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  第二十六號 2014 年5 月

主辦 Presented by 統籌 Organised by

電影節目辦事處

FILM PROGRAMMES OFFICE

主
題

插
畫

 K
ey

 A
rt 

Illu
st

ra
tio

n:
 利

志
達

 L
i C

hi
-ta

k

畫風 Painting Style
河流 The River (1951)
諾言 Ordet (1955)

繪電影Film Painting
情慾色香味 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 (1989) 
擦紙膠頭 Eraserhead (1977)

畫家與創作Painter and Creation 
光之夢 The Quince Tree Sun (1992)
愛德華蒙克 Edvard Munch (1976)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Cinema, Hong Kong Film Archive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Lecture Hall,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票價 Tickets : $55

信用卡電話購票 Telephone Credit Card Booking: 2111 5999
網上購票 Internet Booking: www.urbtix.hk
票務查詢 Ticketing Enquiries: 3761 6661
節目查詢 Programme Enquiries: 2734 2900 / www.lcsd.gov.hk/fp 



朗：千禧之後，香港電影產量轉少，影業青黃不接，「香

港電影已死」的講法很普遍。然而，如果我們不用

票房、產量、「生產總值」這些角度看，轉而集中

從內容、文本去分析、考量，就發覺自2009、10
年開始，香港電影有了決定性的變化，有點特別的

「東西」出來了，又或者說，回來了。對於這個「東

西」，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法，有的說是曇花一現

的虛火，有的說是「一陣味道」、港味，有的直許

為香港特色、香港精神。

我們嘗試解釋這不是虛火，並嘗試用主體理論，或

者主體性理論去理解。⋯⋯作為開場白，容我借

用一個近年漸趨流行的理論：法國哲學家巴迪歐

（Alain Badiou）的說法，正面去建立主體理論。關
於主體，較傳統的講法是以之為一個知性主體或理

性主體，能夠有一個知性操作，可以自己運行，那

是笛卡兒式的主體，我思故我在。那很容易理解，

思考的時候需要主體，只要你一思考，一懷疑，便

可以發現到了。這是最基本的知性主體或理性主

體，任何人都可有這個主體。香港電影有沒有？

不知道，可能以前有，但一段時間後沒了。近年，

借用巴迪歐的說法，我們會不會可以通過參與、回

應呼喚去建立和確認一個主體，並以這個參與和回

應的過程理解香港電影近年的現象？這個說法便

是：任何人存在都不一定是主體，那甚麼情況下才

是主體？一定要有「事件」（Event）發生。事件發
生之後，參與事件的人們，在過程中尋找意義，提

出和建構真理，產生觀念，讓自己成為主體。簡單

來說，即必須有事件、參與和生產真理程序的過程。

力度與不斷向前

放到香港的情況，香港近年整個社會的變化很大，

十年前的香港跟現在的很不同，尤其近五年，大

家有目共睹。不論單一或連串事件，慢慢也顯示

出，愈來愈多人覺得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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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崩壞了。因為鄰近地區的強力干預，或者香港

內部的腐朽⋯⋯這可否便是一個巴迪歐所謂的「事

件」？其中香港人有具體的參與過程，而且有尋找

有思考，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近年逐漸清

楚，就叫本土論述，並某程度構成了一個巴迪歐式

的「真理」。⋯⋯如果香港電影人在參與一個事件

中，建構了一些關於香港（電影）本土論述的真理，

那可能跟這主體有關。一方面建立主體，一方面講

關於主體的事情，變成一個有後設意義的東西。我

們就是在做這事情。主體性是甚麼？一路在建立主

體，一路在尋找。

至於內容上，我們很清楚看到2013年有兩個元素，
第一是力度，力度是構成主體很重要的理解，體

現力的集中，有力才有體。2013年很多電影強調
力度。力度怎樣表現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赤

裸、有的是耐力、有陰有陽。形形式式的力的展現，

通過生活展現、動作技擊的展現、電影畫面效果上

展現。究竟2013，甚至由2012至2014的香港電
影中，力是否構成主體性呢？這是第一個元素及由

之而起的問題。第二個元素，如果理解成一個形

式—像陳冠中所說，香港其實不停在變化，沒

有一個固定的性質；或者如林夕所說，香港的精神

特質就是沒有包袱，那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東西，

隨時可以丟棄，消失了也不要緊，它會不停發展。

這種沒有包袱本身是一個操作，你可以理解成反

智。近年一直在說，究竟香港電影有沒有這樣一個

操作的特徵，有沒有找到甚麼線索呢？我覺得是有

的，它不停在向前操作，無論怎樣也向前，不會停

下。我覺得前兩年的電影是有的，2014年就更明
確。這跟「力」也有關，因為是「力」在推動；一

個是形式的滾動，一個是力度的展示。這形式能否

構成主體性？這是第二個元素及由之而起的問題。

然後還有第三個問題，最基本的問題；一般來說主

體性都在處理個人的，那可不可套用在電影上？再

延伸至整個社會？社會可不可以講主體性？社會有

主體，這固然可以理解，一群人通過國家、政府、

人民構成一個共同體；但再進一步，社會裏的某部

門，如香港電影，可不可以也講主體呢？就算成為

主體，我們可不可以在文本中找到剛才所說的主體

性？有沒有足夠的支持呢？大家可以討論、質疑。

周：巴迪歐對主體的講法裏面，我理解力度是一個很重

要的元素，但關於沒有包袱這事情，我們是否可以

說，因為香港電影真的有這顯著的特徵，所以就可

以將這說成香港電影的主體性？真的可以說因為有

這東西，所以就符合或呼應巴迪歐意義的主體？抑

或這是另一種主體？我不知會是甚麼主體，但坦白

說，我覺得這不是巴迪歐意義的主體。第二，我覺

得巴迪歐的主體理論，重點不是尋找的過程，而是

保持着忠誠。有事件才有主體，主體是對事件忠誠

的人。換言之，是否成為主體，未必在乎身處尋找

的過程，而是個別的人及群體對於這件事如何自我

定位，是否可以一直堅持，而不是公路電影那種最

後自我發現的過程。從這意義看，我覺得香港電影

的場域中，那些堅持自己對香港電影的Fidelity，那
麼一批香港電影、電影人，便有機會成為巴迪歐意

義的主體。

電影令人成為主體

輝：我想到兩個層面。第一是電影跟主體的關係，到底

電影是否作為集體想像力，在補充一個正在浮現的

香港政治主體？雖然導演們永遠不會承認，但明顯

看到他們電影裏有一種對話，這些對話有時可以幫

助我們重新回看社會。在第一重的關係上，我在想

其實是先有關於現實政治世界出現的主體浮現或者

爭論，電影則作為一種介入，是在補充主體。第

二，巴迪歐說文化和藝術的真理事件中，舉了一

個例子：某個觀眾到了一個劇場，跟布萊希特相遇

後，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如果這個意義下，說

某部電影發動了一次真理事件，我覺得很有趣；但

沒有想過香港電影真的如此厲害，能產生另一種主

體。那是文化意義底下的主體，未必參與那個新浮

現的（政治）主體，作為一種補充的文化想像。我

比較從這兩方面去思考香港電影近年到底發揮一種

怎麼樣的介入。

黎：有個問題一直纏繞着我：當我們討論香港電影與主

體性，我們在討論甚麼？我覺得巴迪歐理論可以作

為一個引子，因為他有一些新的說法可以幫我們將

過去講不出的講出來。但任何一個理論在講之前，

應該要先規限它，而不是將它無限普泛化，變成甚

麼都能含蓋。當一個理論可以含蓋一切的時候，它

就變得很弱。主體性理論也一樣，若所有電影都彰

顯主體性，例如認為任何一部影片，只要是港片，

就一定有主體性，這樣的論述就很危險。我的思路

是，在建構理論之前先設立規限，確定從甚麼層面

講主體性。首先我們要問，近年一些用「本土」作

為市場營銷策略的電影可否放進香港電影主體性的

論述中去討論？我們怎樣確認我們沒有把這些電影

誤認為是彰顯香港電影主體性的代表作品。第二個

問題是，我們討論的是香港本身的主體性，抑或

香港電影的主體性，如果不分清楚就會引起邏輯混

亂。假設我們只看香港電影本身，無可否認2010
年起，香港電影的確開始轉變，有電影人意識到環

境的改變和規限並不是決定電影創作的根本因素。

雖然我們現在要面對很多問題，如合拍片問題，或

者資金問題，但這都不是決定一部電影是否好電影

的根本因素。相反，不是所有小製作、講本土的就

是好電影。而不可否認的是，2010年以來我們看
到有個趨勢，讓我們相信香港電影創作的確重新顯

現主體性，這是我們討論的一個切入點。

第二步，我們需要一套簡練而又能講清楚整件事情

的理論。首先要界定甚麼是主體。對此我們可以

參考巴迪歐。巴迪歐所說的主體不僅僅指一種能動

力，他所說的主體有特定的條件，即主體的誕生要

由例外的事件所引發。而用一個抽象的公式來講，

主體的誕生總是一種主觀性與客觀現狀的鬥爭。因

此主體總會彰顯一種力度，而這種力度一定是主

觀的，也即是不能被客觀現狀所承認，所以它一

定要跟客觀現狀進行鬥爭，從中才會體現主體的位

置，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主體化。如果把這一點講

清楚，這個主體就有了限制，而不是任何個體都是

主體。回到電影，大家或許會同意，電影一定是產

生主體的場域。我們為甚麼喜歡看電影，其實就是

在看一個主體生成的過程。因為這些主體生成的過

程，正正是我們現實生活中所缺失的。其實每部好

的故事電影都有主體，都會有某個角色在情節推演

到達某個位置時就成為主體，彰顯其主體性。我認

為這是普遍的，不是香港電影所獨有。如果電影總

會產生主體，問題就是為甚麼香港電影中於情節推

演到達某個位置時產生的主體就一定彰顯了香港的

主體性？這個問題是香港電影的主體論述需要解釋

清楚的。

先收窄後擴大

輝：我贊成要建構一個理想的集體主體，但我仍然想

問，到底主體是指甚麼。其實我不忠於巴迪歐，只

看過他寫的聖保羅論述。但看過他有限的書籍、短

篇、文集之後，也知道他分了四個領域：藝術、愛

情、政治、科學。就算電影真的是一個產生主體的

場域，那這個主體是指甚麼？近年我喜歡香港電影

可能是自己的投射，周思中說未必可以對應這麼大

的社會環境，但我常常將電影對應現在關於政治的

爭拗，或者以一種寬闊意義底下的政治想像去講。

香港電影真的在提供新的講法，或者主體生成的過

程，而我們通過這些影像，好像可以想像到另一個

自己，或者去豐富一個已經出現中的信念。我比較

傾向思考政治主體這個場域。

卓：你們這樣說，還是說服不到我，其實全年約五十

部電影中有多少部電影可以歸納到你們所說的主

體性呢？因為一直聽你們舉的例子都是《激戰》，

未聽到有其他的例子。現在好像自己先定了一個

model，然後硬將例子套進論述當中。

朗：去年其實有不少，像《衝鋒戰警》都是，不過拍得

不太好，大家不談。

卓：我認同周思中的講法，要先詮釋電影，然後才套用

定立好了的論述。

黎：我的理論策略是先收窄，到最後就會擴大。因為將

事情規限了，就會敢講一些普遍通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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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現在說的範圍是香港電影。一部電影，大家看完有

政治的覺醒，甚至得到感召，但那不一定是香港電

影。可能有人看完《讓子彈飛》（2011）也很興奮，
覺得需要有所行動。為甚麼我們要規定是香港電

影？可能需要有個切合點，如香港電影人面對合拍

片的掣肘，面對中國的限制，跟一般市民面對如自

由行等很多對香港價值的侵害，兩者當中可能有共

通性，會不會在這個位置有討論空間？

評論沒有追上電影

朗：這個就是政治共通性，那論述就變得很實了。這幾

年金像獎都強調主場、香港電影復甦，可能這有打

氣的原因，但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比評論人更強。放

在電影內外的一些電影人的打拼，或者很有意識地

做回香港自己要做的，這些都很明顯的。也如頒獎

禮的主題、電影的包裝、宣傳的策略等都很強烈。

相反香港近年評論人的態度都很保留，大都退後很

多步，不敢肯定事情，像陳志華，保持一個冷靜的

態度去看這事情。

華：我是因為看到這東西被濫用。像《那夜凌晨，我坐

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2014）、彭浩翔，
很多人將這東西變成噱頭，放進電影，收取即時反

應。觀眾立即看到，發笑，但帶不走。看完、發

洩完，事情就完了。我是擔心評論是否會幫忙煽動

它，抑或我們要退後一步看看，是不是要這樣做。

我傾向認為評論的功能，不一定要抽離，但會是一

個相對理性的角度去看電影。《激戰》、《狂舞派》、

《殭屍》也好，像之前提到，這些電影提出的力度，

可以透過分析作品看到。我很怕電影直接用對白

說，但其實內容卻不是這樣，如《寒戰》（ 2012）
就是用對白直接說香港法治，但電影拍出來卻背道

而馳。我覺得這要通過評論拆解，因為這很容易被

輿論放大，真的會說《寒戰》是捍衛香港法治、核

心價值。又如《毒戰》，很多人說它不是香港片，

是大陸片，評論就可以指出當中曲線的理解，原來

它在嘗試突破電影人創作的限制，甚至在曲線表現

香港人的生存狀態。

黎：我想請教，電影從業員有沒有我們所說的那種很強

的印象，從2010年的香港電影開始？

卓：我覺得電影工作者其實沒甚意識的。我覺得要想想

這群工業人背後的思維，為甚麼去年《寒戰》有這

麼高的評價，但評論界卻嗤之以鼻？？從電影工業

人的角度來看，他們不是被強烈的香港情緒主導，

他們都想幫自己人，但不是從電影文本去幫，也不

是在討論故事內容。

那不知名的東西產生了種種情緒，種種作品。正是

我們身邊人的言行、氛圍，令它出現，它不是忽然

走出來的。事件是外在因素，一定還有種內在的騷

動，對應其而有。正是這種騷動，令我們看到發生

了這麼多事情，而那東西無以名之，強名之為主體。

黎：我不會害怕這個說法，我看到自己角度所看到的東

西，完成這部份的任務。

卓：作為評論，只是自己堅持自己要走的路就沒問題，

根本不用理會業界的人怎樣看。像當年的「無能男」

主體理論包含其反面

華：我覺得現在沒有將所有東西套用到這框架，甚至有

人說沒有主體也可以。

朗：正是，為甚麼說沒有主體？就是要回應這個問題，

所以也在主體範圍，正反都包含了。主體的虛火

也是主體的其中一種講法，有人說其實香港沒有主

體，只是我們這群人期望香港有主體，於是將事情

誤解成主體。這不正是主體意識的其中一個表現？

結構和框架的厲害，就在於正反兩邊都不離其中。

我不用擔心你講反論，千萬不要不說，講反論更

好。不過還是要回到為甚麼我們評論人遲遲不敢提

出這問題；是不是害怕被一體化（ totalize）？

周：我始終覺得，如我們想充分發揮主體行動力的意

義，那主體更應緊扣事件。事件是甚麼要解釋清

楚，不然主體就不清楚了。若要講面對同一處境有

不同回應， 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
對於世代的看法，可能更貼切。甚麼叫做世代？

就是同一個時代，在差不多的地方，面對同一個

historical destination的同一班人。只是同一個世代
裏可以有不同看法，像六四，大家看着這件事發

生，有人聚集成一百萬人上街，有人會趕去移民，

這是兩種不同看六四的方法。它們是同一個世代，

但是不同的世代單位。Mannheim這個框架描述的
就是這種狀況：好像大家都感受到，卻講不清楚是

甚麼，然後大家又有自己的回應、看法。對我來說，

巴迪歐意義的主體與Mannheim的世代觀側重點不
同，主體就要對應一個特定的事件。

朗：早有人提出了，就是2003年的事件。但為甚麼過
程要這麼漫長，到2010年才爆發？2003年發生甚
麼事？沙士、七一遊行、CEPA，香港電影界也出
了很大的狀況。當然制度的實施要慢慢經過一個過

程，而這個是經歷死亡的過程，這就是一個事件。

當它到某個位置爆發，死亡是延續了的，沙士是整

個社會集體見證死亡，香港從未見過的。死亡的過

程就在電影的衰敗，不單是社會的蕭條，也是電影

界的蕭條，一路走下去，經歷幾年的變化，才體現

無以名之，強曰主體

朗：我覺得就是這種香港情緒。我不明白你們為何要分

得那麼清楚。從宏觀角度來看，那全都是一樣的東

西，只是在同一個處境引申出來的不同反應，因為

各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想法，具體上當然不同

了。⋯⋯有些東西我們要講出來，要強勢地告訴別

人存在。⋯⋯只欠有沒有這個自信？抑或連這個自

信都沒有？連這個判斷都不敢下？這是勇氣問題。

這不是今年的事，是前年、大前年已經看到，大家

遲遲不敢承認，我覺得這是膽色問題。今年有很多

不同說法，為甚麼要定於一說？不是定於一說，因

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說法，但差異總是我們的唯

一共通點，為甚麼不講出來？⋯⋯姑且這樣說吧，

我們認為有一樣東西放在面前，是近年很強烈的，

《激戰》

論述，工業界中是沒有人有這意識的，那是評論人

提出的。幾年後電影人回望發現：原來是真的。這

是評論的觀察，是評論告訴他們。如果這是正確，

是評論帶動他們走。

華：正如卓男所說，幾年前的「無能男」、「圍城電影」，

都是評論界先提出來的，說着說着好像又通了。

卓：如果定了框架，再將東西套進去，我擔心討論會很

狹隘。2003年的「無能男」，因為大家有不同的
角度，整件事情開放一點。可能集體地有幾篇文章

討論，書本以外還有其他電台評論，重複幾年去提

出，那就成了大家認同的東西。如果一開始已經定

下這個框架，那就好像有點狹窄，只能用這個主體

角度解讀。

《狂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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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扭轉。這是怎樣扭轉？不知道，還未具體講

到，但明顯是2010左右的時間出現了。

周：有這些具體一點的事情，如大家一起目擊死亡／消

亡，那其實是在召喚對事件忠誠的人，這會似是

我所認識的主體理論的操作。那難題是，說得這麼

實，又有個問題出現，像朗天所說，只有這些東西

才跟香港主體有關？

一個銅板兩個面

朗：這立即出現了你說的那些問題。表面上，彭浩翔、

杜汶澤都不是，他們不夠忠誠。但照我剛才的說

法，那些其實都是，我覺得彭浩翔，甚至黃真真、

蕭定一、《喜愛夜蒲》（ 2011）全都是。即使沒有
忠誠，那就要看怎樣處理這問題。我曾經企圖借助

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幫助，不單純用巴迪歐
去理解。就像在半頁殘譜插入那殘中之殘，不屬於

那本書的，但看完家傳秘譜就插進去—要這樣理

解，空空洞洞，於是插入甚麼都可以。他們是沒有

主體的主體，本身並不是主體，但接到甚麼就是甚

麼。剛好他們接到主體的扭轉，就變成那樣了。彭

浩翔是接甚麼變甚麼，他其實是一個投機份子，拍

其他題材都可以。最初拍《志明與春嬌》（2010），
哪有那麼強烈的香港性？《春嬌與志明》（ 2012）
突然為香港人發聲，刻意安排港女港男重配。那就

像萬能插蘇，本來不是，接甚麼成甚麼，因緣際會，

又那麼巧，讓他接通了。即使我們很狹隘，不當他

是，但是廣泛一點，接通了就算是，也算他進來了。

近年推銷這套理論，很多人接受不了香港男盜女娼

的題材，那些本身不能接受為香港性。很多人認為

力度、抗爭才是要保留的香港價值。那些污穢的東

西哪裏是香港？事實是那些的確也是香港。怎樣去

確認這些污穢的東西，有甚麼值得保留、肯定，這

是一個問題。我們怎樣去理解這些東西跟香港很厲

害的價值有關？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問題，但推動

論述的過程中卻出了很多問題。像我常說的反智，

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好的，但反智也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對我來說反智是很棒的，因為反智才不會被一

體化。知識就是一體化的器具，反智的時候知識才

入不了手。反智是一種自由，香港成在反智也敗在

反智。有五十年代的人就利用一班人的反智取得所

有利益，到最後又有陳冠中式的懺悔，說是這一代

人害了香港人。這沒有問題，過程中有好有壞，基

本上都是同一樣東西的正反兩面。現在我想講，這

就是銅板，有正反兩面。就是這個銅板有正反兩

面，解釋了我們現在無以名狀的model。現在我們
要重新選擇，銅板的哪一面。以前的銅板轉完開

了，是公是字都是以前。現在的銅板沉淪了，不再

轉。一個逆轉才令我們重新轉這銅板，由我們決定

這個銅板是公還是字。

談到這裏，可否直接討論主體性問題？你們覺不覺

得已可討論主體性？決定主體的特性，一般來說是

香港電影精神、香港電影的特質。剛才提出的當然

是力度，或者等而下之，機靈、變化、活躍。有

沒有這些東西呢？我們是不是要確認這些東西？我

覺得可以很快處理到，我有傾向的，就看大家怎樣

看。《香港電影2013》這本書是學會回顧系列第一
次有主題，那就是「堅持」，那跟耐力有關。堅持

便是一個主體性的東西，背後間接指向有一個主體

性。堅持未必就是主體性，但堅持的背後是甚麼？

在堅持一種價值，那價值就是主體性。

堅持與不死

輝：剛才朗天提到的男盜女娼，我覺得很棒。我立即回

想，香港電影的確在確認這種日常生活很流通、大

家不敢講出口、在政治版看不到的事情，這些通

過電影這個場域產生。它好像跟林夕式的層次很不

同。但林夕所說的，如果用最低層次的解讀，就

是不要有那麼多包袱，香港人靈活一點。所以這個

「性」層次到底是哪一種？剛才跟周思中談到，其

實是不是我們一堆作者是通過這次評論，去找主體

的性質，每個核心作者嘗試去選一堆電影是可看到

這東西的？

華：朗天說到堅持，我想到幾年前，不停有人說香港電

影已死，甚至香港已死。我今年看到的，就是那不

死的特質，在今年的電影頗明顯看到，如《毒戰》，

其實就是不想死，《殭屍》亦是這樣，這可以是一

個方向。

輝：《掃毒》也不就是找一堆屍體出來捆綁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都全無感情的了，談不攏就唱歌，那是一

種已死與未死的拉力。

華：《激戰》亦然，張家輝逃到澳門之前，表面上活着，

但精神已經死了，是小丹和徒弟令他重生。

黎：你怎樣看《忠烈楊家將》？

朗：我覺得超好看。因為它是打機電影，用這個角度理

解便可以。像很多人不喜歡《十月圍城》（ 2009）
結尾，因為它不是電影，是打機、過關，但你用

打機看待它，便找到箇中的趣味。

華：最近的《3D豪情》（2014）都是打機電影，結構是
一關一關，慢慢升等級的，最後就要決戰古天樂。

亡了亡不了

朗：死亡也要談談。跟之前說2003年之後的慢性死亡、
香港已死都有關。2003年其實是對死亡意識的回
應、不死的想像。我常常引用齊澤克式講法；即表

面看到處都是難題，我們找不到答案。其實事情該

倒過來：只是問題不正確，面前的一切都（可以）

是答案。問題不正確，答案就不浮現。當我們覺得

跟死亡有關，立即就通了。主體原來可能不是一個

很好的問題，我提出了這麼多年都得不到答案，大

抵是問錯了。

黎：很簡單，問哪個未死，那就是主體。不然怎能談死

與不死，總要有個東西。

朗：確是問題問錯了。《香港有我》，「主體」已經改成

「我」，但人們仍然接不通。

華：其中一個恐懼是害怕被消滅，怕失去了原來的

「我」，這跟死亡也相關。

輝：就算《救火英雄》都是想帶出怎樣走出火場，又說

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東西。

華：《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也是
吧。

朗：紅van上的人全死了，他們以為自己未死。真的，
應該這樣問：哪個還未死？

周：哪個未死這個名字會有更多想像空間，它不單是主

體，還可以鬼影憧憧，可以有很多你以為他是人，

但其實死了的想像，或者不知道自己死了沒有。

黎：所以可以去質問，你究竟死了沒有？

輝：《打擂台》（2010）的對白也說：「死咗？死咗定醒
咗呀？」

朗：對了，這次問對了，不死才是這次的主題，不是堅

持！堅持只是一個變奏，堅持是相信自己的信念，

那就是不想死的信念，或者因為有某種信念而不想

死，但到最後的關鍵是不死。亡了亡不了，死了死

不了。

（此乃節錄版本，全文見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網站及《香港電影2013》）

《毒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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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就有宗教信仰。每星期在教會磨心損性是常態。長大後沒再去教會。便開始進出電影

院。兩者間的更替邏輯是後來才發現的。許多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後設的認知。電影院就

此成為我的教堂。

令我着迷的東西往往都與極端有關。神旨般的光與鬼神般的黑、滿座與虛席、喧嘩與寂靜、

陌生個體與集體意識、開始與終結、看與被看、歷史與當下、計算與即興、巨大與渺小⋯⋯

種種相對，全在一個房間裏同時發生，而且不斷的移形換影。散場後走過隧道，有時燈光

詭異的綠像泡過李斯德林，又是新造的人。

我的作品總與不同的文本有關。但我厭恨「靈感」或「啟發」那種字眼為中介。因為那不是

一種可以算計的功利，把一些文本放進心裏，從來沒有任何目的。那些故事進入你，改變

了你的人。然後這個你去做別的事，如此而已。它是骨骼血肉而不是代謝物排洩物。我相

信中間有個更神秘的過程。

起初，別人的故事或者是一個容器，裝載自我投射出去的暗語和情結。但後來那些人那些

事，卻成了我思念和哀悼的對象本身，成了我的夢魘。那些被創造的人和風景纏繞我太甚。

我對它們完全沒有辦法，我唯有說：「我愛。」

我的客西馬尼園

何倩彤

越界的喜悅。這一期Hkinema的主題是「 映畫有畫 」，配合

「 影評人之選2014」的放映活動。放映活動有六個影評人，

Hkinema專題也有六位作者，平衡對稱也算是一種美學吧。

去年年底獲得香港當代藝術獎的何倩彤和 Ivy Ma寫散文隨

筆，薛觀峰寫評論文章，他們的視界不論是內向省思還是比

較研探，都打通了電影、視覺藝術與文學三界。黃啓裕討論

英國畫家培根與尼采哲學和表現主義的關係，其實培根對電影

界的影響真的不少，《 巴黎最後探戈 》（ Last Tango In Paris，

1972）、《 蝙蝠俠：黑夜之神 》（ The Dark Knight，2008）以

至最近的《 鐵甲威龍 》（ RoboCop）都可以找到培根影響的痕

跡。

鄧凝姿的文章名為〈繪畫和電影 〉，題目相當老實，但她的關

注重點大概是更寬闊的香港文化現象。張偉雄的文章名為〈影

子有影 〉，最近他研究繪畫和電影的課題，頗有心得，除了這

篇文章，我想他也會在四節「畫布與銀幕 」講堂跟大家分享所

見。

這一期的文章都好看，篇幅有限，Mike Leigh新片Mr. Turner

的評論暫且懸空（ 令人懷想倫敦的The National Gallery，也

想起《新鐵金剛：智破天凶城 》［ SkyFall，2012］）。最後期望

在「影評人之選2014」的放映活動見到大家──尤其是《光之

夢 》（The Quince Tree Sun，1992）和《愛德華蒙克 》（Edvard 

Munch，1976）。

鄭政恆

《安德魯‧庫爾展望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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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於我，並不單是堅苦的知識，也是有溫度的記

憶。兩個面向我都同樣珍重。

作為藝術家，許多人會把我這種人與創意掛勾，但自

問實在是詞窮得可以。根本無法平白在樹下開悟。我

只能企圖執拾那些既已存在的一切。 所以就有了Hong 

Kong Inter-vivos Film Festival這組作品。

那是一個由虛構電影組成的虛構電影節。有場刊、影

訊、海報、劇照、預告片、時間表。因為電影節本

身就是個有不同閱讀層次，由不同媒介綜合而成的一

個格式，和地圖、列表、表格一樣，清楚明白。我

只需把那些資訊都掏空，再一一在空格子裏敘事便

可。替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所有放映場合畫的座位表也

是同理。我只是一個現代考試制度的奴隸。看到空格

子就有填充的慾望。躹躬盡瘁。在作品裏只能做些不

怎麼樣的所謂顛覆和對倒。

我毫不在乎生日或者法定的節慶，電影節是我全年唯

一過得有節日氣氛的日子。但同時我又覺得電影院是

個多麼莊嚴和私密的空間。那是矛盾的。但如同我在

那黑暗房間裏所經歷過的衝突，都在靜坐不動的過程

裏被勝過了。沒有相對立的事物被消融或解決，有的

只是同在。

我也戀心怕死。自小渴望任何操縱時間的技倆。主要

是回溯、凝滯和放慢，直到幾乎得到永生為止。就那

麼一次，我與人說再見，走進電影院，出來時，那

個人已經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我才驚覺，世界在電

影院外急速的衰老和變革，裏外連時間的流變都不一

樣。我才發現，那有關時空的神奇，我已經有了。愛

因斯坦的相對論說，一切物體都會扭曲它自身附近的

時空，物體的質量越大，空間扭曲的程度也加劇，時

間也會變慢。我們稱之為引力的表現，諸如下墮，其

實換個說法，可以解釋為：萬物都向着那更為緩慢的

靠攏而去。

我的教堂，地久天長，我們向那裏走去，都不過是宇

宙的定律。
《殺，這是我的身體》，2012

少年時代，我是住在荃灣的，當時荃灣有不少戲院──沙咀道上的大光明及好景戲院、楊屋道上的龍

華戲院、近綠陽新邨的凱旋戲院、近大窩口的華都戲院，還有落在河背街上專放三級色情片的蘭宮戲

院。現在，荃灣只剩下商場內以組合小放映廳而成的現代迷你戲院，連帶以往戲院外高掛的大型手繪

電影廣告牌，亦已成歷史。

早陣子，香港電影資料館「舊日戲院昔日情」展覽，展出了一些由資深戲院手繪電影廣告牌畫師周強

製作的廣告板，他製作的廣告板有些是相當巨大的，可以大至二十乘三十尺，需以組板形式合成，故

需講究顏色的統一，他也會自己設計構圖，除了主角的模樣，也會加入一些片中畫面，並主次分明地

形成一個完整的廣告構圖以吸引觀眾，並讓他們一目了然地了解電影的賣點。

顏色、字體及人物像真度的講究是重點，如面積大的彩色廣告，他會以黑白作人像部份的處理，反令

人物更突出，畫恐怖片時就用一些藍、綠色調。因為當時沒有電腦幫助，他就學習所有字體，例如黑

體、圓頭、方頭、宋體、隸書，配合影片的風格及造成工整感；人物形象則以「像真」作為原則，令

觀眾在廣告上已認定影片所主演的卡士是誰。對於人像，周強會先在硬照上打網格，再放大到板上，

當中特別注意眼睛及鼻子，突顯人物輪廓的關鍵，兩眼的距離、鼻樑的高度、眼角上揚或下垂、鼻子

翹起的高度，這些方面的經驗及用心，都可以在成品上每個角色的神似程度上可見一斑。的確，在過

去的年代，我們總是可以一眼便認出大型板畫上的演員是誰，很少出現認不出其人的尷尬。

這門手藝因為電影噴畫技術的發展而在千禧年後被時代淘汰，除了是電腦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外，在

電影文化上還有包含了甚麼意義？問題在於，這門大型手繪技術本來只是一種附屬性存在的宣傳功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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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最精簡的個人（無論兒子身份或港人身份）情感投射，在摹寫中發揮其心志，如他在《高度戒備》

（ 1997）中抽取了上司向警員訓示一幕：「我們在九七移交之前，目標只有兩個字：『安定』」，或《新

半斤八両》（1990）中灣仔電車與街道的一隅，對白是：「（廣東話）繁榮盛世度度有金執」。這些比比

皆是 、既沒上文下理卻又單獨地道出了近乎陳腔濫調的「港人」（原電影創作者主觀想像？）絮語，就

像散落而又有跡可尋的紛陳想像，形成一組又一組愛聯想思考的觀影者浮想段落，關於我們的城市與

身份，關於香港電影故事出現過的公眾集體想像，有時也關於他很個人與若干電影所偶然閃過的命運

聯想（作為影迷，作為作畫者）。

已故香港著名作家也斯（梁秉鈞教授）曾以《電影城市》為題，寫成了一首詩，回應周俊輝的這個曾

於2012年的利物浦雙年展展出的「繪畫錄像作品」系列作品《複製「香港—樂在此，愛在此！」》，

周俊輝該作品以一百零八張畫複製了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宣傳片「香港—樂在此，愛在此！」。也斯

在創作該回應詩時跟周俊輝詳談周的創作心態，並加以想像，最後寫成了這首名為《電影城市》的詩：

我們要為這城市拍攝一齣電影

畫面上出現很多計程車

城市愈來愈像一齣電影

接到一個爛劇本

如何發展成一齣賣座電影？

城市有很多活力，男女都在

蹦蹦跳 ─還用吊威也，抑或靠

電腦後期創造的模擬世界？ 

不要拍攝疾病和工作，沒有市場的！

我們想像的世界：

海鷗、漂木、海邊，扔石子吧！

換一個鏡頭的角度，你看

城市不就好像變得壯觀了嗎？

大家都在享受美食

即管食物變得更鹹

它盛行的時候，只有很少量公眾會留意它作為一門工藝的藝術價值，可是失去之後，我們又在它的展

覽中重拾了自己作為影迷的回憶情懷，重新去欣賞每一幅廣告設計的用心，說的用心，其實除了在技

術上細節的掌握，及實用性的經驗之談，還有更重要的是，畫者對電影商業及藝術價值的理解及詮釋：

這電影的風格及賣點是甚麼？對觀眾來說甚麼才是這電影最大的價值和賣點？這代表了一個年代一個

地方的公眾電影審美意趣，同時形成這門手藝風格過程的歷史條件，可作為研究香港電影史及觀眾學

層面的一個篇章，甚至影響後來創作者以情懷產物作為首要創作動機的感情或計算基礎，如昆頓塔倫

天奴（Quentin Tarantino）的《標殺令》（Kill Bill，2003）及郭子健和鄭思傑聯合導演的《打擂台》（2010），

在宣傳包裝上就是讓人回到了「手繪電影宣傳」年代的回憶興味，這種「聯想體驗」反客為主的形式，

無論在電影美學上，或是在電影創作意志上，都起着微妙而又決定性的作用，而且電影歷史發展時間

愈長，其複合性愈見複雜奧妙。

這令人想起了周俊輝的著名作品《電影繪畫系列》（Painting on Movie）。此系列作品之所以為人所知並留

下印象，是不是因為大家對他所畫的各個電影定格畫面已經有所認知？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

實有兩點：一，這種二手經驗當中的「分享意義」與「想像性」，在於周氏為甚麼選出某電影某一場某

一格畫面作為他的選材（明顯大部份與香港人的「身份想像」有關），在他的分享到我們的聯想思考的

過程中，重構了我們對電影潛在的議題，一方面在解構中（因為只取一格或部份）把電影意識型態還

原至「元素」的純粹狀態，令人重新閱讀箇中意味，另一方面在自由對比不同選材（不同電影）的相

關性及對照性，可以重新引起「香港」電影的潛在可讀性，特別是在化影為畫的藝術形式轉換後，就

好像注入新血般，為人帶來對現存電影的簡單直觀、可以理解卻又新鮮的感受；二，對比於周強的廣

告畫作，周俊輝的「自發性」是一個特別的元素，他在以此形式進行對電影的「重現」，其實就是一種

思考甚至「喜好」的感情表達，並不被理解為「必要的」，或說擺脫傳統藝術典型要麼抽象要麼具像的

桎梏，有點似是普普藝術（Pop Art）的變奏，也有抵抗濫於模擬既定成功模式、目的性過強的「曲高

和寡」藝術取態的況味：針對迂迴避免被人視之平庸而去自鳴免俗，結果落入迂腐的平庸。

周俊輝以取材及表現模式之誠懇，去排解對所謂「藝術」那繁瑣的執意，直達情感及意念上的完整表

現。我認為《香港的士系列》是另一個深刻代表他的作品，那是一幅又一幅香港紅色的士及街道的圖

像，畫畫時正是他父親的士生意欠佳，賣去一輛的士套現的生活艱難時期，他把感情凝化在重現他直

視所見的日常畫面中，既不是悵惘也不是憤怨低落，是一種可供任何方式理解如化整為零的「無為」

凝視，甚至不以雕琢和抽象概念化作為轉化的形式動作，而是在「取材」（的士與電影）和「符號化」

《香港的士系列》

《高度戒備》

《新半斤八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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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外風景／窗內靜物／畫外聲音  Ivy Ma

你我總有一天會墮入愛河

鏡頭有點造作，我承認

用硬照取代敘事的因果

年輕導演只對自己的慾望感興趣

灰藍天空下一輛自行車掠過身邊

請來一千個臨記，扮演歡愉

把舊樓塗上時尚的粉紅

為了戲劇性我們該製造一場暴雨嗎？

這可以令男女主角相擁痛哭起來

給慢動作加上快節奏

綁票婚外情爭家產車禍情殺

下半場你才發現自己是敵人的兒子

生活繼續下去不知甚麼已經來臨

現實太尖銳，總有柔和的鏡頭

世界仍然在外面，公關叩門

給藝術化的宣傳想到新的點子

為電影想一個新的名字吧

在看過《電影城市》一詩後，周俊輝又創作了《電影城市—念也斯》這幅大型作品，以八部港片的

人物形象在海邊的背影作為一幅長畫，回應了也斯《電影城市》一詩的內容。這次「二度回應」中有

着補充內容或向知音致意之味，同時也像是兩位不同角度的電影評論人對香港電影的印象與寄語的交

換交流，文字與畫作同樣生猛斑斕，平易近人之餘也帶着嬉笑怒罵的快意，周俊輝以八部電影的對白，

彷彿舉例般羅列出也斯詩中所反映港片精神元素的一鱗半爪，也像以畫框把也斯先生的詩作鑲嵌起來，

以此念也斯老師，以此念記一次萍水相逢的美事。

後記﹕

除了畫作及其他藝術作品，周俊輝於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議席，最後敗予馬逢國，題外話是，衆所周知馬逢國於2013年11月在立法會引特

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文件的議案中，投下棄權票，顯示出他親政府多於為影視及文化界把守公義的

立場，亦顯示了周氏當天參選所衝擊的港共權力份子的腐敗，彷彿命運也在印證周氏參選的特殊意義。

至於文章前段所論及的廣告畫師周強，則是在越南出生，少年時期曾習武，十多歲時入行當戲院廣告

畫學徒，由基本功學起。六十年代末到香港開設拳館，並成為電影武師，其後再次投入電影廣告畫行

列，直至手繪電影廣告於 2000年後徹底被噴畫廣告取代為止。

多年前看過一篇訪問Abbas Kiarostami的文章。他提及自己年輕時在設計學院修讀的是繪畫。我們當然

知道他最後沒有當上畫家，而是出色的電影導演，間中也有辦攝影展，但其實他一直都有繪畫。雖然

他說自己不是畫家，但他絕對喜歡「繪畫」這個「活動」（ activity）。對他來說，這個活動過程十分個

人（甚至孤寂），如一個逃避所，他可以安心走進那繪畫的「框框」。

Abbas Kiarostami的繪畫框框，實在跟他的電影框框沒兩樣。他慣性地築起框框—他說這是他看事物

的方法。像看窗外風景，永遠有那窗框，永遠有那被框進內的景物及構圖，或者說，永遠有那從內在

深處通往窗外打開的心靈空間。

我想我們不需要看Abbas Kiarostami的畫作。他的「畫」，一直都在他的電影裏。他把繪畫留給自己，

用電影獻給世人。因此，他繪畫時繪的是甚麼，甚麼題材，甚麼風格，都不重要，反正這是他個人私

密的行為。

一片延綿的橄欖樹叢林，目下遠走的情人。車子一路登上地震災區，沙塵滾滾，遠處的人，你是我要

找的小孩嗎？偏遠的山區，到達合適的一棵樹旁邊，就是他要找人結束自己生命的地方。

我想，這些人生景像，只能用電影去實現。

《潛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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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的一個夏季，我想了一些關於繪畫這個「不動的框」的事情。那時，我重看了若干小津安二郎的

電影。小津的低角度、不動影機，造就了許多「靜止的框」和移動的日常作息情景，恰如一幕幕「會

動的畫」。對我來說，這些「會動的畫」，動的人顯得份外寧靜，不動的物件卻格外有生命。

後來，我做了些作品，選取了幾套電影中的物件。其中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1953），戲中有三

幕構圖一樣的家居場景，右下方均出現了盆栽，花草由茂盛到枯萎到再生；框內有畫外音，框外有人

物走進來。除了花草，室內佈置甚麼都沒變，只有母親由健在到生病到去世。然後，我們知道空間的

存在，也知道時間的流逝。

另一件是流動影像作品，名為《微風》（2010）。電影《小城之春》（ 1948）裏的近鏡定格蘭花畫面共出

現了兩次。同一棵盆栽，只是背景那道光的強弱和角度不同，被照到牆上的蘭花影子也跟着有點不同

了。我想像我看着幼長的葉輕輕在動，知道有點風從窗吹進來；我把兩個如畫定格串起來，加進時間，

便能看見牆上的光在慢慢走，具體看到時間跟空間的對話。

##################

即如Francis Bacon畫裏經常出現的密室、洗手盆、椅子、似會轉

動的舞台，看了使我震動。有如此（最後的）一幕，在Andrei 

Tarkovsky的《潛行者》（ Stalker，1979）裏，女兒視線從書移到檯上

的杯子和樽，眼神強烈而凝固，有人唸着偉大詩人的詩句。然後，

我們看見杯子和樽子在檯上震動，神秘的畫外音，是地震還是火

車經過；檯上的物件，透明的玻璃，從遠處不由自主地移到畫面前

方，最前最近，直至⋯⋯

「畫框」無法乘載，「摔」出去。框外的，我自己去想像—杯子和

樽跌到地上，破成碎片。

聲音則不用跟隨畫面，自定。沉默，如一幅畫，也可以。

《東京物語》

《小城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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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為第八藝術，與繪畫有着千絲萬縷關係。德國於1920及30年代的無聲表現主義電影

（German expressionist film），利用對比強烈的黑白線條等繪畫元素直接塗抹在佈景上，形成

舞台式的粗獷視覺效果；代表作有Robert Wiene的《卡里加利醫生的密室》（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1920） 及Fritz Lang 的M（ 1931）。除此，當代電影歷史進程裏亦有多部作品關於藝

術家生平，這類電影有純紀實的、半紀實的、劇情化的、改編之傳記或完全虛構皆有，印

象中有Ed Harris 的Pollock（ 2000）、Julie Taymour的Frida（ 2002）和Paul Morrison執導的Little 

Ashes（ 2008）。以上關於歐、美畫家的電影作品，創作手法大都因循荷里活說故事模式；要

選取此類型影片的異數，我們可考慮英倫作品。

由 John Maybury拍攝的《情迷畫色》（Love is the Devil: Study for a Portrait of Francis Bacon，1998）

根據Daniel Farson具爭議性 The Gilded Gutter Life of Francis Bacon一書改編，描述英國畫家法蘭

西培根（Francis Bacon）與同志男友喬治達爾（George Dyer）於六零年代由相遇到濫藥身亡的

故事。

「上帝死了！上帝死了！」

「能將自己一切可能的能力發揮到極限者，即可變為超人。」─尼釆

法蘭西培根（1909–1992）與英籍奧地利裔的路斯仁佛洛依德（Lucian Freud， 1922–2011）是現代英倫畫壇

的支柱。培根幼年的愛爾蘭背景造就其畫中傳達出的恐佈張力，這種暴力感是藝術家追求的創作方向；

在培根的畫布上我們常看到一個或多個人物處身的大幅佈景，油彩及未着色的油畫布本和具質感的泥

沙。培根刻意破壞繪畫中敘述性和故事性，他常以一種間斷空間的構圖把人形孤立，更在畫中加上鏡

子或畫中畫和三連作等方式處理人物的安排。畫布在培根而言好比一張格子表，其中藏着無數設置的

「事實」；隱晦的被繪者面容令觀者游移於沙漠，那些扭曲的人形是培根自身神經系統率性投射，凝固

肌肉的動感和突發的力量在面對死亡之餘，激烈化出尼釆式的生存意願。

《情迷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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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筆者為視藝工作者，由於不太熟悉電影的情況，文章未能仔細地談論電影的事情，

然而，電影作為其中一創作媒介，所面對的挑戰跟繪畫或其他藝術形式都會有相似的地

方，因此文章以較宏觀、並只能粗略地探討一些當今香港看來較為逼切的問題。

大環境

當代的人為甚麼要繪畫？繪畫有甚麼作用／意義﹖西方繪畫以歐美為承傳？亞洲人為甚

麼要做？該如何做？當代藝術的體制和論述已經約定，一個自由人如何進入或突破這些

框架？當代經濟、政治與社會等範疇的界線亦模糊不清，是否／該如何界定藝術的意義？

香港冀成為國際藝術城市，本土藝術的意義是甚麼？這都是今天繪畫／藝術的問題。

西方繪畫是有關歐美人文發展的學問，在全球化社會裏，這個「西方」可能並不存在，

然而，在發展源流中，仍然要尋找依據；繪畫為藝術之先祖媒介，其後的裝置、行為和

概念藝術等發展，都從繪畫衍生出來，為的是開闊藝術的路，其間產生更多不同的藝術

類型，挑戰傳統的藝術形式和意念，繪畫由此經歷無盡生與死。

文化承傳，既令事情有所根據，也限制一部份發展。當代藝術從西方藝術發展出來，移

至亞洲各國，幾乎所有亞洲國家，沒有經歷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學習或追趕西方藝術

繪畫和電影

鄧凝姿

培根曾說：「我想生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但我們以自己的存在來命名他的意義⋯⋯在生與死之間，

我們的精力就在這無聊的人生注入一絲存在目的。」在他而言，狂暴振奮的繪畫張力就是對無價值人生

的對拒性革命！培根在知性上是悲觀的，但在感情及原動力上是樂觀主義者，他在悲觀與樂觀之間尋

找存在的理由。

「一個人不應僅僅作為先知門徒和模仿者，他應通過先知而了解自己。」─尼釆

電影Love is the Devil: Study for a Portrait of Francis Bacon（簡稱 Love is the Devil）由著名英國劇場導演及演員

Derek Jacobi飾演法蘭西培根（培根），男友喬治達爾（達爾）一角落在我們熟悉的新占士邦丹尼爾基克

（Daniel Craig）身上。被譽為英倫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同性戀者之一的 John Maybury破格擔當電影導演，

亦是他首部長片。因原著劇本過份渲染畫家培根與無業者達爾兩人同性愛的關係，培根的遺產繼承者

以法律行動限制導演在電影中展示任何培根畫作或其模仿品，Love is the Devil最終成為一部沒有模仿原

畫的畫家傳記式電影！

有見及此，導演向強烈視覺風格的表現主義電影取經，嘗試以特別設定的主

觀鏡頭代替培根的畫筆：攝影師把鏡頭拆出並斜置於攝影機接口，形成一局

部聚焦（ selected focus）的變形鏡，被攝者在這奇幻的光學效果下變成培根畫

裏扭曲的肖像； John Maybury更透過電燈泡及破鏡為濾鏡，嘗試以非傳统拍

攝手法進入畫家異端的神經系统。導演利用舞台燈光效果處理藝術家畫室情

景，劇場式佈局接近培根三連作原畫構圖；在片中他更多番利用裸身着色的

丹尼爾基克來演繹培根的繪畫（如Portrait of George Dryer Crouching，1966），配

上日本音樂人坂本龍一奇異的音效和跳接剪法，形成耐人尋味的動態模仿畫

作版本。John Maybury以畫入戲，為這套悲劇締造培根式的虛無主義調子。

「人是一條繩，張縛在野獸與超人之間。」─尼釆

2006年藝評人Martin Harrison以嶄新的文化切入點來研究培根的作品；在 In Camera Francis Bacon: 

Photography, Film and the Practice of Painting 一書中，作者從畫家畫室內滿地凌亂的印刷品裏，窺探到攝影

圖像以及電影劇照對培根創作的影響：垂手可得的複製性印刷媒體擴濶了孤獨藝術家的想像視野，由

古畫、納粹德國歷史圖片、動物或生物科學圖像到愛森斯坦的電影劇照都是培根的初稿參考資料。

Love is the Devil 一片中，導演抓緊培根對蘇聯經典電影《波特金號戰艦》（The Battleship Potemkin，1925）

內血肉場景的迷戀，利用平行剪接與戲中主角潛藏野獸般的暴力心理相互交錯； John Maybury在中段更

套用希冶閣《迷魂記》（Vertigo，1958）的旋轉樓梯來表現培

根游刃於人獸之間的歇斯底里狀態。富有表現主義色彩的

Love is the Devil 異於一般畫家傳記電影，它以電影歷史的經

典圖像及符號來造就畫家修行的描述，亦同步對這些經典

電影人作出敬意。

《迷魂記》

圖一：余偉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布本油畫、物件裝置，尺寸不定，2005 年。

Portrait of George Dryer Crou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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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現代化的途徑。當代，亞洲地區以興起的經濟體成功獲取藝術的發言權，如中文名也沒有的西

九M+博物館，其行政總監李立偉首次入圍Art Review 2013年100位藝術權力榜的73號人物，第一位為

中東國家卡塔爾博物館 Qatar Museums Authority（QMA）的掌權者Sheikha Al-Mayassa，其貢獻在大量購

藏各地方的藝術品。

藝術發展過程以繪畫為先導，由技術的修練開始、繼而進入理性的年代、內在抽象感性的現代主義，

二次大戰後，轉到美國的自由主義、智性的抽象表達及其後的普及藝術。這發展代表了西方對人類的

知／感性發展的看法，這看法雖也受着環境因素的影響；繪畫由模仿、觀察、發現、想像、走進以符

號和圖像代表想法或情感，其後進一步受科技的刺激前進；人類從啟蒙到昇華、發揮想像力，直至與

科技同眠，在整部西方歷史中完全地記錄下來。亞洲國家或香港人如何面對這方面的藝術歷史？科技

普及的當代，繪畫中的想像、追求與表達能否／該如何產生和進行？

除去歷史因素，後現代藝術加入歐美以外的「其他」元素成為當代的藝術，此後發展開創出豐富的藝

術圖像，不同地方的特色使藝術不斷向橫延伸，亦造就了亞洲區文化的發展。全球化現象，把全球藝

術連成一線，亞洲藝術以走進國際為目的，銳意成為其中一份子，如此亦建立了新的藝術體系和論述，

領導着藝術發展的方向，個體藝術家如何面對如此龐大的藝術系統﹖地方／本土性可否隨後現代化的

開路得以深入發展／自述，還是繼續補充西方的藝術發展／不斷被重新發現﹖

近代，藝術展銷會、雙年展／三年展等國際大展、國際級的藝術館等相繼在各地方／循環展出／建成，

流通的藝術突顯政治和社會等議題，抵銷因不同文化所造成的障礙。藝術、經濟、政治和社會等範疇

互相影響。

香港藝術一直以個人為單位，追求較自我的藝術世界，面對龐大埋身的全球新藝術體系，加上政府致

力推動的國際藝術觀，本土藝術家感到難以適應、不安或沮喪是可以想像的。

小香港 —繪畫／電影

電影是一個群體行業，必須考慮如制度，資金、文化、政治、社會和市場等問題，這點比視覺藝術來

得清晰；創作媒介方面，電影中的本土元素也是可見和肯定的，所用的語言和人物演員如港式廣東話、

人物動態及其故事內容等，都不能從所屬地分割開來。電影《打擂台》（ 2010）中的邵音音面貌膨脹，

第一眼看她的時候，被嚇一跳，然而配上了泰迪羅賓的昏迷樣貌、和一直掛吊的臘鴨，形成一個代表

時間、空間和氣味的三角形，緊拉着觀眾回味昔日細膩的人生與今日凝固的世界；還有其後泰氏突如

其來的甦醒，精力充沛的跳躍畫面，在錯覺上，令筆者一廂情願地以為是有關香港前景的預告，可惜

最後角色還是歸向終極之處。對本土而言，這些藝術元素和內容都是可分享的，放在其他文化中，就

有別論。香港文化身份的認同問題，一直沒被認真看待，政治身份的論述較為普遍，但日常生活的體

驗和掙扎卻被忽略，所以由《低俗喜劇》（ 2012）所引發出來的另一種香港身份就引起很多爭議，這不

單是本土內部的不同意見，更是關係於其他文化如何看香港的身份特色。

香港一直以來受外在環境影響、自主性低，很難為自己發聲。電影有觀眾為後盾，容易獲得一些迴響，

視覺藝術則與普羅觀眾有一定距離，難發揮影響力，只能於小圈子內運作。以西方傳統繪畫為媒介的

作品，更加要經歷「如何了解」的問題，所以轉

向全球化語境如中國性或概念性方向的，較能納

入現存的架構內。畫家余偉聯的作品在回應西方

強勢文化影響及自身文化方面，有直率的探討。

其2005年作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圖

一），用了唐朝詩人王維的詩《終南別業》其中

兩句作為題目。題目引領觀者眼睛游走各個放於

場地的物件，包括當中的繪畫及環境氣氛等，從

而產生立體的觀賞方式。余氏探討繪畫總體性的

觀念，這有別於傳統單一凝視的方法。最近，余

氏更以表現藝術方式重新尋找不同媒介之間的關

係，作品《太快樂就跌一跤都有趣》（圖二及三），

以陳百強《有了你》的音樂、周星馳《回魂夜》

（1995）電影的造型及他本人曾經用於繪畫作品中

的物件，在劇場的背景下，重看他一直以來創作

的脈絡。

有一位年青人李漢凌，創作抽象畫（圖四），曾

經有人問：為甚麼當今還有人繼續這些形式的創

作。言下之意是「過去的」。李氏接受正統藝術

栽培，亦活躍於藝術圈內，不會不明白當今藝術

的潮流所在。抽象表現主義先鋒 Arshile Gorky 發

掘人類精神世界，實踐自主性的繪畫筆觸，創造

了新的藝術語言。年輕人以此作參考，踏上自己

藝術的路。

圖二及三：余偉聯，《太快樂就跌一

跤都有趣 》演出場景，2014 年。

又有一位年青人，揹着畫具，天天走到香港田野

間寫生畫畫（圖五）。以香港山水景物作主題，

這並不是前無古人的做法，其中如1949年後定居

香港的畫人黃般若，他走遍香港各地方，以深厚

的中國筆墨特色，留下令人有深刻印象的香港山

水畫；還有當代的寫生藝術家江啟明，其細膩的

線條，發展了如超現實般的城市景象。

圖四：李漢凌，《對裂痕閉上眼睛 》，亞麻布油彩，

140 厘米x 160 厘米，2014 年。

圖五：黃進曦，《日落泥灘 》，油彩布本，120 厘米x 90 厘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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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那通過電氣傳過來的影子，我們要捉摸它。

或許不是像高達的《小兵》（Le Petit Soldat，1963）裏頭那鄉村來的小衛兵第一次看電影，衝動地衝到銀

幕前企圖握在手裏，而應是用心用眼用耳鑽進電影光影，追問影子的虛實，影子的顏色，影子的面貌：

那影子的影子的追尋。

也不要讓「映畫戲」這稱謂失落。

映：投映、反映、映射⋯⋯

畫：有四邊框，二維抽象建構三維想像⋯⋯

戲：劇情鋪述、演歷出來的⋯⋯

往下來，大部份引列的畫作，及關於它們的述說，皆出自《影子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Shadow）一

書，作者是瑞士佛爾堡大學藝術史教授維克多斯托伊奇塔（Victor I. Stoichita）。統籌〈映畫有畫〉的四

課講堂，我幸運地撞上這本書，先私自上了發人深省一課；或許未算融匯貫通後的精簡索介，只是一

個附會：影子的思考，畫布落實，我已很快想到以銀幕上的影像簡單回應。算是自我激發、遊戲興味

的小功課而已，那不是唯一的聯想，對應的理由也從不是深思熟慮。只希望，每個愛畫、愛映畫的人，

跟我計較或不計較，看過我的範例一遍後，皆不吝嗇交出自己的尋影功課。

影
子
有
影

張
偉
雄

繪畫媒介的運用，一般傾向發掘人類精神想像世

界，科技的進程，解決了很多創造圖像的難題，

手機在瞬息間就可創造出很多有趣的圖畫，人類

不必過於依賴從想像而來的世界；當代意念和圖

像的循環性，及在網路中找到一切的可能性，令

藝術家有很多的選擇。人類的內在想像力在科技

普及的世代下，能否發揮出來？新一代的藝術工

作者李漢凌和黃進曦從基礎出發，是一種很踏實

的行為。

筆者於2010年在嶺南大學時做了一個實驗，駐校

作品名為《進入屯門》（圖六至九），邀請了四十

多人透過電腦及投射機，採用同一張的城市攝影

影像，參加者可選全景或部份景，用塑膠顏色直

接臨摹，把景物畫在傳統的帆布上。這個計劃相

當成功，沒有繪畫經驗的人亦可經機器的帶領，

專注投入，輕鬆地享受創作的過程，完成五十多

張全然不一樣的作品。

科技的開放性，讓創作不再局限於某些人、事和

發表渠道，當代繪畫／電影正面向自由的網絡世

界，該如何發展，留待觀眾繼續討論。

圖六：鄧凝姿，《進入屯門 》，參與者正在繪畫的情況，2010 年。

圖七：鄧凝姿，《進入屯門 》，參與者繪畫作品之一，2010 年。

圖九：鄧凝姿，《進入屯門 》，繪畫及錄像裝置，2010 年。

圖八：鄧凝姿，《進入屯門 》，參與者繪畫作品之二，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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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慾望

先有《卡里加利醫生的密室》（ 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1920）凱薩的潛入，後有畢加索的

《女人身上的影子》（ The Shadow on the Woman，

1953）。「裸體（如西方傳統定義的那樣）是投

影法的產物，是一種暴力的和激進的偷窺行為

的產物」（斯托伊奇塔），不論是被窺者，或進

行偷窺的人，影子化身慾望，赤裸是必然的。

一如凱薩由右手白刃，變成慾望挺直的手指，身體頓成黑色影子，《吸血殭屍》（Nosferatu，

1922）也有類似思維，這個影子就是他存在的本體：他的本性；一隻手象徵慾望誇張延伸

出去，另一隻手按着下體，儼如在駕駛⋯⋯

光即是影  影即是光

菲利波利皮（ Fra Filipo Lippi）畫了不少《天使報喜》（ The 

Annunciation），以1440年左右畫的這一張最具靈光，恭謹捉着

那個時刻。天使吉百利在柱子的左邊，保持禮義，沒有踰越，

聖光卻不受時間物質隔擋，這是受孕的一刻，反映在瑪利亞身

後的影子。《聖女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的聖光

是心存的，是柔美的，貞德在牢中接受審問即使恐懼，靈光化

成人間的泛光，在她的頭頂上、眼角下，包圍着她。

沒有影子  也是影子

又是光天化日下的無所遁形，達利的《十字約望的基督》（Christ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1951）十字架是個從夢中透出來的影子罷，其

實，打從基督事蹟後，這就是一個受難的基督，就是一個重複的

影子，一個籠罩着西方繪畫的魅影（噢！冒犯），達利解下荊冠。

《二樓傳來的歌聲》（Songs From the Second Floor，2000）最後一幕（一

個鏡頭／一個畫面），賣十字架的將「存貨」盡掉，遠來的是宗教

儀隊嗎？這部影片沒有陽光，影子或許是靈魂的象徵，賣影子的

故事實際上就是賣靈魂的故事，沒有影子的狀況，就是失去靈魂

的狀況。萊安德遜（Roy Anderson）將凡夫俗子皆安放在地平線下，

形容那是翻土後又一頭栽回進去的膽小動物行為。

豔陽下⋯⋯影子的影子

基里訶（Giorgio di Chirico）的《一條街道的憂鬱與神秘》（A Mystery 

and Melancholy of a Street，1913）是沒有遵從透視法的烈日當空，寫的

是逃避不了的噩運嗎？石像與柱杆的影子結合成一個蹣跚老人，與

玩滾圈的少女碰上，那實是少女的影子，那影子的影子只有些許厚

度。我覺得少女實情是躲進了廂卡內，倒頭睡着⋯⋯虛無主義後來

被雷奈帶引至明媚花園，《去年在馬倫巴》（ Last Year in Marienbad，

1961）這張經典劇照呈現意識的臨界風景，邏輯的理性還在，人間模

範天堂華美，影子怎也有個重量，不重，也不輕。

療觸與奪命

《聖彼德影療病人》（St Peter Healing the Sick，1425）是馬

薩喬（Masaccio）演繹《使徒行傳》簡單的描述，加以

時空、距離、位置具體化的安排，彼德不是往聖殿去，

而是剛由聖殿走出來，與門徒們皆沒有手部動作，「他

（馬薩喬）在上述影子的背景的處理過程中把兩種來源

（宗教的和科學的）接合起來」（斯托伊奇塔）。正在，

也達成中。《傷面人》（ Scarface，1932）的第一場，一

個黑影由鏡頭右邊走入，侯活鶴斯顯然參考過《吸血

殭屍》，同一原理，拿手槍的手影略過柱子時變得更

具侵略性，諷刺是「影子」吹着輕鬆口哨，殺人忽爾

有個童趣。

側面：情如物證

回到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的《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的說法，繪畫最初「是由勾勒一個男人影子的輪

廓開始的」，墮入情網的年輕女子，通過勾畫情人的形象

而定諾，是愛情神話，也是失落的補償，影子或許只是加

強那對逝去的記憶。輾轉間，側面的自我追尋，來到電影

去，高克多的《奧爾菲》（Orpheus，1950）變成進入幻境前

貼門聆聽，他或許未懂自戀，他的側面，猶如打開鏡花水

影的鑰匙。

《奧爾菲》

《聖彼德影療病人》

《傷面人》

《天使報喜》

《聖女貞德》

《一條街道的憂鬱與神秘》

《去年在馬倫巴》

《十字約望的基督》

《二樓傳來的歌聲》

愛德華戴格（Eduard Daege）的
《繪畫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Painting，1832）

《卡里加利醫生的密室》《女人身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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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了！要聽風聲，看社會的批、評、判。

紀陶

宮崎駿導演的《風起了》（ 2013）
名符其實是一部成績出眾的反戰電

影，有趣是在香港公映時引發了兩

極化批評，有人看後鄙夷，有人喜

歡。

本來，愛憎一如冷暖感受，可以

各有不同表述，這更顯自由社會的

可貴，不過近來出現這種兩極化的

社會現象，有觀察者發現不少評論

人士既接收不到電影呈現的顯淺訊

息，甚至連故事脈絡的基本理解也

出現偏差，社會整體理解力下降的

童蒙現象實在令人擔心。

城市社會思維退化現象

香港在上世紀已建立出獨立的都市

思維，最近反而出現思維退化現

象，例如以看《風起了》為例，故

事主人翁堀越二郎因為是零式戰機

的設計者，就被認定為戰爭擁護

者，無視戲劇中悉心部署的反戰訊

息。而描繪女主角菜穗子與二郎之

間的愛情因為聚少離多，結局不能

在一起，也認作是一件失敗的愛

情。種種反應都顯示現時觀影看戲

時，不少觀眾都失去自我分析力，

自我的想法常常與原意要表達的訊

息背道而馳。

帶資訊發達的便利，大眾可以隨意

在網絡上各抒己見，不過沒有身份

認證令人言論變得不負責任。藉着

點擊率建立出來的意見流言化，公

信力不足，甚至多了一份情緒化，

卻廣受現世代群眾歡迎。發表的文

章反映大眾的觀感退化，出現看時

不留心，觀後不入腦，看罷很快就

忘記了。現在很多觀眾在看一部電

影時，出現不少情節走漏眼，到再

度提及時才有「醒起」的情況，而

且老中青都同樣出現這種善忘的徵

狀。是否因為我們現時已習慣將訊

息生吞活塞，以及教人讀死書教育

不鼓勵學生自由思考帶來的惡果？

思維片面化，令社會出現回歸一次

元腦袋的童蒙現象。

影評文章的批、論、判

現時發表的影評流行批多於評，這

類文章在網絡上大行其道。用個人

學識或品格來表達電影的觀後感，

大多只能提及個人的喜惡感受，沒

有建立評論觀點來支持己見。這類

文章，大多成為未看電影的讀者一

種消費指標，引發流言以及是否

入場看戲的考慮。現時流行的批評

文章時尚字數精簡，以簡評形式但

求「即食」，也缺乏質檢，多數以

個人口味作出心水選評，以評論來

表現個人品格為主，能以冷靜思維

對一部電影作出平心而論的影評寥

寥可數。況且現時傳媒流行堵截文

化，逢片必罵的批判文章反而大有

市場。故一如文革批駁的「五毛」

文章大行其道，既擺出「唔賣你

賬」甚至要「先打招呼」才給你賣

賬。這類文章其實行家早已歸類為

影話，不稱之為影評。

無論是個人觀點或有時刻意不具個

人立場，影評都必須具備論點，而

且可以考慮至少會有三種不同層面

的讀者會看到你的文章：一是未看

過這部電影的讀者，在看文章時想

理解這部電影的大概，以及影評的

言論涉獵、資料提供，進而抉擇看

不看這部電影；另外一種是已經看

過此片的讀者，無論是認同你的論

點與否，都知道文章的內容是從電

影引發出來的觀點，然後看後對此

片作出更深入的辯解。以上兩種，

都可發揮導讀性意圖，在優評或者

是劣評當中，都可令人更深入理解

一部電影。還有一類讀者，是對電

影有專業認知，甚至是電影創作者

本人或他們的團隊份子，如他們會

看出你的文章是否可以觸及該電影

的思維框架，在了解作者的創作意

圖，平心而論地道出作品成績的優

劣，既避免南轅北轍，有時亦從而

引發新觀點。面對以上三類讀者，

可利用文章結構歸納為一篇影評，

根據程度在言詞字眼的深度入手。

這種有思路安排的影評更具價值。

還有，影評文章道明以評為重，應

以論點先行，有時甚至可以超越個

人喜惡的觀點，純粹以戲論戲來論

述一部電影。

宮崎駿的情深作品

《風起了》是宮崎駿高調提出他導

演的最後一部長篇動畫，亦因為用

一個歷史真實人物加同時期的小說

人物合而為一劇，在動畫上也多了

寫實生活的處理。將現實與夢想世

界兩者重疊，向來是宮崎駿作品特

色，此片更將二者作出瘦線距離的

處理，在現實世界自我製造一個奇

蹟空間，來突顯主角堀越二郎的孤

獨世界。零戰飛機一直被公認設計

出色，骨架硬，而且如鯖魚骨一樣

線條優美。故事最感慨是飛機因為

戰爭而成了被詛咒之物，工作認真

的先鋒人士又何嘗不是？不過故事

洋溢一種在世間活着的溫馨，加上

電影當中的兄妹情，以及黑田上司

默默地成為二郎的守護天使，在人

未倒下之前早作扶持。能在工作中

與愛同行，是天堂樂事。導演很多

應該要說的東西都用戲劇說出來，

而且仍是用他向來的慣常手法，有

跡可尋。奈何他沒有變，反而社會

變了。

在現時社會，別以為我們的文章可

操生殺大權，用一錘定音來作發

言。一些劣評會令部份第一類讀者

失去看戲的意慾，沒有將最後的

裁判權利留給觀眾。未看過戲的

人，就沒有了批也不能判了，或者

日後當他有緣看到，發現原來「好

like」的時候，他就怪責曾經看過
那一篇沒水平的影話了。大家好自

為之，一起看戲吧。

風

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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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馳教絮語

麥欣恩

自從去年起，我在首爾的韓國外

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港台文學及中

國電影等科目，編輯知道後，便

讓我寫一點關於在韓國教電影的見

聞。隨即便想起一次跟系內的韓

國同事在迎新會上，其中一位年

約四十五、六歲的韓國教授打趣

跟我說：「你不會知道，當年《英

雄本色》（ 1987）對我們的影響有
多深。要不是看了《英雄本色》，

我也不會去唸中文！」聽到他這樣

說，我來不及高興，卻更感到心

酸—韓國人認識香港電影，只

限於 1960 年到 1990 年代。彷彿
過了2000年，韓國人認識的香港
電影，就只剩下王家衛了（起碼一

些韓國研究生都認識王家衛）。在

一次於韓國漢陽大學舉辦的學術會

議上，我發表了一篇回顧香港電影

史的論文，其中提到「香港電影」

這個概念在1950、60年代以前，
還未穩定，在當年的許多電影雜誌

或報章裏，「香港電影」會跟「中

國電影」和「國片」互通。這種「含

糊不清」的狀態，其中一個原因是

在冷戰年代，中國大陸不能對外輸

出電影，香港自1950年代起取代
了上海，成為中國大陸以外最具規

模的華語電影製作中心，高峰期年

產逾 300部電影，輸出各地，尤
以東南亞和亞洲為主。冷戰年代，

因為中國大陸對外封閉，香港儼然

成為了華語電影的最重要產地。會

議結束後，有位在韓國學者跟我

說，他小時候看了很多部邵氏拍攝

的武俠片，一直有看香港製作的

電影，直到1980、90年代。他從
來沒有思考過「香港電影」這個概

念，一直認為香港電影等同「中國

電影」，意思是韓國人沒有多少機

會看到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電影，於

是會把「香港電影」代表「中國電

影」。韓國過往幾十年都一直大量

輸入「香港電影」，只是韓國人都

將「香港電影」看為「中國電影」。

說到最後，他說，可惜如今，香

港電影已經沒落，在韓國已經看不

到甚麼香港電影了。

在韓國，每逢跟年逾三十的人談

到香港電影，他們都知道香港「從

前」出產很多好電影，只是近年已

沒有機會看到香港電影了。其中一

個原因，當然是韓國電影興起，香

港電影不容易銷售到韓國去。至於

年紀較輕的韓國人，好像是我的學

生，便對香港電影沒有任何印象。

其實不單只對於「香港電影」沒有

印象，連對「中國電影」也沒有甚

麼認識。曾經問我的韓國學生，有

否聽過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

賈樟柯等等知名中國導演的名字，

他們的回應是一臉的茫然。當然，

我的學生並非專攻電影的藝術愛好

者，他們只是主修或副修中文系，

其目的只在學習中文，以便將來找

到好工作。也不能全怪他們，即

使是在大陸非常賣座的電影，其實

都不能夠銷售至韓國來。韓國有配

額制，外國電影主要由荷里活電

影包辦，就算在大陸非常賣座的

《讓子彈飛》（ 2011）、《集結號》
（ 2008）、《非誠勿擾》（ 2008）等
等，都無法在韓國的電影院上映。

我的學生其實是經常去戲院看戲

的，他們熟知的，都是韓國本地電

影，又或是荷里活的大片。看到

韓國年輕人積極支持本地電影的熱

情，怎能不羨慕？韓國人口五千

多萬，假如香港有這個規模的「本

地」觀眾，港產片又何以會淪落到

只能一窩蜂地追逐合拍模式？

有一次上課，由學生報告吳宇森的

電影，學生一邊作口頭報告，一

邊放映《英雄本色》的片段。我原

以為他們會對吳宇森式的慢鏡或槍

戰鏡頭感到興趣，誰知若干同學在

最精彩的幾個場口面前打瞌睡。報

告的同學當然有解釋何謂「暴力美

學」，可是，報告完畢，其中一位

負責報告的同學走來跟我說，其實

他不太認同吳宇森的「暴力美學」，

他左看右看，也察覺不出《英雄本

色》的鏡頭有何美感可言。當下我

自然費了一番唇舌解釋，只是心裏

有說不出的惘然，究竟這是文化差

異﹖還是代溝﹖

後來，再次聽到我的韓國同事說當

年《英雄本色》如何影響他們一代

云云，怎能不感慨於「香港電影」

在韓國的沒落﹖

行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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