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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去年台北金馬影展的 FIPRESCI 獎是《 殭屍 》
（ 2013）與《 過界 》（ 2013）之爭 ，來自新加坡
的《 爸媽不在家 》（2013）縱使藉金攝影機獎開
啟受寵命運橫掃各大影展 ，包括金馬獎 ，偏偏由
一個台灣代表 、一個香港代表 、四個西方影評人
組成的評審團卻鍾情香港新導演 。去年我無緣逗
留台北 ，趕着往台南當南方影展評審 ，香港新秀
作品入圍共三部 ，最後雖然沒有一部獲獎 ，但我
感到驚訝是 ，台灣評審皆對《 流放地 》（郭臻導 ，
2013）、《 池之魚 》（ 黃飛鵬導 ，2013）及《 綠
洲 》（林森導 ，2013）好感不已 ，主動提出討論
及充份肯定 。不要怪責我不如 FIPRESCI 獎的香
港代表力推港片 ，誠然 ，我覺得香港電影界千禧
之後只在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從未針對結構性
問題作宏觀思考 ，在這種環境下我有新一代被冷
置在荒蕪之地自生自滅的畫面 ，再以他們不成熟
的作品印證 ，不自覺變成了我的「 成見 」，覺得
香港落後於人 ，不及台灣 、日本 ，如今更不及新
加坡 。然而這次台南經驗 ，告訴我毋妄自菲薄 。

南方影展從前年開始 ，獎項上增設名目 ，除首獎
之外 ，分別為時代觀點獎 、拍攝美學獎 、勇於創
新獎等；三部香港作品備受關注 ，都是在討論首
獎時發生 ，到了特色獎項時 ，評審們包括我都往

入至環境觀察 — 然而篤定美學方向 ，落實心
中的真實 ，兩片的孤獨行還是要肯定 。

說麥浚龍與劉韻文的創作自覺 ，我沒有理由漏掉
翁子光 ，五年前他的《 明媚時光 》（ 2009），正
是這種孤零零上路 ，他會公開說他的新作《 微
交少女 》（ 2013）是個妥協 ，但口吻不是宿命
的 ，主動通俗出擊 ，縱使深度不足 ，我感到還是
一種視覺與敘事的嘗新 ，延續《 玻璃 ，少女 。》
（2001）的尋覓心緒 ，卻帶出動態熱鬧 。說到延
續 ，《 微交少女 》連合《 殭屍 》與《 過界 》，皆對
準舊片 ，又選定偶像 ，帶出一份由香港片取養分
取靈感的成長承諾 。《 殭屍 》顛覆（麥浚龍自言 ）

八十年代的「 殭屍片 」，錢小豪將殘餘記憶帶進
妄想的屋邨 ，鍾發和陳友才是那彼時此間的對列
延續 。那麼《 微交少女 》竟也是相似模樣（是翁
子光兩邊編劇的原因嗎 ？），《 靚妹仔 》（1982）

三十年後的體察 ，長樂街 Peter 仔的經典再現就
像錢小豪般不在乎相認 ，他們自求歸宿去 ，新
一代古惑仔還是不及新一代靚妹仔懂得自愛；反
而 ，是三十年後 Irene 遙遙長路的回頭 ，指出一
種港女命運 ，恰巧對應那邊廂《 過界 》抵觸的女
性成長掩藏 。《 過界 》眼角注在當下議題 ，從下
榻的婚姻狀況 ，召喚港產片疏疏落落的女性自省

空間 。劉嘉玲這守着空巢被置一閣的女人 ，有一
次回家看一下母親的機會 ，一如她在《 說謊的女
人 》（1989）中一窺身世 ，重整前路 。

去年新導特別多 ，或許不再是自生自滅的環境
罷 ，建制對建立發掘新人的架構好像多了點頭
緒 ，「 鮮浪潮 」常設 ，「 首拍 」計劃開車 。心急
人不止是我 ，然而青黃不接這個問題 ，從來不是
量化的承傳就解決到 。提醒自己 ，提醒新一代舊
一代 ，關注香港電影的未來 ，要耐心一點追尋脈
絡 ，發掘願景 。甫進 2014 年 ，《 HKinema 》做個
大動作 ，以新人的目光遠瞻開去吧 。

內地及台灣作品身上找 。我忽然理解 ，香港新一
代只是還未習慣從知性着眼 、從形式出發 ，這就
是我們的「 落後於人 」，但也是我們的承繼啊 。
從電影感 、香港氣氛質感的表達上 ，我們的新導
演一如他們的前輩 ，作品洋溢熱情和感性 ，發揮
年輕個性的敘事技巧 。

大概是西方影評人在《 殭屍 》與《 過界 》身上見
到香港片罕有的點滴形式美學成績 ，不要輕率一
口咬定 ，它們就是「 拍畀鬼佬睇 」的 ，因此沒
有新銳港片個性 。有朋友一看完《 殭屍 》就眉飛
色舞跟我談那個隨着鮑起靜轉上幾百度的迴旋鏡
頭 ，他其實是懷疑口吻：一個新導演想得出這個
特別處理嗎 ？我也聽到有人去指點《 過界》的「 藝
術片包裝 」（這說法很陳舊 ），是杜可風 、張叔
平主導 ，施南生路線（這說法簡直是迂腐 ）。看
來對新一代的「 成見病 」，有人比我嚴重 。我不
認為這兩部新人首作石破天驚 ，但我從不懷疑香
港的導演主導作品大環境大傳統 ，麥浚龍與劉韻
文之所以值得作世代性現象討論 ，是他們比同期
的新導演進取 ，皆有形式出發的想法 ，縱使這些
力度未能在整齣電影中形成敘事角度的昇華 —

《 殭屍 》有時空邏輯不清的問題 ，而《 過界 》的
定靜鏡頭組合還是浮於現場 ，細節不足 ，未能嵌

去年新導特別多，那麼今年呢？                                     

張偉雄

《殭屍》 《過界》 《微交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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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浚龍

你有歌手 、演員 、合編的身份 ，《 殭屍 》（2013）

你第一次當導演 。

不論是歌手 、演員還是導演 ，歸根究柢都是創
作 ，只是用不同的模式去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
法 。做導演在前期會多照顧創作和多想像 ，到拍
攝時卻要處理很多實際問題 。尤其我想拍一個沒
有地域之分的世界 ，是完全創造出來的 ，由場景
至道具等都要想 。

沒有地域的拍攝是你嚮往的電影模式 ？

這是創造的世界 ，一切由零開始 。《 復仇者之死 》
（ 2010）也是一個架空的世界 ，所以我其實是習
慣且嚮往活於我創造的世界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
趣 ，也是我想要的 。反而寫實 、要求像真對我來
說 ，比較麻煩和不值得 。

有沒有一些意外收穫 ，在你期待之外 ？

我覺得演員的表現對我是意外收穫 。他們不只演
活角色 ，更重要的是 ，他們代表的那種情懷和在
大眾心中的形象 ，是超越角色本身的 。整部電影
顛覆很多東西 ，包括我自己 、這種電影類型 、這
班演員 ，甚至整個故事架構 。例如陳友以往的形
象多是笑匠 ，鮑起靜則是善良的婦人 ，在這部電
影他們都在顛覆 ，嘗試另一種極限 。所以每天
開始工作都有很多新嘗試 ，這也是一種額外的喜
悅 。

拍《 殭屍 》，你覺得你在尋找 ，在抒發 ，抑或在
表達 ？有更多 、更準確的行動詞去形容你的狀態
嗎 ？

當我寫完《 復仇者之死 》，到這次找翁子光合作
寫《 殭屍 》，都是想尋找一種新的角度 。以殭屍
為題去討論人性 ，我想我在抒發我對這世界的感
受：我相信世界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人是充滿瑕
疵的 ，但這些瑕疵是美麗的 ，這是構成人的元
素 。所以我不相信有純粹的好人或壞人 ，這只是

立場不同的問題 。由以前的音樂到現在拍電影 ，
我都在帶出這訊息 。而電影開放式的結局 ，很多
人各自闡釋 ，這也是其美麗之處 。

我認為《 殭屍 》不是完全對應《 殭屍先生 》，有
沒有參考一些別人的作品 ？

很多人問我喜不喜歡《 殭屍先生 》（1985），我當
然喜歡 ，但不是最喜歡的 。我雖成長自八十年
代 ，但電影的構成來自很多因素 ，包括我成長的
地方 、我看過的電影或小說等 。參考其實是沒有
的 ，我們在構思時都盡力撇開以往同類電影的框
架 ，沒有按那一套走 ，很多電影如《 血色入侵 》
（Let the Right One In，2008）或者《 噬血童話 》（Let 

Me In，2010）都是建基於類型電影再演化 ，我覺
得《 殭屍 》也是某程度上是一個進化 ，事實上很
多觀眾也沒預料到《 殭屍 》是這樣的一套電影 。

請說能完成拍攝《 殭屍 》的三個條件 。

勇氣固然是要的 ，因為電影在顛覆類型 ，所以要
有強硬的態度 ，當出現問題而有自我否定的感覺
時 ，那種矛盾是需要克服的 ，尤其身邊出現很多
經驗之談 ，甚至勸我不要拍殭屍片 。這部電影跟
普通傳統殭屍片不相同 ，沒有喜劇 、師徒關係的
成份 ，反而是一個詩意化的悲劇 ，最大的分別是
它不熱血 ，不自強的 。當我將這些元素放進殭屍
的題材 ，身邊的人的否定由開拍到現在依然圍繞
着我 。第二個條件是堅持 ，因為香港電影太少這
類題材的電影 ，所以拍攝上出現很多問題 ，譬如
最基本的：殭屍怎樣跳 ？如果只是舉起雙手跳 ，
或者加一條「 威也 」，就不是顛覆了 。我們最終
讓殭屍在水缸裏跳 ，這就牽涉很多問題 ，例如連
殭屍袍也要特別訂造才有飄的感覺 。很多人會跟
我說不用如此勞師動眾 ，但我還是堅持 。所以即
使一些有很多拍攝經驗的人 ，遇到這部幻想式的
電影 ，有些事都要重新再學 ，最後泥地搏鬥那一
場就是一個例子 。

鳴謝：電影文化中心（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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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韻文

妳之前只拍了一部短片《 無情雨 》（2009），《 過
界 》（2013）是妳第一部長片 。

這次令我學懂如何跟不同的演員和工作人員溝
通 ，讓他們知道我想表達甚麼 。一旦跟愈多的人
合作 ，就會有愈多意見和產生愈多問題 ，於是也
學懂如何解決問題和取捨 。

由劇本到拍攝的情況怎樣 ？

一個人構思劇本時已想好怎樣拍 ，但現場很多人
參與時又是另一回事 。我找到的平衡點 ，是我
不會再看劇本 ，太執着於把一字一句忠實地拍出
來 ，就會失去拍電影一起創作的精神 ，效果也會
不好 ，現場表現對拍電影來說很重要 。

妳覺得最難拍到的是甚麼 ？有沒有一些意外收
穫 ，是妳期待之外拍到的 ？

最難拍到自然的真情流露 。這部電影較寫實 ，我
一直很在意電影能否反映現在真實的社會 ，所以
怎樣運用鏡頭拍出真實感是難的 。有時我沒有停
機 ，讓演員自由發揮 、繼續演下去 。譬如有一場 ，
劇本只寫劉嘉玲坐在床沿 ，她看我沒有停機 ，就
開始自言自語 ，而這正正也是我希望這角色所表
現的情緒 。

拍《 過界 》，妳覺得妳在尋找 ，在抒發 ，抑或在
表達 ？

我相信我是在尋找香港對不同人不同的感覺 。於
是就寫了這個劇本 ，希望反映現在社會上不同的
聲音和角度 ，香港每一個階層都有不同的期望和
感受 ，我將他們一起放進這部戲中 。我先在社會
尋找 ，再表達角度 。我其實是一個旁觀者 ，對香
港的看法也正在改變 ，我通過這兩個角色也表達
了一些我的角度和對香港的不同感覺 。

《 過界 》有沒有對應 、參考一些別人的作品 ？

其實有很多 ，在創作時聽過很多音樂 ，看過很多
電影 。電影方面 ，那時我較多看南美或者歐洲的
電影 ，因為這些電影較注重現實社會的問題 ，不
只是娛樂 。另外 ，台灣的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
影 、舊歐洲如安東尼奧尼的電影都可說是有參考
的 ，因為他們都很專注如何用鏡頭表達 ，而不是
說很多事情的 。近期看的都是墨西哥 、阿根廷和
巴西的電影 ，它們都是反映一些階層 ，而且可
能是殖民地國家 ，看電影時就感到跟自己也有關
係 。

請說一下能完成拍攝《 過界 》的幾個條件 。

第一是堅持 ，第二是運氣 ，還有就是要勇敢 。運
氣是能遇到俞琤 ，我曾遇到不少監製都不想跟我
合作 ，但她很爽快就答應幫我了 。她把劇本拿給
施南生看 ，施南生最初也不答應 ，但看到我們堅
持和認真的態度 ，也決定幫忙 。勇敢是因為很多
人說不要拍這種題材 ，但作為新導演的條件 ，就
是要勇於嘗試 ，不要再翻拍舊電影 。

鳴謝：電影文化中心（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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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子光

在創作心態上 ，《 微交少女 》（ 2013）跟《 明媚
時光 》（2009）有甚麼不同 ？

《 明媚時光 》是自編自導 ，一部出於自由意志的
電影 ，我將自己一直以來對電影的感覺都放進去
了 。而《 微交少女 》，我會形容是一部「 湊興之
作 」，別人開題目給我去作答的一個提案 ，題目
是《 靚妹仔 》（1982）和青春片 。我朝着一種「 香
港很少這類電影 」的方向去拍 ，一般來說 ，結
果應是創新 ，但我卻返回一種基礎電影拍攝的方
法 ，即用了香港八 、九十年代普遍電影的元素 。
所以兩部電影很不同 ，《 明媚時光 》沒有劇本 ，
一邊拍一邊寫 ，《 微交少女 》開拍前已寫好劇本 ，
而且不是我寫 ，我只負責改 。我刻意做一些之前
拍《 明媚時光 》不會做的事 ，例如《 明媚時光 》
拍攝周期很長 ，但《 微交少女 》很快便拍完 ，又
如《 明媚時光 》將戲劇化的情節以寫實的方式拍
出來 ，有很多訊息想傳達；《 微交少女 》則是將
寫實的題材用戲劇化的處理來表現 ，但訊息卻少
很多 。

《 微交少女 》最難拍到的是甚麼 ？有沒有一些意
外收穫 ，是你期待之外拍到的 ？

電影中有一場在板間房裏的暴力場面 ，我們堅持
用板間房的實景 ，拍出狹窄的空間感 ，但這種場
面需要很多分鏡 ，所以難度很高 。我感覺是遇強
愈強 ，我想了很多方法去拍這場戲 ，這是我從影
以來 ，鏡頭運用和場面調度上最難的鏡頭 。意
外收穫是這些新演員的表現風格 ，電影中的三個
女孩的表演風格是戲劇化和形式化的 ，但因為製
作周期很短 ，我沒有時間慢慢用風格一點的方
法去調節他們的演出 。她們的演出是 Hong Kong 
School 的表演方法 ，而她們更是改造了這種 Hong 
Kong School 的演法 。我從她們身上找到這種悟
性 。

拍《 微交少女 》，你覺得你在尋找 ，在抒發 ，抑
或在表達 ？ 

我覺得是尋找 ，確切一點說 ，我要找一個操作方
法 ，將自己的風格放進商業片中 。這也是電影的
重點 ，因為我第一次拍商業片 ，我要顧及別人怎
樣會知道這是我拍的商業片 ，所以要尋找一個平
衡 。另外 ，我也在摸索 。其實以前我在「 中大 」
拍很多片 ，擔任副導演 、場記 、編劇等 。中大
電影的作業模式是拍得快 、資金少 ，這是一個很
壞的低成本製作經驗 ，但我將這種經驗放進《 微
交少女 》，當然我不是要把它當成是一種我的風
格 ，雖然做法很反智 ，但我真的這樣做 。內容盡
量市井世俗 ，也極力考慮觀眾角度；所以這是將
我舊有 —也是僅有 —的經驗重新摸索成一
種新的經驗 。

《 微交少女 》不是完全對應《 靚妹仔 》，有沒有參
考一些別人的作品 ？

八 、九十年代大部分的小品香港電影都是參考 ，
不是說中產的那些 ，而是關於黑社會 、叛逆青春
或低下階層的電影 。我覺得八 、九十年代的香
港電影很有活力 ，用商業包裝的手法探討社會議
題 。要舉導演例子的話 ，就是鄭保瑞 、葉偉信 。

請說能完成拍攝《 微交少女 》的三個條件 。

我覺得是妥協 、釋懷和重整 。

鳴謝：電影文化中心（香港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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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 ，該拍的電影還是要拍的 。題材較冷 ，
如《 狂舞派 》（ 2013）；片種已死 ，如《 殭屍 》

（2013）；橫着藝術竹竿走商業鋼絲 ，如《 微交少
女》（2013）；話題太敏感 ，如《 過界》（2013）；

還有隨時丟失的內地市場 。於是 ，常常被率先提
起的明星支持 、超強班底云云 ，更顯新導演們孤
獨 ，或者說桀驁 。在合拍行列已經人頭湧湧 ，甚
至退潮的時候 ，他們踏上獨木橋 ，以個人風格的
彰顯作出另一種示範 。原來 ，商業 、市場 、審
查等等就要淹沒電影樂趣的風頭火勢 ，還有創作
可以大過電影 。

所以當我看到《 殭屍 》結尾的五行惡鬥 ，頓足不
已認為結界的威力還可以更過癮時 ，依然被這個
故事的超專一創作意圖所說服 。看完《 過界 》，
心中留下有關身份立場的疑惑時 ，我還是不得不
佩服劉韻文拿中港矛盾開刀的勇氣 ，不愧是拍出
了《 無情雨 》（2009）的「 鮮手 」！《 微交少女 》
糾結於舊經典和新時代 ，劇情以外有更多話想說
的翁子光還在那裏 。標榜創作 ，並非為不完美找
藉口 ，可以是純粹自我大於熟練操作（操作團隊 、
操作特技 、操作經典都包括在內 ），預示着定型
前 ，有更多發掘自己的空間和勇氣 。

跨度

《 殭屍 》將空間囿於再造的公共屋邨或許是不得
已而為之 。政府不允許借實景拍攝 ，於是清水灣
搭廠景出來的效果是斷絕人味 ，森森絕望 。封閉

的屋邨內 ，人人都是神出鬼沒 ，除了主角配角 ，
偶爾出現的不相干人等把神秘再加深一重 。屋邨
變得無限大 ，隱喻可以是信手拈來的想法 。終究
不像是《 打擂台 》（2010）的成記茶樓 ，《 殭屍 》
的屋邨是個虛境 ，既從八九十年代的殭屍片裏請
來了陳友 、鍾發 、錢小豪 ，墨斗 、糯米以及戲服 ，
也用異域的鬼氣（《 咒怨 》系列的東洋恐怖風行於
2000 年 ）更新了視覺體驗 ，不消說近幾年香港
社會的圍城困境 、末路之情就能催發骨頭裏的陣
陣涼意 。電影結尾更玄 ，反轉故事 ，全盤否定 ，
將錢小豪在屋邨的經歷顛倒成他自殺身亡後的幻
象 ，或者說是鬼魂的一場華麗歷險 ？細究起來邏
輯上說不通 ，卻調侃了死亡這道結界 —死了兩
次就可以無限重生了吧 ，只要情在 。錢小豪與吳
耀漢的角色雙重對應 ，誰在誰的夢中也未定呢 。

劉韻文跨過羅湖橋 ，也穿越了半山 ，中港政策 、
貧富階級都在《 過界 》的顯微鏡之下 。香港富太
太與內地窮司機的組合 ，銳利取角咄咄逼人 ，彷
彿是深圳香港之間架起昂坪 360 ，而且還是水晶
車廂 ，各人悲苦憐恨俱在眼底 ，連帶其他司機 、
菲傭賓妹都戲猶未盡 。 中港問題 ，是房間中的大
象 、Facebook 上的熱點 、報紙上的鮮肉 ，也是電
影的雷區 ，膽敢以寫實風格去越「 界 」的電影少
之又少 。《 一國雙城 》（ 2011）中的單程証問題
不可與赴港產子相提並論 ，《 北角 》（ 2011）過
於劇情化的處理導致選題勇氣最終潰散 ，《 過界》
處理這一題材狀極溫柔 ，別人來勢洶洶卻跨不過
去的界 ，她跨過去了 。

刺點

跨度各具野心 ，姿態風範絕不雷同 。麥浚龍熱血
沸騰 ，劉韻文冷靜推動 ，不祇是因為致敬經典所
以激發更多聯想 ，還因為不再隔靴搔癢的處理力
度 ，製造許多值得再三回味的場景 、細節 。羅蘭
巴特談攝影時用刺點去形容照片中抓人的細節 ，
引發觀者思慮 ，忍不住在細節上再三徘徊 。電影
言之有物 ，也有如此效果 。

《 過界 》中劉嘉玲飾演富太太 ，小心翼翼遮掩丈
夫捲款逃走的事 ，面上故作無事 ，心底千瘡百
孔 。這「 上一代 」的作風 ，神似《 微交少女 》中
的溫碧霞 ，對照《 靚妹仔 》（1982）粗糙菲林影
像中為情重傷的她 ，多少經歷都埋在了精緻容
貌 、得體舉止之下 。片子中段她教育女兒大牙
欣 ，片子結尾她吸菸看鏡頭 ，鏡頭定住 ，眼神
之中似乎藏着涅槃之後的輕鬆 ，看穿了青春戲法
的得意 。八十年代《 靚妹仔 》的碧琪和阿珊 ，做
魚蛋妹 、老泥妹 ，身體放縱 ，思想純情 。Peter
仔為渾身濕透的碧琪穿上毛衣 ，知道她喜歡哪一
款溜冰鞋 ，重拾她失落的心 ，才有後來的起起跌
跌 。故事雖然悲劇收尾 ，阿珊投軌自殺了 ，愛
情卻真真實實 。《 微交少女 》在劇情上講新世代
的悲劇 ，通篇的註腳則是愛的徹底失落 。愛不存
在 ，失身 、失戀 、援交變得無感（身體 ，在《 靚
妹仔 》的世界裏 ，從來都不重要 ），唯有去到血
淋淋才能搏回關注 ，才能找回一個死心了吧於是
好好長大吧的答案 。

遠的近的傷痕 ，上一代和下一代最微妙的辯論 ， 
以不同方式出場 。之所以說《 過界 》留下了模糊
的身份立場 ，全在政治不正確的結局 —赴港產
子計劃成功了 ，陳坤抱着妻子趕往香港醫院 ，電
影在此打住 。這個新出生的香港人 ，抑或是大陸
人 ？形成舊移民與新移民之爭的格局 。時間的
界限 ，地域的界限 ，政治的界限 ，難以準確劃
分 ，泥塘摔角 ，雙方都到了認不清自身的緊要關
頭 。《 殭屍 》則因為題材關係 ，講下一代命運較
為殘酷 。屋邨中出場的唯一的小男孩 ，一開始被
當成是鬼 ，最後被推去煉屍 ／獻祭 。煉屍的結果
是老中青三代人轟轟烈烈對撞 ，同歸於盡 。就此
而言 ，電影那個奇怪的結尾其實是美好的反轉 ，
小豪的自殺翻開屋邨另一種美好的可能 ，父慈子
孝 ，其樂融融 。接受死亡 ，才有新生 ，是條光
明的尾巴 。

但凡純粹 ，都是有意義的 。風格得以標示 ，全在
創作者真誠地出席 。不僅僅是新導演 ，今年陳木
勝 、杜琪峯 、林超賢等也戰績彪炳 。在合拍片意
興闌珊的年代 ，更多時候 ，純粹比面具更具說服
力 。

不如為純粹乾杯

喬奕思

《殭屍》

《過界》

《微交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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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周杰倫的《天台 》去年8 月出街，自恃「天台人 」，所以我要立刻回應嗎？

在《號外 》我寫〈我哋上天台囉 〉一文，說「看天台好風光，看香港電影 」。是因

為文中又有這句：「信不信由你，我覺得談香港的『天台影片 』，內容足夠出一本

小書去次文化研究」，致使我一意孤行要做這個專題？對自己承諾？鄭政恆一開始

在潑我冷水，指我沉溺天台意像，然而，給我供長稿的是他；大抵是他要給我的

「成癮 」好心治療一下。

事實是我要將這個執迷症傳染開去，邀人來說他們喜歡的香港電影天台，播道「神

愛世人，香港電影愛上天台 」的教義，喔呵，將三個新導演約到天台去拍照，我

居心叵測啊。

或許我是出於危機感，去做這個專輯，我的迷信是，一旦我們不到唐樓天台取景，

香港電影應該差不多玩完了。我不會一味懷疑目光認定無奈，我只是提醒自己，

只是振臂過渡，還是要守持成長印記，不然，心還是隨風飄盪，無法安定。你可

以這樣跟我說：如果香港的唐樓盡皆拆掉呢？好的，到那陣時，已經不關我事罷，

唐樓天台是個古裝景！你問到篤這激將話兒更證明我是末代人自恃、香港電影自

恃，就是這樣。

張偉雄

《 跟蹤 》

《 竊聽風雲 》

《 旺角卡門 》

《 女人四十 》

《 野良犬 》 《 爆裂刑警》

《 門徒 》

《 激戰 》

《 歲月神偷》

《 神經俠侶》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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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

印象裏，香港電影中的天台，跟身份特別有關係，

遠一點有易文的《曼波女郎 》（ 1957），葛蘭飾演的

青春女子愷寧，發現生母另有其人，晚上拾級到天台

去，俯視千萬人家（五十年代的香港顯然不是現在般

萬家燈火，甚至有光污染問題 ），一回頭，在幻覺中

聽見生母的歌聲，看見她的身影。在生母與養母之間

的不確定狀態，暗示了香港在共產中國與英國殖民地

之間的特殊身份，也只有這個借來的的地方、步入西

化的華人城市，才有難以估量的活力與新的可能。

時間轉眼四十年，香港回歸，陳果的《香港製造 》

（ 1997）正是九七的悲歌，走投無路。中學生阿珊在

天台踽踽而行，跳樓自殺，中秋的結局也是死路一

條。回歸後，《無間道 》（ 2002）的天台場面都是經

典，在那裏總可以遠眺維多利亞港，不單留下香港人

香港地的簽名式，而且天台「見得光 」，可以將內心

的感受表白出來。黃sir和陳永仁在天台見面，臥底

發出「三年又三年 」的無奈控訴，而結局，陳永仁和

劉健明在天台對峙，臥底一句「對唔住，我係差人」，

表明身份，但這一句之後，臥底的死期已近在眼前。

此後，香港電影中的天台意象，有不同走向，爾冬

陞《門徒 》（ 2007）中，小女孩走過天台，拯救了墜

入虛無的臥底探員，天台是溝通的橋樑。麥兆輝和莊

文強的《竊聽風雲 》（ 2009）中三個拍檔探員，有天

台作抖抖氣的空間，《老港正傳 》（2007）、《葉問2》

（2010）和《葉問—終極一戰 》（2013）中的天台是生

活空間、教育之地，多少也有些懷舊，到底香港是

這樣走過來的。若果聚焦於今年，《狂舞派 》（2013）

中的天台是比賽爭勝的地方，揮灑青春的熱血。

我們回到陳木勝的《掃毒 》（2013）。

《掃毒 》集結了臥底片、毒梟片、英雄片、警匪片的

元素，這些都是舊日香港電影的重要類型。2013 年

杜琪峯的《毒戰 》和袁錦麟的《風暴 》都是警匪片，

三部電影的男主角都落入生存困局中，需要尋找一條

生路― 《毒戰 》的街頭殺戮與同歸於盡，《掃毒 》

的復仇行動與唯一生還，《風暴 》的都市陷落與爆破

中環，都死傷慘烈，而《掃毒 》則最肯定情義的感召

（《誓要入刀山 》中的歌詞：豪情無限，男兒傲氣 ），

以此帶來一點曙光。

《掃毒 》十分懷舊（保守氣氛緣於內在價值的持守 ），

八十年代感覺尤其強烈，秉承男兒熱血的陽剛傳統，

這一趟回到公屋：《掃毒》

鄭政恆

吳宇森《喋血街頭 》（ 1990）的影子最為明顯，也旁

及一些成龍電影。《掃毒 》也許是老土的，但角色之

間不乏凝聚力。

《掃毒 》的天台戲並不像《無間道 》般在反光玻璃幕

牆的商業大廈拍攝，陳木勝選取了公屋天台，帶有強

烈的草根氣息，也是回到根源去的選擇。如果再擴

大一點看，回到公屋重新尋找根本的情與義（退無可

退 ），側面也反映了過去十年，本土身份問題和中產

專業人士面對衝擊，還有多少生存空間立錐之地，實

在不容樂觀。

試看看我們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曾經是主流論

述，成就了香港奇蹟。主流論述凝聚了共識，點出

社會的發展方向，大家不問出身，同舟共濟，拼搏

奮鬥，永不低頭，終將取得成功。可是，在回歸後，

我們感覺到獅子山下精神一步步成為濫調，主流共識

解體，社會原子化，核心價值受到衝擊，發展主義

受到質疑，種種霸權、特權和教育商品化令社會流動

性凝滯，中產面對下流化壓力，又也許最近的電視牌

照事件，以及新移民來港七年才可申領綜援違憲，象

徵了獅子山下精神的徹底破滅。

剛去世的香港文化研究者吳昊先生，著有《孤城記：

論香港電影及俗文學 》一書，在此不單想推介這本佳

作，也想提及吳昊的論點並對觀《掃毒 》、《毒戰 》

和《風暴 》三片。

吳昊引用Frank McConnell在《故事講述與神話製造 》

（ Storytelling and mythmaking）的觀點，借用哲人盧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會契約論 》（The Social 
Contract，又譯《民約論 》）的四種法規，將電影和文

藝作品分成「政治法╱史詩體裁 」、「民事法╱浪漫

體裁 」、「刑事法╱通俗劇 」、「道德法╱諷刺劇 」四

類。其中「民事法╱浪漫體裁 」糾纏於人際關係和內

在心魔，但公義理想和俠義精神還在，而「刑事法

╱通俗劇 」的文藝世界中，城市已沉淪，善惡難分，

人陷於瘋狂，「勝利者一無所獲 」，後者恰恰可以對

應《毒戰 》和《風暴 》，至於《掃毒 》則介乎浪漫體

裁和通俗劇之間。

我想，也許我們現在更需要的不是悲情通俗劇和「騎

呢 」諷刺劇，否則天台最終又再成為陰影路的臨界

點。我更期待浪漫體裁，重塑我城的民氣，在此引

用吳昊的一段話作結：「在一個城市概念底下，一個

英雄的出現，而英雄（個人 ）和城市（社群 ）又陷於

永恆的愛恨矛盾（衝突 ）中。他可以創造這城市（追

尋夢想之都 ），他給予這城市法規（安居樂業 ），他

發現這城市沉淪（罪惡瘋狂 ），他憎恨這城市（甚至

鐵腕亡城 ），他開始出發找尋新的道德指引或新的救

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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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邊天空

張知行

方育平的《半邊人 》（1983），到處也是狹隘擠逼的空

間。女主角阿瑩（許素瑩飾 ）所住的房間便擠了七個

人，男主角張松柏（王正方飾 ）一坐下她的碌架床便

撞到了頭，平時工作則在無時無刻都是水洩不通的屋

邨街市；張松柏的甲蟲車，對比他高大的身軀，也是

一種狹隘的空間，而那甲蟲車駛過兩排大廈中的清風

街天橋，車子突然拋錨時從橋上透過窗框問屋主借撥

輪電話一場戲，更是呈現香港獨特都市面貌的經典一

幕。

到處都是擠逼和狹隘的《半邊人 》，戲中穿插了兩幕

發生於天台的戲，兩者都可視為故事的重要轉折點。

張松柏的電影劇本遇上阻滯，他不顧讀書時的好友要

他妥協修改，電影計劃因而停頓。他跟阿瑩上了海運

大廈的天台，對岸的維港夜景襯托出同是天涯淪落人

般的失落。在天台上，阿瑩為他的襯衫扣回鬆開了的

紐子，有種不能言喻的親密。「有時我喜歡人卻不懂

怎樣說好 」，是阿瑩伸手去扣紐時的對白，話說不清

楚身體卻是自然的流露，但對人生不敢抱太大希望的

張松柏只能回應︰「愛情，由他去吧!」那時郵輪響

起了啟航的汽笛聲，他們離開那個一輛車也沒有的天

台停車場，路是很闊，指示很多，出口卻看不到一個。

離開了那天台停車場之後，張松柏暫停其電影計劃，

着力於帶領他所教的演戲班學生，去排演自己所執導

的話劇，是改編自陳映真的作品《將軍族 》。但該話

劇快要上演還未排得好，在話劇中擔正女主角的阿瑩

完全不在狀態，代入不到角色，亦對角色的身份和背

景設定有質疑。

張松柏把阿瑩帶上唐樓的天台，助她克服不能代入角

色的抗拒和恐懼，要她站在天台的邊緣來唸話劇中的

對白。眼前就是一棟棟灰沉沉的唐樓，一個混亂不

堪的城市景觀，阿瑩以一口不大純正的國語唸着文縐

縐的對白，在魚叉天線面前幻想劇本中那個還會道

出「賣笑不賣身 」尚有如此氣節的年代，整場戲帶有

強烈時空混亂之感。《將軍族 》中那對盼來生再續緣

份的情侶，跟張松柏和阿瑩之間的故事在這天台上重

香港的天台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是石屎森林中的樹

梢，處於人群內，處於人群上，在這地方，既能看

見城市中的煩囂，又能享受當中的一點寧靜，是開放

的空間卻又是隱蔽的私處，正因為這樣，香港電影會

把天台轉化成一個給角色宣泄情感的地方，而王家衛

也借用這些天台來盛載一段段情慾交纏和孤獨沉思。

《春光乍洩 》（1997）

何寶榮（張國榮飾 ）和黎耀輝（梁朝偉飾 ）穿汗衣短

褲站在遼闊的天台上，刺眼的陽光，蔚藍的天，把

一切都照出黃金色，是夏日的色彩，是激烈的情慾。

他們那貼身的熱吻和急促的喘氣把甚麼都融化，把甚

麼都蒸發，還有一個地方能比這裏更熱嗎？更能表現

出二人的激情和那股恨不得鑽入對方身體的慾望嗎？

這個熱哄哄的環境，灼熱了他們，倒在身上的水，

並沒有為此降溫，反而化為絲絲的白霧，他們就這樣

不能自拔地纏繞着，這是生活的一部份，尤如在天台

上看到底下的小孩踢球的畫面一樣自然。在《春光乍

洩 》中，天台是一個體現激情的地方，它讓人物表現

出赤裸裸的本能衝動 1，這種衝動就是激情，Harald 和

Eugen 說得對，「占有慾，執着和嫉妒盤據了日常生

活，抹殺了自在平靜的氛圍，而那卻是溫柔和愛的存

在條件。」，在這之前他們在吵架，在這之後他們也

是在吵架，但在天台那一刻他們纏綿起來，而過後是

督靜地在看着藍天，康德說：「被激情所控制，是一

種情緒的病變。」而天台是一個適合發病的地方。

1 Harald Koisser & Eugen Maria Schulak,《愛、欲望、出軌的哲學》（Wenn 
Eros uns den Kopf verdreht. Philosophisches zum Seitensprung）張存華�譯�（台
北：商周出版�2007）�

《2046》（2004）

在《2046》裏那部開動的列車中，有一個男人TAKU
（木村拓哉飾 ）經常坐在窗前，定神地往外看，追溯

往事，如果那男人是周慕雲自身在小說的呈現，那車

窗就是誕生這故事的那間旅館的替代品，也就是王家

衛一直喜歡給予角色沉思的那個場所。《2046》中的

天台就好比是《東邪西毒 》（1994）中那幽幽的沙漠，

讓多少人陷入無盡思緒的黃沙，提供了一個靜思的空

間，讓人可以卸下包裝，面對真正的自己，回憶往

事，想念失去了的愛情。在閃爍的霓虹招牌後，畫

面的左邊出現過不同面貌，他們遠眺前方，像要看出

山的背後是甚麼，他們默然地聆聽自己的說話，讓自

己的存在帶給這個天台更多的情感。這天台是充滿了

期盼和等待的，因為王靖雯（王菲飾 ）在這裏為私奔

作過準備，和周慕雲（梁朝偉飾 ）有過曖昧的相處，

而王潔雯（董潔飾 ）也在這裏沉溺於愛慾幻想當中，

這天台也令人傷感，因為白玲（章子怡飾）被拒絕後，

在這裏哭着抽了一根煙，一根把所有倔強都抽走的

煙；在這裏，連那個遊走歡場的周慕雲也是孤獨和空

虛的，他寂寞地沉思那些被擱起來的記憶，那一刻他

也不再瀟灑，不再眉語目笑，只能想像「如果 」的結

果是怎樣。是因為天台的高，還是王家衛愛的孤獨，

令站在那裏的人總感到涼意，最後天台沒有人了，只

剩下那個寫着「Hotel」的招牌。

天台對於電影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它為香港導演帶來很

多靈感，使其成為具有特別意義的地方，以不同的面

貌出現在香港電影中，但這個電影場景慢慢有了局限，

我們已經不會再看到像《旺角卡門》（1988）烏蠅（張學

友飾）幫手下阿西（黃斌飾）在天台擺酒的場面了。

在王家衛的天台上看人

葉偉平

17

疊，和眼前混亂不堪的城市景觀緊緊呼應；但站在天

台邊緣，阿瑩找到正視這種命運互相糾纏的勇氣，她

對着眼前的大廈大聲地喊對白，那些戲劇的對白也漸

漸成了阿瑩內心真正的吶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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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秒與二十年

Sakura

天台在《心動 》（1999）裏只出現過兩次。

第一次是電影的中點，第59分鐘，浩君和小柔分手，

一個人去了日本。他在天台上彈吉他，對着天空拿起

相機，自言自語地跟鴿子說話。一組加起來35 秒長

的鏡頭，宣告故事的第一個階段—少年時代，經

已結束。

再看到天台，已經是電影的末尾，1 小時49 分鐘，

成年的小柔在飛機上打開浩君送的盒子，裏面滿滿的

照片，全是天空。閃回第59分鐘出現過的那個鏡頭，

浩君躺在天台上，拿起相機，拍下這一刻天空的樣

子。長度2 秒鐘的呼應，一頭一尾，像個括弧，圈

起兩個人的二十年。

115 分鐘的電影，天台一共出現了37 秒，只是幾個

碎鏡頭，甚至不能算一場完整的戲，但卻是故事裏最

重要的存在。它是一個流放之地，沉默的少年背負

破滅的愛情和理想遠走他鄉，這裏是他的避難所。孤

島一般的天台把他與現實周遭隔離，為心靈闢出一塊

不被打擾的綠洲。在這裏，只剩下他跟天空的聯繫，

跟過去的聯繫，說到底，也就是跟小柔的聯繫。這

是一個抽離的環境，一個孤獨的真空，沒有明顯的

地域標誌，位於空間（香港 ）之外，時間（少年 ）之

外，卻因此永恆。在漫長的時光中，天台成為隱形

的存在。雖然可見的敘事裏，它只出現過一次，但

如果我們自行填補故事的留白，會知道二十年來浩君

曾經在這裏終日遊蕩，無數次仰望天空，拍下光影和

雲朵的變換。在這段綿延數年的愛情裏，天台意味着

思念，意味着濃縮的時間，意味着熱烈的無處安放的

情感找到了一個實體的寄託。短短的37 秒，卻可以

讓我們看到一個男人的二十年。

這也是故事的巧妙之處。一個看似抒情的浪漫化天

台，原來承擔着畫龍點睛的敘事功能。完成這個「欺

騙 」的方法是視聽語言：第一次出現天台，浩君只是

拿起相機，一個不明所以的動作，埋下曖昧的伏筆。

在第二次的閃回裏，我們才聽到「咔嚓 」的快門聲，

他駐守天台的原因終於明確—原來如此。天台作為

愛情片中的常見符號，難得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扮

演一把開啟時光之門的鑰匙，令全片的情感在最後得

到昇華。

這是個香港電影裏少有的很不「香港 」的天台，不背

負地緣特色或者社會意義，不知在哪個地方，也可以

在任何地方。它只是個天台而已，最單純，也最原

始。就像小柔和浩君萌芽自少年時代，卻牽絆一生的

感情：它用最簡短的出場，卻貢獻了香港電影中一個

讓人難以忘懷的場景：

「這就是我想你的日子，把它全送給你。」

19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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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天台的主場，於我從來都是唐樓，千禧後去

到《無間道 》（ 2002）的商廈、《狂舞派 》（ 2013）的

工廈，我總要提醒自己，一旦我們不再拍，不能拍，

或不再有機會拍唐樓天台的話，我這個香港電影議題

就要關檔案了。天台原原本本就是香港發跡過程人文

地理的獨特發展和見證：或高或低的景觀，或中或西

的心理空間。乘涼之地，波希米亞精神在那裏注腳，

緩衝、消磨、抽煙時刻，心思飛上天，或身體跳下邊。

我察覺我已經將唐樓天台看成香港電影某一個生命脈

輪。

我常常問人最喜歡的港產片天台是甚麼，今次由張知

行、Sakura、葉偉平去回應，其實倒是心理遊戲，讓

我偷偷去窺證，讓他們靜靜自我檢察。然而我卻從來

不肯掛一漏萬圓滿自我分析並提供答案，惟有自恃是

宿主，由我去問，自己不需要答。在電影裏宿主很

多時都是反派，受挑戰的一個，躲在城中高科技大樓

坐以待斃，落地玻璃走不出去，就算到了天台登上直

升機也最終被擊落，為了迴避這個宿命，我需要早找

退路，往上找罷，於是就出現這個自我提問：唐樓天

台前身是甚麼？其實它有沒有前身？

這提問或許牴觸根源性，當代香港電影是城市人身

份，我是否要刻意出走，找一個非城市化，鄉鎮環

境成長的香港人特有的景觀？恐怕隨時落空而回。相

對於戰後唐樓，戰前我們究竟有沒有一個值得重拾的

集體景觀，那倒會是唐樓天台的失憶「影子 」，認同

感還未形成。於此，我隱約走到劉家良的《少林搭棚

大師 》（1980），一個願景在推敲浮現着。

這部功夫片說曾經冒認少林和尚的周仁傑（劉家輝

飾 ）由冒到慕，欲混入俗家弟子行列求一招半式，潛

入南少林三十六房，被三德和尚驅逐。他勝在臉皮

厚，三德要他先搭棚作寺舍修繕工程；不被收留，也

沒被趕走，卻獲得一個人的翻牆好風景。周仁傑在他

竹搭的走道上，向牆内偷師；沒有實質設備，遂以竹

篾代替繩圈，長竹假借為木椿。曾經夜靜無人欲偷偷

走下，始終被和尚發現不讓他下地，令他完全以竹棚

上的觀景鍛鍊。或許這個高一點的角度以南方獨特的

建築手藝，對話中國庭院民俗畫美學，卻不是文人風

雅瀏覽而是一介武夫的苦樂俯瞰，是劉家良身處七十

年代香港精神的對印。那時手錶業、紡織業等等勤力

地接訂單，邊做邊抄邊學；上集三德和尚是入室弟子

花了五年多時間練完三十五房，這個「不學無術 」則

以一年多時間偷師三十六房，香港人就像周仁傑被拒

於正統外，竟不自知憑着蠻勁，無師自通學得好身

手，好一個前唐樓天台的眼界，香港的眼界。

上天台也好，上竹棚也好（下一步應是研究電影中兒

童遊樂場的攀爬架了 ），目光要迴環展望，心頭在低

空飄盪：我們從來都是這樣爭取機會，在暫借的地方

和時光，找風景安放心情投寄志向。

竹棚好風景                          

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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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剛健年輕時鍾愛舞台藝術 ，在台灣曾
辦過一時絕唱的《 劇場 》雜誌 ，與香港

《 中國學生周報 》仝人書信稿件來往熟絡
後 ，機緣巧合來到香港進入邵氏當編劇 ，

《 愛奴 》（ 1972）令他聲名鵲起 ，描寫
女性情慾自此被視為他的特色 ，八十年
代是他重要創作期 ，與香港新浪潮導演
合作 ，許鞍華 、譚家明 、唐基明後 ，是
方令正 、關錦鵬 、區丁平等 ，代表作一
部接一部 ，他最後一部「 香港作品 」為
1992 年的《 阮玲玉 》。回台執導《 阿嬰 》

（ 1993）後進入半退休狀態 ，千禧後移
居北京 ，近年再提筆創作劇本 。2013 年
11 月 27 日心臟病發卒於北京 ，享年 74
歲 。

邱剛健跟香港編劇界並不太熟 ，但他的
編 劇 作 品 及 特 色 ，卻 一 直 被 晚 輩 所 珍
重；他的離開 ，對本地電影創作人及評
論 — 認識他及不認識他的 ，帶來一陣
思憶神傷 。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在 2013 年 12 月 13
日假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了邱剛健的追
思紀念會 ，關錦鵬說香港紀念會比起北
京辦的更充滿着電影同業的關切和致意 。

這裏就收集一些後輩簡短抒發 ，對邱氏
作品由衷的最後致意 。

《 無間道 》

《 無間道 III 終極無間 》

《 神鎗手 》

《 暗戰 》

《 食神 》 《 寒戰 》

《 英雄本色》

《 暗戰 2 》

《 新警察故事 》

《 大追捕 》

《 阿嬰 》（1993）拍攝現場 ，邱剛健在指導黃耀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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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媛

邱剛健一直被譽為擅長女性題材 ，但他對「 漂泊 」
的着墨也令人印象深刻 。小人物在時代的海洋裏沉
浮 ，尋找自己的身份 ，這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大概跟
邱剛健自身的經歷有關 。大陸出身 ，九歲去台灣 ，
成年後來香港發展 ，兩岸三地都在身上刻下印記 ，
對漂泊才有這樣切膚的感受 。最喜歡的一幕是《 人
在紐約 》（1990）裏三個女人在紐約街頭酒後放歌 ，
台灣的張艾嘉唱〈 綠島小夜曲 〉，香港的張曼玉唱

〈 祝福 〉，大陸的斯琴高娃唱〈 踏浪 〉，不同的語言
荒腔走板 ，歌唱得也亂七八糟 ，卻在寒冬的異國深
夜 ，匯聚成一首關於鄉愁最美的詩 。

喬奕思

略談邱剛健劇本的起筆 。《 奪魂鈴 》（ 1968）寫馬
賊兇殘 ，見一女子殺之 ，見五六歲男童 ，一箭穿顱 ，
也殺了 。《 愛奴 》（ 1972）開場是大雪碎碎揚揚 ，
落在一妓女的屍體上 。《 女人心 》（ 1985）寫繆騫
人與周潤發因瑣碎小事要離婚 ，居然說離就離 ，不
過一個轉場 。邱剛健的劇本震攝人之處 ，是他的創
作視野 。別人會用作高潮的戲 ，他用作開始 。以此
為起點的創作膽識 ，無所阻擋 。同性 、人鬼 、婚外
情 ，百無禁忌 。社會現象在他筆下 ，與人的複雜心
理互為因果 ， 可堪玩味 ，亦更可理解 ，哪裏會停留
在是非黑白的道德規尺上 ？《 說謊的女人 》（1989）

開頭讓飾演情婦的劉嘉玲對着電話自言自語 ，傾訴
苦等男人造訪閨中的煩悶 。《 地下情 》（ 1986）從
酒廊裏三個女人的對話起 ，說她們想成名 ，也很寂
寞 。邱剛健創作的故事 ，取下道德的樹葉 ，一開始
總會叫人緊張譁然 ，一如《 阿嬰 》（1993）之駭俗 ，
接踵而至的 ，是更多「 人啊人 ！」的複雜 。電影在
他手中 ，更接近戲劇的凝練與銳利 ，問道於人性 。

蒲鋒

《 大決鬥 》（ 1971）是鉤沉之作 。《 殺絕 》（ 1978）

說的是天下第一的主題 。做了第一 ，就要不斷被
人挑戰 。這個主題雖然是五十年代西部片就已經
有的 ，但《 殺絕 》勝在意象特別 。《 說謊的女人 》

（1989）劇本很厲害 ，講了物質主義和很複雜的愛
情看法 。開頭劉嘉玲自言自語講電話那場戲就已經
很了不起了 。

關錦鵬

他那時是用原稿紙寫劇本的 ，不是用有格子的那邊 ，
而是反轉來寫 。如果是手稿交給你的話 ，他的字跡永
遠是透印過到第二頁 ，第二頁就會印到第三頁 ，如此
類推 。這只能在他的手稿中看到 ，複印就看不到 。他
常常說自己是用命來寫劇本 ，單看字跡似乎就已經是
這樣了 。他當時住太子園藝街 ，太太煮得一手好菜 ，
將他照顧得好好 ，讓他可以心無旁騖地寫劇本 。當他
最激烈地寫時 ，我看到不大的房子裏有一團團的稿紙
扔在地上 ，也不准太太去撿 。他看太多電影 ，太多書
了 ，只要覺得哪一場戲是有出處 、來自某場電影的 ，
他就將那張紙搓成一團扔掉 。他在警惕 、提醒自己 。
我們全都不敢幫他撿 。

秦天南說 ，邱剛健的劇本成就了許多導演 ，我是很同
意的 。我舉個例子 ，《 胭脂扣 》（ 1988）開場如花與
十二少那麼貼面的鏡頭 ，是邱剛健寫給我 ，我去執行 。
邱剛健跟我說 ，為甚麼連鏡頭都寫 ，因為他覺得寫完
劇本 ，自己就拍了這部戲了 。至於導演用不用他的提
示去執行 ，或者有另外一些調度 ，都由導演自己決定 。

《 地下情 》（1986）的創作緣起是 ，有一段時間我住在
朋友家 ，他家隔壁發生了打劫殺人事件 。朋友就說：

「 阿關你陪我住兩個禮拜 。」那幾個禮拜我們好朋友的
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 ，如果不緊密住在一起 ，是不會
有那種 tension 發生的 。我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邱剛
健 ，整部電影的結構 ，周潤發角色的加入 ，這些是邱
剛健拿了我的想法之後 ，我們一起討論決定的 。在創
作上他很重視分場 。在分場階段 ，他就已經將主對白
寫出來 。

林超榮�

我印象最深的 ，第一部戲是《 愛奴 》（ 1972），有女
同性戀 ，又殺到血流披面 ，又玩 SM，要知道這是古
代背景的故事 ，而且是查案 ，就當時而言 ，怎麼不是
橫空出世 ？第二部是《 投奔怒海 》（ 1982）。當時我
剛剛入行 ，第一個教訓就是不要接觸政治 。政治電影
在臺灣是上不了畫的 ，可是邱剛健的劇本不但寫了政
治 ，寫了越南 ，還寫得很有意境 。第三部就是《 唐朝
豪放女 》（1984），將唐風寫得非常考究 ，細節到位 。
加上《 唐朝綺麗男 》（1985），編劇是整部戲的靈魂 。

《 人在紐約 》

《 說謊的女人 》

《 唐朝豪放女 》

《 投奔怒海 》

「看，是用單車鏈打成這樣，很多女人喜歡撫摸我這身上的傷痕。」
「可不可以讓我拍個照？」
「現在不行，讓我臨死時，給你拍一張。」       

《投奔怒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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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陶

邱剛健的時代地位是很獨特的 ，台灣人認為他是香
港的 ，香港人一直記住他來自台灣 ，而在他邵氏之
後的劇本就很清楚看到他漂流性的目光 ，《 胡越的
故事 》（1981）和《 投奔怒海 》（1982）都是能夠以
非香港角度切入 ，《 地下情 》（ 1986）也是慢慢發
展變成雙城故事 ，他其實在幫助我們新浪潮導演拓
展地域視野 。若果深入去給邱剛健找個根源性 ，我
會說是「 中日偏日 」，他來自前衛劇場界 ，理應有
歐洲影響 ，然而邵氏的新派武俠片不會否認日本武
士片的影響 ，由那時開始 ，他便開始「 日本味 」，
由《 愛奴 》（1972）到《 殺出西營盤 》（1982）、《 烈
火青春 》（ 1982），就是從日本文化找上去 ，然後
他走到唐朝 。《 唐朝豪放女 》（ 1984）固然是他作
為編劇的重要代表作 ，但我覺得他執導《 唐朝綺麗
男 》（1985）的目的 ，就是將《 唐朝豪放女 》假手
於人未夠發揮的東西隨自己心意做好過來 ，回到台
灣取景不一定是成本所限 ，就以置景去看《 唐朝綺
麗男 》的藝術感強很多 ，令《 唐朝豪放女 》只像是
紙版華麗美術 。《 唐朝綺麗男 》有一幕的設計非常
震撼 ，夏文汐以紅唇含着利劍 ，然後十分精準地讓
劍拉過 ，看得人又驚艷又驚險 ，邱剛健對性的尖銳
想像 ，這段戲非常超然反映出來 。

張堅庭

寫完《 胡越的故事 》（1981）劇本之後我去了美國 ，
許鞍華於是找了邱剛健改劇本 。一開始看我覺得他
改得不是很多 ，後來再看 ，才發現他的細節真是很
細緻很細緻的 。他在你的那場戲中加了幾個字 、幾
個場景 ，加了幾個畫面 ，其實是豐富了你的畫面 ，
但是你又不是一下子能看出來 ，這才叫厲害 。他看
起來對老闆非常狂傲 ，但對年輕人的鼓勵非常多 ，
總是希望後輩多嘗試一點 。對老闆剛硬 ，對人卻寬
厚 ，都是優點來的 。他衝擊了我們很多想法 ，滋潤
了很多香港的編劇 。這一兩年 ，我再寫劇本 。年紀
大了點 ，沒那麼商業了 ，但當想寫一寫自己的作品
時 ，我都會掛念起邱剛健 。

鍾繼昌

在我的記憶中 ，邱戴安平的劇本在當時的「 高度 」是
別人難以企及的 。那個時代的空氣養分很不同 ，才有
了《 胡越的故事 》（ 1981）這樣的劇本 。我常常想 ，
導演如果沒有他的劇本會怎麼樣 ？記憶中在邱剛健的
劇本裏 ，邵音音 、陳萍等人除衫與現在不同 ，劇本的
意念不同 ，時代的高度也不同 。

陳果

我第一次寫劇本是區丁平叫的 ，他的《 何日君再來 》
（1991）原本找了鍾阿城寫 ，六四事件後氣氛敏感找
不到他 ，區丁平於是找人接手 ，我寫的應該是第三稿 。
他知道我從未寫過劇本 ，便找來邱剛健新浪潮時期的
劇本給我看 ，可以說我是從文字閱讀學邱剛健去寫劇
本的 。他的特色是超級細緻 ，寫女主角憤怒 ，不是一
個詞去形容 ，而是很着重環境細節去寫她怎樣憤怒 ，
我現在寫劇本寫得很慢 ，就是學了他一定要寫出整場
戲人物的對白 、情緒 、表情 、心思才寫下一場 。這像
是形式上的影響 ，實際是創作態度上的 。另外在取材
上的影響 ，則是在性方面的探索 。

張偉雄

邱剛健處理一場戲的思考方向很細密 ，很值得我們去
學習 。於一般類型片 ，對話常常就是表達的目的 ，他
從來不直線去表達故事 ，給我介紹加進更多可能性的
敘事學問；我覺得他在對白設計上追求個性互動 、在
場感 ，和一種隨意性的說話意態 。我最喜歡邱剛健的
作品無容置疑是《 地下情 》（1986），那裏幾乎每一場
的對白都有以迴盪的思考方式去建立 ，例如溫碧霞約
梁朝偉去看樓 ，待仲介阿姐離開 ，溫說 ，我第一次約
你 ，就問你借錢 ，你怕不怕 ？梁答 ，怕甚麼 ？我就
是喜歡妳坦白 ，現在很少人這麼坦白 。然後溫說 ，你
閉上眼 。梁說 ，幹甚麼 ？溫續說 ，閉上眼 ，張開口 ，
把舌頭伸出來 。寥寥幾句 ，女的主動 、隨意 、靈感都
展現出來 ，男的則在不知所措中逞強 。不由你不信 ，
這齣電影是香港編劇其中一部深愛着的「 地下片 」，
有次跟莊文強提起這部片我們立刻懷舊唸對白：「 我
今年二十五歲 ，不要問我跟過幾多個鬼妹上過床 ，因
為一個都沒有 ……」；我們眉飛色舞地玩着 。可以說邱
剛健給我看到一個現代主義的劇本空間 ，我們的電影
太快過渡往後現代了 ，邱剛健要我們留一留步 。

《 殺出西營盤 》

《 地下情 》

《 唐朝綺麗男 》

《 愛奴 》

（高強行要女子跟他做愛後，二人躺在床上 ）「你沒有跟我說過話，你跟我說句話吧。」「妳叫做唐可兒，我現在才記得，妳叫做唐可兒。」 

�《殺出西營盤 》

「我不怕我的驗孕報告出來說有，因為我絕對不會

有，我懂得保護自己，如果我有BB，我一定是跟

我最愛的人，我一定會生下來。在米舖那一晚，

我覺得我真的愛上你，因為我突然之間很想跟你生

個BB，但是後來我再想，其實我那時候只不過是

怕死，怕被米壓死。」      

�《地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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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先認識吳昊的文章 ，才認識
他真人的 。認識他的文章源於香
港國際電影節的《 香港武俠電影
研究 》和《 香港功夫電影研究 》
兩本專題書中 ，他寫的〈 重入
江湖 —武俠片的初步探討 〉、

〈 功夫喜劇：傳統 、結構 、人物 〉
及〈 當傳說死亡的時候 —重提

嶺南少林舊事 〉三篇文章 。那是
我看影評不看電影的年代 ，我那
時對武俠小說頗為熱愛 ，連一點
不好看的我是山人粵派武俠小說
都追看過一些 。吳昊的幾篇文章
資料既豐富 ，帶社會學的分析尤
其教人意想不到 ，例如他談江湖
是一個抽象世界 ，與具象世界相

對 ，便 很 富 啟 發 性 ，我 後 來 寫
《 電光影裡斬春風 》時談江湖和
武林的分別及其敘事作用 ，實際
是受到他的影響的 。

能見到吳昊比讀到他的文章更愉
快 ，因為我見到他之後便有工作
做了 。我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

憶吳昊（1949�-�2013）       蒲鋒

作 ，直 到 林 超 榮 推 薦 我 入 TVB
工作 ，見工時便是由吳昊面試 。
所謂面試 ，只是簡單地和我談了
一會 ，我講了自己對文藝的興
趣 ，和對西方流行小說成功源於
資料搜集的看法 ，他便決定請
我 。我 從 此 入 了 TVB 戲 劇 組 當
資料搜集 。我當時毫無工作經
驗 ，只會讀書看書 ，完全書生型
的人 ，我想他大概喜歡我有點文
化興趣 。在他過身消息傳出 ，首
先是黎文卓在編劇會的群組中說
當年他在 TVB 見工是見吳昊的 。
我也跟着回應我也是 。然後 ，陳
慶嘉也告訴我 ，他也是吳昊請
的 ，而且過程都很簡單 ，講幾句
便叫我們第二天上班了 。阿黎阿
嘉都是電影電視界的一流人才 ，
吳昊請他們是他的眼光 ，但我其
實很長時間 ，都不是一個稱職的
資料搜集 ，他肯請我 ，卻只能說
他真的是很喜歡給年輕人機會 。

我和吳昊的一些交往經歷 ，曾記
在《 我和電影的二三事 》一書 。
他好像也頗喜歡我 ，通常他和太
太「 維記 」一起吃午飯 ，總會找
些人陪 ，無論找維記的兒童組同
事 ，或是行政組的女文員秘書 ，
不時都找我陪同 ，當然很多時是
我厚顏地說想和他一起吃午飯 。
他喜歡自備茶葉 ，吃飯時常常講
些電視和文化界的逸聞趣事 。是
他告訴我當年無線有位高層 ，怎
樣因影帶缺乏 ，用舊節目帶來翻
錄 ，因而令到無線最早期一批戲
劇節目從此消失於世的 。他那時
已經在寫吃的文化史 ，告訴過我
大馬站煲的來源 。我對吃一向不
講究 ，但很記得他和我都愛吃芋
頭扣肉煲 ，那是冬天必吃的菜 ，
茘頭與扣肉一乾一油 ，放在一起
簡直絕配 。

吳昊和氣沒架子 ，是人人稱道
的 。以我一個小職員 ，便常自出
入他的辦公室 ，不用批准便借他
的書看 ，他一點不介意 。那時負

責行政的主任 Rosanna 做事緊張
認真 ，總是不時很緊張地到處叫
着「 阿昊 、阿昊 」找他 。有位編
劇 Apple 便笑說：「 旁人不知阿昊
是誰 ，聽着她這樣叫還以為她是
在叫自己的寵物狗 」。正因為吳
昊本人毫無架子 ，所以當他的稱
呼由阿昊慢慢轉為昊 Sir 時 ，我
卻一直沒有隨大圍改口 ，見面依
然叫他阿昊 ，不是不尊重他 ，而
是覺得他的平易近人 ，好像叫阿
昊比叫昊 Sir 更適合 。

阿 昊 以 編 劇 創 作 為 主 ，但 他
曾 監 製 過 電 視 劇《 儂 本 多 情 》

（ 1984），這個劇集是仿張愛玲
小說風格的懷舊戲 ，張國榮和商
天娥主演 ，據說阿昊由於拍了該
劇而引發他對舊物的興趣 。我大
概在 1983 年開始完全放棄追看
香港的電視劇 ，那一年劉德華主
演的《 神鵰俠侶 》瘋魔香港 ，收
視破紀錄 ，我說不看就不看 。而
我最後一部覺得有趣 ，追看完整
部電視劇的 ，是一部鮮為人知的
劇集《 北斗雙雄 》（ 1983）。那
部劇集的演員 ，放在今天可說是
金鑽陣容 ，因為有周潤發 、梁朝
偉任主角之外 ，更有周星馳 、歐
陽耀泉（即歐陽震華）和任達華 。
周星馳初出道 ，但已顯現出特別
的演出風格 。周潤發演來揮灑自
如 ，更大有後來票房靈丹「 神仙
發 」時期的喜劇風采 。我告訴阿
昊我對此劇的喜愛 ，他告訴我他
是劇集的編審 。我才知道他編寫
喜劇和笑話真的有一套 。像開場
以俞明任黑幫大佬 ，便是我看過
俞明在電視劇中較精采的一次演
出 。另外一段 ，周星馳在屋宇街
角像個色魔出沒 ，原來是周潤發
介紹他演廣告 ，我當年便笑到停
不了 ，深覺周星馳的喜劇潛質 。
但吳昊的編劇絕對是劇集好看的
一大因素 。

兩年前 ，我為香港電影資料館開
展黃飛鴻電影的研究工作 ，找來

十三集電視劇《 黃飛鴻》（1976）

整套翻看 。阿昊有份寫劇本這個
我倒是一早知道的 。但意外地卻
發現他也在其中一集〈 蝶戀花 〉
中有出鏡 。那一集講黃柏鳴（即
黃百鳴 ）與黃杏秀談戀愛 ，阿昊
飾演青年學生 ，對時局大表不
滿 。阿昊大概很少出鏡也不是是
玩 話 劇 出 身 ，所 以 很 緊 張 ，對
白也唸得不好 。但看着他在劇
集中出現對我仍是蠻有趣的一件
事 。從劇本角度 ，阿昊為影片帶
來了豐富的時代感 ，可說下開徐
克《 黃飛鴻 》（ 1991）的先聲 。
另一項重要的 ，是阿昊對當時廣
州的情況做了頗多資料搜集 ，在
劇集中呈現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廣
州掌故 。例如劇集中提到有個橫
行廣州的幫派「 百二友 」，便為
寫實 ，應是出自朱愚齋《 嶺南奇
俠傳 》的描述 。我對黃飛鴻的研
究實際是得力於阿昊的 ，雖然他
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研究黃飛鴻
的一份重要文獻是朱愚齋的《 黃
飛鴻別傳 》，今天一般人要找這
本書十分困難 ，但我卻是唾手可
得 。因為那是阿昊和太太維記寫
劇集參考用完後 ，送了給 TVB 的
圖書館 ，我在 TVB 工作時得了一
個影印本 ，因而有緣得窺全書 ，
成為我了解黃飛鴻神話的認識基
礎 。

其實對於阿昊的記憶沒有甚麼強
烈的 ，因為和他相處 ，一直是如
沐春風 。而原來人是很怪的 ，悲
慘憤怒傷心的事刻骨銘心 ，快樂
的事過後倒是易於忘記 。和阿昊
的相處 ，好像沒有甚麼好記的 ，
因為都是一些生活點滴 ，卻都是
一些愉快的感受 ，竟是因其愉
快 ，好像很普通沒有甚麼值得一
記 ，阿昊的著作等身 ，他的幾本
電影書我是一讀再讀 ，但是根據
我的個人經歷 ，他比他寫的書還
要有趣和讓人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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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alker and Douglas Pye

Charles Barr

Movie，值得再認識的一個專有名詞

安娜

行

蹤

二零一三年秋 ，我與友人陳力行 、
羅凱崙先後在倫敦 、諾域治與牛津
訪問了四位英國電影雜誌 Movie 的
影評人 。Movie 是一本六十至九十
年代在英國印行的電影雜誌 ，出版
過的期數不多 ，但在 Movie 撰文的
作者都是非常優秀的影評人 ，他們
後來的文章結集或專著都有深遠影
響 。

來自牛津的金馬倫（ Ian Cameron）、 
柏堅斯（V.F. Perkins）和 Mark Shivas

大學時期已經開始撰寫文章及舉辦
放映 ，推介他們大為推崇的荷里活
導演 ，其時牛津校報 Oxford Opinion
的電影版已儼如 Movie 的試刊號 。

「 牛津三人組 」離校之後 ，先後結
識了同道中人如羅賓伍德（ Robin 
Wood）、白查利（ Charles Barr）、
Paul Mayersberg、Lawrence Alloway，
後來這些人都成了 Movie 初期的作
者（ 羅賓伍德與白查利更是 Movie
往後不可或缺的一員 ）。一九六二
年六月 ，主要在金馬倫多方奔走與
推動之下，第一期 Movie 正式誕生。

Movie 與英國主流影評除了在口味
與評價標準有差異之外 ，另一個
重要分野就是在評論的方法上（這
也是 Movie 最突出的貢獻之一 ）。
當時英國主流的影評人多只就電影
的內容來評斷 ，或籠統地用社會
實況去解讀電影及衡量電影的重要
性 ，鮮有細探電影結構 、拍攝手
法與主題內容之間複雜有機的關
係 。Movie 第二期刊出了金馬倫一
篇重要的文章〈 電影 、導演與影評
人 〉（ "Films, Directors and Critics"），
文章開首他即解釋了為甚麼一個看
似純為劇情服務的上升鏡頭也可以
有複雜含意 。他以雲遜明里尼的

《 四 大 魔 王 》（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1962）為 例 ，指 出
片中一個隨主角視線仰望而上移的
鏡頭運動 ，本身已在情感 、象徵 、
節奏上具有意義 。金馬倫這種關注
到電影各個細節同時又沒有忘記整
體脈絡與結構的精細評論 ，在當時
英美評論圈中非常罕有 。這種深入
細緻的寫法 ，可說是 Movie 影評的
一大卓著特色 。

我 、陳力行與羅凱崙數年前從不
同渠道接觸到 Movie 作者的文章 ，
不時都為他們尖銳深刻的洞察與
情理兼備的筆力而讚歎 。兩年前
我 們 開 始 陸 續 搜 羅 Movie 與 Movie
作者其他流傳不廣的文章 ，由於
Movie 印 數 少 ，亦 沒 有 再 版 ，要
追尋它們的蹤跡實不容易 。當讀
到 了 更 多 Movie 的 文 章 之 後 ，我
們對幾位 Movie 作者 、他們的那個
年代 ，與及他們的影評作品倍添
敬仰與好奇 。零八 、零九 、一零
年 ，三位重要的 Movie 影評人 Mark 
Shivas、羅賓伍德 、金馬倫逐年逝
世 。我們很希望能把握時間跟仍
然在世的 Movie 影評人詳細了解更
多有關 Movie 的來龍去脈 ，與及向
他們請教有關電影與評論的種種問
題 ，於是我們就計劃訪問幾位身
在英國的 Movie 作者 ，包括米高獲
加（Michael Walker）、道格拉斯派

（ Douglas Pye）、白查利與占希利
雅（ Jim Hillier）。

我 們 除 了 問 及 幾 位 作 者 如 何 與
Movie 結緣 ，與及他們參與 Movie 編
撰的過程外 ，我們也花了不少時
間討論各自的評論作品 。Movie 作
者其中一個出眾的地方是 ，他們
從來都不是一個口徑一致的集體 ，
他們各有稟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專攻與風格 。米高獲加在七十年代
末開始對通俗劇感興趣 ，他後來
比較重要與突出的文章都是談通俗
劇 ，而他又特別喜歡抽取電影裏大
大小小的母題來討論比對（獲加說
這跟他的物理學出身不無關係 ）；

道格拉斯派長久以來對西部片都有
濃厚興趣 ，他近年每每嘗試將文
學批評的概念應用在電影評論上 ，
以「 視 角 」（ point of view）、「 調
子 」（ tone）等概念拓展更多討論
空間；白查利是名副其實的「 本土
派 」，他大部份作品都是討論英國
電影（當中最重要的是 Ealing Studios
與 English Hitchcock 兩部著作； 訪問
中問他為甚麼只談英國時期的希治
閣 ，白查利答當中不無要從側重
美國時期 ／美國論者主導的希治

閣論述中「 重奪 」希治閣的想法），
他好用圖表配合評論 ，其中數篇是
他頗為得意的作品；占希利雅著述
不多（他最為人熟悉的作品 ，是他
編輯的兩冊英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
代《 電影筆記 》文選 ） ，但興趣範
圍廣闊 ，由印度電影到實驗電影都
有所涉獵 。占希利雅自言自己比其
他 Movie 的同儕更能欣賞到不同種
類電影的長處 ，一些比較概念化
的問題仍會使他感興趣 ，例如電
影的本質 、時間在電影裏的呈現 、
電影在形式上的可能性等 。

現在重看 Movie 的文章 ，其中一個
最叫人訝異的地方是他們析述詳
盡之餘又十分準確 ，文中引述的
內容或技法基本上絕少錯漏 。我
們問他們是如何辦到 ，米高獲加
很直截了當地說沒有秘密 ，只是
在黑暗中勤抄筆記；占希利雅談到
他在 Movie 第十八期寫的《 我在慕
德家的一夜 》（My Nights at Maud’s，
1969）的評論 ，為了那篇三版的
稿 ，占希利雅到戲院把電影看了六

遍 。前人在文字背後默默付出的時
間與工夫 ，實在叫人汗顏 ，我們
最能夠做的還是追隨他們的步伐謙
遜地學習吧 。

我們的訪問計劃尚未完成 ，下一步
希望能訪問到大病初癒的柏堅斯 。
待得訪問完成之後 ，我們希望能
找到適當的空間將幾位影評人的訪
問刊出 ，向華語讀者進一步介紹
Movie 與 Movie 的影評人 。

（由於 Movie 的文章一般難以尋獲 ，
我們得幾位 Movie 影評人准許 ，可
以在香港給有興趣的讀者私下傳閱
Movie 裏的文章 。大家可以發電郵
至 movie_hk@yahoo.com.hk，註明索
取 Movie 文章 ，我們將會傳上數份
Movie 影評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