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國際電影節
開幕與閉幕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是新秀寫青春初戀，《情迷午夜巴
黎》是大師講魔幻愛情，同樣期待已久。專題「新人類，新喜劇」網羅了日、韓、
台、美、意、法多國共十部喜劇（包括了《忍者亂太郎》及《婚前特急》），惹笑幽
默不拘一格，炎炎夏日觀影確是賞心樂事。柏林、康城影展的話題作中，金基德、朴
贊郁和洪尚秀三位韓國名導的矚目新作，各自各精彩。小型回顧節目有日本國寶級女
優高峰秀子的兩部喜劇經典，以及法國新浪潮巨匠查布洛四部顛峰時期的佳作，影迷
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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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至愛電影」是「十大世界電影」的演變，一次嘗試反省的發揮。世界很大，電影很多。近
年，發掘和修復電影成為熱門的文化和生意，還有數不盡的電影節和放映（及播映）媒介，影像傳
播更是一日何止千里。我們看的電影多了（包括許多被迫看的），沒有看到的更多，面對泛濫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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絆，走出規範，回返本心。我們的寄望，表示在邀請函上：
「這可以是觸發聯想和思維的機會，回顧己身與電影的因緣，表達電影於人於己的意義和情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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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上有的電影難分難捨，有的也許不願重遇。一份份個人化的片目，在浩瀚的影像海中擔當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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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影迷及文藝愛好者，遊歷，探險，建立各人獨特的航線。而老航線上的水手，面臨新風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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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堅持下去。」

羅維明

電影文化工作者分享與自己交心貼心、關係特殊的電影，既可整理保存個人的喜愛品味，也是以比較

小敏

開闊實在的態度推廣電影文化。因此是「十部」，不是「十大」；是「愛」，不一定是「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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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象，經典的座標何在？在邀請會員選舉「十大世界電影」的日子之前，我們決定放下「十大」的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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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號

結果已於《HKinema》第十二號公佈。今年四月，我們再邀請會員及會外影評人推介「十部至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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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高低排名，當然可以包括去年選過的香港和華語電影。而「十」，是個約數，一開始便不打算固
守。
邀請的收穫出乎意料。四十三人參與，不少片單超過十部，撰寫推介原因，本限每片五十字，後加
至一百字，還是有人越軌，我們也一一放行。但本期須大幅加紙至四十八頁，其他約稿，包括馮嘉
琪懷念高峰秀子（夏日國際電影節會辦回顧）、紀陶由《怪談》談到「不條理劇」、張偉雄論述鄧
光榮及香港演員形象等文，只好延緩到下期刊登，敬請留意。
感謝各位參與者共同完成「十部至愛電影」專題。此外，多位學會理事提供意見，譚慧珠、黃志
輝、張偉雄諸君協理編務，本人銘感五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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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人

的至愛電影

紀陶
1.《草迷宮》，寺山修司，1983
從此之後，明白戲劇是種子，電影才是開花。很多用

這角度望銀幕是等同看月光。片中的爸爸媽媽至現在

10.《白髮魔女傳》，于仁泰，1993

4.《情隔萬重山》L'Eclisse，安東尼奧尼，1962

仍是這個活着的摩登時代的父母典型。片首的嬰兒記

愛總會含有一點偏心，尤其因太愛電影而成為電影族

只恐夜深花睡去，但花也有不想睡的時候，文字不足

憶，已經成為我的最溫馨的童年記憶。

群的人，自己有參與創作的電影，總有愛的投射。我

言傳，因此有了蒙妮卡維蒂上黑人妝，跳非洲舞的一

最真心愛的《白髮魔女傳》，主要是當中有梁羽生

幕。安東尼奧尼以無以言傳亦不必言傳的感性，將我

先生，也有林青霞以及張國榮，以及我的故友馬磐

完全納入影像。

文字以及語言道不出的內容，電影是可以再越前一步

6.《阿培三部曲》The Apu Trilogy，薩耶哲雷，

道出多一點。《草迷宮》是我唯一最想擁有菲林拷貝

1955-1959

的電影，也因此片令我決定去做一個學生，不要被當

不單是至今最有詩意的人生電影，也成為我生活的座

下的成績鎖着，要一直帶着電影往前走。而且看過多

右銘。每遇上不如意事情，阿培的故事就出來激活人

次之後，依然記得在第一次邂逅的光影聲容，日後再

生。最愛是第一集，但對我最有催化作用是第三集。

看時，始終沒有重複。

此片也令我看到人類最美麗的色彩，原來是黑白菲林
攝取自然得來的，是淨化了而且是寧靜優雅的色彩。

2.《馬路天使》，袁牧之，1937
慶幸是在少年時代就遇上了此片，也決定跟他們一起

7.《美麗新世界》The New World，泰倫斯馬力克，

浪蕩天涯，選擇做一個沒有錢的快樂人，趙丹與周璇

2005

是永遠的金童玉女，其他劇中兄姐也成為與我一起活

最觸動飄流者心靈的濫觴電影，也令我了解荷里活電

着的lost

boys。以及如今俱往矣的三十年代上海，

影最率性的心竅所在。歐洲人飄洋過海的心，在風中

也成為我思海裏的遊樂園。當現實遇上不如意時，我

遇上了這段印第安奇緣。至現時再化生成《阿凡達》

的思海就會遁入這個光影桃源鄉，以《四季歌》來洗

後，令我明白在荷里活電影縱使大搖大擺熱熱鬧鬧，

滌心靈。

也蓋不住藏在心坎裏的孤獨一面。愛上了此片，也原
諒了很多片。

3.《想當年》Amarcord，費里尼，1973
費里尼電影我部部愛，但最愛《想當年》是因為每次

8.《星球大戰》Star Wars，佐治魯卡斯，1977-2005

看時都會狂喜至淚流披臉！忘不了片中一村人划艇出

西方創意最強的奇藝作，電影工藝的神級作品。想了

海齊看大船，一班兄弟在人去樓空的酒店內與未來共

解電影以及大眾娛樂，此系列片是電影研究院典範。

舞，以及爺爺在霧中迷路見白牛等等，一切光影情節

於我最有震撼力以及促使我入電影行以及行上寫影評

已歸納成為我生命中的私房菜，成為費里尼以及茱麗

之路是1977年的第四集，如今最愛的排位是345261

葉特的孩子，一個給終生美麗的電影養大的孩子。

。最愛以及史上最具神來之筆的一段，是《星球大戰
前傳III黑帝君臨》最後一段。

4.《浮士德》Faust，茂瑙，1926
茂瑙的默片令我認識沉默的光影原來包容很多聲音，

9.《東邪西毒》，王家衛，1994

而且是非常震撼的無聲之聲，這部《浮士德》是我的

不是王家衛fans，但由於太佩服他的創作精神以及他

煉金術秘笈，浮士德所追求的愛也成為我的愛。電影

的超卓技藝。《東邪西毒》的成就足以令人產生妒

中的魔法效果至今仍然令人着迷，也如果梅菲斯特仍

嫉。加上後來更交出一個廿一世紀後張國榮版，是唯

是魔鬼下屬的話，我願意與魔鬼交易。

一可以令人冷冷靜靜而愛得深的電影作品。如果選最
能代表香港人的率性作品我會選《阿飛正傳》，但若

5.《月亮》La luna，貝托魯奇，1979

用來作為 show hand 同人比鬥的香港電影，我就選

每次看到有月光出現的電影，我就會再次回到這部電

超……。同時自此片之後，我了解愛電影是需要有所

5.《浮雲》，成瀨巳喜男，1955

犧牲，當你不懼犧牲時，就會發現愛有雙向性。電影

風流雲散，玉碎香埋。川端康成說，有時會把自身寫

也在這場合話你知，你愛電影是有回報的。

入書中女主角，我相信與川端相交的成瀨也是一樣的
（《浮雲》為林芙美子原作；但成瀨亦曾三度改編川
端作品）。高峰秀子就是成瀨，因此那不是同情，不

馮嘉琪

是嘆息，而是抒懷。《浮雲》憂鬱但不自憐（更絕不

1.《祖與占》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可憐），有一股將哀傷幽獨收斂於心底，我自飄零的

你相信世上真有祖或占或嘉芙蓮嗎？我曾經相信，

氣魄。

只是人間的奉獻、率性或理智，總還有雜質，不可

6.《小城之春》，費穆，1948

能似他們那麼單純。祖與占的珍貴，在其中的愛與

只有費穆，能以現代（電影）語言（並且是一個現代

真與人，終歸是理型化（archetypalized）或理

的故事），引領我們回到中國古代詩、詞、畫的婉約

想化（idealized）的；她是一場美夢，她令我們

境界。她的意念，本來就來自蘇東坡的一首詞。

依然相信。

7.《沉默》The Silence，英瑪褒曼，1963

2. 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積葵利維特，1974

只有最親的人可傷我們最深。褒曼的作品都在重複這

輕靈蕩佚。並沒有另一個導演，比利維特更加明

個母題，每次看都是自虐經驗（另一例子應該是法斯

白femininity（當然亦想到成瀨巳喜男，但兩者看

賓達）。而我碰巧是在人生最茫然若失的時候第一次

的是femininity之不同面相），及femininity的魅力。

看《沉默》，自此不能消解。

《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是顛峰之作，他刻劃
的女性想像力、創造力及嬉戲力源源不絕，無遠弗

8.《氣蓋山河》The Leopard，維斯康堤，1963

屆。

《氣蓋山河》名字譯得不好，大概故事關乎一萬紅
軍，連名字都革命起來。畢蘭加士打養的浩然之氣顯

3.《沙灘上的寶蓮》 Pauline at the Beach，

然不同於 Garibaldi 游擊於山野的浩氣。本片是維斯

伊力盧馬，1983

康堤對頹廢— 骨子裏的頹廢— 最淋漓盡致的演

其實盧馬的電影，都愛。那是一個度假的故事，發生

繹：

了一些事，又好像甚麼都沒發生，噢，最後的鏡頭就
像回到最初的鏡頭。當中我們經歷調情，謊言，背叛

“Sleep, my dear Chevalley, eternal sleep, that is what Sicilians

了嗎？時間就是這樣悄悄溜走的，其中卻有萬千情

want. And they will always resent anyone who tries to awaken
them, even to bring them the most wonderful of gifts.... All

態，只要你肯花時間細味。

Sicilian expression, even the most violent, is really a wish

這部《東邪西毒》。

影的情節中。我之所以喜歡坐戲院前座，就因為用

2

3

for death. Our sensuality, wish for oblivion. Our knifings

宇宙，愛慾在其中歷劫輪迴，低吟喘息。她有鴉片煙

and shootings, a hankering after extinction. Our laziness,

般的催眠性，使人不願醒來。

our spiced and drugged sherbets, a desire for voluptuous

12.《失憶大道》Mulholland Dr.，大衛連治，2001

immobility, that is... for death again.”

莊周夢蝶還是平行宇宙？還是未能想到最圓滿的解

9.《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 Gaze，
安哲羅普洛斯，1995
記憶與想像，喜悅與沉痛，盼望與遺憾的交融，安哲

釋，但《失憶大道》的曖昧與渾沌，不就是她的魅力

8.《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5.《狗星人》Dog Star Man，史

嗎？

塔可夫斯基，1966

丹布力奇治，1962-1964

十五世紀俄羅斯聖像畫家的傳記片，超凡入聖的史詩

Stan Brakhage是我最佩服的導演，《狗星人》是詩意

電影。

的影像神話、無言的樂章，徘徊於天人之間的神曲。

舒明

9.《流浪藝人》The Travelling Players，

6.《春光乍洩》 Blow-Up，安東尼奧尼，1966

1.《神女》，吳永剛，1934

安哲羅普洛斯，1975

Antonioni冷眼看人間，百看不厭的現代主義作品，個

以流浪劇團及其常被中斷的舞台演出，鋪敍數十年政

人與影像的虛無性在此結合。

羅普洛斯的影像與 Eleni Karaindrou 的音樂召喚靈魂
深處的莫名憂傷，卻又帶來昇華。假如維斯康堤能拍
出普魯斯特筆下的貴族風流與靈魂倦怠，安氏則能拍
出那種孤獨、鄉愁、傷逝，與延綿的往事追憶。

默片時代中國電影的代表作，阮玲玉的精彩演出百看

10.《一生何求》Eternity and a Day，

不厭。

安哲羅普洛斯，1998
雖然沒有《尤利西斯的凝望》的歷史氣魄，依然是一

2.《金枝玉葉》Roman Holiday，威廉韋勒，1953

首優美的詩。茫茫大地上的黑人兒，騎單車的黃衣

充滿歐陸風情的風趣喜劇，柯德莉夏萍和格力哥利柏

人，古代的詩人，巴士上的情侶和音樂家，是詩的意

的明星魅力歷久常新。

象；海濱的漫步，小人蛇的淹連，戀人的婚禮，是詩

治動蕩的希臘現代史，氣象恢宏。導演運用長鏡頭出

7.《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維斯康堤，1971

神入化。

去年的「說影生花」放映活動表明了我的理由，不
贅。

10.《流浪者之歌》，鈴木清順，1980
瘋狂的情慾＋神秘的女鬼＝迷人的樂章

8.《安德烈盧布耶夫》 Andrei Rublev，
塔可夫斯基，1966

3.《東京物語》，小津安二郎，1953

的段落，戲裏人略顯遲緩的步伐，是詩的節奏。不要

倫理的描寫，放諸四海皆準。風格的優雅，獨步日本

從抽象的字句中尋求可解的意義，因為那是詩的語

海外。

言，召喚心靈與無意識的共鳴。年邁孤獨的詩人在回

Tarkovsky一定要有一部，個人喜歡氣韻沉雄的《安

鄭政恆

德烈盧布耶夫 》。鑄鐘一段最是動人，信念無敵。

1.《馬太福音》The Gospel

憶與想像中尋求解脫，那是一個完全封閉的世界，卻

4.《阿培三部曲》The Apu Trilogy，薩耶哲雷，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又無比開闊：在現實的流亡（雖然只是一天— 然

1955-1959

而生命不也是一場顛沛的流亡？）中他闖進了女兒

家徒四壁的生活，不乏詩情畫意。影片情感真摯，意

柏索里尼，1964

的生活，打斷了別人的慶典；在創造的回憶中他卻打

境高遠。

破時、空，以至肉身的樊籬，圓滿了遺憾，重訪了故

5.《四百擊》The 400 Blows，杜魯福，1959

人。因此，就算盛載他大部分回憶的大屋將要易手，

最感人的成長故事。

他亦可以撒手，因為他還有一片豐盛的精神家園。結

9.《山椒大夫》，溝口健二，1954
亞洲代表只有溝口健二，當然也想揀黑澤明。這部電
影展示長鏡頭的魅力。東方神韻與美感充盈滿溢。

我心中第一位的電影。因為非宗教的宗教性，非神秘
的神秘性。

10.《蝙蝠俠：黑夜之神》 Batman:
The Dark Knight，

2.《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哥普拉，1979

基斯杜化路蘭，2008

Horror, Horror……哥普拉成功改編 Joseph Conrad

也是百看不厭，節奏澎湃，影像力量凝聚，由頭到尾

的《Heart of Darkness》，再加上 T. S. Eliot 的

尾，生命中最甜美的時光一一重臨，融匯成優美的終

6.《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比利懷德，1960

章，耳邊響起零碎的兒時印象，眼前卻是妻子的身

妙語連珠的精練喜劇。莎莉麥蓮演被玩弄的電梯女

影，也許是回憶中的現實，亦可以是夢裏的幻象，是

郎，堪稱無懈可擊。積林蒙演因憐生愛的小男人，亦

Wagner，說影生花。

Time Regained。

旗鼓相當。

3.《教父》The Godfather，哥普拉，1972

11.《海上花》，侯孝賢，1998

7.《情隔萬重山》L'Eclisse，安東尼奧尼，1962

每一個鏡頭、每一句對白都如此 powerful 而且合理。

一開一合（朱天文的用詞是「黑出黑入」）間，盡現

影像雋美拔群，現代都市男女的感情失落，盡在不言

當之無愧的最佳電影教科書，應有盡有。

人間貪嗔癡。她沒有開端也沒有結局，是一個永恆的

中。

4.《慾海奇女子》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的心理過程，刻劃得極為細緻。片中不斷出現的交疊

伊力卡山，1951

和溶鏡，把動靜、濃淡的情感波動用影像呈現出來。

不好意思又是Marlon Brando。當然還有Elia Kazan和

最後一幕董夫人獨自坐着，面對一條長長的飯桌，把

Vivien Leigh啦。四個頂尖演員猶如Quartet，完美地奏

寂寞一生的婦女處境，表露無遺。

佳句不絕。

《The Hollow Men》、The Doors 的《The End》和

鳳毛
1.《董夫人》，唐書璇，1970
電影把一個中國傳統寡婦在個人情慾和禮教貞操掙扎

響Tennessee Williams 具壓迫力的精彩劇本。

4

5

2.《小城之春》，費穆，1948

7.《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全片只有五個人，簡潔地道出一個廢墟家庭的哀愁。

哥哥在片中那種「無腳鳥」的浪子形象、隨着感情產

玉紋、丈夫禮言和志忱的三角關係，沒有爭吵，沒有

生變化的大鐘、慘綠的色調加上拉丁音樂的背景，把

怨恨，只有感情的遺憾。目光的跟轉以及人物的三角

香港六十年代情懷變成一種「時代風格」。上海話是

形空間，表現出欲言又止的困境。在一次又一次的獨

帶着昔日時光的停滯，珠仔耳環是曾幾何時的潮流，

白中，隨處透現道德規範和情慾難忍的閃避。

連官仔骨骨梁朝偉的梳頭動作，都是向一個消失年代
的儀式示範。

3.《八部半》 8½，費里尼，1963
這是不是導演夫子自道的懺悔錄並不重要，觀眾卻被

8.《羅生門》，黑澤明，1950

導演天馬行空的時空穿插和流轉的影像，弄得又興奮

一部看似追尋兇案「真相」，其實是道出人性醜惡的

又迷醉。中年人的創作便秘，拼貼成記憶、幻想、現

經典電影。片中的強盜，死去武士，妻子和樵夫都為

實和夢幻的生命大拼盤，最後還來一次馬戲團式人物

自身利益，各自論述不同版本的「事實」經過。電影

總匯演，的確藝高人膽大。

在挖掘人性，比挖掘「真相」更有趣，到底「真相」
是絕對還是相對？電影在呈現這個難題的同時，發出

4.《祖與占》 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悲天憫人的寬恕精神。

法國式的三角友情和戀愛，表面可以相處得如此斯文

睛冷冷地細看紅塵。詩般的長笛為主配樂，勾起人種

6.《霸王別姬》，陳凱歌，1993

種幽思。無名的黃衫雨衣群像，希臘巨大斷掌，長夜

在大歷史的臉前，誰的人生不倉皇？他們慶幸，在舞

漫漫的公路等，把電影昇華到敍事詩般美境，卻又使

台上有一個弄假成真的契機。男男愛戀如何經歷得起

人黯然神傷。在電影膠片後的現實世界，變得如此悲

風起雲湧的歷史洪流。有時世界並不容許，愛是最利

情。

的刀。張國榮最細緻的身體語言，為這個世界填上傷
感唏噓的一筆，可一不可再。
7.《男人四十》，許鞍華，2002

呂永佳

國文老師的心結，一步一步地解開。劇本引人入勝，

1.《千與千尋》，宮崎駿，2001

處處暗湧。喜歡梅艷芳平靜中的剛強，性格立體。其

奇異想像，帶出都市迷失感，又不失於沉溺疏離冷漠

實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只是日常的光譜溫柔地掩蓋

的漩渦，電影最後指示心之方向有如路燈，發人深

內心深處的秘密，我們有疤痕，但我們還是要活下

開放，但內裏陰溝卻無法自控。正如杜魯福說：「一

9.《草迷宮》，寺山修司，1983

夫一妻制不可能，其他更壞」。珍摩露用眼神和若即

一部充滿幻想、記憶和色彩的寺山修司式經典電影，

省。

去。

若離的姿態，演繹這個顛倒眾生的女神，在自由和控

全片穿插一首日本的歌謠，在夢幻般的旅程中，出

制情感的交結中，體現浪漫迷醉的死穴。

現了兒時的校長、僧人和瘋癲妓女。片中充滿妖艷的

2.《情書》，岩井俊二，1995

8.《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Walter Salles，1998

青春校園的純愛譜，劇本安排卻不落俗套。時間錯

別離的公車還是要駛開，男孩找回自己的兄弟，二人

置，被封存的情感被發現的時候，漫天飄雪浪漫微

總要分離。一個荒涼的新小鎮，這裏的人稱之為「世

裝扮和大大小小的飛動手球，還有性暴力、母親的往

5.《鎗火》，杜琪峯，1999

事、妖怪、白色的面，種種天馬行空的時空序列、邪
惡與美的編織，變成作者懺悔成長的影像告白。

冷，感動的淚水是幸福還是傷逝？—感情世界，答

界盡頭」。新的馬路、一模一樣的樓房，內裏總有不

案不問也罷。

同的故事。我們總是不擅寫信、不擅駕車，然而世故

性情誼和義氣是他們的價值觀。幾場鎗火的動作設

10.《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英瑪褒曼，1957

計，都表現出動／靜，鎗聲／沉默，出／入的簡約主

導演刻意把電影背景設置在中世紀黑死病流行的時

3.《女人，四十。》，許鞍華，1995

義，是繼吳宇森慢鏡美學之後，最具創意的雄性書寫

代，去探索他所關心的宗教和人生苦難意義。片中武

電影。

士和一位手執鐮刀，身穿黑袍之死亡使者的不斷對

在杜琪峯的黑色江湖世界中，每種男人都有他們的堅
持和處事方式。木訥、深沉和冷靜是他們的型格。男

弈，把浮士德式的探索演繹出來。導演正如代表懷疑

6.《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精神的武士，一直追問人和神的形而上學問題。或許

Venice，維斯康堤，1971

可以贊同死亡使者的提議，何不賭一賭命數，看看答

藝術努力追求的是永恆美，現實呈現的美總具消逝

案？

性。老教授的學識和財富，並不能填補衰老的缺陷，
偏偏美少男擁有的，是隨手可得的青春、美貌。電影

11.《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

充滿馬勒音樂、威尼斯美境，卻道出老年人追求柏拉

安哲羅普洛斯，1988

圖式美的絕望，為何美會變得如此寂寞?

姐弟在漫長的「尋父」公路中，遇見不同人和事，體
驗成長的代價。緩慢而舒展的長鏡頭，像要觀眾用眼

的老教師—短暫的母親，最後還是知道，放手的時
刻。一次偶然的相遇、一次生離死別的旅行，以信為

蕭芳芳的神采演繹，拍出香港本土神韻。沒有必要聚

結—不能面對面說再見。只有隔着距離，在人生的

焦於沉痛的人生歷程，笑中有淚，青春小鳥不回來，

顛簸的公車上，才不至於叫人太暈眩。

卻有遠山的仙子等候我們— 那原來是人生最亮的
光。

9.《讀愛》The Reader，Stephen Daldry，2008
朗讀者與聽者，如何可以身心一致，彼此無障地交

4.《家有囍事》，高志森，1992

流？如何在僅存的語言森林裏，找到共同的方向，看

這部電影告訴我們，「演員」正發揮最大力量。巨星

到共同的光？講故事需要有講故事的時空，在《讀

的時代，不能被磨滅的記憶。

愛》裏，漢娜終於在「囚室」裏的「故事」裏聽出愛

5.《甜蜜蜜》，陳可辛，1996

意，但這畢竟如閃電一樣短促而且具破壞性，愛終被

是因為張曼玉，整部電影更展現魅力。在這個世界

囚禁在那破舊的茶葉罐子裏，年月的鏽跡銘刻了無法

裏，我們都往自以為幸福的方向去走，到頭來，誰不

褪去的創傷之紋，直到永遠。

是被殖民者？電影有愛情，也有政治隱喻。甜蜜的永

10.《表姐，你好嘢！》，張堅庭，1990

遠也是不經意的偶遇，在經歷築成的圍場裏，相視莞

每次看都覺得「很好笑」。是因為鄭裕玲的演出實在

爾，我們也就知足了。

6

充滿神采。對於「表姐」先揶揄後讚賞，先有矛盾，

7

繼而諒解了解，是商業片模式卻流暢親切。我只能說

成就比美塔可夫斯基的《鏡子》，難怪被譽為史上最

一句：我們需要喜劇。

偉大的動畫。
7. Rehearsals for Extinct Anatomies，
The Brothers Quay，1991

黃志輝

Brothers Quay 是一對充滿歐洲紳士氣息的孿生子，

1.《夜海傾情》The Big Blue，洛比桑，1988

8.《火宅之人》，深作欣二，1986

我愛游泳，終身夢想是每天可以游水兩小時，直至壽

某階段的深作欣二很讓人迷醉，連帶想起《柳生一

終正寢。游泳是孤獨的嗜好，習慣自我浮沉，一人逍

族之陰謀》、《情義兩心知》，《火宅》談到性／
愛／慾／創作，哪裏是心之所安？感情轉折，見異思

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1991

但他們其實是美國人。兩人跑到英國、然後去捷克學

其實不用我再說些甚麼，看過便知道，這是楊德昌最

習木偶動畫。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可能是《鱷魚街》

好的電影，也可能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台灣新電影。就

，但本片更進一步，更純粹，幾乎就是影機運動的抽

遙，原來我以為自己是海豚。

這麼簡單。

象實驗。

2.《紫釵記》，李鐵，1977

2.《童年往事》，侯孝賢，1985

8.《愛麗絲》Alice，楊史雲梅耶，1988

中一、二時候，經青梅竹馬的朋友介紹，她愛雛鳳，

9.《日本之夜與霧》，大島渚，1960

侯導佳作那麼多，實在難以取捨，但這是他邁向大師

這麼多人拍過這個小說，但我還是最喜歡這個版

還告訴跑了去探《紫釵記》和《帝女花》的班，年紀

學運、社運、爭辯、鬥爭、策略、目標、精英、凡

之途的關鍵作品，意義重大。乘着《風櫃來的人》與

本，Svankmajer以瀕臨絕種的動畫製作種類，加上

小小很神通廣大呢！中三後伊人渺渺，近期又很掛念

人、人性、社會、建制、既得利益、無政府、自大、

《冬冬的假期》的勢頭，《童年往事》格局變得更宏

他那超現實主義美學觀，與原著精神一拍即合，也加

她呢。

自卑、黨同伐異、殊途同歸。種種都經歷過，不想再

大，調子更沉着，以其成長經驗反映戰後台灣的狀

添了一點點邪惡的韻味。

3.《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9.《2020》Blade Runner，烈尼史葛，1982

Lightness of Being，

10.《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西

3.《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

大部分科幻作品都是對「生命」的思考，但《Blade

菲臘哥夫曼，1988

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劉鎮偉，1995

《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劉鎮偉，1995

Runner》也許是最深情和悲涼的追尋。複製人殺死製

唸大學時認為米蘭昆德拉很了不起，浪漫化的布拉格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用有限時間經歷不盡的人生，不

這是一部完全「香港」的電影，也是八、九十年代香

造出自己的造物者，卻把主角救回來，是對「生命」

之春給浪漫的學運人很多沉溺的聯想，翌年六四來

斷重頭來過，又不盡能重頭來過，修成正果，be

港電影發展的其中一個高峰，愛情奇幻無厘頭悲歡離

的渴望與敬畏。

臨，一切改寫。

better person。

10.《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4.《藍白紅三部曲之藍》Three Colors: Blue，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奇斯洛夫斯基，1993

況。

合好的壞的都包含其中，搜遍中港台，都找不到這樣
奇特的電影。
4.《機械世界》 Koyaanisqatsi，葛費利烈芝奧，1982

超前衛科幻片，四十多年後仍然前衛。思考「生命」

八十七分鐘，沒有情節，沒有對白，也沒有旁白，只

的格局比《Blade Runner》更大，將人類置於整個

有影像，和 Philip Glass 的音樂。影像並置串連，跟
音樂無間結合，產生無窮的意義和震撼力。

上劃了一個艾菲爾鐵塔，稍為安慰。

映一部；相信打動人的電影，是故寧濫勿缺。

像出現於地球的夜空，正是科學與宗教融合的一刻。

5.《其後》，森田芳光，1985

1.《藍白紅三部曲之藍》Three Colors: Blue，

當年一口氣買了五張原聲大碟，將四張送了給大學的

奇斯洛夫斯基，1993

好朋友，這四位仁兄仁姐今天好嗎？

不是這位導演，沒有這部電影，就不會寫電影音樂研

從事電影評論工作之前，仍在學期間的一些電影緣

6. Tale of Tales，Yuri Norstein，1980

份。這批電影，不僅給我某些觀影上的快慰和衝擊，

蘇俄藝術的深度真的深不可測，在嚴峻的政治氛圍下

還讓我懷念一些人、事，以至某個階段的狀態，自己

仍能產生出這樣詩意盎然的動畫，書寫記憶和歷史，

羅展鳳

《兩生花》、《藍白紅》，愛奇斯洛夫斯基，奇氏早

宇宙的尺度中，檢視其源頭與未來。當巨大的胚胎影

十齣電影，全部都是很私人的意義，並且絕大部分是

的情節和結構，映照出戰爭的荒誕。

的和社會的。

究文章，路就不同了；於我，怎會不重要？

6.《德州巴黎》Paris, Texas，雲溫達斯，1984
荒漠、路軌、旅人、創傷、前塵，娜塔莎金絲基，Ry

2.《教父》The Godfather，哥普拉，1972

Cooder，對公路上的雲溫達斯很着迷，解開心結重

當情義忠孝跟人性黑暗對壘，《教父》讓我體味很

認前塵，想念起一段很混沌的歲月。

深。

7.《戀戀風塵》，侯孝賢，1986

3.《卡比莉亞之夜》Nights of Cabiria，費里尼，1957

《童年往事》、《青梅竹馬》、《恐怖份子》、《風

失落者的心靈寶藥，《卡比莉亞之夜》讓人懂得從失

櫃來的人》、《兒子的大玩偶》、《尼羅河女兒》、

敗之地站起來，學會振作，繼續優雅上路。

《黃土地》、《大閱兵》、《紅高粱》、《芙蓉鎮》
，兩岸，中國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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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至愛的電影，往往也有至愛的電影音樂，容許同場加

登徒

它其實是部反戰片。極度荒誕的拍攝方法，極度荒誕

踩入這種泥沼裏……人很可怕呢！

走，後來能與茱麗葉庇洛仙面談，她還在我的原聲碟

5.《現代啟示錄》 Apocalypse Now，哥普拉，1979
我很少看戰爭片，但這是其中一部能打動我的，因為

遷，those were the days，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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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銘

4.《亂世兒女》Barry Lyndon，
史丹利寇比力克，1975

1.《卡里加里醫生的密室》The

調子很慢，心情很重，美輪美奐的生活，泛起一片虛
空，生命是一場華麗的反諷。

Cabinet of Dr. Caligari，

5.《星光伴我心》Cinema Paradiso，

相信是首部把心理及精神分析搬上銀幕的電影，亦影

Giuseppe Tornatore，1988

響後世的驚慄電影創作。

Robert Wiene，1920

可能是傻問題，像我這代喜愛電影的人，可以不喜歡
這部電影嗎？

2.《戰艦波特金號》Battleship Potemkin，

6.《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

愛森斯坦的蒙太奇名作，為何謂電影解讀，亦見對蘇

安哲羅普洛斯，1988

維埃革命的深思與感動。

愛森斯坦，1925

很喜歡片中的姐弟倆，感覺想把他們一抱在懷，看過
最令自己痛心的一部公路電影。

3.《大都會》Metropolis，弗烈茲朗，1927

7.《犧牲》The Sacrifice，塔可夫斯基，1986

影像與道具的配合發揮。至於戲中的科學與都會預

還未進入故事正文，就在電影院內淚流披面，也許未

言，原來近在咫尺。

科幻想像的深思，由此奠基，也在製作所限下，盡見

有看懂，感覺像進入教堂，一輪告解。

4.《馬路天使》，袁牧之，1937

8.《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差利卓別靈，1936

是平民對社會的控訴，也見煽情劇（melodrama）

大時代的悲傷故事，可依然舒心愉悅。同學仔問在荒

不為西方專美，更有加入中國社會主義的憧憬與悲

島只有一個人一部電影相陪，如何選擇？我揀《摩登

情，刻劃不一樣的時代。

時代》。

5.《北非諜影》Casablanca，米高寇蒂斯，1942

9.《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Film noir 代表。在驚險追捕裏，更動人的反而是為

愛情與時間的最佳演繹，人要麼輸給愛，要麼輸給時

愛犧牲，結局像為不了情一錘定音，可沒說的，還有

間。

千絲萬縷。

10.《她的一生》Vivre sa vie，高達，1962

6.《單車竊賊》Bicycle Thieves，第昔加，1948

高達吸引我的，是他早期電影裏的那份癡情與哀傷調

新寫實主義所有的人文關懷，在片中的貧賤父子關係

子，一開場就不能自制被打動。

中表露無遺；沒有終結的尋車事件，卻是不證自明
的、延續的社會荒涼。

11.《日出前讓悲哀終結》All the Mornings
of the World，阿倫歌爾勞，1991

7.《東京物語》，小津安二郎，1953

先聽原聲，然後等待大銀幕重映，歷時三年，像許下

靜默的凝思，除了是小津標記，更是家人委婉關係的

願望—令人心碎的故事與音樂，成了不能忘記的觀

痕跡，長鏡頭的沉着如為電影重新發現，流轉感動。

影記憶。

8.《迷魂記》Vertigo，希治閣，1958
迷惑的旋轉鏡頭教人投入，也投入到主角的惶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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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而故事的心理解構，也像難纏繩結，牽繫戲迷。

《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劉鎮偉，1995
太多回憶中的美好時光。

9.《露滴牡丹開》La dolce vita，費里尼，1960
是嬉戲，也是納悶，盡見繁華的媒體世情，也見記者

9.《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如微塵的江郎才盡。未完的故事，比所拍的更撩人心

Lightness of Being，

扉。

菲臘哥夫曼，1988

5.《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英瑪褒曼，1957

電影，大開眼界，不禁目迷神往，和當時的華語片相

從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到電影，都同樣令人

6.《不羈的美女》La belle noiseuse，

比，幾乎都驚為天人，當然不免有些幼稚成分。近

刻骨銘心。

積葵利維特，1991

年每次重看《狂人彼埃洛》（1965）、《四百擊》

7.《城市之光》City Lights，差利卓別靈，1931

（1959）、《祖與占》（1962）、《假面》（1966）、

8.《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沉默》（1963）、《露滴牡丹開》（1960）、《八部

9.《旺角卡門》，王家衛，1988

半》（1963）、《迷情》（1960）、《夜》（1961）、

10.《妙探出差》Beverly Hills

《情隔萬重山》（1962）、《春光乍洩》（1966）以至

Cop，Martin Brest，1984

《雲上的日子》（1995），仍然心悅神怡。

10.《假面》Persona，英瑪褒曼，1966
沒完沒了的解讀，是戲中女角的互換與摸索；而出奇
不意的閃影，如蜘蛛與十字架，令人思考，至今未

10.《七十二家房客》，楚原，1973

息。

值得令人懷念的電影，其中的人情味和香港精神，彌
足珍貴。

賓尼

當然還有荷里活的大師和反／非荷里活的出色之作，

楊梅媛

1.《斷了氣》Breathless，高達，1960

都說來話長了。好在至今仍然喜歡看電影，新的舊

羅卡

年輕時的追女片，可以扮文化人，但又不會悶壞身邊

1.《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人。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2.《戀戀風塵》，侯孝賢，1986

看電影和經歷人生一般，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愛憎

3.《情書》，岩井俊二，1995

喜好，要我從過去幾十年看過的電影中選出十部「至

4.《疾走羅拉》Run Lola Run，Tom Tykwer，1998

愛」，簡直是苦差；至愛是不能言說的。就隨意說說

3.《精武門》，羅維，1972

5.《心動》，張艾嘉，1999

吧。

李小龍的經典作品，往後的功夫片都沒有像這部作品

6.《一一》，楊德昌，2000

中的主角那樣歇斯底里。

7.《無間道》，劉偉強、麥兆輝，2002

2.《撒旦探戈》Satantango，貝拉塔爾，1994
愛影片的黑白世界和無盡的長鏡頭。

8.《日落巴黎》Before Sunset，Richard

4.《初吻》La Boum，Claude Pinoteau，1980

Linklater，2004

全因為暗戀蘇菲馬素。

9.《高三》，周浩，2005

5.《潛行者》Stalker，塔可夫斯基，1979

10.《浮生路》Revolutionary Road，森文迪斯，2008

6.《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塔可夫斯基，1972
透視出悲天憫人的價值觀，對金錢、權力、科技等均

王勛

有深刻的反省。
7.《艾曼妞》Emmanuelle，Just Jaeckin，1974
年青時代的性啟蒙電影。
8.《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

的、只要好看的都不拘。我不想說新不如舊，因為用

愛在心中口難開

新印象和舊記憶比較並不公平。只能說最美好的會永
遠留在記憶之中。完了。

陳志華

兒時最討厭大鑼大鼓的粵劇片，人到中年一再看到唐

1.《阿特蘭大號》L'Atalante，尚維果，1934

滌生／李鐵的戲曲片就越看越有味道，特別是《蝶影

也想選《操行零分》，而《阿特蘭大號》乍看是老掉

紅梨記》（1959）和《紫釵記》（1959）。至於五、

牙的故事，卻拍成極富詩意的傑作；男女主角異床同

六十年代的粵語片，當年看後已有些難忘記憶，後來

夢那場戲，是既具創意又大膽的處理。

用心細看，喜歡的太多了，要選至愛，單單粵語片就
不止十部，還是留在不言中好。

2.《斷了氣》Breathless，高達，1960
至今聽到「新浪潮」一詞，依然感到那是熱血、年

青少年時對國語片沒甚麼印象，直到八十年代有機會

輕、革新、一往無前、教人嚮往的光影世界；香榭麗

欣賞到朱石麟、岳楓、卜萬蒼、李萍倩、孫瑜、費

舍的短髮珍茜寶，雖然早死卻在此不朽了。

1.《八部半》8½，費里尼，1963

穆、吳永剛、沈浮等的作品，才認識到中國電影大有

2.《斷了氣》Breathless，高達，1960

可觀；如今反覆再看仍然很喜歡他們三十到五十年代

3.《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3.《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的舊作；特別是《血染海棠紅》（1949）、《戀愛

阿倫雷奈，1961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與義務》（1931）、《笑笑笑》（1960）、《小城

還是法國片，其實想選兩部：《馬倫巴》和《廣島之

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1991

之春》（1948）、《大路》（1934）、《小玩意》

戀》，都是無名字的角色、囈語般的重複唸白、支離

（1933）、《神女》（1934）、《萬家燈火》（1948

的記憶碎片，卻建構出巨大的迷人魔力。

）和朱石麟的大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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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嬉戲時間》Playtime，積葵大地，1967

六十年代初次接觸歐洲新電影，高達、杜魯福、褒

充滿叫人目不暇給且會心微笑的豐富細節，長腿叔叔

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還有德國的東歐的新

把人際關係疏離的石屎森林化作巨大遊樂場，簡直就

13

是拿都市刻板秩序來嬉戲的主題公園。

泰倫斯馬力克《荒漠情》（1973）、塔可夫斯基《鏡
子》（1975）、寇比力克《閃靈》（1980）、T e r r y

5.《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荷索，1972

G i l l i a m 《妙想天開》（1985）、安哲羅普洛斯《霧中

驕傲的文明走向瘋狂與毀滅的隱喻，一開場殖民探險

風景》（1988）、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王家

隊進入深山的畫面已可謂視覺震撼，看到最後那個繞

衛《阿飛正傳》（1990）、劉鎮偉《西遊記》（1995

着木筏打轉的鏡頭，更不得不折服了。

）、蘇古諾夫《母與子》 （1997）、米高漢尼卡《偷
拍》（2005）……

6.《死在田園》，寺山修司，1974
把費里尼的馬戲團移植過來，回憶、想像與現實已經

5.《教父續集》The Godfather:

可以再向龍貓許願嗎？

Part II，哥普拉，1974

願十年、二十年後，

我刻意去找那幾個片段：De
上出生不久的兒子、De

糾纏不清，最震撼還是結尾主角回家弒母的一場，比

《龍貓》也依然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Nero倚在門邊看着床

Nero走到家門口，走到家

2.《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s the Friend’s Home?，

人身邊坐下，抱起剛出生的兒子說愛他……。父親

基阿魯斯達米，1987

今村昌平《人間蒸發》更耐人尋味。

羅維明

7.《萬世魔星》Life of Brian，Terry Jones，1979

1.《鏡子》Mirror，塔可夫斯基，1975

那真是一部偉大的家庭電影。

Monty Python 的《人生七部曲》堪稱無厘頭喜劇

那無由來的風吹過麥田，吹開我的心。我隨着流水一

妙品，《萬世魔星》更是反斗，一本正經地肆意惡

般的夢，或者夢一樣的流水，蕩漾。母親在半空飄

6.《大國民》Citizen Kane，奧遜威爾斯，1941

謝謝基阿魯斯達米

搞，釘了十字架還要唱歌，黑色荒誕到了極點。

浮。大地都是苦難，但泉水清冽甘甜。

甚麼叫步步為營？這就是了。

為我們上電影的第一課。

去世當晚，我就放這部片，刻意去找這幾個片段。

電影是甚麼？
電影為甚麼？

孩子就該是孩子，

7.《女人就是女人》A Woman Is
8.《颱風俱樂部》，相米慎二，1985

2.《同流者》The Conformist，貝托魯奇，1970

始終難忘那些困在暴風雨下赤裸亂舞的躁動身影，那

因為天光與霓虹交溶隱現，因為風吹滿地落葉，因為

是個成年人並不可靠的世界，滿是成長的艱難與鬱

Stefania Sandrelli的柔弱，因為小酒館內最後一舞打

結，一曲〈如果明天〉自此成了青春哀歌。

成蛇餅，因為關窗開窗的光暗遊戲，因為那無緣無故
會自己上升的百葉簾影。影像如音樂跳舞、光影隨思

9.《十誡》Dekalog，奇斯洛夫斯基，1989

緒明滅。華麗又頹廢。

十個故事，似是互有關連，描劃現代人面對倫理道

8.《她的一生》Vivre sa vie，高達，1962

3.《鄉村一日》A Day in the Country，雷諾亞，1936

9.《阿爾伐城》Alphaville，高達，1965

也許電影和愛情一樣，

甚麼叫放任隨意？ : > 。但高達技巧還是精練的。男

最美好的

人轉身開槍cut打火機着了火cut妖嬈的Anna Karina

原來都沒有完整的劇本。

靠身門邊性感的問：Can I have the light? 我們都情

最讓人牽掛的
是一個又一個閃爍的片段，

德困境的矛盾與抉擇，道盡命運的巧合與無常，上

3.《重慶森林》，王家衛，1994

不自禁的說句：妖！

承《盲打誤撞》，下啟《兩生花》。

因為重慶大廈天台的私己記憶。因為每日搭電梯都經

10.《夢斷情天》Days of Heaven，

過老杜窗前。因為 California Cafe 那桌椅我坐過。

10.《大寫特寫》Close-Up，基阿魯斯達米，1990

因為那外賣三文治我吃過。因為那幾條街我走過。都

紀實與虛構徹底疊合，真作假時假亦真，最妙是找當

在電影出現之前。而沒有別的電影拍過我生活過的地

事人來「案件重演」，主角其實是個單戀電影的癡心

方。在回憶過期之前，我遂記住你。

漢子，騙人之餘就連自己也騙倒了。

像河上舞動的陽光。

泰倫斯馬力克，1978

4.《吸血殭屍》Nosferatu, a Symphony of Horror，

因為那天光雲影，那荒漠人心，那無常愛恨，那浪蕩

茂瑙，1922

人生……

和他面對面
這迷戀才有了肉身，
不斷的再生。

4.《假面》Persona，英瑪褒曼，1966

好不容易選了十部，還有太多太多遺珠：布紐爾《一條
安德魯狗》（1929）、差利《摩登時代》（1936）、
雷諾亞《鄉村一日》（1936）、成瀨巳喜男《浮雲》

他醒來，伸起手，撫摸銀幕上（另一個夢）的臉。我

小敏

在漆黑的電影院，伸出手，不知道可以抓到甚麼。之

1.《龍貓》，宮崎駿，1988

在《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之前、

許多年前的暑假，

在《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之前、

第一次遇上了龍貓，

在《Twilight》之前，

還有電影的最美好時刻。

不老不死的哀傷和美麗。

後我像女主角一樣說不出話來。電影可以是這樣。那

（1955）、薩耶哲雷《阿培三部曲》（1955-59）、
費里尼《卡比莉亞之夜》（1957）、Ivan

這麼簡單而已。

a Woman，高達，1961

一年（是我看到它那一年不是電影首映年），我十五

Passer《親

歲。

密閃光》（1965）、貝托魯奇《同流者》（1970）、

5.《吸血殭屍》Nosferatu the Vampyre，荷索，1979

一朵花，兩朵花，

有人說 Klaus Kinski 擁有最醜陋的臉孔，

踮起腳跟放在父親的書桌邊。

可是在無盡的夜的深淵，

龍貓是那樣的巨大，

荷索找到

原來常在身邊。

14

他最美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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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6.《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
《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劉鎮偉，1995

選片排名不分先後。最愛電影，豈止十齣。以下所

即使嬉皮笑臉

選，不是經深刻計算估量而排座次，而是以盡量反映

即使面目全非

出我不同面貌的喜好與口味為先，影響我尤深者優先

即使千百萬年

選之。

即使開不了口
仍是在一起。

是，但這不也證明了彰顯正義是一件多麼遠離現實的

選這齣歷時十五個半小時的電視片集，是想表達我對

事嗎？

法斯賓達的所有作品以至其人的敬愛與仰慕。法斯賓
達之狂，眾所周知，他是不能自制、不能休止地要

1.《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4.《的士司機》Taxi Driver，馬田史高西斯，1976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7.《于洛先生的假期》Mr Hulot’s Holiday，

或許，這部作品很難算上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但必定

積葵大地，1953

是影響我最深的電影。還記得幾年前，在數碼港的銀

大地的電影像舞蹈。

幕上真正看過這部戲後，走出戲院時滿是疑竇。歸途

沒有一句話兒，

路上，同車有很多剛看完此片的乘客，他們在我耳邊

可是人心的跌宕

各自私語他們的詮釋。在這樣的激發下，我有股莫名

會輕盈的轉身過來，

其妙的衝動想把我對這片的看法寫下來。如是者，我

噢，一定又是Monsieur Hulot。

就寫了我第一篇的影評。沒有這戲，我絕對不會做今
日我所做的事。

8.《無痛失戀》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Michel Gondry，2004

2.《輕蔑》Contempt，高達，1963

多恐怖的中文名字，

高達在六零至六七年間拍了十五部長片，十五部裏沒

失戀怎麼會無痛？

有一部是壞作品，《美國製造》與《我所知道她的二

痛過了一次又一次，

三事》更是同期拍攝，單此紀錄，已經叫人折服。十

也依然會朝着雪白記憶裏的陽光，

五部中，其中一部極有可能問鼎「最佳之作」的會是

勇敢的，

《輕蔑》。電影孕育自安娜卡蓮娜帶給他的傷痛，卻

跑回來。

不由卡蓮娜主演，高達一方面糅合希臘神話理性地分

9.《戲夢人生》，侯孝賢，1993

析愛情之苦，另一方面卻無可救藥地訴說自己如何愛

阿公李天祿

一個女人。電影見盡此子的至情至性，又炫耀出他的

撐着巴掌大的戲偶，

博學廣覽。

把人生的風流演活。

用藝術來反覆表達自我。這種頑強不息的創作力與鬥

Paul Schrader 引 Thomas Wolfe 道，寂寞是人類生

志，我很欣賞。法斯賓達老早就處心積慮要拍《柏林

存在世上的必然條件。首次看完《的士司機》，就很

阿歷山大廣場》，他的第三作《瘟疫之神》開場完

想闖出去幹一些事，幹甚麼也好，總之要讓人知道我

全是後來《柏林阿歷山大廣場》開場的藍本。法斯賓

的存在。「You talkin’ to me?」的諷刺在於，這個外

達一生的思考、執迷的母題、台前幕後的完美陣容、

表兇悍的Travis，內心其實是孤獨、寂寞、無人理解，

與及他畢生功力，都一一傾力灌注在這組壓卷巨構當

他心深處是有顆灼熱的靈魂在咆哮。面對人生不可逃

中。

避的孤單，史高西斯教我們要將它轉化為藝術品。而
《的士司機》，則是三個憤怒青年（史高西斯、Paul

8.《新宿小偷日記》，大島渚，1969

Schrader、羅拔迪尼路）的寂寥、狂熱與創意的結

往昔很多所謂前衛開放的作品，今日重看都不外如

晶。

是。大島渚六八至七零一連四部《絞死刑》、《新宿
小偷日記》、《東京戰爭戰後秘話》與《儀式》則全

5.《星海浮沉錄》A Star Is Born，佐治寇克，1954

屬頂峰的前衛之作。六九年的《新宿小偷日記》，肆

初時迷上電影，是從新浪潮入手，總會對歐洲六十

然奔放，每一着都是意料之外，當中情節的想像力與

年代以降的藝術電影趨之若鶩，而對荷里活片廠時

畫面的荒誕意像有如連環重擊。片中一段用黑白拍攝

期的作品略有不屑。直至我看到《星海浮沉錄》，

女主角在服裝店內留連，突然剪到女主角低角度的特

就對「片廠」完全改觀，原來嚴緊的制度自有它的魔

寫，畫面變成彩色，但見女主角被身後一片紅衣料如

力。佈景陳設之精美自不待言，匠心獨運的構圖、鏡

海般包圍。見此境貌，難不懾服。

頭運動與色彩亦深得我心，而最能迷倒我的當然是片
廠電影的最大賣點—明星：操鏗鏘英腔、風度翩翩

9.《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維斯康堤，1971

的占士美臣與動靜俱宜的大美人茱迪格蘭！

因為年輕，所以會對「美」有所執迷。喜歡美麗的人、
美麗的事、美麗的作品。我想，若果以純粹求美的心態

3.《民主萬歲》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台上是戲、台下是戲，

6.《琵琶怨》，左几，1957

都是夢。

法蘭克卡普拉，1939

10.《東京物語》，小津安二郎，1953

歲》更好。頭半部是卡普拉擅長的輕鬆喜劇，是齣好

「東京真大，

戲；後半部打從占士史超域與Jean

如果走失了，可能一輩子也不再遇上。」

備起草議案開始，整部電影就成了Great

真的走失了，還是會再遇上的。

堅毅、勇敢、正義等善良品質統統體現在占士史超域

我看過的電影中，沒有一套拍「公義」比《民主萬
Arthur天真地準
Movie。

的完美演繹裏。結局的奸角自首來得太簡單輕易？正

來拍一齣戲，斷不能比《魂斷威尼斯》更好。我還記得

我想，無論如何也應該選一齣粵語片的。與《魂歸離

那一幕：狄保加第的身影在前景默默創作，而美男子則

恨天》一樣，都是難分軒輊的粵語片顛峰之作。《琵琶

披着白袍在背景走過，走到海邊。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背

怨》每一場戲環環相扣，劇力逐步增強，幾近無可挑

影，我想，他是男是女為何還再重要？他已經是青春與

剔，看得人喘不過氣。女性自甘墮落賣身予惡霸帶少
許Max

所有兩性之美、情愛之美的混合化身了。

Ophüls的影子，同時此片也在深刻地處理

幻想／藝術 v s 現 實／名利這個屢見不鮮的命題。芳

10.《情迷意亂》，成瀨巳喜男，1964

艷芬、演奸角跛七的吳楚帆與第二男主角黃千歲的演

Obsession。兩個早應走在一起的男女，卻因種種前

繹、表情、對白唸誦，沒有一刻是不好看的。

因而難成好事。男的加山雄三癡心一片，女的高峰
秀子婉約委曲，到最後，在一列大家都不知何處是終

7.《柏林阿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

站的列車上，兩人越坐越近，難以遏止的激情益發親

法斯賓達，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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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而結局，卻是教兩人抱憾終生，無可挽回。這

二次大戰的禍首，討論原爆禍害。他關心世界和平之

才是最刻骨銘心。最後一鏡，高峰秀子在街上狂奔，

心，顯然易見，此片或許未必前無古人，但至今仍為

電影以她那個茫然的目光作結。是失落？是絕望？只

香港電影史上少有具世界視野的電影。

好怪天意弄人，還是人為之下的無意錯失？

6.《俠女》，胡金銓，1971

李卓倫

片中竹林大戰是胡金銓最具代表性的一場戲。厲害之

並不灰白，可以抽煙、進食、飲咖啡，非常快樂。雲

處，早已有不少評論分析之，但我反而欣賞煙霧瀰

溫達斯在柏林圍牆倒下前，寄寓德國樂觀的前景，思

漫，荒草叢生，怪石嶙峋的佈局，極有國畫的風格，

索人性美好，值得回味。

1.《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可算是繼費穆的《孔夫子》，另一部成功將中國美學

義氣不用口說，Mark哥一舉手，豪哥一投足均傳情達

融入電影的示範作。

引用轉貼的獨白……
最後不得不提劉以鬯先生，沒有他的小說，《花樣年
華》和《2046》未必拍得出來。
4.《叛諜追擊3：最後通牒》The Bourne Ultimatum，

何文龍

意。小學時我第一次看此片不知楓林閣槍戰一場有何

保羅格連加斯，2007

7.《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厲害，大了重看，終於知其何以經典，明白何為真男

我認為是近十年最出色的時裝動作電影。故事簡單、

奇斯洛夫斯基，1991

前言

中學時，聽聞有老師是《兩生花》的影迷，他經常慨

不妨把這篇文章看成是我遺囑的一部分，提及的電影

2.《第一類型危險》，徐克，1980

嘆未有機會再次目睹風采，始知道其大名。及後等到

光碟可以給我陪葬。然而遺囑是可以改的，須重選的

由文戲到動作／追逐戲，全部利用鏡頭運動、剪接、

這部是徐導最癲最喪的作品，全片緊緊籠罩無政府主

MK2推出DVD後，借回家欣賞，仍看不出其色彩之

話，名單又會不同。

聲效和配樂的結合來營造逼力和氣氛。

義的氣氛。燥動不安的年青人在手搖鏡下，帶着批判

美，直到在戲院欣賞後……，美之為美就是《兩生

社會的心情製造炸藥，墳場追逐一幕盡顯他出色的場

花》。

入選原因很簡單，雖然收藏大量影碟，但是翻看得最

荷里活常常被簡單地批評為「公式化」，但是《叛諜

多次數的都是它們，連電視重播也照看不誤。

追擊3》的水準堪稱專業典範，能夠做到這個地步絕

人、好朋友、親兄弟。

面調度。責備八十後衝動攪事的當權者，真的要看看

8.《野火》，市川崑，1959

此片，何謂抗爭何謂攪事。

《野火》寫戰爭的殘酷，靠的是影像不是對白。日軍

不簡單，值得借鏡。

個人喜好無從比較也不用比較。因此切勿用「評論」
眼光看待選片，否則自誤。

3.《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

在菲律賓戰場傷亡慘重，受傷的、逃跑的、人吃人

安哲羅普洛斯，1988

的……，軍不成軍。其冷峻的風格，呈現戰爭的恐

此時此刻，我鍾愛的電影（排名不分先後）：

小姐弟浪蕩天涯找爸爸似目的又似幌子。安哲羅普洛

怖，看得我目定口呆。寫戰爭的慘烈的電影有不少，

斯的長鏡頭、空鏡、深焦攝影的運用，突出雪景的光

像《野火》這樣冷靜深刻、不渲染血腥的高手作，卻

1.《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暗層次，令全片瀰漫憂傷悽然，猶如光影的詩篇。其

是少之又少。

中雪車拖行老馬的一幕，其構圖、配樂、攝影渾然天

對白不多但是劇力非凡。

5.《異形》Alien，烈尼史葛，1979
永不過時的驚慄科幻經典。覺得沉悶想找點刺激，自
然就把它放入影碟機。
6.《鐵血戰士》Predator，尊麥地雅倫，1987

2.《花樣年華》，王家衛，2000

原因同上。

3.《2046》，王家衛，2004

9.《八部半》 8½，費里尼，1963

阿飛（旭仔／周慕雲）追求蘇麗珍／蘇麗珍（s），一

7.《教父》The Godfather，哥普拉，1972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所謂「藝術電影」。之前早已久

段段沒結果但夠刻骨銘心的感情，讓人體驗到墮入愛

8.《教父續集》The Godfather:

4.《已婚女人》A Married Woman，高達，1964

仰此片的大名，人人都稱看不明白，其天馬行空，大

河原來可以很痛苦。

Part II，哥普拉，1974

女人豈是鐵板一塊？高達觸覺敏銳，眼看六十年代女

玩意識流，內心和現實互相交織，令人眩目。我前後

性主義的大潮泊岸，大膽前衛不用傳統故事描寫女

看過該片三次，每次都有新發現，仍未敢明言完全明

性，而用零散的片段勾勒出女性的生活輪廓，其多面

白所有情節。

成，教人難忘。

的性格如繁花盛放。電影中的女人原來可以如此拍出

10.《柏林蒼穹下》Wings of Desire，雲溫達斯，1987

來！

黑白與彩色的變化，構成天使的世界觀：從天看人間

5.《廣島廿八》，龍剛，1974

只有單色，原來人間色彩萬分。天使愛上馬戲團女

龍剛不固守香港小城，眼界宏大，敢撇開日本乃挑起

子，甘願為人，愛情為他的世界添上色彩，人間原來

由錄電視台重播到買台版VCD買美版LD買美版DVD

阿飛媾完張曼玉、劉嘉玲、章子怡、鞏俐、王菲，再

收藏，過去三十年不知看了多少遍。

俾董潔媾，還有其他逢場作戲的鶯鶯燕燕，男人風流

一時無兩的演員陣容，重溫當年初出茅廬但是風華正

若此，夫復何求？
Xavier

Cugat

和〈Jungle

茂、今日已貴為影壇巨星／甘草的阿爾柏仙奴、羅拔

的〈Perfidia〉、〈Siboney〉

迪尼路、占士堅、戴安姬頓、羅拔杜華的昔日風采。

Drums〉；梅林茂的〈夢二〉和

忘不了的還有作古的馬龍白蘭度。

〈Polonaise〉；Nat King Cole 的〈Quizás, Quizás,

絕對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Quizás〉……所有這些配樂都構成了游走虛實之間的
六十年代記憶，一種求之不得的浪漫氛圍情調。

是否導演／編劇教科書其實不太重要，每次翻看都有
新的體會和感受，確是百看不厭。

張國榮／梁朝偉恐怕已後無來者；還有張曼玉／劉嘉
玲／鞏俐／章子怡，和她們的貼身旗袍……不斷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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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玉蒲團二之玉女心經》，錢文錡，1996

19

有李麗珍和舒淇已經足夠，毋須3D。

主唱的同名歌曲。歌中營造的灰絕氣氛，再加上納粹
的影像，是雙重的抑鬱，但鑄刻在心頭的力量卻異常

10.《功夫》，周星馳，2004

澎湃。

動作場面的激揚中國配樂喚起小時候在電視機螢光
幕觀看曹達華、石堅、關德興、于素秋、曾江、蕭

5.《其後》And Then，森田芳光，1985

芳芳、陳寶珠、林家聲、馮寶寶、關海山、林鳳、張

緊接其後的往往是省略號，就如片首藤谷美和子的

瑛、白燕、薛家燕、張英才……等人主演的武俠粵語

fade in／fade out。《其後》之所以經典，是我們都

長片的難忘回憶。

完全投射在主角身上—松田優作的優雅不凡，藤谷
美和子的脆弱可憐；同時更營造了一個美得絕無僅有

完

的明治時期，雖然他們有缺憾也缺錢，但百合花與音

即之

Time

Next

Year的約定—每年見

的愛情枯萎、繼續與朋友作樂，總掩不住淡然的一抹

一次的包袱，也不是盧馬的輕省靈動，他始終是

哀愁。相片可以留住回憶，但留不住生命，為陽光微

Richard

風的八月添上悲涼。

Linklater—Slacker的始祖。兩部片事

隔九年，由年輕的桀驁不馴到中年況味，這對男女

4.《疾走羅拉》 Run Lola Run，Tom Tykwer，1998

就像大家的老朋友，我們看着主角（與演員）已經

樂盒已經抵得住種種人性與生活的淒涼。

老大，事過境遷，點滴都是集體回憶；由維也納走

6.《橫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是枝裕和，2008

的事情與想法，只不過更即興直接，更執着動人。

我們究竟對雙親有幾多兌現不到的承諾？直至他們相

1.《相逢恨晚》Brief Encounter，大衛連，1945

沒有Same

遊戲規則只有一條：二十分鐘完成任務；生命卻可以
有 Take Two，Game Over 後以意志控制時間，製

到巴黎，依然游走在公共的景點不斷侃侃而談私密

造瞬間的永恆時間來改寫結局。絕少電影能夠對時間
作出如此哲學性的思考，完全打破時間線性發展的概
念，天馬行空之餘仍不失辯證味道。

繼離世，做子女的心登時落空了，但仍然很無奈地

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哀而不傷，成熟有節度。大衛

想：我的確做不到！是枝裕和沒有儒家人倫的包袱，

連以火車站的濃煙及哨子聲，影音俱全地營造一對出

就正正站在子女的立場去看事實，「子欲養」由此得

軌男女或聚或散的苦樂。黑白畫面的光影凝定了種種
舊事，既虛幻亦真確。
2.《童年往事》，侯孝賢，1985
老奶奶在街頭大喊：「阿孝咕！」，是我一直牢記的

到一個更加合乎現實的詮釋。

主編說是「十部」，不是「十大」電影，腦海中便立

7.《狗臉的歲月》My Life as a

好的作品，甚至也不敢說是「至愛」，只是它們都有

Dog，賴斯荷斯朗，1985

一些理由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可能是畫面、可能是情

總會有過像片中的好朋友吧— 親暱地把手繞在你

電影聲音；多年後那把聲音卻記得越來越清楚。起初

的肩膊，天真快慰地合照。他們都是十二歲，一個拒

我看不懂這部電影，直至阿孝咕的親人一個個離世，

絕長大，另一個則揠苗助長— 不斷為他的不幸釋

而他開始學懂去哭。長鏡頭與遠景營造不了距離，如
影隨形的生與死原來如此感動，那份感動也隨年月的
消逝而越來越深摯。

起。電影沒有賣弄雙生奇情，只是在畫面處處顯出匠

遠來自過去。

一種被迫看透世情的無奈。Brenda Blethyn出神入

先不論角色入型入格，單是片中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的世界已教人驚嘆。電影構築自身的理論體
系，引領觀眾穿梭於二十與廿二世紀、虛幻與真實之
間。教人詰問身處世界孰真孰假，還是如後現代理
論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言的「類像」

序。

8.《閃靈》The Shining，史丹利寇比力克，1980

的重複，不信任與潛藏的瘋狂。還有，恐怖的源頭永

苦與呈現現實之間，往往有黑色幽默，又忙不迭流露

安迪華高斯基、拉利華高斯基，1999

節、更可能是當中的感覺與基調。以下按出品年份

1.《情書》，岩井俊二，1995

間；而是影片和盤托出人性的脆弱及劣根性—生活

活生生的英國低下層在鏡頭下歷歷在目。邁克李在挖

5.《22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

即浮現了一些電影的名字，它們未必是我看過十部最

懷—猶記得那隻無辜被送上太空的蘇聯狗。

徹骨之寒的恐懼，不單止源於敍事、氣氛及封閉的空

3.《秘密與謊言》Secrets and Lies，邁克李，1996

蕭恒

（simulacrum）？
6.《論盡我阿媽》All About My

一男一女的同姓同名，令兩個面貌酷似的女子走在一

Mother，艾慕杜華，1999
電影成功捕捉了不平凡女子的內心掙扎起伏，女主

心獨運的美學。雪地純白襯出細膩的感情流轉，無論

角眼見修女懷了自己已變性前夫的骨肉，百感交

是雪地相遇的剎那、抑或空谷中對已逝者的問安，都

集，Cecilia Roth演來絲絲入扣。探索母親、女性以

令這齣愛情小品益發詩意盎然。

至人類面對感情與慾望的種種矛盾與可能，論盡的又
豈止是戲中兩個單親媽媽的內心世界？

2.《情留半天》 Before Sunrise，Richard

化的演技，加上邁克李渾然的導技，相得益彰；迴蕩

9.《情留半天》Before Sunrise，Richard

的是劇力，也是生活。

Linklater，1995

Linklater，1995

喜歡《情留半天》為的是對白，男女主角車上邂逅，

10.《日落巴黎》Before Sunset，Richard

性格南轅北轍，竟然引為知音。全片幾乎沒有情節，

Linklater，2004

就以妙語如珠的對白貫串，無比witty。這或許是談情

4.《魂斷多瑙河》The Night Porter，
莉莉安娜卡瓦尼，1974

7.《花樣年華》，王家衛，2000
壓抑的感情，蕩漾在懷舊情調之中。華美影像加上流
麗音樂營造出美化了的六十年代，讓陳蘇麗珍的旗袍
在當中搖曳生姿，也令她與周慕雲的曖昧更加複雜隱

的最高境界，雖然對我輩凡夫俗子來說遙不可及，電

當年會急不及待去看這部片，全因為David Sylvian

晦。身份的雙重與對倒，加上電影的獨特美學，令作

影中聽來卻是醉人之極。

品戲味濃厚，良久不散。

3.《八月照相館》，許秦豪，1998

8.《珈琲時光》，侯孝賢，2003

絕症韓片不一定呼天搶地，《八月照相館》裏的平

與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遙遙呼應，重溫在當下

靜，才牽動人心。離世前默默為家人打算、任由萌芽

20

日本和台灣都失去了的傳統倫理價值。對於消失中或

21

已消失的事物的眷念，並不是沉溺過去，而是通過回

3.《江湖浪子》The Hustler，羅拔羅辛，1961

味而得到片刻恬靜，那種氛圍給人以力量，調整步伐

桌球高手之戰，被導演羅拔羅辛拍成黑色電影傑作。

才走向未來。

這是我少年時代最着迷的影片之一。

9.《你，我，他她他》Me and You and

4.《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

Everyone We Know，Miranda July，2005

塔可夫斯基，1962

現代人有無數科技幫助溝通，一直以為自己渴望交

小孤兒在殘酷戰場出生入死，塔可夫斯基這部早期成

流，內心深處其實最怕敞開心扉，還是想像的、間接

名作毫不悶藝，但已拍出淒迷的水月鏡花意象。

的、二手的、vicarious的經驗，既滿足對生活刺激的

5.《坦克大決戰》Battle of the Bulge，

慾望，又不必離開舒適的安全範圍。年青導演初試啼

肯安納金，1965

聲，處處透出人際關係的睿智。

豐富過癮的戰爭片，美軍鬼馬，德軍有型，罕見地旗
鼓相當，並非一面倒。

10.《最後的時光》 Time to Leave，
法蘭索瓦奧桑，2005

6.《俠女》，胡金銓，1971

簡單而不普通的情節，在奧桑的鏡頭下，道盡死亡與

胡金銓武俠片代表作，單是竹林大戰與高僧飛降兩

誕生的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緣起緣滅，參透生死的

場，便留下難忘印象。

平靜，竟然如斯動人。最後一幕，鏡頭從黃昏日落的
沙灘漸拉漸遠，帶出那種坦然面對死亡、最終歸於寂

7.《柳生一族之陰謀》，深作欣二，1978

滅的寧謐，感染力無法忘懷。

深作欣二拍攝武林爭霸戰，藝術性不能與黑澤明經典
俠義片《七俠四義》相比，但別具「遇佛殺佛，遇祖
殺祖」的奇采。

石琪

8.《群英會》Excalibur，尊波曼，1981

十部至愛電影（戰情片）

尊波曼把阿瑟王武士傳奇拍得戰況逼真而又神奇魔

喜愛的電影太多，難定至愛，這裏隨意抽選十部「戰

幻，勝過後來《魔戒》之類大搞電腦特技的古裝奇幻

情片」—全球最賣座電影由《亂世佳人》到《阿凡

戰情片。

達》就是有戰亦有情。其實人生不斷發生有生有死，

9.《風雲再起時》Miller’s Crossing，祖爾高安，1990

有悲有喜，有勝有負的交戰情況，各式各樣數之不

荷里活黑幫龍虎鬥影片首選當然是《教父》，不過我

盡。

偏愛高安兄弟這一部，鬥得變化多端。

1.《帝女花》，左几，1959

10.《22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

國亡家破之戰，改朝換代之變，前朝公主駙馬殉國殉

安迪華高斯基、拉利華高斯基，1999

情。此片使我對粵劇改觀，從煩厭變為驚艷。

未來科幻之戰，加上東方武術，華高斯基兄弟在上世
紀末開啟了新世紀電影武林新面貌。

2.《祖與占》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大戰沒有損害異國情緣，多情反而致命。杜魯福的三
角戀名作最能顯出情場如戰場，戰場亦是情場。

22

23

思考和回應人類慾望的大海，囚禁了人同時提供了自

朗天

由（的可能）。甚麼才是自主、自願？十分適合哲學

1.《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人看的電影。

dernière à Marienbad，
阿倫雷奈，1961

8.《刀》，徐克，1995

關於敍事和電影本身的電影。虛實互滲的迷宮、現代

純力純體純陽性接觸！動作、說話的速度令人根本無

藝術的本然，符號化的一切，擴闊任何人的影像地平

法，亦毋須看清楚聽清楚。徐克的江湖在歇斯底里的

線。

氛圍下一次最赤裸展示。氣，瀰漫影片內外，告訴我

了反而不明白，看電影還是與生活體驗有關。我想這

嫩的心靈。

份名單，可能會隨歲月而有所變化，但不要緊吧，我

5.《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佐治寇克，1964

高興面對電影對我的挑戰。

小時候，明珠台經常重播《My Fair Lady》，這是我

們甚麼是男兒熱血。

2.《週末》Weekend，高達，1967
永遠忘不了那塞車的長鏡頭。暴力美學真正的示範

9.《影武者》，黑澤明，1980

作，作為恐怖份子的同盟，進步電影導演可以走多

日本戰國武田氏之悲劇側寫，透逼出影子生命的存在

遠，真是無可計量。

意義。無虛不成實以至虛才是實，寓意非凡。當然，

最熟悉的歌舞片，幾乎所有歌曲我也懂得唱（後來又
在學校排演了這部音樂劇）。最喜歡的是〈I

麥欣恩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和〈Wouldn’t It Be

1.《露滴牡丹開》La dolce vita，費里尼，1960

Loverly〉，尤顯少女情懷。當然，柯德莉夏萍的活潑

軍事場面的天才調度，譜寫了黑澤明最完美的神話。

費里尼的電影陪伴我走過撰寫博士論文的艱苦歲月，

演出，至今難忘。

又是一齣思考電影的作品。如果說《大國民》是正宗

10.《春光乍洩》Blow-Up，安東尼奧尼，1966

的教材電影，它便是走偏鋒卻活力十足的參考材料。

安東尼奧尼向小資產階級和藝術家刺出的雙刃利劍，

影，比如是《大路》、《八部半》，不過，我以為，

燈光、影機運動、場面調度……賞心悅目同時意義豐

在探究影像深義的框架下益發銳利。有時，剩餘本身

富，層次之多之厚，嘆為觀止。

成就了深刻。這便是通俗的力量。

3.《輕蔑》Contempt，高達，1963

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娛樂」。喜歡好幾部費里尼電

6.《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BBC
TV series version），Simon Langton，1995

《La Dolce Vita》是他最出色的作品。驚嘆於這部作

一直喜歡Jane

品的神采，從頭至尾，都別具一格。

Austen，第一次看《Pride

and

Prejudice》是在明珠台，正值準備中七高考

2.《七俠四義》，黑澤明，1954

（A-Level）。誰料一看便欲罷不能，明珠台把電影分

第一次看《七俠四義》，是多年前在日本大阪。他們

了三節，在三個星期播完，也讓我苦候了廿一天，未能

黃淑嫻

用十六米厘機器放映，沒有字幕，我的日語水平不

好好地專心溫習。這部BBC作品大致依照原著，其後

好，雖聽不大懂，卻被黑澤明的敍事及佈局吸引。情

製作的《Pride and Prejudice》電影，神韻還不如這

出壓倒所有人等，可以讓人談足十年、二十以至三十

1.《日出》Sunrise，茂瑙，1927

節支流眾多，最後竟一氣呵成匯聚大海，氣派不凡，

部電視電影。

年。

2.《懷鄉》Nostalgia，塔可夫斯基，1983

叫人動容。看過後許久難以平靜。

4.《東邪西毒》，王家衛，1994
心目中不滅之愛情電影。無情之情，偏狹而深，一探
到底。非線性敍事實驗、片末內爆及張曼玉五分鐘演

7.《祖與占》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3.《情隔萬重山》L’Eclisse，安東尼奧尼，1962
5.《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荷索，1972

4.《春光乍洩》Blow-Up，安東尼奧尼，1966

完全是刺入大西方主義各種張狂僭妄的反諷尖刀。那

5.《諸神的黃昏》Ludwig，維斯康堤，1972

些永遠不知從何方射來的原始之箭，令生命遇上它的

6.《浮雲》，成瀨巳喜男，1955

影子再遇上不得不止之處。一切彷彿說明影像休止符

7.《露滴牡丹開》La dolce vita，費里尼，1960

是氣孔而不是句號。

8.《密陽》，李滄東，2007

3.《小早川家之秋》，小津安二郎，1961

這是眾人心目中的經典，不用多加解釋。尤其喜歡三

有一段時期連續看了許多部小津電影，只要看到原節

人在路上奔跑狂笑，也喜歡電影對白如：「這是雨？

子、笠智眾、司葉子、小林桂樹等人物，閑靜之情油

還是夢？」浪漫清新，純粹的少年情懷。

然而生。小津作品，我尤其喜歡《小早川家之秋》，

8.《重慶森林》，王家衛，1994

原節子和司葉子之間的對照—不論是處境、心態，

《重慶森林》是我最喜歡之香港電影，看了不少於

抑或二人對談時的姿勢動態，都維持平衡的美感。經

6.《潛行者》Stalker，塔可夫斯基，1979

9.《偷拍》Hidden，米高漢尼克，2005

永遠無法進入「房間」，為他人引路的行者之路，喜

10.《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Uncle Boonmee Who Can

營用心，美得自然，卻不着斧鑿痕跡。

歡的話，你當然可以稱之為修行。不過，我情願相信

Recall His Past Lives，阿彼察邦韋拉斯花古，2010

4.《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德機場、快餐店，透現了香港都市的質感。尤其喜

我喜歡這十齣電影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它們都有一

Wind，域陀法蘭明，1939

歡金城武與王菲，近乎本色的演繹。又，插曲〈夢

《亂世佳人》是我童年觀影經驗所不能不提的，父

中人〉與〈加州夢〉都下筆有神。這部電影，我會

親帶我們到華麗的「碧麗宮」戲院，興奮莫名。我

以四個字「神采飛揚」來形容。

那是很男性的一次自視，而那區域，那房間，當然便
是女人本身。

個共通的特點：能夠改變我對電影的看法，豐富我的

7.《星球梭那里斯》 Solaris，塔可夫斯基，1972

人生。這十齣電影在我人生的旅程中不同的時間出

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嗎？悔罪不是開玩笑的，會

現，不一定是以電影出產的年份排序。有些電影早看

五十次。有時候「急就章」比苦心經營之作品更加
成熟，《重慶森林》便是一例。中環行人電梯、啟

被「碧麗宮」加上《亂世佳人》之氣派所震懾，全

9.《香港之夜》，千葉泰樹，1961

情投入在光影裏。還記得在中場休息前一幕，費雯

港日合作，由東寶和電懋聯合出品，不是一部為人所

麗立定決心要重建家園，永不再捱餓，小女子佇立

知的電影，我卻看到1960年代香港的美艷，一如女主

於廣闊之紅土地，這個低角度遠鏡，曾經撼動我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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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尤敏富氣質而高貴的造型。儘管這可能是戰後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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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摩登城市」之投射／想像，我卻被尤敏，

4.《她的一生》Vivre sa vie，高達，1962

以及光影所展現之香港魅力所迷惑。也許，這是出

高達的形式實驗最為人稱道，但我總覺得，當他的形

於「懷舊」心理？又或是對於「舊香港」的無法理

式實驗與鏡頭詩意遇上時，高達才最非同小可，無人

解之迷戀？

能及。《她的一生》中的Anna Karina有許多這樣的
時刻；無論女子是否墮落為妓女，在高達鏡頭下，她

10.《太太萬歲》，桑弧，1947

永遠是女神。

喜歡張愛玲，所以喜歡《太太萬歲》。我認為《太太
萬歲》是最具張愛玲本色的電影劇本。

5.《教父》 The Godfather，哥普拉，1972
電影可以拍成這樣，沒話說。燈光、演員、音樂、故
事等等，一切配合得天衣無縫。原來的一個黑幫故
事，落入哥普拉手中，被提昇成側寫美國興衰史，以

潘國靈

至有宗教哲學的層次。

1.《祖與占》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了。對鏡自照說「You talkin’ to me?」，可能是電

不想成為最愛電影中的宏偉主角？以自身的經驗，現

影史上最悲哀的唸白之一。

場版演活最愛電影的橋段，還要是最為老套的愛上死
黨老婆的橋段，此為夢，亦電影也。

10.《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因為這齣電影，我會記得，旭仔、蘇麗珍、「無腳

6.《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

鳥」，以及一分鐘。一分鐘沒有過期，一直延宕至

Wolfgang Becker，2003

今，這就已經是選它的一個充分理由了。

理想的挫敗，不算甚麼，重要的是如何自處於把理想
否定的世道。主角的媽媽興許對社會主義有狂熱之
嫌，但兒子在德國統一後，仍能不卑不亢的哄媽媽五

杜魯福的電影溫文爾雅，但溫文中又有種種的死亡慾

6.《秋水伊人》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

力；《祖與占》的三人行，快樂的時候世界上真好像

積葵丹美，1964

周思中

只有他們仨，一切都有了詩意；陷落的時候毀滅力非

因為一份浪漫，因為哀而不怨，因為雨中的傘子拍得

常，凱塞林駕車與祖同歸於盡，太率性太自我，詩意

太美，我很喜歡這齣音樂劇。當然，還有因為Michel

1.《半邊人》，方育平，1983

轉了調子也是詩意，可叫人不可逼視。

Legrand的音樂。許多影像我忘記了，還剩下了歌。

2.《假面》Persona，英瑪褒曼，1966

十年不變。謊言雖無法千古，但卻透露了比現實還真
實的批判。這就叫時代意義，如不是預言的話。

無怨無悔的成長故事。主角阿瑩由一位想擺脫賣魚女

7. La Commune (Paris, 1871)，Peter Watkins，2000

身份的草根階層，蛻變為以賣魚女身份成就生命提

導演登報紙找不同政治立場的非職業演員，分成不同

7.《十誡》Dekalog，奇斯洛夫斯基，1989

昇。毫不風花雪月的藝術經驗。

的小組親身商討場面對白和處境，民間媒體和傳統商

英瑪褒曼我以為我會選《第七封印》的，不為甚麼，

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算不算電影？讓我也算進去

只為了那形而上，向上帝的詰問。但回頭檢視，或

吧。將舊約聖經十誡轉化入現代社會，拍成十節充滿

2.《站台》，賈樟柯，2000

者自己也有改變，現在我會選《假面》；宗教性沒有

存在悖理的情節劇，引入深思。當年在藝術中心馬拉

了，回到密室世界，女子失語，也許終於脫下演員的

松式一天看完《十誡》，每次想起，怎說都是人生的

Persona，無所言語，也許不。還有面孔，早有匈牙

美好時光。

業媒體在其中各師各法，重現十九世紀末巴黎公社未
完成的激進性。雖然只能在法國電視台的凌晨時段播

幾位青年人的改革開放初體驗。淡然而不失批判，批

映，但這不就是不可再的藝術行動嗎？三百四十五分

判而並不立於道德高地。三小時的銀幕長度，竟能盛

鐘的電影不一定是噱頭。

載直迫無限的時間跨度、情懷及感受的深刻。

8.《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Leningrad Cowboys

3.《殘缺的和聲》Werckmeister Harmonies，

利電影理論家Béla Balázs告訴我們電影中人物面孔的

8.《曼克頓》Manhattan，活地阿倫，1979

力量，幾十年後，褒曼讓我們看到了。

有人說活地阿倫喋喋不休，但喋喋不休可是他的風格

3.《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 不僅止於風格，還有內涵，編劇高手，處處機

dernière à Marienbad，

鋒，充滿知識份子的自嘲。但如果只有嘲諷與神經

阿倫雷奈，1961

質，大抵不至令我深愛，他的鏡頭還有深情，對他生

謎一般的電影，一個男子在一個巴洛克式酒店裏，反

於斯長於斯的紐約，《曼克頓》把這個都市拍得魅力

覆向一名女子訴說：我們去年曾在此相遇。女子由

非凡，開首的都市剪影已把人懾住了。

Go America，雅基郭利斯馬基，1989

貝拉塔爾，2000

飛機頭、尖頭鞋與黑超，冰島的冷笑話配墨西哥的悶

兩件完全不同維度的意識危機：完全內陸的地區，迎

熱，公路電影強調的成長、領悟和實現自我，給郭利

來了一條遠洋海底的巨無霸；千古以來音樂理論的數

斯馬基實實淨淨的幽了一默。百看不厭的怪異。

理基礎，面臨從根本的推翻。前東歐國家來的貝拉塔
爾於「蘇東波」十年後拍就的《殘缺的和聲》，翻譯

9.《尋找簡東拿》Looking for Eric，堅盧治，2009

及引申了變化中的人類處境，餘音裊裊。

如何挽救一事無成的中年男人？找個嗜好讓自己盡情
逃避？抑或直面自己的弱點，然後咬緊牙關衝破之？

4.《離魂異客》Dead Man，占渣木殊，1995

最初不相信，終至動搖，最後更丟下自己的男人，跟

9.《的士司機》Taxi Driver，馬田史高西斯，1976

那名陌生男子離去。甚麼都沒有發生，只有形式與詩

羅拔迪尼路實在太好戲了。透過一個小人物妄想作

意—這是法國新浪潮和法國新小說碰上了才可能嘗

「救世主」的故事，電影將城市的疏離拍得深刻極

試的實驗。走火入魔也是一種境界。

得偶像簡東拿教路，主角呼朋喚友套着簡東拿面具，

巴贊說西部片是典型的美國電影，鬼才占渣木殊便索

唱着改編了的《馬賽曲》，教訓威脅自己繼子的黑社

性把西部片變奏、深化甚至反轉。把慣常「開槍—中

會，一併解決父子和夫妻危機。並不妄想飛黃騰達，

槍—應聲倒下」的一剎，擴充成一整套電影；把西部

更不顧影自憐，Ken Loach 哄觀眾笑之餘，並沒忘記

片基本的白人文明任務無情扭轉。導演示範了他除了

草根階層的尊嚴。

懂拍流離浪蕩的nobody，連 dead man 都可拍成對
類型片游刃有餘的抽象思考。

10.《低清老翻王》Be Kind Rewind，
Michel Gondry，2008

5.《北非幻影》Play it again, Sam，荷拔羅斯，1972

社區電影，民主實驗。庶民反抗大財團、集團式經營

影迷的電影，尤其是有小男人心態傾向的影迷：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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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範電影。以豆泥的重拍，戰勝動輒千萬大製作。

（Also sprach Zarathustra）與原始人，小約翰史特勞

若作為開國神話的傳說太遠也太保守，街坊街里三個

斯（Johann Strauss II）的《藍色多瑙河》（The Blue

臭皮匠建構社區經典又如何？感人和認同，難道不產

Danube）與太空人，是一個有趣的對比，亦打開了電

生於不完美裏麼？

影廣闊時空的可塑性。

吳月華

7.《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

翁子光

Jeannot Szwarc，1980

1.《鏡子》Mirror，塔可夫斯基，1975

年華老去的女主角對男主角說一句「C o m e b a c k
to me」的簡單對白，既為故事設下一個懸念，亦

讀書時，首次看到這部在二十年代拍攝的科幻片，無

為一個愛情故事揭開序幕。拉赫曼尼諾（Sergei

論是特技或故事的構思，直到現在仍感佩服。

Rachmaninoff）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

2.《瘟疫之神》Gods of the

（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和女主角

Plague，法斯賓達，1970

回眸一笑的倩影與片段，既為連貫影片的主題，亦

這是劉別謙最後一部歌舞片，兩位主角的愛情角力充

安哲羅普洛斯，1991
安哲羅普洛斯最尖銳的政治寓言，Marcello

這是令我重新認識電影的一部「電影詩」，是我的啟

1.《大都會》Metropolis，弗烈茲朗，1927

2.《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劉別謙，1934

9.《鸛鳥踟躕》The Suspended Step of the Stork，

Mastroianni 和Jeanne Moreau的演員夢幻組合，「尋

蒙電影，對我來說，這是最深情的自述電影。

人」本來就是很詩意的題目，還有隔着一條河、不能
作聲的婚禮，真的好像夢。
10.《腦作大業》Synecdoche, New York，

迷茫的悶騷，類型片的軀殼，不經意的，打從法斯賓

查理考夫曼，2008

牽引了男主角和觀眾的心。

達靈魂裏閃出悲觀的神釆。

Widow Waltz）的經典跳舞場面，百人齊跳華爾滋與主

8.《迷牆》Pink Floyd The Wall，阿倫柏加，1982

3.《戲夢人生》，侯孝賢，1993

角二人共舞的交替場面，流暢而歡快，場面調度與音

混合電影與動畫的音樂錄像式電影，充滿對社會問題

樂匹配，令人難忘。

的控訴，其中學生被蒸製成面目模糊的影像尤其震

穿透人生時間。

王瑞祺

撼，可憾的是二十年後的教育制度至今不改，可能更

4.《靈慾荒原》Battle in Heaven，

假如要流落荒島，而只可能帶十部電影的光碟，我首

卡路斯雷加達斯，2005

先會想到這些影片：

滿劉別謙的幽默感，最後一場〈風流寡婦〉（Merry

3.《留芳頌》，黑澤明，1952

糟。

以簡單的敍事方式，淡淡然地道出死亡的陰霾，還有

劇本、劇本、劇本。

一個藝術家對另一個藝術家的凝視，有如豎立鏡像，

對我來說，這是當代年青導演最有靈犀的作品，我認

主人翁默默地完成他建公園的最後願望，孤獨無奈卻

9.《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

不煽情。

一個台灣本土家庭的故事顯出時代的氣壓，片中雲霧

為這作品要跟他的處女作《Japón》並列觀看。

深鎖的九份和敍事方式將外省人打壓本土人若隱若

5.《祖與占》 Jules and Jim，杜魯福，1962

別謙本人也提出過他的見解。我想那是一種狡黠、

沒有文學的包袱，只有對文學的憧憬，因為文本本來

幽默、顧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假如要流落荒島，劉

就是如此通俗地真誠，重新定義了我對愛情的價值

別謙的幽默是對付絕望的最佳武器。

4.《山椒大夫》，溝口健二，1954

現地呈現，無聲的林文清無聲的消失，林文雄逃走時

幽幽地道出母親的愛、女兒的犧牲、兒子的忍辱和尋

說：「我們是甚麼人？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

母的決心；母親的歌聲既是兒女的安慰，她哀哀的歌

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無人疼。」更道

聲亦成為重聚的扣鏈。

出台灣人和香港人的共同命運，感同身受。

5.《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0.《阮玲玉》，關錦鵬，1992

阿倫雷奈，1961

電影戲裏戲外多重敍事和演員的情感，現實的紀錄片

以詩意的敍事方式解構電影時空的真真假假，有趣而

段與戲劇的交織，譜出兩代影人的故事和心理矛盾，

優美。

可堪玩味之處甚豐。

6.《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1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1991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搖滾樂、打鬥、愛情、親情是小四少年躁動的故事，

寇比力克的想像力不比弗烈茲朗低，理查史特勞斯

亦是六十年代台灣，甚或世界性苦悶的折射；小貓王

（Richard Strauss）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的歌聲和站在盒上唱歌的影像仍歷歷在耳／目。

1.《戲諜人生》To Be or Not to Be，劉別謙，1942
不少影評人曾嘗試詮析 Lubitsch Touch 是甚麼，劉

觀，讓我勇於對愛情想像，也帶着慰藉的作用。

2.《欲潮》The Fountainhead，金維多，1949

6.《母親》，成瀨巳喜男，1952

加利谷巴演一個拒絕妥協的建築師，視個人的

給「媽媽」的最樸實無華的一封情書，讓我哭得死去

integrity高於一切。當他發現別人篡改了他的圖積而

活來的電影，只是想起畫面都會哭，結局永遠烙印在

建成的大廈，他寧願把它炸毀。影片當年上映時，無

我心裏，令我相信拍電影真的是回應人類的愛的最好

論在票房或評論上均遭到滑鐵盧。Georges

方法之一。

甚至將他的角色視為法西斯領袖。經過半個世紀歲
月的沉澱，電影的犀利筆鋒始見無遺。金維多把他

7.《霓虹寶典》The Neon Bible，

的主題建構於一連串的衝突交鋒：強硬不屈vs懦弱妥

泰倫斯戴維斯，1995

協，原創性vs媚俗抄襲，慾望／權力的操縱vs屈從，

對宗教及生活一次平靜的拷問，平整的故事片格局，

個人道德操守vs集體利益／民粹主義；加上R o b e r t

卻有好幾個很純電影的時刻，很淒美。

B u r k s 極出色的黑白表現主義攝影與構圖，電影由首

8.《扑頭前失魂後》The Man Without a Past，

至末重申的是這個主題：加利谷巴堅持的創作上的

雅基郭利斯馬基，2002

integrity，其實是所有荷里活導演被剝奪了的final cut

在我心中最令人愉快的生活劇，最不像幽默的幽默，

的權利。

好喜歡戲中男女主角的形象和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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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寒夜》，李晨風，1955

蒙克所處的時代，為甚麼在他有生之年，他會成為「

《寒夜》，粵語片黃金年代的傑作。白燕與吳楚帆

被咀咒的畫家」。

的演出，不只構成了中國銀幕上最難以比擬的一對配

7.《咆哮山莊》，吉田喜重，1988

偶，也是我們的銀幕上最賦舒伯特色彩的演出。在西

艾美莉布朗蒂的小說曾被搬上銀幕多次，我看過的

方的電影裏，也許只有今日的 Joaquin Phoenix 可

版本繼有威廉韋勒、布紐爾、積葵利維特、Robert

以比（我指的是他在James Gray的《Two Lovers》

Fuest及Peter Kosminsky（茱麗葉庇洛仙演嘉芙蓮），

中的演出）。

連左几也改編過（張瑛、梅綺主演），可是一直覺得

4.《狼的時刻》Hour of the Wolf，英瑪褒曼，1968；

不滿意。直至看到吉田的版本。吉田喜重是個傑出的

或《婚姻暗流》（Scenes from a Marriage，

形式主義者，因為他的形式永不是空殼。他出色的劇

電視版），英瑪褒曼，1973

本及場面調度使我看清了布朗蒂小說的複雜肌理與題

為了保持精神康健，不能沒有褒曼。

旨：文明與粗野、壓逼與反抗（逾越）、集體的迷信
偏見、階級樊籬、個人的妄自尊大、壓抑的性慾、亂

5.《定理》Teorema，柏索里尼，1968

構，全片分成三個部分，以高度準確的場面調度拍

必知男兒氣在哪裏，但就總能認得電影裏正牌的，或

成一幅歷史政治悲劇的三折畫。每一折畫都有各自的

A貨的男子漢。

主導題旨與美學構思：第一部分可說是「恐怖美學」

善意的 lovers’ walk，暴風雨是命運化身，河川是嚴

分鐘，最叫人瞠目的自是這個鏡頭：以十六分鐘的定

苛判官，不真心懺悔的話，最邪惡與最深情，最誘惑

鏡（中遠景）拍攝Bobby Sands與神甫的談判過程；

泰）、宗教援引（以《出埃及記》作導言；泰倫斯史

8.《亡魂》（又名：《再見伊甸園》）Los Muertos，

丹的陌生人身份可看成是神的使者），重新審視神

教的聖像……。

里桑度艾朗素，2004

聖與猥褻（obscenity）的分界。影片的文本既隱晦

艾朗素的作品一向都是簡約主義（minimalist）。

又同時開放，可供不同層次的閱讀。影片最大的褻瀆

電影的場景在阿根廷，主角是個五十多歲的粗漢

（blaspheme）—假如有的話—是如何引誘／

（Vargas是個非職業演員，本身是文盲，一生沒看過

推翻（subvert）你的父親（這裏的父親有雙重意

一部電影），滿獄出監，借來了獨木舟南下，想回到

味：家父與天父）。

森林中找回女兒。影片短少精幹，只有約七十分鐘。

6.《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

在試驗他折磨他，也試驗我折磨我。城市不是永遠

面……）；第二部分是「談判」，全場戲只有二十二

第三部分是主角的臨終苦難（agony），Michael

從寥寥可數的對白中我們得知，Vargas是因為殺了兩

世界上竟有如此被放過的意圖殺妻男子嗎？茂瑙其實

以排洩物塗污牆壁作抗議，到獄卒群毆犯人的暴力場

倫、戀屍癖……。

柏索里尼最曖昧的作品，糅合文學（藍波、托爾斯

2.《日出》Sunrise，茂瑙，1927

（aesthetics of horror）（由囚犯拒穿囚服，拒梳洗，

又最險惡，永遠去又來。電影不是遊樂場，不是過山
車，要認真啊。

Fassbender（節食後）瘦骨嶙峋的形骸，仿如基督殉

3.《情隔萬重山》L’Eclisse，安東尼奧尼，1962
《夜》曾經對我很重要，是人生的忠告，有點是遺忘

10.《維特》Werther，Benoît Jacquot，2010

身世後狠狠的被撥冷水的覺悟，《迷情》很厲害，是

馬斯納（Massenet）著名的歌劇，歌德筆下的

一本正反推敲感情的警世箴言書；隔了這麼多日子，

mythical人物，巴黎巴士底歌劇院的電視直播，《維

我竟發現安東尼奧尼其實在阿倫狄龍身上發掘或多或

特》有別於一般流水作業的「舞台紀錄」，至少有以

少的自省，男人其實並不是無可救藥，「三部曲」中

下四大原因：（1）作為舞台導演的積高如何把巴士底

教我珍重的安撫力量。

劇院那大而無當的空間轉化成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繪畫
的心理空間；（2）作為電視直播的掌舵，積高的處

4.《畫中緣》All the Vermeers in New York，

理手法跟電影無異，他的視覺影像不單重現了演出現

尊佐斯，1990

場的台前、台後、台下的空間，也同時給我們帶來了

我是佛梅爾迷，到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找畫看，看格

另一個電影空間—積高的特寫鏡頭，尤其是他的構

林納韋和伊奧塞里安尼不忘找個下午的窗光，對《畫

圖、空間，是只有電影才可傳達的親密空間；（3）

意私情》包容。尊佐斯打正旗號，以紐約現代博物

閣提及的MacGuffin）。

Michel Plasson的音樂指揮；（4）Jonas Kaufmann

館的私藏作為營營役役人生側看的人生憧憬，見着神

回於各重flash back之間，連「畫外音」的運用也使

演出的維特。Kaufmann為德國人，他對法文吐字的

傷。我也在我的某個人生階段碰上這幅畫外有畫，納

9.《大絕食》Hunger，史提夫麥昆，2008

人意外（交替運用被訪者、採訪者的「畫外音」）。

《Hunger》屬於這種出類拔萃的電影，只有在戲院

掌握，其優雅準確，足以令大部分唱這角色的男高音

為終身受用的悸動。註：上次我選十大經典有尊佐斯

華堅司不單探索了一個畫家的創作秘密— 決定蒙

的大銀幕上觀看，才能更領略它每格畫面的震撼力。

黯然無光。還有他的演出，他對維特的揣摩及心理演

的《閣下的安樂窩》（The Bed You Sleep In，1993

克一生的三大影響，是他出身的家庭，及成長後與

電影啟發自真人真事：1981年，以 Bobby Sands 為

繹，也足以令很多電影演員汗顏。

）。

August Strindberg 及 Stanislaw Przybyszewski的

代表的北愛爾蘭共和軍（IRA）在獄中絕食的犧牲事

交往，同時以社會、政治、文化的角度闡析／批評了

件。史提夫麥昆的劇本編寫有異於一般劇情片的結

個兄弟而坐牢，可是艾朗素沒有交代他的動機及這次

Peter Watkins，1974

回家的原因。影片只以靜觀的長鏡拍攝這個神秘漢子

作為一部傳記片，《愛德華蒙克》波瀾壯濶（全長二

出獄後沿途的一舉一動，在極之austere的形式下，

百二十二分鐘），手法前無古人。華堅司堅毅地運用

掩蓋不住的是它sensuous魅力（出色的攝影與畫外

各種敍述形式，混合了「偽紀錄片」（全片演員均非
職業）、重構的戲劇、私日記（intimate

音）和懸疑（片末出現過兩次斬柴刀，使人想起希治

diary）及

夾敍夾議的論文形式，輔以複雜的剪接— 不止來

5.《伍》Five，基阿魯斯達米，2003
電影是魔術，人生也是魔術，當下就是魔術。天地是

張偉雄

詩、大自然是史詩、簡單是美、時間是永恆，電影記

1.《童年往事》，侯孝賢，1985

錄永恆，接通《離開工廠》、《火車到站》；水月會

不會不好意思說：這是我的電影（不要轉告侯導啊）；

吟、秘密就在眼前，基阿魯斯達米給我們一個五，其

不是我的故事，不是我的生平，是我的身世。無法在八

實是甚麼也沒有，其實是一一擁有。註：上次我選十

十年代香港片中找到性情相近、認同的男生，碰上阿孝

大經典有基阿魯斯達米的《橄欖樹下的情人》。

咕後我的人生就出現點點標竿似的；從此以後，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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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銀河》The Milky Way，布紐爾，1969

人窮一生不識好歹，有人讓它擦身而過，我多謝卡薩

我曾經有一世是西班牙人，流亡巴黎，游手好閒，知

維蒂，和楊德昌，他們總給我無力最寂寞，也最「無

道有個年輕同鄉與達利拍了一齣短片，我專程去看，

敵」的一課：死水慢流啊。

驚為天人，之後與他一見如故，我入息不多，但仍決
定借錢給他拍片，因為我總跟他電影裏的天地、塵

止獲益良多。哥普拉最偉大的傳世之作，後無來者。

6.《紅高粱》，張藝謀，1987

世、銀河、婆裟同步呼吸，作凡人帶罪的穿梭。

林超榮

7.《紅衫淚痕》Jezebel，威廉韋勒，1938

1.《大國民》Citizen Kane，奧遜威爾斯，1941

伊莎貝雅珍妮和蒙妮卡維蒂都不是唯一，比堤戴維絲

奧遜威爾斯令人對電影大開眼界，內容史詩氣派，手

才是，她是我夢寐以求的女演員，將角色、演出、電

法出神入化，又有通俗劇的味道，更有新聞哄動，加

輩出，都成今日中國影壇和文壇的大師級。

影，作為大於生命的生命追求。就算被譏為《舊約》

上是奧遜威爾斯第一部導演作品，公映時，不叫好又
不叫座，最後，成為經典，真係傳奇。

7.《東邪西毒》，王家衛，1994

的發揮，都使得這部片在我的觀影經驗中佔重要的地

頭號奸女耶洗別，她隨時聲名狼藉，孤獨終老，在上

中國人獨享的觀影趣味，外國觀眾無從明白，武俠小

位。

帝面前做壞事，她依舊俗世和清高地冒險、逞強、孤

2.《教父》The Godfather ，哥普拉，1972；

獨和拼到底。

《教父續集》The Godfather: Part II，哥普拉，1974

張藝謀這一代的電影人，開創性好高，《紅高粱》當

2.《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大衛連，1965

年睇得我們熱血沸騰，完全超越上一代中國電影，不

懂人情世故，懂愛情，懂婚姻，懂世事無常之後，每

論影像、內容、音樂、演技，都震驚世界。當年人才

次看《齊瓦哥醫生》，都會有新的啟迪和領悟。那動
人的亂世戀曲，悅耳的旋律，精良的攝製，演員出色

說中幾個江湖英雄的青年浪漫史，叫人回味無窮。故

3.《玉女含苞》Jeremy，Arthur Barron，1973

事的離合、飄零，配合人物之間感情的迂迴、曲折，

雖然我一直找不到這部片的光碟或錄像，但它絕對是

8.《狗星人》Dog Star Man，史

打破續集無好的的魔咒，《教父二》猶勝第一集。電

洋人越不明白，我們越感到內心躁動。

丹布力奇治，1961-1964

影包羅萬有，學編劇，做導演，做演員，必睇，了
解美國歷史，必讀，睇完一次又一次，真係一點也不

8.《龍門客棧》，胡金銓，1967

的初戀故事，還有主題曲〈Blue Balloon〉的動聽，

在最貧窮的日子找最豐盛的時光，以無限蒙太奇打破

悶。

中國上一世紀最傑出的華人導演，將武俠和中國電影

所有，都是我刻骨難忘的回憶。

蒙太奇的喧譁，以無聲砌喻心亂。要在一無所有的
心情下才可與天地神交，要在放棄耳、目的空蕩下與

3.《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幻象同感，要以擴大五官的想像，沉下至冥想。有一

史丹利寇比力克，1968

天，我在欲睡未睡間看到了境況，我不怕，因為布力
奇治早作導遊。

9.《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

今日「火星」，一點也不過時。

樣。英瑪褒曼倒自知不是好父親，創作首先是硬起心
腸去研究，他假設天父也是，讓兒女心痛，心死，心

孤獨的人種。

他是我這一代人親眼目睹誕生的一個大師。

5.《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

聲暗啞的一頁本土悲情，側寫中國人在百年被剝削被

在《霸王別姬》和它之間，我還是選擇了貝托魯奇，

史提芬史匹堡，1982

侮辱無助的心靈，無語問蒼天。

他比中國人更懂得拍中國人的故事，有關那段時期的

黑澤明每部電影都係傑作，揀羅生門，內容簡單，重
複，但係，將人性越鑽越深，最後開創了一個電影新

受影響的女人之所以受影響，是她掙扎，未找到寧

將來很長的日子裏，此片將會是我重看最多的作品。

貝托魯奇，1987

5.《羅生門》，黑澤明，1950

10.《愛流》Love Streams，卡薩維蒂，1984

比奧的深情和憂鬱，更勝肥皂的《鐵達尼號》。在不久

《悲情城市》以史詩式黑幫電影手法，寫出台灣最無

就超越和路迪士尼的卡通片。非常原創，百看不厭。

自己生命中的迴避，就是成為一個父親，那是世上最

深深着迷，喜歡那創意，喜歡編導的想像力，喜歡狄卡

4.《E.T. 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
史匹堡真係無得頂導演，童真，科幻，人情，家庭成

不安，簡單抱抱也是研究。經歷電影的反照，我認清

近年看的最過癮暢快的荷里活電影，為那幾層「夢境」

動魄，雖死猶生，在武俠世界高手過招中，以弱勝

果，大開眼界，是電影特技顛峰，科幻片有如此高度

英瑪褒曼，1961

4.《潛行凶間》 Inception，基斯杜化路蘭，2010

弈。最後血戰，合眾人之力，肉身自毀來戰勝，驚心
強，罕有的理性解決了高手對決。

內涵，引人遐思。單係大石碑、人猿和結局，發生在

我會「酷」稱，英瑪褒曼是我的電影父親，以他為榜

帶給全世界，中國式的動作困局，中國人的機心對

寇比力克部部都咁正，《2001太空漫遊》，視覺效

9.《對鏡猜謎》Through a Glass Darkly，

我青春成長的一部分。七十年代的星期日早場，簡樸

所有其他作品，通通都只是東施效顰。

10.《撒旦探戈》Satantango，貝拉塔爾，1994
七小時的電影史詩，也是人類歷史，黑白的攝影，廣

6.《紅高粱》，張藝謀，1987

闊寂寥，簡單的場景，平凡的人物，卻讓人思考奔

新中國第五代的電影裏，我很愛張藝謀這部處女作，

馳，由盤古初開為起點。

是因為他獨特的風格，還是因為喜歡姜文的豪邁，抑
或鞏俐給我們的驚艷，我說不清，但極度酷愛之！

意象，叫做羅生門式結局，也成為一個舉世界知名的

靜；不再受影響的女人，心死如槁木。怎卻是，無力

感嘆詞。

是個臨界點，是個境界，是個機緣，是個純粹，很多

7.《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1995

文雋

至愛這部片的感情肯定和別人不一樣，正因為有幸參

1.《教父》The Godfather ，哥普拉，1972；

與其中，使我的電影生涯有着不尋常的意義。每次翻

《教父續集》The Godfather: Part II，哥普拉，1974

看，我都忍不住思緒起伏，熱淚盈眶！

我也記不清自己看了多少遍，反正閒時在家會拿來

8.《假如愛有天意》，郭在容，2003

看，或打開電視HBO頻道，如果正在播放的話，我會

或許你覺得有些冷門！不錯，我就是對這麼一部俗套

看到尾。作為電影人，作為編劇，看這兩部經典，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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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篇的韓國愛情片情有獨鍾。我喜歡電影中的一些細

有過程，包括已經腐爛的媒體道德的確應該槍斃。這

節，我喜歡這部作品的配樂，我喜歡女主角孫藝珍。

裏所殺的，不是人，更像是「人性」。

9.《甜蜜蜜》，陳可辛，1996

4.《靈慾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為陳可辛這部愛情經典迷倒，究

米克尼高斯，1966

竟是因為張曼玉，還是鄧麗君的歌聲，我們說不清

原本無事的夜晚，一對暮年的夫妻共同編織「兒子」

了，總之，就是喜歡。

的完美謊言。Oops，謊言被拆穿不要緊，最糟糕的
是沒有謊言怎麼還有勇氣生活下去？Taylor所飾演的

10.《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Martha不僅僅以「God Damn You」參與了電影分

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年夏天某個晚上的午夜場看這部片

等到妥協已經成為生活的常態，任何一個選擇似乎都

5.《逍遙騎士》Easy Rider，丹尼斯賀柏，1969

是委屈求全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在《假面》中一個

Born

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逼害，除了訴說與沉默的對抗之

德。Flash forward 剪接。電單車穿州過省。On the

外，這就是靈魂的內訌嗎？

road 生涯的某一種源頭開始。

級制傳統的建立，她也是在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

時的激動、快感和滿足。吳宇森憑此片不但帶出港

敢於以語言作武器投身兩性戰爭的女性形象。

產電影中的英雄片熱潮，還引發出香港電影的黃金年
代。小馬哥帶給我們的，絕對是美好的回憶！

Modernism的範本。另一種喜劇，冷的喜劇。一切

李照興

後來喜歡上的幾何、線條、橫直、灰白黑淡色。到底
Tati片中咕嚕咕嚕在說甚麼？巴黎，只存在於想像，

未完故事。

城市裏的普通人，每個都聽到其內心。天使聚

如同最後倒映在窗戶的幻影。而後，白天、黑夜。

6.《鏡子》Mirror，塔可夫斯基，1975

白。德語的童謠。Peter

腳於圖書館。Solveig

Dommartin的裸背和獨

母親。頭髮。荒草。牆壁。緩慢移動的鏡頭，無處不

這部1988年的台灣電影在全中國放映時，我還只是個

在的斑點。可疑的逐步朽爛的空間，哀泣的異常清晰

習慣了政治旋律電影的小學生。在漆黑的電影院裏，

的滴水聲，沉靜的默然凝視的人們。沉睡的情緒被喚

坐在簡陋的木板凳上，與全校的小朋友一起揮淚，是

醒，於是毛骨悚然。塔氏的影像詩意，但創作這件事

我所接受的愛的啓蒙。

本身卻獲得了向自我歸位，拿自我開刀的勇氣。

2.《沒有季節的小墟》，黑澤明，1970

2.《天上人間》Les enfants du paradis，

7.《貪婪》Greed，埃立克馮史特勞亨，1924

馬素卡內，1945

默片時代就着意講述慾望驅使下人的變形記，之後所

對調。顏色才是主角。繽紛色彩的世界，卻從未如此

喜歡巴黎街頭走繩索的表演者，喜歡無處不在的舞

看的許多電影裏，Erich von Stroheim似乎總能強調

台；也喜歡Baptiste出場時的星星眼，喜歡導演捕捉

他的存在。
8.《歡愉》Le Plaisir，麥士奧福斯，1952
鏡頭的運動是不動聲色的華麗。Max Ophüls不扭

街頭與充滿寓言意味的舞台打破了彼此的界線，所有

曲生活，也不剝削角色，他折磨的是自己的立足點

的角色都是已經成年的兒童劇演員，一齣可感可歎的

和角度。

成人童話。

奧利華史東，1994
十幾歲的時候覺得米奇和米洛的暴力行徑令人作嘔。
為偽善的暴力，於是明白了理想世界遭現實殺害的所

Cave。Laurie

人。邊驚得咁多。

Anderson的音樂。導演即天

使。

天天在這裏多留一小刻，電話始終沒響。到離開了，
才響，也不知是否找他的。長長的車軌深宵漫步。有
時，真走漏眼了劉德華這差人。究竟潘迪華與劉德華

顏色。泥色的屋，和人。紅色的衣，黃色的衣，後來

的角色靈感，是否跟《輪流傳》中的梁珊和林嘉華有
淵源？

絕望。一種徹底的絕望（難怪導演都要自殺）。記住
電車狂的叫喊：「Dodeska-den。」像繪畫一樣去

8.《茶泡飯之味》，小津安二郎，1952

拍電影。

每一次有人話要結婚，我都點這部戲俾對方看（唔通
點《Scenes from a Marriage》咩？），對的，繼點

3.《婚姻暗流》Scenes from a Marriage，

歌外，也可以點戲。夫妻相處之道，體諒。最需要的

英瑪褒曼，1973
Liv

時候，還是有一口隨手而來的茶泡飯。或者足以長長

Ullmann縮在床上的無聲到有聲叫喊。愛情是

久久，也夠過半生了。

場折磨。離開後反而可懂得多些。看似簡單的室內

9.《92黑玫瑰對黑玫瑰》，劉鎮偉，1992

視覺完全迷失在鏡頭的節奏之中。沒有覺得辛酸或諷

婚—大概是那時看戲後的決定。

因為真的很港式。用自己的方法定義了camp。要知

刺，人作為螻蟻般的動物身份被冷靜地放大之後，就

4.《安妮荷爾》Annie Hall，活地阿倫，1977

產生了看《動物世界》般的疏離感。

二十幾歲的時候，發現和平／和諧在某種程度上是更

瞓咗佢不如飲咗佢。淨係求先會死咩？分分鐘都會死

說，我知你在那裏。黑白與彩色的象徵。Nick

劇，兩個人，卻包含莫名的破壞力、摧毀性。不要結

9.《機械世界》Koyaanisqatsi，葛費利烈芝奧，1982

3.《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

7.《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Falk在熱狗檔對天使

1.《媽媽再愛我一次》，陳朱煌，1988

謂詩意現實主義的時候，所體會到的，是川流不息的

wild。年青時代的積、丹尼斯、彼

1.《柏林蒼穹下》Wings of Desire，雲溫達斯，1987

一系列鬥爭與懲罰的背景下，普通人可以隨時補入的

了他在表演中突然進入個人悲傷的瞬間。在我不懂何

be

6.《嬉戲時間》Playtime，積葵大地，1967

5.《十誡》Dekalog，奇斯洛夫斯基，1989

喬奕思

to

10.《假面》Persona，英瑪褒曼，1966

道更多莫名其妙大堆頭雜燴的港式文化，才會笑得最
值。而家還有甚麼機關、女俠、粵語片口音？不是講

可能是重看最多的一部。直教把所有可戀愛的城市，

笑，或是過分認真，最終都成了笑話。今天，真有紫

都誤當是紐約。所有愛對愛錯的女人，都當成是

荊花女俠出江湖後，你相信傳奇還是有的。虛構還可

Annie Hall。你懂的，當你面對另一個新女孩，然後

以真的。

你講笑話，她不懂笑。一切像要從頭講過。的確，現
實生活沒那麼完美，我們只能通過創作把它努力完

10.《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

成。

從開場的山色到末段的廣播，每一段都是真正的電
影。聲音，有時儘管默然—也如主角一樣（也像歷

34

35

史一樣）。鏡頭，像隱藏那裏，默默記錄，長長的。

8. Sullivan’s Travels，Preston Sturges，1941

他也是默默的按下最後的快門，不卑不亢的記住了那

荷里活歷史上有多名「喜劇大師」，Preston Sturges

可有可無。許多年後，是否有人會拍下我們那代的故

絕對是其一。他窮一生在藝術與商業間尋求平衡，

事？

在1940與1944年間幾部作品中達到輝煌的成績。
《Sullivan’s

Travels》為其中極品，那種在深沉與天

真之間奇蹟地併發出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動的作

何思穎

品。

1.《春光乍洩》Blow-Up，安東尼奧尼，1966

噢，還有，這也是影史上最佳的movie

原來電影是可以這麼深奧而又迷人的……，少年時為

movies之一呢！

了看那乍洩的春光，第一次接觸藝術電影，改變了一

about

9.《父母心》，秦劍，1955

生。

粵語片的通俗人民理念、中聯電影的創作精神、秦劍

2.《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洞察人心的劇本與細緻的場面調度、馬師曾精練的演

Game，雷諾亞，1939

技、阮兆輝的天才發揮……父親徹底的理想主義、母

研究電影後重看，在Renoir 的人文精神中重生。

親無奈的面對現實、父母的一片苦心……那年代的困
苦與煩惱，是多麼的真、多麼的純……

3.《搜索者》The Searchers，尊福，1956
尊福at his best，西部片at its best。

10.《春滿香粉寮》Caged Heat，尊尼頓狄米，1974
剝削女性還是女性主義？廉價的市場迎合還是顛覆性

4. 任何一部有原節子和笠智眾的小津安二郎作品。

的社會批判？Roger Corman的exploitation films

5.《教父》The Godfather，哥普拉，1972

比主流電影更能表現電影的矛盾本質，而Jonathan

忘不了感染史詩黑幫片的處男經驗。

Demme在創作自由度極高的情況下拍的第一部作
品，活力充沛，風格奔放，充分發揮了七十年代多

6.《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西

姿多采的生命力。再加上Velvet Underground主腦

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劉鎮偉，1995

John Cale酷得來漫不經心的配樂，綻發出一股既民

史詩無厘頭，only in Hong Kong。

粹又前衛的前列根時代美國精神。

7.《智勇雙全》The Big Sleep，侯活鶴斯，1946

11.《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

「黑色電影」是現代人（尤其是男人）自戀與自憐的

真基利、史丹利杜寧，1952

極致，迷人之處，是在商業範疇中提供了哲學性的

歌！舞！片！

藝術沉思。Howard Hawks與Raymond Chandler
分別為荷里活五十年代黃金期及黑色小說佼佼者，

12.《美人計》Notorious，1946；《迷魂記》

《The Big Sleep》故事撲朔迷離（由包括福克納在內

Vertigo，1958；《辣手摧花》Shadow of a

的三名文學性編劇高手寫的劇本甚至有嚴重漏洞），

Doubt，1943；《觸目驚心》Psycho，1960；或

氣氛濃郁，再加上Bogart與Bacall的化學作用，魅力

《奪魄驚魂》North by Northwest，1959。希治閣

沒法擋。

其實沒有包括《The 39 Steps》和《Strangers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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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已經很不爽，但希治閣，偉大的、可愛的、可

5.《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

憐的（根據傳記）希治閣，傑作實在太多了，只好又

在它威尼斯得獎之前，六四鎮壓後不久初賭《悲情城

取巧！

市》，心情之激動可以想像。不過到底是被侯孝賢的
大氣和胸襟折服，立川直樹和S.E.N.S.先聲奪人的主題

13.《孔夫子》，費穆，1940

音樂更使人一聽難忘。

參與修復這部電影，體驗了與時空連接、與歷史互動
的可貴經驗，對電影產生了全新看法。

6.《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在港產片中橫空出世，王家衛敢作敢為的膽色令人咋
舌。影片憂郁情調迷人，蕩漾着九七前一份世紀末的

玫瑰。光影世界萬般繽紛，也不若我心中的這一株深

10.《晚春》，小津安二郎，1949

谷幽蘭。

在小津的電影世界裏，寂寞就是寂寞，永遠逃不掉，

1.《第一類型危險》，徐克，1980

7.《春風吹又生》And Life Goes on...，

從看原版《第一類危險》到報導它被禁的消息，再到

基阿魯斯達米，1992

寫長文為刪剪補拍後的《第一類型危險》辯護，都是

基阿魯斯達米繼《大寫特寫》後，又一部超越虛構與

我與香港電影新浪潮最早的近距離「第三類接觸」。

紀實界限之作。最精彩的是寫老百姓以平常心坦然面

它同時體現了新浪潮電影的顛覆性與妥協性，此後我

對地震災難，態度不亢不卑，胸懷既出世又入世，感

們再見不到一個這樣憤怒的徐克！

人至深。

3.《神女》，吳永剛，1934

2.《小城之春》，費穆，1948

8.《站台》，賈樟柯，2000

1983年在藝術中心看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主辦的「中

若果《小武》是賈樟柯的《風櫃來的人》，《站台》

翅難飛，幸而都發過令人目眩的光，《神女》是兩個

國電影名作展」，初睹《小城之春》豈只是驚艷，

便是他的《童年往事》。同樣藉個人經驗折射出時代

簡直可用「震驚」來形容。費穆的電影手法和意識

變遷，自覺的一套美學風格徹底成形。喜見大陸第五

之超前，令影片在三十五年後（甚至今天）看來仍

代後終於有新人卓然成家，預見年方三十的小賈前途

然如此現代，中西新舊的美學融會得渾成一體，猶

無限。

楊德昌，也只能是楊德昌。

9.《牛皮》，劉伽茵，2005

5.《戲夢人生》，侯孝賢，1993

3.《黃土地》，陳凱歌，1984

劉伽茵以二十三個固定鏡頭，拍成這部一百一十分鐘

侯孝賢的電影，大都喜歡，最近一位好友遽逝，侯的

滿懷期待看《黃土地》，竟然沒有半點失望。影片完

的錄像長片，輕描淡寫一家三口在生活壓力下的矛

寬廣深厚和李天祿的豁達圓通很能安慰人心。

全突破了大陸電影傳統的模式，又自成體系，令人深

盾、默契和感情暗湧，言有盡而意無窮。製作的簡陋

信中國電影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電影節在高山劇

更凸顯其創意的滿瀉，這位後第六代天才橫溢的新人

6.《盜馬賊》，田壯壯，1985

場的放映完畢後，陳凱歌和張藝謀的答問環節長近一

出現，簡直教人措手不及，又喜出望外。
10.《大都會》（修復版）Metropolis，

4.《寒夜》，李晨風，1955

弗烈茲朗，1927／2010

在為電影節策劃香港電影回顧節目的時候，不時有發

能夠排除萬難弄來《大都會》修復版以高清數碼格式

現佳作的喜悅。《寒夜》使人驚嘆粵語文藝片可以達

在香港文化中心放映，現場管弦樂演奏原裝樂譜，震

到如許渾成的藝術高度和純度，吳楚帆和白燕含蓄內

撼力非同小可。當晚親身感受觀眾的熱烈反應，那份

斂的精湛演出，使人無法不為之動容。

如釋重負的滿足感不足為外人道。

誘惑。

玫瑰園裏千嬌百媚，卻都令「小王子」更思念他的小

遺憾，同時宣告了一個天才電影作者的誕生。

小時，觀眾熱情之高漲，至今不忘。

子，走過頹敗的小巷，走向死亡國度；死亡也是一種

1.《小城之春》，費穆，1948

李焯桃

如奇蹟。

詩人奧菲爾戴上手套，在死神助手的牽引下，穿過鏡

黃愛玲

每次看《晚春》都會想起那紐約的冬日，父親默言無

2.《大路》，孫瑜，1934

語。

世間紛亂日增，電影越見世故，孫瑜的赤子童心更令
人懷念不已，而金燄黎莉莉等蹦跳着的青春活力，在
中國電影裏又哪裏找去？

家明
1.《城市之光》City Lights，差利卓別靈，1931

因為阮玲玉，也因為吳永剛，前者紅顏薄命，後者振

是喜劇，但更是悲劇，更悲在於最後重逢：有甚麼比
賣花女認清恩公是個窮光蛋更無奈？

天才的完美結合。

2.《大國民》Citizen Kane，奧遜威爾斯，1941

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1991

說我大路都係咁話，今年面世七十周年紀念仲要多睇

回望成長的年代，情深一片，卻又冷靜若此，這就是

幾次。祝它明年在《視與聽》再掄元。
3.《無法無天》The Ox-Bow
Incident，威廉惠曼，1943
短小精悍的西部片，談的竟是「法治」！亨利方達最
後兩句反問，每次看都到淚流披臉。
4.《晚春》，小津安二郎，1949

重看田壯壯的這部「少作」，更能走進他近年的作品

委婉。中國人拍不出來的倫理故事，小津做到了。結

如《吳清源》和《德拉姆》，他一直探尋的都是一種

局批皮、垂頭，笠智眾的背影我估我會記上一輩子。

精神。

5.《驢子巴特薩》Au hasard

7.《阿特蘭大號》L’Atalante，尚維果，1934

Balthazar，布烈遜，1966

新娘新郎走過寂寂的小城街道，步向不可知的未來，

服了布烈遜，木口木臉竟如斯感人。驢子絕對會演

只有詩人才拍得出這份茫然，既溫柔又清醒。

戲，Kuleshov很多年前不是已證明了？這片正好是理
論實踐。

8.《法國肯肯》French Cancan，雷諾亞，1954
自我流放了十多年的雷諾亞重返故鄉，找回他最摯愛

6.《亂世兒女》Barry Lyndon，

的演員尚加賓合作，將歲月的滄桑化作了絢爛的火

史丹利寇比力克，1975

花，看得台上台下兩相忘。

冷靜得可怕，寇比力克看人性太剔透了。古典樂、攝
影、服裝、美指、旁白、節奏，加起來是個完美的傑

9.《奧菲爾》Orphée，尚高克多，1950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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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華意達，1977；

3.《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

《鐵人》Man of Iron，華意達，1981

米高漢尼卡，2001

以史為鑒，也以電影為鑒。期待有生之年看到中國的

邪惡的女人，越睇越過癮。由壓抑到爆發，表現含

版本。

蓄但非常凶狠，編導演都好powerful，Michael
Haneke拍心理懸疑劇情片很好看，為甚麼會鑽了牛

8.《義薄雲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角尖去到《偷拍》甚至《白色恐懼》呢？

沙治奧里昂，1984

9.《失憶大道》 Mulholland Dr.，大衛連治，2001

現在還未被100%開發的鄉郊地方；四歲至六歲，則

David Lynch近年較為被忽視的作品，佈局屬大師

隨外婆搬到了龍蛇混集的九龍城寨。《童年往事》裏

唏噓。印象比《教父》更深。我承認，初出茅廬的J.

4.《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活地阿倫，2005

級數，迷離片的層次和意境都達到非常高的境界。

孩子通山跑、周街玩的情景，跟我的童年印記不謀而

Connelly是主因；但也別忘了E.Morricone，我覺

很不一樣的活地阿倫，嚴肅、有佈局、有驚慄、有

起碼可以吸引人睇三次（第一次可能唔明，第二次

合，而阿孝咕對祖母的感情，跟我對外婆的愛一樣：

得《義》是他最好的。

point，很工整，環環緊扣，不是玩玩吓，比很多懸

睇明，第三次睇演技）。

濃得化不開，永遠心存感激。

疑片大師作品都要好。晚年顛峰之作。

10.《盜火線》Heat，米高曼，1995

4.《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

《的士司機》、《狂牛》都太沉重，要一看再看會

5.《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陳英雄，2010

時常有人質疑，Michael

Mann的電影有甚麼好

我第一次去台灣，是在十歲，探望剛移民那邊的阿

選這部媾女搞出大頭佛的故事。史高西斯首次跟

最好、最型、最哀傷、最深情、最感觸、最富青春傷

看？對。由近至遠數過去，《大犯罪家》唔得，《

姨，之後每年的暑假，差不多都是在台灣渡過，直至

Ballhaus 合作，影機動態目不暇給。

逝的陳英雄，都竭盡所能表現了出來。最靚、最有意

邁阿密風暴》普通，《同行殺機》唔錯，《奪命煙

大學畢業，就此種下了我對台灣深厚的感情。我對台

幕》幾好— 去到《盜火線》，就非常之好。好到

灣的歷史不太認識，但是就有一種像要探索中國文革

現在都覺得，男人戲，應是如此。

歷史般的好奇去了解台灣的歷史。《悲情城市》懾住

9.《三更半夜》After Hours，馬田史高西斯，1985

境、最好的光線運用、最準確的演員捕捉、最自然的

10.《異形續集》Aliens，占士金馬倫，1986

攝影運動，都給李屏賓揮灑出來。塑造出來的畫面，

印象中真正最恐怖的電影，那年在普慶，一度不敢正

我的原因有很多：歷史凝重的氛圍、鄉土情懷的九

好睇過小說，高手出招。

視銀幕。結局兩老母為保子女隻揪，真虧金馬倫想
到。

6.《無痛失戀》Eternal Sunshine

份、漸露鋒芒的侯孝賢、S.E.N.S.的配樂、因《新紮師

卓男

兄》而迷上的梁朝偉、氣質不凡的辛樹芬。

Michel Gondry，2004

1.《秋天的童話》，張婉婷，1987

5.《阿飛正傳》，王家衛，1990

這樣複雜的故事，可以執行得如此浪漫感人、悲喜交

當我對愛情還是懵懵懂懂的初中階段，在戲院看完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前的一分鐘，你和

《秋天的童話》，就被船頭尺和十三妹的一段情完

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

都是經典。

全懾住了，在不理解甚麼叫愛情的狀態下，《秋天的

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

童話》塑造了我整個人以後的愛情觀：愛是放在心裏

已經過去了……」

7.《潛水鐘與蝴蝶》The Diving

的，愛是要等待的。就這樣我暗戀了中一開學首天被

Bell and the Butterfly，

老師安排坐在我旁邊的男同學，默默地愛了六年，第

Julian Schnabel，2007

七年，他突然表白，原來他和我一樣……，我們的初

of the Spotless Mind，

皮亞

集、創意澎湃，編導演三方面天地人合一，一百年內

今次會從較新的電影中選擇，大約是近二十年內的影
片：
1.《腦作大業》Synecdoche, New York，
查理考夫曼，2008
這是一部寫到嘔血、拍到嘔血、演到嘔血的影片，關

捱過了頭半小時的POV主觀鏡，接下來的一小時

於自身、創作、情感、社會、世界、價值觀，偉大到

浪漫戲劇，足可以改變對生命的看法。導演Julian

偉大的超級創作人／作者電影。我好感動。

Schnabel的手法、觸覺和情懷，很輕鬆，其實層次

2.《浪族色彩》Waking Life，Richard
Linklater，2001
屬於知識份子關懷、年青人失落、價值觀尋找—同

單。

戀就這樣開始了。之後愛情路上經歷一切悲歡離合，
《秋天的童話》都伴我渡過，至今依然。

7.《綠房》The Green Room，杜魯福，1978
杜魯福對愛與死亡的執着，是曾經很執着的我的執

2.《上海之夜》，徐克，1984

8.《單身男人》A Single Man，Tom Ford，2009

那麼不可自制地沉溺和迷戀。張艾嘉與鍾鎮濤那一段

8.《多桑》，吳念真，1994

各自苦等了十年的愛情，相遇，等待，尋覓，重遇，

雖然在1995年看了只那麼一次，但至今仍是心底裏非

分離，復合，成為了我對愛情的一種belief。

常鍾愛的一部電影。1995年前的好幾個暑假，我幾乎

個元素選擇正確的東西。Tom Ford 第一次拍電影，

片。看後有衝動跟主角一起飛天。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絕對不是一加一等於二般簡

很高。

作為一個導演，最緊要有品味，及懂得為影片中的各

時又給人一點棒喝，快點自我覺醒的口水多過茶動畫

6.《一一》，楊德昌，2000

已經完全做到，而且成為楷模。

着。我覺得自己在綠房中找到了知音人。

沒話可說，在情竇初開的青春期，我對等待的愛情是

與醫院及手術室結下不解緣，或在香港，或在台灣，

3.《童年往事》，侯孝賢，1985

每次見到親人在短短的探病時段中拿着我心愛的食物

在電影裏我找到很多或許潛伏在腦海內多年、卻又隨

步入病房，我就知道臥在病床上的時間是多麼難熬，

年月成長已淡然忘卻的童年往事，包括我最敬愛的外

一個人是多麼無助，所以我多麼能了解多桑的世界，

婆。從零歲到四歲，我住在上水的古洞，一個即使到

40

他選擇從窗口一縱躍下得以解脫的舉動，曾是我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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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閃過的念頭。
9.《大內密探零零發》，周星馳、谷德昭，1996

6.《漢武帝夢會衛夫人》，唐滌生導演，

編後語

李鐵執行導演，1954

我想快點看《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母親》、《龍貓》、《畫中緣》、《綠房》，有些是重溫，

中國人社會，具影響力的前輩身旁，總圍攏着宮娥太

每次看都是笑着哭又哭着笑。曾經我以為我求的是當

監、攀緣之徒，誰助長誰，是雞和雞蛋的問題。唐滌生

歸，卻被送來了獨活。

和李鐵合作的幾部電影，對中國人的心理和政治，具有

10.《大隻佬》，杜琪峯、韋家輝，2003

超越新舊文化眼光的啟迪（如女性便不是俗氣的受害

祖母說，我眼睛的胎痣是因前世開罪了太歲爺爺而得

者），總能拍出歷史問題的悲哀。

的。關於前世，關於因果，我所了解的不多，但《大

7.《寒夜》，李晨風，1955

隻佬》叫我明白我不介意今世做李鳳儀。

二十世紀的中國，國運大變，人倫、理想、愛情，在矛

有些從前錯過了。Peter Watkins的《愛德華蒙克》和《La Commune （Paris, 1871）》更是要認真找時間。
「43人的至愛電影」，我們隨俗統計了。每一個人的愛，故且也當作「票」，得出「結果」。把結果括起來，因
為是可以預見的結果。於我，《阿飛正傳》的八票不比《祖與占》的七票多，不比《董夫人》和《綠房》的一票
多，而八票也不比它的任何一票重大。在藝術面前，無法不謙卑，總有掌握不住、不應掌握的情理和空氣，是可
以和專業尺度及集體標準並存的。
希望讀者也在前面的三百多個愛中找到所愛。下列二表，絕非結果的「結果」，僅作參考：

盾中產生新的文化。無數的人，傳統的，新派的，如孤
零燈籠，燒沒方休。粵語片留下他們的身影。《寒夜》

劉嶔
1.《聖女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

電影

導演

年份

票數

1

阿飛正傳

王家衛

1990

8

2

祖與占

杜魯福

1962

3

教父

哥普拉

4

小城之春

意義歷久彌新。

5

9.《心》，市川崑，1955

導演

票數

1

王家衛

17

6部

7

2

侯孝賢

16

6部

1972

7

3

高達

13

8部

費穆

1948

6

4

英瑪褒曼

13

7部

2001太空漫遊

史丹利寇比力克

1968

6

5

安東尼奧尼

13

5部

6

神女

吳永剛

1934

5

6

哥普拉

13

3部

7

情隔萬重山

安東尼奧尼

1962

5

7

塔可夫斯基

12

7部

8

春光乍洩

安東尼奧尼

1966

5

8

費里尼

10

4部

9

假面

英瑪褒曼

1966

5

9

杜魯福

10

3部

10

悲情城市

侯孝賢

1989

5

10

史丹利寇比力克

9

3部

11

西遊記

劉鎮偉

1995

5

11

費穆

8

2部

12

露滴牡丹開

費里尼

1960

4

12

安哲羅普洛斯

7

5部

13

去年在馬倫巴

阿倫雷奈

1961

4

13

小津安二郎

7

4部

14

八部半

費里尼

1963

4

14

黑澤明

6

5部

死其猶未悔。人情練達，依然不捨不棄。

15

教父續集

哥普拉

1974

4

15

希治閣

6

5部

編務緊迫，未能仔細思量，留待下回：《The

16

童年往事

侯孝賢

1985

4

16

奇斯洛夫斯基

6

3部

17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楊德昌

1991

4

17

楊德昌

6

2部

18

劉鎮偉

6

2部

19

維斯康堤

5

3部

20

Richard Linklater

5

3部

8.《父母心》，秦劍，1955

德萊葉，1928

養育，成長，血肉一脈，終須分離，人必然經歷之

這是一個人的心理情狀。人在絕境中的痛苦、羞恥及

事。生鬼利在生死間的眷戀和寬慰，置於五十年代的

想像，經過表演和機器處理，投射出來。早期電影人

移民社會，感同身受，放諸今天，凝鍊的人文和電影

證明了電影的力量。
2.《神女》，吳永剛，1934
內容和風格，主題和敍事，分的開，還是分不開，不

人的自我反省，後生對前輩的想像，都有深刻的描

時要想。看《神女》便忘記這些問題。默片是藝術，

寫。真誠的溝通，牽動歷史，帶來問題。片末的門，

是天籟，電影那時似乎已經完美。後來有了聲音，現

把我們和人物隔開，保存他們。但故事已經開展，我

在更來到與肉身相合的地步。人兼有創造和毁滅能

們無法不面對自己。

力，藝術的生命便有不由自主的時候。

10.《巴山夜雨》，吳永剛總導演，吳貽弓導演，1980

3.《孔夫子》，費穆，1940

回應影片拍攝前的三十年歲月，喚醒民心，重整破碎

孔子到最後都在嘆息、懷疑。案頭的油燈，晦暗不

山河，在哀悼和希望中前行。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定，銀幕上下，映照時局和人心。有些中國電影和歷
史一樣厚重。
4.《小城之春》，費穆，1948

Heiress》（威廉韋勒，1949）、《寂寞的心》（朱

夫妻，舊愛人，一個家，費穆沒有因大失小，山谷裏

按導演為單位

按電影為單位

源於詩詞，李晨風是富有中國文藝氣質的導演。

石麟總導演，羅君雄、陳靜波導演，1956），《早

幾個人的故事，拍得並不靦腆。鏡頭沒有離開這個家

春》（小津安二郎，1956）、《鄰家有女初長成》（

和旁邊的山水，而風暴剛息，山雨欲來的大變動，也

盧敦，1957），《魯班的傳說》（孫瑜，1958）

是感受至深。

，《快樂天使》（易文，1960），《愛的教育》（

5.《此恨綿綿無絕期》，盧敦，1948

鍾啟文，1961），《Gertrud》（德萊葉，1964。和

香港左派電影的特點和規範，已在萌芽生長。中國進

馬田史高西斯的《心外幽情》互相包容），《亂雲》

入新階段之際，忍痛割愛、去舊迎新的情感非常複

（成瀨巳喜男，1967），《過客》（安東尼奧尼，1975

雜。影片那種天地蒼茫的氣象，似無絕期，並不屬於

），《離婚》（王好為，1992），《東京夜曲》（市川

一黨一派。

準，1997），《一一》（楊德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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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的未來，將臨的轉進
── 從《2010香港電影回顧》說起

日期：八月十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會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樓（天樂里和軒尼詩道交界，同德大押旁）
嘉賓：鄭思傑、張美君、神秘嘉賓
主持：朗天
香港電影經歷「後九七」的延擱，通過種種「無能男」和「古墓女」的角色，流
露出飽受「圍城」意識困擾的焦慮。2010年的重要，不在多年反思、醞釀後終於
找到一條出路，反在於放下包袱離開本質的覺悟。甚麼是令香港（電影）成其為
香港（電影）的特質？身份危機主體跌宕的解決方法，是否要發現發明一種可以
抗拒「被融合」的香港（主體）性？本書除了如常檢視一年內重要港片，透析相
關現象，還企圖對上述問題提供理解框架和解題嘗試。
《2010香港電影回顧》
主編：朗天
出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1）
售價：港幣八十元正

香港第一本探討紀錄片的文集

《製造香港—初探本地獨立紀錄片》
主編：張偉雄、周思中
十篇文章，分別對香港當代紀錄片的發展脈絡、重要電影創作人，及其
作品特色，作出探討及論述。

將於2011年秋季推出，請密切留意學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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