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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電影會消失。」

電影一直在消失，銀幕上出現「劇終」，燈光漸亮，大意的觀眾由得座椅彈起的時候。或者看電影時一

走神，電影離你而去，消失的片段要待同行者以語言回述。人創造電影，如同很多事物，定義一部分

在乎消失。必然消失，恐懼消失，才有消失和存活的主題。

二十世紀霍士國際影片公司八月宣佈，明年起不再提供電影拷貝給香港和澳門的電影院，霍士影片將

改以數碼媒體格式放映。而生產菲林的柯達公司，業務不振多時，近月引起破產清盤的猜疑。菲林逐

漸報廢，新電影不用菲林拍，修復老電影，也不以菲林放映。愛電影的人恐懼菲林一去不復返。

「電影會消失」，「電影消失了」，本身是不是一場電影？鏡花水月，杯弓蛇影，恍如隔世，這些詞就是

電影以前的電影，但電影後來確實誕生，存在，發展體系和歷史。而數碼，也誕生，存在，發展體系

和歷史。影、畫、光、戲，基本元素沒有變，合成運動的格式相異，從觀者背後暗室投射光束於觀者

前方白幕，變成每人手中一個屏幕，美藝和哲學的疆域好像拉闊推深了。

我們做一個三篇文章的菲林美學小集，試談菲林，也談數碼，試論兩者本質，也憶記難忘影像，並專

訪資深調光師呂麗樺，說說香港的轉變。沒有你死我活的怨，而是踟躕，總結，帶着菲林經驗走下去，

學習，納新。

除刊載學會討論會的紀錄外，本期特設「事件簿」和「風景區」兩個專欄，鄭政恆、黃志輝論述獨立

電影生態及港片與內地的新愛情關係。高峰秀子離世近一年，馮嘉琪談其人和電影。高峰秀子，片廠

年代的演員明星，無聲，有聲，黑白，彩色，永存於菲林的光感中。

電影感的港式俗語，老套，活靈活現：亂過亂世佳人，賓虛咁嘅場面，羅生門事件，慘過家春秋，可

憐天下父母心，粤語長片，改到七彩⋯⋯

未知生，焉知死。出生入死，電影之歷練。

劉嶔、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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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甚麼？等一等，在你試圖提供一些專業、另

類、詩意或哲學性的答案之前，讓我先修改一下問題。

這樣子問吧：甚麼是電影？注意：不是電影是甚麼。不

是開放式探望電影身體或靈魂伸展的可能性，而是希望

你暫時從科研一點的角度、本質去想這個問題／答案。

建議以物理、化學的角度，檢視電影是甚麼樣子運動過

來的，不是理科人的我，大概會用文科的句子搭夠。

回到最初

《離開工廠》、《餵食嬰兒》、《澆水園丁》等約十部「一

卷片」（one reel）於 1895 年 12 月 28 日首次公開，

電影（Cinematographé）正式面世。我時常想像自

己是那個時代入世未深的年輕人，聽聞有會動的影像，

於是四出打聽哪裏可以看到。終於在賽納河旁的舊書

攤遇上一個前幾天看過的老伯，由他引路下我找到那

家咖啡廳。幸好當天早到，門口有一條小人龍。原來

當天宣佈加了一些新片，我及時買了一個額外加設的

座位。回憶當晚，我喝着苦艾酒，看他們排列好座椅，

拉起白布，弄暗室內燈光，電影完完整整在我眼前運

作。打從我身邊的女士以為布上的火車真的會衝過來，

細聲噢了一聲，然後聽到有人在笑，在議論紛紛，電

影美學就開始發展了。

對於有幸成為其中一個始祖影迷的這個我，總要搞清楚

這些會動的影像是怎樣走出來的，不少觀眾都覺得這台

拍攝機器神之又奇，像個魔術寶盒變出如真的動影。我

從來沒有小覷整個電影運動過程，我四出打聽，據說愛

迪生（Thomas A. Edison）跟盧米埃兄弟（Louis and 

Auguste Lumière）的光影合定原理是有分別的。事

實是：當時所有堪稱「電影」的玩藝兒都各有不同，

曉得使用 Kinetoscope 不代表你立刻就可以懂得操作 

Cieroscope 或 Bioscop。這其實是一個各師各法的草

創期，「電影」在此刻只是出現原理，並沒有規格化，

高達說的「電影一秒二十四格」這個「真理」還在攝影

師的搖柄中推敲着。然而當路易斯盧米埃的助手尚－皮

耶先生循循善誘，給我解說後，我才知道中間是殊不簡

單的化學功夫。他給我一個詩意的說法，叫我想像是離

開工廠的其中一人，被（拍）攝着，由里昂那一邊那一

天開始走進鏡頭，經歷了一些再製造的加工，然後在

12 月 28 日那一晚第一次從鏡頭走出投到白布上，並且

擔保一百年後也挺着腰走出來。他說「我」其實走了一

趟自我提煉的旅程。走？怎樣走？他見到我皺着眉的

樣子開懷大笑，然後當我是三歲小孩說：「不用怕，不

會走累的，有『交通工具』啊—電影的交通工具是

菲林。」尚－皮耶先生將一卷片取下來，讓我透過燈光

看。我半明不明打趣道：那我應該是這個火車上的乘

客。「菲林，就是電影。」他說。

這一次對話後，我知道電影背後的原理有個「三部曲」：

拍攝、沖印、放映。

學電影

現 在（2011 年 ） 電 影 學 院 教 的， 倒 是 個 電 影 文

化 角 度 的 東 西， 通 常 以 一 群 如 梅 里 愛（Georges 

Méliès）、 波 特（Edwin S. Porter）、 保 羅（R. W. 

Paul）、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等先鋒人物的創見，

作為電影知識誕生的第一步，去印證、接軌今時今日我

們習慣了最常見的電影形態，下意識的接受電影是說故

事的藝術。然而我記得當年（1899 年）跟着尚－皮耶

先生走進盧米埃的工廠辦公室，一心去當個電影學徒，

卻被立即帶到一個研究 Photorama 的實驗場地，那是

盧米埃先生當時為巴黎世博研究的放映實驗項目，很厲

害啊！看起來前衛過二十一世紀的 4D IMAX 開發。當

年的我也不大喜歡讀科普書，只想着要拍 Actualités，

尚－皮耶先生第一次以嚴厲眼神看着我，說我只想當個

賺快錢的攝影師，不想做個真正電影人。我酸溜溜回到

巴黎待了兩年，常常在街頭流連，希望碰上正在拍攝的

攝影師毛遂自薦。當朋友告知，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家電

影製作公司高蒙請人，我即去應徵。這次我清楚表示最

想做創作，要拍像《澆水園丁》那一類作品。當時高蒙

先生的秘書 Alice Guy-Blaché 小姐耐心的告訴我，不

懂拍攝、沖印和放映原理的話，是拍不好影片來的。我

雖然有點失望，但能夠成為電影從業員已很開心。此刻

回想，我沒有走冤枉路，那個年代沒有日後電影學院的

跳級想法，學電影就是學習它的生產過程，改善它發展

它，創作的空間是一個單元整體性的思考，每一步都有

創新的可能。

一年後我已經工作上手，Guy-Blaché 小姐告訴我，她

會當導演，找我幫手。我當然求之不得，但她說梅里愛

先生很欣賞我，想我過檔幫他，他正在市郊搭建他的電

影廠。我說：我兩邊都做，可以嗎？不懂「電影」為何

物，怎去跟梅里愛發展《月球之旅》。

框中風景

活動影像攝影的原理自然摔不開攝影術，但攝影術的出

現，卻是一條人類不斷實證追求視像的歷史長河。

將看見的東西模擬畫成形象，形態以線條浮現之同時，

即有一個背景作為對比，產生空間的感覺。上古山洞

人遺留下來的壁圖，已經成熟理解這個以二維衍生三維

視覺的概念。更有一些懶寫生的無聊洞穴人，發現了魔

術就在手中，他們把手掌緊貼在石上，然後往手的周圍

噴顏料，拿開手，遂出現一個手掌輪廓的寫真圖像，手

掌沒有顏色，由顏色的背景顯示出來。帶詩意去解釋

菲林，就是電影
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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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這是火把映亮了手掌的想像；超越邏輯去想，就是

某種超現實幻覺；用現代電影語言去理解，這是個比例

一比一的特寫，正片效果還是負片效果，看你對現實

的取態了。平滑牆壁上的手，就存有日後取影、定影

的中介性思維：形象要正正反反去取。日後，我們去

收藏山崖上的石刻，就用凸顯凹留白的方法將它先儲

下來。日後啓動印刷術出現，不但收藏好文章，還收

藏好書法。另一邊達文西的都靈裹屍布不知有多少啓

發，催生鏡頭承受影像。1850 年間，攝影術順利出現

是個累積的突破，感光而成的微粒，印證時空萬物。之

後是 Muybridge、Marey 構想動感的相片，然後是 Le 

Prince、愛迪生、Skladanowsky、盧米埃等。先是一

塊石壁，然後是一張濕水的白紙，然後是塗上藥水的玻

璃，然後是膠卷：待曝光的菲林⋯⋯。

影像文化史一直都認為攝影／活動影像（電影）是寫實

本質的，西方畫家要把真實畫出來，研究了很長時間

的透視法。然而攝影師撐起三腳架打開光圈快門，立刻

自覺漫遊大現實，自由選取個人眼角。這可以說是一種

以「框」建構現實世界的西方藝術視程。異於畫家的畫

框，電影藝術家躲在觀景器這一邊，頓與鏡頭那一邊分

隔，釐定看者與被看者的內、外相對位置，令他暫時退

到一個自設、假裝不被察覺的現實邊沿。像一個幻象師

施展隱身術後擺佈時空，將他方的真實搬過來，或是，

將這邊的現實暫時拋諸腦後，飛越到那一邊去。早期的

電影美學家都喜歡拿電影跟其他藝術形式做優越性的對

比，將攝影／電影等同為展現「現實」的專門形式，

視之為寫實美學的終極階段。巴贊（André Bazin）的

電影理論顯然是個護法，「品質蓋印」般肯定了電影超

然在其他美藝形式之上。高達說電影最能變魔術是蒙太

奇，當然是受了巴贊影響，擁抱電影的敍事性，電影美

學自此直入敍事性的討論。今天的電影已成為大娛樂

家，反覆說英雄美人的故事，巴贊有功亦有過，他令大

部分影迷不再考察甚麼是電影這個根源性的問題了。要

我由蒙太奇橫貫敍事撤回來，我自然擁抱單一鏡頭裏那

迷人的景深。

景深．精神

鏡頭的焦距選擇有一個「∞」的標記，無限遠的意思。

理論上對準星空，拍到的每一顆星，就是一個又一個光

年的距離，Hubble 望遠鏡發掘宇宙邊緣就由這無限遠

的景觀專注「紅移」（redshift）開始。然而，很多時候

你看見漫天星，舉起相機卻拍不到星光，因為光圈不

夠，菲林感光亦不足，無限遠一片混沌。關於以二維想

像三維，就是以有限想像無限，有大背景也有前置景

物。環境光度不足的「缺憾」下，攝影師基本有兩個選

擇：一、打光，補上燈光，讓焦點的受光寬度增加，

令前景的事物，與背景的裝飾都清楚呈現。二 、推敲

對焦窄距，要前置物清楚，還是交待全景觀，當然可

以選擇變焦，清晰與朦朧易地而處。我斗膽說，電影

最先之所以成為一個獨特的視覺藝術，不是構圖、蒙太

奇，而是它的景深。最初討論景深，往往認為這只是電

影在模仿肉眼看世界，當肉眼專注（前景或後景）時，

有類似暴露景觀實在深度的空間道理，但效果是不同的。

《火車到站》和《離開工廠》現在看都有很豐富的景深

質地，然而要理解電影景深眼界上自成一家，我卻喜歡

以《餵食嬰兒》做例子。當年這片很受歡迎，有說是路

易斯盧米埃親自出鏡，示範了史上第一齣溫馨家庭電

影，他的小孩子光鮮白淨的衣裳，令許多低下階層的

觀眾羨慕—好一個社會研究的觀點。然而，另有一

個「他方在眼前」的說法，指出這個花園生動的「全然

存在」，人、物、動作、衣服符號固然在直接敍事，然

而更有含蓄、無形一點的時空收錄，像季節、聲音，甚

至是味道、溫度，都「在」；令這些聯想生效，主要的

「斥候」，是背景右上角的樹葉，遠遠附在樹幹樹枝上，

一直被風吹動。這是一個觀眾看畫、看舞台表演看不到

的景深空間，既自然又深刻。

現實裏肉眼專注焦點時，暫時不能分神去關注周圍沒焦

點的東西，眼力不能同時亦集中亦隨意。然而電影景深

的詮譯，不論是深景深或淺景深，在框內縱使是多麼複

雜的佈置，或遠近誇張強調構圖古怪，你的眼睛總有足

夠的游走力去看個夠。你會發覺那並不是肉眼面對現實

做選擇時的眼力，首先框中窺看時，框外的漆黑已經幫

助你在集中的眼界裏放輕鬆，繼而是柔性的整體式觀看

油然而生，這是觀看電影精髓的地方了。不要以為電影

旨在騙人，以二維魔法要你相信三維視野，它實在以景

深的轉譯力量，擴展出一個新的視角，沒有高調宣稱，

暗地裏卻提升觀眾眼睛的美學觀，也誠實的引渡你回

到二維的瀏覽立場。就像在畫廊專心看畫般，以陰性眼

力，去看不一樣的現實了。至此，電影將它的感光限制

和弱點變為個性和特質，脫離模仿眼睛的觀看模式。

所謂景深視角，在美學史的進程中，必然是跳過想像的

透視法，而直接由鏡頭科技印記出來。那麼最早的景

深啓發，大抵要追溯至佛梅爾（Johannes Vermeer）

了，他以 camera obscura 輔助作畫，追求的豈止是準

確性，那實是時代性、現場性、空間性的追求。有兩幅

作品，他甚至去畫只有鏡頭才看到的前景輪廓模糊的淺

景深效果，然而卻開拓了幾百年後，一個叫作電影的玩

藝兒的獨特視藝美學。

一秒二十四格不太真理

真的，是數碼影像 Pixel 原理的出現，才慢慢衝擊電影

自恃寫實天性的世紀江湖地位。數碼影像不需要影印

技術，不用中介翻載的透明片，現實取材只被視為取

樣（sampling），間接令現實幻象化。以前電影在大現

實前很謙卑，現在「新電影」倒真的是萬物之靈了，

隨時修補、改編、製造不一樣的現實。

《火車到站》 《餵食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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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妄自菲薄，正當大多數 old school 影迷為電腦

時代來臨前的「真正」電影高傲伸張時，我先天下之憂

而憂，打敗仗般承認菲林拍出來的東西真的不夠數碼來

的真實，我感傷於「真理」國度被攻陷。現實從不需要

一秒二十四格，這只是電影人自許的。數碼一開始就來

個二十五格，並且動輒超越，無限開拓秒緲之間。我

頓明白二十四格是一個剛好夠用的想法而已，多過是人

類共識的視覺真理。回想這段日子很惘然，我在想：要

與時並進，還是與一個少年時不曾懷疑過的信念同生共

死。大概不少愛沉思的影迷也在這個門檻旁徘徊過，讓

我來疏導一下罷，我倒又把握這個機會，重新認證電影

時間觀念的獨特性。

是時候反思電影的寫實主義了。細看一秒二十四格的時

態／動態，其實有個拉推性。模擬的運動總是「遲」於

現實，有個追趕的意象，顯得動作笨重，令畫面內的物

體看上去重量化了。我不是在說心理、抽象的概念，倒

真的是物理的，就找一個菲林鏡頭跟一個數碼高清鏡

頭，耐心對比。觀眾只要自覺的「看見」微粒，微粒就

是電影影像組成的物料、物質。當然，你要將二維模式

轉為三維想像，那重量感就存在於時空了。巴贊的電影

寫實理論，沒有經過量重，影像自命真實頓顯得站不住

腳。電影的寫實性，必然是相近視覺質料的仿製：沒有

無條件的寫實，沒有統一（或單一）的寫實，從來「寫

實」只是刺激電影人的思考啓發器，電影人從沒有握在

手中本應如是的必然寫實。

菲林到站

微粒感應在二十四格視像重疊、記憶殘留的效果裏，令

物體與背景簡單的分別出來，卻使整個畫面含蓄、低調

的出現一個整體性。在感光的拍攝上，光線依從現實是

一個無限的網的原理，構成畫面中的微粒隨光暗佈局，

是一門演繹空間的沖印科學：空間的整體性，是存心破

壞也破壞不來的，微粒們會自行修補時空的裂縫，對

啊，你可以用你些許量子物理學的知識理解。

再者，一秒二十四格的模式善用肉眼以記憶殘影自我完

成的「僅僅性」，在甚麼是電影的反思下，並不是現實

性不足的責難，相反，衍生着菲林視覺的「自足性」，

觀眾實在主動參與了菲林的運動。微粒在制式化的物理

形式中不停跳動，也製造穩定效果。畫面縱使是靜物，

實際上我們看着的是無時無刻不停在動的視覺。這個內

置、像看不見動能的意態很重要啊：事實是菲林滾動的

電影對觀影的狀態早有要求，借用現代網絡的術語可以

說是一個登入（login）的互動關係，不是你靜靜不動

坐着看，也不是電影蠕動着你，而是從第一秒的第一格

菲林開始，彼此已處於一個運動的視覺藝術的本質狀態

中。

說到這裏，我已由甚麼是電影延伸討論至電影是甚麼來

的。我的基本論述，總結在它以二維作三維、以不足為

自足、與及整體時間、空間的思維等。今時今日，菲林

本色的註冊專利早已到期，數碼技術雖然本質、構成上

異於菲林，然而卻勝在模仿性強。我已不再雞蛋裏挑骨

頭，拒絕數碼影像製造出來的菲林感覺。數碼個性最覺

得菲林美學落後的，是那整體思維的部分。要知道數碼

最感驕傲的是它改造整體性的能力，我以此為菲林生命

／使命的臨界點，於此登出。

在我記憶猶新之際，默讀追憶多一次菲林的足跡。先是

一塊石壁，然後是一張濕水的白紙，然後是塗上藥水的

玻璃，然後是膠卷：待曝光的菲林，已沖好的菲林，然

後是一張銀幕，莫失莫忘。

《七宗罪》

《亂世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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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林與數碼角力，中間有愛
紀陶

電影已過百年期，由黑白菲林到彩色菲林出現，我們看

到不少作為光影獵人的攝影名家為我們捕捉來自天地自

然的不同光彩，然後加以調弄，製成藝術品。尤其是在

電影戲劇中，當故事添上奇麗色彩，意義來得更深。觀

影經驗中，以下三部電影經典的色彩，激發我探究菲林

和數碼之間的分歧。

三部以彩色為主角的電影經典

《亂世兒女》（Barry Lyndon，1975）：捕捉菲林光的
終極實驗

史丹利寇比力克的《亂世兒女》，是在彩色電影取代黑

白電影變成主流片的七十年代出現，此片為彩色菲林捕

捉光影功能來一次盡情的實驗。

《亂世兒女》不用當時主流片常用的水銀燈光照明方

式，反而利用自然光及微弱的燭光探索當時菲林的捕光

能力，同時以攝影科藝模擬一次十八世紀歐陸世界的光

影感受，以當年的尖端科技，重拾一種古雅的視覺感受。

此片利用當年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提供的鏡頭，配合

快門開盡，令光源直接印在菲林中。例如在拍攝室內景

的時候，此片單靠微弱的燭光光源，拍出極柔軟的朦朧

光彩，也令菲林的果粒效果，模仿出如同印象派的視覺

畫風。

此片的視覺呈現多樣化，包括利用天然光拍攝出來的遠

景，一如西式風景畫的質感，以及數場只用燭光照明來

拍攝的室內景，如兩場貴族打橋牌的場面，還有男主角

初會同鄉一場，以貴族流行的濃妝艷抹製造強烈視效。

在女主角出浴一場，以自然光加室內光拍攝的場面，貴

族女性柔滑的肌膚盡現眼前。有幸在戲院公映時觀看菲

林版的觀眾，一定難忘那種投射在大銀幕並挑戰愛迪

生發明的鎢絲光源的超凡光影。如今以 DVD 版本重看

時，就算是 2000 年的數碼修復版，都只看到變成高清

式的精緻，已不復當年的震撼。

《七宗罪》（Se7en，1995）：利用水銀沖印製造暴
烈與溫柔的軟硬色彩

大衛芬查導演《七宗罪》正值數碼拍攝科藝初期的

HDTV 制式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世代，當時大家都已預測

數碼影像是未來的視覺旋風。

此片為了製造新視覺質感，想到利用以前黑白菲林沖印

用的水銀沖印法，可令彩色菲林中的部分色彩質感變得

較為硬實。

水銀沖印能夠令一些色彩呈現印刷用的專色效果，沖印

費用亦較為昂貴。當時香港亦得以用這類高質拷貝放

映，在大銀幕上投放時，部分畫面的底色例如在夜景拍

攝時的黑色背景，以及塗在牆壁上的泥黃色彩具強烈厚

實感，色彩視覺加強了劇力。此片視覺效果令人深刻難

忘，不少朦朧的雨景亦帶出強烈的戲劇對比。深刻例子

莫如首場有極硬視覺效果的片頭字幕，以及中段在社區

追捕疑犯一場，至兇手用鎗指着探員的暴雨影像，充分

發揮視覺功能。同時還有最後一場在乾竭的紅土沙漠中

的視覺場面，利用色彩的軟硬質感配合故事效果，一如

鎗火發射般，充滿剛陽暴烈。

公映時的菲林版本令人難忘，當年推出的 LD-CAV 版

仍可模擬公映時的菲林質感，但亦提出只能保留原菲林

版部分效果，未敢說效果已可取代菲林。現時的 DVD

和 Blu-ray 版，畫質反而不及當年出產的 LD-CAV 版本。

《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2010）：數碼影
像和菲林作一次愛恨交纏

2010 年推出的《挪威的森林》，可以說是原作者村上春

樹、導演陳英雄和攝影李屏賓三個大師一起為數碼及菲

林影像之間的恩怨情仇，作出一次新世紀的磨合，拍出

數碼與菲林影像攝影中的爭持原來當中充滿愛。

《挪威的森林》除了利用屬於新世紀的數碼影像來改編

八十年代末期爆出來的文學經典，故事本身也用來回溯

作者在六十年代的記憶源頭。除了拍出原小說描述的

《挪威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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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都市氣氛，電影還加入大量的森林意象，並

利用天時的變幻，尤其是雨水及飄雪來製造陰霾效果，

加上片中常插入熱帶森林植物的黏性影像，將屬於女性

的水意象以及男性的火意象合而為一，令電影中的影像

圖騰化，也強調視覺上冷色與暖色的糾纏。

柔軟的水色影像是現時數碼攝影仍需要面對的問題，捕

捉原始植物的黏性效果更加困難，不過此片能夠將難題

一一解決。《挪威的森林》拍出不少數碼影像的成就，

很多片場拍攝的場面能製造出模擬自然景以及室內景

之分，尤其光源的仿真技術令人佩服。當中也利用不少

場景設置的反射光再將畫面潤澤，製造很多場光影互補

的奇蹟，也藉此用來告別一個仍可以在公眾地方抽煙的

六十年代。

《挪威的森林》拍出令人難忘的場面數之不盡，最深刻

莫如三個充滿愛的擁抱場面：渡邊與阿綠的霧中街頭

擁抱（如沒有看製作資料，不知此場是廠景拍攝），與

直子在山中飄雪道別，以及在家中和玲子最後的擁抱。

尤其與玲子做愛一場，玲子關上一盞又一盞的燈，最

後留下那暖如陽光的橙色燈光，預示了她將往旭川一

如奔向重生的渴求⋯⋯

《挪威的森林》在八十年代以文字出發，至千禧時期電

影改編，故事才完美。此片在廠景拍出自然光，也利用

場景佈置製造不少反射光來豐富影像，可說是到目前為

止數碼影像最豐富細微，幾近傳奇的傑作。聞說李屏

賓應承拍攝此片時，要求用菲林拍攝，後來被導演及原

作者說服了。當作品完成後，仍然撫心道出，可選擇的

話，他仍希望用菲林拍攝。

選三片的另一戲劇理由

選此三部電影作為對比數碼與菲林影像分歧，並不是牛

角尖式美學討論，三片戲劇內容涉及人性衝突、階級衝

突、罪與罰之間執持，以及男女之間愛的衝突等，都可

用來對比數碼與菲林之角力。例如《亂世兒女》男主角

Barry Lyndon 在攀登權貴的路途中，利用貴族文化過

分修飾的影像來一次戲劇性呈現。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分

歧，可比作室內與室外的光影衝突，以及攝取質感的深

度，也可比作是一種影像的攀升行為。至於《七宗罪》

的水銀沖印既呈現菲林色彩的硬效果，用來對比七宗罪

的慾望源流。色彩也是慾望的心理呈現，此片對社會

的關懷，以及對於罪與罰的抉擇，當中的決定是對還是

錯，都用最後一鎗的處決來作定局。而《挪威的森林》

利用新世代科藝，捕捉最原始的森林形象，尋找愛與生

命的源頭。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菲林期，現在則是數

碼世代。

三部經典中，個人最愛是《挪威的森林》，因為是最近

代，同時對影像最敏感，也有亞洲色彩，亦是告別一個

令人懷念的抽煙世代。現在，我們永遠看不到李屏賓心

目中對此部傑作預計的影像。

除了三部重要作品之外，近期亦有不少有心人探討菲林

和數碼。例如動作影像大師米高曼的數碼三部曲：《同

行殺機》（Collateral，2004）、《邁阿密風暴》（Miami 

Vice，2006） 及《 大 犯 罪 家 》（Public Enemies，

2009）。都是以數碼色彩配合劇情需要，同時也與菲林

作出視覺對比的實驗。尤其《大犯罪家》利用戲劇效果

道出不少人因為太專注一面而出現了「視而不見」的因

由，在最後一場女主角向黑鳥道別的對白，於我來說亦

如《挪威的森林》一樣，以愛的濫觴來向一個光輝時代

說再見。

泰倫斯馬力的《生命樹》（Tree of Life，2011）亦是數

碼攝影拍成的超影像作品，公映菲林版本時要附備一本

給放映師調校投射光源細則的指引，對兩種公映制式絕

不馬虎了事。

至於港片對菲林及數碼視覺之間的探討也大有人在。李

仁港的《錦衣衛》（2010）可說是與《大犯罪家》作出

對時代的回應。陳果的《人民公廁》（2003）用全數碼

拍攝，強調數碼攝影機的擺位靈活，尋找有異於傳統攝

影機的新視覺，最後亦以轉為菲林色素作為依歸版本。

最近陳可辛的《武俠》（2011）也把數碼視覺追求放入

武俠類型電影中，頗具實驗性。而王家衛的作品至今仍

在菲林中發掘多樣色彩的可能。

菲林與數碼自有不同視覺制式

以視覺心理觀感來判別，數碼科藝現時製造出來的色彩

是硬色彩，接近印刷術的專色影像，同時亦有乾性效

果，當攝錄火光影像的時候，可謂硬度十足，不同菲林

有時製造出曖昧色。同時數碼影像播放不是以一幅接一

幅畫面方式投射出來，而是微細方格色彩以滑行轉格的

方式接換畫像，而且影像投射只是現階段的代用制式，

數碼媒體最終的播放制式是用電子屏幕直接顯影。現時

用一秒二十四格的畫像投射速度播放的數碼動作，影像

會比菲林影像鬆散，未達到數碼的終極效果。還有菲林

在投影過程中，我們習慣在一幅接一幅的圖像之間存有

短暫性空白畫面的空隙，這種已成觀感習性的投影方

式，令觀看數碼影像時，較以往容易疲累。這些心理上

的觀影習性，仍有待解決。

數碼色彩的調校，都是數字轉讀而成的色彩，調控色度

是比較容易的。相對於數碼色彩的硬，菲林投射出來的

色彩可以說是如水一般的柔。在菲林拍攝時現場的色溫

捕捉，以及沖印房內對光度的重新調校，都需要調光師

謹慎。菲林沖印技術繁複，不合格時必須再沖印一次，

花費大而且耗時。沖印藥水具有化學成分，猶如一種

藥，每次沖印都等同鍊金的過程，需要沖印師的經驗和

判斷。

菲林沖印用的水質要求也有不同，不同國度的水質也在

菲林的色素中呈現出來。你以為這是多餘的分析，實等

同你喝青島和藍妹時不能當作是同一啤酒。水土的問題

是深層次的色彩學，對不起，是有的。這種分別能製造

不同光質色彩，一如油畫與水彩、以及木顏色與廣告彩

不同。每種材料都可以令菲林多元化，使七色系譜變得

無限。

除了色彩的學問之外，菲林與數碼在捕捉影像時，物體

的形象以及其流動的視覺效果仍有很大分別，甚至乎如

今發展的 3D 立體新視覺空間等等，可見菲林仍有很多

與數碼不同的發展空間。

後話

我們的文明，主要是從「看東西」與「聽聲音」之中建

立出來的，味覺等其他觸感仍有待開發。自從人類發

明了菲林之後，我們可以不用繪畫而將自然形象如實記

錄下來。在形象中對色彩的捕捉，是先用菲林製造的科

藝來按步改善，數碼隨後跟上。菲林與數碼，都是光影

敍事科藝，利用光影而無需用語言道出意義，如實呈現

色彩就是色彩！色彩至今仍是語言難以道盡，你只能用

「看」來看出個天地。

現在能看東西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看得清所有形象和

色彩的，有不少人如同《大犯罪家》警署內的警察往

往視而不見。以前電影公映前，調光師會調校一個所謂

A-Copy 的公映拷貝作出質素檢定，如今翻製成 DVD

制式時，不再理會是否接近公映版的質素了。也不知何

解很多人喪失了以往的眼光，甚至乎意識不達，有不少

色彩流入眼中，腦袋卻捕捉不到。就等同有些人心中沒

有彩虹，見到彩虹時就以為彩虹是 UFO。

在寫此文途中，聽到柯達菲林公司面臨清盤的消息，菲

林要說再見的日子比我們預測的更快出現。本來仍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卻被市場淘汰，這不是菲林的問

題，而是人懂不懂珍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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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光師的本份

做了這麼久 colourist，有自己的要求，要充分理解電影

的內容。以前，電影拍完沖毛片，沒有聲音的。所以，

不先了解影片內容，便會影響調光。要跟攝影師和導演

開會，了解影片需要的色彩，而調色能夠帶動電影感。

菲林調色真的要摸索，要做許多 test。我經常說，你有

一雙正常的眼睛，能分辨 RGB 三原色，沒有色盲，就

可以做 colourist。但是，你用心看整部電影，和用眼睛

一樣重要。

一個好的 colourist，須和攝影師、導演、製作人員溝

通，在中間 solve 大家的問題，這就是「睇光」的過

程。不先了解要做的電影就來調光，叫作 operator。

Colourist 會想：「這部電影講甚麼？開始是怎樣？」請

導演、攝影師告訴你。很多導演告訴你想要的 mood，

往後就是攝影師和我們沖印、調光。大家都在摸索，你

要提供意見和選擇給攝影師和導演，分擔他們的難題，

調解他們的爭拗，做一個中間人。跟導演說：「是的，

可以加深色些。」跟攝影師說：「可以減少些，出來還

有，我擔保！」除了攝影師、導演，還有監製、製片，

要經過這許多人。

做菲林比做 digital 辛苦。菲林有很多環節，不是一個

人控制得到；做 digital 可以直接看到效果，沖印很古

老，經過很多步驟。一、你要拍攝；二、你要沖底片，

下藥水處理；三、沖出來了，清潔好，套片，「睇光」，

之後印 copy。好了，大家坐着看 A-Copy，「啊！怎麼

會這樣？」還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整個過程辛苦很

多，需要經驗。我是沖印廠出身的，但比較幸運，同行

的兄弟做了這麼多年，和做 digital 的待遇，有些不同。

當然有許多改變，人要適應向前，但還是有點感慨，做

菲林辛苦，非常辛苦。

王家衛和杜可風

我跟許多導演合作過，當然一定要提王家衛，和可以

說是恩師的杜可風。杜可風在台灣拍完《雪在燒》

(1988)，來香港印 copy，我們首次合作。完成後，剛

好王家衛開拍《阿飛正傳》（1990），杜推薦我參與。

這部片有許多新嘗試，不少牽涉菲林調校。那年代香港

拍好多電影，沖印公司每天趕工，很多人不敢幫他們

試。我們花時間做 test。杜可風在鏡頭上用很多 filter，

再沖印出來看，過程中沖片藥水、印片藥水都試，而且

很大膽。他不要很多顏色，但又不要沒有，一種很特別

的感覺。當時用藥水調校菲林的鮮明度，最後決定用綠

色的 tone，杜可風就跟着一直拍。大家滿意效果，也

就相信我可以合作下去。

《東邪西毒》（1994）在沙漠拍攝，難以控制。我們第

一個感覺就是—不要漂亮，需要一種「粗微粒」的效

果，帶出不太鮮亮的人性色彩，我就在這方面下功夫。

粗微粒並且有少許褪色，不是完全褪掉的黑白。試了

很多，頗辛苦，但不能夠說：「瘋了？怎麼粗微粒都要

試？我加沖也會變粗，用 16mm 放大也行。」因為拍攝

的時候，這個鏡頭夠粗，那個卻不夠，再全部加沖，不

會產生理想的效果。

《春光乍洩》（1997）是刻意不統一，黑白很 sharp，彩

色則很髒似的。為甚麼？你要了解這部戲，在兩個男主

角的世界裏，彩色這邊是頹廢的生活，而在黑白裏面，

是二人的回憶。整部電影我們就是要這個 point。《東邪

西毒》的影像做得很粗，但《春光乍洩》不可以，我和

杜可風研究過，特意用黑白做一個分離效果，黑白做得

漂亮、分明，彩色部分我們動些手腳，形成對比。

做完《阿飛正傳》之後那年，很多人說：「我很喜歡

《阿飛》，就要《阿飛》的感覺。」我跟他們解釋，有些

戲不可以做《阿飛》的感覺。很多人看完《東邪》又要

《東邪》，說很棒，是戲的感覺。幾部戲下來，我和王家

衛、杜可風每部都嘗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黑色電影：杜琪峯

杜先生的光源很難捉摸的，要不很黑，要不很亮，他就

是喜歡很黑，之後有些少光⋯⋯

《黑社會》要「實」的感覺，黑位要很「實」。它的暗

位，要表現黑社會的氣氛、交談的神秘感，但如果缺了

灰，戲就不漂亮。這是很令人害怕的。我們做完一個

copy 拿到戲院看，因為怕會太深色。要到戲院看戲，

不能瞎猜。這就是杜先生，這就是沖印了！

電影有黑，然後慢慢可以

─訪問呂麗樺
訪問：張偉雄、劉嶔

 
呂麗樺，資深電影後期製作人。七十年代加入沖印行業，從學徒做起。曾擔任宇宙沖印公司廠長、中

國星製作服務有限公司 Controller。二十年來，主理許多重要香港電影的調光沖印工作。她的經驗之

談，可助我們理解香港電影鮮為人知的後期影像處理，在傳統菲林技術將被數碼替代的這刻，讓我們

重溫電影從來是追求光、影、色彩、質感。

《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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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社 會 》 的「 黑 」 真 的 很 漂 亮， 第 二 集《 以 和 為

貴》便不能用《黑社會》的 tone。做了比較舒服的

感覺，攝影師打的光也是，有他才有我。攝影師有

否打光補光，哪裏補不到光，大家要交流。

《黑社會》的時候，已經不須印毛片出來剪片，而是電

腦剪片，方便了我們。攝影師每天拍，我每天看，可

以多些溝通：「強哥（即攝影師鄭兆強），你今天拍甚

麼？你想要甚麼？」或者：「為甚麼這麼黑？你搞甚麼

鬼？」

《 文 雀 》（2008） 是 杜 先 生 第 一 次 做 DI* output， 做

digital。菲林拍的，拍了很久，如用舊式沖印，鏡頭剪

接在一起會不配合。我跟他說 DI 可以幫助，令觀眾不

會覺得電影舊。

由杜先生的《嚦咕嚦咕新年財》（2002）開始，我已經

分別處理電影和 DVD。做完菲林版後，再為 DVD 版調

光。以我多年經驗，不可能做一次便算；相輔相成，卻

有分別。我用 digital 的感覺來做 DVD，比較分明，因

為觀眾在看顯示器，我會令影像更突出。

用 digital 補救菲林做不到的

你說菲林沒有用？不是，因為菲林有菲林的深度，單

用 digital 沒有深度，但可以補救菲林的不足。這道門

的顏色拍得不好，DI 可以補救。當然，digital 和菲林

combine 在一起，要做出電影感。

林超賢拍的題材比較具壓迫感。像《綫人》（2010）最

後在課室廝殺那場，不做 DI 是沒有看頭的。環境有限

制，不能讓你置景。我就說用 DI 做綠色，阿 Lam 說

行。所以一進入課室廝殺，整場戲的 contrast 很大，

顏色像會噴出來。

林超賢崇尚拍菲林，《綫人》本來說在 digital cinema

上映，最後還是喜歡我們做的菲林版，就上映菲林版。

你不能視 digital 為萬能，有些製片為了減省成本，會

說：「行了，不用拍了，digital 做得到！」我很反對。

你要電影好，要本身有才會好。Digital 是補救用的，

如果你沒有拍攝，我再猛加，效果會很粗糙。

劉偉強與林志堅

《無間道》（2002）是菲林拍攝，沖印用 non-bleach 的

方式。底片上有銀，一般沖片過程都把銀沖去，令影片

顯得漂亮。Non-bleach 則留銀，顏色會褪去一點兒，

變得暗啞，看上去有種骯髒的感覺。Non-bleach 對底

片的 storage 不大好，但當時香港 DI 技術尚未成熟，

現在做 digital 就可以了。整體上，contrast 也大了，

《無間道》的影像層次可能比《黑社會》還多，《黑社

會》只是比較多黑色而已。

我跟劉偉強相識多年，大家溝通容易。他剪完片，我多

看幾次，做些他覺得 OK 的東西。像《傷城》（2006）

這種片，你一定要有感覺，把觀眾帶進畫面。《傷城》

菲林做加沖，因為夜景黑位較多。另外也做 digital，醫

院那場夕陽光是慢慢調的。

新晉攝影師中，我跟林志堅合作較多。我了解他的要

求，他信任我，而且大家都勤力。他會說：「呂姐，這

場我想濃些，不要緊，放膽去！」但我放膽的同時又要

稍微拉他一把：「你不是嘛？太多啦！」大家在溝通中

工作。彭浩翔幾部電影，都是我倆合作。記得《伊莎貝

拉》（2006）。大家想它突出些，林志堅說不要太濃重

的顏色，便用了青色，但不是《阿飛正傳》的感覺。大

家都是綠，只是《伊莎貝拉》更鮮明。

調光很簡單，但你要將電影的靈魂帶給觀眾，不是紅

就紅、藍就藍，而是將感覺帶出來。你要對電影有感

覺才做得到。我不是不願意教，是不會教。只可以說，

做一個好的 colourist，你要看多一些，與人溝通多些。

記住，你是屬於這部戲的。

沖印這回事

這行業不是一個人的事，是一個 family 的事，一個

group 的事。

現在電影製作課程，分開幾個專業，誰還懂得做後期？

應該了解為甚麼有沖印公司，沖印公司可以幫你做甚

麼。現在做後期需要長點時間，因為不光是沖印，還有

digital，學生知道 digital 的步驟麼？如果你懂，會方便

很多，計算成本一定準確。

越懂後期越有利。攝影師說：「今天不夠燈，菲林加

沖 一 檔 吧！」 有 製 片 會 應 說：「 好， 叫 沖 印 公 司 加

沖！」有 budget 嗎？原先計算成本時可能沒有加沖

費，加沖是較昂貴的，將來結算時你就頭痛了！而加

燈的效果原來比加沖更好。

電影為甚麼用菲林拍攝？因為菲林是電影的原創者，沒

有菲林就不是電影。菲林有深度，你說 digital 漂亮，

但 digital 做不到菲林的感覺，它的深度代替不了菲林

的。Digital 現在是追着模仿菲林。 

甚麼是電影感？你看電影時可以代入整場戲中，能帶你

進去的就是。電影有黑，然後慢慢可以⋯⋯。Digital 平

滑，我要黑就很黑，它的美是平滑的美，做不到菲林的

微粒感覺。不是粗糙的微粒，是電影的微粒。如果你喜

歡電影，你會看出實質的電影感覺。菲林是深度和質感

都有。

Digital 有 digital 的美，但如果追求飽和度，質感，便

要放映一個拷貝。

我是「紅褲子」出身，比較幸運，經驗了從菲林到

digital 的進展。其實兩者須相輔相成。用菲林拍的電影

產量少了，大勢所趨，戲院都改變，不得不跟着走。雖

然跟着走，都希望做好些。你了解菲林的價值和感覺，

起碼可以把 digital 做到像部電影，不是電視劇。這是

業界的事，始終要有電影感。

* DI（Digital Intermediate），即數碼中間片，有別於之前通用的菲
林過帶（Telecine）程序。數碼中間片提供了比過帶程序更高解
析度及更精確的色彩，全程數碼化，沒有模擬失真的問題。

《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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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8月27日

地點：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主持：張偉雄（雄）

出席：喬奕思（思）、陳志華（華）、登徒（登）、

          鄭政恆（恆）、李焯桃、清心

整理：朱小豐

「中港」愛情

雄：2010 年我們興奮過一陣子，新一代導演的作品給

我們看到新氣象。像《打擂台》、《分手說愛你》、《東

風破》⋯⋯。進入 2011 年，似乎是一個反高潮。今

年的電影似乎沒了去年的凝聚力，但亦可能有另一種

方向感。我舉個例子，很明顯有些以愛情為主題的電

影，在中港問題方面，真的講一個十年前甚至三年前

也未相信的關係，現在要正視了。我說的是《一路有

你》、《不再讓你孤單》及《單身男女》。這作為一個引

子，你們有甚麼看法？

華：去年有人提出，這會不會是一個新浪潮。但立即出

現反駁，表示這麼多中型製作湧出來，很可能是巧合，

因為要配合電影節，下半年已經看不到一個持續發展。

如《東風破》和《戀人絮語》，《戀人絮語》的成績有待

商榷，今年不是沒有這類規模的製作，但成績明顯有一

個很大的落差。今年也有《出軌的女人》、《算吧啦，老

豆！》、《熱浪球愛戰》、《潮性辦公室》、《戀夏戀夏戀戀

下》、《喜愛夜蒲》，相對之下，它們的聲勢、成績都跟

去年相差很遠。

恆：那些中型製作受惠於電影發展基金，少一點風險，

年輕導演理論上可以在基金支持下拍攝新銳一點的作

品。但是電影發展基金主要考慮不是藝術，所以有很多

製作未必有水準保證。《戀人絮語》、《熱浪球愛戰》和

《潮性辦公室》都有水準問題。還有就是流於電視製作

水準，很大程度上不夠成本提升，沒有考慮電影美學和

電視美學之間的事情。如果當中有美學的話，自然出現

表現技巧上的轉向。像《勁抽福祿壽》、《戀夏戀夏戀戀

下》其實都是電視型製作。

雄：賀歲片《我愛香港》尤有電視風味。當我們大家覺

得時勢在變，有些包袱要用另一種方法去揹。對於王

晶、曾志偉，卻覺得自己有市場路向，可以拍回自己本

色的電影，碰少一點新形勢討論。他們監製的電影給我

這種看法，可以暫時回到 good old days。像《熱浪球

愛戰》，它所討論的出奇的是殖民地世界觀，一個英國

背景的 mixed 家庭，給土地本地人居住，出現了大型

地產發展的問題。整個口吻是合理、順耳的，但它是不

是過分懷舊，抑或又想跟上這個時代？運動片的精神很

多時是個人主義，在這影片卻是否定的。它講集體、家

庭，為利益比賽，在做一些開放土地意識的事，但又沒

有甚麼理念。我覺得這是一種新舊觀念的矛盾。

華：你說起曾志偉，《我愛香港》很聰明的捕捉了當下

的仇富心理，其實很討好八十後。貌似跟八十後對口，

但心態很保守，最終是曾志偉這個有錢人收購所有東西。

雄：《我愛香港》就算想討好八十後，其實也「中」了

九十後。這一年的柴娃娃電影面對一個新世代，我看

《戀夏戀夏戀戀下》亦然，聽到有笑聲，應該不是來自

八十後。

登：不過《我愛香港》真的不能排除編劇麥曦茵的作

用，她跟曾志偉如父女的關係能在電影中看到。她拋

出一個八十後世界，然後由父親執拾，付錢解決。我

不知道麥曦茵跟曾志偉的工作關係如何，但我相信是

和諧的，不是你死我活那種，父親的話她都會聽。這

是有趣的地方，曾志偉的世界就是這樣，上一部《72

家租客》也是，鋪個怎樣亂世佳人的局出來也好，最

後也是上一代走出來踢波解決。

思：其實《戀夏戀夏戀戀下》有意思是它請了很多明星

客串。一開場就有個「香港都市病研討會」，大卡士坐

在一起，楊千嬅是公主病，又有一些人是妄想症。雖然

在香港，覺得自己有病的人是有藥可醫的，但海南島

上，還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的那些才是有病。海南島上有

很多「𡃁模」，基本上都是內地女生，另外五、六個女

生則講廣東話，這些角色很空洞，很明顯都是有病。

雄：如果年輕導演想走前一步，我覺得要先給自己的世

界觀建立一個架構。《戀夏戀夏戀戀下》一開始跟妹妹

聊天及研討會的細節，似乎想將一些現代社會的架構入

題，葉念琛的《人約離婚後》亦然，扣着社會話題，

但葉念琛一如既往的失敗。那個架構是空的。比如那個

換妻會，或者用了網民互傳的，一個港女在婚禮上播放

未婚夫跟女伴娘搭上的自拍片傳聞。但他將這件事索然

無味的拍出來，並將那種破裂關係延續。因為佘詩曼要

開舖頭，租給她的太子爺就是前夫。那個所謂人際社會

架構，葉念琛處理得很弱的東西，可以看到這批導演

8月香港電影座談
自 2010 年開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每年 8 月舉辦一個討論每年首八個月公映香港電影的

座談會，作為翌年初學會大獎的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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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呈現世界觀架構的不足。今年有一個人缺席了：彭

浩翔。彭浩翔似乎有這種建立架構的能力。《志明與春

嬌》讓你看到他在架構上找到對應社會的空間，但他今

年 absent。

登：對葉念琛來說，他自己已經是一個類型。你這樣

講，肯定翻臉，他不知多有架構。我訪問過一些大學生

看甚麼電影，人人都說看葉念琛。

雄：葉念琛對我來說，真的有一個成就。近年有黃真真

和畢國智《囡囡》開始面對性如家常便飯這回事，不像

上一代還有處女情意結，不寫婚前性開放。是葉念琛開

了這風氣，這是真的，但開了之後能夠發揚光大的一定

不是他，就算黃真真的《分手說愛你》裏的人，也致力

跟現實接上。這次《人約離婚後》基本上是重拍《獨家

試愛》（2006），重拍之餘，給了佘詩曼一段獨白告訴

羅仲謙，就是喜歡這種 SM 式的關係，就是喜歡提心吊

膽，不喜歡舒服，她說這是愛情。葉念琛知道自己此刻

要自我 confirm，這個 confirm 就像奧巴馬再說一次自

己的競選理想，吸納新觀眾。

恆：今年還有一種話劇跨界製作，《算吧啦，老豆！》

和《潮性辦公室》都是這一類。若論電影拍攝技巧，

這是無甚進取的一年，唯一是 3D 電影《3D 肉蒲團

之極樂寶鑑》在技術上給自己建立位置。青春愛情片

數量比較多，以票房論就是情色電影。若說成績，始

終還是大型的幾部最出色，包括關於地產霸權的《報

應》和《竊聽風雲 2》，從中港關係入手的古裝片《關

雲長》和《武俠》都透過甄子丹講香港人身份，社會

政治性比較強的則有《讓子彈飛》和《報應》。

思：我想問一句，有一部電影叫《孤島驚魂》，在香港

上了沒有？它在內地很賣座。

華：已經上畫，鍾繼昌導演。

思：這是一部恐怖片，今年片目中只有這一部。

華：如果撇除《B+ 偵探》的話，因為當中沒有鬼。

恆：《B+ 偵探》也可以說是有鬼，曲線講鬼，香港特

色⋯⋯

華：曲線書寫還有《倩女幽魂》。

香港主體性

雄：關於曲線的討論，我覺得以一部電影成為一個現

象，那部是《讓子彈飛》。我們看完電影，都會問一個

問題：它會不會是香港電影？以香港電影金像獎或香港

影業協會的方向看，它都有香港電影的身份。但從整個

視覺整個創作方向去看，它是一部內地電影，一部突出

的內地電影，看中國形勢的獨特方法、喜劇處理、運用

地方語言，都很出色。我的第一個想法是：用這種角度

處理題材、史料、戲劇，香港人十年、五十年後也未必

拍到。這部電影之於我們是一種學習抑或一個對照，我

覺得值得討論。

華：我立即想起《臥虎藏龍》（2000），它們的情況幾

相似。《讓子彈飛》未必是姜文最好的電影，但將它放

在當代中國電影的環境中，它的影響突出。情況就像

當年的《臥虎藏龍》，《臥虎藏龍》也被金像獎認可為

香港電影。

恆：另一個例子是《最愛》，真想不到它也是香港電

影。《最愛》、《武俠》和《讓子彈飛》都有地方語言，

令它們又跟主流國內電影格格不入，當然亦不像另一

種地方語言的香港電影。想深一層就是身份的問題，

我有時將身份問題放在電影討論的較後位置，但今年

要將身份思考放在頭位討論。特別是兩部甄子丹主演

的電影，《武俠》和《關雲長》都反映香港人在一個中

港關係拉扯中不想回頭，卻被迫投入新環境，進退不

得。發現自己在大結構中，沒有一個明顯的出路。

華：朗天今日還未出席，要回應你的說法，我要說說他

之前談的。朗天覺得去年的《打擂台》的一個迴響，

到今年其實有延續，但以一個曲折的方法延續。他覺

得去年《打擂台》、《東風破》這些新導演的創作，拋

開了一向提到的「圍城包袱」、那些窒礙香港人的東

西。今年在一些知名導演身上產生了作用，比如杜琪

峯、劉偉強、莊文強、麥兆輝，所以《單身男女》、《關

雲長》、《武俠》和《不再讓你孤單》，都拋開香港地方

視覺，擁抱內地，處理中港的問題，背後牽涉身份的思

考。像《單身男女》的結局，古天樂返到內地，鬥到最

後的 statement 是「我要返地球了」，意指返回香港。

至於《關雲長》最後亦是要離開，《不再讓你孤單》則

相反，是進入北京，進入內地的⋯⋯

雄：那是失憶的題旨。

登：不是她失憶，是對方失憶，對方忘記你是誰。

雄：其實舒淇也要某程度失憶才可在那裏生活。

登：你真厲害。

華：舒淇要拋開香港，放棄香港⋯⋯

思：她是心理上討厭香港。

華：至於《武俠》—引用朗天的說法—也是厭港棄

港兩樣皆有。曖昧在當中一句對白 highlight 了。甄子

丹斬手的一場，其弟說他為了一個十年的家放棄了一個

二十年的家，可以理解為一個 statement。

思：我也跟朗天討論過香港主體性的問題，以《關雲

長》為例，我問朗天，如果甄子丹代表香港身份，香港

主體性是否有點排斥性？這種排斥性不是貶義。在《關

雲長》中，他深入到曹操的圈子是很突出的，他以英雄

的身份出現，這個英雄很委屈，遇不到幫助他的人，但

他強調英雄價值觀。反過來說，朗天指《打擂台》在

香港這地方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沒有回大陸，《竊聽風

雲 2》也是不到內地講香港的身份。所以我們有兩個方

向去講香港的主體性。我覺得這是互相關照的，在內地

是個失敗的英雄，他面對的是個病態的社會。《讓子彈

飛》很精彩，不過我看完後很不願記住片中的人，因為

全是醜陋的人，是一個醜角集中的社會。《打擂台》在

香港本土訴說自己的主體性，跟病態社會對照之下，香

港所有懷舊的東西突然之間變得美好起來。朗天也提到

《單身男女》，但我始終認為它說的，是香港人跟香港

人當中沒有高圓圓份兒的關係。我覺得影片強調的是男

人和男人之間的關係。同性的關係可讓他們找到社會位

置，意識到社會身份。

再思香港主體性

登：我完全不是這樣閱讀的。實際上現在互動的程度已

不是哪個吃哪個，哪個比哪個大，而是一種很微妙的關

係。可能會在香港出現，甚至不在乎是否在香港這個城

市發生，像《不再讓你孤單》般完全在北京發生，我

不會用那些「棄港」的角度去看。劉偉強正正是一個香

港電影人，一個飄流的香港人，這其實是一種北飄看異

域城市的態度，有他 romanticize 濫情的問題。但反過

來，我覺得他完全是抽離那城市的。他希望建構一個理

想的烏托邦，不是香港，也不是北京。至於杜琪峯的

《單身男女》，最好玩的是根本在 play around with 中

港融合這件事，很多東西是 ironic 的。我的文章也提問

過，你可以怎樣揀？叫觀眾替女方選擇，其實怎樣選擇

都「仆街」的。吳彥祖是個悶蛋，不知腦袋在想甚麼，

另一個則是永遠駕馭不到的男人。從中港融合來看，一

個完全妥協，一個像水溝油般合不來。我覺得韋家輝

（《單身男女》編劇）思路很清晰，女方到香港，但最

終是吳彥祖北上去。對我來說，這就是主體性：還有反

思的能力，還有 picture 每一個 perspective 的能力。

而非一定放棄香港或者穩守香港。《竊聽風雲 2》就是

一齣很 typical 的港產片。香港片對人性的處理有忠有

奸，忠變奸奸變忠，全部都是模糊的、開放的、各有

走向的，沒有一個死實實不動的。這些微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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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之為香港的主體性，以及香港人和這個城市的特

徵。法治的 limitation，香港人想得最多的，只有香

港人會從這個角度考慮。大陸人創作故事，從來不將

法治放在一個如此重要的位置，像《關雲長》的曹操

或者《武俠》的金城武。你問這些電影是否有向大陸

妥協的地方，當然有，比如《武俠》，又要這些又要那

些，最後雷擊的場面，國內觀眾看得罵聲四起，香港觀

眾也有部分不理解—這是天譴，有甚麼比被雷劈更

慘？根本是被天收。《武俠》文本解決不了的事情，天

會解決，又是香港人思考的方法，可堪玩味的地方在這

裏。我是這樣看現在香港這班最 top 的電影人所面對的

dilemma，以我所見，沒有一個人放棄香港，even 劉

偉強。《不再讓你孤單》那種憂鬱是無言的，好像在一

個彌留的階段。

華：我很同意，《不再讓你孤單》表面上在說中港關

係，其實正正看到它是拒絕融合。因為它從來沒有嘗試

進入北京，那個不是北京，而是一個理想化、想像中的

中國，它說出那句「這裏是北京，不是香港」，我當然

知道這不是香港，但亦不是北京。他之所以說出「這

裏是北京，你要遵守法律」，正正因為這裏根本不是北

京，現在的北京很守法嗎？

登：我看人罵《不再讓你孤單》真是罵得好，內地觀眾

問：「你知不知如果在門頭溝住，往北京三環上班，要

多久車程？」 

思：三小時。

登：劉偉強根本沒有從現實角度考慮 drama，他只要

那個離開北京，到山上俯望平原的感覺，那是「歸園田

居」，是世外桃源來的。哪會是北京？我甚至覺得當中

的茶餐廳也不是香港。

華：我同意，劉偉強主要是要他心目中想要的畫面，

even 香港也是。香港供樓的情況，如果熟識的話是不

成立的。舒淇抱怨每個月供五千元，供九年，這其實不

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她卻說得很厲害似的。好像碰到地

產問題，其實完全沒有碰到。我看《關雲長》和《不再

讓你孤單》時，閱讀到香港人在內地拍戲的勞氣。《關

雲長》作為一個 metaphor，一路有人放你過關，一路

有人追殺，是香港創作人在內地遇到的處境。這個讓你

過關，原來王命難違，後面還有一路人追殺你。《不再

讓你孤單》就更加明白，舒淇裝修的一段，上次批准了

裝修，之後又說這裏那裏不妥。可能不是潛意識的，劉

偉強將他在內地拍戲的挫折放進去。

北京．香港

思：《不再讓你孤單》有一點很有意思。雖然我不覺

得北京是北京，但那些北京的人，比如劉燁，多是

有病的，又有聾啞的，其實反映一點：如果真的有

Utopia，那就是北京的弱勢群體。

華：還有一個瞎的。

登：很明顯是黃秋生看完劇本後要求演的，劉偉強不會

有這些想法，他只需要黃秋生。

雄：說到所謂北京電影，我看千禧前的北京片，即使

在一個這樣的權力架構中，北京電影也有一種自我

氣質。是大都會小城市的，有不同階層的方向，很

proud of 北京小市民的角度。現在，我們開始在北京

拍戲，出了一些新角度。這些角度正在刺激北京人或

者內地評論，他們開始用回所謂寫實主義保衛北京的

新地理新面貌。我不知道這回事有幾廣泛，出了這些

強調一種寫實的評論。但我覺得劉偉強那個視覺，

跟以前的《北京，你早》（1990），《十七歲的單車》

（2001） 放 在 一 起， 甚 至《 搖 滾 青 年》（1988），實

是擴闊北京電影多樣化的視覺。用美學的說法，這部

電影令我覺得是 Classical Hollywood 的 vision。只

要我們抽離一點，或者找一堆九十年代的北京電影，

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做個北京城市電影節，那裏無人會

挑剔它的弊端，反而會說它美學上某些很淨化的成

就、每個人物活潑的處理。當然我也用美學的方向看

今年的香港片，很同意香港由八十年代到現在，這幾

年間終於有群戲的觀念，有一個世界的觀念或者社區

的觀念。我們要反映周圍的環境時，這些成熟導演開

始探討這個觀念。我不知道新導演潛意識有沒有這

東西，但有幾部群戲電影，我只看見單一。即使我 

appreciate 的《戀人絮語》，做那麼多故事，其實只

想說一代年青人的愛情觀。想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

擇，但出來只有一種，一種脆弱，承受不到傷害，甚

至很認命的愛情觀。又譬如《熱浪球愛戰》，也是一

個角色一出來就不變動，無法成長閱讀的。主角兩姊

妹代表殖民地新一代尋根的港女，另外有兩個混血的，

整個討論一眼看清，沒有隨時代走前一步。剛好今年

可以跟一批有經驗的導演對比，我喜歡《竊聽風雲 2》

的人物立體，連林迪安（曾江的貼身打手）也有戲。

你感受到它有一個空間，一個戲劇世界，這麼多老人

角色每個都有。麥兆輝和莊文強突然間升級，他們以

前的電影未到這個 level。

登：《竊聽風雲 2》有一個 point 真的很「香港」的：

用一個 system 報仇，用金融體制，整件事本身「生安

白造」，要從曾江口袋裏拿錢，直接開口就可以，但要

through 一個金融制度復仇，就是香港人對制度的一種

信念。還相信制度，雖然它有盲點，但 90% 是 work

的；雖然之前被人上下其手，但也比人治社會好。我認

同張偉雄，這次麥、莊是跳了一步的。因為以前都是摒

諸制度之外，李修賢時代那時是我不管你，就打死你為

止。

思：我想到《報應》，它亦描寫對整個制度的不信任，

最後不知道身邊的是甚麼人。本身是保護自己的保鑣，

但反過來又做了甚麼，都是在制度下做事。

恆：反而《報應》是法外，它不用國法，而用家法「私

了」一個問題。羅永昌想得大，這部電影的世界觀比

麥、莊闊。它有一個心靈層面、社會層面，「私了」仇

恨，一層層鋪排。「私了」這種地下的東西很符合銀河

映像，從《黑社會》（2005）的世界走出來，說地產

商，其實亦是黑社會。

華：雖然你說《報應》的視野大一點，但拍出來的成績

和效果，《竊聽風雲 2》高得多。不知道它有沒有直接

向《黑社會》取經，因為當中很多事都針對香港這一刻

的問題。比如曾江說自己做莊是大家選出來的，有十足

影射，或者吳彥祖一句二十年後比「鬼佬」還差，都有

直接的指涉。我覺得在一部合拍片中放這些 message

很聰明，香港人看到會會心微笑。

恆：影射的手法，《報應》也有，菜園村的 context 和

「潮生」這個名字也呼之欲出。我承認《報應》處理這

個問題時立場搖擺，最後曹查理被村民打死。影片只是

借用這件事，沒有立場和看法。

登：曾蔭權一生人最厲害那一次就是「打鬼佬」，但現

在比「鬼佬」還差。既是黑社會也是金融大鱷和地主，

香港的市場這麼小，基本權力和政治和金錢都有壟斷

性，你有權力有金錢就有壟斷性，有地就更有壟斷性。

《竊聽風雲 2》看通了，才一次過放進這麼多東西，而

且句句有所指。黑社會不就是這樣？因義結盟，但到

頭來都會變質，像《投名狀》（2007）。大陸不能寫

黑社會，現在就寫出來給你看。

華：還有「臨老才來搞保育」這句。

思：《報應》有一個地方很好，它不像《竊聽風雲 2》

講一個具體的東西，不是在罵金融體制，而是說周圍都

是鬼，最後黃秋生不知道身邊哪一個才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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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我看過許鞍華新作《桃姐》（2011），我沒有

去威尼斯。從《桃姐》出發，我除了想到辛其氏的短篇

小說《索驥》，又想到獨立電影的發展空間和香港電影

發展基金的種種問題。

先說獨立電影。許鞍華不是獨立電影導演，但我認為她

不全然向商業靠攏，反映了一定的獨立精神，《天水圍

的日與夜》（2008）的成績有目共睹，這部影片和其後

的《天水圍的夜與霧》（2009）、《得閒炒飯》（2010）

都是王晶旗下的影王朝有限公司出品。香港影壇中，商

業運作與創作人自主的微妙關係於此可見。香港本地電

影的市道不振，商業投資也自然小心謹慎，不少電影佳

作能夠面世，卻不是因為有機制協助，而是因為個人的

努力和關係，例如王晶支持奮鬥多年的許鞍華，又例如

劉德華的幫忙。

2005 年，劉德華推動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翌年就有

六部華語電影作品面世，其中由中國內地導演寧浩執導

的《瘋狂的石頭》（2006）最為成功。最近一兩年，劉

德華投資的《打擂台》（2010）獲得第三十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最佳電影，《桃姐》的成績也可期盼。《打擂台》

和《桃姐》可見劉德華的眼光，而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

則可見他的理念，很重要一點就是「發掘及培育有潛力

的新晉電影製作人，利用新思維、新元素、新頻道、新

技術去創作獨特而優秀的電影」。

從個人回到機制。亞洲新星導電影計劃在 2006 年完

成，香港政府 2007 年投三億元入電影發展基金，製作

融資計劃出台，令人期望有更多中低成本的香港本土製

作面世（相對於傾向大型的合拍片）。計劃的申請資格

一項中，申請人須具備完整劇本，這當然無可厚非，但

計劃須獲確定為商業上可行，並得到政府滿意的第三者

融資，就無疑令人感到一切商業先行，而藝術水平在申

請資格中沒有半點位置，更教人覺得製作融資計劃只不

過是一盤生意經，沒有藝術追求在內。

直至九月，運用政府公帑（即納稅人的錢），獲基金計

劃融資的十六部電影是甚麼貨色呢？最為香港觀眾所熟

悉的有引起全城熱話的《歲月神偷》（2010）。部分影

評人認為水準不俗，值得推薦及表揚的只有岸西首次

執導的《親密》（2009）和去年的《人間喜劇》兩部。

熊欣欣的《戰 ‧ 無雙》和陳國新的《37》甚至沒有在

香港戲院正式公映。將會公映的還有周隼的《贖命》

（Strawberry Cliff），該片在 IMDb 網站上顯示為美國電

影，演員表中只有陳奕迅一位是香港華人。《贖命》的

投資單位是安裕置業有限公司，此公司於今年八月再獲

電影發展基金青睞，《殺人犯》（2009）導演周顯揚的

新項目《大追捕》得到基金計劃融資近五百三十萬。

今年公映了的《熱浪球愛戰》和《潮性辦公室》都被視

為大有問題（後者是影王朝有限公司出品），證明電影

發展基金沒有一定的藝術考慮，也不合乎基金的計劃目

標─「提高本地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力」，

再試問上文提到的沒有在香港戲院正式公映的《戰 ‧

無雙》、《37》、《贖命》，我們看都未看到，如何說提

高？公帑就如此倒出去了。

回頭再看獨立電影的問題。自從張經緯的《音樂人生》

（2009）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放映，連連加場，口碑載

道，更奪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殊榮，獨立

電影小本經營，走入大眾，獲得認可，不是沒有可能。

獨立電影與商業院線結合的流通模式，真的是獨立電影

發展或發行的坦途嗎？

當獨立望向商業，商業也望向獨立，大眾口味的分化令

商業空間擴大了。今年在商業院線發行的香港及華語獨

立電影，印象中就有張經緯的《墨綠嫣紅》、賴恩慈的

《1+1》、姜秀瓊及關本良的《乘著光影旅行》、葉劍峰

的《金不換》和蔡敬文的《不設房》，除了《不設房》

從《桃姐》說起⋯⋯
鄭政恆

在 The Grand 上映外，其餘集中於百老匯電影中心。

問題是，面對商業的計算，獨立電影的推廣並不易為，

獨立電影若不是緊扣社會議題（多少反映主流電影不夠

寫實及社會性，留下發揮空間給獨立電影），似乎難以

生存。換言之，票房主導的話，也可能令獨立電影的自

主面貌改變，有些偏鋒的、個人的、實驗的、概念的作

品更難跑出。

吸納不到的，就是剩餘了。獨立電影很依賴口碑帶動，

由親友支持開始，到評論人的開拓，再推展到大眾，這

是獨立電影的一種生存法則。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有互

相重疊的地帶，《音樂人生》打開了的新局面，值得珍

惜與探索（例如每個月都推出一部香港及華語獨立電

影製作）。但另一方面，獨立電影也需要保持自主的位

置，與商業電影拉開一點點距離，保證獨立的作品有不

受商業掌控的生存空間。

在此一提，近月的停止資助影意志事件，引起廣泛關

注，箇中問題當然還是局內人比較了解。我作為旁觀者

很想指出，獨立電影需要藝發局財政支持，這是為了整

個香港電影界的多元及平衡生態。而目前為止，影意志

是最能夠推廣獨立電影的團體，影意志資助申請無疑需

要認真處理並重新考慮。

事

件

簿

《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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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罷《不再讓你孤單》（2011），走出戲院時，第一句

進入耳朵的評語，是來自暴走女詩人笑說片中舒淇飾演

的「港女」一直沒有親自下廚。這個「遠庖廚」的舉

動，到底是編劇的主意，抑或是導演的決定，我也弄不

清。也許創作人在意的是，將「煮菜」放在劉燁飾演的

北京公安身上，是這位公安的愛心表現，也是一個吸引

港女的重要元素。

《不再讓你孤單》中兩位主角的愛情經歷，我沒有異

議，因為現實中兩性關係的離奇曲折，非常人能想像，

對比之下，兩位主角的愛情可算是很正常的了。也許

《不再讓你孤單》是一部「純粹愛情電影」，但電影中三

番四次宣之於口的對中港分野的評價，又很難以「純粹

愛情電影」為理由而忽視，因為這些劇情與對白本就是

衝着「中港關係」而來。黃秋生那句「想不到你們香港

的女人挺有情有義的」或者那些關於京城比香港重視法

治的對白，連國內觀眾也嗅得出介乎刻意討好與反諷的

味兒，也反映了創作人的心態，不甘於固守「純粹愛情

電影」的本分，處處滲入「中港關係」的評議。

另一部以「中港關係」為題材的電影《一路有你》

（2011），則可說是以完全棄港的心態和贖罪懺悔的心

情回歸祖國。在男主角眼中，中方是一面倒的好，港方

是一面倒的壞。任職中港貨運車司機的男主角，意外輾

斃了大陸女子的老公，心生悔疚，希望幫助她來贖罪，

因而日久生情。另一方面，男主角與香港的女朋友因性

格不合而感情生變。這一次，港女又被擺上台，莫文蔚

的港女角色是一個討人厭的、急躁的、事業心極重的女

子，人物設定跟《不再讓你孤單》中的港女如出一轍。

相對於《一路有你》的擁抱祖國，《不再讓你孤單》的

回歸則呈現「自我去中心化」的心態，電影以北京為故

事場景，舒淇由最初在北京市的高級房地產市場打拼，

再到地產中介公司做一個小職員，最後與劉燁定居於市

郊的門頭溝，表象是二人因為愛而甘於平淡，但未嘗不

可視為自外於體制之外的「自我去中心化」過程。

《不再讓你孤單》的自我放逐，讓我想起我那些在香港

離島居住的朋友，還有另外一些在北京討生活的文化

人朋友，雖然身在內地，但是否真的能融入中國，卻

是個疑問。

2

在如何面對「中國」上，《單身男女》（2011）聰明的

用了另一策略來對付「北上」，方法就是「反北上」。

杜韋組合一直抗拒進入國內拍製合拍片，是眾所周知的

事，怕的是港式的創意被箝制，失去創作的主導權。

《單身男女》雖然是合拍片，可能是經過杜韋精微的計

算，反其道而行，將電影主要場景拉回香港，以主場優

勢來回應合拍片傾斜於大陸故事與場景的強勢地位。

這是杜韋面對合拍片的一記辛辣回應，韋家輝將所有俗

套得讓人作嘔的愛情濫調一次過「曬冷」。電影的情節

內容表面上濃情密意，骨子裏卻是《辣手回春》（2000）

的狂想風格，很多場面都以極其疏離的手法呈現一種荒

誕感，特別是古天樂追求高圓圓的過程和手段，都極為

冰冷。例如古天樂以名車和豪宅擄獲高圓圓歡心的一組

戲，或者在高級西餐廳以各種西方食物阻延高圓圓赴吳

彥祖之約一段，便拍得極為漫畫化。這不是主流愛情電

影的處理方式，當中並無一絲浪漫氣氛，而是流水賬般

展現古天樂的追女技倆。

《單身男女》不是《孤男寡女》（2000）的合拍版，而

是兩個港男如何討好來自內地的女子的愛情故事，這正

正對應香港如何千方百計討好內地的現實情況。愛情抉

擇是本片的外殼，當大多數女性觀眾陶醉於代入高圓圓

的幸福超載的抉擇，似乎忽略了電影將高圓圓的空洞隱

喻中國目前的社會和政治狀態。片中兩個港男一個花心

賤格，一個癡心浪漫，是典型的黑白對決，可以韋家輝

筆下常見的多重人格來解讀，也可以是香港人面對中國

的不同面向。

最後古天樂爭女失敗，對吳、高等人說自己要返回地

球，是說自己不適合在火星居住，還是想對「中國」

說，地球很危險，你們還是回火星吧？或者，這是「河

水不犯井水」的科學普及版。

3

中港合拍來到新階段，也反映出中港融合亦有自己的新

階段。相對於初期一股腦兒的北上，現在是更加多元化

的合作方式。將電影主要場景拉回香港，似乎是在合拍

之餘、重拾香港電影特色的一個可行方法。今年另一部

港片《竊聽風雲 2》（2011）也採取相同策略。

這三部電影三種不同的中港愛情男女關係，可說是香

港電影人（甚至是香港人）如何面對中國的態度。一

是《一路有你》的全面擁抱，一是《不再讓你孤單》的

「身在曹營心在漢」，一是《單身男女》的穩守主場。

《打擂台》（2010）中被引用無數次的台詞：「擂台只是

一個地方，要打，處處都是擂台！」正好拿來說明，

「香港電影」一方面可以北上以合拍片的方式出現，一

方面也可以是完全植根香港繼續生存，在這兩極之間也

可化出不同的形式，而不必愁雲慘霧，高喊「香港電影

已死」。

有人會問何謂「香港電影」，也有人會問何謂「香港的

主體性」。要為這下定義，就像要為「藝術」下一個明

確簡單的定義一樣，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只能為

它劃出一個範圍，其中包含很多不同的元素。無論你

喜歡與否，因為歷史因素，「中國」和「香港」是兩

個不同的主體。香港已回歸十多年，香港跟新疆或西

藏一樣，人口比例面臨被國內移港人口逐漸稀釋的命

運，杜韋的《單身男女》以新的「南來」人士為題材

和對象，確是眼光獨到，適時將注目點拉回本土，而

不是北上以電影向上大人獻上甚麼法治可貴或期望皇

上做個明君之類的諫言。

面對「中國」的三種態度
黃志輝

風

景

區

《單身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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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巧與堅執─高峰秀子的演藝人生
馮嘉琪

1924 年於北海道函館出生，原名平山秀子，四歲生母病逝後被生父過繼予姑姑平山志夏子。志夏子與丈夫同是默片

解說人，1929 年志夏子丈夫帶秀子到松竹蒲田片場試鏡，一試成功，從此秀子襲用志夏子的藝名高峰秀子，展開

五十年演藝生涯，首作為野村芳亭的《母親》（1929）。童星時代曾與小津安二郎、島津保次郎、五所平之助等名導

合作，與田中絹代情誼甚篤；因為終年拍戲，沒有機會上小學，一直求學心切。1937 年被藤本真澄以讓她入讀女校

為條件羅致到東寶（前身為 PCL，戰後因工潮分裂為東寶及新東寶）（可惜上學的機會仍微乎其微），參演山本嘉次

郎的《綴方教室》（1938）、《馬》（1941）等作。1941 年首度與成瀨巳喜男合作，演出《售票員秀子》（原名《秀子

の車掌さん》），高峰秀子從演以來的最佳作品，大都出自成瀨之手，兩人有一種天然默契。1950 年參演阿部豐的

《細雪》（比市川崑的改編更細緻，亦更能表達原作描寫的京都人之含蓄、典雅、迂迴），與谷崎潤一郎及畫家梅原龍

三郎結為知交，同年與小津及田中絹代再結片緣，演出《宗方姊妹》。1951 年初度與木下惠介合作，演出木下特為

她編寫的日本首部彩色片《卡門還鄉》（黑白、彩色版本同步攝製），此後脫離新東寶，成為自由演員，同年被邀請

到康城影展，她改為要求遊學，在巴黎遊學半載，歸國後繼續與木下及成瀨合作無間，代表作包括成瀨的《浮雲》

（1955）、《女人踏上樓梯時》（1960）、《放浪記》（1962）、《情迷意亂》（原名《亂れる》，1964，基本上是成瀨遺作

《亂雲》的原型）、木下的《純情的卡門》（1952）、《二十四隻眼睛》（1954）、《笛吹川》（1960）等。1955 年與木下

的助導松山善三結婚，並主演松山執導的首部影片《同命鳥》（1961）。1958 年隨日本影界代表團訪問美國。1976

年出版自傳《我的渡世日記》。1979 年演出木下執導的《衝動殺人》（原名《衝動殺人　息子よ》）後息影。除演戲

外，高峰秀子遊歷甚豐，著作共二十五部，包括散文、飲食記、遊記等等，常載有她執筆的插畫。2010 年 12 月肺

癌病逝。

數年前跟前輩黃愛玲談起高峰秀子的自傳，愛玲告之內

地曾出版中譯本（雖然只是節譯），並贈送予我，我抱

回家即一口氣讀完，感慨良多。是次執筆本文，本來只

打算翻查一些細節，一讀下去即不能釋卷，又再從頭到

尾讀完，被書裏的真率深深打動。

高峰秀子五歲當上童星，演出不曾間斷，因此讀書不

多，屢屢提及自卑感，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的人，那不

是故作謙厚：她自述連乘數表也背不來，三十歲後才在

丈夫指導下學懂查字典。偏執地爭取讀書（坦言不是因

為喜歡讀書，而是感到必須讀書，因此我說她不是故作

謙厚，對人對己都非常清醒），明顯失學是一個心結。

她也許有自卑感，但不自卑，反而執拗倔強，也反斗，

魯莽直率的反應常帶來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她的自傳

使人看到一個立體的人，讀着讀着，發現銀幕上的她與

銀幕下的她，界線並不那麼分明。

三位日本最負盛名的女星：原節子、田中絹代與高峰秀

子，各自氣質不同。原節子溫柔敦厚，田中絹代委婉清

苦，高峰秀子秀逸孤高，說孤高是說她有一種過人的清

醒，既虛無亦反虛無，幕前幕後都有一種心底裏咬緊牙

關的氣魄。

自傳提到田中絹代 1950 年訪美歸國後，西化形象受

記者攻擊，曾萌生自殺念頭，高峰秀子心想「我真希

望她能身陷逆境不低頭。但是，她和我這個調皮鬼不

同，她是一位規規矩矩的千金小姐，她漸漸地失去了信

心⋯⋯」。她不會被這種中傷擊倒，只會看穿背後的無

聊。我們慶幸田中沒有自殺，這才有了溝口健二的《西

鶴一代女》（1952）、《山椒大夫》（1954）、熊井啓的

《望鄉》（1974）⋯⋯田中那種幽幽的鬱結，自成她的

氣質。同拍「女性電影」，溝口顯然與成瀨巳喜男不同，

就如高峰與田中之不同，溝口的自然主義色彩濃烈，苦

難俱是命運播弄，他的女人如浮萍一般飄流，自主／自

覺的意識不重─取而代之的也許是佛性。

小津安二郎也看準了這種不同，安排高峰秀子、田中絹

代合演《宗方姊妹》（1950），飾演性格南轅北轍的兩

姊妹。小津曾起用童年高峰演出《東京合唱》（1931），

對她精靈、淘氣的一面大抵印象深刻，再度合作時為她

安排一個時髦、任性的角色，與保守、矜持的姊姊對

照。笠智眾飾演的父親（小津的化身）對姊妹的矛盾不

置可否，《宗方姊妹》的珍貴正在這種隨和一任天然的

態度，雖然可以感到小津還是傾向傳統的。

木下惠介與高峰秀子合作共十三作，同樣傾向刻劃高峰

淘氣、大而化之的一面，《卡門還鄉》（1951）及《純

情的卡門》（1952）雖然很受歡迎，但喧鬧成分多，

並不深刻。兩人的代表作自然是《二十四隻眼睛》

（1954），高峰飾演的大石老師，既看着學生成長，也

經歷個人成長，前半部風流靈巧，後半部流露對人間創

傷的理解、寬容大度的母性、及苦難流離中的堅韌。

佐藤忠男認為高峰秀子在本片的演出令她堪稱「國民女

優」，因為她承受着所有的悲哀，為個人而哭泣，亦為

所有人而哭泣。

但是，誰為這個身負所有人悲哀的「她」哭泣？說哭泣

或太沉重；有誰關注她們的命運？

成瀨與高峰秀子合作十七作。在《售票員秀子》（1941）

及《稻妻》（1952）等作中，仍可見少女高峰秀子的輕

靈跳脫；陰鬱的《浮雲》（1955），最後有高峰回眸一

笑的鏡頭（當然那是個沉痛的鏡頭，暗裏道盡純情的消

逝磨滅），但成瀨看高峰秀子，顯然比其他導演更為深

沉渾厚。

雖然高峰秀子未曾用上「虛無」一詞，我認為她很早就

看透人生虛無。她自幼在片場出入，看盡人生百態，

知道有時須得表面順從（事實上，她沒能力亦沒條件反

抗）─而且只須表面順從，內心可以反叛。她懷着一

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以清醒抵抗命運的荒謬。她沒有

過溫暖的家庭生活，養母是一個不快樂的人，隨着女兒

漸長變得不可理喻，「母女」關係既親密亦疏離，而且

很大程度建立在金錢之上。養母（隨後還有生父一家）

依靠她過活，直到二十多歲出國前，雖然得到很多電

影人的眷顧，事業也非常順利，她的生活仍是非常拮

据。在她，人生如逆旅，道路且不是她選擇的，也就

沒有甚麼意義或目標可言，家只是暫時棲身的旅店，她

總希望有天能離家自主。對養母／片廠安排的事業與人

生，她沒有怨言，但自有主張，第一步是私自推卻新東

寶與松竹簽訂的外借合約，拒演木下的《破裂的太鼓》

（1949），促成木下特為她編寫《卡門還鄉》，也令她更

有自主的信心；隨後脫離新東寶，到法國遊學，自己選

《稻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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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夫婿，都是這種決心的體現。

成瀨的作品主要圍繞女人與家庭的羈絆，及女人心底的

哀愁（也涉及金錢之「惡」或無情）。在改編林芙美子

原作的《稻妻》裏，高峰飾演的清子難耐崩壞的（舊

式）家庭，離家出走求自主，片中的母女情複雜微妙，

難言好壞，彷彿就是她人生經歷的變奏 。

人生經驗成為高峰秀子演出的底子，成瀨多部電影與她

人生相似相照，使人猜想高峰的經歷或多或少亦影響

成瀨的創作。這個假設並非毫無依據，成瀨在松竹當副

導及導演的六年間，雖未曾直接與高峰合作，應目睹少

女高峰的人生點滴；高峰 1937 年加盟東寶，獲置一座

臨近片場的住宅，隔壁住的就是成瀨及其妻。電影學者

大久保清朗推斷，成瀨 1940 年編寫的《與父共行微風

中》（原名《そよ風父と共に》），根本就是取材自高峰

童年：片中女主角亦名秀子，並由高峰秀子主演；影片

講述秀子與養父相依為命，為替養父浴場打工而缺課，

但自樂在其中，未幾生父出現，而養父原來是她生母之

兄，秀子一時百般滋味在心頭；成瀨、高峰之另一作

《流》（原名《流れる》，1956），亦描繪類似的感情變

化。成瀨因病將本片交由山本薩夫執導─試想假如成

瀨親導本片，將是多麼完美的首度合作！

成瀨選高峰演繹《放浪記》（1962，改編自林芙美子同

名自傳）的林芙美子，一定考慮到她對人生虛無的體

會。開拍時，有人認為高峰與林芙美子根本不相似（事

實的確不似），更加證明了這一點。上映後，認識林芙

美子的人，包括其丈夫，卻紛紛驚嘆於高峰的傳神，這

當然歸功於她（在成瀨的執導下）能徹底放下靈氣，極

盡表現浮世的萎靡散漫，亦因為高峰雖然沒有林芙美子

的惰性，但與她在人生態度上有一種微妙的相通─洩

氣之餘，兩人都以一種近乎頑固的決心走下去，沒有想

過要被命運打沉。她們既不屈服，也不自憐，只是抱着

明知無望的心情，昂然走下去，以堅執面對虛無。

高峰眼中的生父是個「不盡責、隨心所欲」的男人；養

父則長年無業、剋扣她的工資，另有情婦。她自幼目睹

男人的不可靠，也目睹養母明知丈夫不忠也不離開（不

離開？離不開？）的惰性與委屈。她或許不是《浮雲》

裏明知富岡朝三暮四不可依靠，仍一心牽附的雪子，也

不見得是《女人踏上樓梯時》（1960）一再錯信男人的

媽媽生圭子，卻必然對這些角色的內心深有體會，也

明白成瀨電影不是刻劃女性苦楚那麼簡單。《浮雲》是

苦戀，也不是苦戀，雪子從頭到尾都是清醒而自覺的，

一切都是她的選擇，因此沒有怨念，也不悲情，只有憂

鬱，成瀨點明的不是男人始亂終棄，而是女人要堅持爭

取自己想要的人生，代價可以有多大。成瀨與高峰共同

造就了一種特有的女人形象：她或許悲苦流離，或許錯

信男人（而不是被男人欺騙─她們從來都不笨），但

總有一份尊嚴，到最後你不是同情她，而是尊敬她。

成瀨是一個沉默的人（卻必然亦是一個敏感的人），也

很少指導演員，高峰與成瀨在片場交談不多。是成瀨深

知高峰秀子，還是高峰秀子深知成瀨的心意？

據成瀨助手岡本喜八透露，成瀨不喜外景，因為包含太

多干擾演員的因素。高峰則憶述成瀨的心願：「我希望

某天可以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沒有佈景，也沒有色彩，

只有一片白色背景⋯⋯沒有任何障礙，白色背景跟前就

是舞台。到時秀子會為我演出嗎？」成瀨彌留之際再次

提起這個心願，只說道「約定的事」，高峰秀子馬上意

會，可見相知之深。

高峰秀子在谷崎潤一郎的葬禮上禁不住哭泣，被記者指

她在現實生活中的哭相，跟電影中的哭相一模一樣。事

實上，怎麼不見得不是恰恰相反？她在電影裏流露的情

感，是一種結合戲劇、人生與個性的真情流露。高峰的

筆觸不時有一種淡淡的犬儒，並自言曾經有討厭人的情

緒，總愛選擇沒有行人的遠路，但她心底還是熱情真摯

的。她幼年缺課，有一位小學老師每每為她送上兒童畫

冊，她感激多年，數十年後在電視台遇上這位老師，不

由得上前擁抱，卻發現那人其實是老師的兒子。深刻的

珍重超越時間，使人忘卻人會老去。《追憶逝水年華》

裏，中年 Marcel 在宴會上重遇幼年迷戀的 Gilberte，

因為芳華不再，他錯認那是 Gilberte 的母親 Odette。

普魯斯特刻記了時間流逝，人間之世故，高峰秀子卻刻

記了時間停駐，人的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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