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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的街燈  似星光散碎

告訴我要安心快歸家去

莫為剩下歲月掛慮  活着自在常常提醒

―黃秋生，〈活在當下〉

一開口就如何處理合拍，我都會跟朋友提

出「轉身回頭」，因為再說下去，就離開

香港電影愈來愈遠了。我自己一直站在壁

壘分明的討論線上，我不是反對合拍片，

我只是反對將合拍片全然作為香港電影去

討論，這只是一項離境投資，明明是嚮往

成為另一個市場的影片製作，遵照別人的

遊戲規則，香港電影（人）欲成為擁有國

內資格的電影（人），卻硬說成製造「非

一般」港產片，着實是誤導視聽。雖然

個人／公司為事業掙扎步步為營、如履薄

冰，值得尊重，但一旦以己蓋全，就沒有

交流探討餘地了。倒是將大背景改成為大

中華，討論上就來得到位舒服。我對國

內形勢的興趣，不及關心本地電影，不

然，這一期的主題仍會叫做「CEPA十年

回顧」；我還是主張先把二者分開談，留

一些時間獨談振興港產片的條件與憧憬。

幾年前當我提出分開排次序討論，又輪到

朋友轉身回頭了。當認清合拍片的本質發

展後，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在接香港地氣

的基礎下展開「歸零」的探索和商討。

我們於是找到這一個「有態度」的命題自

我標籤。首先沒有隱題，不覺得香港電影

終將逝去；不去回顧，香港電影的光輝歲

編首語

這 一 期 着 手 以 來 ， 工 作 標 題 一 直 是

「CEPA十年回顧」，時態的企劃，傾向

回顧香港電影近十年的「大中華」發展。

想過找香港電影人談橫店經驗，做工業研

究，做下去卻發覺獨回顧的話或會錯失時

機，不少香港有份量的導演都推出他們首

部「北上」作品，帶出新一輪的身份討

論，已有別於前的磨合／抵觸論述。有人

說《一代宗師》是玩合拍片規則玩得最好

的一部，而《毒戰》已經是名導演被邀請

拍國內類型片的個案，像張藝謀當年拍 

《美洲豹行動》（1988），我與喬奕思

理所當然修正往「尋找身份」的方向，頓

即自知是承延的陳腐口吻：「港產片」跟 

「合拍片」的二元身份對立危機討論，又

是原地踏步，充斥着無奈和排他的語調。

誠然，《一代宗師》和《毒戰》，比起 

《西遊降魔篇》和《忠烈楊家將》，給與

本地觀眾更多的身份思考，卻是沒有定論

的。它們懂得暗渡陳倉，抑或學曉擦邊

球；陳述表子裡子，抑或角色扮演遊戲；

身份開拓，抑或身份埋葬，是兩部電影說

不定的訊息。然而現實形勢是：投入古裝

合拍片的資源下降，相反時裝國產片抬

頭，北上導演的功課，是很難及格的接地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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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不掛在口邊，不成為包袱，不妄想重複

過去成功經驗。同時，亦不去過分投射未

來。我也會承認，國內市場終有一天可以

是香港電影其中一個未來，但絕不是以目

前「合拍」的方法達成，故此，回到當下

有其重要性。

或許讀者讀完整本 HKinema，會發覺在 

〈致活在當下的香港電影〉這專題下，我

們只做到「處理」一批相對地「最當下」

的香港影片：兩個座談，從弄清《毒戰》

的港人身份和潛文，帶出身份、形勢的現

象討論，到近年引發所謂「葉問現象」的

考察。後者座談討論之外，更有卡叔賜

文，探討五部「葉問電影」與「黃飛鴻」

和「李小龍」電影系統的維繫，全文本身

洋洋萬字，這裡只作重點節錄，讀者可在

評論學會的網址得窺全貌。再有事件簿和

風景區，分別由紀陶從《西遊降魔篇》的

創作方向泛述「西遊」電影，及鄭政恆對

《狂舞派》這一部沒有合拍身份的作品作

本土性表述；只是陳嘉上的專訪，才站後

一步，釐清形勢，回到起點，或放棄身份

執着，認清個人創作的指向，帶出身份自

處的討論。

我們目前只做到貼近、發見想法的工夫。

活在當下是一個信念，電影人容或未拍

出，甚至未認同這個啟思電影的方向，大

部份觀眾仍以犬儒目光看港產片；此刻提

出來，仍是一個抒發、一個願景，希望誘

惑純粹的起動力，本地電影人和觀眾專心

前望，不用左右顧盼，認清我們目前有甚

麼，自己是甚麼，可以做到甚麼，相信自

己有能力做到甚麼。

除了多得參與座談，及賜稿的同文，另外

還要多謝為〈無限敘事風景，無限推介〉

表達個人心水的朋友，最後，還要鳴謝陳

嘉上、鍾偉雄、葉宏謙、葉閃在百忙中抽

出寶貴時間，提供意見和靈感，協助本專

輯可以順利完成。

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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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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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朱小豐

《一代宗師》討論會

超：葉問這幾年間成為了熱潮，歸結於現在

香港人士氣低落，要尋找一個 icon。九七後

忽然有個葉問出來，有香港情懷香港根，又

能放射到國際反彈到國內。葉偉信拍了功夫

抗日的《葉問》（2008），王家衛拍了愛情

功夫片的《一代宗師》，邱禮濤夥拍黃秋生

又拍了鄉土情懷的《葉問—終極一戰》。人

們忽然很有信心，覺得「葉問」這兩個字，

那種情懷的投射比「黃飛鴻」還厲害。

弔詭在《黃飛鴻》（1991）的背景發生在廣

州，《霍元甲》（2006）的背景發生在上

海，李小龍的《精武門》（1972）又是上

海，而葉問的發生在香港，前半段佛山後半

段香港。

石：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現在沒了黃飛

鴻，只有葉問。在五十年代，當時葉問才

剛剛來香港。香港居民香港觀念不是那麼

重，大家都是中國人或者廣東人，故此完

全認同黃飛鴻。黃飛鴻可能來過香港，但

基本上跟香港無關，但我們完全接受，因

為都是嶺南鄉鎮人。徐克他本身是越南的

華僑，也是認同中國人，不會叫自己越南

西貢人。以至大家都有華人的歸屬感。 

其實七、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人的自豪感

開始強，家在香港。一路到八九民運，然

後到了九七，黃飛鴻電影就沒有再拍過， 

《葉問》就出來了。我覺得葉問的形象跟

黃飛鴻差不多，都是有中國傳統、文武雙

全的。但很大分別的是，黃飛鴻實際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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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完全無關，但葉問起碼還有下半生，

他有香港身份證。可能現在一代的人看黃

飛鴻，覺得他不過是佛山人，不是香港

人，為甚麼要看你？現在有了這種界限的

分歧。

紀：《葉問》第一集講的是廣東的世界，到

了第二集就講香港，我們都說那香港環境都

不是香港拍的，那拍法也不是很香港的。我

們都詬病：那個賣魚的碼頭怎會這麼大？

那是廣州魚市場來的。天台又怎會這樣子？

《上海之夜》（1984）的天台來的。那是一

種很概念化的香港，等同《毒戰》，抽象了

的。最認真講到香港、有那種質感的，就是

今年香港這兩部。包括《一代宗師》和邱禮

濤的《葉問—終極一戰》，看到它刻意製造

一個舊香港，那種用心。

雄：說到這個年代，我們進入了合拍片的

年代，我們的懷舊景觀，由《十月圍城》

（2009）開始，可能更前，已經像紀陶所

說的概念化。邱禮濤現在可能要慢慢修飾

出來，但基本上現在所有香港懷舊景都是

概念化的。

紀：雖然電影成績不算太好，但活化了人

物，而且有種較強的生活感。整體成績，

如果說技術上，王家衛是超班的；但說人

情和香港世界，我反而覺得邱禮濤表現

的 living in Hong Kong 比較重。

雄：到了今時今日，我們全都在用一個距

離去看環境，那不是寫實不寫實的問題。

華：視乎是否接近你心目中的香港，比如

邱禮濤《葉問—終極一戰》的香港也不寫

實的，可能相對來說比較接近我們概念上

的香港。

石：《葉問—終極一戰》裡的黃秋生跟當

時葉問年歲也差不多。葉問是1893年出

生，當時五十多歲。

華：剛才說葉問來香港讀書，在《葉問前

傳》（2010）都有說過，很細緻的。處

理也很有趣，他是番書仔，會講英文的，

又學打曲棍球。而且是個文藝青年，說到

他怎樣追求張永成，是去看電影，張永成

也會看西洋翻譯小說。葉問來香港讀書、

《葉問—終極一戰》 《葉問前傳》

怎樣認識師叔那段歷史亦有處理到。剛才

說到葉偉信的《葉問》來自《黃飛鴻》、 

《霍元甲》，但處理也有不同之處，也加

入了香港的元素。那轉變，不純粹是大英

雄的形象，他是怕老婆的嘛，是港式小男

人的性格，我覺得那轉變是有趣的。

紀：如果整體成績來說，甄子丹兩部是相

當出眾的。只是當你深入去講電影的時

候，尤其它算是拍得認真和大型，第二集

講他來到香港，就會覺得他可以更加特別

一點。但現在那個香港的印象只用了很簡

單的方法，很像在廣州拍的香港。尤其那

些公園，是現在的廣州公園，那東西就成

了電影的美中不足。

像石琪所說，《葉問—終極一戰》的招牌

做得很細緻，這已經幾難得，要找那質

感，尤其是電影。在 visual art上 2013 年 

《葉問—終極一戰》和《一代宗師》這兩

部有一種觀念，是電影應該要追求的視覺

質感，或者讓你感覺到在香港的印象上下

了工夫的。

王家衛《一代宗師》

紀：事實上要拍葉問，是王家衛先提起，

但一講就隔了很多年。我想開始的時候，

大家不會認為他純粹在拍功夫片、英雄

片，大家都覺得這會是王家衛的作品。直

到葉偉信、甄子丹的《葉問》出來了，就

定了一個格調，而甄子丹的《葉問》就是

接住李連杰的《霍元甲》而來，所以我覺

得這是在回應一個時代。黃百鳴監製《葉

問》的時候，也開始找了葉準當顧問。

超：《一代宗師》拍功夫拍到整個中國的

武林，又有很多當前政治環境的反映。但

最重要是戲本身，最後又回到愛情，也幾

感人浪漫。但最欣賞的是它是合拍片也能

堅持這麼久，人人都在政策下低頭，他都

能保留自我的創作精神，你知道合拍片多

難拍，那劇本又要跟高幹、官方周旋。

紀：它的音樂其實有很多密碼，因為是日

本的梅林茂做音樂的。而最重要的是，過

了火車站的一場，見到落雪，開始用的音

樂是梅林茂《其後》（1985）的主題曲，

他用了那主題曲放在這，成了電影後面的

main theme。特別有三段用回那些音樂，

完全用回那melody。因為原作者也是梅林

茂，要說服梅林茂用這音樂，而且這是國

際片，是有原因的。意思就是說，這故事

跟《其後》一樣有個主題，金樓一場，

其後，就有這些事發生了。曾經想南北和

應，之後我們就這樣了，大家都落寞，要

離開。

龍：說的是葉問跟宮二在鐵閘，葉問說遲

點到東北探望她，宮二就說等他。鐵閘後

大遠方零零舍舍有盞燈亮着的。有燈就有

人，我很記得那畫面，那裡沒有下雨。

紀：拿回《其後》來說，它有幾場下雨的

故事，跟這個故事，看到導演有和應的。

配樂外還有色彩的和應，《其後》是白色

背景的，《一代宗師》是黑色。還有葉問

的帽子，大家都看到，正正是《其後》松

田優作戴的帽子。而且《一代宗師》是富

士菲林拍的，富士菲林也以這部片作為沖

印電影的最後一部，之後不再沖印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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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紀念作，所以為甚麼會將故事放在東

北。這解釋到、或者揣測到，他不直接講

京城講東北作為南北和應。《一代宗師》

的京城有兩個代表，第一是劉洵，管錢

的，第二是會八卦拳的三姐，那兩個是代

表京城的。那個南北和應是概念上的，裡

面偏了東北，刻意偏離了政權集中地，就

用奉天做一種隱喻。當年打日本仔，如果

用反日的角度看這部戲，套用這個時代，

要反的是甚麼？就看到了，要反一種軍國

的政權。它有一個歷史借鏡的時候，就有

個CEPA的時代隱喻，用得很巧妙，上面

又接受到的。

龍：我很簡單，跟林超榮看法相似，為甚

麼覺得這麼厲害，要給滿分，是它竟然用

了葉問這個人物，我以為他拍功夫片和愛

情，沒想到拍了那場分餅。說是南北的武

林，實際是說現在的政局，批評現在的時

局。最後為甚麼要說共和？打贏後，梁朝

偉的半身，後面有個「共和」，將「共和

樓」的「樓」字出鏡，這樣拍就有意思，

南方的拳師打贏了北方的大宗師，奪到武

林盟主的位子。說他看的不是南北，不是

這個國家，看的是世界。這部是回歸以來

最好的合拍片，厲害在於共和的概念。我

們以前看的合拍片導演都不知道有沒有想

法的，這部就真的有想法了。在講香港跟

大陸的政治局勢，王家衛就說，你這班大

陸佬常常箝制創作，常常要分南北，香港

屬於南大陸屬於北，常常覺得北優於南，

北在上南在下，總之覺得北方比南方好。

現在王家衛就告訴你，南方拳師不單可

以接班，眼光也沒這麼狹窄，不是單看南

北，而是整個世界，要放眼世界。

超：最後總結，我不知道這是喜劇抑或悲

劇，我覺得葉問將會成為下一個香港情

懷英雄的icon，但會離真實的葉問越來越

遠。因為葉問這個人太近，逝世才四十

年。究竟能否塑造成超級英雄，像演義式

的黃飛鴻，不單成為民族英雄，更能跟孫

中山一起搞革命。我覺得葉問可能會變成

演義的英雄，但究竟內在世界能否發揮，

這就成了疑問。與真實越來越遠，不知道

是可悲可喜，因為大家都渴求一個香港背

景的英雄，所以一定要繼續將他塑造。但

大家都知道為甚麼葉問拍到現在才出現，

他下半生實在太平淡。怎能挖？又真實又

平淡，怎能寫成英雄？我覺得可能會幾尷

尬。廣東英雄為甚麼拍到現在才拍葉問，

就因為實際上他真的沒甚麼英雄事蹟。他

最大的英雄事蹟就是出口轉內銷，有個李

小龍，返轉頭再拍他。

雄：我承接林超榮，對我來說，這一個人

物一開始我沒有認識，只知道他曾與李小

龍有師徒緣。但現在這麼多部戲，這麼多

人講不同的經驗，又有反映南北，又有

懷舊，卻令我覺得較真實的葉問還未被觸

碰，我覺得一線天是個投射來的。王家衛

將不能說的反映到他身上，真實的且政治

的葉問被投射在一線天身上。道聽途說也

好，一廂情願也好，令我有自己葉問的版

本。我覺得葉問生平有幾點很好看的，當

然是替國民黨工作，那拍不得的事件，但

那些事件建基於甚麼？建基於他是一個很

像李小龍那樣，那個時代的一個武癡。 

李小龍跟葉問很似的是都是讀番書，為甚

麼他討厭李小龍？《葉問—終極一戰》拍

了出來。他其實看見自己以前那些很豪

放、少年輕狂的東西。但來到香港他已

經五、六十歲，不是那樣了，已經跟那

種以前的我劃清界線。我覺得這是一個

mirror image來的。他跟一線天是，跟李小

龍也是。葉問的一生，來到香港最值得講

的，是他已經否定了自己，很cynical，甚

至很討厭自己曾經功夫過，這才是最打動

我的葉問。

《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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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問影片的神話建構離不開「李小龍範式」

和「黃飛鴻範式」，這是香港電影引以為

傲的兩大範式。前者把李小龍從一名武者提

升為反階級逼害、反帝反殖的個人英雄、國

族神話；後者把一名教拳師傅／醫師提升為

家族英雄，進而也成為國族神話，使香港電

影揚名海內外。而從五部葉問影片的內容

分析可以看到，香港成份在其中的滲透逐

漸明顯：《葉問》（2008）幾乎完全沒有

香港成份；《葉問2》（2010）、《葉問

前傳》（2010）已有濃重的殖民地香港色

彩，和反殖（英殖、日殖）的思想行動；

到《葉問—終極一戰》則寫到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香港的人情世故、社會變遷。至

於《一代宗師》，可以說是王家衛以香港

人的視點看佛山葉問的滄桑和中國南北武

術的興替，而有意無意之間把香港寫成是

葉問的歸宿、情感的歸結，以至詠春拳傳

承發揚之地。

五部葉問影片雖然沒有直接回應當代香港

人關心的議題，但卻對日見高漲的「在地

性」、「民間性」訴求有間接的回應。其

中，不同的製作／創作者或隱或顯表露了

對「香港身份」的看法和立場。《葉問》

完全認同他是中國人身份，《葉問2》寫

他南來香港卻以中國身份自傲，兩片都要

通過對抗外敵／外侮來鞏固其中國身份，

即要以打倒「他者」來肯定自我，隱然有

着香港人的身份焦慮，而結局決戰中葉問

大勝則是逃避焦慮的自我安慰。《葉問前

傳》在肯定葉問的中國身份的同時也肯定

了香港教育（包括英式學校和中式師徒教

育）對他的良性影響，也就是肯定了葉問

身上的「香港性」並藉此而殺敵求生，以

此對比義兄身上的「日本性」導致他的墮

落、死亡。似乎，在嘗試融和中國和香港

身份的過程中仍然有所焦慮，要藉着殺死

他我來肯定自我。《葉問—終極一戰》寫

葉問的中國身份初期在香港難以適應，往

後在和徒眾的交往中逐漸融入社會、走入

民間，可以說是由中國身份過渡到香港身

份的過程，兩者是可以融合的。結尾，葉

問一伙引敵走出九龍城寨（中國、英國、

香港警察都無權管治的「三不管」地帶）

，作一「決戰」再加以圍捕，才能終極解

決惡勢力。這或可解讀成要解決歷史遺留

下來的問題必須集體走出歷史陰影，直面

現實作終極一戰。至於《一代宗師》，雖

然影片有寫及南北武術門派的分歧對立，

和融和南北的理想成空，但這只是葉問個

人的情感抉擇，和他的中國身份或香港身

份並無必然關係。編導並不在乎香港性與

中國性的取捨。在影片中，佛山和香港、

南方和北方只有情調景觀的不同，並無實

質上的分別。他關心的無寧是形式之美、

情感之迷，和命途之變。

葉問我是誰 羅卡

上文是〈葉問我是誰—五部葉問影片中的神話建構和香港身份〉的摘錄，全文刊於學會網站。

日期： 30/4/2013

地點：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出席： 陳志華（華）、林錦波（波）、登徒（登）、紀陶（紀）、李卓倫（倫）、 

 湯禎兆（湯）、安（安娜）、張偉雄（雄）、喬奕思（思）

紀錄： 朱小豐

《毒戰》討論會

面子裡子，制度問題

華：今年《一代宗師》和《毒戰》都在北

上拍片的限制內，做出來的成績，跟之前

合拍片委曲求全有分別。《一代宗師》是

在合拍片現有的框架下，把最擅長的東西

發揮出來。《毒戰》則嘗試挑戰那個遊戲

規則，突破缺口。一個在規則裡去做，一

個嘗試突破規則。王家衛說：「功夫，兩

個字，一橫一直，錯的倒下，能站着的才

是對的。」《毒戰》到最後是古天樂站着

了，但腳踝是有個手鐐的。這是對比，或

可看到兩個導演的創作態度，或者他們對

前景的看法。杜琪峯似乎對這個處境看得

遠一點，也悲觀一點……

波：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電影局審批的

指引，送來的劇本，他們覺得有問題的，

就會作出修正。修正完通過之後就可以開

拍。拍完之後，又要過兩個審批，一個是

內容的審批，那不單單是電影局的。如果

關於民警、公安，就會給他們看。關於少

數民族就會交給少數民族的部門去看。另

一個審批叫做技術審批。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樣剪接不對，或者那個段落有問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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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通常很少用到的，大部分電影都能通

過，最重要還是內容審批。站在電影局的

立場，《毒戰》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是在

glorify公安嘛，那是雷鋒來的。當然，它

有灰色地帶，包括吸毒的場面、暴力血腥

的場面，那的確去到一個邊界，內地的術

語就是「擦邊球」。以前合拍片做不到，

是因為大部分合拍片都是香港跟內地公司

合作。香港公司投資這麼多錢去拍，如果

電影通過不了審批，上映不了就很大件

事，就血本無歸。《江湖》（2004）、 

《新宿事件》（2009）就是一個很好的先

例，即使是成龍、曾志偉，也可以不給你

通過，他們能顯示有這個權威。老闆就會

害怕，因此很多時合拍片都會避重就輕，

自己先審查，不敢碰一些擦邊球的題目。

銀河映像現在已經屬於內地公司，內地公

司入股，杜琪峯佔少於10%的股份，製作

公司本身已經是一間內地人擁有的香港公

司。兩間製作公司華夏跟海潤都是內地投

資，以影協標準，它已是內地片，用內地

片的方法處理，只不過請了一個叫杜琪峯

的香港導演和部分crew進去，情況就像荷

里活找了李安或者吳宇森。

華：關於《毒戰》的擦邊球，杜琪峯在訪

問中提到過海潤起了很大的作用，替他在

內地跟電影局、公安部溝通。

思：內地電影產業的傾向是希望中國電影

打開了本土市場之後，能打低荷里活電

影，甚至向外輸出自己的意識型態。去年

2012年的票房，有170億，當中90億是荷

里活電影，國產片已經追回很多。今年

國產片在題材上有一定突破。2012年的 

《神探亨特張》的啟動資金來自北京雙榆

樹警區。在那個片區真的有個警察叫張慧

領，受國家嘉獎，警局就拿筆錢出來去拍

一部電影講他的事蹟。高群書接下來，拍

成一部在普通人眼中反映真實北京、在政

府眼中歌頌人民公僕的電影。《毒戰》也

類似，用《一代宗師》的說法，可作「面

子」和「裡子」的閱讀。你看到面子上是

拍警察孫紅雷，用了很多工夫去刻劃他的

角色，之後才慢慢發展古天樂背後的故

事。所以孫紅雷是面子，古天樂是裡子。

現在不少華語片態度模糊，令官方和民間

都滿意。如果單純拍主旋律電影，普通觀

眾不會喜歡；如果單純拍杜琪峯的黑社

會，政府又不會給他拍。

紀：杜琪峯背後還做了很多，他也將自己

譬喻為宋江，可以拍這部戲，但很多人會

送死，包括裡面一個又一個最幕後的人，

就只為了自己的存活。我覺得這不是他的

內心態度，還未去到那個層面。但我會承

接至他拍《黑社會》（2005）時，古天樂

跟尤勇之間，最尾那一句話：我是在討活

而已，別叫我做甚麼龍頭。他將這個他亦

不大認同的黑社會黑色世界放到內地，再

做一次。

雄：我想說影片中的香港性是有條件的，

不是自已爭取回來的。自己犧牲了很多，

就算說是《黑社會》的模式，或《非常突

然》（1998）的那種曾經在香港澳門實

現過的一些二元戲劇structure，我覺得那些

structure全都犧牲掉了。對比一下電影所有

人死掉的結局，本身扭曲了很多結構性

脈絡。現在七個匪徒都是香港人，其實

好像美國西部片，卻是架空了的在地層

次，正邪對立去到最尾好似《流寇誌》

（The Wild Bunch，1969）那般「一鑊

熟」。《流寇誌》也有很多細緻的人情，

大家在捉心理，現在《毒戰》也像這個

意思，但完全是表面上。「死清」曾經可

以是一種境界，一種盡力而為，或者做到

最美最公平的正邪境界，大家拼死之後無

悔。現在實在太多事先的加工扭曲，其實

是個空虛的境界。就說死了的孫紅雷將手

鐐扣在古天樂的腳踝，現在沒有鏡頭交待

的，可說是故意模糊，砌出來的站着，也

最終倒下。現在貌似西部片的架構，卻是

更糟糕的擬似在地架構移植。

紀：我想他最大的扭曲，甚至我認為喪失

了香港眼的最大原因，就是這部戲背後

不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角力。主要是一

個內地的形象，這在《末代皇帝溥儀》

（The Last Emperor，1987）也提到，坦

白從寬，想活下去就要將罪證交待清楚。

而追查毒品的線，就是要擒賊也擒王，你

如果想活下去，就利用這種人性的弱點，

那不是香港傳統黑社會電影的地方之戰，

地盤的鬥爭：在人與人之間還有法律，有

種地下結構在。現在《大事件》的故事架

構，是中國的一方惡死睖瞪，但不精明

的，全都要靠你的線索追查。捱生捱死，

就這樣去追捕，我覺得也是在暗暗反映整

個大陸的偵緝網。另一邊就在說香港人的

處境，但有個大主題在，CEPA電影部部

也一樣，像《忠烈楊家將》：怎樣也好，

你不會有未來，死路一條的。就算《一代

宗師》王家衛也提到葉問72年就逝世，用

此作結，那是沒有未來結局。

倫：我明白紀陶的意思，香港電影跟大陸

電影處理黑社會不同，香港電影不會連根

拔起的，做完一輪之後，那個幫會還會存

在，洪興就繼續是洪興。而且描寫黑社會

也有好人壞人。但大陸的就是要連根拔

起，黑白二分得很清楚，我想這就是沒有

了香港眼的意思。處理黑社會就是這樣黑

白二分，沒有灰色的地帶。

雄：我們回歸之後沒有了反黑組，所有黑

社會的案件都放到重案組調查，概念一樣

的。就是說沒有黑社會，每單犯罪都要剷

平，每單案的首腦都要抓出來，之後下一

單又抓個首腦出來。

思：回應紀陶提到的香港眼。在許多內地

觀眾眼中看重的根本不是主旋律。他們比

較喜歡古天樂這條線，有認同感不是因為

杜琪峯拍了一部公安片，而是他夠膽在審

查制度下挑戰尺度將公安打死。我不會說

內地人有一套不同於香港人的解讀，我只

會說權力掌控者有不同於民眾的官方解

讀。普通人是喜歡香港眼的，喜歡杜琪峯

將香港式的瘋狂融入內地題材，這種瘋狂

巧妙地與內地現實接上了地氣。古天樂的

戲大部分為內心戲，孫紅雷的team則在不

停扮演。一開始臥底扮毒販，後來扮哈哈

哥，黃奕也要扮哈哈嫂，以至於古天樂才

是真正交出故事的人。他的角色起點就是

終點，製毒太多，孫紅雷一開始就跟他說

沒可能翻身，必死無疑，唯一可以出賣他

身後的人，換個死緩。但古天樂不要這個

死緩，他不想坐監，不是要簡單地保住一

條命，而是想突破這個困局，不能自由自

在、無法無天就寧可死。

紀：結果他是要死，但之前是在找個

chance，希望不用死。但整個形勢，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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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說的，是白內障來的，這是白內障

現象，以為看到希望。大家都知道結局一

定走不了。

思：反而最後如果給孫紅雷或者黃奕活下

來，我想很多觀眾會不喜歡。現在最令內

地觀眾震撼的是他居然在銀幕上折磨警

察，黃奕就被打了幾鎗，而沒有人留意孫

紅雷有多英勇。正如張偉雄說到架構移

植，我覺得在歌頌公安的主旋律之下，移

植了很多東西進去，這些很香港的元素，

包括導演、團隊、演員變成了僱傭兵，作

為故事中的裡子，滿足民間的心理投射。

紀：CEPA來到現在這個時刻的現象，用

香港的電影技術放到一個叫做大中華的角

度──也要強調大中華是一個取笑。看到

香港的電影人也表明，知道自己的處境問

題，每部電影到結果都是死局。內地電影

如《一九四二》（2012）、《銅雀台》

（2012）也在說死局。但死局之中，會

看到香港的導演會觸及的是，裡面的死局

是自己的內鬨，狗咬狗骨。《忠烈楊家

將》最後不是死在耶律原手上，最重要的

是那個政治婚姻，內部大家互相角力矛盾

所致。原本大宋的人已經出問題了，大家

自立為政。這跟剛才所說的《黑社會》的

忠義世界再接到現在《毒戰》的趕盡殺絕

都是在說一樣的東西，《一代宗師》看來

都是一樣，南北和應又如何，結果沒有解

決根本的問題，最後只是比《毒戰》的古

天樂好，是有一班人有能力逃到香港，成

了最後的陣地──這是《一代宗師》的世

界，但結果亦是死路一條，武功不能傳下

去，葉問老死於香江。不像王家衛以前的

電影，很多時他們到了結尾都仍然有出路

的，這次看到句號。可以將這幾部電影看

到大家都在說一種看法，而那個看法可

能是對CEPA中港合作的美麗的誤會，道

出他們的體驗。所謂美麗的誤會，主要

發覺CEPA基本上是為內地的，不是幫助

香港，是為內地建立一個內銷市場多於利

用香港的外銷能力弄一個外銷市場。它是

抓你回來，做好內銷市場就夠。因為香港

加入CEPA，會看到香港的電影外銷困難

了。

相衝厮殺，相對成魔

湯：我覺得《毒戰》是另一樣東西，不單

是中港矛盾，杜琪峯兩邊都插得很狠。正

如朗天所說，很正常那言情位一定以孫

紅雷綫進入，前面的部份一定要裝模作

樣。最初很清楚的，專業的就留給內地，

馬虎的就留給香港，那七個角色──完

全反了杜琪峯筆下團隊的形象。做得好

不好是另一回事，起碼他用了這方法，

別說那麼多，走出來用的form給人感覺到

你的professionalism，用來砌一個形，讓你

入局。其實古天樂是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底

線的，亦不貫徹的。你不要逼我，你逼我

我也不知道會玩到怎樣。最初大聾小聾因

為拿人民幣燒給他老婆，結果他幫大聾

小聾掩飾事情，讓他們有條生路。到最後

衝突的一場，你看到最初由走開，讓他們

互相廝殺，希望可以死光，到最後他們搞

不成，就連盧海鵬也殺了。其實是他自己

逼自己在那個situation裡一路調節，讓自己

走上魔性之路。但我覺得杜琪峯是有立場

的，他不是純粹殺死公安很開心，或者反

轉由認同A到認同B，停留在表面的顛覆。

其實大家都是臥底，不過孫是一個

literally 的臥底，覺得大條道理、很正義

的。所以那被抓的毒犯罵他，他說不是出

賣，是抓他，這是基於自己的決斷或者

自己的 principle 去做。當然古天樂是被逼

的，由他想逃，被抓回，甚至用死去的人

代罪也逃不到，看到他一步一步走進臥底

的位置。到最後大家都是一樣，最初的毒

犯被孫紅雷出賣，他也出賣了兄弟，結果

表面上是壞人死去，其實impact就是在告

訴你，任何人如果因為一套信念一路的去

做，甚麼都沒有底線。將這套logic放在內

地，像孫紅雷拿着一套價值橫掃任何東

西，其實恐怖，會出現問題。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一個parallel of自己。

如果不講中港關係，講業界的話，香港電

影只會被自己殺死，全都是自己人殺死自

己人，一個人也抓不到。殺死自己人的情

況可以是有心，像古天樂殺死盧海鵬，或

者無意，像大聾小聾，很清楚的，阿頭跟

徒弟。總之整個電影崩潰的話，其實只會

是自己推倒所有東西，跟其他人無關，

也不是外面的影響。叫你跟甚麼形式的

去拍，其實都是多餘的。我就覺得它的

message是兩面對應的。

 

安：我覺得影片的identification是split開兩

個討論的，某程度上杜琪峯也令我們同

時認同孫紅雷跟古天樂兩人。《非常突

然》經常拿來跟《毒戰》比較，但如果再

看， 《非常突然》我們只會identify with劉

青雲、警察、好人的一方，《毒戰》裡我

們可以同時看或者想孫紅雷的一方和古天

樂的一方。也有人說過，孫紅雷其實不是

一個很傳統的公安，常常說要執法，而是

有點抽象的。有一場要抓哈哈哥的時候，

本來想叫古天樂調回總部的，但他還有材

料，孫紅雷就再信他一次。如果那次不信

他，或者調他回總部，其實那些人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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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故事說不下去。其實這裡也能說到孫

紅雷不單是為了執法，而是心裡很渴望很

狂熱地追求某種東西，那東西令孫紅雷跟

古天樂的角色有點連結和近似。到了最後

的鎗戰，傳統公安要執法，抓壞人已經變

得模糊。

思：安娜和湯禎兆提供了看《毒戰》的新

方式：古天樂跟孫紅雷之間有很強的聯

繫。成魔之路，說不定是種互相求證。越

來越多的合拍片表面上很好看，內裡又很

多行不通的地方，在自問是不是應該義無

反顧地堅持一套價值觀？古天樂跟孫紅雷

之間這種充滿了演戲和猜疑的合作關係意

義何在？難道僅僅是講禁毒教育？

登：其實杜琪峯、韋家輝的東西已不能

單向看，而要用一個很大的dilemma去看。

他們set up很多東西是two dimensional的。 

《單身男女》（2011）很多人發覺被

它玩了，它設立到一個對立面。完全是

二元的、相對的，然後希望那個不同的

perspective，或者不同的人的擺位會對應地

放在不同的地方。這次很清楚，內地的觀

眾完全看到孫紅雷所有的東西，包括創作

以外的東西，包括為甚麼要死這麼多人，

為甚麼公安有這麼出位的東西。而我們

完全是在看那批香港人在內地做甚麼。

它嘗試用這種dilemma去set up一個unique的

model，其他Hong Kong Team未試過用這方

法去處理他們的創作，一路都是杜琪峯和

韋家輝在用。孫紅雷有機會在那個這麼極

權或者那麼one dimension的地方走出來，

掃走對家。其實古天樂也是，他一直都是

在用一個方法去做不同的人，你要甚麼我

就做甚麼，沒有任何底線。根本這部戲對

應的不是《非常突然》，應該是《暗花》

（1998），就在一個這麼大的環境裡求

生。很明顯的是，大家就是大家的對家，

我是你你是我，我就是你的dark side，你

就是我的dark side，一模一樣的。以古天

樂去看，孫紅雷就是那個永遠不會見到的

自己，一條心很樣板化相當抽象的一個

人。這邊就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自私非

常醜陋。其實就是Super-imposing，如果不

是這個情況，我相信古天樂也不會出賣大

聾小聾。命運到了最後突然汽車衝出來撞

上去，我想他是以為自己救了大聾小聾，

到最後他只是想出賣那七個人，沒想過出

賣徒弟，結果連徒弟都出賣了。

湯：他們兩個都超班的了。不過我覺得有

一點處理上不理想的，就是《毒戰》犧牲

了粵江那條線。因為粵江那條線才反映他

對內地有多少認識。那是內地的臥底，抑

或自我崩潰之中，實際是貪官線或者任何

東西，那是最有現實對應，或者是他的

address，應該是我們期望看到他怎樣看這

個現實投射問題。因為內部崩潰而突然令

那兩個夥伴成了廢人，後面所有東西都沒

了，某程度是破壞了電影的完整性。

紀：我反而覺得粵江是接回《黑社會以和

為貴》（2006）尤勇的世界，它就是告訴

大家在內地曾經有一班人，那叫做旗兵，

這些旗兵現在到哪裡去？不見了？《黑社

會以和為貴》就告訴你，這不就是那時的

旗兵麼？我覺得就算在香港或者內地，這

種人就成了幽閉人種，就像喬奕思所說的

裡子。所以看到有很大的弦外之音，就

告訴你別看它的表面，不是正的，還有後

面。暗示給大家知道，他能力說的就只有

這麼多。接着少說為妙，沉默是金，就是

這樣。這種弦外之音就用《毒戰》這樣講

出來。

思：在粵江這個地方，那七個香港人像在

扮遊客，他們在天津碼頭外拿着相機在拍

照，古天樂就很北漂。杜琪峯很會利用內

地CEPA這個制度製造兩條線去走，內地

很多導演也可以做到。只不過他們解讀的

空間不是中港，而是共產黨和普通人，或

者說是政治既得利益者VS怨聲載道的民

眾。比如姜文《讓子彈飛》（2010），

到底那個張麻子是毛澤東抑或是現在的民

間英雄、異見領袖？一樣有兩種解讀。但

內地將共產黨變成一種避不開的面子，於

是躲在裡子講自己，歸根究柢是積極的。

大家都活在一種電影的審查制度下，內地

導演是生於斯長於斯，相比以前路逐漸走

寬；香港人是要走進這種制度，受到規

限，自然有不同情緒。

杜琪峯，奪命狂奔

安：如果狹義的說，我覺得《毒戰》其

中一個很大的意義是杜琪峯給我們看到

一個香港導演上去拍合拍片或者林錦波

所說的大陸片，它的可能性或潛在的能

力。我們說合拍片可能都意味着原地踏

步或者退步，很多合拍片都讓人覺得食

老本，甚至《一代宗師》對我來說都是

王家衛沿用很多以前已經出過的板斧，

《一代宗師》之於他很難稱得上是進步、

很有成就的電影。到了《毒戰》，表面上

很多限制很多制肘，但如果放回杜琪峯電

影的系譜來說，我覺得《毒戰》都是一

個進步，a step forward。比如最後一場鎗

戰，那個複雜性或者不同細節的鋪排，像

小學的巴士，或者不同parties鎗戰之間的

情形。可以在鎗林彈雨之間插入一個很小

的touch，講林家棟跟葉璇。其實整部戲沒

有怎樣characterize他們，但到最後原來都有

雙鞋，他們兩夫婦有一些點綴。我覺得這

些細節，《毒戰》比以往的鎗戰，如《鎗

火》(1999)、《放．逐》（2006）完全沒

有所謂浪漫的元素，很考究的構圖。大概

在《奪命金》（2011）已經開始嘗試做一

個比較現實的approach，放棄以往浪漫化的

手法，去看一些現實一點、人性一點、人

間一點的故事。《毒戰》某程度上承襲這

東西。

紀：你會不會覺得杜琪峯最近是一個相當

盛產的導演，看到他在「奪命狂奔」，不

要停，不要想那麼多。我覺得他不是刻意

地去想如何改變，而要用一種盛產的形

式，來讓自己走上高鐵般，不停的狂奔，

留下自己的作品。王家衛或者其他CEPA

導演，都在謹慎應變，他態度就是「你

說可以我就開拍」，拍完就盡量在很多細

節放點自己的東西進去──形成他應付

CPEA的態度。從我的角度就不大喜歡，

因為這種可能可以走得很前，但其實在不

斷消耗自己。而且你明知道在那裡最終會

被打毒針，還在那裡，沒想過離開。現在

的絕路幾乎沒理性在背後back up的，是一

種危機來的。

安：紀陶提到產量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意會到，之前黃愛玲在《今天》有

一個小小的調查或者統計，從1997到2012

香港導演的產量。杜琪峯僅次於王晶和邱

禮濤，只欠一兩部左右。王晶和邱禮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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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人人都知，想不到緊隨其後的竟然是杜

琪峯。杜琪峯大約三十部左右，都頗不得

了。

登：杜琪峯這麼多年來，創作最大的動力

就是求生存。我們看他的戲這麼久，也知

道96、97、98是他最厲害的幾年，就是

他最desperate、最覺得沒有希望，覺得拍

完就要死，或者可以轉行、回電視台。我

覺得現在他是在重複那種insight，尤其是

《高海拔之戀II》（2012），對他來說真

的一腳踩進去就死了。跟他最後為甚麼要

打毒針感覺是一樣的，都不知道拍不拍到

第三部，或者拍到第三部就已經被判死刑

了。第一是自己survive不了，第二是自己

的創作風格survive不了。這是在逼他焦急

地找到一條生路走出來。為甚麼我說看完

《毒戰》我完全沒有想《非常突然》，我

想起《暗花》，原因就是這樣。韋家輝由

《單身男女》（2011）開始，已經在問

這個問題，人究竟有沒有一個true self？

沒有的話，我們靠甚麼再生存下去？《毒

戰》其實問到最底了，想真一點，那個孫

紅雷真正的true self是甚麼？是一個怎樣的

人？有沒有自己的目的？我覺得這變成一

個創作上很有趣的dilemma，其實引起你更

加去question他背景是個甚麼人。就等如黎

振標，已經揭開了，黎振標根本是一個幌

子，背後還有七個，那七個都不知道是甚

麼人，大聾小聾亦不知道是甚麼人。這是

很好玩的東西，而且可以繼續read下去，

因為我覺得它還未explore足夠這種所謂面

譜，我覺得這方法頗代表到他現在看到的

中國。那些官都不在說人話，人人都是帶

着一種規條的面譜來做人，我覺得這幾點

可以再留意下去。

思：香港導演的悲劇感已經很濃烈。《毒

戰》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在主旋律之下

不流於妥協—出賣兄弟，然後接受死緩。

杜琪峯有勇氣在主旋律題材下，將現在中

國或者香港電影中的死亡放在當下，一個

粉飾太平的語境裡。這些魔性、面具、荒

謬等等被用作微博調侃的段子，在電影銀

幕上卻未被嚴肅呈現。

日期： 10/5/2013

地點： 陳嘉上家

採訪： 張偉雄、喬奕思

整理： 喬奕思

攝影： 張偉雄

回到電影—陳嘉上訪問

在拍電影的行為面前，身份是個假
命題

有時我覺得大家都在追尋身份是很奇怪

的，不如問我們該做些甚麼，或者自己有

沒有變？以前在拍西片（《拳王》，The 
King of Fighters，2010；《飛龍在生》， 

The Medallion，2003）的時候，我也覺得

自己在做港產片。現在大家都很害怕，問

為甚麼你不做港產片？難道現在有香港導

演去拍荷里活電影的時候也有人罵他說你

在荃灣採訪陳嘉上，還是香港連續落了好

幾個星期雨的五月初。那時已經看過《一

代宗師》、《毒戰》、《致我們終將逝去

的青春》、《中國合伙人》等電影，好一

個沸沸揚揚的2013！「香港心」和「中國

夢」，膠着更甚，也不由令人想到，方興

未艾的銀幕懷舊風潮或許不僅僅是懷念過

去的榮光，更是想找回過去自在、簡單、

無所畏懼，埋頭做事又自信滿滿的的狀

態。陳嘉上以電影創作者的身份，帶我們

找回初衷：拋開包袱，回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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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去給荷里活拍片而不拍香港片嗎？我

們有恐懼，恐懼「香港」喪失。「香港」

躲在這裡，就不會喪失嗎？只有比以前做

得更好，over所有的限制，才會在這裡。

香港電影如何生存？就在於中國市場要打

贏荷里活，或者中國人的電影有機會生

存。中國市場送給荷里活之後，講甚麼都

多餘了。

合拍片是一種投資方式而不是製作
方式

我覺得「合拍片」這個詞已經屬於過去，

愈來愈不重要，它所代表的東西愈來愈模

糊。更多時候，合拍片是一種投資方式而

不是製作方式。中國市場膨脹了，演員上

升得快，資金充足，香港電影人的位置無

可避免要受到影響。香港電影剛剛起飛的

時候，有很多日本、台灣導演過來拍片一

樣，一旦本土的製作回勇，外來者就要後

退了。這是個合理的現象。哪個本地不想

要自己的聲音？其實不存在歧視的問題，

我也算個外勞，儘管我的身份也是個中國

人。起碼九七之前我在外面，我不能接地

氣是自然的，但有很多別人做不到的我可

以做。對我來說，合拍片的定義改變，也

喪失了一個重要的點，就是互相需要，由

中國需要資金，到今天中國電影工業快速

發展，無法顧及香港很多，現在的情況是

香港電影想在內地投資都找不到機會。

將香港電影的包袱完全放低

每個人有自己的強項、取向和選擇，這本

來就是港產片最有趣的地方：大家各做各

最強的事而不會互相攻擊。我們不會說麥

當雄拍黑社會，我也不會罵《玉蒲團之偷

情寶鑑》（1991）。當大家向着自己最想

做的事，就產生力量，將事情做好。我就

是想做中國電影，因為不想這個市場落入

荷里活之手。我能做多少就多少，哪怕只

能培養十個演員，我還是成功了。北上頭

兩三年我狂看電視劇，就是為了發掘新演

員。我見了很多演員，當時都不是市場中

的人，現在都已經找到發展機會了，比如

說包貝爾。

要將香港電影的包袱完全放低。我上去是

將很多東西放下。一直以民粹式的態度對

港產片，也不等於可以幫到港產片。現在

很多人以香港人就要看香港電影的心態進

入戲院，也救不了香港電影，或許會為一

些人賺到一點錢，但我不認為這是香港電

影的良藥。

電影也有自己的命

廣東話怎麼會打到荷里活，怎麼會讓人家

追着來看，因為我們的概念本身國際化。

我們想事情很夠膽，想的很大。現在卻反

過來，甚麼也想不到。國產電影束縛了你

甚麼也想不到。CEPA十年將這些觀念磨

走了。

內地的要求時時變化，我完全無法預測風

向，像愛爾蘭的天氣一樣，一日四季。電

影也有自己的命。不知道自己遇到甚麼，

只能認，好運就有可能撞到華語片保護

月。以前港產片也是一樣的，有很多東西

不可以左右。現在作為創作人，不想將會

怎麼樣，而是想應該要怎樣。我目前面對

審批的問題不是很大。因為我拍的電影某

種程度上是主流價值，如何離經叛道古怪

都不離開一個「善」字，強調尊重人。我

在內地最大的成功在於我學會了先將框架

拋開，在剩餘的空間專心做，做得好一些。

港產片的成功在於類型的顛覆

內地電影人對類型更加準確。北方人學東

西太講專門，首先將你標籤。如果標籤模

糊的話，他們就會緊張，到底是甚麼戲？

他們對類型要求精準。但港產片的成功在

於類型的模糊。之所以讓荷里活折服，就

在於從來不是規規矩矩，怎麼都有衝擊，

愛情片一定有點警匪。港產片厲害就在顛

覆。徐克就從來不講自己做甚麼類型！人

們在分析他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着手下一

點了。你說《飛虎雄心》（1994）是甚麼

類型呢？愛情電影、警匪、教育還是勵志

呢？怎麼說都行。

有人批評港產片不精準，是因為在香港人

腦中沒有不可打破的規矩。香港其實是

次類型片的天堂。香港人就是類型多，

所以可以任意打亂，導演樂在其中，觀

眾也樂在其中，又哭又笑。有時候做得

過分了，不照顧觀眾感受，但依然也有

自己強項。港產片有些很好看，不是部

部好看，哪個地方的電影不是如此呢？

或許我喜歡看侯孝賢、姜文，不等於我

不可以喜歡鍾繼昌拍《去吧！揸FIT人兵

團》（1996）。所以我會說，所謂追求本

土價值本身是假命題，政治大於創作，

本來就是沒邊界沒框框的時候為甚麼要

框定我呢？雖然內地很多框框，我也依

然是在嘗試類型混合的實驗，比如《畫

壁》（2011）可以是第一部哈利波特電

影、魔法電影，《四大名捕》（2012） 

是中國第一部喪屍電影。

成就香港，正在進行時

不要刻意去找方向，沒方向才是方向。你

覺得想做，而有一定觀眾的事就應該去做

吧。港產片要找出路，首先要瞭解自己與

觀眾的關係。文化是一件多樣化的事，香

港文化則勝在包容。難道我們需要強調自

己的身份才是香港人嗎？「香港」這個詞

是在不停做事的過程中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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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門（Rashomon，1950）（導演：黑澤明）

電影敘事中「探究真相」的極品。武士被殺、其妻被

強姦的「真相」在兩個套層中展開。參與講述者有強

盜、武士和其妻子，目擊過程的樵夫，以及見過案中

人的和尚與警察，每個人的可信度，經過導演對於銀

幕時間、關鍵事實以及版本異同的精密計算，讓觀眾

從多重真相中知曉人性的複雜。

無主之城（City of God，2003）

（導演：Fernando Meirelles、Ktia Lund）

敘事的三個基本元素──時間、地點、人物──在這部

電影中輪流作為小標題出現。人物作標題時，時間在地

點中穿梭展示人物的不平凡事蹟；時間作標題時，不同

的人物在色調迥異的地點中登場；地點做標題時，在一

個房間之中，城裡幾代黑幫聚合、權力交接。

東尼瀧谷（Tony Takitani，2004）（導演：市川隼）

如書頁翻過，如記憶流轉，市川隼萃取了村上春樹的

寂寞生命，極簡靜的搖鏡，看似平面的橫向瀏覽閱

讀，還原具象出書中的、難以一言以蔽之的孤獨空

間，化影為詞，點線書寫成無限。

>> 魏時煜（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講師，新作是《金門銀光夢》）

無限敘事風景，無限推介
 

「影評人之選2013—無限的敘事風貌」來到尾聲，《凝聚的沉默》（1966）和《莎蓮與茱莉

浪遊記》（1974）會在炎熱的七月既凝重又浪蕩地壓軸登場。兩個多月來反復思考這個主題，

倒真感到自我作弄的成份；整個節目只選六齣影片，還作遷就、比較性導引，實質只介紹了非

常有限的三個敘事賞析。

算了吧，我們就向李小龍學習，以有限為無限，給自己一個永遠追尋的觀影承諾：此間請來七

個影迷，訴敘一下心目中一、二部精彩的敘事電影，在你重溫《大國民》（1941）的日子裡，

煥發無限樂趣。

>> 楊元鈴（台北影評人，《南方小羊牧場》編劇）

生命的圓圈（The Circle，2000）

（導演：Jafar Panahi）

整部電影由多個伊朗女性故事組成，但當中沒有

一個為正式女主角，或者一個主力的骨幹故事。

戲中不同的女性遇上不同程度的歧視和因而衍生

的社會問題，嚴重如父母遺棄女子、墮胎、強姦

以至簡單如買巴士票回鄉等等。

所有故事賈法爾帕納希都無完整交代，在必然的

悲劇來臨之際會有另一個女性悲劇故事接力，那

段悲劇就從此無疾而終；而戲中不同女角，都在

不同的環境打圈地跑，醫院、商場、巴士站等地

的樓梯是她們怎樣走也逃不過的悲劇漩渦。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暫譯）

（La Vie d' Ad le，2013）

（導演：Abdellatif Kechiche）

法籍突尼西亞裔的阿戴拉提夫柯西胥擅長刻劃

人物性格及捕捉意識型態衝突，藉由原著漫畫

中所描繪的少女性向探索及親密關係的追尋與消

逝作為影片骨架，並糅合進肌理豐富的社會群相

觀察，讓影片有了超脫一般同志電影或成長電影

的高度。敘事上如同私密日記般一頁頁不疾不徐

地開展，卻透過誠懇的角色塑造及細膩的生活觸

感，令觀眾對於主角所經歷的激情、溫柔或心碎

皆能感同身受。

>> 張知行（電影愛好者，個人網站為 http://wings-of-obscure-desire.blogspot.hk/）

>> 陳柔一（台北影評人，前金馬國際電影節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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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密語（Mysteries of Lisbon，2010）

（導演：Raúl Ruiz）

波赫士說時間的直線流動不啻人間幻覺；普魯斯特洋

洋七冊巨書寫歲月留痕；拉烏盧易茲集兩者精髓，以

非線性、往復迴環的敘事，細訴時間之若隱若現，教

人沉醉於迷宮不知返。

 

你知咩係戲？（Vous n’avez encore rien vu，2013）

（導演：亞倫雷奈）

演過同一角色的兩組演員在排演中交換對照，道盡了

戲劇中的人情世故在盡其普世性之後，如何達到穿越

時光，穿越生死，舞台化與幻想式的戲裡戲外情景，

酒店房間、火車、樹林，時而幻化成實境，意境頓時

變得猶如人生記憶般實在而又割裂，演員從每一道劇

場上的門離開，恍如分別，又恍如走過人生每道關

口。

我像回到電影學生時期，感覺自己在重新認識電影的

震撼，言志應該有解構並自由重組的勇氣和心思，言

志更應該有抓住人類情感最核心最荒謬卻最說出不來

的微妙滋味，以瓦解去從碎片中重新追問意義，猶

如把細節變成最細碎的情感脈絡，供你看透「不過以

此」而達療傷之用。

雙重賠償（Double Indemnity，1944）

（導演：比利懷德）

一開始便讓觀眾知道誰是犯罪者並以主角第一身不帶

感情地去講述犯案過程，沒有了「誰是兇手」的懸

念，但滿有張力，過程已足以扣人心弦，又讓觀眾自

己思考推敲他的動機和心理變化，甚至乎對他由慾

望、貪婪到背叛的墮落過程產生同情。

>> 馮嘉琪（旅澳大利亞的香港影評人）

>> 翁子光（正為第二部長片《微交少女》的後期工作努力）

>> 崔允信（「影意志」話事人，新作是《無花果》）

快樂的結局（Happy End，1967）

（導演：Oldrich Lipsk）

男人先被判死刑，再害死妻子，再成家立室，

再長大成人，最後才誕生於世，歸於虛無。整

部電影都是倒着放，倒錯的時序和舉止被旁白合

理化。倒敘或有關倒敘的電影不少，《凶心人》

（2000）、《5X2》（2004）、《奇幻逆緣》

（2008）……但這部是處理得最盡的一部。倒帶

的把戲在導演前作《Lemonade Joe》（1964）已曇

花一現地搬演過，當時只求人死而復生，玩笑一

樁。但此作更像脫韁失控的時間洪流，看似把你

自人生的悲慘帶走，但其實要逃過禍患的結局是

打回原形，甚麼都不曾有過。片名對此作了最深

的諷刺。無論主觀敘事角度如何，發生過的都無

法被抹殺，唯有全部都擁抱。

身前身後（Six Feet Under，2001-2005）

（原創：Alan Ball）

劇集往往會於起始體面地簡介主要角色，從不變

的日常裡攝取最精練的基調。但這一部沒有跟循

這個公式，每一集的開場都是一個生命的臨終。

在第一季第一集的頭五分鐘裡，死掉的是主角之

一：父親。一部有關家庭的劇集，於開始就把家

庭摔破給你看。沒有一個活着的角色處於平常

狀態，都在呈現生命裡最例外的品行。餘下的五

年裡，他們以三千七百八十分鐘，逐一走過死蔭

幽谷，並保守分崩離析的家園。敘事如哀悼一般

緩慢悠揚，彷彿生者不急，還有時間靜靜讓你凝

視，他們那無法再回到當初的原本。

>> 何倩彤（本地藝術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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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和杜琪峯的《毒

戰》自有其好看的地方，但近期最教我感

動的電影，卻是黃修平的《狂舞派》。

《狂舞派》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沒有包

袱，一直前行，以青春熱血展現活力，甚

至乎《狂舞派》比廣獲好評的《打擂台》

（2010）再走前了一小步。電影完全由年

輕人主演，集合了運動、喜劇、愛情與成

長四個元素，夠青春了吧。

片中的阿花（顏卓靈飾）離開老牌荳品

店，尋索自己的跳舞理想，加入大學裡的

跳舞團隊 BombA，一邊要面對另一支強勁

跳舞團隊Rooftoppers，另一方面要面對感

情的三角關係。

阿花的成長故事相對簡單直接，太極社阿

良的成長故事則是一重對照，他更多體現

新舊之間的磋商結合，阿良表面上老老土

土，卻有反叛的過去，今時今日用太極連

結草根社區。太極是老舊的事物，在他手

中卻有一點新意思，新舊融和之下更產生

了太極Hip Hop。

若然《打擂台》還是有太多過去的包袱，

老演員和舊武館還在重心之中，那麼《狂

舞派》的主體是新人類新作風，舊事物處

於邊緣位置，只不過是引發創意的思想資

源，甚至乎電影關注的不是傳統本身（由

搖滾歌手黃貫中飾演太極高手，可見太極

傳統只是借用─太極加Beyond，也許暗

暗指向香港本土搖滾精神的源頭呢！），

電影展現的是傳統如何轉化為己所用，以

求爭勝。

另一方面，東方太極和西方Hip Hop的偶

然結合，正正代表了香港的半唐番混種特

性，換言之，香港的致勝之道，不在於一

味北望神州，而在於香港是國際化的現代

都市，有西化的一面，一直都是開放的城

市；但同時，香港承載着傳統的華夏文明

本源，雖然影響難免式微，但是香港沒有

《狂舞派》：沒有包袱，才走得遠  鄭政恆

經歷像文化大革命一般的斷裂經驗，尚有

能力將傳統更新轉化。在香港，華夏精神

傳統和西方民主法制，可以並行不悖，就

像太極Hip Hop，大可以混為一體。只要

香港人保持自身的特色，即使斷腳也可以

走出自己的路，不必時時回頭看，說從前

怎樣怎樣，反而在跌倒後重新奮起，尋找

創意的力量。當然這一份創意，少不了要

靈活變通、不怕失敗、夠膽想也夠膽試。

如果要分門別類，黃修平的《狂舞派》是

跳舞電影，香港上一部跳舞劇情片，大概

已是十年前邱禮濤的《給他們一個機會》

（2003），而在這十年間，外國的hip hop

或街舞電影發展快速，《舞出真我》系列

（Step Up，2006-2012）就是比較成功的

例子，在最新的《舞出真我4》（Step Up: 
Revolution）中，除了例牌的跳舞、較勁、

成長和感情這些主線以外，更加入地產霸

權、社區關係和快閃黨等社會元素，看着

外國的跳舞電影已走得很遠，香港的跳舞

電影，尚有許多探索發展的可能。

《狂舞派》也是青春電影，近年香港電影

中的青春書寫，偶有佳章，當中如麥曦茵

《烈日當空》（2008）的青春殘酷物語、

雲翔《無野之城》（2008）的香港棒球隊

和同志描寫，各自有所開拓，也獲得一定

掌聲。《狂舞派》自然跟不少青春電影一

樣，包括自我和個人夢想的追尋，有挫

折但過程中個人會有所肯定、有所成長。 

《狂舞派》中的青春描寫，相對於《烈日當

空》和《無野之城》，甚至乎黃修平自己

的成長電影《當碧咸遇上奧雲》（2004）和 

《魔術男》（2007），比較不沉溺，電影有

一份豁出去的青春活力。

不錯，黃修平的《狂舞派》顯然有活力，

因為沒有包袱，而近半年來的香港電影

卻有許多重擔子在肩上，在心頭。不論

是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中，時不我與的

淡淡哀愁；杜琪峯的《毒戰》中，港人北

上只顧求生不問其他；于仁泰的《忠烈楊

家將》中，七子去六子回的慘烈；邱禮濤

的《葉問—終極一戰》，恭恭敬敬將葉問

送回黃飛鴻的神枱去；楊采妮的《聖誕玫

瑰》，以法庭電影處理法理人情和成長傷

痕；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三個朋友

人在江湖，理想失落，友誼變質；彭順的

《同謀》，終於查出自己的身世和不光彩

的歷史經驗。

看吧，在芸芸影片中，《狂舞派》的世界確

實截然不同，自有一片豁然開朗的天空。

我說黃修平的《狂舞派》，令我感動，是

因為電影揭示了青春的傷口，每個人都全

力以赴，付出時間和心機，才有今天的技

藝，他們在賽場上不留情面，在賽場外卻

可以惺惺相惜，這就是青春的大無畏。而

比賽本身立足於平等競賽、自由精神、熱

愛個人理想，相當符合現代人的核心價

值。

另外，片中的角色沒有自怨自艾，或者在

不滿不忿的情緒漩渦中淹沒自己，他們願

意尋求突破，有求勝利的決心，而不是

賣弄殘缺的悲情，Rooftoppers斷了一腿的

老大Stormy和BombA的阿花都是很好的例

子。Stormy問阿花：「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這是一個擲地有聲的問

題，因為理想和熱情還在，犧牲和付出都

不作計較，這就是青春的活力，不論是香

港的電影還是其他文化藝術範疇，以至於

對香港本土的用心關懷，需要的正是這份

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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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電影縱橫遊 紀陶

西遊記的故事模式，好比荷里活電影常用

的神話結構。作為主流類型片的故事創作

模式，唐僧與四徒兒西渡天竺取經的演義

劇，不只深入中國華人的血脈中，就連自

日本人以及西方世界都對這個東方經典情

有獨鍾，也常改編成電影。

是次由周星馳執行導演的《西遊降魔篇》

，改編風格明顯承接着由他在95年演出孫悟

空的兩集《西遊記》（1995）。這部在合拍

片世代之中，既接着95年的版本，將文本大

肆改動，同時也利用西遊故事去談情，也說

法，着實野心不少，也頗稱鬼衇。

西遊降魔有鬼衇

95年公映的劉鎮偉版的兩集《西遊記》，

在內地當時改名為《大話西遊》，故事中

「最大話」之處，就是說齊天大聖眷顧人

間戀情，石猴化身為凡人至尊寶，遇上了

數段情，也愛上了天上來的神仙姐姐，演

出一幕頑石亦點頭的情感戲。這種愛，是

現在互聯網常用的Like？還是真正的love？

總之戲如人生，猴子也在耍把戲。

是次周星馳在千禧年之後親自操刀作導

演，與內地合拍拍出一個千禧過後的西遊

之旅，當中也同當代戲行有關。在《西遊

降魔篇》裡面，由內地演員文章飾演唐玄

奘，其身份已不叫做法師或者和尚，名字

改稱為甚有電玩味的稱呼—獵妖師。有

很多青少年都指出《西遊降魔篇》情節百

份百抄自日本動漫，其實日本也是隻眼開

隻眼閉的，大家都在西遊戲劇結構內取真

經。而獵妖師這個工種名稱雖然東洋，但

在周星馳之前其他電影，尤其是香港與內

地的合拍片中，早有這個工種的名稱出

現。例如由陳嘉上導演《畫皮》（2008）

，當中飾演捉妖師的孫麗，葉偉信在《倩

女幽魂》（2011）中的古天樂（原版是道

士燕赤霞），以及《白蛇傳說》（2011） 

中的李連杰（法海）及徒弟文章，以上等

等的角色本來是道家的道士或是佛家的法

師或和尚，但在片中都改稱為獵妖師。同

時故事中本來是鬼或者是妖的角色，在片

中都通通轉為動物精靈。這種對靈幻角色

的身份或者只不過是名稱的改動，除了解

決內地電檢尺度不准拍鬼題材的權宜之

計，動物靈以及獵妖師的改稱，使人想起

故事中的天地等同一個原野大牧場，也同

時更令人想起《動物農莊》的處境關係：

當主人不在時，動物自主作當家，在人與

妖的世間中，凡間如同北方原野獵場，只

有獵妖師能辨別出誰是真人，誰是動物

妖。套合內地過往的運動思維，在赤色的

人間獵場內找出誰是何方妖物，誰人無

罪，獵妖師的身份就很具有內地在搞革命

期間時的紅衛兵精神。

在《西遊降魔篇》由文章飾演的小子玄

奘，明顯不是一個修道人。舒淇及其一眾

獵妖師拍擋，有男有女的，形像設計中有

宗教性圖騰，如八卦圖及捉妖法器等，都

只有形似而沒有宗教意義。眾獵妖師的捉

妖任務，令人聯想是不同區域或不同種系

的公安人員—一班特警。玄奘與其師父

是巡邏的二打六，有如便衣的輔警；而

舒淇則像CID形象，其他有的還有衝鋒隊

PTU，或者是飛虎精英等。總之，獵妖工

作，等同於上頭派下來的公僕。

獵妖師的為民除害工種意味，稀釋了原作

故事中道士與和尚的宗教性質，貼合無神

論者教條的需求。在《西遊降魔篇》裡面

的妖物都是動物靈，同時在人與妖的二分

法之中，所謂人就是普通清白的小市民，

故事中的三隻大妖即是往後成為西遊之旅

的三個合伙人：魚精沙僧、豬八戒和齊天

大聖孫悟空，都是曾經做過人，只是心中

仍執着於過去的情感鬱結而頓成為妖。由

文章飾演的玄奘，是一位既不愛聊情，也

無心上西天取經的獵妖師，而且因為手中

早已有一本兒歌三百首，日後被重新整合

成經，可說是未向西方取經之前，身心之

中早已有經，是一個只立志去降魔伏妖，

而且腦中有很多平妖之法，結局往西行也

志不在取經的一個青春獵妖師。 

在是次電影結局時，響起了七十年代日

本電視劇《猛龍特警隊》（1975-1982）

的主題曲，以特警作為故事主旋律顯而易

見。向西行的主要目的是受朝庭之命去執

行任務？或者只不過是來一次自由行？去

西方掃貨？總之相當鬼衇，而且肯定不依

原著往西天取經。 

當西遊搭上電影路

當電影發明時，西遊故事的大量奇幻情

節，更因電影的出現而大放異彩。上世紀

五十年代，香港主流電影分為國語及粵語

兩大系，在兵分兩路中，西遊故事除了因

為家喻戶曉，題材相當吸引，也因電影的

特技視聽效果令故事變得出神入化，也令

人看得心花怒放。

在兩系電影的故事取材中，除了中間戲肉

西行滅妖降魔的劇情最多人拍攝之外，前

段大鬧天堂亦是永恆之選，因為當中常常

動作連場，不會悶人。反而尾段至假靈隱

寺之後的故事就極少改編，至現在亦仍

是，或者大家都喜歡西遊記，眾徒弟都仍

有七情六慾，故事連珠爆發佛道人間常有

的貪、嗔、癡等種種孽障，製造很多戲劇

矛盾；至總故事完結期，最後任務完成，

眾師徒都取得真經悟道了，得成正果之

後，人人都悟了空，也回復了本來真身，

故事結局所涉及的層次高了，而且也是到

了歸家期，凡人都不想帶着空空如也的心

情歸家。由此，在當年香港電影的兩大語

系拍攝的西遊電影，都帶有holiday-mood心

情來推動故事，如孫悟空鬧天宮，到火焰

山，過子母河，遇上花精姊弟及金國銀國

王子，以及真假孫悟空等等，在五、六十

年代的黑白電影拍攝期已放異彩，至六十

年代彩色電影出現時，尤其是國語片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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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國，三打白骨精以及盤絲洞等，加上

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特技攝製已有一定的

吸引水平，更是當年本土娛樂電影之選。 

更值得探討的，是六、七十年代香港已逐

步發展為小康社會，但是能出埠去旅行仍

不普及。當觀看西遊故事時，對小市民來

說就儼如一次幻影旅遊，藉着看電影等同

跟旅行團往西遊，大家一起到西天獵奇。

其實，到目前為此仍未見到一部會用宗教

心態來拍攝西遊的電影，大都是以二次創

作來拍攝西遊，添加不少娛樂元素，不

把本來是道士的作者吳承恩的用心放在眼

內。

在粵語片系，大都以民間傳奇式來推動故

事，一味製造奇藝視覺以及演出來吸引觀

眾；而國語片系則愛添加鹽花，道盡七情

六慾，飾演妖精或者仙女的女演員都可在

胸前露出事業線，證明六道中靠美色視覺

更易上位。 

向西精華遊

香港電影兩大語系的西遊電影都是以西遊純

粹旅遊為動機，雖然不脫原作的故事框架，

但是眾師徒征西之旅，只有唐僧一人是有心

去取經，而大部份觀眾都像是隨團出發，跟

着眾徒兒一起自由行，在途中一路除妖、過

險關，有時上天堂，有時落地府，或者找土

地公幫忙，將西域途中風土作獵奇化處理，

大玩電影視覺特技元素。而四師徒如同一班

導遊的工作組合，在旅途中演戲娛賓。而且

過癮在國粵語片系的西遊處理都稍有分歧：

粵系常提及師徒大家都應該一團人行動，儼

如一家人，就算途中各有爭駁，強調「最後

都唔好離團」，一伙人齊心征西的味道較

濃。而國語系則在西遊途中有較多色慾誘

惑的描述，會較多獵艷包裝，配合當時娛

樂電影的賣座元素。

從小說改編成為電影，《西遊記》題材有

極大發展空間。尤其在上世紀1941年公

映的中國第一部動畫長片《鐵扇公主》，

就以過火焰山為題，隨後有《大鬧天宮》

（1961）、《人參果》（1981）及《金

猴降妖》（1985）等等，西遊故事對中國

動畫業有很大貢獻。台灣方面的西遊應也

有不同的戲劇處理，只是資料不足，留待

日後補充。同時內地的京劇電影發展，以

及八十年代已有製作的電視劇等。而且在

唯物主義的赤色沙漠中，西遊這個有神有

魔的奇幻故事仍可另闢大路，尤其在過往

內地多次改編為電視劇集，都是大玩電視

特技及特別化妝等，製造大量中式視覺魔

幻。到95年的《西遊記第101回之月光寶

盒》以及《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的

出現，西遊故事的文本改造更成了合拍片

的開路題材，《情顛大聖》（2005）和 

《越光寶盒》（2010）以及是年出品的 

《西遊降魔篇》，都是《大話西遊》的戲

劇伸延。

西遊之路，依然路路暢通。

九十年代末，在內地讀高中，班上有位男

同學，學古惑仔，很講義氣。有段時間，

這位同學常把一本幾百頁的書帶在手邊。

問起來，說是他父親看了很多遍然後給他

看的，書名叫《厚黑學》，意思是臉皮

厚、心黑的學問。厚黑學應該不是成功學

的始祖，也許《三國演義》才是。

再有一件事。四、五年前有一次回內地，

遇到一位正讀高中二年級的親戚，講起上

政治課的慘痛經歷，我抱怨碩士、博士考

試政治也是必考之類，他比我看得開，

說：「那些都是假的。老師在課堂上講的

我們都不信，就是要背。」他的青春好像

比我通透一點，老成一點，知道真假，而

我是後知後覺的。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國合伙

人》等青春懷舊電影，都關於成功學。朱

小北和成冬青都教人們怎麼成功。可惜他

們對於成功的定義，用於包裝「夢想」一

詞，很狹窄。

如果個人的夢，或者中國夢，需要在美國

上市或踩低美國夢來證明光芒，這個夢想

本身一定有病。美國不約而同地出現在《

合伙人》、《致青春》和《北京遇上西雅

圖》中，相信七月上映郭敬明的《小時

代》，美國也一樣藏在各種名牌之後，用

於填充，填充出令人羡慕的強勢狀態。可

是電影中的角色並沒有獲得精神，觀眾消

費的不是精神情感、有血有肉的故事，而

是買票抽了一劑成功的鴉片，儘管成功要

付出代價，但歷盡滄桑，我還是可以活得

很驕傲。

因為沒有內觀，流於外證，所以「青春」

才有個「終將逝去」（怎麼都無所謂）的

隱藏邏輯。《致青春》在懷舊的同時，用

勃勃野心把青春腐蝕得體無完膚。電影對

佈景比對人物用心，種種心路歷程被浮泛

帶過，衝上舞臺上唱〈紅日〉的鄭薇有那

麼一瞬間的神采，可電影真的細細密密探

索過她從失戀的女大學生到公司白領的成

長嗎？

八、九十年代乃至當下的國人影子愈來愈

多地出現在電影中，獲得表述，總比古裝

大片風潮來得勇敢。後知後覺、反思當

下，卻總是缺場。中國青春一場，流於 

「虛無，無從計較」；中國夢一場，強調

「成功就是要別人買單」。這種散佈毒藥

的市場行為，就別堂而皇之為懷舊了。相

信讀者在看完本期《毒戰》、《一代宗

師》以及《狂舞派》等討論之後，對「反

思」、「見天地」和「夢想」會有更清晰

的想法。

喬奕思

編後感

29

編後感


	Cover-online
	hkinema23-0626(p0-1)online
	hkinema23-0626(p2-29)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