，而長拍類近題材等等。這些包裝，令他被視作

上，擄走兒子；追捕他的人，亦從後而來，要救出孩子，再把

以至後者的電影學術分析，而再把技法應用到自身作品。

之希翁式的懸念與不解，也就製造不了無因的茫然，而他

大師之位，更形鞏固。

他殺死。誤打與追逐，教兩人在芬蘭的小島，亡命撕殺，可

杜魯福的《射殺鋼琴師》（Shoot the Piano Player，1960）

的作品以及功架之難被再造，正在於此。

都因島嶼長滿高過人頭的蘆葦，教他們視線模糊，越是奔

或《蛇蠍夜合花》（Mississippi Mermaid，1969），就是他

走，相距越遠，最後雙雙迷途。

多番以「如果希翁來拍這個鏡頭，將會如何」等考慮，築起

希治閣在1977年接受英國電影雜誌《Sight and Sound》
的 訪 問 時 透 露，他 正 準 備 開 拍 的《 春 宵 苦 短 》（ T h e
Short Night），將會有無盡的蘆葦曠野，讓人已在聯想，結

局會是觀眾可見的俯瞰鏡頭，看到兩個男人在葦林中載奔
載逃，卻又想把對方殺死的繃緊神經。不過電影未有拍下，
希翁便已在1980年辭世，留下沒有成形的鏡頭想像。
不過這組鏡頭，卻又不其然令人聯想，那是頗像希翁的預
言與回溯─預言，是因為追隨他的後人，的確像從後而
來的追捕者，然而在致敬與模仿間，都已視線模糊，越走
越遠；回溯，是因為希翁或者從追捕者的想像裡，看到自己
的路徑，亦深知那是鏡子的疊影：兩個自己，其一會是聲名
昭彰，可走向另一方，會是如失蹤的消聲匿跡。
死後與前生，原來就在預言與回溯中，看出端倪。

預言：希翁難求？
以作者論言說希翁，已見幾十年的文獻累積，為其所開拓
的懸念技巧、無辜人物、金髮女郎等等象徵，以至陰謀與
反陰謀，正常與失常的命題，作為電影經典指標。這些指
標，亦往往令論者每見有電影包含懸疑元素，就很自然的
想及希翁，更偶爾相提並論，附會生色。今年馬田史高西斯
的《不赦島》，及波蘭斯基的《影子滅殺令》，亦先後由導
演受訪而談及希翁，說有意仿傚他的作品，製造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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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而查布洛更似要圍著希翁的電影主題兜圈，把兇殺

免，而電影公司亦深明如能為導演製造名聲，他的為人熟

回溯：希翁可造？

與欺瞞等人物行為派上用場，如常被提及的《一箭雙鵰》

是故說追隨者，有如另走岔路的追捕者，實不為過，因他

（Les Biches，1969）─可是，查布洛或都視人性本惡，

們或都捕捉及個人的導演仕途，可那都成不了如希翁的光

而認為凡人皆有罪孽，要以電影呈現；至於希翁的電影人

芒。那就難怪美國電影學者Joe McElhaney要以題為《The

物，可大都不白含冤，如《海角擒兇》（1942）、《擒兇記》

Death of Classical Cinema》（2006）的論著，討論弗立茲

（1956）及《伸冤記》（1956）的主角，都因被判有罪而失

朗、文生明尼利及希翁的經典作法，在面對現代主義電

神。

影發展下的衝擊，說他們的經典難再。不過那個對「經

撇除以戲謔為模仿（也失之致敬）的作品─比如梅爾．布
祿士的《緊張大師》（High Anxiety，1977）及哥連斯．赫金

上世紀中美國電影工業仍見保守，以至慣常審查亦在所難

典」的指向，則純粹出自對電影 技 法的解說，可另一面

知，或可成為逃過審查，以至令觀眾自動買票入座的保證；
如此一說，就更可解釋為何自《房客》（1926）開始，希翁
都會現身銀幕，匆匆而過，像簽名式樣般叫人欣喜，而他的
肥胖外觀，亦成了自我幽默的暗示，要人在他的懸疑電影
裡，看到他如上帝之手，惹人驚悚，也逗人發笑。這也製造
了他的威力，而教人在他的宣傳下，乖乖準時入場觀看《觸
目驚心》，至離場後隻字不提，以免未觀看的人知道結局，
削弱趣味。

向，或會是希翁的導演 之 路，原來都是一次經典的「商
標化（branding）」個案。

小結

魂記》（1958）及《觸目驚心》（1960）等情節與鏡頭─

擅寫電影工業人物分析的美國電影學者 Robert Kapsis，

正如希翁所言，他的電影「一定要可信，卻要非比尋常；要

或者白賴仁迪龐馬就更想忠於希翁，由鏡頭與細節，都

就曾以《Hitchcock: The Making of a Reputation》（1992）

富戲劇性，卻要貼近生活」，以至他未在當紅之前，已為自

想在《凶靈》（Carrie，1976）與《剃刀邊緣》（Dress to

一書，展示希翁如「前生」般，未被讚譽以至成為明星導演

己想像出非比尋常，卻又貼近生活的「爆破」。在上世紀四

Kill，1980）再現希翁的驚嚇營造，可都或只留於外在的

的過程。作者直言，希翁作品雖好，可都必然要以宣傳手

十年代前，希翁或者一直都如旁觀者般，看著自己如入葦

鏡頭上，如長鏡頭，音樂與剪接等奇觀。

法，把導演以商品的姿態，經過包裝而跟作品同步推出，才

林的路途，亦深知一剎的轉念，或者早會迷途，又或會在出

會事半功倍。而真實是，即使由希翁初拍電影至上世紀三

路扶搖直上，只看當下自己作為命途的開拓者，如何隨心而

十年代，在還未到荷里活發展之前，已見廿多部作品，而

行。當然，事後論之，他並不如自己的後來追隨者般，離開

其中亦自《房客》（1926）、《敲詐》（1929）及《國防大機

了自己的身影，相反，他走在自己的前頭，捕獲了屬於自己

密》（1935）等逐步建立心理懸疑與犯罪陰謀等取材，如

的大道。

斯的《傻妹闖七關》（Foul Play，1978）等，都刻意玩弄《迷

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2004年曾以題
為《Is there a proper way to remake Hitchcock films?》（收於
《Hitchcock: Past and Future》），用沒有中譯的「sinthom」
一字，說希翁電影內有含意，卻不必然有清楚解釋；這個
字，出自拉康討論的「symptom」，就如病徵，卻未必有病
因。可追隨希翁的後來者，卻都在荷里活的主流劇本創作
裡，認為人物行之有因，也就未必大膽如希翁般製造「麥
高芬」─意謂本著引領劇情的重要之物，如《奪魄驚魂》

自立門派，可其「緊張大師」之位，要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
─足有三十年後，才告生成。究其原因，其一會是法國影
評界，如杜魯福的頌揚，而其二就會是當年以至今天─
希翁死後的三十年，仍未止息地把他的過去，由學院以至

《春宵苦短》縱沒有被拍下來，可兩個人物的掠影，被希翁
徐徐道來，倒已盡見他死後與前生的林林種種；箇中非比
尋常，行如戲劇，所看到的，就是緊張大師的佈局，除卻電
影，原來更牽繫人生。

DVD 的包裝出版，都一一揭露：比如他小時如何被父親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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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治閣與愛倫坡
文∕Dennis R. Perry
譯∕蕭恒

在這首本討論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與希治閣（Alfred

的重要關聯，並簡述愛倫坡的《我發現了》，說明它如何反

了三分之二的精力，寫好後則是三分之一；但我將來、現在

（J. B. Priestley）等，但希治閣卻暗示愛倫坡對他異常重

Hitchcock）美學關係的專著中，我嘗試探索愛倫坡對「希

映兩人美學的相通之處，特別是就著昇華的概念而論。

也不會拍攝他寫在劇本上文字以外的任何東西，我指的是

要，使他渴望述說某類故事：「非常可能，我因為十分喜愛

道出故事的電影手法─他怎麼曉得？至於《奪魄驚魂》

愛倫坡的故事，所以開始製作懸疑電影。」愛倫坡對於希

（North by Northwest），雷曼（Ernie Lehman）更一整年不

治閣的影響似乎於希治閣十六歲時開始萌芽，這名居於倫

讓我離開辦公室。每個鏡頭、每一場戲，我都得和他一起，

敦東部的少年，對於備受困擾的美國作家有著情感上的認

因為那根本不是他的東西。

同與連繫：「我首先隨意讀到他的傳記，他生命裡的憂愁令

治閣風格」許多方面的重要影響。這裡「影響」一詞用得
不很嚴謹，我也意識到對此的研究極富爭議。正如德沃托
（Bernard De Voto）曾俏皮地說：「尋源探本是最徒勞無功
的文學事業。」「相似」可能比「影響」要貼切一些，因為希
治閣的作品與愛倫坡明顯有類近之處，縱使我們不清楚箇

在 美學的討 論上 處 於對 等位 置，我 會引用電 影作者論
（auteurist）的觀點，說明希治閣主導了其電影背後的創作
力量，將他界定為與愛倫坡一樣的作者。雖然編劇、攝影
師、配樂作曲家等人均有重要貢獻，而希治閣也曾於不同

希治閣除了有教人驚嘆的連貫風格，在其大部份的導演生

的大製片廠工作，但他總能將個人創作特徵加進電影，他

涯中，他也有權作出重大的製作決定，儘管他在不斷嘗試

的名字已成為一種獨特懸疑驚慄片的同義詞，他的風格與

各種電影實驗。有時候他選擇拍攝的東西在某些方面受到

他在電影中的客串角色一樣容易辨認。據斯特里德（David

愛倫坡的影響，但他去選擇也正正顯示出他對作品有著如

Sterritt）所言：「一如所有著名導演，他將合作夥伴的才能

作者般的控制。伍德（Robin Wood）的論點非常合理：「要

和所處時代的節奏，注入一套連貫的、由他深厚本能主導

完整地論述希治閣任何一齣偉大的作品，必須將之視為一

從早年的閱讀經驗開始，希治閣有意無意地繼續從愛倫坡

的敘事∕美學模式之中。」舉例來說，討論他與攝影師的關

個複雜網絡的產物，由各種影響、製作條件、合作關係、快

的故事中汲取靈感，最重要的他繼承了愛倫坡精確掌握觀

係時，希治閣表明：「攝影師對我有足夠瞭解，知道我想要

樂事情等交織而成。在這個網絡的中央就是─也必然是

眾情緒反應的敘事手法，而「昇華」（the sublime）正是當中

甚麼─遇有疑問，我會畫一個長方形，再將鏡頭畫出。」

─一個獨特的創作人。」簡而言之，希治閣乃其電影的作

的關鍵概念：同時經歷喜悅與恐懼，這是兩人敘事風格的

有時候他也會從合作夥伴身上取得想要的東西，不過這個

者，因此他能與作為說書人的愛倫坡平起平坐。

特徵。希治閣閱讀愛倫坡作品時發現「……當人們肯定安全

例外情況也弔詭地印證了斯特里德指出的定律。希治閣大

時，懼怕是一種他們喜歡的感受。」《我發現了》（Eureka）

部份作品，他都是自開始已親力親為參與，他這樣向博格

是愛倫坡運用昇華以及意象與結構的範本，本書也將之用

丹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解釋其工作方法：

中原因。希治閣年少時曾閱讀大量愛倫坡的著作，他更明
言：「我並無高攀之意，但卻不能自已地將自己的電影與愛
倫坡的故事作比較：向讀者講述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卻
用上幻覺般的邏輯，令人覺得故事不日就可能發生在自己
身上。」

作組織和詮釋的隱喻，通過它來檢視希治閣如何在電影中
同時成為愛倫坡的信徒與異端。說到底，正如杜歇（Jean
Douchet）肯定：「難道倒置不是導演最喜愛的系統嗎？」在

這篇導論中，我將從正反角度去檢視愛倫坡與希治閣之間
16

比 較導演 與作家，必 然 產 生「適切」的問題。要 使兩人

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十分同情他，儘管他才華出眾，卻老是
不快樂。」希治閣本人也是個孤獨的男孩子，他開始迷上愛
倫坡的故事，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與慰藉，這種享受正是
浪漫青春的特質：「當我從工作的辦公室回來，我便快步走
進房間，拿起平裝本的愛倫坡《怪異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開始閱讀。」每天點滴吸收愛

倫坡的作品，是希治閣創作生涯的真正起源。閱讀愛倫坡
的作品似乎教曉他如何敘事和敘甚麼事的重要原則：「我
仍然記得當我讀完了〈莫爾格街凶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的感受。我感到懼怕，但這種懼怕事實上

令我發現了一些我自此從未忘記的東西。你看，當人們肯
斯特里德給出了進行這種研究的其中一項理由，他發現希

定安全時，懼怕是一種他們喜歡的感受。」

治閣的年表裡，沒有甚麼事件似是他的靈感來源，或指出
為何他的靈感得以發展。「因此變得更有需要辨識和評估

我與 [編劇] 一同工作多個星期，他會摘錄筆記。我也會向

來自他人的力量，儘管他熱衷於親自操控，這種力量卻體

美術指導形容畫面。《艷賊》（Marnie）的畫面設計經已全

現於他的作品中。」其他影響希治閣的文學作品包括狄更

部完成，但電影還未有對白。我想，他在下筆之前我投放

斯（Charles Dickens）、巴肯（John Buchan）和普里斯特利

希治閣可能不察覺他與愛倫坡在〈湖〉一詩展示的感情相
呼應：「然而那種恐怖並不嚇人，∕而是無限歡樂」。歸根結
底，這種「昇華」的矛盾、這種雙重的視野滲透著希治閣所
有作品，其來源似乎正是閱讀愛倫坡的經驗。

17

絲〉（Berenice）和〈麗姬亞〉（Ligeia）；希治閣則將《國

年紐約大學舉行了紀念希治閣百歲冥壽的會議，會議總

一如前人，將愛倫坡的影響納入成為一切創意泉源的無意

防大機密》（The 39 Steps，1935）更新成為《海角擒兇》

監愛倫（Richard Allen）在指出，研究希治閣的學者可以分

識地帶之中，從而將愛倫坡的影響減到最少：「一般而言，

（Saboteur，1942）和《奪魄驚魂》（1959）。兩位說書人

為兩類：第一類強調希治閣的喜劇成份，另一類則「強調

小說、畫作、音樂以至所有藝術作品構成了我們的知性文

都擁有自我意識和自我反思，愛倫坡會在〈威廉威爾森〉

希治閣世界裡的陰暗面，以及他和愛倫坡、波特萊爾和表

化，我們無法從中離開─即使我們想這麼做！」如果希治

（William Wilson）中道出他於英國的求學日子，希治閣也透

現主義的關連。」一如所料，最初提出要分析愛倫坡如何

閣自相矛盾地同時表明和否定他與愛倫坡的聯繫，那麼他

過塑造《迷魂記》（Vertigo）的女角尋索自己的個人喜好。

影響希治閣作品的，是法國影評人盧馬（Eric

Rohmer）和

也一如惠特曼（Sarah Helen Whitman）其實深受愛倫坡影

夏布洛（Claude Chabrol）。二人在1957年撰寫關於希治閣

響。希治閣才華的特長之一，是將不同來源的成份融會貫

的專著，數次順帶提到愛倫坡，更點出希治閣《火車怪客》

通，自成一家藝術，在美學上展現他個性中嚴肅、輕鬆、黑

（Strangers on a Train）中旋轉木馬的一場，視覺上正呼應

暗、浪漫與現代的一面。儘管希治閣經常否認，他的電影本

著愛倫坡筆下的漩渦。同屬影評人出身的法國導演杜魯福

身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有在某些方面並非如此，但他

也許從同儕得到靈感，指出希治閣與愛倫坡均是「焦慮藝

的風格在很多方面其實都是愛倫坡式的。這正是本書嘗試

術家」。顯然〈失竊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是愛倫坡

印證的主要論點。

從另一個角度看，愛倫坡與希治閣的相似也見於他們有所
這個概念進一步成熟，便成為了一種創作上的頓悟，引領

不為的事情上。由於理念會擾亂他們要觀眾產生情緒反應

著他的作品─通過特定的藝術技巧，在電影中以奧妙的

的目的，所以在美學上兩人對政治均不感興趣，他們也較

方法吸引觀眾，從而引發並調節喜悅與恐怖帶來的、充滿

喜歡有計劃的浪漫，而那並不會如實反映角色的發展。他

矛盾的快感。兩人同樣鍾情創作懸疑、神秘、恐怖等類型，

們的故事並不力求逼真，反而傾向夢幻、插敘，突出一些精

希治閣便以此總結他與愛倫坡的類同之處：「我們都是一

彩片段。最後，他們的作品對大眾來說有前所未有巨大的

種類型的囚徒：『懸疑』。你知道那些眾口相傳的故事：如

吸引力，歷久不衰，而影響之廣亦屬空前。不同的研究顯

果我開拍『灰姑娘』，每個人都會在當中尋找屍體。如果愛

示，愛倫坡似乎影響著由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倫坡曾寫過『睡公主』，大家都會在裡面尋找兇手。」愛倫

到德布西（Claude

坡對希治閣的影響，最早見於他在亨利電報（W T Henley’s

模仿者．由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和史高西斯（Martin

Telegraph

Works）當通訊編輯時發表的數個短篇，當中清

Scorsese）較含蓄的援引，到多南（Stanley Donen）和狄帕

上述例子均贊成愛倫坡與希治閣的作品存在相通之處，但

於有否受愛倫坡影響的矛盾態度，最終令這種影響對導演

楚見到愛倫坡的影響─縱然愛倫坡未必是唯一的影響。

瑪（Brian DePalma）明顯地借用。愛倫坡與希治閣也教評

也有人持相反論調。像我這種研究，獨立抽離地檢視希治

作品顯得十分重要。對希治閣來說，愛倫坡代表著兩件事：

論與傳記作者作出充滿熱忱而個人化的評論，其他作家與

閣作品中某種氣質的重要，無可避免地帶有選擇性。例如

愛倫坡用的一套主題與技巧是他想探索的，而愛倫坡的哥

導演望塵莫及：荷夫曼（Daniel Hoffmann）的《坡坡坡坡坡

我不會嘗試尋找〈一週三個星期天〉（Three Sundays in a

德式恐怖傳統卻為他竭力避免。愛倫坡對希治閣的影響很

坡坡》（Poe Poe Poe Poe Poe Poe Poe）和康拉德（Peter

Week）與《捉賊記》（To Catch a Thief，1955）的關係，又

弔詭，同時建基於接納和抗拒。這個矛盾催化了希治閣的

Conrad）的《希治閣謀殺案》（The Hitchcock Murders）

或者漢斯普法爾（Hans Phaal）與《奇怪富翁》（Rich and

創意，令他感到有原創的需要，必需超越觀眾預期，就如

以批判態度揉合對二人的熱切致敬與個人反思。他們在國

Strange，1932）的連繫。希治閣與愛倫坡有些迥異之處實

《奪魄驚魂》裡噴灑農藥飛機追殺的一場。這場戲是個

外引起的迴響亦教兩人的事業有著引人入勝的相似：他們

在非常明顯，不必列舉了。值得一提的是，希治閣的作品中

很有趣的例子，懸疑和意象的動態與愛倫坡〈陷阱與鐘擺〉

最初受到一般大眾歡迎，卻不獲承認為嚴肅的藝術家，直

找不到愛倫坡那種粗暴的諷刺和諷刺的對白；另外，希治

（Pit and the Pendulum）描述鐘擺的一幕很相似，但也非

至得到法國藝術家∕評論家的賞識甚至帶有宗教色彩的讚

閣現代化的場面調度、合符邏輯的情節、一般來說是俊男

常有力地將場景移師至戶外平凡的地方，令希治閣似乎有

揚：愛倫坡的伯樂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希治

美女的主角、荷里活式的大團圓結局等，都與愛倫坡哥德

足夠理據表明這串鏡頭並不像愛倫坡。當然，表面上他是

閣的則是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

式的陰森設定與恐怖的結局大相逕庭。希治閣對此也感

對的，而大部分人也不會察覺箇中相似（我從未見任何人

到矛盾：「我有否受到愛倫坡的影響？老實說，我也不太

提及當中的關聯）。但骨子裡，這串鏡頭的懸疑、角色的處

肯定。當然，潛意識地我們都會受所讀過的書影響。」他也

境、控制著主角命運的隱藏政治力量、主角逃離鬼門關的

除了希治閣本人發表有關愛倫坡的言論，他們在個人或美
學上的類同也很明顯。比方說，兩人在作品中均結合了差
不多相同份量的藝術感性表達與理性結構精確。愛倫坡
喜愛砌圖、密碼學、棋藝（他發明了分析性的偵探故事）；
希治閣則曾修讀工程，一度愛研究船期表，後來通過科技
期刊認識電影。無獨有偶，兩人都能理性並清晰地表達
他們的藝術，運用詳細的計劃引起觀眾的強烈反應。個
人氣質方面，兩人均有黑色幽默，為人生經驗固有的模稜
兩可著迷，也能夠環繞推理、偷窺、無法解釋的困局、雙
生、反常的自毁、理想化的女性等，熟能生巧地界定一套
敘事框架。愛倫坡將〈莫蕾娜〉（Morella）變化為〈貝蕾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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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ssy）的所有人。希治閣也有大批

要瞭解希治閣的作品，必先肯定愛倫坡對他的影響。1999

最常被拿來與希治閣比較的作品，還經常用上另一個源於
法國的觀點─拉康（Jacques Lecan）的心理分析理論。
此外還有其他針對愛倫坡或希治閣的分析，援引前者以印
證對後者的分析，反之亦然。

總 括來 說，希 治 閣 需 要 展現他 的原 創 性，和 有 意 識 地
完全掌控作品；但這卻諷刺地呼應了愛倫坡在〈創作哲
學〉（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所言，〈烏鴉〉（The
Raven）的各個方面都源自理性而非直覺的過程。希治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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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智等，幾乎和愛倫坡完全相同。將愛倫坡的文字移形換

秀藝術家的地位，即使他早期對愛倫坡留下深刻印象。然

個整體。他詳細地討論採用其直覺科學方法的理據，推崇

基本概念的重要部分」。《我發現了》是一種原創但不直

影，是希治閣創意地運用愛倫坡的特點。希治閣揉合了

而希治閣也保留了愛倫坡的另一些特質，儘管連他本人也

大膽推測的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和洪堡（Alexander

接的文學評論，學者通過它和其他評論，瞭解愛倫坡的藝

許多人對他的影響，他經常借用愛倫坡的主題與影像，

難以察覺。首先，他的作品反映了愛倫坡的主體中心，只不

von Humboldt），也以名字的戲謔諷刺較慎重的亞厘士多德

術。我和其他人一樣將愛倫坡敘事手法的獨特性，追源溯

將之塑造成優雅與現代的電影表現形式。這種改動過程

過將瘋狂的敘事者換成了攝影機的觀點。《迷魂記》透過

（Aristotle）與培根（Francis Bacon）；接下來愛倫坡便詳細

本至《我發現了》，我也認同他的宇宙論對理解其小說敘

是「希治閣風格」的重要一環，這個研究也會檢視其他形

Scottie的觀點敘事，就像〈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敘述分析宇宙的創造、進化和命運。

事至為重要。《我發現了》的結構，既像聖經故事中的「創

式的改動，比方說《奪魂索》（Rope）和〈告密的心〉（The

Crowd）的敘事一般真實。再者，希治閣和愛倫坡一樣，在

Tell-Tale

Heart）裡殺手自毁的傲慢、《火車怪客》和〈威

浪漫小說的傳統中製造難忘的片段和場景，令他們成敘事

廉．威爾森〉裡雙生的可怖、《迷魂記》和〈麗姬亞〉裡迷

結構的中心。希治閣經常在有完整故事之前，已經構思了

上召喚逝去戀人等。

不同的片段。第三，希治閣能夠通過利誘和調換，維持「昇

除了這些表面上的差異，希治閣在情節、角色、主題上均
與愛倫坡有相通之處，但兩者的關聯更明顯地見於敘事
者與觀眾關係的深層結構。故事的諷刺或荒誕處，表現出
經過刻意修飾的敘事，加強了作品帶來的喜悅與恐懼。藝
術家在尋常的類型中以嶄新手法控制觀眾，這種意識為觀

著恐懼與諷刺的微妙差別達到同樣效果；希治閣則將內疚
轉移，並鼓勵探究觀眾的同情心，令作品往往出人意表。最
後，他與愛倫坡一樣，深入探索一套足以成為個人標記的
主題和手法。

粒子，是完美的整體。愛倫坡形容這為宇宙的自然狀態，原
子也自然地聚合在一起。在一次除了神的旨意以外無法解

造－衰敗－救贖」，也像荷里活電影的「平衡－崩解－再平
衡」。這是一種宏觀宇宙與宏觀敘事的設計，愛倫坡對此
情有獨鍾，希治閣在有意無意間亦然。

釋的變動中，上帝將宇宙分割成無數碎片，它們從原初的

本書的章節也是按著對獨特敘事的執著而組織，以突顯

中心向四週擴散。這段描述隱含了兩個互不相容的原則：

愛倫坡與希治閣的敘事何其相似，同時也環繞著《我發現

吸引（正力量）與排斥（負力量），它們分別與引力與電流

了》那循環往復的結構。第二章是關於推理，那是愛倫坡

相似。一如當代的「大爆炸」理論，愛倫坡提出，擴散力量

分析偵破罪案的過程。這一章比較了愛倫坡的偵探故事與

將原本的粒子分裂，並將碎片互相推開和推離中心，代表

希治閣的《謀殺》（Murder!），重點在於推斷動機、清晰邏

排斥的力量主導局面並蓋過原子之間自然的吸力。宇宙由

輯與治安秩序。偵探故事世界裡隱含的合理性，與宇宙原

眾帶來無窮樂趣。希治閣與愛倫坡的藝術有如機動遊戲，

在整個研究裡．為了理解他們敘事手法的共通點，我認為

物質組成，物質則由正反相衝的力量構成。到了某個時候，

初的一體有著微觀的相似。關於末世的第三章提出，宇宙

但無庸置疑比機動遊戲更複雜、更具知性，同時挑戰和回

《我發現了》是釐清兩人所共同關注事物的關鍵。愛倫坡

擴散的負力量將會消散，物質開始回到起初的一體。屆時

由原初一體到碎片擴散，不過是一剎那的驚天巨變。代表

報觀眾。例如希治閣在《後窗》（Rear Windows）中便超越

的《我發現了》很難一言蔽之，這本來是他在1948年的講

引力回到最高水平，宇宙裡每一粒原子會在銀河間的漩渦

的文本有愛倫坡的〈紅死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了一般荷里活片，Jeff 被 Thorwald攻擊的一場，一般的處理

座，後來整理成《我發現了：散文詩》出版。號稱同時是直

中自轉，直至所有事物─ 包括銀河、太陽系、星球、生物

Red Death）與希治閣的《鳥》（The Birds）。第四章會討論

是Thorwald衝進來然後立即攻擊 Jeff；希治閣的處理則相

覺科學與浪漫，書的主題是「在物理學、形而上學和數學層

─全部聚到原初看不見的中心點。這個過程是永無止境

無法解釋的困局，代表向四方八面擴散的碎片，比擬所有

反，Jeff聰明地以閃光燈還擊，為尋常的相遇加入驚奇和魅

面談論─物質與精神宇宙、其本質、其起源、其創造、其

的循環：「我們嘗試理解宇宙，這個過程將會不斷、不斷、

地球生物面對的矛盾。〈陷阱與鐘擺〉和《奪魄驚魂》裡的

力。愛倫坡也在〈告密的心〉中給讀者以驚奇，殺人的敘事

現狀與其命運」。接下來的，必然是豐富專論的簡單綱要，

不斷更新，一個全新的宇宙將會冒起，然後歸於無有，上帝

角色，正面對一連串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剛好是第二章

者最後不是單純的「被捕」，他反而是經過一番激烈掙扎，

書中推測的事物關乎無垠穹蒼、太陽系與星雲的起源、銀

的心每跳一下便會重複一次。」至於我們在這個再度合一過

的相反。第五章關於雙生，反映每塊碎片∕每個人都曾經

然後敵不過自投羅網的衝動。某程度上，愛倫坡與希治閣

河的面貌、宇宙的大小和形狀、行星軌跡的變化，再分析各

程中的角色，愛倫坡說上帝的心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

是同一個整體的部分，因此都與其他碎片∕人是孿生兒。

的關係不只是創作同一類型的文藝作品，過程中他們都展

種相悖的理論、哲學學說等等。以下簡介《我發現了》的時

我們集體加起來就構成了神的重要部分。

〈威廉威爾森〉和《火車怪客》都與這個主題有關。第六章

示了非凡的創作天份，製造了難忘的場面與影像。

候，重點在於比較研究愛倫坡與希治閣有關的方面。愛倫

希治閣避免採用哥德式的陰森設定，也在恐怖裡加入明
顯的幽默，但他有多想避免像愛倫坡，事實上他就有多
像他。借用布倫姆（Harold

Bloom）「對影響的焦慮」的

說法，希治閣嘗試通過「改正」愛倫坡以確立自己作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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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喜悅與恐懼之爭，精密地控制觀眾反應。愛倫坡藉

他這麼認為：起初上帝創造宇宙時，它只是一顆無限大的

坡在開端以比喻形容他的著作，要我們想像站在埃特納火
山（Mount Etna）之巔，「用腳跟著地旋轉」以期「在一體
的昇華中，領受它的全景」。正如他檢視宇宙時，目的也是
令讀者獲得全面「印象」，看出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均是一

除了「科學化」的角度，愛倫坡在《我發現了》中也用文學
的角度看這個宇宙循環的過程，稱之為上帝的計劃，說這
是「最高境界的詩」，當中「詩與真相是合一」的。愛倫坡
比較這個過程的完美形式，與「人類的藝術作品」，後者的
「結局來得很奇怪」，並非「源自論題的核心……或書中

關於反常的心魔，探究《我發現了》中所說的角力，萬事萬
物都有健康的正面力量與自毁的負面力量在內爭持。在這
方面〈告密的心〉和《奪魂索》相當有代表性。第七和第八
章關乎偷窺和對浪漫的著迷，觸及碎片期望重聚的強烈願
望，但卻受到排斥力量阻撓，產生複雜心理張力。關於偷窺
的文本有〈人群中的人〉和《後窗》，而對浪漫的著迷則見
21

於〈麗姬亞〉與《迷魂記》。最後第九章關於幽默，標誌著

量）、困難（極 度複雜 的困局）、暗淡（黑暗、迷 霧、困

目的男人，怒氣沖沖地恐嚇大鬍子─無面目的男人代表

重返歸元合一，喜劇代替悲劇就有如正面力量勝過負面力

惑製造孤獨、無助的感覺）、匱乏（隔離、靜默、孤寂、黑

Ballantine良心的難過，將悔疚與失憶串連起來。電影最後

量。我再次檢視〈麗姬亞〉和分析《國防大機密》，當中幽

暗）。這些很容易和愛倫坡與希治閣的作品拉上關係。例

揭示了這個無面目男人的身份，原來是殺人兇手Murchison

默與恐怖的角力正好比擬正反力量之爭。

如在〈陷阱與鐘擺〉中，或當 Thornhill 遇上對付他的噴灑

醫生，Ballantine親眼目擊他殺死Edwards。Ballantine 要化

農藥飛機時，箇中重點仍然是對權力的懼怕。水手被〈卷

身 Edwards來釋放他的悔疚，必須要隱抑 Murchison 的身

入大漩渦〉（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和《美人計》

份，因此Murchison和Edwards成了Ballantine的雙生。愛倫

（Notorious）裡Alicia中毒，都是生死抉擇的經典例子。匱

坡在希治閣電影中也在擔演同樣角色，他是父親∕雙生，

乏明顯見於愛倫坡〈靜默〉（Silence）裡教人難以忍受的無

他的存存必須被否定，他的臉必須隱藏在面具下，才能讓

聲，和《火車怪客》中Bruno跟蹤Guy時令人不安的靜默。以

兒子獨立地存在。希治閣是意識到愛倫坡的，不過有若在

上不同類別的昇華與本書大部分章節有關：末世對應著對

夢中，在理性地反思時，它在意識中會像泡沫般破滅。希治

害怕權力和困難，無法解釋的困局對應著困難，雙生對應

閣的美學古典主義並不容許黑暗浪漫的無意識─這說不

著困難和暗淡，反常的心魔對應著困難和權力，偷窺和對

定就源於愛倫坡─獲得肯定為創意來源，特別是當這種

浪漫的著迷對應著匱乏。本書的章節設定以推理開首、幽

創意無意識的核心並不是希治閣本人。一如愛倫坡在〈創

當然，這種組織的方法，有如愛倫坡和希治閣的作品一般
天馬行空和全屬人為，而它和任何體制一樣有優點和缺
點。一方面，這種結構妨礙了主題之間的重疊，如《觸目驚
心》（Psycho）便觸及偵探作品、不解之謎、雙生、偷窺以
至更多的主題。〈麗姬亞〉則關乎對浪漫的著迷、偷窺、雙
生、反常的心魔、不解之謎等。我一般按每章主題選擇主
要觸及該章主題的作品，但亦展示了某些重疊的策略。另
一方面，這種結構也有其好處，宏觀的比喻將愛倫坡的宇
宙觀與個別故事和電影的角色、情境、主題連繫起來。另
一個以《我發現了》來組織研究的重要原因是它與昇華的
關係，喜悅與恐怖的概念，正是希治閣從愛倫坡身上學到
的最大得著。愛倫坡撰寫《我發現了》的文學目的，似乎是

面張力─這是兩人另一個匯聚點，強調希治閣取自愛倫
坡的「喜悅」。

要創造對昇華的終極表現方式。他重複使用「崇高」、「昇

總結來說，本書雖然並未全面涵蓋兩人在藝術上連繫的

華」、「敬畏」、「宏偉」、「壯麗」等詞，表達宇宙不可思議

所有細節，它畢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指出愛倫坡如何影

的遼闊、對稱與美態，令人既快樂又害怕。伯克（Edmund

響希治閣風格。瞭解希治閣對愛倫坡的興趣，教我們更

Burke）的形容可以套用在愛倫坡和希治閣的作品上：「只

能注意到他不拘一格創作的方方面面─ 他如何重組與

要能夠以任何方式激起痛楚和危險的，換言之只要是可怕

調換特定的影像、情境和主題，在不同的語境下將之轉化

的……或只要能用作比喻恐怖的，都是昇華的來源。」回應

並發展其潛能，以滿足觀眾的凝視。希治閣有時候否定愛

希治閣從閱讀愛倫坡作品的所得，伯克寫道：「當危險與

倫坡對自己的影響，顯示他害怕我們的凝視，害怕我們看

痛楚迫近，它們將不能帶來任何歡樂，只是純然的可怕；但

穿他想隱藏或壓抑的事物。就著這個論點，《意亂情迷》

若然有著某種距離，又有可能作出某種修改，它們會令人快

（Spellbound）中John Ballantine 那個超現實的夢境，就能

樂，就如我們的日常經歷。」當愛倫坡在讀者的靈魂中製造

將希治閣的恐懼一語道破。Ballantine形容自己與一個大鬍

出有力的「印象」，又或者希治閣令觀眾帶著快樂、驚奇、

子玩牌，他把七張梅花發給大鬍子，桌子被不祥的長長影

恐懼而尖叫時，他們正在實踐昇華。

子覆蓋，直指他內心的悔疚。大鬍子把自己的牌翻轉，全

伯克列出了昇華的數個來源，包括權力（害怕上級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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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結尾作為對比，肯定了愛倫坡與希治閣經常被忽視的正

作哲學〉所言，希治閣也強調創意過程的理性一面。
簡而言之，希治閣電影的平凡表面否定了哥德式的浪漫主
義，愛倫坡則幫助我們看到後者是如何地小心隱藏於前者
背後；希治閣的電影則有助解釋他對於愛倫坡影響的矛
盾態度。愛倫坡的影子潛伏在希治閣的無意識之中，令希
治閣非常有意識地避免陰森和浪漫的特徵，而愛倫坡正
是沉浸在這些特徵中，令這位懸疑大師找到自己的創意。
無論愛倫坡在希治閣的藝術裡是如何被隱抑，無論電影
看來是如何現代、如何擺脫了十九世紀的色彩，希治閣總
無法掙脫與愛倫坡一樣對黑暗的著迷，更無法不去探索。
希治閣將夢境化作電影，而他的夢，就像《意亂情迷》的
Ballantine 和《迷魂記》的 Scottie一樣，源於深受困擾的記

憶，希治閣的過去充滿著愛倫坡式的影子，他作為藝術家
也好、普通人也好，這些影子都為他同時帶來恐懼與喜
悅。

所有引文及註釋，請參閱英文原文：Dennis R. Perry, Hitchcock and Poe: The
Legacy of Delight and Terror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3）, 1-15.

是空白的牌，然後說：「我贏了。」空白的牌暗示 Ballantine
失去記憶的空白，然後 21 Club 老闆出現，那是一個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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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的詩意，詩意的寫實─「阿培三部曲」
馮嘉琪

薩耶哲雷（Satyajit Ray）的「阿培三部曲」完成於1955、56及

笑容是「做」給阿培看的，阿培去後，頓變為一張憂心、落寞的

59年，其不加修飾的寫實影像，對生命無常的思考與詠嘆，早

臉，到兒子已漸不見，剩自己孤獨一人，她慢慢轉身，鏡頭始終

已成為影史經典。今日重看，那種對生命的尊重珍重，人與自

追隨著她，看著她的側影，到她已返入屋中，背對鏡頭，鏡頭方

然、與世界的相存相依，依然銳利感人。

悄悄拉遠，有一種隱隱的不忍在其中，這是導演、演員與攝影

拍攝首作《大路之歌》（Pather

Panchali）時，薩耶哲雷採用

毫無拍攝經驗的業餘演員和工作人員，畫面構圖樸實無華，懾
人力量不在細意經營，卻在於真實與當下。他父親是孟加拉詩
人，電影首作以孟加拉作家Bibhutibhushan Bandyopadhyay 的
自傳小說為藍本，他那種寫實的詩意，或詩意的寫實，意在言
外的韻味大抵來自其文藝修養。《大路之歌》臨近結尾的一組

更趨極致，阿培在山間撒稿的幾個鏡頭，攝影機特寫阿培一張
飽歷風霜的臉，背景一片空白，絕對的無聲，人與影像都去到
極簡約，是純影像的敘事，流露一種宗教感（說到簡約，阿培母
親獨住的小屋，刷白的牆，近乎無物的佈置，其簡約亦令人想到
英瑪褒曼）。

荷塘鏡頭，先是三數睡蓮在鏡頭一角，到大雨滂沱後滿池蓮葉

三部曲中，每部也有阿培身邊最親的人離世，但情感豁達，在

蓮花，暗暗交待季節更替，又以自然法則呼應阿培姊姊之死，

難過中有一種天命感，而且逝者往往成為一種力量，造就阿培

詠嘆生命起伏循還。同樣地，第二集《大河之歌》（Aparajito）

的人生經歷，令他更懂得體會人間百味。《大路之歌》是未識

的結尾，阿培母親病亡，阿培坐在地上痛哭，鏡頭拉遠，現出身

世間苦的阿培，與姊姊一起長大，對家裡的貧窘，姊姊偷鄰家

後三棵看盡人間盛衰的老樹，簡約有力的影像將個人悲痛提昇

水果，爸爸離家工作等事，不過似懂非懂，一切皆新鮮。姑婆和

為一種對萬物的生命的感慨，伴隨舅公的註腳：「父母不可能

姊姊離世促使他與父母三口搬到河邊小鎮謀生。好景不常，父

永遠陪著子女啊。」將悲劇淨化為自然法則。在第三集《大樹

親不久又急病離世，《大河之歌》便主要是阿培與母親相依為

之歌》（The World of Apu）裡，憂鬱的阿培總愛拿起笛子，配

命的故事。阿培逐漸長大，有自己的少年心事，母子矛盾也漸

樂也往往以笛聲帶出阿培的心聲；阿培與妻子起齟齬，他吹出

現。阿培到加爾各答升學，母親替他執拾行李一幕，不捨之情，

綿長刺耳的笛音，無語中有千言、有賭氣的情緒，既幽默，又含

關愛之切盡現其中，此後卻是遊子不顧返，終於錯過了母親的

蓄。

最後一面。《大樹之歌》承接第二部，阿培學業有成，也開始創

為三部曲掌鏡的攝影師舒寶拉圖米達拉（Su brata M itra）事
前並無電影拍攝經驗，自《大路之歌》起與薩耶哲雷合作無間
（後來也成為James Ivory愛用的攝影師），可以看出兩人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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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默契，成就一個其意悠悠的場面。《大樹之歌》的簡約

作小說，巧合地娶得漂亮又善解人意的妻子，初嚐戀愛滋味，
但兩人只短暫相處數月，妻子即難產去世。阿培自此展開一場
自我放逐之旅，甚至在山頭散盡小說稿。

出一套獨特的風格，例如往往愛以特寫為第一個鏡頭，再慢慢

阿培的自暴自棄，其實並不只是出於愛情失意：三部曲的第一

拉遠，露出全景，或借物比興，或從細節著手渲染生活氣息，使

集是一個簡單的世界，雖然貧窮，阿培尚在庇蔭下成長；第二

薩耶哲雷多的作品益法富有文學感。整體上，薩耶哲雷與米達

集是成長的世界，阿培開始學習獨立，放眼世界，卻仍有母親

拉多取中近鏡，始終關懷著人的情感變化。《大路之歌》特

相依；第三集則是一個複雜而完熟的世界（就連鏡頭與調度，

多「物」的特寫，反襯物質的匱乏；第二、三集的人臉特寫，

也相對複雜，這也是薩耶哲雷班底越趨成熟的表現），阿培終

則尤其深刻。《大河之歌》母親送別阿培的一幕，母親燦爛的

於長大成人，要獨自面臨一次一次的抉擇─ 是否工作，是否

娶妻，是否認子，也一直在思考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的崩潰

薩耶哲雷受第昔加（Vittorio Di Sica）的《單車竊賊》（The

並不是單純的失意，而是在經歷姑婆、姊姊、父親、母親、妻子

Bicycle Theif，1948）啟發拍出《大路之歌》，主題亦離不開貧

接踵離世後的大幻滅。直到他再一次面對自己的親人，才懂得

窮與盜竊，《大路之歌》中的盜竊，同樣情不得已，叫人心酸。

重新面對生命。因此，《大樹之歌》是「分離」與「重逢」，是阿

「阿培三部曲」的可貴，卻是在它沒有詛咒貧窮，阿培甚至一

培歷劫之後與個人、與生命的對話，也是三部曲成就最高的壓

生擁抱貧窮。它告訴我們，貧窮也是太陽底下的平常事，也可

卷之作，所有的死亡，在最後阿培與兒子的笑臉中得到敬輓，

亦令我們變得美好。

得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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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電影史中最美妙的六分鐘〉								
（The Most Beautiful Six Minutes in the History of Cinema）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選自《瀆神》（Profanations）

桑丘潘沙（Sancho Panza）走進省城的戲院裡。他尋找堂吉訶德（Don Quixote），發現他獨自坐著，盯著銀幕。觀
眾席幾乎全滿，頂層樓座好像大露台，擠滿吶喊中的小孩。桑丘潘沙幾次接近堂吉訶德無效以後，不情願地坐在
前座，旁邊是給他一支棒棒糖的小女孩(杜爾西內婭[Dulcinea]？)。節目已開始，這是一部古裝片，銀幕上，裝甲武
士騎馬前進，忽然，出現一個在危難中的女子。堂吉訶德躍起，從鞘中拔劍，跳往銀幕，幾下劍擊刺戳，開始撕破布
幕。女子和武士依然能見，但堂吉訶德的劍造成的黑色裂縫愈來愈大，毫不寬容地破壞了影像。最終，銀幕上再無
一物，只有支撐的木結構依然可見。憤慨的觀眾離開影院，但樓座的小孩不停地向堂吉訶德狂熱歡呼。唯獨前座
的小女孩責難似地看著他。
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我們的幻想？愛它們，相信它們，直至我們要污損、毀滅它們（這大概就是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電影的意義）。但當它們最終證實為空洞徒然、未曾實現，當它們從產生過程中呈現出虛空，那就是為它們
的真相付代價的時候了，也明白到我們曾經救助的杜爾西內婭是不能愛上我們的。

本來譯好阿岡本的隨筆〈電影史中最美妙的六分鐘〉，一切就大功告成了。但我還是冒昧
加上一段話，總結這個「經典解密」(Classicleaks？) 專輯。
每一個禮拜，香港都有新片上映，給我們不足兩小時的幻想，好多影像，我們過目即忘，
歸於虛空或虛無。作為電影愛好者，我們老在期待新經典出現，只有經典才能夠穿越時
空，歷久常新，只有經典，讓我們看完再看，並不厭倦，也只有經典，激起我們沉睡的慣性
思維，給我們新的想法、新的啟迪、新的視野。
編「經典解密」專題，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也許堂吉訶德的劍會刺向我們的腦袋吧。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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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香港電影片目
一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編劇
中影		
《孔子之決戰春秋》 胡玫
周潤發
周迅
陳汗
大地時代文化			
陸毅
張凱麗
何燕江
大地娛樂				
陳建斌		
江奇濤
				
任泉		
胡玫
影王朝		
《撕票風雲》
姜國民
任達華
陳法拉
王晶
				
苗橋偉
劉洋		
影視點		
《滅門》
羅守耀
任達華
廖碧兒
羅守耀
				
安志杰
張文慈
				
張兆輝
蔣璐霞
					
二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編劇
霍士		
《全城熱戀熱辣辣》 陳國輝
謝霆鋒
劉若英
陳國輝
星空傳媒			
夏永康
張學友
徐若瑄
何敏文
華誼兄弟				
段奕宏
徐熙媛
				
付辛博
楊穎
				
井柏然
張曼玉
				
吳彥祖
				
劉家輝
上影		
《錦衣衛》
李仁港
甄子丹
趙薇
李仁港
天翔製作				
洪金寶
徐子珊
鄺文偉
大盛國際製作(北京)			
午馬
新傳媒星霖			
吳尊
北京盛世華銳			
劉松仁
鼎龍天姬
北京新影聯
星匯
東方電影		
《花田囍事2010》 黃百鳴
黃百鳴
吳君如
黃子桓
天馬			
邱禮濤
古天樂
熊黛林
				
鄭中基
楊穎
				
潘粵明
田蕊妮		
邵氏		
《七十二家租客》 鍾澍佳
張學友
佘詩曼
黃洋達
			
葉念琛
曾志偉
鄧麗欣
葉念琛
				
林家棟
鍾嘉欣
				
黃宗澤
袁詠儀
				
王祖藍
廖碧兒
				
林峯
陳法拉
林家棟
呂慧儀
				
				
黎耀祥
佘詩曼
				
林雪
英皇		
《大兵小將》
丁晟
成龍
林鵬
成龍
				
王力宏
徐冬梅
				
劉承俊
中影		
《財神到》
阮世生
譚詠麟
張雨綺
阮世生
鼎龍達國際傳媒			
張震
楊千嬅
羅耀輝
				
林子聰
陶虹
許莎明
				
吳嘉龍
張榕容
趙常汐
				
王宗堯
諾民
富貴男
				
午馬
鞏新亮
吉祥女
				
吳耀漢
鄭佩佩
					
官恩娜
上海電影集團
《蘇乞兒》
袁和平
趙文卓
楊紫瓊
杜緻朗
北京新時刻影視文化			
安志杰
周迅
宏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郭曉冬
Focus Features International
三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天下影畫		
《歲月神偷》
羅啟銳
任達華
吳君如
大地娛樂				
李治廷
蔡穎恩
				
鍾紹圖
寰亞		
《志明與春嬌》
彭浩翔
余文樂
楊千嬅
				
黃德斌
方皓汶
				
張達明
				
司徒慧焯
北京博納		
《越光寶盒》
劉鎮偉
鄭中基
梁詠琪
小馬奔騰				
黃渤
孫儷
珠江電影製片廠			
元彪
黃奕
太合				
方力申		
影視點		
《惡胎》
羅守耀
黎諾懿
周秀娜
				
林雪
呂慧儀
					
邵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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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
羅啟銳

彭浩翔
麥曦茵

技安

羅守耀

四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影王朝		
《未來警察》
王晶
劉德華
徐熙媛
學者				
賀軍翔
徐嬌
					
范冰冰
寰亞		
《火龍》
林超賢
黎明
葉璇
				
任賢齊
徐若瑄
				
廖啟智		
美亞		
《美麗密令》
王晶
詹瑞文
吳君如
				
許紹雄
蔡卓妍
				
樊少皇
李曼筠
					
高海寧
					
謝娜
萬誘引力		
《月滿軒尼詩》
岸西
張學友
湯唯
				
安志杰
鮑起靜
				
李修賢
朱咪咪
				
盧冠廷
張可頤
藝行者		
《安非他命》
雲翔
彭冠期
梁敏儀
				
白梓軒
蘇梅
東方電影		
《葉問2》
葉偉信
甄子丹
熊黛林
				
任達華
				
樊少皇
				
洪金寶
				
黃曉明
				
杜宇航

五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寰亞		
《飛砂風中轉》
莊文強
鄭伊健
余安安
				
陳小春
葉璇
				
方中信
				
陳子聰
				
劉浩龍
852 Film Ltd
《維多利亞壹號》 彭浩翔
陳奕迅
何超儀
				
周俊偉
葉璇
				
曾國祥		
保利博納		
《如夢》
羅卓瑤
吳彥祖
袁泉
中視美星						
吉光公司

六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電影發展基金
《分手說愛你》
黃真真
房祖名
薛凱琪
				
鄧健泓
冼色麗
				
葉山豪
香港沙龍		
《葉問前傳》
邱禮濤
杜宇航
陳嘉桓
				
樊少皇
黃奕
				
洪金寶
徐嬌
				
元彪
廖碧兒
				
葉準
英皇		
《前度》
麥曦茵
陳偉霆
鍾欣桐
				
曾國祥
詩雅
				
周俊偉
恬妞
				
向佐
映藝娛樂		
《打擂台》
郭子健
梁小龍
邵音音
			
鄭思傑
陳觀泰
賈曉晨
				
泰迪羅賓		
				
黃又南
				
歐陽靖
				
陳惠敏
美亞		
《精舞門2》
劉寶賢
謝天華
石天琦
				
陳柏霖
周奇奇
西安美亞文化
《窈窕紳士》
李巨源
孫紅雷
林熙蕾
傳播有限公司				
洪小玲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台灣道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銀都機構
廣東南方傳媒頻道運營有限公司

編劇
王晶

吳煒倫

岸西

七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無限映畫		
《鎗王之王》
爾冬陞
英皇				
銀都				
				
				
尚品		
《人間喜劇》
陳慶嘉
			
秦小珍
				
英皇		
《出水芙蓉》
劉鎮偉
				
北京二十一世紀
《唐伯虎點秋香II
李力持
威克影業		
之四大才子》		
				
				
				

男主角
女主角
編劇
古天樂
蔡卓妍
爾冬陞
吳彥祖
李冰冰
秦天南
杜汶澤
楊羚
劉浩良
林雪
方中信
杜汶澤
薛凱琪
陳慶嘉
王祖藍
羅凱珊
秦小珍
許紹雄		
何妙祺
方力申
鍾欣桐
技安
馮德倫
黃聖依
黃曉明
張靜初
陳文強
任賢齊
鄭佩佩
曾謹昌
陳百祥
苑瓊丹		
周立波
朱咪咪		
樊少皇

十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寰亞		
《劍雨》
吳宇森
鄭雨盛
楊紫瓊
小馬奔騰			
蘇照彬
王學圻
徐熙媛
				
余文樂
林熙蕾
				
戴立忍
寰宇		
《童眼》
彭氏兄弟 余文樂
楊丞琳
嘉禾				
何浚尉
江若琳
				
徐正曦
林司敏
					
谷祖琳
邵氏		
《抱抱俏佳人》
黃真真
林峯
楊千嬅
				
葛民輝
周秀娜
				
敖嘉年
毛舜筠
星皓		
《魔俠傳之唐吉可德》亞甘
郭濤
林嘉欣
				
王剛
苗圃
				
劉樺		

編劇
蘇照彬

彭氏兄弟
彭柏成

鄭丹瑞

俞白眉
亞甘
潘智朗

雲翔
黃子桓

編劇
莊文強
劉浩良

彭浩翔
曾國祥
尹志文
方令正
羅卓瑤

編劇
鄭丹瑞
黃真真
李敏
李昇

麥曦茵

鄭思傑
郭子健
譚廣源

八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寰宇		
《全城戒備》
陳木勝
郭富城
舒淇
光線影業				
鄒兆龍
張靜初
				
吳京
影王朝		
《得閒炒飯》
許鞍華
張兆輝
吳君如
				
陳偉霆
周慧敏
					
萬綺雯
					
谷祖琳
英皇		
《綫人》
林超賢
張家輝
桂綸鎂
				
廖啟智
苗圃
				
謝霆鋒
鍾舒漫
				
陸毅
保利博納		
《荒村公寓》
羅志良
余文樂
張雨綺
				
岳小軍
秦子涵
邵氏兄弟		
《翡翠明珠》
秦小珍
林峯
蔡卓妍
(香港)有限公司			
王祖藍
容祖兒
英皇娛樂集團			
黃又南
陳美詩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林雪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張致恆

編劇
曾謹昌
陳木勝
楊漪珊

吳煒倫

羅志良
陳慶嘉
李瑋福
張帆
何妙祺

九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編劇
上影		
《精武風雲 陳真》 劉偉強
甄子丹
舒淇
張志成
寰亞				
黃秋生		
陳嘉上
光線影業				
黃渤		
呂冠南
						
譚廣源
香港星		
《囡囡》
畢國智
曾國祥
詩雅
畢國智
				
王敏奕
冼色麗
王思敏
				
駱振偉
王敏奕
凌浩然
					
林鈺軒
張紅葉
寰亞		
《為你鍾情》
郭子健
李治廷
文詠珊
郭子健
				
黎明
衛蘭
嚴嘉儀
				
劉浩龍
邵音音
				
狄龍		
中國星		
《龍鳳店》
鍾澍佳
任賢齊
徐熙媛
陳文強
				
陳百祥
霍思燕
曾謹昌
				
羅家英		
李思臻
				
梁小龍
英皇		
《狄仁傑之
徐克
劉德華
劉嘉玲
張家魯
華誼兄弟		
通天帝國》		
梁家輝
李冰冰
				
鄧超			
				
泰迪羅賓			
			

楊子

十一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名威影業有限公司
《借室還魂》
葉永健
吳建豪
染野企業電影工作室			
黃德斌
					
影視點		
《彊屍新戰士》
羅守耀
元華
				
錢小豪
					
					
東華三院		
《東風破》
麥婉欣
泰廸羅賓
			
鄭思傑
周俊偉
				
呂玉來
影音使團		
《最危險人物》
梁德森
黃子揚
				
盧大偉
寰亞		
《李小龍》
葉偉民
李治廷
廣州星際藝術傳媒		
文雋
梁家輝
北京今典				
歐陽靖
北京夢澤				
張達明
				
阮德鏘
				
錢嘉樂
				
張兆輝
				
劉浩龍
高先		
《酒徒》
黃國兆
張國柱
				
嚴浩
					
					
					

女主角
編劇
李小璐
王博
加護亞依
鄭子滔
羅蘭
周秀娜
羅守耀
蔣璐霞
張文慈
盧頌之
苗可秀
麥婉欣
官恩娜
鄭思傑
何韻詩
陳彥行
梁德森
小金子		
鍾麗緹
文雋
葉璇
謝婷婷
貢米

蔣祖曼
黃國兆
溫碧霞		
江美儀
郭善珩
韋偉

十二月上映
出品/發行		
片名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852 Films		
《復仇者之死》
黃精甫
麥浚龍
蒼井空
				
錢小豪		
				
劉永
花生映社		
《鳳冠情事》
楊凡		
(紀錄片)
影王朝		
《婚前試愛》
葉念琛
羅仲謙
周秀娜
				
洪天明
楊梓瑤
				
金剛
莊思敏
翠華集團		
《反斗高比玩
鄧東明		
(動畫片)
		
轉聖誕城》				
萬誘引力		
《戀人絮語》
曾國祥
陳奕迅
林嘉欣
香港電影			
尹志文			
發展基金
博納影視娛樂
《一路有你》
趙祟基
古天樂
莫文蔚
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			
黃奕
湖南瀟湘電影
傳媒體有限公司

編劇
黃精甫
梁禮彥

葉念琛

鄧東明
杜若谷
曾國祥
尹志文
趙祟基
陳建忠

李巨源

第十七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名單
最佳電影：打擂台
最佳導演：蘇照彬《劍雨》
最佳編劇：岸西《月滿軒尼詩》
最佳女演員：楊千嬅《抱抱俏佳人》
最佳男演員：泰迪羅賓《打擂台》

推薦電影：
《劍雨》
《月滿軒尼詩》
《綫人》
《鳳冠情事》
《人間喜劇》
《如夢》
《志明與春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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